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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那比颱風肆虐

文藻人總動員 串聯救校園
文藻外語學院在9/19凡那比風災中受創嚴重，全校財產損失約一億六千
七百萬元，這也是文藻創校四十五年來最嚴重的水患。風災當天，大水淹滿
本校開放式地下空間，裡面的校園書局、餐廳、影印店、薪傳劇場、社團辦
公室、地下停車場等，全都變成大型蓄水池，現場汪洋一片。校內行政單位
立即啟動緊急應變措施，宣布全校停課一周，並全力搶修機電設備。不過，
由於災情比想像中來得慘重許多，因此學校設備要完全復原至少需要一個月
的時間。
「我們要去救災！」一聽到學校有難，文藻學生會立刻站上第一線，透
過臉書（facebook）上網串聯救校園，同學們呼朋引伴，立刻獲得上千名學
生支持響應。在軍訓室教官臨時編組下，大家分頭清理校園，將泡水課桌
椅、文件資料及原文書籍搬至操場曝曬晾乾，並協助清運地下樓層的汙泥。
每個人在大太陽底下揮汗救災，雖然辛苦，但同學們對於能幫學校災後重
建，都表示願意挺身而出。
文藻學生相約學校見，即使在中秋節這一天，還是有超過三百位同學一
早就自動到校報到，連學生家長看了之後也深受感動，一同參與救災。另一
方面，在蘇校長的邀請下，校內超過一百位教職員工，紛紛換上輕便服飾，
帶上手套、穿上雨鞋，不顧衣服被泥巴弄髒，在大熱天裡揮汗清運泡水物
品。
當天全國所有的電子媒體及平面媒體皆大篇幅報導文藻受災慘況，很多
大專院校師生看了新聞報導之後也立即伸出援手，像是國立高雄餐旅大學蕭
徵豪總教官，率領該校生輔組長葉積翰中校、學務組長林志峰中校及12名學
生志工，前來文藻協助救災。另外，海軍陸戰隊官兵也派出大批人力到文藻

6 校園傳真
= 文藻學子飆創意 多國語戲劇週、外語教
學展演登場

7 校園傳真
= 上海校友聚會 師長感受文藻人的熱情
= 「文藻校友卡」問世，期待您的加入！
= 悼念一位校友聯絡中心好友～莊士宇 老
師
= 念念不忘雷修士的愛

海軍陸戰隊救災

8 興學文藻
= 賀！本校99年度獲國科會核定23案專題
研究計畫
= 賀！本校辦學績優榮獲企業肯定
= 10月17日(日) 傳愛 慈善義賣園遊會

教職員投入救災

馬總統勘災

學生返校義務救災

搶救，這群國軍弟兄當中，有些人家裡也是919風災的受災戶，但他們仍然在
第一時間趕到文藻，投入救災行列。
文藻受創嚴重，各界關懷不斷湧入，此次總統府、教育部、高雄市政
府、海軍、海軍陸戰隊、陸軍八軍團、主教公署、7-11好鄰居基金會等單
位，不斷提供文藻必要的協助。另外，還有來自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國
立中山大學、靜宜大學、輔仁大學、長榮大學、中原大學、海星中學、慈濟
等校的慰問與支援。各界獻溫情，每一位文藻人都感恩在心。
文藻淹大水之後，在各界及教職員生的通力救災合作之下，目前全校大
致恢復正常供電，但許多教室及辦公室的空調系統因嚴重受損，尚在搶修當
中。雖然全體師生及職員必須在悶熱的空間裡上班上課，但沒有人抱怨說
苦，大家共體時艱，堅守崗位。校方也要特別感謝來自各界湧入的善款，讓
文藻在這次風災中勇敢地再站起來。

2 搶救風災

搶救
風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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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職員站上第一線
凡那比風災造成文藻校園大淹水，不僅學校內重
要發電機具毀損，被颱風摧殘過的校園，樹枝橫倒、
淤泥、積水積滿地下樓層。9月20日起校方宣布停課
一周，開始災後清理校園。學務處生活輔導組組長鄭

國翔及學生聯合會會長侯百芸，同時透過臉書（facebook）在網路上發動串
連，9月21日當天即有近300名學生主動到校投入災後復原，不少主管、老師
也主動加入校園救災工作。
在中秋節（9/22）當天，進修部主任陳立言發起男性教師投入校園復原工
作，再加上包括校長蘇其康、副校長高明瑞帶領男性主管，及日夜間部男職員
約3、40人投入，校園復原工作不停歇。隔天(9/23)蘇其康校長更號召全校教
職員投入災後復原工作，不少系
主任帶領系上教師、外籍教師加
入，其中不乏資深教師，包括在
文藻服務滿30年的日文系教師葉
蘇其康校長(右)與男職員合力清掃校園。

