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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校長以「五隻猴子」故事期勉同學 

 

  
▲逗趣的「同學，您回來了!!」  

 
9/12 開學典禮　展現年輕活力 
 
李校長為新增翻譯系、傳藝系揭牌　學生總人數突破7600人  

　　文藻94學年度開學典禮於9月12日上午在化雨典舉行，
本學期學生人數為7625人，包括1555名新生。典禮也分為
專科部及大學部二梯次。今年文藻大學部的學生已達4602
人。新增的翻譯系及傳播藝術系兩系，也首次對外招生，
全體新生也懷抱著興奮的心情，跟文藻面對面展開第一次
的全面接觸。此次開學典禮以「年輕無極限」主題帶入，
充分展現了文藻人年輕活力及熱情。 
 
　　 一開場，六位五專部同學模仿時下流行的「連爺爺，
您回來了!」歡迎詞演講，並加入創意，改編成「同學，您
回來了！」，馬上贏得了全場師生熱烈的掌聲，歡笑聲也
此起彼落，掀起了活動的序幕。 
 
　　 文藻的大家長李文瑞李校長致詞中，特別以「五隻猴
子」的故事期勉未來同學能獨立思考、勇於突破創造未
來。接著，校長還介紹了學校的一、二級主管並為今年新
成立的翻譯系及傳播藝術系揭牌，期許新系的成立，能夠
延伸文藻在學術領域的觸角，讓未來的外語大學之路，走
得更加踏實。 
 
　　接著，學生社團的同學們，精心安排了以「動靜皆
宜」為主題的表演活動，穿插民謠吉他、街舞、小提琴、
佛朗明哥、爵士鋼琴、藝術舞蹈；分別代表著「動」與
「靜」等表演，加上主持人的旁白襯托，充分表現了優秀
文藻人能靜也能動的特質。希望同學們能在新學期裡課業
更上層樓，也能利用課餘時間，發展個人興趣、培養健全
的人格，並結合運用發揮自己所長。 

　 事實上，所有的四技及五專新生，早分別於暑假前間
參加五天及二天全程免費的「新生英語初戀營」及「新生
生活營」。除體驗「全英語教學」的特色，並與系上學長
姐及老師們初步互動，為新學期及未來的文藻生涯暖身。
不巧的是兩梯次的「新生英語初戀營」，都遇上颱風，化
雨堂因為抽水機固障，水淹及膝，負責營繕的閔永樂組長
連續三天三夜留在學校沒回家，負責防災指揮處理及連
絡、營隊的營長也是外教系2B的洪麗雅同學回憶說，每
天一大早六點多，全部的人包括學務長、教官、老師、同
學就捲起褲管，一起舀水，好讓新學員們可準時入場。雖
然外面下著大雨，卻可以感覺到大夥兒的心緊緊的連繫在
一起，成為一個難忘的經驗，更從中體驗到文藻的團結精
神，也因為如此，活動順利圓滿落幕。經過了營隊的相
處，新生對學校環境已有著基本的認識及熟悉，少了初來
乍到的陌生，反而多了份認同及親切感。整個典禮因此進
行的十分順利，新學期也有了一個美好的開始！ 

類別 四技 二技 五專 二專 小計

日間部 １７１０ ５０２ ２９９０ －－ ５２０２

進修部 ２０７５ ３１５ －－ ３３ ２４２３

學生數 ７６２５

 
類別 專／兼任老師 職員 教官

人數 ４０５ １４８ ９

總計 ５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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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研習會老師專注的神情  

 
李校長：教師不只傳授知識　應進一步創造知識

文藻教研會凝聚共識　往外語大學邁進！ 
　　　　　　　　　　　　　　　　　　　　　　　　　　　　　

　　9/8~9/9「凝聚共識、築夢踏實」教師研習會中，李文瑞
校長表示文藻為一個"學習型組織"，教師們應善加分配資源
及時間，同步進行教學及研究。李校長也強調，"學校不僅僅
傳授知識，老師們更應進一步創造知識"。希望文藻經過校園
全面改革，大學評鑑能有亮眼的表現，研究及產學會作案能
順利推動。 
 
