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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長的話 

人才與研發是產業發展的關鍵要素，例如美國矽谷的成功，史丹佛大

學扮演非常關鍵的角色，臺灣技術研發能量充沛，如能將其結合運用在產

業上，定能發揮雙方效益與促進產業升級。 

據統計，目前在海外僑臺商約有 4 萬多家，力量及資源龐大，為深化

全球僑民與臺灣在各領域的連結及合作，由僑委會扮演槓桿支點，建構國

內產學研發單位與全球僑臺商間合作網絡，邀集臺灣各大學國際產學合作

聯盟共同研商「全球僑臺商產學合作方案」，透過資訊、人脈及資源之整合，

提供僑臺商跨境便利諮詢，推動國際產學合作，不僅幫助僑臺商產業升級，

同時也協助我國大學開拓國際市場，創造雙贏。 

「全球僑臺商產學合作方案」內容除包含提供僑臺商跨境諮詢服務及

安排僑臺商與產學研發單位間交流、媒合及參訪外，更進一步整合各大學

國際產學合作聯盟產學合作資源，彙編「全球僑臺商產學合作服務手冊」，

提供僑臺商各大學產學合作中心聯繫窗口資料，並彙整各校創新研發成果

與產學合作方式、概況及資源等面向，將僑臺商與國內產學研發機構鏈結

對接，作為僑臺商提升競爭力及產業升級之利基。 

    今後僑委會仍將秉持一貫的政策立場，輔導與協助僑臺商事業發展，

期由本「全球僑臺商產學合作服務手冊」的編撰，讓僑臺商在發展事業的

過程中，能善加運用國內研發技術升級及成果產業，並從中感受到政府支

持的力量。同時期盼僑臺商與政府密切攜手合作，使臺灣經濟再度躍升。 

僑務委員會 委員長童振源 

 

 

2021年 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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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的話 

文藻外語大學係由天主教會內具優良教育傳統的知名國際修會—「聖

吳甦樂會」（The Order of Saint Ursula）於 1966年來臺創辦。創辦之始，為

回應當時國家社會的需求，決定設立 5年制外語專科學校。迄今逾 50餘年，

始終一本興學建國服務社會的初衷，配合國情需求與時勢變化而改制、改

名為大學，自師生不足千人的五專發展為近萬人海內外馳名的外語大學，

培育出許多才德兼具的外語實務人才，遍佈海內外各角落、各行業。 

目前本校著重於整合產官學資源，建立跨院系所（或跨領域）產學合

作團隊，提升教師產學合作的質與量，運用華、外語優勢，以厚植外語專

業應用及多國文創典範之品牌特色，而成為國內外營利與非營利組織之關

鍵夥伴。 

本校將奠基於文藻吳甦樂教育方法，致力創新跨域教育，培育具跨文

化溝通、國際責任之博雅人才，經由僑務委員會扮演中間橋梁，建構本校

與全球僑臺商間合作網絡，提供海外僑臺商華、外語專業培訓及認證、教

材開發、產學合作等多面向交流，藉此協助僑臺商掌握海內、外學習趨勢，

拓展全球華、外語文教育市場，進而成長茁壯與永續經營。 

 

文藻外語大學 校長陳美華 

 

 

 

 

2021年 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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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球僑臺商產學合作方案」介紹 

為鏈結國內學研機構與海外僑臺商進行產學合作交流，由僑委會搭建

平臺，邀集臺灣各所大學國際產學合作聯盟共同研商「全球僑臺商產學合

作方案」，結合臺灣研發能量，協助僑臺商產業升級，並為國內大學開拓國

際市場，創造雙贏。 

「全球僑臺商產學合作方案」以產學合作雙方需求為導向，執行項目如下： 

(一) 於僑委會官網建置「全球僑臺商產學合作」專區，連結各校產學合作

單位官網，增進媒合機會。 

(二) 設立 LINE總機單一窗口，提供僑臺商跨境諮詢服務。 

(三) 結合僑委會僑臺商邀訪活動，安排參訪各校產學合作單位，進行媒合

交流。 

(四) 彙編「全球僑臺商產學合作服務手冊」，提供僑臺商組織及各大學產

學合作中心聯繫窗口資料及各校產學合作服務內容與相關案例。 

    「全球僑臺商產學合作服務手冊」公告於(IA.Taiwan-World.Net)及僑委

會官網「僑臺商專區」(https://Business.Taiwan-World.Net)，歡迎臺商朋友免

費下載參考運用並踴躍分享。  

https://ia.taiwan-world.net/
https://business.taiwan-world.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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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藻外語大學研發能量及產學案例 

(一) 學校特色 

    本校定位為「國際化天主教外語大學」，強調語言發展基礎上的

跨文化溝通與融合，重視實質國際互動交流，半世紀以來的用心耕耘，

奠定績優辦學成效與品牌信譽。 

    為配合產業國際化趨勢，本校建立跨領域產學合作團隊，建構理

論與實務並重的多國語學院（產業鏈結），發展「校際資源共享、師

資/課程互補、整合產學/研究能量」機制。並持續運用外語優勢，提

供外語專業產學交流平臺，積極推動產學合作策略：「強化在地產官

學機構之合作，逐漸發展為關鍵夥伴」、「致力於文創領域，展現外語

應用之專長」及「積極開發全校產學能量，勇於開拓產學案」，進而

成為國內外營利與非營利組織之關鍵伙伴，開創本校產學合作競爭優

勢。 

    順應臺灣政府新南向政策與 2030 雙語國家政策，本校運用華外

語專業知能並結合校內外跨領域公民營機構資源與合作，於 2020 年

創立全臺唯一之校辦企業服務：線上華語師資及英語教學師資認證測

驗暨培訓課程，前述兩項特色校辦企業服務介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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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線上華語教師認證課程」 

文藻外語大學致力於華語遠距同步教學多年， 2019年 6月推出

重大創舉－線上華語教師認證與培訓，開辦全臺首創「線上華語教

師認證課程」，為線上教學品質把關。本專業培訓課程由經驗豐富之

遠距教師群以全然同步沉浸式教學帶領，使學員能全面掌握線上華

語同步教學能力。 

  線上華語教師培訓分甲、乙級及商務華語班：甲級設定在具有

華語教學背景者可報考；乙級則不限科系皆可報考。 

 甲級：國內外華語教師、各大學應華系所或華語學程學生(含碩博士

生)、各華語相關單位開設之華語師資培訓結業，並具有相關證明者、

具有華語教學經驗 72小時以上，並可提供具體證明者，以及具 HSK

五級或華測會 B2等級且具華語教學背景之外籍人士。 

 乙級：凡有興趣從事華語教學，具國內外公私立大學學歷之社會人

士、大專在學學生、具 HSK五級或華測會 B2等級之外籍人士 ，不

限科系均可報名參加。 

 商務華語班：經好漢公司直播平臺與商務華語課程設計，課程內容

為華語聲調引導與正音技巧、線上講師教學示範與商務華語教材應

用及如何融入商務情境進行線上帶領及口語練習試教及講評。 

與此同時也開放甲、乙級線上華語教師認證報考，通過認證者

將儲備至人才資料庫，若合作機構有線上華師需求，將予以推薦。

文藻外大更積極與業界合作，將具有線上教學專業能力之教師推薦

至業界任教，讓業界免去召募優質線上教師之煩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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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藻華語線上教師團隊精心設計華語遠距教學師資培訓 12人菁

英班-「線上華語教師認證課程」之套裝課程。本專業培訓課程由經

驗豐富之遠距教師群以全然同步沉浸式教學帶領，旨在建構學員之

華語遠距教學基礎觀念並著重實務面向，讓參與學員能全面擁有華

語線上同步教學能力，培養符合當前最新趨勢的華語教學專長。 

搭上線上教學時尚潮流，文藻帶領線上華師躍上雲端「華」向

國際，培訓、認證、就業 三合一人才培育。 

 

文藻外語大學 華語專業團隊可提供相關議題合作 

單位 合作議題 團隊人員 

文藻華語營運中心 

■ 華教行政經營管理 

■ 華語專業課程設計 

■ 華語評鑑及評量 

■ 華語產業專業規劃 

■ 國際華語各型研討會辦理 

許長謨 講座教授 

(營運長) 

andrehsu2001@gmail.com 

(07)3426031 轉 3321 

文藻華語中心 

https://c040e.wzu.edu.tw/

datas/upload/files/zhtw.ht

ml 

■ 華語個人／團體班 

■ 線上華語課程 

■ 各級華語教材 

■ 華語師資專業培訓 

■ 國際華語 Imbound 學習專   

  案項目 

戴俊芬 主任 

94157@mail.wzu.edu.tw 

華語中心專業教師團隊 

(07)3426031 轉 3301 

應用華語文系 

(暨研究所) 

https://c026.wzu.edu.tw 

■  各級/各國別化華語教材

編印 

■  各類華語師培訓練 

■  華語教材教法專業整合 

■  數位及線上教學提供支

援 

■  華語教學研究行政支援

及實習合作 

■  相關華語應用專業 

■  跨文化教材及活動設計 

卓福安 主任 

toh92032@gmail.com 

華語文系所教師團隊 

(07)3426031 轉 5101 

mailto:andrehsu2001@gmail.com
https://c040e.wzu.edu.tw/datas/upload/files/zhtw.html
https://c040e.wzu.edu.tw/datas/upload/files/zhtw.html
https://c040e.wzu.edu.tw/datas/upload/files/zhtw.html
mailto:94157@mail.wzu.edu.tw
https://c026.wzu.edu.tw/
mailto:toh92032@gmail.com


8 
 

文藻線上華語教師認

證培訓 

https://p015.wzu.edu.tw/

article/320 

http://p015.wzu.edu.tw/d

atas/upload/files/WZU_

web/ 

■線上華語教師培訓及認證 

■線上商用華語教師培訓及

認證 

■線上教材教法編製培訓及

委製 

■線上華語認證教師人才庫

建置 

■線上華語課程規劃開設(已

合作開設各式線上課程) 

■國際華語教學支援 

林翠雲 助理教授 

85011@mail.wzu.edu.tw 

遠距專業教師團隊 

(07)3426031 轉 5136 

 