秀治副教授、及法文系資深教師
郎樸等人，也都在清理校園行

另外，教授生物及環境課程的李維元老師，也回校幫忙清理

列。

位在地下一樓的自然資源教室，由於災情慘重，400餘萬的設備
統統泡湯，包括所有數位教學設備、發電器及許多檢測環境的電
子儀器、太陽能機械車等重要教具均毀損。李維元心疼地說，沒

進修部陳立言主任(右)與陳重全組長(左)
合力清運泡水的家具。

有實體教具，未來學生只能上網查看資料了。

救災大作戰 學生團結力量大
文藻學生會活動部部長蔡翔表示，這次淹水真是淹到「不可思議」。那幾天他們
清理的地方從課指組辦公室、學生活動中心到至善樓B1的書局、體育館等地。他們等
抽水機把水抽完後，再把椅子搬到空地，搬大型機器、協助清理室內積水，還有把敦
煌書局裡一本本泡水的原文書拿出來。他說，在救災現場看到老師做事有條不紊，成
為學生好榜樣。尤其是林耀堂學務長及教官們從容不迫的態度，讓他們原本緊張的心
情逐漸平穩，愈做愈有拚勁。當第一天他清掃完，回家要洗澡前發現身上積滿厚厚一
層泥，還得先拿菜瓜布在身上刷才洗得乾淨。
國際事務系一年級新生江奇儒，剛入學上了五天課，就遭逢學校創校以來的大水
災。家住彰化的江奇儒，9/20即回學校關心，當晚逛facebook時被其中一句「身為文
藻人，這幾天不回來幫忙，會愧對文藻」打動，第二天自動到校報到。江奇儒去年曾
經跟高中老師到小林村幫忙挖土，當時每挖一鏟就挖到支離破碎的屍體，讓他愈做心
情愈沉重，這次又有不一樣的心情。
第一天他幫忙清理地下室，把泡水的機車抬出來，清理汙泥時，泥水還不斷從排
水口冒出來。之後幾天被派到敦煌搬書、掃求真樓的教室積水，也幫忙到至善樓地下
室搬聖誕節馬槽禮用的聖母像、小羊等。江奇儒說，雖然那幾天晚上回家睡覺時都要
抬著腿睡，但還是阻擋不了回校幫忙的熱情，而在這次救災中最大收穫是交了不少新
朋友。
志工細心地將成年禮中，學生們寫給20年後自己的一封信攤開來曬太陽。

進修部日文系四年級郭富傑在電視上看到學校淹水的慘況，主動回校幫
忙，發現災情比想像中更嚴重，因此在網路上PO文發起救災活動，就讀國立
高雄第一科大的網友王建銘看到文章後，跟著來文藻幫忙，看到文藻平常拿
筆、拿書的老師，卻改成拿鏟子挖汙泥、清汙水，兩位都深受感動。王建銘甚
至在網路上寫下「文藻超誇張的救災卡司-連校長、學務長、系主任都投
入！」乙文，記錄救災現場的心情，獲得不少網友迴響。郭富傑表示，大家因
為不習慣穿雨鞋，第一天腳都起水泡了，但隔天還是來學校報到，他說，大家
都希望能讓學校快點恢復原狀，面對災後的校園重建，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幫
外語教學系師生合力清理搶救出來的教學光碟片，希望義賣後用作校園重建經費。

忙文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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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pe all students can back
classes next week
God will bless us to be renew with in soon.
Sincerely Yours
Grace(1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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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I feel upset I'm not

in Taiwan. Hope I cou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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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st Regards,
Lavinia(34J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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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遺憾這次颱風造成文藻淹
水，請問復原的情形如何了？
有沒有我們可以幫上忙之處？
我遇到的文藻校友，談論起學
校這次災情，都很難過。
希望學校早日恢復以往的美
麗。
欣娟敬上（推廣部西文班）

