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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屆文藻週照片集錦 

  

  

 
 

 
　10/17-/21 慶祝建校39週年校慶 
 

　  熱鬧登場

　　睽違一年，所有文藻人關心的「第四屆文藻週」校慶系列活動再度登場。自10月17日起至10月21日，每日上午8點
至下午9點假文藻校園舉辦。今年以「美不勝收」為主題，從戲劇、藝術、舞蹈、演講、美食、展覽、研討會到語言競
賽等百餘項活動，包羅萬象，展現本校多元國際文化之美的特色。尤其是今年首次舉辦的「國際青年論壇」，也是首次
由本校學生所籌畫的國際性學術研討會議，從邀稿、主持到發表論文，與來自全世界三十個姊妹學校，百餘位的青年學
子一齊發表論文，讓學術從校園生根，在文藻週校慶期間舉辦，更具意義。為迎接本次校慶活動，學校七千多名師生，
從一年前即開始籌畫，相信會給參加活動的訪賓，最棒的回憶。 
 
　　 李文瑞校長表示，高雄是海洋首都，與國際間的互動相當頻繁，特別是2009年即將承辦世運，更加速國際化的腳
步。『第四屆文藻週』的舉辦，將可為高雄市打開一扇異國文化與外語饗宴的窗，以教育外交的方式，拓展城市外交，
讓高雄市躍登國際舞台。前三次所舉辦的「文藻週」活動，吸引近三千人到校參觀，頗獲好評，本校今年同樣將此難得
的文化饗宴，免費開放給所有社區民眾參與，「第四屆文藻週」網站查詢http://www.wtuc.edu.tw。 
 
　　「第四屆文藻週」的活動可依性質分成：「多國語競賽」、「多國語戲劇公演」、「多元文化活動」及「國際學術
研討」等四個子題，百餘項的活動，不僅融合英、美、法、德、西班牙、日、中南美及大中華地區之文化特色，各種專
題講座、學術研討會議，同時增添活動的深度與廣度，相當精采。  
 

10/17 開幕式  
　　　 在熱鬧氣氛中登場　貴賓雲集　　 
　　 今年文藻週的開幕式，不僅現場嘉賓雲集，連各國「使節代表」也前來致賀！包括德國格林童話耳熟能詳的主
角、西班牙唐吉軻德、還有羅馬學者紛紛到場慶賀。高雄市原住民「祖韻文化樂舞團」，也與本校原住民學生社團，共
同表演「祭之舞」，以原住民故事中祭典敬天、崇敬祖靈的儀式為台灣子民祈福，祈願族群共融，社會團結和諧。安排

在10/17上午8點20分舉行的「文藻週」開幕式，讓人耳目一新，更讓所有來賓感受到文藻人的創意、熱情與活力。　 
 

「第三屆文藻盃多國語競賽」 大專校院、高中職語言高手齊聚文藻較勁 
　　「第三屆文藻盃」多國語競賽，是國內僅見以英、法、德、西、日及華語等六種語言為語言競賽的活動，從演
講、即席演講、說故事、朗誦、法國香頌、辯論到朗讀等競賽項目，同時提供獎狀及優渥獎金做為鼓勵。據了解，目前
已有來自北中南百餘名的大專校院及高中職好手報名參加，競爭相當激烈。此外，由應華系及華語中心共同舉辦的「外
國人說華語比賽」，亦吸引不少外國人報名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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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國語戲劇公演 　展現學習成果 

　　在五天的文藻週活動中，每日均有不同語言的精采戲劇公演。這是五專部畢業班同學的心血，花了將近一年的時
間籌備，從選角、改編劇本、設計佈景、製作道具、服裝、現場燈光到音樂編排，學生們費盡心思，更利用寒暑假的期
間，密集排戲培養默契，保證好戲連連，歡迎各界來賓免費入場。 

●10/17 (一) 14:30-16:30/19:00-21:00 德文科 『陰謀與愛情/Kabale und Liebe』 
　　本劇故事發生於18世紀某個德意志公國。宰相之子封．瓦爾特愛上了樂師米勒之女露意絲。但是宰相為了給自己
撈足政治資本，企圖讓兒子娶公爵的情婦彌爾芙特夫人，所以不惜拆散這對真心相愛的人兒，一場不可告人的陰謀籠罩
在這兩個年輕人身上．．． 
●10/18 (二) 14:30-16:30/19:00-21:00 英文科 『馴悍記/The Taming of the Shrew』 
　　富家女碧昂卡(Bianca)溫柔可人，卻因潑辣的姐姐凱薩琳(Katherine)之故，遲遲無法出嫁。心急的碧昂卡追求者霍
坦修(Hortensio)於是請來好友裴楚丘(Petruchio)「馴服」悍婦凱薩琳。另一方面，富家少爺盧森修(Lucentio)也悄悄偽
裝接近碧昂卡…這場愛情爭奪戰究竟鹿死誰手？是男人征服女人？或是愛情征服一切？  
●10/19 (三) 14:30-16:30/19:00-21:00 法文科『環遊世界八十天/ Le Tour du Monde en 80 Jours』 
　　全劇的主人翁是FOGG先生與其搞笑逗趣的隨從PASSEPARTOUT。FOGG先生和友人打賭──在80天內環遊世
界。個性豪邁的FOGG爽快地答應了，並立刻帶著PASSEPARTOUT前往世界各地。旅途中經過了英國、印度、台灣、
美國……等國家，發生了許多驚心動魄的事，並因各個國家的風俗民情、文化背景不同，也惹出不少笑話，當然也少不
了令人深深心動的浪漫愛情。劇情高潮迭起，最後FOGG能順利地完成這項任務嗎？ 
●10/20(四) 14:30-16:30/19:00-21:00日文科『野菊之墓/野菊?墓/The Wild Daisy』 
　　如野菊般清麗脫俗的民子，自小喪母被阿姨收養，與表弟政夫兩人青梅竹馬。一次偶然的機會，讓民子和政夫被玩
笑似地配成對。起先不以為意的兩人才漸漸意識到自己的心意。但旁人的阻擾及社會規範使他們無法長相廝守，更遑論
維持原先純真的感情。兩人的真情能否開花結果？風波不斷，堅韌的野菊是否因此凋零？ 
●10/21(五) 14:30-16:30 /19:00 - 21:00西文科『葉瑪/ Yerma』 
　　葉瑪一個美麗的鄉下女人，從小一切名譽貞操、道德觀念、社會習俗都加諸在她身上，她所受的教育明白地告訴
她，要成為真正的女人，必須結婚生子。葉瑪渴望成為女人，但她並不愛她的丈夫璜。璜並不想要有孩子，這導致葉瑪
開始拒絕、抵抗蠻橫的需求，最後殺死了璜。葉瑪，一齣詮釋過去以及現在女人的悲劇。 
 

