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系主任楊淑娟
　目前本系為全國師資陣容最堅強、學生人數最多的法國語文系
所，成立於民國53年，2002年為配合學校三化教育，提升學術實
踐能力，培育精進國際語文人才，成立碩士班。設立早期以訓練
學生法語語言能力與文學文化素養為主要目標。隨著社會時代的
變遷，開始注入實務面的規劃。
　為使學生實地了解法國文化與現況，我們在83學年度起首創大
學部學生－先留學再畢業，每年舉辦「大三學生赴法短期出國選
修課程」，並於91學年度起與法國里昂大三大學簽訂國際雙邊協
議，派遣碩士班學生出國進修一年，以增加學生的國際觀並豐富
他們的人生觀，97學年度本系共有23名交換生赴國外研修。
　法文系之發展特色有四大學術領域：當代思潮、文學專題、
文化與社會、語言與翻譯。近年來，順應全球化趨勢，將辦學
目標與宗旨修正為「訓練學生基礎語言能力（聽、說、讀、寫、
譯）。透過法國文化、文學、藝術及其它實用課程，開拓學生跨
領域視野。」積極培育我們的學生具有法國語文專業、人文素
養、國際視野等，以利全球化就業市場之競爭。

課程以學習者為中心融入法語檢定分級
　大學部一、二年級課程規劃在於奠定學生法語聽、說、讀、
寫等基礎語言能力，如：法文文法、法語會話等。三、四年級
課程規劃在於訓綀學生進階的語言及翻譯能力，並輔之以多元的
文學、文化及實務性課程，如法國電影與文學、商業法文等。以
「學習領域」為中心，統合大一、大二的課程規劃及教材，以奠
定基礎語文能力為目標，大三、大四朝應用課程安排，期能將
一、二年級奠定的語文程度加以運用，發揮法語能力以學習與法
國相關事物。同時法文系鼓勵學生修輔系或雙學位，使其在法語
之外有第二專長，增加競爭力。以學習者為中心的外語學習理
念－法式生活體驗、在學習中生活，在生活中學習皆呈現在法文
系的課程設計中。教學題材融入分級檢定課程應用法國教育部設
立之法語程度鑑定Delf、Dalf、TCF考試之內容及方向，加強實用
性的法文教學，以奠定及加強學生的語言基礎。

E化外語學習方法
　配合本校資訊化政策，法文系鼓勵教師教學電腦化，合作開發
電腦教學軟體及遠距教學。其做法為：1、善用電腦資源：由於
網路資源豐富，網路世界無限寬廣，將規劃領導學生搜尋法文
網站可用的資料，並將之收集歸類。提出一個整合網路虛擬教室
與法語人文教學環境，讓學生能利用電腦網路及多媒體技術的支
援，不受時間與空間的限制學習法文，並能透過網路直接與本國
或外國的同學或老師傳輸聲音、影像或文字，以利於語言的學習
與溝通。教師們亦可設計相關科目教材直接置於網站上，以便學
習者可隨時取得教材。2、遠距教學平台〈網路虛擬教室、IDEA
教學平台〉：配合學校近年來發展的遠距教學，法文系已有部分
教師使用虛擬教室，讓欲加強法文或對法文有興趣的學生隨時隨
地都可透過電腦上網自我學習，藉此讓學生在生活中學習法文，
不再僅侷限於課堂中，對於提升學生讀書風氣方面更有實質上的
助益。

培養學生國際觀及獨立人格
　1989年配合本校國際化政策，與法國弗朗士孔泰大學（Univ. 
de Franche-Conte）簽訂姐妹校合作關係，並自83學年度開始實
施大三出國修習學分計畫，是為全國首開先例：至今共計有334
位學生因此計畫得以於大三時赴法國、比利時、加拿大等國留
學，大三出國留學帶動學生對法國語言與文化的認知，此外在
國際觀的建立、獨立人格的培養等方面亦有顯著的成效。大學
部學生除了赴柏桑松（Besancon）弗朗士孔泰大學應用語言中心
（CLA）和尼斯大學（Univ de Nice )附屬語言中心（CUELF）修
習外，自90學年度起，還可經由本校國交處交換生的甄選至里昂
第三大學（Univ. de Lyon III）任交換生，96學年度更增加了赴巴
黎第四大學（Univ. de Paris IV）學習的機會。學生不僅對前往歐
洲留學感興趣，赴中國知名的大學短期留學也吸引他們，97學年
度也就有學生申請至中國復旦大學法文系就讀一學期的課程。
　為擴展碩士生研究領域，增進其國際視野，於93學年度開始推
行研究生出國研習，並與里昂第三大學簽訂雙學位合作。在此合
作架構下，研究生在碩三時可赴里昂第三大學進修一年。進修期
間，同時要完成三項任務：里昂三大碩士學分修習、在該校大學
部教授華語或台語課程、論文寫作。合作多年來，計有11位研究
生先後獲得本校與里昂第三大學雙碩士學位，成果斐然。96學年
度起，碩士一年級學生亦可選擇赴巴黎第四大學比利時達文西高
等學院（Institut Libre Marie-Haps）的翻譯學院擔任交換生。

