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語
檢定

專業
證照

雙外語跨領域的
國際實務菁英
師資培育
學程

國際交流

雙聯學制

海內外實習

Wenzao,
Wenzao,

各類獎助學金

全國唯一外語大學

國際化校園
企業主最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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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年度 招生

807 高雄市三民區民族一路900號
http s: //w w w . wzu.ed u.t w/
日間部招生組 (07)3426031轉 2131∼2135
進修部教務組 (07)3426031轉 3111∼3115

研究所碩士班
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
四年制大學部
二年制大學部
五年制專科部

16個共同必修英文學分，同時培養二項專長，增加個
人競爭的優勢條件。五專部並實施全國唯一的「雙外

為提昇學生外語能力，並檢測學習成果，全

語課程」，專科部前三年，每位學生必須同時修習兩

校學生每年都必須參加「大學校院英語能力測驗

種外國語文，英文科學生須在法、德、西、日文中擇

（CSEPT）第二級」，並做為參加校內外實習及甄選

一副修。

的重要依據。其他系科亦舉行語言能力檢定評量，以

【專業學群】
課程設計理論與實務並重，充實學生實用專業知
能，學生可依興趣及就業需求選擇學程，規劃有國際
會展產業學分學程、翻譯與國際會展學分學程、全英
語商管學分學程、東南亞語言與產業學分學程、韓國
語言文化與產業學分學程、歐洲商務學分學程、歐語

01 學校簡介

英語暨國際學院
05 英國語文系碩士班
07 英國語文系 (科)
09 翻譯系碩士班
11 翻譯系
13 國際事務系碩士班
15 國際事務系
17 國際企業管理系碩士班
19 國際企業管理系
21 國際商務英語學士學位學程

歐 亞 語 文 學 院
23 歐洲研究所
25 東南亞學系碩士班
27 東南亞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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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環境
Campus Environment
花木綠意盎然，自然散發出濃厚的人文氣習。英、

班牙文微學分學程、東南亞語言微學分學程、東南亞

本校為全台灣唯一的一所外語大學，民國55年

法、德、西、日各系館座落其間，讓全校宛如一個國

經濟社會發展微學分學程、外語教學學分學程、華語

由天主教聖吳甦樂會所創辦，為紀念第一位中國籍

際村，學生沉浸在此多元文化的饗宴中，自然培育出

文教學學分學程、虛擬技術應用學分學程、虛擬教材

主教羅文藻，取名為「私立文藻女子外國語文專科

開放活潑且具國際觀之胸襟。

與應用開發人才培育學分學程、智慧人文跨域整合設

學校」，民國69年8月更名為「私立文藻外國語文專

計微學分學程、線上對外華語教學微學分學程、微電

科學校」，並開始招收男生。民國88年，獲准改制為

影與虛擬設計融合微學分學程、服務領導學分學程

「文藻外語學院」，民國102年8月更名為「文藻外語

等，及雙主修與輔系可供學生修習，以提升其外語能

大學」。

力及擴展其專業知能，為生涯做好準備。

目前設有四個學院涵蓋二十餘個招生所系科及學

【學習資源教室】

位學程（招收學制有研究所碩士班及碩士在職專班、

各語文系館皆設有「學習資源教室」（Learning

四年制大學部、二年制大學部、五年制專科部），四

Resource Center），包含各式先進的視聽設備、衛星

個學院分別為「英語暨國際學院」、「歐亞語文學

電視及電腦網路，還擁有各類語文教材、書籍雜誌及

院」、「文教創意產業學院」、「人文教育學院」。

報紙等，提供教師與學生間進行補充與補救教學，使

教育理念
Educational Mission
個人潛能，為生命服務」的教育理念，培育具國際觀

33 西班牙語文系 (科)

及專業素養的外語人才，期以「敬天愛人」的理念及

35 日本語文系 (科)

全人教育的理想，為社會及人類生命服務。並期望所
有文藻畢業生都具有Life (熱愛生命)、Language (樂於
溝通)、Leadership (服務領導) 的精神與特質。

41 外語教學系外語文教事業發展碩士在職專班

教學特色
Teaching Features

43 外語教學系

【全外語及雙外語教學】

45 數位內容應用與管理系

到成績要求者方能畢業。

文藻外語大學採中國宮廷式的建築風格，校園內

31 德國語文系 (科)

39 應用華語文系

學生均需參加英語能力檢定以及相關之外語檢定，達

與國際會展學分學程、商務與觀光導覽學分學程、西

本校秉持「尊重個人尊嚴，接受個別差異，激發

37 華語文教學研究所

檢測學習成果並鼓勵學生時時進步。日間部各系、科

文教學分學程、歐洲會展與翻譯學分學程、日文翻譯

本校簡史
History

29 法國語文系 (科)

文教創意產業學院

【外語能力檢定】

個別化教學不再是奢求，真正落實因材施教之理念。
【國小教育學程】

文藻創校的第一棟建築―「正氣樓」

為培育更多國小基礎教育之師資，本校開辦教育
學程，供研究所及大學部學生修習，除聘請專業教
師，以活潑的教學方式，教授國小教育學程外，更配
合本校在外國語文教學方面的課程與師資，將國小外
語教學發展為本校學程之重點與特色，提供學生畢業
後另一就業管道。
本校設有師資培育中心，學成後均安排至各校實
習，凡研究所及大學部學生經甄試後可修讀國小師資
職前教育課程，本校109年度考取國小正式教師高達
52人次，優於全國平均值，師培生表現於全國名列前
茅。

本校建校至今外語課程皆以「全外語」授課，以

47 傳播藝術系創意藝術產業碩士在職專班

培養學生聽說讀寫的能力。此外，大學部日四技各系

49 傳播藝術系

均需修習24個共同必修英文學分，進四技各系均需修

文藻師生休憩與K書的大樓―「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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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熱門學校如下：
●

英國：伯明罕城市大學、卡地夫大學

●

中國大陸：中國人民大學、北京外國語大學、上海
外國語大學

愛心牆
「化雨堂」為可容納約1700人的禮堂。「詠穌

●

法國：里爾天主教大學、盧米耶里昂第二大學

＊校內身心障礙學生獎助學金

●

比利時：新魯汶大學、布魯塞爾口筆譯高等學院

＊校外課外活動競賽績優獎學金

●

德國：萊比錫大學、美茵茲大學、康斯坦茨應用科

＊課外服務績優獎學金

技大學

＊優秀青年獎學金

●

韓國：韓國天主教大學、釜山外國語大學、嶺南大學

＊應屆畢業生課外活動表現優異獎學金

堂、「明園」的中庭、「安琪廣場」及「吳甦樂廣

●

捷克：克拉羅夫大學

＊大專校院弱勢學生助學計畫（含助學金、生活助

場」等，空間規劃寬敞舒適，學生可以自由利用場地

●

匈牙利：布達佩斯大學

練習及展現才華。

●

立陶宛：維爾紐斯大學

●

東南亞國家：馬來亞大學（全球前百大）、印尼加

學校（含五年制專科學校前三年）學生學費
＊校外獎助學金

園」，內部空間寬敞，陳設高雅清幽，閱讀區內並設

律賓前四強名校（德拉薩大學、馬尼拉雅典耀大

＊工讀助學金

●

學、聖托馬斯大學、菲律賓大學）

2. 受理就學貸款，減免學雜費及各類獎學金之申請。

ACUCA交換生計畫（★獎學金）：日本上智大學、

3. 提供分期延緩繳交學雜費之申請。

日本關西學院大學、青山學院大學、韓國西江大

學生宿舍「千禧樓」，樓高八層，每間套房內皆

學、韓國崇實大學

善軟硬體設施而發起捐款活動，學校特以耶穌、聖安琪、

有空調、獨立衛浴及網點等，共提供740個床位。每

太陽、鴿子及小樹為意象背景，代表著天主透過社會各界

樓皆設有交誼廳、電腦及語言自習室，地下室為學生

人士的愛心使文藻這棵小樹得以成長茁壯。

餐廳及娛樂休閒室，室外的「仰福廣場」則是學生自

本校亦與國外15所學校（如美國天普大學Temple

由活動的場所。學生宿舍「文瑞樓」，每間套房內皆

University、法國雷恩商學院ESC Rennes School of

有空調、獨立衛浴及網點等，亦提供128個床位。

Business、德國康士坦茲應用科學大學The Hochschule

國際交流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透過國際交換計畫，學生得以提升語言溝通能

●

UMAP交換生計畫（★獎學金）：日本新潟大學、
韓國漢陽大學

Konstanz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日本高知縣
立大學University of Kochi等）合作，提供學生出國修
讀雙聯學制。

獨立增強自信心。文藻姐妹校分布橫跨5大洲，40個

獎助學金與就學貸款
Scholarships & Financial Aids

國家，270餘所（如下表），每年約300名學生赴國外

1. 提供多項獎、助學金，以協助學生順利完成學業：

交換、移地學習。此外，每年約400餘名學生赴海外

＊優秀學生入學（本校研究所、大學部及專科部）

力、拓展視野增進國際觀、體驗不同學習方式及培養

實習。
英國‧瑞典‧法國‧義大利‧德國‧奧地利
歐 洲 西班牙‧匈牙利‧比利時‧芬蘭‧波蘭
立陶宛‧捷克‧俄羅斯‧土耳其‧羅馬尼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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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級中等學校免學費方案―教育部補助高級中等

