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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藻6/12

驪歌響起

歡送約1,182名畢業生

畢業彌撒暨授帶典禮 大紅祈福燈籠點燃高潮
（本報訊）本校九十三學年度畢業典禮於6月12日上午
畢業典禮當天，豪大雨侵襲南台灣，李校長與主管們
9時於本校化雨堂舉行，總計畢業生約1,182名，在師長家 身著博士大禮服全程參與，風雨中更見真情。典禮於本校
化雨堂舉行，由李校長親自主持，師生親友約三千人出
人的祝福與觀禮中，展翅迎向新的旅程。
席，進修部楊雅惠、大學部洪育慈、林家農、專科部郭恬
畢業活動由6月11日晚間的畢業感恩彌撒暨授帶禮揭 君擔任畢業生代表致詞。會中並頒發學業最優、操性最優
開序幕，感恩彌撒由任教本校多年的費格德神父主持，以 等獎項，總計有一百六十多名畢業生獲獎。畢業生捐贈愛
天主教最隆重的祝福禮，為應屆畢業生獻上深摯的祈福禱 心磚一塊及20張新大樓課桌椅作為致贈母校的紀念品，
告，場面溫馨感人。象徵由「天主而來」的黃綠雙色禮帶 為文藻的學習生涯留下永恆的回憶。校長也代表校方，致
從董事長斐德修女手中交予李校長，李校長再將禮帶授予 贈每位畢業生【文藻之美】紀念明信片。
各系主任，由系主任交予導師，最後由導師親自為畢業生
披掛禮帶，意謂著畢業生已獲導師認可其在校的學習成
典禮中同時頒發第十屆文藻傑出校友獎，包括韓春菊
果，也代表著同學們從此刻開始將自己所學的一切服務人 （2G）、陳育虹（2E）、陳美珍（6EB）及馬晶瀅
群，邁向人生新的階段。
(15EB)等四名校友。最後，畢業班導師獻唱「送別」，
感念師恩的畢業生，紛紛為自己敬愛的導師獻花獻吻。最
主辦單位學務處特別準備了32個祈福燈籠，下面綴滿 後所有畢業生合唱「畢業歌」，同窗多年的同學們相擁而
泣。在眾人的歡送中，畢業生緩緩步出會場，展開人生的
▲李校長致贈每位畢業生【文藻之美】紀念明信片 全校師生為畢業同學書寫的祈福小卡，表達對畢業生滿滿
的祝福。
新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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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校長東瀛參訪 與神田外大建交
讚譽日本名校推行國際化與外語教學成效卓著
早稻田大學、神田外大交流活動 今秋開鑼
本校校長李文瑞日前參加2005年中華民國技職校院日本
大學國際交流考察 團協同國內技職院校校長、副校長參訪
團，到日本參訪觀摩十所大學的發展情形，並與日本神田外
語大學簽訂學術交流備忘錄。一趟日本學習之旅，李校長看
到日本高等教育校院在推動國際化與外語教學的投入與用
心，他表示今年暑期，要帶領本校部分相關主管與教師到日
本取經。
▲李校長與神田外語大學簽訂學術交流備忘錄
合影

這次參訪的學校，包括東京外國語大學、慶應義塾大
學、工學院大學、立命館大學、大阪大學及早稻田大學等名
校，另也拜訪了獨立行政法人日本情報處理開發協會和獨立
行政法人日本學生支援機構等單位。其中，李校長對早稻田
大學的國際教養學院（College of International Liberal
Studies）印象最為深刻。雖然早稻田大學一直專擅於理工類
別，但近