　2009年5月1日出版的遠見雜誌，正式報導
了今年企業最愛的大學畢業生調查結果，淡
江再度蟬聯私立大學第一名！在分項表現方
面，淡江勇奪全國最佳進步獎，也就是畢業
生素質提升最多的學校。此外，在進入職場
後的自我提升以及校友影響力，本校皆為私
校第一全國第三。如此耀眼而突出的表現，
著實令所有淡江人與有榮焉，在此我們要為
自己大聲喝采！
　黑格爾說：凡存在皆合理。意思是說一切
存在皆有其所以如此存在之理由，淡江今日
的表現亦必然有其成功的因素。除了師生的
共同努力，以及行政同仁的全力支援之外，
我們在政策上的成功實為關鍵。首先，本校
重視品質，無論是教學或行政，品質提升與
全面品質管理一直是發展的重要軸線。我們
首先以未來的視野探索一切的可能，接著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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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世 界 又 熱 、 又 平 、 又 擠 》 是 作 者 T h o m a s 
L.Friedman繼2005年出版全球暢銷《世界是平的》
後，以其記者敏銳的直覺，從點到線到面，運用許

多淺顯易懂的小故事，夾敘夾議，對國際政治、金
融市場、科技環保、宗教文化等種種議題做出全新的觀察，為地球
變「熱」了、變「平」了、變「擠」了的種種現象，找到了一個具
有全球高度的解釋架構，讓讀者感覺真正在參與全球化的過程。
　進入21世紀以來，全世界不斷面臨各種挑戰：能源及天然資源供
需失衡、產油國獨裁、失控的氣候變遷、能源匱乏、生物多樣性消
失，再加上海嘯、洪水、乾旱等自然災難頻傳，導致整個世界失控
的程度遠遠超乎我們的想像與理解，從大自然、宗教、政治、種
族、國家、經濟、工業及個人生存的每一個面向，都布滿危機。綠
色革命是21世紀的重要戰爭，在又熱、又平、又擠的世界，靠更多的
開採、消費與對資源的更多利用，已無法再取得長久的競爭優勢。
唯有斷絕石油的依賴，善用再造能源，進而提供多元工作機會，挽
救金融風暴下的急速失業率，比別人更「綠」一籌，才能取得致勝
先機。甚至將能源危機化為轉機，這個任務也是這一代人類最嚴苛
的挑戰，只要從現在做起，相信我們還有足夠的時間。而綠色革命
所引發的創新和商機，亦將為地球與人類帶來雙贏的太平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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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一體 四個校園 1 great university,4 distinct campuses

世界又熱、又平、又擠
導讀 校長張家宜

深諳跨文化交流模式 培養複合型專長 

心靈卓越  企業最愛 教政所教授

法文系
師資研究領域廣　提升學習興趣
　法文系專任教授3名、專任副教授16名、專任助理教授1名，另
有兼任教師8名，合計28名。擁有博士學位者共計19名，乃全國
語言相關學系師資陣容最為堅強之系所。法文系教師皆學有專
精，專攻學科涵蓋法國語言學、法國文學、哲學思潮、法語教學
法、法國史、法國政治與文化行政等領域。有些教師在教學之餘
還研究其他領域的知識，如法國電影與文學、法語區國家介紹、
藝術史、電影導演藝術、法國文化政策等。
　為活化並提升學生學習法語的興趣，補足正規課程的不足，於
是針對各年級需求，設計不同的工作坊與俱樂部；利用晚間時間
研習。除提供工作坊、俱樂部之外，亦不時邀請對法國藝術、文
化、文學、思潮、政經等領域學有專精之教授專家、藝文人士至
法文系上發表演說。目的在幫助學生拓展知識領域層面。藉由課
外學習活動的舉辦，提供學生多元化的學習，強化法語學習環
境，促進師生良性互動的機會，提升學生學習動機，增進學習效
果。活動內容有：不定期校外教學或參加校內外研討會、法語俱
樂部活動如：歌唱學法語、閱讀俱樂部、法語寫作工作坊等。