查馬達大學（印尼排名第一）、泰國清邁大學、菲

教師及學生使用。

中國大陸‧菲律賓‧印尼‧泰國‧日本
亞 洲 越南‧韓國‧蒙古‧馬來西亞‧孟加拉
印度‧以色列

了文藻精神―勇氣、冒險、關懷、守護與殉道。

美國‧加拿大‧智利‧巴拿馬‧墨西哥
美 洲
祕魯‧巴拉圭‧阿根廷‧巴西

吳甦樂廣場要敘說的是：「在真誠的開放與互動中豐富彼

大洋洲 澳洲‧紐西蘭

此。」這正是吳甦樂修會的創會精神！

非 洲 莫三比克

氣、關懷者、海洋守護者、殉道與榮耀等。同時也正代表

學金、緊急紓困金及住宿優惠四項）

採全自動化管理，提供各類查詢服務。三樓的「耕心

區」設有視聽座位及各類視聽資料近六萬五千件，供

徵聖吳甦樂的五種特質，由左至右分別表示先驅者、勇

及專業技能達獎勵標準）獎勵金

日本：關西大學、名古屋外國語大學、橫濱國立大學

有網點，為學生自習之最佳空間。館內的「媒體資源

吳甦樂廣場的《聖吳甦樂傳奇》五塊長方形石版淺浮雕象

實習補助）
＊學生取得專業證照（含英語、第二外語能力檢定

多戶外的小劇場，包括「薪傳劇場」、「文園」的穿

「圖書館」共有八層，館內藏書近三十六萬冊，

聖吳甦樂傳奇

＊學海築夢及新南向學海築夢計畫獎助學金（國外

●

堂」是大家洗滌心靈的小教堂。此外，校園內規劃許

愛心牆―為表感謝各界對文藻邁向升格外語大學之路與臻

＊交換學生獎助學金

文藻學生宿舍(緊鄰校內7-11便利商店)―「千禧樓」及「文瑞樓」

獎助學金
＊進修部學業成績優良獎學金
＊留校升學獎助學金
＊品學特優獎學金
＊成績最優獎學金
＊學生學術表現優異獎勵金
＊外國學生獎學金
文藻學生展現活力的小廣場―「薪傳劇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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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暨國際學院

招生學制／碩士班

Master of Arts in English ( MA )

英國語文系碩士班

電話：07-3426031轉5308

傳真：07-3474182

http://c021.wzu.edu.tw/

課程規劃
●

本碩士班以「專業英語溝通能力」為主要規劃方
向，皆以全英文授課。同時與歐美大學合作設有
雙聯學制（1+1），使學生於畢業時可同時擁有
雙碩士學位。另設有五年修讀學、碩士（3+2）
方案，使本校學生可縮短學習年限，精進學習，
早日進入職場。

●

課程規劃除核心必修課程之「專業英語溝通與研
究」、「跨文化研究」、「研究方法與論文／技
術報告寫作」、「碩士論文／專案技術報告」；
選修課程包括二大群組，分別為「應用語言學」
及「跨文化溝通專業應用」，科目包括「語用
學」、「語言與文化專題研究」、「文化傳播言
談分析」、「全球化英文專題研究」、「文化觀

學生／校友成就

光與產業研究」、「國際商務溝通專題」、「當

●

代文學與文化應用專題」、「專業英語翻譯研
究」、「跨文化質性研究」、「量化研究設計與

培育目標

師。

統計分析」、「專業實習」，總畢業學分數為30

畢業出路

學分。

就業：跨國企業及跨文化傳播業（包含電視、電

實務學習
●

本系越南籍畢業生，於畢業後即擔任大專英文老

影、戲劇、廣告及公關領域）行銷人才、跨國企業
客戶服務及溝通、談判人員、出版印刷業英語教材

本系安排國外客座教授擔任授課教師，增強學生

編輯人才及公民營事業之中、高階行政人才。

對於跨文化及專業溝通研究的理解；安排學生至

升學：國內外之外國語言、外國文學、語言學、新

國外大學進行移地學習，並提供實習機會，促進

聞媒體與傳播、文化研究、國際關係、國際經貿、

學生學術交流與提升國際化視野。

企業管理等相關領域研究所之博士班。

配合國家整體發展與在地產業特色，本碩士班旨在
厚實學生的專業英語能力、多元文化能力及跨文
化溝通能力。發展特色為「專業英文溝通English
for Professional Communication, EPC」，聚焦於跨
國與跨文化產業所需之「跨文化溝通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CCC」專業能力，以培養21世紀所
需之具有國際觀的複合式中、高階英語人才。

系所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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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英語授課

●

培養專業英語溝通能力及學術研究能力

●

提升跨文化溝通能力及國際移動力

●

海外移地學習

●

雙聯學制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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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暨國際學院

招生學制／日四技、日二技、日五專、進四技、進二技

Department of English

電話：07-3426031轉5305

英國語文系(科)

傳真：07-3474182

http://c021.wzu.edu.tw/

學系特色
落實全英語授課
訓練聽說讀寫全方位溝通能力
培養專業英語能力
推展數位化學習

實務學習／實習規劃
國內外實習機會
國際交換生聯盟交換計畫
雙聯學制

課程規劃

畢業出路

本系課程規劃旨在配合國內外經貿、觀光、傳播、

本系學生畢業後升學或就業都獲得進修學校及業界

翻譯、文創與英語教學等產業需求，培育兼具英語

之肯定，不論繼續進修或投入職場皆能發揮所學。

能力、專業知識、人文涵養、國際視野及健全人格

●

之優秀人才。

升學
五專：插班大學或就讀二年制技術學院、科技大
學各相關學系或赴海外就讀相關大學。

大學部課程
專業英文＋二大就業模組
專業英文
專業英文聽力
專業英文閱讀
專題英語演說訓練
語言與文化

版社、觀光餐旅業、航空公司等實習；更提供至

厚實外語，結合實務，邁向國際

泰國、美國、中東阿曼、越南等國海外實習，培

●

文化、觀光休閒、大眾傳播、教育、區域研究及
國際研究等相關研究所。

二大就業模組
商務與觀光模組
文學與語言教育模組

雙聯學制：英國語文系學士學位+碩士學位士學
位學程，學生能縮短修業時間，同時獲得學士與
碩士雙學位；此雙聯學制不僅提供本系學生至海
強自身能力及就業力。

專科部課程
雙外語＋二大專業模組

●

育具國際觀及國際行動力之人才。

精進語言能力與文化涵養
本系除了持續強化學生聽、說、讀、寫、譯之英

學與國內大學之英美文學、語言學、翻譯、社會

外留學的機會，也提供多元專業選擇，使學生增

培育目標、發展特點
●

四技及二技：國外姊妹校、國外研究所、國外大

●

國際交流

語能力，還要求學生修習第二外語，培養多文化

美國 Temple University

涵養，精進跨文化溝通能力。並要求學生依自身

法國 Rennes School of Business

興趣或職涯考量，選修專業模組課程，精進專業

英國 Middlesex University

知識。

英國 University of Cumbria

國內外實習機會

英國 University of Essex

本系積極與各行業合作，學生可至傳播業、公家

印尼 Petra Christian University

機關、國外駐台教育機構、補習文教業、翻譯出

設置學／碩士雙聯學程

就業：
英語教學、口筆譯、編譯、商務談判、國際貿

雙外語
英文
法、德、西、日文

日四技
畢業總學分為132學分

二大專業模組
商務、觀光與傳播模組
文學與語言教育模組

易、外交事務、大眾傳播、企業管理、文化產業
（博物館、美術館、國史館等）、秘書、航空及
餐旅服務等。

日五專
畢業學分232學分

日二技
畢業總學分72學分

第二外語為必修，務必從 專1~3年級必修第二外語
學生必須於四門必選修實習課程中選擇一門修讀／
法、德、西、日外語，擇其 （自法、德、西、日擇一）
各種實習課程畢業學分數採計不得超過30學分
一修讀，至少12學分
共42學分
五專4~5年級必選第二外語
（自法、德、西、日或其他
第三外語擇一）共16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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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暨國際學院

招生學制／碩士班

Master Degree Program of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翻譯系碩士班

電話：07-3426031轉6403

傳真：07-3108817

http://c033.wzu.edu.tw/

課程規劃
1. 109學年度每位學生需修滿至少38學分（包括論
文2學分），並通過碩士學位論文考試始得畢
業。110學年度科目學分表如有變動，以最新公
告為準。
2. 課程包括：
必修課程：一般筆譯、逐步口譯、專業筆譯、專

員、商務談判代表、國際經貿秘書、國內外觀光、
航空及旅遊業從業人員、公務人員、外語教師以及
文化產業機構（博物館、美術館、國史館等）的解
說員等工作。
升學：國內外翻譯、外國語言、外國文學、語言
學、新聞媒體與傳播、中西文化研究、國際關係、
國際經貿、外語教學等相關研究所之博士班。

業逐步口譯、口譯技巧、翻譯理論、電腦輔助翻
譯與專案管理、研究方法、論文等。
選修課程：同步口譯（英譯中）、同步口譯（中
譯英）、視譯（中外互譯）、科技筆譯（中外互
譯）、影視翻譯（中外互譯）、文學筆譯（中英
互譯）、實習。

實務學習／實習規劃
暑期可至翻譯公司或其他公私營機構實習。

畢業出路
就業：專業口譯員、專業筆譯員、編審、語言服務
從業人員、專案經理、出版社編輯、新聞編譯人

培育目標

2. 專業口筆譯專業知能。

本所成立宗旨在於培育專業中英文口筆譯人才，培

3. 翻譯編審能力

養學生具備：

4. 翻譯專案管理能力。

1. 雙語思考與表達能力

5. 跨文化溝通與視野。
6. 跨學科知識（經濟、科技、法政、醫藥、媒體、
文學、藝術等）。

系所特色
結合理論與實務，培養學生跨領域的專業口筆譯專
業知能。
以全人教育培育敬業、具備人文素養且樂於服務的
專業才。
透過產學合作，提供學生累積實務經驗的機會，培
育具批判思考、樂於合作，且具備國際視野的翻譯
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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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暨國際學院