  

https://p015.wzu.edu.tw/article/320
https://p015.wzu.edu.tw/article/320
http://p015.wzu.edu.tw/datas/upload/files/WZU_web/
http://p015.wzu.edu.tw/datas/upload/files/WZU_web/
http://p015.wzu.edu.tw/datas/upload/files/WZU_web/
mailto:85011@mail.wz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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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文藻外語大學全英語教學認證 

     https://p022.wzu.edu.tw/ 

文藻是全臺唯一一所外語大學，半世紀以來培育無數菁英人才，

在各行各業發揮外語所長，表現倍受社會大眾的肯定。文藻自創校

至今，堅持以全英語授課並致力營造全英語學習環境，形塑了臺灣

全英教學獨一無二的重鎮，其優秀的全英授課師資更是樹立典範，

領航全臺。鑑於政府打造 2030年雙語國家計畫，在現階段加強養成、

儲備全英語師資之際，文藻外語大學首推全臺「全英教學師資認證」

(Wenzao TTE Certificate)。適用於本地英語老師及外籍教師，主要對

象從中、小學生至成人，可因不同對象而有不同的級別。 

為了能夠取得文藻外語大學全英語教學認證，另外也針對認證

審核標準設計一系列課程。此課程主要加強教學技能，透過引進最

新穎的語言教學課程，設計根植於廣為全球採用的 CLIL教學理念，

以及配合 108 國教綱領和臺灣的雙語國家政策。課程設計具有六項

培訓準則，包含以學生為主體、生活化溝通能力、終身學習策略、

邏輯思考能力、多元文化理解力及跨領域整合學習。本校秉持文藻

3L語言教育特色，即生活、語言與領導，此課程協助有志者現在或

未來成為一個好老師，並成為課堂上的領導者，引領學生應用語言

有效溝通且造就更有意義的生活。 

培訓課程內容包含教案撰寫、課室管理、教學內容、教學流程、

課室用語以及教學演示。分為全系列課程共十八小時、彩虹模組以

及色塊模組課程。彩虹模組適合補強全方位教學技能者，分成初階、

中階及高階三種不同階級，每階級上課時數至少 6 小時。色塊模組

則適合補強單一教學技能者。單一色塊代表一門課程，內容包含該

https://p022.wz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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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課程初、中、高階技能，上課時數至少 3小時。至於課程選擇，

可以選擇其中一個階級的課程，或是選擇一塊或兩塊以上的色塊課

程。 

全英教學師資培訓課程：主要是為了協助上課學員能夠取得文

藻外語大學全英語教學認證(Wenzao TTE Certificate)，本認證為全臺

首創，課程內容完全針對認證審核標準所設計，學員若能參加完整

訓練並取得認證，對於本身全英語教學能力的肯定更獨具象徵意義，

課程設計規劃分為初階(PL101、CM101、PC101、PP101、CL101、

Teaching Demo)；中階(PL201、CM201、PC201、PP201、CL201、

Teaching Demo)；高階(PL301、CM301、PC301、PP301、CL301、

Teaching Demo)；採分階晉級上課方式，每階級上課時數 6小時共計

18小時，其課程模組及內容如下： 

 

 課程模組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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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案撰寫 

- 認識教案基本架構。 

- 設計教案(含教學目標、教學活動、時間安排等)。 

- 評估教案撰寫實例。 

- 評估教案實際運用於教學演示的適切度。 

課室管理 

- 認識課室管理之基本要素。 

- 營造有意學習的課室環境(含課室規範、安全空間、融洽和諧氛圍等)。 

- 妥切處理課室突然狀況及學生偏差行為與態度。 

- 評估教學演示實例中課室管理的適性與效性。 

教學內容 

- 設計能符合即達成教學目標的教學內容。 

- 設計生動多元的教學活動，提升學生學習動機，思考能力以及運用學習

策略的能力。 

- 適時融入跨領域及跨文化的教學，結合語言學習與學科學習。 

- 妥善運用多媒體教學，強化教學內容。 

教學流程 

- 認識如何建構連貫流暢的教學流程。 

- 有效掌握教學活動步驟，並能適時調整活動進行的方式以符合學生的 

需求。 

- 適時評量學生的表現，並善用教學技巧協助其發揮學習潛能。 

- 強調學習重點，有效總結教學流程。 

課室用語 

- 理解如何適切使用課室用語(含口語與肢體語言)，提升課室授課功效。 

- 建構固定完備之教室用語詞庫。 

- 調整課室用語難易度以符合學生的需求。 

- 分析及評估教學演示實例中課室用語的適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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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演示： 

學員進行實際教學演示，授課老師將根據以上五大教學面向(教案撰寫、課

室管理、教學內容、教學流程、課室用語)，給予評分、講評及建議。 

 

本認證特色採用實體、實作及實務之全方位認證標準，囊括八十餘項

具體指標。以全英語進行實體教學演示 (real-classroom teaching 

demonstration)為主，包含教案撰寫(lesson plan)，並輔以英語教學實務及理

念之口試(interview)，通過認證者由本校頒發正式中英文證書，協助有志成

為英語教師者提昇全英教學能力，拓展就業機會，同時協同公私立中小學

及補教事業評鑑及延攬合格之全英授課教師，並力助政府落實雙語教育政

策，打造優質雙語環境，提昇國家競爭力。 

 

★如欲進一步瞭解或與本校合作，歡迎洽詢以下人員： 

文藻外語大學 

電話：+886-7-3426031  地址：807高雄市三民區民族一路 900號 

姓名 職稱 校內分機 信箱 

施珮君 約雇人員 3225 rd5005@mail.wz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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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第二外語及其他領域培訓 

本校傳授理論與實務並重的多國語文，洋溢著國際化活力，以

及造就國際菁英實務人才的特色。具有多項臺灣首創的獨特性，如

全國獨一的歐亞語文學院；另外法語、西語系(科)、東南亞學系、

歐盟園區更是技職校院中的唯一。與其它學院相較，本學院的系科

看起來是同質性較高，但自其異者而觀之，不同的語言地區卻開啟

了多元的世界觀，因此如何在歐洲語言（法、德、西），東北亞語

言（日、韓），東南亞語（越南、泰國、印尼）找到共同的議題以

及鏈結的核心，是本學院耕耘的目標，亦即如何立足臺灣，形塑歐

亞論述。因此未來發展即著重於「在地化+區域化」、「外語能力＋

就業能力」、「人文關懷＋跨足國際」等三大主軸，期望蘊育學生人

文關懷能力、培養學生就業實力，進而培育學生成為一位跨足國際、

乃至於跨領域的實務人才。 舉例而言，本校學生如在主修外語、

英語之外，認識第三外語，即能充實多語多元的國際觀，更可實踐

尊重多元文化的文藻教育理想，又如本學院法文系學生除了法語專

業之外，也可進一步接觸越南語，由於法國於越南的歷史淵源，依

此，同學結合跨領域所學之知能，加上法語、越南語、英語等各方

面的語言與人文底蘊，可將其所學充分靈活應用於歐亞職場。 

另文藻多年來已藉由教授各領域學生選修東南亞語文，提升學

生對東南亞地區人文社會知識與增進其產業應用能力，以提升學生

就業或就學競爭力。此外，為培育多元語種結合產業技能人才，歐

亞語文學院除整合學院內部各語種資源外，更與本校「英語暨國際

學院」、「文教創意產業學院」及「人文教育學院」合作，在英國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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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系除開設選修歐語及日語外、亦開設修習第三類語言之課程；

在外語教學系及應用華語文系，推行東南亞語言之必修課程。 

東南亞學系舉辦「新南向幹部培訓班」，協助外貿協會針對有

興趣拓銷新南向國家的業務人員及有意前往新南向國家的廠務人

員，規劃協商技巧、工廠管理、勞工法令、人資管理、稅務法令等

5堂課程，協助南部業者快速掌握新南向國家業/廠務概況。 

本校第二外語培訓的未來發展，除了為法、德、西、日、越、

泰、印尼語等關鍵第二外語往下紮根，拓展中、小學及高中第二外

語教學的可能性之外，更將戮力於語言教育之向上提升，朝向實務

接軌以及菁英攻頂邁進。 

配合「全球化」的發展趨勢，多國間的互動日益頻繁，因此「多

國語複譯」的需求勢不可免，文藻培養實務型的多國語高級筆譯與

口譯人才、國際會展服務人才、軟體與網頁本土化翻譯工程師、專

業詞彙專家、翻譯編審、翻譯項目經理等，培育其具備「外語」及

「翻譯」之專業知能，擁有多國語複譯能力且具有跨學科知識的高

級翻譯與新興外語服務產業人士及管理人士。本校翻譯系更協助辦

理各式會議、展覽活動，促進產、官、學互相合作，同時也讓學生

參與其中，增加學生臨場經驗及實作技能，使學生不只在學校習得

書本知識，更可藉此機會將所學運用於職場，盡量減少產業界與學

界實務上的差距，使學生在學校所學即在職場所用。另配合本校發

展為會展實習園區，增設外語服務產業學程如國際會展學程，使學

生除了語言精進外，能運用於國際會展產業領域之翻譯及口譯市場

以增進其職場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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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亦重視管理專業之培育、語言能力之養成、領導與倫理觀

念之建構，以培育具備外語能力與優秀人格特質之專業化國際管理

人才，除國際共同語言(英文)之能力訓練外，專注於商管專之基礎

教育(開設商管基礎課程、商管專業課程、經營管理課程類、人力

資源管理類、行銷類、國際經貿課程等)，並強調實務學習及海外

學習，更在本校吳甦樂教育精神下，著重領導能力及社會責任之養

成，培育出具國際觀及遠見有為管理人才。 

語言是進入世界舞臺之鑰，本校學生深具國際移動之動能，若

再搭配就業實務的專業訓練，便能夠與全球職場無縫接軌，成為炙

手可熱的國際商務、觀光、文教、翻譯及會展等領域的複合型雙外

語或多語實務人才。文藻半世紀以來無論在業界或學術界為臺灣培

育了眾多語文專業人才，本校的人才培育不僅侷限於實務就業，未

來我們更希望師生能夠於學術領域力求菁英攻頂，進而能夠在國際

舞臺上展現實踐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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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產學能量簡報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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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產學案例 

文藻外語大學針特別挑選出具產學合作經驗之優秀教師的產學

案例，供僑臺商參考並歡迎踴躍與文藻外語大學共同進行產學合作相

關交流。 

 

教師姓名 專長領域 頁數 

林文川老師 
英語教學，專業英文(運動英文)、質性研究、文

化回應教學 
P.15 

蔡介裕老師 
哲學、倫理學、理則學、批判思考與邏輯、創

意思考 
P.18 

吳秋慧老師 
英語教育、英語閱讀、多元文化教育、質性研

究 
P.20 

謝馥蔓老師 職能建構、訓練課程設計 P.21 

黃翠玲老師 
翻譯理論與實務、跨文化研究與翻譯、商標品

牌翻譯 
P.22 

李姿瑩老師 
同步口譯、逐步口譯、隨行口譯、 

各類文件筆譯 
P.23 

翁一珍老師 
跨文化溝通研究、英語教育、成人英語、 

移動學習、課程設計、文化與觀光 
P.24 

陳泰良老師 
資訊管理、企業管理、資料探勘、3D/VR 多媒

體技術 
P.25 

鄧文龍老師 文化產業、文化觀光、會展產業 P.26 

賴文泰老師 計量經濟、行銷管理 P.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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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姓名 林文川老師 