　　為凝聚共識，除此教研會外，還錄製了一張40分鐘的電
視專訪DVD，邀請名主播也是校友的林裕展協助專訪，讓教
職員更清楚了解未來目標。據了解，目前文藻在各方面，無
論是校地面積、師資結構、軟硬體教學設備，已符合升格之
標準，但研究及產學合作 
案件數不夠，造成升格的一個瓶頸。文藻若欲在競 

爭激烈的環境中繼續生存與發展，除了加強掌控教學品質
外，更應積極從事研究以求創新。 
 
　　這場教研會，有一、二級主管及專任教師共230位參
加，大家針對大學教師的基本職責、學生管理問題(專科
部、大學部)、營造外語環境的具體做法、文藻教師應有的
特質—反省與挑戰等四大議題做討論。同時並邀請黃崑巖
教授，主講教師應具備的國際觀與素養」，引導教師們深
入思考如何教出有人文關懷及國際視野的學生、及教師所
擔負的責任。兩天的研習活動，在校長對大家的勉勵及對
新學期的期待中，圓滿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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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教流看板● 
 
 

 

　 　　　  
　　新增的英語遊樂園專欄，將隨每期出版，希望能為您的生活增添新樂趣。 如標題名，英語遊
樂園將提供電影精典名句、繞口令、腦筋急轉彎….等。 
 
讓英語學習更加融入生活、更加活潑有趣。  
 
 
　　　　　　　　　　CLASSICAL MOVIE QUOTES 
• 
After all, tomorrow is another day!  
　　　　　　　　　　　　　　　　　　　　　　　　　　　　Gone With the Wind (1939) 
 
Mama always said life was like a box of chocolates. You never know what you're gonna get.  
　　　　　　　　　　　　　　　　　　　　　　　　　　　　Forrest Gump (1994)

Every past minute is a chance to turn it all around!  
　　　　　　　　　　　　　　　　　　　　　　　　　　　　Vanilla Sky (2001) 
 
------------------------------------------------------------------------------------------------------------------------------------------------ 
█ Northumbria University多位貴賓於7月6日蒞校參訪。 
 
█ 7月24日~30日由李文瑞校長帶領教務長兼研發長、英文系主任及法、日、外語教學系等多位老
師，參訪日本神田外國語大學、早稻田大學、清泉女子大學、明星大學。 
 
█ 8月6日~30日邀請紐西蘭Waikato 大學 Diane Johnson、Elizabeth Howell、Winifred Crombie、
Anthea Fester四位教授來台，針對外語教學系及英文系師資進行為期三週之學術交流，並設計相
關課程，以提升文藻外語教學品質，為日後南台灣成立一個英語教學種子培訓之常設機構。 
 
█ 8月12日由資訊與傳播管理系主辦的"數位典藏、創意教學—教學多媒體創作暨推廣活動"。由國
立故宮博物院 資訊中心林國平主任主講。 
 
█ 8月24、25日清泉女子大學校長Junko shioya及副校長一行五人蒞臨文藻參觀訪問。 
 
█ 8月25~28日「亞洲天主教大學校長論壇」於輔仁大學舉辦。 
 
█ 8月29日菲律賓San Sebastian College-Recoletos 校長Rev. Fr. Hernan B. Omecillo,OAR來校參
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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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學年度新任一級主管小檔案 

秘書室 主秘 

蔡文隆

 
進修部 主任 

施忠賢 
最高學歷:  
中山大學中文系博士 
學術專長:  
玄學、中文寫作
 
推廣教育中心 主任  

賴昭志 
最高學歷:  
高師大成人教育研究所碩士 
學術專長:  
成人教育、社區營造
 
資訊與教學科技中心 主任  

馬維銘 
最高學歷:  
美國佛羅里達理工學院海洋物理
博士 
學術專長:  
電子商務、電子商務實作、資訊
管理系統、知識管理、系統分析
與設計、程式設計
 
翻譯系 主任  

何方明 
最高學歷:  
紐西蘭奧克蘭大學翻譯研究中心
翻譯學博士 
學術專長:  
翻譯學理論、專業翻譯技巧(商
業、科技、法律、官方、媒
體)、翻譯工具、全球化與翻
譯、跨文化研究、論文指導
 