招生學制／日四技

Department of Translation & Interpreting

電話：07-3426031轉6402、6405

傳真：07-3108817

http://c033.wzu.edu.tw/

翻譯系

實務學習／實習規劃
學期間或寒暑假至公私營機構實習
畢業前需完成畢業專題及實習

學生／校友成就
畢業校友成為新聞記者、政黨發言人、專業口筆譯
人員

培育目標

課程規劃

畢業出路

1. 培育具有專業技能、人文素養及批判思考能力之

核心課程：

升學：國內外翻譯、英美語言、英美文學、語言

口筆譯概論、筆譯技巧運用、逐步口譯、口譯實

學、新聞媒體與傳播、文化研究、國際關係、國際

2. 培養具國際素養及文化認知的專業人才。

務、電腦輔助翻譯、翻譯專案

經貿、英語教學、社會學等相關研究所。

3. 使學生成為跨文化溝通專業人才。

專業選修課程：

就業：語言服務工作者、專業口筆譯人才、專案經

4. 培養學生具有跨領域知識，成為產業所需之雙語

專業逐步口譯（包含科技、國際事務、商業等議

理、出版社編輯、新聞編譯、商務談判代表、國際

題）、影視翻譯、專業筆譯（包含科技、國際事

經貿秘書、國際會展專業人員、國內外觀光、航空

務、新聞等議題）、跨文化溝通、第二外語、模擬

及旅遊業從業人員、英語教師、後勤客服人員以及

會議等。

文化產業機構的解說員等工作。

翻譯專才。

人才。

學系特色
文藻外語大學翻譯系─專業翻譯的搖籃
1. 全國技專校院中唯一一所翻譯系
2. 以培育具國際翻譯及雙語人才為主要目標。
3. 以教學、理論、實務，搭配雲端科技、最新翻譯
輔助軟體及實作課程，幫助學生習得專業口筆譯
技巧。
4. 學生在學期間可參與各項國際會展活動，並到公
私營機構實習。
5. 課程豐富多元，涵蓋商業、經濟、文化、科技、
人文等專業領域。
6. 積極鼓勵學生參加兩岸與國際交流／交換活動。

11»

«12

英語暨國際學院

招生學制／碩士班

Master’s Program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國際事務系碩士班

電話：07-3426031轉6103 傳真：07-3108447
http://c050.wzu.edu.tw/ http://c050e.wzu.edu.tw/

課程規劃
1. 必修課程：奠定學生國際事務研究基礎。
2. 選修課程：
✽跨領域課程：了解當前熱門的全球議題、知
識，以及國際狀況，並將國際知識與自身環境
融會貫通。
✽人道關懷議題：超越自身地域及階層，拓展國
際宏觀視野。
✽國際企業經營管理及相關課程：培養學生的經
營能力以及該領域中與外國單位交涉、談判的
知能。

學生／校友成就
◆陳○麟

英。

◆Tsog ○

Overseas Business Develop Manager

Foreign Sales Manager

―CRUX matter holding incorporated

―Khanbogd Cashmere Co., Ltd
◆Nestor ○

Graduation year: 2018.06

Graduation year: 2019.06

International purchaser

Salesman

―Dag Import (France)

―Plant City Products (Florida, USA)

Graduation year: 2018.07

畢業出路

Overseas Business Sales

畢業學生就業領域包含各國公私部門，例如：各級

―FONG CHUAN MACHINERY

政府、大型國際企業、本國涉外企業、各國中小規

◆郭

學程特色

(Guangdong)
Graduation year: 2019.06

◆李○霖

培育「兼備國際視野與人道關懷」之國際事務菁

―China Petroleum & Chemical Corporation

Graduation year: 2018.01

◆Melanie ○

培育目標

Business Manager

○

模企業、國際組織、非營利組織、宗教組織等。

Graduation year: 2018.07

●

全英語授課。

●

注重全球化宏觀的政治經濟議題以及跨國企業機
構與事業經營管理策略的實務運作層次。

●

強調國際經濟整合發展以及涉外工作的實務操
作。

●

提供學生多元國際交流機會。
✽ 可至國外姊妹校進行短期移地學習參訪及交

換。
✽ 學程已與美國的Fort

Hays State University、

法國Lumière Lyon2 University簽訂雙聯學
制（1+1）以及英國University of Essex和
University of the West of England合作備忘錄，
畢業時有機會同時擁有兩張碩士學位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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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暨國際學院

招生學制／日四技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國際事務系

電話：07-3426031轉6102 傳真：07-3108447
http://c030.wzu.edu.tw/ http://c030e.wzu.edu.tw/

學生／校友成就
本系畢業校友無論在公家機關或海內外民營企業均
有不錯之就業表現：
畢業年
職
2008 村幹事
2009 人事官

培育目標

課程規劃

培育「具備文化與外語特色」的國際政治經濟人才

1. 外語能力
秉持文藻卓越外語教學之傳統與特色，本系除了

學系特色

共同必修英文課程外，更致力於加強專業領域課

以廣泛國際事務知識為導向進行全英文專業課程。
以紮實英語能力為基礎，強調國際文化視野。
以職場需求及升學考量為課程設計之依據。

程中學生英文能力之訓練與學習。
2. 國際事務專業
本系之必修及選修課程分為國際文化、國際政治
以及國際經濟等三類，學生可依興趣選修各類課
程。在專業全英文環境的薰陶下，建立國際事務

外語能力

稱

公
司
地 點
連江縣北竿鄉公所 馬祖
海軍反潛航空大隊 高雄
越南
2010 驗收課長
楙閎國際集團
胡志明市
2011 小學老師
興隆國民小學
苗栗
A l p h a N e t w o r k s 新竹
2011 Product Manager
Engineer
科學園區
電週文化事業股份
台北
2012 議程管理師
有限公司
Niantic (AR Mobile
日本東京
2012 PR Manager
Gaming Company)
Business
LG Electronics
泰國
2013
Consultant
Corporate
優達樹脂化工股份
台南
2013 外銷業務專員
有限公司
安碁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
2013 銷售代表
上海分公司
2014 助理副課長
長榮國際公司
台北
2015 客戶專員
AB Accomo
日本東京
2015 辦事員
台中商業銀行
台中
2015 專員
新光商業銀行
台北
崑洲實業股份有限
台北
2015 採購
公司
2015 組員
台北市政府秘書處 台北
中國石化國際事業
廣東
2016 業務經理
華南公司
2017 辦事員
台中商業銀行
台中
貝殼放大股份有限
台北
2018 集資專員
公司
2019 專案助理
臺北表演藝術中心 台北

畢業出路
升學：政治、外交、區域研究及社會文化等相關研
究所。
就業：政府行政機關負責國際事務之公務人員、國
際文化教育交流事項與文化產業涉外之業務人員、
非政府組織及非營利單位之國際事務人員、國際貿
易公司國際事務之公關、一般事務人員或國際商情
與市場分析調查人員，負責與外國駐台人員交涉辦
理兩國間各項業務、推動跨國教育文化事業文書作
業、通訊與行政業務、國際藝術文化活動之解說導
覽及業務協調以及執行藝術文化活動籌辦、負責一
般國際客戶之外文商業書信往來業務及行政事務、
公司國際形象塑造與國際市場開拓等。

的專業知識與流利的英語口語表達。

實務學習／實習規劃
國際文化

具備
「文化與外語特色」
的國際政治經濟人才

在實務學習方面，本系每學期均會邀請校外產官學
國際政治

界具國際事務相關學經歷背景之學者、專家與業
師，到各教室課堂進行課堂協同教學，強化學生最
新職場實務經驗。另外，為符合學生之需求，本系
提出四種實習課程，供學生多元選擇，學生可選擇

國際經濟

於暑期或學期間進行2個月或4.5個月國內或境外實
習，將課堂理論所學實際運用於職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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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暨國際學院

招生學制／碩士班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dministration(MBA program)

國際企業管理系碩士班

電話：07-3426031轉6201~6203

傳真：07-3103480

http://c031.wzu.edu.tw/

實務學習／實習規劃
本所舉辦海（內）外研習，透過實際參訪海（內）
外公民營機構，進行交流與研習，使學生吸收企業
成功經驗和拓展國際觀，並將研習所學融入研究論
文內容。

學生／校友成就
謝瑞源―喬尚國際有限公司管理部
羅金定―內政部移民署南區事務大隊
高淳雅―南山人壽業務部
黃馨儀―中華經典國際語言發展交流協會
張宏仁―廈門楷悅光學有限公司

畢業出路
●

國際企業及商務機構之經營管理主管或專業人
員。

●

國內公私立藝術、文化相關機構之經營管理主管
或專業人員。

●

培育目標

Business School of Immanuel Kant Baltic Federal

培養具備優秀外語能力之國際事業與跨文化管理主

University（IKBFU），共同簽訂「碩士三方學

管人才。

程」（Master Tripartite Program）。此學程上課

系所特色

員。

藻外語大學、第三學期於法國ESTICE、第四學

●

國內外各優秀大學進修深造博士學位。

三方學校共同署名之學程證明。研究生若通過甄

「國際事業專業」、及「跨文化管理專業」等三大

選參加此碩士三方學程，只需繳交文藻學雜費，

主軸。

學生於俄羅斯、法國修課所獲得的學分，可抵免
本所20學分。
3. 英國碩士雙聯學位：

多元修課方式

本所與英國西英格蘭大學（University of the

1. 修習課程35學分：

West of England, UWE）簽訂碩士雙聯學位協議

本研究所之課程設計，係依據上述課程主軸所對

（1+1），於文藻修習課程一年，英國UWE修習

應之核心能力養成所需，主要包括：必修課程23

課程一年，兩年取得雙碩士。

本所與法國International Business School of Lille

國內外非營利事業組織之經營管理主管或專業人
國際事務、國際志工組織之主管或專業人員。

精神，本研究所之課程設計包括：「全人教育」、

2. 參加碩士三方學程：

●

●

期於文藻外語大學。修畢此學程，研究生可獲得

學分，選修課程至少12學分。

管或專業人員。

地點：第一學期於俄羅斯IKBFU、第二學期於文

秉持本校教育之3L（Life, Language, Leadership）

課程規劃

國際觀光、餐飲、旅遊等相關事業之經營管理主

除上述修習的課程外，研究生亦需完成「碩士論
文」或「專業實務報告」的撰寫，同時亦須達到英
文能力畢業門檻（或參與替代課程）之規定。

Catholic University（ESTICE）及俄羅斯Europe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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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暨國際學院

