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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所不知道的高等教育深耕計畫

前言

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為5年期計畫，從107年度開始至111年度結束，教育
部以「連結在地、接軌國際及迎向未來」為主軸，希冀透過高等教育深耕計
畫的推動，協助大學營造適合學生學習環境，提升學生自主學習能力，與社
會及產業接軌，成為產業所需之有用人才，其計畫主軸分為四大面向，包含
「落實教學創新及提升教學品質」、「發展學校特色」、「提升高教公共
性」、「善盡社會責任」。

文藻在此主軸上規劃四大分項計畫實行，包含：「落實教學創新及提升
教學品質：未來校園計畫」、「發展學校特色：3L國際計畫」、「提升高教
公共性：高教無礙計畫」、「善盡社會責任：大學之道計畫」，經費補助範
圍包含：課程、國際交流、弱勢生輔導、大學社會責任等活動，校園生活中
大大小小的活動大部分由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經費補助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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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高等教育深耕計畫架構圖



前言

109年本校高等教育深耕計畫執行成果亮眼，如科技感的「Future
Work Lab」學習場域、新型態的數位實境、文藻吳甦樂教育價值的融入與
傳承、多國語及中華文化對接國際舞台、完善就學協助機制、學術專業與在
地對話的服務、台灣在地原住民族文化推廣及學生關懷，在本刊中一一呈現
報導。

110年至111年本校高等教育深耕計畫更著重於三大軸心：「月桂方法」
由文藻吳甦樂教育理念凝聚而成的價值觀與行事步驟、「Future Work Lab」
從學習到實習、從專業到就業，建構「一條龍」之培育鏈，使學生順暢從自
身專業銜接到未來市場、「華外語領導品牌」透過師資培訓及認證機機制，
引領國內外華語及外語專業，並擴展全球市場。

與全校師生如此息息相關的計畫，不論從學校課程面、教師面以及國際
面的發展，都圍繞著「雙外語跨領域專業人才培育」目標，每天在文藻校園
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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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本校與移民署合作，為學生
提供更多實習及擴展眼界的機會。

▲圖/全英語體驗營。

▲圖/學生透過課後自主學
習，提升自我軟實力。

▲圖/透過英語初戀營，讓新生
體驗全英語校園學習環境。



本校為創新教師教學與學生學習，在文瑞樓1樓特別建置「Future
Work Lab」學習場域，導入業界資源與概念，讓師生共同參與課程設計，
使學習內容不只侷限在傳統理論，學生可自行探索未來工作的趨勢及反思自我
能力優、劣勢，透過不同產業的職場剖析，了解該產業對於員工的能力需求及
工作型態，更能評估自身優勢與弱勢是否與該產業對接。同時於場域內，播放
校友成功與成長的故事，啟發學生目標導向的職涯發展歷程與調整。

此場域空間的設計重點，包含：
（一）「職場介紹」：
邀請從事不同領域之校友錄製影片，介紹職場所需技能，並連結校內課程。

（二）「職涯探索」：
介紹 4Cs能力（ critical thinking批判性思考、 communication溝通、
collaboration合作、creativity創意）和職場倫理之重要性，進行學生學習性
向能力檢測，以測驗結果規劃各項活動及任務，發展學生相關專業能力。

（三）「終身學習」：
提供團體協作、創意思考和自主學習空間，讓師生與同儕能互動與學習。藉由
此場域提升學生就業力，並持續與企業及校友密切合作，培育具深厚實力之專
業人才。

▲圖/ 「Future Work Lab」
學習場域位於本校文瑞樓1樓

▲圖/ 「Future Work Lab」學習場域區域介紹

落實教學創新及提升教學品質：
「未來校園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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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構文藻「Future Work Lab」職涯一條龍：
建置多元學習場域



110年將協助教師踏出舒適圈並發掘新專長，規劃跨領域多元智慧
學習學分，提供學生安全且科技的學習模式。更期待教師打破傳統教學
的框架，提升學習自由度，在「Future Work Lab」學習場域中，帶領學
生以虛擬方式體驗職場場域，協助學生認識未來職場所需之必要技能和趨
勢變化，期望提升學生就業率，更藉由與企業和校友密切合作，培育具深
厚實力之專業人才，讓文藻學生面對未來工作挑戰時，多了一雙飛翔的翅
膀。

資訊聯繫單位：副校長室二
vp02@mail.wzu.edu.tw

▲圖/ 許淮之副校長帶領學生觀看校友短片。

▲圖/ 「Future Work Lab」學習場域
提供學生檢測各項4Cs能力。

落實教學創新及提升教學品質：
「未來校園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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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Future Work Lab」學習場域
提供團體協作、創意思考空間。

▲圖/ 「Future Work Lab」學習場域
協助學生建立求職履歷。

mailto:vp02@mail.wzu.edu.tw


落實教學創新及提升教學品質：
「未來校園計畫」

在強調4Cs能力的21世紀，文藻為建構「Future Work Lab」學習一條
龍，導入業界資源與概念，除了建置學習場域之外，更力邀業界專家、優秀
校友的合作，讓學生了解職場現況、時代脈動、未來趨勢。

109年度由學校、各學院、公關室舉辦一系列校友講座，邀請校友演說

不同行業的職涯規劃，並拍攝以4Cs能力為主題的拔尖校友短片，在
「Future Work Lab」學習場域播放，分享不同領域的校友們之工作經驗，
提點職場所需技能，增進學生對於未來職場變化之概念，提早探索未來的就
業職場，並完成自我學習的歷程。

