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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藻於1966年成立（專科），1999年改制（學
院），由語文而國際、經貿、傳播等領域，逐年增設
二技、四技、研究所等學制。目前有4個學制12學系
及五個研究所。 

四十年來，致力維持教學品質與辦學理念，更於
變遷之大環境掌握人文、科技、國際化之方向，積極
發展。 

 2006~2009連續三年獲七仟萬卓越計畫補助，本
年度更獲五千多萬之卓越計畫補助款，乃文藻因成長
而卓越之契機，文藻全體同仁戮力經年。 

緣 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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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藻」校名的源起是 
 

為紀念第一位中國籍天主教 

主教-羅文藻(1616-16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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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文藻主教 

• 眀末清初中國籍神父 

• 福建人 

• 39 歲晉升司鐸 (神父) 

• 67歲祝聖主教(光緒24年)  

 ( 1685年) 



Life．Language．Leadership 

文藻簡史 

改制為文藻外語學院 
（學生人數約4300人） 

1999年 

1997年 
成立進修部招收 

二專生約300人 

文藻女子外國語文專科學校 

 招收第一屆學生200人 
1966年 

由天主教吳甦樂修會籌備創辦 

以第一位中國籍主教羅文藻命名 1964年 

改名文藻外國語文專科學校 
    (招收男生) 198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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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歷程 

改制學院轉型期- 

1999 - 2005 
（2002年第一次評鑑） 

改名大學準備期 

2006 - 2009 

文藻外語大學 

2010(?) -  

專科時期 

1966-1998 

國際化 

卓越外語大學 

V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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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校宗旨 

以全人教育之理想，培育 

 具國際觀之語文專業人才。 

研究發展語文教育與專業 

 智能，服務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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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校訓 

敬天愛人 
REVERE THE DIVINE 

LOVE THE HU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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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天：洞察生命的本源 

          讚美感恩，敬事天主 

愛人：互助互愛，與人為善 

          服務社會，造福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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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主教教育理念與吳甦樂教育核心價值 

• 創校之修會精神--務實 

本校的傳承與校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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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勤儉持家 / 量入為出 

• 重視人文與中華文化 

• 重視靈性教育與生活 

本校的傳承與校風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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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理念 

 尊重個人尊嚴，接受個別差異 

 激發個人潛能，為生命服務。 

 以中華文化為主幹，透過語文教育 
   及專業訓練，培養對多元文化之 

   認識與尊重，完成服務人群之理想。 



Life．Language．Leadership 
13 

文藻外語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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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校名中為什麼多了個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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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文藻是由 
吳甦樂修會(Ursuline Sisters)所創辦 

吳甦樂修會是1535年
創始於義大利的 
天主教女修會 

Religious family dating 
from 1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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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甦樂女修會的創辦人(會祖) 

聖安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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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安琪(St. Angela Merici)以聖吳甦樂
(St.Ursula)命名為修會的名稱 

聖吳甦樂是中世紀的天主教聖女，
為當時歐洲少女的典範，故該修會稱
為Company of St. Ursula，專門培育有
志少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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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
吳
甦
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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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甦樂修會主要分布區域 

聖吳甦樂會羅馬聯合會分佈於19個國家，設有69所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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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彩俶修女  Sr. Cecilia  

聖吳甦樂會羅馬
聯合會總會長 

 

文藻第一屆校友 

Life, Language, Leade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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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suline Sr. in different countries 

王彩俶修女(聖吳甦樂會羅馬聯合會總會長) 

斐德修女(文藻外語學院董事長) 

露意絲修女(聖吳甦樂會教育事業負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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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有如陶塑 

吳甦樂會的教育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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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甦樂會的教育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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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甦樂會的教育事業 



Life．Language．Leadership 

文藻的使命 Mission（3L） 

Leadership 

Language 

L  I  F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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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fe  生命 

• 尊重生命 

–Respect Life 

• 發揮潛能 

–Develop Individual Potential 

• 創造未來 

–Create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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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主教的教育理念  
 

   ☆ 每個人都是天主的「肖像」 

   ☆ 人比「物」重要 

   ☆ 沒有任何人是不重要的  

   ☆ 每個人的尊嚴源自於個人之存在與 

    價值，並非在於其成就、財富或像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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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甦樂會的教育理念 

堅信每個人有其獨特不可替代之

價值，重視給予個人空間、自由，

以培育其全人之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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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guage  語言 

• 建立關係 

–Communicate in Relationships 

• 溝通意義 

–Communicate Meaning 

• 超越國界 

–Communicate among N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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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藻的使命」中： 