年來籌備國際教養學院，可說是集外語教學及數位科技之
大成，運用了數位網路英語教學、英語教材研發、課程設
計理論基礎、多媒體學習等教學方法，且每四人中即安排
一位外籍英語助教協助，全時間創造外語學習的環境。
李校長學習之旅最大的收穫之一，當屬參訪東京千葉
縣的神田外語大學。在觀摩該校學生與老師互動及對英語
教育的落實之後，校長以「震撼」來描述他的體會。神田
外語大學在學術交流方面展現出高度的熱忱，兩校於5月25
日已簽訂學術交流備忘錄，該校也慷慨提供本校學生一個
交換學生獎學金的名額，從今年新學年度開始實施。兩校
實質交流活動，可望帶動兩校學生與教學的良性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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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場人生
親愛的九十三學年度文藻畢業同學們：
雖然已盼了二年，升旗台旁的鳳凰木仍然未發現鮮紅的花苞，但在南部各地
盛開的鳳凰花早已提醒了我們又有一群可愛的畢業班同學即將完成學業，步入人
生的另一個階段。
記得我在「畢業生前程百科全書」中曾經提到，畢業固然值得歡慶，但這也
是每個畢業同學自我評估、反省及考驗的時刻，畢業不完全代表了結束，從另一
角度看，卻是另一個生涯的起點，大家應思考下一階段該如何開始。應仔細想想
自己在求學階段究竟付出了多少？除了必修課外，你是否也選修了哪些專業的課
程，增加了自己升學或就業的條件與技能？通過了哪些語言能力檢定？無論畢業
後是準備升學、就業或另有別的考量，如何發揮自己的優勢，補強自己的不足。
如此才能在下一步跨出去時，走得更加穩健。
在文藻，強調的「全人教育」是希望能培養同學們對生命的尊重與價值觀，
同時也能培養同學們終身學習、與旁人合作共處以及判斷是、非、真、假、好、
壞的能力，讓同學們至少擁有一招半式的好功夫，可終身去挖掘那取之不盡的寶
藏，讓這些能力在你們離開學校後還能繼續精進、增強，面對全球化的競爭，讓
每個人都能成為各種行業重要的資產，國家珍貴的人才。
臨別前夕，我想再次叮嚀大家，凡事要「盡心盡力、腳踏實地」。更不要忘
記校訓中要同學們有「敬天愛人」的心；憑藉著這個行事準則與指南，我相信未
來在面對這個紛擾多變的社會時，你們能比別人更堅毅正直地走下去，為我們社
會的安定與發展貢獻一份心力。
最後，祝福所有畢業同學，萬事如意，勇敢快樂地迎接下一階段美好的生
活。願上主祝福你！
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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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生的心裡話】
文藻人信心昂然
就在品嚐回憶時

相互提攜 心心相連
淡淡的香 濃濃的情

一同寫下了文藻的精彩
是你我心照不宣的秘密

感謝文藻，許我飛越青春
在文藻，學得愈多，我愈謙虛，愈覺得學問如此深奧，也
愈覺得自己的知識如此淺薄。這樣的察覺讓我有一股動力
去外面的世界闖闖，去增進自己的見聞。在文藻，不同的
老師帶給我不同的啟示，在他們身上我發現，只要我努
力，我也能夠跟他們一樣行。從文藻，我不僅只是練就一
手內化的語文能力，還結交了許多亦師亦友的朋友，自己
也更懂得去規畫自己的未來。這些都是文藻額外給我的
「無字天書」。
（專科部５A馬慶玲）

希望•發芽
我悄悄地 在文藻栽了一顆希望的種子
每天準時給她澆水、施肥
用文藻特有的語言灌溉她
用文藻獨特的精神滋養她
四年的求學時光裡
我學習 學習探求知識的無盡
我獲得 獲得學識上的富足
獲得友情的充盈
在這片沃土上
這顆小小的種子
發芽 茁壯
開出一地的繽紛
馨香且久遠
（進四技西四 劉淑華）

My Life , My Wenzao
七年的飛逝
回首過往，就像電影剪輯著一幕幕的畫面
這一路上有太多的美麗風景
雖然沒有璀璨亮眼的表現
心中卻是如此地充實、滿足
心裡百感交集 感動卻多於淚水
如果沒有可愛的同學
也許就無法創造出一個個的感動
如果沒有敬愛的老師
也許就不能順利通過一個個的難關
如今，我即將離開文藻的懷抱
帶著自己未完成的夢想
前往陌生的現實世界展開另一段冒險

回憶，點滴都是精采
翻閱過去的照片，
它秘密地記錄著我的成長：
剛進文藻時，忙著適應新的上課方式與生活，
一切都在摸索中學習。
生活在人才濟濟的班級，當時不懂如何建立自信，
腦海中常常浮現自己被2/3的幻想。
幸好，社團活動讓我找回些許的自信與樂趣。
畢業後，再度回到母校就讀二技。
我從選課的過程中找到了自己。
漸漸發現自己的個性特質，
也很快地找到方向與目標。
感謝每個從過去到現在的同學、老師及學長姊。
謝謝你們一路上的協助與支持。
成長的日子裏因妳們而變得豐富。
（日二技部英4A林育慈）