招生學制／日四技、進四技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電話：07-3426031轉6201~6203

傳真：07-3103480

http://c031.wzu.edu.tw/

國際企業管理系

實務學習／實習規劃

蔡馨誼

台灣積體電路製造股份有限公司助理工程師

為加強學生學以致用並與職場接軌，本系開設職場

楊中奇

長榮航空人事室助理副課長

體驗實習、暑期實習、學期實習等課程，實習場域

謝樺琤

外貿協會市場拓展處專員

包括國內與國外各大企業，使學生畢業即能順利就

王崧智

超恩股份有限公司產品經理

培育目標

課程規劃

業。

培育兼具外語能力與國際觀的商管專業人才

1. 全人教育

學生／校友成就

學系特色
教材精緻化、教學雙語化。
著重啟發思考、專業表達及職場技能訓練。

文藻通識教育的博雅及涵養，以教育學生品格及

畢業出路
升學：國際企業管理的基礎將有利於銜接國內、外

生活教育為重點，腳踏實地的服務、領導與生活

王弈心

英業達股份有限公司專案管理部副理

知名大學的各種專業領域。

的態度，為學生奠定日後的優質人格素養。

謝欣恬

中華航空公關室媒體事務部專案主任

就業：商管背景足以在貿易業、物流業、金融業、

朱淳楨

台化出光石油化學股份有限公司化銷營業助理

跨國企業等運用所學，具職場發展優勢。

本系除了提供「基礎商業」課程，更提供「進階

黃平宇

富邦媒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網路處業務主任

創業：完整的商管教育亦提供學生自我創業的管理

管理」課程，包括行銷、人資、經貿、策略等；

方弈昇

翔鷹責任有限公司持續改善部門襄理(越南)

能力。

2.商業管理專業

四年級則側重學生實務運用能力，提供各種國內
實習、海外實習的機會。
3. 外語能力與國際觀
本校系有多所姊妹校，學生可以利用在學期間前
往歐美國家交換學習，有助於培養學生國際觀及
優異外語的複合專業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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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暨國際學院

招生學制／進四技

Bachelor’s Degree Program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English

電話：07-3426031轉5310

傳真：07-3474182

http://c038.wzu.edu.tw/

國際商務英語學士學位學程

培育目標

學程特色

在全人教育的理念下，培育擁有卓越英語能力及國

國際商務英語學士學位學程為整合本校英國語文

際商務知能的國際商務英語專業人才。

系、國際企業管理系及國際事務系之師資及資源，

課程規劃

●

專業商務經理人培訓教室

能力分級分班授課，打好英語基礎

●

國際商務金融財經實習教室

本校進修部校訂英語課程根據學生程度分級分班授

實習課程

課，以符合不同學習階段學生的學習進度與需求。

提供實習課程機會，協助學程學生透過體驗學習，

教師教學方式多元活潑，除課堂講授外，同時亦包

了解產業工作內容與所需技能，建立良好工作倫

括角色扮演、小組討論、個人或分組簡報及業界專

理，增進就業能力。

家協同教學等奠定英語能力的基石！

專業證照

學習環境與設施

課程結合英文行銷課程，協助學程學生考取國際行

提供專業英語教學設備與環境，配合專業教師指

銷初級人才證照，作為畢業門檻，提升未來就業

導，協助您更全面的學習。教學設施包括：

力。

●

英外語診斷輔導中心

●

專業口語表達藝術廳

畢業出路

●

國際商務專業教室

就業：國際商務人才

●

國際經貿教室

升學：國內、外的商業系所

跨領域共同指導，提供紮實的國際商務英語實務課
程，協助您在職場中出類拔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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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亞語文學院

招生學制／碩士班

Graduate Institute of European Studies

歐洲研究所

電話：07-3426031轉7901~7902

http://c052.wzu.edu.tw/

畢業學分修習

必修
15 學分

選修
21 學分

畢業
36 學分

碩士學位取得

所訂
36 學分

學術倫理
教育課程

碩士學位
論文考試

實務學習／實習規劃

九屆全國歐盟研究論文發表會，以及國內學術機

本所規劃兩門專業實習課程。目前本所與臺灣歐洲

構舉辦之國際研討會，如英國脫歐與歐洲局勢發

聯盟中心（EU Centre in Taiwan, EUTW）締結實習

展國際學術研討會，提升歐洲研究所學術研究能

合約，每學期寒假或暑假將可選學生前往中心實

量。

習。，此外本校「文藻桌」機制提供多元化海外實
習機會，除汲取實務工作經驗外，也培育學生獨立

畢業出路

能力和開拓國際視野。本所亦積極配合教育部經

升學：本所畢業生可於國內大學進修博士學位，或

費，每學年辦理研習活動，帶領研究生至國外參訪

至歐洲聯盟會員國大學修讀博士課程，或前往本校

歐盟重點機構。

姊妹校大學攻讀博士學位。

學生／校友成就
本所於2016年成立，近幾年來本所研究生積極於全

培育目標

課程規劃

1. 培養學生具備邏輯思考、閱讀及研究創新論文之

本所學生需修滿至少36學分，包括15必修學分（含

能力，並發展研究、分析、整合與解決問題之能

碩士論文寫作6學分）、21選修學分（選修21學分

力。

中，經學生申請核准後，有6學分可至本校外所修

2. 培養具備英外語能力與跨文化溝通之專業人才。

習），修畢「學術倫理教育課程」，並通過碩士學

3. 培養學生具備歐盟與歐洲各國政經事務議題整合

位論文口試始得畢業。

取得
碩士學位

就業：駐外單位、政府機構、學術研究機構、公私
立外貿機構、新聞機構以及大眾傳播等機構皆為本
所畢業生能夠貢獻所學之職場領域。

國級學術論文發表會發表學術論文，如第八屆、第

與分析之專業能力，以建立研究與就業實力。
4. 培育具備宏觀國際視野、優異的國際移動能力之
專業人才。

系所特色
1. 實行歐洲師徒制。
2. 榮獲歐盟補助開設莫內計畫模組課程：「歐盟與
環境衛生：政策、成就與主要挑戰」。
3. 鑽研歐盟、歐洲各國政經、社會、文化事務。
4. 培養語言及獨立思考能力的專才。
5. 囊括多元化專業課程。
6. 融合理論與實務，提升跨領域實力及職場競爭力。

23»

«24

歐亞語文學院

招生學制／碩士班

Master in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東南亞學系碩士班

電話：07-3426031轉7802

http://c058.wzu.edu.tw/

課程規劃
1. 必修課程包括社會科學研究方法、台商企業與東
南亞專題、論文寫作、東南亞語言、及東南亞專
題研習〈移地研究〉等課程。
2. 必修東南語言，自越南語、印尼語、泰語等東南
亞語言擇一修習；具語檢證明或通過語言測試
者，可申請抵免。

2. 服務於東南亞各國駐台機構或東南亞事務相關機
構。
3. 任職東南亞台商企業或當地其他公私部門，從事
企業、商務或文化相關工作。
4. 國外非政府組織、跨文化推廣機構、國際組織的
專業從業人員。
5. 深造：國內外各大學攻讀博士學位。

3. 課程分為二個模組：「東南亞政府與社會模組」
及「東南亞企業與產業模組」，畢業前須前往
東南亞國家完成至少2個月以上的東南亞專題研
習，研習形式包括交換學生、海外實習、碩士論
文專題研究等，交換學生最高可抵免9學分。

實務學習／實習規劃
1. 每年舉辦東南亞臺商企業研習團，結合學術理論
及產業發展實務。
2. 東南亞移地學習，培育獨立研究能力。
3. 每年舉辦東南亞國際學術研討會，研究生有機會
參籌辦、執行，和國內外專家、學者深度交流。

培育目標
博學多聞跨越東南亞的世界人

學程特色
1. 擁有東南亞多個國籍的外語教學師資及跨領域的
學術專業教師，外籍師資達6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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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校友成就
2. 國際學術交流頻繁、訪問學者眾多。每年舉辦東
南亞國際學術研討會，歷年皆有百餘名國內外專
家、學者發表百餘篇論文。
3. 國家重點發展領域，對接未來全球政經發展重
心。

109學年度首屆畢業生曾任職台灣經濟研究院、泰
國東南亞台商企業。

畢業出路
1. 擔任公職：包括外交部、移民署、經濟部、文化
部、僑委會等。

«26

歐亞語文學院

招生學制／日四技

Department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電話：07-3426031轉7802

http://c051.wzu.edu.tw/

東南亞學系
實務學習／實習規劃
1. 國內名師、海外訪問學者、客座教授執教，東南
亞企業家、高階經理人講座，提供多元教學與實
務經驗。
2. 每年寒暑假舉辦東南亞台商企業研習團，帶領同
學實地經驗東南亞，由企業家、經理人親身交
流，學習經驗。
3. 移地學習可選擇赴東南亞企業，跨國非政府組織
或在台企業東南亞相關業部門實習。

