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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福安、蘇芯儀 *

* 卓福安：文藻外語大學應用華語文系副教授。

  蘇芯儀：文藻外語大學華語文教學碩士。

臺灣華語扎根歐美 ──
文藻「優華語」

2021 年，隨著中國孔子學院於歐

美各地陸續退場，臺灣教育部趁勢積極

推動「臺灣優華語計畫 Taiwan Huayu 
BEST Program」，透過獎勵補助各大學

校院，與歐美大學簽訂「校對校」合作

備忘錄，期使由雙方的互惠合作，不僅

在美歐各地推廣臺灣華語，也幫助臺灣

發展雙語國家計畫。計畫執行內容包

含：

(1) 簽訂「校對校」合作備忘錄。

(2) 選送華語教學人員及交換華語／英

語教學人員。

(3) 設置「臺灣優華語獎學金」。

(4) 推廣我國線上華語文教材與課程，

並爭取美歐大學相關學分採認。

(5) 合作辦理華語文能力測驗。

(6) 辦理外國華語文教師來臺研習培訓

團。

(7) 設置華語教學中心。

(8) 與我國中小學建立雙語國家大手攜

小手策略聯盟。

透過政府力量，由上而下，鼓勵

並帶動臺灣具備華語文教學量能之大專

院校深耕歐美、推廣臺灣華語。文藻外

語大學不僅是第一期獎勵補助之十所學

校之一，於各項指標都有領先表現，亦

在 2022 年順利通過第二期的申請，累

積與三所美國大學合作──聖湯瑪士大

學 (University of St. Thomas)、南伊利

諾大學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亨特學院 (Hunter College)。

此外，文藻亦承接教育部南區雙

語教育區域資源中心（華語）（原華語

基地），提供對全國優華語計畫之資源

協助，包含選送華師行前培訓、數位教

材使用資訊、華語教學專業座談以及學

生跨校交流活動，為赴美華師與在臺華

語機構人員儲備彈藥；為來臺的美國學

子建立連結，更深入探訪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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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大手攜小手」――美國學子
協助雙語教學

「臺灣優華語計畫 Taiwan Huayu 
BEST Program」，其中的「 BEST」代

表著「 Bilingual Exchanges of Selected 
Talent」，意指優秀雙語人才的交流，

文藻已於 2021 年選送兩名優秀華師，

至聖湯瑪士大學及南伊利諾大學任教，

兩位華師表現良好，已繼續留任；2022

年再選送一名華師，即將赴紐約亨特學

院任教。除此之外，兩所大學亦挑選優

秀的大學生，接受優華語獎學金的補

助，來臺學習華語；而在學習之外，他

們有一個更為重要的任務，即是協助臺

灣的雙語教學。

從參與培訓、規劃課程、到走入

校園擔任教學助理，為給予這群臺灣小

學生留下最美好的英語體驗，美國學生

1. 扎根美南――在美成立第一個
臺灣華語中心

2021 年 9 月，文藻與美國休士頓

聖湯瑪士大學合作成立第一個在美國設

置的華語中心；即使在疫情之下，雙方

的學校高層，以及臺灣駐休士頓臺北經

濟文化辦事處處長羅復文、教育組組長

楊淑雅等人，仍以線上會議形式，記錄

下這歷史性的一刻。兩校明確劃分權

責，建立組織架構，設置專業經理人，

在當地社區開設多元課程，期使以語言

教育為跳板，達到文化交流、推廣臺灣

之目的。

圖一：文藻外語大學團隊慶祝美國聖湯瑪
斯大學華語教學中心成立

圖二：聖湯瑪斯大學華語教學中心在當地
舉辦推廣活動

首個華語中心的成立，不僅代表

著臺、美雙方更密切的雙邊交流，加深

雙方在高等教育機構間的關係，更是臺

灣華語在美國扎根、進而深耕的重要一

步。成立至今，華語中心在美南地區推

廣臺灣華語教育不遺餘力，除了積極將

營運範圍擴展至周邊之中小學、高中與

社區，也在哈里斯郡警局內開設專業警

用華語訓練課程，並於 2022 年計畫開

發專業警用華語教材，將課程更加系統

化。此外，在當地協助推廣臺灣的華

語文能力測驗 (TOCFL)，與駐組配合，

提供場地、設備及人員，辦理紙本測驗

與電腦化適性測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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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美國學生擔任英語教學助理