服務單位 英國語文系 

專長領域 英語教學，專業英文(運動英文)、質性研究、文化回應教學 

產學成果 一、文化回應教學產學合作研究 

英語為國際語言，能流暢使用英語便能與世界接軌。臺灣學生

英語學習每年均呈現「城鄉差距」與「雙峰現象」。在全球化時代下，

「英語力」就等於「國力」，如何從「根」提升國小學童之英語力，

尤其協助經濟與文化弱勢（如原住民）的學童之英語學習，達到教

育均等的目標，為國家重要教育宗旨。高雄市屏山國小，位於高雄

市左營區，屬教育優先區。全校合計 14 班、原住民學童合計佔全校

四分之一。來自文藻外語大學英文系，具優秀英語能力、能以流利

之英語進行溝通與教學學生 TA (11 位)受邀參與研究。本研究為產學

合作研究計畫之一部分，為期 12 個月合計 2學期。研究目的在於探

究應用文化回應英語教學於國小文化弱勢學童之成效。具體目標為

協助屏山國小全體學生得以獲得英文學習機會，進而提升英文學習

動機與英語文能力；以及補救經濟與文化弱勢學童之英語學習，達

到教育機會均等的目標。研究方法包含教室觀察、訪談、以及教學

反思日誌。研究發現有三，首先，以文化回應英文教學策略，側重

遊戲互動，競爭合作等活動，能帶動班級學習氣氛、提升學習動機。

其次，以文化回應部分班級情境脈絡特性，亦能提升英語學習動機；

例如體育班(棒球隊)團隊競賽遊戲教學，能適切回應棒球著重團隊

合作精神的運動文化。而活動中原住民學童不怕生、積極參與遊戲

的特行也促進了學習。最後，英語教室內，中文為母語(L1)與英語

目標語(L2)的靈活使用，能有效協助國小學童學習英文，尤其對於

低成就學生，中文母語的介入能提升師生心理互動連結，克服學習

焦慮。本研究發現能提供未來國小弱勢族群學生，以文化回應進行

英語教學之參考。 

  

棒球隊班級教學情形 



36 
 

二、精進運動選手英文學習移動力產學合作研究 

英語為國際語言，能流暢使用英語便能與世界接軌。國家運動

訓練中心乃培育我國菁英運動選手的搖籃，每位國訓中心選手的終

極目標即是代表臺灣出國參與國際體育競賽，為國爭光。國訓中心

選手若能以流暢的英語能力與國際賽事主辦單位協調、與裁判溝

通、或與其他國際選手交流互動，將有助於競賽的整體表現。文藻

外語大學為全國大專校院中唯一外語大學，亦為全國唯一以外語教

育與研究為主要特色之大學。文藻英國語文系的師資團隊教學與研

究專長除了英語教學之外，亦重視培養學生英語學習動機與專業領

域英語溝通能力，其中尤其側重培育學生多元文化及跨文化溝通能

力。因此，透過英國語文系專業英語教師與國家運動訓練中心的密

切合作，期能精進運動選手英文學習動機與國際移動力。本產學合

作計畫具體目標有下列 2 項：就短期目標而言，協助選手在出國競

技的同時，能以英文與國際賽事主辦單位協調溝通、與國際裁判交

流互動以爭取選手權益、或與國際選手在競賽過程中輕鬆交談以調

解心理壓力。就長期目標而言，培養選手英語學習動機與帶得走的

終生學習能力，未來離開運動競技場後，具備足夠英語能力而順利

進入職場。 

  

英國籍老師與國家選手 

上課情形 

本國籍老師與國家選手 

上課情形 

 

三、運動英文教材編撰產學合作研究 (規劃中) 

英語為國際語言，是國際運動賽事的主要溝通工具。能流暢使

用英語，能與世界接軌，更能提升國際運動賽事之整體表現。在國

際運動賽事中，教練暨選手若能以合宜的英語溝通能力參與技術會

議、與主辦單位互動、與裁判協調、與各國教練暨選手交流，不僅

有助於整體競賽表現，並能展現平日訓練之技能水準。國家發展委

員會訂定「雙語國家政策發展藍圖」，以及「厚植國人英語力」、「提

升國家競爭力」二大目標，期能打造臺灣成為雙語國家。國家運動

訓練中心以培育國家培訓隊教練、選手為核心目標，配合國家發展

政策，期盼以培訓隊之需求帶動學習，編撰運動英語教材，帶動教

練、選手學習英語之風氣，提昇其運動英語力，共同為雙語國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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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而努力。文藻外語大學為全國大專校院中唯一外語大學，亦為

全國唯一以外語教育與研究為主要特色之大學。文藻師資團隊教學

與研究專長除了英語教學之外，亦重視培養學習者英語學習動機與

專業領域英語溝通能力，其中尤其側重培育學習者多元文化及跨文

化溝通能力。本產學合作計畫主旨為協助國訓中心亞奧運各項目教

練暨選手之英語溝通能力，藉以輔助提升我國在重要國際體育競賽

之運動表現。本計畫具體目標有二：就短期目標而言，透過兩冊「運

動英語」教材之編撰，作為國訓中心選手英語課輔之輔助教材，同

時提供國訓中心培訓菁英教練暨選手提升英語能力重要教學參考依

據；就長期目標而言，培養國家教練暨選手個人英語學習動機與終

生學習能力，未來離開運動競技領域，亦能具備足夠英語溝通能力，

以開拓多元職場工作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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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姓名 蔡介裕老師 

服務單位 通識教育中心 

專長領域 哲學、倫理學、理則學、批判思考與邏輯、創意思考 

產學成果 

● 計畫名稱：2020-2022 年教育部「藻到新力亮--文藻 USR 新住

民(新移工)關懷增能計畫」主持人 

● 計畫內容：本計畫目標希冀透過計畫之推動執行，投入學校與

學生能量，除文藻學生培力外，更能提升新住民、新移工及其

二代子女學習成就以發揮在地大學能量，進而集結大高雄地區

新住民及其子女與新住民團體之力，加上官界與學界的協助達

成計畫預期目標。推動迄今，各項構面計畫進行，課程再創與

強化，市集建立與經營、社區移工關懷與服務、新二代兒童課

輔與培力等向度行動均能達致成效之所期。  

 

● 計畫亮點：本計畫傾力於北高雄橋頭區創設高雄新住民多元文

化市集。本市集之推動屬本計畫第三構面執行重點，計畫團隊

規畫舉辦於高雄市橋頭區百世百世新天地籌辦高雄新住民多

元文化市集，邀請南臺灣新住民免費參與之市集活動。該市集

自 3 月開辦以來，逐月辦理，頗受好評。每次市集活動皆邀請

南臺灣新住民參加擺攤，並提供舞臺給新住民團體、新住民子

女以及學生團體表演機會，提供其展現自我，分享母國文化並

與臺灣民眾交流機會。高雄新住民多元文化市集實可謂為本計

畫執行之亮點。 
  
● 執行成果： 

1. 本年度高雄新住民多元文化市集總共辦理9場，市集擺攤新住

民知能研習共4場(含4月座談會、11月年終交流會)。計畫團隊

更於高雄市河堤社區布里斯本公園辦理2場的特別企劃市集活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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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輔服務隊與社團法人高雄市印尼之友協會於南國中心進行課

輔班(10/05開班/每週一~四1800-1930)。同時與岡山國小(灣裡

分校)進行兒童美語班(10/14開班/每週三1500-1700)。 

 

3. 師生透過各自社群運作，組成服務團隊，利用暑假於高雄市凹

子底森林公園進行5場看護與長者關懷活動(師生志工服務

隊)，同時鏈結新學期深碗課程，至岡山區仁義里勵志新城進

行3場看護與社區長者關懷活動(結合生命關懷與社會實踐課

程)。 

 

4. 計畫透過通識中心、東南亞學系與不同教師團隊，透過專業與

通識課程、深碗課程之開設與經營，帶領學生進行辦理市集行

銷，文化交流展演，兒童課輔或工作坊共計351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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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姓名 吳秋慧老師 

服務單位 英國語文系 

專長領域 英語教育、英語閱讀、多元文化教育、質性研究 

產學成果 

產官學合作教學/研究計畫： 

2012 年產學案： 

● 2012/07/01-2012/12/31 以英語分級測驗電腦軟體進行英語能力

分班之研究 

● 2012/07/01-2012/07/31 英語學習服務志工設計本位教材之初

探—以學校本位課程及文化回應教學理論 

2015 年產學案： 

● 2015/09/01-2016/08/31 商務外文之編譯校正及專業課程培訓計

畫 

● 2015/12/17-2016/01/31 工程英語簡報技巧訓練課程(1)(2) 

2016 年產學案： 

● 2016/01/01-2016/12/31 文藻外語大學基礎核心能力與外語專業

能力學習成效之探討 

● 2016/02/01-2017/01/31再造人文社會科會教育發展計畫 方案一

(共同主持人) 

● 2016/08/15-2016/09/30 中級全民英檢、多益英檢培訓課程規劃

與研究 

● 2016/09/15-2017/03/31 大學校院英語能力測驗(CSEPT)第一級

題庫編寫」 

2017 年產學案： 

● 2017/08/01-2017/12/31 大學校院英語能力測驗(CSEPT)第二級

題庫編寫」 

● 2017/08/01-2019/01/31 多元文化語境之英文學習革新課程計畫- 

A 類：全校性一般英文共同必修課程計畫(共同主持人) 

2018 年產學案： 

● 2018/01/01-2018/12/31 以東南亞國際學生在臺經驗探究其跨文

化公民素養之課堂及社群實踐 

● 2018/01/14-2018/02/10 『2018 年釜山天主教大學英語冬令營』

計畫 

2019 年產學案： 

● 2019/12/03-2021/12/31 2020 TEEP@AsiaPlus 蹲點實習計畫 

2020 年產學案： 

● 2020/3/5-2020/11/30 高雄市雙語教育推動暨外籍教師招募培訓

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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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姓名 謝馥蔓老師 

服務單位 國際企業管理系 

專長領域 職能建構、訓練課程設計 

產學成果 

 

● 2018 年承接計畫 

1. 2018.06-2019.08 

虛擬教材與應用開發實作場域建置暨人才培育計畫 

Virtual teaching material (MOE government) 台教技(二)字
第 1070208621  

2. 2018.06.07-2018.12.17 

職業安全衛生及物聯網跨域課程推廣與評估研究(跨校整
合 型 計 畫 ) Interdisciplinary of OHS and Iot (MOL 

government) ILOSH107033  

3. 2018.04.10-2018.09.10 

巨力搬家貨運有限公司人力資源發展系統建置(企業輔導) 

Human resource system development (Corporate counselling) 

文院產研(RC)字第 107040071 號   

● 2019 年承接計畫 

1. 2019.05-2019.12 

職業安全衛生訓練機構導入物聯網跨域課程試辦計畫 

Interdisciplinary program of OHS and IoT ILOSH1080037    

2. 2019.06-2019.11 

職災勞工復工追蹤與訓後就業歷程資料搜集工作  Data 

collecting of return to works and career development after 

training of injuried workers ILOSH1082029  

3. 2019.04-2019.09 

熒茂關鍵職位工作分析與職務說明書建置 Job analysis and 

job description 企產學字 108 號    

● 2020 年承接計畫 

1. 2020.11-2020.12 

國家海洋研究院海域救助人員輔具救援職能課程建置 企
產學字第 109110142 號 

2. 2020.09-2020.11 

元山科技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工程師實務英語能力養成班 

外產學字第 109090110 號 

3. 2020.05.01-2022.05.31 

人力資源專業諮詢服務案Human Resource Consultant 英院
產學(RC)字第 109050053 號 

4. 2020.03.10-2020.06.10 

皇重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網頁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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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姓名 黃翠玲老師 

