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接軌世界 提升英文能力 文藻辦理新生導航暨英語初戀
營 為未來 4 年埋下愛上英語的種子

Inform, Transform, Outperform 打破傳統教師知能
開會慣習，文藻團隊勇於面對少子化挑戰出擊

2020 年校友回娘家活動熱情開跑！敬邀專科部第
10、20、30 屆 / 進二專第 2 屆校友回娘家

文藻校友來相挺  愛心義賣活動熱烈展開

國際合作不受限，文化交流無國界 ~ 文藻外大德文系舉
辦「認識奧地利」講座

  文藻外語大學德國語文系於日前邀請奧地利台北辦事處
陸德飛（Roland Rudorfer）處長蒞校舉辦「認識奧地利
Austria and its educational opportunities – STUDY IN 
AUSTRIA」專題演講，與德文系師生分享奧地利留學資
訊、歷史及文化。
   奧地利台北辦事處（Austrian Office Taipei）主要業務
為增進奧地利與台灣在文化、經濟等領域的往來，同時包
括處理簽證、護照相關的領事事務、推廣赴奧地利留學和
旅遊等。
    在本次的專題演講中，陸德飛處長以地理人文、經濟
體系、觀光旅遊、教育制度、度假打工五個面向來讓師生
了解奧地利的組織架構、傳統歷史及核心精神，並全方位
的說明奧地利高等教育制度、申請學校流程、當地生活和
所需花費，及獎學金申請方式 ...《詳閱全文》

文藻外語大學於日前舉辦為期二天的
教師知能研習，不同於以往對知能研
習的刻板印象，在陳美華校長的校務
規劃藍圖中，文藻台上的一級主管皆
捲起袖子娓娓訴說著過去一年來，各
自負責的專案，且學術單位四院院長
的也華麗變身，述說著各院的規劃及
走向，有若身懷絕技的掌門人，為因
應少子化準備著秘密武器及因應的策
略。

此次教師知能研習主打老師組成的事
業團隊，由各專門小組召集人簡報，
向全體教師展現學校更寬廣的發展與
企圖決心。...《詳閱全文》

活動時間：民國 109 年 12 月 12 日（星期六）中午 12:00- 下午 4:00
活動地點：文藻外語大學 至善樓 16 樓
活動內容 :

   11:30~12:00    報到時間
   12:00~13:00    歡聚午宴
   13:00~15:00    跨屆交流節目
   15:00~15:30    師長與校友合影
   15:30~16:00    校園巡禮

★活動當天敬備自助午餐，並推出「人氣大考驗」競賽，現場致
贈優勝紀念品予各屆出席人數最多的班級。母校誠摯邀請您與同
窗好友踴躍報名參加，一同返校回味~那些年我們在文藻的日子！

活動詳情請點此

非常謝謝文藻校友對母校的支持，曾文衍校友 (23 屆德文
科 ) 贊助文藻熊熊，以及陳怡妗校友 (22 屆英文科 ) 捐贈
新力活酵霸，為感謝兩位校友對文藻的支持與贊助，學校
將兩位校友的心意，擬做更有意義的執行與規劃，決定把
好物進行義賣，敬邀大家以實際行動付出愛心，義賣所得
將捐贈「弱勢助學輔導專案」及「柬國吳甦樂和平之母小
學創校教育基金」。

《愛心義賣產品介紹》
新力活酵霸   愛心義賣價：1680 元    限量 70 組 (1 組 6 瓶 )
文藻熊熊      愛心義賣價：1000 元   限量 1000 隻

詳細活動內容請點此

文藻用 100˚C 溫暖 X 零缺失的防疫
工作 歡迎境外生返校 就甘心ㄟ超
前部署

「文藻新 ID  新生起步走」期勉新
生築夢踏實

笑聲與感動齊聚化雨堂 文藻 family
歡慶教師節

本校與國立高雄教育廣播電台合作
系列節目 - 南方好聲音「多語教育
真善美」，首播由施忠賢副校長與
林耀堂教務長擔任與談嘉賓

文藻師培生再創佳績 51 人次考取正
式國小教師

文藻專科部第 1 屆法文科周麗珠校
友蒙主寵召，讓我們為麗珠校友在
天主身邊祈禱

疫情防護嚴峻 文藻推動國家雙語教
育政策不打烊 與市立國中合作延攬
菲籍教師實習

我們教的不只華語，更是文化大使 ! 
文藻選送華語教師赴越南任教 全面
提升文化、教學軟實力

韌性台商經驗分享 文藻外大 + 工研
院紮根新南向

文藻日文系辦理雲端跨國研討會 
臺、日、韓各地學者討論熱絡

文藻外大華語中心領軍 國際生囊括
天文宮 < 天文獎 > 第 50 屆全國書法
比賽前三名獎項

文藻外大外語教學系「拾光伍色」
拾起夢想、綻放外語光芒 !

ICCA 學生影片競賽 文藻外大王璽、
蔡洛穎同學「聽見高雄」奪冠

關懷學生執行偏鄉服務狀況 體現文
藻敬天愛人精神

文藻第一位外交代表校友溫曜禎 出
任友邦宏都拉斯大使

文藻江綺雯老師監察院榮退 與北區
校友齊聚歡慶

文化經典之旅 藻尋 300 年前足跡 
鍾玉英校友中譯瑪麗閨雅古典法文
手札

文藻北區校友會 年度聚會盛大展開

文藻高雄市校友會 校友企業參訪共
同交流

「後疫情時期歐盟經貿整合及對臺
灣經貿發展之影響」 鄭家慶校友返
母校舉辦講座

弱勢助學輔導方案

柬埔寨和平之母小學
進度報告

捐款芳名錄

文藻外語大學新型冠狀病毒肺炎防疫專區

文藻外語大學線上華語教師培訓課程認證班開始招生！

文藻外語大學全英語教學認證

各期今日文藻電子報

更多文藻頭條新聞

110 學年度研究所碩士班考試入學招生簡章

2020 年 10 月

出版者：文藻外語大學  發行人：陳美華校長  總顧問：許淮之副校長  總編輯：鄭國翔主任  執行編輯：張聖慈 / 趙瑜雯

國際交流站

文藻最前線

校園萬花筒

校友追追追

點亮文藻

訊息快遞

以外語教育名聞全國的文藻外語大學，在開學
前夕為四技部新生安排為期二個梯次 ( 每梯次
五天四夜 )，專屬於文藻新生與英語的第一次初
戀。這個具有傳統且頗受好評的全英語營隊活
動，除了結合新生導航、校園導覽、英檢考試、
系學會相見歡、開幕及晚會外，學校今年特別
結合兩學分英文課程 ｢ 大學英文入門－策略與
應用 ｣，要讓新生從單字記憶到英文口說及簡報
練習，有不一樣的全新英語學習體驗，豐富的
課程與活動吸引新生踴躍報名參加。
    營隊開幕式由陳美華校長帶領校內一級主管
及系主任，熱情歡迎甫成為 ｢ 文藻人 ｣ 的新生
們。陳美華校長全程以英語勉勵所有新生把握

當下、樂在學習，並傳達文藻 3L(Life，Language， Leadership) 精神，此外，陳校長亦親自頒發營隊徽章給予各小隊學員
代表，期勉新生們能夠善用文藻各學系豐富的語文資源，增加自我競爭力。.....《詳閱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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