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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文藻23屆校運會」圓滿閉幕，西文系五度蟬聯精神總錦標冠軍。(左起)

李文瑞校長、西文系孫素靜主任、西文系會長洪嘉璟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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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屆校運會 　 西文系 精神總錦標五連霸 
 
拼體力、也拼創意 　展現青春活力與團隊精神 
 
（本報訊）第23屆校運會於四月一日圓滿閉幕，西文系第
五度蟬連精神總錦標冠軍，學生拼體力、拼創意，更拼耐
力！董事長斐德修女、校長李文瑞等多位一級主管，及文
藻家長聯誼會白桂華會長、副會長王進安、蕭茂榮、蘇秋
霞、杜市益等人，皆蒞臨會場為學子加油打氣。家長聯誼
會另贊助大隊接力賽獎金九千元，及補助英、法、德、
西、日五系每系畢業公演五千元，副會長蘇秋霞也以個人
名義致贈啦啦隊一萬元獎勵金，勉勵學子效法運動家精
神，持續精益求精。 
 
　　 當天大會一開始，各系運動員以創意遊行隊伍進入操
場，有英美的101忠狗、米老鼠、西班牙的唐吉軻德、還有
日本soran祭典，充分展現文藻人的創意與活力。接著專科
部健康操上場，近600位同學整齊劃一的動作，活潑又充滿
活力。  
 
　　繼而由文藻競技啦啦隊與藝術舞坊登場，該隊伍甫獲
內門「看我藝陣瘋」全國大專院校創意陣頭大賽全國第四
名及最佳造型獎，他們連袂創意宋江陣的演出，贏得現場
來賓及師生熱烈的掌聲。 
 
　　最受眾人矚目的教職員工趣味競賽項目，今年祭出10
人11腳及跳繩兩項接力活動，連華語中心外國學生也組隊
來湊熱鬧。本土教師車拼洋學生，參 

賽的師生搏命演出。場面趣味橫生，最後由應華系、資傳
系、國際事務系、宗輔中心所組成之團隊，以最優異的成
績，奪得三連霸冠軍。今年更有四項比賽成績破大賽記
錄，包括UE1B林震宇以25”27破男子200公尺賽跑記
錄； E3A張巧薇則以2’49”97刷新女子 800公尺賽跑記
錄；女子200公尺賽跑方面，G5A楊琇喬與G4A王子瑜分
別以30”88及31”08破大會記錄；女子 400公尺賽跑部分，
則由F2B陳怡璇以1’9”49破記錄。校運會比賽連番上陣，
有男女接力賽、跳高、跳遠、越野賽、拔河、蜈蚣競走及
兩人三腳等趣味活動。場內勝負決戰瞬間，場外也互別苗
頭，同學此起彼落地高呼著加油，為自己所屬的團隊及系
科打氣。 
 
　　事實上，從本學期一開始，校運會的各項競賽項目就
陸續展開，在四月一日的總決賽中，精神總錦標由西文系
連續第五年奪冠。李文瑞校長於閉幕時開玩笑地說：「西
文系將正式改名為體育系。」全西文系同學則大聲回應
「NO」，總錦標第二名為德文系，第三名則為外語教學
系。李校長亦勉勵所有運動員，只要盡心盡力地完成比
賽，不論名次如何，都充分展現了運動家的精神，也達成
健身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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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屆「傑出校友」選拔活動開始啦！ 

緊急追緝下列校友： 
 
1.在各行各業有傑出成就者。 
2.對改善社會風氣，發揚我國固有倫理道德有特殊表現者。 
3.熱心社會公益者。 
4.回饋母校友具體特殊貢獻者。 
 
請大家告訴大家，好康A逗相報，踴躍推薦更多值得大家效法的文藻楷模。 
推薦截止日期5月中旬。 
 
欲索取「傑出校友」實施辦法及推薦表，請電洽校友中心。 
電話：07-3426031分機1603‧1605張紹華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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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答　∣　案　∣　　　　　　 　　  
 
　　彼得．杜拉克十三歲時，一位老師問了班上同學一個
影響深遠的問題：「你們想要餽贈給這個世界的是什
麼？」十三歲的孩子當然答不出這樣的大哉問，但是杜拉
克日後經常以此自省，從而成就他管理學大師的地位。 
 
