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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校課程委員會會議紀錄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6 年 6 月 6 日 

會議名稱：文藻外語大學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校課程委員會會議 

開會時間：中華民國 106 年 05 月 23 日（星期二）下午 2 時 30 分 

開會地點：至善樓十二樓 Z1205 會議室 

主  席：林耀堂教務長 

出 席 者： 

當然代表：學務處陳靜珮學務長                    總務處潘存真總務長 

研究發展處林潔研發長                  國際暨兩岸合作處楊晴雲國際長 

     進修部龔萬財主任                    英語暨國際學院張瑞芳院長 

     歐亞語文學院張守慧院長        文教創意產業學院許長謨院長 

     全人教育學院蔡介裕院長         

     英語暨國際學院 

     英國語文系林文川主任         國際事務系陳玉珍主任 

     翻譯系黃翠玲主任           國際企業管理系胡海豐主任 

     英語教學中心吳秋慧主任 

     歐亞語文學院 

     法國語文系王秀文主任         西班牙語文系劉碧交主任 

     德國語文系朱貞品主任         日本語文系林淑丹主任 

     東南亞語言教學中心張守慧主任     歐洲研究所林震宇所長 

     文教創意產業學院 

     應用華語文系向麗頻主任        數位內容應用與管理系郭大維主任 

     外語教學系黎昱希主任         傳播藝術系陳重友主任 

     師資培育中心周宜佳主任 

     全人教育學院 

     通識教育中心李雪甄主任        吳甦樂教育中心王學良主任 

     體育教學中心陳膺成主任 

教師代表： 

     翻譯系朱耀庭老師           日本語文系黃意雯老師 

     應用華語文系王季香老師        體育教學中心甘允良老師 

學生代表： 

     歐洲研究所一年級曾文晴        UF4A 黃育誠 

     XF4A 高菀蔆 

列 席 者：教務處廖詩文副教務長         教務處註冊組謝湘汝組長 

          進修部教務組蕭淳方組長        教務處課務組丁鈴玲組長 

紀 錄 ：李伊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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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 程 

壹、會前禱 

貳、主席報告 

參、業務報告 

肆、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請審議推動微型及深碗課程相關開課原

則。 
教務處課務組 p.7 

提案二 提請審議各系新增課程申請案。 

英語暨國際學院、 

文教創意產業學、 

全人教育學院 

p.7 

提案三 提請審議英國語文系碩士班 106 學年度科

目學分表修訂案。 
英語暨國際學院 p.9 

提案四 提請審議文藻外語大學「領隊/導遊人員」

專班實施要點。 
英語暨國際學院 p.10 

提案五 提請審議新增「翻譯專業人才培育產業學

程」申請案。 
英語暨國際學院 p.10 

提案六 提請審議多國語複譯研究所 106 學年度碩

士班科目學分表修訂案。 
英語暨國際學院 p.10 

提案七 提請審議國際企業管理系新增「商業管理實

務學分學程」申請案。 
英語暨國際學院 p.11 

提案八 

提請審議國際企業管理系日間部四技 106

學年度科目學分表新增「國際貿易大會考」

及「國際貿易技術士丙級」為畢業門檻證照

種類。 

英語暨國際學院 p.11 

提案九 
提請審議國際事業暨文化交流研究所(碩士

班、碩士在職專班)106 學年度科目學分表修

訂案。 

英語暨國際學院 p.11 

提案十 提請審議國際企業管理系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新增彈性課程申請案。 
英語暨國際學院 p.12 

提案十一 提請審議國際事務系 106 學年度新增課程

申請案。 
英語暨國際學院 p.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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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十二 提請審議國際事務碩士學位學程(全英語授

課)106 學年度科目學分表修訂案。 
英語暨國際學院 p.12 

提案十三 

提請審議國際事務碩士學位學程與美國福

特喜斯州立大學政治系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Fort Hays State University)

簽訂雙聯學制案。 

英語暨國際學院 p.13 

提案十四 

提請審議國際事務碩士學位學程與法國里

昂第二大學 CILA 碩士課程  (Commerce 

International et Langues Appliquees)簽訂雙

聯學制案。 

英語暨國際學院 p.13 

提案十五 提請審議申請教育部「多元文化語境之英文

學習革新課程申請計畫」案。 
英語暨國際學院 p.14 

提案十六 提請審議西班牙語文系 106 學年度日二技

科目學分表修訂暨新設課程申請案。 
歐亞語文學院 p.14 

提案十七 提請審議西班牙語文系 106 學年度日四技

科目學分表修訂暨新設課程申請案。 
歐亞語文學院 p.14 

提案十八 
提請審議「東南亞語言與產業學分學程」科

目學分表修訂案。 
歐亞語文學院 p.15 

提案十九 
提請審議歐洲研究所 106 學年度科目學分

表修訂案。 
歐亞語文學院 p.15 

提案二十 
提請審議應用華語文系 106 學年度輔系雙

主修科目學分表修訂案。 
文教創意產業學院 p.15 

提案二十一 

提請審議「文藻外語大學國民小學教師師資

職前教育課程教育專業課程科目及學分」修

訂案。 

文教創意產業學院 p.16 

提案二十二 

提請修訂外語文教事業發展研究所、華語文

教學研究所及創意藝術產業研究所 106 學

年度碩士班科目學分表有關學術倫理課程

部分。 

文教創意產業學院 p.17 

提案二十三 
提請審議 107 學年度五專部科目學分表修

訂案。 
全人教育學院 p.17 

提案二十四 
提請審議外籍生修習通識深化全英課程扺

修通識課程必修學分（不分學群）案。 
全人教育學院 p.18 

提案二十五 
提請審議傳播藝術系 106 學年度輔系雙主

修規定。 
文教創意產業學院 p.18 

提案二十六 
提請審議英國語文系進俢部二技 106 學年

度科目學分表修訂案。 
英語暨國際學院 p.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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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二十七 
提請審議國際觀光與會展學士學位學程

106 學年度科目學分表修訂案。 
英語暨國際學院 p.19 

提案二十八 
提請審議 106學年度第1學期體育教學中心

開設新增課程申請案。 
全人教育學院 p.19 

提案二十九 
提請審議外語文教事業發展所碩專班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新增課程申請案。 
文教創意產業學院 p.20 

提案三十 
提請審議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 18 門遠距教

學課程新開課案 
進修部教務組 p.20 

提案三十一 

提請審議國際企業管理系於 106 學年度起

日四技「經濟學(一)」、「經濟學(二)」與

「會計學(一)」、「會計學(二)」採用遠距

教學方式授課案。 

進修部教務組 p.21 

臨時提案一 
提請審議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 39 門遠距教

學持續開設課程開課案。 

教務處課務組、進修

部教務組 
p.22 

臨時提案二 
提請審議法國語文系日四技及日二技新課

程申請案。 
歐亞語文學院 p.24 

臨時提案三 
提請審議法國語文系 106 學年度日四技科

目學分表修訂案。 
歐亞語文學院 p.24 

臨時提案四 
提請審議法國語文系 106 學年度日二技科

目學分表修訂案。 
歐亞語文學院 p.24 

臨時提案五 
提請審議德國語文系 106 學年度日二技科

目學分表修訂案。 
歐亞語文學院 p.25 

臨時提案六 
提請審議德國語文系日四技及日二技新課

程申請案。 
歐亞語文學院 p.26 

臨時提案七 
提請審議德國語文系 106 學年度日四技科

目學分表修訂案。 
歐亞語文學院 p.26 

臨時提案八 
提請修訂德國語文系日間部輔系、雙主修之

修習科目學分表。 
歐亞語文學院 p.26 

臨時提案九 
提請審議西班牙語文系與西班牙 Navarra 大

學簽訂雙聯學制案。 
歐亞語文學院 p.27 

臨時提案十 

提請審議西班牙語文系二技新開必修「西語

職場專業口語表達」學年及學期課及選修課

程「實務專題(一)」、「實務專題(二)」。 

歐亞語文學院 p.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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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時提案十一 
提請審議西班牙語文系日二技 105 及 106

學年度科目學分表修訂案。 
歐亞語文學院 p.27 

臨時提案十二 
提請審議日本語文系各學制教學綱要修正

案。 
歐亞語文學院 p.28 

臨時提案十三 提請審議本學院彈性課程規劃書。 歐亞語文學院 p.28 

伍、臨時提案 

陸、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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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會前禱 

貳、 主席報告 

參、 業務報告 

一、 106學年度排課仍依往年由課務組排定共同科目時段，再請各系排定專業必修或選修，

排課時程如下： 

日 期 作業項目 

106 年 4 月 13 日 排課注意事項說明會(主任) 

106 年 4 月 17 日 排課注意事項說明會(助理) 

106 年 4 月 18 日 給各系（所）、中心排課 Excel 檔及注意事項 

106 年 5 月 16 日 系（所）、中心排課資料回傳 

106 年 5 月 17-26 日 
教室容量檢核、系統開課(含交叉檢核)、系上選修課

資料確認 

106 年 6 月 1-2 日 系上課程總檢核、學生帶課及分組 

106 年 6 月 2-5 日 系統限修條件交叉檢核、共同/分組/自修課時段設定 

106 年 6 月 5 日 初選資料公告 

106 年 6 月 12~16 日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初選 

二、 草擬「文藻外語大學學術倫理教育課程實施要點」說明： 

(一) 教育部於105年6月4日、106年1月9日及3月16日等多次來文要求針對提升師生學術

倫理，研擬各項策進機制。 

(二) 科技部明定自106年12月1日起，申請機構未建置學術倫理教育機制者，科技部得

不受理所申請之研究計畫，若選擇加入教育部之臺灣學術倫理教育資源中心，則

必須提供教師及研究人員(研究助理或工讀生)之課程實施要點，以做為確實加入

該中心之依據。 

(三) 教務處於106年4月25日與各所所長討論後，以106學年度入學研究生〝申請碩士學

位考試前，須通過「文藻外語大學學術倫理教育課程實施要點」所訂之學術倫理

教育課程〞配合辦理。 

(四) 「文藻外語大學學術倫理教育課程實施要點」草案，預定提106年6月6日教務會議

審議，草案內容如下： 

文藻外語大學學術倫理教育課程實施要點(草案) 

○○○年○○月○○日教務會議通過 

一、 本校為提升碩士班及碩士在職專班學生學術倫理之素養，特訂定「文藻外語大學學術倫

理教育課程」（以下簡稱本課程）實施要點。 

二、 自106學年度（含）起入學之碩士班及碩士在職專班學生，均須於入學第一學年結束前

修習本課程，若已修過相關課程且出示修課證明者，得經各所同意免修。 

三、 本課程實施方式： 

(一)教務處及進修部每學年將新生資料上傳至「臺灣學術倫理教育資源中心」線上平臺，

以協助建置帳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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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生於入學第一學年結束前，至「臺灣學術倫理教育資源中心」線上平臺修習指定課

程，並須於課程總測驗成績逹及格標準，即可線上取得修課證明。 

(三)各所得依特性與需求採認「臺灣學術倫理教育資源中心」線上平臺課程、校內外學術

倫理教育相關課程或替代措施。 

四、研究生於申請碩士學位考試前，須出示本課程之修課及格證明書或完成相關替代措施證

明。 

五、本要點經教務會議審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訂時亦同。 

肆、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教務處課務組 

案由：提請審議推動微型及深碗課程相關開課原則。 

說明： 

一、 為提供學生彈性且多元的學習管道，鼓勵學生自主學習與教師彈性教學，提供微

型及深碗課程之規劃，詳如附件 1(略)。 

二、 本案通過後，自 106 學年度試行，並視執行情形檢討修正。 

決議：照案通過，微型及深碗課程相關開課原則如附件 1(頁 29)。 

提案二 提案單位：英語暨國際學院、

文教創意產業學

院、全人教育學院 

案由：提請審議各系新增課程申請案。 

說明： 

一、各系新增課程如下表，新設課程綱要如附件 2（略）。 

 

序號 所屬學院 開課單位 課程名稱 備註 

1 

英語暨國際學

院（頁 30-35） 
英國語文系 

英語教學與數位教

材設計 

※英國語文系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系課程規劃小

組會議(106.4.19) 

※第 5 次系(所)務會議

(106.4.25) 

※英語暨國際學院 105 學年

度第 2 學期第 2 次院課程

委員會議(106.5.3)審議通

過 

2 英美搖滾樂賞析 

3 畢業公演 

4 

文敎創意產業

學院（頁 36-43） 

外語文教事業

發展研究所 

外語教學數位學習

與軟體應用研究 ※外教所 105 年 12 月 28 日課

程規劃小組會議 

※106 年 3 月 1 日系所務會議 

※文教創意產業學院 106 年 5

月 3 日院課程委員會 

5 
教育研究套裝軟體

應用 

6 論文/專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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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所屬學院 開課單位 課程名稱 備註 

7 應用華語文系 
中國思想的英語表

達 

※應華系 106 年 4 月 26 日系

所課程規劃小組會議及 

※106 年 4 月 27 日系所務會

議 

※文教創意產業學院 106 年 5

月 3 日院課程委員會議 

8 
華語文教學研

究所 

華語遠距教學理論

與實務 

※華研所 106 年 4 月 26 日課

程小組會議 

※106 年 4 月 27 日系所務會

議 

※文教創意產業學院 106 年 5

月 3 日院課程委員會議 

 

編號 
所屬學

院 

開課 

單位 
課程名稱 備  註 通過會議 

1 

全人教
育學院
（頁

44-60） 

通識教
育中心 

兩岸四地政經概況 
深化課程(全
英) 四技 

※1051 中心課程規劃
小組會議(105.11.16) 

※1051 中心會議 

(106.01.11)  

※1052 院課程委員會 

(106.04.25) 

2 
通識教
育中心 

勞動政策與社會關懷 
深化課程 

四技 

※1052 中心課程規劃
小組會議(106.04.14) 

※1052 中心會議 

(106.04.17) 

※1052 院課程委員會 

(106.04.25) 

 

3 
通識教
育中心 

科技產業與環境保護 
深化課程(全
英) 四技 

4 
通識教
育中心 

社會創新與社會開創： 

公部門與私部門 

深化課程 

彈性課程（微

型課程） 

日二、四技 

※分別於下列學

期開課： 

106 學年度

第 1 學期 

106 學年度

第 2 學期 

107 學年度

第 1 學期 

※三門各1學

分，修習2門 

可扺免深化通

5 
通識教
育中心 

社會創新與社會開創： 

非營利組織與社區部

門 

6 
通識教
育中心 

社會創新與社會開創： 

國際社會發展與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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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所屬學

院 

開課 

單位 
課程名稱 備  註 通過會議 

識2學分 

7 
體育教學
中心 

運動賽事服務學習課
程(二) (全英文課程) 

日二技 3-4 年

級、 

日五專 4-5 年

級、 

日四技 3-4 年

級 

※1052 中心課程規劃
小組會議(106.04.17) 

※1052 中心會議 

(106.04.20) 

※1052 院課程委員會 
(106.04.25) 

8 
體育教學
中心 

日本文化與武道(二) 日二技 4 年級 

9 

吳 甦 樂

教 育 中

心 

家庭婚姻的幸福之道 

微型課程，
106-1 開課 

日二、四技 

進二、四技 

※1052 中心課程規劃
小組會議(106.04.07) 

※1052 中心會議 

(106.04.24) 

※1052 院課程委員會 

(106.04.25) 

10 

吳 甦 樂

教 育 中

心 

天主教生命倫理觀 

微型課程，
106-1 開課 

日二、四技 

進二、四技 

11 

吳 甦 樂

教 育 中

心 

國際觀培育 

微型課程，
106-2 開課 

日二、四技 

進二、四技 

12 

吳 甦 樂

教 育 中

心 

聖經概論 

微型課程，
106-2 開課 

日二、四技 

進二、四技 

決議：照案通過，各系新設課程綱要如附件 2(頁 30-60)。 

執行情形：「中國思想的英語表達」及「兩岸四地政經概況」會後應用華語文系及通識教育中

心修改部份文字如附件 2(頁 41 及頁 44)。 

 

提案三 提案單位：英語暨國際學院 

案由：提請審議英國語文系碩士班 106 學年度科目學分表修訂案。 

說明： 

一、 依據「文藻外語大學學術倫理教育課程實施要點」第二條規定，修訂 106 學年度入

學之科目學分表，增列『申請碩士學位考試前，須通過「文藻外語大學學術倫理教

育課程實施要點」所訂之學術倫理教育課程』。 

二、本案業經英國語文系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3 次系課程規劃小組會議(106.4.25)、第

5 次系(所)務會議(106.4.25)及英語暨國際學院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院課程委員

會議(106.5.3)審議通過。 

三、英國語文系碩士班 106 學年度科目學分表如附件 3（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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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照案通過，英國語文系碩士班 106 學年度科目學分表如附件 3（頁 61）；送交教務會

議審議(106.6.6)。 

提案四 提案單位：英語暨國際學院 

案由：提請審議文藻外語大學「領隊/導遊人員」專班實施要點。 

說明： 

一、 為配合校務發展，申請教育部「技專校院辦理職能專業課程方案」，本系擬於 106

學年度開設「領隊/導遊人員」專班，協助學生考取相關證照，提升就業力。 

二、 本案業經英國語文系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系課程規劃小組會議(106.4.19)、第

5 次系(所)務會議(106.4.25)、英語暨國際學院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院課程委員

會議(106.5.3)及第 2 次院務會議(106.5.10)審議通過。 

三、 文藻外語大學「領隊/導遊人員」專班實施要點(草案)如附件 4（略）。 

決議：照案通過，文藻外語大學「領隊/導遊人員」專班實施要點(草案)如附件 4（頁 62-63）；

送交教務會議審議(106.6.6)。 

提案五 提案單位：英語暨國際學院 

案由：提請審議新增「翻譯專業人才培育產業學程」申請案。 

說明：  

一、 為執行 106 年度「教育部補助科技大學及技術學院辦理產業學院計畫」，本系擬推動

「翻譯專業人才培育產業學程」，其規劃書如附件 5（略）。 

二、 配合本學程，新增「翻譯產業實務與發展」、「智慧財產權與法律翻譯」及「翻譯專

案管理」課程申請案，新設課程綱要如附件 5（略）。 

三、 本案業經翻譯系第 2 學期第 2 次系所課程規劃小組會議(106.4.21)、第 3 次系所務會

議(106.4.21)及英語暨國際學院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院課程委員會議(106.5.3)

審議通過。 

決議： 

一、照案通過，翻譯專業人才培育產業學程規劃書及新設課程綱要如附件 5（頁 64-68）；

規劃書送交教務會議審議(106.6.6)。 

二、因其規劃書為教育部產業學院專班，故學分數僅為 15 學分。 

提案六 提案單位：英語暨國際學院 

案由：提請審議多國語複譯研究所 106 學年度碩士班科目學分表修訂案。 

說明： 

一、 依據「文藻外語大學學術倫理教育課程實施要點」第二條規定，修訂 106 學年度入

學之科目學分表，增列『申請碩士學位考試前，須通過「文藻外語大學學術倫理教

育課程實施要點」所訂之學術倫理教育課程』。 

二、 本案業經翻譯系第 2 學期第 2 次系所課程規劃小組會議(106.4.21)、第 3 次系所務會

議(106.4.21)及英語暨國際學院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院課程委員會議(106.5.3)

審議通過。 

三、 多國語複譯研究所 106 學年度科目學分表如附件 6（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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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照案通過，多國語複譯研究所 106 學年度科目學分表如附件 6（頁 69）；送交教務會

議審議(106.6.6)。 

提案七 提案單位：英語暨國際學院 

案由： 提請審議國際企業管理系新增「商業管理實務學分學程」申請案。 

說明： 

一、為執行 106 年度「教育部補助科技大學及技術學院辦理產業學院計畫」，本系所申請

之「產業學院契合式人才培育專班計畫書」中規劃「商業管理實務學分學程」，以俾

推動產業學院計畫各業務與活動。 

二、本案業經國際企業管理系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3 次系所課程規劃小組會議

(106.4.13)、第 3 次系所務會議(104.4.19)及英語暨國際學院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院課程委員會議(106.5.3)審議通過。 

三、「商業管理實務學分學程」規劃書如附件 7（略）。 

決議：照案通過，學程名稱異動為「商業管理實務產業學程」，其規劃書如附件 7（頁 70-72）；

送交教務會議審議(106.6.6)。 

提案八 提案單位：英語暨國際學院 

案由： 提請審議國際企業管理系日間部四技 106 學年度科目學分表新增「國際貿易大會考」

及「國際貿易技術士丙級」為畢業門檻證照種類。 

說明：  

一、依照 104 學年度科技大學綜合評鑑委員意見，擬於 106 學年度日四技科目學分表新

增「國際貿易大會考」及「國際貿易技術士丙級」為畢業門檻的證照種類之一。 

二、本案業經國際企業管理系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系所務會議(105.11.22)及英語暨

國際學院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院課程委員會議(106.5.3)審議通過。 

三、國際企業管理系 106 學年度科目學分表如附件 8（略）。 

決議：照案通過，國際企業管理系 106 學年度科目學分表如附件 8（頁 73-74）；送交教務

會議審議(106.6.6)。 

提案九 提案單位：英語暨國際學院 

案由： 提請審議國際事業暨文化交流研究所(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106 學年度科目學分表修

訂案。 

說明： 

一、配合本所申請更名為「國際事業暨跨文化管理研究所」（申請中），調整及新增本所

106 學年度科目學分表課程，碩士班及碩士在職專班之修正前後課程對照表如附件 9

（略）。 

二、依據「文藻外語大學學術倫理教育課程實施要點」第二條規定，修訂 106 學年度入

學之科目學分表，增列『申請碩士學位考試前，須通過「文藻外語大學學術倫理教

育課程實施要點」所訂之學術倫理教育課程』，科目學分表如附件 9（略）。 

三、106 學年度科目學分表另新增「大學校院英語檢定能力測驗 260 分」為碩士班及碩

士在職專班畢業門檻。 

四、配合本科目學分表修訂案，新增「國際經濟與金融」、「量化研究」、「跨國企業比較

管理」、「跨文化組織行為研究」、「質化研究」、「跨文化管理」、「創新與創業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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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模型與決策」、「國際事業財務管理」、「國際企業管理個案」、「跨文化競爭

力與溝通」、「國際整合行銷與公共關係」、「全球化與科技社會」、「文創產業經營管

理」共 14 門課程，新設課程綱要如附件 9（略）。 

五、本案業經國際企業管理系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系所課程規劃小組會議

(105.10.20)、第 2 學期第 3 次系所課程規劃小組會議(106.4.13)、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

第 2 次系所務會議(105.11.1)、第 2 學期第 3 次系所務會議(106.4.19)及英語暨國際學

院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院課程委員會議(106.5.3)審議通過。 

決議： 

一、「大學校院英語檢定能力測驗 260 分」為碩士班及碩士在職專班畢業門檻，此項規

定適用 107 學年度入學新生，並請國交所規劃相關配套措施因應語檢門檻規定。 

二、請於 106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 1 次校課程委員會補提「獨立研究(一)(二)」新課申請

表。 

三、國際事業暨文化交流研究所(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106 學年度科目學分表及新設

課程綱要如附件 9（頁 75-95）；科目學分表送交教務會議審議(106.6.6)。 

提案十 提案單位：英語暨國際學院 

案由： 提請審議國際企業管理系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新增彈性課程申請案。 

說明：  

一、 國際企業管理系擬於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開設「小農市集與社區創業」及「創新

與創業」2 門微型課程，新設課程綱要如附件 10（略）。 

二、 本案業經本系所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3 次課程規劃小組會議(106.4.13)、第 2 學

期第 3 次系所務會議(106.4.19)及英語暨國際學院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院課

程委員會議(106.5.3)審議通過。 

決議：照案通過，新設課程綱要如附件 10（頁 96-103）。 

提案十一 提案單位：英語暨國際學院 

案由：提請審議國際事務系 106 學年度新增課程申請案。 

說明：  

一、 配合申請教育部「106 年度技專校院教學創新先導計畫」之需求，開設「節慶活動製

作實務」課程，計畫類別：問題解決導向課程。 

二、 配合申請教育部青年發展署「106 年度大專學生國際體驗學習計畫」之需求，開設「新

南向發展戰略探討」課程。 

三、 本案業經國際事務系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4 次課程規劃小組會議(106.4.25)、第 4

次系務會議(106.4.25)及英語暨國際學院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院課程委員會議

(106.5.3)審議通過。 

四、 新設課程綱要如附件 11（略）。 

決議：照案通過，新設課程綱要如附件 11（頁 104-107）。 

提案十二 提案單位：英語暨國際學院 

案由：提請審議國際事務碩士學位學程(全英語授課)106 學年度科目學分表修訂案。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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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國際事務碩士學位學程 106 學年度科目學分表經 105.12.06 校課程委員會會議通過，

擬新增「台資企業中國大陸經商模式」與「中國大陸政經與社會發展」課程申請案，

新設課程綱要如附件 12（略）。 

二、 依據「文藻外語大學學術倫理教育課程實施要點」第二條規定，修訂 106 學年度入

學之科目學分表，增列『申請碩士學位考試前，須通過「文藻外語大學學術倫理教

育課程實施要點」所訂之學術倫理教育課程』。 

三、 本案業經國際事務碩士學位學程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課程規劃小組會議

(106.3.14)、第 2 次事務會議通過(106.3.14)及英語暨國際學院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院課程委員會議(106.5.3)審議通過。 

四、 國際事務碩士學位學程(全英語授課)106 學年度科目學分表如附件 12（略）。 

決議：照案通過，國際事務碩士學位學程(全英語授課)106 學年度科目學分表及新設課程綱

要如附件 12（頁 108-110）；科目學分表送交教務會議審議(106.6.6)。 

提案十三 提案單位：英語暨國際學院 

案由：提請審議國際事務碩士學位學程與美國福特喜斯州立大學政治系(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Fort Hays State University)簽訂雙聯學制案。 

說明：  

一、 本碩士學位學程與美國福特喜斯州立大學(FHSU)政治系商議雙聯學制合作案如下： 

1 年 + 1 年 

文藻國際事務碩士學位學程 + FHSU - Master of Liberal Studies, Global Studies 

二、 依據「文藻外語大學與境外大學辦理雙聯學制實施要點」，特訂定「文藻外語大學與

福特喜斯州立大學雙聯學位合作協議書」，英文版內容詳如附件 13（略）。 

三、 「文藻外語大學與境外大學辦理雙聯學制實施要點」第二條規定，FHSU 為政府主

管機關立案教育機構，並已經與本校進行學術交流書面約定(MOU)。 

四、 根據法規第三條第三項規定，修讀碩士班學生在二校修業之時間，合計至少須滿十

二個月。本雙聯學制合約為 1 年+1 年，在文藻一年，在 FHSU 一年，符合要求。 

五、 根據法規第三條第三項規定 FHSU 之 Global Studies 畢業學分為 31 學分，文藻國際

事務碩士學位學程畢業學分為 42 學分。本合約要求，學生到 FHSU 要修讀 16 學分，

學生在文藻要修讀 26 學分(42-16)。符合各達畢業應修總學分數之三分之一以上。 

六、 本案業經國際事務碩士學位學程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課程規劃小組會議

(106.3.14)、第 2 次事務會議(106.3.14)、英語暨國際學院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

院課程委員會議(106.5.3)及第 2 次院務會議(106.5.10)審議通過。 

決議：照案通過，合作協議書如附件 13（頁 111-119）；送交教務會議審議(106.6.6)。 

提案十四 提案單位：英語暨國際學院 

案由：提請審議國際事務碩士學位學程與法國里昂第二大學 CILA 碩士課程 (Commerce 

International et Langues Appliquees)簽訂雙聯學制案。 

說明：  

一、 法國里昂第二大學為政府主管機關立案教育機構，本碩士學位學程依據「文藻外語

大學與境外大學辦理雙聯學制實施要點」(以下簡稱本法規)之規定，與該校進行學

術交流書面約定，訂定「文藻外語大學與法國里昂第二大學雙聯學位合作協議書」

(MOU)，英文版內容如附件 14（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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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根據本法規第三條第三項規定，修讀碩士班學生在二校修業之時間，合計至少須滿

十二個月。本雙聯學制合約，在文藻三學期，在法國里昂第二大學一年(一學期課程

+一學期實習)，符合校內要求。 

三、 根據本法規第三條第三項規定，法國里昂第二大學畢業學分為 120 學分(ECTS)，文

藻國際事務碩士學位學程畢業學分為 42 學分。本合約要求，學生到法國里昂第二大

學要修讀 60 學分，學生在文藻至少需修讀 24 學分，符合各達畢業應修總學分數之

三分之一以上。 

四、 本案業經國際事務碩士學位學程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3 次系課程規劃小組會議

(106.5.9)、第 4 次事務會議(106.5.9)、英語暨國際學院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3 次院

課程委員會議(106.5.9)及第 2 次院務會議(106.5.10)審議通過。 

決議：照案通過，合作協議書如附件 14（頁 120-139）；送交教務會議審議(106.6.6)。 

提案十五 提案單位：英語暨國際學院 

案由：提請審議申請教育部「多元文化語境之英文學習革新課程申請計畫」案。 

說明：  

一、 依據教育部辦理補助多元文化語境之英文學習革新課程計畫徵件須知，本計畫申請

案應檢附全校課程委員會、教務會議或其他全校課程規劃相關權責單位或會議之同

意證明提供備查。 

二、 本計畫 A 類由英語教學中心提出申請，B 類由英語暨國際學院申請。A 類計畫業經

英語教學中心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3 次課程規劃小組會議(106.3.9)、第 2 學期第 3

次中心會議(106.4.24)、英語暨國際學院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院課程委員會議

(106.5.3)及第 2 次院務會議(106.5.10)審議通過。 

三、 計畫書置於現場備查。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六 提案單位：歐亞語文學院 

案由：提請審議西班牙語文系 106 學年度日二技科目學分表修訂暨新設課程申請案。 

說明： 

一、本案業經 106 年 4 月 26 日系課程規劃小組、5 月 1 日系務會議及 5 月 4 日院課程委

員會議審議通過。 

二、此科目學分表適用於 106 學年度後入學之學生。 

三、西班牙語文系預計於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開設新課程如下： 

序號 課程名稱 通過會議時間 

1 西班牙文教學法概論 106.04.26 系課程規劃小組會議 

106.05.01 系務會議 

106.05.04 院課程委員會議 2 數位西語文化 

四、106 學年度日二技西班牙語文系科目學分表及新設課程綱要如附件 15（略）。 

決議：照案通過，106 學年度日二技西班牙語文系科目學分表及新設課程綱要如附件 15（頁

140-142）；科目學分表送交教務會議審議(106.6.6)。  

提案十七 提案單位：歐亞語文學院 

案由：提請審議西班牙語文系 106 學年度日四技科目學分表修訂暨新設課程申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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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一、本案業經 106 年 4 月 26 日系課程規劃小組、5 月 1 日系務會議及 5 月 4 日院課程委

員會議審議通過。 

二、此科目學分表適用於 106 學年度後入學之學生。 

三、西班牙語文系預計於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開設新課程如下： 

序號 課程名稱 通過會議時間 

1 學期校外實習（一） 106.04.26 系課程規劃小組會議 

106.05.01 系務會議 

106.05.04 院課程委員會議 2 學期校外實習（二） 

四、106 學年度日四技西班牙語文系科目學分表及新設課程綱要如附件 16（略）。 

決議：照案通過，106 學年度日四技西班牙語文系科目學分表及新設課程綱要如附件 16（頁

143-145）；科目學分表送交教務會議審議(106.6.6)。 

提案十八 提案單位：歐亞語文學院 

案由：提請審議「東南亞語言與產業學分學程」科目學分表修訂案。  

說明： 

一、「東南亞語言與產業學分學程」科目學分表修改內容如下： 

(一) 變更課程架構格式及「職場體驗實習」課程規劃。 

(二) 修改歐亞語文學院彈性課程之抵修「東南亞語言與產業學分學程」學分清單。 

二、此科目學分表適用於 103 學年度起修習「東南亞語言與產業學分學程」之學生。 

三、本案業經 106 年 4 月 25 日中心課程會議、5 月 1 日中心會議及 5 月 4 日院課程委員

會議審議通過。 

四、修改後之「東南亞語言與產業學分學程」科目學分表如附件 17（略）。 

決議：照案通過，東南亞語言與產業學分學程科目學分表如附件 17（頁 146-148）；送交教

務會議審議(106.6.6)。 

提案十九 提案單位：歐亞語文學院 

案由：提請審議歐洲研究所 106 學年度科目學分表修訂案。 

說明： 

一、依據「文藻外語大學學術倫理教育課程實施要點」第二條規定，修訂 106 學年度入

學之科目學分表，增列『申請碩士學位考試前，須通過「文藻外語大學學術倫理教

育課程實施要點」所訂之學術倫理教育課程』。 

二、本案業經 106 年 4 月 27 日所課程規劃小組、所務會議及院課程委員會議審議通過。 

三、歐洲研究所 106 學年度科目學分表如附件 18（略）。 

決議：照案通過，歐洲研究所 106 學年度科目學分表如附件 18（頁 149）；送交教務會議審

議(106.6.6)。 

提案二十 提案單位：文教創意產業學院 

案由：提請審議應用華語文系 106 學年度輔系雙主修科目學分表修訂案。 

說明： 



16 

 

一、 因應 106 學年度系所科目學分表修正，提請討論修訂 106 學年度輔系雙主修科目學分

表。 

二、 修正對照表如下，科目學分表如附件 19（略）： 

輔系 

修改後 修改前 

科目 學期/學年 學分數 科目 學期/學年 學分數 

文學寫作 學期 2 散文寫作、新詩寫作、小說寫

作、戲劇寫作（4 選 2） 

學期 2 

口語表達技巧 學期 2 學期 2 

文字學 學期 2 
古典詩詞 學年 4 

華語語言學概論 學期 2 

雙主修 

文學寫作 學期 2 散文寫作 學期 2 

口語表達技巧 學期 2 新詩寫作 學期 2 

華語語言學概論 學期 2 小說寫作 學期 2 

文字學 學期 2 戲劇寫作 學期 2 

華語詞彙學 學期 2 語言與文化 學年 2 

三、本案經應華系 106 年 4 月 26 日課程小組會議及 106 年 4 月 27 日系所務會議通過，

並經文教創意產業學院 106 年 5 月 3 日院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決議：照案通過，應用華語文系 106 學年度輔系雙主修科目學分表如附件 19（頁 150）；送

交教務會議審議(106.6.6)。 

提案二十一 提案單位：文教創意產業學院 

案由：提請審議「文藻外語大學國民小學教師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教育專業課程科目及學分」

修訂案。 

說明： 

一、 本次僅修訂備註文字第 4 點，修訂前後對照表如下，修正後「文藻外語大學國民小學

教師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教育專業課程科目及學分」如附件 20（頁）： 

修訂後文字 現行文字 備註 

4. 修習國民小學教學實

習：應先修畢或同時修

習至少兩個不同領域

之教材教法科目。 

4. 修習國民小學教學實

習：應先修畢班級經營或

同時修習班級經營且應

先修畢至少兩個不同領

域之教材教法科目。 

因目前教學實習課程重點在

於教學演練，較無機會進行

班級經營之技巧練習，故調

整部分文字敘述。 

二、本案業經師培中心 106 年 4 月 21 日課程規劃小組會議及中心會議審議通過，並經文

教創意產業學院 106 年 5 月 3 日院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決議：照案通過，文藻外語大學國民小學教師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教育專業課程科目及學分」

如附件 20（頁 151-154）；送交教務會議審議(10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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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二十二 提案單位：文教創意產業學院 

案由：提請修訂外語文教事業發展研究所、華語文教學研究所及創意藝術產業研究所 106 學

年度碩士班科目學分表有關學術倫理課程部分。 

說明： 
一、 為提升碩士班及碩士在職專班學生學術倫理之素養，本校訂定「文藻外語大學學術倫

理教育課程實施要點」。自 106 學年度(含)起入學之碩士班及碩士在職專班學生需符

合其規範使能取得畢業資格。 

二、 擬於 106 學年度碩士班科目學分表及修業辦法增列「申請碩士學位考試前，須通過文

藻外語大學學術倫理教育課程實施要點之倫理課程」條款，各所 106 學年度科目學分

表如附件 21（略）。 

三、 各研究所會議通過時間如下： 

單位名稱 課程規劃小組會議 系所務會議 

華語文教學研究所 106.04.26 106.04.27 

外語文教事業法展研究所 106.04.26 106.04.26 

創意藝術產業研究所 106.05.02 106.05.09(補) 

四、本案業經 106 年 5 月 3 日院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決議：照案通過，三所 106 學年度科目學分表如附件 21（頁 155-158）；送交教務會議審議

(106.6.6)。 

提案二十三 提案單位：全人教育學院 

案由：提請審議 107 學年度五專部科目學分表修訂案。 

說明： 

一、現行五專部必修課「音樂」及「藝術生活」為 2 學分學年課，為與其他必修科目學

分一致化，擬修正為 2 學分學期課。(修改前後對照表如下) 

修正後 修正前 

備註 
科目名稱 

年
級 

學
期 

必
選
修 

學
分 

時
數 

科目名稱 
年
級 

學
期 

必
選
修 

學
分 

時
數 

音樂 一 
上 

必 2 2 音樂 一 
上 必 1 1 修正為學期課並

採上下學期對開 下 下 必 1 1 

藝術生活 二 
上 

必 2 2 藝術生活 二 
上 必 1 1 修正為學期課並

採上下學期對開 下 下 必 1 1 

二、本案業經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4 次中心課程規劃小組(105.12.30)及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中心會議（106.01.11)審議，並經本學期第 1 次院課程委員會（106.04.25)

通過。 

課務組組長：二門課程由學年課修改為學期課，請補提新課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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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教育中心主任：二門課程除學年課改為學期課外，其餘皆不變，請委員同意修正，會後

補書面資料。 

決議：補音樂及藝術生活新設課程綱要書面資料後照案通過，如附件 22（頁 159-160）；送

交教務會議審議(106.6.6)。 

提案二十四 提案單位：全人教育學院 

案由：提請審議外籍生修習通識深化全英課程扺修通識課程必修學分（不分學群）案。 

說明： 

一、 配合外籍學生的需求，中心開設全英語通識深化課程。 

二、 為顧及大一、大二外籍生修習涵養通識課程之因難，擬規劃外籍生以修習全英語深

化通識課程抵修通識必修學分（不分學群），課程名稱暫定如下表。 

三、 另規劃於一般選修時段開設全英語選修通識課程，若符合通識課程亦列入抵修通識

必修學分。 

全英語通識課程規劃 

103 學年度 104 學年度 105 學年度 106 學年度 

生活中的物理 生活中的物理 跨科際整合與應用  跨科際整合與應用  

臺灣歷史與地
理 

跨科際整合與應用 
亞太地區國際關係概
論 

亞太地區國際關係概論 

 
亞太地區國際關係概
論  

跨文化溝通：臺灣印
象 

跨文化溝通：臺灣印象 

 
跨文化溝通：臺灣印
象  

科技產業與現代生活 科技產業與環境保護  

   視覺藝術 兩岸四地政經概況 

   森林資源與綠色產業 

四、本案業經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4 次中心課程規劃小組(105.12.30)及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中心會議（106.01.11)審議並經本學期第 1 次院課程委員會（106.04.25)

通過。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十五 提案單位：文教創意產業學院 

案由：提請審議傳播藝術系 106 學年度輔系雙主修規定。 

說明：  

一、 配合傳藝系 106 學年度科目學分表修正，提請修訂 106 學年度輔系雙主修規定。 

二、 修訂後 106 學年輔系雙主修規定如附件 22（略）。 

三、 本案業經傳藝系 106 年 5 月 2 日課程規劃小組會議及 106 年 5 月 9 日系所務會議審議

通過，亦經文教創意產業學院 106 年 5 月 16 日臨時院課程會議審議通過。 

決議：照案通過，傳播藝術系 106 學年輔系雙主修科目學表如附件 23（頁 161）；送交教務

會議審議(10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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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修部 

提案二十六 提案單位：英語暨國際學院 

案由：提請審議英國語文系進修部二技 106 學年度科目學分表修訂案。 

說明：  

一、 本系醫護模組選修課已連續開設三年，故擬將相關課程納入進二技 106 學年度科目

學分表，科目學分表如附件 24（略）。 

二、 本案業經英國語文系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系課程規劃小組會議(106.3.8)、第 5

次系(所)務會議(106.4.25)及英語暨國際學院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院課程委員

會議(106.5.3)審議通過。 

決議：照案通過，英國語文系進修部二技 106 學年度科目學分表如附件 24（頁 162）。 

提案二十七 提案單位：英語暨國際學院 

案由：提請審議國際觀光與會展學士學位學程 106 學年度科目學分表修訂案。 

說明：  

一、 配合課程規劃之需要，建立學生專案管理的基本觀念與原則，使理論與實務並重，

本學位學程擬於 106 學年度新增「專案管理」2 學分選修課程，科目學分表如附件

25（略）。  

二、 本案業經國際觀光與會展學士學位學程課程規劃小組會議(106.4.18)、事務會議審議

(106.4.18)及英語暨國際學院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院課程委員會議(106.5.3)審

議通過。 

決議：照案通過，國際觀光與會展學士學位學程 106 學年度科目學分表如附件 25（頁

163-164）。 

提案二十八 提案單位：全人教育學院 

案由：提請審議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體育教學中心開設新增課程申請案。 

說明： 

一、依本中心課程規劃於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新增 2 門（進修部）課程，業經本學期第

1 次中心課程規劃小組會議（106.04.17）與期中體育教學中心會議（106.4.20）審查

通過。 

二、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擬申請新增課程如下，新設課程綱要如附件 26（略）： 

序

號 
課程名稱 提案單位 備註 

1 鄭子太極拳 37 式 
體育教學中心 

進二技 3-4 年級 

進四技 1-4 年級 2 鄭子太極拳 37 式(二) 

三、以上申請案業經 1052 第 1 次（106.04.25）院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擬送校課程委員

會議審議。 

決議：鄭子太極拳 37 式異動課程名稱為鄭子太極拳 37 式(一) ，其餘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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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情形：會後體育教學中心修改鄭子太極拳 37 式(一)課程概要為 37 式之 1-15 式，鄭子

太極拳 37 式(二)為 37 式之 16-37 式，新設課程綱要如附件 26（頁 165-166）。 

提案二十九 提案單位：文教創意產業學院 

案由：提請審議外語文教事業發展所碩專班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新增課程申請案。 

說明： 

一、 本所本次新增課程 3 門，資料如附件 26（略）。 

序號 課程名稱 提案單位 

1 海(內)外觀摩研習 
外語文教事業發展

所 
2 教育研究套裝軟體應用 

3 論文 

二、 本案業經本所 105 年 12 月 28 日課規劃小組會議及 106 年 3 月 1 日系所務會議審議

通過，並經文教創意產業學院 106 年 5 月 3 日院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決議：照案通過，新設課程綱要如附件 27（頁 167-172）。 

提案三十 提案單位：進修部教務組 

案由：提請審議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 18 門遠距教學課程新開課案。 

說明：  

一、 18 門課程如下： 

序號 課程名稱 開設學年學期 開課單位 開課教師 

1 兒童英語教學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起 英國語文系 林怡萍 

2 專題英語演說訓練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起 英國語文系 周則銘 

3 英文文選（一）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起 英語教學中心 
蔡佳蓉 

賴琦瑾 

4 英文文選（二）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起 英語教學中心 
林瑋廷 

陳淑玲 

5 英文文選（三）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起 英語教學中心 
林慧宜 

潘瑋琪 

6 國際貿易實務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起 國際企業管理系 鍾佳融 

7 國際人力資源管理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起 國際企業管理系 楊惠娥 

8 初級會計（日間部）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起 國際企業管理系 曹淑琳 

9 法語口語訓練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起 法國語文系 

葉素敏 

傅恒忠 

黃彬茹 

葉耿麟 

林待吟 

林豪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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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課程名稱 開設學年學期 開課單位 開課教師 

10 德文文法與修辭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起 德國語文系 

謝岱薇 

薩百齡 

謝碧娥 

廖靜韻 

11 德國文化與文明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起 德國語文系 

張嘉斌 

李克揚 

白秋石 

方興華 

12 餐旅德文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起 德國語文系 薛欣怡 

13 德文翻譯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起 德國語文系 黃士元 

14 西班牙文（二）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起 西班牙語文系 

陳麗鈴 

楊雅媛 

貝羅菈 

劉碧交 

15 西班牙語聽講練習(二)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起 西班牙語文系 

劉惠風 

葛愛倫 

魯四維 

甘荷西 

16 西班牙文閱讀與習作(一)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起 西班牙語文系 

貝羅菈 

呂郁婷 

謝淑貞 

毛蓓雯 

17 日文(二)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起 日本語文系 童鳯環 

18 日文寫作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起 日本語文系 
段裕行 

方斐麗 

二、上述 18 門課經開課單位審查後，提經 106 年 5 月 17 日遠距教學推動委員會審核通過，

依程序提請校課程委員會及教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即可開課。 

決議：照案通過；送交教務會議審議(106.6.6)。 

提案三十一 提案單位：進修部教務組 

案由：提請審議國際企業管理系於 106 學年度起日四技「經濟學(一)」、「經濟學(二)」與

「會計學(一)」、「會計學(二)」採用遠距教學方式授課案。 

說明：  

一、本校國際企業管理系課程「經濟學(一)」、「經濟學(二)」與「會計學(一)」、「會

計學(二)」已於 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經本校遠距教學三級三審機制審議通過，且自

