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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俊芬、陳智賢、林建勳、王季香、蘇芯儀、曾筱倫、吳苾芳 *

* 特別感謝華語學院許長謨院長對本文撰寫方向的指導。

  戴俊芬：文藻外語大學華語中心主任。

  陳智賢：文藻外語大學應用華語文系副教授。

  林建勳：文藻外語大學應用華語文系助理教授。

  王季香：文藻外語大學應用華語文系兼任副教授。

  蘇芯儀：文藻外語大學華語文教學碩士。

  曾筱倫：文藻外語大學華語文教學碩士。

  吳苾芳：文藻外語大學華語文教學碩士班研究生。

華語紀元新里程 ──
文藻外語大學首設「華語學院」

文藻外語大學位處臺灣南部，雖

屬技職私校，學生人數也不及一般工商

專業技職院校者多，但秉持天主教聖吳

甦樂全人教育之辦學精神，在臺灣大

專院校始終保有優質地位。自創校以

來，即以文化為核心，並以開拓宏觀國

際視野、具備學術素養、發展專業技能

為教育目標，向為國人所肯定，因此

締造不少績優辦學聲譽。2021 年更榮

獲《Cheers 快樂工作人 ： 2021 最佳大

學指南》雜誌列為「企業最愛私立技職

大學 」南區第 1 名、「臺灣學生赴海外

交換私立技職科大」全國第 1 名；亦獲

1111 人力銀行「 2021 企業最愛大學評

比」中「雇主最滿意大學」高屏地區私

立科技校院第 1 名等優秀績效。

文藻外語大學為臺灣唯一的外語

大學，具華語文教學走向國際最佳優勢

條件。2002 年首創「應用華語文系」，

同年成立「華語中心」；2008 年，增設

「華語文教學研究所 」，是全國技職體

系唯一擁有應華系、華語教學研究所及

華語中心三者合一之校。文藻應華系

在學術專業表現上已斐然有成。2019
年再接再厲成立華語營運中心籌備處，

2022 年更整合相關「華語 」之學術，

經教育部核准，成立華語學院暨華語營

運中心，成為全國大專院校唯一成立的

華語學院，以下分幾個面向介紹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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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實習類別，如 ： 各級華語、商用華