以校友講座為例，109年6月3日邀請許哲豪校友（台灣百瀚智能教育總
經理兼中華民國外語文教事業發展協會理事長）舉辦「智能時代，職場十態，
先從認識自己開始」講座，以「潛意識思路」分析，讓學生更加了解自己的
人格特質，以用於未來職場發展。

圖/ 許哲豪校友分享「潛意識思路」分析，
讓學生更加了解自己的人格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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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講影片觀賞）
https://youtu.be/g689nsNpvuM

建構文藻「Future Work Lab」職涯一條龍：
號召校友返校分享專業實務經驗

https://youtu.be/g689nsNpvuM


落實教學創新及提升教學品質：
「未來校園計畫」

以拔尖校友訪談短片為例，接受訪談的第17屆英文科洪煜琅校友（台
灣塑膠公司仁武成品處處長）強調語言只是基本工具，建議學弟、妹們應再
進修第二專長或跨領域學位，並應將自己商品化，適度良好包裝自己，不斷
提升自我的價值，方能順應時代潮流的需要。

110年度公關室將持續舉辦一系列校友講座，邀請校友演說不同行業、
不同領域的職涯規劃，更期許透與校友及其所屬機構合作，提供本校師生未
來有機會進行產業研習、業界實習之場域，藉此彙整彼此專業經驗與執行成
果，並提供師生深耕機會。後續更將製作文藻優秀校友專題報導及專訪影片，
凝聚良好學習風氣。

預計辦理場次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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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聯繫單位：公關室
proffice@mail.wzu.edu.tw

110年9月

110年10月

110年11月

謝宜澂校友
御鼎興第三代製醬人

管怡宣校友
愛優提提負責人

陳怡妗校友
健茂科技生物有限公司

副總經理

◀圖/訪談英文科洪煜琅校友，強
調語言只是基本工具，應不斷提
升自我的價值。

（訪談影片觀賞）
https://youtu.be/g7KRRSTXHco

mailto:proffice@mail.wzu.edu.tw
https://youtu.be/g7KRRSTXHco


推動數位專業跨域，教師帶領學生參加
全國性等多元賽事，以實力證明學習成效

本校積極鼓勵學生透過參加各項競賽、展演，以展現自主學習成果，
將所學理論與實務相互印證，增進學生專業實務知能。本校亦與產業界合
作並更新教學設備，近年來已建置優秀之跨院系實作場域，因應新型態虛
擬實境（VR）、擴增實境（AR）、混合實境（MR）等虛擬教材與應用

產業的崛起，結合本校文教創意產業學院之優秀師資力量，開設有《虛
擬教材與應用開發人才培育學分學程》，並於全國各項數位內容與
VR競賽中獲得多項殊榮。

109年度數位內容應用與管理系教師陳泰良帶領學生團隊榮獲

「2020 CEO國際電子商務盃創業組冠軍」之殊榮。此項競賽由CEO
國際認證中心自2009年起舉辦，深獲全國各大專院校熱烈支持，為全國
經典電子商務賽事之一。競賽內容涵蓋許多電子商務的範疇，除激發青年
學子創意潛能，亦能培養全方位商業職能。同時，透過競賽觀摩、跨越校
際，形成傑出青年同場較勁之平台。由數位內容應用與管理系大二學生

王媚儀、林芷葳、柯伊庭參加「創業組」競賽，參賽學生修習系上電
子商務與數位行銷領域的課程，培育創意發想、行銷企劃與管理、多媒體
設計以及跨領域整合的知能，在國際競賽中來展現並印證學習成效。參賽
的作品為「KAKO Latte控制你的卡路里」，透過觀察到大眾普遍飲用手
搖杯的習慣，進而創造一種可以控制卡路里的健康飲料，來改善其飲料內
容，以期提升國人的健康。

▲圖/ 數位內容應用與管理系大二學生獲頒2020 CEO 國際電子商務盃創業組冠軍。

落實教學創新及提升教學品質：
「未來校園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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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度規劃由數位內容應用與管理系大四學生參加由經濟部工業局、

高雄市政府經濟發展局主辦的「2021放視大賞」，邀請全國各校透過競
賽、展覽、影展、國際論壇、交流聚會等形式，打造產學間的互動合作交
流平台，每年吸引上千件作品參與競賽。作品於110年5月5日至7日在高

雄展覽館展出，本次主題為「藝遊未盡」，集結了多元領域的創作，呈
現出最具獨特與發展性的作品，強調跨領域的媒合與發展創作內容分別有：
數位行銷、PC遊戲、行動遊戲、虛實動畫、互動裝置等多元題材，展現不
同媒體於數位化的轉換，啟發不同媒介融合的可能，不只能讓學生在學習
中，找到學習樂趣，更能將自身專業以實力展現在競賽及作品之中。

▲圖/ 數位內容應用與管理系
2021放視大賞「藝遊未盡」展場模擬圖。

落實教學創新及提升教學品質：
「未來校園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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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數位內容應用與管理系
2021放視大賞「藝遊未盡」實際展場櫃台

▲圖/ 比賽現場高雄市長陳其邁致詞 ▲圖/ 活動主辦單位進行活動開幕儀式

◀圖/ 文教創業產業學院楊雄斌院長(中)
與數位內容應用與管理系蘇彥衍主任(右)
與參賽學生合影



此次「藝遊未盡」，恭喜傳播藝術系與數位內容應用與管理系學生入圍多

項作品，參與組別達17組，最終入圍7組作品，角逐8項類別決賽資格，傳播
藝術系更以「寂靜之戀」作品奪得金獎殊榮！行動應用類作品透過青春愛
情和身心障礙者的題材切入一段情感的得之不易，更透過角色處境去了解身心障
礙者的相關議題，進而拍攝成微電影、介紹高雄在地美食、淨灘環保資訊網以及
為二手衣尋找第二春的內容為主。PC遊戲類作品，結合推廣高雄歷史文化的可愛
PC遊戲，以精緻的畫風將高雄歷史文化道盡。動畫類作品，以人物生動的互動情
景影片，將情感投射給遊玩者，使主角在動畫中的奇遇，讓遊玩者能身歷其境，
除了展現本校師生共同努力的成果，更使參加展覽的民眾擁有不同的視覺享受。