104 學年度起於進修部四技採遠距教學方式授課，並已通過期末評鑑審查。 

二、因 104 學年度「經濟學(一)」、「經濟學(二)」與「會計學(一)」、「會計學(二)」

於遠距課程新課申請時，僅勾選於進修部四技開設，為完備行政程序，經 106 年 5

月 17 日遠距教學推動委員會審議通過，依程序提請校課程委員會及教務會議審議通

過後，即可於日四技開課。 

決議：照案通過；送交教務會議審議(10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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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時提案一 提案單位：教務處課務組、進

修部教務組 

案由：提請審議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 39 門遠距教學持續開設課程開課案。 

說明： 

一、 39 門課程如下： 

序號 課程名稱 開設學年學期 開課單位 開課教師 

1 中國藝術專題與賞析 95 學年度第 1 學期起 應用華語文系 林翠雲 

2 
西洋五十幅名畫與 

十五位畫家 
96 學年度第 1 學期起 應用華語文系 林翠雲 

3 
華語遠距同步教學與 

教材設計 
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起 應用華語文系 林翠雲 

4 中國語文運用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起 應用華語文系 
林建勳 

林景蘇 

5 歷代文選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起 應用華語文系 

陳智賢  

鐘明彥 

戴俊芬 

6 英文文法與寫作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起 英國語文系 

季慕華 

王寂岑 

王岫晴 

何姿瑩 

商雅君 

7 英文初階寫作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起 英國語文系 

程昭勳 

劉子瑛 

林柏瓏 

8 商業英語口語訓練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起 英國語文系 張純華 

9 專業英語聽力訓練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起 英國語文系 

周則銘 

吳碧禎 

劉依綺 

10 英文商業寫作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起 英國語文系 林柏瓏 

11 商業法文與書信 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起 法國語文系 盧安琪 

12 法語會話（一）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起 法國語文系 盧安琪 

13 法文閱讀與寫作(二)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起 法國語文系 薛名琄 

14 法文翻譯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起 法國語文系 徐落茲 

15 法國文化與文明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起 法國語文系 王秀文 

16 德文文法與寫作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起 德國語文系 楊舒媛 

17 實用西班牙文(一)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起 西班牙語文系 金賢真 

18 實用西班牙文(二)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起 西班牙語文系 未定 

19 西班牙文(一)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起 西班牙語文系 未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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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課程名稱 開設學年學期 開課單位 開課教師 

20 西班牙語聽講練習(一)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起 西班牙語文系 
孫素靜 

龔書凡 

21 韓文(一) 100 學年度第 1 學期起 日本語文系 鄭恩英 

22 日文(一)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起 日本語文系 未定 

23 日語發音與聽力練習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起 日本語文系 黃思瑋 

24 日語會話(一)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起 日本語文系 童鳳環 

25 全人發展 (一)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起 吳甦樂教育中心 
陳立言 

黃德芳 

26 全人發展 (二)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起 吳甦樂教育中心 
陳立言 

李茂榮 

27 英語聽力(一)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起 英語教學中心 未定 

28 英語聽力(二)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起 英語教學中心 未定 

29 英語聽力(三)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起 英語教學中心 未定 

30 會計學(一)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起 國際企業管理系 吳德華 

31 經濟學(一)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起 國際企業管理系 胡海豐 

32 經濟學理論與應用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起 國際企業管理系 胡海豐 

33 生產與作業管理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起 國際企業管理系 蔡振義 

34 古典音樂入門 99 學年度第 1 學期起 通識教育中心 宮芳辰 

35 浪漫的時代與音樂 102 學年度第 2 學期起 通識教育中心 宮芳辰 

36 實用勞動法規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起 通識教育中心 郭慧根 

37 歷史文化與生活專題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起 通識教育中心 謝忠志 

38 環境與人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起 通識教育中心 李維元 

39 資訊概論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起 數位內容應用與管理系 

梁丁文 

楊雄斌 

李玉雯 

戚振中 

40 電腦多媒體應用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起 數位內容應用與管理系 

郭大維 

陳泰良 

邱菊添 

二、依「文藻外語大學遠距教學實施細則」第五條第一項第一款，課程自開設遠距教學

課程以來，每學期教學意見調查評量平均皆達 3.5 以上，本次開課可免經系所（中

心）及遠距教學推動委員會審查，依程序提請校課程委員會及教務會議審議通過後，

即可開課。 

決議：照案通過，新增序號 26 全人發展(二) ；送交教務會議審議(10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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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時提案二 提案單位：歐亞語文學院 

案由：提請審議法國語文系日四技及日二技新課程申請案。 

說明：法文系預計於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開設日四技及日二技新課程如下，新設課程綱要

如附件 28(略): 

序號 學制 課程名稱 通過會議時間 

1 日四技 進階法語朗讀(一) 

106.04.26 系課程規劃小組會議 

106.04.26 系務會議 

106.05.19 臨時院課程委員會議 

2 日四技 進階法語朗讀(二) 

3 日四技 學期校外實習(一) 

4 日四技 學期校外實習(二) 

5 日二技 實務專題(一) 

6 日二技 實務專題(二) 

7 日二技 中法口譯 106.05.11 系課程規劃小組會議 

106.05.12 系務會議 

106.05.19 臨時院課程委員會議 

8 日二技 進階法文筆譯技巧運用 

9 日二技 學期校外實習 

決議：照案通過，新設課程綱要如附件 28（頁 173-187）。 

臨時提案三 提案單位：歐亞語文學院 

案由：提請審議法國語文系 106 學年度日四技科目學分表修訂案。 

說明： 

一、 法文系 106 學年度日四技科目學分表修改前後對照表如下： 

修改後 修改前 

刪除 歐語文教模組中「進階法語聽講訓練

(一)」及「進階法語聽講訓練(二)」 

新增「進階法語朗讀(一)」及「進階法

語朗讀(二)」 

無 

「學期校外實習(一) 」、「學期校外實

習(二) 」各 15 學分 

※溯及 103~105 學年度入學之學生 

「學期校外實習(一) 」、「學期校外實

習(二) 」各 14 學分 

歐語文教模組中「法國文化資產」為第

四學年上、下學期各 2 學分 

歐語文教模組中「法國文化資產」為第

三學年上、下學期各 2 學分 

二、 本案業經 106 年 4 月 26 日系課程規劃小組、系務會議、5 月 11 日系課程規劃

小組及 5 月 12 日系務會議及 5 月 19 日臨時院課程委員會議審議通過。 

三、 此科目學分表適用於 106 學年度後入學之學生，法文系 106 學年度日四技科目

學分表如附件 29(略)。 

決議：照案通過，法文系 106 學年度日四技科目學分表如附件 29（頁 188-189）；送交教務

會議(106.6.6)審議。 

臨時提案四                             提案單位：歐亞語文學院 

案由：提請審議法國語文系 106 學年度日二技科目學分表修訂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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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一、 法文系 106 學年度日二技科目學分表修改前後對照表如下： 

修改後 修改前 

「中法口譯」改為 4 學分，第二學年

上、下學期各 2 學分 

「中法口譯」為第二學年上學期 2 學分 

「進階法文筆譯技巧應用」改為 4 學

分，第二學年上、下學期各 2 學分 

「進階法文筆譯技巧應用」為第二學年

下學期 2 學分 

「學期校外實習」改為 15 學分 

※溯及 105 學年度入學之學生適用。 

「學期校外實習 」為 14 學分 

新增「實務專題(一)」在第二學年上學

期、「實務專題(二)」在第二學年下學

期 

無 

刪除 系訂必修「職場專題寫作」、系訂選修

「法國文學與電影」、「法文筆譯技巧運

用」、「法文逐步口譯」 

「西洋藝術史」改為第一學年下學期 2

學分 

「西洋藝術史」為第一學年上學期 2 學

分 

「臺灣文化法語導覽」改為第一學年上

學期 2 學分 

「臺灣文化法語導覽」為第一學年下學

期 2 學分 

「法國文學評論」改為第二學年下學期

2 學分 

「法國文學評論」為第一學年下學期 2

學分。 

二、 本案業經 106 年 4 月 26 日系課程規劃小組、系務會議、5 月 11 日系課程規劃

小組及 5 月 12 日系務會議及 5 月 19 日臨時院課程委員會議審議通過。 

三、 此科目學分表適用於 106 學年度後入學之學生。學期校外實習課程溯及 105 學

年度學生適用。 

四、 法文系 106 學年度日二技科目學分表如附件 30(略)。 

決議：照案通過，法文系 106 學年度日二技科目學分表如附件 30（頁 190）；送交教務會議

(106.6.6)審議。 

臨時提案五                           提案單位：歐亞語文學院 

案由：提請審議德國語文系 106 學年度日二技科目學分表修訂案。 

說明： 

一、 修改前：畢業總學分 72 學分=共同必修 22 學分+系訂必修 24 學分+系訂必選修

至少 1 學分+系訂選修課程 20 學分+一般選修 5 學分。 

二、 修改後：畢業總學分 72 學分=共同必修 22 學分+系訂必修 28 學分+系訂必選修

至少 1 學分+系訂選修課程 16 學分+一般選修 5 學分。 

三、 此科目學分表適用於 106 學年度後入學之學生，如附件 31(略)。 

四、 因應學期校外實習(一)及(二)學分數修改為 15 學分，同時追溯修改 105 學年度

入學之日二技科目學分表。 

五、 本案業經 5 月 11 日系課程規劃小組、5 月 17 日系務會議及 5 月 19 日臨時院課

程委員會議審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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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照案通過，德文系 106 學年度二技科目學分表如附件 31（頁 191）；送交教務會議

(106.6.6)審議。 

臨時提案六                             提案單位：歐亞語文學院 

案由：提請審議德國語文系日四技及日二技新課程申請案。 

說明： 

一、 德文系預計於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開設日四技及日二技新課程如下，新設課

程綱要如附件: 

課程名稱 備註 

專業德語聽講訓練(一) 新增之必修課程 

專業德語聽講訓練(二) 新增之必修課程 

企業德文 
原為學期課，改為學年課 

學分增為每學期 4 學分 

台灣文化與觀光德語導覽 原為學期課，改為學年課 

德文逐步口譯 原為學期課，改為學年課 

實務專題(一) 新增之選修課程 

實務專題(二) 新增之選修課程 

學期校外實習(一) 原為 14 學分，改為 15 學分 

學期校外實習(二) 原為 14 學分，改為 15 學分 

二、 本案業經 5 月 11 日系課程規劃小組、5 月 17 日系務會議及 5 月 19 日臨時院課

程委員會議審議通過。 

決議：照案通過，新設課程綱要如附件 32（頁 192-207）。 

臨時提案七                            提案單位：歐亞語文學院 

案由：提請審議德國語文系 106 學年度日四技科目學分表修訂案。 

說明： 

一、因應學期校外實習(一)及(二)學分數修改為 15 學分，修改 106 學年度入學之日四技

科目學分表。 

二、同時追溯修改 103~105 學年度入學之日四技科目學分表，如附件。 

三、本案業經 5 月 11 日系課程規劃小組、5 月 17 日系務會議及 5 月 19 日臨時院課程委

員會議審議通過。 

決議：照案通過，德文系 106 學年度日四技科目學分表如附件 33（頁 208-212）；送交教務

會議(106.6.6)審議。 

臨時提案八                              提案單位：歐亞語文學院 

案由：提請修訂德國語文系日間部輔系、雙主修之修習科目學分表。 

說明： 

一、 因應 106 學年度日二技科目學分表修改調整，擬修改日間部學生申請修習本系輔

系、雙主修之修習課程內容。 

二、 本案通過後，自 106 學年度起適用，如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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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本案業經 5 月 11 日系課程規劃小組、5 月 17 日系務會議及 5 月 19 日臨時院課程委

員會議審議通過。 

決議：照案通過，德文系日間部輔系、雙主修科目學分表如附件 34（頁 213）；送交教務會

議(106.6.6)審議。 

臨時提案九                              提案單位：歐亞語文學院 

案由：提請審議西班牙語文系與西班牙 Navarra 大學簽訂雙聯學制案。 

說明：本案業經 5 月 4 日系務會議及 5 月 19 日臨時院課程委員會議審議通過，雙聯學制合約

書敬請參閱附件 35(略)。 

決議：照案通過，合約書如附件 35（頁 214-231）。 

臨時提案十                                   提案單位：歐亞語文學院 

案由：提請審議西班牙語文系二技新開必修「西語職場專業口語表達」學年及學期課及選修

課程「實務專題(一)」、「實務專題(二)」。 

說明：西文系預計於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開設日二技新課程如下，新設課程綱要如附件 36(略)： 

序號 學制/開課班級 課程名稱 
學年/ 

學期 

必修/ 

選修 
通過會議時間 

1 日二技/YS4 
西語職場專業口

語表達 
學年 必修 

106.05.15 系課程規劃小組會議 

106.05.15 系務會議 

106.05.19 臨時院課程委員會議 

2 日二技/YHE4C 
西語職場專業口

語表達 
學期 必修 

106.05.15 系課程規劃小組會議 

106.05.15 系務會議 

106.05.19 臨時院課程委員會議 

3 日二技/YS4 實務專題(一) 學期 選修 

106.05.15 系課程規劃小組會議 

106.05.15 系務會議 

106.05.19 臨時院課程委員會議 

4 日二技/YS4 實務專題(二) 學期 選修 

106.05.15 系課程規劃小組會議 

106.05.15 系務會議 

106.05.19 臨時院課程委員會議 

決議：照案通過，新設課程綱要如附件 36（頁 232-237）。 

臨時提案十一                                提案單位：歐亞語文學院 

案由：提請審議西班牙語文系日二技 105 及 106 學年度科目學分表修訂案。 

說明： 

一、 為更符合學生選課需求，修訂本系日二技科目學分表，其修改前後對照表如下： 

年級 
修改後 修改前 

備註 
課程名稱 學分 課程名稱 學分 

YS4 西語職場專業口語表達 4 專題製作 4 
必修/學

年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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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案業經 5 月 15 日系課程規劃小組、5 月 16 日系務會議及 5 月 19 日臨時院

課程委員會議審議通過。 

三、 西文系日二技 105 學年度及 106 學年度入學科目學分表如附件 37(略)。 

決議：照案通過，西文系日二技 105 及 106 學年度科目學分表如附件 37（頁 238-239）；

送交教務會議(106.6.6)審議。 

臨時提案十二                                提案單位：歐亞語文學院 

案由：提請審議日本語文系各學制教學綱要修正案。 

說明： 

一、 日文系部分課程之課程目標、課程概要提及日檢能力，考量不適宜於教學綱要

中加入日檢目標，故將所有課程提及日檢之字句予以刪除，詳如附件。 

二、 本案業經 106 年 5 月 10 日系課程規劃小組、5 月 17 日系務會議及 5 月 19 日

臨時院課程委員會議審議通過。 

三、 日本語文系教學綱要-課程目標修訂前後對照表及日本語文系教學綱要-課程概

要修訂前後對照表如附件 38(略)。 

決議：照案通過，如附件 38(頁 240-251)。 

臨時提案十三                               提案單位：歐亞語文學院 

案由：提請審議本學院彈性課程規劃書。 

說明： 

一、 本學院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起已開設三門深碗課程「探索東南亞（印尼語組）」、

「探索東南亞（越南語組）」及「網路市集東南亞」，新設課程綱要如附件

39(略)。 

二、 本案業經 5 月 19 日臨時院課程委員會議審議通過。。 

決議：照案通過，新設課程綱要如附件 39(頁 252-265)。 

伍、臨時提案 

陸、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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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藻外語大學推動微型課程相關原則 

一、目的  

為提供學生彈性且多元的學習管道，鼓勵學生自主學與教師彈性教學，提供微型課程之

規劃。  

二、定義  

遵循教學活動的客觀規律，以較少的時間、精力和物力投入，取得較大的教學效果，其

適用範圍為五專部高年級與大學部(含進修部)之課程。   

三、開課原則 

 (一)開課學分為1學分，授時數至少18小時，訂於週六上課，3週完成課程為原則(每週6小

時，並於初選時註明上課日期及時間)。  

 (二)本課程若由2位以上教師全程參與共同授課，每位教師可依實際到課時數計算鐘點

費，亦可採共時教學並計鐘點(共時教學以2位為原則)。 

 (三)此課程鐘點為外加(不納入超鐘點4小時計算)。 

 (四)若由不同教學單位教師共同新開課程，可由其中一位教師提出申請即可。 

四、學分認列 

(一)專業系所開設之課程可抵專業選修之學分。 

(二)中心所開設之課程，於開課時應註記可抵修之科目。 

 

 

文藻外語大學推動深碗課程相關原則 

一、目的：為提供學生彈性且多元的學習管道，鼓勵學生自主學與教師彈性教學，歡迎本校

教師規劃開設碗課程。  

二、定義：係指非專屬單一專業學科領域，乃以學生學習成果為導向之整合性課程，課程需

融入創新創意與跨領域學習的內涵，加強理論與實作的鏈結，其適用範圍為五專

部高年級與大學部(含進修部)。 

三、試辦期間：106學年度，每院每學期2門課程為原則。 

四、深碗課程併入選修課1.6倍之採計方式： 

(一)依原課程設計：原課程(2學分)+實作(1學分)+服務學習(1學分)→4學分，則採計原課程

2學分；原課程(3學分)+討論問題(1學分)+實作(1學分)+服務學習(1學分)→6學分，則

採計原課程3學分。  

(二)全新課程設計：如規劃之課程在6學分以下者，採計2學分，規劃之課程在7學分以上

者，採計3學分。 

五、學分認列 

(一)專業系開設給專業系學生修讀者，可抵專業選修之學分。 

(二)專業系開設給全校學生修讀者，可抵專業系負責之共同必修，於開課時應註記可相互

抵修之科目(共同必修)。 

(三)各中心開設全校學生選修之課程，於開課時應註記可抵修之科目(共同必修)。 

六、深碗課程的鐘點費及超鐘點計算方式，與一般課程相同。(微型課程的鐘點費及超鐘點之

計算方式：若由 2 位以上教師全程參與共同授課，每位教師可依實際到課時數計算鐘點

費，亦可採共時教學並計鐘點，共時教學以 2 位為原則，其超鐘點為外加方式計算。)

提案一 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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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語文系-1 

中文課程名稱 
Chinese Name of Course 

英語教學與數位教材設計 
模組名稱 

Module Name 
文學與語言教育模組 

英文課程名稱 
English Name of Course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 AND DIGITAL MATERIAL DESIGN 

學制 

School System 

【Day School】  

□日二技 2-Year College 

■日四技 4-Year College 

□日五專 5-Year Junior College 

□研究所 Graduate Institute 

【Division of Continuing Ed.】 

□進二技 2-Year College 

□進四技 4-Year College 
年級 

Year 
3 

必修/選修 
Required or Elective Course 

□必修 Required course 

■選修 Elective Course 
學分/時數 

Credits/Hours 

 4 學分(每學期)/ 

Credits per semester/ 

 2+2 小時(每週) 

Hours per week 

學期/學年 

Course Type 

□學年課 Year-long course 

■學期課 Semester 
開課單位 

Dept. of Offering Courses 
英國語文系 

 

課程概要 

Course Content 

本課程旨在深化本系學生英語教學實務與創新能力。修習本課程之學生將透過

專題式學習，結合數位科技的演練操作，加強英語教學理論與實務鍊結，進而

展現多元、創新且深入的學習成效。本課程進行方式將由兩位教師合作共同入

班授課(一位為英語教學專長教師，另一位為數位科技專長教師)，師生可經跨

領域交流與資源分享，提升創造與創新的學習能力。學習內容包括英文電子書

製作、英文教材教具製作、英文學習網頁設計、英文教學多媒體應用等。 

This course is aimed to strengthen and deepen students’ practical and innovative 

skills in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 Through project-based learning, students will be 

able to demonstrate their essential subject knowledge in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 

familiarity with the principles of effective teaching, and practical innovative hands-on 

exercise with the technology-assisted multimedia teaching/learning platforms. This 

course will be taught inter-disciplinarily between the departments of English and 

Digital Content Application and Management. Course content includes English 

e-book production, English teaching materials design, English learning websites 

design, and other multi-media application in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learning. 

課程目標 

Course Objectives 

本課程以培養研發創新課程實務、講授課程的討論或作業指導實務、深化學習
課程教學實務能力為原則。 

1. 了解英文教學的趨勢與方向  

2. 深化個人英文語言應用及資訊科技整合能力 

3. 培養英語教學特質專長與團隊合作溝通能力 

4. 提升語言教育的反思能力與自我成長 

Upon completion of this course, students will be able to: 

1. realize the trend and impact of globalization on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 

2. strengthen general English language proficiency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skills 

3. develop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 professio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ability 

4. Increase critical thinking and self-reflection in language teaching  

提案二 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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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對之能力指標 
Corresponding Skill 

Indicator / Standard 

3-3-1 提昇獨立思考及綜合分析能力。(二技三) 

4-3-1 具備融合語言學及英語教學理論之能力。(二技三) 

4-3-1 加強對各種專業領域的思辨能力。(四技三) 

對應的產業別 

Corresponding to 

Industry 

(c) 語言教學產業  

(f) 文化創意產業 

產業對應的知能 
Knowledge Corresponding 

to Industry 

A-c-10 語言整合教學能力 

A-c-13 教材選擇及教材設計能力 
A-c-15 運用媒體教學能力 

對應的升學領域 
Corresponding Grade 

Promotion Area 

B-1 語言教學 

B-3 數位媒體設計 

B-12 文化創意 

B-18 教育科技 

對應升學領域的知能 
Knowledge of 

Corresponding Grade 

Promotion Territory 

C-9 數位媒體設計能力 

C-18 語言教學相關知能 

C-20.創意與創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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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語文系-2 

中文課程名稱 

Chinese Name of 

Course 

英美搖滾樂賞析 
模組名稱 

Module Name 
文化模組 

英文課程名稱 

English Name of 

Course 

APPROACHES TO ROCK AND ROLL 

學制 

School System 

【Day School】 

□日二技 2-Year College 

□日四技 4-Year College 

【Division of Continuing 

Ed.】 

□進二技 2-Year College 

■進四技 4-Year College 

年級 

Year 
4 

必修/選修 

Required or 

Elective Course 

□必修 Required course 

■選修 Elective course 

2 學分/2 時數 

Credits/Hours 

  2 學分(每學期)/ 

Credits per semester/ 

2 小時(每週) 

Hours per week 

學期/學年 

Course Type 

□學年 Year-long course 

■學期 semester course 

開課單位 

Dept. of Offering 

Courses 

英文系 

English Dept. 

 

課程概要 

Course 

Content 

本課程首重聆聽經典搖滾樂團之曲目，並介紹樂團及時代背景、分析

歌詞及各團的樂風，並引介搖滾史上重要之現場演唱會實況。透過聲音、

文字與影像，使同學了解搖滾之內涵，且增進欣賞當代英文歌詞及口語英

文之能力。教學方法則包含播放專輯唱片、歌詞解釋、演唱會實況、電吉

他教學、分組討論與報告。 

The course plays rock classics by some of the representative groups. 

Besides its verbal aspect, the course also focuses on the cultural and social 

background to the lyrics. Each week we will play the music first and discuss the 

lyrics and the messages behind the words. In addition to playing the studio 

works, we will also watch live performances of some of the representative 

groups in rock history (see “Syllabus”), analyzing differences between what is 

done in the studio and what one hears and sees in a live show. All lyrics to the 

songs played will be scrutinized. Basic electric guitar chords / riffs will be 

demonstrated by the instructor himself whenever necessary.  

課程目標 

Course 

Objectives 

1. 引發學生對搖滾樂及其歌詞之興趣。 

2. 培養對文字及音樂優劣之批判能力。 

3. 增進審美觀。 

4. 了解現代英語之用法。 

1. igniting students’ interest in rock and roll and its lyrics.  

2. cultivating students’ ability to distinguish solid rock and roll from mere 

pop hits. 

3. improving students’ musical aesthetics and taste in both enduring rock 

lyrics (“Kashmir” and “Bohemian Rhapsody,” for instance) and English 

poetry set to music by modern songwriters (Leonard Cohen’s setting of the 

Byron poem and the Yeats’s poems set to music by The Waterboys).  

4. understanding colloquial expressions in modern rock and roll lyrics and 

appreciating the music behind the words. 

Basic skills in translation (English-Chinese) will also be part of the 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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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對之能力指

標 

3-4-1 分析比較東西方社會及文化議題。 

3-4-2 運用文化知識，賞析英美文學作品。 

對應的產業別 

Corresponding 

to Industry 

(f)文化創意產業 

產業對應的知

能 

Knowledge 

Corresponding to 

Industry 

A-f-2 創意與創新能力 

A-f-14 藝文賞析能力  

A-f-15 文學作品專業編譯能力 

對應的升學領

域 

Corresponding 

Grade Promotion 

Area 

B-10 文化研究 

B-12 文化創意 

B-19 翻譯 

B-31 語言研究 

對應升學領域

的知能 

Knowledge of 

Corresponding 

Grade Promotion 

Territory 

C-2 外語讀寫能力 

C-6 對主修語言國家文化的認識 

C-24 藝文賞析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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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語文系-3 

中文課程名稱 
Chinese Name of Course 

畢業公演 
模組名稱 

Module Name 
無 

英文課程名稱 
English Name of Course 

GRADUATION PLAY 

學制 

School System 

【Day School】 

□日二技 2-Year College 

□日四技 4-Year College 

■日五專 5-Year Junior College 

□研究所 Graduate Institute 

【Division of Continuing Ed.】 

□進二技 2-Year College 

□進四技 4-Year College 
年級 

Year 
5 

必修/選修 
Required or Elective Course 

□必修 Required course 

■選修 Elective Course 
學分/時數 

Credits/Hours 

4 學分(每學期)/ 

Creditsper semester/ 

2+2 小時(每週) 

Hours per week 

學期/學年 

Course Type 

□學年課 Year-long course 

■學期課 Semester 
開課單位 

Dept. of Offering Courses 
英國語文系 

 

課程概要 

Course Content 

本課程屬跨領域選修，學生學習籌辦英文話劇(兩場次)同時增長相關商業領域知
識(公關與行銷技巧)。透過課程，厚植學生籌辦畢業公演所需技能。學生亦可在
課程中培養團隊合作，問題解決與時間管理能力，同時增進責任心。課程內容
涵蓋劇本撰寫與修纂、佈景道具製作與排演。商業領域課程包含學習編列預算、
募款籌資與行銷宣傳。 

This is an interdisciplinary course combining English Literature (Drama) with 

Business (particularly Public Relations and Marketing). The goal of this course is to 

produce a graduation play (2 performances). During this process, students will gain 

skills and abilities associated with producing a play such as collaboration and 

teamwork, problem solving, time management, and recognition of responsibility. 

Activities include developing/editing the script, building props and conducting 

rehearsals. In addition, students will also learn the business side of putting on a play 

such as fundraising, budgeting, and marketing/promotion.  

課程目標 

Course Objectives 

1. 閱讀原著、分析討論劇情與詮釋劇本 

2. 如何規劃與籌辦公演 

3. 培養領導暨團隊合作能力 

4. 增進娛樂產業的了解 

1. read, analyze, discuss and interpret a play 

2. plan, organize, and produce a play 

3. develop leadership and cooperative skills in group settings 

4. gain understanding of the entertainment industry 

評量方式 

Evaluation Criteria 

評量方式包含課堂參與、任務投入與成效、責任承擔與同儕考評。 

Assessment in this course will be based on participation, completion of group tasks, 

individual responsibility, and peer evaluation.  

配對之能力指標 
Corresponding Skill 

Indicator / Standard 

3-5-1 瞭解英國文學源流，建立文學史觀。 

4-5-1 提昇獨立思考及綜合分析能力。 

6-5-1 內化職場規範，培養團隊合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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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應的產業別 

Corresponding to 

Industry 

A-f 文化創意產業 

A-g 商管產業 

產業對應的知能 
Knowledge Corresponding 

to Industry 

A-f-1 文字編輯能力 

A-f-2 創意與創新能力 

A-f-9 產業經營管理能力 

A-g-6 行銷企畫與執行能力 

A-g-9 製程管理與資訊處理能力 

對應的升學領域 
Corresponding Grade 

Promotion Area 

B-12 文化創意 

對應升學領域的知能 
Knowledge of 

Corresponding 

GradePromotionTerritory 

C-4 組織能力 

C-15 策略、規劃能力 

C-20.創意與創新能力 

 



36 

 

外語文教事業發展研究所-1 

中文課程名稱 
Chinese Name of Course 

外語教學數位學習與軟體應用研

究 

模組名稱 

Module Name 

選修科目-外語教學相關課

程 

英文課程名稱 
English Name of Course 

E-LEARNING AND SOFTWARE APPLICATION IN FOREIGN LANGUAGE 

INSTRUCTION 

學制 

School System 

【Day School】 

□日二技 2-Year College 

□日四技 4-Year College 

□日五專 5-Year Junior College 

研究所 Graduate Institute 

【Division of Continuing Ed.】 

□進二技 2-Year College 

□進四技 4-Year College 
年級 

Year 
1 

必修/選修 
Required or Elective Course 

□必修 Required course 

選修 Elective course 

學分/時數 

Credits /Hours 

3 學分(每學期)/ 

Credits per semester/ 

3 小時(每週) 

Hours per week 

學期/學年 

Course Type 

□學年 Year-long course 

學期 semester course 

開課單位 

Dept. of Offering Courses 
外語文教事業發展研究所 

 

課程概要 

Course Content 

本課程目的為介紹如何透過電腦科技來實現數位學習。課程內容涵蓋線上資源

的利用、線上合作學習與評估、遠距教學設計、線上學習資源運用與評估及行

動學習的發展。 

This course aims to provide knowledge of Electronic Learning (or E-Learning) as a 

type of educational medium in language learning. The content of the course covers 

online language learning resources, online collaboration learning and evaluation, 

distance learning design, online resources evalu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distance 

education. 

課程目標 

Course Objectives 

1. 描述數位學習的概觀； 

2. 撰寫外語數位學習相關的學術研究論文； 

3. 具有數位學習的分析,應用與評估能力。 

1. Acquire the basic concepts of E-learning. 

2. Write a research paper related to E-learning and language learning/teaching. 

3. Analyze, apply, and evaluate E-learning. 

配對之能力指標 
Corresponding Skill 

Indicator / Standard 

1-1-13 能提供外語學習工具以輔助教學課程 

1-1-14 能分析、應用及評量數位外語學習系統 

1-1-15 能製作生活化的數位學習單元 

對應的產業別 

Corresponding to 

Industry 

語言教學產業、數位內容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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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對應的知能 
Knowledge Corresponding 

to Industry 

語言教學產業 

12.課程設計及課程規劃能力 

13.教材選擇及教材設計能力 

15.運用媒體教學能力 

數位內容產業 

14.資料處理知識能力 

15.資訊科技應用知識能力 

對應的升學領域 

Corresponding Grade 

Promotion Area 

語言教學、教育科技、語言研究 

對應升學領域的知能 

Knowledge of 

Corresponding Grade 

Promotion Territory 

語言教學、教育科技、語言研究 

9.數位媒體設計能力 

13.資訊管理能力 

14.資訊軟體運用能力 

15.策略、規劃能力 

18.語言教學相關知能 

20.創意與創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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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語文教事業發展研究所-2 

中文課程名稱 
Chinese Name of Course 

教育研究套裝軟體應用 
模組名稱 

Module Name 

選修科目-外語文教事業經

營與管理相關課程 

英文課程名稱 
English Name of Course 

APPLICATION OF SOFTWARE FOR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RESEARCH 

學制 

School System 

【Day School】 

□日二技 2-Year College 

研究所 Graduate Institute 

【Division of Continuing Ed.】 

□進二技 2-Year College 

□進四技 4-Year College 

年級 

Year 
1 

必修/選修 
Required or Elective Course 

□必修 Required course 

選修 Elective course 

學分/時數 

Credits /Hours 

2 學分(每學期)/ 

2 小時(每週) 

學期/學年 

Course Type 

□學年 Year-long course 

學期 semester course 

開課單位 

Dept. of Offering Courses 
外語文教事業發展研究所 

 

課程概要 

Course Content 

本課程目的為介紹教育學家、社會學家和其他科學家處理數值資料如:人口普查、調查

報告及實驗數據所會用到的知識及技術。課程內容涵蓋次數分配、集中量數、變異量、

機率理論、估計值等，平均數差異檢定(T-test)和無母數變異量，以及相關之統計分析。 

This course aims to introduce the knowledge and techniques which educators, sociologists 

and other scientists use to summarize numeric data obtained from censuses, surveys, and 

experiments. The course content includes frequency distribution, central tendency, variability, 

probability theory, and estimation as well as testing hypotheses for group differences in 

means (t test & ANOVA, etc.) and for association between two variables (correlation, 

chi-square test, etc.). 

課程目標 

Course Objectives 

1. 解釋統計的基本概念； 

2. 利用電腦運算說明數值資料的描述統計之意義； 

3. 利用電腦運算各種推論統計； 

4. 驗證實驗假設； 

5. 解釋各種統計方法的差異，並且知道如何為不同的研究問題選擇適當的統計方法。 

1. explain basic concepts of statistics (e.g., population vs. sample, sampling distribution), 

2. summarize numeric data by computing descriptive statistics (e.g., mean, variance) and by 

creating tables and graphs, as well as learn a computer method using SPSS for each 

procedure, 

3. compute various inferential statistics using computer methods, 

4. test hypotheses applying probability theory, 

5. explain the differences among various statistical techniques and identify an appropriate 

technique for a given set of variables and research questions. 

配對之能力指標 
Corresponding Skill 

Indicator / Standard 

4-1-1 能應用教育研究套裝軟體了解統計的概念、運算各種推論統計及驗證實驗

假設 

4-1-2 能針對不同的研究問題選擇適當的統計方法 

對應的產業別 語言教學產業 

產業對應的知能 
Knowledge Corresponding 

to Industry 

15.運用媒體教學能力。 

20.語言教學研究能力。 

對應的升學領域 教育科技、語言研究 

對應升學領域的知能 

教育科技、語言研究 

10.基礎設計能力 

14.資訊軟體運用能力 

18.語言教學相關知能 

23.研究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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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語文教事業發展研究所-3 

中文課程名稱 
Chinese Name of Course 

論文/專題研究 
模組名稱 

Module Name 
必修科目 

英文課程名稱 
English Name of Course 

THESIS/ APPLIED PROJECT 

學制 

School System 

【Day School】 

□日二技 2-Year College 

□日四技 4-Year College 

研究所 Graduate Institute 

【Division of Continuing Ed.】 

□進二技 2-Year College 

□進四技 4-Year College 

年級 

Year 
2 

必修/選修 
Required or Elective Course 

必修 Required course 

□選修 Elective course 

學分/時數 

Credits /Hours 

3 學分(每學期)/ 

Credits per semester/ 

3 小時(每週) 

Hours per week 

學期/學年 

Course Type 

□學年 Year-long course 

學期 semester course 

開課單位 

Dept. of Offering Courses 
外語文教事業發展研究所 

 

課程概要 

Course Content 

本課程目的為指導個別碩士生計劃及撰寫碩士論文。 

This course aims to help the individual student develop and compose their thesis. 

課程目標 

Course Objectives 

1. 習得學術研究方法； 

2. 具備獨立研究能力； 

3. 具備學術論文撰寫能力； 

4. 完成論文寫作與報告。 

1. Acquire academic research methods. 

2. Conduct independent research. 

3. Compose research articles and thesis. 

4. Complete a thesis and oral defense. 

配對之能力指標 
Corresponding Skill 

Indicator / Standard 

2-2-1 能了解外語學習策略與風格的研究風潮與發展 

2-2-3 能了解評量外語學習策略與風格的研究工具、研究調查 

2-2-4 能了解補習班的外語學習策略與風格及學生學習成效 

2-2-5 能詮釋英語能力標準測驗與非正式測驗在評量中的角色 

2-2-7 能說明如何選擇可靠而正確的英語能力評量工具 

2-2-6 能執行英語能力評量的編製與實施步驟 

2-2-2 能了解亞洲國家對外語學習策略與風格的研究，尤其是台灣的研究發展 

對應的產業別 

Corresponding to 

Industry 

語言教學產業、數位內容產業 

產業對應的知能 
Knowledge Corresponding 

to Industry 

語言教學產業 

1.英語讀寫能力 

11.各種教學方法知識 

12.課程設計及課程規劃能力 

13.教材選擇及教材設計能力 

14.教室管理能力 

15.運用媒體教學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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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教學評量能力 

19.專案企劃與執行能力 

20.語言教學研究能力 

數位內容產業 

1.英語讀寫能力 

6.專案企劃與執行能力 

12.創意與創新知識能力 

14.資料處理知識能力 

15.資訊科技應用知識能力 

對應的升學領域 

Corresponding Grade 

Promotion Area 

語言教學、數位謀體設計、教育科技、語言研究 

對應升學領域的知能 

Knowledge of 

Corresponding Grade 

Promotion Territory 

語言教學、數位謀體設計、教育科技、語言研究 

1.外語聽說的能力 

2.外語讀寫的能力 

3.網際網路應用能力 

4.組織能力 

13.資訊管理能力 

14.資訊軟體運用能力 

23.研究能力 

 



41 

 

應用華語文系-1 

中文課程名稱 
Chinese Name of Course 

中國思想的英語表達 
模組名稱 

Module Name 
 

英文課程名稱 
English Name of Course 

EXPRESSION OF CHINESE CULTURE AND PHILOSOPHY IN ENGLISH 

學制 

School System 

【Day School】 

□日二技 2-Year College 

V 日四技 4-Year College 

□日五專 5-Year Junior College 

□研究所 Graduate Institute 

【Division of Continuing Ed.】 

□進二技 2-Year College 

□進四技 4-Year College 
年級 

Year 
2 

必修/選修 
Required or Elective Course 

□必修 Required course 

V選修 Elective course 
學分/時數 

Credits/Hours 

2  學分(每學期)/ 

Credits per semester/ 

2 小時(每週) 

Hours per week 

學期/學年 

Course Type 

□學年 Year-long course 

V學期 semester course 
開課單位 

Dept. of Offering Courses 
應用華語文系 

 

課程概要 

Course Content 

本課程將以全英語授課，引導學生學習如何以英語表達中國文化與思想之概

念。本課程除了講授中英名詞之會通之外，也同時訓練學生以英語介紹中華文

化思想及相關之文化現象。課程內容可大致分為三個部分： 

一、理解「四書」、「老莊」及佛教之基本思想。 

二、英譯之中國哲學篇章選讀。 

三、英文口語訓練。 
This course will be conducted in full English, to direct the students using English to 

express the concept of Chinese culture and thinking. Beside guiding the students to 

learn the specific terms in traditional Chinese thinking in English, the content of this 

course is also attempt to train the students the abilities to introduce Chinese culture 

and philosophy and their related issues in English. 

The content of this course is basically formed by three parts: 

1. To comprehend the basic principles in “the four book”, “Lao Zi and Zhuang Zi” 

and Buddhism.  

2. Selected reading from the masterpiece of Chinese philosophy in English. 

3.  A training in English oral expression. 

課程目標 

Course Objectives 

1、培養學生之漢學英語閱讀能力。 

2、提升學生以英語表達傳統中華文化與思想之能力。 

3、訓練學生之英語口語表達能力。 

4、提升學生對中化傳統思想的理解能力。 

5、引導學生進一步理解中西文化會通之道。 

1. To cultivate the ability of reading Sinology works in English. 

2.  To enhance the ability of expressing the idea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nd 

thinking in English. 

3. To train the ability of oral expression in English. 

4. To enhance the ability to understand the core idea of Chinese traditional 

philosophy. 

5. To enlighten the students ways to syncretization between Eastern and Western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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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對之能力指標 
Corresponding Skill 

Indicator / Standard 

1-2-2 能理解特定專書與專題，並能提出問題及分析 

2-2-2 能理解華語語言專門學科基礎知識 

1-2-7 能理解傳播理論並運用於實務操作 

對應的產業別 語言教學產業、文化創意產業 

產業對應的知能 

語言教學產業： 

2.第二外語聽說能力 

3.第二外語讀寫能力 

10.語言整合教學能力 

文化創意產業： 

3.中文能力 

10.英美傳統文化與文學認知 

21.跨文化溝通能力 

對應的升學領域 文學研究、語言研究、各語言類 

對應升學領域的知能 

文學研究： 

12.筆譯口譯能力 

16.國際觀 

23.藝文賞析能力 

語言研究： 

4. 組織能力 

12.口譯、筆譯能力 

各語言類： 

1. 外語聽說能力 

2. 外語讀寫能力 

23.研究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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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語文教學研究所-1 

中文課程名稱 
Chinese Name of Course 

華語遠距教學理論與實務 
模組名稱 

Module Name 
 

英文課程名稱 
English Name of Cours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CHINESE DISTANCE TEACHING 

學制 

School System 

【Day School】 

□日四技 4-Year College 

V 研究所 Graduate Institute 

【Division of Continuing Ed.】 

□進二技 2-Year College 

□進四技 4-Year College 

年級 

Year 
1 

必修/選修 
Required or Elective Course 

□必修 Required course 

V選修 Elective course 

學分/時數 

Credits/Hours 

2  學分(每學期)/ 

2 小時(每週) 

學期/學年 

Course Type 

□學年 Year-long course 

V學期 semester course 
開課單位 

Dept. of Offering Courses 
華語文教學研究所 

 

課程概要 

Course Content 

本課程藉由遠距教學理論導入華語教學實務，並從中學習 ASSURE 教學及教材設計模式，包括

分析學習者、敍寫教學目標、選擇方法、媒體與教材、使用媒體與教材、要求學習者參與、評

估與修正六個階段。 

This course is based on the theory of distance learning into Chinese teaching practice, and learns from 

the ASSURE teaching and teaching materials design pattern, including six stages：Analyze learners、

State objectives、 Select instructional methods, media, and materials、Utilize media and materials、

Require learner participation、Evaluation and revise  

課程目標 

Course Objectives 

1. 能說明遠距教學發展趨勢及重要教學法 

2. 能分析與設計互動式華語遠距課程 

3. 能應用同步平台及數位工具製作華語遠距教材 

4. 能設計評量活動以評估遠距教學成效 

1. To explain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distance learning and important teaching method 

2. To analyze and design interactive Chinese distance courses 

3. To use the synchronization platform and digital tools to produce Chinese long distance teaching 

materials 

4. To design assessment activities to assess distance learning effectiveness 

配對之能力指標 
Corresponding Skill 

Indicator / Standard 

1-1-4 能掌握多媒體之特性，並應用於華語教學。 

2-1-1 能運用華語教學相關知能於華語教學研究。 

2-1-2 了解華語教學研究之方法並具有研究能力。 

對應的產業別 語言教學產業、文化創意產業 

產業對應的知能 
Knowledge Corresponding 

to Industry 

語言教學產業： 

11.各種教學方法知識 

12.課程設計及課程規劃能力 

15.運用媒體教學能力 

文化創意產業： 

2.創意與創新能力 

6.媒體製作能力 

7.數位編輯能力 

對應的升學領域 語言教學、語言研究 

對應升學領域的知能 

語言教學： 

2. 網際網路應用能力 

9.數位媒體設計能力 

18.語言教學相關知能 

語言研究： 

7.傳播媒體運用能力 

23.研究能力 

28.策略、規劃研究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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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教育中心-1 

中文課程名稱 

Chinese Name of 

Course 

兩岸四地政經概況 
類別(無區分者免填) 

Course Category(If 

any) 

深化通識(全英課程) 

英文課程名稱 

English Name of 

Course 

INTRODUCTION OF 4 REGIONS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S :MAINLAND CHINA, TAIWAN, HONG KONG AND MACAU 

學制 

School System 

【Day School】 

□日二技 2-Year College 

█日四技 4-Year College 

□日五專 5-Year Junior 

College 

□研究所Graduate Institute 

【Division of Continuing 

Ed.】 

□進二技 2-Year College 

□進四技 4-Year College 

年級 

Year 
3 

必修/選修 

Required or Elective 

Course 

█必修 Required course 

□選修 Elective course 
學分/時數 

 2Credits/Hours 

 2 學分(每學期)/ 

Credits per semester/ 

2  小時(每週) 

Hours per week 

學期/學年 

Course Type 

□學年 Year-long course 

█學期 semester course 
開課單位 

Dept. of Offering Courses 
通識教育中心 

課程概要 

Course Content 

本課程比較了兩岸四地 (大中華區)- 中國大陸，台灣，香港和澳門四個地區的經濟，社會

和政治發展。 雖然全球化的力量使兩岸四地的這些不同部分越來越緊密，但它們仍然是獨

立和獨特的。 他們的差異體現在文化，社會，價值觀和規範以及政治制度上。 

本課程重點將放在過去六十年的時期。 在此期間，四個地區的現代化路徑不同，同時我們

也看到四個地區之間日益重要的互動。 基於大中華地區的思考，本課程也考慮文化與民族

解放力與經濟發展與現代化等理論問題。 

This course compares the economic, societal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of the four regions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Greater China Region)– Mainland China, Taiwan, Hong Kong and Macau. 

Although the forces of globalization have drawn these different parts of Greater China ever closer 

together, they remain separate and distinctive. Their differences are reflected in culture, society, 

values and norms, and political systems.  

The focus will be put on the period of the last sixty years. During this period, the four regions 

have had their different paths of modernization, yet at the same time we witness increasingly 

significant interactions among the four regions.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Greater China, 

theoretical issues such as the explanatory powers of culture and ethnicity versu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modernization are also considered. 