語、國別化、客製化及線上華語。強調

理論與實務結合，培育各種面向之華語

教學人才，以因應廣大華語市場需求。

從 2002 到 2022 年，經二十年的

群策群力，文藻應華系教師研究教學並

重，不僅各具專業，且注重學術研究；

自 2006 年起，即推出學術出版物《應

華學報》(Journal of Applied Chinese)，
藉由長期的期刊論文徵稿，為研究者和

教學者提供學術交流的平臺。2007 年

起，每年舉辦「古典與現代學術研討

會」，至今 2022 年即將邁入第十四屆。

此外，在深厚的國際化基礎上，近年來

更承辦各項國際學術交流合作，累積不

少國際學術活動經驗，例如 ： 2013 年

主辦「第十二屆台灣華語文教學年會暨

國際學術研討會」。2017 年與越南胡志

明市師範大學合辦「 2017 漢語教學與

研究國際研討會」。2018 年與亞太地區

漢語教學學會、國立清華大學亞洲政策

中心、台灣華語文教學學會等協會合

作，假墾丁福華渡假飯店舉辦「第十屆

亞太地區漢語教學國際研討會」。

技職教育身負學用兼備的使命與

要務，文藻教師團隊經鏈結產業，進行

產學合作與專業服務，並整合研究資

源，積極承接計畫案，提供學生遍布五

大洲國別化的交換及實習機會；也與各

領域業界合作，協助學生職涯認識、輔

導學生在畢業前即進入職場探索，培養

學生專業技術之價值觀，累積就業職

1. 「華語學院」――華語教學邁
向國際化、產業化

文藻外語大學於 111 學年度正式

成立「華語學院」，整合原有之華語教

學相關單位──應用華語文系／應用華

語文系華語文教學碩士班、華語中心、

線上華語師資培訓／認證，以及各項校

級計畫──臺灣優華語計畫、教育部南

區雙語教育區域資源中心（華語），形

成縱向連結、橫向支援的華語教學體

系。不僅建立南臺灣華語教學品牌，也

體現技職教育學用兼備之教育宗旨。

1.1 應用華語文系及華語文教學碩
士班――華語專業人才培育的

搖籃

文藻外語大學自 2002 年成立全國

第一個應用華語文系，即以「應用」為

核心，課程設計連結深厚的文化涵養之

實踐與應用，課程之外學生畢業前皆須

實習 72 小時，實習地點包括海內外學

校及相關產業和機構，以求學生在職場

與教學之應用能力，培育學生就業職

能，每年更選送學生赴海外國家實習。

而作為全國唯一的外語大學，具有豐富

優越的外語教育資源，是華語文教學走

向國際的最佳優勢，故在 2008 年成立

華語文教學研究所（現為華語文教學碩

士班），是全國技職系統中唯一有華研

所者。課程包含「漢語語言學」、「華語

文教學」、「華人社會與文化」及研究課

程等專業領域科目，且提供國內外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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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全國第一個應華系――跨國際的文藻應華系

能。大抵而言，系本科專業求基礎養成

及專業分向，而研究所則以專業之國際

華語教師為培育目標。系、所合一，皆

以培養華語文專業人才，接軌職場為依

歸，輔導並鼓勵學生海內外實習，因此

文藻應華系成為孕育華語專業人才的搖

籃。

1.2 華語中心――不只教華語的多
元發展特色

文藻外語大學華語中心自 2002 年

成立至今，已有 20 年歷史。秉持著創

校以來「以人為本」之理念，尤其體現

於充滿中華文化氛圍之學習環境，與符

合學生程度三階九級之課程設計，即使

在嚴峻之疫情下，依然堅持教學品質。

除了正規團體班、個人班、線上

班、學位生班、交換生班、企業專班、

華語師資培訓班及短期遊學團等各種課

程外，文藻華語中心亦負責承接多項國

內外重要計畫，並且致力於研發華語教

材，舉辦各種研習、活動等，成為南臺

灣重要的華語教學重鎮，也成為臺灣華

語教學領域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

中心目前之特色規劃，主要有下

列幾點： 
(1) 華語教學專業發展 ： 提供優質課程

與服務，現職與儲備教師增能研習，

設立專職教師，成立教師專業成長

社群、開設輔導課程、小老師培訓

輔導等。 

(2) 積極研發華語教材與測驗：如 2022
年出版對應 TOCFL 標準之綜合性教

材《時代華語》、《觀光華語》、開

發數位教材、建立華語測驗題庫。 

(3) 承辦國內外重要計畫：以 2022 年為

例，本中心協助華語學院，協辦了

「美國國務院 NSLI-Y 高中生華語獎

學金計畫」、「臺灣優華語計畫」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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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課程外，也承辦了「教育部補助