校友憶當年
法式幽默教導學習趣味多
中華民國駐法國代表呂慶龍
  大學聯考將淡江法文填在第一志願，便進法文系；1964年，中
法斷交，很多人認為法文不再有用處，勸我轉系，發展其他領
域，當時第一名的我並沒有轉系，因我深信，法文會有用。那時
資源不如現在充裕，當時學習法語時，想聽法國國家廣播電台，
要找特別時間，不像現在網路即可收聽。最喜歡相關法國文化的
課程，記得使用的是一本加拿大記者寫的課本，他透過採訪，介
紹法國的文化和地理。6、7點時，就到瀛苑旁邊念書，8點直接
上課，因為課後的時間在學校工讀，能夠真正讀書的時間並不
多。因法文除了要會讀，能說也是很重要的，在當時看原音電影
就是我學習的好幫手。
　法文系在當時多位神父教師，常以法國式的幽默教導我們。在
大一、大二法語老師劉厚曾到法國學習紡織，退休後到淡江任
教，他對學生諄諄教誨，期許學生努力學習，如同教導小孩般耐
心的帶領我們。大學時一定要參加社團，從中學習人和人溝通的
技巧。後來在老師的鼓勵下，朝新聞局和外交官方向邁進，因想
去法國，但家裡的經濟情況不允許。身為外交人員，除語言要很
專精外，其他的涉獵也不能少，在學期間，要能在行有餘力時修
習輔系，或去旁聽他系課程，多方培養自己。亦如淡江的校訓般
「樸實剛毅」，努力的學習，即能發揮長處。

深刻的法國文化體驗了解情境故事
Cartier高級珠寶產品經理黎乃滌
　大學時代最喜歡關於應用性的法文、戲劇，或是神話方面的課
程。現任職於法商公司，發覺以前知道的神話和現在工作得以連
結，因為在取產品名稱的時，常以拉丁語命名，因讀過相關課
程，才得以了解名稱背後的故事與設計。還記得，當時陳柏舟老
師有時帶葡萄酒教導學生如何品酒，學習相關酒的法語辭彙與文
化。另外，開設初級會話課的孟尼亞老師，他是個法國人，課堂
上不只教我們如何講法語，也營造一個宛若在法國的情境，時而
帶吉他教我們唱法文歌、時而播放法國影片，讓我們對法國文化
有更深入的了解。
　除修習法文系課程外，當時我另修習財金系為輔系，學習有關
商業的知識，同時參加「心輔社」，擔任義工張老師幫助需要的
人。寒暑假時，會至師大法語中心加強法文。若想在法商公司尋
得職位，除基本法文溝通外，要晉升管理階層，還必須具備相關
的商業知識。法文系畢業後，前往法國攻讀國貿碩士，以使法文
能更流利，其中半年至英國倫敦，以全英文授課模式學習。語
言是種需要不斷充實的能力，只要間斷就會疏離。對於學弟妹若
想進入法商公司，法語和英語都相對重要，另還必須要有很好的
適應能力與自主性，在學時要與系上識多見廣的教師學習充實自
己，以待機會。

法式生動教學實用有趣
佳皇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繆惠南
　在大學時期功課不是頂好，但還記得，有位法國教師馬丹，在
大一時，因剛進法文系，從基礎學起，但教師一開始就以全法文
教學，雖然剛開始聽不懂法文，但老師加上比手劃腳的方式表達
其生動的肢體語言，而非教條式的教學，持續一學期後，居然可
以聽得懂一些法文，我想這是耳濡目染的結果。大學四年，是充
實自己很重要的時期，在這個時期找到自己喜歡的領域，對於
未來的生涯便有其決定性的影響，淡江法文系有學習法文的良好
環境，若能在學生時期，利用環境學習可以在這自由的環境中有
成長的機會。學校如小型社會，在這之中學習生活和課業上的平
衡，練習人與人溝通的技巧。因擔任系友會理事長，與學弟妹有
較多的接觸，回校分享經驗、舉辦座談，如果學弟妹可利用此機
會多問問題，可以減少未來摸索的時間，並對於生涯探索會很有
助益。