豐富多元的文化活動　令人目不暇給　仿若置身異國 
　　什麼樣的機會可以不用出國就能體驗多國文化呢？參加「文藻週」絕對是最好的選擇。有來自德、法及西班牙的美
食饗宴；英國的宮廷舞、日本show girls及西班牙佛朗明哥等舞蹈表演與研習； 英美語言、風土及藝術系列講座，完整
呈現英美文化之美。此外尚有，電影欣賞、德國名車展、留美指南、宗教音樂及藝術欣賞、文藻之美攝影競賽等；喜歡
聽演講的人，要把握理財講座、朱學恆及台新銀行蔡孟𠖎總經理等名人演講的機會。 
值得一提的是，為了配合法國劇作家朱勒‧凡爾納逝世100週年、德國大文豪席勒逝世200週年，及西班牙唐吉軻德400
週年紀念，文藻也特別推出專題展覽，百年難得一見，錯過可惜。 
 

國際學術研討　 跨足國際　 讓學術在校園生根 
10/17-20 2005 國際青年論壇 
　　今年首度舉辦的「2005國際青年論壇」活動，旨在推動學術與文化交流，強化本校與姊妹校間的聯繫。由來自美
國、日本、中國、越南、法國、德國、西班牙及台灣等30幾所姊妹校，百餘位學生菁英齊聚一堂，針對全球化、人
權、環境保護、貧窮、文化、教育等全球關懷議題發表論文，進行研討，具有時代意義。會後同時規劃南台灣文化之
旅，讓這群來自國外的貴賓，可以親身體驗台灣文化及風土民情。 
10/21《多元文化與族群融合》學術研討會  
　　由國立國父紀念館、中華文化教育學會與本校共同舉辦推動兩岸文化、教育交流－《多元文化與族群融合》學術研
討會，藉探討多元文化與族群融合之問題，助益中華學術文化交流，歡迎對此議題深感興趣之各方人士踴躍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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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米*2.5米十字架象徵光明與希望  

 

新大樓明年九月完工啟用 
　　　　　　　　　　　　　　　　　　　　　　　　　　　　　

　　9月21日早上十點整，文藻師生在天主教高雄教區劉振忠主教的帶
領下，共同見證研究及會議大樓十字架上樑祈福儀式，此儀式象徵研
究及會議大樓結構體的完成，也代表該建築的重要里程碑。上樑儀式
一開始，主教先用聖水祝福十字架，接著主教帶領參與師生移至九樓
天台，見證十字架緩緩上升並為新大樓祈福見證。透過福音，劉主教
勉勵文藻師生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效法耶穌犧牲愛人的精神。該十
字架6米高2.5米寬，以綠色強化玻璃製成，將於夜晚打上燈光，照亮
文藻及高雄，象徵光明與希望。研究及會議大樓之整體工程，預計於
2006年9月份全部完工。 

　　 

 
▲高雄教區劉振忠主教主禮上梁祈福禮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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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體青年代表合影  

  
▲青春洋溢的國際菁英工作團隊 

  
▲李校長及陳美華研發長與工作團隊 

10/17~10/22 
 

　 要讓世界聽見  

　 　　　　　　　　　　　　　　　　　　　　　　　　　　　　　　　　　　　　　　文／楊中瑋　 
 
　　 國際青年論壇於文藻週前開跑，邀請國內外不同國家姐妹校及友校的青年代表同聚在文藻，為世界發聲。四天的
會期中，依與會者的論文主題：環境、文化、貧窮與倫理、人權、青年發展等五個議題分成五個小組，進行深入討論。
討論結果在10月20日的青年高峰會議中發表，並由所有與會者共同聯署、發表宣言，將青年論壇中所討論的行動綱領
實際執行。另外，我們更安排了一系列文化交流饗宴及高雄觀光活動，來招待我們的貴賓，包括高雄左營萬年祭、愛河
之旅及兩天的南台灣文化之旅，深入體驗美濃客家文化及墾丁生態之美。 
 
　　國際青年論壇的籌備工作從五月末開始，由國際菁英培訓計劃中的同學選舉出核心幹部(總幹事一人及副總幹事二
人，下設議事、公關、總務、活動四組)，由研發處指導，籌劃及執行全部的活動。暑假開始，國際菁英不但要忙著暑
期的國際菁英課程，國際青年論壇的活動更是緊鑼密鼓、如火如荼的展開。 
　　國際青年論壇和之前去日本參加的環保教育研討會，有異曲同工之妙，同樣由學生一手主導策劃，從該研討會的經
驗中學習、改進，並將熱情延續。特別的是此次的國際青年論壇更將世界的重要議題帶入文藻。而整個活動最有意義也
是活動的高潮，我們將在青年高峰會中簽署行動綱領，讓青年學子不再空談，更身體力行！ 
 