活動還會如期舉行嗎?我們很期
待在學校能再次重逢，與老師
敘舊，並相信學校就如校徽上
斜坡成長的樹木，可以很快從
水災中恢復校園光采!
文藻加油!
育葦敬上(20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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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長伊

vpa@mail.wtuc.edu.tw
全球文藻校友
文藻人大團結

親愛的學姊、學妹、學弟：
在文藻四十幾年辦學歷史中，歷經三次令人印象深刻的水災，但以這次重創最劇，隨著母校校
務的發展、軟硬體設備逐步增添，因此，災損也更重了。
但這次水災，我們見證了身為文藻人的珍貴、教育精神及團結的力量，不會因為外在的傷害而
毀了我們文藻立足的價值。
在風災曝光後，我不斷收到來自各位校友關心母校實際的行動，有校友在中秋節難得放假的時
間返校救災，救災捐款亦逐漸湧入，各位校友愛校的行動在此刻令人動容。
災難過後，重建之路雖然艱辛，但在此階段，各位校友，您可以給我們的關懷不僅是金錢上的
協助，更可運用各位校友們的專業及可提供之資源，幫助在學的學弟妹們能有更多實習之機會，或
為文藻教師提供產學合作與研究之機會，讓母校深根、枝繁、葉茂，不斷提升、邁向高峰！
文藻人 陳美華

校友祝福 3

4 績優辦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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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藻99學年度新氣象
英語初戀營、新生導航、新生家長座談、新進人員研習會
文藻外語學院99學年度自暑假開始為專科部及大學部新生舉辦一系列
英語初戀營（包括「校園英語教學」、「英文大地遊戲」、「英文益智遊
戲」、「英文學習資源」、「英語話劇比賽」、「英語勁歌比賽」等）、

蘇其康校長99學年度開學典禮致詞

新生導航（「新生活運動」宣誓）、新生家長座談會活動，為新生暖身開
始校園生活，也在開學典禮中一起展現成果，揭開新學期的序幕。
今年特地為99學年度約50位新進教職員，舉辦為期兩天的新進人員研
習會，邀請斐德修女董事長、華英修女、及現任副校長陳美華校友、陳曉
雲副學務長、教務長等，講述文藻創校至今的歷史故事，穿插校長的治校
理念及未來展望。第一天晚上精心安排小組分享，由資深現職人員帶領新
手老師職員，交流沈澱新進人員對新環境的不安，也給予鼓勵及幫助。第
二天在詠穌堂舉行祈福派遣禮，董事長代表學校傳達對新進教職員的勉勵

