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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文瑞校長（左一）與韓國培材大學國際協力處郭龍

燮副處長（右一）3/29簽署學術交流協議書，將成立國

內首座韓語中心。 

 
 

▲李文瑞校長（左一）與日本OISCA開發教育專門學校

友田和臣校長(右一)簽署締約。

　　　

　　本校國際學術交流活動持續開展新關係，分別在3/24與日本OISCA開發教育專門學校、3/29與韓國培材大學（Pai Chai University）
簽定『學術交流備忘錄』，姐妹校比利時布魯塞爾口筆譯高等學院(Institut superieur de traducteurs et interpretes)4/13遠道而來；日本
OISCA開發教育專門學校隸屬日本最大的國際非政府組織OISCA，培材大學將於文藻成立在台第一所韓語中心，布魯塞爾口筆譯高等學
院則由校長Frans DE LAET親自率團到校參訪。 
 
　　 本校與日本OISCA開發教育專門學校的締約，為OISCA第一次與台灣的大專校院簽訂學術交流合約，將在師生交流及修習學分之互
認制度等方面進一步合作，互惠兩校近萬名學子。儀式由李文瑞校長、日本OISCA開發教育專門學校友田和臣校長共同簽署，OISCA國
際總部中野良子總裁特別率領該組織多名文教重要幹部遠從日本前來觀禮。本身為農業推廣專家的李校長盛讚OISCA組織對於國際農耕
援助的貢獻，文藻是OISCA組織在台簽訂學術交流協議書的第一所大學，具有指標意義。友田和臣校長亦歡迎文藻學生至該校進修日
語，並親身參與農耕，體驗日本文化與服務的精神。 
 
　　本校與韓國培材大學共同簽訂『學術交流備忘錄』，其中的重點內容，乃培材大學將於文藻設立韓語中心，這也是該校在台灣簽訂
成立的第一個韓語中心，預計最快今年九月正式開班授課。此舉不僅擴張文藻的外語教學領域，更將促進南部地區韓語人才培育的速
度。  
 
　　比利時布魯塞爾口筆譯高等學院為文藻第32所姐妹校，去年12月本校「台灣口譯人才」師生訪問團曾前往觀摩。此次校長LAET率團
前來，除了參觀本校翻譯教學相關環境設置，與本校師生面對面會晤外，法文系更把握機會邀請LAET校長親自教授法文系四年級學生翻
譯技巧，藉此正式揭開雙校實質交流的序幕。李校長與布魯塞爾口筆譯高等學院校長LAET將藉此來訪良機，深入商討未來學術交流之方

式。　 
 
　　應華系以「台、越高等學府國際學術交流暨華語教學合作計畫」獲得教育部近四十五萬元補助款，並於4/4∼4/8由系主任徐漢昌教
授率隊前往越南參訪，除分別與胡志明市師範大學及外語信息民立大學討論系級實質交流內容，同時與河內國家大學、峴港大學商議未
來簽定校際交流的內容。 
 
　　除了推動國際間學術交流，本校也積極從事校際間的合作；3月29日透過網路視訊會議，李校長與政大外語學院陳超明院長、輔大外
語學院康士林院長、靜宜外語學院謝國平院長，四校代表在空中達成重要協議，將透過遠距教學，提供多種外語課程供四校學生跨校選
修，並且互相承認學分。此舉將擴大本校現有外語教學基礎，整合台灣北中南地區教育資源，打破學生學習地域的限制，這是本校致力
學術交流的最終目標，也是地球村的真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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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藻李校長一行人4/6與吳甦樂修會羅馬聯合會

總會長Colette Lignon修女（中）合照。  

　　　　 　　　　　　　
　　　　　　　　　　　　　　　　　　　

　　李校長暨陳美華教務長、林耀堂主任、華英修女一行人，於4月2日前往印尼萬隆參
加吳甦樂修會羅馬聯合會『亞太地區教育工作領導人大會』，因文藻為與會之最高學
府，李校長所提之國際交流成果亦備受重視。大會除了討論團結與世界和平等議題之
外，當討論到聖安琪精神時代意義時，更讓現場氣氛達到高潮。最後，與會人士一致以
加強聖安琪精神，藉此促進團結互惠為本次大會結論，今年八月李校長將再度參與巴西
舉辦的大會。 
 