傳播藝術系 主任  

黃壬來 
最高學歷:  
美國喬治亞大學藝術教育博士 
學術專長:  
藝術理論、藝術教育、藝術創
作、研究方法

 
 
新學年度 文藻即將起飛 
 
新聘7位一級主管　資訊與教學科技中心合併升一級單位 

 
　　在新學期新的開始！文藻一向致力於教學及研究的發展、更積極推動校園建設及
校務的精進。為結合專業人材及提升行政積效，人事將有新的更動；未來一、二級主
管們將讓文藻教務、行政事務等更加完善。此外，為了能更加專業的服務學校，資訊
與教學科技中心升為一級單位，更進一部劃分出了技術服務組、系統管理組及教學支
援組,以期更有效的服務師生，再創亮眼的表現。  
 
94學年各單位一、二級主管名單

單位 職稱 姓名

教務處 教務長 陳美華

 註冊組組長 *陳淑美

 課務組組長 *陳僅麗

 招生組組長 張美齡

學務處 學務長 陳清泉

 生活輔導組組長 梅子雨

 課外活動指導組組長 曹志誠

 體育運動組組長 *陳麗蘋

 衛生保健組組長 李美芳

 宿舍管理組組長 林連馨

 實習就業輔導組主任 龔振榮

 學生輔導中心主任 *陳婷婷

專科部 主任(兼副學務長) 陳曉雲

總務處 總務長 王長龍

 事務組組長 *陳安鎮

 營繕組組長 閔永樂

 出納組組長 陳美琪

 文書組組長 沈秀香

研發處 研發長 陳美華(兼)

 學術交流組組長 洪聖斐

 華語中心 廖南雁

資訊與教學科技中心 主任 *馬維銘

 技術服務組組長 *吳瓊薇

 系統管理組組長 *蔡金鳳

 教學支援組組長 *魏淑華

圖書館 館長 王愉文

 採訪編目組組長 賈玉娟

 讀者服務組組長 許世原

應用華語系 主任 徐漢昌

 副主任 *林景蘇

外語教學系 主任 *麥蕾(代)

英文系 主任 卓惇慧

 副主任 *蘇琪

 副主任 *洪肅肅

日文系 主任 葉秀治

法文系 主任 陳郁君

德文系 主任 張守慧

西文系 主任 孫素靜

國際事務系 主任 劉俊裕

資訊管理與傳播系 主任 蘇彥衍

國際企業系 主任 衛忠欣

國貿暨企管系 主任 胡海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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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語教學系 主任  

麥蕾 
最高學歷:  
London University BA, French/
Latin 
London University Instruction 
of Education Post Graduate 
Certificate in Education 
學術專長:  
English Education

傳播藝術系 主任 *黃壬來

翻譯系 主任 *何方明

師資培訓中心 主任 陳國泰

思源翻譯社 主任 朱怡瑾

軍訓室  吳仲偉

宗教輔導中心  王學良(代)

進修部 主任 *施忠賢

 教務組組長 徐維鈴

 學生事務組組長 王萬國

推廣教育中心 主任 *賴昭志

 課務組組長 楊潔欣

 企劃組組長 林美辰

秘書室 主任秘書 *蔡文隆

公關室 主任 翁一珍

人事室 主任 王　湘

 組長 李良知

會計室 主任 盧美妃

 稽核組組長 蔡振義

 
*為新任一、二級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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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世界接軌—  
　 
　文藻積極推動國際交流　學生出訪數達120人次 

