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國101年3月 文藻最前線 1

ISSUE

58

國

內

郵 資 已 付
高雄郵局許可證
高 雄 字 第3 4 3號

WENZAO TODAY

雜

誌

無法投遞請退回

椅靠－預約一席的感動
帳號：04879956

二○○二年十月創刊
中華郵政高雄誌第○二九號．交寄登記證登記為雜誌交寄

戶名：文藻外語學院 出版者：文藻外語學院

發行人：蘇其康 主編：林裕展 編輯群：謝淑如/林洛安/鐘儀君 學生助理編輯：阮采靜

地址：80793高雄市民族一路900號 電話：07-3426031轉1604‧1606 傳真：07-3101013 網址：http://www.wtuc.edu.tw E-mail：alumni@mail.wtuc.edu.tw

本

期

要

目

1 文藻最前線
= 全校總動員 文藻拚改名外語大學

2 文藻聚光燈
= 臺灣第一次東北亞英語辯論賽
= 400選手齊聚文藻
= 吳甦樂教育中心 文藻全人教育推手
= 文藻首創生涯發展中心 學生實習就業
安啦
= 文藻紀念品開賣囉！
= 文藻外語學院第十六屆傑出校友選拔活
動歡迎您踴躍推薦

3 校友傳真機
= 畢業40年回娘家 校友歡慶60大壽
= 王蘊慈代表第一屆校友上台致辭（演講
稿）

4 校友大追擊
= 2011年德文系系友會成立大會暨文藻系
友會現況表
= 傑出校友釋大愚榮獲教育部表「100年
度社教公益獎」
= 休士頓校友秀廚藝 迎接母校師長到訪
= 留英讀牛津大學 文藻人圓夢
= 文藻德文系2學生 獲企業獎學金
= 文藻101學年度研究所碩士班暨碩士在
職專班考試入學招生

【公關室／謝淑如、鐘儀君採訪報導】龍年新氣象！文藻
外語學院在新學期的開學前夕，隆重舉行新春團拜活動，
現場有將近五百名教職員工熱烈出席，大家互道祝福，開
心接受由董事長斐德修女、校長蘇其康以及副校長高明瑞
發送的祈福紅包。在這新的一年，文藻即將迎接「改名外
語大學」的新挑戰，校長蘇其康特別向全體教職員工說明
學校未來願景，展現文藻改名外語大學的決心。
創校46年的文藻外語學院，一直以來扮演南臺灣外語
教育火車頭的角色。校方憑著優異的辦學績效與校友的傑
出表現，在去年通過教育部嚴格的評鑑考驗，榮獲行政類
一等及專業類13系所一等的佳績。文藻下一步即要積極向
教育部申請改名為「文藻外語大學」（Wenzao Ursuline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期望成為一所國際

子化的挑戰，因此五年後文藻的學生有可能減少5%至6%，學校的經營也將面臨
空前嚴峻的考驗，因此校方希望在順利改大後，不但能強化教學與研究的能量，
還能提升校譽，吸引更多優秀學子來文藻就讀。
在校方如火如荼進行改大計劃時，許多教師也都表示樂觀其成，法文系助理
教授劉政彰說，日後跨系的整合可透過「學院」來做，這是很好的方式，而且他
認為文藻能從「專科」邁進到「大學」，這樣的進步讓人與有榮焉。另外，法籍
教師華駿川對於文藻在改大後能繼續保留專科部，感到很開心，因為他說「這是
我們的特色！」
改大是全校性的共識，因此研發處堅持讓改大計畫書透明化，全部公告在網
站上供師生點閱並徵詢大家的意見。目前已經有不少教職員上網提供建言，大家
都很關心改大後的課程安排及學生的就學權益等。未來文藻在改大之後，校方也
將配合教育部政策申請「中學師資教育學程」，還將為國內中小企業及台商量身
打造專屬的EMBA碩士班，一步一步實踐外語大學的新願景。

