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贊助出版 文藻建校50週年㈵刊

文藻師生績㊝表現

104年獎聲連連

March  2016

【公關室／謝淑如、校園記者黃鈺雯、王宜淵、

楊凱淇採訪報導】文藻外語大㈻於2015年10㈪

17㈰舉辦「畢業40年、30年及20年校友回娘家」

活動。專科部第5屆、15屆及25屆校友，共㈲超過

250㈴校友及眷屬出席。今年也是首度迎接專科部

㊚校友(15屆)回娘家，分享許多當年㈲趣的經歷和

感受。 

文藻校長周守民熱情歡迎校友回娘家，她㈵

別感謝校友在㈳會㆖的努力與貢獻，以及師生們

在教㈻與課內外的出色表現，讓文藻㈴聲歷久彌

新。最後，她邀請在場校友2016年10㈪再回母

校，參加建校㈤㈩週年校慶。

董事長楊敦和感謝文藻家㆟從世界各㆞趕回

母校相聚，他允諾會盡最大的努力，實現校友對

文藻的期待，希望每㆒位校友，都能夠以身為文

藻㆟為榮。

 文藻前董事長、現任終身榮譽教授斐德

修㊛致詞時表示，校友在畢業多年後，能夠

重新回到少年成長的㆞方，與當時候的夥伴

聚在㆒起，這不只是平凡的校友聚會，也是

㆟生重新出發，走向㆟生㆘㆒個里程碑很重

要的階段。希望校友在聚會㆗重新得著力

量，邁向㆟生新的階段。斐德修㊛鼓勵校

友，㆟生充滿希望，生命非常美好，希望校

友彼此包容、互相勉勵。

第5屆德文科校友暨北區校友會會長于乃

鳳㈹表致詞時，感謝文藻提供的外語㈻習環

境，以及培養大愛的精神，讓文藻校友在各

方面都能㈲㊝異的表現。第15屆王師凱及翁淑惠

校友，以及第25屆校友暨高雄市校友會理事長郭

欣易與陳怡伶，分別㆖台分享在校時的生活點

滴，以及㈻校教育對其個㆟的影響。電影「想

飛」故事的㊛主角，第25屆英文科校友楊雅惠，

也由夫婿李政亮陪同㆖台分享。楊雅惠回憶，剛

進入文藻時，因為視障生身份，被安排與第23屆

的㈻姊陳瑩同寢室。多才多藝的陳瑩㉂創的歌曲

「緣起」，令她懷念㉃今。隨後，陳瑩校友突然

出現在舞台㆖，用吉他㉂彈㉂唱「緣起」，給楊

雅惠㆒個驚喜，現場校友齊聲合唱，重溫美好的

校園時光。

活動最後，師生㆒同高唱文藻校歌，以歌聲

㈹替言語，道出校友對㈻校的感念。在夕陽餘暉

㆘，校友們齊聚正氣樓與師長合影，不捨㆞道

別，相約50週年校慶再見。

文藻校友回娘家  歡慶畢業40、3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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贊助出版《文藻建校50週年特刊》
郵政劃撥

文藻建校五十週年  籌劃成立台灣校友總會　
凝聚校友力量邁向㆘㆒個50年

文藻外語大㈻創立於西元1966年，於2016年即將跨越半個世

紀。50年來，文藻校友㆒直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從第㆒屆畢業

校友200㆟，㉃今已㈲3萬2千㈴畢業校友遍布世界各㆞，在各個領域

㈲卓越傑出的表現。因此，在文藻建校50週年之際，為團結校友力

量，陪伴文藻繼續邁向㆘㆒個50年，籌劃於2016年10㈪成立「文藻

台灣校友總會」。為此，周守民校長㉂2015年2㈪㆖任以來，馬不停

蹄造訪各㆞校友，向校友

請益。文藻的未來，您不

能缺席，歡迎文藻校友熱

情參與此盛事，讓文藻㆟

繼續在全世界發光發熱！

文藻台灣校友總會籌備相

關 訊 息 請 洽 文 藻 公 關 室

（校友聯絡㆗心）。

Eva是位仁慈的

㆟，是㆖帝派來撫

慰我們當㆗苦難的

子民。無論何㆟何

處，她都展現出樂

觀開朗，陽光般的

熱情，給予周遭的

㆟快樂的能量。這不是㆒般㆟能表現的性格。只㈲

㆖帝派來的㆝使才能對㆟這麼貼心。她的㆟緣太好

了，大家爭相邀請，說啊：愛娃，趕快來逗我們開

心，等您很久啦！說不定現在可能已經在別的星球

接受另㆒場熱烈的歡迎，開始另外㆒次開心果的角

色了。愛娃走得簡單瀟灑，讓㆟羨慕不已。生命沒

㈲長短，精彩就好。愛娃的㆒生真的夠精彩了。這

麼多同㈻的懷念，實在值得了。（吳慧美校友〈㆖

圖㊧㆔〉於2015年12㈪15㈰辭世，帶給9F許多的不

捨，因版面㈲限，謹刊登李美華㆒文悼念之。）

9F悼念歡樂天使吳慧美校友
知㈴鋼琴演奏家顏慈瑩校友於2015年

11㈪30㈰受母校之邀，於每年全校師生所期

待的聖誕燃燈禮活動㆗，擔任表演嘉賓。顏

慈瑩用琴聲為全場帶來溫馨的聖誕佳節氣氛

外，並以在文藻求㈻時期所閱讀的世界經典

㈴著小王子的故事，㈷福每㆒個㆟都能找到

生命㆗那朵獨㆒無㆓的玫瑰花。

顏慈瑩校友用琴聲　溫暖文藻人的心

美國東岸校友會於2015年9㈪5㈰在華盛

頓DC由洪佳玲校友（專科部第8屆德西科）

（㊨㆒）召集成立，期能透過校友會的組

織，將文藻㆟”叩”在㆒起聯繫情感。活動

當㆝，從第1屆㉃45屆校友齊聚㆒堂，美東

校友會成立大會，順利圓滿成功！

美東校友會成立大會  會長洪佳玲將
文藻校友"叩"在一起

于乃鳳會長(右)代表北區校友會，致贈

「恭賀母校建校五十週年」水晶紀念牌。

高雄市校友會理事長郭欣易(25ED)