新進人員授徽章

期許，每一位新進人員從校長手中受贈天主教吳甦樂會學校的徽章
「SERVIAM」，表示自即日起「I will serve」，我願在文藻服務的決心。

99學年度英語初戀營活動情形

新任一級主管
從主播台到第一線公關─

見證文藻好口碑

專訪公關室 林裕展主任

專訪德文系 余淑雲主任
服務母校20餘年
傳承文藻人服務精神
一路都在文藻學習、成長的余淑雲老師，為

在電視新聞圈服務十多年的台視主播林裕展，於今年六月考上台大

第12屆德文科校友，始終感謝母校多次提供進修

博士班之後，為了專心攻讀學位，決定走下主播台，轉戰學界，並接受

機會讓她完成博士學位。現她懷著感恩、回饋、

母校邀約，擔任公關室主任一職。他憑著過去在新聞領域的專業表現及

服務的心，接下德文系系主任一職。上任第一首

人脈，期能透過各大媒體的報導，將文藻績優的辦學形象傳遞出去。

務，就是希望能把文藻人精神3L（Life, Language,

從「新聞人」變成「教職員」，林裕展一踏入學界心中難免有些不

Leadership）與德文系良好傳統（務實、認真、

適應，但憑著對昔日師長的認識與校園的熟

守時、團結、堅定）傳承下去。首先期藉整合教

悉感，讓他一上任就立即進入狀況。在第一

學資源，依老師的學術專長成立各個課程教學研

線為學校把關的立場上，他期望能繼續與南

究及教學品質提昇小組，建立共識，制定一致教學及系務發展目標，

部媒體保持良好關係，另一方面也積極搭起

團隊合作，發揮最大力量。第二積極與業界建立合作關係並整合系友

文藻校友網絡，使每位校友都能清楚掌握母

的資源與力量，開拓學生實習的機會，培養學生的實務能力，以提升

校 脈 動 。 本 身 也 是 文 藻 校 友 (25EB)的林 裕

學生的就業競爭力。例如今年暑期有19位德文系同學參加校外、海外

展，深知文藻的好，未來希望能多與企業界

實習。另10月份由陳麗娜與李克揚老師帶領學生支援高雄福華飯店

合作，增加校外資源，促使母校繼續往改名

「德國美食節」活動，表演德國舞蹈、記者會翻譯工作，讓學生實際

「文藻外語大學」的方向邁進。

運用語言，了解學德文的用處無所不在，另藉此提高學生的能見度。

自己的夢想從文藻開始─

溫柔堅定地服務每位師生

專訪國合中心 簡赫琳主任

專訪國交所 謝馥蔓所長

「人生要不斷充滿夢想，追求自己的夢想」，99學年度國合中心新

深愛文藻「小而溫馨，小而美」的謝馥蔓老師認為文藻是一個教

任主管─簡赫琳主任坦言：「自己的夢想就是從文藻開始」。從十幾歲

會學校，基於「敬天愛人」的教育理念，學校對於每位師生及每個系

在文藻念法文科，擔任過兩次短期交換生開始，讓她大開眼界，開啟國

所都非常重視，也提供了資源共享的平台。因此文藻人對於學校也要

際交流之路，繼續到法國及美國留學，參與大型跨國研究案，與波蘭、

有所付出，任何人都應對組織有所貢獻，所以身為所長也要服務師

義大利、法國、英國等學者合作，攻讀政治關係的碩、博士學位有成。

生，給予溫柔而堅定的要求與目標導向的服務。

今年7月剛從柬埔寨返國，擔任國際志工的她，希望可以結合生命教育

另外，所長非常看好國交所的未來發展，不管是與其他教學單位

進行國際交流，預計推動555交流計

資源整合或共用，在國際政商趨勢下，希望藉由提高畢業門檻，例如

畫，期望一年至少各有5個海外短期

要求學生能通過大學英檢

研習團、移地學習、國際志工團。

260分以上（以後可能逐年提

另外，幫助每一系跟姊妹校作「同

高），對於無商管背景的學

步」遠距教學，建立各系外籍生、

生，要求加修五選三的基礎

交換生的輔導機制。她認為國際交

商管課程，和學生皆能發表

流可以學習西方進步的知識，也可

至少一篇國際性會議論文，

貢獻自己所學，從幫助他人、體驗

再完成論文進度報告等標

生命學習，是非常多元的探索式學

準，以增加文藻國交所學生

習。

的職場就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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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美亞12國16校學子瘋華語文藻參加華文營
本校於7/12-7/31舉辦的「2010文藻國際青年華文研習營」，共有41名來自比
利時、捷克、波蘭、西班牙、法國、德國、英國、美國、泰國、越南、韓國以及
大陸等，12國16所文藻姐妹校的師生，跨海前來參加。文藻於7/12假本校專業口
語表達藝術廳舉辦開幕式，歡迎這群遠道而來的貴客。當天上午的開幕式，外交
部南部辦事處廖港民處長、美國在台協會高雄辦事處商務組陸景文組長(Stephen
Green)及文化新聞組張四華專員，以及文藻外語學院蘇其康校長、陳美華副校長
等多名主管出席參加。

國合中心舉辦「2010文藻國際青年華文研習營」

越南14校25位華語教師 文藻取經

蘇其康校長(後中)、高明瑞副校長(後中右)以及陳美華副校長(前中)
均出席參加開幕式。

本校華語中心華語教學實力受肯定，吸引來自越南14所學校25位華語
教師來台取經，進行為期兩周密集的華語研習課程。為了歡迎這群「越南
華語教師教學研習團」，本校特別在7/19上午舉辦開訓典禮，由蘇其康校
長親自歡迎他們，陳美華及高明瑞兩位副校長及多名一級主管與華語教師
出席觀禮。
本次的「越南華語教師教學研習團」獲教育部經費補助，從7/19至
7/31在台研習華語教學法。來自越南14所大學的25位越南華語教師，教授
華語的年資從1年至33年不等，但有機會來此近距離瞭解台灣文化，並與台
灣華語教學界相互切磋學習，大家都相當期待。在台期間，他們除了上
課，參加華語中心所安排的華語課程，也參訪成大華語中心及國立台灣師
範大學國語中心，並造訪台灣各地名勝。

越南中央電視台『快樂學商務中文』開播

杜文棠老師供稿

越南中央電視台教科文頻道VTV2，於9月6日晚間11點，開播『快樂學商務中
文』。該節目由越南河內臺灣教育資訊中心編撰，河內國家大學附屬外語大學傅氏梅
及華玉山老師指導，文藻外語學院華語教學組組長杜文棠老師，與越南河內臺灣教育
資訊中心黃蘭芝老師主講，提供越南觀眾具有臺灣教學特色之『回家看電視，出門馬
上用』、師生互動、實景取材的華語教學節目。該節目本年度將製播十三集，內容包
含逛街購物、求職面談、房屋租賃、銀行開戶、契約簽訂與企業參訪等主題。
越南各區經濟夥伴使用的字體有兩種，但長久以來的中文電視節目均為簡體字。
『快樂學商務中文』則透過正簡字體的對照，讓越南各地觀眾更方便學習、吸收。節
目攝影棚以傳統字形呈現，主講內容字幕兼採傳統與簡化字形。
河內臺教中心除了推廣華語課程、推行正體字外，已協辦2010留學臺灣高等教育
展、河內華語文能力測驗Top考試並辦理台商企業聯合校園徵才等活動。『快樂學商
務中文』一開播，將成為新的里程碑，未來河內臺教中心將持續為推廣臺灣高等教育
而努力，也為臺灣企業界扮演產學合作的橋樑。