　　我們要拿什麼回饋這個世界？我們又有什麼可以回饋
這個世界？ 
 
　　乍聽之下，你可能懷疑：渺小如我，那有能耐惠施浩
廣無盡的宇宙人類？但是舉目所見，活出生命光彩的人還
真不少。三歲失明的普瑞爾（Louis Braille）雖然喪失了用
眼觀看世界的能力，卻發明點字法造福了無數盲人。瘦弱
的德蕾莎修女聆聽天主的召喚，放棄所有，在加爾各答成
立「垂死之家」，給最貧困的人愛與尊嚴。美國的鋼鐵大
王卡內基幼年失學，成功後，傾其所有，回饋社會。罹癌
的小巨人周大觀，十歲過世前寫下：「海倫凱勒雙眼失
明，鄭豐喜雙腳畸形，我還有一隻腳，我要走遍美麗的世
界。」還有劉俠、黃美廉....，好多典範人物都活得燦爛無
比。如許動人的生命樂章，能不激發我們豐盛自己生命的
熱忱？ 
 
　　1978年盛夏與一群同仁在靜山避靜，適逢兩位教宗相
繼去世，于斌樞機主教也突然病逝羅馬。已故的田永正神
父說：「于樞機為教宗若望保祿一世 　　

提包包去了。」不久田神父癌症去世，1978遂成為神聖
與死亡的註記。那一年十月，一位四百五十年來首位非義
大利籍，以及首位來自共產國家的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就職
了。二十六年後，當他辭世，舉世讚頌他捍衛正義與和平
的智慧與勇氣。我打開Google網站，教宗由童年至盛
年，直到垂暮之年的事蹟與照片盡現眼前。有一張照片，
白首的教宗十指緊扣權杖，垂首傾身，闔目祈禱，那杖似
乎有些不堪負荷。這張相片下面有一段教宗的話：「我不
敢接受這（教宗的）責任，然而，在服從主和對瑪利亞－
我們的聖母親完全信任的精神下，我接受了。」他在非洲
大陸面對飢饉戰爭之苦的民眾流露出的滿眼悲憫，和這句
「我接受了」，深深的觸動了我。我知道那來自偉大心靈
的愛是不朽的無言之教，是教宗餽贈世人的厚禮。 
 
教宗若望保祿二世，這位二十世紀的偉大牧者說：「你是
生命的主人，你要對生命負責。」念及金恩博士以鮮血讓
自由鐘聲響遍每一州每一城的夢想得以實現；懷想已在天
堂的丁老師和鄧主任，她們從不侈言愛，但她們愛家愛
國，愛學生愛學校的風範長存；前幾日捐贈紅十字總會七
十五萬美金的無名氏；還有多年來無數素心人捐磚贈椅，
化身天使護持文藻；一則則動人的故事，或許已經為彼
得．杜拉克的老師當年拋出的問題提供了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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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 本校四計劃獲教育部、國科會共1,390萬獎助  
 
學術和語文能力再更上層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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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報訊）一年之計在於春。今年本校分別獲得教育部及國科會四
項獎助計劃共1,390萬，包括九十四年度教育部提升技專校院學生外語
能力專案補助計畫之「建制文藻國際接軌系列活動─外語再深耕計
畫」、「台灣口譯人才國際實務實習訓練」計劃、及「南區英語學習支
援中心」的三項計劃，以及國科會「中國藝術的數位廊道」計劃。 

　　其中，本校之「外語再深耕計劃」，教育部獎助五百萬，為該計劃
項目中全國之冠。計劃由教務長陳美華兼研發長領軍，以成立「英語能
力診斷、輔導中心」及與「國際接軌行動方案」為主。陳教務長表示，
「英語能力診斷、輔導中心」就如同設立一個「英文能力門診」；透過
有系統的培育規劃、活動及課程、及建立學生個別的英語學習診斷檔
案，以充分掌握學生之學習情形及成效，幫助學生建立其英語能力紮根
的學習網絡；「國際接軌行動方案」則針對國際化及全球化議題規劃培
訓課程，以培養學生成為具國際觀、國際責任、及國際關懷的青年。另
一案「台灣口譯人才國際實務實習訓練」則提供實際參與國際會議之磨
練機會。

