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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純心女子大學學生於研修團期間，由本校應華系

教授書法習作，體驗中華文化之美 
 

 
▲原田繪里香同學 

 

 
▲新內藍(左二)與文藻學生 

 
姊妹校 純心女子大學於五月初來訪 
 
感受文藻師生熱情與南台灣風情  

　　（本報訊）遠從日本鹿兒島縣純心女子大學的校長稻
井道子修女、國際人間部荒井修女、及張紹妤老師等一行
三人於5月3日至5日來本校進行參訪交流。 
 
　　 該校於自89年起開始與本校進行交流，90年5月雙方
簽署交流關係協定書，為李文瑞校長上任來第一所簽約的
姊妹校，往來十分密切。這次參訪，李校長特別贈送了一
只仿故宮的清朝裂紋花瓶給稻井校長，稻井校長也回贈建
校十週年紀念陶杯組及鹿兒島名產燒酒，雙方相談甚歡，
互許兩校未來能在學術與學生交換方面，有更進一步的交
流。 
 
　　 鹿兒島純心女子大學是所天主教的學校，校園環境優
美，充滿濃厚的人文氣息。由於秉持著全人教育的精神辦
校，與本校治校理念不謀而合，同時也都是女校的背景，
使得兩校的姊妹情誼，份外惺惺相惜。雙方的交流，除文
藻每年推派兩名學生至該校擔任華語教學助教之外，兩校
也舉辦過文藻短期國際訪問學生參訪團及日本鹿兒島純心
女子大學短期研修團（90年9月），提供文藻學生赴日本參
觀、純心學生來文藻學習中國文化的機會。　

　　此次參訪的純心女子大學校長稻井道子修女，為首次
來到台灣。除了對於文藻細心的安排及熱忱的接待表示感
謝，也參觀了日文系上課情形，對於文藻活潑的上課方式
及師生的互動，留下深刻的印象。她特別與正就讀於華語
中心的兩位純心學生原田繪里香、新內藍會晤。此外，三
位來賓也在化雨堂，與一千多位文藻學生一同觀賞了南投
縣曲冰部落布農族人的八部合音表演。「雖然語言不通，
但卻能從八部音韻中，感受到台灣原住民對生命的熱愛及
和諧，覺得非常感動。」稻井校長感性地說。 
 
　　為期三天的友誼參訪行程中，也安排參觀左營、蓮池
潭及佛光山，讓遠到而來的貴賓，深入體會南台灣的風
情。 

 
 
原田繪里香  
　　 兩年前一個因緣際會，參加了文藻法文系舉辦之法
文學生來台學中文活動，原田繪里香便愛上了文藻。去年
從純心女子大學短期大學畢業後，繪里香隨即負笈來台，
自六月起在華語中心學習華語。 在這前後近十個月的文
藻生活中，她與班上來自六個國家總計十位學生共同研修
中文，體驗到各國不同的文化，也常有機會以英文、中文
與同學溝通。對她來說，這是在日本很少能體會到的經
驗，也十分珍惜。對於台灣同學的熱情與溫馨，還有隨團
走訪鹿港、墾丁的經驗，繪里香更是贊不絕口。立志將來
回國從事航空服務的繪里香，目前積極規劃進入文藻英文
系三年級就讀，充實自己的英文與中文實力，讓青春在台
灣留下難忘的回憶。 
 
新內藍 
　　到華語中心報到才兩個月的新內藍，可是今年三月剛
從純心女子大學短期大學畢業的新鮮人。在母校中文老師
張紹妤老師的引介下，來到文藻華語中心學習中文。新內
藍是不折不扣的成龍迷，對中文特殊的發音深感興趣，於
是立志學好中文，以便有朝一日，有機會以「流利的中文
跟偶像交談」。 
新內藍寄住在學校的學生宿舍，與其他三位文藻學生相處
融洽，領受到親切和熱忱的南台灣風情，尤其是台灣的文
化現象及小吃，在在令她嘆為觀止。最近，她參與日文系
內畢業劇本的潤稿工作，與一群學生相處、互動，讓她更
融入在跨文化的情境之中。這群有著國際視野的年輕的
心，將在校園裡激盪出跨文化學習的活力與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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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樓中庭：圖書館大廳 
１樓左側：服務台 

１樓右側：資料檢索區 
２樓：期刊報紙區 

地下１樓：參考書區及外文 
　　　 過期期刊區  

 

  

 