東京外國語大學富盛副校長
陪同文藻蘇其康校長參觀校園

蘇其康校長於江戶東京博物館內，
由導覽員指導「捧金磚」

文藻在越南設立的台灣資訊教育中心，於9月6日在越南
中央電視台教科文頻道VTV2，正式開播「快樂學商務中
文」，推廣華語更便利。

蘇其康校長造訪日本

文化深度之旅

改寫自蘇其康校長手稿

本校蘇其康校長於8/23-8/28，受日本交流協會邀請擔任文化人
赴日參訪。六天五夜緊湊的行程，造訪奈良、京都、四國高松市及
東京等地，深入了解日本從奈良時代、平安時代、幕府時代、明治
時代到當代等整體歷史文化發展和演變。
這次的深度文化之旅，蘇校長除參訪當地知名景點外，他也
造訪頗具歷史的和服店，同時體驗日本傳統茶道、觀看古代香川地
區的考古文物、拜訪東京外國語大學以及日本交流協會高雄事務所
神戶前所長等人，所到之處皆受到熱情款待。蘇校長表示，沿途中
參觀許多特色文化及教育機構，感受到日式教育方法及訓練相當嚴
謹、注重細節與步驟。雖然蘇校長過去也曾造訪過日本2、3次，
但這次的感受與啟發最大。日後，他期待文藻與日本相關文化教育
機構能有更緊密的交流與合作，讓學子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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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藻學子飆創意 多國語戲劇週、外語教學展演登場
校園記者 陳亭伊/潘富琪/吳姵萱

全國最具規模的文藻多國語戲劇公演週自10月21日開始登場，由本校專科部英、法、德、西、日畢業班及四技部應華系共
650位學生，從10月21日至11月5日，演出六國經典名劇。學生們利用一年多的時間籌製，內容精采可期，歡迎各界嘉賓入
場觀賞。免費入場券請洽07-3426031轉英文科(5305分機)、法文科(5602分機)、德文科(5702分機)、西文科(5802分機)、日
文科(5503分機)及應華系(5103分機)。此外，本校外語教學系畢業展同時於10月16日至18日登場。今年以「World Tree」
為主題，展現外語教學系畢業生四年之所學，歡迎各界蒞臨參加。

英文科：Dreamgirls (夢幻女郎)
公演時間：11/3(三)，15：30-17：30、19：30-21：30
公演地點：化雨堂
1960年代，寇帝斯泰勒帶著雄心壯志開始了他在底特律的音樂事業。他簽下三名18歲的女孩《夢幻少女》，
使她們成為一位知名的R&B歌手-吉米厄利的伴唱。自此，寇帝斯為了建立起自己的音樂商標開始不擇手段。
當吉米逐漸成為過氣明星時，寇帝斯一舉使《夢幻少女》成為炙手可熱的《夢幻女郎》。然而他卻將《夢幻
女郎》的主唱艾菲懷特調換成柔和嗓音，婀娜多姿的蒂娜瓊斯。此舉使艾菲陷入貧困中，並讓蒂娜與《夢幻
女郎》攀上樂壇的巔峰。但寇帝斯能維持此況多久？艾菲是否能夠扳回一城？

法文科：Huit Femmes (八美圖)
公演時間：11/4(四)，15：30-17：30、19：30-21：30
公演地點：化雨堂
選自法國作家羅柏特．托馬斯(Robert Thomas)的劇本；有別於以往的「宮廷劇」，即將上演一齣充滿神秘色
彩的「懸疑劇」。劇中敘述一名男主人遭謀殺，圍繞在身旁的8位女子都是嫌疑犯。戲中刻劃出女人們內心
的黑暗面，並打破看似祥和的表象；在愛與恨之中掙扎著，褪下偽裝的面具，而事實真相究竟為何？那麼造
成一切的主因又是什麼，結局出乎預料。

德文科：Der Barometermacher auf der Zauberinsel（魔境奇遇）
公演時間：11/2(二)，15：30-17：30、19：30-21：30
公演地點：化雨堂
歡迎來到魔幻島，一個到處充滿著魔法與不可思議的小島。在這座島裡藏著傳說中的三大寶物：點石成金的
魔杖、隨傳隨到的軍隊及來去自如的披風。仙女蘿莎琳必須每一百年將她的三個魔法寶物授予一位凡人，主
角柯韋柏因船難而漂流到魔幻島，在因緣際會下得到了仙女的三樣寶物，一趟不可思議的旅程就此展開...

