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語言+新媒體：與高雄市軟體園區廠商主推之培育「新媒體+國際人才」
相契合，本校建置有全國大專院校最先進的電影級臉部表情暨動作捕捉
系統，並與「岳漢科技」合作共同開發「打鬼」的動作冒險遊戲，由金鐘
影帝吳慷仁親自蒞臨本校數位系錄製臉部表情與肢體動作；另外本校與

「哇哇科技」共同開發 Nintendo Switch 體感跑酷遊戲「臺灣妖果」，融合
了卡牌蒐集、肢體運動、圖像認知、聲光回饋及競賽冒險等多項元素，
打造專屬臺灣的妖怪世界，透過學生的外語能力與新媒體專業，建構本
校培養學生在軟實力的特色。 

—語言＋師資培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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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年度考取國小正式教師共計 76 人次，全國名列前茅。文藻更是培育第一
線雙語教學師資的搖籃！ 

—本校國際化且多元的課程吸引世界各國外籍學生跨海來台攻讀學位及修
習華語，校內有來自全球 40 個國家近 400 名境外生加入文藻大家庭，體
驗全新的台灣留學生活，也創造文藻校內更國際化的語言與文化學習環

境。 

—本校開辦全國唯一量身訂做的全英語教學技巧培訓與認證(TTE)套裝課
程，自 2020 年推出 TTE 認證以來，已有 70 人參加全英語教學師資培訓
(TTE)；此認證備受官方單位肯定，高雄市教育局及高雄市青年局亦委託
本校培訓外籍英語母語人士及本國籍大學畢業生及青年成為優秀的全英
語教學師資。 

  

1.  「語言+專業」，畢業即就業！ 

—語言+高科技：與 Merk、ASML、ADVANTEST、力成科技、上銀科技合
作，開設半導體與高科技人才培訓課程，共同培育高科技產業所需之複
合式專業人才，創造優質就業機會。 

—語言+服務業：與晶華、晶英、雲品等集團合作，開設飯店觀光與高階生
活品味人才培訓課程、產業實務講座課程等實務課程，共同培育結合外
語與觀光、飯店管理之高階實務人才。 

2.  2030雙語人才在文藻！ 

—教育部首設「南區雙語教育資源中心」，選定本校推動「南區技職校院高
教 EMI 計畫」，協助技職校院高教教師提升英語教學能力，2021-2022 年
已辦理 79 場次，參加人數共計 409 人；本校擁有良好的全英語教學訓練
資源網絡及課程，得以培育國家核心戰略產業之雙語專業與商務人才。 

—文藻榮獲兩個 EMI 重點培育學院，國際文教暨涉外事務學院及新媒體暨

管理學院兩院獲選為雙語計畫重點培育學院，以英語「國際應用」為主
軸，跳脫基本英語教學，將英語結合各項專業，例如商管、新媒體行銷
與傳播、文教事業、國際事務、談判、培訓認證等，主動開啟國際市場與
政治經貿領域，堪稱國內英語教育的進階版。 



3.  佈局全球，華語重鎮在文藻！ 

—本校擁有優秀的外語及華語教學師資，結合多國語優勢，落實完整的華
語人才培育機制，輸出台灣優質華語教學及專業師資。 

—本校執行教育部「優華語計畫」，在美國德州聖多瑪士大學(UST)率先設
立全美第一所台灣華語中心，還有與南伊利諾大學(SIU)、紐約市大亨特
學院(HUNTER)實質結盟。工作項目中選送華師外派及提供華語獎學金生
到台灣學習等，各項目之執行率皆為全國之領先指標。每年承接美國國
務院 NSLIY計畫及國防部 Project GO華語學習專案兩項密集計畫，更是
領先全國；並整合校內歐亞語系資源，與美、歐、東南亞等國，建立合作
據點，開拓華語國際市場，提供學子多元優質的海外實習就業機會。 