四情
愛情：在文藻，遇見第一份刻骨銘心。他，已經成為回
憶，但在心中，他屬於我文藻日子的每一天，不曾遠離。
友情：在文藻，遇見許多有趣的人。有的熱情大方，有的
內斂又愛搞怪...感謝他們，我的求學生活不留白。
師生情：在文藻，若沒有學識豐富，熱情風趣的老師，生
活就少了一半以上的樂趣。謝謝所有的老師！
親情：98年，首度離鄉背井，來到文藻，2005年，又將
踏上另一個國度。不管在那裡，最感謝的是父母，包容我
的一切，也肯定我的一切，I would never let you down！
（日二技部英4A傅賓吾）

要結束了嗎？！
94年6月是一個特別的月份
離開熟悉的環境 為了得到幸福 踏上未知的旅程
或許歡樂總是太短 但記憶不會忘
當我想念 閉上雙眼 約在心裡最溫暖的一端
再見只不過是另一個新的開始
以笑臉來目送
充滿信心迎向明日的我吧!
要結束了嗎？
才正要開始呢！
(日二技部日4吳思儀)

無論物換星移
唯一不變的是

世事改變
我永遠都是文藻人
（二技部西４許馨文）

寫給文藻的青春記事

文藻，我唯一的選擇
在文藻求學
是我生命中珍貴且難忘的一段時光
在這裡，因著知識的渴望，我熱情追求
在這裡，讓我認識了
來自各地方卻有緣共處一室，同窗四年的同學

在文藻取經，真的不下於唐三藏的九九八十一難，更非他
校能及。但是回首來時路，一切都值得。因為在文藻我感
受到前所未有的尊榮與恩寵。首先，老師嚴格認真、報告
作業多如牛毛不說，圖書館汗牛充棟；視聽設備一應俱
全，同學們雞婆到不像話，連收集Hello Kitty磁鐵，都有一 但感謝文藻的堅持
大票同學響應贊助，連爬山都要呼朋引伴，連畢旅都要做 讓我們有一定的教學品質
感謝所有為進修部奉獻的師長
張CD留念。
因為你們的不放棄
說真的，真得很後悔，後悔沒國中一畢業就來念文藻，這 讓我們有這麼豐富的學習內容
也感謝同窗四年的同學
是我最真實的心聲。
在彼此身上所學習到的一切
（進四技英５A無名氏）

珍重再見，築夢的沃土
怎麼樣都忘不掉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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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時光可以重來
我仍願意用四年來換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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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會表演啦啦隊的時候
站在最前頭的我回頭一瞥
看到的是西文系加油區那一抹紅
由千千萬萬個熱血因子組成的那一抹紅
讓人安心，讓人熱血沸騰
在文藻人的心裡
都清清楚楚的知道
理想永遠遠於現實
但我們還是偏執地築夢、追夢
因為文藻是夢田的沃土
而現在我要用文字作為我的謝幕曲
向文藻的一顆樹，一粒沙，一縷清風
還有教官的咒罵聲，老師的笑聲
向這個我一生中最重要也最窩心的回憶
說聲-珍重再見
（專科部西5B 陳可欣）

劃下我們共同的

美麗的休止符

熟悉的旋律，哼唱著，永遠的畫面。
初進文藻，青澀的我們是一個個掛在五線譜上
單純的節奏、單純的拍子，和著單調的音符。
老師舉起了雙手，彈奏著一首首未發表的曲子。
一遍又一遍，不放棄地彈奏著。
富有感情的、輕快的、激昂的、快板、行板、慢板… 音
符，活了起來。
一會兒漸強，一會兒漸弱
我們試著碰撞出精彩的火花。
雖是如此，難免走音，難免唱錯調。
單純的節奏、單純的拍子，始終堅持原味，
譜出豐富又和諧的曲子。
曲終？！
在五線譜上，畫下美麗的休止符，
旋律將繼續縈繞著。
下一個精彩的小節，
正要開始。
（G33B畢業時拍的….now，大多數的人仍在二技!如今就
要say goodbye）
（日二技部德4蔡育諭）

愛和關懷，讓我安全行走
記得第一次參與學校為身心障礙學生所舉辦的師生座
談會時，我發抖的說道：「各位老師，我以前從不寫作
業，所以我不太會做，請大家給我時間去適應？」 在場的
師長、同學聽完立刻哄堂大笑。我心想：「完蛋了！大家
一定覺得我什麼都很糟糕！我可能要被放棄了吧！」然
而，老師和同學不但沒有放棄我，反而在課業、生活等方
面給我協助，更點燃我對古典吉他的熱愛，不僅學習到許
多優美的樂曲，且有機會在公開場合表演。
在「文藻」這個充滿愛與關懷的環境，因為有你們，
使我在缺乏日文點字書的處境中，能聽著你們美妙的聲音
學習；使我在視力全盲的限制下，能在你們的協助下安全
行走。
(二技部日4辜進心)