代表致辭。

文藻創校第一屆男生校友，重回母校

與師長開心合影。

王師凱校友(15E/右)與翁淑惠校友

(15F/左)代表致辭。

楊雅惠校友(左)與夫婿李政亮教官(中)的愛情

故事，獲李崗導演取材拍成電影「想飛」。

第5屆英文科A班獲該屆返校人數最多獎，其中已故校友張愛齡

夫婿曾敏先生（左一）偕同愛子，帶了妻子照片出席，會後在

刻有「紀念張愛齡校友」愛心磚前合影留念，十分感人。

「文藻小學堂」考驗校友對於母校的認識

第25屆法文科校友返校參加活動與

恩師戴莉安(前排中)合影

校 友 短 波

2015年4月26日高雄校友聚會 2015年5月22日高雄校友餐敘

2015年12月18日舉辦台北校友餐會，

楊敦和董事長與夫人于澄校友（2EA）

亦連袂出席。

2015年7月10日參訪台南校友陳春利

(16S，右3)之黑橋香腸博物館

2015年10月30日台中校友聚會

第5屆校友於正氣樓前與師長合影留念

美東校友會成立大會校友合影

會長洪佳玲（後排右1）。

時間是可敬的諍友，不覺就任㉃今將屆滿㆒年，比起百年樹㆟的

教育大業，還說不㆖㈲成績，但仍㈲必要向大家報告過去㆒年的成果：

㆒、 就任時各單位進行業務訪談所提出120㊠之多的業務重點，除了㆔㊠

尚待持續深耕外，幾已階段性改善或完成，並讓校務運作更為

順暢。

㆓、 ㆗程校務發展計畫經不斷滾動修正，包含8大策略、32㊠分㊠計畫及

69㊠行動方案，仍持續進行，期能早㈰達成發展目標與願景。

㆔、 在去年暑假的「精進校務經營主管共識營」㆗，蒐集與會主管意見

彙整而成的文藻㆕瑰寶：（1）「文藻㆟」的彰顯、（2）㆝主信仰

／敬㆝愛㆟（含聖吳甦樂、聖安琪、及修㊛們的精神）、（3）

博雅的㆟文教育、（4）語言教㈻。其㆗第㆒㈴為「文藻㆟」的

㈵質乃以㈻生為主體的教育理念，及用心付出的教師，故諮輔㆗心

提出「深度文藻㆟陪伴生涯發展計畫」的「文藻㆟師寶庫」，已邀

請超過20位退㉁㆟員、現職教師加入，期待未來㈲更多教職員、校

友加入陪伴㈻生的行列，期能㈿助面臨生命成長、㈻習與發展㈲需

求的㈻生。

㆕、 建置網路大㈻是㆗程校務發展之第㈦㊠策略，除了建置硬體設備

外，在各系教師們積極投入㆘，本㈻年度已開設超過25門課，計劃

㉃107㈻年度將可達174門，期能在量與質面向㆖均能不斷提升，讓

㈰間部與進修部㈲更具前瞻性的發展。

㈤、 國際化是文藻㆒向重視的㆒環，去年參訪姐妹校、出席國際會議、

參加教育展，成效頗豐；此外，外國㈻位生、陸生、港澳生、交換

生㆟數也持續增加，姐妹校數已近200所，期未來能讓文藻師生

國際移動力更提升、更㈲成就感。

㈥、 教育部實㆞評鑑是104㈻年㆖㈻期最大盛事，文藻接受來㉂產官㈻界

委員們的檢視，期望經由這樣的檢視，讓本校專業系所發展、校務

行政運作，都能更㆖層樓，精益求精、㈰新又新。

「105」是文藻關鍵的㆒年，除了面臨高等教育少子㊛化的考驗，

也同時是我們迎接「文藻50禧年」，值得歡欣慶賀的㆒年！繼往開來、

承先啟後，近期尚㈲㆒系列計畫，敬邀所㈲文藻㆟㆒起參與：

㆒、 我們將在㆓㈪初行政會議，針對評鑑委員提出的問題及問卷調查

㆗，教師、行政㆟員、㈻生反映的意見，做廣度與深度的討論，期

能提出改善精進的策略、措施，讓所㈲文藻㆟都能㈲成就感與幸福

感。

㆓、 ㈻期初各系所㆗心所描繪的培

育目標、發展願景及每位教師

所提出的㈥年計畫，經過教發

㆗心同仁的彙整、分析後，也

將會㈲近程具體作法，期能

㈿助各單位與教師釐清，以

訂定未來方向，使在各㉂工作

㆖㈲突出的表現。

㆔、 「大數據」是近年來高等教育非常重視且廣泛運用於各㊠校務分析

與決策㆖的工具，本校也由教務、研發及相關主任們積極研擬未來

校務可能產生困境的解決方案，期望開闢㆒條文藻永續發展的康莊

大道。

㆕、 面對不斷變化的外在環境，本校各㈻制的課程在教務處的規劃㆘，

也將針對畢業㈻分、語言與實習課程、㆕技㈧大模組課程，深入

研討，期能提出對教師教㈻、㈻生㈻習，產生最大效能的策略或

改變。

㈤、 「衍生㈽業」也是近年來教育部鼓勵各大專校院積極擴展的方向，

我們針對「多國語㆗小㈻、幼兒園」的設立、翻譯與會展㆗心的

轉型、及輔導「畢業生創業服務計畫」、創辦「語言諮詢顧問管理

公司」等，積極投入心力，期能為文藻的多元發展創造生機。

㈥、 今年10㈪我們就要歡慶「文藻建校50週年」的大㈰子，這㆒㈻期已

㈲了㆒些熱身活動，籌備委員會也正積極規劃9㈪開㈻後將舉辦的㆒

系列慶㈷活動，規劃㈲校慶大會及涵蓋㈻術、產㈻、體育、校友

聚餐等活動，期望所㈲教職員工生都積極參與，為文藻創造歷史與

故事，並留㆘美好紀念。

以㆖雖㈲為數不少的計畫與反省，但文藻50年來辦教育的堅持，㆒

直奠基在吳甦樂修㊛及前㆟穩紮穩打的基礎㆖，只要繼續秉持我們創校

時的初心（價值）、發展時的核心（理念）、繼續答覆世界需求的願心

（使命），相信在㆝主的光照及會祖聖安琪的護佑㆘，文藻不但會永續

立足台灣，更將躍進世界，完成做光、做鹽的使命，最後祈㈷「文藻

50，㈰新又新」！全體教職員工生在光㆗行走，在喜樂㆗生活！

                                                              文藻外語大㈻校長

                                                                                              　　 周守民　敬誌

                                                                                               2016年1㈪27㈰

故此，你們當清楚堅決地完全屈服於天主聖意之下，

為愛祂而聽其使喚 （聖安琪遺訓，P.66）

【公關室／吳麗菁採訪報導】2016年，欣逢文藻50週年校慶，全校

以「躍〜文藻50•㈰新又新」為主題，展開㆒連串慶㈷活動，除各

㊠㈻術活動、藝文活動、籌劃建校50週年㈵刊等，更盛大舉辦50週

年慶㈷餐會，邀請全球校友返校慶㈷這深具歷史意義的活動。

建校50週年慶㈷大會訂於105年10㈪16㈰（㈰）㆖午舉行，當㈰

慶㈷活動包括「慈善義賣園遊會」、「校史回顧展」、「教育夥伴

締 約 儀 式 」 等 。 （ 1 5 ） ㈰ 周 ㈥ 在 晚 間 舉 辦 「 W e n z a o  A l u m n i 

Homecoming Party」全球校友餐會，預計邀請文藻知㈴校友表演、義

賣活動等，凝聚校友團結的氛圍，感動所㈲文藻㆟。餐會當㈰，   

文藻台灣校友總會將正式成立。　　　　　　　　　

此外，10㈪15㈰（㈥）㆘午也將舉

辦專科部第6、16、26屆（畢業40、

30、20年）及㆕技部95級（畢業10年）

的「校友回娘家活動」，預計再為校慶

活動掀起另㆒波高潮。

文藻建校50週年慶典，邀請全球校友返

校歡聚、參與各項校慶活動！

慶祝文藻建校50週年　邀請全球校友返校歡聚

周守民校長就職週年感言
祂既委派你們做這高貴羊群的領袖，就必賜下足夠的智慧與能力，

50週年校慶專頁
http://www.wzu.edu.tw/wenzao50/

◎2016年校友回娘家活動
 

活動時間：2016年10㈪15㈰(㈥) 
　　　　　㆘午2:00-4:30
活動㆞點：文藻外語大㈻ ㉃善樓16樓

◎建校五十週年慶祝餐會
活動時間：2016年10㈪15㈰(㈥)
　　　　　晚㆖6:00-9:00
活動㆞點：另行公告

◎建校五十週年慶祝大會暨慈善義賣園遊會
活動時間：2016年10㈪16㈰(㈰)
　　　　　㆖午9:30-㆘午3:00
活動㆞點：文藻外語大㈻ 操場

歡迎校友返校共襄盛舉！
活動詳情請洽文藻公關室（校友聯絡㆗心）
聯絡電話：07-3426031分機1606
E-mail：alumni@mail.wzu.edu.tw

建校五十週年校慶

活動預告

歡迎踴躍推薦文藻卓越校友
即㈰起㉃3㈪31㈰止受理推薦
活動詳情請洽文藻公關室（校友聯絡㆗心）
07-3426031分機1606

2016年
傑出校友暨榮譽校友

遴選活動

2016年
文藻德國暨歐洲校友會

活動訊息
德國暨歐洲校友會5㈪7㈰與您相約在德國
紐倫堡Nűrnberg歡迎全球各㆞校友共襄盛舉！
活動聯絡㆟請洽德國校友會會長 林秀英(6GS)
E-mail：abinglinbieber@gmail.com

畢業40年、30年、20年及10年校友回娘家活動
歡迎專科部第6、16、26屆及四技部95級校友回娘家

文藻與泰國㆗央集團簽跨國

產㈻合作

文藻參訪美國㈴校  

為成立網路大㈻取經

組團赴大陸㈻術交流 
為50週年校慶熱身

文藻㈹表團赴教廷  
出席世界㆝主教教育會議

 ICUSTA雙年會 

11校㈹表齊聚智利

出席歐洲教育者年會

拓展國際㈻術合作

遠見雜誌2016年㈽業最愛大㈻生調查《語文 / 傳播專業領域》全國大㈻校院第㆒㈴
Cheers雜誌2016年㈽業最愛大㈻生調查《具㈲國際觀與外語能力》全國技職校院第㆒㈴

2016 媒 體 評 比 績 ㊝ 報 導2016 媒 體 評 比 績 ㊝ 報 導2016 媒 體 評 比 績 ㊝ 報 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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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關室／吳麗菁採訪報導】文藻終身榮譽教授李文瑞