落實教學創新及提升教學品質：
「未來校園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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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聯繫單位：
傳播藝術系communication@mail.wzu.edu.tw

數位內容應用與管理系digital@mail.wzu.edu.tw

大四生作品：
我的淨灘時代

大四生作品：
領衣二衫二手衣買賣平台

📍行動應用類
【軟體內容組】

大四生作品：
YA遊大高雄

📍PC遊戲類
【創意企劃組】

同時入圍
📍動畫類【實驗與混合媒材動畫組】

大四生作品：單次對焦

大三菁英班作品：
齊鋸一螳

憑文字企劃
入圍決賽

大四生作品：流年濱線

📍行動應用類
【數位影音組】

mailto:communication@mail.wzu.edu.tw
mailto:digital@mail.wzu.edu.tw


發展學校特色：「3L國際計畫」

推動吳甦樂教育精神－月桂方法

為實踐吳甦樂會教育理念，建立跨單位對話機制，創建「月桂方法」
（Laurel Method），將文藻吳甦樂教育價值文字化、系統化，協
助全校師生適時、適當地在教學、研究、學習、行政、服務與輔導過程中
運用，以五步驟建構「月桂方法」傳承吳甦樂教育，其中包含：我願服務
（Serviam）、希望願景（Hope）、首要者為（Above all）、團結一致
（Togetherness）、度新生活（Lead a new life）。

▲圖/ 月桂方法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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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學校特色：「3L國際計畫」

藉由課程結合與融入月桂方法，以其五步驟引領學生思考自己理
想中成人的圖像，發展為更開拓的視野及樂於服務他人的心，並於「大
學入門」、「人格修養」及「全人發展」等課程中融入月桂方法，藉此
引導及幫助學生依循步驟了解月桂方法之使用方式，並實踐於日常生活
中，更系統化彰顯吳甦樂學校之核心價值。月桂方法相關活動，如工作
坊、月桂營等，提供教職員具體可依循以解決疑惑的途徑，並將此項經
驗透過教職員的教學與行政服務，潛移默化影響文藻學生。

109年度結合月桂方法課程共計98門，辦理2梯次月桂營，共計100
人參與，辦理7場結合月桂方法活動，共計960位教職員生參與，「月桂
方法」的推動可凝聚人員互動與生命成長之經驗，藉由導入設計思考，
引導人員經歷月桂方法五步驟的自我省思與團體對話，從中掌握紮實的
基礎知識與服務根基，以人為善且邁向新生命，以達本校永續經營之境。

110年度將持續辦理月桂方法實踐與相關活動，透過辦理「月桂工
作坊」、「文藻月桂營」，增進教職員對吳甦樂教育核心價值之認識
與認同，並鼓勵教師將月桂方法具體運用在課堂教學中，使行政同仁運
用月桂方法分析與尋找所遇工作問題之解答。未來擬以「焦點訪談」方
式針對師生進行訪談，以檢核成效與訂定精進方向。待上述計畫累積相
當實踐成果後，可與全球吳甦樂學校、企業公司、文教機構，共同分享
蘊含吳甦樂教育核心價值的「月桂方法」，協助校外機構藉此培訓所屬
人員設計思考之能力，建立可行的行動方案。

資訊聯繫單位：吳甦樂教育中心
ursuline.edu@mail.wzu.edu.tw

▲圖/ 109學年度教職員月桂方法工作坊。 ▲圖/ 教職員參與《文藻月桂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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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學校特色：「3L國際計畫」

華外語師資培育，接軌國際舞台

為因應雙語國家政策及全球華語風潮，文藻推出「全英語教學培
訓暨認證」與「線上華語師資培訓暨認證」。為因應職場所需之多
國語能力，透過開辦師資培訓課程，培育具國際視野與經驗之華外語專
業人才，累積文藻外語大學之華語、英語和第二外語教育能量，學員參
與課程培訓後考取證照，立即對接職場之所需。

全英語教學培訓依教學所需之教案撰寫、課室管理等能力規劃內容，
共推出「色塊模組」、「彩虹模組」及「全系列模組」三類培訓課程，
具英語能力者，依其所需，可選擇不同內容加強本身的全英語教學能力。
全英語認證則依八十餘項指標，從教案撰寫、教學演示與面談等流程中，
確認申請者本身之全英教學能力。為此，本校建置全英語專業認證教室
2間，結合學生與課室教學，在實際的全英語教學情境下進行認證。

109年至110年4月已進行1場模擬認證、3場正式認證，共20人通過
認證。

12

【全英語教學培訓暨認證】

▲圖/ 全英語教學認證活動。



發展學校特色：「3L國際計畫」

線上華語師資培訓暨認證則強調「培訓→認證→就業一條龍」、
「華語＋外語的數位化教學模式」，結合本校的外語實力與華語線上技

術，為此，本校建置專業線上華語直播教室，透過線上同步教學直播
之平台，培育全球有志從事華語教學者，掌握數位教學能力、熟稔高端
平台操作、千里同步體驗互動，讓臺灣的華語教學直接面對國際，無遠
弗屆。

