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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關室／柯智文採訪報導】文藻外語學院歡
度 46周 年 校 慶 ， 特 別 於 10月 13日 盛 大 舉 辦
「第2屆、第12屆及第22屆校友回娘家」活
動。這三屆校友分別從文藻畢業四十年、三十
年及二十年，老同學相見歡，思念之情溢於言
表。現場有近二百名校友返校，許多人見到久
違的同學和師長，不禁熱淚盈眶，大家熱情擁
抱並爭相合影留念。
今年的校友回娘家活動場面盛大，不僅有
畢業多年的校友熱情參與，文藻董事會董事長
斐德修女、董事麥蕾修女、校長蘇其康、副校
長高明瑞也都親臨現場與校友餐敘。許多來自
海外的校友，為了參加這場難得的盛會，特地
買機票回國，其中有人遠從德國、美國、加拿
大、澳大利亞、香港、新加坡等地前來，充分
展現文藻校友對母校的向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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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校友看見當年恩師，彼此熱情擁抱。
2. 校友與昔日恩師廖南雁老師拍照留念。
3. 校友與老同學相見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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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文藻英文系退休教師黃玉年（中）看畢
業紀念冊回憶當年。
5. 第2屆校友與斐德修女（左2）、

斐德修女在致詞時表示，文藻校友能在畢
業多年後，依然不辭辛勞，排除萬難返校參加
活動，實屬不易，想必是因為大家都曾在文藻
度過一段快樂且值得回憶的時光。斐德修女強
調，校友返校尋根的意願愈高，代表校友對文

林綺雲修女（中）開心合影。
6. 第12屆法文科同班同學相聚合影。
7. 校友看著昔日照片回憶當年時光。
8. 第2屆、第12屆及第22屆校友代表上台，
讓老同學「猜猜我是誰」。
9. 2012校友回娘家全體校友與師長大合照。

好久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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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年 文藻校友回娘家

畢業

4 校友大追擊
= 文藻應屆畢業生薛雲禎
= 台大日文系榜首
= 台灣人首度入圍
= 莊凱迪挑戰蕭邦業餘賽
= 文藻壘球校友隊
= 不「打」不相識
= 校友即時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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藻的認同感，並對老師過去的教學給予高度肯定。斐德修女也希望每位校友
能繼續給予文藻支持，讓大家最愛的文藻能不斷前進和成長。此外，校長蘇
其康也熱烈歡迎校友返校，他表示，校友回娘家活動對文藻人而言具有雙重
意義，不只校友可以回味過往時光，學校也能像家一樣給予校友們溫暖。
此次各屆返校人數最多的班級分別為第2屆西文科、第12屆法文科以及
第22屆西文科，其中又以第22屆西文科出席16人為最多，羨煞現場其他班
級。會中也特別頒發「有朋自遠方來獎」，針對多名來自海外的校友給予最
大的鼓勵與祝福。另外，為了迎接久未返校的各屆校友，主辦單位文藻公共
關係室（校友聯絡中心）也精心設計節目橋段，包括「猜猜我是誰」、「文
藻小學堂」及「國標舞表演」等，炒熱現場氣氛。
在「猜猜我是誰」節目中，主辦單位特別安排第2屆西文科校友陳惠
琳、第12屆法文科校友李雪月，以及第22屆德文科校友周巧貞穿上代表文藻
女學生的花格裙制服，並與另外三名穿制服的在校生一同戴面具上台，讓台
下的老同學猜猜誰是誰，現場笑聲不斷。此外，目前就讀英文科五年級學生
江欣，以及英文科三年級學生余卓岳則帶來專業的國標舞表演，也為第二屆
校友慶祝六十歲生日。這群畢業四十年的校友一同上台與斐德修女切蛋糕慶
生，場面溫馨感人。