博士（曾任第㈦、㈧、㈨任校長），因是虔誠的㆝主教

徒，堅信「施比受更㈲福」的理念，獻身教育事業近

40年，總是「在別㆟的需要㆖看見㉂己的責任」，令許

多㆟感念在心。2015年12㈪20㈰為文藻聖誕共融餐會，

退㉁後的李前校長受邀出席，會㆗慷慨捐助千萬善款予

文藻，成立「李文瑞教授教㈻暨課程改革獎助基㈮」，

幫助課程設計發展，令在場的文藻㆟感動落淚。

文藻外大每年都為教職員工暨退㉁㆟員，舉辦聖誕

共融餐會，李文瑞教授受邀出席，並由大㊛兒李澐㈹表

李文瑞終身榮譽教授　慨捐文藻千萬善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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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藻參訪美國名校  為成立網路大學取經
【公關室／吳麗菁採訪報導】文

藻外語大㈻為建置網路大㈻並拓

展國際㈻術交流，2015年8㈪由校

長周守民，率領教務長陳立言、

進修部主任龔萬㈶前往美國多所

頂尖大㈻交流，吸取其網路大㈻

成功經驗，並洽談建立姊妹校，

透過交換生、海外實習等，擴展

雙方合作交流。

此行，文藻行政團隊安排㉃

美國㈦所㈴校取經，包括加州大

㈻洛杉磯分校、南加州大㈻、加

州州立大㈻長灘分校、鳳凰城網

路大㈻、亞利桑那州立大㈻等。

進修部主任龔萬㈶表示，在

全球教育數位化的發展趨勢㆘，

因應進修部轉型成網路大㈻，文

藻在過去兩年即陸續投入遠距教

材研發，未來㈤年，也將繼續投

入 大 幅 研 發 經 費 ， 建 置 網 路 大

㈻，讓㈻習可以不受時間及空間

的限制。

訪美期間，文藻㆒行㈵別拜

會位於俄亥俄州的姊妹校吳甦樂

㈻院(Ursuline College)，除將安排

護理專長的教師㉃文藻授課（護

【公關室／整理報導】文藻為促進與姊妹校㈻術交流，於

2015年底分別赴大陸北京及廣州參與兩場㈻術研討會。周

守民校長於10㈪底率領各院系㈹表㆒行13㆟，參加由北京

外國語大㈻主辦之第12屆「海峽兩岸外語教㈻研討會」。

該研討會是㉂2004年起，由文藻與輔仁大㈻、㆖海外國語

大㈻及北京外國語大㈻㆕校共同發起，首屆研討會即由文

藻主辦，今年10㈪再度輪由文藻外語大㈻主辦。     

11㈪初，周守民校長偕同公關室主任鄭淑玲，出席

廣東外語外貿大㈻舉辦之50週年校慶活動暨第14屆亞洲校

長論壇(Asian University Presidents Forum)。此次出訪，文

藻與㊙魯、菲律賓、韓國、馬來西亞、孟加拉等㈤所大㈻

締結㈻術交流合約，交流成果豐碩，周校長㈵別邀請各校

㈹表出席文藻50週年校慶舉辦的多場國際㈻術研討會。

組團赴大陸學術交流 

為50週年校慶熱身

【公關室／整理報導】文藻校長周守民2015年11㈪㆘旬率團

赴歐洲，出席於梵蒂岡舉行的世界㆝主教教育會議，教㊪方

濟各親臨閉幕式，此次活動同時於2015年紀念梵蒂岡第㆓屆

大公會議的《㆝主教教

育宣言》㈤㈩週年，以

及教㊪若望保祿㆓世頒

布 的 《 ㆝ 主 教 大 ㈻ 憲

章》廿㈤週年。

㈹表團受到㆗華民

國駐教廷大使王豫元設

宴款待，還㈵別拜會聖

吳甦樂羅馬聯合會，與

總會長王彩俶修㊛(第㆒

屆英文科校友)歡聚，並

與文藻第㆒所墨西哥姊

妹 校 － 阿 納 瓦 克 大 ㈻

(Universidad Anáhuac 

México Sur)簽訂㈻術交

流備忘錄。

【公關室／吳麗菁整理報導】2015年第27屆歐洲教

育者年會(EAIE)，9㈪㆗於蘇格蘭格拉斯哥舉行，

來㉂全球90個國家，約5,050位㈹表與會，文藻外語

大㈻由周守民校長及國際暨兩岸合作處葉佰賢組長

出席年會，於會㆗宣傳文藻辦㈻㈵色，並與多所大

㈻洽談㈻術合作交流，同時強化與姊妹校合作關

係，成功拓展國際合作版圖。此年會是歐洲最大的

國際高等教育會議，文藻外語大㈻係首度參與。

周守民校長(左二)、前國際長林潔(左一)與正在智利求學

的文藻交換生會面(右一許楚苹，右二 陳旻萱)

第12屆海峽兩岸外語教學研討會所有與會者於北外大圖書館合影

文藻代表團拜訪聖吳甦樂會羅馬總會，

受到總會長王彩俶修女(前排中)熱烈歡

迎，後排中為總會諮議Moekti修女

國合處葉佰賢組長(中)與多所大學洽談學術合作

(相片提供／財團法人高等教育國際合作基金會)

南加州校友會熱情歡迎母校師長蒞臨 北加州校友會熱忱接待校長周守民

（前排中）及教務長陳立言（前右四）

陳立言教務長與富特赫斯州立大學校長Mirta M. Martin

龔萬財主任合影(由右至左)

吳甦樂學院行政團隊熱情接待文藻訪團

(前排左1：吳甦樂學院校長Sr. Christine De Vinne )

【公關室／謝淑如、陳 芬整理報導】為強化與㆝主教

大㈻㈻術合作交流，文藻周守民校長與前國際長林潔於

2015年9㈪前往智利，參加「2015年聖多瑪斯阿奎那大

㈻國際聯盟雙年會（The 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The 

Universities of Saint Thomas Aquinas, ICUSTA）」。此次

會議同時推舉指導委員會成員，由智利聖多瑪斯大㈻、

㉁士頓聖多瑪斯大㈻、法國㆝主教高等教育㈻院、艾維

拉㆝主教大㈻及文藻外語大㈻等校擔任，文藻由㈻術副

校長陳美華㈹表，擔任指導委員會成員。

宣布，將逐年捐出累計總㈮額新台幣1,000萬元，成立獎

助基㈮，做為課程設計、教材開發，及文藻改㈴大㈻後，

各㈻院的㈵色發展及跨領域的整合發展基㈮。消息宣布

後，全場震撼，教職員工感佩李前校長的善舉，不約而同

起立致敬，掌聲不絕。

民國98年，李前校長㉂文藻退㉁後，健康狀態大不如

前，近年來尚須仰賴外傭照顧起居及復健，但他對文藻的

付出與熱忱卻不曾減少，更願意慨捐千萬善款，幫助文藻

成為國際化的卓越外語大㈻，他的善行，是所㈲文藻㆟的

驕傲，更是師生心㆗，永遠以文藻為念的李校長。 李前校長(中)說明捐款緣由，周守民校長（右）

陳美華學術副校長（左）表達無限感謝

【公關室／整理報導】文藻外語大㈻今年1㈪25㈰與泰

國連鎖飯店百貨業龍頭－㆗央集團（Central Hospitality 

International, CHi）簽訂合作備忘錄，此為該集團首度

與台灣的大㈻校院進行跨國產㈻合作。文藻英文系選

派8㈴㊝秀㈻生，㉃該集團位於芭達雅、普吉島、馬爾

㆞夫等㆞的飯店實習半年。

簽約儀式由文藻周守民校長及CHi執行長Thirayuth 

Chirathivat共同簽署，駐泰國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謝武

樵大使及政治組藍夏禮組長均獲邀觀禮。泰國㆗央集

團旗㆘擁㈲飯店、渡假村、百貨公司、餐廳、精品

店、芳療事業、會議㆗心等，在全泰國即㈲46家連鎖

飯店與渡假村；在東南亞及㊞度洋區，擁㈲21家度假

村；曼谷最知㈴的百貨公司Central World 即屬於該集

團所㈲。

校長周守民表示，㆗央集團是全泰國最大的百貨

文藻與泰國中央集團簽跨國產學合作
飯店連鎖㈽業，文藻㈲幸成為全台首家與該集團合作的

大㈻，㈻生不但可接觸到國際㈬準的觀光產業實務，深

入了解泰國文化，如表現良好，畢業後將可留任。

CHi也將㊝良的㈽業形象推展到台灣，促進兩國在觀

光、餐旅、百貨零售等深入交流，是㆒個多方獲益的合

作。該集團承諾，未來從文藻外

語大㈻畢業的泰國㈻生或國際㈻

生，都㈲機會進入該集團工作，

對於文藻推展國際招生不啻㊟入

㆒劑強心針。

英文系主任翁㆒珍感謝該

集團㈽業形象副總裁鄭馨發及夫

㆟林珠玲的大力奔走，促成此次

合 作 。 林 ㊛ 士 乃 文 藻 校 友

(14F)，定居泰國多年，積極㈿

周守民校長(左三)與泰國中央集團執行長Thirayuth 
Chirathivat(右四)簽訂產學合作備忘錄，我駐泰大使
謝武樵(左四)、鄭馨發副總裁(右一)及夫人林珠玲
女士(右二)、翁一珍主任(左二)在場觀禮。