　　籌備過程中投入的心血，到現在已數算不清，所有人都盡力為論壇付出，為的是最後的甜美果實。即使遇到許多挫
折和問題，但靠著大伙兒的力量與信心，一件一件都迎刃而解。 
 
　　隨著大會時間逼近，全體菁英也都感受到那股壓力及緊張的氣氛，定期召開的核心會和小組會從暑假開始從未間斷
過，研究發展處變成了菁英的集散地，辦公室更變成了國際菁英們的安親班，從頭到尾協助和照顧我們的老師，更變成
了菁英們的大家長。雖忙碌，氣氛確像家人般，一起努力、一起奮鬥、一起聊天、一起不睡覺、一起淩晨起床在學校相
約吃早餐，這一切，都是為了將國際青年論壇的活動推到最高潮，讓青年議題的熱火在文藻燒到最高點。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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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有喜愛的電影名句嗎?歡迎您與我們一同分享。 
(歡迎投稿至公關室 　 e-mail: proffice@mail.wtuc.edu.tw） 

 
 

　　　CLASSICAL MOVIE QUOTES 
• 

＊Carpe diem. Seize the day, boys. Make your lives extraordinary. 
　　　　　　　　　　　　　　　　　電影／春風化雨　　　　　　　Dead Poets Society (1989) 

 
 
 
 
 
 
 

＊Keep your friends close, but your enemies closer.  
　　　　　　　　　　　　　　　　　電影／教父第二集　　　　　　The Godfather Part II (1974)

TOP 
 

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5%C4%A6%B3%F8%B3%F8/20/wenzaotoday20.htm 第 3 頁 / 共 12  [2008/12/19 下午 05:44:58]

mailto:proffice@mail.wtuc.edu.tw


今日文藻第20期

No.5
 
 
 
 
 

  
 
 

   
 

▲應華系王季香老師為校友提詩，賀文藻校友枝繁葉茂  

 
 　   

 
Wenzao 40th Anniversary—Alumni Homecoming　 

2006/10/21舉行  

　畢業公演系列活動 
　　 
想重溫畢業公演的年少輕狂嗎？一系列英、法、德、西、日的戲劇演出，讓您一次看得
夠。 
活動日期：2006/10/16-20 15:30-17:30 19:00-21:00 
活動地點：文藻化雨堂 
說明：索票參加 
 

　吳甦樂高等教育國際論壇 
 
邀請全球吳甦樂大學校長及有關人士，進行高等教育國際論壇。 
活動日期：2006/10/20 13:00-17:00 
活動地點：文藻國際會議廳 
說明：報名參加 
 

　創校40週年 校慶慶祝活動開幕式暨新教學研究大樓祝福剪綵 
 
祝賀文藻40生日，歡樂溫馨的慶祝活動中，文藻家族齊相聚，節目精采可期。 
活動日期：2006/10/21 9:00-12:00 
活動地點：文藻校園‧新教學研究大樓 
說明：自由參加 
 

　校慶園遊會‧系友會 
 
還記得園遊會大夥兒一起叫賣、表演的畫面嗎？您有多久沒參加園遊會了？記憶中的文
藻是否變了樣？趕快來重溫舊夢，到此一遊。(各系科活動時間另行公告) 
活動日期：2006/10/21 10:30-14:00 
活動地點：文藻校園及系科 
說明：自由參加 
 

　全球校友大會 
Wenzao 40th Anniversary—Alumni Homecoming晚宴 
 
2006年，欣逢文藻創校40週年，意義非比尋常，邀請全球校友返校參與校慶活動更顯熱
鬧溫馨。期待藉「Wenzao Alumni Homecoming」活動，彼此心連心、手牽手，一同攜
手打造更完美的文藻。 
活動日期：2006/10/21 14:00-16:00 18:30-21:00 
活動地點：高雄漢來大飯店 
說明：報名參加 餐費每人1000元 
 

　文藻家族遊南台灣 
 
墾丁三日遊  
由精緻旅遊專家韓偉成校友精心規劃的「墾丁三日遊」，體會恆春半島生態之美，包
括：社頂自然公園、籠仔埔大草原、海洋生物博物館、南仁山自然保護區、九棚、八瑤
灣等，迷人的南台灣風貌，讓您流連忘返。住宿傳統閩南建築的墾丁青年活動中心，是
著名的墾丁景觀之一，朱門白牆、紅磚瓦屋、古意盎然，不但讓您發思古幽情，還可享
受現代文明的方便。 
活動日期：2006/10/18-20 
說明：自由參加 每人4800-5500元 
高雄一日遊  
由臺灣史專家張守真教授帶您遊覽，認識高雄的變遷與風華。 
活動日期：2006/10/22 
說明：自由參加 每人1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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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斐德修女、李校長與新加坡校友合影 

  
▲斐德修女、李校長與校友遊覽新加坡 

  
▲胡為真大使夫婦(後中)於教育展會場 

 
▲斐德修女、李校長與校友合影 

  
▲新加坡校友餐會一隅 

 
▲新加坡校友餐會一隅  

 
 

新加坡校友名單

 
　歡迎斐德修女及李文瑞校長到訪 
　 
　10/16新加坡校友聚會全員到齊　相約明年10/21返台為母校慶生  
 
　　　　　　　　　　　　　　　　　　　　　文/18EB林啟元(現為新加坡新傳媒電視新聞主播) 
　　 9月16日，斐德修女、李文瑞校長、和陳美華教務長
的班機從高雄小港機場直飛有花園城市美稱的新加坡。一
出海關，就受到新加坡校友組織聯絡人，6EA趙玉儉的8歲
兒子呂良浩小弟弟的獻花歡迎，感受到新加坡熱帶島國的
熱情。斐德修女一行人在星國停留的時間只有不到48小
時，行程非常緊湊。在旅館稍事休息，便利用歡迎晚宴前
的幾個小時，由校友陪同，走馬看花的參觀新加坡市區的
著名景點，包括最炫的地標，相當於台北國家劇院，人稱
「榴槤殼」的濱海藝術中心；展現新加坡多元種族面貌的
小印度；蘇丹清真寺和牛車水唐人街；摩天大樓高聳入雲
的中央商業區；以及由天主教修道院和女子中學改建的讚
美廣場和天主教堂。 
 