文藻公關室為了幫第2屆校友圓夢，完成當初未完成的畢業紀念冊，特
別將珍貴照片找出來，並重新進行文字校對及印刷，製作成新的紀念冊。許
多第2屆校友在現場看到時，感到非常興奮，並紛紛排隊購買留作紀念。第
2屆法文科校友張鳳兮表示，已經過了40年，當年的資料能夠保留下來的真
的不多，因此一定要購買一本，將文藻珍貴的五年時光永存下來。
此次有許多校友都從海外回國參加，像是第12屆德文科校友廖鳳雲，
長達三十年未曾返校，這次她為了趕回來參加校友回娘家活動，一早搭乘九
點鐘的班機抵達台灣。她說，返校後看到老同學與敬愛的師長，真是既開心
又感動。此外，許多校友也帶著家人子女一同前來，第2屆西文科校友陳惠
琳帶著一雙可愛孫女一起同歡，兩位小孫女還說，以後長大也要讀文藻，跟
阿嬤一樣當文藻人，引來現場哄堂大笑。
校友回娘家活動是文藻年度的大型盛會之一，每年鎖定邀請畢業四十
年、三十年及二十年的校友返校團聚。此次遠從澳洲雪梨趕回來參加的第
12屆法文科校友陳淑芳表示，畢業三十年第一次重返文藻，雖然看到學校
改變很多，但不變的制服樣式卻代表文藻的優良傳統。活動最後，主辦單位
安排校友參觀至善樓的國璽會議廳和校史館等地，很多校友看到校園現代化
的設施都嘖嘖稱奇。大家就在夕陽餘暉之下，與師長及同學在校園裡合影留
念，為這次聚會留下難忘的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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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職出頭天 文藻畢業生出路多元
文藻外語學院的畢業生，過去從事的職業多半以國貿、外交、觀光或補教事業為主。近年，在課程不斷創新與開
發之下，文藻校友的就業領域愈來愈多元，表現也深獲業界肯定。目前畢業十五年以內的校友，有人從事演藝工
作，有人成為航空公司機師，也有人擔任高速鐵路的列車駕駛，各行各業皆能看見文藻人非凡的成就。

超級模王林俊逸 演藝生涯創高峰
【公關室／鐘儀君採訪報導】 近來掀起
收視熱潮的知名電視節目「超級模王大
道」，出現一名老少皆知的模仿達人，
他就是文藻專科部第29屆法文科校友林
俊逸。他的柔美嗓音及舞台魅力，將老
牌藝人「費玉清」的神韻，模仿得唯妙
唯肖。比賽期間一共締造十一次滿分的
驚人紀錄，最後不負眾望，奪下總冠軍
頭銜，他也在最近發行個人EP專輯，演
藝事業再創高峰。
林俊逸自小對歌唱極有天分，他曾
經是台視「五燈獎」兒童歌唱比賽第一

位五度五關得主，並在12歲接連發行四張
個人專輯，尤其首張專輯「用愛擁抱世
界」，更入圍當年度金曲獎最佳新人獎。
成年後，林俊逸清新獨特的嗓音，再次擄
獲歌迷的心，並以模仿費玉清為主軸，炒
熱電視節目的收視率。他說，自己非常感
謝在文藻學到的做人處世態度，以及勇於
挑戰的精神，讓他二十年來依然擇善固
執，堅持走演藝這條路。
林俊逸除了模仿功力出神入化之外，
也曾在大陸浙江衛視「非同凡響」歌唱大
賽中獲得第五名佳績。此外，他還曾幫知

長榮航空女機師 林儀
【公關室／林洛安採訪報導】文藻外語
學院專科部第32屆英文科校友林儀瑄，
目前是長榮航空的女機師，飛行時間已
有 兩 年 ， 經 常 駕 駛 波 音 747班 機 遨 翔 天
際。
林儀瑄於文藻畢業後，隨即考取國
立高雄餐旅大學的航空暨運輸管理學
系，漸漸培養對航空業的興趣。她在踏
出社會後，以優異的成績，順利考進遠
東航空公司擔任簽派員，負責提供機師
專業的飛航資訊。這時，她才慢慢地對
「機師」這個行業產生興趣。由於她本