課程目標 

Objectives 

1. 教導學生了解台海四大地區不同命運的複雜因果因素， 

2. 教導學生了解這些因素牽引在一起的力量。 

1. To teach students the capacity to examine the complicated causal factors 

that have shaped the different destinies of the 4 regions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2. To teach students the forces that are pulling them together. 

配對的能力指標 

Corresponding Skill 

Indicator / Standard 

1-3-3 反思能力 

5-3-2 批判思考能力 

8-3-3 國際關懷能力 

一般知能 

General Skills 

7. 獨立思考的能力 

19.批判思考、邏輯推理能力 

28.法治精神與公民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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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教育中心-2 

中文課程名稱 
Chinese Name of Course 

勞動政策與社會關懷 類別(無區分者免填) 

Course Category(If any) 
深化課程 

英文課程名稱 
English Name of Course 

THE LABOR POLICY AND SOCIAL SOLICITUDE 

學制 

School System 

【Day School】 

□日二技 2-Year College 

█日四技 4-Year College 

□日五專 5-Year Junior College 

□研究所 Graduate Institute 

【Division of Continuing Ed.】 

□進二技 2-Year College 

□進四技 4-Year College 
年級 

Year 
3 

必修/選修 

Required or Elective 

Course 

█必修 Required course 

□選修 Elective course 
學分/時數 

Credits/Hours 

  2 學分(每學期)/ 

Credits per semester/ 

2 小時(每週) 

Hours per week 

學期/學年 

Course Type 

□學年 Year-long course 

█學期 semester course 
開課單位 

Dept. of Offering Courses 
通識教育中心 

課程概要 

Course Content 

本課程是以人的勞動與生命的關懷為出發點，透過基督信仰的價值判斷及法

令政策的分析，來探討勞動的本質、勞動對人產生的價值、人與勞動的關聯

以及勞動法制的分析，達到社會關懷的目的。 

The course starts with the human labor and the concern of life. Through the 

value of Chiritianity and the analysis of the law and policies, we hope to 

examine the essence of labor, the value deriving from labo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and labor, and the analysis of labor law. In this way, we hope to 

achieve the concern for the society. 

課程目標 

Objectives 

1. 認識人與勞動的本質。 

2. 探討勞動政策的形成與立意。 

3. 啟發勞動問題的社會關懷。 

4. 建立基本的勞動法律觀念。 

1. To know the essence of human and labor. 

2. To examine the formation and the purpose of labor policies. 

3. To stimulate the social concern of labor issues. 

4. To establish the basic concepts of labor law. 

配對的能力指標 

Corresponding Skill 

Indicator / Standard 

3-3-1 生命關懷能力 

5-3-2 批判思考能力 

7-3-1 團隊合作能力 

8-3-1 社會關懷能力 

一般知能 

General Skills 

7. 獨立思考的能力 

14.團隊合作能力 

17.職業倫理及道德 

19.批判思考、邏輯推理能力 

28.法治精神與公民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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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教育中心-3 

中文課程名稱 科技產業與環境保護 類別(無區分者免填 深化課程(全英課程) 

英文課程名稱 MODERN TECHNOLOGY AND 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 

學制 

School System 

【Day School】 

□日二技 2-Year College 

▓日四技 4-Year College 

【Division of Continuing Ed.】 

□進二技 2-Year College 

□進四技 4-Year College 

年級 

Year 
3 

必修/選修 
▓必修 Required course 

□選修 Elective course 
學分/時數 

Credits/Hours 

  2 學分(每學期)/ 

2 小時(每週) 

學期/學年 

Course Type 

□學年 Year-long course 

▓學期 semester course 
開課單位 

Dept. of Offering Courses 

General Education 

Center 

課程概要 

Course Content 

環境科學是一門利用跨領域的知識來探究地球與萬物和人相互共榮、共存及人如何解決所面

臨的環境問題的學科。自然界是一個多元且複雜的生態系統，人類的自私與不當行為往往對

地球環境造成無法修復的傷害。藉由本課程，學生們可以了解人類如何利用自然資源來維持

生命的傳承，進而認識人類的行為如何影響自然環境，課程中，我們會探討許多環境相關的

課題，例如:環境污染與防治、汙染動力學、生態系統、氣候變遷、生物多樣性、奈米與生

物科技產業對環境的衝擊；另外，聯合國氣候變遷協議也會與課程內容連結並討論。環境問

題的處理，經常會涉及社會、政治、科技、經濟等因素的考量，經由了解自然環境對人類生

活的影響與衝擊，我們才知道如何開始著手處理環境的議題。 

Environmental science is an interdisciplinary study of how the earth works, how the earth works, 

how we interact with the earth, and how we can deal with the environmental problems we face. 

The natural world is complex and human activity can have unexpected consequences that are hard 

to reverse. You will learn how physical and biological processes maintain life, and how humans 

affects nature. From this course, you will study aspects of pollutions and control, pollution 

dynamics, ecosystems, climate change and biodiversity. In addition, the agreements of United 

Nations Climate Change Conferences will be mentioned in this course. Environmental problems 

and their associated solutions typically involve social, political, technology, and economic aspects. 

The impacts of nanotechnology and biotechnology to our environment will be discussed as well. It 

is only by understanding how the world works that we can begin to tackle the pressing 

environmental issues. In the end of the semester, students will be asked to present environmental 

related topics for their final projects.  

課程目標 

Objectives 

1. 同學們清楚了解地球的有限資源與維持生態平衡的重要系。 

2. 培養同學們具備理解與分析環境相關的新聞、報告與學術文章的技能。 

3. 讓同學能夠應用課堂所學的知識、觀念、定理於日常生活當中。 

4. 使學生經由對環境議題的關注，養成同學們對社會具有責任感。 

1. Students will understand the importance of limited resources on earth and the stable balance in 

our ecosystem.  

2. Students will demonstrate their ability to understand and analyze the environmental science 

related news, reports and articles.    

3. Students will be able to apply the scientific knowledge and concepts, learned from this course, 

in their daily life.  

4. Students will develop a sense of community responsibility by becoming aware of environmental 

issues. 

配對的能力指標 

Corresponding Skill 

Indicator / Standard 

1-3-2 自主學習能力 

1-3-3 反思能力 

5-3-4 跨領域整合能力 

8-3-1 社會關懷能力 

一般知能 

General Skills 

7.獨立思考的能力 

8.自學與進修的能力 

12.發掘及解決問題能力 

19.批判思考、邏輯推理能力 

29.環境關懷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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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教育中心-4 

中文課程名稱 
Chinese Name of Course 

社會創新與社會開創:

公部門與私部門 

類別(無區分者免填) 

Course Category(If any) 
彈性課程－微型課程 

英文課程名稱 
English Name of Course 

SOCIAL INNOVATION AND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PUBLIC 

SECTOR AND PRIVATE SECTOR 

學制 

School System 

【Day School】 

■日二技 2-Year College 

■日四技 4-Year College 

【Division of Continuing Ed.】 

□進二技 2-Year College 

□進四技 4-Year College 

年級 

Year 
3 

必修/選修 

Required or Elective 

Course 

□必修 Required course 

■選修 Elective course 

學分/時數 

Credits/Hours 

 1 學分(每學期)/ 

Credits per semester/ 

1 小時(每週) 

Hours per week 

學期/學年 

Course Type 

□學年 Year-long course 

■學期 semester course 
開課單位 

Dept. of Offering Courses 
通識教育中心 

課程概要 

Course Content 

本課程以社會開創精神及社會創新為理論背景，介紹第一(公部門)及第二部門(私部門)的社

會創新模式及運作方式，以解決社會問題。以及社會企業如何兼顧社會公義與營利模式，

達到社會、經濟、環境永續的三重目的。課程是以教室授課、工作坊、及實際活動方式進

行，主要目的在引導學生思考傳統的資本主義運作模式，以增加社會參與的能量。期待透

過活動設計，帶領學生打開視野，挑戰傳統人類社會以利益衡量永續發展的議題；在學習

探索過程中，培養學生反思社會問題，提供跨領域課程群組背景理念的合作平台。 

The course is designed with the theoretical support of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and social 

innovation. Thus, the introduction of operational models and implementations in the first sector 

(Government) and the second sector (Private Business) will be covered in this course. With the 

aim of solving the social problems, it introduces the triple bottom lines of social enterprises that 

take care of social, economic, and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This course will include lectures 

in the classroom, workshops, and practices that intend to motivate students to think with 

reflection regarding traditional capitalism. Therefore the understanding of socio-economy can 

expected through the social involvement with activity design. The lead of opening different 

lenses of students to view the human nature toward sustainability can be discovered from the 

collaborative courses with reflective thinking and training. 

課程目標 

Objectives 

1.認識社會創新與開創精神在公部門的運作方式。 

2.認識社會創新與開創精神在私部門的運作方式。 

3.獲得對社會創新與開創精神的批判性思考及反思能力。 

4.培養社會經濟思維以深化與強化社會公民行為。 

1. Understand the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and social innovation operation in the first sector. 

2. Understand the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and social innovation operation in the second sector. 

3. Obtain the reflective thinking capability in terms of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and social 

innovation.  

4. Incubate the think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o-economy than enhances the civil behavior 

and citizenship.  

配對的能力指標 

Corresponding Skill 

Indicator / Standard 

1-3-2 自主學習能力 

1-3-4 生涯規劃能力 

2-3-4 創新思維能力 

5-3-4 跨領域整合能力 

8-3-1 社會關懷能力 

8-3-4 服務領導能力 

一般知能 

General Skills 

4. 創新能力 

7. 獨立思考的能力 

12. 發掘及解決問題能力 

16  職涯規劃能力 

17. 職業倫理及道德 

29. 環境關懷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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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規劃： 

1. 三個週末授課：第一週、第八週、第十六週，彈性授課。 

2. 三個教學單位教師跨領域共時授課 

3. 課程屬性：彈性課程，三學期任選兩門，可抵 2 學分通識深化課程 

4. 課程理論：Social Innovation and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Public Sector and 

Private Sector。 

5. 課程特性：社會參與、跨領域、進階、應用與延伸。 

6. 課程方式：教室授課、工作坊及實際社區田野活動方式進行。 

7. 課程評量方式： 

I. 理論與知識系統介紹、 

II. 實務案例分享、經驗分析 

III. 田野調查紀錄 

IV. 實作 

V. 報告成果發表 

VI. 參加競賽 

VII. 團體表現 

8. 課程目的：期許學生透過學習能獲得社會關懷、生命關懷、環境關懷、利他精神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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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教育中心-5 

中文課程名稱 
Chinese Name of 

Course 

社會創新與社會開創: 

非營利組織與社區部門 

類別(無區分者免填) 

Course Category(If any) 
彈性課程－微型課程 

英文課程名稱 
English Name of 

Course 

SOCIAL INNOVATION AND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PUBLIC 

SECTOR AND PRIVATE SECTOR 

學制 

School System 

【Day School】 

■日二技 2-Year College 

■日四技 4-Year College 

□日五專 5-Year Junior College 

□研究所 Graduate Institute 

【Division of Continuing Ed.】 

□進二技 2-Year College 

□進四技 4-Year College 
年級 

Year 
3 

必修/選修 

Required or Elective 

Course 

□必修 Required course 

■選修 Elective course 
學分/時數 

Credits/Hours 

 1 學分(每學期)/ 

Credits per semester/ 

1 小時(每週) 

Hours per week 

學期/學年 

Course Type 

□學年 Year-long course 

■學期 semester course 
開課單位 

Dept. of Offering Courses 
通識教育中心 

課程概要 

Course Content 

本課程以社會開創精神及社會創新為理論背景，介紹第三(非營利部門)及第四部門(社

區部門)的社會創新模式及運作方式。探討以解決社會問題為目的的社會企業，如何

兼顧社會公義與營利模式，達到社會、經濟、環境永續的三重目的。課程以教室授課、

工作坊及實際活動模式，主要目的在供課程群組共同串聯的課程理念與合作平台，透

過個別課程可以服務的題材與個案，引導學生思考在地的創新社會經濟運作模式，藉

以打破過去單一價值的經濟自利，以建立永續生活為目標。 

The course is designed with the theoretical support of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and social 

innovation. Thus, the introduction of operational models and implementations in the third 

sector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and the fourth second (Community) will be covered in 

this course. With the aim of solving the social problems, it introduces the triple bottom 

lines of social enterprises that take care of social, economic, and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This course will include lectures in the classroom, workshops, and practices 

that intend to motivate students to think with challenges to the traditional economic 

self-interest. Therefore the service-learning in the local community and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will provide students opportunities to fulfill the social involvement with 

action. The collaborative courses are also designed to help students to think through 

services to the local community and minorities with discovery of the importance of 

sustainability. 

課程目標 

Objectives 

1.介紹社會創新與開創精神在非營利的運作方式。 

2.介紹社會創新與開創精神在社區部門的運作方式。 

3.獲得對社會問題的反思與探討。 

4.培養社會經濟思維以深化與強化社會公民行為。 

1. Understand the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and social innovation operation in the third 

sector. 

2. Understand the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and social innovation operation in the fourth 

sector. 

3. Obtain the reflective thinking capability in terms of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and social 

innovation.  

4. Incubate the think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o-economy than enhances the civil 

behavior and citizen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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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對的能力指標 

Corresponding Skill 

Indicator / Standard 

1-3-2 自主學習能力 

2-3-4 創新思維能力 

3-3-1 生命關懷能力 

5-3-4 跨領域整合能力 

8-3-1 社會關懷能力 

8-3-4 服務領導能力 

一般知能 

General Skills 

4. 創新能力 

7. 獨立思考的能力 

12. 發掘及解決問題能力 

16  職涯規劃能力 

17. 職業倫理及道德 

29. 環境關懷能力 

*課程規劃： 

1. 三個週末授課：第一週、第八週、第十六週，彈性授課。 

2. 三個教學單位教師跨領域共時授課 

3. 課程屬性：彈性課程，三學期任選兩門，可抵 2 學分通識深化課程 

4. 課程理論：Social Innovation and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Public Sector and 

Private Sector。 

5. 課程特性：社會參與、跨領域、進階、應用與延伸。 

6. 課程方式：教室授課、工作坊及實際社區田野活動方式進行。 

7. 課程評量方式： 

I. 理論與知識系統介紹、 

II. 實務案例分享、經驗分析 

III. 田野調查紀錄 

IV. 實作 

V. 報告成果發表 

VI. 參加競賽 

VII. 團體表現 

8. 課程目的：期許學生透過學習能獲得社會關懷、生命關懷、環境關懷、利他精神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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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教育中心-6 

中文課程名稱 
Chinese Name of 

Course 

社會創新與社會開創: 

國際社會發展與趨勢 

類別(無區分者免填) 

Course Category(If any) 
彈性課程－微型課程 

英文課程名稱 
English Name of 

Course 

SOCIAL INNOVATION AND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DEVELOPMENT AND TREND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學制 

School System 

【Day School】 

■日二技 2-Year College 

■日四技 4-Year College 

□日五專 5-Year Junior College 

【 Division of Continuing 

Ed.】 

□進二技 2-Year College 

□進四技 4-Year College 

年級 

Year 
3 

必修/選修 

Required or Elective 

Course 

□必修 Required course 

■選修 Elective course 
學分/時數 

Credits/Hours 

 1 學分(每學期)/ 

Credits per semester/ 

1 小時(每週) 

Hours per week 

學期/學年 

Course Type 

□學年 Year-long course 

■學期 semester course 
開課單位 

Dept. of Offering Courses 
通識教育中心 

課程概要 

Course Content 

本課程以社會開創精神及社會創新為理論背景，介紹全球及各國發展社會創新的趨

勢與方法，面對因人類過度開發的環境破壞、不公平貿易制度及貧富懸殊等相關的

社會經經濟問題，如何運用跨部門合作(cross-sector collaboration)朝人類永續的目的

前進。社會公益如何可以是門好生意，本課程以教室授課、工作坊及實際活動模式，

主要目的在供課程群組間轉銜與串聯課程理念的合作平台，透過學理及個案的融

合，引導學生思考傳統的本土發展如何接軌國際，人類永續發展不是各行其是或單

打獨鬥的方式可以解決的急迫議題，在探索過程實務化媒體平台、並以參與為主

軸，投入服務場域的工作，以服務作為本課程的敘事成果及發表。 

The course is designed with the theoretical support of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and social 

innovation. Thus, the introduction of developments and implementations in the 

international stage will be covered in this course. How social entrepreneurs are utilizing 

the cross-sector collaboration to challenge the problems of over-development of human 

nature, unfair trade system, disparity between rich and the poor and etc.  With the 

introduction of good ideas that can be transformed into business opportunities, the course 

intends to lead students to think with the success from the international cases.  This 

course will include lectures in the classroom, workshops, and practices that intend to 

motivate students to discover the international connection of Taiwan regarding the issues 

of sustainability. The most pressing social problems need the collaboration from different 

countries that aim to solve the problems with the social value of global citizenship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hrough the digital platform and service learning in this 

course, we enhance the students with citizenship and international vision.  

課程目標 

Objectives 

1.認識社會創新與開創精神在國際社會的運作方式。 

2.認識社會創新與開創精神在各國的發展作為。 

3.引導學生對國際社會問題的反思與探討。 

4.培養社會經濟思維以深化與強化國際公民行為。 

1. Understand the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and social innovation operation in the 

international stage. 

2. Understand the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and social innovation operation among 

different countries. 

3. Obtain the reflective thinking capability in terms of international social problems.  

4. Incubate the think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o-economy than enhances the global 

citizen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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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對的能力指標 

Corresponding Skill 

Indicator / Standard 

1-3-2 自主學習能力 

1-3-4 生涯規劃能力 

2-3-4 創新思維能力 

5-3-4 跨領域整合能力 

8-3-3 國際關懷能力 

8-3-4 服務領導能力 

一般知能 

General Skills 

4. 創新能力 

7. 獨立思考的能力 

12. 發掘及解決問題能力 

16  職涯規劃能力 

17. 職業倫理及道德 

29. 環境關懷能力 

*課程初步規劃： 

1. 三個週末授課：第一週、第八週、第十六週，彈性授課。 

2. 三個教學單位教師跨領域共時授課。 

3. 課程屬性：彈性課程，三學期任選兩門，可抵 2 學分通識深化課程。 

4. 課程理論：Social Innovation and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Development and Trend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5. 課程特性：社會參與、跨領域、進階、應用與延伸。 

6. 課程方式：教室授課、工作坊及實際社區田野活動方式進行。 

7. 課程評量方式： 

I. 理論與知識系統介紹、 

II. 實務案例分享、經驗分析 

III. 田野調查紀錄 

IV. 實作 

V. 報告成果發表 

VI. 參加競賽 

VII. 團體表現 

8. 課程目的：期許學生透過學習能獲得社會關懷、生命關懷、環境關懷、利他精神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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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教學中心-1 

中文課程名稱 
Chinese Name of Course 

運動賽事服務學習課程(二)（全英文課程） 

英文課程名稱 
English Name of Course 

SPORTING COMPETITION SERVICE COURSE (II) 

學制 

School System 

【Day School】 

■日二技 2-Year College 

■日四技 4-Year College 

■日五專 5-Year Junior College 

【Division of Continuing Ed.】 

□進二技 2-Year College 

□進四技 4-Year College 

年級 

Year 
不分年級 

必修/選修 

Required or Elective 

Course 

□必修 Required course 

■選修 Elective course 

學分/時數 

Credits/Hours 

2 學分(每學期)/ 

Credits per semester/ 

2 小時(每週) 

Hours per week 

學期/學年 

Course Type 

□學年 Year-long course 

■學期 semester course 

開課單位 

Dept. of Offering Courses 
體育教學中心 

課程概要 

Course Content 

(本課程強調)學習國際重要運動競賽賽制、規則及(英文)專用術語，如女子職業高

爾夫球、網球、排球或其他台灣舉辦的國際運動競賽，了解運動競賽賽程安排、競

賽流程以及賽事管理，充實運動賽事相關知識，以外語專才背景，實際參與國際競

賽服務學習。 

This course focuses on learning important international sporting games in terms of the 

rules and technical terms in English, such as Ladies’ Professional Golf (LPGA), tennis, 

volleyball or other international sporting games held in Taiwan. This course will enable 

students to understand the arrangement, procedure, management of competition events. 

It will also help students to both enrich relevant knowledge of sporting competition and 

take advantage their foreign language capacity to engage in service learning in the field 

of sporting competition.  

課程目標 

Objectives 

一、培養運動知識與技能，了解國際體育運動發展情勢 

二、培養使用外語在國際體育賽事服務中進行跨文化溝通之能力 

三、養成守法習慣，建立法治精神與公民素養 

1. To enrich knowledge of and skills in sports and understand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sporting games. 

2. To develop the ability of using foreign languages for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during the service at international sporting games.  

3. To develop the habit of obeying the rules and cultivate the spirit of law as a modern 

citizen.  

配對的能力指標 

Corresponding Skill 

Indicator / Standard 

1-0-1 運動賽事賞析能力 

1-0-2 肢體表現能力 

1-0-3 美感能力 

2-0-2 團隊合作能力 

2-0-3 領導能力 

2-0-4 敬業負責的態度 

2-0-5 溝通協調能力 

一般知能 

General Skills 

6.表達能力 

14.團隊合作能力 

25.運動的基本能力 

26.運動健康及運動休閒的概念 

30.法治精神與公民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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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教學中心-2 

中文課程名稱 
Chinese Name of 

Course 
日本文化與武道(二) 

類別(無區分者免填) 

Course Category(If any) 
 

英文課程名稱 
English Name of 

Course 

JAPANESE CULTURE AND MARTIAL ARTS (Ⅱ) 

學制 

School System 

【Day School】 

■日二技2-Year College 

□日四技4-Year College 

【Division of Continuing Ed.】 

□進二技2-Year College 

□進四技4-Year College 

年級 

Year 
不分年級 

必修/選修 

Required or Elective 

Course 

□必修 Required course 

■選修 Elective course 

學分/時數 

Credits/Hours 

 2 學分(每學期)/ 

2 小時(每週) 

學期/學年 

Course Type 

□學年 Year-long course 

■學期 semester course 

開課單位 

Dept. of Offering Courses 
體育教學中心 

課程概要 

Course Content 

本課程在對在日本的傳統武術進化為現代武道文化，並且現代社會中持續傳承以及國

際化進行探討與學習。課程內容包含合氣道之發展，以及傳統與現代的武道文化比

較，日本武術的國際化。授課方式除了透過上課講義授課與討論方式引導學生發掘問

題。並且導入體驗教學，實際學習演練基本武術技巧。除了學習簡單日語，以及增進

對日本武道的跨文化理解之外，也可以學習防身術達到保護自身安全的技術。 

This course is designed to help students learn and discuss traditional martial arts which have 

evolved into modern Wu-Dao culture and become cultural heritage within modern Japanese 

society. The curriculum involves a historical review of the development of Aikido, contrasts 

between traditional and modern martial arts,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Japanese martial 

arts. The teaching methods include not only handouts and discussions in order to guide 

students to formulate questions, but also actual learning of the foundation of martial arts for 

hand-on experiences. These methods will enhance students’ understanding and broadened 

vision of Japanese Wu-Dao culture. Moreover, during these actual practices, students can 

learn effective self-defense techniques in order to protect themselves. 

課程目標 

Objectives 

1.增進對合氣道與不同武術文化的理解。 

2.培養資料收集、歸納整理與分析等能力。 

3.具備邏輯與客觀的思考能力。 

4.加深對台日間的跨文化的認識與了解。 

5.增進學生對國際關係的理解與視野。 

1. Enhancing the understanding of Aikido and different Martial Art.  

2. Improving the abilities of data collection, organization and analytical skills.  

3. Equipping with logical and objective thinking abilities.  

4. Understanding more about the social, cultur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relations between 

Taiwan and Japan.  

5. Enhancing the understanding and broadened vision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配對的能力指標 

Corresponding Skill 

Indicator / Standard 

1-0-2  肢體表現能力 

1-0-4  終身運動習慣能力 

2-0-1  挫折忍耐力 

一般知能 

General Skills 

2、抗壓性 

25、運動的基本能力 

26、運動健康及運動休閒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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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甦樂教育中心-1 

中文課程名稱 
Chinese Name of Course 

家庭婚姻的幸福之道 類別(無區分者免填) 

Course Category(If any) 
微型課程 

英文課程名稱 
English Name of Course 

THE PATH OF HAPPINESS IN MARRIAGE AND FAMILY 

學制 

School System 

【Day School】 

■日二技2-Year College 

■日四技4-Year College 

□日五專5-Year Junior College 

□研究所 Graduate Institute 

【Division of Continuing Ed.】 

■進二技2-Year College 

■進四技4-Year College 
年級 

Year 
不分年級 

必修/選修 

Required or Elective 

Course 

□必修 Required course 

■選修 Elective course 

學分/時數 

Credits/Hours 

  學分(每學期)/ 1 

Credits per semester/ 

小時(每週) 6 
Hours per week 

學期/學年 

Course Type 

□學年 Year-long course 

■學期 semester course 

開課單位 

Dept. of Offering Courses 
吳甦樂教育中心 

課程概要 

Course Content 

本課程以心理學、社會學、神學等角度，帶領學生認識： 

1. 婚姻與家庭幸福的可期與價值 

2. 婚姻與家庭的神聖本質 

3. 婚姻與家庭的經營之道 

4. 當代婚姻與家庭的困難與挑戰 

Through the views of psychology, sociology, theology to let the students to know: 

1. The expectancy and value of the happiness in marriage and family 

2. The sacred dimension in the nature of the marriage and family 

3. The way of management in marriage and family 

4. The difficulties and challenges in the contemporary marriage and family 

課程目標 

Objectives 

使學生能： 

1.對天主教思想中的家庭與婚姻有基本的概念 

2.學習上述概念的合理性與正當性 

3.反省當前社會的現況，提供重新選擇的機會 

Enable the students to have: 

1. The basic concepts of the marriage and family in the Catholic social teaching 

2. The justification of the basic concepts 

3. The reflection of the contemporary phenomena on marriage and family, and 

The opportunity to make new choice on this issue 

配對的能力指標 

Corresponding Skill 

Indicator / Standard 

1-0-4獨處能力 

1-0-5反思能力 

2-0-7創新思維能力 

2-0-9時俱進能力 

3-0-3生命關懷能力 

3-0-4學習多元文化能力 

5-0-5跨領域整合能力 

一般知能 

General Skills 

7獨立思考的能力 

12發掘及解決問題能力 

17職業倫理及道德 

31法治精神與公民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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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規劃： 

1. 共分三個周末6 hrs*3的方式進行 

2. 二個教學單位教師(或專家學者)跨領域共時授課 

3. 課程屬性：微型課程，可抵免全人發展(一)的1個學分。若又選修另一門微型課程「天主教

生命倫理觀」，則共可抵免全人發展(一)2學分。 

4. 課程理論：The Family in the Catechism of the Catholic Church 

5. 進行方式：講授、小型研習與研討、工作坊方式進行 

6. 評量方式：出席參與、實務演練、報告與成果(平時成績 30%+報告作業 70%=總成績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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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甦樂教育中心-2 

中文課程名稱 
Chinese Name of Course 

天主教生命倫理觀 類別(無區分者免填) 

Course Category(If any) 
微型課程 

英文課程名稱 
English Name of Course 

CATHOLIC BIOETHICS 

學制 

School System 

【Day School】 

■日二技2-Year College 

■日四技4-Year College 

【Division of Continuing Ed.】 

■進二技2-Year College 

■進四技4-Year College 

年級 

Year 
不分年級 

必修/選修 

Required or Elective 

Course 

□必修 Required course 

■選修 Elective course 

學分/時數 

Credits/Hours 

  學分(每學期)/ 1 

Credits per semester/ 

小時(每週) 6 
Hours per week 

學期/學年 

Course Type 

□學年 Year-long course 

■學期 semester course 

開課單位 

Dept. of Offering Courses 
吳甦樂教育中心 

課程概要 

Course Content 

本課程針對生命倫理的議題以案例分析的問題導向學習方法進行了解、思辨

與選擇的基本訓練。 

1. Introduction to the basic ethics theories 

2. Case analysis on some ethic issues 

3. Problem-solving approach 

4. Basic training on discernment and value judgment 

課程目標 

Objectives 

1.在知識上能了解與探討關於生命倫理的主要議題。 

2.在行動上能強化倫理思辨與道德判斷的實踐。 

3.在態度上能學習尊重生命與肯定生命價值。 

1.Have the ability to understand and study the main issues on the bioethics. 

2.Strengthen the orthopraxis of the ethic discernment and moral judgment. 

3.Respect the life of human being and proclaim the value of the dignity of human 

person 

配對的能力指標 

Corresponding Skill 

Indicator / Standard 

3-0-3生命關懷能力 

1-0-5反思能力 

5-0-2邏輯思辯能力 

5-0-3批判思考能力 

8-0-5社會關懷能力 

2-0-9時俱進能力 

一般知能 

General Skills 

7獨立思考的能力 

12發掘及解決問題能力 

17職業倫理及道德 

31法治精神與公民素養 

課程規劃 

1. 共分三個周末6 hrs*3的方式進行 

2. 二個教學單位教師(或專家學者)跨領域共時授課 

3. 課程屬性：微型課程。若又選修另一門微型課程「家庭婚姻的幸福之道」，則共可抵免全

人發展(一)2學分。 

4. 課程理論：The Family in the Catechism of the Catholic Church 

5. 進行方式：講授、小型研習與研討、工作坊方式進行 

6. 評量方式：出席參與、實務演練、報告與成果(平時成績 30%+報告作業 70%=總成績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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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甦樂教育中心-3 

中文課程名稱 
Chinese Name of Course 

國際觀培育 
類別(無區分者免填) 

Course Category(If any) 
微型課程 

英文課程名稱 
English Name of Course 

CULTIVATE OF GLOBAL CITIZENS 

學制 

School System 

【Day School】 

■日二技 2-Year College 

■日四技 4-Year College 

【Division of Continuing Ed.】 

■進二技 2-Year College 

■進四技 4-Year College 

年級 

Year 
不分年級 

必修/選修 

Required or Elective 

Course 

□必修 Required course 

■選修 Elective course 

學分/時數 

Credits/Hours 

1/18 

  1 學分(每學期)/ 

Credits per semester/ 

4-6 小時(每週) 

Hours per week 

學期/學年 

Course Type 

□學年 Year-long course 

■學期 semester course 

開課單位 

Dept. of Offering Courses 
吳甦樂教育中心 

課程概要 

Course Content 

本課程之開設目標為培育文藻人應具備之『國際人修養』並藉以促進溝通文化之教育使命。 

課程分由以下三個幅度來討論： 

1.國際各項政、經新聞事件的識讀與分析。 

2.中西文化探討：探索中、西方思想與歷史的發展歷程，概論中、西文化的傳統與根源以及

當代的文明衝突問題。 

3.國際禮儀培育與全球倫理問題探討：介紹食衣住行各項國際禮儀與注意事項，並探討當代

政治、經濟的發展對於社會正義的衝擊，特別是在全球化趨勢潮流之下的挑戰與衝擊。

並藉由全球的社會運動作為個案，探討其發生的時代意義及其影響。 

This course aims at nourishing students with the quality of an international personality, so that 

they have the capacity of communicating with peoples of different cultures. The course contents 

consist of three dimensions. 

1. The method of reading and analyzing international news and information.  

2. The cultural dimension: to introduce briefly the roots and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Eastern 

and Western thoughts and culture in the context of the discussion of the encounter of of 

civilization and culture.It aims to under the reasons of clash of culture and traditions of our 

modern world. 

3. International etiquette and the search for global ethics: to introduce international etiquette in 

dressing, banqueting, habitation and traveling.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 we explore 

challenges on the contemporary developments in politics and economics. Cases will be 

employed to study world while social movement   with the global movement's meanings and 

impacts in the contemporary age. 

課程目標 

Objectives 

1.熟悉當代時事與成因，藉以瞭解並深化國際視野。 

2.培養國際禮儀與文化涵養。 

3.培養全球關懷的心胸與實踐力 

4.深入瞭解中西文化的根源並建構跨文化間的溝通橋樑 

1. Acquire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n the international affairs with a new horizon. 

2. Enrich the International etiquette and culture literacy. 

3. Cultivate the capacity of global concerns and engaging themselves in this endeavor. 

4. To nourish the capacity of communicating with peoples of different cultures. 

配對的能力指標 

Corresponding Skill 

Indicator / Standard 

3-0-4 學習多元文化能力 

5-0-3 批判思考能力 

5-0-5 跨領域整合能力 

8-0-6 國際關懷能力 

一般知能 

General Skills 

12 溝通、協調能力 

16 職業倫理及道德 

18 批判思考、邏輯推理能力 

19 觀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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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規劃 

1. 共分三個周末6 hrs*3的方式進行 

2. 二個教學單位教師(或專家學者)跨領域共時授課 

3. 課程屬性：微型課程。若又選修另一門微型課程「聖經概論」，則共可抵免全人發展(二)2

學分。 

4. 課程理論： 

5. 進行方式：講授、小型研習與研討、工作坊方式進行 

6. 評量方式：出席參與、實務演練、報告與成果(平時成績 30%+報告作業 70%=總成績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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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甦樂教育中心-4 

中文課程名稱 
Chinese Name of Course 

聖經概論 類別(無區分者免填) 

Course Category(If any) 
微型課程 

英文課程名稱 
English Name of Course 

INTRODUCTION TO THE BIBLE 

學制 

School System 

【Day School】 

■日二技2-Year College 

■日四技4-Year College 

【Division of Continuing Ed.】 

■進二技2-Year College 

■進四技4-Year College 

年級 

Year 
不分年級 

必修/選修 

Required or Elective 

Course 

□必修 Required course 

■選修 Elective course 

學分/時數 

Credits/Hours 

  1學分(每學期)/  

Credits per semester/ 

6小時(每週)  
Hours per week 

學期/學年 

Course Type 

□學年 Year-long course 

■學期 semester course 

開課單位 

Dept. of Offering Courses 
吳甦樂教育中心 

課程概要 

Course Content 

本課程藉由對聖經新舊約的部分概覽與研讀(特別以盟約為主軸)， 

1.引導學生體會天主創造、救贖、聖化的美妙工程。 

2.幫助學生建立積極的人生觀與價值觀，以達敬天愛人的崇高理想。 

Through the simple introduction of the Old Testament and New Testament,  

1. leads the students to learn the beauty of the creation, salvation and sanctification. 

2. builds the views of life and value according to the Bible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idea of 

Wenzao's motto: Revere the Divine, Love the Human. 

課程目標 

Objectives 

1.能對聖經有基本的概念 

2.認識聖經中的宇宙觀與人生觀。 

3.由福音中認識天主所啟示的真理，並藉之整合生活。 

1. have the basic concept of the Bible. 

2. know the Weltanschauung in the Bible. 

3. know the truth of the revelation in the Gospel and integrate their life. 

配對的能力指標 

Corresponding Skill 

Indicator / Standard 

1-0-4獨處能力 

1-0-5反思能力 

2-0-7創新思維能力及 

2-0-9時俱進能力 

3-0-3生命關懷能力 

3-0-4學習多元文化能力 

5-0-5跨領域整合能力 

一般知能 

General Skills 

7獨立思考的能力 

12發掘及解決問題能力 

17職業倫理及道德 

31法治精神與公民素養 

課程規劃 

1. 共分三個周末6 hrs*3的方式進行 

2. 二個教學單位教師(或專家學者)跨領域共時授課 

3. 課程屬性：微型課程。若又選修另一門微型課程「國際觀培育」，則共可抵免全人發展(二)2

學分。 

4. 課程理論：The Catholic Bible Studies 

5. 進行方式：講授、小型研習與研討、工作坊方式進行 

6. 評量方式：出席參與、實務演練、報告與成果(平時成績30%+報告作業70%=總成績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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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語文系碩士班 

學

分

數

授

課

時

數

學

分

數

授

課

時

數

學

分

數

授

課

時

數

學

分

數

授

課

時

數

研究方法與論文寫作 3 3 3 3

專業英語溝通研究 3 3 3 3

跨文化研究 3 3 3 3

碩士論文 3 3 3 3 (3) (3) 上下學期皆開課

英語畢業門檻 0 0 0 0

合計 12 12 3 3 3 3 3 3 3 3

語用學 3 3 3 3

文化觀光與產業研究 3 3 3 3

國際商務溝通專題 3 3 3 3

語言與文化專題研究 3 3 3 3

文化傳播言談分析 3 3 3 3

質性研究 3 3 3 3

量化研究設計與統計分析 3 3 3 3

專業英語翻譯研究 3 3 3 3

當代文學與文化應用專題 3 3 3 3

全球化英文專題研究 3 3 3 3

專業實習 3 3 3 3 (3) (3) 上下學期皆開課

合計 33 33 9 9 12 12 12 12 0 0

專

業

選

修

科

目

※備註：

1.本碩士班畢業最低學分30學分=共同必修12學分+專業選修18學分。

2.本碩士班設有畢業門檻，學生可選擇下列考試其中之一檢覆；TOEIC 800分、TOEFL 電腦測驗197

分、TOEFL紙筆測驗527分、TOEFL網路測驗71分、IELTS 6.0、或GEPT全民英檢中高級初試通過。

3.申請碩士學位考試前，須通過「文藻外語大學學術倫理教育課程實施要點」所訂之學術倫理教育

課程。

備註

上 下 上 下

共

同

必

修

科

目

     英國語文系碩士班科目學分表
106學年度入學適用

106.5.23校課委會議通過

106.O.O教務會議通過

科

目

類

別

科目名稱

授課時數

總

學

分

數

總

授

課

時

數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提案三 附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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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藻外語大學「領隊/導遊人員」專班實施要點草案 
民國 106 年 4 月 19 日英國語文系課程規劃小組會議通過 

民國 106 年 4 月 25 日英國語文系系務會議通過 

民國 106 年 5 月 10 日英語暨國際學院院務會議通過 

民國 106 年 5 月 23 日校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民國 106 年○○月○○日教務會議通過 

 

一、專班名稱：「領隊/導遊人員」專班。 

二、規劃單位：英語暨國際學院英國語文系。 

三、專班負責單位：英語暨國際學院英國語文系。 

四、設置宗旨： 

(一) 協助學生提升就業力並使其專業能力獲產業認同。 

(二) 輔導學生考取與就業直接相關之證照。 

(三) 激勵學生目標畢業即就業，且能提高就業薪資。 

五、申請修讀資格：本校大學部四年制二年級以上、二年制三年級以上學生，及研究生得於

最高修業年級之第一學期結束前 (不包含延長修業年限)。 

六、申請程序：學生向英國語文系申請，再由英國語文系統一提出專班學生名單予教務處註

冊組。  

七、申請結果公告：於英國語文系網站及本校公佈欄公告核准名單。 

八、學分規定：14 學分。 

九、核發結業證書之規定：  

(一) 資格審核︰學生於修畢「領隊/導遊人員」專班所有課程後，於每年 7 月 20 日至 8

月 31 日間，檢附成績單向英國語文系提出結業認證申請。 

(二) 證書核發︰通過認證審核者，核發「領隊/導遊人員」專班結業證書。 

十、專班問題聯絡處：英國語文系系務助理。 

十一、 專班科目學分表 

類別 課程名稱 學期別 學分數 上課時數 系開課年級 開課單位 備註 

必
選
修
課 

領隊實務 上學期 2 2 3 英
國
語
文
系 

 

英文航空實務 上學期 3 3 3  

英美文化與觀光旅遊 下學期 2 2 3  

本土文化外語導覽 下學期 3 3 3  

國際禮儀 上學期 2 2 4  

國際城市導覽 上學期 2 2 4  

合計 14 14    
 

提案四 附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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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頁為每年 10 月向教育部提報當學年度執行成果內容 

106 學年度 文藻外語大學 辦理職能專業課程成效彙整表 

序號 項目 內容 備註 

1 
已發展職能專業課程相關

學院 
英語暨國際學院 

 

2 
職能專業課程名稱 「領隊/導遊

人員」專班 

   

3 職能專業課程學分數 14    

4 職能專業課程修讀學生數 15    

5 

職能專業課程對照之基準 大專院校就業

職能平臺
UCAN 

   

6 經費來源及數額     

7 授予結業證書名稱     

8 
學生考取與就業直接相關

之證照名稱 

「領隊/導遊

人員」專班 

   

9 學生考取證照張數     

10 
提供優先聘用或提高工作

待遇承諾之認同產業名稱 

    

註：請每所學校彙填 1 張表；「內容」欄位得自行增刪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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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藻外語大學「翻譯專業人才培育產業學程」實施要點 

民國106年4月21日翻譯系系所課程規劃小組會議、系所務會議通過 

民國106年5月3日英語暨國際學院院課程委員會會議審議通過 

民國106年5月23日校課程委員會議審議通過 

民國106年月日教務會議審議通過 

一、 學程名稱：翻譯專業人才培育產業學程 

二、 學程負責單位：翻譯系 

三、 規劃與審查單位：翻譯系、百年翻譯社、台灣真原商務諮詢有限公司、思源翻譯社 

四、 設置宗旨：  

(一) 本學程以培育翻譯專業人才為目標，特設立「翻譯專業人才培育產業學程」。  

(二) 本學程因應企業經營環境的全球化，以社會「育才」的角度，積極提供多國籍的

商務及外語實習機會，培育學生具國際觀及成為多元化發展的語言專業人才。  

(三) 本學程除基本之翻譯專業知識與實務訓練外，著重於其經營與管理與國際宏觀之

培養與訓練，使學生能結合外語及專業知能之實務應用。  

五、 申請修讀資格：本校大學部四年制四年級、二年制四年級學生。  

六、 申請及審查程序：  

(一) 檢附資料：申請表、上學期成績單正本、申請本產業學院學分學程之原因說明、

中文與英文履歷、其他有利申請之佐證資料(其他外語檢定成績、相關證照等)  

(二) 甄選程序與成績計算方式。  

分【書審】與【面試】兩階段，將由本計畫主持人先從書面資料甄選出前 20 名學

生進入面試，然後再由合作機構各派一名面試人員，進行第二階段之學生面試。 

項目 內容 成績 

書審 

1. 本學程申請書書 

2. 申請本學程之原因說明 

3. 上學期成績單 

4. 中文英文履歷 

5. 其他有利申請之佐證資料(其他外語檢定成績、相關證照等) 

50% 

面試 

1. 語言表達 

2. 專業知識 

3. 談吐態度 

50% 

說明：以上成績分數相同時，以面試成績為優先 

(三) 截止期限：依學校行事曆辦理。  

(四) 公告結果：審核完畢後，於翻譯系網站公告核准名單。  

(五) 本學分學程錄取名額15名。  

提案五 附件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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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學分規定：總學分數為15學分。  

八、 學生修習學程科目學分，其中至少應有二分之一學分不屬於下列課程：  

(一) 學生主修學系課程（不含系所規定之跨領域課程）。  

(二) 學生雙主修課程。  

(三) 學生輔系課程。  

(四) 學程課程規劃如下：  

課程類型 課程名稱 學分數 學制 年級 學期 

專業課程(必修) 

翻譯產業實務與發展 2 四技 四 上 

智慧財產權與法律翻譯 2 四技 四 上 

翻譯專案管理 2 四技 四 上 

實習課程(必修) 學期實習 9 四技 四 下 

九、 核發學程證書之規定：  

(一) 資格審核︰由學程負責單位，於學生畢業前進行學程修畢資格審核。  

(二) 證書核發︰由註冊組依學程負責單位審核結果，簽請教務長同意後，由本校授予

「翻譯專業人才培育產業學程」證書。  

十、本學程聯絡處：翻譯系(分機 6402、6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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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譯專業人才培育產業學程-1 

中文課程名稱 
Chinese Name of Course 

翻譯產業實務與發展 
模組名稱 

Module Name 

翻譯專業人才培育學分

學程 

英文課程名稱 
English Name of Course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INDUSTR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MARKET  

學制 

School System 

【Day School】 

□日二技2-Year College 

■日四技4-Year College 

【Division of Continuing Ed.】 

□進二技2-Year College 

□進四技4-Year College 

年級 

Year 
4 

必修/選修 
Required or Elective 

Course 

■必修 Required course 

□選修 Elective course 

學分/時數 

Credits/Hours 

  2學分(每學期)/  

Credits per semester/ 

2小時(每週)  
Hours per week 

學期/學年 

Course Type 

□學年 Year-long course 

■學期 semester course 

開課單位 

Dept. of Offering Courses 
翻譯系 

 

課程概要 

Course Content 

本課程就各項產業特性對於譯者、翻譯企業、翻譯教學、乃至整體翻譯產業之影響

加以探討。其內容包含翻譯服務項目之競爭力變化、行銷問題以及產業發展之機會

與策略，課程並將分析產業發展與產業面臨之瓶頸及挑戰。 

This course will focus on the exploration of how industries affect translators, translation 

industry, and translation education. Besides, it includes changes of translation in the 

service competitiveness, marketing issues, and opportunities and strategies for industry 

development among which the industry development and the industry’s bottlenecks and 

challenges will be analyzed. 