　　此次，校長一行人同時參觀了雅加達的吳甦樂學校以及150年歷史的修院，以修女
服務為主的各級學校，其獨特校風見諸校園內的神職人員，更外顯於學生氣質上，大夥
兒更加認定聖安琪精神的影響力。本校董事長斐德修女了解會議討論狀況後，表示：
「許多吳甦樂修會學校依其步伐逐年成長，文藻則歷經台灣經濟與高等教育之激烈變
革，更需要以紮根精神，繼續秉持全人教育」，點出文藻為吳甦樂修會創辦學校，其任
重道遠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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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藻一向注重教學品質的提昇，根據教育部新修正的大學法，
明訂建立教師評鑑制度為大專校院評鑑指標之一。本校目前除積極
向教育部提出教學卓越計畫，更進一步設置教師發展中心，整合校
內資源，強化教與學之革新。此外，校方亦通過新訂「專任教師評
鑑作業要點」，實施教師評鑑機制，藉此激勵教師自我成長，將師
資品質推上更優異的層級。 
 
　　為協助教師追求教學卓越而成立的「教師發展中心」，乃跨行
政與教學的一級單位，直屬校長或副校長，職掌四大功能：保持教
學革新與卓越、協助課程研發與教材製作、強化教學品質與學生學
習績效、建立教學小組，設立的目標是為建構合作，有效能且具創
造性的學習環境，促進本校教與學雙方面品質的提昇與發展。 
 
　　此外，根據校務會議新通過的「專任教師評鑑作業要點」，每
位專任教師除了每年十月填寫「教師自評表」，並需接受每三年一
次評鑑。在新聘約中明訂助理教授以上之教師應以本校教師名義，
每年至少發表學術論文乙篇或參與專案研究、產學合作或展演創作
乙案；講師則至少兩年發表學術論文乙篇或參與專案研究、產學合
　　

作或展演創作乙案。連續三年未發表者，依本校教師評估相關辦法
處理（含學術研究費分級支給）。 
 
同時，為承襲本校注重教學的傳統特色，並且尊重教師的個別差
異，教師必須照所訂之教師評鑑基本門檻，達成教學、研究、服務
等義務。每位教師必須以研究發表的數量作為自我評鑑之依據，以
擔任學校行政工作或導師之服務工作，以及教學觀摩、發表導師輔
導心得等，促進教學發展。除此之外，各系科也必須依照「教學單
位自我評鑑實施要點」，每三年自我評鑑一次，其結果除作為改進
參考，並將成為學校分配資源之依據。 
 
　　除了加強硬體建設，文藻更不斷提昇教師教學、研究、服務各
層面的素質。大學追求卓越，教師的表現則是關鍵。「教師發展中
心」之設置及新訂「專任教師評鑑作業要點」之通過，再度展現追
求教學卓越之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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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校長（左一）與高雄市商業會黃理事長（右

一）3/27簽定產學合作。 

 
　　　　  

　　　　　　　　

　　　　　　　　　　　　　　　　　　　　　　　　　　　　　　　　 
　　本校與高雄市商業會於3月27日假行政大樓會議室，雙方簽訂締結產學合作關係備
忘錄，為期兩年。藉雙方互惠之策略聯盟，促進本校與高雄市商業會長遠合作關係，共
創互利雙贏的利基。合作內容包括提供雙方專業領域的諮詢服務及資源交流，以及學生
實習機會等。高雄商業會郭國聖常務理事、賈先龍總幹事以及行政組邱涵蓁組長亦陪同
前來觀禮。 
 
　　黃和平理事長於致詞時表示，將在未來提供學校優秀學生實習及獎學金的機會，分
享商業會的資源，舉辦各類講座，以協助產學間之交流，共同將高雄市推向國際舞台。
他稱許文藻校方在規劃學校願景時，即明瞭國際化的重要性，並致力於培育各種語文專
才，同時延伸語言的應用，設置了國際企業、國際事務與翻譯等系科，是一所專心治學
且有遠見的學校。李校長則對於高雄市商業會孜孜屹屹於規劃大高雄的未來表示佩服，
期待未來雙方能夠進一步合作，由在地做起，放眼世界，加快國際化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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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雄市商業會為南台灣地區商業團體公會的龍頭公會，成立於民國35年，目前旗下
所屬團體會員有132個公會，1079家公司行號會員。高雄市耆老陳啟清先生為首屆理事
長，目前由黃和平理事長擔綱重任，組織分為九大委員會，全都是各行各業具領導地位
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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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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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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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日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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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00-45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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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自由行 
請來電或e-mail洽詢alumni@mail.wtuc.edu.tw 
Tel:886-7-3426031 ext 1603/1605 