名歌手順子、羅志祥、戴愛玲、黃韻玲等
人配唱歌曲。許多文藻師長在他求學時期
即是歌迷，現在看到他有不錯的成就，都
感到無比欣慰。
今年文藻的全校教導師研習會中，首
度邀請林俊逸返校，與師長面對面分享文
藻教育對他的影響。林俊逸一開場即以逗
趣的口吻，維妙維肖的肢體動作，模仿昔
日教過他的老師，引來全場哄堂大笑。林
俊逸除了特別感謝文藻師長的教導外，也
接受現場點播一翦梅、傳奇等費玉清招牌
老歌，讓全體教師一飽耳福。

林俊逸個照

遨遊天際

身已了解機師的工作內容，再加上努力準
備考試，最後終於順利考取遠東航空的機
師受訓資格，前往美國接受11個月的魔鬼
訓練，並取得商用駕駛執照。那時，遠航
因故暫停營運，林儀瑄也順利在半年內，
考上長榮航空機師。
林儀瑄在一坪不到的駕駛艙中，面對
來自不同國家的同事，因此除了精通英文
外，還要能清楚聽辨各國口音。林儀瑄
說，這份工作最大的挑戰就是時差問題，
經常落地不到24小時，又得飛往另一個的
國家。此外，她還必需要不時充實飛行知

識，才能順利通過每半年的機師評核考
試。
兩年的飛行經驗當中，林儀瑄曾航行
至南北極，同時看到一邊是太陽、一邊是
月亮的難得景緻。她也鼓勵想成為機師的
學弟妹，千萬不要劃地自限，凡事付諸行
動，做了才知道。今年九月，林儀瑄披上
白紗，步入紅毯的另一端，她感謝另一半
的支持。未來她還要繼續努力，往正駕駛
的職位邁進。
帥勁十足的女飛行員林儀瑄

高鐵列車駕駛郭家勳 感謝文藻栽培
【公關室／林洛安採訪報導】台灣高鐵
創造國內一日生活圈的新型態，也是很
多民眾南來北往的重要交通工具。許多
社會新鮮人十分嚮往高鐵的工作，並夢
想成為一名高鐵駕駛。畢業於文藻二技
英文系的郭家勳，即以優異的外語能力
和專業的服務態度，錄取為高鐵列車駕
駛。
五年前，郭家勳應徵時，正逢高鐵
計劃招考本國籍駕駛來遞補德法籍駕
駛，因此學員必須以英文向外籍駕駛員
學習專業技能。郭家勳說，在文藻養成

就業前哨戰

的英語能力，成為他爭取該職位的最佳優
勢。他以紮實的外語底子，一連通過高鐵
的筆試、面試，以及航醫中心的體檢測
驗，並於長達一年的培訓後，正式成為高
鐵的列車駕駛員。
郭家勳說，因為他的工作任務，關係
著乘客的性命安危，因此輕忽不得。所以
他在執勤外的平常時間，必需不斷地複習
列車系統及SOP（標準作業流程），才能
機警處理地震等緊急狀況。此外，他也要
參加公司每三個月一次的在職檢定作業，
還有每一年的駕駛模擬機訓練，與每三年

的技能檢定等，以維持列車駕駛員的執勤
資格。
郭家勳非常肯定文藻給他的教育，他
進一步指出，文藻除了培育學生語文專長
之外，全人教育課程更提供學生不一樣的
視野。他特別喜歡文藻濃厚的人文氣息以
及老師認真的教學態度。他深信「身教大
於言教」，這也影響他日後對工作認真負
責的態度。郭家勳鼓勵對運輸服務業有興
趣的學弟妹，一同加入高鐵行列，見證台
灣重大的交通運輸發展。
郭家勳校友於列車站與姪女、兒子合影

