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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考文藻常見問題 

1、 文藻跟其他大學有什麼不一樣？ 

 文藻外語大學係由天主教「聖吳甦樂修會」（Order of Saint Ursula）於

民國 55年創辦，是台灣第一所、也是唯一的外語大學。 

 文藻外語大學優質的外語教育環境希望「將世界帶進文藻，領學生迎

向國際」；文藻擁有將近 300 所姐妹校橫跨 5 大洲，40 國，每年補助

超過 300名學生赴國外交換移地學習，且有約 400名學生赴海外實習。

目前校園內有來自約 30 國家 400 位的外籍學位生。國際化的學習環

境，提供學生豐富多元的語言、跨文化學習與應用的機會與經驗。 

 文藻提供學生優質的國際化學習環境，培養學生具備卓越的外語與專

業能力，從學習、實習至就業一貫的人才培育機制，強化學生職場就

業力及競爭力。 

 2030台灣邁向雙語國家，文藻更是扮演重要推手，為台灣培育更多優

秀外語師資，以及具備優異外語溝通能力的專業人才。想前進國際市

場，具有時代觀的文藻外語大學是不二選擇。 

 文藻提供高比率全英/外語課程：自 1966 年建校至今，文藻外語課程

皆以「目標外語」授課，讓學生自然而然地沉浸在全英/外語環境中，

並結合商務、翻譯、國際事務、觀光餐旅、會展、外語及華語教學、

數位內容及傳播藝術等跨領域專業，強化語言專業競爭力及就業力。

尤其在英語授課部分，文藻每學年度平均開設超過 300 門全英語授課

課程。 

 文藻提供客製化的英/外語學習輔導與輔助：為普及提升全校學生之英

語能力，本校設有全國唯一「LDCC英/外語能力診斷輔導中心」，透過

本校自行研發之英/外語學習診斷機制，結合系統平台、數位教學軟體，

以辨識學習者學習英/外語的特質與待加強之處，進而依據個別差異的

學習需要，量身打造個人專屬英/外語學習精進計畫。 

 打造職場即戰力：「未來工作實艦室（Future Work Lab）」：為增進學生

專業力，使其與產業無縫接軌，本校建置「虛擬實境動態捕捉實驗室」，

並打造大型場域虛擬攝影棚、錄音間、專業廣播室、影片剪輯室，以

及兒童英語教學演示教室、多功能中華文化情境教室等特色教室，提

供學生類職場之學習環境。為協助學生連接職場，提升就業力，本校

建構「學習、實習、就業一條龍」之培育基地，特別創建「未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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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艦室（Future Work Lab）」—以全外語的實務型學習空間，提供全方