選讀法文名著教師嚴格學習效果佳
外交部大使回部辦事宋子正
　當時申請到法國獎學金可至外國深造，但由於父親年事已高，
只好婉拒。若要學好語言，應該前往其母語地，不僅可學習語

言，也可以親身體驗當地文化。在學時期，當時較喜歡的課程
大多在散文和戲劇方面，當時李哲寧老師，以嚴格著名，猶記得
當時是名著選讀的課程，我去修習別班的課，他那時會要求我們
事先準備，因上課會依照座號，一一點名學生念課文，念錯的同
學，他會狠狠地罵，讓人印象深刻。但他在上課時，若學生答對
問題，他會抱以發自內心的微笑，讓學生受到鼓舞，這樣的生動
授課方式，讓學生整堂課都很專注，學習效果也特別好。除學校
上課外，我自己訂了一年的法文回聲報來加強充實。現在法國的
電影和藝術都不斷的引進台灣，文化交流頻繁，因此法語的人才
仍是需要的。如果要考公職的學弟妹，據我擔任主考官多年的經
驗，在專業的法語上一定要加強，但因為不只考一科，其他專業
科目也要認真準備，才能勝出。

教師優雅從容氣質引發學習興趣
屏東大仁科技大學餐旅科教授蘇素珍
　我愛法文和法文系，是它們讓我的人生變得多采多姿！在法文
系中，教授楊淑娟可說是我的啟蒙老師，從她身上，我看見優雅
的思想及從容的氣質，她以言教身教告訴了我們法國高尚的風
情，還有集學術電影戲劇藝術於一身的副教授劉俐，也啟發我對
法文的興趣，在學時間便讓我喜歡上法國，對我影響深遠。
　透過法文系的課程，我常接觸法國的生活與文化，從大學便嚮
往著葡萄園那種清新悠遊的田園生活，畢業後馬上去法國，當時
系上畢業的同學有一半以上都到法國唸書，這可以歸功於法文系
老師的生動教學引起同學們對法國的興趣。我在法國葡萄酒大學
研讀葡萄酒的釀造和品飲，並取得國際品酒師專業證照。此外，
法國文化部頒發給我法國加爾區葡萄酒貴夫人勳章及法國干邑區
騎士榮譽勳章，表達我對當地文化藝術的貢獻。這些都是法文為
我的生命添加不少色彩。在法文系中，語言只是一項工具，我們
要將法文依照自己的興趣發揮到更廣的層面，因為人生有無限可
能，我們應該打開心胸，懷抱夢想，築夢踏實。

教師用心投入帶領學生下功夫
中央大學法文系副教授劉順一
　淡江法文系每位老師都認真於教學，讓我較印象深刻的兩位是
教授法國文學的李哲明及教授翻譯的洪藤月，他們在教學上都非
常投入，以生動活潑的方式授課，像有時在課堂上提到法國人對
藝術的執著、生活都像在藝術中；也會談法國美食，讓我們知道
法國不是只會吃蝸牛，因此讓我們在學習過程不會感到無聊乏
味，並同時鼓勵我們到國外體驗當地生活。
　在法文系，除了知識上的汲取，教師的為人態度，讓學生學習
到誠懇待人的重要，我也因此期許自己當一位認真負責的老師。
現在於中央大學法文系任教，除了本身喜歡和年輕人相處，想要
重回校園中充滿年輕朝氣的地方，另一方面也是因為很喜歡法
文，希望能將自己所學傳承給下一代。我所教的課程包括口語表
達、翻譯、法語語言學概論、戲劇文本閱讀及戲劇文本賞析，尤
其戲劇就是受到法文系的啟蒙，讓我對法國文學戲劇這一塊非常
有興趣，進而深入研讀。學語言，是需要每天下工夫的一件事，
只求日積月累，不能希望一夕之間精通。因為法國語言離不開文
化，所以學習過程中要大量接觸法國文化相關事物，大量閱讀各
種文學，除增加語言程度，也能開拓對法國文化的視野。