　　英文系系主任卓惇慧所提出之「南區英語學習支援中心」獲得教育
部350萬，則著眼於南部地區英語師資培訓、英語教學支援、學習網絡
的建立，為南區技專校院營造英語學習友善的環境。主要內容包括推動
英語種子師資聯盟、英語教師能力提昇專題演講、初級英檢閱讀教材教
法研發，並將建置英語教學支援中心網站，發行英語學習電子報等，以
善用數位科技之方法促進學習經驗分享。 

　　剛通過國科會補助之「中國藝術的數位廊道」數位典藏創意學習計
劃，由李文瑞校長親自領軍，集合應用華語文學系、圖書館、教學科技
中心、電算中心等研究陣容，以E化教學概念及中國藝術教案的題材，
搏得評審好評，總共獲得近300萬的獎助，為本校學術研究獎助功績錦
上添花。該計劃結合了本校「中國藝術欣賞入門」課程所建置的數位教
學網站，精心規劃了導引活動、學習主題、文物展示、互動學習及延伸
閱讀功能，讓使用者「可以觀、可以興、可以遊」，彈指間即可倘佯在
中國藝術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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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交流看板  
 
　　 
█「留學資訊中心」開張 
位於教學大樓地下一樓歐盟園區之「留學資訊中心」正式開放，展示各國最新
的留學資訊，並設有五台電腦提供上網查詢。開放時間如下： 學期中：星期一
至星期五 下午15:10至17:30（國定假日及週末恕不開放） 
寒暑假：開放時間另行公佈 

█「2005年國際研究論壇」  
承辦單位：國際事務系　　地點：歐盟園區Ｔ001

時間 5月11日(三)　 16:00-18:00
主題 Journal-launching?—In my Backyard Please

發表人 文藻 國際企業系　系主任　衛忠欣 副教授
 
 

時間 5月18日(三)　16:00-18:00

主題
建立東亞經濟共同體與台灣的前途 

Building an East Asian Economic Community 
and Taiwan's Future

發表人
文藻 國際事務系　 徐本欽 客座教授 

Indiana University, USA

  

 
█「2005青春影展：台灣紀錄片全國接力展」 
承辦單位：圖書館　　地點：專業口語表達藝術廳

場次/時間 5月10日（二） 16:00-18:00
片名 養生主 

邀請來賓 導演：朱賢哲
 

場次/時間 5月12日（四） 15:00-17:00
片名 新宿驛，東口以東

邀請來賓 導演：楊力州、朱詩倩
 
█「初春美的有氧學習~2005年文藻【美的傳播】講座系列活動  
　校外人士報名熱線： 07-3426031轉1604、1605 
　（兒童限國小以上，請事前電話報名，以便安排座位） 
 

場次/時間 第二場 5月2日（一） 16:15-18:00
題目 萍水相逢－ 一個讀詩的下午

邀請來賓 知名美學評論家　 蔣勳

地點 文園2樓 會議室

TOP

 
 

No.6
 

 
 
 
 
 
 

93學年度 　　 10位文藻優秀青年出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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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技F4 林意絃 二技G3莊凱迪

四技E2A鍾翔聲 二技E5A 尤菁彌

四技E5A 王淑卿 E5A 張迪涵

E5A黃巧翎 E5D林嘉瑩

E4B郭靜瑛 J5B王瑩茹

 

▋ 二技F4 林意絃 
前任學生聯合會會長，以社會服務為個人志向，積極參與校內外活動，尤其在校外志願服務表現卓越，長期參與弱勢
家庭孩童的輔導與陪伴服務，今年更榮獲救國團全國優秀青年獎。意絃善良靈巧、勇於任事、及樂於助人的服務精
神，顯示出文藻人的優良特質 。 
 
▋二技G3莊凱迪 
多才多藝，常常可以在校內、外音樂表演及慈善活動中看到他的身影。目前為高雄市文化局街頭藝人的凱迪，處世認
真負責且積極行善，樂於助人，貢獻於學校，表現可圈可點。 
 
▋四技E2A鍾翔聲 
為人彬彬有禮、待人和善、樂於助人。擔任大學部英文系學會會長，全力投入推動相關活動，其勇於負責的表現，堪
為文藻同學的楷模。 
  

▋二技E5A 尤菁彌  
學業與工作兩兼顧的菁彌，平時雖然需獨立負擔學費及生活費支出，學業上亦表現進步卓著。工作之餘，她積極參與
校外志工服務，到偏遠山區擔任英語志工教學，並參與青輔會「2003GYSD全球青年服務日活動」，獲得績優團隊獎
的殊榮，實為難能可貴。 
 