全校總動員

文藻拚改名外語大學
化天主教外語大學，為國家社會培育更多優秀的全球化菁
英人才。文藻若能順利改名外語大學，將成為全臺灣第一
所，也是唯一的一所外語大學。
校長蘇其康強調，文藻改名外語大學是龍年的首要任
務，在歷經校內二十多次「改大小組會議」後，目前改大
計畫書已經完成第八版，並以「整合、活化、開創」為計
畫主軸。學校從組織再造開始，將現有四個學群下的12個
系、5個研究所整合，並結合通識教育中心、吳甦樂教育中
心及師培中心等一級單位，活化成「外國語文學院」、
「外語應用暨社會科學學院」與「人文暨語言教育學院」
三個學院。各學院內除有學術單位外，亦設有院屬跨系整
合的專業教學研究小組，使課程間的橫向聯繫更加緊密結
合，期能開創文藻的新局面。
文藻在改名外語大學後，課程將延續既有的3L（Life,
Language, Leadership）精神特色，使每位學生具備雙外
語能力及專業技能，進而成為一名熱愛生命的優秀青年。
此外，文藻也將強化大學與專科互補的特色，將五專學制
朝向「5+2」的七年一貫菁英學程發展，意即5年外語加上
2年專業，5年校內（或國內）實習加上2年校外（或國
外）實習，希望透過大學的教育精神，提升五專的教育目
標。另外，大學部則將推動大學銜接研究所的「4+1學分
學程」，鼓勵大三學生準備申請進入研究所，以提升學子
的競爭力。同時，文藻也將透過在越南設置的河內臺灣教
育資訊中心，積極招收國際學生。
文藻的改大業務由負責學術發展的「研究發展處」主
導，研發長陳一鳴教授表示，文藻的改大計畫早在96學年
的中長程計畫中已經列入，目前更排入「100-104學年度
中程校務發展計畫」中，顯見校方對改名外語大學的一貫
企圖心。在改大籌備期間，研發處職員不僅經常加班到深
夜，就連周末也常以校為家，即使在今年舊曆年期間，文
藻的改大進度仍不停歇，許多主管必須在家裡審閱計畫
書，把握每分每秒的時間。
研發長陳一鳴教授強調，目前國內高等教育正面臨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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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董事長斐德修女（左）贈送新春紅包給
法文系盧安琪老師（右） 攝影：嚴清
宏
2.校長蘇其康贈送新春紅包給教職員 攝
影：嚴清宏
3.副校長高明瑞贈送新春紅包給外籍教師
攝影：嚴清宏
4.校長蘇其康親自上陣說明改大計劃 攝
影：嚴清宏
5.文藻教職員踴躍出席「改大說明會」
攝影：嚴清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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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研發長陳一鳴教授緊盯改大進度，與研
發處同仁開會。 攝影：謝淑如
7.研發處同仁緊鑼密鼓整理改大資料。
攝影：謝淑如

2 校園聚光燈

March, 2012

臺 灣 第 一 次

東北亞英語辯論賽
400 選手齊聚文藻
【公關室／謝淑如、公關室菁英志工團採訪報導】備受全亞洲英語辯論界高度矚
目的國際賽事「2011東北亞英語辯論公開賽（North East Asian Open）」，首
度移師臺灣舉行，並由南臺灣外語重鎮－文藻外語學院獲主辦權。從民國100年
11月19 日起，經過三天激烈的競賽，最後由大陸清華大學贏得非英語系國家組
（ English as Foreign Language, EFL） 冠 軍 ， 韓 國 中 央 大 學 （ Chungang
University）則拿下公開組（Open）冠軍。會中同時宣布，2012年的競賽將移師

校長蘇其康頒贈
「2011東北亞英
語辯論公開賽」
公開組冠軍獎盃。

韓國慶熙大學（Kyunghee University）舉辦，大家相約韓國再見。

Akira Kato /
University of Macau
這是我首次來臺灣，感覺
臺灣天氣很熱。我在去年
就 已 經 參 加 過 一 次
NEAO，今年在準備辯論
上，會和辯論的夥伴或室
友練習。在NEAO賽中，
常會遇到很多不同國家及
不同類型的人，藉此可以
提升自己接納不同文化的
能力。

Chitrakshi
Karamchandani /
印度
我覺得臺灣是個具有多元
文化的國家，人們很友善
也很熱情。這是我首次參
加東北亞英語辯論賽。我
在香港求學，因為這個比
賽在香港很有名，且臺灣
離香港很近所以報名本次
競賽。為了這次的賽事，
我透過大量閱讀國際時
事，增進外語能力。

吳東繁 /
大陸暨南大學
這是我第一次參加英語辯
論賽，也是第一次來臺
灣，感覺此地文化和廣東
很相近。來臺灣後才知道
文藻首次主辦本活動，覺
得主辦單位對於比賽規劃
及實行都能確實掌握且過
程流暢，也能讓參賽者清
楚明確知道現在該做什
麼，不會浪費選手們的時
間，做事很有效率。