文藻學生實習表現獲肯定

【公關室／鐘儀君採訪報導】文藻外語學院學生實習表
現傑出，深獲各界的肯定。今年暑期，許多應屆畢業生
學以致用，利用在學的最後一年，深入職場觀察，到貿
易公司、移民署、中天電視等機構實習，為自己搶得就
業先機。
文藻專科部德文科應屆畢業生林媁瑩，從專四下學
期起，即在螺絲貿易商「上展國際實業有限公司」見習
半年。她不僅挑戰第一線繁雜的業務，還處理接單、交
貨、開發加工廠及協力廠商等工作。短短實習兩個月
內，已接到第一個來自巴西的百萬元訂單。她於今年七
月底實習期滿後，因為表現優異，隨即被公司聘用為正
式的兼職人員。今年八月，老闆看中她的英德雙語能
力，不惜出資10萬元讓她獨挑大樑，遠赴歐洲12天開發
新客戶。對於老闆的提拔，林媁瑩感激在心，她將於明
年六月畢業後，正式成為公司的正職員工。
此外，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於今年暑假首度開放
高雄機場實習機會，而文藻也以優異的辦學績效，成為
唯一獲選的學校。文藻專科部英文科應屆畢業生劉亭

媺，即為首批實習生之一，她親
赴機場實習，學習各國旅客出入
境業務，除了協助旅客填寫入境
卡、提供引導服務，以及協助旅
客自動通關之外，還學會辨識各
式護照及簽證等技術。最難得的
是，她還可以親自登上查驗台，
觀摩出境護照的查驗工作，令她
大開眼界。
除了貿易公司與政府機關等
單位外，文藻也與中天電視合作
實習生劉亭媺（右）與
港星曾志偉（左）合影
暑期實習。傳播藝術系應屆畢業
生陳后櫻，首次體驗擔任實習記
者，二個月內即跑遍南部各大鄉鎮，採訪上百則新聞。她在每
天繁重的新聞採訪訓練下，學習到如何發揮自身優勢，並與整
個新聞團隊合作，打好每一場新聞戰。由於陳后櫻在實習過程
中，認真學習，因此獲得南部新聞中心主管的肯定，並力邀她
畢業後到新聞界服務。

林媁瑩（中）與德國客戶合影

陳后櫻認真學習剪輯新聞影帶

中華民國101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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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學術能見度 文藻積極與國際交流
【公關室／鐘儀君整理報導】為了因應全球華語學習熱潮，文藻於今年暑期盛大舉辦
二個華語營隊，包括越南18所大學24名教師團，以及來自全球的65名青年，一同展開
華語學習與台灣文化之旅。此外，文藻今年更吸引五名美國高中菁英學生，來台擔任
一年的交換生，體驗台灣在地的求學生活。
文藻豐富的國際交流經驗，已成為亞洲學界積極交流的對象，除了大陸的北京外
國語大學、安徽大學等一線學校紛紛率團來訪之外，位在日本的靜岡縣立大學也派專
員赴文藻交流。文藻更主動跨海出擊，由師生組成學術團隊，親赴大陸人民大學、韓
國培才大學及靈山大學、美國佛羅里達理工學院、德國史特勞賓吳甦樂高中、英國吳
甦樂學院等知名學校，深度體驗歐美及東亞文化。
除了有學術交流之外，文藻學生組成的「泰北服務
團」，今年已是第六年在泰北地區進行文教服務，
透過深耕泰北的方式，落實文藻人關懷生命的精
神。
除了與國外團體積極交流之外，文藻為協助提
升高雄市民的國際觀與人文素養，特別與奧地利駐
台北文化辦事處合作主辦「奧地利古典音樂會」，
力邀國際知名「諾塔貝拉二重奏」（nota bene）現
場演奏，成功吸引校內外人士參與。
各國華語營學員離情依依