服務單位 翻譯系 

專長領域 翻譯理論與實務、跨文化研究與翻譯、商標品牌翻譯 

產學成果 

提供口筆譯專業服務、產學合作對象廣泛，包含文學、商務、行
銷，各類國際會議同步、逐步口譯等。 

2017 年度產學案: 

● 多國語數位出版 

● 2017 年國際美術館學院系列課程口譯案 

● 多國語數位出版計畫 

● 2017 年日月潭國家風景區管理處網站 英日韓審譯稿計畫 

● 2017 年參山國家風景區管理處網站英日審譯稿計畫 

● 2017 澎湖國家風景區管理處網站 英日審譯稿計畫 

2018 年度產學案: 

● 2018 公車動態系統站點中英翻譯計劃 

● 「屏東國際商洽會-買主隨身接待人力」服務案 

2019 年度產學案: 

● 2019 大師智庫論壇翻譯案 

● 多元支付於高屏智慧公共交通場域之應用示範計畫-智慧零售

業態分析 

2020 年度產學案: 

● 「關鍵 100 書」(暫名)翻譯服務 

● 「新時代水文化價值」國際論壇口譯人員服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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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姓名 李姿瑩老師 

服務單位 翻譯系 

專長領域 同步口譯、逐步口譯、隨行口譯、各類文件筆譯 

產學成果 

提供口筆譯專業服務、產學合作對象廣泛，包含文學、商務、行
銷，各類國際會議同步、逐步口譯等。 

2017年度產學案: 

● 2017 南方治水論壇口譯人員服務案 

● 2017 生態交通盛典中英文同步口譯服務 

● 2017 屏東縣原住民產業發展南島國際論壇口譯服務案 

● 國際創育論壇口譯服務案 

● 臺灣普發供應商大會口譯人員服務案 

2018年度產學案: 

● 2018 年臺灣國際遊艇展口譯服務案 

● 第 11 屆城市學國際學術研討會口譯人員服務案 

● 2018 年藝術與美感教育國際論壇接待人員服務案 

● 中英機器翻譯編輯潤飾服務案 

● 「2018 年世界水產養殖暨行銷展望系列研討會」同步口譯服務 

● 2018 年海洋廢棄物治理國際研討會口譯服務案 

● 「2018 第四屆荷蘭商館文化遺產網絡臺南年會」口譯服務 

2019年度產學案: 

● 2019 年南方治水論壇口譯服務案 

● 2019APSES 亞太社會企業高峰會同步口譯服務案 

● 2019 高雄 VR FILM LAB 創作培育工作坊及電影節 VR周邊活

動口譯 

● 水產養殖及國際行銷展望系列研討會 

● KOSMOS 體感奇點論壇同步口譯案 

● 亞太經濟論壇同步口譯服務案 

● 2019 推動高雄郵輪產業口譯服務案 

● 2020 臺南熱帶水果及加工品國際採購日視訊隨行口譯人員服

務案 

2020年度產學案: 

● 臺澳職訓師招聘評量暨職能導向課程認證線上國際研討會口

譯人員服務案 

● 中國鋼鐵公司中英口譯人才訓練班 

● 擁抱亞太數位未來國際論壇口譯人員服務案 

● 2020 年高雄國際農產品通路商線上採購日視訊逐步口譯人員

服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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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姓名 翁一珍老師 

服務單位 英國語文系 

專長領域 
跨文化溝通研究、英語教育、成人英語、移動學習、課程設計、 

文化與觀光 

產學成果 

一、 承接國內產官學合作(研究)或委託案，擔任主持人或共同主持

人，2017 學年度迄今，共 5件，總金額 NT$ 2,773,000 元整 

● 2019 小港醫院衛教服務國際化產學合作研究案(共同主持人)，

金額 NT$220,000。 

● 2019 海洋文化英語教材製作暨兒童英語夏令營，金額

NT$200,000，  

● 國家運動訓練中心 2017-2018 年精進運動選手英文學習移動力

(共同主持人)，金額 NT648,000。 

● 國家運動訓練中心 2019 年精進運動選手英文學習移動力(共同

主持人)，金額 NT$845,000。 

● 國家運動訓練中心 2020 年精進運動選手英文學習移動力，金額

NT$860,000 元整。 

二、 完成 6年「產業研習或研究」 

● 建冠數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英文教材共同研發產學合作研究案

(一)。 

三、 參與教師赴公民營機構深耕服務 

● 國家運動英語溝通訓練與輔導計畫，時間：2019 學年度第 2學

期。 

四、 積極申請教育部學海築夢計畫案，2017-2019 年度共計  

NT$1,299,001 元整。 

● 教育部補助文藻外語大學英國語文系 2017 年度學海築夢—美

國文化交流服務海外實習計畫(計畫主持人)，金額 NT 662,917。 

● 教育部補助文藻外語大學英國語文系 2018 年度學海築夢—美

國文化交流服務海外實習計畫(計畫主持人)，金額 NT$150,000。 

● 教育部補助文藻外語大學英國語文系 2019 年度學海築夢—美

國文化交流服務海外實習計畫(計畫主持人)，金額 NT$486,084。 

五、 承接政府部門之計畫或委託案並簽訂合約，2017 學年度迄

今，共 1 件，總金額 NT$88,000。 

● 高雄市政府 2017 生態交通全球盛典紀錄國際版書籍翻譯校閱

產學合作案，金額 NT$8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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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姓名 陳泰良老師 

服務單位 數位內容應用與管理系 

專長領域 資訊管理、企業管理、資料探勘、3D/VR 多媒體技術 

產學成果 

一、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 

● 2020年度---構建一套基於移動社交網路平臺上之多語言智慧型

醫療資訊查詢機器人( MOST 109-2221-E-160 -001 -MY2 )，計畫

主持人。 

● 2018年度---雲端運算架構之人工智慧理財機器人雛型系統之建

置(II) ( MOST 107-2221-E-160-001 )，計畫主持人。 

● 2017年度---雲端運算架構之人工智慧理財機器人雛型系統之建

置(I) ( MOST 106-2221-E-160-001 )，計畫主持人。 

● 2015年度---整合學習風格與格凱利方格之智慧型遊戲化學習推

薦系統(104-2622-H-366 -001 -CC3)，計畫共同主持人。 

● 2013 年度 ---雲端車輛維護管理與問題診斷專家系統 (NSC 

102-2221-E-160-001)，計畫共同主持人。 

● 2012 年度---建構基於雲端運算之行動商務股票決策支援系(II) 

(NSC 101-2221-E-160-001)，計畫主持人。 

● 2011 年度---建構基於雲端運算之行動商務股票決策支援系(I) 

(NSC 100-2221-E-160-001)，計畫主持人。 

● 2009 年度---建構基於人工智慧演算法之 3D-VR 多媒體環境投

資決策管理系統(NSC 98-2221-E-160-00)，計畫主持人 

 

二、產學研究計畫 

● 2020 年度--小港醫院 LINE@官方帳號醫療資訊自動回覆系統

(LINE Bot)之開發與效能評估-計畫主持人 

● 2020 年度--清真友善醫療資訊自動回覆系統(LINE Bot)與導覽

APP 之分析設計與開發-計畫主持人 

● 2019 年度---醫療國際通 APP(合作單位:高雄市立小港醫院)，計

畫共同主持人。 

● 2013 學年度---雲端數位學習教材開發設計與成效研究-以基礎

學科教材為例(合作單位:百世文教集團)，計畫主持人。 

● 2013 學年度---有意義教育遊戲設計與評估之研究:全民國防教

育為例(合作單位:高雄市教育局/市立楠梓高中)，計畫主持人。 

● 2013 學年度---雲端數位教材之 3D 元件開發與成效評估 (合作

單位:勝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計畫主持人。 

● 2012 學年度---商業網站視覺設計與評量方法之研究 (合作單

位:采威國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計畫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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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姓名 鄧文龍老師 

服務單位 通識教育中心 

專長領域 文化產業、文化觀光、會展產業 

產學成果 一、 書籍編輯寫作 

● 臺東縣南迴地區國家人文地理生活廊道計畫 

● 2019 臺東縣太麻里文史紀錄出版計畫 

● 埤塘歲月製作 

 

 

二、影片製作 

2018 年度產學案: 

● 2018 年東南亞移工自拍影片公播版剪輯計畫 

2019 年度產學案: 

● 雲林縣議會第 19屆多媒體簡報影片製作 

2020 年度產學案: 

● 臺灣高雄農田水利會多媒體簡報影片製作 

● 臺灣能-節能教育影片製作案 

● 臺灣高雄農田水利會多媒體簡報影片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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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提升高雄市所屬漁港及近海沿岸救生救難量能工作-高

雄海域暨水域遊憩安全宣導影片製作案 

三、會展接待與培訓 

2015 年度產學案: 

● 高雄會展聯盟─學術團體 SIG 會議 

2018 年度產學案: 

● 「提升國際觀光接待能力－澎湖觀光從業人員外語訓練計畫」

規劃案 

● 「2018 年全球港灣城市論壇－郵輪經濟場次」外賓接待 

● 第二屆高雄國際海事船舶接待 

● 接待日本近鐵集團僱請日文翻譯人員 

2019 年度產學案: 

● 2019 年 1 月份高雄港郵輪旅客接待服務委託計畫 

中遠之星首航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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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姓名 賴文泰老師 

服務單位 國際企業管理系 

專長領域 計量經濟、行銷管理 

產學成果 

● 電動公車之推展： 

行政院宣示 2030 年將臺灣市區公車全面汰換為電動公車，然電動

公車迄今僅 500 餘輛。為釐清發展緩慢之問題，賴教授於 2015 年

執行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電動公車生命週期成本及營運模型選

擇之研究」)體悟了電動公車發展緩慢之原因後，進而於 2016 年執

行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快充插電式電動公車營運與節電駕駛行

為效果之分析」)發現快充式電動公車是市區公車路線之最適技術

型式。在該等研究成果之發現下，賴文泰老師於港都客運率先引進

快充式電動公車，現階段已具豐碩成果： 

1. 港都客運為全國最多電動公車數量客運公司。 

2. 港都客運為全國第一個取得「溫室氣體運輸業微型抵換專案」

運輸公司 

3. 港都客運引進之快充式電動公車可符合實際調度需求且具財

務競爭優勢(每公里營運成本較柴油公車節省 8.2 元) 

4. 港都客運為結合國內電動公車上、中、下游廠商，合力打造國

內自製率最高的電動公車。 

 

● 公車行動支付： 

賴文泰老師促成了港都客運與高雄捷運公司攜手合作經濟部

「多元支付於高屏智慧公共交通場域之應用示範計畫」，使港都

客運成為全國第一個全車隊行動支付客運公司。 

 