位互動式學習與活動設計，以提升職涯競爭力。本校畢業滿一年之校

友就業率達 85%以上，畢業生表現獲各界肯定！ 

2、 文藻外語大學只有外語科系嗎？ 

文藻不僅有外語科系，還有語言應用及專業技術導向科系。日四技有 13

系。 

(1) 語言學系 
英國語文系、法國語文系、德國語文系、西班

牙語文系、日本語文系及東南亞學系。 

(2) 語言應用學系 
翻譯系、國際事務系、外語教學系、應用華語

文系、（國際企業管理系） 

(3) 專業技術導向科系 
（國際企業管理系）、數位內容應用與管理

系、傳播藝術系 

3、 英文很好才能進文藻嗎？（英文不是很好可以唸文藻嗎？） 

英文很好及英文不夠好都可選擇就讀文藻。 

(1) 英文很好的同學：可以善用語言優勢及文藻跨領域學習資源及國際化學

習環境，精進語言溝通表達及跨領域專業能力，參與移地學習、海外實

習與交換，增進跨文化溝通與學習機會與能力，以及修讀國外知名大學

與文藻合作之雙聯學制，同時取得文藻及國外知名大學『雙學士』或『學

士+碩士』學位，縮短修業年限，是省時省錢的好選擇。 

(2) 英文不夠好的同學：更應進入文藻就讀，善用文藻國際化的學習環境、

優質的全英語/外語授課環境、英語分級教學及客製化的英/外語學習輔

導與輔助，提升自身英外語能力，加上專業與跨領域專業之學習與實作

/實習，能因兼具優異語言溝通及專業能力，提升就業競爭力。 

4、學測/統測要考多少分才能進文藻？ 

(1) 111學年度新制的目標是適性揚才，著重學生學習歷程及多元發展，因

此普遍降低學測（統測）佔比，提高學習歷程備審資料審查及面試（與

實作）比重；本校各系學測（統測）佔比多數學系為 10%-20%，學習歷

程備審資料多數學系佔比約為 40%-50%，面試（與實作）比重約為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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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2) 因此就讀動機是重要關鍵，希冀鼓勵對語言及語言應用專業有興趣，喜

歡國際化學習環境及國際移動的同學勇敢報考（多報名 1校系，多 1機

會，錄取率高），建議同學備審資料學習歷程自述中的就讀動機及未來

發展能強調自身對於語言及相關專業的興趣，並於考前能至學系網站了

解學系的培育目標、課程及特色等，於學習歷程自述中關於未來的讀書

計畫與生職涯發展能與學系有關聯尤佳; 

(3) 另外，於面試時能強調對語言的興趣及學習動機，並展現對學系的認識

與強烈就讀意願與企圖心，能讓考試委員印象深刻，提升錄取文藻機會。 

5、我是非本科系學生，要如何提升自己的錄取機會？ 

(1) 統測可報考跨考外語群、商管群、餐旅群或設計群，多數僅須加考專

業二考科 

(2) 建議同學備審資料學習歷程自述中的就讀動機及未來發展能強調自身

對於語言及相關專業的興趣，並於考前能至學系網站了解學系的培育

目標、課程及特色等，於學習歷程自述中關於未來的讀書計畫與生職

涯發展能與學系有關尤佳； 

(3) 於面試時能強調對語言的興趣及學習動機，並展現對學系的認識與強

烈就讀意願與企圖心，能讓考試委員印象深刻，提升錄取文藻機會。 

6、 文藻有宿舍嗎？附近生活方不方便？ 

文藻住宿資訊 

(1) 校內學生宿舍「千禧樓」、「文瑞樓」可容納住宿學生 860餘人，五專一

年級新生皆可申請住宿；住宿費 110 學年度每學期為 12,000 元（另依

規定繳交保證金，退宿時所使用公品無損傷即退還）。宿舍為四人一間

的套房，備有空調（使用者付費原則），完整衛浴設備及光纖網路。公

共設施則有洗衣間，設有投幣式洗衣機、脫水機及烘乾機。另有曬衣場、

公用電腦及視聽學習室、交誼廳、學生餐廳。室外「仰福廣場」則是學

生自由活動的場所。 

(2) 本校學務處軍訓室網頁中，設置「文藻雲端租屋生活網」提供學生參考

校外租屋與法律常識等相關訊息。學務處及導師定期訪視校外賃居地點，

住屋安全無虞。 

交通與膳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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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校臨近高雄巨蛋商圈，校區附近有公車站、捷運漢神巨蛋站與高鐵左