課程目標 

Course Objectives 

1. 了解翻譯產業的「真實」樣貌與趨勢。                     

2. 對翻譯產業概況提前了解，增加其職場競爭力。 

1. understand the real trends and field of the translation industry 

2. develop early understanding of the translation industry to increase their workplace 

competitiveness 

配對之能力指標 
Corresponding Skill 

Indicator / Standard 

1-4-1  具有熟用科技領域中英文專業用語之能力 

1-4-2  具有熟用商業金融領域中英文專業用語之能力 

1-4-3  具有熟用國際事務領域中英文專業用語之能力 

2-4-1  具有專業科技領域常用知識及溝通能力 

2-4-2  具有專業商業金融領域常用知識及溝通能力 

2-4-3  具有國際事務領域常用知識及溝通能力 

4-4-4  具有熟用商業、金融、法律領域中英文專業用語之能力 

4-4-5  具有專業商業、金融、法律領域常用之知識與溝通能力 

對應的產業別 翻譯產業 

產業對應的知能 
Knowledge Corresponding 

to Industry 

中文編輯與校對能力 

不同文化詮釋能力 

專案企劃與執行能力 

對應的升學領域 翻譯 

對應升學領域的知能 

組織能力 

策略、規劃能力 

國際企業管理能力 

 



67 

 

翻譯專業人才培育產業學程-2 

中文課程名稱 
Chinese Name of Course 

智慧財產權與法律翻譯 
模組名稱 

Module Name 

翻譯專業人才培育學分學

程 

英文課程名稱 
English Name of Course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AND LEGAL TRANSLATION 

學制 

School System 

【Day School】 

□日二技2-Year College 

■日四技4-Year College 

【Division of Continuing Ed.】 

□進二技2-Year College 

□進四技4-Year College 

年級 

Year 
4 

必修/選修 
Required or Elective Course 

■必修 Required course 

□選修 Elective course 

學分/時數 

Credits/Hours 

  2學分(每學期)/  

2小時(每週)  

學期/學年 

Course Type 

□學年 Year-long course 

■學期 semester course 

開課單位 

Dept. of Offering Courses 
翻譯系 

 

課程概要 

Course Content 

本課程對於智慧財產權的類型、相關國際條約、權利之取得與權利內容，以及權利行使與侵權、

損害賠償，配合國內外相關規範與案例，深入淺出而有系統地介紹探討。此外，針對不同類型

之法律商業文件，如證書、合約、法規等，讓學生對此些文件有初步認識及英中、中英翻譯技

巧，以便日後有能力獨立處理相關翻譯案件。 

This course focuses on an organized discuss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relevant international 

regulations, acquisition of rights, using of rights, rights infringements, and damage compensations, to 

explore related cases. Students will also be introduced to skills in Chinese-English and 

English-Chinese translation for different types of legal and business documents, such as certificates, 

contracts, and regulations.  

課程目標 

Course Objectives 

1. 對智慧財產權及各類法律商業文件之類型及結構等特色有初步認識。 

2. 學習如何運用相關參考資料。 

3. 熟悉可運用於智慧財產權及法律文件翻譯之翻譯技巧。 

4. 對智慧財產權及法律商業文件翻譯市場有初步認識。 

1. have a preliminary understanding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and the structure of various types 

of legal and business documents 

2. learn how to use relevant resources 

3. apply translation techniques to intellectual rights and legal business documents. 

4. have a preliminary understanding of the market for translation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and 

legal business document 

配對之能力指標 
Corresponding Skill 

Indicator / Standard 

1-4-1  具有熟用科技領域中英文專業用語之能力 

1-4-2  具有熟用商業金融領域中英文專業用語之能力 

1-4-3  具有熟用國際事務領域中英文專業用語之能力 

2-4-1  具有專業科技領域常用知識及溝通能力 

2-4-2  具有專業商業金融領域常用知識及溝通能力 

2-4-3  具有國際事務領域常用知識及溝通能力 

4-4-4  具有熟用商業、金融、法律領域中英文專業用語之能力 

4-4-5  具有專業商業、金融、法律領域常用之知識與溝通能力 

對應的產業別 翻譯產業 

產業對應的知能 
科技文類筆譯能力 

國際事務及政治文類筆譯能力 

法商文件筆譯能力 

對應的升學領域 翻譯 

對應升學領域的知能 
對主修語言國家史地、政治、法律、經濟、社會現況的瞭解 

對國際經貿、政治、法律及國際關係情勢的掌握 

筆譯、口譯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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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譯專業人才培育產業學程-3 

中文課程名稱 
Chinese Name of Course 

翻譯專案管理 
模組名稱 

Module Name 

翻譯專業人才培育學分學

程 

英文課程名稱 
English Name of Course 

PROJECT MANAGEMENT OF TRANSLATION 

學制 

School System 

【Day School】 

□日二技2-Year College 

■日四技4-Year College 

【Division of Continuing Ed.】 

□進二技2-Year College 

□進四技4-Year College 

年級 

Year 
4 

必修/選修 
Required or Elective Course 

■必修 Required course 

□選修 Elective course 

學分/時數 

Credits/Hours 

  2學分(每學期)/  

2小時(每週)  

學期/學年 

Course Type 

□學年 Year-long course 

■學期 semester course 

開課單位 

Dept. of Offering Courses 
翻譯系 

 

課程概要 

Course Content 

本課程運用專案管理的知識、工具、和技術於翻譯專案活動上，來達成解決專案的問題

或達成專案管理的需求。 

This course will help students learn about using management knowledge, tools, and 

technology in translation projects to acquire problem solving skills and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project managers. 

課程目標 

Course Objectives 

1. 了解翻譯專案管理的相關概念與架構。 

2. 了解翻譯專案管理的相關標準。 

3. 了解翻譯專案管理的知識領域。 

4. 習得專案管理能力及與客戶端溝通的技巧。 

1. understand the structure and underlying knowledge in translation project management 

2. understand the standards for translation project management 

3. understand the field of translation project management 

4. acquire skills for project management and communicating with clients 

配對之能力指標 
Corresponding Skill 

Indicator / Standard 

1-4-1  具有熟用科技領域中英文專業用語之能力 

1-4-2  具有熟用商業金融領域中英文專業用語之能力 

1-4-3  具有熟用國際事務領域中英文專業用語之能力 

2-4-1  具有專業科技領域常用知識及溝通能力 

2-4-2  具有專業商業金融領域常用知識及溝通能力 

2-4-3  具有國際事務領域常用知識及溝通能力 

4-4-3  具有編譯實務之能力 

4-4-4  具有熟用商業、金融、法律領域中英文專業用語之能力 

4-4-5  具有專業商業、金融、法律領域常用之知識與溝通能力 

對應的產業別 翻譯產業 

產業對應的知能 
Knowledge Corresponding 

to Industry 

專案企劃與執行能力 

國際事務及政治文類筆譯能力 

法商文件筆譯能力 

對應的升學領域 翻譯 

對應升學領域的知能 
Knowledge of 

Corresponding Grade 

Promotion Territory 

組織能力 

筆譯、口譯能力 

策略、規劃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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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分

數

授

課

時

數

學

分

數

授

課

時

數

學

分

數

授

課

時

數

學

分

數

授

課

時

數

一般筆譯(英語譯中) 3 3 3 3 英語組

一般筆譯(日語譯中) 3 3 3 3 日語組

一般筆譯(中譯英語) 2 2 2 2 英語組

一般筆譯(中譯日語) 2 2 2 2 日語組

逐步口譯(英語譯中) 2 2 2 2 英語組

逐步口譯(日語譯中) 2 2 2 2 日語組

逐步口譯(中譯英語) 2 2 2 2 英語組

逐步口譯(中譯日語) 2 2 2 2 日語組

專業筆譯(英語譯中) 2 2 2 2 英語組

專業筆譯(日語譯中) 2 2 2 2 日語組

專業筆譯(中譯英語) 2 2 2 2 英語組

專業筆譯(中譯日語) 2 2 2 2 日語組

專業逐步口譯(英語譯中) 2 2 2 2 英語組

專業逐步口譯(日語譯中) 2 2 2 2 日語組

專業逐步口譯(中譯英語) 2 2 2 2 英語組

專業逐步口譯(中譯日語) 2 2 2 2 日語組

口譯技巧 3 3 3 3 英語組、日語組

翻譯理論 2 2 2 2

研究方法 2 2 2 2

電腦輔助翻譯與專案管理 2 2 2 2

實習 5 - 5 - *

論文 6 6 6 6

合計 37 32 12 12 10 10 4 4 11 6

視譯(中英互譯) 2 2 2 2 英語組

視譯(中日互譯) 2 2 2 2 日語組

影視翻譯 (中英互譯) 2 2 2 2 英語組

影視翻譯 (中日互譯) 2 2 2 2 日語組

文學筆譯 (中英互譯) 2 2 2 2

文學筆譯 (中日互譯) 2 2 2 2

醫學翻譯 (中日互譯) 2 2 2 2

同步口譯(英譯中) 2 2 2 2

同步口譯(中譯英) 2 2 2 2

科技筆譯(中英互譯) 2 2 2 2 英語組

科技筆譯(中日互譯) 2 2 2 2 日語組

合計 22 22 4 4 4 4 14 14  

1

2 申請碩士學位考試前，須通過「文藻外語大學學術倫理教育課程實施要點」所訂之學術倫理教育課程。

3

4

5

6 論文寫作由教授於課堂外時間與學生面談並加以指導，時數視實際情況而定。

上 下 上 下

畢業前須選修至少4學分之第二外語課程(同一語言)，第二外語可下修本校大學部各科系任一外語。

選修課可跨組選修。

時

數

選

修

課

備註

實習時數得視實際情況而定(至少480小時)。

一

畢業學分47=37(必)+10(選)。

二

必

修

課

多國語複譯研究所學分科目表
106學年度入學適用

106.5.23校課委會議通過

106.O.O教務會議通過

科目

類別

科目名稱

學

分

數

開課年級

 

提案六 附件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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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藻外語大學 106 學年度產業學院契合式人才培育專班計畫 

產業學院「商業管理實務產業學程」 

 

一、 學程簡介 

為提供文藻學生體驗業界實務經驗與訓練，將學校所學之專業知識與業界接軌，並於畢

業後順利就業，國際企業管理系與包含台灣海洋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城都國際開發規劃管理

顧問有限公司、寶珍珠實業有限公司、台灣福蝦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等四家公司合作，在 106

學年度增設產業學院契合式人才培育專班「商業管理實務產業學程」。  

 

二、 學程特色 

 與企業共同編製教材。 

 企業或機構派遣專業經理人至課堂協同教學。 

 企業或機構可提供本學分學程學生實習機會並優先錄用表現優異學生。 

 

三、 預期目標 

培育結合專業英語能力與商管專業知能的跨領域國際外語菁英，以符合跨國企業所需之

行銷業務人才需求。本產業學院之學分學程將有效結合課堂理論知識與業界實務技能，縮短

學校教學成效與業界人才需求之落差。 

本產業學院之學分學程將以訂單式人才培育專班設計課程，為特定合作企業量身訂做所

需人力，可增加課程培育目標與產業核心能力的吻合性，且透過學期校外實習必修課程，使

學生未來正式進入產業就職後可立即上手，節省企業訓練人才的成本。 

 

四、 產業學院「商業管理實務產業學程」規劃書內容如下: 

提案七 附件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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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藻外語大學 

英語暨國際學院辦理產業學院計畫「商業管理實務產業學程」規劃書 

106.5.23 校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 

106.O.O 教務會議審議通過 

 

一、 學程名稱：商業管理實務產業學程 

二、 設置單位：英語暨國際學院國際企業管理系 

三、 設置宗旨：為有效結合課堂理論知識與業界實務技能，縮短學校教學成效與業界人

才需求之落差，國際企業管理系特依「文藻外語大學學程設置與修讀辦法」，成立「商業

管理實務學分學程」(以下簡稱本學程)，以提升本系及校內他系學生外語能力與就業競

爭力。 

四、 開課單位：國際企業管理系、英國語文系 

五、 適用學生： 

本系將與四家合作機構(台灣海洋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城都國際開發規劃管理顧問有限公

司、寶珍珠實業有限公司、台灣福蝦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共同甄選本學分學程學生，並訂

定甄選條件如下： 

（一）大學部（四技及二技）三年級以上學生，以國際企業管理系學生為優先。 

（二）大專英檢成績 220 分以上(或多益測驗 550 分)，若有修讀第二外語者更佳。 

（三）前一學年度學業成績，國際企業管理系 70 分以上，二技學生(免)。 

六、 申請及審查程序： 

（一）檢附資料： 

1.申請表。 

2.前一學年中文成績單。 

3.中文履歷表。 

4.英文履歷表。 

5.希望申請本產業學院學分學程之原因說明。 

6.語檢成績： 

(1)大專英檢成績 220 分以上(或多益測驗 550 分)，請附語檢證明。 

(2)若有修第二外語者，請附第二外語語檢證明。 

（二）截止日期：106 年 8 月 4 日。 

（三）甄選方式：分為書審(時間:106.8.7-8.14)與面試(106.8.28)兩階段，面試時間與地點

將另行公告在國際企業管理系網站及本校網頁首頁公佈欄上。首先將從書面資料

甄選出前 30 名學生進入面試，再與本學程主持人及四家合作機構面試代表，共 5

位面試委員進行第二階段面試。其評分方式如下： 

1.大專英檢成績與面試成績各佔 50%，總計 100%。 

2.總成績同分時，以面試成績為優先。 

（四）公告結果：預計於 106.9.1 日公告在「國際企業管理系」網站、本校網頁首頁公佈

欄上，公告入選核定名單。 

（五）本學分學程錄取名額上限為 25 名。 

 

七、 課程架構： 

本學分學程之課程全部為必修課程，共計 5 門專業課程以及 1 門學期校外實習，總計 24

學分，其學程架構規劃安排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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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課程名稱 授課學期 學分數 上課時數 開課系所 備註 

1 商業英文口語訓練 三上 3 3 英國語文系  

2 國際行銷管理 三下 3 3 國際企業管理系  

3 國際企業個案研究 三下 3 3 國際企業管理系  

4 職場實務 四上 3 3 國際企業管理系  

5 商業談判技巧 四上 3 3 國際企業管理系  

6 學期校外實習 四下 9  國際企業管理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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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一英文* 8 8 4 4 4 4

大二英文* 8 8 4 4 4 4

大三英文* 8 8 4 4 4 4

資訊概論 2 2 2 2 (2) (2) 一年級上下學期對開

電腦多媒體應用 2 2 (2) (2) 2 2 一年級上下學期對開

涵養通識：社會法政 2 2 2 2 (2) (2) (2) (2) (2) (2)

涵養通識：人文藝術 2 2 (2) (2) 2 2 (2) (2) (2) (2)

涵養通識：自然與科學A類 2 2 (2) (2) (2) (2) 2 2 (2) (2)

涵養通識：自然與科學B類 2 2 (2) (2) (2) (2) (2) (2) 2 2

深化通識：(自選)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三年級上下學期對開

全人發展：大學入門(一) 1 1 1 1

全人發展：大學入門(二) 1 1 1 1

全人發展(二) 2 2 2 2 (2) (2) 二年級上下學期對開

體育 0 8 0 2 0 2 0 2 0 2 二年級為體育興趣選項

現代文學(一) 2 2 2 2 (2) (2) 一年級上下學期對開

現代文學(二) 2 2 (2) (2) 2 2 一年級上下學期對開

歷代文選 4 4 2 2 2 2

中國語文運用 2 2 (2) (2) 2 2 二年級上下學期對開

合 計 52 60 11 13 11 13 8 10 10 12 6 6 4 4

跨文化溝通 3 3 3 3 英語暨國際學院。

合 計 3 3 3 3

經濟學 (一) 3 3 3 3

經濟學 (二) 3 3 3 3

會計學 (一) 3 3 3 3

會計學 (二) 3 3 3 3

微積分 3 3 3 3

管理數學 3 3 3 3

管理學 3 3 3 3

統計學 (一) 3 3 3 3

統計學 (二) 3 3 3 3

商事法 3 3 3 3

國際企業管理 3 3 3 3

國際行銷管理 3 3 3 3

財務管理 3 3 3 3

國際人力資源管理 3 3 3 3

國際商務資訊管理 3 3 3 3

國際企業經營策略 3 3 3 3

生產與作業管理 3 3 3 3

企業倫理與社會責任 3 3 3 3

畢業專題研究(一) 2 2 2 2

畢業專題研究(二) 2 2 2 2

實習 職場體驗實習 1 - 1 - 實習至少36小時

合 計 59 59 12 12 12 12 9 9 9 9 6 6 5 5 6 6

106學年度入學適用

106.5.23校課委會議通過

106.O.O教務會議通過

日四技國際企業管理系科目學分表

系

訂

必

修

科

目

商

管

基

礎

課

程

商

管

專

業

課

程

專題研究

院

共

同

必

修

科

目

校

共

同

必

修

科

目

授

課

時

數

學

分

數

授

課

時

數

授

課

時

數

學

分

數

授

課

時

數

學

分

數

授

課

時

數

學

分

數

上 下 上 下

授

課

時

數

學

分

數

第四學年

上 下

學

分

數

授

課

時

數

上 下

學

分

數

授

課

時

數

學

分

數

科

目

類

別

科目名稱

授課時數

備註

總

學

分

數

總

授

課

時

數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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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與管理會計 3 3 3 3

財務報表分析 3 3 3 3

公司治理 3 3 3 3

企業與政府 3 3 3 3

專業報告寫作 3 3 3 3

企業資源規劃 3 3 3 3

科技管理 3 3 3 3

企業經營模擬 3 3 3 3

國際企業個案研究 3 3 3 3

國際商務仲裁與談判 3 3 3 3

社會創新與社會創業精神(一) 3 3 3 3

社會創新與社會創業精神(二) 3 3 3 3

國際企業併購 3 3 3 3

組織行為學 3 3 3 3

組織領導與溝通 3 3 3 3

國際人力資源發展 3 3 3 3

勞動條件與法規 3 3 3 3

訊息與談判實作 3 3 3 3

就業服務 3 3 3 3

消費者行為 3 3 3 3

服務業管理 3 3 3 3

國際行銷企劃 3 3 3 3 全英語授課

國際零售與通路管理 3 3 3 3

國際物流管理 3 3 3 3

服務業行銷 3 3 3 3

網路行銷 3 3 3 3

電子商務 3 3 3 3

國際貿易實務 3 3 3 3

金融市場概論 3 3 3 3

國際金融與匯兌 3 3 3 3

大陸經濟分析 3 3 3 3

國際經貿專題 3 3 3 3

投資學 3 3 3 3

應用賽局 3 3 3 3

國際財務管理 3 3 3 3

國際財經法律 3 3 3 3

專業實習 4 - 4 - 實習320小時

海外專業實習 4 - 4 - 實習320小時

學期校外實習 9 - 9 - 實習4.5個月

※學生參與本系專業選修課程「專業實習」、「海外專業實習」及「學期校外實習」得申請免修本系專業必修課程「職場體驗實習」。

6、科目學分表如有變動，以最新公告為準。

科

目

類

別

科目名稱

授課時數

備註

總

學

分

數

總

授

課

時

數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第四學年

上 下

學

分

數

授

課

時

數

上 下

學

分

數

授

課

時

數

學

分

數

學

分

數

上 下 上 下

授

課

時

數

學

分

數

授

課

時

數

學

分

數

授

課

時

數

授

課

時

數

學

分

數

授

課

時

數

學

分

數

授

課

時

數

經

營

管

理

課

程

類

國

際

經

貿

課

程

實

習

行

銷

類

人

力

資

源

管

理

類

2、105學年度起入學學生日間部四技通識涵養課程【自然與科學】學群4學分，區分成A、B兩類課程，須各修習2學分。

106學年度入學適用

106.O.O校課委會議通過

106.O.O教務會議通過

4、選修科目僅供參考，需以當年度各系開出之課程為準。

5、主修系開設給本系學生選修之選修課程即為系訂選修﹝如有例外情形將另行說明﹞。

日四技國際企業管理系科目學分表

1、日四技必修之通識課程，學生須由人文藝術、社會法政群各選修1門，自然與科學群選修2門，合計8學分。深化通識則由學生於大

三時自行選修。

3、通識學群開課科目以當年度通識教育中心開出課程為準。畢業前請自行注意每個學群是否皆依規定修習完畢。

※畢業證照門檻：1.乙級初階ERP規劃師或2.多益成績650分及乙級ERP軟體應用師-配銷模組，或3.多益成績650分及英國倫
敦商會考試局-行銷管理(Marketing) Level 2，或4.國際貿易大會考證照，或5.國際貿易技術士丙級證照。

※畢業總學分數為131學分：校共同必修52學分+院共同必修3學分+ 系訂必修59學分 + 系訂選修至少17學分。

系

訂

選

修

科

目

 



75 

 

 

國際事業暨文化交流研究所(碩士班)106 學年度科目學分表調整課程對照表 

國際事業暨文化交流研究所科目學分表(修正後) 國際事業暨文化交流研究所科目學分表(修正前) 

課程名稱/必選修 
學分

數 
學期 學年 課程名稱/必選修 

學分

數 
學期 學年 

刪除科目    研究方法（一）/必修 2 學期 一上 

產業經營與管理/必修 2 學期 一下 產業經營與管理/必修 2 學期 一上 

刪除科目    
國際文化研究理論與實務

導論/必修 
3 學期 一上 

刪除科目    研究方法（二）/必修 2 學期 一下 

刪除科目    歷史與文化專題/必修 2 學期 一下 

刪除科目    國際行銷策略/必修 3 學期 一下 

海(內)外研習(一) 1 學期 一下 海(內)外研習(一) 1 學期 一下 

國際經濟與金融/必修 

(新增科目) 
3 學期 一上     

創新與創業管理/必修 

(新增科目) 
3 學期 二上     

量化研究/必修 

(新增科目) 
2 學期 一上     

跨文化組織行為研究/必修 

(新增科目) 
3 學期 一上     

跨文化管理/必修 

(新增科目) 
3 學期 一下     

跨國企業比較管理/必修 

(新增科目) 
3 學期 二上     

質化研究/必修 

(新增科目) 
2 學期 一下     

海(內)外研習(二) 1 學期 二上 海(內)外研習(二) 1 學期 二上 

刪除科目    論文（一）/必修 2 學期 二上 

刪除科目    論文（二）/必修 2 學期 二下 

刪除科目    歷史與文化專題研究 2 學期 二下 

倫理決策與領導 2 學期 二下 倫理決策與領導 2 學期 二下 

文創產業經營管理/選修 

(新增科目) 
3 學期 二下     

全球化人力資本與訓練政策

/選修 
3 學期 一上 

全球化人力資本與訓練政

策/選修 
3 學期 一下 

全球化與科技社會/選修 

(新增科目) 
3 學期 二上     

非營利事業組織管理/選修 3 學期 二上 非營利事業組織管理/選修 3 學期 一上 

刪除科目    
國際文化觀光與文化產業/

選修 
3 學期 一上 

國際企業管理個案/選修 

(新增科目) 
3 學期 二下     

國際事業財務管理/選修 

(新增科目) 
3 學期 一下     

提案九 附件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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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事業暨文化交流研究所科目學分表(修正後) 國際事業暨文化交流研究所科目學分表(修正前) 

課程名稱/必選修 
學分

數 
學期 學年 課程名稱/必選修 

學分

數 
學期 學年 

刪除科目    國際財務管理專題/選修 3 學期 一下 

刪除科目    
國際會議展覽行銷企劃/選

修 
3 學期 一下 

刪除科目    
國際會議展覽規劃實務/選

修 
3 學期 一上 

刪除科目    國際經濟/選修 3 學期 一上 

刪除科目    國際資訊管理專題/選修 3 學期 二上 

國際整合行銷與公共關係 /

選修 

(新增科目) 

3 學期 二上     

刪除科目    創業管理/選修 3 學期 二下 

刪除科目    
策略性國際人力資源管理/

選修 
3 學期 二上 

策略管理與組織文化/選修 3 學期 一下 策略管理與組織文化/選修 3 學期 二上 

刪除科目    節慶文化實務與研究/選修 3 學期 二上 

跨文化競爭力與溝通/選修 

(新增科目) 
3 學期 一上     

刪除科目    跨國文化政策研究/選修 3 學期 一下 

數據、模型與決策/選修 

(新增科目) 
3 學期 一上     

獨立研究(一) /選修 

(新增科目) 
2 學期 二上     

獨立研究(二) /選修 

(新增科目) 
2 學期 二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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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事業暨文化交流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106 學年度科目學分表調整課程對照表 

 

國際事業暨文化交流研究所科目學分表(修正後) 國際事業暨文化交流研究所科目學分表(修正前) 

課程名稱/必選修 
學分

數 
學期 學年 課程名稱/必選修 

學分

數 
學期 學年 

刪除科目    研究方法（一）/必修 2 學期 一上 

產業經營與管理/必修 2 學期 一下 產業經營與管理/必修 2 學期 一上 

刪除科目    
國際文化研究理論與實務

導論/必修 
3 學期 一上 

刪除科目    研究方法（二）/必修 2 學期 一下 

倫理決策與領導 2 學期 二下 倫理決策與領導 2 學期 一下 

刪除科目    國際行銷策略/必修 3 學期 一下 

海(內)外研習(一) 1 學期 一下 海(內)外研習(一) 1 學期 一下 

國際經濟與金融/必修 

(新增科目) 
3 學期 一上     

創新與創業管理/必修 

(新增科目) 
3 學期 二上     

量化研究/必修 

(新增科目) 
2 學期 一上     

跨文化組織行為研究/必修 

(新增科目) 
3 學期 一上     

跨文化管理/必修 

(新增科目) 
3 學期 一下     

跨國企業比較管理/必修 

(新增科目) 
3 學期 二上     

質化研究/必修 

(新增科目) 
2 學期 一下     

海(內)外研習(二) 1 學期 二上 海(內)外研習(二) 1 學期 二上 

刪除科目    論文（一）/必修 2 學期 二上 

刪除科目    論文（二）/必修 2 學期 二下 

刪除科目    歷史與文化專題研究 2 學期 二下 

文創產業經營管理/選修 

(新增科目) 
3 學期 二下     

全球化人力資本與訓練政策

/選修 
3 學期 一上 

全球化人力資本與訓練政

策/選修 
3 學期 一下 

全球化與科技社會/選修 

(新增科目) 
3 學期 二上     

非營利事業組織管理/選修 3 學期 二上 非營利事業組織管理/選修 3 學期 一上 

刪除科目    
國際文化觀光與文化產業/

選修 
3 學期 一上 

國際企業管理個案/選修 

(新增科目) 
3 學期 二下     

國際事業財務管理/選修 

(新增科目) 
3 學期 一下     

刪除科目    國際財務管理專題/選修 3 學期 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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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事業暨文化交流研究所科目學分表(修正後) 國際事業暨文化交流研究所科目學分表(修正前) 

課程名稱/必選修 
學分

數 
學期 學年 課程名稱/必選修 

學分

數 
學期 學年 

刪除科目    
國際會議展覽行銷企劃/選

修 
3 學期 一下 

刪除科目    
國際會議展覽規劃實務/選

修 
3 學期 一上 

刪除科目    國際經濟/選修 3 學期 一上 

刪除科目    國際資訊管理專題/選修 3 學期 二上 

國際整合行銷與公共關係 /

選修 

(新增科目) 

3 學期 二上     

刪除科目    創業管理/選修 3 學期 二下 

刪除科目    
策略性國際人力資源管理/

選修 
3 學期 二上 

策略管理與組織文化/選修 3 學期 一下 策略管理與組織文化/選修 3 學期 二上 

刪除科目    節慶文化實務與研究/選修 3 學期 二上 

跨文化競爭力與溝通/選修 

(新增科目) 
3 學期 一上     

刪除科目    跨國文化政策研究/選修 3 學期 一下 

數據、模型與決策/選修 

(新增科目) 
3 學期 一上     

獨立研究(一) /選修 2  學期 二上 獨立研究(一) /選修 2 學期 二上 

獨立研究(二) /選修 2 學期 二下 獨立研究(二) /選修 2 學期 二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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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分

數

授

課

時

數

學

分

數

授

課

時

數

學

分

數

授

課

時

數

學

分

數

授

課

時

數

國際經濟與金融 3 3 3 3

量化研究 2 2 2 2

產業經營與管理 2 2 2 2

跨國企業比較管理 3 3 3 3

倫理決策與領導 2 2 2 2

跨文化組織行為研究 3 3 3 3

質化研究 2 2 2 2

跨文化管理 3 3 3 3

創新與創業管理 3 3 3 3

海(內)外研習(一) 1 1 1 1

海(內)外研習(二) 1 1 1 1

合計 25 25 8 8 8 8 7 7 2 2

全球化人力資本與訓練政策 3 3 3 3

數據、模型與決策 3 3 3 3

國際作業與運籌管理 3 3 3 3

國際事業財務管理 3 3 3 3

策略管理與組織文化 3 3 3 3

非營利事業組織管理 3 3 3 3

國際企業管理個案 3 3 3 3

跨文化競爭力與溝通 3 3 3 3

國際整合行銷與公共關係 3 3 3 3

全球化與科技社會 3 3 3 3

國際文化交流實務 3 3 3 3

文創產業經營管理 3 3 3 3

獨立研究(一) 2 2 2 2

獨立研究(二) 2 2 2 2

合計 40 40 9 9 9 9 11 11 11 11

國際事業暨文化交流研究所科目學分表 (碩士班)

106學年度入學適用

106.5.23校課委會議通過

106.O.O教務會議通過

科

目

類

別

科目名稱

授課學分及年級

備註
學

分

數

授

課

時

數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選

修

科

目

備註：

1.本所畢業最低學分為40學分，其中包括：（1）必修課程25學分；（2）選修課程至少15學分(含所訂選修課程至少9學

   分)。

2.碩士論文寫作為本所畢業門檻。

3.未具商管實務背景之研究生須至大學部修習商業管理基本專業課程：會計學、經濟學、統計學、管理學、人力資源管

   理、財務管理、資訊管理和生產與作業管理等八門相關課程中，擇三選修，該學分不計入畢業學分數。

4.本所科目學分表選修科目僅供參考，須以當年度本所開出之課程為準。

5.申請碩士學位考試前，須通過「文藻外語大學學術倫理教育課程實施要點」所訂之學術倫理教育課程。

上 下 上 下

必

修

科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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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分

數

授

課

時

數

學

分

數

授

課

時

數

學

分

數

授

課

時

數

學

分

數

授

課

時

數

國際經濟與金融 3 3 3 3

量化研究 2 2 2 2

產業經營與管理 2 2 2 2

跨國企業比較管理 3 3 3 3

倫理決策與領導 2 2 2 2

跨文化組織行為研究 3 3 3 3

質化研究 2 2 2 2

跨文化管理 3 3 3 3

創新與創業管理 3 3 3 3

海(內)外研習(一) 1 1 1 1

海(內)外研習(二) 1 1 1 1

合計 25 25 8 8 8 8 7 7 2 2

全球化人力資本與訓練政策 3 3 3 3

數據、模型與決策 3 3 3 3

國際作業與運籌管理 3 3 3 3

國際事業財務管理 3 3 3 3

策略管理與組織文化 3 3 3 3

非營利事業組織管理 3 3 3 3

國際企業管理個案 3 3 3 3

跨文化競爭力與溝通 3 3 3 3

國際整合行銷與公共關係 3 3 3 3

全球化與科技社會 3 3 3 3

國際文化交流實務 3 3 3 3

文創產業經營管理 3 3 3 3

獨立研究(一) 2 2 2 2

獨立研究(二) 2 2 2 2

合計 40 40 9 9 9 9 11 11 11 11

國際事業暨文化交流研究所科目學分表 (碩士在職班)

106學年度入學適用

106.5.23校課委會議通過

106.O.O教務會議通過

科

目

類

別

科目名稱

授課學分及年級

備註
學

分

數

授

課

時

數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選

修

科

目

備註：

1.本所畢業最低學分為40學分，其中包括：（1）必修課程25學分；（2）選修課程至少15學分(含所訂選修課程至少9學

   分)。

2.碩士論文寫作為本所畢業門檻。

3.未具商管實務背景之研究生須至大學部修習商業管理基本專業課程：會計學、經濟學、統計學、管理學、人力資源管

   理、財務管理、資訊管理和生產與作業管理等八門相關課程中，擇三選修，該學分不計入畢業學分數。

4.本所科目學分表選修科目僅供參考，須以當年度本所開出之課程為準。

5.申請碩士學位考試前，須通過「文藻外語大學學術倫理教育課程實施要點」所訂之學術倫理教育課程。

上 下 上 下

必

修

科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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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事業暨文化交流研究所-1 

中文課程名稱 
Chinese Name of Course 

國際經濟與金融 
模組名稱 

Module Name 
 

英文課程名稱 
English Name of Course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AND FINANCE 

學制 

School System 

【Day School】 

□日五專 5-Year Junior College 

▉研究所 Graduate Institute 

【Division of Continuing Ed.】 

□進二技 2-Year College 

□進四技 4-Year College 

年級 

Year 
1 

必修/選修 
Required or Elective Course 

■必修 Required course 

□選修 Elective course 
學分/時數 

Credits/Hours 

3 學分(每學期)/ 

3 小時(每週) 

學期/學年 

Course Type 

□學年 Year-long course 

■學期 semester course 
開課單位 

Dept. of Offering Courses 
國際事業暨文化交流研究所 

 

課程概要 

Course Content 

本課程國際經濟是指國與國之間的經濟活動與相關議題，是單一國家總體經濟的擴大和延伸，

內容主要包括國際貿易和國際金融兩個方面。國際貿易指的是在比較利益與絕對利益的基礎

上，國與國家之間的商品和服務的交易；國際金融則是經由國際貿易活動所衍生之國與國之間

貨幣的交換與流動，包括國際收支、匯兌、信用、國際投資和國際貨幣體系等內容。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is the extension of macroeconomics in a country. It focuses on the issues of 

economic activities between two or among three or more countries. In general,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contains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nternational Finance. International Trades are exchanges 

of commodities and services between countries based on the concepts of absolute advantages and 

comparative advantages. International Finance studies the exchange and flow of money between 

countries owing to international trades.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Finance includes balance of 

payments, exchange rates, trust,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s and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s. 

課程目標 

Course Objectives 

1. 具備國際經濟與金融之基本觀念 

2. 瞭解國際經濟與金融的發展 

3. 對於國與國之間的交易決策與行為，具有初步分析與預測的能力。 

1. Enabling students to realize the basic concepts and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and 

Finance. 

2. Enabling students to understand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and Finance. 

3. Enabling students to acquire the abilities of analyzing and predicting the exchange decision-making 

behaviors and strategies between countries. 

配對之能力指標 
Corresponding Skill 

Indicator / Standard 

2-1-1 認識現代經濟社會之運作，以及企業管理與行銷範疇 

2-1-3 理解與運用基本經濟分析工具 

對應的產業別 商管產業 

產業對應的知能 8.國際經濟產業理解與實務工作能力 

對應的升學領域 
Corresponding Grade 

Promotion Area 

14.國際研究 

20.國際經貿 

23.國際關係 

對應升學領域的知能 
Knowledge of 

Corresponding Grade 

Promotion Territory 

13.對國際經貿、政治、法律及國際關係情勢的掌握 

18.國際觀 

23.（國際）企業管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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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事業暨文化交流研究所-2 

中文課程名稱 
Chinese Name of Course 

量化研究 
模組名稱 

Module Name 
 

英文課程名稱 
English Name of Course 

QUANTITATIVE STUDY 

學制 

School System 

【Day School】 

□ 日 五 專 5-Years Junior 

College 

■研究所 Graduate Institute 

【Division of Continuing Ed.】 

□進二技 2-Years College 

□進四技 4-Years College 

年級 

Year 
1 

必修/選修 
Required or Elective Course 

■必修 Required course 

□選修 Elective course 
學分/時數 

Credits/Hours 

2 學分(每學期)/ 

Credits per semester/ 

2 小時(每週) 

Hours per week 

學期/學年 

Course Type 

□學年 Year-long course 

■學期 semester course 
開課單位 

Dept. of Offering Courses 
國際事業暨文化交流研究所 

 

課程概要 

Course Content 

本課程旨在教導學生從事量化研究之方法，授課內容包括：研究方法與流程、研究設計、資料

蒐集與分析、統計方法之運用、計量模型之建構。 

This course explores the research method of quantitative study. The core modules shown include: 

1. Research methods and procedure 

2. Research design 

3. Data mining and analysis 

4. Application of statistics 

5. Empirical Models 

課程目標 

Course Objectives 

1. 熟悉使用之研究工具 

2. 瞭解資料蒐集之方法 

3. 進行資料統計與分析 

4. 撰寫完整之研究計畫書 

5. 具備科學研究之誠信與毅力 

1. Being familiar with the research tools 

2. Understanding the methods of data collection 

3. Applying the statistical data and the data analysis 

4. Accomplishing research proposal and plan 

5. Having the integrity and perseverance 

配對之能力指標 
Corresponding Skill 

Indicator / Standard 

5-1-2 蒐集質性資料之能力 

5-1-4 蒐集量化資料之能力 

5-1-5 分析與運用量化資料之能力 

對應的產業別 商管產業 

產業對應的知能 
Knowledge Corresponding 

to Industry 

9.製程管理與資訊處理能力 

22.組織經營管理知能 

對應的升學領域 
Corresponding Grade 

Promotion Area 

13.MBA 

21.資訊管理 

33.其他 

對應升學領域的知能 
16.資訊軟體運用能力 

17.策略、規劃能力 

24.研究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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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事業暨文化交流研究所-3 

中文課程名稱 
Chinese Name of Course 

跨國企業比較管理 
模組名稱 

Module Name 
 

英文課程名稱 
English Name of Course 

CROSS-NATIONAL MANAGEMENT 

學制 

School System 

【Day School】 

□日五專 5-Year Junior College 

研究所 Graduate Institute 

【Division of Continuing Ed.】 

□進二技 2-Year College 

□進四技 4-Year College 

年級 

Year 
2 

必修/選修 
Required or Elective Course 

必修 Required course 

□選修 Elective course 
學分/時數 

Credits/Hours 

3 學分(每學期)/ 

Credits per semester/ 

3 小時(每週) 

Hours per week 

學期/學年 

Course Type 

□學年 Year-long course 

學期 semester course 
開課單位 

Dept. of Offering Courses 
國際事業暨文化交流研究所 

 

課程概要 

Course Content 

本課程跨國經營是國際企業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 MNEs)主要的特性，在跨國企業

比較經營管理課程中，我們將以國際企業理論為基礎，著重於 MNE 跨國經營策略特性

的討論，包含 MNEs 的本質與動機、進入模式選擇與跨國組織設計（母子公司關係）。

也包含 MNEs 如何因應跨文化與差異性全球環境，而做策略性調整與全球佈局。 

Cross border operation is the nature of MNEs. To focus on the nature of cross border 

operation, this course will discuss the strategic issues, the nature of motivation of MNEs, 

boundary and entry-mode decisions, and MNEs’ structural design (configuration of parents 

and subsidiaries). These discussions are based o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theory. The course 

will delve in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lobal configuration of MNEs and cross-cultural and 

institutional differences. 

課程目標 

Course Objectives 

1.了解跨國企業策略性管理議題。 

2.理解跨文化與跨國經營環境。 

1. Understand the strategic issues and cross-cultural management  

2. Realize business environment under the multinational circumstance. 

配對之能力指標 
Corresponding Skill 

Indicator / Standard 

1-2-3 熟悉國際環境與其運作之模式與規則 

5-2-1 具備分析國際事務相關議題之能力 

對應的產業別 商管產業 

產業對應的知能 
Knowledge Corresponding 

to Industry 

11.國際經貿認知與運作能力 

22.組織經營管理知能 

27.國際生產與作業管理能力 

對應的升學領域 
Corresponding Grade 

Promotion Area 

14.國際研究 

20.國際經貿 

23.國際關係 

對應升學領域的知能 
Knowledge of 

Corresponding Grade 

Promotion Territory 

10.對主修語言國家史地、政治、法律、經濟、社會現況的瞭解 

18.國際觀 

23.（國際）企業管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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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事業暨文化交流研究所-4 

中文課程名稱 
Chinese Name of Course 

跨文化組織行為研究 
模組名稱 

Module Name 
 

英文課程名稱 
English Name of Course 

CROSS-CULTURAL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學制 

School System 

【Day School】 

□日五專 5-Year Junior College 

■研究所 Graduate Institute 

【Division of Continuing Ed.】 

□進二技 2-Year College 

□進四技 4-Year College 

年級 

Year 
1 

必修/選修 
Required or Elective Course 

■必修 Required course 

□選修 Elective course 
學分/時數 

Credits/Hours 

3 學分(每學期)/ 

Credits per semester/ 

3 小時(每週) 

Hours per week 

學期/學年 

Course Type 

□學年 Year-long course 

■學期 semester course 
開課單位 

Dept. of Offering Courses 
國際事業暨文化交流研究所 

 

課程概要 

Course Content 

本課程主要整合管理學、社會學與心理學三者學性關係，探究組織行為學的定

義、領域、演變、派別，並分別由組織行為學之個人、團體與組織層次，探討

跨文化產業組織行為的實務現象   

By integrating Management, Sociology and Psychology, this course discusses the 

definition, domains, changes, paradigms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t the same 

time this course attempts to investigate the practices of cross-cultural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through the individual, group and organizational perspectives.  

課程目標 

Course Objectives 

1. 認知方面：學生能具備跨文化組織行為的概念與理論 

2. 技能方面：學生能應用跨文化組織行為之方法和技術 

3. 情意方面：學生能對於跨文化組織行為產生興趣。  

1. Cognition-To: Help students understand the concepts and theories of 

cross-cultural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2. Skills-To: Help students understand how to apply the methods and skills of 

cross-cultural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3. Affection-To: Help students become interested in cross-cultural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配對之能力指標 2-1-2 具備組織運作與管理的知能 

對應的產業別 商管產業 

產業對應的知能 
Knowledge Corresponding 

to Industry 

8.國際人力資源規劃與管理能力 

22.組織經營管理知能 

對應的升學領域 
Corresponding Grade 

Promotion Area 

10.文化研究 

13.MBA 

對應升學領域的知能 
Knowledge of 

Corresponding Grade 

Promotion Territory 

4.組織能力 

24.研究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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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事業暨文化交流研究所-5 

中文課程名稱 
Chinese Name of Course 

質化研究 
模組名稱 

Module Name 
 

英文課程名稱 
English Name of Course 

QUALITATIVE RESEARCH 

學制 

School System 

【Day School】 

□日五專 5-Year Junior College 

■研究所 Graduate Institute 

【Division of Continuing Ed.】 

□進二技 2-Year College 

□進四技 4-Year College 

年級 

Year 
1 

必修/選修 
Required or Elective Course 

■必修 Required course 

□選修 Elective course 
學分/時數 

Credits/Hours 

2 學分(每學期)/ 

2 小時(每週) 

學期/學年 

Course Type 

□學年 Year-long course 

■學期 semester course 
開課單位 

Dept. of Offering Courses 
國際事業暨文化交流研究所 

 

課程概要 

Course Content 

本課程旨在幫助學生了解何謂質性研究，及質性研究的方法。藉由此課程的完成，期待

學生能有獨立研究的能力。本課程的重要主題包括質性研究所牽涉之本體論、認識論、

實證論，與後實證論的理論基礎；同時亦包括研究問題的形成、資料或文本的蒐集，與

如何撰寫具批判性的評論。 

The course helps students to establish a basic understanding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and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By attending the course, students are expected to have the 

ability to conduct independent research. Besides, significant issues discussed by the 

participants include: ontology, epistemology, positivism & post-positivism approaches the 

formulation of research questions and data (texts) collection. Eventually students will have 

the ability to write a collective literature review. 

課程目標 

Course Objectives 

1. 給予學生對質性研究方法的基本了解。 

2. 使學生能善用所學習的質性研究方法，進行質性資料蒐集與分析； 

3. 使學生瞭解研究者要如何建構整理並解釋質性的資料，以及判斷與理解資性研究資

料收集所帶來的實證與知識的意涵。 

1. give students grounding on general principles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ologies.  

2. provide students with an introduction to the primary methods of qualitative data 

collection and analysis. 

3. lead students to understand qualitative data construction and interpretation. Eventually 

students can appreciate the practical, managerial, and epistemological concerns raised by 

qualitative data collection. 

配對之能力指標 
Corresponding Skill 

Indicator / Standard 

5-1-1 培養經營管理之科學分析態度 

5-1-2 蒐集質性資料之能力 

5-1-3 分析與運用質性資料之能力 

對應的產業別 商管產業 

產業對應的知能 
Knowledge Corresponding 

to Industry 

14.商業知識運用 

18.商務報告寫作能力 

23.策略規劃能力 

對應的升學領域 
14.國際研究 

20.國際經貿 

對應升學領域的知能 
17.策略、規劃能力 

24.研究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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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事業暨文化交流研究所-6 

中文課程名稱 
Chinese Name of Course 

跨文化管理 
模組名稱 

Module Name 
 

英文課程名稱 
English Name of Course 

CROSS-CULTURAL MANAGEMENT 

學制 

School System 

【Day School】 

□日五專 5-Year Junior College 

■研究所 Graduate Institute 

【Division of Continuing Ed.】 

□進二技 2-Year College 

□進四技 4-Year College 

年級 

Year 
1 

必修/選修 
Required or Elective Course 

■必修 Required course 

□選修 Elective course 
學分/時數 

Credits/Hours 

3 學分(每學期)/ 

Credits per semester/ 

3 小時(每週) 

Hours per week 

學期/學年 

Course Type 

□學年 Year-long course 

■學期 semester course 
開課單位 

Dept. of Offering Courses 
國際事業暨文化交流研究所 

 

課程概要 

Course Content 

本課程介紹文化與組織管理之重要理論及概念，並且運用跨文化管理的案例討

論，使同學對文化與組織相關議題有全盤之瞭解，進而具備跨文化管理應有之

知識與態度。 
This course introduces the important theories and concepts of culture and 

organization management and uses cross-cultural management cases for discussion.  