線上華語師資培訓暨認證共分甲、乙兩級及商務級。甲級提供具華
語教學背景者報考；乙級則不限科系、背景皆可報考；商務級則依合作

機構之需求作客製化人才培訓。109年至110年4月已完成培訓人數為

146人，其中130人通過認證。

110年度本校將持續致力於華語師資培訓暨認證，同時也培訓法、
德、西、日、越南語之授課教師成為線上種子教師；全英語教學培訓暨

認證，亦針對不同機構及市場需求，設計客製化英語教材；第二外語
培訓及認證，將著手研發法、德、西、日、越南語之培訓暨認證機制。

此外，持續與美國iEARN-USA基金會簽訂美國國務院NSLI-Y合作計
畫，美國國務院NSLI-Y計畫為美國高中生海外語言學習機會，獲徵選之
美國高中生至本校進行語言學習、文化活動等，將國際化帶入文藻校園，
第12期計畫共9位獎學金學生進行線上課程已有4個月，並於2021年1月
入境，目前亦開始進行實體課程。

資訊聯繫單位：全英語教學認證施宛棋經理
rd5005@mail.wzu.edu.tw

線上華語師資認證洪安萱助理
100317@mail.wz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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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NSLI-Y12 2020-2021 Taiwan
美國高中生華語獎學金計畫始業式。

【華語師資培訓暨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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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學校特色：「3L國際計畫」

國際視野領袖人才，拓展全世界

為培育具國際視野的領袖型人才，針對國際化之推動，本校提供多元
學習管道，如：跨國學位學程、雙聯學制、交換生、移地學習、國外實習
課程、短期遊學團及國際體驗學習經驗分享等，透過不同補助方案，鼓勵
更多學生與國際接軌，提升國際移動力。

透過與姊妹校簽約、海外實習、交換生、鼓勵教師赴海外學術或產業
機構參與研討會、學術交流與實務參訪交流等策略，達成師生參與國際交
流機會。如與美國聖多瑪斯大學休士頓分校、菲律賓伊莎貝拉大學簽訂姐
妹校合約，提供海外實習與交換機會；與德國茨維考西薩克森應用科技大
學（Westsächsische Hochschule Zwickau）、德國慕尼黑應用語言大學
（University of Applied Languages, SDI Munich）及英國艾塞克斯大學
（University of Essex）簽訂雙聯學制，累計至109年度已與14間學校簽訂

雙聯學制。同時，辦理本國生與境外生交流活動，透過完善的境外生輔導
機制，邀請校內學生擔任國際學伴，以輔導其課業學習需求，給予境外
生適當協助，藉此相互交流，將各國文化融入校園，以逐年提高來訪境外
學位生人數，109年度境外學位生人數達351位。

110年度因考量國外疫情尚未趨緩，國際移動改以線上交流方式進行，
藉由課堂遠距連線，讓學生與姊妹校同學進行課堂分享。此外，本校亦與
姐妹校研擬以線上方式進行短期交流（移地學習），未來將採用線上實體
混合的形式辦理活動，亦持續辦理「環遊世界在文藻」國際化系列活動，
每月依照各語種的文化特色規劃出相關主題活動，各月份主題活動內容包
含「文化講座」、「交換生分享座談」、「姊妹校影片簡介」、「姊妹校
知識有獎徵答」、「FB打卡活動」、「學長/姊排班諮詢」及「國際化活動
布置」等，透過活動交流，以擴展國際視野，教師部份亦持續強化國際間
鏈結，提升國際化教學之軟實力。

資訊聯繫單位：國際暨兩岸合作處／各系所單位
oicc@mail.wzu.edu.tw

▲圖/ 2020環遊世界在文藻_境外生文化展。 ▲圖/ 境外生聖誕聯歡會。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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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高教公共性：
完善就學協助機制，有效促進社會流動

經濟不利學生學習及就業輔導機制實施計畫

本校透過規劃「經濟不利學生學習及就業輔導機制實施計
畫」，進行校內學習及職涯輔導的資源合理規劃、適性引導等盤點，在
尊重學生個別差異的前提之下，協助不同背景的經濟不利學生入學後，

依據個別狀況選擇適合自己的課後學習方案，並取得學習助學金，藉
此，能安心生活、快樂學習、擘畫生涯藍圖。同時藉由多元的輔導支持
與回饋系統，強化經濟不利學生的學習動機，適時調整資源的分配模式，
以提升學生學習成效，協助學生建立社會流動的專業能力與自信，使學
生更勇於面對生命中的挑戰，並成為未來穩定社會的棟樑。

透過各項就學機制之建立及執行，109年度共有387人獲得學習助
學金補助，有110人成績進步，其中15人成績達全班前3名，成績優異
或進步達一定標準通過者共計55人。107年弱勢學生獲補助經費共
2,207,640元；108年共3,595,000元；109年更高達7,490,400元，足見
本校學生透過計畫獲得之實質輔導與補助逐年提升，並從多元探索及學
習中成長，提升學生參與願意，且主動關注校內、外各類學習活動，藉
此帶動身邊同學一起參與及學習，從中發現更多自己的潛能，以培養多
方的學識與能力。

以二技魏同學為例，因父母分居、家境清寒而申請弱勢助學金，還
有另外兩位兄弟姊妹，因此，必須經濟獨立。原本兼差多份工作的他，
因參與本項計畫（學習助學金）獲得經濟協助，從而有更多時間學習。
參加此計畫半年，成績即從89.6進步到92.6分，更獲全班第一名殊榮，
並獲多益考試895分高分佳績。

