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trength Weakness 

1.  本天主教聖吳甦樂修會建校的「敬

天愛人」校訓，期勉學生「探求真理，

為他人服務」；完善的品格教育，深

受家長、校友、社會及企業肯定。 

2.  奠基於涵養博雅、外語與專業並重

的複合式外語教學。擁有深厚之五

十年外語教學底蘊。 

3.  全校學生英語必修 24學分，分 9級

授課及小班教學，著重於英語教育。 

4.  外語學系眾多，均以目標語言授課，

強調外語教學。 

5.  設有應用華語系及華語中心，培育

眾多華語師資，並提供國際學生學

習華語的服務。 

6.  設有外語應用相關系所，提供學生

跨領域學習機會。 

7.  設有英/外語能力診斷輔導中心，提

供學生客製化的外語學習輔導機

制。 

8.  擁有完善的導師制度，落實陪伴，為

學生提供關懷的友善環境。 

9.  擁有完善的境外學生關懷與輔導機

制。 

10.  畢業校友優秀表現於業界已有口

碑。校友向心力強，成為學校發展

的有力後盾。 

11.  擁有眾多實質交流的國際姊妹校，

具有深厚的國際化鏈結及行動力。 

12.  擁有基督宗教大學之國際合作網

絡。 

13.  擁有眾多實質交流的國際姊妹校 

14.  董事會成員均為義務董事，與學校

互動良好，並全力支持學校的永續

經營與發展。 

15.  校園位於市區，交通便捷，生活機

能完善，有利招生。 

1.  具有吳甦樂教育精神的資深教職員

陸續退休，傳承機制有待加強。 

2.  系(所)、中心的課程規劃過於本位思

維，無法大幅改革，跨單位合作之發

展受限。 

3.  行政團隊服務滿意度仍有進步空

間。 

4.  學校建築規劃雖精緻，歷年來也有

投入硬體建設，但現有校地空間較

為有限。 

5.  教師重視生活輔導，職涯輔導概念

仍待加強。 

6.  畢業生領導力、創造力及解決問題

能力有待提升。 

7.  語言專長教師較難有大型產學合作

計畫。 

8.  校務資訊系統開發久遠無法滿足現

況需求。 

9.  學生對於法治概念認知不足，易衍

生爭議。 

10.  教師因應學生教育需求改變之調

整緩慢。 

11.  缺乏創新思考和行動而流於團隊

守成。 

 

  