畢業出路
1. 擔任公職：包括外交部、移民署、經濟部、文化
部、僑委會等。
2. 服務於東南亞各國駐台機構或東南亞事務相關機
構。
教授執教，東南亞企業家、高階經理人講座，提

培育目標

供多元教學與實務經驗。
3. 移地學習：可選擇至東南亞台商企業、跨國公

國際移動力，成為博學多聞跨越東南亞的世界

司、國際非營利組織等海外實習，或赴知名東南

人。

亞大學擔任交換學生，機會眾多。

課程規劃

1. 雙外語：英語為第一外語，並由外籍教師教授越

課程規劃著重英語與東南亞語的「雙外語」培訓，

語、印尼語、泰語等東南亞語為第二外語，正確

與社會科學專業學習。畢業前通過英語、東南亞語

學習發音、文法與文化。

言（越南語、印尼語、泰語擇一）檢定，再藉由高

通識

雙外語

共同英文

東南亞語言
越南語
印尼語
泰語

4. 國外非政府組織、跨文化推廣機構、國際組織的
專業從業人員。
5. 深造：國內外各大學攻讀碩士學位。

學系特色

校院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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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商務或文化相關工作。

奠基於「雙外語」及「跨領域」學習，養成高度

2. 理論實務兼修：國內名師、海外訪問學者、客座

3. 任職東南亞台商企業或當地其他公私部門，從事

年級東南亞移地學習，增進語言能力與實務經驗。

專業必修

專業選修

東南亞政府治理
東南亞國際關係
東南亞經濟產業
東南亞華人專題

東南亞節慶與文化
台灣與東南亞關係
中國與東南亞關係
東南亞藝術賞析
…
…

移地學習‧選修

東南亞姊妹校交換
東南亞企業實習
在台企業實習

畢業專題

畢業專題
研究方法

畢
業
學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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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亞語文學院

招生學制／日四技、日五專、進四技

Department of French

電話：07-3426031轉5602、5605

法國語文系(科)

傳真：07-3474618

http://c022.wzu.edu.tw/

◆雙聯學制：本系與法國雷恩商學院（ESC

6. 「比利時魯汶大學南懷仁研究中心（Ferdinand

Rennes）建立雙聯學制，提供日四技學生可於

Verbiest Institute, K.U.Leuven, Belgium）」專任

文藻修讀學士，並赴法國修讀碩士課程，可同

研究主任暨研究員。

時取得文藻學士以及法國碩士文憑。

實務學習／實習規劃
本系提供學生文化教育、餐飲旅遊、藝術人

7. 台灣法國文化協會—高雄中心秘書
8. 法國在臺協會—商務顧問
9. 109年青年節大專優秀青年

文、運動休閒、政府機構、社會福利機構、翻譯會

畢業出路

展等多元的實習種類選擇，並將實習學分化，培養

就業：國際商務英／法語、會展翻譯、國內外航空

實務及體驗職場之經驗。經常合作之實習機會如：

業—空服／地勤人員、行銷與銷售、休閒與觀光旅

教育部臺法外語交流華語教學助理、教育部臺比外

遊實務、企業經營管理、倉儲管理、精品管理、西

語交流華語教學助理、法國亭林／書硯／培元中文

點烘培專業。

學校中文教學助理、法國羅亞爾河區工藝商會、大

升學：國內／外商務管理、國際貿易、餐飲管理、

溪地波拉波拉渡假酒店、內政部移民署、故宮博物

外語、外語教學、外交、教育、戲劇、翻譯等系

院、台灣高鐵、康橋商旅、凱撒

所。

大飯店、墾丁H會館、方圓會展
公司、高雄港都文藝學會、法國

培育目標
1. 雙外語人才（法語及英語）
2. 專業與實務應用能力（商務／文教／翻譯會展）
3. 全人涵養特質陶冶多元學習發展
4. 觀察力批判性思考能力訓練

學系特色
1. 多元學制，教學資源共享。
2. 本系法語師資教學完善，外師比例佔約三分之
一。
3. 雙聯學制活化外語與實務接軌的國際教育。
4. 課程選擇多樣，跨領域學習。

3. 培育跨領域專業人才：本系重視學生法語基礎能
力之養成外，更設計翻譯、商務、新聞、觀光、
餐旅、文化、教學等相關專業課程，擴展學生語

文化協會高雄中心、自然科學
博物館。

言能力與職場應用的實用性，培養學生成為跨領

學生／校友成就

域人才。

1. 全國法語歌唱大賽—第一名

4. 強化專業外語與國際觀兼具之競爭力：
◆國際交流：本系在法國、比利時大學皆有多所

2. 第45屆國際技能競賽餐飲服
務組—金牌

姐妹校，每年提供交換生約30個名額，學生可

3. 法語戲劇聯展—最佳演出

赴姊妹校進行移地學習交流，增進國際視野。

金賞第二名、男／女主角

◆台法語言助教計畫：本系學生每年獲法國在台

第一名

協會遴選前往法國擔任華語助教約為5人，人

4. 「美國SIGGRPH國際電腦動畫節」動畫短片首獎

數高達全台三分之一。

5. 台灣歐盟中心執行長

5. 締結多所海外姊妹校，國際交流機會豐富。
6. 實習學分化，創造與國內外職場接軌之就業管
道。

課程規劃
1. 重視全人教育：本系重視博雅人文教育，培育學
生具備品格教育之日常實踐力。
2. 基本能力：本系前兩年英語與法語課程以培養語
言聽、說、讀、寫等4大基礎能力為根本，紮根
學生基礎雙外語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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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亞語文學院

招生學制／日四技、日五專、進四技

Department of German

電話：07-3426031轉5702、5703

德國語文系(科)

五

專

傳真：07-3474683

http://c023.wzu.edu.tw/

部

部訂科目40學分
校訂科目54學分
畢業學分 主修必修74學分
232學分 副修必修28學分
校訂選修36學分
（含系訂選修至少16學分）
就讀年級

各階段修課重點
雙外語並重

1~3年級

進階德語訓練
進階英語培訓

4~5年級

多元領域課程，包括商務、科技、觀光餐
旅、媒體、文學、口筆譯等課程。

大學部

獎之短篇小說首獎，獲得獎學金30萬元及晶圓獎

院共同必修4學分

座乙座

就讀年級

、觀光餐旅及人文社會等素養及能力之實務人才。

學系特色
●
●

強大師資陣容，外籍師資比例領先全國德文系

●

全國第一所與德國大學建立雙聯學制合作之德文系

●

8所德語區大學以及3所德國高中交換生計畫

●

授權為台灣南部歌德學院之德語檢定測驗中心

跨文化溝通

專題
展演

獨立思
考與整
合能力

德語

◆

英語

核心就業能力

翻譯
口譯

觀光
餐旅

商務
經貿

王新雅、彭淯潔同學榮獲2018年德語文化大使競
鄭百喬同學榮獲2017年德國學術交流總署
（DAAD）頒發最優秀品學兼優獎

2. 傑出系友
●

喬惠芳：現職德國西薩克森應用科技大學教授，
曾任該校副校長

●

李倩玲：廣告集團執行長，連年被選為「中國傳

●

強化學生具備理論與實務知識

媒最有影響力及貢獻人物」、「女性領袖傑出成

●

培育學生熟練職場技能和瞭解職場倫理

就獎」

●

訓練學生具備投入職場前的相關專業能力

內政部移民署
國境事務大隊 (高雄機場)
◆ 國立故宮博物院南部院區
◆ 高雄展覽館股份有限公司
◆ 台中葳格國際學校
◆ 香港商信可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分公司
◆ 墾丁凱撒大飯店
◆ 墾丁夏都沙灘酒店
◆

國康斯坦茨應用科技大學雙學士學位學生

●

國內實習機構

基礎就
業能力

李予雯同學為2018年首位同時取得文藻外大及德

賽第一名，並赴德國參與相關活動

實務學習／實習規劃

優質雙外語學習環境、妥善規劃課程

小組
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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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
經濟

●

基礎德語訓練

「歐洲商務」
3大跨領域
「歐語文教」
學分學程
「歐洲會展與翻譯」

文學
文化

歷史
社會

陳詩茹同學榮獲2019全國大觀盃觀光導覽解說設
計競賽之大專外語組特金獎

●

專業英語培訓
培育雙外語（德語、英語）能力，且兼具經貿商務

●

各階段修課重點
雙外語並重

課程規劃

陳心容同學榮獲2020第17屆台積電青年學生文學

校共同必修46學分

一般選修4學分
（含本系及他系／中心所開之選修科目）

培育目標

1. 學生優秀表現
●

畢業學分 系訂必修60學分
135學分 跨領域學分學程21學分

1~2年級

學生／校友成就

國外實習機構
◆

Centara Grand Beach
Resort Phuket泰國觀光
飯店
◆ 北京金寶貝殼幼兒園
◆ 英屬維京群島商柏星際
股份有限公司

●

洪伯豪：現為戲劇導演，曾拍攝戲劇《麻醉風暴
2》或電影《老大人》，指導作品曾入圍金鐘獎
或金馬獎

畢業出路
就業：駐外單位、公職機關、貿易公司、製造業及
其海外據點、文教業、觀光旅遊、國際會展、航空
及文化藝術等各行業。
升學：五專部畢業生可插班各大學相關學系。大學
部畢業生則可出國深造或報考國內相關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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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亞語文學院

招生學制／日四技、日五專、進四技

Department of Spanish

電話：07-3426031轉5802~5803

西班牙語文系 (科)