—全國首創線上華語師資培訓暨認證，開展「線上至線下、兒幼至商用」之
全方位華語師資培育模式，結合本校數位製作團隊，致力於多元華語教

材之開發。在德、美、澳各國開設線上課程，結合僑委會的華語文學習
中心之佈點，提供學生最務實、有效之教學實習及培訓，建立文藻之華
語品牌。 

4.  最國際化的校園、最多元的全球交流！ 

—遠見雜誌「2022 最佳大學排行榜」評比，《國際教師數比》全國排名第 1

名。 

—281 所姐妹校遍佈全世界，提供學生豐富的國際交流、交換留學、海外實
習、雙聯學制、三聯學位機會，提升學子國際視野，厚植國際競爭力。交
換留學部份每年提供超過 350 個交換生名額，另雙聯與三聯學制共 35 項
合作，目前持續增加中。—本校國際化且多元的課程吸引世界各國外籍

學生跨海來台攻讀學位及修習華語，校內有來自全球 40 個國家近 400 名
境外生加入文藻大家庭，體驗全新的台灣留學生活，也創造文藻校內更
國際化的語言與文化學習環境。 

—獲教育部「學海飛颺」計畫最高補助款 540 萬元，本校並提供獲選者最
高 30 萬元補助。 

—本校國際化且多元的課程吸引世界各國外籍學生跨海來台攻讀學位及修
習華語，校內有來自全球 40 個國家近 400 名境外生加入文藻大家庭，體
驗全新的台灣留學生活，也創造文藻校內更國際化的語言與文化學習環
境。 

5.  領先全國大學，全面平板教學！ 

—本校於 2008 年創新研發電腦資訊講台，引領全國技專校院 E 化教學之風

潮，後續各校紛紛仿效。期間經多次改版升級，2022 年 8 月起更領先全
國技專校院於全校教室設置觸控平板螢幕，結合 myViewBoard 互動教學
軟體平台，提供師生進行多元混成教學最佳環境場域，開創實體及線上
全新互動教學新紀元。 

—本校設置專業口譯實習室及專業筆譯實作教室，安裝最新版本的
TRADOS/TERMSOUP 等電腦輔助翻譯軟體；配置與聯合國和歐盟同等



級標準的全數位會議網路系統，結合聲音、影像及資料傳輸等多功能，

並可轉換 15 種語言頻道。 

—本校擁有業界等級的專業攝影棚及錄音室，建立結合業界之影片攝製平
台。 

—本校設立大型場域定位動作捕捉系統，造價近千萬的影視級動作捕捉系
統，可以快速、精準錄製人物動作，並將動作應用於 3D 動畫與遊戲中。
舉凡遊戲產業、動畫產業或影視產業，皆可看見動作捕捉的身影，未來
可培育相關應用產業之 3D 美術、3D 動畫、程式設計、影視開發等技術
專業人才！ 

6.  辦學績效獲各界肯定，企業主最愛！ 

WENZAO, Your Key to the World! 全國唯一外語大學/國際化校園/企業主最愛 

—Cheers、遠見雜誌連續 12 年評比：私立大學 9 大能力指標國際觀與外語
能力第 1 名。 

—1111 人力銀行連續 7 年評比：企業最愛私立大學外語學群第 1 名。 

—1111 人力銀行「2022 企業最愛大學評比」：《雇主最滿意大學》高屏地區
私立技專校院第 1 名。 

—Cheers 快樂工作人雜誌「2022 企業最愛大學生調查」：《企業最愛私立技
職科大》高屏地區第 1 名。 

7.  各院辦學特色： 

國際文教暨 

涉外事務學院 

1. 本學院為全國私立技職校院唯一全英語國際學院，相較

於國內其他大學之「國際學院」以招收境外生為主要設
立宗旨，本學院之名稱「國際」意謂與國際教育、國際
文教與涉外事務專業領域相互整合、相輔相成，充實學
生就業專業能力，提升就業競爭力。 