　　 
　 　 科技的發展及競爭的壓力，國際化已成為一股不可抵的趨勢，此時，邁向外語大學的文藻，如何培養學生能具備國際化的能力，成
為刻不容緩之事。近兩年來，負責國際交流的文藻研發處，亦成為校內最忙碌的單位之ㄧ，包括姐妹校國外參訪、師資交流、合辦國
際性學術活動、及落實校際合作計畫的簽訂，為原以外語為基礎的文藻師生，開啟國際化的多重管道。今年，他們努力有了初步的開
花結果，目前，文藻所簽訂姐妹校已達28所，合作案則有26件之多，學生參加校內外的各項國際交流活動的人數更達120多人(含暑期遊
學人數)，他們代表文藻，甚至台灣，去參加各類的國際活動，開創了視野，更帶回不同的經驗與感動，成為文藻國際菁英的種子。 

　　 

█YE4B楊中瑋 
　參加活動：日本清泉女子大學主辦「國際環保教育研討會」 
　參加時間：2005/5/16~2005/5/22 
　參加地點：日本東京 
 
　　短短隻字片語，實在不夠寫出日本行的觸動。此次活動有２８位美台日澳
菲國的學生參加，在一週內密集討論環保教育議題並寫出論文。去日本前，我
只想挑戰自我，寫好論文為校爭光；從日本回來後，我帶著感動。主辦同學的
決心和毅力，熱情及努力，都讓我受益匪淺!工作人員們不會惡性競爭或是互搶
峰頭，反而是仰賴著同一個信念、一起奮鬥到最後，把最後那份榮耀歸於大
家！座談會結束時的歡送會，令我畢生難忘。當播放著"We are the world"這首
歌、大家齊口合唱時，我哭得天花亂墜；心中想著，我是這個世界的一份子、
是這個世界的未來；而我們可以一起努力使這個世界變得更好。期許自己能效
法日本同學們的精神，讓這次文藻十月份將舉辦的國際青年論壇，能再啟發及
感動更多年輕人！ 
  

█YE3B黃巧翎 
　參加活動：日本清泉女子大學主辦「國際環保教育研討會」 

　　　　　　　　　　　　　　　　　　　　　　　  
█UL3A余亞權 
　參加活動：日本明星大學研習活動 
　參加時間：2005/8/4~2005/8/15 
　參加地點：日本

　　This trip to Tokyo had a great influence on me. It gave me a wider 
perspective of how it is outside of Taiwan, and how I should built and inform 
myself in order to be more compatible in my future life. I'm very grateful for 
the teachers who gave me this opportunity to participate in such a wonderful 
project. Also, I would like to thank the people I met during this time, who 
gave me unforgettable memories that will carry me through out the rest of 
my life. 
 

 
█YE3B 李育慈 
　參加活動： World without Borders Dialogue 
　參加時間：2005/7/115~2005/7/ 
　參加地點：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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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加時間：2005/5/16~2005/5/22 
　參加地點：日本東京 
 
　　此次活動，最特別的是，經費來源除了企業贊助外，主要由日本學生自己
募款而來。辦活動常常遇到的困難就是經費不足，也因如此，如何運用我們手
邊的資源，做有效的資金轉換，成為我此行當中學習到寶貴的一課。又因為寄
宿在日本人的家中，也更進一步體驗他們做環保的用心及堅持。 
　　此活動從三年前就開始籌劃，但學生的熱情並沒有隨著時間消逝；即使再
累、再難，她們依舊天天活力滿點，給予我們最熱情的款待！ 
  

█YJ3葉名娟 
　參加活動：第二十七屆中華民國大學生代表訪日研習團 
　參加時間：2005/7/4~2005/7/15 
　參加地點：日本 
　  
　　在成行前我從未去過東京，因此對於東京都這個大都市也全然沒有任何慨
念，全部的資訊皆從書本上得知；去到東京當地，首先對他們的環境感到佩
服，一個擁有一億二千萬人的都市竟然能如此清潔及有秩序；參觀了日本重要
的機構後也了解到日本社會運作的情形；日本大學生們搞笑的外表背後的毅力
及抗壓性等，讓我更了解日本這個國家富強的原因。希望能藉這次參訪的經驗
學習他人之長，也檢討本身的問題所在！