　　傍晚，一行人抵達趙玉儉校友位於荷蘭村地區，由國
際知名建築師設計的別墅，出席歡迎晚宴。 
 
　　宴會上，最溫馨的就是輪流發言，表達對母校的感謝
與懷念。永遠的學姊1F陳美如，還拿出39年前文藻蓽路藍
縷草創時期的黑白照片，看到當時的文藻連校門都還沒有
蓋好，正氣樓也只蓋到一半的照片，讓校友們了解創校的
艱辛。一個人在異鄉打拼的12EA林俐音校友說，見到斐德
修女和校長，就好像見到自己的家人一樣。還說，當初進
文藻，看到斐德修女，才知道為什麼文藻的女生，會這麼
有氣質。雖然畢業這麼多年，她仍住在高雄的母親，還是
常常驕傲的跟親戚朋友說：「我的女兒是唸文藻的」。校
友們你一言我一語：在文藻，女生不能在走廊跑步(那上課
遲到了怎麼辦？答案是：走快一點啊！)；騎機車沒戴安全
帽，被斐德修女逮個正著；當初最討厭的打字課，畢業後
卻成了受用無窮的工作利器。這些多年前在母校的點點滴
滴，勾起了校友、師長的甜蜜回憶。趙玉儉校友還特別感
謝麥修女，介紹她到英國留學，讓她有機會認識當時同樣
在英國深造的夫婿，陳美華教務長略帶悔恨的說：回去一
定要問麥修女，當初為何沒有介紹我到英國唸書？反應機
智的呂大律師則以文藻教育「受益人」的身分安慰老婆的
同學說，「這樣你才能當上教務長啊！」 

　　不絕於耳的笑聲迴盪在寬廣的宴會廳，文藻人對母校
的感恩，不只是札實的外語訓練，讓我們畢業後在各個領
域，都能發揮所長，更重要是它在我們十五二十年少時，
培養我們正確的人生觀和道德思想，以及分辨是非善惡、
獨立判斷的能力。晚宴後，還特別播放文藻現況的影片，
由校長向校友們介紹母校最新的發展狀況。 
 
　　第二天是此行的重頭戲，也就是前往新加坡宗親會
館，參加由教育部主辦的台灣高等教育展。雖然新加坡並
不是主要的外國學生來源，但是會場還是來了不少有興趣
的年輕人。而文藻也是唯一有大批海外校友前往加油助陣
的學校，讓其他學校見識到，文藻校友的「惡勢力」是無
所不在的。下午，斐德修女一行人參觀林俐音校友的美容
沙龍，拗不過一再邀約，斐德修女、校長和教務長「勉為
其難」的接受林俐音校友的腳底美容服務。幸好，美容過
後斐德修女的評語是：她的腳一輩子都沒有這麼享受過，
林俐音校友才鬆了一口氣。陳美華教務長笑稱，林俐音校
友可能是文藻創校39年來，一萬多名校友當中，唯一摸過
斐德修女和李校長腳的校友。接著，一行人還參觀了26G
胡慧岑校友開設的室內設計公司和樣品屋。 
 
　　目前在新加坡「登記有案」的文藻校友一共有14位，
從第一屆到第廿六屆。不過，相信應該還以許多「在逃」
校友，如果各地民眾發現有疑似文藻校友「藏匿」在新加
坡，請即刻向校友會舉報，以便壯大新加坡校友會的聲
勢。像這次接待母校師長來訪的活動，14位校友在聯絡人
趙玉儉校友的組織下，幾乎全員到齊，展現了文藻人團結
愛校的精神。美好的時光總是過得飛快，雖然斐德修女、
李校長及教務長在第三天一早就搭機回台灣了，不過新加
坡校友已經開始計畫，期待明年十月回到文藻，參加母校
建校四十週年校慶。  
 
編者按：林啟元，文藻專科部18屆英文B班畢業，現為新加坡新傳

媒電視新聞主播，曾獲2004年新加坡電視﹝紅星大獎2004﹞最佳

新聞主播/時事節目主持獎，此次校友聚會擔任隨隊採訪，讓大伙

近距離接觸名主播的風範。

------------------------------------------------------------------- 
 
「文藻中秋」新加坡大團圓 
　  
　　　　　　　　　　　　　　　　　　　　　　　　　　　　　　　　　文/6EA趙玉儉

　　很早就想提筆感謝「文藻人」（即「今日文藻」）的
所有功臣，因為藉著它，即使畢業多年，仍能了解學校、
修女、師長和同學的近況，也因為有它，讓散佈在世界各
地的一萬六千名文藻人的距離拉近了。（當然，現在還有
電子報，在此一併感謝！） 
 
　　雖然心存感激，卻總未能付諸行動，這次因斐德修
女、李文瑞校長和陳美華教務長的到訪獅城，身為「新加
坡文藻人」聯絡人之一的我，無論如何得提起「禿筆」表
示一下。 
 
　　首先，我要感謝高雄來的貴賓們，百忙之中抽空利用
中秋節的週末，來和我們「中秋大團圓」，讓我們在畢業
後的這麼多年，度過了一個充滿笑聲及回憶的「文藻中
秋」，值得一提的是斐德修女對文藻人的「魅力不減」。
人生「剛剛」才開始的她，背脊依然挺直，氣質依然出
眾，說話依然有份量，態度依然從容不迫……，「70」之
於她，也只不過是個數字而已。但如此來去匆匆，回程時
還得在台北轉機，我們也很心疼，因而更珍惜此次的相