吳甦樂教育中心
文藻全人教育推手
【公關室／謝淑如採訪報導】文藻外語學院於本學年新成立的教學單位「吳甦樂教育中
心」，將原本宗教輔導中心的業務擴編，並納入通識教育中心的全人發展課程師資，成
功轉型為兼具學術及行政雙功能的複合型單位，強化文藻全人教育的特色。
文藻首創的「吳甦樂教育中心（Center for Ursuline Education）」一詞取自創辦文藻
的修會名稱「天主教聖吳甦樂女修會（The Order of Saint Ursula, OSU）」，該會於全球
創辦各級學校，深耕教育三百餘年，在國際上名聞遐邇。新成立的「吳甦樂教育中心」
期能以此名稱，彰顯吳甦樂女修會創辦人聖安琪身體力行的教育精神。
目前該中心設有10名教師（含主任1名）及3位職員，業務包含全人教育核心課程的
規劃與推動、宗教活動與禮儀的設計與實施，以及針對教師、學生提供牧靈服務等。其
中，該中心將10名全人發展教師細分成教學與研究、禮儀與福傳及產學合作等三組，每
位教師定期參加會議，透過分工落實教學及行政工作，讓全人教育課程與宗教信仰更緊
密結合。
擔任文藻吳甦樂教育中心首任主任的張淑芬助理教授，曾任校內諮商與輔導中心主
任三年。她說，在諮商與輔導中心工作時，常看到前來諮商的學生，其問題根源無法確
實解決。身為天主教徒，她深知天主的愛可以深入療癒人靈，希望吳甦樂教育中心成立
後，可以持續推動牧靈工作，拉近師生回歸天主是愛的理念及得到面對生命的力量。
文藻吳甦樂教育中心是全國首創，從其命名即可彰顯文藻特色及教育的本質。張淑
芬表示，這個中心與大家熟知的全人教育、生命教育或是基督大學內設有校牧室大不相
同。他們除了有全人教育課程，更強調的是靈性及信仰的培育，期能透過敬天的法則，
建立師生對於生命的認識。張淑芬表示，當人在信仰中認識天主，找到生命的方向，生
命就會變得不一樣。
目前該中心除規劃文藻全人發展及人格修養課程，安排校園彌撒、節慶禮儀外，也
針對教師進行培育。本學期曾前往
真福山舉辦兩天一夜教師研習營，
加深教師們對於文藻辦學理念的了
解。同時也舉辦「全人教育課程與
教學實務研討會」及教師讀經班
等。針對學生部分，則開設中英法
德西日六國語言的讀經班，並督導
天主教大專同學會（大小天堂
鳥）、詠安內思聖詠團、文藻國際
服務學習團(WISLA)及Serviam志工
服務團等學生社團。

首日歡迎晚宴由文藻中東肚皮舞社及印尼學生聯合會演出。

極具中國風味的
歡迎晚宴。

文藻首創生涯發展中心
學生實習就業安啦
【公關室／鐘儀君採訪報導】總是將學生放在首位
的文藻外語學院自100學年度起，在學務處轄下新
設生涯發展中心，提供學生有關生涯規劃、職涯輔
導、證照獎勵、實習與就業媒合、學生學習歷程檔
案（W-Portfolio）等各種資訊及服務，該中心座落
於行政大樓二樓，緊鄰諮商輔導中心，是很多在校
生下課後的新去處。
去年暑期本校已有200多名學生在近100家公民
營單位實習，包括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微星科
技、中華航空、高雄捷運等機構，優秀的表現深獲
公民營機構的高度肯定。在眾多的實習媒合中，大
多數的學生皆能在工作上結合該系專業學習領域，
不僅可修得學分，也能優先體驗職場環境，提前累
積工作經驗。
生涯發展中心主任鄭淑玲表示，未來此中心的
工作重點包括與各系所合作職涯輔導系統；建立
「專業實習」與「一般實習」運作機制；強化校友
流向調查與雇主滿意度調查，協助同學訂定生涯目
標，為未來的職場能力增添籌碼。
該中心網站已設有「文藻104」網頁連結，提
供驗證合格之廠商或個人登錄各種工讀、實習、工
作機會。從這學期開始，該中心已舉辦多場實習座
談、實習心得分享、生涯輔導與職能講座，未來也
將透過更多職涯探索活動協助學生畢業前能發掘自
我職能傾向，畢業後即可適情適所就業，並歡迎更
多校友企業也能提供給學弟妹更多實習資源與工作
機會。

【文藻紀念品】開賣囉！
自民國101年1月起於
敦煌書局文藻店販售
文藻校友、在校生及教職員工

首任主任張淑芬助理教授。

100年8月新設立的「吳甦樂教育
中心」，是文藻全人教育的推手。

惜別晚宴於高雄福華飯店舉行。

享原價9折優惠

學生接受U-CAN（大專校院就業職能平台）
職能施測

生涯發展中心正式成立「生涯志工團」
開會照

※提供實習媒合機會，請洽生涯
發展中心曾薆云
（07-342-6031分機2263、
97109@mail.wtuc.edu.tw）

文藻外語學院第十六屆傑出校友
選拔活動

歡迎您踴躍推薦
●即日起至民國101年3月31日止受理推薦
●詳情請洽文藻公關室(校友聯絡中心) 林洛安小姐
電話：07-3426031分機1606 E-MAIL：alumni@mail.wtuc.edu.tw