Opportunity Threat 

1.  與基督宗教大學及機構建立許多實

質合作交流。 

2.  本校重視良好品格的培育越來越受

到社會各界的肯定，也是大學教育

中受重視的一環。 

3.  國教司推動英語授課政策，英語教

學為未來趨勢。 

4.  高中第二外語政策的推動，有利歐

亞語系之發展。 

5.  全球風行的華語學習熱潮，造就廣

大的華語文教學市場。 

6.  產業國際化趨勢，有利外語人才需

求增加。 

7.  高等教育及產業之全球化趨勢有利

學校的辦學發展。 

8.  新南向政策推動，有利培育本校之

東南亞事務之專業人才。 

9.  數位學習與雲端科技的發展，開啟

遠距課程與網路大學的發展。 

10.  跨領域的課程規劃與教學實務愈

受重視。 

11.  大學治理相關法規開始鬆綁，有助

於未來大學的發展。 

12.  高教政策推動及鼓勵產學合作有

利產學能量的提升。 

13.  校友業界表現優異，向心力高，有

強烈合作發展意願。 

1.  功利及物質主義衝擊既有的品德

教育。 

2.  社會多元化愈加複雜，衝擊認知及

價值體系的變動。 

3.  外語機構日益普及，課程與教材推

陳出新。 

4.  遠距教學及全球化面臨全球的競

爭壓力。 

5.  全球高校教育市場自由化政策對

臺灣高校生源影響日益嚴重。 

6.  大學提供整套的全英語授課之學

位課程日漸增多。 

7.  臺灣各校均積極推動國際化。 

8.  台灣少子化的影響，導致生源不

足。 

9.  新世代學生學習模式劇變。 

根據 SWOT自我檢核的結果，本校建立四個主要的策略發展模式： 

1. 以優勢結合機會，積極作為 

優勢與機會的結合是差異化策略的運用，以強化組織特性的做法，取得最

大的競爭優勢。本校立校的基礎精神及其所呈現的品德教育成果獲得社會

各界肯定(優勢 1)，伴隨品德教育逐日受到重視的趨勢(機會 2)，本計畫發展

出「彰顯吳甦樂教育的核心價值」的策略，從吳甦樂修會當初立校的基礎出

發，也考量吳甦樂教育精神的傳承使命，發展、延續並深耕本校的特色。再

者，奠基於涵養博雅、外語與專業並重的複合式外語教學特色，以及設立諸

多外語應用相關系所(優勢 2, 6)，本校在政府新南向政策推動的潮流下，以

及跨領域的課程規劃與教學實務愈受重視(機會 8, 10)之際，本校發展出「發



展跨域加值人才創新學府」的策略，提供學生跨領域學習、新型態教學的發

展及職涯就業的教育思維。立基於外語大學的本質，文藻擁有華語與眾多外

國語種的豐富教學資源與經驗(優勢 3, 4, 5)，在國教司推動英語教學、高中

第二外語的政策下，以及全球風行的華語學習熱潮所造就的廣大華語文教

學市場需求(機會 3, 4, 5)，本校發展出「打造華外語師資的領導品牌」的策

略，掌握語言的力量，以投入學生職涯發展的推動。在語言的優勢下，本校

歷年來擁有眾多實質交流的國際姊妹校，累積深厚的國際鏈結及行動潛力，

並與基督宗教大學及機構建立許多實質合作交流(優勢 11, 12)，在國際產業

全球化趨勢下及高等教育全球化趨勢有利學校辦學發展(機會 6, 7)的環境下，

擬定「創造全球移動力的國際平台」的策略，致力於發揮外語大學特色，朝

國際化大學發展。 

       S+O 積極作為策略發展模式 

Strength Opportunity Strategy 

S1 本天主教聖吳甦樂

修會建校的「敬天

愛人」校訓，期勉學

生「探求真理，為他

人服務」；完善的品

格教育，深受家長、

社會及企業肯定。 

O2 本校重視良好品格

的培育越來越受到

社會各界的肯定，

也是大學教育中受

重視的一環。 

策略一、彰顯吳甦樂教

育的核心價值 

S2奠基於涵養博雅、外

語與專業並重的複

合式外語教學。擁

有深厚之五十年外

語教學底蘊。 

S6 設有外語應用相關

系所，提供學生跨

領域學習機會。 

O8 新南向政策推動，

有利培育本校之東

南亞事務之專業人

才。 

O10 跨領域的課程規

劃與教學實務愈

受重視。 