傳真：07-3474883

http://c024.wzu.edu.tw/

實務學習／實習規劃
本系與西班牙及拉丁美洲之台商有簽訂海外實習，
以及在國內與自身所學有關聯之產業（如飯店、旅
行社、貿易公司、補習班等）簽訂實習合約，實習
機會皆會公告在西文系網站供同學查閱。

學生／校友成就
本系有多名校友服務於政府公部門、學術界、國貿
企管、翻譯、觀光、文創等相關產業，都有非常優
異的表現。

畢業出路
升學：可報考國內大學研究所碩士班，如：本校歐
洲研究所、輔仁大學西班牙語研究所、淡江大學拉
丁美洲研究所及歐洲研究所、靜宜大學西班牙語研
究所；也可直接出國留學深造，可至西班牙薩拉曼
卡大學、阿爾卡拉大學、那瓦拉大學、卡斯提亞拉
曼查大學、那瓦拉公立大學、瓦拉多利大學、艾維
拉天主教大學及智利大學等姊妹校就讀。

培育目標

學系特色

就業：西語翻譯人才、西班牙語教學老師、商務秘

1. 具備正確、通順之西班牙語言表達與溝通能力

西班牙語文系一貫之教育理念在培育具備語言能

書、外交、駐外經貿、國內外貿易、企業管理、旅

（聽、說、讀、寫、譯等能力），並通過系定之

力、文化涵養、專業知能與國際觀之外語實用人

遊觀光、新聞傳播、會展、航空業或行政人員等工

語言檢定標準。

才，包括外交、商務、翻譯、觀光、傳播、外語教

作；台灣與中南美洲貿易關係緊密，許多公司有西

學等。

語人才的需求。

2. 培育具有國際觀、文化涵養與專業知識之西語實
用人才。
3. 引導學生在語文技能外，注重知識的多元學習，
培養敏銳的觀察力、邏輯思考能力、責任感和職
業倫理。

課程規劃
1. 全人教育
文藻通識教育的課程以教育學生品格及生活品行
為重點，培育學生腳踏實地的服務精神、領導及
生活的態度，為學生奠定優質的人格修養。
2. 專業外語能力及國際觀
培育流利的西班牙語文聽、說、讀、寫等能力，
中、西文互譯之基本能力，及專業西班牙語知識
之培養，以符合國內與西語系國家政治、經濟、
文化等方面交流之需求。
3.跨領域專業人才
本系日四技開設三組跨領域學分學程：歐洲商
務、歐語文教及歐洲會展與翻譯，結合外語能力
及跨領域之知識，打造未來就業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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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亞語文學院

招生學制／日四技、日二技、日五專、進四技

Department of Japanese

電話：07-3426031轉5501~5505

日本語文系(科)

傳真：07-3474837

3. 五年制專科部課程規劃：培育聽、說、讀、寫、
譯專精之日語專業人才。一至三年級課程內容以
日語能力之基礎訓練為主，同時重視英文課程，
培養雙語人才。四、五年級除延續語言能力訓練
外，並對日本文化、法政、經貿各方面作專業探
討，開設翻譯、觀光日文、新聞日文、日本文化
等課程。

http://c025.wzu.edu.tw/

畢業出路
升學：五專學生畢業後可報考本校二技，他校技術
學院或插班大學相關學系。二技及四技學生可報考
國內研究所或出國深造。
就業：依同學興趣與專長從事相關行業。如：翻
譯、口譯員、秘書、旅遊觀光業、航空業、日語教
師、國際事務人員、新聞從業人員、出版業等。

實務學習／實習規劃
為落實學生理論與實務之結合，提昇學習效果，強
化職場專業技能，同時讓學生提早體驗職場，建立
正確的工作態度，進而培養學生成為具有專業技能
及實務經驗之人才，以增加學生之就業機業，系上
提供多元實習種類選擇，目前與系上合作之實習機
構（海外）如：JAL日本航空（航空業）、キッザ
ニア甲子園（娛樂業）及国際 童青少年演劇フェ
スティバル沖 （藝文業）等供學生多元選擇。

學生／校友成就
參加全國各地日語相關競賽獲獎無數、履創佳績，
如：連續三年參加「日本航空盃南部地區日語演講

培育目標
順應時代潮流，結合社會實際脈動，提昇專業技能
與知識，培育流暢之日、英語表達及溝通能力，並
具創造力與國際競爭力之日語專業人才。

學系特色
本系的課程特色為運用基礎日文能力，加強學生
「文化溝通」、「問題解決能力」、「基礎就業能

位之專業探討，並依個人志趣在翻譯、教學及商
務課程擇一為其專長。除專業日語訓練外，同時
加強英文之課程，培養雙外語人才。

比賽」獲得優勝等。畢業系友多任職於日文相關產
業，如現任駐日代表秘書、知名飯店、出版業、日
資人力銀行等，足跡遍及海內外。

2. 二年制大學部課程規劃：除延續語言能力訓練外，
並加強對日本文化、法政、經貿、企業經營各方
面之認識，培養商業、傳播、翻譯及觀光等專業
人才。開設有筆譯、口譯、日語教學法、商業外
文、商用日文書信、日本產業社會分析等課程。

力」、「核心就業能力」訓練。因應社會需求培養
產業發展所需之專業人才，並透過上述能力的養
成，培養具有前瞻性及國際觀的人才。為加強學生
就業能力，鼓勵學生考取各項證照，並積極推動企
業實習，讓學生提早適應日後職場環境。

課程規劃
1. 四年制大學部課程規劃：一、二年級著重聽、
說、讀、寫之基礎語言訓練，三、四年級則開設
有社會、文化、經貿、法政等課程對日本做全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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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教創意產業學院

招生學制／碩士班

Graduate Institute of Teaching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 MA )

華語文教學研究所

電話：07-3426031轉5101~5014

傳真：07-3597514

實務學習／實習規劃
本所強調學以致用，重視海外實習經驗。
1. 國內實習方面：提供媒合國中、小外籍生華語教
學輔導；扶輪社國際高中生、日本高中生、中山
工商及美國國務院高中生獎學金華語教學輔導；
或以遠距方式與美國、德國等學校進行華語教學
等案，以期學用合一。
2. 海外實習方面：提供多達7國家約11案（國家包
含：泰國、越南、印尼、日本、法國、巴拿馬、
美國等）實習機會，落實校內所學。

學生／校友成就
1. 擔任國內華語中心華語教師。如：姜君芳、鄒夢

http://c026.wzu.edu.tw/

5. 設立海外華語教學學習學校。如：李維智、陳彥
辰等。
6. 華語數位教材設計研發人才。如：謝東澄、謝辰
旻等。
華語專業行政人才。如：黃光頁、林賜霖等。

畢業出路
1. 進入國內外相關研究所攻讀博士學位
2. 依個人語言專長出國教授華語
3. 擔任國內各公私立機構華語系或華語中心之華語
教師
4. 華語教材研發工作
5. 語文補救教學教師

蘭、董曉雯、羅婷、張筱艾、周毓琳、蔡雅婷、
曾詩晴、邱佩緹、陳綺倫等。
2. 擔任國內大學語文專業教授。如：魏愛妮、葉亭
妤等。
3. 擔任海外大學華語教學教師。如：周佩儀、郭駿
逸（印尼）；林昕怡（巴拿馬、日本）、周育彙
（西班牙）、倪玉慈（越南）等。
4. 擔任華語教學遠距學習教師。如：鄺慧豐（家

培育目標

1. 進階華語文教學理論及實務課程

近年來，對外華語文教學工作已在全球各地如雨後

2. 進階漢語語言學課程

春筍般地快速成長，而本校為國內唯一的外語大

3. 華語教材編寫及數位遠距編寫課程

學，優越的外語環境，成為華語文教學走向國際的

4. 中國文化的涵養及應用課程

最佳優勢。因此本所希望，藉由本校外語專業達成

5. 多種選擇的外語課程

下列目標：
1. 培育海外教學之優良華語師資人才，以因應廣大
華語市場需求。

課程規劃
●

2. 針對特定對象，培育華語文教材研發人才。
3. 培育華語文教學進階研究人才。

本所規劃15學分之必修課程（含畢業論文6學
分）。

●

學生須在漢語語言學、華語文教學、華人社會與

4. 培育e化教學之華語文教學人才。

文化等三大領域中挑選共21學分之選修課程，總

5. 發展成全方位的華語文教學研究所，成為南台灣

計36學分之畢業學分，並完成碩士論文。

華語文教學的重鎮。

系所特色

莉）、黃依駿、洪瑋婷等。

●

華語教學實習至少72小時（如有教學證明者，可
以抵免）。本所幫忙學生爭取校內、外實習機
會。校內實習有遊學團華語教學、華語中心輔導

本所課程奠基於國際化，在優秀的師資及研究環境

教學；校外實習則有華語教學產學合作、海外遠

下，開設多樣性的研究課程，並強調教學實務學

距教學、海外教學實習等。

習。本所之特色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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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教創意產業學院