 

TOP 

 
 

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5%C4%A6%B3%F8%B3%F8/25/wenzaotoday25.htm 第 3 頁 / 共 8  [2008/12/19 下午 05:46:50]

mailto:alumni@mail.wtuc.edu.tw


今日文藻第25期

No.6
 
 
 
 
 
 
 

 
 

▲吳小麗老師3/29自李校長手中接受『教學優良獎』獎

狀。

　　　 　  
本校以「國際行動接軌能力之養成：文藻外語能力永續深耕計畫

系列」獲得該類補助最高金額2,000,000元補助，該計畫目標為提昇
技專校院學生外語能力，文藻以多年深耕外語教育園地之實力獲此
殊榮。 
 
 

應華系以「台、越高等學府國際學術交流暨華語教學合作計
畫」，獲得教育部444,910元補助款，已於4/4∼4/8前往越南參訪。
分別與胡志明市師範大學及外語信息民立大學討論系級實質交流內
容，與河內國家大學、峴港大學商議未來簽定校際交流的內容。 
 

「2006台灣辯論人才培育－文藻國際菁英培訓計畫系列二」為研
發處擬定的95國際合作交流計畫，獲得557,500元補助。 
 

賀　本校國貿暨企管系賴文泰助理教授獲聘為高雄市政府交通局
局長一職，該借調案自2/7起生效。

恭賀94學年度「教學傑出獎」及「教學優良獎」當選老師  
教學傑出獎（各獲得三萬元獎金）：  
英文系 胡志祥老師  
通識教育中心 蔡介裕老師

教學優良獎（各獲得一萬元獎金）：  
英文系 洪肅肅 老師  
英文系 季慕華 老師  
英文系 藍麗芬 老師  
法文系 蕭明珠 老師  
法文系 鐘美薽 老師  
德文系 謝岱薇 老師  
應華系 林翠雲 老師  
外語教學系 吳小麗 老師  
通識教育中心 袁長瑞 老師 
（感謝樂銘基金會提供各得獎教師獎金共15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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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藻創校四十年，帶著師長們的期許，校友們已經是當今社會的中堅份子。歡迎親愛的校友們與
全體師生推薦心目中理想的傑出校友或自我推薦，詳情請洽校友聯絡中心張紹華老師07-342-6031轉
分機1603、1605，或直接上網填寫表格 www.wtuc.edu.tw/alumni/2003/ 
 
　　　　　　選拔活動自即日起至六月底截止，敬請踴躍推薦！

 

 

TOP

No.8
 
 
 
 
 
 
 

 
 

▲鐘翔聲（右一）、葉靜宜（中）與林于茵（左一）

獲選為九十五年全國大專優秀青年，實為文藻人之光 

 

　　   

 
　　本校四技英文系三年級鐘翔聲、外語教學系三年級葉靜宜與專科部日文科五年級林于
茵同學，以優異表現獲選為救國團「九十五年全國大專優秀青年」，並接受全國性大會表
揚，實乃文藻人之光。 
 
　　鐘翔聲接受採訪時謙遜的說：「個人談不上優秀，倒是每個人都有值得我學習的地
方」，他的同學在推薦他時，特別提及翔聲在課外活動的優異表現，及持續協助同學精進
課業的精神，更顯示其超人的耐力。在談到畢業後的志向，他說：「目前考慮的是航空
業」，相信在這以人為導向的行業中，翔聲更能發揮自己喜好服務的天性。 
 
外教三A的葉靜宜則結合自己的專長，於寒假期間號召同學遠赴屏東南州國中，藉活動激
發小朋友學習英文的興趣，縮短城鄉在外文學習上的差距。靜宜於社區服務的突出表現，
連系主任麥蕾修女也豎起大姆指稱許，並任命她擔當外教系第一屆畢業成果展總召集人的
重責大任。 
 

