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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與行政層級 (Hierarchy) 

董事會 

校長(CEO) 

副校長 
行政會議 校教評會 校務會議 

行政單位 

教 學 總 其他一級主管  人事 會計 秘書室 教 學 總 其他一級主管  人事 會計 秘書室 

教務會議 
學籍、考試、招生、課程 

系   所    教學中心   學程 系   所    教學中心   學程 

系所(中心)務會議 

學術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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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師評審委員會 

• 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 

• 課程委員會  

• 全人教育委員會  

• 校務規劃發展委員會  

• 學生獎懲委員會  

• 學生輔導委員會  

各重要委員會 

 

• 推廣教育審查委員會  

• 經費稽核委員會  

• 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  

• 教育基金委員會  

• 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  

• 職工評審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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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歷程 

改名大學準備期 

2006 – 2010 

改制學院轉型期- 

1999 - 2005 

文藻外語大學 

專科時期 

1966-1998 

國際化 

天主教外語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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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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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主教教育理念與吳甦樂教育核心價值 

• 創校之修會精神--創新務實 

本校的傳承與校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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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盡其才，物盡其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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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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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藻的使命 Mission（3L） 

Leadership 

Language 

L  I  F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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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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clu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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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對學校的願景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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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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學校經營整體策略與具體方針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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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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學校經營整體策略與具體方針 (續) 



Life．Language．Leade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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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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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方位的外語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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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定期舉辦並鼓勵學生參與各類學藝性的競賽活動 

7. 以戲劇公演或專題展示驗收學習成果 

8. 診斷外語能力，實施個別化輔導教學 

9. 落實畢業門檻之執行─配合輔導與補救措施 

10.強化基礎外語教學與輔導工作。 

全方位的外語教育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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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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fe．Language．Leadership 

99-103中程校務發展計畫 

中程目標 

推動社會 

服務與 

發展終身 

教育 

強化國際 

交流與 

雙外語 

教育體質 

強化大學 

行政體制、 

組織效能及 

校園規劃 

落實學生之 

人文教養 

與實用教育 

增強吳甦 

樂會特色 

之服務與 

輔導功能 

提昇教師 

之教學與 

研究質量 

發 

展 

目 

標 

國際化天主教外語大學 長程目標 

改名外語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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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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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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體作法 

文藻課程特色- 跨系人才培育與資源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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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藻若要以「國際化天主教外語大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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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實外語教學重鎮之願景 

六、向卓越的國際化天主教外語大學邁進 

文 

藻 

外 

語 

學 

院 

文 

藻 

外 

語 

大 

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