經過嚴格挑選及培訓的文藻實習生赴CHi
所屬飯店報到

助台商以及我國使館拉近與泰國，以及其他國家的外

交、經貿關係，更致力於慈善事業，受到各界肯定。

林㊛士去年返校領取文藻頒發之「2015年傑出校友」

獎㊠，熱心為文藻搭起與泰國㆗央集團的合作橋梁，

對於文藻㈻生進軍東南亞就業市場㈲很大的幫助。

理英文），並鼓勵該校㈻生踴躍參與文藻暑期華語營，促進雙方更密切的交

流。

此次美國參訪行程，文藻行政團隊㈵別安排拜訪南加州校友會及北加州

校友會，受到當㆞校友熱情接待，南加州校友會會長王師凱、與北加州校友

會會長吳純娟親㉂接機，安排與校友餐敘，展現文藻㆟的熱情，並相約2016年

10㈪份文藻50週年校慶返校歡聚。

ICUSTA雙年會 

11校代表齊聚智利

文藻代表團赴教廷  

出席世界天主教教育會議

出席歐洲教育者年會 
拓展國際學術合作

響應捐款請洽文藻外語大學公關室

 贊助出版
《文藻建校50週年特刊》

 贊助出版
《文藻建校50週年特刊》

《示意圖》

【公關室／吳麗菁採訪報導】在㈻習無國界的趨勢㆘，許多㈻生都懷

抱留㈻夢，爭取國際交流的機會。即使家庭經濟不允許，只要㈻生㈲

傑出的表現，仍㈲機會申請到校內外補助出國交流。文藻外語大㈻設

立的「海外獎助㈻㈮」募款專案，就是為了幫助經濟弱勢，表現㊝秀

的同㈻，赴海外實習、擔任國際志工或國際交換生等，㆒圓出國夢。

就讀專科部西文科㆕年級的陳政雄就是㆒例，雖然家庭經濟狀況

不理想，但他樂觀、充滿活力、成績㈴列前茅，熱衷參與校內各㊠活

動，假㈰在餐廳打工，為出國存旅費。這㈻期陳政雄通過校內甄選，

申請到法國諾曼第管理㈻院的交換生課程，除了教育部㈻海飛颺獎㈻

㈮補助，也獲得文藻「海外獎助㈻㈮」10萬元的補助出國旅費及㈻

費，靠㉂己的努力㆒圓留㈻夢，不致造成家裡的經濟負擔。

李雅雯目前就讀㆕技部㈰文系㆔年級，母親於㈦年前因肺腺癌病

逝，父親獨力扶養3㈴子㊛，經濟負擔重。李雅雯對於擔任國際志工相

當㈲使命感，連續兩年參與文藻國際志工隊「國際服務㈻習團」（簡

稱WISLA）部分㉂費出國服務，遠赴泰北清邁山區的㈻校，從事㆗

文、電腦及才藝教㈻，過程雖然很辛苦，卻樂於服務。李雅雯也申請

到文藻「海外獎助㈻㈮」，到海外擔任志工。

文藻在全球㈲近200所姊妹校，向來鼓勵㈻生參與國際交換生、國

際志工或海外實習，並積極爭取經費補助，讓㈻生們沒㈲後顧之憂，

全心於海外㈻習、拓展國際視野，提升其未來職場競爭力。

李雅雯（站立者右）以愛心教導當地老師及孩童

文藻海外獎助學金募款專案 
幫助優秀學生圓夢

經濟部㈬利署【104年節㈬績㊝單位選拔】　本校榮獲全國教育服務業績㊝獎
高雄市政府經濟發展局【104年節電競賽活動】　本校榮獲大專院校組第㆒㈴
教育部103㈻年度深化推動「紫錐花運動」　本校榮獲績㊝單位
教育部【104年度㆗央政府推動建立員工㈻習制度】　本校榮獲㊝等獎
本校教務長陳立言副教授 榮獲「104年度教育部生命教育㈵色績㊝㆟員」

文藻師生績㊝表現˙104年獎聲連連

獎項名稱 得獎名次

全國英語字彙大考驗

得獎團體／學生

特優

第一名

優等

優等

優勝

第三名

第一名

優等

第二名

優等

第一名

第二名

最佳服裝及
化妝設計獎

第二名

第一名

優勝

中文行銷簡報獎第二名
英文行銷簡報獎第二名
解說接待獎第三名

第三名

第二名

冠軍

冠軍

海外獎助學金募款專案 
郵政劃撥帳號：04879956   
戶名：文藻外語大學

March  2016

本校㈻生參賽獲獎榮譽榜

外
語
競
賽

專
業
競
賽

公益
服務

課
外
活
動

「104年全國語文競賽」閩南語演說

2015年全國法語短片比賽

第六屆文藻盃全國高中職日文朗讀比賽

2015年海峽兩岸口譯大賽

(日語)首屆邀請賽

2015年第七屆法語戲劇聯展

2015年度第五屆TBSA全國大專

創新企劃競賽

2015年度第五屆TBSA全國大專

創新企劃競賽

「2015年社會企業假日市集」行銷企劃

競賽(大專青年組)

2015年正新瑪吉斯第十八屆全國經營

管理實務專題競賽

「我是CEO創意PLAY夢想」產品行銷類競賽

評選暨觀摩活動（技專校院組服務性社團）

第五屆全國暨海外教育盃

電子書創作大賽

2015年國際院校會展城市行銷競賽

台灣全人關懷照護服務協會104年

青年志工績優團隊全國競賽

104年全國大專校院學生社團評選暨

觀摩活動（技專校院組服務性社團）

南台科技大學全國大專院校第十八屆

南方之星民謠吉他比賽 （個人組）

103學年度全國學生舞蹈比賽

（高雄市北區個人組）

台灣國際舞蹈學生爭霸賽（高中大專組）

「103學年度全國學生音樂比賽」

絲竹室內樂合奏（大專團體B組）

「103學年度全國學生舞蹈比賽」

古典舞決賽　全區高中職個人組

「2015年大台南國際音樂大賽」

弦樂四重奏 （高中組團體組）

2015年第九屆衛武營全國音樂大賽

（長笛高中一般組）

【2015年大台南國際音樂大賽】 

弦樂四重奏 （高中組團體組）

AOUC亞洲暨大洋洲飛盤爭奪錦標賽

（女子組）

第一名

優等

優等

四技部 

外教系 朱怡寧 楊兆國 魏廷憓 莊小嫺

專科部

法文科 徐子堯

專科部

英文科 周鈺霈

專科部 
西文科 沈倍安 陳品彣 王珮如
英文科 吳予茿

二技部 
英文系 黃智偉 余卓岳 鍾至柔 王靖為 
專科部 日文科 吳品宏 

四技部 
數位系 鄧郁璇 郭溫宜 柯佩賢 孔垂筠 
             曾文穎 鄭又豪

四技部 

國企系 鄭令婕 簡君伃 王漢霖 李達富

四技部 
國企系 鄭立岡 黃聖翔 黃俊庭 王澤元 
             翁意閔 鄒明真

四技部

法文系 二年級A班

五專部 

法文科 廖珮均 曾靖雯 蔡沛倫 朱紫誼

專科部 

英文科 曾榆鈞 吳佳玲 楊欣慈 陳佳怡

五專部
英文科 曾榆鈞 陳佳怡 楊欣慈 林柔甄 張芳綺 
吳佳玲 劉姮秀 陸郁廷 譚　欣 林家伊 張涵茵

二技部

英文系 王語涵

專科部 

英文科 甘定中

二技部 英文系 余卓岳 鍾至柔 葉瑾雯

四技部 英文系 譚懿心 四技部 國企系游培芳

四技部 

法文系 張琳

童軍團

四技部

吉他社 邱立翰

國樂社

專科部

法文科 許瀞云

小提琴社

中東肚皮舞社

四技部 
國際事務系 李宗穎 
傳藝系 欒暐

專科部 

法文科 許瀞云

類別

〈更多獲獎訊息，請參考文藻首頁校園榮譽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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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關室／吳麗菁採訪報導】文藻終身榮譽教授李文瑞

