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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綱大綱大綱大綱

+ 高教深耕計畫的內容
+ 教學實踐研究的構想
+ 野人獻曝
+ 小結



雙外語跨領域專業人才培育計畫雙外語跨領域專業人才培育計畫雙外語跨領域專業人才培育計畫雙外語跨領域專業人才培育計畫：：：：
培育培育培育培育具備跨文化溝通具備跨文化溝通具備跨文化溝通具備跨文化溝通、、、、數位運用數位運用數位運用數位運用、、、、國際行動力的博雅人才國際行動力的博雅人才國際行動力的博雅人才國際行動力的博雅人才



過往計畫執行之成果與檢討過往計畫執行之成果與檢討過往計畫執行之成果與檢討過往計畫執行之成果與檢討

+落實教學創新及提升教學品質落實教學創新及提升教學品質落實教學創新及提升教學品質落實教學創新及提升教學品質：：：：同步提升教與學同步提升教與學同步提升教與學同步提升教與學，，，，
促進教師專業創新轉型促進教師專業創新轉型促進教師專業創新轉型促進教師專業創新轉型，，，，精進課程教材內容設計精進課程教材內容設計精進課程教材內容設計精進課程教材內容設計，，，，
以強化外語優勢專長以強化外語優勢專長以強化外語優勢專長以強化外語優勢專長，，，，培育雙外語培育雙外語培育雙外語培育雙外語、、、、跨領域專業人跨領域專業人跨領域專業人跨領域專業人
才才才才。。。。
+。。。。



過往計畫執行之成果與檢討過往計畫執行之成果與檢討過往計畫執行之成果與檢討過往計畫執行之成果與檢討

+發展學校特色發展學校特色發展學校特色發展學校特色：：：：精進學生基礎核心能力精進學生基礎核心能力精進學生基礎核心能力精進學生基礎核心能力，，，，厚實人厚實人厚實人厚實人
文教育博雅理念文教育博雅理念文教育博雅理念文教育博雅理念，，，，廣拓跨國高教機構網絡廣拓跨國高教機構網絡廣拓跨國高教機構網絡廣拓跨國高教機構網絡，，，，以鋪設以鋪設以鋪設以鋪設
身心靈身心靈身心靈身心靈、、、、移動力移動力移動力移動力、、、、全視野平台全視野平台全視野平台全視野平台，，，，培育國際化專業人培育國際化專業人培育國際化專業人培育國際化專業人
才才才才



過往計畫執行之成果與檢討過往計畫執行之成果與檢討過往計畫執行之成果與檢討過往計畫執行之成果與檢討

+提升高教公共性提升高教公共性提升高教公共性提升高教公共性：：：：建置相互支持的網絡建置相互支持的網絡建置相互支持的網絡建置相互支持的網絡，，，，減輕弱減輕弱減輕弱減輕弱
勢學生經濟負擔勢學生經濟負擔勢學生經濟負擔勢學生經濟負擔，，，，辦學資訊公開透明辦學資訊公開透明辦學資訊公開透明辦學資訊公開透明，，，，以營造無偏以營造無偏以營造無偏以營造無偏
見見見見、、、、多體諒多體諒多體諒多體諒、、、、共分享校園文化共分享校園文化共分享校園文化共分享校園文化，，，，形塑具備服務領導形塑具備服務領導形塑具備服務領導形塑具備服務領導
之博雅人才之博雅人才之博雅人才之博雅人才。。。。



過往計畫執行之成果與檢討過往計畫執行之成果與檢討過往計畫執行之成果與檢討過往計畫執行之成果與檢討

+善盡大學社會責任善盡大學社會責任善盡大學社會責任善盡大學社會責任：：：：鏈結學校教學服務社區鏈結學校教學服務社區鏈結學校教學服務社區鏈結學校教學服務社區，，，，挹挹挹挹
注社區資源活化教學注社區資源活化教學注社區資源活化教學注社區資源活化教學，，，，分享外語教學多元素材分享外語教學多元素材分享外語教學多元素材分享外語教學多元素材，，，，以以以以
創造多元化創造多元化創造多元化創造多元化、、、、在地化在地化在地化在地化、、、、新穎化的大學型態新穎化的大學型態新穎化的大學型態新穎化的大學型態，，，，養成具養成具養成具養成具
服務精神之社會領導服務精神之社會領導服務精神之社會領導服務精神之社會領導人才人才人才人才。。。。