● 9月16日星期五適逢帥哥林啟元的休假日，當新聞主播的
他，那天肩負的任務是從鏡頭前走到鏡頭後，充當「攝影
大師」。接機時，眼見貴賓們已在等行李，幾位熱情的女
士們拉著帥哥拍照，原來是 他的「粉絲」，卡嚓了沒幾
聲，只見貴賓們笑容可掬的魚貫走出來，我們的帥哥，快
手快腳的趕忙「辦正事」，也真虧了他，一點都沒耽誤。
專業就是專業。 
 
● 接機那天，正好我家小朋友放假，所以滿心歡喜地跟著
媽媽去機場，想在第一時間，見到「媽媽的校長」（很了
不起哦！）。所以，當斐德修女走出來時，他煞有其事地
獻出他人生的第一次：獻花給修女和李校長。（至於陳教
務長─這個同班老同學及室友，我只口頭上讚美她一句：
「本來就是花」所以免了。） 
 
● 9月17日中午，帶貴賓們去文華酒店吃海南雞飯，我家8
歲的良浩小朋友，有幸坐在斐德修女對面，他無視於坐在
旁邊的媽媽，馬上把握機會，大大方方地問「媽媽的校
長」：我媽媽在文藻乖不乖？「媽媽的校長」不疾不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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屆別 姓名 屆別 姓名

1F 陳美如 12S 高錦霞

6EA 趙玉儉 13EA 蔣德蘭

7EB 呂玉碧 13F 王一華

7F 胡莉萍 14S 于桂芳

8S 丁文情 16F 林淑娟

12EA 林俐音 18EB 林啟元

12EB 匡小琳 26G 胡慧岑

 
 
 

聚。 
 
　　其次，我要感謝在獅城的文藻人，因為從最初的籌備
會議，乃至最後機場送行，大家所表現出來的體貼、熱忱
與團結，不但給貴賓們留下了深刻印象，更令我大大地感
動，真慶幸有這麼難能可貴的團隊。 
 
　　至於貴賓們在獅城的緊湊行程，新加坡文藻人中唯一
的「綠葉」林啟元，已另撰文詳述，我就不在此浪費寶貴
的篇幅了，但有些「小插曲」，憑供大家當茶餘飯後的話
題。 
 

反問：你是想知道你媽媽的秘密？小蘿蔔頭不好意思（被
揭穿）又滿懷期盼、外加看笑話的表情，等待回答。「媽
媽的校長」說：她很調皮。哈！小朋友一副我就知道的模
樣，但很快地，「媽媽的校長」接著說：她上課的時候很
專心…。真是吾主佑我！在文藻時無不良紀錄，所以安全
過關。在此，奉勸各位在校的文藻人，最好別闖禍，誰知
道有那麼一天，你的小朋友會有幸坐在「你的校長」的對
面……。 
 
　　最後，我要代表新加坡文藻人，向全世界文藻人問
好，並歡迎大家來玩，也祝福所有的修女、師長、同學，
希望明年40年校慶，文藻見。

TOP

 
 

No.7

 
　　　　　　　　　　　布魯塞爾的修道院

　　　　　　　　　　　　２００５年德國文藻校友會 
 
　　　　　　　　　　　　　　　　　　　　　　　　　　　　　　　　　　　　　　　　　　　　　　　　　文/6GS林秀英

 
▲活動主辦代表(右起)德、荷、比、盧 

 
▲主辦人胡秋蓮與夫婿Roger 

  
▲大夥兒開心的玩著「比手畫腳」 

  
▲遊覽比京皇宮花園 

  
▲互道珍重-合影於比京車站  

　　要寫「德國文藻校友會」，卻發覺這現有的組織，在
實質上已不再符合這名稱。有十三年歷史的「德國文藻校
友會」年會，跑遍了德國許多大小名城，最近這幾年不再
限於居住德國的校友。2005年更選在比利時布舉行，有2/3
的成員來自德國，布魯賽爾的校友佔去3席，其他有2位西
班牙、2位荷蘭、1位盧森堡、1位英國、1位美國，還有3位
外派到歐洲實習的年輕學妹，也來參與盛會。 因此，校友
名單上記載的除了居住德國的校友外，剛接到的2005年最
新名單，我們共有50位加入的校友。 
 
　　今年的校友會在歐盟中心舉行，明年將在西班牙的巴
塞隆那〈BARCELONA〉見面。所以，是否「德國文藻校
友會」，該應時也應實拓展為「歐洲校友會」呢？與會的
校友們論及此事，也許，只是時間的問題，不妨明年提
出，眾姊弟妹們可發表個人看法。 
 
　　今年參與的貴賓：有美國飛來的6F樓玉純、七十有二
的「大媽媽」斐德修女和同行的張紹華女士。話說，遠來
和尚會唸經，樓玉純沒唸經，倒差點被逼唱「樓台相
會」。紹華是文藻校友聯絡中心的負責人，屆數少的校友
們，認識她的可能不多。也許，就是因為她不出身於文
藻，辦起事來，在很多方面較順然且中肯。在她的這次自
我介紹中，我發覺她還有一招「相聲」的才份。  
 
　　「大媽媽」斐德修女，這是我個人與她在歐洲第三次
見面。那天的校友會如往常的例行報告後，斐德修女站了
起來，開始了我們久違的「精神訓話」。 
 
　　我則藉著照相任務我到處走動，鏡頭常不由自主的就
會轉到那被豐盛點心佔滿的長桌：家鄉的「綠豆PON」、
米果、豆腐乾…，是紹華一路當做隨身行李「扛」來的。
另一端，由一位當地的校友帶來的精緻糕點， 趁著照相之
便，「盯」住了登記第一號的一個「綠豆PON」；但是，
我來得太晚，物去盒空。我應該用「釘」的，「盯」的功
力不夠，一號「綠豆PON」失蹤了。像小孩似的，我叫了
起來〈真不好意思！〉，一位善良的學姊口下留情，分了
一半給我。其他的人一定也很善良，只是我叫得太晚，他
們的「綠豆PON」早存放在胃裡頭。唉！那層薄薄酥酥的
皮，那細細密密的綠豆餡，那略帶鹹味的蛋黃，此時此
刻，「此物只應天上有」！(紹華，拿這幾行字給「綠豆
PON」老闆看，可有折扣吧！？：—〉 )  
 