文藻師生參訪大陸知名古蹟「圓明園」

北京外國語大學參訪團訪文藻

文藻校長蘇其康與英國吳甦樂修院修女合影

iEARN Taiwan工作人員與五名美籍高中生合影

馬總統關心青年議題

文藻辦ASEACCU年會

與文藻學生座談

9國44所大學共融

【公關室／謝淑如採訪報導】總統馬英九
今年九月特別南下高雄文藻外語學院，並
以「善用在學時光，為自己打開世界之
窗」為題，與學生面對面座談，吸引超過
250名文藻師生報名聆聽，現場座無虛席。
馬總統除了發表簡短的專題演講之
外，也與三名文藻學生進行焦點對談。這
三名學生分別為國際事務系朱晉廷、國際
事業暨文化交流研究所俞安柔以及德文系
蔡佩璇，一同暢談泰北華人村服務、德國
交換生經歷以及英語志工經驗。馬總統專
注聆聽，並鼓勵在場學生以外語專業參與
國際志工服務。
文藻師生不斷拋出許多具國際觀的議
題，馬總統頻頻接招，也肯定文藻學生對
國貿及國際時事的熟稔與關心。隔天，馬
總統也在其臉書上表示，文藻學生對語言
能力相當重視，常透過壯遊、遊學、交換
學生或志工服務等活動，精進語言能力，
並開闊國際視野。
馬總統特別對於德文系學生孫郁庭分
享的德國遊學經驗印象深刻，他說孫同學
在德國等公車時，用流利的德語向身旁的
老先生介紹台灣，並提及世界高樓台北
101大樓。馬總統一聽到這裡，立刻建議孫
同學也可以向外國人介紹台灣的健保制
度，或是台灣的美景、美食與美德等，沒
想到孫同學立刻回應說：｢除了台北101，
當時我也想多介紹台灣一點，可是我要搭
的公車來了，所以只好作罷。｣學生直率的
回應，讓馬總統一時語塞，引來全場哄堂
大笑。馬總統說，想起當時那個畫面，令
他不禁莞爾。

總統馬英九發表專題演講

文藻校長蘇其康(右)致贈馬總統(左)
專屬紀念桌曆

文藻學生提問

【公關室／謝淑如採訪報導】一年一度的亞
洲天主教盛事「東南亞及遠東天主教學院暨
大學協會」（ASEACCU）國際年會，於8月
21日起一連六日，在文藻外語學院盛大登
場。來自台灣、日本、韓國、菲律賓、印
尼、泰國、柬埔寨、澳大利亞及美國等九個
國家、44所大學的150名師生參加。雖然開
會期間遇到天秤颱風來襲，在校方萬全的準
備下，年會仍然順利的召開，並圓滿落幕。
ASEACCU國 際 年 會 今 年 已 邁 入 第 20
屆，所有參與對象為區域內的天主教學院及
大學，分為「教師年會」與「學生年會」二
大部分。此次會議主題為「天主教高等教育
對現今世界永續發展之貢獻：從服務學習到
社會創業精神」，藉由專家學者集思廣益，
為永續社會的目標盡一分心力。
主辦單位文藻外語學院在高雄國賓飯店
舉行開幕典禮，現場安排國樂、魯凱族原住
民合唱及掌中戲等傳統藝術表演，讓來訪貴
賓感受濃濃的台灣味。當天晚上，高雄市副
市長李永得、高雄市教育局局長鄭新輝也親
自到場致意。
文藻還特別規畫參訪天主教真福山社福
文教中心，並安排學生年會代表分批前往高
雄市心路基金會、高雄市身心障礙者庇護工
場、喜憨兒社福基金會、創世基金會、內政
部南區兒童之家，以及玫瑰園養護所等社會
福利機構，實地體驗台式服務學習。
最後一晚的閉幕典禮「文化之夜」，由
台灣、日本、韓國、印尼、菲律賓及澳大利
亞等六國學生代表粉墨登場，演出自己國家
的傳統舞蹈與歌曲，讓文化之夜宛如一場小
型演唱會。