學生學習之相關問題學生學習之相關問題學生學習之相關問題學生學習之相關問題檢討檢討檢討檢討(1)(1)(1)(1)

學生學生學生學生特質特質特質特質：：：：

� 具有英外語學習興趣與商管資訊及設計具有英外語學習興趣與商管資訊及設計具有英外語學習興趣與商管資訊及設計具有英外語學習興趣與商管資訊及設計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 活潑主動具備自主學習與跨域學習能力活潑主動具備自主學習與跨域學習能力活潑主動具備自主學習與跨域學習能力活潑主動具備自主學習與跨域學習能力



具有英外語學習興趣與商管資訊及設計背景具有英外語學習興趣與商管資訊及設計背景具有英外語學習興趣與商管資訊及設計背景具有英外語學習興趣與商管資訊及設計背景

+就讀本校的學生，大多在入學前就具備持續精進
外語能力之意願，並有朝培養專業能力、習得應用
知能及專業技術之動機，相當比例的學生過去已多
具有職科系統的外語訓練；因此入學本校之後，對
於本校提供的外語學習環境、海外交換學習，以及
國內外實習等課程設計，均有基礎認識，並顯出高
度興趣。



活潑主動具備自主學習與跨域學習能力活潑主動具備自主學習與跨域學習能力活潑主動具備自主學習與跨域學習能力活潑主動具備自主學習與跨域學習能力

+至106年10月15日止，本校日間部各系學生申請修
讀輔系者，計有83人次、雙主修計有53人次、學程
計有629人次，足見本校學習高成就的學生大多重
視學業表現，因此成績優異學生多會自主選讀雙主
修、輔系、學分學程，追求強化自身專業能力



學生學習之相關問題檢討學生學習之相關問題檢討學生學習之相關問題檢討學生學習之相關問題檢討(2)(2)(2)(2)

學習學習學習學習行為行為行為行為：：：：

� 具有尋找資源主動學習之具有尋找資源主動學習之具有尋找資源主動學習之具有尋找資源主動學習之傾向傾向傾向傾向

� 積極投入補充教育參與補救教學提升語言與專業積極投入補充教育參與補救教學提升語言與專業積極投入補充教育參與補救教學提升語言與專業積極投入補充教育參與補救教學提升語言與專業
能力能力能力能力



學習問題及困境學習問題及困境學習問題及困境學習問題及困境

� 英英英英////外語畢業外語畢業外語畢業外語畢業門檻門檻門檻門檻
� 就業與專業間的無縫接軌就業與專業間的無縫接軌就業與專業間的無縫接軌就業與專業間的無縫接軌
� 學生休退學學生休退學學生休退學學生休退學問題問題問題問題：：：：近五年本校休學率約在7%~8%間



待解決改善之問題待解決改善之問題待解決改善之問題待解決改善之問題

� 建立多國語言翻譯學習建立多國語言翻譯學習建立多國語言翻譯學習建立多國語言翻譯學習基地基地基地基地
� 打造數位城市景觀打造數位城市景觀打造數位城市景觀打造數位城市景觀校園校園校園校園

� 強化學生學習與實習機制拓展合作姐妹校系與合強化學生學習與實習機制拓展合作姐妹校系與合強化學生學習與實習機制拓展合作姐妹校系與合強化學生學習與實習機制拓展合作姐妹校系與合
作作作作廠商廠商廠商廠商

� 分析低學習成就學生原因給予助學支持有效降低分析低學習成就學生原因給予助學支持有效降低分析低學習成就學生原因給予助學支持有效降低分析低學習成就學生原因給予助學支持有效降低
休退學率休退學率休退學率休退學率



教師教學之相關問題教師教學之相關問題教師教學之相關問題教師教學之相關問題檢討檢討檢討檢討(1)(1)(1)(1)