2. 本學院共計四所研究所，包含兩個全英語授課碩士班—

英國語文系碩士班及國際事務系碩士班(全國唯一);另
設有兩個雙語碩士班—翻譯系碩士班及外語文教事業
發展碩士在職專班。 

3. 本學院各所開設跨域(歐、亞、美洲)、跨界(語文、管

理、涉外事務)之雙聯學位課程，學生可於 2 年內獲得
海內、外知名大學 (包含英國 Middlesex University, 

University of Essex, 以及法國 Rennes School of Business 

等)1+1 雙碩士學位，修讀雙聯學制期間若需繳交姊妹校
學費者，得全額獎助本校學費。近三年(109-111 學年)參
與雙聯學位之研究生，人數及比例全校最高，達 15%。 

4. 110-111學年度本學院更獲教育部大專校院學生雙語化

學習計畫之重點培育學院，110學年開設專業課程英語
授課共 32 門(佔全院研究所課程 63%)，開課數及比例
全校最高。此外，本學院為全校唯一補助本院研究生報 



國際文教暨 

涉外事務學院 

考具聽說讀寫之國際英語能力檢定、申請全國文獻傳遞

系統及一對一英文論文寫作指導諮詢。 

5. 本學院外國學位學生人數(含陸港澳僑)191 人，為全校

最多國際學生之學院，創造多語學習環境。 

6. 研究所課程結合線上外國學者共時授課，增進課程國際

化。另外，補助研究生參加海外研習、實習、交換課程
之差旅費。 

7. 本學院設有師資培育中心，研究生在校期間，得報名參

加教育學程甄選，完成修習 40 學分及教育實習及資格
考試，取得國小教師資格。本校 111 年度國民小學師資
類科教師資格考試通過率達 74.19%，遠高於全國通過
率 65.21%。 

8. 學生畢業後可從事的職業類別包含：計畫研究助理、國

際或公立學校英語教師、高階主管英文秘書、國外業務
人員或海外部門助理、口筆譯實務工作、外交經貿外派
人才及企業中、高階專業管理人才等。 

歐亞語文學院 

本學院為全國唯一培育雙外語跨領域人才的學院，傳授理

論與實務並重之多國語文，以及造就國際菁英實務人才之

特色學院，本學院有以下的教育目標與特色： 

1. 培育外語+高科技產業之專業人才:高科技相關產業在

歐洲、亞洲等國家相繼設廠，對國際業務高階人才需求
若渴。本學院與上銀科技（HIWIN）、台積電(TSMC)、力
成科技、德商默克集團 (MERCK)、英特格(Entegris)、

艾司摩爾(ASML)、愛得萬測試（ADVANTEST）等知名企業
合作開設半導體與高科技人才培訓相關課程，共同培育
高科技產業所需之複合式專業人才，創造優質就業機
會。 

2. 培育外語+服務產業之實務人才:本學院與晶華、晶英、

雲品等企業集團合作，開設飯店觀光與高階生活品味人
才培訓、產業實務講座等實務課程，共同培育結合外語
與觀光、飯店管理之高階實務人才。 

3. 培育 ESG 永續發展之跨域人才：本學院外籍師資比率

高，研究所及碩士班課程多以英語授課，配合聯合國
SDGs以及 ESG，開設「永續發展」EMI課程，課程內容
多元，掌握產業脈動並與世界接軌，以強化學生跨領域

知能，開拓學生無限的可能性。 

4. 培育具國際觀之全球化人才：打造浸潤式的外語學習環

境，除辦理國際學術研討會及邀請國外客座教授等學術
性活動外，為提升學生國際視野與跨文化溝通能力，提
供研究所及碩士班學生國外交換、雙聯學制、海外企業
實習、海外企業參訪等機會，以造就具國際觀之全球化
人才。 



新媒體暨管理學院 

1. 全國唯一強調培育「新媒體」與「國際行銷」跨領域整

合高階管理人才，隨著全球疫情影響已促使國際企業思
考如何透過跨國際電子商務企畫、傳播藝術、社群行銷
與大數據分析等，帶動產業趨勢發展與國際企業品牌形
象的提升，「國際企業新媒體國際行銷高階人才」已是
全球發展趨勢。 