西文科：Canción de Juventud (青春歲樂)
公演時間：10/21(四)，15：30-17：30、19：30-21：30
公演地點：化雨堂
一群女修道院的學生與男建築學院的學生相遇，女主角蘿希歐開朗的個性，漸漸地打開頑固又守舊男主任的
心防。他們無意間在沙灘中找到一間破舊小教堂，為了重建此教堂，兩所學校合力募款，慢慢地變成蘿希歐
的尋根之旅。

日文科：言の葉
公演時間：11/5(五)，15：30-17：30、19：30-21：30
公演地點：化雨堂
男主角海從小被媽媽拋棄，導致他對親情喪失信心，不再像同年齡孩子那般天真，他長大後進入了一座森
林，森林裡的一位人偶作家喪失了她的女兒，海藉由她對孩子深刻的愛，了解並重拾相信親情的信心。

應華系：金大班的最後一夜 - 再見ㄒㄧㄢ ，金大班
公演時間：10/28(四)，15：30-17：30、19：30-21：30
公演地點：化雨堂
燈光絢爛、歌舞昇平的舞廳裡，放肆於舞樂聲色，使人忘卻生活的煩悶。舞女在舞廳中，搔首弄姿、談笑風
生，彷彿世間的一切都與她們無關。
「金大班」就是在這時代中綻放的一朵嬌豔玫瑰。她賣弄風騷、取悅賓客，看似放蕩不羈，卻也曾全心全意
的愛過。只是命運的乖舛使得金大班不得不向命運屈服。至此，金大班以冷眼看待這無情的世界，無關痛癢
的世事，她不屑一顧。也曾有人真心真意的待她好，只是傷痕累累的她卻怎麼也不敢再讓自己深陷其中。

外語教學系畢業成果展：World Tree
※教學領域
活動時間：99/10/16-17(六-日)，10：00-16：00
活動地點：求真樓Q301-Q407
※研究領域
活動時間：99/10/18(一)，08：30-15：50
活動地點：求真樓Q002
外語教學系第五屆畢業展主題「World Tree」，以繽紛多彩的地球村、永續發展和欣欣向榮的環保概念、以
及整體的教育觀等三種概念呈現。藉由外語教學系學生所學的專業理論與實作經驗，展現教學演示、故事演
說、歌謠律動、故事屋、教學科技以及研究等六大組別。畢業生希望帶給學生們不一樣的英語學習情境，並
期藉此與外語相關業界人士、家長、校內外師生進行英語教學互動與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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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校友聚會
師長感受文藻人的熱情
總務長王長龍於八月底帶領文藻師長七人前往上海參加
「2010兩岸學術交流及國際會展暨創意產業研習營」，藉此機
會，透過校友聯絡中心的協助與上海校友會成員聚會。
上海校友會與師長聚會的時間在8月31日的晚上七點鐘，地點
選擇在張瑋校友（7EA）經營的橡木桶餐廳。去年的上海校友聚會
一樣選擇在這個地方舉行，一方面校友們熟悉且喜歡這個溫馨的
聚會場所，另一方面張瑋校友總是熱情的款待，這次還特地安排
中東肚皮舞為師長們獻舞表演，帶來歡樂的氣氛。
師長們把握這難得的機會，與校友分享文藻近年來的發展，
特別是本次參加研習營的成員，全都是非語言科系的師長，更讓
校友們了解到母校朝向文藻大學之路邁進的決心；而校友們也分
享在上海發展的甘苦談，張瑋校友分享到上海經商的經驗，曾遇
到當地政府不合理的要求，在據理力爭後，得到了認同。她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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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藻校友卡」問世，期待您的加入！
文藻校友會秉持著服務校友的精神，在理事長黃海韻以及全體理監事的努力之
下，文藻校友卡終於誕生，即將於10月17日園遊會當天，與大家見面。
文藻校友卡結合了校友聯繫、生活消費、校園服務等功能，期望藉由文藻校友卡
的發行，編織文藻校友的網絡藍圖，讓文藻人的精神永續傳承。
擁有文藻校友卡，您可於特約廠商消費並享有文藻人專屬的優惠，特約廠商包括
餐飲、住宿、生活、休閒、娛樂等類別，廠商數量逐漸增加當
中，優惠內容可說越來越豐富；除此之外，亦歡
迎文藻校友加入特約廠商行列，將資
源與所有校友分享。
現在加入，還有特別優惠喔！只
要在10月17日園遊會當天，至文藻校友
會攤位處，以文藻校友身分申辦文藻校
友卡，立即享有尊榮獨享的優惠，心動不
如馬上行動，文藻校友會期待您的加入！