Students are able to understand cultural and organizational issues comprehensively 

and possess the knowledge and attitude of cross-cultural management. 

課程目標 

Course Objectives 

1.瞭解跨文化管理基本理論與概念。 

2.操作與運用跨文化管理之能力。 

3.建立正確規劃與執行跨文化管理的態度。 

4.養成對跨文化管理的敏感度。 

1. understanding the basic theories and concepts of cross - cultural management. 

2. applying cross-cultural management capabilities. 

3. establishing an attitude of proper planning and implementation of cross-cultural 

management. 

4. developing the sensitivity of cross-cultural management. 

配對之能力指標 
Corresponding Skill 

Indicator / Standard 

1-1-1 融合學生入學前商科與語文科背景之差異，養成跨文化管理之思惟 

2-1-2 具備組織運作與管理的知能 

 

對應的產業別 商管產業 

產業對應的知能 
Knowledge Corresponding 

to Industry 

8.國際人力資源規劃與管理能力 

22.組織經營管理知能 

對應的升學領域 
Corresponding Grade 

Promotion Area 

10.文化研究 

13.MBA 

對應升學領域的知能 
4.組織能力 

24.研究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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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事業暨文化交流研究所-7 

中文課程名稱 
Chinese Name of Course 

創新與創業管理 
模組名稱 

Module Name 
 

英文課程名稱 
English Name of Course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學制 

School System 

【Day School】 

□日五專 5-Year Junior College 

▓研究所 Graduate Institute 

【Division of Continuing Ed.】 

□進二技 2-Year College 

□進四技 4-Year College 

年級 

Year 
2 

必修/選修 
Required or Elective Course 

▓必修 Required course 

□選修 Elective course 
學分/時數 

Credits/Hours 

3 學分(每學期)/ 

Credits per semester/ 

3 小時(每週) 

Hours per week 

學期/學年 

Course Type 

□學年 Year-long course 

▓學期 semester course 
開課單位 

Dept. of Offering Courses 
國際事業暨文化交流研究所 

 

課程概要 

Course Content 

本課程創新創業課程是一門提供研究生關於創新及創業相關知識的實務性課

程，內容包括創業過程及創新策略運用於企業的實際操作。課程設計係針對新

創事業的設立及創新模式在企業營運模式中的角色進而強化企業競爭優勢的角

色及淬鍊企業成為學習性組織。 

This course offers a broad range of topics of innovation, entrepreneurship, 

entrepreneurial practices, and implementation. The contents of this course include the 

philosophy of entrepreneurial development and innovation strategies. This course 

helps students develop the knowledge to start up a new venture, apply innovative 

business model to gain 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s, and help business to transform 

into a learning organization.  

課程目標 

Course Objectives 

培養學生了解創新的過程如何運用於商業模式，進而將創新策略的思維運用於

其未來的創業。 
Students will gain insights into navigating the innovation process from idea 

generation to commercialization and accumulate knowledge to create innovative 

strategies leading to successful entrepreneurship.  

配對之能力指標 
Corresponding Skill 

Indicator / Standard 

1-2-1 培養國際事業經營管理之策略性思維 

3-2-4 開發文化創意產業之創業機會 

5-2-1 具備分析國際事務相關議題之能力 

對應的產業別 商管產業 

產業對應的知能 
Knowledge Corresponding 

to Industry 

23.策略規劃能力 

28.創業管理能力 

對應的升學領域 
Corresponding Grade 

Promotion Area 

13.MBA 

33.其他 

對應升學領域的知能 
Knowledge of 

Corresponding Grade 

Promotion Territory 

22.創意與創新能力 

24.研究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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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事業暨文化交流研究所-8 

中文課程名稱 
Chinese Name of Course 

數據、模型與決策 
模組名稱 

Module Name 
 

英文課程名稱 
English Name of Course 

DATA, MODEL AND DECISION-MAKING 

學制 

School System 

【Day School】 

□日二技 2-Year College 

□日四技 4-Year College 

□日五專 5-Year Junior College 

█研究所 Graduate Institute 

【Division of Continuing Ed.】 

□進二技 2-Year College 

□進四技 4-Year College 
年級 

Year 
1 

必修/選修 
Required or Elective Course 

□必修 Required course 

█選修 Elective course 
學分/時數 

Credits/Hours 

3 學分(每學期)/ 

Credits per semester/ 

3 小時(每週)/ 
Hours per week 

學期/學年 

Course Type 

□學年 Year-long course 

█學期 semester course 
開課單位 

Dept. of Offering Courses 
國際事業暨文化交流研究所 

 

課程概要 

Course Content 

本課程是以描述與解決問題的角度，來認識及應用管理科學方法與模型，課程

內容包括概率和統計的基本概念，數據處理和分析的基本方法，以及迴歸、預

測、風險分析、模擬和決策優化等模型方法。 
Through discussion and problem-solving, this course helps students understand and 

apply the managerial and scientific methods and models. The course content 

includes the basic concepts of probability, and statistics, data processing, and 

analysis, as well as the models of regression, prediction, risk analysis, simulation, 

and decision optimization. 

課程目標 

Course Objectives 

培養學生能運用數學的方法與概念，來理解與應用於管理科學。 

The objectives of this course aim to help students understand and apply 

mathematical methods and models on managerial application and implantation. 

配對之能力指標 
Corresponding Skill Indicator 

/ Standard 

4-1-3 具備研提研究計畫之能力 

5-1-1 培養經營管理之科學分析態度 

5-1-4 蒐集量化資料之能力 

對應的產業別 

Corresponding to 

Industry 

商管產業 

產業對應的知能 
Knowledge Corresponding to 

Industry 

9.製程管理與資訊處理能力 

29.總體經濟面分析 

對應的升學領域 
Corresponding Grade 

Promotion Area 

9.資訊應用服務 

20.國際經貿 

對應升學領域的知能 
Knowledge of Corresponding 

Grade Promotion Territory 

17.策略、規劃能力 

24.研究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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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事業暨文化交流研究所-9 

中文課程名稱 
Chinese Name of Course 

國際事業財務管理 
模組名稱 

Module Name 
 

英文課程名稱 
English Name of Course 

INTERNATIONAL BUSINESS FINANCIAL MANAGEMENT 

學制 

School System 

【Day School】 

□日五專 5-Year Junior College 

■研究所 Graduate Institute 

【Division of Continuing Ed.】 

□進二技 2-Year College 

□進四技 4-Year College 

年級 

Year 
1 

必修/選修 
Required or Elective Course 

□必修 Required course 

■選修 Elective course 
學分/時數 

Credits/Hours 

3 學分(每學期)/ 

Credits per semester/ 

3 小時(每週)/ 
Hours per week 

學期/學年 

Course Type 

□學年 Year-long course 

■學期 semester course 
開課單位 

Dept. of Offering Courses 
國際事業暨文化交流研究所 

 

課程概要 

Course Content 

本課程探討提升國際事業價值之議題。從跨國經營所需面對的匯率與避險問

題、國際金融機構運作與架構、到多元營運策略下的融資與價值提升策略，最

後介紹企業的國際多角化現況與財稅安排。 

This course offers opportunities to build the skills needed to create and capture value 

across borders. It aims to introduce the challenges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from 

finance prospective. The nature of exchange rate fluctuation, interactions in financial 

markets and skills of hedging are included. In addition, it expounds cross-border 

financing strategies facilitating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ways to elevate firm value 

in different considerations. Finally, the status quo of Taiwanese firms in international 

diversification and the taxation issues will be included. 

課程目標 

Course Objectives 

1.本課程旨在協助學生了解跨國企業經營的財務相關管理問題。 

2.協助學生以國際思維進行分析並進行財稅決策。 

1. This course aims to enable students to have a deep understanding of financial 

management issues in a global setting.  

2. It helps students to develop analytical tools that incorporate key international 

considerations into financial and taxation decisions. 

配對之能力指標 
Corresponding Skill 

Indicator / Standard 

2-1-5 認識財務金融之運作 

6-1-2 透過專題研究或個案討論，增強解決事業單位財務問題的能力 

對應的產業別 商管產業 

產業對應的知能 
Knowledge Corresponding 

to Industry 

24.財務管理能力 

25.投資規劃能力 

26.金融專業知能 

對應的升學領域 
Corresponding Grade 

Promotion Area 

20.國際經貿 

29.財務金融 

對應升學領域的知能 
Knowledge of 

Corresponding Grade 

Promotion Territory 

13.對國際經貿、政治、法律及國際關係情勢的掌握 

17.策略、規劃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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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事業暨文化交流研究所-10 

中文課程名稱 
Chinese Name of Course 

國際企業管理個案 
模組名稱 

Module Name 
 

英文課程名稱 
English Name of Course 

CASE STUDIES FOR INTERNATIONAL BUSINESS MANAGEMENT 

學制 

School System 

【Day School】 

□日五專 5-Year Junior College 

■研究所 Graduate Institute 

【Division of Continuing Ed.】 

□進二技 2-Year College 

□進四技 4-Year College 

年級 

Year 
2 

必修/選修 
Required or Elective Course 

□必修 Required course 

■選修 Elective course 
學分/時數 

Credits/Hours 

3 學分(每學期)/ 

3 小時(每週) 

學期/學年 

Course Type 

□學年 Year-long course 

■學期 semester course 
開課單位 

Dept. of Offering Courses 

國際事業暨文化交流 

研究所 

 

課程概要 

Course Content 

本課程旨在培育研究生國際企業管理的實務概念；課程內容係以知名跨國企業(MNC)

與台灣企業之海外跨國經營的實際案例研討為之；個案內討論之議題可含括策略、產、

銷、人、創新、財務等面向之議題。並以小團隊作業的方式來建立與增強研究生以團隊

合作方式來處理海外營運課題的分析性知識與技巧。 

It is a case study course for training graduate students practical concept for international 

business management. The cases used in this course will be selected from both famous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and Taiwanese MNCs. The content may include issues regarding 

corporate strategies, manufacturing, marketing, human resources, innovation, and finance. 

The course also helps students to build and enhance their analytical thinking and skills in 

dealing with overseas operation issues in groups . 

課程目標 

Course Objectives 

1. 增強研究生國際企業管理的實務概念。 

2. 培養研究生的分析性、創意性思考與能力。 

3. 藉由分組討論與全班討論的上課方式來增強研究生之團隊精神與作能力。 

4. 英文個案的使用讓研究生嫻熟國際企業管理界的慣用詞彙與及義，以利日後就業或

升學之用。 

1. To enhance graduate students’ practical concept for international business management. 

2. To help students to develop analytical and creative thinking and skills. 

3. To make graduate students become team players by means of doing group project, class 

discussions. 

4. To familiarize graduate students with the meaning and usage of terminologies i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management strategies by means of compulsory English reading. 

This is expected to benefit students’ career development in either business world or 

academic study in the near future.  

配對之能力指標 
Corresponding Skill 

Indicator / Standard 

1-2-1 培養國際事業經營管理之策略性思維 

5-2-1 具備分析國際事務相關議題之能力 

6-2-2 透過專題研究或個案討論，增強解決事業單位整體營運問題的能力 

對應的產業別 商管產業 

產業對應的知能 
Knowledge Corresponding 

to Industry 

11.國際經貿認知與運作能力 

21.全球經貿現勢分析能力 

22.組織經營管理知能 

對應的升學領域 
Corresponding Grade 

Promotion Area 

13.MBA 

14.國際研究 

對應升學領域的知能 13.對國際經貿、政治、法律及國際關係情勢的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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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事業暨文化交流研究所-11 

中文課程名稱 
Chinese Name of Course 

跨文化競爭力與溝通 
模組名稱 

Module Name 
 

英文課程名稱 
English Name of Course 

CROSS-CULTURAL COMPETENCE AND COMMUNICATION 

學制 

School System 

【Day School】 

□日二技 2-Year College 

□日四技 4-Year College 

□日五專 5-Year Junior College 

■研究所 Graduate Institute 

【Division of Continuing Ed.】 

□進二技 2-Year College 

□進四技 4-Year College 
年級 

Year 
1 

必修/選修 
Required or Elective Course 

□必修 Required course 

■選修 Elective course 
學分/時數 

Credits/Hours 

3 學分(每學期)/ 

Credits per semester/ 

3 小時(每週) 

Hours per week 

學期/學年 

Course Type 

□學年 Year-long course 

■學期 semester course 
開課單位 

Dept. of Offering Courses 
國際事業暨文化交流研究所 

 

課程概要 

Course Content 

本課程旨在向學生介紹在商業競爭環境中跨文化溝通的基本概念。透過培育學

生的跨文化知識，使學生能夠識別出文化敏感問題，提出解決方案，並使他們

成為更加俱世界觀的國際事業管理者 

This course is designed to introduce the basic concepts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s in a competitive business environment. By cultivating students' 

intercultural intelligence, they can become more global-centric managers, be able to 

identify culturally sensitive problems, and find solutions to those problems.  

課程目標 

Course Objectives 

1.培養學生俱備跨文化溝通技巧。 

2.使學生俱備處理跨文化管理議題的能力。 

1. develop their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skills.  

2. have the capability to manage cross-cultural problems. 

配對之能力指標 
Corresponding Skill 

Indicator / Standard 

1-1-2 培養事業經營之國際化思維 

3-1-2 認識各國的文化政策 

對應的產業別 商管產業 

產業對應的知能 
Knowledge Corresponding 

to Industry 

8.國際人力資源規劃與管理能力 

11.國際經貿認知與運作能力 

對應的升學領域 
Corresponding Grade 

Promotion Area 

12.文化創意 

22.社會文化 

對應升學領域的知能 
Knowledge of 

Corresponding Grade 

Promotion Territory 

10.對主修語言國家史地、政治、法律、經濟、社會現況的瞭解 

18.國際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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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事業暨文化交流研究所-12 

中文課程名稱 
Chinese Name of Course 

國際整合行銷與公共關係 
模組名稱 

Module Name 
 

英文課程名稱 
English Name of Course 

INTERNATIONAL INTEGRATED MARKETING AND PR  

學制 

School System 

【Day School】 

□日五專 5-Year Junior College 

■研究所 Graduate Institute 

【Division of Continuing Ed.】 

□進二技 2-Year College 

□進四技 4-Year College 

年級 

Year 
2 

必修/選修 
Required or Elective Course 

□必修 Required course 

■選修 Elective course 
學分/時數 

Credits/Hours 

3 學分(每學期)/ 

3 小時(每週) 

學期/學年 

Course Type 

□學年 Year-long course 

■學期 semester course 
開課單位 

Dept. of Offering Courses 
國際事業暨文化交流研究所 

 

課程概要 

Course Content 

本課程國際整合行銷與公共關係是一門從行銷組合中的推廣(promotion)觀點所

設計的專業課程，較聚焦在引導學生作為一個國際企業經理人，當面對不同的

企業利害關係人：股東、員工、顧客、社區以及所有與企業有關的個人或團體

消費者時，如何運用各種整合行銷組合，在企業與社會公眾之間建立相互了解

和信任的關係，並通過雙向的信息交流來傳遞顧客價值，並因此而達成企業經

營的目標。同時也讓修習本課程之同學瞭解大眾傳播媒體之特質及公共關係之

操作策略，以利公共關係之運作。 

“International Integrated Marketing and PR” is a professional course designed with 

an eye on “promotion” of the marketing mix. It focuses on how the management of 

an international corporation could build mutual understanding and trust between the 

corporation and the public by integrating and applying various marketing promotion 

mixes when dealing with different corporate stakeholders, including shareholders, 

employees, customers, the community, and individual or group consumers relating to 

the corporation, and how the corporation could convey a customer value through 

bilateral information exchange, and thereby achieving the corporate business 

objective. Also, the course allows students to underst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ass 

communication media and the operational strategy of public relation, which facilitate 

the public relation work. 

課程目標 

Course Objectives 

1. 解釋整合行銷傳播 (IMC) 的概念，以及其在國際行銷方面所扮演的角色。 

2. 指出促銷組合的元素及每一元素的利弊。 

3. 了解在促銷策略之中，跨文化傳播之挑戰的重要性。 

4. 說明公共關係的各項活動及目的。 

5. 展現分析及決策能力以建立全球性的促銷策略。 

1. explain integrated marketing communications (IMC) concepts and their  

roles in the international marketing .  

2. identify the elements of the promotion mix and the pros and cons of each element.  

3. understand the importance of cross- cultural communication challenges in 

promotional strategy. 

4. describe the activities and purpose of public relations. 

5. demonstrate analytical and decision-making skills for creating a global  

promotional strategy.  

配對之能力指標 
Corresponding Skill 

Indicator / Standard 

2-2-3 善用與整合各種管理技巧及其運用之知能 

6-2-2 透過專題研究或個案討論，增強解決事業單位整體營運問題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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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應的產業別 
Corresponding to 

Industry 

商管產業 

產業對應的知能 
Knowledge Corresponding 

to Industry 

5.行銷企畫與執行能力 

20.商業競爭基本面分析能力 

對應的升學領域 
Corresponding Grade 

Promotion Area 

6.數位加值行銷 

13.MBA 

對應升學領域的知能 
Knowledge of 

Corresponding Grade 

Promotion Territory 

3.網際網路應用能力 

9.傳播媒體運用能力 

11.數位媒體設計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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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事業暨文化交流研究所-13 

中文課程名稱 
Chinese Name of Course 

全球化與科技社會 
模組名稱 

Module Name 
 

英文課程名稱 
English Name of Course 

GLOBALIZATION AND TECHNOLOGICAL SOCIETY 

學制 

School System 

【Day School】 

□日二技 2-Year College 

▓研究所 Graduate Institute 

【Division of Continuing Ed.】 

□進二技 2-Year College 

□進四技 4-Year College 

年級 

Year 
2 

必修/選修 
Required or Elective Course 

□必修 Required course 

▓選修 Elective course 
學分/時數 

Credits/Hours 

3 學分(每學期)/ 

3 小時(每週) 

學期/學年 

Course Type 

□學年 Year-long course 

▓學期 semester course 
開課單位 

Dept. of Offering Courses 
國際事業暨文化交流研究所 

 

課程概要 

Course Content 

1. 全球化是西方社會帶動人類社會演化的過程，從帝國主義、殖民主義、資本主義到新自由

主義，21 世紀以後，高科技和新科技加速推廣了全球化，給人類社會帶來了進步、便利與繁榮，

但也帶來了人道、環境、資源分配不均的問題。本課程第一部分將以全球化的歷史、發展、現

況和可能的未來為課程之重點。 

2. 高科技不僅推動全球化，也給人類社會帶來重大的改變，尤其資訊、數位科技和生化醫療

科技，本課程第二部分除探討電視、電腦、手機和網路給人類生活帶來的改變外，更以 Uber, 

airbnb, Facebook, Messenger 案例等探討科技給人類社會（包括文化、生活型態、社會潛規則、

倫理）帶來的改變和影響，以及如何因應？並將生化醫療科技配合討論高齡化社會和老人社會

等問題。 

1. Globalization shows the process of how the Western world drives the evolution of human 

society. Since the outset of the 21st century, hi-tech and new technology have accelerated 

globalization. It has brought not only human society progress, convenience and prosperity, but also 

problems of humanity, 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 and unequal distribution of resources. The first part 

of this course focuses on the globalization’s history, evolution, current circumstance and future 

possibilities . 

2. Hi-tech, especially digital technology and Medical Biochemistry, has not only promoted the 

globalization, but also brought human society a major change. The second part of this course will 

discuss the change of human society brought by TVs, computers, cell phones and the internet. The case 

study of Uber, airbnb, Facebook and Messenger will be used as the discussion material.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edical Biochemistry and aging society will also be discussed in the class.  

課程目標 

Course Objectives 

1. 讓研究生認識全球化，其歷史、發展和演變，以及其相關論述與矛盾。 

2. 高科技和新科技推動全球化，帶來科技化社會，讓研究生從個案中了解全球化與高科技之關聯，

以及其對人類社會的影響。 

3. 認知科技社會後，讓學生為自己的未來做重新定位。 

1. understand globalization’s history, evolution, related discourses and contradictions. 

2. understand the connection between globalization and hi-tech, and its impacts on human society by case 

study. 

3. reposition their future careers after realizing the impact of hi-tech on human society. 

配對之能力指標 
1-2-1 培養國際事業經營管理之策略性思維 

6-2-2 透過專題研究或個案討論，增強解決事業單位整體營運問題的能力 

對應的產業別 商管產業 

產業對應的知能 
21.全球經貿現勢分析能力 

22.組織經營管理知能 

對應的升學領域 
14.國際研究 

20.國際經貿 

對應升學領域的知能 
18.教育科技 

22.社會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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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事業暨文化交流研究所-14 

中文課程名稱 
Chinese Name of Course 

文創產業經營管理 
模組名稱 

Module Name 
 

英文課程名稱 
English Name of Course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MANAGEMENT 

學制 

School System 

【Day School】 

□日五專 5-Year Junior College 

■研究所 Graduate Institute 

【Division of Continuing Ed.】 

□進二技 2-Year College 

□進四技 4-Year College 

年級 

Year 
2 

必修/選修 
Required or Elective Course 

□必修 Required course 

■選修 Elective course 
學分/時數 

Credits/Hours 

3 學分(每學期)/ 

3 小時(每週) 

學期/學年 

Course Type 

□學年 Year-long course 

■學期 semester course 
開課單位 

Dept. of Offering Courses 
國際事業暨文化交流研究所 

 

課程概要 

Course Content 

本課程著眼於文化和創意產業專業之能的培養，產業面包括媒體，音樂，廣播，電影，

出版和視覺表演藝術：本課程為一個跨領域技能組合來分析這些行業，影響他們的社會

問題以及如何應用管理技能專業地參與文化創意產業。 

This course is for those wishing to work in the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CCI), which 

include media, music, broadcasting, film, publishing, and the visual and performing arts. 

Students develop interdisciplinary skills to analyze these industries, the social issues that 

affect them as well as how to apply management skills professionally on them. 

課程目標 

Course Objectives 

1. 文化和創意產業概論 

2. 文化政策和策略 

3. 創意業務和組織 

4. 文化交流和研發生產 

涵蓋這四門課程的目標是讓學生：培養對台灣和全球文化創意產業的知識和批判性理

解; 這涉及到尋找，例如消費文化和文化政策; 在創意業務管理方面獲得廣泛的技能，

探索管理和企業經營原理，國際營銷和智慧財產權; 並透過文化交流，社交媒體項目和

現場活動（實地考察，攝影展覽，現場音樂等）擴大創造學習興趣。 

1. Introduction to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2. Cultural policies and strategies 

3. Creative business and organization 

4. Cultural practice , R&D, and production 

The objectives of covering these four strands are for students to a) develop knowledge and 

critical understanding of the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at home and abroad; this involves 

delving into issues about consumer culture, and cultural policies; b) acquire a broad range of 

skills in creative business management, exploring principles of management and enterprise, 

international marketing,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and c) develop interests through 

cultural practice, social media projects and live events (field trips, photographic exhibition, 

live music, etc.). 

配對之能力指標 
2-2-4 開發文化創意產業知創業機會 

3-2-4 開發文化創意產業之創業機會 

對應的產業別 商管產業 

產業對應的知能 
28.創業管理能力 

30.產業競爭基本面分析 

對應的升學領域 
10.文化研究 

12.文化創意 

對應升學領域的知能 22.創意與創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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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企業管理系-1 

中文課程名稱 
Chinese Name of Course 

小農市集與社區創業 
模組名稱 

Module Name 
微型彈性課程 

英文課程名稱 
English Name of Course 

FARMER’S MARKET AND COMMUNITY ENTREPRENEURSHIP 

學制 

School System 

【Day School】 

□日二技 2-Year College 

■日四技 4-Year College 

□日五專 5-Year Junior College 

【Division of Continuing Ed.】 

□進二技 2-Year College 

□進四技 4-Year College 

年級 

Year 
4 

必修/選修 
Required or Elective Course 

□必修 Required course 

■選修 Elective course 
學分/時數 

Credits/Hours 

1 學分(每學期)/ 

Credits per semester/ 

1 小時(每週) 

學期/學年 

Course Type 

□學年 Year-long course 

■學期 semester course 
開課單位 

Dept. of Offering Courses 
國際企業管理系 

 

課程概要 

Course Content 

「文藻小農市集」成立於 103 年校慶，屬於當時教育部計畫「公民素養陶成」

和「SHS」的一部分，計畫結束後由推廣部繼續執行。「小農市集」是協助高雄

市偏鄉地區的小農，有一個銷售出口，社區包括關山、杉林、美濃、龍目，同

時讓文藻師生方便購買優質農產品。目前每學期舉辦 3 次，每次在當月第三週

的 11:00-15:00。本課程為一實作課程，期望能活絡文藻小農市集，讓更多的高

雄市小農和文藻師生願意參與此市集，達成當初的成立目標。「關懷小農，服務

社區」這也是一種大學社會責任(USR)。 

Wenzao Farmer’s Market formed in 2014 and was part of the school project 

subsidized by Ministry of Education. After the project is finished, Wenzao Farmer’s 

Market will be carried out by Division of Extension Education. Wenzao Farmer’s 

Market aims at helping small farmers in the rural areas of Kaohsiung and provides 

Wenzaoians with a convenient way to purchase good quality agricultural products. It 

is now held 3 times per semester. This is a practice course. We expect Wenzao 

Farmer’s Market to be boomed up through this course and encourage more small 

farmers and Wenzaoians to participate in. “Caring for small farmers and serving the 

community” is also an USR (University Social Responsibility). 

課程目標 

Course Objectives 

農業社區創業是社會創業在偏鄉農業社區的具體實踐，其創新創業有改善農業

社區福祉的目標，小農市集是提供小農銷售的出口，可改善或改進部分小農的

生活福祉。活絡市集意味著增加或提高銷售量，對小農有益，對文藻師生也有

益（可方便購買多項化有機和無毒的產品）。參與課程同學將分兩大組：第一組，

協助原有的小農市集行銷，引進不同的新型販售者，諸如學生家長、同學代售…

等，同時舉辦「文藻小農市集」吉祥物徵選競賽；第二組，以市集配合活動為

主，例如每次邀請學生或學生社團，當日同時舉行表演活動，像唱歌表演、東

南亞市集、二手市集…等，以帶動師生的參與，促進逛市集的人數。 

Rural Community Entrepreneurship can improve the well-being of rural 

communities. Wenzao Farmer’s Market can help the small farmers to sell their 

products, which will improve the welfare of part of small farmers. Booming up the 

market means increasing the sale volume, which is beneficial to small farmers and 

Wenzaoians to purchase multiple organic and non-toxic agricultural products easily. 

提案十 附件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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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ents who participate in this course can be divided into 2 groups. One group is to 

help the farmer’s market to sell products and hold the Mascot election contest. The 

other group is to hold the activities, such as performing, singing activity and 

second-hand market. 

配對之能力指標 
Corresponding Skill 

Indicator / Standard 

4-4-1 具有找出問題關鍵，有效透過溝通，解決問題之能力 

5-4-1 具有團隊合作的能力 

 

對應的產業別 
Corresponding to 

Industry 

商管產業 
 

產業對應的知能 
Knowledge Corresponding 

to Industry 

策略規劃能力 

創業管理能力 

對應的升學領域 
Corresponding Grade 

Promotion Area 

MBA 

文化創意 

對應升學領域的知能 
1. 創意與創新能力 

2. 企業管理能力 

 

文藻外語大學彈性課程規劃書 

申請單位 國際企業管理系 

課程名稱 小農市集與社區創業 學期/學年 學期 

開課學制 四技、五專 開課年級 
四技：二、三、四年級 

五專：四、五年級 

修    別 □必修   ■選修 學 分 數 1 

課程規劃簡介 

課程性質 

■微型課程(1 學分授時數至少 18 小時，訂於週六上課，3 週完成課程(每週 6

小時，並於初選時註明上課日期及時間) 

□深碗課程 

開放跨系選修 ■是     □否 

學分認列方式 

□抵修專業選修 

□抵修校定共同必修，課程名稱(或群組)：                               

■一般選修 

授課師資 

▓本校專任教師 ▓本校兼任教師 

姓名 授課時數 姓名 授課時數 

高明瑞 0.5 賴昭志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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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概要 

「文藻小農市集」成立於 103 年校慶，屬於當時教育部計畫「公民素養陶成」

和「SHS」的一部分，計畫結束後由推廣部繼續執行。「小農市集」是協助高

雄市偏鄉地區的小農，有一個銷售出口，社區包括關山、杉林、美濃、龍目，

同時讓文藻師生方便購買優質農產品。目前每學期舉辦 3 次，每次在當月第

三週的 11:00-15:00。本課程為一實作課程，期望能活絡文藻小農市集，讓更

多的高雄市小農和文藻師生願意參與此市集，達成當初的成立目標。「關懷小

農，服務社區」這也是一種大學社會責任(USR)。 

Wenzao Farmer’s Market formed in 2014 and was part of the school project 

subsidized by Ministry of Education. After the project is finished, Wenzao 

Farmer’s Market will be carried out by Division of Extension Education. 

Wenzao Farmer’s Market aims at helping small farmers in the rural areas of 

Kaohsiung and provides Wenzaoians with a convenient way to purchase good 

quality agricultural products. It is now held 3 times per semester. This is a practice 

course. We expect Wenzao Farmer’s Market to be boomed up through this 

course and encourage more small farmers and Wenzaoians to participate in. 

“Caring for small farmers and serving the community” is also an USR 

(University Social Responsibility). 

課程目標 

農業社區創業是社會創業在偏鄉農業社區的具體實踐，其創新創業有改善農

業社區福祉的目標，小農市集是提供小農銷售的出口，可改善或改進部分小

農的生活福祉。活絡市集意味著增加或提高銷售量，對小農有益，對文藻師

生也有益（可方便購買多項化有機和無毒的產品）。參與課程同學將分兩大

組：第一組，協助原有的小農市集行銷，引進不同的新型販售者，諸如學生

家長、同學代售…等，同時舉辦「文藻小農市集」吉祥物徵選競賽；第二組，

以市集配合活動為主，例如每次邀請學生或學生社團，當日同時舉行表演活

動，像唱歌表演、東南亞市集、二手市集…等，以帶動師生的參與，促進逛

市集的人數。 

Rural Community Entrepreneurship can improve the well-being of rural 

communities. Wenzao Farmer’s Market can help the small farmers to sell their 

products, which will improve the welfare of part of small farmers. Booming up the 

market means increasing the sale volume, which is beneficial to small farmers and 

Wenzaoians to purchase multiple organic and non-toxic agricultural products 

easily. Students who participate in this course can be divided into 2 groups. One 

group is to help the farmer’s market to sell products and hold the Mascot election 

contest. The other group is to hold the activities, such as performing, singing 

activity and second-hand market. 

預期學習成效 

(具體成果或

實作成品等) 

同學透過實作可以： 

一、 更認識文藻小農市集，其目的和大學的 USR。 

二、 學習市集經營、社區創業和行銷活動。 

三、 學習如何引導師生參與校內外「公益」活動。 

課程推廣方式 

一、 本學期五、六月小農市集舉辦期間，印發開課宣傳單。 

二、 與本校學生社團合作，可以成為社團的訓練課程。 

三、 透過網路傳播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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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進行之規劃與設計 

日期 

(星期) 
時間 地點 課程主題及學習內 

授課教師 

(時數) 
教學策略 評量方法 

10/8 

(六) 

10:00 

∣ 

16:00 

Z1309 10 月小農市集的 

一、 活絡市集 

二、 帶動師生 

三、 規劃競賽 

高明瑞 0.5 

賴昭志 0.5 

學生規劃和

執行，教師陪

伴和協助 

一、 分組評量

（50%） 

二、 個人表現

（25%） 

三、 現場改進

（25%） 

11/4 

(六) 

10:00 

∣ 

16:00 

Z1309 11 月小農市集的 

一、 活絡市集 

二、 帶動師生 

三、 規劃徵稿 

高明瑞 0.5 

賴昭志 0.5 

學生規劃和

執行，教師陪

伴和協助 

一、 分組評量

（50% 

二、 個人表現

（25%） 

三、 現場改進

（25%） 

12/2 

(六) 

10:00 

∣ 

16:00 

Z1309 12 月小農市集的 

一、 活絡市集 

二、 帶動師生 

三、 規劃評比 

高明瑞 0.5 

賴昭志 0.5 

學生規劃和

執行，教師陪

伴和協助 

一、 分組評量

（50%） 

二、 個人表現

（25%） 

三、 現場改進

（25%） 

其他特殊規劃 

 

106 年第 1 學期為初次舉辦，期望有 20 人參加，分為兩組，每組 1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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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企業管理系-2 

中文課程名稱 
Chinese Name of Course 

創新與創業 
模組名稱 

Module Name 
微型彈性課程 

英文課程名稱 
English Name of Course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學制 

School System 

【Day School】 

□日二技 2-Year College 

▓日四技 4-Year College 

□日五專 5-Year Junior College 

□研究所 Graduate Institute 

【Division of Continuing Ed.】 

□進二技 2-Year College 

□進四技 4-Year College 
年級 

Year 
4 

必修/選修 
Required or Elective Course 

□必修 Required course 

▓選修 Elective course 
學分/時數 

Credits/Hours 

1 學分(每學期)/ 

Credits per semester/ 

1 小時(每週) 

Hours per week 

學期/學年 

Course Type 

□學年 Year-long course 

▓學期 semester course 
開課單位 

Dept. of Offering Courses 
國際企業管理系 

 

課程概要 

Course Content 

本課程藉由創新及創業的理論為授課理論基礎，包含 A)創新的本質及內涵 B)

創業的理念及模式，C)創新與創業的管理與運用。聚焦在上述三大面向，以創

新、創意的模式探討創業的動機、機會、模式、管理與運用，此彈性微型課程

採共時授課，結合企業與政府、國際財務管理、行銷學理論與應用等創業相關

領域，以深碗課程模式搭配延展學生對於創新創業相關基本知識的內涵與訓練。 

This course is designed to discuss the theories and practical implementation of 

innovation. It focuses on A) the nature and characteristic of innovation, B) 

entrepreneurial concepts and models, C) the management and application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In addition to the three perspectives, it also 

discusses the entrepreneurial motivation, opportunities, models, management, and 

implementation. It is a flexible course that collaborates with the courses of 

“Government and enterprises”, “Marketing” and “International Finance”, in order to 

provide systematic knowledge as well as comprehensive training.  

課程目標 

Course Objectives 

本課程以引導學生了解創新的本質及內涵出發，搭配實務案例介紹創新管理各

種挑戰。此課程將介紹創新的內涵與運用，例制度創新、管理創新、技術創新、

產品創新、策略創新、及服務創新，以創新為企業的策略。課程目標包含:  

1.介紹創新的本質、挑戰與重要性，能規劃創新為企業轉型驅動主力，並有效執

行。 

2.訓練創業的過程，機會辨識、相關規範與運用，及完整的創業能量培育。 

3.創業的實際案例與工作坊訓練。 

This course intends to lead the students to understand the nature and content of 

innovation as well as practical cases introduction. It will also deliver the knowledge 

of innovative system, management, technology, product, strategy, and services. There 

are three major objectives: 

1. Introduce the nature of innovation, challenges, and importance. Help students 

develop the capability of implementing innovative planes as well as the social 

marketing theories and implementation.  

2. Train and incubate students with entrepreneurial identification, opportunities 



101 

 

recognition, and implementation as well as the motivation. 

3. Provide practical cases and workshop for incubation and communication.  

配對之能力指標 
Corresponding Skill 

Indicator / Standard 

1-4-1 具備商業談判之能力 

3-4-2 具備跨學科之整合能力 

4-4-1 具有找出問題關鍵，有效透過溝通，解決問題之能力 

 

對應的產業別 
Corresponding to 

Industry 

商管產業 
 

產業對應的知能 
Knowledge Corresponding 

to Industry 

組織經營管理能力 

策略規劃能力 

創業管理能力 

對應的升學領域 
Corresponding Grade 

Promotion Area 

MBA 

文化創意 

國際經貿 

對應升學領域的知能 
Knowledge of 

Corresponding Grade 

Promotion Territory 

3. 組織能力 

4. 創意與創新能力 

5. 企業管理能力 

 

文藻外語大學彈性課程規劃書 

申請單位 國際企業管理系 

課程名稱 創新與創業 學期/學年 學期 

開課學制 日四技四年級 開課年級 四年級 

修    別 □必修   ▓選修 學 分 數 1 

課程規劃簡介 

課程性質 

▓微型課程(1學分授時數至少 18小時，訂於週六上課，3週完成課程(每週

6小時，並於初選時註明上課日期及時間) 

□深碗課程 

開放跨系選修 ▓是     □否 

學分認列方式 

▓抵修專業選修 

□抵修校定共同必修，課程名稱(或群組)：                               

□一般選修 

授課師資 

▓本校專任教師 □本校兼任教師 

姓名 授課時數 姓名 授課時數 

許淮之 6   

賴文泰 6   

曹淑琳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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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概要 

本課程藉由創新及創業的理論為授課理論基礎，包含A)創新的本質及內涵 B)

創業的理念及模式，C)創新與創業的管理與運用。聚焦在上述三大面向，以

創新、創意的模式探討創業的動機、機會、模式、管理與運用，此彈性微型

課程採共時授課，結合企業與政府、國際財務管理、行銷學理論與應用等創

業相關領域，以深碗課程模式搭配延展學生對於創新創業相關基本知識的內

涵與訓練。 

This course is designed to discuss the theories and practical implementation of 

innovation. It focuses on A) the nature and characteristic of innovation, B) 

entrepreneurial concepts and models, C) the management and application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In addition to the three perspectives, it also 

discusses the entrepreneurial motivation, opportunities, models, management, and 

implementation. It is a flexible course that collaborates with the courses of 

“Government and enterprises”, “Marketing” and “International Finance”, 

in order to provide systematic knowledge as well as comprehensive training. 

課程目標 

本課程以引導學生了解創新的本質及內涵出發，搭配實務案例介紹創新管理

各種挑戰。此課程將介紹創新的內涵與運用，例制度創新、管理創新、技術

創新、產品創新、策略創新、及服務創新，以創新為企業的策略。課程目標

包含:  

1.介紹創新的本質、挑戰與重要性，能規劃創新為企業轉型驅動主力，並有

效執行。 

2.訓練創業的過程，機會辨識、相關規範與運用，及完整的創業能量培育。 

3.創業的實際案例與工作坊訓練。 

 

This course intends to lead the students to understand the nature and content of 

innovation as well as practical cases introduction. It will also deliver the 

knowledge of innovative system, management, technology, product, strategy, and 

services. There are three major objectives: 

1. Introduce the nature of innovation, challenges, and importance. Help students 

develop the capability of implementing innovative planes as well as the social 

marketing theories and implementation.  

2. Train and incubate students with entrepreneurial identification, opportunities 

recognition, and implementation as well as the motivation. 

3. Provide practical cases and workshop for incubation and communication.  

預期學習成效 
專題研究及創業進階課程選修 

課程推廣方式 
周末授課並邀請實務創業家加入工作坊，可針對上這程進行募客或試課等機

制，作為推廣的模式及先導。 

課程進行之規劃與設計 

日期 

(星

期) 

時間 地點 
課程主題及學習內 

 

授課教師 

(時數) 
教學策略 評量方法 

09/23 

(六) 

10:00-16:00 校內 

 

創新創業基礎理論 

(本單元課程共 3

時) 

創業家創業機會辨

許淮之(3) 

賴文泰(3) 

曹淑琳(3) 

協同業師(2) 

理論講述、

搭 配 工 作

坊、市場與

商機辨識 

口頭報告與資

料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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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與執行 (本單元

課程共 3 時) 

09/30 

(六) 

10:00-16:00 校內 

 

創業準備:知識、資

源、創業模式、商

機轉化、執行 

許淮之(3) 

賴文泰(3) 

曹淑琳(3) 

分組討論、

建構知識、

創育團隊分

析與評估 

口頭報告與方

案分析 

10/07 

(六) 

10:00-16:00 校外 創新與創業案例與

廠商參訪 (本單元

課程共 3 時) 

創業家座談與創新

商品介紹 

許淮之(3) 

賴文泰(3) 

曹淑琳(3) 

校外專家 

理論連結實

務場域、對

談教育、實

務溝通 

專案成果與創

業規劃書 

其他特殊規劃 

以雲端募課及試課方式進行學生的篩選及課程輔導，跳脫過去學生接受課程及被動的角色 

、提供單元由學生自行選擇與創新創業相關的課程組合。此課程僅是先導及整合，深碗課程

的組合由學生以護照方式及教師規範的時數及評量方式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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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事務系-1 

中文課程名稱 
Chinese Name of Course 

節慶活動製作實務 
模組名稱 

Module Name 
 

英文課程名稱 
English Name of Course 

FESTIVAL AND EVENT PRODUCTION 

學制 

School System 

【Day School】 

□日二技2-Year College 

■日四技4-Year College 

□日五專5-Year Junior College 

□研究所 Graduate Institute 

【Division of Continuing Ed.】 

□進二技2-Year College 

□進四技4-Year College 
年級 

Year 
3 

必修/選修 
Required or Elective Course 

□必修 Required course 

■選修 Elective course 

學分/時數 

Credits/Hours 

  3學分(每學期)/ 

Credits per semester/ 

3小時(每週) 
Hours per week 

學期/學年 

Course Type 

□學年 Year-long course 

■學期 semester course 

開課單位 

Dept. of Offering Courses 
國際事務系 

 

課程概要 

Course Content 

本課程把節慶活動當做一個學習從事跨文化溝通、創意實作與專案管理的實驗平

臺，藉由教師與業界專家的合作指導，帶領學生進行節慶活動的個案研討、專案

策劃與製作。參與這門課的同學們除了透過講授與閱讀文獻學習節慶活動策畫、

製作的方法，也將透過大量的實作，學習如何呈現節慶活動所聚焦的文化主體、

進行精確傳達與溝通、社區連結、資源動員與內容整合。此外，學生也將學習如

何評估、管理節慶活動的成果，使節慶活動得以永續發展。 

This course makes the planning and production of festival and event an experimental 

process through which students learn about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creativity 

realization, and project management. The course instructor and a group of experts with 

practical knowledge and skills will guide students to conduct case analyses of 

important festivals and events, making proposal and fulfilling plans in the one-year 

course. In addition to lectures and reading assignments, students will learn from a 

series of practical projects, through which they learn how to better present the cultural 

subjects featured in the festival/event, communicate precisely, collaborate with the 

neighboring community, collect resources, recruit volunteers, and integrate all the 

efforts to organize a successful festival/event. In addition, students will learn how to 

evaluate and manage the result of festival and event organization, understanding the 

ways of making festival and event sustainable.  

課程目標 

Course Objectives 

1.跨文化溝通與在地連結對節慶活動策畫與製作的重要性  

2.了解節慶活動策畫與製作如何能夠推廣人文關懷、服務公眾 

3. 將理論與創意化為實踐方案的策略 

1. realize the importance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d collaboration with local 

community for the planning and production of festival and event.  

2. understand the ways how festival and event contribute to the promotion of 

humanities and public goods. 

3. learn the ways of putting theory to use and realizing creativity. 

配對之能力指標 5-3-4 具備組織、策劃、論述與實踐在地及國際城市文化導覽工作之能力 

提案十一 附件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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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應的產業別 國際事務產業 

產業對應的知能 
Knowledge Corresponding 

to Industry 

5.國際事務領域專業溝通能力 

6.國際事務訊息吸收與分析能力 

9. 國際文化交流與文化產業之理解、規劃與運作能力 

10. 專案企劃與執行能力 

對應的升學領域 
Corresponding Grade 

Promotion Area 

1. 觀光與休閒管理 

3.文化研究 

5.文化創意 

對應升學領域的知能 
Knowledge of 

Corresponding Grade 

Promotion Territory 

4. 組織能力 

5. 中文寫作能力 

7. 傳播媒體運用能力 

10. 基礎設計能力 

15. 策略、規劃能力 

16. 國際觀 

20. 創意與創新能力 

23. 研究能力 

24. 藝文賞析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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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事務系-2 

中文課程名稱 
Chinese Name of Course 

新南向發展戰略探討 
模組名稱 

Module Name 
 

英文課程名稱 
English Name of Course 

STUDY ON THE STRATEGY FOR NEW SOUTHBOUND DEVELOPMENT  

學制 

School System 

【Day School】 

□日二技2-Year College 

■日四技4-Year College 

□日五專5-Year Junior College 

□研究所 Graduate Institute 

【Division of Continuing Ed.】 

□進二技2-Year College 

□進四技4-Year College 
年級 

Year 
2 

必修/選修 
Required or Elective Course 

□必修 Required course 

■選修 Elective course 

學分/時數 

Credits/Hours 

  3學分(每學期)/ 

Credits per semester/ 

3小時(每週) 
Hours per week 

學期/學年 

Course Type 

□學年 Year-long course 

■學期 semester course 

開課單位 

Dept. of Offering Courses 
國際事務系 

 

課程概要 

Course Content 

本課程呼應政府推動新南向戰略發展，帶領學生認識東南亞國家之政治、經濟、

文化發展，使學生具備對東南亞國家之相關知能，為國家培育前往東南亞發展之

人力資源。課程分兩階段進行，參與課程學生需要兩階段均參與，並完成報告及

分享會，始可獲得學分。第一階段為課堂授課：學習東南亞各國之近代歷史及現

階段整體之政治、經濟、文化情況；第二階段為國際體驗學習：學生分組組團或

個人前往東南亞國協十國中之一個國家，進行田野調查活動及生活體驗，進行問

題發掘、問題解決、資料彙整作業。 

This course echoes Government’s promotion of New Southbound strategy by 

introducing the current politic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development of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to students. With the relevant knowledge, students can be well 

prepared with feasible human resources to explore Southeast Asian markets. The 

course will be divided into two stages. Students must complete both stages as well as 

finish final report and presentation to gain credits. The first stage is giving lectures, 

including the contemporary history and current national situation of the ten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Association (ASEAN) countries. The second stage is 

experience-oriented field trip to any one of the 10 ASEAN countries. Students can 

travel in a small group or individual to experience life in one of the ASEAN countries 

and to conduct issues exploring, data collection, and resolution setting. 