華語教師赴越南任教薦送計畫」等，

以美國與越南為對象，發展文藻華

語中心國別化華語教學之品牌與特

色。 

(4) 積極參與華語教學事務、舉辦講座

活動 ： 例如 2022 年 10 月與台華會

共同辦理華語沙龍（南部場 ），針

對「後疫情下的華語教育產業發展」

主題，與各界分享「疫情下 NSLI-Y
計畫之挑戰與經驗分享 」，文藻近

年執行成果與困難。

文藻華語中心除了實體課程以外，

積極參與多項計畫，為華語教學者及學

習者提供多種資源，如前述之薦送華

師、製作線上自學平臺、出版書籍、辦

理講座活動，不僅促進海內外學校之交

流，更以多元形式增加華語的能見度。

2.  國際化計畫多元繽紛

文藻應華系不僅扎根華語文教育，

且不斷研擬出深耕發展的策略與方向，

旨在達到技職教育學用合一的使命，期

能永續發展。如：

(1)「言」與能言策略：採取「課程－研

習－認證 」三合一之方針，使學生

不僅具備「言 」的能力，還教導外

籍人士使其「能言」。

(2)「業」與就業策略：採取「創新－適

性－輔助 」三合一之方針，推動一

系列學、產鏈接之安排，學生所受

之「業」，可接續為日後「就業」最

佳憑藉，以達畢業即就業之目標。

(3)「此」與彼的策略：採取「學術－實

作－輔導 」三合一之方針，使師生

以「此 」地經驗與觀點，更延伸多

元至「彼此 」、「彼國 」，藉由海外

實習，傳遞臺灣華語文之美。

(4)「專業」與產學的策略：實踐「在地

連結、產學研合作 」的核心精神，

透過實作導向課程培育適當就業人

才，系上師生將其「專業 」與在地

產業發展連結，經此規劃，文藻應

華系與國際政府、組織或國外學校

機構合作簽訂產學合作、產學合作

研究案，不僅發展增能，提升國際

移動力，並且積極開發各種以學生

為本的海外實習機會，開拓國際視

野和對外的資源。

在海外實習部分，除積極響應國

家南向政策外，並通向各大洲：計有亞

洲之越南有美聲服飾輔料有限公司 ；

泰國有泰國你好、向日葵國際語文學

校；印尼吳甦樂學校 (Vincentius School 
Jakarta Indonesia)、八華學校；日本有

臺灣留學支援中心、山口縣宇部高專；

歐洲有法國 ESBC 中央布爾日天主教教

育集團；中美洲有巴拿馬中巴文化中心

中山學校、尼加拉瓜你好華語文中心；

北美洲有墨西哥中華文化學院等；美洲

有美國國家級的美國國務院與國防部的

華語獎學金計畫。還有來自世界各國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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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越漢跨文化交際概論》廣告海報與本中心研究老師、顧問等之合影

生來校學習華語的扶輪社華語專班營

隊。以下舉三例以概其餘。

2.1 深耕越南，文藻國際化首航
2015 年起，文藻華語中心承辦「臺

越華語文教學合作計畫」，並朝著「華

語教學人員赴國外任教」方向發展，於

110 年度選派 45 位臺灣華語老師到越

南、寮國之 32 所教育機構（大學／專

科學校）任教，如：河內工業大學、順

化外語大學、峴港外語大學、胡志明市

科技大學等。

政府新南向政策之前，文藻應華

系便得機先，國際化首航越南，深耕越

南華語教學市場多年，從與產業界的合

作，到越南學術界的合作，感謝由曾任

越南河內國家大學下屬外國語大學中

文系系主任與漢語中心主任阮黃英老

師牽線，在華語教材、師資培訓等方

面，已有相當的基礎與成果。105 學年

度開始成立「拓展越南華語教育產業教

師社群」，共同執行教育部「開拓越南

華語文教育產業海外需求計畫 」。為提

升漢越跨文化溝通的對話視角，培育

越南高水平的華語人才，2018 年 12 月

6 日，與越南國家大學下屬外語大學簽

約，共同出版教科書《越漢跨文化交際

概論》。此為首次跨國合作出版文化教

材，意義重大，為兩校共 14 位教師合

作編寫，已於 2019 年 5 月由越南河內

國家大學出版社正式出版。各界反應熱

烈，一刷已售罄，現正籌備二刷。

又於 2019 年 11 月舉辦「全球背

景下優質漢語人才培養」國際學術研討

會，由兩方多位老師發表多篇論文。

2010 年經由線上論壇的方式進行學術

交流。2021 年成立「越南華語教學與

學術研究中心 」。兩校經多次學術合作

交流，為發展更長遠的規劃簽署合作，

兩校之間合作項目，包含 ： (1) 共同申

請研究項目：申請臺灣或越南之研究項

目；(2) 合辦學術研討會或論壇；(3)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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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學術講座或教學分享講座 ； (4) 提供