打造一座「大學級」的圖書館 
　　　　　　　　　　　　　　　　　　　　　　　　　　　　　　　　　文／王愉文(圖書館館長) 

　　2005年，是文藻圖書館脫胎換骨的
一年。為強化作為一座「大學等級」圖
書館，文藻圖書館即將進行擴充工程，
訂於6月29日開始施工，希望能趕在九十
四學年度開學前完工，作為校方送給學
子的開學禮物。 
 
　　於1996年完工啟用的圖書館大樓，
圖書設施及空間（即現在圖書館所使用
的樓層）只佔整棟大樓的六、七樓及五
樓北半層。對專科時代的文藻而言，這
樣的空間足夠了。然而，自學校於1999
年升格學院，這六年來館藏大幅增加，
館員也相應增加，面對未來升格大學，
館藏、服務及辦公空間的需求更加殷
切，遂於今年進行圖書館擴充工程。 
 
　　這次擴充的樓層主要包括地下室、
一樓及二樓。地下室規劃有參考區、外
文過期期刊區、館長室及採編組辦公
室，一樓為入口大廳，大廳兩側設有服
務台、資訊檢索區、新書展示區及讀者
服務組辦公室，二樓全部為現期期刊報
紙區。擴充後整棟圖書館大樓除了四樓
教學科技中心及暫居八樓的教師研究室
外，都屬於圖書館空間。全部工程預計
於九月中下旬完成。 
 
　　為了解文藻師生對圖書館的意見及
期望，圖書館於二、三月間進行了一場
網路問卷調查，49%的填答師生希望人
文意象及科技意象同等份量，43%希望
人文意象重於科技意象。完工後的圖書
館是否可以滿足多數文藻人的期望？讓
我們拭目以待。 

 
 

一書一世界，書架即宇宙 
　　　　　　提昇圖書館閱讀環境計劃 
 
　　本校今年預定進行圖書館擴充工程，原籌措壹千萬元的工程
預算，由於教育部獎補助款不足，部分閱覽設備因此遭刪減，立
即衝擊到六樓中文書庫及地下室閱覽區設備的添購計畫。館方急
需籌募補足這些閱覽設備的預算，才能讓圖書館在2005擴充工程
完工後，成為一個大家期待的優質大學圖書館。  
 
　　為此，本校發起「一書一世界，書架即宇宙」書架及閱覽桌
椅認養活動，邀請關心教育及文化的人士認養相關圖書設備，共
同來培養更多年輕的愛書人。 
◎ 募款期間：94年5月起至95年7月底（書架及閱覽桌椅兩項認養

計畫活動至八月底止） 

認養項目 說明 規劃
預算

採購

急待認

養
單價/組

【希望之架】 

書架認養

雙面六層書架(鋼製,

五個一組,含封版及連

結架)

32組 23組 9組
NT$ 

50,000/組

【閱讀世界】 

四人閱覽桌椅

內建桌燈、資訊插

座、電源插座，並配

置四張椅子

34組 23組 11組
NT$ 

27,000/組

文藻圖書館永續發展

專案

於2005-2006年間充

實各 樓層基本閱讀及

檢索設 備，滿足師生

需求

募得之金額作為圖書館永續發展

規劃使用

◎ 捐贈表揚： 
於認養之標的(書架兩側封版、閱覽桌)鑲上認養標示牌，刻上捐款
人之大名，並致贈紀念品乙份。捐款一萬元以上之捐贈者，館方
將致贈榮譽借書證，感謝捐款人的愛心。詳細獎勵辦法依據【文
藻外語學院圖書館捐助獎勵辦法】辦理。 
◎ 響應專線： 
07-3426031分機1604 文藻外語學院興學基金委員會方小姐或直接
匯款至戶名：文藻外語學院 　行別：國泰世華銀行　　　  
帳號：005030021225 匯款後，請以電話通知，以便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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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FOR I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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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 what do we do in our spare time? The answers 
are varied. When honest, they include sleeping, playing 
video games, frequenting the chat rooms on the Internet, 
surfing the net for entertaining websites or going window 
shopping. Some will say they catch up on homework, go 
to a movie, listen to music or talk with friends. But read a 
book in spare time? That’s much too much like work, isn’t 
it? The curious thing is that in a College of Languages, 
one would expect students to read books so it’s not a bad 
thing to ask, yet once more, why so many college 
students don’t read not only books but even the 
newspaper, and not even in their own language. In 
another school, in another Asian country, I once asked 
the same question in a class of upper level students 
preparing for university entrance. The reactions were 
immediate and intense. “What! all those black words on a 
page! Not me!” I got the impression that the speakers 
would not have read a book even if the words had been 
printed in color. A related problem is writing, in my case, 