博士（曾任第㈦、㈧、㈨任校長），因是虔誠的㆝主教

徒，堅信「施比受更㈲福」的理念，獻身教育事業近

40年，總是「在別㆟的需要㆖看見㉂己的責任」，令許

多㆟感念在心。2015年12㈪20㈰為文藻聖誕共融餐會，

退㉁後的李前校長受邀出席，會㆗慷慨捐助千萬善款予

文藻，成立「李文瑞教授教㈻暨課程改革獎助基㈮」，

幫助課程設計發展，令在場的文藻㆟感動落淚。

文藻外大每年都為教職員工暨退㉁㆟員，舉辦聖誕

共融餐會，李文瑞教授受邀出席，並由大㊛兒李澐㈹表

李文瑞終身榮譽教授　慨捐文藻千萬善款

����105�3�

文藻參訪美國名校  為成立網路大學取經
【公關室／吳麗菁採訪報導】文

藻外語大㈻為建置網路大㈻並拓

展國際㈻術交流，2015年8㈪由校

長周守民，率領教務長陳立言、

進修部主任龔萬㈶前往美國多所

頂尖大㈻交流，吸取其網路大㈻

成功經驗，並洽談建立姊妹校，

透過交換生、海外實習等，擴展

雙方合作交流。

此行，文藻行政團隊安排㉃

美國㈦所㈴校取經，包括加州大

㈻洛杉磯分校、南加州大㈻、加

州州立大㈻長灘分校、鳳凰城網

路大㈻、亞利桑那州立大㈻等。

進修部主任龔萬㈶表示，在

全球教育數位化的發展趨勢㆘，

因應進修部轉型成網路大㈻，文

藻在過去兩年即陸續投入遠距教

材研發，未來㈤年，也將繼續投

入 大 幅 研 發 經 費 ， 建 置 網 路 大

㈻，讓㈻習可以不受時間及空間

的限制。

訪美期間，文藻㆒行㈵別拜

會位於俄亥俄州的姊妹校吳甦樂

㈻院(Ursuline College)，除將安排

護理專長的教師㉃文藻授課（護

【公關室／整理報導】文藻為促進與姊妹校㈻術交流，於

2015年底分別赴大陸北京及廣州參與兩場㈻術研討會。周

守民校長於10㈪底率領各院系㈹表㆒行13㆟，參加由北京

外國語大㈻主辦之第12屆「海峽兩岸外語教㈻研討會」。

該研討會是㉂2004年起，由文藻與輔仁大㈻、㆖海外國語

大㈻及北京外國語大㈻㆕校共同發起，首屆研討會即由文

藻主辦，今年10㈪再度輪由文藻外語大㈻主辦。     

11㈪初，周守民校長偕同公關室主任鄭淑玲，出席

廣東外語外貿大㈻舉辦之50週年校慶活動暨第14屆亞洲校

長論壇(Asian University Presidents Forum)。此次出訪，文

藻與㊙魯、菲律賓、韓國、馬來西亞、孟加拉等㈤所大㈻

締結㈻術交流合約，交流成果豐碩，周校長㈵別邀請各校

㈹表出席文藻50週年校慶舉辦的多場國際㈻術研討會。

組團赴大陸學術交流 

為50週年校慶熱身

【公關室／整理報導】文藻校長周守民2015年11㈪㆘旬率團

赴歐洲，出席於梵蒂岡舉行的世界㆝主教教育會議，教㊪方

濟各親臨閉幕式，此次活動同時於2015年紀念梵蒂岡第㆓屆

大公會議的《㆝主教教

育宣言》㈤㈩週年，以

及教㊪若望保祿㆓世頒

布 的 《 ㆝ 主 教 大 ㈻ 憲

章》廿㈤週年。

㈹表團受到㆗華民

國駐教廷大使王豫元設

宴款待，還㈵別拜會聖

吳甦樂羅馬聯合會，與

總會長王彩俶修㊛(第㆒

屆英文科校友)歡聚，並

與文藻第㆒所墨西哥姊

妹 校 － 阿 納 瓦 克 大 ㈻

(Universidad Anáhuac 

México Sur)簽訂㈻術交

流備忘錄。

【公關室／吳麗菁整理報導】2015年第27屆歐洲教

育者年會(EAIE)，9㈪㆗於蘇格蘭格拉斯哥舉行，

來㉂全球90個國家，約5,050位㈹表與會，文藻外語

大㈻由周守民校長及國際暨兩岸合作處葉佰賢組長

出席年會，於會㆗宣傳文藻辦㈻㈵色，並與多所大

㈻洽談㈻術合作交流，同時強化與姊妹校合作關

係，成功拓展國際合作版圖。此年會是歐洲最大的

國際高等教育會議，文藻外語大㈻係首度參與。

周守民校長(中)與正在智利求學的文藻交換生會面

(右一許楚苹，右二 陳旻萱)

第12屆海峽兩岸外語教學研討會所有與會者於北外大圖書館合影

文藻代表團拜訪聖吳甦樂會羅馬總會，

受到總會長王彩俶修女(前排中)熱烈歡

迎，後排中為總會諮議Moekti修女

國合處葉佰賢組長(中)與多所大學洽談學術合作

(相片提供／財團法人高等教育國際合作基金會)

南加州校友會熱情歡迎母校師長蒞臨 北加州校友會熱忱接待校長周守民

（前排中）及教務長陳立言（前右四）

陳立言教務長與富特赫斯州立大學校長Mirta M. Martin

龔萬財主任合影(由右至左)

吳甦樂學院行政團隊熱情接待文藻訪團

(前排左1：吳甦樂學院校長Sr. Christine De Vinne )

【公關室／謝淑如、陳 芬整理報導】為強化與㆝主教

大㈻㈻術合作交流，文藻周守民校長與國際長林潔於

2015年9㈪前往智利，參加「2015年聖多瑪斯阿奎那大

㈻國際聯盟雙年會（The 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The 

Universities of Saint Thomas Aquinas, ICUSTA）」。此次

會議同時推舉指導委員會成員，由智利聖多瑪斯大㈻、

㉁士頓聖多瑪斯大㈻、法國㆝主教高等教育㈻院、艾維

拉㆝主教大㈻及文藻外語大㈻等校擔任，文藻由㈻術副

校長陳美華㈹表，擔任指導委員會成員。

宣布，將逐年捐出累計總㈮額新台幣1,000萬元，成立獎

助基㈮，做為課程設計、教材開發，及文藻改㈴大㈻後，

各㈻院的㈵色發展及跨領域的整合發展基㈮。消息宣布

後，全場震撼，教職員工感佩李前校長的善舉，不約而同

起立致敬，掌聲不絕。

民國98年，李前校長㉂文藻退㉁後，健康狀態大不如

前，近年來尚須仰賴外傭照顧起居及復健，但他對文藻的

付出與熱忱卻不曾減少，更願意慨捐千萬善款，幫助文藻

成為國際化的卓越外語大㈻，他的善行，是所㈲文藻㆟的

驕傲，更是師生心㆗，永遠以文藻為念的李校長。 李前校長(中)說明捐款緣由，周守民校長（右）

陳美華學術副校長（左）表達無限感謝

【公關室／整理報導】文藻外語大㈻今年1㈪25㈰與泰

國連鎖飯店百貨業龍頭－㆗央集團（Central Hospitality 

International, CHi）簽訂合作備忘錄，此為該集團首度

與台灣的大㈻校院進行跨國產㈻合作。文藻英文系選

派8㈴㊝秀㈻生，㉃該集團位於芭達雅、普吉島、馬爾

㆞夫等㆞的飯店實習半年。

簽約儀式由文藻周守民校長及CHi執行長Thirayuth 

Chirathivat共同簽署，駐泰國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謝武

樵大使及政治組藍夏禮組長均獲邀觀禮。泰國㆗央集

團旗㆘擁㈲飯店、渡假村、百貨公司、餐廳、精品

店、芳療事業、會議㆗心等，在全泰國即㈲46家連鎖

飯店與渡假村；在東南亞及㊞度洋區，擁㈲21家度假

村；曼谷最知㈴的百貨公司Central World 即屬於該集

團所㈲。

校長周守民表示，㆗央集團是全泰國最大的百貨

文藻與泰國中央集團簽跨國產學合作
飯店連鎖㈽業，文藻㈲幸成為全台首家與該集團合作的

大㈻，㈻生不但可接觸到國際㈬準的觀光產業實務，深

入了解泰國文化，如表現良好，畢業後將可留任。

CHi也將㊝良的㈽業形象推展到台灣，促進兩國在觀

光、餐旅、百貨零售等深入交流，是㆒個多方獲益的合

作。該集團承諾，未來從文藻外

語大㈻畢業的泰國㈻生或國際㈻

生，都㈲機會進入該集團工作，

對於文藻推展國際招生不啻㊟入

㆒劑強心針。

英文系主任翁㆒珍感謝該

集團㈽業形象副總裁鄭馨發及夫

㆟的大力奔走，促成此次合作。

林㊛士乃文藻校友(14F)，定居

泰國多年，積極㈿助台商以及我

周守民校長(左三)與泰國中央集團執行長Thirayuth 
Chirathivat(右四)簽訂產學合作備忘錄，我駐泰大使
謝武樵(左四)、鄭馨發副總裁(右一)及夫人林珠玲
女士(右二)、翁一珍主任(左二)在場觀禮。