研究支持； (5) 共同指導研究生：邀請

對方學校老師為碩士或博士研究生第二

指導老師和校外評審委員會成員。

2.2 有朋自美國來――文藻美國國家
級項目／語言計畫

文 藻 華 語 學 院 與 美 國 國 務 院

NSLI-Y (National Security Language 
Initiative for Youth) 高中生華語學習

獎學金計畫，及與美國國防部合作的

Project GO 計畫，是來自美國兩大華語

獎學金計畫，共包含三個密集型及沉浸

型的營隊。兩計畫都有嚴格的甄選機

制，參與計畫的美國學生均是美國精選

出來的優秀人才，擔任計畫的語伴、教

2018/12/6 河內國家大學下屬外國語大學中國語言文

化系與文藻外語大學應用華語文系簽署兩系聯合出

版契約，印證十多年來兩系學術交流的具體成果。

兩系簽訂聯合出版契約後，全體合影留念。

已出版書影全書之結構圖

圖三：與越南河內國家大學下屬外國語大學合編出版跨文化教材相關照片

學助理、小班老師、大班老師也大都是

文藻應華系所的學生。臺美師生藉計畫

增能，提升彼此的教與學的能力，是一

跨國際、跨文化交流雙贏的語言學習計

畫。

2.2.1 美國國務院 NSLI-Y 高中生華語

學習獎學金計畫

美國國務院自 2006 年起，為提升

美國年輕學子對於國際重點語言的學習

及文化浸潤的機會，交由美國教育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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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納里原住民文化體驗 期末展演

圖四：2020 NSLI-Y12AY年度班學生出遊團體照

圖五：美國NSLI-Y獎學金計畫照片

大家珍重再見

員會執行規劃 NSLI-Y 獎學金計畫，提

供美國 15-18 歲高中生海外語言學習獎

學金。目前 NSLI-Y 在臺灣、中國、韓

國、土耳其、印尼、印度、摩洛哥、俄

羅斯等國家都有駐點單位人員配合執行

計畫。

2018 年文藻應華系與外語教學系

以及華語中心合作組成 NSLI-Y Taiwan
團隊。團隊負責安排學生語言學習、在

地融入課程、文化活動、志工服務以及

接待家庭住宿安排。透過專業的課程活

動設計及交流互動，增進美國學子的華

語文能力與文化理解，讓國際看見高

雄，進而提升臺美關係。文藻應華系、

所是全國最早執行年度兼暑期計畫的單

位。每年度約有 10-15 位學生，在臺灣

9 個月；暑期 24-35 位，在臺灣 7 週浸

潤式的華語與文化的學習與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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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雖因 COVID-19 疫情升溫