校園視窗

掌握商情洞悉產經講習
　圖書館將於5至14日在301指導室舉辦「掌握商情、洞悉
產經」資料庫講習，介紹商管主題的研究報告、電子書、
期刊文獻等資料庫，歡迎報名參加。
　資料庫講習分為文獻篇及數據篇，文獻篇包含華文新
聞、台經院產經資料庫等，分別於本週二（5日）下午2時
20分、週三（6日）晚上6時30分舉辦；數據篇包含台灣經
濟新報等，提供證券金融市場基本分析所需的資訊，分
別於12日下午2時20分、14日晚上6時30分舉辦。報名網址
http://service.lib.tku.edu.tw/。（林世君）

慈青社儉樸至上活動5日開始
　慈青社於本月5日至8日，上午9時至下午5時在圖書館側
門舉辦「慈青週─儉樸至上」活動，以「簡樸」為宗旨，
推廣節能減碳、回收再利用等「樂活」觀念。內容包括靜
思物品、環保餐具、好吃輕食料理義賣，也教大家製作竹
筒祈福。另外，因應母親節即將到來，特別示範如何利用
回收物資做母親節包裝禮盒。慈青社社長企管三陳韋任表
示，希望透過活動能鼓勵同學們回歸儉樸的生活，體驗知
足與惜福，創造心靈上的富有。（戴瑞瑤）

　LINUX、ERP實驗室開張
  創業發展學院聯合資軟系與資通系，於CL109建置
LINUX實驗室、CL323建置ERP（企業資源規劃）實驗
室，購買全校授權的軟體日前已安裝完成，對於教學品質
的提升有很大助益。蘭陽校園資通系助理教授惠霖建議學
生先通過初階ERP規劃師的考試，再通過企業電子化助理
規劃師的認證考試，同學透過ERP實驗室的訓練後，目標
放在每年3月及8月份舉辦的企業電子化規劃師1級的認證
考試，並鼓勵同學取得執照是任職企業的最佳門檻。（蘭
陽校園）

碩士學分搶先讀
  98年度碩士在職專班已於今年4月15日放榜，本中心學分
班學員高達89人上榜，幾乎每一碩士在職專班均有學分班
學員考取，在今日就業市場競爭激烈中，擁有碩士文憑儼
然已成趨勢。在本中心先就讀學分班，除能兼顧工作和學
業之外，相信在讀書計畫書的寫作及考試的過程中，將可
能會有助益；下學期學分班課程簡章約於6月中下旬會擬
訂公告，詳情請上網查閱http://www.dce.tku.edu.tw點選
「學分班招生簡章」。（進修教育中心）

 溫馨回流進修計畫服務校友
　本校「淡江大學加值充電計畫」提供網路課程供失業或
無薪假人士回流進修，開放20門課程共100個名額，報名
至3月31日止，選修課程共9科，選修人次共23人次。計劃
深獲學員認同，部份學員初次選讀網路課程，在電腦操作
或平台使用上碰到諸多問題，透過電話詢問、線上提問或
學員親臨遠距組辦公室，遠距組同仁提供即時支援，解決
學員使用上的困難順利進行網路學習；下學期將對社會大
眾及本校校友廣為宣傳，期能嘉惠更多社會人士，除可提
高本校知名度外，更藉此機會服務校友，加強校友與母校
的聯繫。（遠距組）

法文系國內外優秀校友

資料來源：法文系

       蘭陽校園《《《《  智慧之園

       台北校園《《《《 知識之海

外卡效應在淡江─

       網路校園《《《《  探索之域

人力加值方案擴大招生
　教育部人力加值方案擴大招生，凡95至97學年度畢業
生，目前待業中，均可參加本校推廣教育中心開設各類課
程，每18小時補助5,000元，最多補助5萬元，歡迎已經畢
業或應屆畢業生善加利用政府資源，提升自我能力。意
者請電洽23216320分機37，或上網www.dce.tku.edu.tw。
（推廣教育中心）