▋四技E5A 王淑卿 
先天肢體的障礙，並沒有阻撓淑卿在工作和求學的意志。不論是電腦技能競賽、職訓表現、或學業成績，淑卿均有優
異的表現。她樂觀、積極、勤於助人的特質，堪為青年學子之楷模。 
  

▋E5A 張迪涵 
積極投入參與推動國際文化交流的社團活動及社團組織服務工作，表現可圈可點。雖然忙於課外活動，仍保持優異的
成績，其認真積極的態度，值得表揚。 
 
▋E5A黃巧翎 
大專英檢從100多分，到現在進步至300多分，更獲得文藻盃全國英詩朗誦團體組第一名的殊榮，「勇於挑戰、挑戰極
限」，可說是巧翎的最佳寫照。 
 
▋E5D林嘉瑩 
品學兼優、多才多藝的好學生，除熱心班級及社團活動，還年年領取校內的學業獎學金，在新詩創作及體育競賽方面
也有傑出的表現。 
 
▋E4B郭靜瑛 
經歷過民謠吉他社社長、綠色奇蹟服務會副會長、本校校車總車長，為現任專科部英文系學會會長，靜瑛熱心班級及
社團活動，積極參與社區服務，深獲同學及師長肯定。  
 
▋J5B王瑩茹 
具有高度的學習熱情和服務精神，參加校內外各項活動時主動任事、任勞任怨，深獲師長一致的肯定與好評。善體人
意、為人謙和、課業優異，得同學們的愛戴，瑩茹整體表現優異，足為現代青年榜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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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頑石訴說最柔軟的語言—與石共舞的黃敬永
 

 
▲17EA黃敬永設於枋寮藝術村 

　　 
　　「石雕對我來說是另一種展現生命的方式。」枋寮藝術村石雕藝術家黃敬永，也是文藻17屆英文A班畢業校
友，以極簡、圓潤的線條，透過石雕作品的呈現，傳遞愛與希望。 
 
　　退伍後曾在貿易公司待過一陣子的黃敬永，後來因緣際會進入畫廊工作，因而萌發他走向藝術創作之路的想
法。「除了自己對石頭的偏愛外，也因為石雕難，做得人少，挑戰性高；同時每一顆石頭因為生成的環境不同，可
展現不同的內涵，就像人一樣，有其獨特性與開發潛能。」。 
 
　　或許是因為在文藻讀書養成的習慣，或許是當年參加慈光社及攝影社的影響，黃敬永的作品充滿了人與自然、
人與動物及親情的互動。「慈光社讓我交了許多好朋友，大夥兒一起帶山服時，不僅培養了絕佳默契，也觸動了我
心靈的深層需要；攝影社培養我對美的觀察及體會能力；而文藻豐富的人文啟發，更讓我對生活不斷的內省與思
考。」黃敬永鼓勵學弟妹要多看、多聽、多感受，還有多參加社團活動，除了可以交到許多志同道合的同伴外，更
重要的是可以開發自己的潛能，活出自己。 
 
　　從事石雕已有15年的黃敬永，2003年應枋寮生活文化促進會之邀，進駐「枋寮藝術村」。以隨手可得的石頭，
及最簡單的「詞彙」，用愛讓頑石訴說最柔軟的語言，並曾分別於高雄鹽埕阿普藝術中心、串門學苑、福華沙龍、
枋寮藝術村及台北市長官邸藝文沙龍等，舉行「石之天籟」、「石與實的幻生」、「情歸大地」、「石在有心」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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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與希望」作品 

「愛與希望」石雕個展，傳達人間親情、愛情、童真及動物的單純。 
 
　　最近他準備到枋寮地區各國小指導學童彩繪石頭，用蠟筆、彩色鉛筆、水彩及廣告原料，將不同造型的石頭，
彩繪成貓頭鷹、小貓、熱帶魚等圖案，鼓勵兒童發揮創意及想像力。 
 
　　「彩繪石頭可以讓兒童發揮想像力，石雕則是傳達創作者的理念」與石共舞的黃敬永，讓石頭蹦出了生命，也
寫出藝術家對土地及自然的關懷。 
 
 
 