我仍會選擇文藻
（進四技西四 黃富營）

感謝 一路同行的師長友人
文藻，帶給了我很多，不論是痛苦或是快樂。現在一一回
想起來，無論是誰，一個都不能少。就是因為有了你們的
出現，填補了我的生命不足，讓我成長，讓我堅強，讓我
知道什麼是重要的，而什麼是可以捨棄，也讓我慢慢地開
始認識我自己。
揮別了文藻，我確定我的人生可以更加精采!!
（五專部德5A Tzlying）

二十歲的生命體悟
二十歲的我，在偶然的機緣下，我結識了一位催眠
師，藉由他的引導，我發現到，原來一直以來，我都是一
個被愛包圍的人，無數的人在我無助的時刻付出關愛，我
甚至感覺到一個人能夠做自己本身就是一件幸福的事。
感謝命運，讓我在文藻結識了三位影響甚為深遠的長輩朋
友--催眠師以及專三那一年教四書的謝慧芬老師，還有在
去年暑假結識的唯識導引師，他們如同明燈指引前方的
路！
不論過去發生過什麼事，痛苦使人成長，快樂使人
富足。因為唯有嘗盡酸甜苦辣，才能領會箇中滋味，人生
就是這樣，經歷過一切而超越所有！
（專科部法5A 朱昱靜）

記得在文藻相遇的日子
想當初，離開中部到高雄來，不管是授課方式或是報告，
讓我一開始真的受到不少的挫折，但因有我最好的朋友—
詩蘊的幫忙，讓我習慣了文藻的一切；也遇到了一位和我
興趣一樣的同好—振霖，彼此分享，使我的生活更豐富有
色彩。
人生都有不散的筵席，終需一別，最後我只想說，在文藻
能與大家相遇，真的很開心，我愛你們!
（日二技部英4A劉孟芬）

在文藻的時光
記得當初進文藻青澀單純的模樣，如今想起來真是令人懷
念。不只是外在的天真無邪，更懷念那時的無憂無慮。在
這個小小的校園裡，擠滿了我快樂和難過的身影。
有戲劇比賽得獎的高興、毆趴的喜悅、園遊會和運動會的
興奮。也有跟朋友吵架的傷心、拿不到精神總錦標的失
望、報告作業被累的半死的疲憊。酸甜苦辣的點點滴滴，
都是現在最珍貴的回憶。
（五專部法5B 蔡馥戎）

畢業曲
「文以載道，藻以薦神…」畢業季到了，每一年歡送學長
姐們離開校園，今年反倒自己成為「被送」之人，兩種極
端的心情是無法想像的！
隨著畢業一天一天到來，也一天一天經過，帶領我們從這
個領域跳到下一個領域，或許前面的路困難重重，心中甚
至還未放下那文藻學生生活的憧憬。在這種百感焦急的心
情，有師長和同學們的鼓勵，使我們能夠順利跳到下一個
階段。下面以畢業的心情作出一首曲子。
G調 4/4
∣ 0 0 0 0 3 4 ∣ 5•3 5•3 5• 65 ∣ 3•1 3•5 3 ─ ∣
∣ 7•1 2•3 2•12 ∣ 3 ── 0 34 ∣ 5•3 5•3 5• 65 ∣ •• ••
∣ 1•2 3•7 6• 63 ∣ 5•6 5•33• 23 ∣ 1 ─ ─ ─ ∣╭╮ • •
∣ 2•5 4•3 2•7 5∣ 5•6 3 51 2 2 34∣5•3 5•5 1•3 6•2∣
••
∣ 5•6 5•3 3• 23 ∣ 1 ─ ─ ─ ∣

（五專部西5A郭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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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四年本校學生考取研究所榜單
█英文系
YE4A
劉孟芬－中原大學商業設計所
羅綺華－雲林科技大學企研所
林君隆－朝陽科技大學應外所
鄧雅丰－彰師兒童英語所、高師英教組
王婷虹－中正語言學所、高師英語系語言組
林家農－長榮大學翻譯所
王詩蘊赴St. John's University攻讀
傅賓吾赴University of Leeds攻讀