課程目標 

Course Objectives 

1.東南亞國協各國之政治、經濟、文化等國情發展現況 

2.東協各國與我國之關係 

3.涉外事務溝通及危機處理 

4.公私部門在東南亞所能提供的資源及協助 

5.跨文化溝通與各種問題發現、分析及探討 

6.國際參與及交流活動規劃設計 

7.了解海外活動安全 

1. understand the current national status of ASEAN countries, including politic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aspects, 

2. understand relations between ASEAN countries and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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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be familiar with foreign-related affairs and knowledge of negotiation and crisis 

management, 

4. explore resources and assistance of public and private sectors in Southeast Asia 

region, 

5. explore, analyze, and research various intercultural problems and communication, 

6. design proposal for international participation and exchange activities, 

7. and comprehend the safety of overseas activities. 

配對之能力指標 
Corresponding Skill 

Indicator / Standard 

1-2-4 具備對國際關係理論之基本認知與運用於理解國際現勢運作之能力 

2-2-6 具備國際經濟學相關理論之基本認知與理解國際經濟市場運作、經濟政策

與經濟發展之能力 

3-2-1 具備運用國際事務相關知識於專業實習之能力 

5-2-4 具備理解、比較與分析在地與國際文化現象與文化事務專題之能力 

對應的產業別 
Corresponding to 

Industry 

國際事務產業 

產業對應的知能 
Knowledge Corresponding 

to Industry 

2.第二外語聽說能力, 

5.國際事務領域專業溝通能力, 

6.國際事務訊息吸收與分析能力 

對應的升學領域 
Corresponding Grade 

Promotion Area 

3.文化研究 

4.外交 

6.國際研究 

對應升學領域的知能 
Knowledge of 

Corresponding Grade 

Promotion Territory 

11. 對國際經貿、政治、法律及國際關係情勢的掌握 

15. 策略、規劃能力 

16. 國際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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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分

數

授

課

時

數

學

分

數

授

課

時

數

學

分

數

授

課

時

數

學

分

數

授

課

時

數

國際事務研究方法 3 3 3 3

全球發展歷史、理論與實務 3 3 3 3

國際政治經濟哲學、理論與議題 3 3 3 3

跨文化溝通與談判 3 3 3 3

論文/產學合作研究案技術報告 6 6 6 6

合計 18 18 6 6 6 6 0 0 6 6

國際企業全球競爭與挑戰 3 3 3 3

全球治理與國際建制 3 3 3 3

涉外工作策略管理理論與實作 3 3 3 3

全球區域經濟整合與發展 3 3 3 3

合計
12 12 3 3 3 3 6 6 0 0

東南亞文化政治 3 3 3 3

東南亞與國際企業管理 3 3 3 3

東南亞政經發展 3 3 3 3

東南亞治理與民主 3 3 3 3

合計 12 12 3 3 3 3 6 6 0 0

東南亞國際關係專題 3 3 3 3

涉外危機管理個案分析與實作 3 3 3 3

全球經濟財務安全議題 3 3 3 3

東南亞華人社會與文化 3 3 3 3

台資企業中國大陸經商模式 3 3 3 3

國際發展與非政府組織管理 3 3 3 3

獨立研究 3 3 3 3

中國大陸政經與社會發展 3 3 3 3

國際行銷與市場研究 3 3 3 3

合計
27 27 3 3 9 9 6 6 9 9

1.本所畢業最低學分為42=18(必)+24(選)。

3.申請碩士學位考試前，須通過「文藻外語大學學術倫理教育課程實施要點」所訂之學術倫理教育課程。

一

般

選

修

下

東

南

亞

研

究

選

修

模

組

第二學年第一學年

2.選修學分：24選修學分中，國際事務組學生必須選讀國際事務研究選修模組9學分；東南亞研究組學生必須選讀

東南亞研究選修模組9學分。

備註：

上 下 上

選

修

科

目

授

課

時

數

國

際

事

務

研

究

選

修

模

組

學

分

數

必

修

科

目

國際事務碩士學位學程科目學分表

106學年度入學適用

106.5.23校課委會議通過

106.O.O教務會議通過

科

目

類

別

科目名稱

授課學分及年級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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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事務碩士學位學程-1 

中文課程名稱 
Chinese Name of Course 

台資企業中國大陸經商模式 
模組名稱 

Module Name 
一般選修 

英文課程名稱 
English Name of Course 

BUSINESS MODELS OF TAIWANESE BUSINESS IN CHINA 

學制 

School System 

【Day School】 

□日四技 4-Year College 

■研究所 Graduate Institute 

【Division of Continuing Ed.】 

□進二技 2-Year College 

□進四技 4-Year College 

年級 

Year 
2 

必修/選修 
Required or Elective Course 

□必修 Required course 

■選修 Elective course 
學分/時數 

Credits/Hours 

  3 學分(每學期)/ 

3 小時(每週) 

學期/學年 

Course Type 

□學年 Year-long course 

■學期 semester course 
開課單位 

Dept. of Offering Courses 
國際事務碩士學位學程 

 

課程概要 

Course Content 

中國大陸在 1978 年實施經濟改革開放措施，在語言相通及地理位置相近的條件下，吸

引許多台商到中國大陸投資經商。中國大陸的政經環境與台灣不同，中國大陸加入世界

貿易組織之後，政經環境變化速度更快，正確認識中國大陸經商環境的變化，方有利於

台商的投資與經營。包括台商在內的外商，在中國大陸經商的模式，一般分為中外合資、

中外合營以及獨資，此外，有關進入時間、進入障礙、經營管理議題等，除台商自己的

因素之外，也受到中國大陸相關規定與因素所影響，這些都將在課程裡介紹與探討。本

課程透過分析在中國大陸的台商個案，讓學生可以掌握過去的經驗，為未來研究或實務

推動奠定基礎。 

In 1978, Mainland China started economic reforms and the open door policy. Taiwanese 

businessman was gradually seeking business opportunities in there due to the similar 

languages and the advantage of geographic location. However,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environments in Mainland China are quite different from Taiwan and they changed rapidly 

after its entry into the WTO. The accurate understanding of business environments in 

Mainland China is the key for Taishang to do business. This course will discuss the three 

basic models of doing business in China for all foreign investors, including Taiwanese 

businessman, Sino-Foreign Equity Joint Ventures, Sino-Foreign Cooperation Contractual 

Joint Ventures, and wholly-foreign-owned enterprise. In addition, entry time, entry models, 

entry barriers, and managerial issues which are relevant to Taishang’s investment 

considerations and affected by business environment in China will be discussed as well. 

Taishang’s business experiences will be discussed from cases studies. 

課程目標 

Course Objectives 

1. 理解商業模式的分析項目及架構。 

2. 運用此架構，對中國大陸市場及投資環境，進行批判性的分析與探討。 

3. 了解台資企業在中國大陸不同產業的經商模式，進行分析及探討。 

1. understand the analysis and structures of business models. 

2. apply the knowledge to do critical analysis and discussion of China’s market and 

investment environment. 

3. understand, analyze and discuss different Taiwanese business models in China. 

配對之能力指標 2-2-2  具備宏觀理解台資企業大陸經商模式之相關議題的能力 

對應的產業別 國際事務產業 

產業對應的知能 8. 國際經濟產業理解與實務之能力 

對應的升學領域 7. 區域研究 

對應升學領域的知能 
21. 國際企業管理能力 

26. 策略、規劃研究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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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事務碩士學位學程-2 

中文課程名稱 
Chinese Name of Course 

中國大陸政經與社會發展 
模組名稱 

Module Name 
一般選修 

英文課程名稱 
English Name of Course 

CHINA’S POLITICAL ECONOMY AND SOCIAL DEVELOPMENT 

學制 

School System 

【Day School】 

□日五專 5-Year Junior College 

■研究所 Graduate Institute 

【Division of Continuing Ed.】 

□進二技 2-Year College 

□進四技 4-Year College 

年級 

Year 
2 

必修/選修 
Required or Elective Course 

□必修 Required course 

■選修 Elective course 
學分/時數 

Credits/Hours 

  3 學分(每學期)/ 

3 小時(每週) 

學期/學年 

Course Type 

□學年 Year-long course 

■學期 semester course 
開課單位 

Dept. of Offering Courses 
國際事務碩士學位學程 

 

課程概要 

Course Content 

21 世紀以來，中國大陸藉由加入世界貿易組織，與世界經濟接軌，拉動經濟成長，成為世界第

二的經濟體，亦提升中國大陸的整體國力，備受世人矚目。在亮麗經濟發展數據的背後，中國

政治體制有所變革，亦有所不變。變革者，是配合著與世界經濟接軌的經貿體制職能改革，不

變者，是堅持著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政治體制。此外，經濟發展所帶來的貧富差距、城鄉差距，

環境汙染、貪汙腐敗等問題，在中國大陸社會層面漸漸引起波浪，成為中國政治、社會、經濟

穩定的障礙。本課程將以宏觀、正確的視角，帶領同學了解中國大陸政治、經濟、社會的改革、

變遷與發展。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21st century, mainland China has become the world second largest 

economic entity by joining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 and connecting with the world 

economy. The economic performance has also boosted the overall national strength of the Chinese 

mainland and attracted worldwide attention. Behind the bright economic achievement, part of China's 

political system has changed but the other part also has not changed. The Chinese governmental 

systems and bodies with economic and trade functions have to be reformed in order to connect to the 

world economy. However, the Chinese government still insists on its socialist political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addition, poverty, disparity of urban and rural,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corruption and other issues in Mainland China have gradually caused waves of social, political, social 

and economic stability obstacles. This course will lead the students to understand the political, 

economic and social reforms,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s in mainland China from a 

macroscopic and correct perspective. 

課程目標 

Course Objectives 

1. 具備以宏觀、正確的視角，深度地認識中國的經濟發展。 

2. 了解中國政治、經濟體制的演變。 

3. 了解中國的經濟條件與社會發展變遷。 

4. 了解中國融入世界經濟。 

5. 了解中國的政府職能轉變。 

6. 知曉熟悉中國改革發展：政治、經濟、社會文化。 

1.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 from the macro, proper and profound points of view. 

2. the change of Chinese politics and economy. 

3. the economic circumstances and the change of social development; 

4. the role of China in the world economy. 

5. the change of Chinese government. 

6.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reformation in politics, economy, and social culture. 

配對之能力指標 2-2-3  具備宏觀理解中國政經與社會發展之相關議題的能力 

對應的產業別 國際事務產業 

產業對應的知能 8. 國際經濟產業理解與實務之能力 

對應的升學領域 7. 區域研究 

對應升學領域的知能 
11. 對國際經貿、政治、法律及國際關係情勢的掌握 

21. 國際企業管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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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高級英語(一) 4 4 2 2 2 2

中高級英語(二) 4 4 2 2 2 2

中文表達藝術 4 4 2 2 2 2

全人發展(一) 2 2 2 2

全人發展(二) 2 2 2 2

體育(體育興趣選項) 0 4 0 2 0 2

涵養通識：自然與科學 2 2 2 2 2 2 2 2

涵養通識：人文藝術 2 2 2 2 2 2 2 2

涵養通識：社會法政 2 2 2 2 2 2 2 2

合 計 22 26 12 14 12 14 8 8 2 2

專業西班牙文翻譯 6 6 3 3 3 3

專業西班牙文選讀 4 4 2 2 2 2

西語職場溝通技巧 4 4 2 2 2 2

專業西班牙文寫作 6 6 3 3 3 3

西語職場專業口語表達 4 4 2 2 2 2

合 計 24 24 7 7 7 7 5 5 5 5

專業實習 4 - 4 - 實習320小時

海外實習(一) 2 - 2 - 實習72小時(新課程)

海外實習(二) 3 - 3 - 實習108小時(新課程)

職場體驗實習 1 - 1 - 實習36小時

學期校外實習(一) 15 - 15 - 實習4.5個月

學期校外實習(二) 15 - 15 - 實習4.5個月

西班牙文教學法概論 8 8 4 4 4 4

數位西語文化 8 8 4 4 4 4

西文國際行銷 2 2 2 2

西文國際貿易 2 2 2 2

西班牙電影欣賞與評論 2 2 2 2

拉丁美洲電影欣賞與評論 2 2 2 2

實務專題(一) 2 2 2 2

實務專題(二) 2 2 2 2

合 計 28 28 10 10 10 10 4 4 4 4

日二技西班牙語文系科目學分表
106學年度入學適用

106.5.23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106.O.O教務會議通過

科

目

類

別

科目名稱

授課學分數 / 授課時數

總

學

分

數

總

授

課

時

數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授

課

時

數

下

學

分

數

授

課

時

數

學

分

數

授

課

時

數

學

分

數

共

同

必

修

科

目
二技學生須由每一學群

各修1門，合計6學分。

系

訂

必

修

科

目

系

訂

必

選

修

科

目

學

分

數

授

課

時

數

備註

上 下 上

6、二技學生通識課程6學分，由涵養通識課程，任選三學群各一門課。

系

訂

選

修

科

目

1、畢業總學分72學分　=　共同必修22學分 + 系訂必修24學分 + 系訂必選修至少1學分 + 系訂選修20學分 + 一般選修5學分

2、實習課程至少修習1門。

3、通識學群開課科目，以當年度通識教育中心開出課程為準。

4、系訂選修科目僅供參考，需以當年度各系實際開出的選修課程為準。

5、主修系開設給該系學生選修之課程即稱為系訂選修(如有例外情形將另行說明)

 

提案十六 附件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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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二技西班牙語文系-1 

中文課程名稱 
Chinese Name of Course 

西班牙文教學法概論 
模組名稱 

Module Name 
 

英文課程名稱 
English Name of Course 

INTRODUCTION TO SPANISH TEACHING METHOD(I) 

學制 

School System 

【Day School】  

■日二技2-Year College 

□日四技4-Year College 

【Division of Continuing Ed.】 

□進二技2-Year College 

□進四技4-Year College 

年級 

Year 
3 

必修/選修 
Required or Elective Course 

□必修 Required course 

■選修 Elective course 

學分/時數 

Credits/Hours 

4學分(每學期)/ 

4小時(每週) 

學期/學年 ■學年 Year-long cours 開課單位 西班牙語文系 

 

課程概要 

Course Content 

本課程旨在對日後想從事西班牙語教學工作及對西班牙語教育相關研究有興趣的學生所設。課程內

容分為： 

1.從應用語言學及教育心理學的觀點看語言教學與語言學習。 

2.介紹不同教學法形成之歷史背景與原理原則，例如：文法翻譯法、直接教學法、自然教學法、溝

通教程及其它各大教學法。 

3.分析現有各種西文教材及其應用。 

4.實際模擬教學，將基本理論及技巧應用於教學上。 

This course is designed for students who are interested in teaching Spanishor doing Spanish teaching 

research. The course consists of: 

1. a review of language teaching and learning methods from the relevant aspects of applied linguistics and 

educational psychology;  

2. 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theories and principles of various teaching methodologies, 

such as the grammar-translation method, the direct method, the natural approach, the communicative 

approach and other major methods; 

3. an analysis of current Spanish teaching materials and applications;  

4.teaching demonstrations of applying basic teaching theories and techniques in teaching." 

課程目標 

Course Objectives 

1.學習及瞭解與外語教學有關的基本概念 

2.思考及討論與外語教學有關的現象。 

3.把所學之基本理論及技巧應用在教學上。透過實際體驗教學方法。 

4.增進對西班牙語教育有興趣的學生了解日後自我充實之方向。 

1. Students will learn and understand the basic concepts of foreign language instruction. 

2. Students will reflect and discuss the trends regarding foreign language instruction. 

3. Students will apply the basic theories and techniques to teaching through practice.  

4. Students who are interested in teaching Spanish will know what to study in the future." 

配對之能力指標 
1-3-1能以一定程度的流暢西語與西語系國家人士溝通。 

1-3-2能運用各類型之句型，以西文撰寫不同主題之文章並提出個人之見解。 

2-3-1能達到歐洲語言共同參考架構 B2等級之聽說、讀、寫能力。 

對應的產業別 
文化創意產業 

商務暨商務管理產業 

產業對應的知能 

文化創意產業 

1. 外語聽說能力 

2. 外語讀寫能力 

商務暨商務管理產業 

1. 第二外語聽說能力 

2. 第二外語讀寫能力 

對應的升學領域 語言教學 

對應升學領域的

知能 

1. 外語聽說能力 

2. 外語讀寫能力 

3. 網際網路應用能力 

4. 組織能力 

5. 語言教學相關知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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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二技西班牙語文系- 2 

中文課程名稱 
Chinese Name of Course 

數位西語文化 
模組名稱 

Module Name 
 

英文課程名稱 
English Name of Course 

  DIGITAL PRESENTATION OF SPANISH CULTURE 

學制 

School System 

【Day School】 

日二技 2-Year College 

□日四技 4-Year College 

【Division of Continuing 

Ed.】 

□進二技 2-Year College 

年級 

Year 
3 

必修/選修 
Required or Elective Course 

□必修 Required course 

選修 Elective course 

學分/時數 

CreditsHours 

  4 學分(每學期)/ 

4 小時(每週) 

學期/學年 

Course Type 

學年 Year-long course 

□學期 semester course 

開課單位 

Dept. of Offering 

Courses 

西班牙語文系 

課程概要 

Course Content 

1.西語文化介紹 

2.科技教育與數位概念 

3.面向數位世界的新認識 

4.文化行銷的基本概念 

5.有形文化的創意產品行銷企劃 

6.西語文化創意產業組織與專案 

1. The presentation of Spanish culture. 

2. The meaning behind science education and digital concepts. 

3. The new understanding of the world of digital research. 

4. The basic concepts of cultural marketing. 

5. Marketing plans for physical cultural creativity products. 

6. The organization and projects of Spanish culture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課程目標 

Course Objectives 

培育學生應用所學之西語文化，結合數位科技，培養學生跨領域的思考。 

To foster students applying knowledge of Spanish culture while integrating digital 

technology so as to cultivate their interdisciplinary thinking.   

配對之能力指標 
Corresponding Skill 

Indicator / Standard 

1-3-1 能以一定程度的流暢西語與西語系國家人士溝通。 

1-3-2 能用各類型之句型，以西語撰寫不同主題之文章並提出個人之見

解。 

2-3-1 能到歐洲語言共同參考架構 B2 等級之聽、說、讀、寫能力。 

3-3-1 了解西語系國家文化文明之現況，並能掌握跨文化溝通之技巧。 

對應的產業別 
文化創意產業 

商務暨商務管理產業 

產業對應的知能 
Knowledge Corresponding 

to Industry 

文化創意產業 

1. 外語聽說能力 

2. 外語讀寫能力 

商務暨商務管理產業 

1. 第二外語聽說能力 

2. 第二外語讀寫能力 

對應的升學領域 文化研究 

對應升學領域的知能 
Knowledge of 

Corresponding Grade 

Promotion Territory 

1. 外語聽說能力 

2. 外語讀寫能力 

3. 網際網路應用能力 

4. 組織能力 

5. 對主修語言國家文化認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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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一英文* 8 8 4 4 4 4

大二英文* 8 8 4 4 4 4

大三英文* 8 8 4 4 4 4

資訊概論 2 2 2 2 (2) (2) 一年級上下學期對開

電腦多媒體應用 2 2 (2) (2) 2 2 一年級上下學期對開

涵養通識：社會法政 2 2 2 2 (2) (2) (2) (2) (2) (2)

涵養通識：人文藝術 2 2 (2) (2) 2 2 (2) (2) (2) (2)

涵養通識：自然與科學A類 2 2 (2) (2) (2) (2) 2 2 (2) (2)

涵養通識：自然與科學B類 2 2 (2) (2) (2) (2) (2) (2) 2 2

深化通識：(自選)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三年級上下學期對開

全人發展：大學入門(一) 1 1 1 1

全人發展：大學入門(二) 1 1 1 1

全人發展(二) 2 2 2 2 (2) (2) 二年級上下學期對開

體育 0 8 0 2 0 2 0 2 0 2 二年級為體育興趣選項

現代文學(一) 2 2 2 2 (2) (2) 一年級上下學期對開

現代文學(二) 2 2 (2) (2) 2 2 一年級上下學期對開

歷代文選 4 4 2 2 2 2

中國語文運用 2 2 (2) (2) 2 2 二年級上下學期對開

合 計 52 60 11 13 11 13 8 10 10 12 6 6 4 4

跨文化溝通(一) 2 2 2 2
歐亞語文學院(群)。需修畢並通過

跨文化溝通(一)才能修讀跨文化溝

通(二)

跨文化溝通(二) 2 2 2 2

合 計 4 4 2 2 2 2

西班牙文(一) 8 8 4 4 4 4

西班牙語會話(一) 8 8 4 4 4 4

西班牙文閱讀與聽力(一) 4 4 2 2 2 2

西班牙文(二) 8 8 4 4 4 4

西班牙語會話(二) 4 4 2 2 2 2

西班牙文閱讀與聽力(二) 4 4 2 2 2 2

西班牙文寫作(一) 4 4 2 2 2 2

西班牙文(三) 6 6 3 3 3 3

西班牙語會話(三) 4 4 2 2 2 2

西班牙文寫作(二) 4 4 2 2 2 2

西班牙語主題式演說訓練 4 4 2 2 2 2

合 計 58 58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7 7 7 7 2 2 2 2

專業實習 4 - 4 - 實習320小時

海外實習(一) 2 - 2 - 實習72小時

海外實習(二) 3 - 3 - 實習108小時

職場體驗實習 1 - 1 - 實習36小時

學期校外實習(一) 15 - 15 - 實習4.5個月

學期校外實習(二) 15 - 15 - 實習4.5個月

校

共

同

必

修

科

目

院

共

同

必

修

科

目

系

訂

必

修

科

目

系

訂

必

選

修

科

目

實

習

學

分

數

學

分

數

授

課

時

數

學

分

數

授

課

時

數

學

分

數

學

分

數

授

課

時

數

學

分

數

上

授

課

時

數

學

分

數

授

課

時

數

上 下

授

課

時

數

授課時數

授

課

時

數

總

學

分

數

總

授

課

時

數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學

分

數

授

課

時

數

上 下

備註

下

第三學年 第四學年

106學年度入學適用

106.5.23校課委會議通過

106.O.O教務會議通過

日四技西班牙文系科目學分表

上 下
科

目

類

別

科目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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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四技西班牙語文系-1 

中文課程名稱 
Chinese Name of Course 

學期校外實習（一） 
模組名稱 

Module Name 
 

英文課程名稱 
English Name of Course 

SEMESTER-BASED INTERNSHIP 

學制 

School System 

【Day School】 

□日二技 2-Year College 

▓日四技 4-Year College 

【Division of Continuing Ed.】 

□進二技 2-Year College 

□進四技 4-Year College 

年級 

Year 
4 

必修/選修 
Required or Elective 

Course 

□必修 Required course 

▓選修 Elective course 
學分/時數 

Credits/Hours 

  15 學分(每學期)/ 

Credits per semester/ 

4.5 個月(每學期) 

Hours per week 

學期/學年 

Course Type 

□學年 Year-long course 

▓學期 semester course 
開課單位 

Dept. of Offering Courses 
西班牙語文系 

 

課程概要 

Course Content 

1. 瞭解實習公司的規定及其工作性質。 

2. 依不同公司性質規劃如何銜接公司的工作。 

3. 執行公司所交付之實習工作並於實習結束時繳交實習成果報告。 

1.Understanding the regulation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ompany. 

2. Being able Adapt to different working environment. 

3.To accomplish the appointed assignments and hand in report by the end of the 

internship. 

課程目標 

Course Objectives 

1. 為配合西語人才之需求，落實西語實務能力之培訓，使學生於在學期間提早

學習職場之實務經驗，建立正確的工作態度，落實學校知識與業界經驗的整

合，進而提昇學生於職場之就業能力。 

2. 於實習期間,除增進學生之西/英語能力外，亦培養跨文化溝通能力，同時擴展

國際觀，達到培育西語人才之教育目標。 

1. To provide practical training and establish adequate work ethic. To 

implement acquired knowledge into practice and enhance students’ 

competitiveness in job market. 

2. With the internship, students will improve their Spanish and English 

communication skills, expand their vision and prepare themselves for the 

future career as Spanish language professionals. 

配對之能力指標 
Corresponding Skill 

Indicator / Standard 

5-4-1 具備有關國際行銷、全球經濟環境、管理導向、市場發展等方面知識，以

及用西文撰寫商用書信之能力。 

5-4-2 能理解國際貿易的基本理論及進出口程序，並結合學生之西文能力與商業

相關知識。 

 

對應的產業別 商務暨商務管理產業 

產業對應的知能 
Knowledge Corresponding 

to Industry 

1.商務文書處理。 

2.商業知識運用 

3.商業外語能力。 

對應的升學領域 國際經貿 

對應升學領域的知能 
Knowledge of 

Corresponding Grade 

Promotion Territory 

1. 外語聽說的能力 

2. 外語讀寫的能力 

3. 對國際經貿、政治、法律及國際情勢的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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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四技西班牙語文系-2 

中文課程名稱 
Chinese Name of Course 

學期校外實習（二） 
模組名稱 

Module Name 
 

英文課程名稱 
English Name of Course 

SEMESTER-BASED INTERNSHIP 

學制 

School System 

【Day School】 

□日二技 2-Year College 

▓日四技 4-Year College 

【Division of Continuing Ed.】 

□進二技 2-Year College 

□進四技 4-Year College 

年級 

Year 
4 

必修/選修 
Required or Elective 

Course 

□必修 Required course 

▓選修 Elective course 
學分/時數 

Credits/Hours 

  15 學分(每學期)/ 

Credits per semester/ 

4.5 個月(每學期) 

Hours per week 

學期/學年 

Course Type 

□學年 Year-long course 

▓學期 semester course 
開課單位 

Dept. of Offering Courses 
西班牙語文系 

 

課程概要 

Course Content 

1. 瞭解實習公司的規定及其工作性質。 

2. 依不同公司性質規劃如何銜接公司的工作。 

3. 執行公司所交付之實習工作並於實習結束時繳交實習成果報告。 

1.Understanding the regulation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ompany. 

2. Being able Adapt to different working environment. 

3.To accomplish the appointed assignments and hand in report by the end of the 

internship. 

課程目標 

Course Objectives 

1. 為配合西語人才之需求，落實西語實務能力之培訓，使學生於在學期間提早

學習職場之實務經驗，建立正確的工作態度，落實學校知識與業界經驗的整

合，進而提昇學生於職場之就業能力。 

2. 於實習期間,除增進學生之西/英語能力外，亦培養跨文化溝通能力，同時擴展

國際觀，達到培育西語人才之教育目標。 

1. To provide practical training and establish adequate work ethic. To implement 

acquired knowledge into practice and enhance students’ competitiveness in job 

market. 

2. With the internship, students will improve their Spanish and English 

communication skills, expand their vision and prepare themselves for the future 

career as Spanish language professionals. 

配對之能力指標 
Corresponding Skill 

Indicator / Standard 

5-4-1 具備有關國際行銷、全球經濟環境、管理導向、市場發展等方面知

識，以及用西文撰寫商用書信之能力。 

5-4-2 能理解國際貿易的基本理論及進出口程序，並結合學生之西文能力

與商業相關知識。 

 

對應的產業別 商務暨商務管理產業 

產業對應的知能 
Knowledge Corresponding 

to Industry 

1.商務文書處理。 

2.商業知識運用 

3.商業外語能力。 

對應的升學領域 國際經貿 

對應升學領域的知能 
Knowledge of 

Corresponding Grade 

Promotion Territory 

1. 外語聽說的能力 

2. 外語讀寫的能力 

3. 對國際經貿、政治、法律及國際情勢的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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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南亞語言與產業學分學程」科目學分表 

（一） 「東南亞語言與產業學分學程」課程架構 

提案十八 附件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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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東南亞語言與產業學分學程」課程規劃 

1.「東南亞語言與產業學分學程」之規劃分為「核心課程」與「專業課程」。 

2.「核心課程」主要針對東南亞語言（越南語、泰語、印尼語）、東南亞語系國家背景及文

化課程等給予學生基礎的外語學習和導論，提供學生東南亞地區國家社會、人文的基本

知識。 

3.「專業課程」區分為： 

 社會與文化議題課程：透過對東南亞地區政治、經貿、產業、法律等多方面向進行分析，

藉由深入了解而組成一個由點、線、面之全觀模式呈現的東南亞面面觀，提供給學生全

方位的東南亞區域概念課程。 

 相關產業應用課程：為配合核心必修課程，開設應用於不同相關產業中東南亞語言的課

程，給予學生能夠運用所學的機會，跨足外語和其他專業領域，培養具專業能力和東南

亞語言能力之人才。 

 職場體驗實習：透過跨國合作，提供學生海/校外實習，將習得之外語能力和專業領域進

行實務訓練，以獲得實質經驗並了解市場需求。實習時數320小時。 

4.學分抵修：為拓廣語言結合其他專業領域之學習，歐亞語文學院所開設的東南亞語文深碗

課程，可抵修本學程之相關學分： 

 「網路市集東南亞」（4 學分）：抵修「東南亞政治社會概論」（2 學分）、「東南亞經

貿與產業發展概論」（2 學分）、「東南亞移民與文化」（2 學分）等課程，至多抵修 4

學分。 

 「探索東南亞」（6 學分）：抵修「初級越南語一/初級泰語一/初級印尼語一」（2 學分）、

「東南亞與台灣」（2 學分）、「東南亞歷史與文化」（2 學分）、「職場體驗實習」（4

學分）、「東南亞國際關係」（2 學分）等課程，至多抵修 6 學分。 

 (三)「東南亞語言與產業學分學程」科目學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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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紅字為新增敘述。 

核心課程（必修 12 學分） 

課程名稱 學分數 備註 

初級越南語一/初級泰語一/初級印尼

語一/初級柬埔寨語一/初級緬甸語一

/初級馬來語一/初級菲律賓語一 

2 

可抵修「探索東南亞」（6 學分） 

初級越南語二/初級泰語二/初級印尼

語二/初級柬埔寨語二/初級緬甸語二

/初級馬來語二/初級菲律賓語二 

2 

 

中級越南語一/中級泰語一/中級印尼

語一/中級柬埔寨語一/中級緬甸語一

/中級馬來語一/中級菲律賓語一 

2 

 

中級越南語二/中級泰語二/中級印尼

語二/中級柬埔寨語二/中級緬甸語二

/中級馬來語二/中級菲律賓語二 

2 

 

東南亞與台灣 2 可抵修「探索東南亞」（6 學分） 

東南亞歷史與文化 2 可抵修「探索東南亞」（6 學分） 

專業課程（至少必選修 6 學分） 

社會與文化相關議題課程 

課程名稱 學分數 備註 

東南亞經貿與產業發展概論 2 可抵修「網路市集東南亞」（4 學分） 

東南亞政治社會概論 2 可抵修「網路市集東南亞」（4 學分） 

東南亞移民與文化 2 可抵修「網路市集東南亞」（4 學分） 

東南亞國際關係 2 可抵修「探索東南亞」（6 學分） 

職場體驗實習 4 

1. 可抵修「探索東南亞」（6 學分）。 

2. 在修畢一語種「初級語言一至中級語

言二」共 4 等級之前提下，可另選一

語種修習「初級語言一」、「初級語言

二」合計 4 學分，抵修「職場體驗實

習」。 

3. 修習「經貿語言」、「觀光語言」「語

言翻譯」等相關產業應用課程，合計

4 學分，抵修「職場體驗實習」。 

相關產業應用課程 

課程名稱 學分數 備註 

經貿越南語/經貿泰語/經貿印尼語 2  

觀光越南語/觀光泰語/觀光印尼語 2  

越南語翻譯/泰語翻譯/印尼語翻譯 2  

實習課程（選修 4 學分） 

職場體驗實習（例如：東南亞台商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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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分

數

授

課

時

數

學

分

數

授

課

時

數

學

分

數

授

課

時

數

學

分

數

授

課

時

數

研究方法 3 3 3 3

歐洲時事論壇 3 3 3 3

學術論文寫作 3 3 3 3

碩士論文 6 6 6 6

合計 15 15 3 3 3 3 3 3 6 6

專業歐洲語言（法、德、西） 3 3 3 3

歐盟整合與共同政策專題 3 3 3 3

歐洲語言教育專題 3 3 3 3

歐盟對外關係專題 3 3 3 3

歐洲電影文化與社會專題 3 3 3 3

歐洲經貿專題 3 3 3 3

職場體驗(暑期) 3 3 3 3

歐洲藝術專題 3 3 3 3

歐洲文學與文化專題 3 3 3 3

歐洲觀光產業專題 3 3 3 3

合計
30 30 9 9 9 9 12 12 0 0

備註：

1.本所學生需修滿至少36學分，包括15必修學分(含碩士論文寫作6學分)、21選修學分，並通過資格考及碩士學位論文

口試始得畢業。

2.申請碩士學位考試前，須通過「文藻外語大學學術倫理教育課程實施要點」所訂之學術倫理教育課程。

上 下 上 下

必

修

科

目

選修科

目

歐洲研究所科目學分表

106學年度入學適用

106.5.23校課委會議通過

106.O.O教務會議通過

科

目

類

別

科目名稱

授課學分及年級

備註學

分

數

授

課

時

數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提案十九 附件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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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應華系 

備註：自九十五學年度申請雙主修者，畢業前須通過雙主修系之畢業門檻。

系所 輔系/雙主修 
 

申請條件 
應修學分數 

必修科目 
選修科目 

科目 學期/學年 學分數 

應華系 

 

 

 

 

 

 

 

輔系 

(1)前一學年學業總平

均成績達 70 分以上。 

(2)國文科目前一學年

平均達 75 分以上。 

 20 學分 

(系訂必修 16 學

分、系訂選修 4 學

分)  

 

文學寫作 學期 2 

1.除「畢業專題寫作（一）、（二）」、

「華語文專業實習」外之必修課 

2.「文化涵養課程」或「語文表述訓

練」之選修課（不含相關實習課） 

口語表達技巧 學期 2 

文字學 學期 2 

華語語言學概論 學期 2 

中國文學史  學年 4 

中國思想史  學年 4 

雙主修 

(1)前一學年學業總平

均成績達 70 分以上。 

(2)國文科目前一學年

平均達 75 分以上。 

40 學分 

(系訂必修 34 學

分、系訂選修 6 學

分)  

  

 

文學寫作 學期 2 

「對外華語教學」與「語文表述訓

練」2 模組選修課任選 1 組選修，不

得跨組選修。   

口語表達技巧 學期 2 

華語語言學概論 學期 2 

文字學 學期 2 

古典詩詞 學年 4 

中國文學史  學年 4 

中國思想史  學年 4 

華人社會與文化 學期 2 

華語文教學導論 學期 2 

數位教學理論與實務 學期 2 

數位影音設計 學期 2 

華語詞彙學 學期 2 

畢業專題寫作（一） 學期 2 

畢業專題寫作（二） 學期 2 

提案二十 附件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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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藻外語大學國民小學教師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教育專業課程科目及學分表 

 
92.1.23 教育部台中（三）字第 0920011198 號函核備 

96.12.25 教育部台中（二）字第 0960200492 號函核定 

97.8.22 教育部台中（二）字第 0970164504 號函核定 

               99.8.17 教育部台中（二）字第 0990139638 號函核定 

100.6.20 教育部臺中（二）字第 1000105335 號函核定 

102.1.8 教育部臺教師（二）字第 1020000317 號函核定 

103.8.1 教育部臺教師（二）字第 1030113347 號函核定 

105.3.21 教育部臺教師（二）字第 1050038550 號函核定 

105.8.8 教育部臺教師（二）字第 1050109605 號函核定 

106.3.27 校課程委員會議修訂通過 

106.4.21 中心課程規劃小組會議修訂通過 

一、必修科目：至少修習 34 學分 

課程類別 課程中文名稱 課程英文名稱 學分數 備  註 

一、教育基礎課

程（至少選修 2

科，4 學分） 

1.教育心理學 Educational Psychology 2 必選 

2.教育概論 Introduction to Education 2 
※左列 3 科

至少選 1 科 
3.教育哲學 Philosophy of Education 2 

4.教育社會學 Sociology of Education 2 

二、教育方法課

程（至少選修 5

科，10 學分） 

1.教學原理 Principles of Instruction 2 必選 

2.課程發展與設計 
Curriculum Development and 
Design 

2 必選 

3.班級經營 Classroom Management 2 必選 

4.學習評量(教育測驗與評量) 
Educational Testing and 
Assessment 

2 

 5.輔導原理與實務 
Principles and Practice of 
Guidance 

2 

6.教學媒體與運用(教學媒體與操作) 
Instructional Media and 
Practice 

2 

三、教學基本學

科課程 (至少選

修 4 個領域，10

學分) 

 

 

 

 

 

 

 

 

 

 

 

 

 

社會領域 社會學習領域概論 Introduction to Social Studies 2 必選 

數學領域 普通數學 General Mathematics 2 必選 

語文領域 

1.國音及說話 
Chinese Phonology and 
Speaking 

2 必選 

2.兒童英語 English for Children 2 

 

3.寫字及書法 Chinese Calligraphy 2 

4.兒童文學 Children’s Literature 2 

5.鄉土語言 Dialects 2 

6.寫作 Writing Composition 2 

自然與生

活科技領

域 

1.自然科學概論 
Introduction to Natural 
Science 

2 

 
2.生活科技概論 

Introduction to Dail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 

藝術與人

文領域 

1.音樂 Music 2 

 
2.藝術概論 Introduction to Arts 2 

3.美勞 Arts and Crafts 2 

4.表演藝術 Performing Arts 2 

提案二十一 附件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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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鍵盤樂 Keyboard 2 

健康與體

育領域 

1.健康與體育 
Health and Physical 
Education 

2 

 2.民俗體育 Folk Sports 2 

3.健康教育 Health Education 2 

綜合活動

領域 
童軍 Scouting 2  

 

二、選修科目：至少修習 6 學分 

課   程  中  文   

名   稱 
課 程 英 文 名稱 

學分數 備註 

1.教育議題專題 Seminar on Education Issues 2 (必選) 「教育議題專題」課程為必選

2學分(含藝術與美感教育、

性別教育、人權教育、勞動教

育、法治教育、生命教育、品

德教育、家政教育、家庭教

育、海洋教育、多元文化教

育、新移民教育、原住民教

育、媒體素養教育、生涯發展

教育、環境教育、藥物教育、

性教育、國際教育、安全與防

災教育、理財教育、消費者保

2.初等教育 Elementary Education 2~3 

3.親職教育 Parental Education 2 

4.教育行政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 2 

5.人際關係與溝通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and Communication 2 

6.教育法規與實務 Educational Code and Practice 2 

7.特殊教育導論 Introduction to Special Education 3 

8.資訊教育 Information Education 2 

9.發展心理學 Human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2 

四、教材教法與

教學實習課程 

(至少選修 5 科，

共 10 學分，其中

教材教法必選

3-4 個領域至少 4

科 8 學分)  

 

※教學基本學科

課程為教材教法

課程之先備課

程。 

 

 

 

 

 

 

 

1.國民小學教學實習 Educational Practicum 2 必選 

2.國民小學數學教材教法 
Teaching Materials and 

Methods for Mathematics 
2 必選 

國民小學

語文教材

教法 

3.國民小學國語教

材教法 

Teaching Materials and 

Methods for Chinese 
2 必選 

4.國民小學英語教

材教法 

Teaching Materials and 

Methods for English 
2 

 
5.國民小學鄉土語

文教材教法 

Teaching Materials and 

Methods for Native 

Taiwanese Language 

2 

6.國民小學自然與生活科技教

材教法 

Teaching Materials and 

Methods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 

 

 

7.國民小學社會教材教法 
Teaching Materials and 

Methods for Social Studies 

2 

8.國民小學藝術與人文教材教

法 

Teaching Materials and 

Methods for Arts and 

Humanities 

2 

9.國民小學健康與體育教材教

法 

Teaching Methods and 

Materials for Health and 

Physical Education 

2 

10.國民小學綜合活動教材教法 

Teaching Methods and 

Materials for Integrated 

activitie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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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學校行政 School Administration 2 護教育、觀光休閒教育、另類

教育、生活教育及其他新興議

題等各類教育議題，並依當前

教育趨勢及教育現場需求適

時調整。) 

 

11.電腦輔助英語教
學 

Computer-Assisted Language Learning 2 

12.兒童心理學 Child Psychology 2 

13.性別教育 Gender Education 2 

14.行為改變技術 Behavior Modification  2 

15.教育史 Educational History  2 

16.教學視導與評鑑 Supervision and Assessment of Instruction   2 

17.現代教育思潮 Contemporary Educational thoughts 2 

18.比較教育 Comparative Education 2 

19.教育研究法 Methodology for Educational Research 2 

20.教育統計 Educational Statistics 2 
21.遊戲在課程與教
學上的應用 

The Application of Games on Curriculum and 
Instruction 2 

22.兒童發展與輔導 The Development and Guidance of Children 2~3 

23.學習策略 The Study of Learning Strategies 2 

24.閱讀理解策略 Strategy for Reading Comprehension 2 

25.創造思考與創意
教學 

Creative Thinking And Creative Instruction 2 

26.普通數學入門 Primary study of mathmatics 2 

27.兒童與青少年文
學 

Literature for Children and Young Adults 2 

28.兒童英語讀寫教
學 

Teach children to read and write 3 

29.電影中的教育意
涵解析 

Analysis of educational implication from movies 2~3 

30.適性教學 Adapting Teaching 2 
(含分組合作學習、差異化教
學) 

31.補救教學  Remedial Teaching 2  

※備註： 

1. 本科目表適用於 106 學年度起修習教育學程學生適用，105 學年度（含）以前得適用之。 

2. 學分採計：必修科目至少修習 34學分，選修科目至少修習 6學分，必修科目中超修習學分得列入

選修科目計算，合計至少 40學分。 

3. 修習教學原理：應先修畢教育心理學或同時修習教育心理學。 

4. 修習國民小學教學實習：應先修畢班級經營或同時修習班級經營且應先修畢或同時修習至少兩個不

同領域之教材教法科目。 

5. 教學基本學科科目為教材教法科目之先備科目，若未依規定順序修習，得擋修銜接之教材教法科

目，各科目之對應關係如下： 

教材教法科目 應先修畢科目 備註 
國民小學國語教材教法 國音及說話、寫字及書法、兒童文學 ３選１ 
國民小學英語教材教法 不限  
國民小學鄉土教材教法 鄉土語言 
國民小學數學教材教法 普通數學

 

國民小學社會教材教法 社會學習領域概論 
國民小學自然與生活科技教材教法 自然科學概論或生活科技概論 

國民小學藝術與人文教材教法 
音樂 

5 選１ 藝術概論 
美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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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教法科目 應先修畢科目 備註 
表演藝術 
鍵盤樂 

國民小學綜合活動教材教法 民俗體育或童軍 
國民小學健康與體育教材教法 健康與體育 

6.師資生修習國民小學教師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教育專業課程期間應至國民小學見習、試敎、實習、補

救教學、課業輔導或服務學習（至少 72 小時之實地學習），並經本校認定其內容符合教育專業知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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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分

數

授

課

時

數

學

分

數

授

課

時

數

學

分

數

授

課

時

數

學

分

數

授

課

時

數

研究方法 3 3 3 3

華語文教材教法專題 3 3 3 3

漢語語法學專題 3 3 3 3

學位論文 6 6 3 3 3 3

合計 15 15 9 9 0 0 3 3 3 3

漢字理論與應用 3 3 3 3

對比與偏誤分析 3 3 3 3

第二語言習得專題 3 3 3 3

漢語辭彙學專題 3 3 3 3

漢語語音學專題 3 3 3 3

漢語語言學專題 3 3 3 3

漢語語義學專題 3 3 3 3

當代語言學理論研討 3 3 3 3

華語電腦輔助教學 3 3 3 3

媒體與華語教學 3 3 3 3

華語文教材編寫與分析 3 3 3 3

華語語法教學專題 3 3 3 3

兒童華語教學法 3 3 3 3

華語教學課室活動設計 3 3 3 3

華語文測驗與評量專題 3 3 3 3

海外實習 3 3 3 3

學期海外實習 6 6 6 6 整學期在外實習

學期海外實習(二) 6 6 6 6 整學期在外實習

台灣歷史與文化專題 3 3 3 3

華人社會與文化專題 3 3 3 3

東南亞華文教育專題研究 3 3 3 3

研

究

課

程 論文寫作 3 3 3 3

72 72 6 6 24 24 27 27 15 15

8. 一般生與在職生，經本所評核決定，如有需要，在學期間應至大學部補修相關之必要課程。

9.申請碩士學位考試前，須通過「文藻外語大學學術倫理教育課程實施要點」所訂之學術倫理教育課程。

華

語

文

教

學

必

修

科

目

選

修

科

目

7.畢業前在校內外相關學術刊物或研討會發表學術論文至少兩篇。

漢

語

語

言

學

華

人

社

會

與

文

化

合計

4.所訂必選修科目之開課年級與學期，僅供參考。需以當年度所開出之課程為準。

5.畢業前應在本所認可之：A.經國內外教育主管機關或專業評鑑團體立案或認可之各級學校（含大學附設之語言

中心）或B.國外地區短期華語班以母語非華語者為對象，從事華語課堂教學實習至少七十二小時。

6.畢業前應提出下列一項外語能力證明：A.符合「教育部對外華語教學能力認證考試」外語能力合格認定基準；

B.修畢前款認定基準所列外語種類以外之任何一種外語累計至少8學分。。

1.畢業學分數必修15學分+選修21學分，共36學分。

2.漢語語言學與華語文教學領域各至少選修2門課，華人社會與文化領域及研究課程領域各至少選修1門課。

華語文教學領域課程至少一門須為非實習相關課程。

3.學生因撰寫畢業論文之需要，經指導教授同意後，可至本校他所或他校研究所修習本科目學分表未列之課程，

至多3學分。

華語文教學研究所科目學分表

科目類別 科目名稱 學分數 時數

開課年級

106學年度入學適用

上 下
備註

下

106.5.23校課委通過

106.O.O教務會議通過

一 二

上

 