 
黃敬永石雕工作室：枋寮火車站旁儲運路4巷2號 
參觀前請先以電話聯絡：0929-012416 
2005年黃敬永石雕個展，將7月於台北市長官邸藝文沙龍舉行，敬請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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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度詩獎得主2E陳育虹校友

 

文藻人二三事 
 
█　賀 本校2E陳育虹校友3月17日獲〈年度詩選委員會〉2004年度詩獎得主。這次她得獎
的作品《索隱》為長篇愛情組詩，共58首，詩風純淨有氣魄。陳育虹是詩獎創設13年以
來，19位得獎人中第二位以創作成績得獎的女性詩人。 
 
█　賀 本校應華系3A吳雨蓉同學以《台北北門的古往今來》作品角逐僑委會「全球創意教
案獎」，榮獲全球季軍的殊榮。 
 
█　任教文藻法文系多年的李鴻皋神父，桃李滿天下，曾受業神父的文藻人都膩稱他為「爸
爸」；李神父將於4月30日(日)上午9時於台北市士林區石牌路二段90巷20號天主堂舉行進
鐸60年慶祝感恩彌撒，歡迎文藻人蒞臨參與，並分享他的喜悅。報名：北區校友會會長于
乃鳳：ursula.yue@msa.hinet.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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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念　文藻人 
 
█　悼念旅居加拿大的5GS陸麗珍校友，因病於2005年4月逝世，於4月25日在當地 Boal Memorial Chapel 舉行追
思。加拿大溫哥華校友會會長4EA陳其紋與當地文藻校友前往弔唁。

█　悼念10EB萬淑宜校友，因病於2005年4月安息主懷。萬淑宜在她短暫的一生中，把天主給她的每一個角色，妻
子、母親、女兒、姊姊，都扮演的那樣美好。她所留下的愛、智慧、堅毅、溫柔、以及面對生命考驗時對天主的純
然依恃與信靠之心，都成為家人及朋友們人生中最珍貴的財富﹗ 
萬淑宜追思彌撒感恩祭典於2005年4月30日上午9:30於台北天主教耕莘文教院古亭聖心堂舉行，與至親好友一起緬
懷淑宜的種種美好。 
 

親愛的 麗珍 Soledad: 
 
今天是妳遠行的日子, 
千山萬水外, 
遠在臺灣的我們, 
無法親自前來為妳送行. 
謹以無比悲傷、哀思的心情, 
遙祝妳一路平安,  
在主慈愛的引領下, 
去到那無憂無慮的快樂天堂, 
再也不必飽受病痛的折磨. 
 
回想當年在文藻五年求學的快樂時光, 
應是妳我人生中最美好的一段回憶, 

＜妳家楊桃樹正在開花＞ 
 
採幾朵最艷最鮮的楊桃花 
為妳臉頰抹胭脂 
蘇蕾拉,南方妳家院子  
星斗是否依舊垂掛樹梢 
我們曾爬上的樹  
曾仰望的 
滿天翠青 
曾楊桃滿懷 
曾笑臥的樹窩是否 
依舊 
 
蘇蕾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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妳燦爛的笑容與活潑、開朗的個性, 
和熱誠和善的待人之道, 
如今只能在夢裡追憶了. 
 
如此陽光般的女子, 
本應擁有一個幸福美滿的人生, 
卻在孩子們漸漸長大, 
我們肩上的重擔漸輕, 
正要享受美好人生之際, 
驟然告別人世, 
留給愛妳的家人與好友們, 
無限的不捨與悲痛！ 
 
親愛的Soledad, 
請安息吧！ 
願妳安息主懷, 
永懷平安喜樂, 
也願妳在天之靈,  
保佑你的一雙好兒女, 
平平安安快樂健康的長大成人. 
 
親愛的Soledad, 
珍重, 永別了！ 
我們將永遠記得妳！懷念妳！ 
 

　　　　　　文藻外語學院第五屆德西班 
　　　　　　班長于乃鳳暨全體同學 敬悼 
　　　　　　2005年4月26日寄自台北、台灣 
 
◎陸麗珍 Last Viewing於4/25在加拿大舉辦 ，由同班同
學雷雲美代表，以英文文稿追思。 

採幾朵最艷最鮮的楊桃花 
為妳臉頰抹胭脂 
它結的楊桃 
汁是否滿嘴的酸 
和甜，是否黏黏地垂下 
垂下 

但, 蘇蕾拉, 垂臥溫哥華的妳 
已隨星斗移轉 
此刻, 妳即將遠行 
妳眼中是否裝滿 
那夜的星光? 
妳不能言語的小嘴 
是否還回味著甜酸的楊桃汁?