文化／中華語文 
+  

語文教育 

+ 
專業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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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對多元文化之認識 

＋ 

開拓國際宏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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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dership  領導 

• 樂於服務 

–Enjoy Service 

• 喚醒生命 

–Awaken Life 

• 共創願景 

–Create V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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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dership 領導 

• Initiative：主動積極 

• Responsibility：負責堅持 

• Service：服務 

• To lead is to serve 

                 領導即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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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如北斗七星的領航 
               及為社會人群服務 

聖吳甦樂學校共同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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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治校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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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對學校的願景 

•讓所有教師均能接納新觀念和任務，包括：
教學、輔導、服務(incl. academic & 
community services)、研究和評鑑(incl.
升級)。 

 

•營造適當的氛圍讓員生感到大學的創發、
企圖心和競爭力，培養同仁的榮譽感和責
任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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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並肯定同仁教學的成就，消除不必要
的焦慮和對評鑑的壓力。 

 
•塑製一所以外語見長制度完善的大學，給
師生一個才德兼備—有品德有理想—的孕
育環境。  

 
•積極延攬有見識的高階人才；推動領航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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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校經營整體策略與具體方針 

•愛心(caritas in veritate)＋公義。 

 

•推動大學教師的使命、獎勉和義務。 

 

•督導同仁實行成本績效和預算的思維； 

  可能範圍內廣為推行外語小班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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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持效能(effectiveness)和時效
(efficiency)。釐清通知和命令。  

 

•推動大學行政(governance—esp.聘任、
升等、開會、審查、發文、倫理規範 etc)
的基本法則和思維。 

 

•強化分層負責、權責(限) 分明的制度，
讓各級主管均能依職責積極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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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心協力推動規劃案; 減低主管案牘的負擔。 

 

•增加校內橫向聯繫；簡化及合理化公文流程。 

  

•落實同儕評比的制度，營造公正的獎勵機制。 

 

•廣為宣傳文藻的實力和潛力、讓優越的外語 
品牌持恆保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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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發揮本校為天主教學校的特色 

•執行尊重生命(pro-life) 、憐恤貧苦 
(pro-poor)和尊重信仰(pro-faith)的原則。 

 

•引導所有同仁在理念和舉止上，配合如上的
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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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國語大學 

文藻的願景  Vision 

   卓越 外國語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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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6學分必修英語課程，從新生英語初戀營 

展開序幕 

2. 教材、進度、評量具系統化之管控機制 

3. 分級授課；全面英語或目標語教學 

4. 多採用討論、演示與報告等教學方法 

5. 活用 e 化多媒體教材 

6. 定期舉辦並鼓勵學生參與各類競賽活動 

文藻辦學特色- 與時俱進的外語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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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以畢業戲劇公演展示與驗收學習成果 

8. 診斷外語能力，實施個別化輔導教學 

9. 每年施測語言檢定 

10.落實畢業門檻之執行─配合輔導與補救措施 

11.聘用「外語專案教師」加強基礎外語教學與輔導

工作。 

文藻辦學特色- 與時俱進的外語教育(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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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系資源與實習教室 

豐富的學習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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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書館 

 普及的電腦及無線網路 

豐富的學習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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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擴建 

2005年擴建前 
2005年擴建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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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會議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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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研討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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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學、研究、體育館及學生宿舍等建築 

豐富的學習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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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美體育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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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緻化的校園 

豐富的學習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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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傳劇場 



Life．Language．Leadership 

吳甦樂廣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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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善樓藝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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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院花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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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教師身心靈成長之設施： 

•教師發展中心 

•靈修中心 

•運動設施 

•「夫子發呆區」 

豐富的學習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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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利教師運用之教學設備 

為教師量身訂做的多媒體資訊講台(第一、第二代) 

豐富的教學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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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學習、e 化學習平台 

豐富的學習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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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合璧，傳統與現代的建築風格 

豐富的學習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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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耕心園/歐盟/各類情境教室 

豐富的學習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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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語能力診斷與學習中心 

豐富的學習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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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璽會議廳 

豐富的學習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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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衡發展 

國際觀 熱情服務 

溝通能力 

培育自信與樂群的文藻人 

自信              樂群 

            

文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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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學生為中心、以愛為出發點 

•盡心盡力、追求卓越 

•團隊合作 

•重視「生命」、力行環保 

•接受挑戰與創新，終身學習 

熱誠與專業的文藻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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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100中程校務發展計畫 