　　此次在新加坡舉辦的「2005世界無疆界青年論壇」總共有來自世界各地約
一百名的青年參加，就文化、人權、環境、社會、永續發展等國際性議題進行
深入對話。也因此認識了許多來自東南亞國家的朋友，了解，海嘯發生前後，
由報章雜誌上描述的東南亞國家面臨的種種困境，和實際狀況有一段差距，藉
由和與會者相處後，感覺更加深切。 
　　參與這次會議讓我深深的體會，身為亞洲青年，我們應該互助互愛，共同
營造亞洲的未來。此外，新加坡多元的種族文化真的令人佩服，在嚴格政府的
管制下學習相處並異中求同，這是身為一位台灣青年學子需要學習的。 
 

　　　　　　　　　　　　　　　　　　　　　　　  
█YE4B 許茜如 
　參加活動：2005 JAL Scholarship Program 
　參加時間：2005/８/10~2005/８/31 
　參加地點：日本 
 
　　 此活動由日本航空出資，邀請亞太地區各國學生代表到日本，增進對日本
及各國間文化的交流。也藉此研修課程培養國際地球村視野，並能付諸行動的
青年人材。今年以Globalization—21st century What can WE do?為主題，展
開一系列的地球關懷講座、實地的田野調查及文化體驗。最後在課程重頭戲—
Asia Forum裡發表宣言以宣誓我們將採取的行動為活動劃下句點。 
　　參加這個活動之前，我認為全球化是亞洲國家面臨的重大挑戰，而全球化
所帶來的負面衝擊及環境的破壞，更是我們這一代需要一肩挑起的重大負擔。
參加這個活動之後，我明白全球化就在我們的生活之中，除了負面衝擊，更有
正面意義。關於全球的環境問題，我相信以個人的小小的力量，實際從小地方
著手，還是可以帶來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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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小教育師資班捷報 
　　　　　　　　　　 
　　 台灣國小英語教育師資將再加入一群生力軍。 
 
　　文藻師資培育中心首屆畢業生44人參加今年的國小英語教師甄試,共有13位
錄取,錄取錄高達30%,超越師範體系,交出一張漂亮的成績單。 
　　　 
文藻師資培育中心考取國小正式教師榜單(共13位) 
 
1.吳佳玲：台北市國小英語正式教師 
2.宋怡佩：台中市國小英語正式教師 
3.吳蕙娟：高雄市國小英語正式教師 
4.黃渝楨：高雄市國小英語正式教師 
5.郭雪屏：高雄市國小英語正式教師 
6.周瑞玉：澎湖縣國小英語正式教師 
7.黃靖閔：義守大學國際中小學國小正式教師 
8.陳曉君：新竹縣上智國小英語正式教師 
9.黃渝楨：新竹縣上智國小英語正式教師 
10.陳秋因：新竹縣上智國小英語正式教師 
11.江婉如：南投縣普台中小學正式教師 
12.林毓倫：高雄市大榮雙語小學英語正式教師 
13.楊宜真:雲林縣維多利亞雙語國小正式教師 

一照在手、求職不愁　　導遊、領隊證照考試捷報　　 
 
　　 94年導遊、領隊證照考試，11名文藻學生金榜題名。 
為提升同學就業能力，並依據文藻同學的就業屬性和需求，文藻實習就業輔導中
心於三、四月時舉辦導遊、領隊證照研習課程，參與課程的多位同學中，總計有
8位取得領隊證照、3位取得導遊證照，此次錄取率高達四成五。 
 
94年導遊領隊初試錄取名單 
 
一、領隊錄取名單 
1 陳成進 領隊(日語) 
2 劉怡芳 領隊(德語) 
3 傅玉珍 領隊(英語) 
4 蘇聖慈 領隊(德語) 
5 劉念潔 領隊(英語) 
6 林璟辰 領隊(英語) 
7 李雅琪 領隊(英語) 
8 馮琬婷 領隊(英語) 
 
二、導遊錄取名單 
1 陳成進 導遊(日語) 
2 洪育慈 導遊(日語) 
3 林璟辰 導遊(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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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NZAO e RADIO 　　文藻網路電台  
 
 
文藻網路電台http://radio.wtuc.edu.tw　開播囉！！ 
你想要加強你的英聽實力嗎?快去文藻網路電台看看!! 
 