15

◀圖/ 透過課後學習方案，學生
可取得學習助學金。



提升高教公共性：
完善就學協助機制，有效促進社會流動

在課後學習部分，魏生依據其科系專業（翻譯）及興趣，選擇參
與「多元文化」講座，例如圖書館舉辦之「東南亞移民講座」，讓魏生
了解台灣移工的狀況，體悟到人生而平等，一位移工離鄉背井，面對很
多困難，我們應該都該給予包容、尊重及關心。此外，魏生選擇「口筆
譯」相關講座，挑選現任口筆譯員主講的場次，藉由演講內容，學習這
些譯者的學習歷程、工作態度、職場經驗，對於建立自己的翻譯風格、
翻譯職場探索很有幫助。同時，「勵志講座」也是魏生的選項，看看別
人如何跨越人生難關，可以激勵自己用正面的態度去面對生活中的挑戰。
另因新冠肺炎疫情，學校開放部分線上課程供學生選擇，魏生特別選擇
文藻比較欠缺的「哲學」課程，藉由課程，學習從另外的角度來檢視自
己的生活，使自己變得更積極及樂觀。

藉由這些課後學習，魏生養成勤做筆記的習慣，紀錄所學，讓自己
隨時可以複習，也因為這個習慣的幫助，在109學年度第1學期得到本校
翻譯系「逐步口譯大賽」第一名。魏生表示因為這項計畫讓自己可以更
安心就學，讓自己可以有更多元的學習，而且不用特別打工就能負擔自
己的生活起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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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透過課後學習，督促學生提升自我能力。



提升高教公共性：
完善就學協助機制，有效促進社會流動

本校為協助經濟不利學生順利就學並減輕負擔，透過學雜費減免、
各項助學措施、就學貸款、校內外獎助學金等，提供經濟不利學生經濟

援助，形成完善之「經濟不利學生就學照護系統」，甚至針對境外生，
亦給予必要協助。

為確保經濟不利學生之入學權，110年度起更針對補助低收入戶、中
低收入戶或其他特殊需求之學生，補助參加本校甄選入學第二階段甄試
之交通費、住宿費，鼓勵經濟不利之學生踴躍參與本校之入選甄試。實
施前，配合相關招生宣導，使高中職端之經濟不利之學生了解補助措施，
排除學生因經濟困難而無法參加入學考試之因素，使每位願意升學的學
生都能受到保障。

此外，為完善就學協助機制，學習及就業輔導機制項目包含下列項目：

(1) 「以學代工」學習助學金，學習課程包含課後的補救教學、品德及各
類教育主題（包含法治、智財教育、生命、性別平等、服務學習、
情感教育等議題）、語文加強課程、替代課程、原民輔導課程、職
涯教育、心靈輔導、國際交流、經驗學習等，另因應新冠肺炎疫情，
安排線上課程，內容包含磨課師、台大開放式課程、台北e大、各大
學教育平台等課程。

(2) 學生完成學習課程並獲得學習助學金後，提供成績進步、證照考試、
參與CPAS職業適性診斷測驗等額外獎勵。

資訊聯繫單位：學務處生活輔導組劉益傑組員
student.assistance@mail.wzu.edu.tw

▲圖/ 經濟不利學生就學照護系統。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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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盡社會責任：「大學之道計畫」

USR揭開文藻新篇章，推動一院一USR

本校於109年起，將大學社會責任（University Social Responsibility，
USR）列為校務發展的重要項目之一，並成立大學社會責任計畫辦公室，

以統籌辦理本校USR相關業務，另推動一院一USR策略，希冀透過學術專
業與在地的對話，促進大學教師和學生參與社會脈動，並為社會各場域注
入活力與能量，以發揮本校之於社會的價值。

英語暨國際學院透過「Our Town 社區體驗遊程國際平台計畫」，
結合英國語文系、國際企業管理系、翻譯系、英語教學中心及國際事務系
之正式課程，帶領學生於舊城、哈瑪星、佳冬與恆春社區等特色社區場域
進行社區體驗遊程、營隊規劃設計與實作實習，藉此鏈結農業、文化、教
育與觀光等相關政府部門、在地社區單位、體驗旅遊相關產業、其他大學
在地創生社區等各單位，並強化本校師生累積多年的國際移動力及社會服
務能力，發展高屏特色生態、文化與教育產業發展體驗行程與特色營隊，
同時協助各社區單位國際化。

歐亞語文學院規劃「歐亞語文學院觀光文化導覽USR Hub計
畫」，將專業外語能力與在地導覽鏈結，培育學生投身社區服務，邀請高
雄市歷史博物館及高雄翰品酒店一同參與計畫，幫助本校學生認識高雄歷
史風華背景，透過鏈結前述兩機構，引導學生規劃具有溫度及深度、又能
突顯活動特色之觀光導覽路線及細節，將所學的專業觀光文化導覽知識，
轉化深植為運用能力，進而展現文藻多國文化的豐富性，亦將異國風情帶
入在地社區跨足國際，同時不忘在地的文化面貌，通過文化的交流，攜手
在地文創產業，重現高雄打狗鹽埕風華。

▲圖/ 英語暨國際學院
文化創意實踐營隊學生於左營郭家古厝

進行英語導覽研習。

▲圖/ 歐亞語文學院
「社區狂歡嘉年華」

貴賓、本校師長及全體表演學生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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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盡社會責任：「大學之道計畫」

文教創意產業學院透過「看見需要千手扶學計畫」，以扶助都市
中的弱勢學童作為核心理念，透過數位科技的介入，減少課後輔導教育
機會的不平等，協助高雄市的小校進行教材數位化建置，以「藝術與文
化教學活動及展演輔助學校與社區的連結」的社會實作，以高雄市市區
之國小小校之社會實踐為計畫起點，協助高雄在地小學與社區的永續發
展，達到互惠雙贏的成果。