提案二十二 附件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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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分

數

授

課

時

數

學

分

數

授

課

時

數

學

分

數

授

課

時

數

學

分

數

授

課

時

數

外語教學理論研究 3 3 3 3   

文教產業經營與管理 2 2 2 2

研究方法概論 2 2 2 2

外語教材創研 3 3 3 3

研究專題寫作 2 2 2 2

論文/專題研究 3 3 (3) (3) 3 3 ※

合計 15 15 7 7 5 5 0 0 3 3

外語教學數位學習與軟體應用研究 3 3 (3) (3) 3 3

第二外語習得研究 3 3 (3) (3) 3 3

外語課程設計與發展研究 3 3 (3) (3) 3 3

測驗與教學評量研究 2 2 2 2 (2) (2)

外語學習策略與風格 3 3 3 3 (3) (3)

外語教材開發實作 3 3 3 3 (3) (3)

應用語言學研究 2 2 (2) (2) 2 2

外語文教事業發展原理與實務(一) 2 2 2 2

教育決策與領導 2 2 2 2

外語文教事業發展原理與實務(二) 2 2 2 2

教育研究套裝軟體應用 2 2 (2) (2) 2 2

外語文教事業現況專題研究 3 3 (3) (3) 3 3

外語文教事業發展策略研究 3 3 3 3 (3) (3)

外語文教事業品質管理研究 3 3 (3) (3) 3 3

獨立研究 2 2 2 2 (2) (2)

海(內)外觀摩研習 2 2 (2) (2) 2 2 (2) (2)

專家講座 2 2 (2) (2) (2) (2) 2 2 (2) (2)

42 42 2 2 21 21 14 14 5 5

外語文教事業發展研究所碩士班科目學分表

106學年度入學適用

106.5.23校課委會議通過

106.O.O教務會議通過

科目類別 科目名稱

學

分

數

時

數

開課年級

一 二

外

語

教

學

外

語

文

教

事

業

經

營

與

管

理

選修科目開課

年級(學期)依

實際情形彈性

調整

備註

※待論文計畫口考通過後，始可修習論文/專題研究課程。

1. 畢業學分數為30學分(含論文/專題研究3學分)，其中必修為15學分，所訂選修為15學分

     (本畢業學分規定適用105學年度入學學生。所訂選修科目僅供參考，開課年級或學期得依

  實際情形彈性調整)。

2. 本所學生可選擇以「實務製作/研究」或「碩士論文」等方式，作為碩士學位授予之必要條件

  之一。

3. 依本所修業規定，以同等學歷或非相關科系畢業錄取之研究生應補修本所的

   「外語教學理論研究」及「第二外語習得研究」共6學分，該學分不計入該學期最高修習學分

  數之內，亦不計入畢業學分數。

4. 本所學生於畢業前須:

     (1) 至少取得「劍橋英語教師認證(TKT)」1個模組(Module)且成績達Band3以上。

     (2) 達到英語能力畢業門檻(大學英檢260 分或同等語言檢定)。

     (3) 完成至少320 小時之校內外專業實習。

5.申請碩士學位考試前，須通過「文藻外語大學學術倫理教育課程實施要點」所訂之倫理教育

  課程。

上 下 上 下

必

修

科

目

選

修

科

目

選修科目開課

年級(學期)依

實際情形彈性

調整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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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分

數

授

課

時

數

學

分

數

授

課

時

數

學

分

數

授

課

時

數

學

分

數

授

課

時

數

外語文教事業發展原理與實務(一) 2 2 2 2

文教產業經營與管理 2 2 2 2   

研究方法(一) 2 2 2 2

外語文教事業發展原理與實務(二) 2 2 2 2

教育決策與領導 2 2 2 2

研究方法(二) 2 2 2 2

論文 3 3 (3) (3) 3 3 ※

合計 15 15 6 6 6 6 0 0 3 3

外語教學理論研究 3 3 3 3 (3) (3)

第二外語習得研究 3 3 (3) (3) 3 3

外語課程設計與發展研究 3 3 (3) (3) 3 3

外語教材創研 3 3 3 3 (3) (3)

測驗與教學評量研究 2 2 2 2 (2) (2)

外語學習策略與風格 3 3 3 3 (3) (3)

外語教材開發實作 3 3 3 3 (3) (3)

應用語言學研究 2 2 (2) (2) 2 2

外語教學數位學習與軟體應用研究 3 3 (3) (3) 3 3

教育研究套裝軟體應用 2 2 (2) (2) 2 2

外語文教事業現況專題研究 3 3 (3) (3) 3 3

外語文教事業發展策略研究 3 3 3 3 (3) (3)

外語文教事業品質管理研究 3 3 (3) (3) 3 3

獨立研究 2 2 2 2 (2) (2)

海(內)外觀摩研習 2 2 2 2 (2) (2)

40 40 3 3 17 17 12 12 8 8

※待論文計畫口考通過後，始可修習論文課程。

1. 畢業學分數為30學分(含論文3學分)，其中必修為15學分，所訂選修為15學分

     (本畢業學分規定適用104學年度(含之前)入學學生。所訂選修科目僅供參考，開課年級或

    學期得依實際情形彈性調整)。

2. 依本所修業規定，以同等學歷或非相關科系畢業錄取之研究生應補經本所的

   「外語教學理論研究」及「第二外語習得研究」共6學分，該學分不計入該學期最高修習

    學分數之內，亦不計入畢業學分數。

3. 本所學生於畢業前須至少取得「劍橋英語教師認證(TKT)」1個模組(Module)且成績

  達Band3以上，否則須至少修習本系大學部「外語教師專業知能整合I」或

  「外語教師專業知能整合II」任一門課。

4. 本所學生於畢業前英語能力畢業門檻為大學英檢260 分(或同等語言檢定)。

5.申請碩士學位考試前，須通過「文藻外語大學學術倫理教育課程實施要點」所訂之

  倫理教育課程。

選修科目開課年級

(學期)依實際情形彈

性調整

必

修

科

目

上

選

修

科

目

外

語

教

學

相

關

課

程

選修科目開課年級

(學期)依實際情形彈

性調整

外

語

文

教

事

業

經

營

與

管

理

相

關

課

程

合計

外語文教事業發展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科目學分表
106學年度入學適用

科目類別 科目名稱

學

分

數

一 二

下
備註

下上

開課年級

時

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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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分

數

授

課

時

數

學

分

數

授

課

時

數

學

分

數

授

課

時

數

學

分

數

授

課

時

數

研究方法 3 3 3 3

當代傳播理論與實務 3 3 3 3

當代藝術思潮與實務 3 3 3 3

專題研討 2 2 2 2

文創產業海內外研習 2 2 2 2

論文(一) 2 2 2 2

論文(二) 2 2 2 2

合計 17 17 6 6 3 3 6 6 2 2

傳播科技研究 3 3 3 3

文化政策與藝術教育研究 3 3 3 3

美學經濟 3 3 3 3

西方類型電影研究 3 3 3 3

產業經營與管理* 2 2 2 2

論文寫作指導 3 3 3 3

當代影像研究 3 3 3 3

媒體廣告研究 3 3 3 3

藝術管理 3 3 3 3

藝術社會學 3 3 3 3

倫理決策與領導* 2 2 2 2

美感教育研究 3 3 3 3

視覺文化研究 3 3 3 3

影音設計研究 3 3 3 3

文創品牌行銷研究 3 3 3 3

當代華語電影研究 3 3 3 3

國際事務與傳播專題研究 3 3 3 3

流行文化與消費 3 3 3 3

藝術鑑賞與批評研究 3 3 3 3

電影劇研究 3 3 3 3

全球化-跨領域透視 3 3 3 3

合計 61 61 17 17 17 17 15 15 12 12

商業類影音專題創作 3 3 3 3

美術創作 3 3 3 3

數位動畫理論與創作 3 3 3 3

藝文活動展演實務 3 3 3 3

非商業類影音專題創作 3 3 3 3

應用藝術創作 3 3 3 3

數位動畫專題創作 3 3 3 3

紀錄片創作(一) 3 3 3 3 說明7

複合媒材創作 3 3 3 3

紀錄片創作(二) 3 3 3 3 說明7

跨領域整合創作 3 3 3 3

媒體城市專題(一) 3 3 3 3 說明7

媒體城市專題(二) 3 3 3 3 說明7

合計 39 39 12 12 12 12 9 9 6 6

創

意

藝

術

研

究

學

群

選

修

科

目

創

意

藝

術

創

作

學

群

說明：

1.畢業學分數：38學分  必修：17學分  選修：21學分

2. ｢創作學群｣以創作課程為主，適合做 ｢創作論文｣學生修讀。｢研究學群｣以研究課程為主，適合做 ｢研究論文｣學生修讀。

3.以同等學力或非相關科系畢業錄取之研究生應補修經所長同意之大學部相關學系的基礎科目(含傳播藝術、數位藝術或藝術

行銷相關科目)至少4學分，該學分不計入該學期最高修習學分數之內，亦不計入畢業學分數。非相關科系畢業者如從事傳

播、數位製作或藝術行銷相關領域之工作經驗累積達1年以上者，經所長同意後得以免下修大學部相關學系之基礎科目。

4.研究生曾於入學前修習本所所開設學分班之學分，於考入本所之後，得抵免所需修習之學分，至多18學分。

5. 本所研究生經所長同意後，得跨所(系)選修與主修領域相關之科目，至多以6學分為限，並計入畢業學分數內。

6.所訂選修科目僅供參考，開課年級得依實際情形彈性調整，並以當年度所開出之課程為準。

7.選修科目表之課程皆為獨立課程，可單獨分開選修。

8.申請碩士學位考試前，須通過「文藻外語大學學術倫理教育課程實施要點」所訂之學術倫理教育課程。*

下 上 下

必

修

課

目

科

目

類

別

科目名稱

106.05.23校課委會議通過

創意藝術產業研究所科目學分表

106學年度入學適用

授課學分及年級

備註
學

分

數

授

課

時

數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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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教育中心-1 

中文課程名稱 
Chinese Name of Course 

藝術生活 類別(無區分者免填) 

Course Category(If any) 
 

英文課程名稱 ARTS AND LIFE 

學制 

School System 

【Day School】 

□日四技 4-Year College 

■日五專 5-Year Junior College 

【Division of Continuing Ed.】 

□進二技 2-Year College 

□進四技 4-Year College 

年級 

Year 
2 年級 

必修/選修 

Required or Elective 

Course 

▓必修 Required course 

□選修 Elective course 

學分/時數 

Credits/Hours 

  2 學分(每學期)/ 

2 小時(每週) 

學期/學年 

Course Type 

□學年 Year-long course 

▓學期 semester course 

開課單位 

Dept. of Offering Courses 
通識教育中心 

課程概要 

Course Content 

I、課程內容綜合視覺藝術與表演藝術，並配合幻燈片、錄影帶、投影片等視聽媒體的講

解，內容涵蓋幾個主要觀點： 

1、就藝術的起源發展看藝術的意義與特質 

2、從藝術家創作的本質看藝術活動 

3、從藝術的素材與形式看藝術的表現及內容 

4、體會藝術欣賞與批評的價值，及美感經驗的培養 

5、探究藝術與人生的關係以樹立文化生活之內涵 

II、觀摩與實作 

1、安排同學至美術館、藝廊參觀；並觀賞表演藝術活動，增進其藝術接觸的機會 

2、於上、下學期安排不同的表演藝術及視覺藝術的創作，於課堂中發表、討論 

The creation of art and the appreciation of artwork are two complicated behaviors of human 

spirits. This course is designed to help students become independent as they appreciate visual 

art so as to help them gain confidence and abilities to discuss artwork. Students can then 

appreciate more art performance and understand the profound meaning of artworks. The 

course will also help students to develop their art virtue and enable them to build up the 

foundation of art criticism as well as to expand their art intelligence through the teaching 

activities. Moreover, this course will help students understand the relations between art and 

life and further improve their life quality and meaning of the life. This course will underscore 

the following aspects: (a) to see the meaning and characteristics of art from its origin and 

development; (b) to look at art activities from the essence of artists' creations; (c) to see the art 

performance and content from the material and form of artwork; (d) to appreciate the artwork 

and to cultivate the experiences of beautiful art; (e) to look at the experiences of art and life 

from the development of eastern and western art; (f) to stud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rt and 

life to enhance. 

課程目標 

Objectives 

1.使學生增廣對各類不同藝術形式與內涵的認知。 

2.使學生增進對各類藝術活動的認知與興趣。 

3.使學生認識不同媒材的特性並加以運用。 

4.使學生將藝術融入其日常生活領域。 

1.Students will broaden their understanding of various types of art. 

2.Students will develop their interests in artistic activities. 

3.Students will experience the artistic creation process, and they can better appreciate art. 

配對的能力指標 

Corresponding Skill 

Indicator / Standard 

1-2-2 自主學習能力  

3-2-4 學習多元文化能力  

4-2-1 美的鑑賞能力   

4-2-4 生命的感受能力 

5-2-4 跨領域整合能力  

6-2-3 自我表達能力  

一般知能 

General Skills 

1.自主管理能力 

3.倫理實踐能力  

4.美學素養能力 

5.分析綜合能力 

6.有效溝通能力  

提案二十三 附件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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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教育中心-1 

中文課程名稱 
Chinese Name of Course 

音樂 類別(無區分者免填) 

Course Category(If any) 
 

英文課程名稱 MUSIC 

學制 

School System 

【Day School】 

□日四技 4-Year College 

■日五專 5-Year Junior College 

【Division of Continuing Ed.】 

□進二技 2-Year College 

□進四技 4-Year College 

年級 

Year 
1 年級 

必修/選修 
▓必修 Required course 

□選修 Elective course 
學分/時數 

Credits/Hours 

  2 學分(每學期)/ 

2 小時(每週) 

學期/學年 

Course Type 

□學年 Year-long course 

▓學期 semester course 
開課單位 

Dept. of Offering Courses 
通識教育中心 

課程概要 

Course Content 

「音樂」課程針對非音樂主修之學習者所設計，希藉課程培養 

●美育教育實際化、接觸音樂慣性化、以及欣賞音樂具體化。 

●破除對音樂欣賞之迷思，進而建立音樂與個人的關係，培養美感素養。 

●擴大音樂對生活產生的影響。 

Designed for non-music major, but interested in music. Focusing on 

● the practice of aesthetic education, exposure to music habitually and apreciate music embodied. 

●Eradicate the stereotype toward music appreciation and classical music,establish a personal relationship 

with music, 

● cultivate aesthetic accomplishment,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課程目標 

Objectives 

情意面 

1.喚起對生活與自身的覺察； 

2.建立合宜的欣賞態度與對音樂的認知，擴展音樂欣賞能力的深度與寬度； 

3.建立預防勝於治療之概念與具欣賞態度、能力與品味的現代人； 

4.進行音樂創意探索。 

技能面 

1.養成聆聽音樂的習慣； 

2.應用音樂 DIY 在生活中實踐，成為紓解情緒與壓力的方法； 

3.選擇與分辨適合所處情境的音樂。 

知識面 

1. 說明音樂與欣賞的重要概念； 

2. 轉換片段的音樂知識成為概念(concepts)與欣賞觀； 

3. 理解音樂領域之先備基礎。 

Cognition 

1.to arouse the self-awareness towards life 

2.to establish the concept of music, extend the depth and width on personal 

musical capabilities 

3.to use as preventive measure in caring personal body and soul. 

4.to explore music performing creatively 

Skill 

1.to build up the skill of appreciating music 

2.to use DIY as methods to relieve emotional stress 

3.to build up the ability of selecting and distiguishing proper music for certain context 

Knowledge 

1.to realize and explain the importance of music appreciation 

2.to transfer the experience of music appreciation into concepts 

3.to prepare the understanding of music appreciation for the future 

配對的能力指標 

Corresponding Skill 

Indicator / Standard 

1-1-2 自主學習能力 

3-1-4 學習多元文化能力 

4-1-1 美的鑑賞能力 

一般知能 

General Skills 

1.自主管理能力 

3.倫理實踐能力 

4.美學素養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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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日間部)各系輔系、雙主修規定(草案) 

 

2. 傳播藝術系(自 106 學年度第一學期申請適用) 

系所 

輔系 

/雙主

修 

申請條件 應修學分數 必修科目 選修科目 

傳播藝

術系 

輔系 

(1)前一學年學業總平均成

績達 75 分以上。(2)前一學

期操行成績達 75 分以上。

(3)通過面試。 

20 學分(系訂必修 10 學分，選修

10 學分) 

本系大一至大四系訂必修科

目均可選讀 

本系大一至大四系訂必修和系

訂選修科目均可選讀 

雙主修 

(1)前一學年學業總平均成

績達 75 分以上。(2)前一學

期操行成績達 75 分以上。

(3)通過面試。 

40 學分(系訂必修 10 學分，選修

30 學分) 

本系大一至大四系訂必修科

目均可選讀 

本系大一至大四系訂必修和系

訂選修科目均可選讀 

備註：自九十五學年度申請雙主修者，畢業前須通過雙主修系之畢業門檻。

提案二十五 附件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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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上 下 上 下

群

中文表達藝術 4 4 2 2

全人發展(一) 2 2 2

全人發展(二) 2 2 2

涵養通識課程(人文藝術群)

涵養通識課程(社會法政群)

涵養通識課程(自然與科學群)

小計 14 14 6 6 2

專業英語聽力訓練 4 4 2 2

專題英語演說訓練 4 4 2 2

專業英文閱讀 4 4 2 2

專業英文寫作(一) 4 4 2 2

專業英文寫作(二) 4 4 2 2

語言與文化 2 2 2

跨文化溝通 2 2 2

小計 24 24 8 8 4 2

英語教學法概論(一) 2 2 2 為英語教學法概論(二)之先修課程

英語教學法概論(二) 2 2 2 需先修英語教學法概論(一)

基礎語言學 2 2 2

本課程為「應用語言學」、「社會

語言學」和「對比語言學」之先修

課程；修過五專部「英語語言學概

論」者不准再修

應用語言學 2 2 2
需先修「基礎語言學」或「英語語

言學概論」

兒童英語教學 2 2 2

兒童英語教學教材設計與運用 2 2 2
建議先修「英語教學法概論」及

「兒童英語教學」等相關教學課程

商業英語口語訓練 2 2 2

商英溝通技巧與表達 2 2 2

英文商業概論 4 4 2 2

英文商業寫作 4 4 2 2

英文行銷概論 4 4 2 2

祕書實務英文 4 4 2 2

餐旅英文 4 4 2 2

國際禮儀 2 2 2

公共關係 4 4 2 2

觀光英文 4 4 2 2

本土文化外語導覽 4 4 2 2

文學作品讀法 4 4 2 2

文學、戲劇與電影 4 4 2 2

英國文學 4 4 2 2

英文報紙解讀 4 4 2 2

口譯技巧演練 2 2 2 口譯基礎課程

視譯與逐步口譯 2 2 2 口譯基礎課程

初階中英翻譯習作 2 2 2

進階中英翻譯習作 2 2 2

進階逐步口譯 2 2 2
須先修過口譯基礎課程(如「口譯技巧演

練」或「視譯與逐步口譯」

醫護英文閱讀 4 4 2 2

口說護理英文(一) 2 2 2

口說護理英文(二) 2 2 2

英文護理專業寫作與發表 4 4 2 2

當代醫護議題 2 2 2

※系訂選修至少16學分

72學分(最低畢業學分數)

2.英文系學生必須於四個模組中選擇一個模組，並修讀滿8學分。

6.主修系開設給本系學生選修之選修課程即為系訂選修。(如有例外情形將另行說明)

7.各種實習課程畢業學分數採計不得超過30學分。

8.科目學分表如有變動，以最新公告為準。

5.選修科目僅供參考，須以當年度各系開出之課程為準。

2

4.通識學群開課科目以當年度通識教育中心開出之課程為準，畢業前請自行注意是否皆

醫

護

模

組

26 2

系

定

選

修

科

目

6

系

訂

必

修

科

目

   依規定修習完畢。

3.進二技必修之通識課程6學分，學生須由涵養通識課程3學群各選修1門課。

商

業

實

務

模

組

文

化

模

組

共 計

授課時數

第二學年

授

課

授

課

學

分

數

第一學年

授

課

授

課

科

目

類

別

備註：
1.畢業總學分為72學分，校訂必修14學分+系訂必修24學分+系訂選修至少16學分

   +一般選修≧72學分。

英

語

文

教

育

模

組

時

數

進二技   英國語文系   科目學分表   (Night 2-Year College)  修訂版

106學年度入學新生適用

備註

校

訂

必

修

科

目

科目名稱

 

提案二十六 附件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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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授課

時數

授課

時數

授課

時數

授課

時數

授課

時數

授課

時數

授課

時數

授課時

數

英語聽力 4 4 2 2

英語會話 4 4 2 2

英語解說與發表 4 4 2 2

英文文選 4 4 2 2

現代散文精讀 2 2 2

中國藝術欣賞入門 2 2 2   

歷代文選 4 4  2 2

中國語文運用 2 2     2

全人發展(一) 2 2 2

全人發展(二) 2 2 2

資訊概論 2 2 2

電腦多媒體應用 2 2 2

通識課程：人文藝術群

通識課程：社會法政群

合  計 44 44 10 10 10 10 4 0 0 0

跨文化溝通 2 2 2

合計 2 2 2

國際禮儀 2 2 2

觀光概論 2 2 2

國際會展概論 2 2 2

觀光行政與法規 2 2 2

會展規劃與管理 2 2 2

旅行業經營管理 2 2 2

觀光英文 2 2 2

獎勵旅遊實務 2 2 2

節慶活動規劃與管理 2 2 2

會展場地經營管理 2 2 2

風險與危機管理 2 2 2

會展企劃撰寫 2 2 2

導遊及領隊實務 2 2 2

會展英文與簡報 4 4 2 2

英語溝通與談判技巧 4 4 2 2

會展個案研析 2 2 2

遊程規劃與設計 2 2 2

職場倫理 2 2 2

英語導覽解說實務 4 4 2 2

畢業專題 4 4 2 2

合  計 48 48 6 4 6 6 8 8 6 4

產業實習 4 4 4

專案管理 2 2 2

文化觀光行銷與規劃 2 2 2

文史古蹟與觀光導覽 2 2 2

世界觀光地理 2 2 2

航空訂位系統 2 2 2

觀光行銷企劃 2 2 2

觀光郵輪經營實務 2 2 2

旅遊糾紛處理案例 2 2 2

會展專業司儀與主持演練 2 2 2

婚禮活動規劃 2 2 2

會展企劃與競標 2 2 2

城市行銷企劃實務 2 2 2

會展行銷與公關 2 2 2

會展實務演練 2 2 2

展攤規劃與設計 2 2 2

第三學年 第四學年

科目類別

學程專業

必修科目

第一學年
總

時

數

觀

光

旅

遊

模

組

10

通識課程：自然與科學群

學程

專業

選修

科目

222

國

際

會

展

模

組

文藻外藻大學 進四技  國際觀光與會展學士學位學程科目學分表

科目名稱

授課時數
總

學

分

數

校訂必修

科目

第二學年

10

106學年度入學適用

共計 128學分（最低畢業學分數）

院共同

必修科目

22

※學程專業選修至少18學分

注意事項：

1.畢業總學分數為128學分，校訂必修44學分+院共同必修2學分+學程專業必修48學分+學程專業選修至少18學

分(其中10學分必須修滿在單一模組)+一般選修【含本學位學程及他系(中心)所開之選修科目】≧128學分。

2.進四技必修之通識課程共5門課程(10學分)，包含「自然與科學群」2門課程(4學分)，「人文藝術群」及

「社會法政群」各至少1門課程(2學分)。

3.通識學群開課科目以當年度通識教育中心開出課程為準，畢業前請自行注意每個學群是否皆依規定修習完

畢。

4.選修科目僅供參考，須以當年度各系開出之課程為準。

5.主修學位學程開設給本學位學程學生選修之選修課程即為專業選修。(如有例外情形將另行說明)

6.自104學年度起，本校進修部之部分課程將採遠距課程方式授課。

7.科目學分表如有變動，以最新公告為準。  

提案二十七 附件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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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觀光與會展學士學位學程-1 

中文課程名稱 

Chinese Name of 

Course 

專案管理 
模組名稱 

Module Name 
 

英文課程名稱 PROJECT MANAGEMENT 

學制 

School System 

【Day School】 

□日四技 4-Year College 

□ 日 五 專 5-Year Junior 

College 

【Division of Continuing 

Ed.】 

□進二技 2-Year College 

進四技 4-Year College 

年級 

Year 
4 

必修/選修 

Required or Elective 

Course 

□必修 Required course 

選修 Elective course 

學分/時數 

Credits/Hours 

2 學分(每學期)/ 

Credits per semester/ 

2 小時(每週) 

Hours per week 

學期/學年 

Course Type 

□學年 Year-long course 

學期 semester course 

開課單位 

Dept. of Offering Courses 

國際觀光與會展學士學位

學程 

 

課程概要 

Course Content 

本課程專案管理課程理論與實務並重，著重於組織策略、結構與專案選擇、發展及執行的關係。

討論議題包含組織策略與專案選擇、組織結構與文化、專案定義、專案時間與成本、專案計畫

發展、風險管理、及資源與成本排程，也將觸及國際專案管理議題。 

This course focuses on both th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application of relationships between 

organizational strategy, structure, project selection, project development and implementation. Primary 

topics include Strategy and project selection, structure and culture, project definition, project timing 

and costing, project development, risk management, resources and cost scheduling. Issues of 

International projects will be concerns throughout the course. 

課程目標 

Course Objectives 

1. 建立專案管理的基本觀念與原則。 

2. 了解專案管理與組織策略、組織結構文化的關係。 

3. 能孰悉專案發展與執行相關技巧。 

4. 強化批判思考與量化能力，有助於解決實務問題。 

1. build upon the foundational concepts and principles of project management from strategic and 

operational perspectives,  

2. learn about nature of project and relation between organizational strategies, structure and culture,  

3. be familiar with the development and implement skills of project,  

4. and enhance each student’s critical thinking and quantitative reasoning abilities associated with 

solving real world problems. 

配對之能力指標 5-4-1 具有發掘、分析及處理問題之能力 

對應的產業別 

Corresponding to 

Industry 

觀光餐旅產業 

國際會展產業 

產業對應的知能 

Knowledge 

Corresponding to 

Industry 

13.觀光規劃能力 

21.專案企劃與執行能力 

6.展覽活動規劃能力 

9.國際會議活動管理實務能力 

10.會議展覽現場管理 

對應的升學領域 
2.觀光與休閒管理 

33.其他：國際會展 

對應升學領域的知能 17.策略、規劃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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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教學中心-1 

中文課程名稱 
Chinese Name of Course 

鄭子太極拳37式(一) 
類別(無區分者免填) 

Course Category(If any) 
 

英文課程名稱 
English Name of Course 

CHENG MAN－CHING TAI CHI CHUAN 37 FORMS (1) 

學制 

School System 

【Day School】 

□日二技2-Year College 

□日四技4-Year College 

【Division of Continuing Ed.】 

■進二技2-Year College 

■進四技4-Year College 

年級 

Year 
不分年級 

必修/選修 

Required or Elective 

Course 

□必修 Required course 

■選修 Elective course 

學分/時數 

Credits/Hours 

 2 學分(每學期)/ 

Credits per semester/ 

2小時(每週) 
Hours per week 

學期/學年 

Course Type 

□學年 Year-long course 

■學期 semester course 

開課單位 

Dept. of Offering Courses 
體育教學中心 

課程概要 

Course Content 

本課程以鄭子太極拳 37 式的 1-15 式，為太極拳的基礎運動為主要內容，身體為
直接媒體，藉由太極拳拳架的演練、動作設計安排及實際操作，從太極拳的學習認
識中國傳統武術的精神，瞭解太極拳是身心並修，並培養 

生涯運動習慣。最終以養成學生成為健康快樂個體為依歸。 
The main content of this course is the 1st to 15th form of Cheng Man-Ching Tai Chi 

Chuan 37 Forms, which are the basic moves of Tai Chi, with the body part as the direct 

medium, combining the practice of fist format, action design and actual operation. This 

course wishes that from the pactice of Tai Chi Chuan, students can understand the spirit 

of Chinese tranditional martial art, and realize that Tai Chi not only helps students with 

both mental calmness and health benefits, but also helps form the lifelong exercise 

habit.After taking this course, the students can become healthier and happier. 

課程目標 

Objectives 

知識：增進知識，培養良好品行與道德，建立形上精神。 

技能：發展健身、自衛技能、全身運動能力，鍛鍊強健體魄，提昇身心動靜

體能。  

態度：啟發武術之興趣，奠定有益運動生活習慣，增進身心健康、取得自信，

促進人際關係和諧。 

Advantage after practice :  

Knowledge : advancement of knowledge, becoming a well-diciplined person.  

Skill : enhance fitness, develop defense skill and benefit to health. 

Attitude : inspire interest in martial arts and establish wholesome habits, 

becoming independent and promoting harmonizon of relationship. 

配對的能力指標 

Corresponding Skill 

Indicator / Standard 

1-0-2 肢體表現能力  

1-0-3 美感能力 

1-0-4 終身運動習慣能力 

2-0-1 挫折忍耐力 

3-0-7身心健康管理能力 

一般知能 

General Skills 

1.抗壓性 

8.耐心與毅力 

19.觀察力 

24.運動的基本能力 

25.運動健康及運動閒閒的概念 

 

提案二十八 附件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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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教學中心-2 

中文課程名稱 
Chinese Name of Course 

鄭子太極拳37式 (二) 
類別(無區分者免填) 

Course Category(If any) 
 

英文課程名稱 
English Name of Course 

CHENG MAN－CHING TAI CHI CHUAN 37 FORMS (2) 

學制 

School System 

【Day School】 

□日二技2-Year College 

□四技4-Year College 

【Division of Continuing Ed.】 

■進二技2-Year College 

■進四技4-Year College 

年級 

Year 
不分年級 

必修/選修 

Required or Elective 

Course 

□必修 Required course 

■選修 Elective course 

學分/時數 

Credits/Hours 

 2 學分(每學期)/ 

Credits per semester/ 

2小時(每週) 
Hours per week 

學期/學年 

Course Type 

□學年 Year-long course 

■學期 semester course 

開課單位 

Dept. of Offering Courses 
體育教學中心 

課程概要 

Course Content 

本課程以鄭子太極拳 37 式的 16-37 式，將融合整套太極拳的拳架運動為主要內容，
身體為直接媒體，藉由太極拳拳架的演練、動作設計安排及實際操作，從太極拳的
學習，實際體驗太極拳是身心並修，以培養生涯運動習慣。最終以養成學生成為健
康快樂個體為依歸。 
The main content of this course is the 16th to 37th form of Cheng Man-Ching Tai Chi 

Chuan 37 Forms, and will focus on combining with the first 15 forms into a full sequence 

of movements, with the body part as the direct medium, combining the practice of fist 

format, action design and actual operation. This course wishes that from the pactice of Tai 

Chi Chuan, students can understand and realize that Tai Chi not only helps students with 

both mental calmness and health benefits, but also helps form the lifelong exercise 

habit.After taking this course, the students can become healthier and happier. 

課程目標 

Objectives 

修習完本課程後，學生將具備：  

知識：增進知識，培養良好品行與道德，建立形上精神。 

技能：發展健身、自衛技能、全身運動能力，鍛鍊強健體魄，提昇身心動靜

體能。  

態度：啟發武術之興趣，奠定有益運動生活習慣，增進身心健康、取得自信，

促進人際關係和諧。 

Advantage after practice :  

Knowledge : advancement of knowledge, becoming a well-diciplined person.  

Skill : enhance fitness, develop defense skill and benefit to health. 

Attitude : inspire interest in martial arts and establish wholesome habits, becoming 

independent and promoting harmonizon of relationship. 

配對的能力指標 

Corresponding Skill 

Indicator / Standard 

1-0-2 肢體表現能力  

1-0-3 美感能力 

1-0-4 終身運動習慣能力 

2-0-1 挫折忍耐力 

3-0-7身心健康管理能力 

一般知能 

General Skills 

1.抗壓性 

8.耐心與毅力 

19.觀察力 

24.運動的基本能力 

25.運動健康及運動閒閒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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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語文教事業發展研究所-1 

中文課程名稱 
Chinese Name of Course 

海(內)外觀摩研習 
模組名稱 

Module Name 

選修科目-外語文教事業經

營與管理相關課程 

英文課程名稱 
English Name of Course 

OVERSEAS(LOCAL)STUDY 

學制 

School System 

【Day School】 

□日二技 2-Year College 

□日四技 4-Year College 

□日五專 5-Year Junior College 

研究所 Graduate Institute 

【Division of Continuing Ed.】 

□進二技 2-Year College 

□進四技 4-Year College 
年級 

Year 
2 

必修/選修 
Required or Elective Course 

□必修 Required course 

選修 Elective course 

學分/時數 

Credits /Hours 

2 學分(每學期)/ 

Credits per semester/ 

2 小時(每週) 

Hours per week 

學期/學年 

Course Type 

□學年 Year-long course 

學期 semester course 

開課單位 

Dept. of Offering Courses 
外語文教事業發展研究所 

 

課程概要 

Course Content 

本課程目的為帶領學生赴國內外文教事業單位進行參訪與交流，期能幫助學生

掌握文教事業發展之現況與趨勢，並於參訪與研習期間，藉與業界之相關的問

題討論與激盪，培養學生反思與獨立思考之能力，進而對學生未來研究方向能

有實質之啟發。課程內容涵蓋約一星期之參訪，並藉參訪後之團體反思討論及

書面報告，協助學生歸納與應用所學。 

This course aims to help students explore the current and possible future development 

of domestic/overseas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industries through visiting some 

domestic/overseas companies or organizations in the field. The course content 

provides students opportunities to brainstorm and discuss about related issues with 

professional representatives in the field. Through this experience, students' reflective 

and critical thinking skills can be reinforced. 

課程目標 

Course Objectives 

1. 闡述對參訪內容之觀察與啟發； 

2. 針對參訪之所見所聞，進行反思； 

3. 針對參訪之所見所聞，提出批判性想法或建設性之建議； 

4. 比較台灣不同區域、台灣或國外之文教事業發展狀況； 

5. 撰寫海外研習報告。 

1. express their observation and enlightenment from the visits, 

2. reflect on their experience of the visits, 

3. provide critical and constructive suggestions regarding the visits, 

4. compare and contrast the development of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industries 

among local areas, or between Taiwan and countries abroad, 

5. write a report on their learning about the visits. 

配對之能力指標 
Corresponding Skill 

Indicator / Standard 

6-2-1 能了解國外文化創意產業之發展趨勢 

6-2-2 能比較台灣與其他國家之文化創意產業 

6-2-5 拓展國際觀及增強對其他文化之了解，進而激發多元創意思考 

對應的產業別 

Corresponding to 
語言教學產業 

提案二十九 附件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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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ustry 

產業對應的知能 
Knowledge Corresponding 

to Industry 

語言教學產業 

9.不同文化的洞察力 

11.各種教學方法知識 

19.專業企劃與執行能力 

20.語言教學研究能力 

對應的升學領域 

Corresponding Grade 

Promotion Area 

語言教學 

對應升學領域的知能 

Knowledge of 

Corresponding Grade 

Promotion Territory 

語言教學 

4.組織能力 

6.對主修語言國家文化認識 

16.國際觀 

17.外交能力 

18.語言教學相關知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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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語文教事業發展研究所-2 

中文課程名稱 
Chinese Name of Course 

教育研究套裝軟體應用 
模組名稱 

Module Name 

選修科目-外語文教事業經

營與管理相關課程 

英文課程名稱 
English Name of Course 

APPLICATION OF SOFTWARE FOR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RESEARCH 

學制 

School System 

【Day School】 

□日二技 2-Year College 

□日四技 4-Year College 

□日五專 5-Year Junior College 

研究所 Graduate Institute 

【Division of Continuing Ed.】 

□進二技 2-Year College 

□進四技 4-Year College 
年級 

Year 
1 

必修/選修 
Required or Elective Course 

□必修 Required course 

選修 Elective course 

學分/時數 

Credits /Hours 

2 學分(每學期)/ 

Credits per semester/ 

2 小時(每週) 

Hours per week 

學期/學年 

Course Type 

□學年 Year-long course 

學期 semester course 

開課單位 

Dept. of Offering Courses 
外語文教事業發展研究所 

 

課程概要 

Course Content 

本課程目的為介紹教育學家、社會學家和其他科學家處理數值資料如:人口普

查、調查報告及實驗數據所會用到的知識及技術。課程內容涵蓋次數分配、集

中量數、變異量、機率理論、估計值等，平均數差異檢定(T-test)和無母數變異量，

以及相關之統計分析。 

This course aims to introduce the knowledge and techniques which educators, 

sociologists and other scientists use to summarize numeric data obtained from 

censuses, surveys, and experiments. The course content includes frequency 

distribution, central tendency, variability, probability theory, and estimation as well as 

testing hypotheses for group differences in means (t test & ANOVA, etc.) and for 

association between two variables (correlation, chi-square test, etc.). 

課程目標 

Course Objectives 

1. 解釋統計的基本概念； 

2. 利用電腦運算說明數值資料的描述統計之意義； 

3. 利用電腦運算各種推論統計； 

4. 驗證實驗假設； 

5. 解釋各種統計方法的差異，並且知道如何為不同的研究問題選擇適當的統計

方法。 

1. explain basic concepts of statistics (e.g., population vs. sample, sampling 

distribution), 

2. summarize numeric data by computing descriptive statistics (e.g., mean, variance) 

and by creating tables and graphs, as well as learn a computer method using SPSS 

for each procedure, 

3. compute various inferential statistics using computer methods, 

4. test hypotheses applying probability theory, 

5. explain the differences among various statistical techniques and identify an 

appropriate technique for a given set of variables and research questions. 

配對之能力指標 
Corresponding Skill 

Indicator / Standard 

4-1-1 能應用教育研究套裝軟體了解統計的概念、運算各種推論統計及驗證實驗

假設 

4-1-2 能針對不同的研究問題選擇適當的統計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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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應的產業別 

Corresponding to 

Industry 

語言教學產業 

產業對應的知能 
Knowledge Corresponding 

to Industry 

15.運用媒體教學能力。 

20.語言教學研究能力。 

對應的升學領域 

Corresponding Grade 

Promotion Area 

教育科技、語言研究 

對應升學領域的知能 

Knowledge of 

Corresponding Grade 

Promotion Territory 

教育科技、語言研究 

10.基礎設計能力 

14.資訊軟體運用能力 

18.語言教學相關知能 

23.研究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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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語文教事業發展研究所-3 

中文課程名稱 
Chinese Name of Course 

論文 
模組名稱 

Module Name 
必修科目 

英文課程名稱 
English Name of Course 

THESIS 

學制 

School System 

【Day School】 

□日二技 2-Year College 

□日四技 4-Year College 

□日五專 5-Year Junior College 

研究所 Graduate Institute 

【Division of Continuing Ed.】 

□進二技 2-Year College 

□進四技 4-Year College 
年級 

Year 
2 

必修/選修 
Required or Elective Course 

必修 Required course 

□選修 Elective course 

學分/時數 

Credits /Hours 

3 學分(每學期)/ 

Credits per semester/ 

3 小時(每週) 

Hours per week 

學期/學年 

Course Type 

□學年 Year-long course 

學期 semester course 

開課單位 

Dept. of Offering Courses 
外語文教事業發展研究所 

 

課程概要 

Course Content 

本課程採個別授課方式，指導碩士生撰寫碩士論文。 

This course is an individual course monitored by advisor in order to help student 

during the process of developing their thesis. 

課程目標 

Course Objectives 

1. 擁有獨立研究能力 

2. 學習學術研究方法 

3. 掌握學術論文撰寫能力 

4. 完成論文寫作與報告能力 

1. Do the research independently. 

2. Acquire academic theories and methods of the target area. 

3. Do master academic writing 

4. Writer thesis and present a thesis proposal. 

配對之能力指標 
Corresponding Skill Indicator 

/ Standard 

2-2-1 能了解外語學習策略與風格的研究風潮與發展 

2-2-3 能了解評量外語學習策略與風格的研究工具、研究調查 

2-2-4 能了解補習班的外語學習策略與風格及學生學習成效 

2-2-5 能詮釋英語能力標準測驗與非正式測驗在評量中的角色 

2-2-7 能說明如何選擇可靠而正確的英語能力評量工具 

2-2-6 能執行英語能力評量的編製與實施步驟 

2-2-2 能了解亞洲國家對外語學習策略與風格的研究，尤其是台灣的研究發展 

對應的產業別 

Corresponding to 

Industry 

語言教學產業、數位內容產業 

產業對應的知能 
Knowledge Corresponding to 

Industry 

語言教學產業 

1.英語讀寫能力 

11.各種教學方法知識 

12.課程設計及課程規劃能力 

13.教材選擇及教材設計能力 

14.教室管理能力 

15.運用媒體教學能力 

18.教學評量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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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專案企劃與執行能力 

20.語言教學研究能力 

數位內容產業 

1.英語讀寫能力 

6.專案企劃與執行能力 

12.創意與創新知識能力 

14.資料處理知識能力 

15.資訊科技應用知識能力 

對應的升學領域 

Corresponding Grade 

Promotion Area 

語言教學、數位謀體設計、教育科技、語言研究 

對應升學領域的知能 

Knowledge of Corresponding 

Grade Promotion Territory 

語言教學、數位謀體設計、教育科技、語言研究 

1.外語聽說的能力 

2.外語讀寫的能力 

3.網際網路應用能力 

4.組織能力 

13.資訊管理能力 

14.資訊軟體運用能力 

23.研究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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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文系-1 

中文課程名稱 

Chinese Name of 

Course 

進階法語朗讀(一) 
模組名稱 

Module Name 

跨領域學分學程

(歐語文教模組) 

英文課程名稱 

English Name of 

Course 
ORAL READING AND FRENCH DICTION  I 

學制 

School System 

【Day School】 

□日二技 2-Year College 

日四技 4-Year College 

□ 日 五 專 5-Year Junior 

College 
□研究所 Graduate Institute 

【Division of Continuing Ed.】 

□進二技 2-Year College 

□進四技 4-Year College 年級 

Year 
3 

必修/選修 

Required or Elective 

Course 

□必修 Required course 

選修 Elective course 

學分/時數 

Credits/Hours 

  2 學分(每學期)/ 

Credits per semester/ 

2 小時(每週)  

Hours per week 

學期/學年 

Course Type 

□學年 Year-long course 

學期 semester course 

開課單位 

Dept. of Offering Courses 
法國語文系 

 

課程概要 

Course Content 

本課程極具實用性，因為朗讀能力的培養能夠幫助學生勝任未來可能的機

會，例如擔任法語家教、進行口頭報告、論文口試答辯，求職法語面試，

甚至到法國可以用語言服務來交換免費住宿，諸如幫老人讀報、唸故事書

給小朋友聽等等。 

This course will help to :  

- Give french courses 

- Read a presentation, introduce a project of research 

- In France, succeed in a job interview (or in Taiwan when meeting a French 

company). 

- In French speaking country, during a stay for studies, be able to read texts 

(story book for kids, read news for elderly people or blind people, in 

exchange with housing for instance). 

- During memory defense or thesis defense, be able to express clearly and 

fluently 

I. Solve the problems of some French special words 

How to read the French words including these letters :  

C/Q/G/S – T/Y/W/K – X – E (long) 

II. Read words using special letters 

- Abbreviations, symbols 

- Roman numbers 

臨時提案二 附件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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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reign words (latin and greek – other foreign languages) 

III. Diction and prosody 

- syllabation of words and sentences 

- punctuation (written and oral) 

- bonds and linking 

- sentence (words grouping, breath grouping, meaning units) 

- types of sentences - Types of intonation 

- fluency and rythm 

Paragraphe and text 

課程目標 

Course Objectives 

首先要先能夠即刻理解文章裡的字彙 

能夠掌握語法結構、意義詞組、呼吸節奏之單位 

最後要訓練聲音的變化，找出恰當的語調根據人物,不同類的文章和作者

的目的，以滿足聽者的期待。 

Be able to read fluently, with expressive intonation 

- be able to read all the words in a text, especially the difficult ones 

- be able to identify the syntactic units, the meaning units, the breath words 

groups 

- be able to modulate one’s voice, 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t kind of texts 

and to the intention of the author. 