　　自7月1日起，本校資訊與教學科技中心，將救世傳播協會提供之「空中英語教室」英
語教學內容，放置在文藻網路電台，於每日固定時段播放，無論您在校內、外，只要連上
線，就能輕鬆享受從早到晚零時差的英語學習。未來文藻擬與新設之傳播相關系所合作，以
提供更多元化之節目內容。 

廣播節目及時間如下： 
10:00／17:00／22:00 

大家說英語 (Let's Talk in English)
10:30／12:00／17:30／21:00 

空中英語教室 (Studio Classroom)
12:30／18:00／21:30 

彭蒙惠英語 (Advanc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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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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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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耕心園 正氣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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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5%C4%A6%B3%F8%B3%F8/19/wenzaotoday19.htm 第 6 頁 / 共 9  [2008/12/19 下午 05:44:23]

http://radio.wtuc.edu.tw/
http://www.wtuc.edu.tw/fund/brick/2003/


今日文藻第1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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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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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心課桌椅大募集】 
 
　　當各界善心捐款捐進文藻,就像水滴匯集成海,令文藻師生感動。 
 
　　從空盪無物的教室,填滿一張張由愛心付出的課桌椅,化成滿心最溫暖的笑意。 
 
　　是的,因為您的小小回饋,新教學大樓落成後,文藻的教學更是如虎添翼。 
 
　　 現在,我們還剩下最後的220套課桌椅等著填滿其他用愛心堆砌的教室。 
　　 
　　 你也可以成為下一個愛心天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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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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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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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月 
 
化小愛為大愛~2800套課桌椅 
20,000/2005年日二技畢業生3,000/E38C；PE1A 2,000/ UE2A；蘇琪1,000/張秀里；世界頂級咖啡屋；吳振雄；鍾佩茹；蘇久生；李
淑閔；PJ1A；謝惠玲；林意絃；洪慶芬；林韻君500/王季香；王愉文200/蔡振義  
 
文藻圖書館永續發展專案 
10,000/謝惠雯 
 
希望之架~書架認養 
5,000/施美任 
 
閱讀世界~四人閱覽桌椅 
27,000/魏令芳  
 
在文藻砌一塊磚 
30,000/94級進修部畢聯會；信祥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分公司10,000/盧岱立6,000/張純華；王國斌5,000/李文瑞；劉素鈺3,000/王女丁
伶；蔡文隆；盧美妃；王惠菁2,500/王淑珍；雍宜欽2,000/八方通運有限公司；李麗齡；葉秀治1,500/劉展明1,350/曾清金1,300/施楊靜
枝1,250/潘存真；閔永樂；洪千惠1,200/萬政康1,000/王小玲；曾婉玲；毛鑀蓁；廖財義；高澤仁；曾銘珍；林莉蓁；許家菉；張乃
玉；曾清金；宮芳辰；藍麗芬；張美齡；鄭美惠；李書琴；蔡金鳳；陳黎郎；林美辰；呂健名；林秀芬500/張嘉傑；許聰智；李秀桃；
張紹華；陳靜珮；許瑞芳；王萬國；許世原；林連馨；蕭榮凱487/南風劇團300/趙啟圳200/車蕙瑜；李志文；廖育葦100/張吳秀玉；張
趙美麗；盧黃明娥；劉黃美嬌 84/台南人劇團 
 
吳甦樂廣場 
1,000/廖南雁 500/蘇彥衍；陳存良 
 
明信片義賣 
600/謝秀惠480/公關室義賣  
 
油畫義賣 
24000/童子瑄 
 
興學基金 
10,000/鉅明文教基金會7,156/慈光社5,000/陳啟川先生文教基金會3,000/台展文化企業社；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300/歐又
菁 2,000/蔡政宗；陳雙景1,000/G38B；吳銀柳；蘇榮昌；林遠航；陳忠信；古永祥；賴昭志；陳存良500/郭孟月400/王寶墉300/朱心
怡200/無名氏100/李若蘭；佘祥仁；謝明學70/財團法人台北愛樂文教基金會 
 