█西文系
YS4
魏吟書-淡江大學歐洲研究所
█德文系
YG4
楊家菱-淡江大學歐洲研究所
陳瑛芬-東吳大學德國文化學系碩士班
邱馨蘭-大葉應外所甲組（初試）
█日文系
夏美雪-－第一科技大學應用日文所
張育玲－成大外文系應用語言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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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屆 傑出校友出爐
賀 馬晶瀅 韓春菊 陳美珍 陳育虹 榮獲第10屆傑出校友獎
(2EA，詩人)

(15EB，主婦聯盟創辦會員、漸凍人協會理事)
馬晶瀅是一位不向命運低頭的漸凍人，儘管肌肉無力、呼吸不順，仍積極
投入主婦聯盟的環保工作，擔任環保義工，認識她的人都暱稱她為「漸凍班
長」。她也是台灣有史以來飛往歐洲丹麥參加世界漸凍人病友會的第一人。馬晶
瀅雖然罹患運動神經元疾病，非但沒有被擊倒，反而利用有限的時間創造出許多
生命的不可能，她的精神不但?得我們學習，更需要我們給予喝采，為文藻人的
愛，愛我們生命的勇士加油 。

用詩觀照生命的陳育虹校友，曾出版《關於詩》、《其實，海》、《河流
進你深層靜脈》等詩集。今年更以《索隱》一書，獲得2004年「台灣年度詩
選」詩人獎，也是該詩獎創設13年以來，第二位以創作詩集獲獎的女詩人，殊
為難得。心思細密、文采飛揚的女詩人，賢伉儷對台灣藝文界的發展，也特別關
心，對於藝術活動的推廣，更是經常出錢出力。

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5%C4%A6%B3%F8%B3%F8/18/wenzaotoday18.htm 第 5 頁 / 共 9 [2008/12/19 下午 05:43:49]

今日文藻第18期

--------------------------------------------------------------------------------------------

-------------------------------------------------------------------------------------------

(6EB，高雄市傷殘服務協會名譽理事長)

（2G，雅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韓春菊校友在職場上有極傑出的表現，工作閒暇之餘，長期在生命線及
陳美珍校友積極參與各項公益活動，擔任殘服務協會理事長期間，舉辦多項
台北地方法院等處擔任義工；現為台北地方法院榮譽觀護人及生命線30年資深 全國性傷殘運動比賽，更於92、93年舉辦國際性輪椅籃球比賽，成為媒體矚目
志工。除此之外，為充實輔導專業知能，進修取得空大社會科學系學位。平日熱 的焦點。由於她的熱情與專業，被聘為高雄市勞工局身心障礙就業委員，每年協
助市府審理高達七億的預算，為殘障朋友開創新出路，其社會服務及犧牲奉獻的
心母校建設，關懷文藻不落人後，經常慷慨解囊，協助文藻發展。
精神，堪為文藻人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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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風雲榜
█ 本校申請94年度教育部補助技專校院教師在職進行活動經費補助，通識教育
中心「邏輯思考與創意教學應用」研習營獲補助3萬元；應華系「藝術欣賞
教學數位化研習班」獲補助7萬元。
█ 文藻德國語文系5月225日、26日參加由教育部主辦之『2005年全國技專校院學生實務
專題製作競賽』 表現優異，勇奪外語類群 「優良獎」！
得獎作品：西洋鏡下的德語世界－凱斯特納青少年文學
參賽同學：張雅筑、蕭芷倩、陳天鳳、陳莉文、劉怡芳、廖小嬋、柯惠菱
指導老師：張守慧主任
▲德文系參加由教育部主辦『2005年全國技專校院
學生實務專題製作競賽』

█ 經濟貿易研究社榮獲九十四年全國大專社團評鑑【技專校院學術性、學藝性社團組】特
優獎。
█ 本校啦啦隊參加93學年度全國大專院校啦啦隊錦標賽，ＧｅｔＫｒａｗｎｔ榮獲創意啦
啦隊比賽項目第二名；ＨａＫｕＮａＭａＴａＴａ獲得該項第四名。
█ 德文系日前參加『2005年全國德文系萊茵盃競賽』 表現優異，勇奪多項冠軍殊榮： 合
唱比賽、女子籃球比賽、演講比賽、男女混合排球比賽：冠軍； 男子籃球比賽：亞軍。
█ 教育部主辦的「創意的發想與實踐」巡迴課程計畫之「南區觀摩賽」，本校進修部與日
間部各組一隊參賽，榮獲第一名及第五名。兩隊將於6月30日赴台北參加全國決賽。
第一名：MEET 豆奶隊（進修部）
參賽提案：「LOVE PETS 便便屋」
參賽同學：林品瑄 、陳玨蓉 、沈盈君 、陳聖蓓
第五名： α+β隊（日間部）
參賽提案：「BAGE乾濕兩用包」
參賽同學：黃靜慧 、吳園香、陳輝剛 、陳映璇 、陳俐卉 、何淑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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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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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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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兌換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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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點