       淡水校園《《《《  知識之城

　法語在11世紀曾是當時世界上使用最多的
語言之一。現在全世界有8700萬人以它為母
語，另有1.9億人使用它（包括作為第二語言的

人），更是很多地區或組織的官方語言，例如聯合國、歐
洲聯盟等，足見法語的重要性。本校法文系雖教授法國語
言和文化，但培育出的人才，在各個領域中都有傑出的表
現，包括兩位中華民國大使（駐法代表呂慶龍、前駐查德
大使宋子正），影視明星崔麗心、桂綸鎂等，足見法文系
可培養出具國際視野之複合型及多專長的人才。

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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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的角度審視自我的定位，再以高度的資訊能
力完成應有的改進與發展，這就是本校三化教育
的實際成效。其次，在內容上，淡江是以三環五
育為教育策略，將專業知識、通識教育與課外活
動融為一爐，塑造具心靈卓越的優質人才，這正
是企業所以肯定淡江的主要內容所在。
　三環五育與心靈卓越並非空洞的理念，而是真
切的實踐的內容，也是淡江人獨有的特質。此次
企業聘用畢業生最重視的指標已由專業知識與技
能，轉為最重視抗壓性與情緒管理能力，其他依
序為主動積極的態度、責任感與自我管理能力、
學習力與可塑性。此中最明顯的趨勢與重點，便
是由知識技能的IQ取向，轉向抗壓、情緒管理、
責任感等EQ及MQ取向，也就是由知識的重視，
轉為對情緒、品德的重視。五項指標中有四項屬
非知識性，這也呼應了心靈卓越的重要性，唯有
心靈卓越與知識技能相結合，才能成功培養出高

品質的企業最愛人才，淡江此次的勝出豈是偶
然？
　值得強調的是，企業對淡江的肯定固然是一種
榮譽，但是也是一種期望與責任，當我們享有企
業最肯定的同時，其實也就開啟了新一階段的努
力目標，而PDCA的品質要求也將隨之啟動。且
讓榮譽成為一種動力，推動我們擔負更多的責任
與更大的期望，而這樣的承當與努力不但不是你
我的負擔，反而是你我的成就與喜悅，在每一次
的品質提升，在每一個計畫的圓滿完成，歡笑總
是與汗水成正比，理想與榮譽也隨之應聲而至。
這就是淡江精神：明明德、親民、止于至善。
　請記住2009年5月，記住淡江人的卓越心靈與
企業最愛，記住淡江人的教育理想與文化責任，
記住淡江人的昂揚奮鬥與快然歡欣，記住2009年
5月！

法國音樂饗宴魅力四射宴
　法文系上月30日在外語大樓前，舉辦法國音樂響宴，醉
人浪漫的法國音樂。活動開場由法文一康陳寧帶來熱情有
勁的街舞，魅力四射感染全場，接著由法文一演唱膾炙人
口的法文歌曲「La vie en rose」，認真演唱的陶醉神情，
讓大家深深感受法文歌曲的優美聲調，中場則帶來薩克斯
風的演奏，耳熟能詳的探戈曲調「Oblivion」一下，現場
同學隨之哼唱旋律，戶外和煦的陽光輕柔的照映，微風吹
動落葉飄落，更添浪漫氣氛。法文系主任楊淑娟表示，因
為自己很喜愛音樂，藉由這個活動也讓同學們更了解法國
音樂。（李佩穎）

姓名 服務單位及職稱

呂慶龍 中華民國駐法國代表

宋子正 外交部大使回部辦事

王韋龍 外交部政風處科長

劉邦治 外交部非洲司副司長

辛憶卿 中央大學法文系教授

李盈瑩 長榮大學翻譯學系副教授

林崇慧 文化大學法文系副教授

莊子秀 暨南大學外國語文學系助理教授

楊淑女 育達技術學院應用英語系助理教授

許凌凌 中央大學法文系教授

黃馨逸 文化大學法文系副教授

劉順一 中央大學法文系副教授

蘇素珍 屏東大仁科技大學餐旅科教授

李幼新 資深影評人

胡婉玲 民視新聞部經理

郭大微 愛樂電台行銷業務中心副總經理

王榮 前DHL全球運輸公司亞洲區業務處處長

繆惠南 佳皇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

黎乃滌 Cartier高級珠寶產品經理

林才智 中法工商促進會執行長

陳怜燕 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行銷專案處

徐伯棻 聯合報撰述委員

耿松原 歐原花藝氣球設計Designer
桂綸鎂 知名藝人

郭昱晴 知名藝人

崔麗心 知名藝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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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李佩穎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