helping students to write in English. Good, 
conscientious students really want to improve their 
English writing and, in recent years in Wenzao, the 
writing increasingly needs improvement. They sincerely 
ask about strategies for improving their writing skills, 
accuracy and use of vocabulary. Some (not many!) 
optimistically buy handbooks called: Improve Your 
Writing in a Month or Easy Steps to Writing in English 
and this is after as many as eight or nine years of 
learning English. In these few words there cannot be an 
instant solution to these problems BUT, I do throw down 
a challenge. So you want to improve your English, do 
you, no matter whether it's oral, writing or reading 
skills? Well, you already know all you need to know 
about most of it. YES, you do. All you need to do now is 
to read, read anything whatever, read what you like and 
read a lot of it. I'll gamble with all comers that if they do 
it, they will be amazed at how their skills shoot sky high. 
Try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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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綺雯老師於講座後與文藻國際精英們互動 

 
躍身國際菁英 誰與爭峰 
 
2005文藻國際菁英種子訓練　加碼學子國際素養 

　　（本報訊）眾所矚目的「2005文藻國際菁英培訓計
畫」，經過一番激烈的書面審查及面談，終於於四月中
旬，從一百多名優秀的角逐名單中，挑選出63位同學，獲
選為該計劃今年的培育種子。由於計劃推出即獲得學生極
大的迴響，主辦單位聲稱只要敢對國際菁英資格挑戰，便
是「膽識、資質過人」，也勉勵未能入選的同學，明年再
接再勵。 

　　「2005文藻國際菁英培訓計畫」為研發處今年度重點
計畫之一，著眼於推動國際學術與文化活動的充分交流，
培育學生參與國際事務的能力。於今年年初，研發處便將
本校相關國際交流活動整合於該計畫下，對學生展開一系
列之訓練，然後擇優派遣參與各種國際交流活動。該培訓
計畫強調訓練與實習並重，所有參加培訓的學員，除必須
全程參與培訓課程，並要求於94學年度修習兩門正式課
程，學員也被要求參與學校規定之服務活動，如「英語初
戀營」及「國際青年論壇」籌備工作。 
 
　　這套強調學中做、做中學的課程設計，雖然 「魔鬼訓
練營」般嚴格，卻仍舊讓有心於加強自己國際觀的學子們
趨之若鶩。學員之一的五專法文科畢業、現為二技英文系
三年級同學黃敬堯，自開始便積極參與，並展現強烈的企
圖心。其實敬堯上個寒假才參與國際事務研習營，又赴日
參訪國會及自民黨，他即將於九月負笈至姊妹校捷克
Hradec Kralove 大學擔任交換學生，對於校方規劃課程的
用心十分肯定。現就讀五專部英文科二年級的王之葦，為
本屆菁英榜單中「唯二」的低年級學員，她也對即將開課
的訓練課程充滿期待。好學不倦的之葦，自許自己能在相
關服務活動中增廣見聞，加強對國際事務的掌握及領導能
力。 

　　該計畫的第一堂，已正式於5月7日開始，邀請到教
廷女爵士江綺雯博士主講「全球化下的台灣」。學員帶著
專注的神情及求知精神，熱烈地參與各項討論，大步邁向
和世界握手的菁英之路。 
 
文藻94年相關國際交流活動一覽表

主題 預計日期

國際青年論壇 10／17-18

各學系交換計畫

亞洲大學會議服務 7/11-22

日航獎學金暑期赴日研習 8/10-31

日本清泉女子大學換約服務 8月

參加日本清泉女子大學 
國際環保教育研討會

5/17-22

參加聖吳甦樂會學校學生論壇 6/25-29

南台灣文化之旅 10/19-22

參加天主教世界青年日活動 8/16-22

2005世界工程傳播年會 6/8-10

上海外國語大學參訪活動 11/6-12/4

台灣口譯人才國際實務實習訓練 
(法國史特拉斯堡歐洲議會) 

9/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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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術交流看板  
　　 
█當代婦女地位論壇-參加聯合國大會婦女經驗分享 
時間：94年5月16日(一)上午9:30—下午4:30 
活動地點：歐盟園區 