� 學生學習動能之續航力學生學習動能之續航力學生學習動能之續航力學生學習動能之續航力不足不足不足不足

� 侷限於傳統制式的教學侷限於傳統制式的教學侷限於傳統制式的教學侷限於傳統制式的教學方法方法方法方法

� 難以掌握科技利基與難以掌握科技利基與難以掌握科技利基與難以掌握科技利基與衝擊衝擊衝擊衝擊

� 課程銜接性課程銜接性課程銜接性課程銜接性不足不足不足不足



教師教學之相關問題教師教學之相關問題教師教學之相關問題教師教學之相關問題檢討檢討檢討檢討(1)(1)(1)(1)

� 縮小縮小縮小縮小學用落差的困難學用落差的困難學用落差的困難學用落差的困難

跨領域整合的教學方式，常是培育學生具備產業所
需知能組合之必要條件，然而教師若習慣於固有的
開課體制，將影響、並限制此類跨領域課程實務運
作之需要。
� 進階學識和全人教育推廣不易進階學識和全人教育推廣不易進階學識和全人教育推廣不易進階學識和全人教育推廣不易



本校高等教育深耕計畫架構本校高等教育深耕計畫架構本校高等教育深耕計畫架構本校高等教育深耕計畫架構

主軸主軸主軸主軸 核心精神核心精神核心精神核心精神 計畫計畫計畫計畫 願景願景願景願景

發展學校特色 高 3L國際計畫 文藻人

落實教學創新及提
升教學品質

教 未來校園計畫 新教育

提升高教公共性 耕 高教無礙計畫 新原點

善盡大學社會責任 深 大學之道計畫 無邊界

-1-



+「未來校園計畫未來校園計畫未來校園計畫未來校園計畫」
乃是落實教師教學
創新之積極作為，
並提升學生學習成
效，以掌握本校新
教育之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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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L國際計畫國際計畫國際計畫國際計畫」
乃是發展學校的
特色，展現本校
人文教育、語言
教育與國際化之
實力。

-3-



+「高教無礙計畫高教無礙計畫高教無礙計畫高教無礙計畫」
乃是協助弱勢學生
安心就學，且能進
而參與國際學習活
動，同時公開董事
會治理與本校辦學
相關資訊，建立資
源共享新原點之機
制。

-4-



+「大學之道計畫大學之道計畫大學之道計畫大學之道計畫」
乃是促進師生實踐
知識份子關懷社會
的責任，以團隊方
式提供專業服務，
建構本校與社區成
為一個無邊界之共
生共榮關係。

-5-



+「學校定位面學校定位面學校定位面學校定位面」：
教師所提計畫與學校
整體定位，辦學目標
或特色發展之關聯性
為何？

-6-

大大大大專校專校專校專校院教師教學實踐研究計畫院教師教學實踐研究計畫院教師教學實踐研究計畫院教師教學實踐研究計畫

系所發系所發系所發系所發

展目標展目標展目標展目標

中程校中程校中程校中程校

務發展務發展務發展務發展

目標目標目標目標

高教深高教深高教深高教深

耕計畫耕計畫耕計畫耕計畫

指標指標指標指標

教師教學教師教學教師教學教師教學

實踐研究實踐研究實踐研究實踐研究

計畫計畫計畫計畫



子計畫子計畫子計畫子計畫 細部計畫細部計畫細部計畫細部計畫 

1-1提升學習

成效 

1-1-1深耕培育「基礎核心」能力之課程與機制 

1-1-2強調「職能核心」能力之複合型外語教學 

1-2改善教學

品質 

1-2-1提升師資結構，優化教師教學環境 

1-2-2強化教師產業知識與實務教學知能 

1-2-3完善教師教學支持系統 

1-2-4鼓勵教師從事基礎研究與實務應用研究 

1-3增值適性

化培力 

1-3-1推展跨領域複合型外語課程 

1-3-2建構學生自主式彈性學習校園 

1-4建構創新

翻轉學習

模式 

1-4-1推動三創導向學習模式 

1-4-2結合創新多元的創發實作空間 

1-4-3深化輔導創業團隊，提供創新創業的機制 

 

分項一分項一分項一分項一：：：：未來校園計畫未來校園計畫未來校園計畫未來校園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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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深耕培育深耕培育深耕培育深耕培育「「「「基礎核心基礎核心基礎核心基礎核心」」」」能力之課程與機制能力之課程與機制能力之課程與機制能力之課程與機制