卓越的天主教外國語大學 長期目標 

造就具國 

際行動能 

力的世界 

公民 

推動產官 

學合作及 

社會服務 

培育創意 

及服務產 

業外語人 

才 

發展知識 

管理體系 

落實天主 

教教育核 

心價值 

提升教學 

研究與 

行政品質 

完備外語 

大學體制 

發 

展 

目 

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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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教師專業發展 

教師 

教務處 各系科 

靈修中心 
教師 

發展中心 

產官學 

合作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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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昇學生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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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昇學生學習成效的策略 

生活輔導 

 

 

職涯輔導 

 

學習輔導 

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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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昇學習成效之作法 

 

學
習
輔
導
架
構 

同儕共鳴 

紮根與拔尖
課程方案 

做中學 

成果驗收 

預警系統 空間建置 診斷輔導 

讀書會 學科小老師 英文志工團 英語生活營 

協同教學 專題講座 補充／補救教學 

小班教學 菁英課程 

戲劇公演 畢業論文 成果展 

畢業門檻 專業證照 

競賽活動 

身心靈活動 

輔助資源 
與系統 

教學評量 趨勢調查 實習機制 產學合作 

教學助理/課輔小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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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提升外語能力外 

應加強跨領域人才之培育 

及本校科際整合課程之發展 

為因應國內外環境的發展與變化， 

加強外語人才之職場競爭力 

發展文藻課程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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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全校資源共享整合運用 

2. 暢通全校學科，合作與互補 

3. 全人教育理念與專業結合 

4. 結合語文、資訊與創意就業 

5. 由外語專業轉向產業需求合作 

具體成效 

文藻課程特色- 跨系人才培育與資源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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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領域人才培育團隊合作方式 

資訊管理 

與傳播系 
 

設計視覺 

互動學習程式   

傳藝系 
 
 
 

數位影音 

媒體製作 

國企系+企管系 
 

行銷 

各語言系 
+外語教學系、所 

 

設計開發 
線上學習內容  

形成性評鑑 

 以「全民哈英文」、「華語e起來」及「教具創研」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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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創研 

配合研習成果教師開發新教材 

 全民哈英文(數位教材)  

 華語e起來(數位教材)  

 華語遊學教材 

 華語能力測驗  

 本土文化英文教材  

 初戀英語教材  

 西文教材資料庫  

 數位化藝術廊道─中國藝術欣賞創意學習
網 

 與法國合作開發「漢語入門」數位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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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創研 

 紙牌 

 象棋 

 五子棋 

  線上單字遊戲(數位教材)  

 

外語學習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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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會展人才培育團隊 

國際事務系 

+國際企業系 
 

會展籌備、執行 
能力培育   

學務處 
+通識教育中心 

 

職場倫理教育 

國合中心 
+ 產官學合作處 

掌握國際交流活動訊息 
提供實習機會 

各語言系 
+ 翻譯系 

  

口譯人才訓練  

過程 

 以「國璽會議廳活動」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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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會展人才培育 

• 2009 世運會組織委員會基金會  (KOC)  
 

「當代傳播現況與趨勢論壇」、 

         「卓越教學與學習國際論壇 」等會議  

        提供翻譯及服務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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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富外語學習資源及設備 

英語系資源教室 

南區英語教學資源中心 

多功能中華文化情境教室 

專業口語訓練教室 

日文系資源教室 

韓語中心 

高雄德語資訊 

與自學中心 數位華語教材自學實驗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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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身歐洲 歐洲文物展示 

觀光資源教室暨留學中心 休閒討論區 “歐洲聯盟”大地圖 

豐富外語學習資源及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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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藻若要以「卓越外國語大學」的理想成為全體師生
認同的目標，就需要經過一連串創新與變革的蛻變，
才能向前邁進。而在這蛻變的過程中，文藻師生應深
刻體認，唯有：          

     一、掌握文藻的教育使命與願景。           

     二、接受全球化所帶來的衝擊與壓力。          

     三、積極邁向國際化。           

     四、瞭解產業的需求與發展趨勢。  

     五、維持文藻優良校風、傳統及教育特色， 

            提升世界競爭力與永續經營。 

本校的使命與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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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展望 

一、持續開授小語種課程，擴大外語教學範圍 

二、透過網路，推展外語教育服務對象 

三、擴大國際交流之廣度與深度 

四、積極創造人文校院之產官學合作模式 

五、落實成為外語教學重鎮之願景 

六、向卓越的外國語大學邁進 

文 

藻 

外 

語 

學 

院 

文 

藻 

外 

語 

大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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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藻以有限之資源，但在各位豐沛人
力的協助下，為國家社會培育具有熱
愛生命、專業外語素養與服務領導之
「文藻人」。 

 

歡迎您的加入！ 

結 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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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請指教，謝謝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