招生學制／日四技

Department of Applied Chinese

應用華語文系

電話：07-3426031轉5101~5014

傳真：07-3597514

http://c026.wzu.edu.tw/

實務學習／實習規劃

畢業出路

本系強調學以致用，重視海外實習經驗。

升學：修讀本校學碩士一貫學程提早修習研究所課

1. 國內語文表述實習：應華系報、應華服務隊、國

程、投考本校與國內外華語文教學、語文教育、新

小讀經班、兒童作文營隊、兒童故事繪本營隊、

聞傳播、中國文學、現代文學或其他相關科系研究

報社採訪實習、故宮南院實習等。

所。

2. 華語教學實習：國內有國中、小外籍生華語教學

就業：本系畢業生可直接進入職場三大領域：

輔導；扶輪社國際高中生、日本高中生暑期華語

1. 華語文教學領域：華語文教學相關之教師、企

營、中山工商及美國國務院高中生獎學金華語教

劃、多媒體華語文教學研發、華語教學教材編

學輔導或以遠距方式與美國、德國等學校進行華

輯、華語文檢測人員等。

語教學等案，以期學用合一。
3. 海外實習有多達7國家約11案（國家包含：泰
國、越南、印尼、日本、法國、巴拿馬、美國
等）實習機會，落實校內所學。

學生／校友成就
1. 華語教師：江佳純、林珊羽、周毓琳、蔡雅婷、
蔡英樺、曾詩晴、李維智、鄺慧豐、黃彥穎、王

2. 文史工作領域：文史研究、教師、文化事業推
廣、中小學國文教師、補教機構、中小學作文師
資等。
3. 華語文應用領域：文案撰稿、雜誌與出版品編
輯、新聞記者、新聞編輯、傳播媒體企劃、作
家、教材寫作編輯、國語文補習教育教師、語言
學習顧問、中文秘書、軟體中文專案、文化藝術
事業人員等。

筱晴、萬世鵬、杜翊萱、范雅等。
2. 海外開設華語補習班：諸瀅如等。
3. 海外台商公司任職：黃郁雯、張勤芝等。
4. 國中、小師資：楊孟晴、陳依華、源曼琦、王佳
萱、洪廉萁等。
5. 媒體出版或演藝：張毓珍、許秀儀、陳逸萱、石
筱珮、韓修宇、羅少君、萬于甄、遲俊騰等。
6. 博士深造：陳怡伊、朱天穎、王聖雅、阮靖芳、
黃柔溱等。
7. 公務高普考：黃舜儀、蕭伊婷等。
8. 其他產業：洪義芳、趙品睿、王璿涵、王惠毓

培育目標

課程規劃

培育「全方位華語教學與應用人才」。

●

等。

語文表述訓練：結合古典與現代，使文化內容成
為教學與創造的基底與學養根源，進而培養各種

學系特色

應用文類的寫作，以符合職場所需之中文應用

●

國際化：重視國際學術交流與交換學習。

●

實務化：結合當代知識與職場需求。

組織管理及研究人才，以因應廣大華語市場需

●

密集化：中英兼修貫通古今中外。

求。

●

菁英化：尊重個別差異小班教學。

二大專業領域，加上本校外語能力的嚴格訓練，培

●

專業化：課程模組專業化。

養具備中華文化素養的跨文化及語言溝通能力的人

●

華語師資培育：以華語教學為主之所需的教學、

才，成為全方位開發的華語應用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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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教創意產業學院

招生學制／碩士在職專班

Graduate Institute of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and Cultural Industries ( In-Service Master )

電話：07-3426031轉5203

傳真：07-3424325

http://c036.wzu.edu.tw/

外語教學系外語文教事業發展碩士在職專班
課程規劃
●

畢業出路

課程主軸分為「外語教學」與「外語文教事業經

●

可投入國內、外文教相關領域行業。

營管理」二個專業類組，並以「專業外語教學教

●

可成為全國中小學、外語補教、文教及相關事業
之外語教學研究與管理人才。

師」、「教材研發人才」、「文教事業經營管理

●

人才」三個具代表性之職場工作為導向，設置相

●

提升在職人士之職場競爭力。

關課程。

●

可選擇繼續修讀國內、外相關研究所，攻讀博士

開設外語教材創研／開發實作課程、海（內）外

學位。

觀摩研習、專業實習及專家講座等特色課程，強
化實務導向課程設計、經驗與研究，增進學生職
場競爭力。

實務學習／實習規劃
海（內）外觀摩研習為選修課程，由老師帶領學生
至各種文教機構觀摩研習。

學生／校友成就
畢業生多為學校機構專業英語老師或文教產業中高
階主管。

培育目標

●

學習及輔助教材，並結合相關實驗研究，探討其

以全人教育為基礎，強化專業知識、教學能力與職

成效。

業倫理，為學制內之各級學校及產業界（針對不同
年齡層之外語補教業、外語出版業、外語傳播業及
其他外語文教相關機構等），培育優秀的「外語教
學」、「外語學習教材／遊戲」及「外語文教事業

與產業界合作，共同研發、設計各級外語學習者

●

應屆大學畢業生若於在學期間具有文教產業相關
之工作經驗，亦可畢業後直接報考本碩士在職專
班。

經營管理」之人才。

系所特色
●

課程多以全英語授課。

●

學生可報考本校國小師資培育學程，完成學分及
實習相關規定後，可參加教育部國小教師檢定考
試，通過後即取得小學教師證書及小學教師資
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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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教創意產業學院

招生學制／日四技

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 Instruction

外語教學系

電話：07-3426031轉5202

傳真：07-3424325

http://c036.wzu.edu.tw/

實務學習／實習規劃
本系鼓勵學生踴躍修習實習課程，並積極拓展學生
海內外實習機會，現今合作之海外實習廠商與國家
遍及中國、日本、越南、泰國、印尼及柬埔寨等。
主要供學生前往學術與文教機構、出版業界等進行
職場實務體驗，以利學生將在校所學知識與專業結
合，提升就業力。

學生／校友成就
本系學生歷年來在全國大專校院專題競賽表現優
異，並有不少學生考取正式國小教師資格。

畢業出路
國內、外升學：
1. 可申請校內獎學金，繼續修讀本系外語文教事業
發展研究所。
2. 提供輔導機制，協助學生申請國內、外相關研究
所就讀。
就業：
1. 可至多樣的英語教學職場中就業，如：外語教
學、外語教材及教具設計、外語課程、圖書與教
具設計、外語教學研究、科技教材研發等。

培育目標

學系特色

以全人教育為基礎，著重專業知識的修習、教學能

●

申請至國小任教。

結合英語教學理論與實務經驗，經由全英語環境

力的訓練、職業倫理的養成，以期培育專業外語教

教授之專業課程，加強學生之英語及英語教學專

育工作者，使其具有平衡發展的人格，良好之道德

業能力。

水準，積極健康的專業態度及穩固的學術基礎。

2. 完成師資培育中心課程並通過國小教師檢定者可

●

學生須參與校內外之教學實習以實踐學用合一。

●

輔以雙主修、輔系或各類學程，提升學生專業競
爭力，增加未來職場競爭的優勢。

課程規劃
本系教學以培養外語教學、外語課程及多媒體設計
之人才為目標，課程規劃如下：
●

除英文外，尚須選修第二外國語文，如法、德、
西、日、韓及東南亞語言…等，培養第三專長。

●

搭配課程提供學生豐富之國際交流機會，如海外
教學實習、國際志工、國際交換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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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教創意產業學院

招生學制／日四技

Department of Digital Content Application and Management

數位內容應用與管理系

電話：07-3426031轉6302~6303

傳真：07-3105785

5. 與業界實務接軌，業師協同教學，銜接實習和就
業。

培育目標

2. 師徒制培訓學生參加全國競賽與展覽，榮獲各項

1. 在聖吳甦樂女修會教育精神及本校全人教育理念
之下，培育兼具人文涵養及美學素養，強調團隊
合作精神和尊重專業倫理之具有國際觀的跨領域
專業人才。
2. 以發展數位內容為主軸，藉著多媒體與互動技術
的整合，培育數位教材、電腦遊戲、電腦動畫、
視覺設計與影視特效製作等專業人才。
3. 以數位內容知能為基礎，結合網頁、網站、APP
開發技術，以及數位行銷與管理知能，培育數位
加值專業人才。

殊榮。

覽，榮獲各項殊榮，接受全球科普節目採訪，增加

課程規劃
本系課程規劃三個選修模組：「媒體動畫設計模

本系有2間VR Ready高階多媒體電腦教室，以及

組」、「數位教材與遊戲模組」、「數位加值模

6間先進實驗室，包含虛擬實境（VR）設備、擴

組」，學生畢業前必須至少修完一個選修模組達20

增實境（AR）設備、混合實境（MR）設備、動

學分（含）以上，畢業總學分數131學分。搭配業

作捕捉與臉部表情捕捉系統、4K攝影機、VR攝

界專家講座、研習、工作坊，專業多元發展並兼具

影機、六軸體感動作平台、Maya 3D動畫製作軟

專業能力的深化。

體、Adobe系列影像處理及影片製作軟體、電子
作擷取系統、專業音樂製作系統等。

學生／校友成就
本系教師於課餘時間指導學生參加全國競賽與展

3. 先進專業主流軟體及高階實驗室設備的學習環境

書製作軟體、3D遊戲引擎、網頁製作軟體、動

http://c028.wzu.edu.tw/

同學的就業履歷與競爭力。

平面設計
原畫設計
◆ 3D動畫
◆ 影片剪輯與視覺特效
◆ 遊戲美術
◆

美術設計

媒
體
動畫設計

學系特色

◆

虛擬實境(VR)
擴增實境(AR)
◆ 數位學習與電子書
◆ Unity與Unreal遊戲
引擎
◆

互動設計
人才培育

1. 國際化校園
可副修本校多國語言，例如英語、法語、德語、

數位教材
與 遊 戲

西班牙語、日語、東南亞語種……等，提供各式
語言學習輔助軟硬體設施，協助學生增進語言的

◆

專案企劃與管理
網路行銷
◆ 網頁設計
◆ 物聯網、大數據應用
◆ 跨境電商

參加全國展競

賽／展覽

◆

聽說讀寫等能力。

數位行銷與
管理人才培育

電影級動作捕捉與混合實境教學設備

一名

》南部私校第

數位加值

實務學習／實習規劃

本系多數畢業生投入職場，在數位內容、網路行
銷、電子商務、影視特效等領域，表現優異，如：
傑出系友林政賢畢業後創立瑭宜網路多媒體有限公
司，發展自己的網路影像品、微電影製作品牌，獲
得業界許多肯定，包括高雄捷運局三向度影展金