　　 用餐時秋蓮的先生Roger，扛著一大號洗衣籃，裡頭
放的不是待洗或待曬的衣物，而是許多不同牌子的啤酒。
比利時的啤酒，常是歐洲幾個鄰國旅遊比國帶回的禮物。
秋蓮的先生開始他的國民外交及國產宣傳，他用英文介紹

又是踩，底下的人你說東來我說西，眼看著，她已經跳出
舞步了，畢竟是文藻人，中文根基帶著出國，答對了！當
然，樓玉純的演技逼真，也是她倖免演唱「梁山伯與祝英
台」的原因。很可惜！ 
 
　　 大家意猶未盡，「比手畫腳」後接著「成語接龍」等
遊戲，大夥兒彼此戲謔，笑得人仰馬翻，大媽媽的瞇瞇
眼，董老師有點跟不上的疑惑表情，兩位在場的外國女婿
〈其中一位是漢學系出身的〉，好幾年來幾乎不曾缺席的
嚴老師，讓我有「不知身置何處」的感覺；一種辛酸甘甜
的味道直湧到鼻頭，此時此境，何時再有？ 
 
　　隔天星期日，是賦歸日。曼苔學姊說，早餐後有半小
時和大媽媽「個別談話」的機會，希望大家多利用。這如
果是以前在校時期，誰會去？耳朵癢啊？！大家正議論紛
紛，我喝完咖啡，斐德修女慈祥的聲音響起，問：「我們
可以談談嗎？」我很遲疑的點頭，並堆上一臉－大概是苦
笑吧。跟隨大媽媽，走進早已整理好的房間，待我坐定，
她慢條斯理的開始我們的談話。修女託我就近照顧學妹…
等等。後來，與這位學妹見面，我告訴她原由，並說修女
如我們的父母關心我們，但是，即使他們的手再長，也無
法搆到分散在天涯海角的我們，所以，我們要互相照
顧…，說著說著，四隻眼睛已成蓄水池。不曉得當時怎會
想到如此窩心的話，現在回想，那一夜，失眠的該不只我
一人。 
 
　　可能是特地安排，這星期日的彌撒是由中國神父和比
利時神父共同主持。彌撒結束，我們互道珍重再見，踏上
歸途。車站、機場和港口都是分離與相逢的舞台，對這群
海外的文藻人而言，分離是短暫，相逢是必然，只要你願
意。 
　　 
　　 親愛的校友們，保重！衷心感謝秋蓮、她的先生和兩
小孩。 
 
　　2006/5/27 Nos vemos en BARCELONA!! 
 
 
 
編者按： 

1.6GS林秀英為文藻德國校友會創辦人之一。13年來德國校友會始

終如一，從開始時的二三人聚會，到今日的二三十人，多年努力

卓然有成。感謝歷任德國校友會會長、現任會長11G喬惠芳的辛

勞，以及屆數較少、道行已高深資深美女的熱情，才有今天壯大

的陣容，母校深深以您們為榮。 

 
2.此次歐洲校友會於2005年5月7日在比利時布魯塞爾舉行，由8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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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道珍重-合影於比京車站 

來自不同廠商、不同口味的啤酒… 。  
 
　　看著啤酒我想到「酒酣耳熱」，何不來個「成語比手
畫腳的猜謎遊戲」？！看到樓玉純想到「樓台相會」，居
然被她抽到，啞子吃黃蓮，她又是跳 

胡秋蓮及旅居比京的13F何敏貞等籌畫，總計有25位校友參加，及

董愛芬、陳韻竹、嚴翼長等3位旅德老師、4位校友家屬參與盛

會。主辦人胡秋蓮校友及夫婿Roger發揮地主的熱情，忙進忙出，

讓校友有賓至如歸的感受，功不可沒。會中並投票決定明年歐洲

校友聚會將於2006年5/27-28於西班牙巴塞隆納舉行，由3S郭聖

青、4GS劉其澳負責籌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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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二三事  
 
 
◆8EA顏敏如之女傅梅、6GS林秀英之子林凱、5GS秦蕙萍之子秦瑋龍、16S張愛嘉之
女李明慈，分別於去年及今年至母校華語中心學習華文，並修讀部分外語課程，校友對
母校教育的信心由此可見。 
 
◆5GS秦蕙萍校友偕夫婿麥立德教授，本學年應母校英文系之邀，擔任客座副教授，教
授語言與文化、專業英文研究寫作及英國文學課程。秦蕙萍賢伉儷現於美國密蘇里州
Drury University擔任教職，利用一年的研究休假，返母校貢獻所學。 
 
◆目前服務母校的校友總人數已達91位，另有3位文藻女婿、1位文藻牽手，加入文藻家
族陣容。9月28日中午，由校友聯絡中心籌劃的校友老師聚會及迎新，於新教學大樓歐
盟園區舉行。李文瑞校長及麥蕾修女，親臨現場為校友們加油，校友總會毛鑀蓁理事
長，出席此一聚會，並提供有獎徵答禮物，會場洋溢歡樂氣氛。 
 
◆為感謝師恩，校友總會特於9月29日於文藻校園舉行「敬師健康檢查」，總計有56位
參加健檢，對繁忙於教書工作的老師，校友會此舉，讓她們感到很窩心。 
 
◆文藻校友總會10月1日上午於高雄圓山大飯店，舉行第三次講座，共計有60多位校友
參與，主題為「行銷」非賣品，由17EB洪煜琅主講。外號冷面笑匠的他，以深入淺出的
方式，剖析行銷迷思，句句打動校友心房，讓與會校友聆聽了一場知性的饗宴。 
 