中華民國101年3月

【校園記者／XE3A阮采靜採訪報導】文藻

位。雖然第一屆校友們已屆花甲之年，但

美好的回憶，也象徵著這一次的

外語學院於民國100年10月22日的校慶周舉

換上花格子裙制服靦腆嬌羞的模樣，再加

校友回娘家順利落幕。

辦第1屆、第11屆及第21屆校友回娘家活

上依舊維持姣好身材，讓旁人完全猜不出

動，許多久違的校友特地從世界各地趕回

年紀，最後答案一一揭曉，原來是焦蘭馨

活動預告

特地為第1屆校友舉
辦的辦桌晚宴，在天

公關室預計於民國
101年 10月 舉 辦 第 2
屆、12屆及22屆校友
回娘家活動，歡迎校
友踴躍參加！活動洽
詢電話07-3426031分
機1606 林洛安小姐

台灣，與師長和老朋友相見歡。當日晚間

（1E）、蕭明珠（1F）、胡月嫦（1G），

黑後熱鬧展開，80多

第1屆校友意猶未盡，自行發起「辦桌聯

以及公美芬（1S）。一下就猜出答案的校

位校友和師長們興高

誼」活動，在卡拉OK的伴奏下，載歌載

友們表示，「認識多年的好友，怎麼可能

采烈的圍桌，品嘗佳餚

舞，場面熱絡。

認不出來！」由此可見，校友在文藻就學

之餘，校友們更紛紛上

期間培養了長久且深厚的友誼。

台 一 同 歡 唱 卡 拉 OK， 讓 場

校友回娘家活動當天，共計約170位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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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返校參加這難得的聚會活動，其中第1屆

在大家回憶花格子裙的時光時，小提

面high到最高點。而最後大家也

校友中，更來了83位，雖畢業多年，但仍

琴悠揚的樂聲響起，角落緩緩推出了一個

在依依不捨的離別聲中，互道珍

可見校友對母校的向心力。有些人剛步入

三層大蛋糕，在這動人的時刻眾人齊聚一

重再見，並相約要把握每一次相

會場，看見久違的老同學及師長，激動的

堂，一同為第1屆校友們歡慶六十大壽。四

聚的時刻。

衝向前彼此擁抱，甚至感動的滴下了熱

位身著花格裙制服的學姐圍繞在斐

淚。久別再度聚首，校友們彼此噓寒問

德修女的身邊，在校友們齊聲唱著

暖、聊天敘舊，大家彷彿回到了在校時

中文和各科語系版的生日快樂歌

校友傳真機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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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一同切下大蛋糕，為今天的活

光，場面相當溫馨。
為了讓久未返校的校友們留下難忘的
回憶，文藻公關室（校友聯絡中心）更別

動暫告一段落，畫下完美的句點，
場面歡樂又溫馨。

出心裁的安排了許多活動，不但炒熱氣

活動結束前，三屆校友們輪流

氛，更讓校友們驚喜連連。一開始先頒發

抵達正氣樓前合影留念，拍下了充

「參加人數最多獎」，三屆得主皆由法文

滿意義的一張照片，於求學時間曾

科校友們拔得頭籌。接著，校方貼心地為

陪伴他們五年的正氣樓前面，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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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年沒有畢業紀念冊的第一屆校友圓夢，
花費一年時間精心製作，最後成品終於出
爐，由斐德修女將畢業紀念冊一一頒發給
校友，校友們在領取畢業紀念冊感動之
餘，不忘和斐德修女擁抱，在催淚的畢業
歌聲下，校友們頻頻拭淚，感人又溫馨。
接下來的活動更是讓大家印象深刻
「猜猜我是誰！」，布幕一拉開8位同學穿
著花格子裙制服，手拿面具遮著臉，原來
其 中 暗 藏 玄 機 ， 有 4位 第 1屆 校 友 混 在 其

7

中，讓其他老同學們猜猜他們究竟是那一
【採訪組 XE3A劉軒汝／XJ2A劉宇庭／XG3A葉
亭瑋採訪報導】

第十一屆 德文科 林子涵
人生非常的奇妙，雖然大家在各自的領域有
不同的發展，或是外觀上的改變，但今天再
度於文藻相聚，對於彼此的感覺如同當年，
仍認為彼此就是當年熟悉的同學，沒有改
變。
第十一屆 西文科 杜若冬
這次回來光是看到以前的宿舍就很興奮，看