 

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5%C4%A6%B3%F8%B3%F8/25/wenzaotoday25.htm 第 4 頁 / 共 8  [2008/12/19 下午 05:46:50]

http://www.wtuc.edu.tw/alumni/2003/


今日文藻第25期

日五B的林于茵給人印象是樂於助人，課業與活動方面皆能按步就班，達成既定目標。于
茵以「語言學習者」自居，期許自己精進語文學習。「未來在職場上要展現文藻人的專
業，使文藻人依然為企業愛用的人才。」于茵對自我的期許，讓我們看見文藻的未來。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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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藻啦啦隊4/1演出創意宋江陣，長拳、扇子舞、中國武術結合啦啦

隊表演。 
 

 
 

▲4/1首度於校運會上場的20人21腳趣味競賽，考驗同學的團隊默契。 

 

　　  
 
　　本校4/1校運會由傳統且獨具特色的「運動員化妝遊行」拉開序幕，競技啦啦
隊領銜表演創意宋江陣陣頭，首次舉辦的20人21腳競賽則是驚險與趣味兼俱，加
上不斷刷新紀錄的運動成績，校園成了體力、耐力、創意大車拼的舞台。 
 
　　「運動員化妝遊行」是文藻校運會特色，為了爭取目光，同學們莫不挖空心
思，打扮成最吸引人的奇特造型。今年最「火」的斷背山同志牛仔出現時，馬上
贏得眾人歡呼，同學也手執呼拉圈作成的大魔戒出場遊行，創意展現電影片段。
2006世界足球賽在德國舉行，德文系同學全體穿上黃色系服，搭配深色短褲及足
球襪，同時加上各種不同的足球配件。日文系則頭綁白色領巾手執、紅色方旗行
進，靜止時剛好排成一面日本國旗，相當有創意。 
 
　　 接著由482位專科一年級同學表演健康操，展現兼具力與美的肢體運動表
演。隨後由「2006全國大專院校創意陣頭大賽」獲獎的文藻競技啦啦隊表演內門
宋江陣，從音樂、口號、動作、道具到服裝均結合東西方文化特色，帶來青春洋
溢的新風貌。今年首度嘗試20人21腳的趣味競賽，為了取得好成績，每天都可以
看到同學們在操場反覆練習。競賽時同學衝得太快跌倒，依舊秉持運動員精神爬
起來衝向終點，表現團隊合作的精神。 
 
　　本次競賽共有三項成績破大會紀錄；其中資傳系表現相當亮眼，一年級的陳
俊兆以4分58秒成績，刷新保持近二十年的1500公尺紀錄。資傳系陳俊兆加上陳
俊宇、蔡佳鴻與許明暉組成堅強團隊，在男子800公尺四人接力賽中，也以1分46
秒破紀錄。女子個人200公尺分別為日文科四年級林怡婷30秒53、英文科劍持里
佳30秒59及德文科五年級王子瑜30秒70，連連刷新紀錄。精神總錦標分別由西文
系、日文系與德文系獲得，西文系今年第6度蟬聯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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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持續本校國際菁英培訓長遠目標，本校研發處特籌備了「2006台灣辯論人才」培育
計畫。首先透過“前進蘭卡威”英文辯論種子活動甄選，先於4/16甄選出30 名學生組成
「文藻英文辯論隊」。其中前三名優秀學生將代表文藻參加5/6-13於馬來西亞蘭卡威舉
辦的「第十三屆亞洲大專英語辯論比賽」，積極的訓練還包括辯論專題演講，及90小時
的培訓課程，以及十月份於本校舉辦的「2006文藻國際英語國際辯論大賽」，邀請亞洲
為主學校參加，並於網路同步實況轉播比賽進度。 
 
●應華系甄選2A陳怡婷、4A陳楷臻赴韓國天主教大學進行為期一年的交換學生，國事系
二A廖佩琪與英文系三B陳品聿將以交換學生身份，前往捷克哈德客卡爾威大學研習半
年。 
 