◆悼，任教本校六年半的嚴翼長老師，因病於今年9月17日病逝德國科隆，蒙主恩召，
享年78歲。熱心教育，貢獻所學的嚴老師，退休後返德，謙謙君子，儒者風範，令許多
師生懷念。每年均參加德國校友會活動 ，從未缺席，是校友們的好朋友。母校特於10月
4日下午舉行追思彌撒，感念嚴老師的長者風範。 
 
◆「校友回娘家」今年輪到第5及15屆，活動於10月8日下午舉行，約計有60多位校友返
校參與，主持人為5EA的劉皓玲及15EB王師凱校友，二人都遠從美國返回母校參予盛
會，場面相當溫馨感人。由於15屆也是男生第一屆，因此首次有男校友「回娘家」，校
友們把握機會與師長話舊，並參觀校園，對母校的改變與進步，留下深刻印象。 
 
◆文藻校友會美國南加州分會簡訊 
文藻美國南加州校友會於9/17(六)改選第二任會長及副會長，分別由張少琴(5EA)及姚美
珠(10EA)當選。新任會長也同時邀請下列校友擔任本屆的義務幹部： 
活動：姬女肖瑛(8G)，郭暖芳(8EA)； 財務：李敏君(10EB)； 資訊：王師凱(15EB)； 文
書：林宜柔(25G)； 1-5屆聯絡人：楊佩珊(1S)，薛瑞蓮(1F)； 
6-10屆聯絡人：倪若芸(10EB)，許麗惠(10G)； 11屆以後：周琇瑩(13EA)，蔡淑樺
(14F)。 
特別感謝第一任會長王思韻(1F)，副會長薛淑珍(4EA)及有義務幹部和聯絡人過去三年的
付出及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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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藻成立南區英語教學資源中心 
 
提供33所大專院校師生 英語教學習平台  
 
　　教育部於今年選定文藻外語學院作為南區英語
教學資源中心，3月成立至今，已成功整合南區33
所大專院校的英語教學資源，提供教師最新的英語
教學資訊；透過該中心，學生可藉由練習、交流及
實作等方式，自學英文或結交同樣喜歡英語的朋
友。 
 
　　南區英語教學資源中心計劃依據教育部94年的
「技專校院國際化整合方案」，選定台灣科技大
學、雲林科技大學、文藻外語學院成立北、中、南
三個資源中心，希望整合區域英語教學資源，落實
英語師資培訓工作，強化英語教學成效，並提升新
世代青年的語文能力。 
 
　　據了解，南區英語教學資源中心特色為資源及
資訊上的彙整，透過該中心建立的英語師資/專長
資料庫，不但可搜尋到不同領域之師資外；不定時
提供的教學趨勢說明也讓英語教學與世界同步。該
中心今年已舉辦兩場趨勢說明：於6/7-6/8舉辦的新
托福師資培訓暨研討會，邀請到熟悉亞洲英語教育
的Ms. Charmaine Smith 以及Mr. Jeremy Fish擔任
主講者；9/24舉辦的「CEF歐洲語言學習、教學、
評量共同參考架構」研習會，由南區英語教學資源
中心與財團法人語言訓練測驗中心、英國「劍橋大
學英文考試院」 

（Cambridge ESOL）合作，邀請專家來台說明
CEF及其與英語檢測之關係。 
 
　　該中心定期舉辦的師資培訓課程及活動，包
含「全英語教室」、「數位化英語教材製作工作
坊」，並將於12月份舉辦「英檢與英語教學」專
題講座。最特別的是，該中心製作的網站（http://
etlc.wtuc.edu.tw）及免費電子報不定期公佈最新
資訊，讓學習無時間、空間的限制。 
 
　　此外，該中心提供南區33所學校免費資源分
享，包括教學硬體、圖書館、及每所學校教師五
張借書證、並開放英文系之英語學習中心
(English Learning Center)供南區學子使用。英語
學習中心豐富的自學資源（包括聽力區、閱讀
區、英檢區及影視區），不僅對外開放，並特別
於星期六為外校學子安排諮詢顧問，提供諮詢服
務，加強英語能力之提昇。 
 
　　負責南區英語教學資源中心計劃的英文系主
任卓惇慧表示，英語教學資源中心的整合機制，
將讓英語學習更加有效率，也可更計劃地提昇台
灣全英語的能力，進而與國際接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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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位ＣＤ的學生 

 
　　　　　　　　　　　　　　　　　　　　　　　　　　　　　文/英文系副教授　黃玉年  
　　七月初正忙完學生期末成績，突然一位三年前自本系畢業的校友造訪，師生暢談甚
歡。共同回憶起他在校的日子，每次發還英文作文之練習作業，他的作文總是滿地紅的
老師的訂正，成績總是C或D，有時甚至F(Fail)，還被我要求重寫。因此就叫他CD 
Howard (因為他的英文名字叫Howard)。 
 
　　畢業後，這位同學參加三所公私立大學插班考(包括中山及東華兩所)，英文作文居
然分別為89、91、92。當時我就接到他的來信感謝老師的教誨，我當然也回信恭賀他如
願地考進國立東華大學。三年後的今天，他又順利地考上淡江大學美國研究所並且立志
放眼國際舞台。這又是一椿令人欣慰的校友優良表現。 
 
　　這位同學深深體會到在校學習之重要。他說：「在校成績低，表示老師之要求標準
高，並不代表程度低。但是在校外一定要有競爭力，也就是說要有實力。因為你如果錯
過這個考試，就表示你失去了這個機會。」我特別在此與在校老師及學生分享這位校友
的心得，期待大家共同勉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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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藻京都一家親  
 