畢業前每位學生至少接受80小時的課外技能實務訓

獎、澳洲Rode微電影影展最佳科幻、最佳視覺特

整合「數位內容應用與管理系」、「傳播藝術

練、國際證照考試培訓以及自大三下學期起三個學

效等。

系」、「國際企業管理系」之師資與設備，在既

期的畢業專題課程，並提供校外實習機會，深化實

有文藻「國際視野與外語能力」的基礎下，開設

務專業知能，銜接就業。

4. 新媒體國際行銷專業人才培育

際化程度
遠見雜誌《國

◆

畢業出路
本系每屆有多位畢業生錄取國立研究所，包含數位

跨領域整合之「新媒體國際行銷」專班課程。

內容相關研究所、設計相關研究所、國企管理相關
研究所、資訊傳播研究所等。
本系就業領域包含2D動畫與2D遊戲設計、動畫腳
本設計與規劃、多媒體整合開發製作、電腦繪圖、
3D電腦動畫與3D遊戲設計、電子書製作、資訊網
路服務、電子商務、網站規劃與建置、網路行銷、
廣告設計、數位媒體企劃、視覺設計、電子出版、
體感科技、虛擬實境、擴增實境、跨境電商等。
學生作品榮獲全國第一名後接受媒體採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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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就業
實習並於該公

遊戲公司

學生前往電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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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教創意產業學院

招生學制／碩士在職專班

In-Service Master's Program of Creative Arts Industries, Department of Communication Arts

傳播藝術系創意藝術產業碩士在職專班

電話：07-3426031轉6501~6505

傳真：07-3108957

實務學習／實習規劃
政府民間設置之相關傳播及文化機構的實習安排。

學生／校友成就
●

http://c032.wzu.edu.tw/

●

國內企業目前紛紛投入經費研發，創造企業產品
最大的利益及附加價值，亟需藝術總監、創意人
才、傳播人才及行銷企劃人才。本所培養的傳播
專業人才，可提供文創產業就業市場人才需求。

101年研究所畢業生—陳俊佑
擔任放克劇團團長

●

105年研究所畢業生—何明賢
擔任杉林葫蘆藝術文化創意有限公司藝術總監

●

107年研究所畢業生—李啟聰
擔任台灣時報採訪中心主任

畢業出路
●

政府單位設置相關文化機構，積極推展藝術展
演、藝術教育與藝術行銷工作，本所畢業生可受
雇於縣市政府藝術文化相關機構，擔任專業人
員，以規劃、執行與傳播藝術文化相關活動。

●

國內數位內容產業與數位媒體持續蓬勃發展，傳
媒機構與數位媒體公司陸續增加，高階層的數位
傳播與藝術行銷人才需求應勢增加，本所畢業生
正可因應此種趨勢與需求。

培育目標
培育「數位傳播」及「藝術行銷」專業人才。

●

「研究學群」課程著重於文化創意產業研究的知
能，「創作學群」課程著重於影音或藝術創作的
知能。

學系特色
數位傳播領域以傳播理論與實務、影音創作、媒體
研究為主軸，以培育學生具備創意開發、媒體創作
及傳播科技應用的整合能力。課程內涵涉及數位傳
播及藝術行銷兩領域。

課程規劃
●

以文化創意產業為藍本，以傳播實務、創意開
發、藝術素養、行銷管理為其軸心。

●

依「數位傳播」與「藝術行銷」的專業領域進行
課程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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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教創意產業學院

招生學制／日四技

Department of Communication Arts

傳播藝術系

電話：07-3426031轉6501~6505

傳真：07-3108957

http://c032.wzu.edu.tw/

實務學習／實習規劃

畢業出路

1. 校內：

●

●

Wow Radio文藻網路電台

●

3D虛擬攝影棚

2. 校外：
●

公民營各傳播、藝術、行銷機構實習安排

●

因應市場變動之產業人才需求且鏈結產業發展趨勢

●

增加未來就業競爭力優勢與減少學用落差

可報考國內外大學傳播與文化創意產業、藝術等
相關研究所。

●

可進入國內外傳播媒體相關職場工作。

●

可報考公職、廣播與影視媒體公司及報社雜誌等
單位之職位，從事大眾傳播幕前或幕後工作。

●

擔任藝術、文化創意產業和其他各行業機構中傳
播、企劃、廣告、行銷人員。

學生／校友成就
●

第52屆廣播金鐘獎

單元節目獎

本系第二屆畢業系友—陳昱豪榮獲單元節目獎
●

第52屆金馬獎

最佳創作短片獎

本系第二屆畢業系友李懷瑾擔任製片作品「保全
員之死」獲得最佳創作短片
●

第54屆廣播金鐘獎入圍
本系第十二屆在校生尤寶州以「假日聽電影」入
圍金鐘音效獎

●

第54屆廣播金鐘獎雙項入圍
本系第十一屆『社會關懷主持人獎』及『社會關
懷節目獎』

●

本屆第八屆校友凌士哲入圍第55屆廣播金鐘獎
『社會關懷主持人獎』及『社會關懷節目獎』

培育目標
培育具備影像創作、藝術傳播與行銷能力之專業人
才。

學系特色
全國特有以「藝術為內容」之傳播學系，聚焦「藝
術為體」及「傳播為用」兩大特色。發展「數位傳
播」為主軸，整合「影音藝術」為方向。

課程規劃
●

採務實致用之教學方法，落實「做中學」之實務
操作與小班教學之課程設計。

●

課程特色影音內容直播應用學程。

●

虛擬技術應用學程—VR、AR技術應用。

●

「影視創作專業＋藝術內容＋外語」之多元複合
技能培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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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學年度 與學士學位學程

各學院招生所系科

學院

應用華語文系

外語教學系

數位內容應用與管理系

傳播藝術系

★

★

★

★

★
★
★

★ ★ ★ ★

傳播藝術系創意藝術產業碩士在職專班

東南亞學系

★ ★

★

日本語文系（科）

★

★ ★

外語教學系外語文教事業發展碩士在職專班

西班牙語文系（科）

★

★ ★

文教創意產業學院

華語文教學研究所

德國語文系（科）

★
★

法國語文系（科）

東南亞學系碩士班

★

★

歐洲研究所

國際企業管理系

★

歐亞語文學院

★

國際事務系

★

國際商務英語學士學位學程

翻譯系

★ ★ ★ ★ ★

★

英國語文系（科）

★

★

國際企業管理系碩士班

)

★

★

國際事務系碩士班 全
( 英語授課

)

進修部 研究所

翻譯系碩士班

英國語文系碩士班 全
( 英語授課

所系 科 學 位 學 程
學制

日間部

四技
二技
五專
四技
二技
碩士班
碩專班

英語暨國際學院

火車站轉搭公車至文藻

交通指南
高速公路
南下：由鼎金系統交流道右線左營（362 公里出口）下高速公路。
北上：由鼎金系統交流道左線左營（362 公里出口）下高速公路。
行經大中路，在過榮民總醫院後，向左轉進入民族一路，
再直行 1 公里即到達本校。
自 108 年 10 月 18 日起鼎金民族匝道封閉 1 年，
請依循交通指引行駛至民族一路後約 8~10 鐘即
可到達本校。
詳細改道資訊請參考高雄市政府網站公告

高鐵左營站轉搭公車至文藻
前站出口轉搭高雄市公車 3 路、紅 35 路及民族幹線（90 路），於文藻
外語大學站下車。
計程車：約 8~15 分鐘。

高雄火車站：前站出口轉搭高雄市公車 28 路、高雄客運往民
族一路方向，於文藻外語大學站下車。
楠梓火車站：轉搭高雄市公車 28 路、高雄客運往高雄方向，
於文藻外語大學站下車。
計 程 車：約 15~20 分鐘。

小港機場至文藻
公

車：搭乘高雄捷運紅線從 R4 高雄國際機場站至 R14 巨蛋
站轉搭紅 36、3 路公車，至文藻外語大學站下車。
計程車：由機場經中山路上「中山交流道」在「鼎金系統交流
道」下，經大中路左轉民族一路約 1 公里即可到達文
藻外語大學，車程約 25~30 分鐘。

捷運接駁車到本校
路線及捷運站：紅 36 路（R14 捷運巨蛋站）、紅 35 路（R13
凹仔底站、R15 生態園區站、R16 左營站）。

高雄市公車
行經本校或附近之路線有：3、28、72、77、民族幹線（90 路）、
217A 新昌幹線、環狀幹線 168 東、環狀幹線 168 西、紅 35
路及紅 36 路。

高雄汽車客運公司
高雄客運行經本校路線如下：
8021 鳳山←→彌陀
8040
8023 高雄←→旗山
8041B
E25 高旗六龜快線
8041C
E28 高旗美濃快線
8046
E32 高旗甲仙快線
24
E03B 燕巢快線
224

高雄←→岡山
鳳山←→岡山
鳳山←→茄定
高雄←→台一線←→台南
圓照寺←→捷運巨蛋站
楠梓←→鹽埕

義大客運
8503 高雄市政府←→義大世界。

註：以上大眾交通工具搭乘路線僅供參考，實際班次與路線仍以高雄市交通局網站及相關汽車客運公司時刻表。

807 高雄市三民區民族一路 900 號
https://www.wzu.edu.tw/

日間部招生組
進修部教務組

(07)3426031 轉 2131~2135 傳真：(07)3425360
(07)3426031 轉 3111~3115 傳真：(07)34741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