+人文教育精進方案

+中文學習精進方案

+英文能力學習精進方案

+數位運用能力精進方案

�1-1：：：：提升學生學習成效提升學生學習成效提升學生學習成效提升學生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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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強調強調強調強調「「「「職能核心職能核心職能核心職能核心」」」」能力之複合型外語教學能力之複合型外語教學能力之複合型外語教學能力之複合型外語教學

+以學院為教學核心之課程規劃

+定期檢視外語人才與職能專業技術證照之對應

+強化校外實習課程與輔導機制

�1-1：：：：提升學生學習成效提升學生學習成效提升學生學習成效提升學生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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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學院為教學核心之課程規劃

專業型專業型專業型專業型

人才人才人才人才

應用型應用型應用型應用型

人才人才人才人才

軟實力軟實力軟實力軟實力

人才人才人才人才

語言語言語言語言

教育教育教育教育

人文教育學院人文教育學院人文教育學院人文教育學院吳甦樂精神現代公民核心素養文教創意產業學院文教創意產業學院文教創意產業學院文教創意產業學院職能導向產業應用

歐亞語文學院歐亞語文學院歐亞語文學院歐亞語文學院歐亞商務、歐亞語文教學、歐亞翻譯會展、文化教學、觀光導覽、跨文化溝通、東南亞/韓語特色學程等英語暨國際學院英語暨國際學院英語暨國際學院英語暨國際學院國際事務、國企貿易、翻譯出版、觀光會展、跨文化溝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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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校專業領域學分學程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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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強化教師產業知識與實務教學知能強化教師產業知識與實務教學知能強化教師產業知識與實務教學知能強化教師產業知識與實務教學知能

+提升教師業界實務經驗

+建立產學輔導機制

+深植跨產官學界的產學合作能量

�1-2：：：：改善教學品質改善教學品質改善教學品質改善教學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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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完善教師教學支持系統完善教師教學支持系統完善教師教學支持系統完善教師教學支持系統

+持續推動精緻化教學策略機制：系統化、小班（補救）教學

+提升教師全英語教學專業知能：國際化

+提升教師數位運用之教學知能：遠距、翻轉

�1-2：：：：改善教學品質改善教學品質改善教學品質改善教學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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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鼓勵教師從事基礎研究與實務應用研究鼓勵教師從事基礎研究與實務應用研究鼓勵教師從事基礎研究與實務應用研究鼓勵教師從事基礎研究與實務應用研究

+成立校內各級「研究中心」

+一師一社群

�1-2：：：：改善教學品質改善教學品質改善教學品質改善教學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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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推展跨領域複合型外語教學推展跨領域複合型外語教學推展跨領域複合型外語教學推展跨領域複合型外語教學

+推動「跨系、跨校、跨國、跨領域」的實務導向學習

+連結「外語系所」與「專業系所」跨領域教學資源

+士、農、工、商各領域的人才都很重要

�1-3：：：：增值適性化培力增值適性化培力增值適性化培力增值適性化培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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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建構學生自主式建構學生自主式建構學生自主式建構學生自主式彈性學習校園彈性學習校園彈性學習校園彈性學習校園

+體制鬆綁—提高學生跨領域選課彈性

+落實生職涯一貫化的輔導系統

+鼓勵學生參與各式競賽以實證學習成效

+共時授課—精進通識教育課程學群之規劃

�1-3：：：：增值適性化培力增值適性化培力增值適性化培力增值適性化培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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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推動三創導向學習模式推動三創導向學習模式推動三創導向學習模式推動三創導向學習模式（（（（教學創新先導課程教學創新先導課程教學創新先導課程教學創新先導課程））））

+開設融合社區參與的社會創業平台實作

+開設語言文化與創意課程

+開設創新與創業領導課程

+建置學生製片演員媒合網路平台

+開設創新創作自主學習課程

�1-4：：：：建構創新翻轉學習模式建構創新翻轉學習模式建構創新翻轉學習模式建構創新翻轉學習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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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重視全人學習的教育實踐重視全人學習的教育實踐重視全人學習的教育實踐重視全人學習的教育實踐