● 路邊停車收費應用人工智慧影像辨識： 

現行國內路邊停車收費大多採人工巡場開單方式，衍生了諸多課

題。爰此，國內已有若干縣市試辦停車柱、地磁等二項智慧路邊

停車收費設施，然二者於實務推廣亦面臨了不一之課題，預期將

侷限大範圍推廣之可行性。基於此項背景，賴文泰老師於 2020 年

科技部產學合作計畫中，應用高、低位攝影機進行車輛偵測，再

結合人工智慧辨識技術進行路邊停車收費系統之開發。該系統已

於高雄市道路進行實地測試，測試結果顯示，技術、施作、辨識

率皆具可行性，且較現行人工開單收費、停車柱、地磁等智慧路

邊停車收費技術更具財務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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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產學及研究領域優秀學者 

本部分向僑臺商們介紹文藻外語大學近幾年選出的產學類優秀

學者，這些學者在校內外的產學合作耕耘多年，僑臺商們可以從以下

產學事蹟中，更進一步了解文藻外語大學於產學推動的成果。若需要

聯繫，也請隨時與文藻外語大學聯絡。 

 

教師姓名 專長領域 頁數 

廖俊芳老師 服務業行銷、消費者行為 P30 

林忠程老師 運動行銷、游泳、籃球、撞球 P30 

徐慧韻老師 意象、語言、文化、現象學及法國文學 P30 

林景蘇老師 
兒童華語教學、古典小說及性別文化、兒童作文教

學、兒童文學、影視編劇、電影評論 
P31 

廖淑慧老師 
華語文教材教法、中國文學史、中國文學批評、寫

作教學 
P32 

王季香老師 

華語語法學、多媒體教學設計、中國文化導論、先

秦諸子思想、思想史專題研究、儒道思想與現代

化、書法習作與欣賞 

P32 

黃意雯老師 現代日本語學、日語臺灣文學、社會語言學 P32 

邱宜敏老師 學術英文、第二外語寫作、同儕回饋、量化研究 P33 

李姿瑩老師 同步口譯、逐步口譯、隨行口譯、各類文件筆譯 P33 

黎昱希老師 多元文化教育、外語教學 P34 

張守慧老師 
德國語文學、意第緒語文學、猶太文學與歷史、 

德語教學  
P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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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 姓名 事蹟 

國際企業管理系 廖俊芳助理教授 

● 2020年，與市立醫院合作產學「多國

語防疫資訊(COVID-19) LINE@官方

帳號社群行銷研究」，建立並推廣五

種語言(中、英、越南、泰國、印尼)CDC

即時新聞 LINE@官方帳號。 

● 2019-2020 年，與市立醫院合作產學

「醫療國際通之  APP 分析開發設

計」，進行專題研究及開發設計多語

醫療 APP。 

● 2019-2021 年，與市立醫院合作產學

「醫院衛教服務國際化產學合作研

究案」，進行專題研究及製作多語醫

療衛教單張等。 

● 2018-2020 年，與教學醫院合作產學

「外籍及新住民病患就醫無障礙志

工服務計畫」，以雙語專業服務協助

外籍及新住民病患就醫與醫院溝通

無障礙。 

● 2018年，與企業合作產學「導入 APP 

行銷策略分析與研究─以國際連鎖品

牌餐飲業為例』」，進行專題研究。 

體育教學中心 林忠程副教授 

● 「中華民國籃球協會 2014〜2019 年

度 C級籃球教練暨裁判研習會」產學

合作案 

● 第 16季超級籃球聯賽運動觀賞計畫 

● 休閒運動旅遊－滑雪運動推廣產學

合作研究案 

法國語文系 徐慧韻副教授 

● 與工業技術研究院共同舉辦技術處

解密科技展覽，協助問卷調查意見回

饋，並分析參與學生在會展領域的學

習成效，以利產學融入教學之參考。 

● 與良都股份有限公司合作推動墾丁

城鄉創生計畫，提升墾丁作為南臺灣

重要旅遊景點之形象，活絡在地物產

之銷售，促進當地旅遊風氣與企業之

業務拓展，翻轉墾丁的新旅行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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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 姓名 事蹟 

應用華語系 林景蘇副教授 

● 華語教學營隊規畫實施： 

美國國務院自 2006 年起，為了提升美國

年輕學子對於國際重點語言的學習及文

化理解，交由美國教育委員會執行

National Security Language Initiative for 

Youth （NSLI-Y）獎學金計畫。2017 年

以來，文藻外語大學開始正式執行此融

合語言與文化體驗的計畫。 

林景蘇老師擔任本校「2020 年美國國務

院 NSLI-Y 高中生華語獎學金暑期計畫

案」主持人，本次線上營隊成果斐然。 

● 華語教學海外華教實習實施： 

巴拿馬中巴文化中心中山學校成立於

1986 年，是當地一所教育部立案從幼稚

園到高中的完全教育學校，主要教授西

班牙文，中文及英文三種語言。2015 年

後與本系產學合作至今，已有 36名本系

學生經由此實習案赴巴拿馬奉獻華教。

林景蘇老師擔任「2020 年巴拿馬中巴文

化中心中山學校華語教學實習學海築夢

計畫」主持人。在疫情期間，除課室教

學並融合線上教學已完成 10個月的巴拿

馬華教支援。 

● 在地兒童作文營隊實施： 

自 2002 年以來，配合本系選修「兒童作

文教學」課程，培育第一語言的語文教

學人才，與高雄市國小實施在地或偏鄉

兒童作文教學營隊。修課同學經由營隊

行政，教務規劃，教學設計，輔導技巧

的學習與實施，具體成就完整短期營隊

課程教學與規畫學習。參與學校如高雄

新莊國小，吉東國小，嶺口國小等。如

何激發兒童創作潛能與寫作興趣是本課

程研究探討重點，目前實施成效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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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 姓名 事蹟 

應用華語系 廖淑慧副教授 

● 2016-2018 年執行華語文教學節目

「EZ Chinese」製播計畫 

● 2020-2021年執行 2020年美國國務院

NSLI-Y 高中生華語獎學金年度計畫

案 7,173,424 元 

應用華語系 王季香副教授 

● 2018/04/01-2019/06/30 執 行

2018-2019NSLI-Y Chinese summer 

Program 美國高中生暑假短期遊學計

畫產學案 3,440,509 元 

● 2018/01/01-2019/06/30 執行美國國務

院高中生華語獎學金計畫  National 

Security Language Initiative for Youth 

2018-2019 Acdemic Year 產 學 案

5,665,034 元 

● 2018/12/31-2020/6/30 執行融合語言

與文化體驗之華語學習營隊之規劃

與成效--以 NSLI-Y 暑期華語學習計

畫為例產學合作研究案 4,050,919 元 

● 2020/06/22-2020/08/14 執行 2020 美

國印第安納大學 Project GO線上文化

課產學案 267,905 元 

日本語文系 黃意雯副教授 

● 黃意雯老師擔任本校「學術日語翻譯

研究中心」主任，以跨界及跨單位方式

組成專案團隊，透過專案研究計畫、委

託標案或產學合作案提供服務，服務包

含：1.學術論文、專書之中日翻譯 2.專

業出版品之中日翻譯 3.日文史資料之判

讀、打字、校注與中譯及 4.影音資料之

翻譯與配音。 

● 黃意雯老師分別於2012年、2014年、

2017年及2018年承接國立臺灣文學館翻

譯及譯注計畫；2017年與領飛無限文創

出版合作，承接日文翻譯及錄音合作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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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 姓名 事蹟 

英語教學中心 邱宜敏講師 

● 邱宜敏老師研究方向包含學術英

文、第二外語寫作、同儕回饋、教師

回饋、以及量化研究。目前任教於文

藻英語教學中心，負責全校共同英文

之授課。為深入了解共同英文課程所

採用之能力分班與學生英文學習成

效之關聯，與當時中心主任吳秋慧教

授共同執行校內研究案，研究成果於

2018年獲 Scopus-indexed國際期刊刊

登。 

● 2019 學年開始主持為期一年的產學

研究計畫。此計畫為英語教學中心與

財團法人語言訓練測驗中心(LTTC)

之雙邊研究合作案。本計畫的研究重

點之一為探究 LTTC 所研發之大學校

院英語能力測驗，在用作文藻學生英

文畢業門檻之標準下，是否對共同英

文教師的教學與修課學生的學習帶

來負面的影響 (即負面回沖效應)。初

步之研究成果已於 2020 年中旬刊登

在臺灣英語文教學研究學會(ETRA)

主辦之研討會論文集，並預計於 2021

年上旬舉辦研究成果分享會，以促進

實施英語文畢業門檻之國內各大專/

學校院之間的經驗交流。 

翻譯系 李姿瑩助理教授 

● 李姿瑩老師為專業口譯筆人才，在其

領域除教學外，也不停與業界合作，

增進實務經驗，由 2017 年起迄今口

筆譯產學合作金額已逾 100萬，績效

顯著。此外李姿瑩老師也擔任 2020

年度臺灣翻譯系學學會理監事。 

● 李姿瑩老師教學認真，榮獲 2016 學

年度年度優良教師及教學優良獎項。 

● 在校期間積極參與及推動計畫執

行，2019年度曾執行教育部教學實踐

計畫及校內行整合計畫，並於擔任系

主任期間籌辦「第二十四屆口筆譯教

學國際學術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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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 姓名 事蹟 

外語教學系 黎昱希助理教授 

● 近年內促進文藻外語大學外語教學系

與日本、澳洲、印尼的吳甦樂姊妹校進

行學術交流以及選派優秀學生遠赴至

日本、澳洲、印尼進行實習任務，提升

學生國際視野及拓展就業領域。 

● 近年內促進文藻外語大學外語教學系

與 2 間日本國立高等專門學校

（KOSEN）進行學術交流以及選派優秀

學生遠赴至日本進行實習任務，提升學

生國際視野及拓展就業領域。 

● 近年內與澳門聖若瑟教區中學，共同簽

訂英語文教育產學合作，協助澳門聖中

籌設全英語教學幼兒部及小學部。 

● 近年內與文藻外語大學應用華語文系

以及國際暨兩岸合作處華語中心共同

合作執行「美國國務院 NSLI-Y 高中生

華語獎學金計畫」（National Security 

Language Initiative for Youth，簡稱

NSLI-Y 計畫）。 

● 近年內與文藻外語大學應用華語文系

共同合作執行「美國國防部 Project GO

計畫」。 

● 近年內與文藻外語大學師資培育中心

合作執行教育部雙語教學研究中心計

畫，培養非英語教師的英語/雙語教學知

能及素質，全面提昇臺灣英語教學的環

境，以達到雙語國家之目標。 

● 近年內擔任臺灣傅爾布萊特計畫高雄

英語協同教師輔導員以及臺灣傅爾布

萊特計畫英語協同教師評選委員

(American Students Selection Committee 

for American Fulbright ETA grant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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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 姓名 事蹟 

德國語文系 張守慧教授 

● 2020：活化臺灣皮影藝術、接軌歐洲

影戲行腳 (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主

持人） 

● 2020 – 2021：透視畫境─九種語言翻

譯計畫(財團法人陳澄波文化基金會)