3. 「福爾摩沙同學會」――連結
優華獎生，建立對臺歸屬感

文藻在臺灣優華語計畫中成果斐

然，更承接教育部南區雙語教育區域資

源中心（華語）之工作，還配合「優華

語」計畫所執行；業務內容包含：選送

華師行前培訓、數位教材使用資訊、華

語教學專業講習以及「優華語」計畫各

校活動連結四大項，針對華師端，計畫

提供專業培訓課程及免費的數位教材使

用資源；針對美國學生端，辦理跨校交

流活動，成立「福爾摩沙同學會」，建

立對臺灣更長久的認同情誼及強化學習

夥伴效果。

截至 2022 年 8 月，已辦理 2 場選

送華師行前培訓、2 場華語教學專業座

談，另有 2 類數位教材建置中，未來將

提供給華師赴美教學使用。此外，亦辦

理優華語獎學金生之跨校交流、聯誼活

動，深化在臺灣的文化學習，建立學生

間的連結，進而強化對臺灣的歸屬感。

2022 年 8 月 5 日至 8 月 6 日，由

國立中山大學、國立成功大學、淡江

大學及承辦學校文藻外語大學共同辦

理，集結近 30 位全臺各大專院校由歐

美合作大學選送來臺研讀華語之優秀

青年，並與臺灣優華語計畫互訪教授 2
名一起參與，包含來自西維吉尼亞大

學 (WVU)、喬治梅森大學 (GMU)、猶

他州立猶他科技大學 (UT)、加利福尼

亞大學爾灣分校 (UCI)、密西根大學弗

林特分校 (UM-Flint)、西佛羅里達大

學 (UWF)、新澤西州立大學 (TCNJ)、

皆親力親為。而後，文藻與教育部國

教署 ELTA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 
Assistant) 計畫合作，派優華獎生至高

雄市鼎金國小、福東國小教學；也與校

內師資培育中心配合，至屏東縣偏鄉的

佳義國小參與「史懷哲營隊」；更與高

雄市勝利國小接洽，建立產學合作關

係，文藻的學生也入班協助英語教學。

藉由這些優秀的哥哥姊姊，讓本地小學

生看見更寬廣的世界，種下對英語學習

的種子，奠定未來雙語學習之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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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走入國際，行銷臺灣

教育部自 2021 年起，鼓勵臺灣各

大專院校與歐美優質大學合作，文藻承

接共兩期的臺灣優華語計畫，與聖多瑪

士大學、南伊利諾大學、紐約亨特學院

合作，在美東、美中、美南多點布局，

積極向外推展臺灣華語教育，促進雙邊

人才交換與交流，更配合教育部南區雙

語教育區域資源中心（華語）（原華語

基地）計畫，自華師培訓、華語數位教

材、華語專業座談、優華獎生串聯等工

作，提供各項資源，協助全臺各校辦理

優華語計畫。作為全國唯一的外語大

學，文藻向來以國際化為目標，近年更

積極推展華語教學，走入國際，希望為

行銷臺灣，多盡一份心力。

聖湯瑪士大學 (UST) 及南伊利諾大學 
(SIU) 共九所美國大學的學生。兩天一

夜的活動自文化古都──臺南開始，至

現代都市──臺北，更在總統府的參觀

行程中合影，畫下了美好句點，學生高

舉著代表各校的標誌，在艷陽下留下珍

貴的合影，相信即使未來他們會各奔東

西，也一定會記得且懷念他們曾同聚在

「美麗的臺灣寶島──福爾摩沙」。

圖四：臺灣優華語獎學金生總統府前大合影



139  
130期華文世界

5. 結語：產研學整合成新量能，
建立臺灣華教新品牌

正值世界新局開展，軟實力實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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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發揮

外語大學所蘊含之語言能量及特長。學

術結合產業的華語學院，不僅具前瞻性

之特殊組合，且身負華語教學南部重鎮

之期許，有其外語教學基因，扮演臺灣

在國際運通的尖兵，當努力以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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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學生都將以華語教學為後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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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之目標與辦學之願望，當以穩實的

步伐漸進，由點而面、貫近而遠程，達

成文藻成立華語學院最大的意義，在築

一基石而後拾級而上，踏階而陞，實現

臺灣華語處處通，當顏色艷了、香味香

了，文化就朵朵怒放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