+正式課程

+非正式課程

+潛在課程

+生命教育推廣活動

�2-1：：：：實踐聖吳甦樂會教育理念實踐聖吳甦樂會教育理念實踐聖吳甦樂會教育理念實踐聖吳甦樂會教育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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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藻外語大學教育目標－培育具3L特質的文藻人



+全人學習發展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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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4 C’s The Ursuline 4 C’s

Creativity

Critical Thinking

Communication

Collaboration

Competence

Compassion

Courage

Connectedness

The 5th “C”: Curiosity + Question Formulation

The first is an attitude; the second is a skill

Learning & Innovation Ski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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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duct-Driven Educational 

Environment
Question-Asking Model of Education

Byproduct of the industrial age
Addresses the entrepreneurial work 

environment

Emphasis on “rankings” and standards
Supports the curiosity-infused learning 

model

Emphasis on static and rote learning Supports innovation and original thinking

Emphasis on “thinking in answers” Emphasis on “thinking in questions”

Emphasis on convergent thinking Emphasis on divergent thinking

Problem-solving with one correct 

solution

Problem-solving with as many solutions as 

possi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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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 how should y(our) educational approach look?

Art Discipline

+Liberal

+Open-ended

+Drawn from opinion

+Variety of different outcomes

+Open to possibilities

+Encourages mindsets that are 

creative, open to challenge, and able 

to change

+Variable outcomes vs

+Illiberal

+A body of knowledge

+Based on true argument

+Only one outcome or meaning

+Closed to follow one path

+Encourages mindsets that respond to 

fixed outcomes & to a limiting list of 

assessment criteria

+‘Correct’ outco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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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所以所以所以，，，，我們我們我們我們要要要要採取什麼樣的教育取向採取什麼樣的教育取向採取什麼樣的教育取向採取什麼樣的教育取向？？？？

藝術 訓練

+人文的、自由的

+開放的

+從意見而來

+有不同的結果

+對不同的可能性開放

+鼓勵創意的心態，對挑戰開放、
能夠改變

+可變的結果 vs

+非人文的

+一個知識體系

+根據一個真實的論點

+只有一個結果或意義

+幾近於遵循一條道路

+鼓勵回應固定的結果的心態獲回
應有限種類的評量標準的心態

+正確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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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dividuals with the most to offer in the future will 

have:

Adaptability Cultural Capital

+Ability to adapt across 

disciplines, including those not 

yet thought of

+Ability to adapt the knowledge 

of the past to shape the 

knowledge of the future

+Ability to aspire to be the best 

they can be

+Ability to take part in experiencing, 

learning, and conversing about culture 

confidently

+Wide vocabulary and wide 

experience through immersion in the 

‘classics’

+Ability to communicate about a 

variety of forms, subjects, ideas, 

artifa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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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獻身未來的人是具備以下能力的人能獻身未來的人是具備以下能力的人能獻身未來的人是具備以下能力的人能獻身未來的人是具備以下能力的人：：：：

適應力層面 文化資產層面

+跨領域、甚至未及想到
之領域的適應力

+能將既有知識轉換並調
整為未來性知識的能力

+渴望成為「更好的自己」
的能力

+有足夠的自信去參與、體
驗、學習及交流文化的能力

+透過浸潤於經典文化獲取
廣泛詞彙與經驗的能力

+溝通各種不同形式、主題、
思想、技藝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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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審核面學校審核面學校審核面學校審核面」：
教師所提計畫與校
內高教深耕計畫
「落實教學創新」
措施關聯性之審核
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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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提出計畫

計畫內容鏈結高教深耕計畫分項一之項目

1-1提升學習成效

1-2改善教學品質

1-3增值適性化培力

1-4建構創新翻轉學習模式

四學院院長、教務長、研發長

教發中心主任共同討論/檢視計畫內容



+「教師支持面教師支持面教師支持面教師支持面」：
學校如何結合高教
深耕計畫，教師於
執行計畫過程中提
供所需資源及支持
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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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執
行計畫

執行活動
經費補助

教學助理

協助教學

行政資源

提供支持



小結小結小結小結

+ 跨文化溝通
+ 數位運用
+ 國際行動力
+ 跨領域
+ 學習成效
+ 人事室的教學實務升等的甲、乙表內容



Thanks!Thanks!Thanks!Thanks!
Any question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