衝擊計畫執行的方式，採取遠距同步

與實體課程滾動式調整之方式因應；如

2020 、2021 年暑假只實施同步遠距教

學 ； 2022 年暑假，因國際邊境開放，

學生在入境隔離兩週的同步線上教學後

即恢復實體授課。疫情期間，30 位學

生的全程接待家庭招募不易，改以週一

至週五住在學校宿舍，週末再到接待家

庭體驗臺灣家庭生活以靈活因應。

本計畫中主要執行角色有三 ： 華

語教師（大老師）、小老師、語伴。課

程規劃由資歷豐富的文藻應用華語文系

暨華語文教學研究所系友──蔡英樺老

師 1 協助。暑期課程與年度課程不同，

暑期課程因是密集班，以文藻華語中心

教師協助為主，若有老師缺額亦會對外

開放徵求，課後另由小老師輔助及語伴

協同學習華語文相關知識。年度課程

則請 NSLI-Y 學生與文藻的學生一同上

課，再修習文藻華語中心的課程及語伴

輔助學習。

2.2.2 美國國防部 Project GO 全國預備

軍官語言獎學金計畫

Project GO (Project Global Officer) 
是由美國國防部為大學儲備軍官所設立

的語言學習獎學金計畫案，提供儲備軍

官國際重點語言的學習以及國際文化交

流的機會。旨在透過浸潤式的語言學習

與文化體驗，提高美國未來軍官的語言

技能、區域專長和文化間交流技能。

Project GO 與 NSLI-Y 不同的是學生多

為大學生，因此更專注於提升自身的專

業知能。

文藻 Project GO 計畫係於 2020 年

與美國印第安納大學開始合作，至今已

三年。2020-2021 因 COVID-19 疫情影

響，皆以線上的方式進行文化交流與

語言課程研習。直到 2022 年「 Project 
GO 臺灣暑期 2022 華語密集課程 」的

13 位美國同學終於飛抵高雄文藻進行

為期八星期線上和實體的密集學習。

經八週的語言、文化密集課程，

加上利用週末領著這群美國大學生遍訪

臺灣各個重要的景點，如坐船遊高雄

港、美濃體驗客家文化、禮納里的原住

民文化之旅、甚至遠赴外島感受離島的

地理人文風情；語伴皆充當在地文化大

使，策畫各種踏查活動，讓美國學子不

僅浸潤在全中文語言中，提升中文水平

且感受到高雄陽光的海港與在地人熱情

的款待。在結業式與惜別宴當天，每位

學員都用流利的中文說出他們心中的

感動與感謝，還可用成語說出「良師

益友 」，臺灣風景處處「青山綠水 」，

臺灣美食讓他們「垂涎三尺 」，真是

「滿載而歸 」； 甚至用最愛的 QQ 地瓜

球形容他對臺灣人的看法 ：「外表熱情

如 QQ 地瓜球酥脆的皮，內在柔軟就像

QQ 地瓜球那樣 Q 彈」。

1 蔡英樺老師資歷豐富，為越南胡志明市師大教育部外派教師、成功大學華語中心華語

教師、哈佛大學東亞系中文組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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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此兩大計畫安排美國

學生提供語言及各種文化課程，舉凡製

作美食小吃、太極、書法和水墨手繪課

程，甚至是象棋、麻將體驗；週末則提

供自然及人文旅行以及志工服務的機

會。茲以美國 NSLI-Y 獎學金計畫架構

圖說明：從學生返美後的問卷訪調中，

學生對整體專案的規劃執行都十分肯

定：參加沉浸式的密集課程後，中文都

能提升。返美後的口語能力測驗，表現

都很出色。

圖六：美國國防部Project GO計畫，美國學生以揮毫及演說方式表達其心得。

圖七：美國NSLI-Y獎學金計畫架構

圖八：文藻應用華語文系林翠雲教授與線上華語師資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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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結語：國際化與產研學整合成
新量能，建立臺灣華教新品牌

正值世界新局，軟實力可以襄助

臺灣開展更大國際空間時，文藻華語學

院瞻望前路，步步為營，盤點所能，積

極應對。作為全國首設華語學院，將產

業、研究、學術整合為一，不僅體現技

職教育之精神及特色，亦發揮外語大學

所富含之語言能量及特長。學術結合產

業的華語學院，更是具前瞻性之特殊組

合。文藻身負華語教學南部重鎮之期

許，依其外語教學基因而言，當然希

望扮演臺灣在國際運通的尖兵。除了

國內外一般交流溝通外，在 Inbound 部

分，還可接待更多語言項目團、語言培

訓團、國外遊學團或教師團；也可接受

更多學位生、交換生、臺灣獎學金生、

臺歐連結獎學金生、華語獎學金生、優

華語獎學金生或一般自費的華語生等，

這些學生都需要華語教學做為後盾。

Outbound 方面，可輸出華師、華助、

臺灣講座、設立華語中心、連結國外合

作據點共同推展文化等，而線上數位團

隊，更結合教育部、僑委會、姊妹校、

雙聯制、優華語合作夥伴等，可做無遠

弗屆之教學推廣。

以上諸多目標，正呼應文藻外大

教育之目標也是辦學之願望，倘能穩實

而漸進，將可點而面貫，近而遠程，終

而達成。文藻成立新學院最大的意義即

在於築一基石，上述目標、願望或可在

此一基石上拾級而上，階而陞進而實

現。讓世界處處有臺灣華語，臺灣華語

處處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