到舊時場景，令人勾起了很多美好的回憶。
第一屆 法文科 王思韻
今天的每一個活動我都很喜歡，像是穿越了時
光隧道，把我們帶回到十五歲青澀年少的感
覺。
第一屆 英文科 張寶慈
接下畢業紀念冊的那一刻，昔日的回憶在當下
一一湧現，甚至感動到頭皮發麻，全身起雞皮
疙瘩。
第一屆 英文科 林少華
拿到學校特別準備的畢業紀念冊時，不禁感動

的掉下眼淚，這次的活動將會是心中一個深刻的、
難忘的回憶。
第一屆 法文科 黃少芳
希望學弟妹們大家繼續發揚文藻的校譽，因為不管
走到哪裡，大家都說文藻是一流的！
第二十一屆 法文科 王癸今
雖然我使用外語的機會沒有很多，但是在工作上、
人格上，文藻給我的教育是非常重要的。
第一屆 法文科 蔡慧妮
回到校園看到學弟妹，就想起我們也年輕過，看到
格子裙就帶給我們很多的回憶。

1.第11屆校友於正氣樓前合影留念。
2.第21屆法文科校友與戴莉安老師(中)及法文系主
任陳郁君(右1)合影。
3.斐德修女（中）於活動現場，一起為第1屆校友慶
祝六十歲生日。
4.第1屆校友（左起）公美芬、胡月嫦、蕭明珠、焦
蘭馨校友畢業40年後，再次穿上花格子裙，格外
興奮。
5.第 1屆 校 友 於 活 動 當 天 晚 上 舉 辦 「 辦 桌 聯 誼 晚
會」。
6.校友與斐德修女（左）深情擁抱，感恩之情，溢
於言表。
7.第1屆、11屆及21屆校友回娘家活動大合照。

王蘊慈代表第一屆校友上台致辭（演講稿）
在畢業40年後的今天，能回到學校，是令
人興奮又難得的，這都要感謝神的恩典及保
守。很多同學在今天回來，因為期盼能再見到
我們分別多年的修女及老同學，我們都知道，
我們人生不會再有一個40年。
45年前我們進入文藻，那時的文藻與現今
的 文 藻 非 常 不 一 樣 ， 那 時 候 文 藻 是 small and
beautiful。剛開始，我們唯一的校舍只有現今
正氣樓的右翼。1樓為教室，2樓為教職員辦公
室，3樓為學生、教職員、修女的宿舍。當時
正氣樓是一片綠色大草原上唯一的一棟建築。
有一點孤寂、有一點高傲、有一點神聖。那時
我們何其幸福，因為「大地是我家，穹蒼為我
幕」。當時我們沒有大禮堂，沒有活動中心、
藝文中心，可是我們有正氣樓大廳的樓梯，所
有活動、慶典，朝會、表演話劇皆在這裡舉
行。以前我曾經帶我女兒回學校，指著樓梯說
我以前常在這表演。她看半天找不到舞台，才
知道原來樓梯就是我們的舞台。女兒笑著說：
「你們還真有創意！」
正氣樓的大廳，紅色的廊柱，氣派的延伸
到三樓，當時也是貴賓接待中心，學生不能隨
便進出。每次我們偷溜進去總是躡手躡腳，深
怕驚動了在二樓辦公的斐德修女。憶起這些往
事，真是甜蜜溫馨又好玩。
還記得圓圓胖胖的、有著蘋果臉頰的路德
修女嗎？她的聲音如出谷黃鶯，清脆悅耳。每
逢朝會，路德修女站在大廳樓梯上用英文向我

們訓話，斐德修女與她並肩而立，腰桿挺直的
在一旁幫我們翻譯成中文。我們那時總是私底
下納悶著，怎麼斐德修女的腰都不酸的啊？那
時覺得斐德修女英文好棒，也期待有一天我們
的英文也可以與她一樣好。
講到師資，現在的老師，不是碩士就是博
士，與45年前不一樣。當時修女是我們主要的
老師群，那時修女都要穿著修女服裝，頭上還
要戴修女帽，夏天全白，冬天全黑，十分神聖
又神秘。除了修女外，還有來自瑞士的兩位美
麗小姐、來自義大利的Flora小姐、來自英國和
美國的修女，還有西班牙、德國的神父。校園
裡洋溢著異國風情，中、英、德、西、法，各
個語言交錯輝映。那時候的我們，沒一個出過
國門，很多人是第一次與外國人接觸。這些外
國老師都不會中文，所以我們被逼的開口講外
文，幾年下來，我們大家都可琅琅上口。與外
國老師的交流，不但增加了我們的知識，更拓
展了我們的世界觀。在40多年前這是非常難得
的經歷。
當時的學生，就是我們這群200個二八年
華，十五、六歲的青春美少女，當年活潑、好
動、叛逆、自以為是的年紀，真不易管教，可
是我們畢業時，皆被稱為氣質美女，這樣的蛻
變，全靠修女們5年的調教。修女不僅教我們做
人做事的道理，更在生活規範上教我們活出文
藻的精神。
生活規範：說話不可大聲，不可擠眉弄