總統馬英九與文藻學生焦點座談

椅 靠‧預約一席的感動

文藻李冠翰獲台美獎學金 全國技專唯一獲獎

籌募全校課桌椅

【公關室／鐘儀君採訪報導】文藻外語學院國際事務系二年級學生李冠
翰，榮獲2012年台美菁英短期研習獎學金，他也是全國技專校院中，唯
一獲獎的學生，與台大、清大、政大、成大等名校菁英，一同取得在美
遊學資格。
李冠翰已於今年七月遠赴美國德州聖多馬斯大學（University of St.
Thomas）就讀國際關係學系，展開為期半年的遊學生活。他說，如果沒
有文藻紮實的專業教育，自己是不可能獲獎的。李冠翰未來畢業後，為
了達成從事外交工作的理想，將計畫力拚全美前五十名大學，繼續攻讀
政治學或國際關係碩士學位。

邀您預約
一席的感動
捐款表揚：每捐款新台幣3000元，即可為一席座位命名。
捐款方式：信用卡／轉帳匯款／郵政劃撥／支票／現金
（詳情請洽文藻外語學院公共關係室）

開幕式由文藻校長蘇其康 (右) 及ASEACCU
秘書長Michael L. Calmano(左)共同敲鑼。

開幕彌撒由高雄教區總主教劉振忠主禮

外賓體驗掌中戲

各國代表互相交流文化

李冠翰（右）與姐姐、妹妹一同在美國遊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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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藻應屆畢業生薛雲禎
台大日文系榜首
【公關室／鐘儀君採
訪報導】文藻外語學
院專科部應屆畢業生
在插大考試中表現亮
眼，多人錄取台大、
政大等名校，其中文
藻英文科D班應屆畢
業生薛雲禎轉考日文
系，並一舉錄取台大
日文系榜首。今年報
考台大日文系轉學考
的考生共有二百多
名，正取榜單上的前
三名皆為文藻應屆畢

台灣人首度入圍 莊凱迪挑戰蕭邦業餘賽
【公關室／林洛安採訪報導】文藻外語學院第34屆德文科校
友莊凱迪，今年9月代表台灣前往波蘭參加華沙蕭邦協會舉辦
的「國際蕭邦鋼琴大賽業餘賽」，成為台灣首度入圍該項比
賽的選手，為國爭光。
莊凱迪從小受母親影響，四歲起開始彈琴至今，雖然沒
有選擇音樂班就讀，但從不放棄任何學習音樂的機會，不論
是拜師學琴，或是積極參加音樂表演，莊凱迪說自己就是熱
愛音樂。
莊凱迪的指導老師顏慈瑩（日文科校友），曾經也是國
際鋼琴大賽的常勝軍，她說莊凱迪彈琴時的感情細膩而豐
富，很適合彈奏蕭邦曲目，因此很高興他能為台灣搶下一席
入圍名額。
支持莊凱迪的親友於9月2日前往高雄右昌長老教會，參
加行前音樂會為他加油。莊凱迪謙虛地說，我沒有什麼特別
的音樂天份，只是熱愛音樂，而這一切都要感謝上帝的恩
典。他鼓勵對音樂有興趣的朋友，演出就是最好的試金石，
並且要懂得感激那些願意批評你的人。對於未來，莊凱迪沒
有給自己任何的設限，有夢就去做。