你得堅持自己的理想，又得適應當地政府的規定，你得找出一個

念念不忘雷修士的愛

適合自己的生存法則，為自己的理想繼續向前邁進。於去年前往
上海傳播公司發展的陳志堅校友(24EC)則說，上海的生活費高，
你得努賺錢，但更得努力攢錢，否則努力全白費了！

校園記者/戴婷立

在求學的生涯裡，你心裡是否有位深深影

「上海校友們給人的印象是具國際觀、願意接受新事物，他

響你，或者是一位在畢業後仍念念不忘，企盼

們有優雅的舉止，活潑開朗的個性，且總是懷著感恩的心談論著

有天能再次相聚，一起回味校園生活點點滴滴

文藻對他們這輩子深遠的影響」林潔主任說。林主任同時表示，

的 老 師 ？ 曾 於 文 藻 任 教 的 德 國 修 士 Bruder

此行最大的收穫，是看見文藻人在外地奮鬥的精神，且在各個領

Reis在每位和他接觸過的文藻人，無論是學生

域都有傑出的表現，讓她著實以身為文藻人為榮，為文藻人感到

或者當時一起教書的老師們心裡都留下深刻的
印象，經歷過這麼多年後仍然對這位修士念念

驕傲！

不忘。
余淑雲主任利用Bruder修士從德國再次回
到台灣度假的期間，分別在三月和五月為
Bruder修士舉辦慶生會和歡送會。這兩場活動
中，參加的校友雖來自不同的屆別，但都有共

校友們為Bruder修士慶祝75大壽生日

同的回憶，這個共同的回憶就是修士在他任教
期間常利用寒、暑假帶領學生到阿里山、奮起
師長與校友分享著彼此的心得，在
上海深深感受文藻人的熱情。

前往上海發展的陳志堅校友(右)與
林潔主任（左）合影。

悼念一位校友聯絡中心好友～
莊士宇 老師

余淑雲主任回憶道，有次和Bruder修士一起去奮起湖爬山時，學生們問修士
為什麼要當修士時，修士說他十分相信「信奉主，可以得到全世界」，學生們
聽了修士的回答後都不以為然，認為修士既沒有小孩又不能自由使用金錢，怎
麼算是得到全世界。修士卻說，他教過的學生都是他的小孩，所以他擁有最多
的小孩，他也不需要擔心金錢，如果有急用可以向教會申請，且很多朋友也都