2. 本學院共計二所研究所，包含國際企業管理系碩士班、

傳播藝術系創意藝術產業碩士在職專班。 

3. 本學院榮獲「大專院校學生雙語化學習計畫（重點培育

學院）」，帶動本院學生在全英語課程學習上的能力，以
提升學生國際交流與合作機會，使得本院學生與國外學
生共同享有國際教育資源，因此本院建立歐、亞雙聯（台

法、台英）與三聯（台、法、俄）學位機制，提升學生
國際交流機會，擴增學生國際視野與國際觀，成就優秀
跨國企業經理人才。 

4. 本院發展聚焦在整合「新媒體」與「國際行銷」，並與高

雄市政府青年局主要推動培育的「新媒體國際行銷人
才」相契合，本院並與高雄軟體園區「臺灣產學策進會」
合作，聚焦在與高軟園區之新媒體創新科技研發廠商建
立產學、教育訓練與培育人才訓練等合作事項，落實讓
學生畢業即就業的職場對接目標。 

5. 學生畢業後可從事的職業類別包含：國際貿易高階人

才、國際企業管理專業經理、國際經貿主管、國外業務
高級專業人員等。 

華語學院 

1. 整合全校「華語學術」之能量，結合本校多國語教學

之利基，搶佔全球歐、美、亞的華語版圖。除了本校
在美國德州聖多瑪斯大學、南伊利諾大學、紐約市立
大學亨特學院等地建立據點外，本校結合語言及人文
數位優勢組成華語團隊，以華語推廣為院級重點方
向，藉由學院師生之力量，開拓華語的美、歐及亞洲
市場。 

2. 本學院擁有優秀的華語學術及教學師資，落實完整的

華語人才培育。華語學院除了有系、所做為人才培育
的場域外，更有兩個華語教學專業學分學程，開放提
供研究生作專業的教學能力培養，建立全方位的華語
人才培育機制。 

3. 除華語面授課程外，更創設全線上之華語師資培訓與

認證；除一般華語課程外，更延伸至商用華語、兒幼
華語，且致力於上述多元華語教材之開發。近年來更
協助僑委會世界各據點及華語文學習中心，在美洲、
歐洲、澳洲及亞洲建立「無界線、全方位」的台灣華
語品牌。 



華語學院 

4. 在學術外，本學院也重視產業的發展。本學院之營運

中心所開展的「線上至線下、兒幼至商用」之全方位
模式，結合本校數位製作團隊，建立文藻之華語品
牌。 

5. 本學院承接各項計畫，如臺灣優華語計畫(第 1期至

今)、南區優華語資源中心(全國唯一華語基地)、美國
國務院(NSLI-Y)及國防部(Project Go)華語學習專
案，績效勝居全國。 

6. 直接隸屬於本學院的華語中心更是歷久彌新，發揮了

文藻國際化多年的效益，在全國也有非常重要的聲譽
與績效，更是教育部華師外派的翹楚，每年為台灣培
育最多數的國際英才。堪稱是本校國際華語專案的培

育搖籃。 

8.  各所辦學成效及教學資源： 

英國語文系碩士班 

1. 全英語授課，培育跨文化、跨職域專業英語溝通人才。 

2. 每年進行海外移地短期學習。 

3. 提供英國、歐洲地區雙聯碩士學位，包括英國

University of Essex, University of the West of England 及
法國 Rennes School of Business。 