數

玉山點數2,400點

兌

換

項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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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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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藻∣之∣美∣
圖書館－耕心園

正氣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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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正氣樓林蔭大道旁

巍峨校門

【愛心課桌椅大募集】活動辦法

教學大樓庭園

珍藏文藻情

行政大樓一隅

◆文藻之美 明信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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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校區防洪蓄水池基礎版混凝土
澆築施工照片

2.研究及會議大樓、學人宿舍西
向立面施工照片

3.研究及會議大樓 鋼結構工程廠
驗配件組裝加工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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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研究及會議大樓10F樓層消
防管線配設施工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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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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
2005文藻校友新春感恩聯誼晚會
5,000/張麗薇
化小愛為大愛~2800套課桌椅
3,000/94級PJ4A 2,000/郭美宏；高雅珍；劉振英 1,000/ J35A；94級PE4B；
洪慶芬；謝秀惠；陳碧容 500/王季香；王愉文 200/蔡振義
文藻圖書館永續發展專案
10,000/ 吳銀柳
希望之架~書架認養
12,000/朱心怡
在文藻砌一塊磚
200,000/東徽企業股份有限公司33,550/94級進修部學生會10,000/許雅敏 5,674/發票箱 5,000/財團法人高雄市三塊厝興德團三鳳宮；李
文瑞 3,000/ 王?伶；蔡文隆；盧美妃；王惠菁2,500/張育英；雍宜欽；王淑珍 2,000/尤挹華；八方通運有限公司；葉秀治 1,920/財團法
人雲門舞集文教基金會1,500/劉展明1,250/洪千惠；閔永樂；潘存真 1,200/萬政康 1,000/王小玲；曾清金；廖財義；高澤仁；曾銘珍；
林莉蓁；許家菉；吳梅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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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俊翰； 蕭榮凱；張嘉傑；張紹華；陳靜珮；許瑞芳；王萬國；許世原；林連馨； 李秀桃；林瀼如 271/捐款箱 200/進修部學
生會；車蕙瑜；李志文；廖育葦 113/捐款箱 100/張吳秀玉；劉黃美嬌；張趙美麗；盧黃明娥16/捐款箱
吳甦樂廣場
1,000/廖南雁 500/蘇彥衍；陳存良
明信片義賣
2,000/謝秀惠1,800/公關室義賣
興學基金
12,466/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卡事業處 2,000/蔡政宗；陳雙景 1,120/財團法人雲門舞集文教基金會 1,000/吳銀柳；蘇榮昌；
林遠航；古永祥； 陳忠信；賴昭志；陳存良 500/進修部學生會；謝聰智；進修部學生會；郭孟月 400/進修部學生會；王寶墉300/朱心
怡200/進修部學生會；進修部學生會 100/佘祥仁；李若蘭；謝明學
贊助36屆西文系畢業公演
5,000/中華民國西班牙舞蹈協會3,000/香榭麗緻點心坊； 八方通運有限公司2,000/明裕企業社；北海洋企業有限公司 1,500/全樂旅行
社；歐啦西班牙小吃館1,000/私立青山外語短期補習班
贊助36屆德文系畢業公演
4,000/Minigold
贊助校運會獎金
9,000/文藻外語學院家長聯誼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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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8,580元
※感謝山之泉飲用水公司響應本校【提昇圖書館閱讀環境計劃】，即日起長期贊助圖書館三樓耕心園閱覽室公共飲水，鼓勵學子學習
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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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款方式

www.wtuc.edu.tw/fund/

信用卡
財團法人私立學校興學基金會
請上http://www.wtuc.edu.tw/fund/ 下載或來電索取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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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卡捐款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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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銀行電匯
行別：013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 高雄分行
保險給付金捐贈
帳號：05030021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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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票捐款 抬頭：文藻外語學院
現金

請直接寄至本校公關室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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