眼，手勢不可誇張；遠遠見到修女，一定要站
定，說：”Good morning，Mother！”斐德修女如
果覺得我們表現得宜，就會點點頭；如做不好
就會立即指正。所以我們最怕的人就是斐德修
女，老遠看到她都會轉彎落跑。走路要直線行
走，抬頭挺胸；不可在走廊上跑步，站有站
姿、坐有坐姿，不論站坐，背部筆直，裙子坐
時蓋膝，雙膝併攏，站時過膝2公分。那時正流
行迷你裙，過膝兩公分的裙子實在不好看，所
以多半的同學一放學就立刻把裙腰往上多折兩
三折，一下短了10公分變迷你裙。 這是斐德修
女最頭痛的事，我們幾個曾被斐德修女抓住，
把我們各記小過一次，公佈在佈告欄上。我們
怕極了，擔心被父母責備。後來才發現原來小
過通知書從沒有寄出去，修女只是藉此嚇嚇我
們，並提醒我們做淑女的基本規範就是穿著得
宜。
我們的校徽是一棵種在斜坡上的月桂樹，
修女及學校就像這棵大樹，每當我們生活中有
重大改變時，結了婚、有了孩子，我們總會帶
著先生、小孩回到學校，讓修女看看。當我們
感覺疲累時、不順心時，也想回到學校在這大
樹下休息一下。在我們生命歷程中，這棵大樹
一直在支撐我們。
以前不能體會「桃李滿天下」的意義，現
在卻深深覺得，我們就是學校大樹上結出的果
子，雖然畢業後各奔前程，但每個人卻擁有同
樣的DNA。這種DNA會將我們帶回學校來享受

傑出校友王蘊慈代表第一屆校友上台致辭，
道出了校友們，這40年來對母校感恩的心情。

這個大家庭的溫暖。回想起來，文藻有
兩件事沒教我們：一是沒教我們怎麼交
男朋友，二是沒教我們如何賺大錢。
即使沒教我們怎麼交男朋友，我們
這些以高標準製成的產品，一樣能夠找
到同樣優秀的伴侶。雖然沒有教我們如
何賺大錢，卻教會我們更重要的愛與關
懷。我們這些有著優良傳統的桃子李子
們必會將文藻精神繼續傳承下去。
謝謝修女，謝謝文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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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德文系系友會成立大會
第33屆林賜霖校友當選第一屆會長、第39屆邱臻妮校友當選副會長
【德文系訊】民國100年10月23日文藻舉行慈善義賣園
遊會，德文系亦於當日上午11時，假本校至善樓，舉辦
「建國百年~百年成立德文系系友會」，歷時將近兩個
月的準備，此次原報名參加人數62人，但當天盛況空
前，系友排除萬難從海內外各地返回文藻，踴躍參加德
文系系友會成立大會，人數躍升至150人，另有70多位
校友眷屬及27名師長共襄盛舉。
德文系特別製作「那些年我們在文藻一起學德文的
日子」的回憶影片，揭開活動序幕，將校友們帶進時光
走廊，使校友們重溫學生時光，並回想起當時的老師、
同學及自己，深深的觸動校友們的心。更讓校友們興奮
不已的是我們永遠的大家長斐德修女、德文系永遠的系
主任梅達明神父、林英文老師、黃玉年老師、陳曉雲老
師及王湘老師，也親臨現場，成為整場活動的焦點。

藉由此次聚會除了成立德文系系友會，更加希望校友與
師長們有機會再次相聚於母校，聊聊近幾年的近況，談笑當
年之趣事，並回味學生時代的美好時光。尤其二十一屆校友
自畢業後近二十年未曾碰面，當天二十幾位同學齊聚一堂，
因此見面時倍感親切且相談甚歡，敘舊之情難卻、欲罷不
能，直到晚上六點半才依依不捨離開系辦公室。大家相約再
聚，活動也畫下完美句點。
德文系系友會在系友的熱情支持下，正式成立，並由在
場系友選出第一屆系友會會長林賜霖（第33屆）及副會長邱
臻妮（第39屆），另第3屆王月美及第23屆曾文衍校友分別
捐出新台幣五千元及八萬八千元做為系友會創會基金，有助
於系友們間之情誼維持及更有效率的將活動資訊傳送給系友
們。