●慶祝耶穌復活節本校舉辦系列活動，內容包括4/13紀念耶穌最後晚餐的聖週四禮儀、
4/14「拜苦路祈禱」及4/15晚上復活前夕彌撒，今年由杜樂仁神父主禮，共有進四技西
文系四年級徐雅美、日五專法文科五年級陳雅鈴、日五專英文科三年級楊秀芬等3位同

 

▲復活節領洗XF5A陳雅鈴、XE3A楊秀芬、PS4徐雅美同學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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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受天主教領洗。 
 
●本校與陳達興公司簽定進行校外學生宿舍之建造租賃案，該建築臨近學區，距校20分
鐘，將提供150個床位，以單人房及雙人房為主，最快96學年度就可進駐。 
 
●賀　二技西文系應屆畢業生郭怡伶(YＳ4)考取淡江大學歐洲研究所西文組榜首。 
 
●賀　本校二技四年級學生栗廣胤(YG4) 考取 淡江大學 歐洲研究所德語組榜首 
 

校園彌撒進行收錄禮。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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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藻人與「雲蓮安親學園」學子3/19於大觀古隧道前合

影。  

 

　　 　  
　　文藻人以特有方式表達對雲林「雲蓮安親學園」中輟生的愛
心，這群20多位10-15歲女性中輟生，由於部分學員家境清寒或父
母無法照顧，基本生活必需品相當缺乏，更遑論出遊踏青的機
會。得知此訊息後，先由校友總會理事長毛鑀蓁領隊，與理事偕
同雲蓮同學出遊；校友中心更進一步募集衣物，網路消息一公
佈，短短一星期就募到十三箱，為該教養機構送上溫暖。 
 
　　3月19日由21S校友韓偉成擔任導遊，先行車至雲林接雲蓮的
女學生，一路上偉成以深入淺出方式介紹台灣地理環境之美。巴
士繞著山巒蜿蜒向上，大家再步行進入全長200公尺、伸手不見五
指的大觀古隧道。雲蓮學子的尖叫歡笑聲，驚醒洞內蝙蝠開始滑
翔，為現場增加不少驚悚影片的特效。中午則招待這群小朋友嘗
鮮，吃的是埔里特產製作的客家菜。接著轉往廣興紙寮參觀手工
製紙過程，然後每個人捲起袖子由篩紙開始做起，成型、烘紙

、絹印、拓印、製成紙扇，不僅雲蓮學子感到新鮮，校友們也玩得
帶勁。回程特意安排隨車卡拉OK時間，毛總事長率領文藻人帶動氣
氛，讓雲蓮學子們唱得盡興，滿車的歡樂一路高歌到雲林，方得依
依不捨道再見。　　 

　　隨後校友中心透過網路發出為雲蓮學子募集長褲的信函，即刻
有許多文藻人表示願意捐贈。有人說：「請校友帶孩子們到大賣場
直接選購，我願意支付所有費用。」也有人表示，如果需要，可以
提供學生擔任志工機會。目前在該學園擔任主任的4F蘇自玉校友表
示，非常感謝文藻人的慷慨與熱情，為了讓孩子體會她們是被關心
的、愛惜擁有的，她覺得舊的衣物更合適。結果，每一件衣褲莫不
是洗得白淨、折疊妥善拿到校友中心。文藻人盡己能力於社會服
務，由小地方做起，愛心長長久久且綿延不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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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刊編輯委員會邀請蔡康永校內演講與學生近距離接

觸。  

 

 
　　　　　　　　　　　　　　　　　　　　　　　　　　　　　　校園記者　黃雅蘭 
　　三月二十日下午四點左右，同學往校園同一個方向走去，問
他們要去哪？大家異口同聲回答：「化雨堂」。到底是什麼魅力
讓同學甘願大排長龍、風湧而至來到化雨堂呢？原來是「蔡康永
來了」！三月二十三日，同一時間、地點再次上演同樣事件，人
潮依舊擠爆化雨堂，只是換了另一位名人演講－西藏活佛盛噶仁
波切。 
 
　　這兩場活動皆由校刊編輯委員會獨立主辦，就讀英文科三年
級社長王之葦表示，該活動提升了校內文藝風氣，儘管籌備過程
忙到天翻地覆，收到同學熱烈迴響，每位工作人員都很有成就
感，且藉此凝聚了幹部向心力，這倒是自己使料未及。　 

