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懷抱夢想與衝勁「明天，看我的 !」 Tomorrow is mine

文藻校長為愛而站 文藻畢業生在師長祝福聲中高飛展翅，飛向屬於自己
的國度 Believe and do not lose heart and hope.

文藻之光 ! 文藻外大陳心容同學榮獲 2020 第 17 屆
台積電青年學生文學獎短篇小說首獎、張嘉恬同學
獲散文優勝獎

2020 年傑出校友出爐 恭喜黃淑芳、鄭家慶校友當
選！

文藻校友來相挺  愛心義賣活動熱烈展開

歐洲經貿辦事處處長參訪文藻外語大學， 並以「變革中
的歐洲：歐盟近期發展 Europe in Transition：Current 
Affairs in the European Union」為題進行專題演講

  文藻外語大學 108 學年度畢業典禮，於 6 月 6 日在校
內化雨堂舉行。今年的典禮與往年最大的不同是校長
親領團隊為愛而站，親自為每一位畢業生在台上進行
授帶、撥穗及授證的儀式，期望每位畢業生在疫情影
響的衝擊下，仍然保有正向與樂觀，在這人生重要時
刻感受到師長們滿滿的祝福與叮嚀。

   六月，是文藻校園阿勃勒盛開的季節，因應新冠肺
炎疫情，今年的畢業典禮依學制共分為五場次，除了
結合含有「感恩」與「派遣」雙重意義的「畢業感恩
授帶禮」外，亦邀請 2020 年傑出校友回母校接受表
揚。今年畢典主題為「明天，看我的 !」(Tomorrow is 
mine.).....《詳閱全文》   

  文藻外語大學歐盟觀光文化經貿園區，於日前邀請到
歐洲經貿辦事處高哲夫 (Filip GRZEGORZEWSKI) 處長蒞
校參訪並以「變革中的歐洲：歐盟近期發展 Europe in 
Transition：Current Affairs in the European Union」為
題，與學生進行專題演講。

  歐洲經貿辦事處，為歐盟在台灣代表處，高哲夫處長
於 5 月 12 日首度造訪高雄，在早上拜會海洋委員會後，
下午至文藻外語大學進行參訪及專題演講，在與陳美華
校長會談中，高哲夫處長表示很高興能夠來到文藻跟學
生進行分享，雖然是首次來訪，但其實他對文藻已有所
耳聞 ...《詳閱全文》

目前就讀文藻外大 ( 五專部 ) 德
文科一年級 (8 月升上二年級 ) 的
陳心容同學，以及就讀西文科三
年級 (8 月升上四年級 ) 的張嘉恬
同學，日前參加台積電文教基金
會與聯合報共同舉辦的 2020 第
17屆「台積電青年學生文學獎」，
分別獲得短篇小說首獎及散文優
勝獎，這個好消息傳回校內，所
有師長與同學們都為她們感到高
興 ...《詳閱全文》

2020 年傑出校友遴選於 6 月份
出爐，恭喜黃淑芳校友及鄭家慶
校友當選，並於今年度畢業典禮
上接受表揚！黃淑芳校友為專科
部第 16 屆法文科，由於熱心公
益，時常參與義工活動，關心弱
勢，由北加州校友會推薦當選公
共服務類別傑出校友。鄭家慶校
友為專科部第 24 屆法文科，以
外語專長與紮實的外交實務歷
練，在歐盟的實質外交上貢獻良
多，由校友總會推薦當選學術成
就類別傑出校友。2 位傑出校友
傑出事蹟請《詳閱全文》

非常謝謝文藻校友對母校的支持，曾文衍校友 (23 屆德文
科 ) 贊助文藻熊熊，以及陳怡妗校友 (22 屆英文科 ) 捐贈
新力活酵霸，為感謝兩位校友對文藻的支持與贊助，學校
將兩位校友的心意，擬做更有意義的執行與規劃，決定把
好物進行義賣，敬邀大家以實際行動付出愛心，義賣所得
將捐贈「弱勢助學輔導專案」及「柬國吳甦樂和平之母小
學創校教育基金」。

《愛心義賣產品介紹》
新力活酵霸   愛心義賣價：1680 元    限量 70 組 (1 組 6 瓶 )
文藻熊熊      愛心義賣價：1000 元   限量 1000 隻

詳細活動內容請點此

文藻外大師訓團隊 教老外如何
「教」英語

文藻再創佳績 唯一技職大學獲獎學
校  109 年度外交部外交獎學金共三
名國際事務系學生獲此殊榮

進入文藻 邁向國際 文藻外大辦理
五專聯合免試入學現場分發，吸引
優異學子 搶進領航國際之門

一證在手，全英教學上手！台灣首
創！文藻外語大學全英語教學認證
(TTE) 上路

文藻外大與高雄市教育局簽署合作
交流備忘錄 攜手推動本市雙語特色
學校外籍教師招募培訓計畫

防疫大家一起來 ! 善盡大學社會責
任 文藻外語大學歐亞語文學院發揮
專業，協助高雄市衛生局防疫事項
翻譯成多國語言

文藻深耕口筆譯 翻譯系辦理「口筆
譯教學國際學術研討會」

愛，在柬埔寨蔓延
文藻 USR 國際志工線上英語教學，
為柬國小學生開啟通往世界的窗

前進偏鄉 關懷學童 
文藻暑期服務隊授旗 期許付出將是
最美的生涯扉頁

沒有最強 只有更強
英語教學中心期末成果發表，展現
學生創意與創新

文藻外大攜手瑞儀光電 多語防疫衛
教無國界

文藻 USR 團隊師生前進旗山國小，
教英文學防疫從小紮根，共創雙贏

「智能時代，職場十態，先從認識
自己開始」 許哲豪校友返母校舉辦
講座

文藻校友總會舉辦職涯講座 從筆跡
探索自己

文藻歐洲校友會谷淑華會長新上任 
迎接新氣象

文藻北區校友會 拉拉山輕旅行

【校友專訪】朱珮綺 七年一生：
文藻帶我看到的世界

弱勢助學輔導方案

捐款芳名錄

文藻外語大學新型冠狀病毒肺炎防疫專區

文藻外語大學線上華語教師培訓課程認證班開始招生！

文藻外語大學全英語教學認證

各期今日文藻電子報

更多文藻頭條新聞

2020 年校友回娘家活動熱情開跑 !! 敬邀專科部第 10、20、30 屆
/ 進二專第 2 屆校友回娘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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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文科一年級陳心容同學

專科部第 16屆法文科黃淑芳校友 專科部第 24屆法文科鄭家慶校友

西文科三年級張嘉恬同學

文藻最前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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