文藻系友會現況表
單位

成立時間

現任會長

聯絡方式

日本語文系

2008年

邱于珍

07-3426031#5502、5503
http://c025.wtuc.edu.tw

應用華語文系

2009年

趙柏彥

sssss7812@yahoo.com.tw

法國語文系

2010年

許育文

yshiu@mail.tajen.edu.tw

德國語文系

2011年

林賜霖

stefan91lin@yahoo.com.tw

國際事務系

2011年

吳俊彥

d3214568@gmail.com

獎

2011年 傑 出 校 友 釋 大 愚 老 師
（俗名楊謦綺）創辦雲水蘭若協
會，以「關懷人群、淨化人心、提
升社會整體文化素養、輔導青年學
子建立正向光明之人生觀」為宗
旨，帶領大專青年前往新竹少年之
家、內政部中區兒童之家、雲林教
養院、嘉義民和國中慈輝分校、內
政部南區兒童之家等地為邊緣兒少
舉辦關懷輔導活動。前年當選國際
同濟會「第三屆兒童守護天使」，
並榮獲馬英九總統召見，去年再度
獲教育部頒發「100年度社教公益
獎」。

留英讀牛津大學 文藻人圓夢

德文系系友成立大會-團體大合照

休士頓校友秀廚藝 迎接母校師長到訪
【公關室／林洛安綜合報導】文藻外語學院校長蘇其康於民國
100年10月12日率國際事務系主任陳玉珍及國際企業管理系副教
授胡海豐、助理教授謝仁和，偕同嶺東科技大學副校長陳仁龍等
五位教授前往美國休士頓，參加在聖湯馬斯大學舉辦的第六屆
「六方論壇」國際學術研討會。一行人於12日受邀出席駐休士頓
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處長陳方正官邸舉辦的歡迎晚會，該處文化
組長吳少芬女士及文藻休士頓校友會亦受邀參加。
晚會除了由主人陳方正處長提供美味的佳餚外，旅居休士頓
的校友們把握與文藻師長難得見面的機會，秀出拿手絕活好菜歡
迎師長們的到來，由陶家樂（2F）負責炸豬排、烤麩、越南小春
捲，彭妤（9E）負責豆干絲炒武陵菜、炒米粉、茉莉花茶凍，
文藻退休職員也是校友們熟悉的好朋友張紹華老師負責法式拌洋
菇、油豆腐釀肉、烤鮭魚，休士頓校友會會長顏慧芬（5E）負責水果沙拉，豐富的菜餚讓離家
許久的年輕校友嘗到故鄉的味道，趁機大快朵頤一番。
餐會後由劉淑美校友（2F）擔任主持人，邀請餐會的主人陳處長、文藻蘇校長、嶺東陳副
校長致詞，校友會顏慧芬會長準備富有德州風味的禮物致贈來訪的師長，文藻胡海豐副教授非
常喜歡，當場秀出德州牛仔皮帶。大夥兒還玩滾雪球記名字的遊戲，鄒蘅校友（37E）、孟齊
萱同學（國際事務系海外實習生）二位是在場最年輕的文藻人，記憶力最好，一口氣說出了
20多位參與聚會者的名字。
最後，陳方正處長大方秀才藝以「問鶯燕」等兩首歌曲歡迎來訪嘉賓，文藻校友則以「文
藻校歌」、「愛的真諦」回應陳處長的熱情，嶺東則高歌「梅花」為聚會畫下完美句點。