█第三梯次國民小學英語教學研習會  
日期：94年5月18日（三）下午1:20 ~4:40 
地點：新教學大樓T002階梯教室 
報名單位： 本校師資培育中心陳佳慧小姐 
聯絡電話：（07）3426031轉7103 

█2005南台灣青年音像創作聯展 - 流光喚影 
日期：5月27日至6月5日 
地點：高雄市電影圖書館 
活動項目：集合10所大專院校12個科系學生音像創作發表，內容包括影片觀
摩、動畫創作營、名人專題講座、作伙來拍電影等 
主辦單位：高雄市電影圖書館 
 
█「智慧財產權宣導週」活動  
1、專題演講（週會、導師會議共二場） 
2、學生行動表演劇、有獎徵答、海報設計等比賽活動 
日期：94年6月9日~15日 
主辦單位：通識教育中心、圖書館、電算中心

 
█高雄文化學術研討會-通識教學方法心得分享會 
時間：94年6月10日　 上午9:00至下午5:00 
地點：新教學大樓T001階梯教室 
主辦單位：輔英科技大學 
承辦單位：本校通識教育中心、高雄地區五校聯盟 
 
█2005年國際研究論壇 
主辦單位：國際事務系 
地點：歐盟園區T001 

時間 研討主題 發表人

5月25日(三) 
1600-1800

The Changing Political Economy of 
Taiwan's and China's Relations with 
Southeast Asia: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Samuel C. Y. Ku, Ph.D. 
Professor,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6月8日(三) 
1600-1800

China’s Changing Policies toward the 
South China Sea

文藻 國際事務系 
徐本欽 客座教授 

Indiana University, 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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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中以情境式的角色扮演進行演練，讓 

語言 學習融入生活 

 

 
全民外語學習列車起跑  
 
推廣教育中心提供新鮮人職訓　上班族進修　親子共學多元選擇

 
　　素有盛名的本校推廣教育中心外語學習課程，課程越來越精緻，從就業訓練到親子學習的全民運動，
在南台灣掀起樂在外語學習的風潮。 
 
　　推廣教育中心獲高雄縣政府委託辦理「英文秘書人員訓練班」，上課時間從6月21日至8月19日止，目
前已受理報名。該班強調英文密集訓練130小時，內容有英語簡報訓練、商業英文會話暨書信寫作、接待
英文及全民英檢中級輔導課程等，並輔以電腦課程６０小時，以輔導非英文本科系畢業之待業青年加強英
語技能，順利展開求職之路。 
 
　　「英文秘書人員訓練班」全程190小時紮實的課程設計，學費由高雄縣政府提供補助，只需自付受訓
費用2,852元，可說是高學費時代裡的進修福音。受訓對象以設籍高雄縣者為優先，至多開放八個名額給
高雄市民或其他縣市民眾，意者請把握機會。 

　　廣受市民推崇的親子共學英語班，也自即日起開始招生，預計於暑假開設11個班次。該課程針對85年
1月1日至87年12月31日期間出生之高雄市學童與家長，免費提供20小時基礎英語課程，授課內容包括認
識彼此、介紹家人、借用東西、認識身體部位、選擇食物、過生日及休閒活動等，搭配實用句型及童詩、
歌謠、遊戲、角色扮演等教學活動，課程生動有趣。共學班教材由本校外語教學系編撰，並已上網至社教
司博識網(wise.edu.tw/resource/course/learningenglish/index.htm)，在家也可上網學習。

　　推廣教育非學分班也將於六月初受理報名，七月初校本部與四維分部陸續開課。適逢暑假來臨，中心
也推出日間時段大專暑假英日歐語密集班、托福、多益與全民英檢各級測驗課程，自助旅行英語以及專業
閱讀寫作班，另有多種才藝課程。簡章六月中旬可備索，該中心網頁（HTTP://3L.WTUC.EDU.TW）亦可
下載，報名專線：(07)345-8212（校本部），(07)713-4245（四維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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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太陽 楊佳穎 　從輔導助人中活出精采
 

 
▲小太陽23EC楊佳穎校友 

　　 
　　近傍晚時刻，位於行政大樓2樓南側的學生輔導中心，漸漸的熱絡起來。其中有一位帶著陽光般的笑容，白皙的
臉龐與頂著一頭閃亮白髮的楊佳穎老師，令人眼光一亮。 
 
　　 「重回母校工作，有一份特別的感情。」繞過地球大半圈、擔任過英文老師及貿易公司外貿業務的23EC的楊
佳穎校友談到她回母校任職的心情。 
 
　　DNA中缺少製造黑色素基因的楊佳穎，是一位「白化症」患者。家住彰化小鎮的她，回憶起成長的點滴，最感
謝父母及疼愛她的爺爺，在成長的過程中從未將她視為「特殊人物」，而兒時的玩伴更稱她為「小太陽」，一起探
險玩耍，養成她頑皮與勇於嘗試的個性。 
 