人文教育學院之「樂活、樂心、樂靈─社區年長者關懷計畫」，
透過整合院內體育教學中心、通識教育中心、吳甦樂教育中心之能量，
以鄰近的三民區作為問題盤點與計畫資源、師生團隊投入之場域，透過
師生實際參與、構築一個讓文藻師生與該社區場域之間相互「需要」與
「被需要」的支持系統。藉由健康管理、心理調適、法律實務、靈性成
長等層面整合推動相關活動或講座，使老人服務的身、心、靈之質與量
得以提升，以發展社區團體之潛能，增進年長者安身立命、興利樂活的
平等生活園地。

透過推動「一院一USR」校級策略，讓本校四個學院藉由學術與在
地的對話，促進大學教師和學生參與社會脈動，並為社會各場域注入活
力與能量，構築一個讓文藻師生與該社區場域之間相互「需要」與「被
需要」的支持系統，110年更著重深化各學院運作之功能與影響力，並
與鏈結場域加強合作；111年將發揚本校吳甦樂教育精神及月桂方法，
彰顯各計畫特色與成果，致力於地方創新，展現高教外溢性，達到以外
語連接在地國際、創新啟動社區再造的目標，延續在地社區的永續發展，
進一步創造地方與學校共榮發展。

資訊聯繫單位：各學院
college.english@mail.wzu.edu.tw、euroasian.college@mail.wzu.edu.tw

cei.college@mail.wzu.edu.tw、iberal.arts.college@mail.wzu.edu.tw

▲圖/ 文教創意產業學院
國小注音符號闖關活動結合遊戲闖

關及注音符號學習。

▲圖/ 人文教育學院
教導社區長者八段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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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盡社會責任：「大學之道計畫」

服務學習精神結合課堂所學知能，達到學以致用之效果

為培育具服務精神之社會領導人才部份，本校鼓勵各系將服務學習精

神融入專業課程中，讓學生運用課堂所學知能進行專業服務學習，以達

務實致用效果。同時，搭配服務學習相關活動，讓學生能學以致用，並

精進專業知能，從中體驗服務學習之精神。透過正式與非正式課程，整

合教師教學、學生學習、專業實習、服務學習之面向，以實踐校、院、

系之社會責任。

109年西班牙語文系結合「西班牙文教學法概論」課程，由孫素靜
老師率領日二技學生與高雄市市立圖書館寶珠分館進行「輕鬆學西班

牙文」專業服務課程。除了透過每學期進行10次之課程教學，以推廣高

雄地區之西班牙文學習風氣，也使學生得以結合自身專業並運用所學，

達到學以致用的效果，進而使本校西班牙語文系成為西班牙語教學與學

習推廣重鎮。

▲圖/ 西班牙語文系同學透過專業服務學習課程與高雄市市立
圖書館寶珠分館合作，提供市民學習西班牙文之多元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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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盡社會責任：「大學之道計畫」

109年外語教學系大學四年級學生透過「教學實習與服務學習」必

修課程，於學期中提供鄰近社區兒童及成人英語教學服務外，並於暑

假期間搭配「畢業專題」課程，融合「專業服務」及「社會實踐」辦理

8場次英語教學營隊。活動由教師指導學生進行學員招生、課程規劃、

實際教學運用、課後教學反思等，提升學生專業技能，藉以培養學生批

判性思考及同儕協作、溝通能力，並透過實際教學讓學生從學員習得英

語的成果中得到教學自信心與成就感，更了解服務之理念。

110年起，本校在子計畫專業服務學習方面，除持續推動各系專業

服務學習課程外，更規劃開設「ESG永續發展學分學程」，以強化本

校學生顧環境關懷和社會及文化影響之觀念，提升本校對在地區域或社

會之貢獻度，以展現人文關懷與社會服務，進而透過外語專業的實踐，

善盡大學社會責任。

資訊聯繫單位：西班牙語文系/外語教學系

spanish@mail.wzu.edu.tw、fli@mail.wzu.edu.tw

▲圖/ 外語教學系同學認真教導兒童班練習英文單字，並邀請學員上台分享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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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07年起，文藻持續執行USR社會實踐計畫「溫暖白色巨塔的小螺
絲釘-文藻國際志工共創就醫無障礙」。希望藉由與區域醫院合作，共創
就醫無障礙，服務場域從高雄榮民總醫院拓展到義大醫院，甚至小港醫院，
參與的老師跟醫護人員超過100位。最重要的是，計畫結合創新專業課程
及彈性課程，讓學生能夠獲得跨領域的專業服務學習機會，成為推動社會
力量的溫暖小螺絲釘們。

附冊：溫暖白色巨塔的小螺絲釘
文藻國際志工共創就醫無障礙

突破疫情封鎖的國界，傳遞白色巨塔的溫暖能量

22

◀圖/ 小螺絲釘USR同學參加義大
醫院安排的新進志工訓練並開啟
服務道路的新篇章。

在109年疫情影響下，人人保持社交距離，恐懼似乎拉遠了彼此間的
距離，國與國之間也築起了無形的高牆。文藻小螺絲釘團隊卻以愛心搭起
連結的橋樑，讓高雄的關懷陽光突破疫情的恐懼圍籬，小螺絲釘USR團隊
為海內外偏鄉小朋友打造愛的物資，透由製作愛心口罩套牽起溫暖的連結，