業生。

國際蕭邦鋼賽業餘賽參賽資格

薛雲禎說，要特
別感謝文藻給她的教

莊凱迪校友於高雄右昌長老教會舉辦
行前音樂會，感謝神的恩典及為他加
油打氣的親友。

薛雲禎（左）與呂佩錡（右）合照
照片提供／薛雲禎

科系：非音樂相關科系畢業 職業：不是以教授音樂為主業 年齡：25歲以上

育，讓她奠定良好的
中英文基礎，才能在共同科目國文、英文中拿下高分。她為
了升學，與班上好友呂佩錡共組讀書會，每周定期聚會一至
兩次，並練習考古題，遇到不會的問題立即請教日文系老
師。她提醒想要插大的學弟妹，準備考試的壓力不要太大，
雖然剛開始寫考古題時挫折很大，但練習久了之後就會知道
出題的方向和重點。此外，認真整理每堂日文課的講義及筆
記很有用，尤其對考前衝刺特別有幫助。
薛雲禎進一步提到，要善用文藻圖書館資源，並多閱讀
日文語法、比較句型、詞性分類、語尾變化等書籍，甚至在
念書之餘，常看日本綜藝節目，學習日本人說話的慣用語，
也是很生活化的學習方法。對日文極有興趣的薛雲禎，在專
三時曾休學一年，遠赴日本三重縣飯野高校當交換生，她希
望未來從台大畢業後，繼續赴日本進修碩士及博士。
今年台大日文系正取榜單的第二、三名也是文藻應屆畢
業生，她們分別是日文科劉苑孜及張芝綸。薛雲禎高興地
說，與她共組讀書會的好友呂佩錡也錄取國立政治大學日文
系榜首，兩人並肩作戰成功，令她們格外開心。

校友即時通

文藻壘球校友隊 不「打」不相識
【公關室／詹顏寧採訪報導】「文藻壘
球校友隊」匯集一群不同屆別，並對壘
球有高度熱情的文藻校友。每逢周末天
氣晴朗時刻，球隊隊員便會自動聚在一
起打球，一同揮灑汗水，回憶過去在校
的美好時光。
曾經帶領文藻壘球校隊的教練郭美
惠老師，不時抽空去看這群畢業多年的
學生練球。她發現，球員們在技術上和
態度上都有極大的轉變及進步。郭美惠
老師說，最令她感動的莫過於校友們對
球隊投入的程度，有人甚至願意為了參
加球賽，當天搭乘高鐵往返，或是以自
文藻壘球校友隊隊員開心合影
己公司的名義贊助這支校友球隊。
球隊負責人張瑋青也歡迎對壘球有興趣的文藻校友加入（聯絡方式 isei41@hotmail.com）。

南加州校友會短訊

悼念 公美芬校友
第一屆西文科校友公美芬於民國101年
10月18日不幸辭世。她一生以身為文藻
人為榮，也曾於去年10月返校參加畢業
40周年的校友回娘家活動，再度穿上引
以為傲的花格子裙制服。她那慈愛開懷
的笑容，將永遠烙印在我們的心中。

夏威夷校友會快訊
駐檀香山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組長翁永輝校友（第
16屆德文科）返台述職，當地校友為歡送他回國，特
別於劉麗校友（第1屆英文科）家中，舉辦歡送茶會。
現場還有第24屆校友周曾玲、第25屆校友洪慧芳，以
及第29屆校友張嘉敏都特地前來送別。另外還有一名
特 別 來 賓 Mrs. Marilynne Williams， 她 曾 於 1969至
1971年間，在文藻教授英語課程。Mrs. Williams定居
夏威夷多年，與劉麗在「太平洋東南亞國際婦女協
會」之午餐會上巧遇。兩人在交談之下，才回想起這
段文藻師生之緣！

民國101年8月11日文藻南加州校友會召開會員大會，同時
邀請校長蘇其康（中）共襄盛舉。

第十九屆法文科校園相見歡

駕著夢想起飛
你想當航空機師翱翔天際嗎？
你想當空服員悠遊世界各地嗎？
你想當高鐵駕駛穿梭南北兩地嗎？

時 間：民國101年11月28日（星期三）下午3時10分
地 點：文藻文園2樓會議室
與談者：中華航空機師梁晉榮（第16屆法文科）
中華航空機師召募研究員 林孟輝（第23屆英文科）
國泰航空機艙服務員 朱芃穎（第35屆西文科）
高鐵列車駕駛員 楊家銘（進修部西文系三年級）
從左至右：劉麗夫婿John Lundin、劉麗、洪慧芳、張嘉敏、
Marilynne Williams、周曾玲、翁永輝。

※捐款芳名錄 請參閱文藻公關室網頁※

第19屆法文科校友於民國101年8月18日返校，並與恩
師陳曉雲老師、王湘老師齊聚校園中。雖然畢業24年，
但同學間的情誼依舊不變。

報名方式 請至文藻校友網頁點選「駕著夢想起飛」，
並填入個人資料，即可完成報名手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