營站，交通便利，生活機能佳。 

(2) 校園內有 7-11、萊爾富超商及敦煌書局，可提供學生日常生活、書籍文

具所需用品。校外亦有多家商店提供餐飲及日常生活用品，供學生食用

或採購。 

(3) 本校設有學生餐廳，供應住宿生用膳，非住宿學生亦可至餐廳用餐，餐

廳環境衛生乾淨。 

7、文藻課外活動多嗎？生活是否多采多姿？ 

(1) 本校學生社團活動發展蓬勃，總計有 6大類、94個社團或學生自治組

織，同學們透過參與課外活動創造精彩履歷；每學年參與社團學生人

數均達 3,000人以上，學生社團經營成果豐碩，社團總數及分類如下

表： 

社團類別 學術性 技藝性 服務性 體康性 組織性 行政類 合計 

數量 5 24 15 12 25 13 94 

學生社團競賽屢獲佳績： 

本校學生社團及學生會近年參與全國社團評鑑及南區社團評鑑，共計

獲得 1卓越、5特優、5優等、5甲等，以及「行政傑出獎」、「立法傑

出獎」、「財務傑出獎」、「學權傑出獎」、「簡報傑出獎」等獎項。 

 如何參加社團： 

 每年 10月學生會辦理『社彩繽紛系列』活動，供同學進一步認識社

團。同學可依興趣及意願於『社團登記』活動中選擇自己想參 加的

社團。 

 各社團請參考網址： 

https：//d006.wzu.edu.tw/datas/upload/files/web/各社團網站連結_9.pdf 

(2) 新生營隊/各學系活動 

每年暑期分別針對四技部新生及專科部新生辦理「英語初戀營」（含兩

學分）及「新生生活營」，除安排校園導覽、新生導航外，亦由各科系

學生徵選輔導員，結合各科系課程特色，規劃大地遊戲、歡迎晚會及

分組競賽等活動，讓所有新生提前認識校園環境與班級同學。各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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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辦理各項學術及營新、送舊及結合節慶之活動，亦有跨校學術、節

慶或表演活動等，提供學生豐富多元之課外活動。 

(3) 服務學習： 

本校為實踐「敬天愛人」校訓及全球吳甦樂學校「我願為生命服務」之

服務領導精神，文藻師生積極投入各項服務隊、國內及國際志工服務等

活動，服務過程協助自我了解、多元思考、增進社會關懷且將自身專業

學以致用，有助於提升學習成果並深入思考社會及國際議題，體認服務

學習真正價值與意涵。 

8、唸文藻出國交換/實習機會多？有補助？ 

(1) 交換生：  

 本校與近 300所以上大學校院簽定學術交流協定，遍佈全球五大洲，

每學期有 300個以上交換機會。 

 國合處每學期都會舉辦交換生甄選，姊妹校交換的名額也相當多，約

有 300~400個機會，交換時間為一學年或一學期，交換期間習得學分

可以回國後辦理抵免。 

 交換生一年甄選兩次，通常上學期約在暑假公告次學期交換生簡章

並受理報名，開學後辦理甄選，下學期則於寒假時公告次學期交換生

簡章並受理報名，開學後辦理甄選，請同學留意國際暨兩岸合作處網

頁公告，以免錯失申請良機。 

 建議同學在校時努力培養實力，將學業、操行、外語能力程度提高，

通過甄選以後，將來到了國外交流時，在學習上也比較不會出現適應

上的困難。 

 學生經由本校甄選成為交換學生並交換完成後，本校得核撥每人每

學期新台幣一萬至二萬元之獎助學金，金額依當年度經費狀況核定。

詳細內容，請以本校國合處公告為準。 

網址：http：//c015.wzu.edu.tw/category/129144 

(2) 實習機會：  

 本校開設多種實習課程，包括暑期實習、學期實習、海外實習及職場

體驗等，學分數及修課規定可參考各系課程學分表與課程大綱。 

 海內外實習機會多，海外實習單位遍佈全球各洲。 

 本校協助申請教育部學海築夢計畫或新南向學海築夢計畫，若計畫通

過，教育部補助機票及生活津貼，每年補助不一。部分實習單位亦提

http://c015.wzu.edu.tw/category/129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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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生活津貼及協助住宿安排。 

 實習機會通常會公告於各系及生涯發展中心網頁，暑假實習公告時間

為每年的 3月初至 4月底，學期實習的公告時間為 4月底至 5月底及

11月底至 12月底。 

 若同學對海外實習有興趣，除了各系及生涯發展中心開發的海外實習

機會以外，可留意國合處之「文藻桌計畫」甄選，通常上、下學期各

有一次甄選活動。 

9、文藻畢業生都從事什麼工作？（文藻畢業後要幹嘛？） 

目前本校畢業生幾乎各行業都有，多從事語言及語言應用相關行業，以觀
光、商管、翻譯、航空、外交、大傳、教師佔的比率較多。不少文藻畢業的
校友更藉由專業的語言能力，進入政府機構、外交部門、非政府組織、國際
商會或國際組織、跨國集團或科技公司服務或擔任管理要職，都是從語言
專業成為跨領域菁英管理人才的最佳案例。 

10、學習歷程備審資料要特別注意什麼，才能受教授青睞？（才能令

人眼睛為之一亮？才能脫穎而出？） 

(1) 展現學習熱忱與個人特質： 就讀動機及原因最重要! 