與旗山國小孩童合作，將文藻的熱情傳遞到遙遠的柬埔寨，溫暖了柬埔
寨村莊學童們的心靈。

◀ 圖/ 文藻師生與旗山小學生共
同手繪愛心口罩套及卡片。



USR課程的教學組學生們藉由精心設計的全英防疫衛教營，使出渾
身解數，透由活潑有趣的教學方式，教導位居偏遠山區旗山國小的小朋友
們，認識防疫、登革熱、學習垃圾分類、製作簡易口罩、包裝口罩套等，
營隊中也特別規劃書寫防疫友誼卡及包裝口罩套，寄給柬國的偏鄉小學生，
彼此鼓勵、打氣，攜手共同防疫。經過遙遠曲折的海上旅程，終於在8月
安全送抵柬埔寨，當地的小朋友們及老師們收到時都非常高興，表示接收
到的不只是當地需要的防疫物資，更感受到來自台灣文藻及旗山國小同學
們滿滿的友誼及愛心，而這份愛，也將會在柬埔寨持續蔓延。

附冊：溫暖白色巨塔的小螺絲釘
文藻國際志工共創就醫無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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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小螺絲釘USR團隊為海內外偏鄉 ▶
小朋友打造愛的物資，透由製作愛心
口罩套牽起溫暖的連結。

◀ 圖/ 柬埔寨小學生戴上愛心口
罩套並寫下感謝卡片。



因為疫情嚴峻，柬埔寨KKS小學的課程幾乎停擺，當地小朋友們只
能待在家裡，苦無學習機會。小螺絲釘們藉由多次遠距會議，從了解需求、

設計課程、挑選教材及分組排班，開始一系列遠距英語教學的規劃，並
教導洗手健康相關知識，勇敢的開創線上新服務。參加此計畫的KKS小學，
是當地一級貧戶村莊的孩子，年齡層從9歲到11歲，他們只學過基本的英
文字母，由學校協助買一支25元美金的手機，然後用手機在家裡學習。
對於柬國村莊孩子們來說，這是英文線上課程的初體驗，從一開始的害羞，
到後來能以完整的英文句子自信回應。孩子們每次學習英文時的笑容，不
僅拉近了兩國人民的距離，更串起了我們的情誼。雖然短時間內學會的英
文是有限的，但啟發他們對英文學習產生興趣將帶來無限可能。而我們一
直深信，教育本身是以生命感動生命的歷程，不管是被教的孩子們，還是
教人的我們，都在彼此的心靈上互相牽引感動著，而這份感動正是教育的
溫度。

附冊：溫暖白色巨塔的小螺絲釘
文藻國際志工共創就醫無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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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文藻師生與柬埔寨KKS小學展開 ▶
一系列跨國遠距英語教學。

◀ 圖/ 小螺絲釘USR團隊的師生
與柬埔寨KKS小學展開一系列跨
國遠距英語教學。



附冊：溫暖白色巨塔的小螺絲釘
文藻國際志工共創就醫無障礙

110年更邀請內政部移民署的謝文忠講師於文藻講解關於移民方面
的知識與法律。藉由台灣的人口政策介紹移民、移工和新住民，開啟學
生國際關懷的視野。同時，由USR教師社群邀請三位國中小學校長以大
手牽小手為題的座談，幫助文藻學生輔導、陪伴小老師與偏鄉學生輔導
英文課業，引發學習興趣，提升學習自信。

此外，計畫更規劃與義大醫院合作，進行新進志工訓練，課程開始
由專業護理師們講述醫院相關流程，期許文藻學生能更了解志工服務的
內容與建立心態的重要，也讓學生實際體驗醫院設備、醫院導覽，希望
讓學生們提早熟悉義大醫院的醫療環境和情境。希冀未來能持續發揮文
藻之外語暨國際化的優勢，以關懷語言弱勢族群為出發點，串聯學校及
跨界資源與地方醫院合作，推動國際志工專業服務，共創「就醫無障礙、
學習無國界」的願景。

資訊聯繫單位：大學社會責任辦公室林思如專案助理
100388@gap.wz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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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小螺絲釘USR柬埔寨國際志工團隊協助
柬埔寨偏鄉學童外語及洗手健康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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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冊：藻到新力亮~
文藻USR新住民(新移工)關懷增能計畫

藻到新力亮~文藻USR新住民（新移工）關懷增能計畫

隨著國際化的浪潮及政府推動新南向政策，有許多來自不同國家的
新住民或移工在台灣認真生活，這群新住民家庭和移工帶著自身的學識
能力和母國文化特色在台灣這塊土地用心耕耘，已成為我國新興且重要
的一個族群，其中又以東南亞族群成長最為快速。

「藻到新力亮~文藻USR新住民（新移工）關懷增能計畫」旨在落實
文藻「Serviam」理念，透過精緻性、經驗性與服務性的學習，形塑學生
建立為生命服務人生態度。同時本著日新又新的精神，以因應快速變遷
的社會，同時以社會企業、校園學習、鏈結文藻所在區域作為合作對象
與實踐的場域，希冀能夠透過大學的能量，連動課程、政府、非營利組

織（NGO/NPO）與企業協力規劃、推動與執行新住民/新移工關懷增
能行動、建置跨域共學與興利樂活機制，優化本校東南亞學系與通識教
育課程，並藉由師生專業服務團隊之營造，進行長期地方蹲點與場域經
營，以達致人才培育之知行實踐。

110年度計畫團隊除賡續與去年合作單位合作，更強化跨校社群的合
作夥伴關係，秉持群雁行遠的精神，透過與他校合作的經驗互補，強化
計畫執行動能，共同推動在地人文關懷與生命服務行動，內化學生敬天
愛人之精神、厚植其跨領域與終身學習之動力。