經過嚴格挑選及培訓的文藻實習生赴CHi
所屬飯店報到

國使館拉近與泰國，以及其他國家的外交、經貿關

係，更致力於慈善事業，受到各界肯定。林㊛士去年

返校領取文藻頒發之「2015年傑出校友」獎㊠，熱心

為文藻搭起與泰國㆗央集團的合作橋梁，對於文藻㈻

生進軍東南亞就業市場㈲很大的幫助。

理英文），並鼓勵該校㈻生踴躍參與文藻暑期華語營，促進雙方更密切的交

流。

此次美國參訪行程，文藻行政團隊㈵別安排拜訪南加州校友會及北加州

校友會，受到當㆞校友熱情接待，南加州校友會會長王師凱、與北加州校友

會會長吳純娟親㉂接機，安排與校友餐敘，展現文藻㆟的熱情，並相約2016年

10㈪份文藻50週年校慶返校歡聚。

ICUSTA雙年會 

11校代表齊聚智利

文藻代表團赴教廷  

出席世界天主教教育會議

出席歐洲教育者年會 
拓展國際學術合作

響應捐款請洽文藻外語大學公關室

 贊助出版
《文藻建校50週年特刊》

 贊助出版
《文藻建校50週年特刊》

《示意圖》

【公關室／吳麗菁採訪報導】在㈻習無國界的趨勢㆘，許多㈻生都懷

抱留㈻夢，爭取國際交流的機會。即使家庭經濟不允許，只要㈻生㈲

傑出的表現，仍㈲機會申請到校內外補助出國交流。文藻外語大㈻設

立的「海外獎助㈻㈮」募款專案，就是為了幫助經濟弱勢，表現㊝秀

的同㈻，赴海外實習、擔任國際志工或國際交換生等，㆒圓出國夢。

就讀專科部西文科㆕年級的陳政雄就是㆒例，雖然家庭經濟狀況

不理想，但他樂觀、充滿活力、成績㈴列前茅，熱衷參與校內各㊠活

動，假㈰在餐廳打工，為出國存旅費。這㈻期陳政雄通過校內甄選，

申請到法國諾曼第管理㈻院的交換生課程，除了教育部㈻海飛颺獎㈻

㈮補助，也獲得文藻「海外獎助㈻㈮」10萬元的補助出國旅費及㈻

費，靠㉂己的努力㆒圓留㈻夢，不致造成家裡的經濟負擔。

李雅雯目前就讀㆕技部㈰文系㆔年級，母親於㈦年前因肺腺癌病

逝，父親獨力扶養3㈴子㊛，經濟負擔重。李雅雯對於擔任國際志工相

當㈲使命感，連續兩年參與文藻國際志工隊「國際服務㈻習團」（簡

稱WISLA）部分㉂費出國服務，遠赴泰北清邁山區的㈻校，從事㆗

文、電腦及才藝教㈻，過程雖然很辛苦，卻樂於服務。李雅雯也申請

到文藻「海外獎助㈻㈮」，到海外擔任志工。

文藻在全球㈲近200所姊妹校，向來鼓勵㈻生參與國際交換生、國

際志工或海外實習，並積極爭取經費補助，讓㈻生們沒㈲後顧之憂，

全心於海外㈻習、拓展國際視野，提升其未來職場競爭力。

李雅雯（站立者右）以愛心教導當地老師及孩童

文藻海外獎助學金募款專案 
幫助優秀學生圓夢

經濟部㈬利署【104年節㈬績㊝單位選拔】　本校榮獲全國教育服務業績㊝獎
高雄市政府經濟發展局【104年節電競賽活動】　本校榮獲大專院校組第㆒㈴
教育部103㈻年度深化推動「紫錐花運動」　本校榮獲績㊝單位
教育部【104年度㆗央政府推動建立員工㈻習制度】　本校榮獲㊝等獎
本校教務長陳立言副教授 榮獲「104年度教育部生命教育㈵色績㊝㆟員」

文藻師生績㊝表現˙104年獎聲連連

獎項名稱 得獎名次

全國英語字彙大考驗

得獎團體／學生

特優

第一名

優等

優等

優勝

第三名

第一名

優等

第二名

優等

第一名

第二名

最佳服裝及
化妝設計獎

第二名

第一名

優勝

中文行銷簡報獎第二名
英文行銷簡報獎第二名
解說接待獎第三名

第三名

第二名

冠軍

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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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生參賽獲獎榮譽榜

外
語
競
賽

專
業
競
賽

公益
服務

課
外
活
動

「104年全國語文競賽」閩南語演說

2015年全國法語短片比賽

第六屆文藻盃全國高中職日文朗讀比賽

2015年海峽兩岸口譯大賽

(日語)首屆邀請賽

2015年第七屆法語戲劇聯展

2015年度第五屆TBSA全國大專

創新企劃競賽

2015年度第五屆TBSA全國大專

創新企劃競賽

「2015年社會企業假日市集」行銷企劃

競賽(大專青年組)

2015年正新瑪吉斯第十八屆全國經營

管理實務專題競賽

「我是CEO創意PLAY夢想」產品行銷類競賽

評選暨觀摩活動（技專校院組服務性社團）

第五屆全國暨海外教育盃

電子書創作大賽

2015年國際院校會展城市行銷競賽

台灣全人關懷照護服務協會104年

青年志工績優團隊全國競賽

104年全國大專校院學生社團評選暨

觀摩活動（技專校院組服務性社團）

南台科技大學全國大專院校第十八屆

南方之星民謠吉他比賽 （個人組）

103學年度全國學生舞蹈比賽

（高雄市北區個人組）

台灣國際舞蹈學生爭霸賽（高中大專組）

「103學年度全國學生音樂比賽」

絲竹室內樂合奏（大專團體B組）

「103學年度全國學生舞蹈比賽」

古典舞決賽　全區高中職個人組

「2015年大台南國際音樂大賽」

弦樂四重奏 （高中組團體組）

2015年第九屆衛武營全國音樂大賽

（長笛高中一般組）

【2015年大台南國際音樂大賽】 

弦樂四重奏 （高中組團體組）

AOUC亞洲暨大洋洲飛盤爭奪錦標賽

（女子組）

第一名

優等

優等

四技部 

外教系 朱怡寧 楊兆國 魏廷憓 莊小嫺

專科部

法文科 徐子堯

專科部

英文科 周鈺霈

專科部 
西文科 沈倍安 陳品彣 王珮如
英文科 吳予茿

二技部 
英文系 黃智偉 余卓岳 鍾至柔 王靖為 
專科部 日文科 吳品宏 

四技部 
數位系 鄧郁璇 郭溫宜 柯佩賢 孔垂筠 
             曾文穎 鄭又豪

四技部 

國企系 鄭令婕 簡君伃 王漢霖 李達富

四技部 
國企系 鄭立岡 黃聖翔 黃俊庭 王澤元 
             翁意閔 鄒明真

四技部

法文系 二年級A班

五專部 

法文科 廖珮均 曾靖雯 蔡沛倫 朱紫誼

專科部 

英文科 曾榆鈞 吳佳玲 楊欣慈 陳佳怡

五專部
英文科 曾榆鈞 陳佳怡 楊欣慈 林柔甄 張芳綺 
吳佳玲 劉姮秀 陸郁廷 譚　欣 林家伊 張涵茵

二技部

英文系 王語涵

專科部 

英文科 甘定中

二技部 英文系 余卓岳 鍾至柔 葉瑾雯

四技部 英文系 譚懿心 四技部 國企系游培芳

四技部 

法文系 張琳

童軍團

四技部

吉他社 邱立翰

國樂社

專科部

法文科 許瀞云

小提琴社

中東肚皮舞社

四技部 
國際事務系 李宗穎 
傳藝系 欒暐

專科部 

法文科 許瀞云

類別

〈更多獲獎訊息，請參考文藻首頁校園榮譽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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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藻最前線 1校友大追擊4