詩情畫意—原來我們這麼近活動贊助 
20,000/財團法人樂銘文教基金會10,100/家長聯誼會  
 
贊助36屆英文系畢業公演 
10,000/漁人製藥股份有限公司6,000/許評錀  
 
贊助36屆西文系畢業公演  
3,000/炎品食堂  
 
贊助36屆德文系畢業公演 
8,000/德洋事業有限公司5,200/曾俊銘 
 
　　　　　　　　　　　　　　　　　　本月捐款總額新台幣：＄360,777元  
 
------------------------------------------------------------------------------------------------------------------------------------------------ 
 
化小愛為大愛~2800套課桌椅 
2,000/王季香；張莉艷1,000/薛林月里；葉淑芬；洪慶芬500/王愉文；王季香200/蔡振義 
 
希望之架~書架認養 
20,000/羅伯特科技有限公司8,888/台展文化企業社 6,000/賈玉娟5,000/許世原；黃明莉；趙育群4,500/王愉文4,000/鄭仲蓓；謝慧
貞 3,000/郭弘志2,000/宋綺年1,500/無名氏 
 
在文藻砌一塊磚 
30,000/湯玉婷5,000/李文瑞；聖三陽春麵3,000/蔡文隆；盧美妃；王惠菁2,500/張育英；雍宜欽；王淑珍2,000/李麗齡；葉秀治1,500/
劉展明1,2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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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家菉；張乃玉；宮芳辰；藍麗芬；張美齡；鄭
美惠；李書琴；蔡金鳳；陳黎郎；林美辰；呂健名；林秀芬5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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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李志文；車蕙瑜；廖育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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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信片義賣 
120/公關室義賣  
 
興學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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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89/玉山信用卡回饋金6,184/發票箱5,000/黃佳雯4,600/專科部2,000/蔡政宗；陳雙景1,000/周炳坤；吳銀柳；蘇榮昌；林遠航；古
永祥；陳忠信；賴昭志；陳存良500/郭孟月400/王寶墉300/朱心怡100/李若蘭；佘祥仁；謝明學 
 
　　　　　　　　　　　　　　　　　　本月捐款總額新台幣：＄209,681元 
 
------------------------------------------------------------------------------------------------------------------------------------------------- 
94年８月 
 
化小愛為大愛~2800套課桌椅 
4,000/聖吳甦樂修會高雄會院1,000/郭青峰500/王季香；王愉文200/蔡振義 
 
希望之架~書架認養 
20,000/熊飛熊 
 
在文藻砌一塊磚 
66,000/文藻北區校友會30,000/徐佳琳；黃壬來10,000/張佳珍5,000/李文瑞3,000/王?伶；盧美妃；王惠菁2,500/雍宜欽2,000/八方通運
有限公司；李麗齡1,500/劉展明1,250/洪千惠；閔永樂；潘存真1,000/廖財義；高澤仁；曾銘珍；許家菉；林莉蓁；王小玲；張乃玉；
宮芳辰；張美齡；鄭美惠；李書琴；蔡金鳳；陳黎郎；林美辰；呂健名；林秀芬；藍麗芬500/李秀桃；張嘉傑；張紹華；王萬國；許
世原；林連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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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興學基金 
1,000,000/太平洋倉庫股份有限公司2,000/陳雙景；黃金昆1,720/張碧華1,074/徐嘉甄1,000/蘇榮昌；林遠航；古永祥；賴昭志942/
盧慧雪 601/陳俊銘500/郭孟月400/王寶墉374/侯淑榕300/朱心怡253/張德鳳100/李若蘭；佘祥仁；謝明學 
 
贊助36屆英文系畢業公演 
30,000/大眾傳播股份有限公司20,000/曹文海 
 
贊助36屆西文系畢業公演 
1,500/步道咖啡館 
 
贊助36屆德文系畢業公演 
20,000/謝政家2,000/祥頂實業5,000/黃福昌1,200/鎰昌企業社 
 
　　　　　　　　　　　　　　　　　本月捐款總額新台幣：＄1,977,06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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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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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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