(2) 與眾不同的學習歷程反思 

(3) 儘量選擇與校系選才特質或條件相關的人格特質、能力與學習成

果、經驗 

(4) 能夠清楚交代性向探索的心路歷程 

(5) 能夠清楚交代興趣轉移的過程 

(6) 如何包裝自己： 強化自我優勢; 化弱勢為積極學習的動機 

(7) 說服大學教授： Choose me! I’m the Right person you want! 

You are the Right person with great potential and strong motivation!     

11、一定要有英檢證照才能有勝算進文藻嗎？ 

(1) 111學年度新制的多元表現可以上傳 8類佐證資料，英檢證照非必要條

件。同學已提交的多元表現資料可能不一定與科系相關，抑或擔心申請

文藻沒有語言證照會不會影響錄取，其實不用過度擔心，只要儘可能擇

優上傳資料即可。 

(2) 文藻多數學系採計 3-4件多元表現，語言證照是多元表現同學可上傳的

佐證資料之一（不是必要條件），部分學系另將語言證照列為其他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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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加分項目之一，同學盡可能擇優上傳多元表現佐證資料（如： 1.彈

性學習時間/自主學習成果 ;社團活動經驗;幹部經驗;服務學習經驗;競

賽經驗；非修課紀錄之成果作品;檢定證照;特殊優良表現證明等）。 

(3) 把握多元表現綜整心得，簡述印象最為深刻或收穫做多的活動，以及這

些活動幫助個人學習到的知識或技能等重點，若能跟學系專業有所鏈結

尤佳。 

12、學習歷程自述（自傳、讀書計畫）撰寫有何秘訣或大忌嗎？要特

別注意什麼？ 

(1) 用自己的話寫出專長及興趣、對人生意義的追求，以及進入大學後的學

習規劃，讓教授快速且清楚的了解為何你適合該校系—「我是你要的

人」! 

(2) 將自己的經驗/經歷/能力/興趣/學習與多元表現成就與系所特色連結。 

(3) 清楚的分段與小標方便審閱 

(4) 讀書計畫不需要長篇大論或華麗文藻，將自己的想法說清楚即可（進入

學系如何應用該系資源拓展學習經驗; 巧妙點出你有作功課，清楚該系

的特色、課程及資源，展現你要進入該系的強烈動機與企圖心） 

(5) 撰寫學習歷程自述（自傳讀書計畫）前盤點自己的興趣、經驗及能力，

查詢申請校系網站蒐集校系特色及課程，選擇有關連性的，能凸顯自己

的興趣、能力與未來生涯發展與該系契合的內容撰寫。 

(6) 避免「流水帳式」或「罐頭式」的自述。 

13、面試有何秘訣或大忌嗎？要特別注意什麼？ 

(1)面試委員想要了解的是？ 

關於個人特質 人格特質與價值觀、學習態度。 

關於個人能力 表達能力、思考能力、特殊才能潛力。 

關於所選科系 科系興趣、對校系之認同。 

(2)面試常見提問 

問題 建議回答 

1. 面試時需要攜帶紙本資料提

供面試委員參閱嗎? 

根據部分學系近年之面試經驗，有

少部分同學會準備簡單的紙本資

料，如：學習歷程檔案資料、學習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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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建議回答 