妳家楊桃樹正在開花 
蘇蕾拉,讓我爬上樹 
採幾朵楊桃花，最艷最鮮的 
為妳蒼白的臉頰 
抹上霞光 
粉粉紅紅紅紅粉粉 
像胭脂

蘇蕾拉 
讓我為妳蒼白的臉頰抹胭脂 
讓我爬上樹 
搖落幾千朵最鮮最艷的楊桃花 
不，讓我爬上一株株的楊桃樹 
為妳把楊桃花鋪向天邊 
在妳即將遠去的路上 
蘇蕾拉 
 
　　　　　　　　　　杜小山, April 7, 2005 
　　　　　　　　　　Lolita Chuang, Champa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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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與會議大樓現已興建至12樓了  

克服萬難 起造知識之塔 
 
研究及會議大樓、體育館興建現況 　　　　　　　　　　　　（文/潘存真） 
 

　　原學校董事會一度重新評估「體育館」的上部工程續
建計劃，校方在有限的經費之下，現決定排除萬難，繼續
興建，並預計九十五年六月全部完工，九十五學年度開學
時開始啟用。 
 
　　這一年來因為建材原物料上漲，包括鋼筋原料上漲了
52%，另混凝土、模板價格亦大幅上揚，造成施工成本提
高，再加上原本就拮据的工程款，董事長不得不重新評估
「體育館」上部工程之興建計劃，但幾經波折後，為考量
學生及教學之需求，決定先完成體育館建築主體。校長李
文瑞表示，雖然體育館暫時無空調及游泳池，但仍然為未
來的體育課程及學生活動空間，爭取到較合適的發展基
礎。也期待更多願意幫助文藻的朋友，能繼續給予協助。 
 
　　以下為目前兩項工程的進度狀況： 
 
研究及會議大樓　　 
　　本棟建築物為地下二層及地上十六層高樓層建築，總
樓高達70公尺，總樓地板面積19,168.31平方公尺。大樓
內部主要為各系科辦公室、校史室、國際交流中心、小型

校園生活及餐飲區，並設有一間可容納245人的國際會議
廳。目前工程已施作至十二樓，詳細各樓層空間配置介紹
如下圖。該棟大樓工程預定於民國九十五年三月份完工。 
 
體育館  
　　原本已決定暫緩興建體育館第二期工程，即體育館地
上建築物，校方為考量邁向外語大學整體規劃，董事會原
則同意繼續興建。由於工程款拮据，將無法安裝空調及游
泳池。體育館地下室二樓為停車場，且連接研究及會議大
樓停車空間，地下一樓原游泳池改為多功能運動教室，地
上一樓規劃了室內羽球場、排球場及韻律教室，二樓為室
內籃球場，三樓屋頂層為戶外網球場及練習牆等設施，並
於學人宿舍外牆建造一攀岩練習場。體育館目前已完成地
下連續壁施作，預計七月份開挖地下室，整個工程將於民
國九十五年六月底完竣。 
 
　　二○○六年為文藻建校四十週年，配合大樓的完工，於
明年十月二十一日校慶當天舉行盛大的落成典禮，屆時邀
請關心文藻的各界友人、校友及學界蒞臨，與我們共同見
證這意義非凡的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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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會議大樓內部空間規劃 

研討室，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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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心園 正氣樓

正氣樓林蔭大道旁 巍峨校門

教學大樓庭園 行政大樓一隅

珍藏文藻情 　 ◆文藻之美 明信片◆

 
文∣藻∣之∣美∣　明信片‧ 珍藏文藻情　 
　　 
　　 集結了文藻老師的智慧小語及三十五屆英文科學生宋芝瑜的油畫創作的【文藻之美】明信片，即日起正
式發行。【文藻之美】明信片畫作作者英5C宋芝瑜同學，習畫已有15年之久。她以細膩的筆觸，顯影出行政
大樓、新教學大樓、溢香亭、耕心園、正氣樓林蔭步道及民族路校門隨著四季遞嬗的風采。 
 