（主持人） 

● 2020：新住民皮影藝術專題—印尼系

列(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主持人） 

● 2019 - 2020：新思惟文化沙龍 (新思

惟人文空間有限公司) （主持人） 

● 2019：「活化皮影藝術、再現國際風

華」皮影藝術大專推廣計畫 

● 2018：產業學院計畫-外語 X 數位：

國際跨域產學合作連貫式共同培育

方案 (教育部）（主持人） 

● 2018：第八屆全國歐盟研究論文發表

會(臺灣歐洲聯盟中心)（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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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教師研究領域與推動計畫 

更多文藻外語大學產學計畫類型，可以再參考此部分的教師研

究領域與推動計畫。 

 

姓名 系所 學院 專長 計畫名稱 

吳德華 
國際企業 

管理系 

英語暨國際 

學院 

財務會計、商事法、

稅法 

1. 臺灣與美國公司法差異

之研究─以餐飲業為例 

2. 善盡企業社會責任對企

業管理顧問公司之影響 

3. 中小企業公司治理之探

討 

曹淑琳 
國際企業 

管理系 

英語暨國際 

學院 

經濟學、財務管理、

財務報表分析、財務

會計學 

鯤鯓電子工業有限公司建

置綠色會計系統研究計畫

書 

朱晉德 
國際企業 

管理系 

英語暨國際 

學院 
調和分析、泛涵分析 

1. 敦泰企業有限公司新廠

投資風險評估分析研究

分析計畫書 

2. 鯤鯓電子工業有限公司

建置綠色財務管理系統

評估計畫書 

3. 敦泰企業有限公司環境

保護的研究發展支出資

本化與費用化與公司價

值之實證研究 

楊惠娥 
國際企業 

管理系 

英語暨國際 

學院 
人力資源管理 

飯店業從業人員跨文化溝

通專業能力指標之建構 

胡海豐 
國際企業 

管理系 

英語暨國際 

學院 

土地經濟、房地產研

究、制度經濟 

1. 中華企業資源規劃學會

大型會考 

2. 都市更新的可行性: 從

不動產估價的主觀差異

談起 

鍾佳融 
國際企業 

管理系 

英語暨國際 

學院 

國際金融、國際貿易

實務、國際經濟學、

國貿理論與政策 

安拓實業產學合作 

 

  



57 
 

姓名 系所 學院 專長 計畫名稱 

蔡振義 
國際企業 

管理系 

英語暨國際 

學院 

組織認知與行為策

略、策略管理、國際

企業管理 

1. 「社會企業的育成實踐

紀錄與分析-由甲方指

定之社會企業個案」計

畫 

2. 中高齡與婦女勞動力再

就業行動方案研究 

3. 「國際社會創新創業實

踐論壇計畫暨成效研究

_社區創業與在地發展」 

吳麗英 英國語文系 
英語暨國際 

學院 

New Literacy Studies, 

Sociolinguistics, 

Narrative Inquiry, 

Applied Linguistics, 

Professional 

Communication 

1. 『文藻大學社會責任 :

關懷高市屏山國小英文

學習』計畫 

2. 高雄市國中小中、高階

行政人員英語班實施計

畫 

黃湘怡 英國語文系 
英語暨國際 

學院 

英語教學、英語演

說、禮儀與文化、英

文城市導覽和觀光、

英文發音 

1. 境外學生逐字稿 

2. 日本仙台聖吳甦樂學院

英智高等學校於臺灣文

藻研習團 

陳怡婷 英國語文系 
英語暨國際 

學院 

Syntax,  

Formosan languages, 

sociolinguistics 

聖川實業中英文潤飾計畫 

羅宜柔 英國語文系 
英語暨國際 

學院 

北美原住民文學，英

美文學，文學、文化

與教學 

1. Tung Hua Writing 

Workshop - 從仿寫到

獨立創作 From Guided 

Writing to Process 

Writing 

2. 東和鋼鐵高雄廠英語能

力培訓計畫 

張瑞芳 英國語文系 
英語暨國際 

學院 

英語教學研究、兒童

文學研究、英語演說 

1. 阿波羅兒少關懷協會兒

童英語輔導班 

2. 愛學習兒童英語輔導班 

程昭勳 英國語文系 
英語暨國際 

學院 

英語教學、成人教

育、口語演說 
南寶樹脂越南語入門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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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系所 學院 專長 計畫名稱 

曾建綱 英國語文系 
英語暨國際 

學院 

英國文學、文學翻

譯、當代小學、搖滾

樂 

透視畫境─九種語言翻譯

計畫 

盧美妃 英國語文系 
英語暨國際 

學院 

會計與內控制度、學

校與零售業財務管理

與會計、內部稽核、

英文商業溝通與寫作 

1. 移動食農試營運模式建

構與評估計畫 

2. 國際社企旅遊平臺輔導 

林建宏 國際事務系 
英語暨國際 

學院 

國際關係與危機處

理、亞太安全政策、

兩岸關係、美國對華

政策 

固祥合作專案 

謝仁和 國際事務系 
英語暨國際 

學院 

中國政經研究、澳大

利亞政經研究、區域

研究 

綠色鋼鐵產業發展與亞喬

企業綠色管理分析 

陳玉珍 國際事務系 
英語暨國際 

學院 

全球區域經濟整合、

國際政治經濟、兩岸

政經分析、國際貿易

實務 

1. 網絡行銷效益與網頁設

計關聯研究 

2. 南臺灣地區高中生群體

特性調查 

吳紹慈 國際事務系 
英語暨國際 

學院 

國際企業管理、策略

管理、社會網絡與組

織 

1. 探討臺商至墨西哥投資

－墨西哥在地環境之研

究 

2. 中鋼集團子公司整合與

成長 

許淮之 國際事務系 
英語暨國際 

學院 

社會創新與社會創業

精神、社會企業、管

理組織與策略、行銷

策略 

1. 農業文化國際社會創業

研究 

2. 文以載道 

林虹秀 翻譯系 
英語暨國際 

學院 

逐步/同步口譯、翻譯

理論、口譯技巧演

練、口譯實務 

ICMA 世界會議英中中英

同步口譯 

李延輝 翻譯系 
英語暨國際 

學院 

一般筆譯、進階筆譯

技巧運用 

1. 高雄市立圖書館新聞稿

翻譯服務合作案 

2. 中英筆譯教學服務案 

廖詩文 翻譯系 
英語暨國際 

學院 

比較文學、翻譯研究 

女性研究、文化研究 

嘉南平原的心跳聲－日文

版》翻譯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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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系所 學院 專長 計畫名稱 

朱耀庭 翻譯系 
英語暨國際 

學院 

專業英語演說、談判

技巧、專業聽力、視

譯、一般筆譯、科技

筆譯、字幕翻譯 

培力廢五金產業專業文案

翻譯服務 

林憶秋 英語教學中心 
英語暨國際 

學院 

語言學、社會語言

學、一般英語語言課

程 

1. 東和鋼鐵高雄廠英語能

力培訓計畫(二) 

2. 探討英文閱讀教科書範

文之難易度及對學生的

影響：以 Active Skills 

for Reading Book 1 為例 

劉儒燕 英語教學中心 
英語暨國際 

學院 

新聞英文、英語教

學、語言檢定、英文

會話、英文文法、英

文寫作 

1. 英檢試題詳解 

2. 『高雄市私立民族幼兒

園英語教學課程設計暨

演練』產學合作計畫 

何佳蕙 英語教學中心 
英語暨國際 

學院 
英語教學、課程設計 

Touchstone 3B 單元D閱讀

聽力題庫 

潘偉琪 英語教學中心 
英語暨國際 

學院 
TESOL 

大學校院英語能力測驗

(CSEPT)第二級題庫編寫 

蕭玲玲 英語教學中心 
英語暨國際 

學院 
英語教學 

人力仲介公司協助廠商翻

譯 

楊雄斌  數位系 
文教創意產業

學院 

影像處理、語音處

理、多媒體系統、圖

形識別 

1. 飯店網頁設計與探討 

2. 遊戲交流網站設計 

郭大維 數位系 
文教創意產業

學院 

無線網路、電腦遊戲

企劃、互動程式設計 

富樂夢互動式體感測驗系

統 

蔡嘉哲 數位系 
文教創意產業

學院 

3D 動畫、3D 視覺特

效、3D材質與燈光、

3D角色動作 

1. 數位典藏網站建置需求

分析之研究 

2. 與世界分享臺灣生命教

育 

吳志峰 數位系 
文教創意產業

學院 

程式設計、多媒體系

統、電腦網路、視訊

壓縮、資料庫管理、

類神經網路 

日月光南投吉祥樂學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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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系所 學院 專長 計畫名稱 

李玉雯 數位系 
文教創意產業

學院 

電子商務、網路行

銷、神經行銷學、關

係行銷、專案決策、

人機互動、資料庫 

1. 隱私矛盾實驗數據分析 

2. 社會距離實驗數據分析 

高雅珍 數位系 
文教創意產業

學院 

虛擬實境與擴增實境

設計、2D 遊戲設計、

數位學習 

1. AR 跨領域數位教材專

題研究 

2. 『Unity VRTK 專題研

究』計畫 

吳懷宣 傳播藝術系 
文教創意產業

學院 

藝術理論：當代美

學、藝術教育、跨領

域藝術研究 

藝術創作：展演藝

術、跨領域設計、劇

場 

「眾生亮相」油畫創作/展

覽/論述  研究計畫 

林悅棋 傳播藝術系 
文教創意產業

學院 

廣告行銷企劃設計、

相關平面廣告設計、

視覺設計、藝術創

作、美國電影漫畫英

雄角色特質、藝術介

入社區、文化產業設

計 

1. 杉林葫蘆藝術小夜燈

研究 

2. 杉林葫蘆藝術文字研

究 

連俐俐 傳播藝術系 
文教創意產業

學院 

美術館行銷與管理、 

展覽製作與行銷、藝

術社會學、 藝術與媒

體、美術館與傳播、

藝術市場研究 

1. 「巴爾札克展覽」產學

研究 

2. 《24 道線索》展覽拍片

計畫 

張德娟 傳播藝術系 
文教創意產業

學院 

傳播研究、電影分析

研究、媒體研究、性

別研究 

1. 新媒體衝擊下廣播電

臺節目策略之研究 

2. 錄製「醫學新知名人專

訪」網路訪談節目計畫 

林裕展 傳播藝術系 
文教創意產業

學院 

行銷傳播、政治傳

播、口語傳播、電視

新聞採訪與播報實

務、電視節目製作 

1. 外籍人士健康檢查友善

溝通計畫之影片製作案 

2. 高雄市城市行銷之媒體

宣傳策略─以「幸福高

雄」節目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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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系所 學院 專長 計畫名稱 