　　「回文藻不一定要教外語，文藻人可以有更廣闊的發展。」畢業後曾赴美求學的佳穎，學的是口語傳播，原本
計畫繼續攻讀碩士學位，因為父親驟逝，讓她重新思考人生的方向。經過工作的歷練與沉潛，擅用刪去法找尋自己
生命目標的她，決定重拾書本報考「輔導研究所」，努力用功了一年，還有「老天爺」的幫忙，楊佳穎順利考上高
師大輔導研究所並取得碩士學位，也因研究所實習課程回到母校實習，展開助人的工作。 
 
　　「天助、人助、先自助。」目前在學生輔導中心擔任輔導老師的佳穎，主要負責志工團、個別諮商及測驗諮
詢。她感謝在文藻期間，學校給予她很多的資源，其中陳美華教務長及張慧美主任常常鼓勵她；馮秀珍、林憶秋、
喬惠芝任導師時，更幫助她由外在的我，轉而內省；返校實習陳清泉學務長擔任督導，讓她見識到輔導老師的風
範，受益匪淺。 
 
　　或許是曾經接受過幫忙，也或許是小太陽喜歡照耀的個性使然，佳穎校友非常肯定自己投入輔導助人的生涯，
並期許自己能對學弟學妹有所幫助。當您有機會路過學校的輔導中心，別忘了入內探訪，佳穎親切與溫暖一定會讓
您有意想不到的收獲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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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校長有約】－航空旅遊觀光業 

  
▲文藻校友總會【更年期‧更年輕】  

 
文藻人二三事 
 
 
█　本學期第二次【與李校長有約】活動，將於6月3日上午10時於文藻舉行，主題為「文
化、藝術類交流」，歡迎從事相關行業的校友踴躍參與。報名洽：07-3426031分機1603‧
1605校友聯絡中心。 
 
█　文藻校友總會4月16日舉行「更年期‧更年輕」講座活動，受到1-10屆校友熱情迴響，
參加校友達70餘位，李文瑞校長親臨會場勉勵。該會更上一層樓，將於6月4日(六)上午
7:50-10:30推出第二場講座，邀請高雄知名親子輔導專家5EB李世慶校友主講「親子溝
通」，機會非常難得，歡迎校友免費報名參加。 
舉辦地點：高雄圓山聯誼會 
電話報名：0932-744578 4EB毛鑀蓁理事長 
網站報名：http://www.wenzaoalumni.org.tw/ 
 
█　校長千金出閣 
本校李校長三女李泓已於4月30日完成終身大事，夫婿黃士鈞之前曾在本校通識教育中心任
教。兩位的姻緣，再加上文藻之緣，在校園中傳為佳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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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活動櫥窗  
 

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5%C4%A6%B3%F8%B3%F8/17/wenzaotoday17.htm 第 5 頁 / 共 8  [2008/12/19 下午 05:43:05]



今日文藻第17期

  
▲2005社團成果展「相約在夏日」 
主題海報 　　　設計：J5A李惟

█　相約在夏日－2005文藻學生社團成果展 
日期：94年5月2日~6月6日 
地點：學生活動中心、化雨堂、校園等地 
指導單位：學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 
主辦單位：學生社團 
 
5/2-5/6 　 布同凡想 
5/4-5/13　我的夏天就是要音樂 
5/9-5/13　繽紛夏日 
5/12　 　 來！唱一夏 
5/23 　　 停。看。聽 
6/2　　 　拉丁瘋 
6/6　　　琴深藝重

█　專二生「藝術概論」課程期末展覽 
多媒材創作主題：『繩之以法─繩子的聯想』 
<校園展覽>由各班選出四至五件作品參加校園展覽 
展期：94年5月23日至27日 
地點：圖書館一樓廊道暨右側教室 
主辦單位：通識教育中心 
 
█　非常好攝研習營 
日期：5月21日(六)9:00 am ~ 4:00 pm 
地點：A402電腦教室 
活動內容：學習如何將拍完的DV帶，做剪接、和燒錄儲
存等功夫。  
主辦單位：資訊管理與傳播系系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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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利換愛心　助文藻興學 
 