程自述(自傳或讀書計畫)。雖然這樣

能讓面試委員感受到學生認真準備

的態度與誠意，但面試時間有限委

員很難有時間閱讀你的紙本資料，

所以這點可以請學生自行斟酌。 

2. 請問一定要準備英文的自我

介紹嗎？ 

請同學留意一下各學系的要求，有

備無患，若面試學系有要求建議至

少準備 3分鐘以內的自我介紹。 

3. 如果面試委員問的問題我答

不上來該怎麼辦？ 

若是為聽不清楚題目，可以請委員

重複一次，但若是為不知道如何回

答委員問題時，可以坦白跟委員說

這個題目之前還沒想過，但謝謝委

員提出這樣的問題，剛好讓我有機

會能帶回去思考。但通常面試的問

題都不至於太難，所以不用太緊張。 

4. 面試能力能不能訓練？ 

可以，可透過與老師做模擬口試或

者同學之間亦可相互練習，但須事

先掌握面試大概會問那些問題。另

外現在很多高中職學校都會於每年

的 3-5 月請大學端的老師前去高中

職端協助進行『模擬面試』，請同學

們不妨利用機會去練習，增加自己

的臨場經驗以及訓練膽識也不錯。 

5. 聽說文藻非常重視英文，我個

性容易緊張又不擅言詞是不

是不適合申請呢？ 

仍鼓勵同學申請，英文能力只是很

多評估指標之一，文藻各學系重視

的是申請者的就讀動機、熱忱跟意

願，而非英語能力頂尖之學生。其次

面試時都難免會緊張，面試前可以

和同學、朋友或家長多多練習幾次，

或把握學校幫你們舉行的模擬面

試，提早累積自己面試經驗與技巧。 

6. 如果同時也要準備面試實作，

該如何進行時間分配？ 

建議可以規劃時間表，評估有多少

時間，做最有效率的分配。或請教學

校老師，甚至可以來信詢問各學系

系主任，文藻各學系主任都相當樂

意解答面試相關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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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建議回答 

7. 請問都會給予面試機會嗎？

還是也有可能在第一階段被

刷下來呢？ 

通過第一階段的審查的同學就能進

入到第二階段。第二階段包含備審

資料審查、面試與實作。 

(3)面試小技巧 

 簡單清楚的介紹自己，讓面試委員能對考生有基本的認識及了解 

 台風、表達能力流暢。 

 良好的儀表態度。 

 與面試委員之間的交流。有 Eye Contact! 

 是否有針對問題給予確實回答，並擁有自我見解，條理邏輯、思考清

晰。 

 是否能幫助面試委員了解考生之個人學習強項及發展潛力。 

(4)面試前的準備 

 熟讀書審資料 

面試主要會從書審資料的個人自傳及讀書計畫中

提出問題，並從學生的自我介紹及問題回答中，更

加瞭解此學生的特質。因此，面試準備技巧是務必

熟讀自己的書審資料。 

 考古題練習 
本校部分科系有提供面試考古題，同學可善加利

用。 

 蒐集校系資訊 

盡可能地蒐集、掌握學系或專業領域相關資料(可

查閱欲申請學校或學系網頁資訊)，進行研究。詳

細了解有興趣的科系和學校的現況是很重要的。 

 表達與台風訓

練 

對著鏡子練習或錄下練習影片逐步調整自己的狀

態。  

 若情況許可進

行模擬面試 

你可以試著請師長或同學協助以模擬面試的形式

多加練習，熟悉可能出現的問題回答，亦可請師長

聯繫向文藻外語大學提出模擬面試申請，讓本校

的教授前往你的學校進行模擬面試，提早累積面

試經驗與技巧。 

(5)面試當天須注意…… 

 所有面試考生將會由工作人員分批帶到各科系等候室。 

 請隨身攜帶貴重物品，但須將個人物品放置於等候室，勿帶入面試教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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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試關卡依申請科系不同分為 2關卡或 3關卡，每一關皆於不同的教

室應試，各有一位面試官負責。 

 每當面試關卡結束，請依工作人員指示進入下一間教室面試。 

 考生須留意確認完成所有面試關卡程序。 

(6)面試穿著 

面試服裝可以反應考生對考試及面試委員的重視，建議穿著以簡單、

乾淨、整齊、莊重但不過份拘謹的服儀為主。 

服裝建議 

男生 女生 

1. 下半身：可選擇西裝褲或卡其

褲（深色），避免穿牛仔褲、休

閒褲。 

2. 上半身：襯衫（素色、條紋）。 

3. 鞋子：皮鞋（黑色、深咖啡色）

或深色球鞋。 

1. 下半身：長褲、裙子（不要過

短），避免穿熱褲、牛仔褲、休

閒褲。 

2. 上半身：襯衫或素色上衣為主。

避免過於花俏、墜飾太多、過於

暴露、無袖的上衣。 

3. 也可穿著洋裝但裙子建議以坐

下可以蓋住大腿為佳。  

4. 避免穿著露出腳指頭的鞋子。 

5. 髮型和妝容建議整潔乾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