　　德文科四年級陳盈君同學興奮的表示：「真的很了不起！」，
很佩服校刊社能邀請蔡康永到校演講，不僅讓同學開了眼界，講者
以幽默方式解讀愛情，更讓她了解名人不同的思考與見解。英文系
二技四年級張馨文同學認為，文藻是天主教學校，可以寬容心邀請
信仰佛教的盛噶仁波切，這樣兼容並蓄的做法，自己感到非常贊
同，這場演講帶給她莫大啟示，將對人生抱持著正面積極的態度。 
　　 
　　 王之葦建議，未來想舉辦類似活動的同學，先把活動目的及定
位弄清楚，記取錯誤及教訓，做事要靈活且有不怕挫折的心，如此
一來，就可以辦場完美的活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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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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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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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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符合本校新學年度新系所成立暨四十週年擴大校慶空間需求，綜合教學研究大樓群現階段正全力追趕進度。 
 
　　校方與工程人員務期提供最完善空間環境及硬體設施服務師生同仁，故新增工程與變更設計，內容簡述如下；『研究會議大樓』
屬超高樓層建築結構，且高樓層部份為玻璃帷幕外牆，屋頂樓層原僅規劃為避難平台，該空間未加完整利用實屬可惜，且若現階段未
配合整體工進施工，未來勢必無法構築；其中土木建築工程部份如增設空中花園四周玻璃帷幕外牆及內部裝修工程等，且本工程中有
關景觀工程部份於原發包中並未含括，為使工程完竣後有更優雅之教學與研究環境，故於後續工程增列建築物周邊園藝及景觀工程，
水電、空調及消防工程部份加裝室內空調、照明及消防系統等工項。 
 
　　工程新增工項及變更設計實屬必然，衍生額外預算之工程費用經初步估算達新台幣三仟伍佰萬元餘，誠摯地希望您的鼓勵與實質
的助益，使文藻有最美好的未來。 
 
2006年3月「研究及會議大樓」工程最新進度報告 
 

 

▲學人宿舍屋頂T型金屬鈑施工 ▲體育館2FL夾層鋼筋綁紮施作 ▲研究及會議大樓16FL空中花園新增玻璃帷幕牆骨架施作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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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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年３月 
 
在文藻砌一塊磚 
8,000/馬維銘；6,000/秦蕙萍；曾清金；5,000/李文瑞；3,000/郭美惠；盧美妃；2,500/雍宜中；2,000/許家菉；曾修誠；1,200/萬政
康；1000/黃金昆；林莉蓁；詹朝任；曾銘珍；楊雅琇；陳存良；張乃玉；李麗齡；魏淑華；宮芳辰；張美齡；鄭美惠；陳麗蘋；李
書琴；呂健名；林秀芬；林莉蓁；李鎮華；500/辛月媺；林家倩；李秀桃；張紹華；許世原；陳淑美；林連馨；王愉文；許長謨；李
桂蓮；張麗娓；200/車蕙瑜；廖育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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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殷建國；陳雙景；1,500/進修部四技第三屆國貿三年級；1,000/蘇榮昌；林遠航；賴昭志；600/教務處；500/郭孟月；400/王
寶墉；300/朱心怡；200/專科部二手衣陳嫦欣；120/公關室明信片義賣；100/佘祥仁；李若蘭；謝明學 
 
贊助德文系37屆畢業公演 
5,000/上豐加油站；2,500/金發機車行；2,000/竑勝企業行；1,000/陸冠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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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120元  
　　　　 
● 玉山銀行針對「文藻認同卡」變更聲明如下：親愛的會員您好，感謝您對玉山銀行的支持與愛護，經與文藻外語學院討論決定，文藻
認同卡到期後將改發玉山銀行信用卡，您的每 
　 筆消費仍持續回饋予文藻外語學院，感謝您對玉山銀行的支持。 
● 24期刊載劉瑋卿校友捐贈三萬元，乃代表第七屆德西班同學捐贈。 
● 9EB莊美惠出版『莊美惠英中文對照詩集第一集』，每本定價380元，將捐贈30%挹注興學基金，特此誌謝。公關室代售，即日起
至4/28。

TOP  

No.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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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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