他總是面帶微笑地站在公關室門口

會幫助他，他以第四屆張碧華校友為例，20年前，當修士急需電腦時，張校友

跟我揮揮手～「同學！同學！」，時而

即買了一台notebook送他。余淑雲主任表示，這個故事讓她覺得修士是他認識

提供文藻校友的訊息，時而談及文藻求

過唯一一位不把信仰掛在嘴邊，卻落實信仰裡的愛最徹底的傳教人。

學的美好時光，不管晴天、雨天、上

Bruder修士在教書方面給余淑雲主任很大的推力，當看到Bruder修士受到那

午、下午、心情極好或是低落，只要經

麼多學生喜愛時，讓她覺得只要努力，學生就會感受到自己的用心，也明瞭到

過行政大樓川堂，他必定給你一個問

自己的工作崗位之重要。

候，他是校友聯絡中心的好友～莊士宇

用真誠、親切的態度待人處世的Bruder修士，讓每一位文藻校友留下深刻印

老師。
熱心、善良，喜歡與人交談，天馬

湖或東海岸健行，所以大家在不同的時間到相同的地點而有了共同的話題。活
動當天大家一起回憶著當時旅行的趣事，氣氛十分熱鬧。

熱心善良、熱愛文藻的莊士宇老師

象，大家的希望是，有一天能夠和Bruder再相見！

行空，他什麼都能聊；他熱愛飛行、愛
軍事物、愛重機，但他更愛文藻。談起自台北返回文藻母校任教，
是他覺得在這人生當中最幸福的一個抉擇，以身為文藻人為榮，他
收藏了求學時期的各項物品，敍述著當年男生宿舍玩碟仙的趣事、
與Bruder修士的腳踏車之旅…談起文藻的一切，他樂此不疲。現任職
校長室秘書的徐維鈴校友，談及這位同窗八年(文藻五年、東吳大學
三年)的同學時，她說：「莊士宇真的很愛文藻！」
高雄溫暖的陽光，撒在文藻建物的屋簷上，折射出星點的光
芒。莊士宇戴著深墨色的眼鏡，延著紅磚道朝公關室走來，我們談
論著高雄人爽朗、直率、關懷人心的特質，而這樣的特質在Roger身
上更是表露無遺，我感謝他每每的問候，帶給我的鼓勵與支持！也
許是上天特別眷顧好人，讓他在不受病痛折磨的情況下，離開人
世，雖然不捨，但我仍要祝福這位好友在天國得以安息！
校友聯絡中心 林洛安

Bruder修士返回文藻與校友齊聚一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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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

本校99年度獲國科會
核定23案專題研究計畫

賀！本校辦學績優榮獲企業肯定

1

英國語文系（科）

謝健雄

教授

英國語文系（科）

邱怡靜

助理教授

英國語文系（科）

羅宜柔

助理教授

法國語文系（科）

黃彬茹

助理教授

德國語文系（科）

張守慧

助理教授

1. 大學部外籍教師比：技職校院第 名

德國語文系（科）

黃士元

助理教授

2. 大學部全英語教學科目數：技職校院第 名

西班牙語文系（科）

劉碧交

副教授

西班牙語文系（科）

孫素靜

副教授

西班牙語文系（科）

魯四維

助理教授

日本語文系（科）

林淑丹

副教授

日本語文系（科）

董莊敬

助理教授

日本語文系（科）

黃意雯

助理教授

應用華語文系

謝奇懿

助理教授

外語教學系

張雅惠

助理教授

國際事務系

李宇軒

助理教授

國際事務系

賴文儀

助理教授

國際企業管理系

胡海豐

副教授

國際企業管理系

賴文泰

助理教授

資訊管理與傳播系

楊雄彬

教授

資訊管理與傳播系

劉家儀

助理教授

創意藝術產業研究所

黃壬來

教授

國際事業暨文化交流研究所

高明瑞

教授

師資培育中心

白雲霞

助理教授

10月17日(日)

根據《2010遠見雜誌》之「大學畢業生評價調查」以及「大學校院
辦學特色調查」，本校在全國大專院校評比中表現傑出，成果如下：

1

1

1

3. 大學部學生赴國外修學分人數：技職校院第 名

1

4. 企業主最愛畢業生表現排名：私立技術學院第 名

3

5. 國際合作計畫金額專任教師平均貢獻度：技職校院第 名

2

根據《2010天下Cheers雜誌》「1000大企業人才策略與最愛
大學生」調查，本校表現優異：

1
2. 外籍教師佔全校教師比：私立技職第1名
3. 全英語授課數：私立技職第1名
4. 企業最愛技職：私校整體排名第3名

1. 具有國際觀與外語能力：技職排名第 名

3

根據104人力銀行「2010南部企業最愛大學排名統計」顯示，本校畢
業生獲得南部地區技術學院表現最優獎 。

傳愛慈善義賣園遊會

文藻於2008年曾舉辦「2008募款感恩餐會」，今

學務處課指組曹志誠老師表示：「服務是在別人的

年（2010年）由台中曉明女中承辦，在台中教區選定

需 要 上 ， 看 見 自 己 的 責 任 」 ， 服 務 就 是 「 exposure」

8個社福團體作為捐助對象。文藻在本學期為了響應此

（曝光），成為空白底片，不是做價值判斷，而是接受

呼召行動，特別結合贊助99年10月17日「校慶園遊會」

教育，改變自己，體驗幫助別人；宗輔中心黃佳音亦表

及聖誕節慶典，以實際行動關懷「台灣省私立慈愛教養

示：「慈愛不是憑感覺，服務是突破自己的限度，在別

院」，本次園遊會名稱定為「99學年度傳愛慈善義賣園

人的需要上，承諾定期忠心地具體行動回饋。」當日園

遊會」，由SERVIAM志工團在園遊會中為慈愛教養院

遊會將捐贈全數淨盈所得80％給台灣省私立慈愛教養院

擺攤義賣勸募，並邀請教養院生蒞臨現場介紹，讓參與

及彰化縣私立聖智啟智中心。

師生及社區人士一同認識他們，藉此拋磚引玉，突顯
「傳愛」慈善義賣園遊會意義。

※捐款芳名錄 請參閱文藻公關室網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