文藻最前線

2016媒體評比績㊝報導

周守民校長就職週年感言

慶㈷文藻建校50週年　

邀請全球校友返校歡聚

1

國際交流站2

校園萬花筒3

校友大追擊

文藻校友回娘家歡慶畢業40、

30、20年

文藻建校50週年　

籌劃成立台灣校友總會

校友短波

活動快訊

4

李文瑞終身榮譽教授

慨捐文藻千萬善款

文藻海外獎助㈻㈮募款專案 

幫助㊝秀㈻生圓夢

贊助出版 文藻建校50週年㈵刊

文藻師生績㊝表現

104年獎聲連連

March  2016

【公關室／謝淑如、校園記者黃鈺雯、王宜淵、

楊凱淇採訪報導】文藻外語大㈻於2015年10㈪

17㈰舉辦「畢業40年、30年及20年校友回娘家」

活動。專科部第5屆、15屆及25屆校友，共㈲超過

250㈴校友及眷屬出席。今年也是首度迎接專科部

㊚校友(15屆)回娘家，分享許多當年㈲趣的經歷和

感受。 

文藻校長周守民熱情歡迎校友回娘家，她㈵

別感謝校友在㈳會㆖的努力與貢獻，以及師生們

在教㈻與課內外的出色表現，讓文藻㈴聲歷久彌

新。最後，她邀請在場校友2016年10㈪再回母

校，參加建校㈤㈩週年校慶。

董事長楊敦和感謝文藻家㆟從世界各㆞趕回

母校相聚，他允諾會盡最大的努力，實現校友對

文藻的期待，希望每㆒位校友，都能夠以身為文

藻㆟為榮。

 文藻前董事長、現任終身榮譽教授斐德

修㊛致詞時表示，校友在畢業多年後，能夠

重新回到少年成長的㆞方，與當時候的夥伴

聚在㆒起，這不只是平凡的校友聚會，也是

㆟生重新出發，走向㆟生㆘㆒個里程碑很重

要的階段。希望校友在聚會㆗重新得著力

量，邁向㆟生新的階段。斐德修㊛鼓勵校

友，㆟生充滿希望，生命非常美好，希望校

友彼此包容、互相勉勵。

第5屆德文科校友暨北區校友會會長于乃

鳳㈹表致詞時，感謝文藻提供的外語㈻習環

境，以及培養大愛的精神，讓文藻校友在各

方面都能㈲㊝異的表現。第15屆王師凱及翁淑惠

校友，以及第25屆校友暨高雄市校友會理事長郭

欣易與陳怡伶，分別㆖台分享在校時的生活點

滴，以及㈻校教育對其個㆟的影響。電影「想

飛」故事的㊛主角，第25屆英文科校友楊雅惠，

也由夫婿李政亮陪同㆖台分享。楊雅惠回憶，剛

進入文藻時，因為視障生身份，被安排與第23屆

的㈻姊陳瑩同寢室。多才多藝的陳瑩㉂創的歌曲

「緣起」，令她懷念㉃今。隨後，陳瑩校友突然

出現在舞台㆖，用吉他㉂彈㉂唱「緣起」，給楊

雅惠㆒個驚喜，現場校友齊聲合唱，重溫美好的

校園時光。

活動最後，師生㆒同高唱文藻校歌，以歌聲

㈹替言語，道出校友對㈻校的感念。在夕陽餘暉

㆘，校友們齊聚正氣樓與師長合影，不捨㆞道

別，相約50週年校慶再見。

文藻校友回娘家  歡慶畢業40、30、20年

※捐款芳名錄 請參閱文藻公關室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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贊助出版《文藻建校50週年特刊》
郵政劃撥

文藻建校五十週年  籌劃成立台灣校友總會　
凝聚校友力量邁向㆘㆒個50年

文藻外語大㈻創立於西元1966年，於2016年即將跨越半個世

紀。50年來，文藻校友㆒直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從第㆒屆畢業

校友200㆟，㉃今已㈲3萬2千㈴畢業校友遍布世界各㆞，在各個領域

㈲卓越傑出的表現。因此，在文藻建校50週年之際，為團結校友力

量，陪伴文藻繼續邁向㆘㆒個50年，籌劃於2016年10㈪成立「文藻

台灣校友總會」。為此，周守民校長㉂2015年2㈪㆖任以來，馬不停

蹄造訪各㆞校友，向校友

請益。文藻的未來，您不

能缺席，歡迎文藻校友熱

情參與此盛事，讓文藻㆟

繼續在全世界發光發熱！

文藻台灣校友總會籌備相

關 訊 息 請 洽 文 藻 公 關 室

（校友聯絡㆗心）。

Eva是位仁慈的

㆟，是㆖帝派來撫

慰我們當㆗苦難的

子民。無論何㆟何

處，她都展現出樂

觀開朗，陽光般的

熱情，給予周遭的

㆟快樂的能量。這不是㆒般㆟能表現的性格。只㈲

㆖帝派來的㆝使才能對㆟這麼貼心。她的㆟緣太好

了，大家爭相邀請，說啊：愛娃，趕快來逗我們開

心，等您很久啦！說不定現在可能已經在別的星球

接受另㆒場熱烈的歡迎，開始另外㆒次開心果的角

色了。愛娃走得簡單瀟灑，讓㆟羨慕不已。生命沒

㈲長短，精彩就好。愛娃的㆒生真的夠精彩了。這

麼多同㈻的懷念，實在值得了。（吳慧美校友〈㆖

圖㊧㆔〉於2015年12㈪15㈰辭世，帶給9F許多的不

捨，因版面㈲限，謹刊登李美華㆒文悼念之。）

9F悼念歡樂天使吳慧美校友
知㈴鋼琴演奏家顏慈瑩校友於2015年

11㈪30㈰受母校之邀，於每年全校師生所期

待的聖誕燃燈禮活動㆗，擔任表演嘉賓。顏

慈瑩用琴聲為全場帶來溫馨的聖誕佳節氣氛

外，並以在文藻求㈻時期所閱讀的世界經典

㈴著小王子的故事，㈷福每㆒個㆟都能找到

生命㆗那朵獨㆒無㆓的玫瑰花。

顏慈瑩校友用琴聲　溫暖文藻人的心

美國東岸校友會於2015年9㈪5㈰在華盛

頓DC由洪佳玲校友（專科部第8屆德西科）

（㊨㆒）召集成立，期能透過校友會的組

織，將文藻㆟”叩”在㆒起聯繫情感。活動

當㆝，從第1屆㉃45屆校友齊聚㆒堂，美東

校友會成立大會，順利圓滿成功！

美東校友會成立大會  會長洪佳玲將
文藻校友"叩"在一起

于乃鳳會長(右)代表北區校友會，致贈

「恭賀母校建校五十週年」水晶紀念牌。

高雄市校友會理事長郭欣易(25ED)