林潔 傳播藝術系 
文教創意產業

學院 

視覺文化研究、媒體

研究與批評、跨文化

溝通與傳播、傳播現

象學 

1. 海洋汙染防治宣導短片 

2. 跨校異域會展國際人才

培育行動計畫 

3.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湖

內分局反酒駕宣傳短

片」產學合作案 

4. 國際烘焙產業高峰論壇

計畫 

黃子芳 傳播藝術系 
文教創意產業

學院 

多媒體傳播科技、網

路傳播、網路教學設

計與學習、媒體管理

與行銷整合行銷傳

播、媒體教育、媒體

英文 

1. 三和瓦廠之文創經營模

式研究 

2. 三和瓦窯網站翻譯計畫

-創藝購篇 

3. 國片行銷策略分析 

李昱宏 傳播藝術系 
文教創意產業

學院 

視覺文化的論述與分

析、視覺藝術作品之

創作、文化創意產業

的研究及創意寫作之

研究與教學、文藝採

訪寫作 

「大專院校與國立故宮博

物院人才培育合作實習計

畫」紀錄片拍攝及製作 

陳重友 傳播藝術系 
文教創意產業

學院 

電視節目企劃與製

作、新聞採訪與寫

作、傳播科技概論、

廣播節目主持與企

劃、網路傳播媒介 

1. 「國家運動訓練中心」

形象導覽片拍攝研究計

畫 

2.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政

策宣導微電影」拍攝研

究計畫 

藍美華 外語教學系 
文教創意產業

學院 

外語教學理論研究、

外語課程設計與發展

研究、外語習得理論

與研究、英語相關教

學、英文讀寫教學、

英語學習檔案評量 

1. 教學實習與服務學習---

成人英語班 

2. 前鎮國中新年跨文化英

語學習體驗營 

謝惠軫 外語教學系 
文教創意產業

學院 

應用語言學、外語教

學法、第二外語習

得、心理語言學、注

意力察覺 

教學實習與服務學習─成

人英語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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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系所 學院 專長 計畫名稱 

黎昱希 外語教學系 
文教創意產業

學院 

多元文化教育、外語

教學 

1. 教學實習與服務學習─

兒童英語班 

2. USA運用專題式的學習

法進行華語文學習之探

討--以 NSLI-Y 年度華

語學習計畫為例為例 

龔萬財 外語教學系 
文教創意產業

學院 

教育科技、電腦輔助

語言教學、遠距教

學、英文教學、語言

學 

探 究 『 英 式 豪 華 遊

--Adventure of English』夏

令營對國一新生英語學習

之影響：以光華國民中學為

例 

孫韵芳 外語教學系 
文教創意產業

學院 

英語教學、商業英

文、專業演講聽力與

會話訓練 

1. 福山國中雙語暑期育樂

營 

2. 河 堤 國 小 英 語 -To 

Engfinity And Beyond 

寒令營 

陳思安 外語教學系 
文教創意產業

學院 

英語教學、第二外語

習得、第二語言學習

動機 

1. 日月光全英語授課英文

簡報班 

2. 『探討大學低成就學生

對於課堂中使用學習單

進行英語教學活動看

法』產學合作研究計畫 

陳佳吟 外語教學系 
文教創意產業

學院 

第二語言習得、英語

教學、課程設計  

1. 教學實習與服務學習---

兒童英語班 

2. 結合科學與英語學習之

營隊對國民中學資優生

英語學習態度之影響 

周牧璇 外語教學系 
文教創意產業

學院 
語言測驗與評量 

1. 國際理解課程教學計畫 

2. 阿蓮國中英語夏令營 

陳念霞 外語教學系 
文教創意產業

學院 

英語教學、課堂學習

心理學 

1. 教學實習與服務學習---

成人英語班 

2. 嘉義縣竹崎鄉中和國小

英語夏令營課程與教材

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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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系所 學院 專長 計畫名稱 

施忠賢 應用華語文系 
文教創意產業

學院 

魏晉玄學、世說新

語、布袋戲、武俠小

說 

1. 故宮南院勝概出版品翻

譯 

2. 教育訓練 

林翠雲 應用華語文系 
文教創意產業

學院 

多媒體與華語教學、

華語遠距教學、中西

方藝術史 

1. 線上商務華語課程課輔

助理(TA)合作計畫 

2. 華語影音教材錄製計畫 

3. 生活華語APP教材編寫 

卓福安 應用華語文系 
文教創意產業

學院 

文學理論與批評、東

南亞華語文教學與政

策、漢學英文、馬來

語師資培訓 

1. 《林惠蘭種子盆栽藝

術》書籍馬來文翻譯案 

2. 《林惠蘭種子盆栽藝

術》國際推廣馬來文翻

譯案 

陳文豪 應用華語文系 
文教創意產業

學院 

華語語法學、書法、

經學 

1. 日本學生暑期聯合華語

研習營產學合作案 

2. 國際扶輪 3510 地區青

少年交換委員會交換生 

華語教學產學合作案 

盧秀滿 應用華語文系 
文教創意產業

學院 

語言與文化、古典小

說、中日比較文學 

國際扶輪 3510 地區青少年

交換委員會交換生華語教

學產學合作案 

陳智賢 應用華語文系 
文教創意產業

學院 

華語教材編寫、漢字

教學、文字學、訓詁

學、詩經 

日本學生暑假聯合華語研

習營產學合作研究案 

鄭國瑞 應用華語文系 
文教創意產業

學院 

中國思想史、道家思

想、法家思想、書法 

『書畫鑑定—以臺灣網站

拍品為對象(三)』 

鐘明彥 應用華語文系 
文教創意產業

學院 

漢字教學、訓詁學、

中國語言文字學 

國際扶輪 3510 地區青少年

交換委員會交換生 華語教

學產學合作案 

戴俊芬 應用華語文系 
文教創意產業

學院 

漢語音韻學、漢語詞

彙學、漢語語言學 

『專題導向之跨文化習得

研究─以美國高中生華語

教學輔導計畫為例』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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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系所 學院 專長 計畫名稱 

蔡清華 師資培育中心 
文教創意產業

學院 

比較教育、師資培

育、教育法規 

臺灣高等教育研究人員跨

國移動影響因素之多層次

分析 

周宜佳 師資培育中心 
文教創意產業

學院 

英文教學法，讀寫能

力之研究，第二外語

習得，研究方法，兒

童文學 

1. 我在南投，愛延長福 

2. 海軍英語能力訓練課程 

董莊敬 日本語文系 歐亞語文學院 

日本產業社會學、教

育社會學、職涯教育

研究、量化研究、日

本社會研究、日本雇

用制度研究、非典型

雇用研究、年輕人雇

用研究、日語教育與

課程研究 

企業文件日文翻譯案 

陳淑瑩 日本語文系 歐亞語文學院 

日本語教育史、日治

時期原住民教育、臺

日文化、日語教學策

略 

1. 秋季日本教育暨留學展

-高雄會場日語口譯暨

服務人員 

2. 多元選修課程-日文 

黃思瑋 日本語文系 歐亞語文學院 

中日語對比語言學、

日語音聲教育、語意

論 

1. 社區里民學習日語諸問

題之研究 -聽力理解與

音聲學習的相關性 

2. 『社區里民學習日語諸

問題之研究  - 以音聲

及音韻學習為主 - 』 

方斐麗 日本語文系 歐亞語文學院 

日本語學、日本語教

育、中日語言對比分

析、語料庫語言學 

小兒科基礎及臨床醫學研

究資料翻譯 

謝億榮 日本語文系 歐亞語文學院 

國際社會學、質性研

究、談話分析、異文

化交流研究、日本武

道研究、臺灣日本研

究 

池袋公司翻譯產學合作計

畫 

陳美瑤 日本語文系 歐亞語文學院 
日本近現代文學、女

性文學、性別研究 

解密科技展覽『企業日參訪

後問卷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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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系所 學院 專長 計畫名稱 

王長龍 日本語文系 歐亞語文學院 地質學 
瑞林國際有限公司提升日

本業務基本能力計畫 

張汝秀 日本語文系 歐亞語文學院 教育學 
『社區里民日語終生學習』

計畫 

倉本 

知明 
日本語文系 歐亞語文學院 

日本文學、比較文

學、臺灣文學 

1. 「Love Kaohsiung」雙月

刊日文翻譯審查 

2. 高雄華文朗讀節 

久保田 

佐和子 
日本語文系 歐亞語文學院 

外國語教育、第二言

語習得研究 

「大学的日本語初級友達

Vol.1」「大学的日本語初

級友達 Vol.2」英中翻譯案 

黃意雯 日本語文系 歐亞語文學院 

現代日本語學、日語

臺灣文學、社會語言

學 

《臺灣新民報》日文文藝史

料整理及譯注計畫(一) 

林淑丹 日本語文系 歐亞語文學院 

日本近現代文学、比

較文学、幻想文学、

日本漢文小説、鷗外

研究、日中翻訳・通

訳、文化研究、日本

語教育 

1. 「熊本高校」高雄 B&S

青少年交流活動 

2. 多元選修課程-韓文 

王秀文 法國語文系 歐亞語文學院 
法文文法、翻譯、法

語商用會話 

1. 高中第二外語課程─法

文課程 

2. 初級法語課程評量設計

-以林園高中為例(I) 

林待吟 法國語文系 歐亞語文學院 

 巴特禮克．默迪亞諾

的小說書寫、二戰期

間及之後法國文學、

中世紀藝術及聖經圖

像 

華法文化差異 

傅恒忠 法國語文系 歐亞語文學院 
社會史、比較歷史、

翻譯 

高中第二外語課程-法文課

程 

徐落茲 法國語文系 歐亞語文學院 
社會語言學、法語教

學、臺灣語言 

1. 『全球多語系服務(法

文)』 

2. 法語鑑測題庫 

黃彬茹 法國語文系 歐亞語文學院 

資訊語言學 、多媒體

語言教學、TV5 教

學、詞典學、詞彙學 

1. 臺法差異寶典 

2. 華法文化對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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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系所 學院 專長 計畫名稱 

葉素敏 法國語文系 歐亞語文學院 法語語法與教學 

1. 素養導向教學設計-以

林園高中法語課程為例 

2. 高中第二外語課程─法

文課程 

盧安琪 法國語文系 歐亞語文學院 

法語教學研究 , 網路

合作學習,資訊教育、

多媒體語言教學、語

言與音樂 

《種子盆栽藝術》書籍法文

翻譯案 

趙慧蘭 法國語文系 歐亞語文學院 
資訊語言學、法語教

學、翻譯 

解密科技寶藏展覽『企業日

參訪後問卷調查』 

徐慧韻 法國語文系 歐亞語文學院 
意象、語言、文化、

現象學及法國文學 

1. 龜亞角墾丁新旅行創新

實踐研究計畫 

2. 解密科技展覽『Do It 

Today 參訪後問卷調

查』產研案 

羅文笙 法國語文系 歐亞語文學院 政治學、國際關係 
HiMirror 語音助理之法文

對話創作 

陳郁君 法國語文系 歐亞語文學院 

法語教學、法語第二

外語習得、中法比較

語言與文化   

玉里的法國爸爸展場文

字、影片暨專書法文翻譯案 

康夙如 法國語文系 歐亞語文學院 

世界貿易法與歐盟

法、國際智慧財產權

法、歐洲統合、歐盟

對外關係、國際組織

與國際合作 

1. 高雄電影節 VR Film 

Lab新領域：VR 論壇 

2. 《種子盆栽藝術》書籍

法文翻譯案 

薩百齡 德國語文系 歐亞語文學院 
德國政治、歐盟、戲

劇與外語教學 

教育訓練案-大專預修德文

課程 

方興華 德國語文系 歐亞語文學院 

德語教學、德國文化

研究、歐洲歷史音樂

學  

德國下薩克森邦營養、農業

暨消費者保護部官方網站

及相關文件翻譯計畫 

周欣 德國語文系 歐亞語文學院 

德國語文學、德語教

學、筆譯與口譯、跨

文化研究 

1. 花藝課程之德語口譯 

2. 教育訓練案─大專預修

德文課程 

薛欣怡 德國語文系 歐亞語文學院 
德國高等教育、比較

教育、德語教學 
多元選修：基礎德語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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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系所 學院 專長 計畫名稱 

陳麗娜 德國語文系 歐亞語文學院 
德語教學、德國文

化、語言學 

國際專班第二外語選修(德

語) 

張嘉斌 德國語文系 歐亞語文學院 
歐盟統合、歐洲安

全、德國政經研究 

教育訓練案─大專預修德

文課程 

謝碧娥 德國語文系 歐亞語文學院 

德國文學、德國語言

學、德中翻譯、德語

教學、跨文化溝通 

德語培訓 Go! Go! Go! 