4. 提供碩士生自習研究教室。 

翻譯系碩士班 

1. 配置與聯合國和歐盟同等級標準的全數位會議網路系
統，結合聲音、影像及資料傳輸等多功能，並可轉換
15 種語言頻道。 

2. 專業口譯實習教室、專業筆譯實作教室。 

3. 提供與業界合作的口筆譯實習機會及實務經驗。 

4. 授課師資具業界實務經驗達 100%。 

5. 與英國 University of Essex 簽訂雙聯學位協議，提供雙
聯碩士學位。 

國際事務系碩士班 

1. 全國唯一以全英文教授國際事務專業的碩士班。 

2. 學生來自全球 28 國。 

3. 提供美國、法國及英國共 5 所知名大學包括美國 Fort 

Hays State University、法國 University Lumiere-Lyon 

2、法國 EMBA Business School、英國 University of 

Essex、英國 University of the West of England 的雙聯學

位。 

歐洲研究所碩士班 

1. 針對歐盟是台灣最大外國投資者，是重要貿易夥伴，
並且是永續發展領域的領先者，台灣對於歐洲相關的
各領域人才有極大的需求。文藻歐洲研究所為南台灣
唯一歐洲事務研究所，掌握先機培育歐盟相關事務優
秀人才。 



歐洲研究所碩士班 

2. 2019 年全台唯一獲得歐盟莫內計畫補助學校，自 108

學年度起開設莫內計畫《歐盟與環境衛生：政策、成
就與主要挑戰》模組課程。歐洲在全球健康與環境領
域具領導地位，本所學生將對相關領域有所認識，與
相關產業接軌。 

3. 每年進行海外研習、校外參訪及臺灣歐洲聯盟中心實
習機會。 

4. 與法國大西洋布列塔尼商學院(EMBA Business School)
及法國雷恩商學院(Rennes School of Business)締結雙
聯學制及國際交換之學習。 

5. 60%課程為英語授課。 

6. 文藻學生系所滿意度調查，滿意度最高研究所。 

東南亞學系碩士班 

1. 本碩士班為南台灣唯一東南亞學系碩士班，因應國家
重點發展，全球政經發展重心，相關交換、實習、就
業機會眾多。 

2. 全國唯一每年舉辦東南亞臺商企業研習團，臺商研究
與實務並重。 

3. 國內外知名東南亞專家任教，外籍師資達 60％以上。 

4. 知名東南亞姊妹校大學眾多，交換與移地研究機會多。 

國際企業管理系 

碩士班 

1. 隸屬於新媒體暨管理學院，課程包括國際企業、新媒
體創意與傳播行銷管理之跨領域整合課程。 

2. 與俄羅斯 Immanuel Kant Baltic Federal University、法國
Lille Catholic University 簽署三聯學位協議，完成修業

可取得三個碩士學位。 

3. 與英國 University of the West of England、法國 Rennes 

School of Business、法國 Ecole de Management Bretagne 

Atlantique 簽署雙聯學位協議。 

應 用 華 語 文 系   

華語文教學碩士班 

1. 全國唯一結合系、研究所與華語中心與華語學院四合
一的華語文教學碩士班，提供學生更完整的學習系
統。 

2. 全國唯一與美國國防部 Project go 大學生華語獎學金計
畫、美國國務院 NSLI-Y 美國高中生華語獎學金計畫
華語教學實習合作。 

3. 全國唯一線上華語教師培訓認證。 

4. 國際化實體及線上華語教學實習。 

外語教學系 
外語文教事業發展
碩士在職專班 

1. 依教育部卓越條款設立全國第一所之外語文教事業發
展研究所。  

2. 開設外語教材創研/開發實作課程、海（內）外觀摩研
習、專業實習及專家講座等特色課程。 

3. 對應國家雙語政策，培育具備全英語授課能力之「專
業外語教學教師」、「教材研發人才」及「文教事業經 



外語教學系 

外語文教事業發展
碩士在職專班 

營管理人才」，為英語教師及補教業經營管理者在職進

修首選。 

傳播藝術系 
創意藝術產業 
碩士在職專班 

1. 高雄唯一頒發藝術創作碩士在職專班。 

2. 實務經驗豐富與學術兼備的師資群，提供具國際視野
之數位傳播與藝術跨領域專業課程，為數位傳播與文
創產業專業人士在職進修絕佳選擇。 

3. 配置專業虛擬攝影棚設備，建立結合業界之影片攝製
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