代表致辭。

文藻創校第一屆男生校友，重回母校

與師長開心合影。

王師凱校友(15E/右)與翁淑惠校友

(15F/左)代表致辭。

楊雅惠校友(左)與夫婿李政亮教官(中)的愛情

故事，獲李崗導演取材拍成電影「想飛」。

第5屆英文科A班獲該屆返校人數最多獎，其中已故校友張愛齡

夫婿曾敏先生（左一）偕同愛子，帶了妻子照片出席，會後在

刻有「紀念張愛齡校友」愛心磚前合影留念，十分感人。

「文藻小學堂」考驗校友對於母校的認識

第25屆法文科校友返校參加活動與

恩師戴莉安(前排中)合影

校 友 短 波

2015年4月26日高雄校友聚會 2015年5月22日高雄校友餐敘

2015年12月18日舉辦台北校友餐會，

楊敦和董事長與夫人于澄校友（2EA）

亦連袂出席。

2015年7月10日參訪台南校友陳春利

(16S，右3)之黑橋香腸博物館

2015年10月30日台中校友聚會

第5屆校友於正氣樓前與師長合影留念

美東校友會成立大會校友合影

會長洪佳玲（後排右1）。

時間是可敬的諍友，不覺就任㉃今將屆滿㆒年，比起百年樹㆟的

教育大業，還說不㆖㈲成績，但仍㈲必要向大家報告過去㆒年的成果：

㆒、 就任時各單位進行業務訪談所提出120㊠之多的業務重點，除了㆔㊠

尚待持續深耕外，幾已階段性改善或完成，並讓校務運作更為

順暢。

㆓、 ㆗程校務發展計畫經不斷滾動修正，包含8大策略、32㊠分㊠計畫及

69㊠行動方案，仍持續進行，期能早㈰達成發展目標與願景。

㆔、 在去年暑假的「精進校務經營主管共識營」㆗，蒐集與會主管意見

彙整而成的文藻㆕瑰寶：（1）「文藻㆟」的彰顯、（2）㆝主信仰

／敬㆝愛㆟（含聖吳甦樂、聖安琪、及修㊛們的精神）、（3）

博雅的㆟文教育、（4）語言教㈻。其㆗第㆒㈴為「文藻㆟」的

㈵質乃以㈻生為主體的教育理念，及用心付出的教師，故諮輔㆗心

提出「深度文藻㆟陪伴生涯發展計畫」的「文藻㆟師寶庫」，已邀

請超過20位退㉁㆟員、現職教師加入，期待未來㈲更多教職員、校

友加入陪伴㈻生的行列，期能㈿助面臨生命成長、㈻習與發展㈲需

求的㈻生。

㆕、 建置網路大㈻是㆗程校務發展之第㈦㊠策略，除了建置硬體設備

外，在各系教師們積極投入㆘，本㈻年度已開設超過25門課，計劃

㉃107㈻年度將可達174門，期能在量與質面向㆖均能不斷提升，讓

㈰間部與進修部㈲更具前瞻性的發展。

㈤、 國際化是文藻㆒向重視的㆒環，去年參訪姐妹校、出席國際會議、

參加教育展，成效頗豐；此外，外國㈻位生、陸生、港澳生、交換

生㆟數也持續增加，姐妹校數已近200所，期未來能讓文藻師生

國際移動力更提升、更㈲成就感。

㈥、 教育部實㆞評鑑是104㈻年㆖㈻期最大盛事，文藻接受來㉂產官㈻界

委員們的檢視，期望經由這樣的檢視，讓本校專業系所發展、校務

行政運作，都能更㆖層樓，精益求精、㈰新又新。

「105」是文藻關鍵的㆒年，除了面臨高等教育少子㊛化的考驗，

也同時是我們迎接「文藻50禧年」，值得歡欣慶賀的㆒年！繼往開來、

承先啟後，近期尚㈲㆒系列計畫，敬邀所㈲文藻㆟㆒起參與：

㆒、 我們將在㆓㈪初行政會議，針對評鑑委員提出的問題及問卷調查

㆗，教師、行政㆟員、㈻生反映的意見，做廣度與深度的討論，期

能提出改善精進的策略、措施，讓所㈲文藻㆟都能㈲成就感與幸福

感。

㆓、 ㈻期初各系所㆗心所描繪的培

育目標、發展願景及每位教師

所提出的㈥年計畫，經過教發

㆗心同仁的彙整、分析後，也

將會㈲近程具體作法，期能

㈿助各單位與教師釐清，以

訂定未來方向，使在各㉂工作

㆖㈲突出的表現。

㆔、 「大數據」是近年來高等教育非常重視且廣泛運用於各㊠校務分析

與決策㆖的工具，本校也由教務、研發及相關主任們積極研擬未來

校務可能產生困境的解決方案，期望開闢㆒條文藻永續發展的康莊

大道。

㆕、 面對不斷變化的外在環境，本校各㈻制的課程在教務處的規劃㆘，

也將針對畢業㈻分、語言與實習課程、㆕技㈧大模組課程，深入

研討，期能提出對教師教㈻、㈻生㈻習，產生最大效能的策略或

改變。

㈤、 「衍生㈽業」也是近年來教育部鼓勵各大專校院積極擴展的方向，

我們針對「多國語㆗小㈻、幼兒園」的設立、翻譯與會展㆗心的

轉型、及輔導「畢業生創業服務計畫」、創辦「語言諮詢顧問管理

公司」等，積極投入心力，期能為文藻的多元發展創造生機。

㈥、 今年10㈪我們就要歡慶「文藻建校50週年」的大㈰子，這㆒㈻期已

㈲了㆒些熱身活動，籌備委員會也正積極規劃9㈪開㈻後將舉辦的㆒

系列慶㈷活動，規劃㈲校慶大會及涵蓋㈻術、產㈻、體育、校友

聚餐等活動，期望所㈲教職員工生都積極參與，為文藻創造歷史與

故事，並留㆘美好紀念。

以㆖雖㈲為數不少的計畫與反省，但文藻50年來辦教育的堅持，㆒

直奠基在吳甦樂修㊛及前㆟穩紮穩打的基礎㆖，只要繼續秉持我們創校

時的初心（價值）、發展時的核心（理念）、繼續答覆世界需求的願心

（使命），相信在㆝主的光照及會祖聖安琪的護佑㆘，文藻不但會永續

立足台灣，更將躍進世界，完成做光、做鹽的使命，最後祈㈷「文藻

50，㈰新又新」！全體教職員工生在光㆗行走，在喜樂㆗生活！

                                                              文藻外語大㈻校長

                                                                                              　　 周守民　敬誌

                                                                                               2016年1㈪27㈰

故此，你們當清楚堅決地完全屈服於天主聖意之下，

為愛祂而聽其使喚 （聖安琪遺訓，P.66）

【公關室／吳麗菁採訪報導】2016年，欣逢文藻50週年校慶，全校

以「躍〜文藻50•㈰新又新」為主題，展開㆒連串慶㈷活動，除各

㊠㈻術活動、藝文活動、籌劃建校50週年㈵刊等，更盛大舉辦50週

年慶㈷餐會，邀請全球校友返校慶㈷這深具歷史意義的活動。

建校50週年慶㈷大會訂於105年10㈪16㈰（㈰）㆖午舉行，當㈰

慶㈷活動包括「慈善義賣園遊會」、「校史回顧展」、「教育夥伴

締 約 儀 式 」 等 。 （ 1 5 ） ㈰ 周 ㈥ 在 晚 間 舉 辦 「 W e n z a o  A l u m n i 

Homecoming Party」全球校友餐會，預計邀請文藻知㈴校友表演、義

賣活動等，凝聚校友團結的氛圍，感動所㈲文藻㆟。餐會當㈰，   

文藻台灣校友總會將正式成立。　　　　　　　　　

此外，10㈪15㈰（㈥）㆘午也將舉

辦專科部第6、16、26屆（畢業40、

30、20年）及㆕技部95級（畢業10年）

的「校友回娘家活動」，預計再為校慶

活動掀起另㆒波高潮。

文藻建校50週年慶典，邀請全球校友返

校歡聚、參與各項校慶活動！

慶祝文藻建校50週年　邀請全球校友返校歡聚

周守民校長就職週年感言
祂既委派你們做這高貴羊群的領袖，就必賜下足夠的智慧與能力，

50週年校慶專頁
http://www.wzu.edu.tw/wenzao50/

◎2016年校友回娘家活動
 

活動時間：2016年10㈪15㈰(㈥) 
　　　　　㆘午2:00-4:30
活動㆞點：文藻外語大㈻ ㉃善樓16樓

◎建校五十週年慶祝餐會
活動時間：2016年10㈪15㈰(㈥)
　　　　　晚㆖6:00-9:00
活動㆞點：另行公告

◎建校五十週年慶祝大會暨慈善義賣園遊會
活動時間：2016年10㈪16㈰(㈰)
　　　　　㆖午9:30-㆘午3:00
活動㆞點：文藻外語大㈻ 操場

歡迎校友返校共襄盛舉！
活動詳情請洽文藻公關室（校友聯絡㆗心）
聯絡電話：07-3426031分機1606
E-mail：alumni@mail.wzu.edu.tw

建校五十週年校慶

活動預告

歡迎踴躍推薦文藻卓越校友
即㈰起㉃3㈪31㈰止受理推薦
活動詳情請洽文藻公關室（校友聯絡㆗心）
07-3426031分機1606

2016年
傑出校友暨榮譽校友

遴選活動

2016年
文藻德國暨歐洲校友會

活動訊息
德國暨歐洲校友會5㈪7㈰與您相約在德國
紐倫堡Nűrnberg歡迎全球各㆞校友共襄盛舉！
活動聯絡㆟請洽德國校友會會長 林秀英(6GS)
E-mail：abinglinbieber@gmail.com

畢業40年、30年、20年及10年校友回娘家活動
歡迎專科部第6、16、26屆及四技部95級校友回娘家

文藻與泰國㆗央集團簽跨國

產㈻合作

文藻參訪美國㈴校  

為成立網路大㈻取經

組團赴大陸㈻術交流 
為50週年校慶熱身

文藻㈹表團赴教廷  
出席世界㆝主教教育會議

 ICUSTA雙年會 

11校㈹表齊聚智利

出席歐洲教育者年會

拓展國際㈻術合作

遠見雜誌2016年㈽業最愛大㈻生調查《語文 / 傳播專業領域》全國大㈻校院第㆒㈴
Cheers雜誌2016年㈽業最愛大㈻生調查《具㈲國際觀與外語能力》全國技職校院第㆒㈴

2016 媒 體 評 比 績 ㊝ 報 導2016 媒 體 評 比 績 ㊝ 報 導2016 媒 體 評 比 績 ㊝ 報 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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