策略二、發展跨域加值

人才創新學府 

S3 全校學生英語必修

24學分，分 9級授

課及小班教學，著

重於英語教育。 

S4外語學系眾多，均以

目標語言授課，強

調外語教學。 

S5 設有應用華語系及

華語中心，培育眾

O3國教司推動英語授課

政策，英語教學為未

來趨勢。 

O4高中第二外語政策的

推動，有利歐亞語系

之發展。 

O5 全球風行的華語學習

熱潮，造就廣大的華

語文教學市場。 

策略三、打造華外語師

資的領導品牌 



Strength Opportunity Strategy 

多華語師資，並提

供國際學生學習華

語的服務。 

S11擁有眾多實質交流

的國際姊妹校，具

有深厚的國際化

鏈結及行動力。 

S12擁有基督宗教大學

之國際合作網絡。 

O6 產業國際化趨勢，

有利外語人才需

求增加。 

O7 高等教育及產業之

全球化趨勢有利

學校的辦學發展。 

策略四、創造全球移動

力的國際平台 

2. 以優勢回應威脅，創造特色 

針對系統性的威脅，本校採取以優勢回應的方式正向面對，在趨勢洪流中

擴大與其他競爭對手的差異，更鮮明地形塑本校的特色。針對「功利及物質

主義衝擊既有的品德教育」及「社會多元化愈加複雜，衝擊認知及價值體系

的變動」的環境面威脅(威脅 1, 2)，可善用「天主教聖吳甦樂修會建校的敬

天愛人校訓，期勉學生探求真理，為他人服務；完善的品格教育，深受家長、

社會及企業肯定」及「擁有完善的導師制度，落實陪伴，為學生提供關懷的

友善環境」(優勢 1, 8)的優勢進行因應，即本校所發展的「彰顯吳甦樂教育

的核心價值」策略。面對「臺灣各校均積極推動國際化」的趨勢威脅，本校

「創造全球移動力的國際平台」的策略將以「外語學系眾多，均以目標語言

授課，強調外語教學」、「設有應用華語系及華語中心，培育眾多華語師資，

並提供國際學生學習華語的服務」、「擁有完善的境外學生關懷與輔導機制」，

「具有深厚的國際化鏈結及行動力」、「擁有基督宗教大學之國際合作網絡」、

「擁有眾多實質交流的國際姊妹校」(優勢 4, 5, 9, 11, 12, 13)進行因應。 

再者，面對「台灣少子化的影響，導致生源不足」的環境威脅(威脅 8)，

本校發展出「形塑智慧與創新的永續大學」策略，立基於「董事會成員均為

義務董事，與學校互動良好，並全力支持學校的永續經營與發展」即「校園

位於市區，交通便捷，生活機能完善，有利招生」的優勢(優勢 14, 15)作為

因應，以開放透明、落實效能、精緻校園與數據管理的做法朝永續校園經營

邁進。 

    S+T 創造特色策略發展模式 

Strength Threat Strategy 

S1本天主教聖吳甦樂

修會建校的「敬天

愛人」校訓，期勉

學生「探求真理，

T1 功利及物質主義衝

擊既有的品德教

育。 

T2 社會多元化愈加複

策略一、彰顯吳甦樂教

育的核心價值 



Strength Threat Strategy 

為他人服務」；完善

的品格教育，深受

家長、社會及企業

肯定。 

S8擁有完善的導師制

度，落實陪伴，為

學生提供關懷的友

善環境。 

雜，衝擊認知及價

值體系的變動。 

S4外語學系眾多，均以

目標語言授課，強

調外語教學。 

S5 設有應用華語系及

華語中心，培育眾

多華語師資，並提

供國際學生學習華

語的服務。 

S9 擁有完善的境外學

生關懷與輔導機

制。 

S11 擁有眾多實質交流

的國際姊妹校，具

有深厚的國際化

鏈結及行動力。 

S12擁有基督宗教大學

之國際合作網絡。 

S13擁有眾多實質交流

的國際姊妹校。 

T7 臺灣各校均積極推

動國際化 

策略四、創造全球移動

力的國際平台 

S14董事會成員均為義

務董事，與學校互

動良好，並全力支

持學校的永續經

營與發展。 

S15校園位於市區，交

通便捷，生活機能

完善，有利招生。 

T8台灣少子化的影響，

導致生源不足。 

策略五、形塑智慧與創

新的永續大學 

 

  