文藻外語學院校長蘇
其康(前排左二)一行人
在駐休士頓台北經濟
文化辦事處處長陳方
正官邸與文藻校友歡
聚一堂。

文藻德文系2學生 獲企業獎學金
【公關室／林洛安採訪報導】南山人壽股份有限公司愛心不落人後，特設慈善基金會，提供獎助學金，助家境清寒
的同學一臂之力。民國100年12月15日由該公司南區教育訓練部經理郭懿慧蒞臨文藻外語學院，頒發獎助學金予二
名學生，受獎的同學們由衷感謝南山人壽的協助，校方亦特別感謝本次由南山人壽業務經理李桂蓮校友（21EA
），將此資源引介回母校，協助需要幫助的學弟妹們。
此次獲得獎助學金的為四技部德文系兩名成績表現優異的同學，今年就讀三年級的呂旻星同學，在95年兄長不
幸過世，家中失去一經濟來源，又於98年遭逢八八風災的變故，自上大學以來即靠打工賺取生活費，以減輕家中的
經濟負擔。呂旻星雖需利用課餘時間賺取生活費，但懂得時間管理的她，學業總平均皆在80分以上，除此之外，更
於99學年度獲選為德文系系學會會長，德文系主任余淑雲誇讚說，德文系系學會在呂旻星同學的帶領下，社團年度
評鑑即躍升為優等，可見鄭旻星同學的領導才能。
鄭意玄同學目前就讀四技部德文系二年級，個子驕小可愛的她，在談到因母親早逝，父親在父兼母職的情況
下，還要負擔家中六個小孩的經濟壓力，她不禁哽咽落淚，除
了心疼，她更以優異的學業成績，來回饋辛勞的父親，對於南
山人壽的獎助學金，鄭意玄同學表示，也許這二萬元對大家來
說是個小數目，但對她來說卻有很大的幫助，平日為減少生活
開銷，鄭意玄不捨的花車錢返回台中探望父親，這回她展開笑
容說，我終於可以好好運用這筆獎助學金，買車票回家看爸爸
了。
德文系翁幸瑜老師鼓勵在場的同學們，遇到困境的時候就
是上帝賜給你成長的機會，每個人都需要被磨練，只要有一顆
向上的心，上帝一定看的見。郭懿慧經理表示，南山人壽不只
是營利事業，我們希望做到給予個人家庭保障及安定社會的力
量，對於社會公民的責任，我們不遺餘力，希望同學們帶著這
南山人壽郭懿慧經理(右三)與李桂蓮經理(右二)帶來獎
份獎助學金，繼續面對未來的挑戰。德文系余淑雲主任則期勉
助學金與鼓勵，希望二位同學充實自己的實力，繼續
同學以感恩的心，將這份精神傳承下去，將來有能力時，也能
面對未來的挑戰，（右一）公關室林裕展主任、（左
伸出援手幫助需要幫助的人。
一）德文系翁幸瑜老師、（左二）余淑雲主任。

※捐款芳名錄 請參閱文藻公關室網頁※

傑出校友釋大愚
榮獲教育部表揚「100年度社教公益獎」

【校園記者／XG3A許庭嘉採訪報導】畢業於英國名校牛津大學、現任
國立成功大學專聘講師的文藻校友陳詩穎（31EC），返回母校和學弟
妹分享她個人求學經驗。在講座中她特別提到如何找到未來目標及申請
國外大學等，陳詩穎幽默的談吐與豐富的內容，贏得現場師生拍手叫
好。
陳詩穎校友在大學畢業時慎重考慮過自己的升學意願，她當時認為
考研究所是個不錯的選擇。但她也表示其實很多學生都面臨一個共通的
問題，那就是對於科系的抉擇上仍未確定，所以當時的她決定先到職場
多看多聽多學，試著尋找自己所愛所感興趣的。她也鼓勵同學們多去嘗
試，申請國外大學進榜的機率也許不高，但只要有申請就有機會，且她
更強烈地建議同學們在面試等文件準備上要做足功課，雖然個人的學
歷 、 工 作 經 驗 等 已 是 無 法 更 改 的 數 據 ， 但 可 以 在 SOP(statement of
purpose)讀書計畫上補救，尤其是在面試時更要表現出自己的企圖心。
另外，陳詩穎校友也提到了地區的選擇，每個地區的申請條件和留
學時間也不同，像是她本身到英國只需要唸一年的時間，且申請條件只
需要IELTS之證明即可，但若是選擇到美國留學則要兩年時間，不只需
要TOEFL成績，更需要有GRE之成績證明，除了英文檢定等成績考察
外，在校成績也很重要。至於
推薦函的部分，學姊建議可以
請熟知你為人的老師或教授書
寫，切忌請不了解你的人，名
人也是如此，並非請有名氣的
人書寫推薦函就會加分。
活動最後，陳詩穎校友強
調建立人脈也是相當重要的一
環，尤其是在充足個人資源方
面，多一點人脈就多一點機
會，在努力求學的生活中，不
忘分配一些時間在社交生活
上，相信這些經驗對於未來的
陳詩穎校友以幽默風趣的談吐風格，
工作一定有所助益。
大方分享至英國牛津留學的寶貴經驗。

文藻101學年度研究所碩士班暨碩士在職專班
招生名額：

考試入學招生
招生所別/組別

華語文教學所（碩士班）

招生名額
甲組

9

乙組

國際事業暨文化交流所（碩士班）

4
4
3
4
4
12

國際事業暨文化交流所（碩士在職專班）

10

外語文教事業發展所（碩士在職專班）

10

創意藝術產業所（碩士在職專班）

12

法語組

多國語複譯所（碩士班）

德語組
西語組
日語組

重要日程：
日

工作項目
簡章發售
通信及現場報名

期

101年1月18日（三）～ 101年3月23日（五）
101年3月12日（一）～ 101年3月23日（五）

筆試及口試

101年4月15日（日）

錄取名單公告

101年5月4日（五）

招生名額與日程請依本校公告之招生簡章為準，資訊請參閱本校網
頁（http://www.wtuc.edu.tw）及相關公告，連絡電話：
07-3426031 分機2131-21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