唐英格 德國語文系 歐亞語文學院 
戲劇與外語教學、德

語教學 
德語鑑測題庫計畫-2 

梅安德 德國語文系 歐亞語文學院 

德國文學、語言學研

究、德國歷史社會、

跨文化研究、德語教

學 

德語課本中以英語為同步

學習語言之研究 

李克揚 德國語文系 歐亞語文學院 

德國文化與社會、中

德翻譯、比較文學、

跨文化研究 

教育訓練 - 大專預修德文

課程 

朱貞品 德國語文系 歐亞語文學院 

德國文學、比較文

學、跨文化研究、德

語教學 

多元選修：基礎德語課程 

廖靜韻 德國語文系 歐亞語文學院 

西洋教育思想史、教

育學、學校教育、一

般教學法、德語教學 

德文藥品翻譯 

張守慧 德國語文系 歐亞語文學院 

德國語文學、意第緒

語文學、猶太文學與

歷史、德語教學 

1. 活化臺灣皮影藝術、接

軌歐洲影戲行腳 

2. 透視畫境─九種語言翻

譯計畫 

謝岱薇 德國語文系 歐亞語文學院 
德國文學、德語教

學、德文翻譯 
德語社團課程 

黃士元 德國語文系 歐亞語文學院 

德語文學、文學與文

化研究理論、翻譯、

德語教學 

教育訓練案-大專預修德文

課程 

華明儀 德國語文系 歐亞語文學院 
經濟學、企管、環境

經濟學、循環經濟 

1. 高雄市國中小教師歐洲

漂泊計畫 

2. 德語鑑測題庫計畫 

胡惠雲 西班牙語文系 歐亞語文學院 應用語言學、語言學 
高雄市三民高中西語班課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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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系所 學院 專長 計畫名稱 

林震宇 西班牙語文系 歐亞語文學院 

西班牙電影研究、拉

美電影研究、西語電

影字幕翻譯、西文翻

譯(中.西)、西班牙文

化 

教育訓練—大專西班牙語

預修課程 

金賢真 西班牙語文系 歐亞語文學院 
應用語言學、西語教

學、語言學習理論 

協助臺北紡織展(TITAS)展

覽現場外語服務與接待工

作 

杜建毅 西班牙語文系 歐亞語文學院 

拉丁美洲文學、拉丁

美洲文化、西班牙文

化、文學評論 

西班牙語鑑測題庫計畫 

吳仙凰 西班牙語文系 歐亞語文學院 
西班牙文翻譯、跨文

化研究 

企業產品型錄業務推廣西

文翻譯案件 

呂郁婷 西班牙語文系 歐亞語文學院 
臺灣研究、跨文化研

究、大眾傳播 

1. 第 29 屆臺北國際食品

展之技術援助與跨文化

協調 

2. 臺灣複合材料市場及航

空與風能產業研究 

劉惠風 西班牙語文系 歐亞語文學院 

新聞學、西語口語訓

練、平面媒體訊息、

大眾傳播學 

撰寫西文新聞教學教材 

孫素靜 西班牙語文系 歐亞語文學院 
教育評量及評估、教

學法、第二外語教學 
西班牙暑假研習團 

毛蓓雯 西班牙語文系 歐亞語文學院 

西文語法、應用語言

學、拉美文化、西文

翻譯 

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區

友邦青年職訓計畫 

龔書凡 西班牙語文系 歐亞語文學院 

西班牙近代戲劇、 

E-learning 線上學習

西班牙兒童文學與閱

讀 

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區

友邦青年職訓計畫 

楊雅媛 西班牙語文系 歐亞語文學院 語言學、西文文法 西文書籍翻譯 

劉碧交 西班牙語文系 歐亞語文學院 

西班牙當代文學、西

班牙奇幻文學、西班

牙比較文學、西班牙

文化 

1. 西語鑑測題庫計畫 

2. 教育訓練─大專西班牙

語預修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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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系所 學院 專長 計畫名稱 

林文斌 東南亞學系 歐亞語文學院 

比較政治經濟／國際

政治經濟／國際關係

／發展研究／能源與

科技政策／創新體系

研究 

1. 高雄左營萬年季活動效

益調查專案 

2. 高雄遊戲趴系列活動 

阮清廉 東南亞學系 歐亞語文學院 
漢越語言文化對比研

究、教學與翻譯 

如何以動機引導學習科技

輔助以南向教育案 

魏愛妮 東南亞學系 歐亞語文學院 印尼語教學 
國際企業經營班印尼語組

印尼語課程 

顧長永 東南亞學系 歐亞語文學院 

比較政治、政治發展

理論、東南亞政府與

政治、亞太區域研究 

東南亞產業政策及產業資

訊 

陳正娟 東南亞學系 歐亞語文學院 

泰國歷史，泰國政

治，泰國文化，泰國

與中國國際關係 

大專課業輔導 

張淑芬 
吳甦樂教育 

中心 
人文教育學院 

生涯諮商、婚姻與家

庭諮商、諮商督導、

靈修輔導 

APUEC---LAUDATO 

SI':On Care for Our 

Common Home through 

Ursuline Education 

陳清泉 
吳甦樂教育 

中心 
人文教育學院 心理諮商、諮商督導 

『大高雄生命線個案研討

之成效探討：焦點解決諮商

工作模式之應用』 

陳立言 
吳甦樂教育 

中心 
人文教育學院 

土木工程、空間資

訊、生命教育 

1. 小港醫院衛教服務國際

化產學合作研究 

2. 聯校心理健康推廣計劃 

王志堅 
吳甦樂教育 

中心 
人文教育學院 

自然法理論、吳經熊

思想、宗教與法、政

關係研究，人生哲

學、法哲學 

成人靈性培育課程開發產

學合作研究案 

蔡介裕 通識教育中心 人文教育學院 哲學 
海洋能源暨科學應用之電

能轉換分析 

宮芳辰 通識教育中心 人文教育學院 

音樂教育、音樂欣

賞、鋼琴教學法、課

程設計 

社區樂齡課程設計核心要

素之研究-以高雄市社區關

懷協會教育訓練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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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系所 學院 專長 計畫名稱 

許雅惠 通識教育中心 人文教育學院 

心理諮商、諮商督

導、性別教育、諮商/

普通/社會心理學、生

涯輔導、家庭與婚

姻、人際關係 

身心障礙大學生愛情依附

類型與愛情發展歷程之研

究 

李精益 通識教育中心 人文教育學院 科學普及、物理 
《宇宙奧德賽：穿越銀河

系》乙書之校訂工作 

鄧文龍 通識教育中心 人文教育學院 
歐洲文化文明、文化

觀光、文化產業 

1. 埤塘歲月製作 

2. 高雄港郵輪旅客接待服

務委託計畫 

李雪甄 通識教育中心 人文教育學院 

數值分析、科學計

算、數值偏微分方

程、數學通識教育、

數學科普 

數值模擬非牛頓流體通過

不同傾斜角度之方柱對二

維流場之影響研究 

謝東利 通識教育中心 人文教育學院 物理、光電工程 

「海洋能源暨科學應用之

學習動機與策略分析─以

林園高中為例(I)」 

遲珩起 體育教學中心 人文教育學院 
運動領導、籃球、游

泳、高爾夫 

運動節奏訓練 Level 1 國

際證照教練培訓產學合作

案 

陳建勳 體育教學中心 人文教育學院 
運動力學、田徑、籃

球 

「IRONMAN 70.3 Taiwan 

臺東國際鐵人三項賽」之外

語服務志工產學合作研究

案 

郭美惠 體育教學中心 人文教育學院 

運動心理學、壘球、

有氧舞蹈、體適能瑜

伽 

歐式有氧、階梯編排初階課

程研習 

陳麗蘋 體育教學中心 人文教育學院 
運動教育、排球、鄭

氏太極拳、游泳 

中華民國排球協會 C 級裁

判講習會 

張弘文 體育教學中心 人文教育學院 籃球、網球、體適能 

高雄山城 100KM 超級馬拉

松路跑活動志工服務合作

計畫 

甘允良 體育教學中心 人文教育學院 
運動哲學、羽球、游

泳 

高雄山城 100KM 超級馬拉

松路跑活動志工服務 

劉明全 體育教學中心 人文教育學院 
桌球、保齡球、登山、

陳氏太極拳 

淺析登山休閒運動的價值

取向-以大學生為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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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產學合作服務窗口及 LINE諮詢專線 

★如欲進一步瞭解或與本校合作，歡迎洽詢以下人員： 

文藻外語大學 
電話：+886-7-3426031 
地址：807高雄市三民區民族一路 900號 

姓名 職稱 校內分機 信箱 

王立勳 研發長 3201 rddean@mail.wzu.edu.tw 

程昭勳 產官學合作組組長 3231 rd5001@mail.wzu.edu.tw 

施珮君 約雇人員 3225 rd5005@mail.wzu.edu.tw 

賈適存 辦事員 3232 rd5002@mail.wzu.edu.tw 

胡珊綾 辦事員 3234 rd5003@mail.wzu.edu.tw 

★海外僑臺商單一服務窗口：程昭勳產官學合作組組長 

 

 

 

 

 

 

 

文藻外語大學僑臺商入口網站：https://d013.wzu.edu.tw/category/150938 

  

https://d013.wzu.edu.tw/category/150938


 

 

 

  

 

 

 

僑務委員會 

關心您 

 

書名：全球僑臺商產學合作服務手冊【文藻外語大學篇】 

編著者：僑務委員會僑商處 

地址：100臺北市徐州路五號十五樓 

電話：(+886)2-2327-2670 

官方網站：www.ocac.gov.tw 

短網址：https://Business.Taiwan-World.Net (僑臺商專區) 

 https://IA.Taiwan-world.Net/   (全球僑臺商產學合作方案專區) 

http://www.ocac.gov.tw/
https://business.taiwan-world.net/
https://ia.taiwan-world.n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