　　【文藻之美】明信片一套六張，限量發行，義賣價一套120元。想要珍藏、體驗、回味文藻校園的文藻
人，趕快行動囉！ 
 
展售地點：校內全家便利超商‧麗書坊‧本校公關室  
 
----------------------------------------------------------------------------------------------------------------------  

 　　【愛心課桌椅大募集】活動辦法 
 
◆　每捐贈新台幣一千元，即在新大樓的一套課桌椅上，標識捐贈者及受贈者的姓名、系科或班級名。 
 
◆　一人捐贈或數人合贈（含班級集體捐贈）均可。 
 
◆　每捐一套桌椅，即可獲閃亮愛心別針及愛心卡片。 
 
◆　可親自本校公關室(行政大樓一樓)洽辦、或至本校興學網站下載信用卡捐款同意書。 
　　 網址： http://www.wtuc.edu.tw/fund/brick/2003 
 
　洽詢電話：07-3426031分機1604、1605，傳真：07-310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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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綜合教學研究大樓」工程進度

 

1.研究及會議大樓11FL樓版鋼筋綁
紮施工照片

2.研究及會議大樓施工用電梯爬
昇至11FL樓層照片

3.研究及會議大樓採光天井照片 4.學人宿舍現階段外觀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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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詢捐款芳名錄　 http://www.wtuc.edu.tw/fund/brick/2003 
其他月份捐款芳名錄，請上興學基金資源網查詢 

94年3月 
 
化小愛為大愛∼2800套課桌椅 
4,000/王國斌 2,000/饒湘慧 1.000/蔡佳凌；洪慶芬；李淑閔 
 
在文藻砌一塊磚 
60,000/王愉文 30,746/陳國賢 林鳳珍 30,000/魏淑珍 20000/許雅敏12,800/謝聰智 9,252/王銘麗 6,000/邱紹楨 5,150/公關室義賣 5,000/
李文瑞；王淑珍 3,250/曾清金 3,000/王?伶；蔡文隆；盧美妃；王惠菁 2,500/張育英；雍宜欽 2,000/八方通運有限公司；葉秀治 1,500/
劉展明；無名氏 1,250/洪千惠；潘存真 1,200/萬政康 1,000/廖財義 ；高澤仁；蔡麗雯； 曾銘珍；林莉蓁；許家菉；王小玲；張乃玉；
宮芳辰；藍麗芬；張美齡； 吳榮華；李書琴；高志亮；蔡金鳳；陳黎郎；林美辰；呂健名；林秀芬 500/范裴斐；李宜潔；張嘉傑；李
秀桃；張紹華；陳靜珮；許瑞芳；王萬國 200/廖育葦；車蕙瑜；廖貞智；李志文；張吳秀玉；劉黃美嬌；張趙美麗； 盧黃明娥 
 
吳甦樂廣場 
1,000/廖南雁；洪錦心 500/蘇彥衍；陳存良 
 
興學基金 
6,000/文藻26D 2,000/蔡政宗；陳雙景；美商艾必匹公司台灣分公司 1,000/吳銀柳；蘇榮昌；林遠航；古永祥；陳忠信；陳存良；賴
昭志  
500/郭孟月 400/王寶墉 300/朱心怡 100/佘祥仁；李若蘭；謝明學 
 
贊助36屆德文系畢業公演 
4,000/許雅秀婦產科診所；維泰牙醫診所 
 
　　　　　　　　　　　　　　　　　　　　　　　　　　　　　　　　　　　　　　　　　　　　　　　　 　總計金額：

＄282,34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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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款方式　www.wtuc.edu.tw/fund/

信用卡 
請上http://www.wtuc.edu.tw/fund/ 下載或來電索取信
用卡捐款單。 
 
銀行電匯 
行別：013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 高雄分行 
帳號：05030021225 
 
支票捐款 抬頭：文藻外語學院 
 
現金　請直接寄至本校公關室

財團法人私立學校興學基金會 
以指定捐款文藻方式，個人可享所得總額50﹪列舉扣除額的免稅優惠；企業捐款則可
享受25％之當期費用免稅優惠，詳細捐款辦法請來電詢問，洽詢專線：07-3426031
轉735分機。 

保險給付金捐贈 
請洽專案規劃師專科部第廿一屆李桂蓮校友。聯絡電話：0931-774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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