　　　　　　　 AIESEC京都分會來訪 　　　　　  
 

 
　　 
　　 AIESEC日本京都分會9月初台灣之行圓滿落幕！非常榮幸地，AIESEC日本京
都分會於94年9月3至5日造訪了文藻分會，以Study-tour方式，進行青年文化交流，
此次拜訪讓本分會更加了解文化交流及加強文藻人國際觀的重要性。特別主動邀請
本校日文系學生共同參與此行。

　　在這兩天的行程裡我們讓京都分會體驗機車之旅、台灣夜生活、旗津海灘、西
子灣海之冰等台灣特有文化，他們也將日本文化與我們分享，過程中我們交到幾位
可愛的日本朋友，他們也帶著文藻分會及日文系學生的祝福前往下一站，雖然才短
短兩天，但相信對兩分會及日文系同學而言都是段美好的回憶。 
 
　　此外，本會11月將提供同學體驗異國文化、出國工作機會的說明會。誠懇邀請
大家，踴躍參與！

 
 

　　　　　　  
 
　　AIESEC(國際經濟商管學生
會)為世界最大之國際性學生組
織，我們透過國際研習生交換計
劃、各種訓練營隊及企劃專案，使
世界上91個國家之學子有機會實地
探討管理技術，並自實際工作中得
到最真實的經驗。長久以來也積極
培育具有國際觀之青年，拓展其國
際視野，立足台灣，放眼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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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秀蓁　 彭思喬　獲頒筆記型電腦  
 
　　 文藻外語學院為獎勵優秀入學生，加強資訊能力，特頒贈Acer最新型筆記型電腦給
今年外教系新生1B陳秀蓁及英文系1B彭思喬。

　　李校長於致詞時表示，走在教學資訊數位化前端的文藻，每間教室皆配備有E化設
備可接寬頻網路系統，並接收各國衛星電視、校園內可供無線上網，只要向資教中心申
請電腦帳號及電腦卡即可使用。所以希望文藻的學生都能多使用電腦幫助學習。李校長
說，由於獲獎的兩位皆為女生，所以筆記型電腦的選擇也以輕薄考量，來減輕同學的負
擔。

　　值得一提的是，得獎人之一彭思喬的姐姐也唸文藻，常常跟她談文藻的好，讓她很
嚮往。去年，姐姐的同學因優秀入學得到一台筆記型電腦，於是決定努力以文藻為第一
入學志願，她開心的表示努力總算沒有白費。至於陳秀蓁同學則完全沒聽過這項獎勵辦
法，得獎後很開心，覺得努力唸書是件很棒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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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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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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科部3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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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溢香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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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洽詢電話：07-3426031分機1604、1605，傳真：07-3101013  
 
 
　　　　　　　　　　　　　珍藏文藻情 　 ◆文藻之美 明信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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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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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9月「研究及會議大樓」工程最新進度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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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高雄教區劉振忠主教為十字架灑
淨祈福

2.研究及會議大樓十字架上樑儀
式照片

3.研究及會議大樓16FL樓層多功
能教室結構桁架組裝完成照片

4.研究及會議大樓鋼結構工程
樑柱系統完成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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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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 
 
化小愛為大愛~2800套課桌椅 
20,000/陳美珍；10,000/林珍如；5,000/ 釋大愚；3,000/劉雅芸；2,000/馬維銘；王小玲；1,000/邱冠穎；徐鈺琇；郭惠美；500/李
秀桃；王愉文；王季香；200/蔡振義  
 
在文藻砌一塊磚 
5,000/李文瑞；釋大愚；3,000/王女丁伶；馬維銘；盧美妃；王惠菁；2,500/張育英；雍宜中；2,000/八方通運有限公司；李麗齡；
1,250/潘存真；閔永樂；洪千惠；1,000/廖財義；曾銘珍；許家菉；林莉蓁；黃勵婷；曾清金；王小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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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嘉傑；蕭榮凱；張紹華；王萬國；許世原；林連馨；
300/趙啟圳；200/車蕙瑜；李志文；100/張吳秀玉；張趙美麗；盧黃明娥；劉黃美嬌 
 
吳甦樂廣場 
1,000/廖南雁 500/蘇彥衍 
 
興學基金 
100,000/西文系；35,606/電影欣賞社；20,000/沈順成；2,000/陳雙景； 1,000/蘇榮昌；林遠航；古永祥；賴昭志；500/郭孟月；400/
王寶墉；300/朱心怡；100/李若蘭；佘祥仁；謝明學 
 
贊助應華系文藻週活動 
10,000/陳喬峰；黃彩雲；沈順成；2,000/陳文豪；1,000/優視眼鏡城；艾美心算文理補習班；許長謨；王俊雄；王林玉葉；王季香；鄭
國瑞；800/立晟影印店 
 
捐贈應華系系務費用 
1,000/李三榮；100/王季香 
 
贊助36屆法文系畢業公演  
5,000/法國文化協會 
 
贊助36屆西文系畢業公演 
10,000/迷火佛拉明哥工作坊；500/全樂旅行社有限公司  
 
贊助36屆德文系畢業公演 
14,000/五綸織造股份有限公司；2,000/永行股份有限公司；1,000/劉獻文；800/馬偲殷；500/吳華美 
 
捐品義賣(捐品義賣金額另列，不包含在本月捐款總額) 
$18,000醒酒杯/家長聯誼會會長白桂華 
$11,200巴洛克咖啡杯一對/法文系盧安琪老師 
 
其他各月份捐款名錄，請直接上網查詢 http://www.wtuc.edu.tw/fund/brick/2003　  
.......................................................................捐款總額新台幣：＄342,556元  
　　　　 
上期更正  
94年6月　興學基金24,000/曾婉玲更正為→ 油畫義賣24,000/童子土宣 
94年8月　希望之架－書架認養200,00/熊飛熊更正為→200,000/熊飛熊　　在文藻砌一塊磚66,000/于乃鳳更正為→66,000/文藻北區校
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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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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文：Wenzao Ursuline College of Langu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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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