計畫團隊更規劃於本年度推動參與多元文化市集之新住民籌組

「高雄新住民多元文化推廣協會」，進一步協助新住民創新培力，將
具有多國文化及美食之市集活動打造成高雄特色品牌，發展永續地方經
濟模式。希冀於在地關懷上，為高雄地區建置一個以新住民文化為特色
的新住民多元文化市集，除提供新住民與大高雄地區民眾跨文化交流與
認識的平台，同時為參與市集新住民們帶來實質經濟上助益，進而強化
市集效益，促進北高雄地區之經濟發展與宜居環境。最後，更希望以問
題解決導向方式回饋到學校課程，引領學生「學中做，做中學」，連動
本校教學模式翻轉，並埋下未來關注社會議題的種子。

資訊聯繫單位：大學社會責任辦公室黃千芝專案助理
100399@mail.wz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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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冊：藻到新力亮~
文藻USR新住民(新移工)關懷增能計畫

▲圖/ 110年4月18日東南亞學系於市集擺攤分享泰國文化，
師生與高雄市長陳其邁分享泰國文化學習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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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9年3月15日高雄新住民多元文化市集於橋
頭百世新天地盛大開幕，展開新住民亮力行動序曲。



附錄 提升高教公共性：
透過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輔導原住民學生成效

校園角落，你所不知道的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

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之設置，旨在營造一個屬於文藻原住民族學
生的家，並培養具有國際觀且熱愛、發揚並傳承原住民族文化的文藻人，
以落實文藻敬天愛人及服務部落之精神，源自於土地，來自於敬畏，取
自於分享，以響應全民原教，提供全體師生認識原住民族文化之平台。

原資中心交流空間包含：原住民圖騰外牆地板、原住民民俗植物花
圃、原民資訊布告欄、原民風馬賽克磚石椅及圓形廣場展演空間，透過
學生與主任共同設計的原住民圖騰，以太陽為中心，象徵各民族為太陽
之子的民族，太陽的光芒有16個民族特有圖騰，與全校師生分享各個民
族多元且具傳統的表徵意像。柱子及牆上面有排灣族、阿美族、布農族
（學校原民生三大族群）的問候語。辦公室前之花園種植甲酸漿葉、月
桃葉、鐵線蕨、小菊花等原住民族常用植物，隨時可以採集編織花環或
製作小米粽美食課程體驗。圓形廣場與薪傳廣場更作為原民文化歌舞表
演之最佳場所。

110年度起，本中心將更積極辦理原民語言與文化講座、原民文
化藝術展演等，結合社團與原民祭典之盛況，從靜態展覽至歌舞表演，
進而推廣發展原住民藝術之精隨。結合本校服務性社團深入部落，與原
鄉居民進行文化交流，培育學生服務學習之精神。深耕後推向國際，計
畫辦理國際交流參訪與國際志工服務營隊，藉由服務之精神，宣揚原民
文化。

資訊聯繫單位：學務處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
indi_res_ctr@mail.wzu.edu.tw

▲圖/ 原資中心辦公室與多元功之活動空
間，提供學生專屬之會議室，供學生們讀
書及交流、共食文化，營造家的氛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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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原資中心前方庭院寬敞的空間，原民
生喜歡駐足，練唱族語歌謠，迴盪庭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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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國際暨兩岸合作處於110 年 4 月 14 日舉辦【2021環遊世界在文
藻-文化講座：沖繩產業】，此活動不僅讓疫情期間無法出國的學生知曉

許多沖繩有趣的文化及豐富的歷史，藉由沖繩縣台北事務所所長仲本
正尚先生分享，瞭解如何在產業上運用沖繩特區的優勢，減少關稅的支
出，將「Made In Taiwan」的產品銷往東南亞國家，提升競爭力。文化
分享方面則由在文藻就讀的沖繩學生分享各方面的沖繩大小事，整個活動
過程輕鬆愉快。另有提供傳統服飾供學生體驗，在場講師及工作人員皆穿
著沖繩服裝，搭配每一位生動的分享，讓人非常嚮往沖繩這個漂亮的地方。
最後搭配慶典影片大家一起揮動雙手、擺動身體跳沖繩的傳統舞蹈，以歡
樂氣氛作為活動結尾。

日間部日文二技的趙同學表示：「藉由全校通知信得知此活動，印象
最深刻部分是參與的師生們一起跳沖繩的傳統舞蹈，搭配影片舞動，瞬間
感染到慶典的歡樂氣氛。講座內容也有分享有趣的沖繩文化與習俗。對於
此講座的感受非常棒，建議可以多舉辦類似活動。」一同前來參加此講座
的日間部日文二技的賴同學表示：「已學習日文將近六年，對於沖繩人說
話時會將『我』以『自己的名字』替代覺得很新奇，透過日本沖繩學生分
享後對於許多當地迷信皆有改觀，也更加了解當地的文化及歷史。活動過
程很愉快，能夠感受到主辦單位的用心準備。」

此外，國際交流組的陳琴萍老師分享：「印象最深刻的部分是沖繩同
學用中文介紹家鄉，覺得他們非常厲害。對於日本人在整體活動的準備非
常佩服，不論是提前到活動現場或在活動事前討論就從台北來回高雄兩三
次以確認所有細節。雖說他們的確有宣傳的任務在身，但在另一方面我們
也可以了解到日本人對於處理事情的細節，算是另類的文化體驗。」

資訊聯繫單位：國際暨兩岸合作處
oicc@mail.wz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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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大家一起開心地跳沖繩傳統舞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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