3. 以機會彌補劣勢，應勢躍起 

「系(所)、中心的課程規劃過於本位思維，無法大幅改革，跨單位合作之

發展受限」」、「畢業生領導力、創造力及解決問題能力有待提升」、「教師因

應學生教育需求改變之調整緩慢」的劣勢現況道出文藻在推動教育目標上

面臨的危機與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教學單位具高度本位主義的狀況於各

大學中相當常見，教師自我本位主義亦是造成「教師因應學生教育需求改變

之調整緩慢」的原因之一，造成教學內容與工作實務逐漸脫節，引發學生就

業能力的低落，此為本校不得不重視與預防的問題。考量「跨領域的課程規

劃與教學實務愈受重視」與「大學治理相關法規開始鬆綁，有助於未來大學

的發展」的機會，本校以「發展跨域加值人才創新學府」之策略進行因應，

期待能突破現有困境，帶來轉變的契機。 

再者，文藻坐落於高雄市市區，雖有地利之便，但也在地價昂貴、市區土

地不易取得的狀況下面臨自我條件上的劣勢─「學校建築規劃雖精緻，但現

有校地空間較為有限」，然而在「全國唯一的外語大學，具備良好的競爭力

及穩定性」的機會下，本校提出「形塑智慧與創新的永續大學」策略，以良

善的管理及服務來建構一所類似美國紐約大學(New York University, NYU)

般的優質大學。 

身為語言類型學校，文藻在專業領域上的發展形態不同於具理、工、資、

醫類型科系學校，出現「語言專長教師較難有大型產學合作計畫」的特徵性

劣勢，本質上難以從「金額」面向與其他大學進行比較。而「高教政策推動

及鼓勵產學合作有利產學能量的提升」的機會讓文藻發展出「創造社會影響

力的外語大學」策略，依據立校精神與推動人文關懷的理念，文藻將持續推

動社區關懷與大學社會責任，透過教師與學生的參與，結合社區與外部組織，

共同進行交流、實作與問題的解決。換言之，上述的劣勢與機會讓文藻的產

學發展更為聚焦，也更有意義。 

    W+O 應勢躍起策略發展模式 

Weakness Opportunity Strategy 

W2 系(所)、中心的課

程規劃過於本位

思維，無法大幅改

革，跨單位合作之

發展受限。 

W6畢業生領導力、創造

力及解決問題能力

有待提升。 

O10 跨領域的課程規

劃與教學實務愈

受重視。 

O11 大學治理相關法

規開始鬆綁，有助

於未來大學的發

展。 

策略二、發展跨域加值

人才創新學府 



Weakness Opportunity Strategy 

W10 教師因應學生教

育需求改變之調

整緩慢。 

W4學校建築規劃雖精

緻，但現有校地空

間較為有限。 

O14 全國唯一的外語大

學，具備良好的競

爭力及穩定性。 

策略五、形塑智慧與

創新的永續大學 

W7 語言專長教師較難

有大型產學合作計

畫。 

O12 高教政策推動及

鼓勵產學合作有

利產學能量的提

升。 

策略六、創造社會影響

力的外語大學 

4. 臨威脅分析劣勢，自省改善 

面對威脅與劣勢，最好的做法是勇於面對；提出改善方法，本校「發展跨

域加值人才創新學府」策略便是面對「新世代學生學習模式劇變」(威脅 10)

與「教師因應學生教育需求改變之調整緩慢」、「缺乏創新思考和行動而流於

團隊守成」(劣勢 10,11)的因應對策。「發展跨域人才養成的創新學府」策略

提出教師與業界合作改良課程的計畫方案，同時面對威脅並改善劣勢。而且

「形塑智慧與創新的永續大學」策略以智能效率管理，因應「台灣少子化的

影響，導致生源不足」、(威脅 8)與「行政團隊服務滿意度仍有進步空間」、

「校務資訊系統開發久遠無法滿足現況需求」、「缺乏創新思考和行動而流

於團隊守成」(劣勢 3, 8,11)。 

     W+T 自省改善策略發展模式 

Weakness Threat Strategy 

W10 教師因應學生教

育需求改變之調

整緩慢。 

W11 缺乏創新思考和

行動而流於團隊

守成。 

T10 新世代學生學習模

式劇變。 

策略二、發展跨域加值

人才創新學府 

W3行政團隊服務滿意

度仍有進步空間。 

W8校務資訊系統開發

久遠無法滿足現

況需求。 

W11 缺乏創新思考和

行動而流於團隊

守成。 

T8 台灣少子化的影

響，導致生源不足。 

策略五、形塑智慧與創

新的永續大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