　　　　　　　　　文藻認同卡紅利兌換公益活動
　　為了讓愛可以有更多的擴延， 文藻外語學院與玉山
銀行共同推出 【文藻認同卡紅利兌換公益活動】， 自即
日起至年底，凡持有文藻認同卡， 即可以信用卡紅利兌
換愛心捐款， 實質幫助文藻興建教學大樓，支持文藻發
展為外語大學。 
 
兌換表格請至 本校興學網站下載http://www.wtuc.edu.tw/
fund/brick/2003/ 
或洽興學基金委員會 
Tel:(07)3426031分機1604、1605

兌換辦法： 
 

點　　數 兌　換　項　目

玉山點數2,400點
兌換【文藻之美】紀念明信片組 

乙套(六張)

玉山點數6,000點 捐入興學金300元

玉山點數10,000點 捐入興學金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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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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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及會議大樓外觀立面施工照
片

2.學人宿舍外牆吊線放樣施工照
片

3.研究及會議大樓 鋼結構工程廠
驗配件組裝加工照片

4.研究及會議大樓輕隔間封板
完成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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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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 
 
2005文藻校友新春感恩聯誼晚會 
30,000/華能國際企業有限公司 20,000/欣勵實業有限公司 10,000/白碧雲 1,000/王治鎔；劉蓓蓉 
 
化小愛為大愛~2800套課桌椅 
3,000/嚴清宏；徐聰玲2,000/包忠蕙；謝奇懿；吳雨樺 1,000/劉展明；許令佳；林家誼；簡惠婷；世界頂極咖啡店；洪慶芬 500/王愉
文；王季香 200/蔡振義 
 
世界青年日補助款 
60,000/財團法人樂銘文教基金會 
 
在文藻砌一塊磚 
30,000/王俊雄；王林玉葉；許麗雪 29,220/林實可子 20,559/英文系28屆C班 10,000/蔡政宗；龍麗湘；許雅敏8,000/朱蕙 5,000/李文
瑞 3,000/王?伶；蔡文隆；盧美妃；曾清金；王惠菁 2,500/雍宜欽；王淑珍 2,000/張媛貞；八方通運有限公司；李香蘭；葉秀治1,500/
劉展明；洪聖斐 1,250/洪千惠；閔永樂；潘存真 1,200/萬政康1,000/王小玲；廖財義；高澤仁；曾銘珍；林莉蓁；許家菉；張乃玉；宮
芳辰；藍麗芬；張美齡；鄭美惠；李書琴；高志亮；蔡金鳳；陳黎郎；林美辰；呂健名；林秀芬 500/蕭榮凱；范裴斐；李宜潔；張
嘉傑；張紹華；陳靜珮；許瑞芳；王萬國；許世原；李秀桃；辛月媺400/廖育葦 200/車蕙瑜；李志文 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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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蘇彥衍；陳存良 
 
興學基金 
2,500/周守民 2,400/公關室義賣(明信片) 2,000/何嘉仁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王品台塑牛排股份有限公司；喬登企業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精明企管顧問有限公司；百瀚國際文教企業股份有限公司；9999汎亞人力銀行； 台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李桂蓮；日月光半導體股份
有限公司；李劍華； 港都有線電視；台糖公司台糖長榮酒店；志虹熱處理股份有限公司； 大眾廣播股份有限公司；張瑞分；音象網路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麥斯貿易有限公司；富利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一零四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商家福股份有限公司；保保旅
行社；萬泰國際物流；蔡政宗；陳雙景 1,000/吳銀柳；蘇榮昌；林遠航；古永祥；陳忠信；陳存良；賴昭志；榮頌清 500/黃俊凱；郭
孟月400/王寶墉 300/朱心怡 200/進修部學生會 100/佘祥仁； 李若蘭；謝明學 
 
贊助36屆德文系畢業公演 
2,000/長春牙醫 1,000/黃冠鈞；張玉珍；陳國斌；豪威眼鏡行；鄭國瑞500/袁國勇；張國卿 
 
贊助英法德西日五系94學年度畢業公演 
25,000/文藻外語學院家長聯誼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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贊助啦啦隊社團 
10,000/蘇秋霞 
 
其他各月份捐款芳名錄，請直接上網查詢 http://www.wtuc.edu.tw/fund/brick/2003 
 
　　　　　　　　　　　　　　　　　　　　　　　　　　　　　　　　　　　　　　　　　　本月捐款總額新台幣：＄492,7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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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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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