配對之能力指標 

Corresponding Skill 

Indicator / Standard 
1-3-3. 具備閱讀當代問題相關文章之能力 

2-3-1. 具備法文能力檢定 CECR A2+B1 之語言能力 

對應的產業別 

Corresponding to 

Industry 

6. 語言教學產業 

9. 文化創意產業 

產業對應的知能 

Knowledge 

Corresponding to 

Industry 

55. 不同文化的洞察力 

85. 不同文化詮釋能力 

142. 藝文賞析能力 

250. 多國語言與多元文化分析能力 

 
 

對應的升學領域 

Corresponding Grade 

Promotion Area 

5. 各語言類 

12. 文化創意 

對應升學領域的知

能 

Knowledge of 

Corresponding Grade 

Promotion Territory 

1. 外語聽說的能力 

25. 藝文賞析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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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文系-2 

中文課程名稱 

Chinese Name of Course 
進階法語朗讀(二) 

模組名稱 

Module Name 

跨領域學分學程

(歐語文教模組) 

英文課程名稱 

English Name of Course 
ORAL READING AND FRENCH DICTION  II 

學制 

School System 

【Day School】 

□日二技 2-Year College 

日四技 4-Year College 

□ 日 五 專 5-Year Junior 

College 
□研究所 Graduate Institute 

【Division of Continuing Ed.】 

□進二技 2-Year College 

□進四技 4-Year College 年級 

Year 
3 

必修/選修 

Required or Elective 

Course 

□必修 Required course 

選修 Elective course 

學分/時數 

Credits/Hours 

   2 學分(每學期)/ 

Credits per semester/ 

2 小時(每週)  

Hours per week 

學期/學年 

Course Type 

□學年 Year-long course 

學期 semester course 

開課單位 

Dept. of Offering Courses 
法國語文系 

 

課程概要 

Course Content 

本課程極具實用性，因為朗讀能力的培養能夠幫助學生勝任未來可能

的機會，例如擔任法語家教、進行口頭報告、論文口試答辯，求職法

語面試，甚至到法國可以用語言服務來交換免費住宿，諸如幫老人讀

報、唸故事書給小朋友聽等等。 

This course will help to :  

- Give french courses 

- Read a presentation, introduce a project of research 

- In France, succeed in a job interview (or in Taiwan when meeting a 

French company). 

- In French speaking country, during a stay for studies, be able to read 

texts (story book for kids, read news for elderly people or blind 

people, in exchange with housing for instance). 

- During memory defense or thesis defense, be able to express clearly 

and fluently 

I. Solve the problems of some French special words 

How to read the French words including these letters :  

C/Q/G/S – T/Y/W/K – X – E (long) 

II. Read words using special letters 

- Abbreviations, symbols 

- Roman numb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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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reign words (latin and greek – other foreign languages) 

III. Diction and prosody 

- syllabation of words and sentences 

- punctuation (written and oral) 

- bonds and linking 

- sentence (words grouping, breath grouping, meaning units) 

- types of sentences - Types of intonation 

- fluency and rythm 

Paragraphe and text 

課程目標 

Course Objectives 

首先要先能夠即刻理解文章裡的字彙 

能夠掌握語法結構、意義詞組、呼吸節奏之單位 

最後要訓練聲音的變化，找出恰當的語調根據人物,不同類的文章和作

者的目的，以滿足聽者的期待。 

Be able to read fluently, with expressive intonation 

- be able to read all the words in a text, especially the difficult ones 

- be able to identify the syntactic units, the meaning units, the breath 

words groups 

- be able to modulate one’s voice, 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t kind of 

texts and to the intention of the author. 

配對之能力指標 

Corresponding Skill 

Indicator / Standard 
1-3-3. 具備閱讀當代問題相關文章之能力 

2-3-1. 具備法文能力檢定 CECR A2+B1 之語言能力 

對應的產業別 

Corresponding to 

Industry 

6. 語言教學產業 

9. 文化創意產業 

產業對應的知能 

Knowledge Corresponding 

to Industry 

55. 不同文化的洞察力 

85. 不同文化詮釋能力 

142. 藝文賞析能力 

250. 多國語言與多元文化分析能力 

 
 

對應的升學領域 

Corresponding Grade 

Promotion Area 

5. 各語言類 

12. 文化創意 

對應升學領域的知能 

Knowledge of 

Corresponding Grade 

Promotion Territory 

1. 外語聽說的能力 

25. 藝文賞析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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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文系-3 

中文課程名稱 

Chinese Name of Course 
學期校外實習(一) 

模組名稱 

Module Name 
系訂必選修科目 

英文課程名稱 

English Name of Course 
SEMESTER0BASED OFF-CAMPUS INTERNSHIP  I 

學制 

School System 

【Day School】 

□日二技 2-Year College 

日四技 4-Year College 

□ 日 五 專 5-Year Junior 

College 
□研究所 Graduate Institute 

【Division of Continuing 

Ed.】 

□進二技 2-Year College 

□進四技 4-Year College 

年級 

Year 
4 

必修/選修 

Required or Elective 

Course 

□必修 Required course 

選修 Elective course 

學分/時數 

Credits/Hours 

  15 學分(每學期)/ 

Credits per semester/ 

小時(每週) 

Hours per week 

學期/學年 

Course Type 

□學年 Year-long course 

學期 semester course 

開課單位 

Dept. of Offering Courses 
法國語文系 

 

課程概要 

Course Content 

1.瞭解實習公司的規定及其工作性質。 

2.依不同公司性質規劃如何銜接公司的工作。 

3.執行公司所交付之實習工作並於實習結束時繳交實習成果報告。 

- Through cooperation with overseas professional organizations in related 

fields, this course will provide students with an early experience of the 

workplace, establish a correct working attitude, teach them professional 

skills and to apply their knowledge, combining theory and practice. 

課程目標 

Course Objectives 

1.為配合法語人才之需求，落實法語實務能力之培訓，使學生於在學期

間提早學習職場之實務經驗，建立正確的工作態度，落實學校知識與

業界經驗的整合，進而提昇學生於職場之就業能力。 

2.於實習期間除增進學生之法/英語能力外，亦培養跨文化溝通能力，

同時擴展國際觀，達到培育法語人才之教育目標。 

1. apply what they have learnt in the workplace; 

2. have a correct working attitude; 

3. increase their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配對之能力指標 

Corresponding Skill 

Indicator / Standard 

1-4-1 能了解各傳播媒體報導之重點並掌握部分細節 

2-4-1 具備法文能力檢定 CECR B1+B2 之語言能力 

3-4-1 認識法國及法語系國家之文化及培養其藝術之鑑賞能力 

4-4-2 具備法語商業文書的處理能力 

4-4-4 具備商務及外語文化產業之法語專業應用能力 

對應的產業別 

Corresponding to 

Industry 

a. 觀光餐旅產業 

j. 國際會展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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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對應的知能 

Knowledge Corresponding 

to Industry 

7. 客服概念養成 

9. 觀光行銷能力 

11.外語溝通與談判能力 

13國際公關實務能力 

對應的升學領域 

Corresponding Grade 

Promotion Area 

2.觀光與休閒管理 

4.餐飲與旅運管理 

5. 各語言類 

19. 翻譯 

對應升學領域的知能 

Knowledge of 

Corresponding Grade 

Promotion Territory 

1. 外語聽說的能力 

2. 外語讀寫的能力 

14. 筆譯、口譯能力 

17. 商務外語能力 

21.觀光餐旅產業之管理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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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文系-4 

中文課程名稱 

Chinese Name of 

Course 

學期校外實習(二) 
模組名稱 

Module Name 
系訂必選修科目 

英文課程名稱 

English Name of 

Course 
SEMESTER0BASED OFF-CAMPUS INTERNSHIP  II 

學制 

School System 

【Day School】 

□日二技 2-Year College 

日四技 4-Year College 

□ 日 五 專 5-Year Junior 

College 
□研究所 Graduate Institute 

【Division of Continuing Ed.】 

□進二技 2-Year College 

□進四技 4-Year College 年級 

Year 
4 

必修/選修 

Required or Elective 

Course 

□必修 Required course 

選修 Elective course 

學分/時數 

Credits/Hours 

  15 學分(每學期)/ 

Credits per semester/ 

小時(每週) 

Hours per week 

學期/學年 

Course Type 

□學年 Year-long course 

學期 semester course 

開課單位 

Dept. of Offering Courses 
法國語文系 

 

課程概要 

Course Content 

1.瞭解實習公司的規定及其工作性質。 

2.依不同公司性質規劃如何銜接公司的工作。 

3.執行公司所交付之實習工作並於實習結束時繳交實習成果報告。 

- Through cooperation with overseas professional organizations in related 

fields, this course will provide students with an early experience of the 

workplace, establish a correct working attitude, teach them professional 

skills and to apply their knowledge, combining theory and practice. 

課程目標 

Course Objectives 

1.為配合法語人才之需求，落實法語實務能力之培訓，使學生於在學期間

提早學習職場之實務經驗，建立正確的工作態度，落實學校知識與業界經

驗的整合，進而提昇學生於職場之就業能力。 

2.於實習期間除增進學生之法/英語能力外，亦培養跨文化溝通能力，同時

擴展國際觀，達到培育法語人才之教育目標。 

1. apply what they have learnt in the workplace; 

2. have a correct working attitude; 

3. increase their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配對之能力指標 

Corresponding Skill 

Indicator / Standard 

1-4-1 能了解各傳播媒體報導之重點並掌握部分細節 

2-4-1 具備法文能力檢定 CECR B1+B2 之語言能力 

3-4-1 認識法國及法語系國家之文化及培養其藝術之鑑賞能力 

4-4-2 具備法語商業文書的處理能力 

4-4-4 具備商務及外語文化產業之法語專業應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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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應的產業別 

Corresponding to 

Industry 

a. 觀光餐旅產業 

j. 國際會展產業 

產業對應的知能 

Knowledge 

Corresponding to 

Industry 

7. 客服概念養成 

9. 觀光行銷能力 

11.外語溝通與談判能力 

13國際公關實務能力 

對應的升學領域 

Corresponding Grade 

Promotion Area 

2.觀光與休閒管理 

4.餐飲與旅運管理 

5. 各語言類 

19. 翻譯 

對應升學領域的知

能 

Knowledge of 

Corresponding Grade 

Promotion Territory 

3. 外語聽說的能力 

4. 外語讀寫的能力 

14. 筆譯、口譯能力 

17. 商務外語能力 

21.觀光餐旅產業之管理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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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文系-5 

中文課程名稱 

Chinese Name of Course 
實務專題(一) 模組名稱 

Module Name 
系訂選修科目 

英文課程名稱 

English Name of Course 
PRACTICE STUDIES  I 

學制 

School System 

【Day School】 
日二技 2-Year College

□日四技 4-Year College 

【 Division of Continuing 

Ed.】 
□進二技 2-Year College 

□進四技 4-Year College 

年級 

Year 
4 

必修/選修 

Required or Elective 

Course 

□必修 Required course

選修 Elective course 

學分/時數   2 

Credits/Hours 

  2 學分(每學期)/  

Credits per semester/ 

2 小時(每週) 

Hours per week 

學期/學年 

Course Type 

□學年 Year-long course 

學期 semester course 

開課單位 

Dept. of Offering Courses 
法國語文系 

課程概要 

Course 

Description 

本課程旨在藉此專題製作，指導學生運用所學，學習如何發現問題，

進而有效率地蒐集、分析與整理資料後，單獨或以小組方式完成研究

成果。 學生將可增進學生運用語言之能力，培養學生獨立思考、分析

問題及歸納的技巧。  

This course aims to guide students on how to find research questions and 

then how to collect, analyze and organize data systematically and 

efficiently. Students should give an oral presentation and demonstrate their 

speaking ability, critical thinking, and analytic ability.   

課程目標 

Course 

Objectives 

1.習得獨立思考、分析問題及歸納的技巧。 

2.增進法文寫作之能力。 

3.習得口頭發表與回答問題之能力。  

1. obtain critical thinking, skills of analyzing and generalizing.  

2. improve writing ability in French. 

3. effectively enhance students' speaking ability through preparing and 

practicing for oral presentation 

配對之能力指標 
Corresponding Skill 

Indicator / Standard 

1- 1-4-4. 能夠撰寫論述性文章及法文專題報告 

2- 2-4-1. 具備法文能力檢定 CECR B1+-B2 之語言能力 

4-4-1. 瞭解法國經貿及文化產業之現況與發展 

對應的產業別 
6. 語言教學產業 

9. 文化創意產業 

產業對應的知能 
Knowledge Corresponding 

to Industry 

55.不同文化的洞察力 

85.不同文化詮釋能力 

142.藝文賞析能力 

250. 多國語言與多元文化分析能力 

對應的升學領域 
Corresponding Grade 

Promotion Area 

6. 對主修語言國家文化認識 

17. 國際觀 

37. 研究能力 

對應升學領域的知能 
10. 文化研究 

22. 社會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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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文系-6 

中文課程名稱 

Chinese Name of Course 
實務專題(二) 模組名稱 

Module Name 
系訂選修科目 

英文課程名稱 

English Name of Course 
PRACTICE STUDIES  II 

學制 

School System 

【Day School】 
日二技 2-Year College

□日四技 4-Year College 

【Division of Continuing 

Ed.】 
□進二技 2-Year College 

□進四技 4-Year College 

年級 

Year 
4 

必修/選修 

Required or Elective 

Course 

□必修 Required course

選修 Elective course 

學分/時數    

Credits/Hours 

  2 學分(每學期)/  

Credits per semester/ 

2 小時(每週) 

Hours per week 

學期/學年 

Course Type 

□學年 Year-long course 

學期 semester course 

開課單位 

Dept. of Offering 

Courses 

法國語文系 

課程概要 

Course 

Description 

本課程旨在藉此專題製作，指導學生運用所學，學習如何發現問題，進而

有效率地蒐集、分析與整理資料後，單獨或以小組方式完成研究成果。 學

生將可增進學生運用語言之能力，培養學生獨立思考、分析問題及歸納的

技巧。  

This course aims to guide students on how to find research questions and then 

how to collect, analyze and organize data systematically and efficiently. 

Students should give an oral presentation and demonstrate their speaking 

ability, critical thinking, and analytic ability.   

課程目標 

Course 

Objectives 

1.習得獨立思考、分析問題及歸納的技巧。 

2.增進法文寫作之能力。 

3.習得口頭發表與回答問題之能力。  

1. obtain critical thinking, skills of analyzing and generalizing.  

2. improve writing ability in French. 

3. effectively enhance students' speaking ability through preparing and 

practicing for oral presentation 

配對之能力指標 
Corresponding Skill 

Indicator / Standard 

1- 1-4-4. 能夠撰寫論述性文章及法文專題報告 

2- 2-4-1. 具備法文能力檢定 CECR B1+-B2 之語言能力 

4-4-1. 瞭解法國經貿及文化產業之現況與發展 

對應的產業別 
6. 語言教學產業 

9. 文化創意產業 

產業對應的知能 
Knowledge Corresponding 

to Industry 

55.不同文化的洞察力 

85.不同文化詮釋能力 

142.藝文賞析能力 

250. 多國語言與多元文化分析能力 

對應的升學領域 
Corresponding Grade 

Promotion Area 

6. 對主修語言國家文化認識 

17. 國際觀 

37. 研究能力 

對應升學領域的知能 
10. 文化研究 

22. 社會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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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文系-7 

中文課程名稱 

Chinese Name of 

Course 

中法口譯 
模組名稱 

Module Name 
系訂必修科目 

英文課程名稱 

English Name of 

Course 
CHINESE-FRENCH INTERPRETATION 

學制 

School System 

【Day School】 

日二技 2-Year College 

□日四技 4-Year College 

【Division of Continuing 

Ed.】 

□進二技 2-Year College 

□進四技 4-Year College 

年級 

Year 
4 

必修/選修 

Required or Elective 

Course 

必修 Required course 

□選修 Elective course 

學分/時數 

Credits/Hours 

  2 學分(每學期)/  

Credits per semester/ 

2 小時(每週) 

Hours per week 

學期/學年 

Course Type 

學年 Year-long course 

□學期 semester course 
開課單位 法國語文系 

 

課程概要 

Course Content 

本課程旨在幫助學生具備於多國語會議及環境中所需的溝通及口譯的知

能，進而培育未來職場優勢。本課程教學內容包含逐步及同步口譯的相關

知識及技巧。 

- This course introduces the theory, fundamental concepts and techniques of 

interpretation.  Through practice sessions, students should be able to 

accurately, clearly and simultaneously interpret from one language to 

another.  

課程目標 

Course Objectives 

一、不做筆記地聽懂、記憶及重現口語內容。 

二、學得迅速製作筆記的技巧。 

三、懂得如何進行視覺翻譯。 

四、進行法中逐步口譯（不超過 5 分鐘的文章）。 

五、瞭解初步的同步口譯技巧。 

1. Comfortably speak French. 

2. Naturally translate from French to Mandarin Chinese. 

3. Consecutively translate from Mandarin Chinese to accurate and fluent 

French. 

配對之能力指標 

Corresponding Skill 

Indicator / Standard 

1-4-1. 能了解各傳播媒體報導之重點並掌握部分細節 

3-4-3. 具備閱讀及分析各種專業文章之能力 

4-4-1. 具備商務及外語文化產業實務之法語應用能力 

對應的產業別 
d. 翻譯產業 

j. 國際會展產業 

產業對應的知能 
18.同步口譯技巧 

21.隨行口譯能力 
 

對應的升學領域 
5. 各語言類 

19. 翻譯 

對應升學領域的

知能 

1. 外語聽說的能力 

17. 商務外語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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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文系-8 

中文課程名稱 

Chinese Name of Course 
進階法文筆譯技巧運用 

模組名稱 

Module Name 
系訂必修科目 

英文課程名稱 

English Name of Course 
WRITTEN TRANSLATION TECHNIQUES(ADVANCED) 

學制 

School System 

【Day School】 

日二技 2-Year College 

□日四技 4-Year College 

【 Division of Continuing 

Ed.】 

□進二技 2-Year College 

□進四技 4-Year College 

年級 

Year 
4 

必修/選修 

Required or Elective 

Course 

必修 Required course 

□選修 Elective course 

學分/時數 

Credits/Hours 

  2 學分(每學期)/ 

Credits per semester/ 

2 小時(每週) 

Hours per week 

學期/學年 

Course Type 

學年 Year-long course 

□學期 semester course 

開課單位 

Dept. of Offering Courses 
法國語文系 

 

課程概要 

Course Content 

本課程以中法筆譯(雙向互譯）實務為主訓練學生進階法文筆譯技巧運

用。 

本課程以中法筆譯(雙向互譯）實務為主。 

課程中將持續訓練學生明瞭不同語言文化以書面文字進行溝通時在

本質上的差異，進而調整其語文學習以配合翻譯之訓練。本課程亦將

強化學生接觸進階的中法翻譯技巧與策略，使學生熟悉多樣文本翻

譯、文句轉換方式及使用翻譯工具的方法。 

並探討應對策略。透過多樣的文本，除加強筆譯翻譯技巧訓練，並著

重翻譯策略之運用及解決常遇問題之方案。 

- The main aim of this course is to put forward the Chinese-French 

traduction in a practical training way. 

- This course introduces the translator job, the translation competence 

and the translation process. It helps 

- Students by involving transfer of meaning between languages, cultures 

and different forms of expression. 

- The other aim of the course is to enhance students’ knowledge of 

French Language by improving translation skills. Students will 

translate different kind of texts and will learn various translation 

technic and strategy. 

課程目標 

Course Objectives 

1. 習得進階法文筆譯技巧運用。 

2. 明瞭中法語言文化上之差異，加強雙語對比學習，進而調整其語文

學習以配合翻譯之訓練。  

3. 強化中法翻譯技巧與策略，熟悉多種文本翻譯、文句轉換方式及使

用翻譯工具的方法。 

4.整合解決翻譯常遇問題之技巧。 

1. Understand translator job and translation competence and process 

2. Have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French and Chinese culture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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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guages differences,  enhance students’ lexical, grammatical and 

stylistic precision of self-expression in both languages 3.be able to 

translate different kind of text 

3. Be able full use of their skills face current difficulties in making 

translation job. 

配對之能力指標 

Corresponding Skill 

Indicator / Standard 

1-4-1 能了解各傳播媒體報導之重點並掌握部分細節 

1-4-2 能夠主動與母語使用者對話，針對某一主題闡述個人觀點並進

行  討論 

1-4-3 能夠閱讀有關當代問題的文章與報告並瞭解作者的觀點 

1-4-4 能夠撰寫摘要與評論及論述性之文章 

2-4-1 具備法文能力檢定 CECR B1+B2 之語言能力 

3-4-1 認識法國及法語系國家之文化及培養其藝術之鑑賞能力 

3-4-2 具備中法文化之比較能力 

3-4-3 具備閱讀與分析各種專業文章之能力 

4-4-1 具備商務及外語文化產業實務之法語應用能力 

4-4-2 具備法語商業文書的處理能力 

4-4-3 具備法語商業會話溝通能力 

對應的產業別 

Corresponding to 

Industry 

d. 翻譯產業 

j. 國際會展產業 

產業對應的知能 

Knowledge Corresponding 

to Industry 

9. 新聞稿件筆譯能力 

11. 商業文件筆譯能力 

對應的升學領域 

Corresponding Grade 

Promotion Area 

5. 各語言類 

19. 翻譯 

對應升學領域的知能 

Knowledge of 

Corresponding Grade 

Promotion Territory 

5. 外語聽說的能力 

6. 外語讀寫的能力 

14. 筆譯、口譯能力 

17. 商務外語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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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文系-9 

中文課程名稱 

Chinese Name of 

Course 

學期校外實習 
模組名稱 

Module Name 
系訂必選修科目 

英文課程名稱 

English Name of 

Course 
SEMESTER-BASED OFF-CAMPUS INTERNSHIP 

學制 

School System 

【Day School】 

日二技 2-Year College 

□日四技 4-Year College 

□日五專 5-Year Junior College 

□研究所 Graduate Institute 

【 Division of Continuing 

Ed.】 

□進二技 2-Year College 

□進四技 4-Year College 

年級 

Year 
4 

必修/選修 

Required or Elective 

Course 

□必修 Required course 

選修 Elective course 

學分/時數 

Credits/Hours 

  15 學分(每學期)/ 

Credits per semester/ 

小時(每週) 

Hours per week 

學期/學年 

Course Type 

□學年 Year-long course 

學期 semester course 

開課單位 

Dept. of Offering Courses 
法國語文系 

 

課程概要 

Course Content 

1.瞭解實習公司的規定及其工作性質。 

2.依不同公司性質規劃如何銜接公司的工作。 

3.執行公司所交付之實習工作並於實習結束時繳交實習成果報告。 

- Through cooperation with overseas professional organizations in related fields, 

this course will provide students with an early experience of the workplace, 

establish a correct working attitude, teach them professional skills and to apply 

their knowledge, combining theory and practice. 

課程目標 

Course Objectives 

1.為配合法語人才之需求，落實法語實務能力之培訓，使學生於在學期間提早

學習職場之實務經驗，建立正確的工作態度，落實學校知識與業界經驗的整

合，進而提昇學生於職場之就業能力。 

2.於實習期間除增進學生之法/英語能力外，亦培養跨文化溝通能力，同時擴

展國際觀，達到培育法語人才之教育目標。 

1. apply what they have learnt in the workplace; 

2. have a correct working attitude; 

3. increase their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配對之能力指標 

Corresponding Skill 

Indicator / Standard 
2-4-1 具備法文能力檢定 CECR B1+-B2 之語言能力 

4-4-3 具備法語商業會話溝通能力 

對應的產業別 

Corresponding to 

Industry 

a. 觀光餐旅產業 

j. 國際會展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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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對應的知能 

Knowledge 

Corresponding to 

Industry 

7. 客服概念養成 

9. 觀光行銷能力 

11.外語溝通與談判能力 

13國際公關實務能力 

對應的升學領域 

Corresponding Grade 

Promotion Area 

2.觀光與休閒管理 

4.餐飲與旅運管理 

5. 各語言類 

19. 翻譯 

對應升學領域的知

能 

Knowledge of 

Corresponding Grade 

Promotion Territory 

7. 外語聽說的能力 

8. 外語讀寫的能力 

14. 筆譯、口譯能力 

17. 商務外語能力 

21.觀光餐旅產業之管理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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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四技法國語文系-106 學年度 

大一英文* 8 8 4 4 4 4

大二英文* 8 8 4 4 4 4

大三英文* 8 8 4 4 4 4

資訊概論 2 2 2 2 (2) (2) 一年級上下學期對開

電腦多媒體應用 2 2 (2) (2) 2 2 一年級上下學期對開

涵養通識：社會法政 2 2 2 2 (2) (2) (2) (2) (2) (2)

涵養通識：人文藝術 2 2 (2) (2) 2 2 (2) (2) (2) (2)

涵養通識：自然與科學A類 2 2 (2) (2) (2) (2) 2 2 (2) (2)

涵養通識：自然與科學B類 2 2 (2) (2) (2) (2) (2) (2) 2 2

深化通識：(自選)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三年級上下學期對開

全人發展：大學入門(一) 1 1 1 1

全人發展：大學入門(二) 1 1 1 1

全人發展(二) 2 2 2 2 (2) (2) 二年級上下學期對開

體育 0 8 0 2 0 2 0 2 0 2 二年級為體育興趣選項

現代文學(一) 2 2 2 2 (2) (2) 一年級上下學期對開

現代文學(二) 2 2 (2) (2) 2 2 一年級上下學期對開

歷代文選 4 4 2 2 2 2

中國語文運用 2 2 (2) (2) 2 2 二年級上下學期對開

合 計 52 60 11 13 11 13 8 10 10 12 6 6 4 4

跨文化溝通(一) 2 2 2 2

跨文化溝通(二) 2 2 2 2

合 計 4 4 2 2 2 2

法文(一) 8 8 4 4 4 4

法文寫作(一) 2 2 1 1 1 1

法語會話(一) 4 4 2 2 2 2

法語發音與聽力練習 2 2 1 1 1 1

法文(二) 6 6 3 3 3 3

法文寫作(二) 4 4 2 2 2 2

法語會話(二) 4 4 2 2 2 2

法文閱讀與發音 4 4 2 2 2 2

法文(三) 6 6 3 3 3 3

法文閱讀與寫作 4 4 2 2 2 2

翻譯(一) 4 4 2 2 2 2

翻譯(二) 4 4 2 2 2 2

法國語言與文化 6 6 3 3 3 3

合 計 58 58 8 8 8 8 9 9 9 9 7 7 7 7 5 5 5 5

校

共

同

必

修

科

目

上

學

分

數

上

學

分

數

科目名稱

授課時數

授

課

時

數

總

授

課

時

數

授

課

時

數

下

學

分

數

第四學年第二學年

學

分

數

授

課

時

數

下上

日四技法國語文系科目學分表

第一學年
科

目

類

別

第三學年

下

授

課

時

數

授

課

時

數

授

課

時

數

學

分

數

學

分

數

院

共

同

必

修

科

目

學

分

數

106學年度入學適用

106.5.23校課委會議通過

106.O.O教務會議通過

備註授

課

時

數

下上

授

課

時

數

學

分

數

總

學

分

數

系

訂

必

修

科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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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實習 4 - 4 - 實習320小時

海外實習(一) 1 - 1 - 實習36小時

海外實習(二) 2 - 2 - 實習72小時

職場體驗實習(一) 1 - 1 - 實習36小時

職場體驗實習(二) 2 - 2 - 實習72小時

學期校外實習(一) 15 - 15 - 實習4.5個月

學期校外實習(二) 15 - 15 - 實習4.5個月

現代管理學 3 3 3 3 學程必修課程

行銷管理與應用 3 3 3 3 學程必修課程

商務法文 4 4 2 2 2 2

觀光法文 4 4 2 2 2 2

餐旅法文 4 4 2 2 2 2

國際禮儀 4 4 2 2 2 2

法語網路資源學習與應用 4 4 2 2 2 2

職場法語表達(一) 2 2 2 2

職場法語表達(二) 2 2 2 2

商業法文與書信 2 2 2 2 (2) (2) 遠距課程

進階法語聽講訓練 (一) 2 2 2 2

進階法語聽講訓練 (二) 2 2 2 2

畢業專題 4 4 2 2 2 2

合 計 40 40 0 0 0 0 0 0 0 0 13 13 13 13 8 8 6 6

外語教學概論 6 6 3 3 3 3 學程必修課程

現代法國 4 4 2 2 2 2

法國兒童文學選讀 4 4 2 2 2 2

法國文學概論 4 4 2 2 2 2

法國文化資產 4 4 2 2 2 2

法文口語表達(一) 2 2 2 2

法文口語表達(二) 2 2 2 2

法語網路資源學習與應用 4 4 2 2 2 2

進階法語朗讀 (一) 2 2 2 2

進階法語朗讀 (二) 2 2 2 2

法國文學與電影 4 4 2 2 2 2

畢業專題 4 4 2 2 2 2

合 計 42 42 0 0 0 0 0 0 0 0 13 13 13 13 8 8 8 8

國際會展概論 3 3 3 3 學程必修課程

國際會展場地規劃與管理 3 3 3 3 學程必修課程

觀光法文 4 4 2 2 2 2

餐旅法文 4 4 2 2 2 2

國際禮儀 4 4 2 2 2 2

法語網路資源學習與應用 4 4 2 2 2 2

法國文化資產 4 4 2 2 2 2

職場法語表達(一) 2 2 2 2

職場法語表達(二) 2 2 2 2

文化與創意(一) 2 2 2 2

文化與創意(二) 2 2 2 2

進階法語聽講訓練 (一) 2 2 2 2

進階法語聽講訓練 (二) 2 2 2 2

畢業專題 4 4 2 2 2 2

合 計 42 42 0 0 0 0 0 0 0 0 11 11 11 11 10 10 10 10

1.畢業總學分為135學分：校共同必修52學分+院共同必修4學分+系訂必修58學分+系訂必選修至少1學分+跨領域學分學程至少20學分。

畢業時，授予學士學位證書及學程證明書。

(1)開設學分學程有：歐洲商務學分學程、歐語文教學分學程、歐洲會展與翻譯學分學程，共3個學分學程。

(2)如需更換模組時，新更換之模組課程仍須依規定修滿至少20學分。

2.符合本校志工服務及勞作服務之規定。

3.通過本校或本系訂定之其他畢業規定。

4.科目學分表如有變動，以最新公告為準。

5.日四技必修之通識課程，學生須由人文藝術、社會法政群各選修1門，自然與科學群選修2門，合計8學分。深化通識則由學生於大三

時自行選修。

6.105學年度起入學學生日間部四技通識涵養課程【自然與科學】學群4學分，區分成A、B兩類課程，須各修習2學分。

7.通識學群開課科目以當年度通識教育中心開出課程為準。畢業前請自行注意每個學群是否皆依規定修習完畢。

系

定

必

選

修

科

目

跨

領

域

學

分

學

程

歐

洲

商

務

歐

語

文

教

歐

洲

會

展

與

翻

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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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二技法國語文系-106 學年度 

中高級英語(一) 4 4 2 2 2 2

中高級英語(二) 4 4 2 2 2 2

中文表達藝術 4 4 2 2 2 2

全人發展(一) 2 2 2 2

全人發展(二) 2 2 2 2

體育(體育興趣選項) 0 4 0 2 0 2

涵養通識：自然與科學 2 2 2 2 2 2 2 2

涵養通識：人文藝術 2 2 2 2 2 2 2 2

涵養通識：社會法政 2 2 2 2 2 2 2 2

合 計 22 26 12 14 12 14 8 8 2 2

進階法文 4 4 2 2 2 2

進階法文寫作 4 4 2 2 2 2

進階法語聽講練習(一) 4 4 2 2 2 2

當代法國專論 2 2 2 2

法國與國際關係 2 2 2 2

法國與歐盟 2 2 2 2

中法口譯 4 4 2 2 2 2

法語系國家人文專題 2 2 2 2

進階法文筆譯技巧運用 4 4 2 2 2 2

合 計 28 28 8 8 8 8 6 6 6 6

專業實習 4 - 4 - 實習320小時

海外實習(一) 2 - 2 - 實習72小時

海外實習(二) 3 - 3 - 實習108小時

職場體驗實習 1 - 1 - 實習36小時

學期校外實習 15 - 15 - 實習4.5個月

網路法文 4 4 2 2 2 2

法國語言史 4 4 2 2 2 2

西洋藝術史 2 2 2 2

臺灣文化法語導覽 2 2 2 2

法國文學評論 2 2 2 2

進階法語聽講練習(二) 4 4 2 2 2 2

法國電影賞析（一） 2 2 2 2

法國電影賞析（二） 2 2 2 2

法語系國家經濟發展 2 2 2 2

畢業專題製作 2 2 2 2

實務專題(一) 2 2 2 2

實務專題(二) 2 2 2 2

合 計 30 30 6 6 6 6 10 10 8 8

3、通識學群開課科目，以當年度通識教育中心開出課程為準。

4、系訂選修科目僅供參考，需以當年度各系實際開出的選修課程為準。

5、主修系開設給該系學生選修之課程即稱為系訂選修(如有例外情形將另行說明)

6、通識課程二技學生須由每一學群各修1門，合計6學分。

5擇1

1、畢業總學分72學分　=　共同必修22學分 + 系訂必修28學分 + 系訂必選修至少1學分 + 系訂選修16學分 + 一般選修5學分

跨部選修課程(UF3、UF4)，須通過法語檢定考B1級。

系

訂

選

修

科

目

日二技法國語文系科目學分表
106學年度入學適用

106.5.23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106.O.O教務會議通過

系

訂

必

選

修

科

目

跨部選修課程(UF3、UF4)，須通過法語檢定考B1級。

跨部選修課程(UF3、UF4)，須通過法語檢定考B1級。

2、實習課程應修習1門，多的學分不納入一般選修學分。

跨部選修課程(UF3、UF4)，須通過法語檢定考B1級。

跨部選修課程(UF3、UF4)，須通過法語檢定考B1級。

跨部選修課程(UF3、UF4)，須通過法語檢定考B1級。

跨部選修課程(UF3、UF4)，須通過法語檢定考B1級。

跨部選修課程(UF3、UF4)，須通過法語檢定考B1級。

跨部選修課程(UF3、UF4)，須通過法語檢定考B1級。

跨部選修課程(UF3、UF4)，須通過法語檢定考B1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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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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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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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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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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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數

二技學生須由每一學群各修1門，

合計6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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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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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二技德國語文系-106 學年度 

中高級英語(一) 4 4 2 2 2 2

中高級英語(二) 4 4 2 2 2 2

中文表達藝術 4 4 2 2 2 2

全人發展(一) 2 2 2 2

全人發展(二) 2 2 2 2

體育(體育興趣選項) 0 4 0 2 0 2

涵養通識：自然與科學 2 2 2 2 2 2 2 2

涵養通識：人文藝術 2 2 2 2 2 2 2 2

涵養通識：社會法政 2 2 2 2 2 2 2 2

合 計 22 26 12 14 12 14 8 8 2 2

專業德文閱讀 4 4 2 2 2 2

專業德語聽講訓練(一) 8 8 4 4 4 4

專業德文翻譯 4 4 2 2 2 2

專業德文寫作 4 4 2 2 2 2

德國語言與文化 4 4 2 2 2 2

專業德語聽講訓練(二) 4 4 2 2 2 2

合 計 28 28 8 8 8 8 6 6 6 6

職場體驗實習 1 - 1 - 實習36小時

專業實習 4 - 4 - 實習320小時

海外實習(一) 2 - 2 - 實習72小時

海外實習(二) 3 - 3 - 實習108小時

學期校外實習(一) 15 - 15 - 實習4.5個月

學期校外實習(二) 15 - 15 - 實習4.5個月

企業德文 8 8 4 4 4 4

台灣文化與觀光德語導覽 4 4 2 2 2 2

德文逐步口譯 4 4 2 2 2 2

德國文學專題:文學與電影 2 2 2 2

德國文學專題:文學與流行文化 2 2 2 2

應用科技德文(一) 2 2 2 2

應用科技德文(二) 2 2 2 2

商務德文溝通(一) 2 2 2 2

商務德文溝通(二) 2 2 2 2

實務專題(一) 2 2 2 2

實務專題(二) 2 2 2 2

畢業專題 2 2 2 2

合 計 34 34 10 10 10 10 8 8 6 6

3、通識學群開課科目，以當年度通識教育中心開出課程為準。

4、系訂選修科目僅供參考，需以當年度各系實際開出的選修課程為準。

5、主修系開設給該系學生選修之課程即稱為系訂選修(如有例外情形將另行說明)

6、通識課程二技學生須由每一學群各修1門，合計6學分。

開放UG3.UG4及XG4.XG5選修

開放UG3.UG4選修(需通過德語檢定考B1級)

1、畢業總學分72學分　=　共同必修22學分 + 系訂必修28學分 + 系訂必選修至少1學分 + 系訂選修16學分 + 一般選修5學分

2、實習課程應修習1門，多的學分不納入一般選修學分。

1.開放UG3.UG4選修(需通過德語檢定考B1

級)

2.未修(一),不得修(二)

1.開放UG3.UG4選修(需通過德語檢定考B1

級)

2.未修(一),不得修(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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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

必

選

修

科

目

5擇1

系

訂

選

修

科

目

開放UG3.UG4選修(需通過德語檢定考B1級)

開放UG3.UG4選修(需通過德語檢定考B1級)

開放UG3.UG4選修(需通過德語檢定考B1級)

開放UG3.UG4及XG4.XG5選修

開放UG3.UG4選修(需通過德語檢定考B1級)

二技學生須由每一學群各修1門

，合計6學分。

系

訂

必

修

科

目

授

課

時

數

學

分

數

授

課

時

數

共

同

必

修

科

目

備註

上 下 上 下

學

分

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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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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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二技德國語文系科目學分表
105學年度入學適用

105.5.23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105.O.O教務會議通過

科

目

類

別

科目名稱

授課學分數 / 授課時數

總

學

分

數

總

授

課

時

數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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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文系-1 

中文課程名稱 
Chinese Name of Course 專業德語聽講訓練(一) 

模組名稱 

Module Name 
 

英文課程名稱 
English Name of Course 

PROFESSIONAL GERMAN LISTENING AND ORAL COMMUNICATION I 

學制 

School System 

【Day School】 

□日二技2-Year College 

□日四技4-Year College 

□日五專5-Year Junior College 

□研究所 Graduate Institute 

【Division of Continuing Ed.】 

□進二技2-Year College 

□進四技4-Year College 
年級 

Year 
3 

必修/選修 
Required or Elective Course 

□必修 Required course 

□選修 Elective course 

學分/時數 

Credits/Hours  

 4 學分(每學期)/  

Credits per semester/ 

4 小時(每週)  
Hours per week 

學期/學年 

Course Type 

□學年 Year-long course 

□學期 semester course 

開課單位 

Dept. of Offering Courses 
德國語文系 

 

課程概要 

Course Content 

本課程將加強學生聽力和口語的練習，進而能使用進階的德語進行溝通

和討論並表達意見。 

課程內容： 

包含日常生活和文化相關的主題。讓學生從課堂中了解德國、奧地利和

瑞士的歷史、社會、宗教、生活和文化資訊。 

This course aims to help students enhance their German listening skills and 

speaking skills. So that they could communicate, discuss and express 

opinions in advanced German. 

Course contents: 

The course includes topics related to daily life and culture. Students can 

understand the history, culture, society, life, as well as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Germany, Austria and Switzerland. 

課程目標 

Course Objectives 

1. 了解議題與其職業或興趣相關的電視及廣播報導主要內容。 

2. 隨性、流利地表達意見，並順暢與母語者進行交談。 

3. 就熟悉的狀況參與討論，並說明自己的立場，為其辯護。 

4. 在感興趣的領域，就許多主題清楚、詳盡地說明自己的看法。 

5. 就一個實際問題，說明自己的立場，表達不同可能性的優缺點。  

1.understand the content of TV programs and broadcasts regarding 

occupations or interest. 

2.express their opinions fluently and conduct conversations with native 

speakers.  

3.participating in discussion, clarifying and defending themselves. 

4.elaborate personal ideas on the topics they are interested in. 

5.state personal viewpoints and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regarding 

certain issues. 

配對之能力指標 
Corresponding Skill Indicator / 

Standard 

 1-3-1能連貫地描述自身的經驗，發生的事件、夢想、希望、目標及流

利的解釋意見或計畫。 

1-3-2能聽懂電視及電台報導的主要內容。 

2-3-1能了解德語地區政治社會制度並分析其現況。 

臨時提案六 附件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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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能認識觀光旅遊及企業之工作程序及相關德文專業用語。 

3-3-2能認識台灣與歐盟經貿關係並應用所學專業語彙。 

對應的產業別 

Corresponding to Industry 

1.觀光餐旅產業 

2.商務暨商務管理產業 

產業對應的知能 
Knowledge Corresponding to Industry 

1.外語聽說能力 

2.外語讀寫能力 

3.跨文化溝通的能力 

對應的升學領域 
Corresponding Grade Promotion Area 

1.觀光與休閒管理 

2.翻譯 

3.各語言類 

對應升學領域的知能 
Knowledge of Corresponding Grade 

Promotion Territory 

1.外語聽說的能力 

2.外語讀寫的能力 

3.對主修語言國家史地、政治、法律、經濟、社會現況的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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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文系-2 

中文課程名稱 
Chinese Name of Course 

專業德語聽講訓練(二) 
模組名稱 

Module Name 
 

英文課程名稱 
English Name of Course 

PROFESSIONAL GERMAN  LISTENING AND ORAL COMMUNICATION II 

學制 

School System 

【Day School】 

□日二技2-Year College 

□日四技4-Year College 

□日五專5-Year Junior College 

□研究所 Graduate Institute 

【Division of Continuing Ed.】 

□進二技2-Year College 

□進四技4-Year College 
年級 

Year 
4 

必修/選修 
Required or Elective Course 

□必修 Required course 

□選修 Elective course 

學分/時數 

Credits/Hours  

 2 學分(每學期)/  

Credits per semester/ 

2 小時(每週)  
Hours per week 

學期/學年 

Course Type 

□學年 Year-long course 

□學期 semester course 

開課單位 

Dept. of Offering Courses 
德國語文系 

 

課程概要 

Course Content 

本課程將加強學生聽力和口語的練習，進而能使用進階的德語進行溝通

和討論並表達意見。 

課程內容： 

包含日常生活和文化相關的主題。讓學生從課堂中了解德國、奧地利和

瑞士的歷史、社會、宗教、生活和文化資訊。 

This course aims to help students enhance their German listening skills and 

speaking skills. So that they could communicate, discuss and express 

opinions in advanced German. 

Course contents: 

The course includes topics related to daily life and culture. Students can 

understand the history, culture, society, life, as well as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Germany, Austria and Switzerland. 

課程目標 

Course Objectives 

1. 了解議題與其職業或興趣相關的電視及廣播報導主要內容。 

2. 隨性、流利地表達意見，並順暢與母語者進行交談。 

3. 就熟悉的狀況參與討論，並說明自己的立場，為其辯護。 

4. 在感興趣的領域，就許多主題清楚、詳盡地說明自己的看法。 

5. 就一個實際問題，說明自己的立場，表達不同可能性的優缺點。  

1.understand the content of TV programs and broadcasts regarding 

occupations or interest. 

2.express their opinions fluently and conduct conversations with native 

speakers.  

3.participating in discussion, clarifying and defending themselves. 

4.elaborate personal ideas on the topics they are interested in. 

5.state personal viewpoints and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regarding 

certain issues. 

配對之能力指標 
Corresponding Skill Indicator / 

Standard 

 1-4-2 能通過歐洲語文能力職場德文檢定考試。 

1-4-3 能提出有條理及合乎邏輯的問題，並尋求解答。 

2-4-1 能了解歐盟或德語地區政治社會現況，擴展國際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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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1 能明瞭德語地區文化特色，培養跨文化溝通的能力。 

3-4-3 能深入介紹本國及德語地區觀光景點及文化特色。 

對應的產業別 
Corresponding to Industry 

1.觀光餐旅產業 

2.商務暨商務管理產業 

產業對應的知能 
Knowledge Corresponding to Industry 

1.外語聽說能力 

2.外語讀寫能力 

3.跨文化溝通的能力 

對應的升學領域 
Corresponding Grade Promotion Area 

1.觀光與休閒管理 

2.翻譯 

3.各語言類 

對應升學領域的知能 
Knowledge of Corresponding Grade 

Promotion Territory 

1.外語聽說的能力 

2.外語讀寫的能力 

3.對主修語言國家史地、政治、法律、經濟、社會現況的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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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文系-3 

中文課程名稱 
Chinese Name of Course 

專業德語聽講訓練(二) 
模組名稱 

Module Name 
 

英文課程名稱 
English Name of Course 

PROFESSIONAL GERMAN  LISTENING AND ORAL COMMUNICATION II 

學制 

School System 

【Day School】 

□日二技2-Year College 

□日四技4-Year College 

□日五專5-Year Junior College 

□研究所 Graduate Institute 

【Division of Continuing Ed.】 

□進二技2-Year College 

□進四技4-Year College 
年級 

Year 

7 

(菁英班) 

必修/選修 
Required or Elective Course 

□必修 Required course 

□選修 Elective course 

學分/時數 

Credits/Hours  

 2 學分(每學期)/  

Credits per semester/ 

2 小時(每週)  
Hours per week 

學期/學年 

Course Type 

□學年 Year-long course 

□學期 semester course 

開課單位 

Dept. of Offering Courses 
德國語文系 

 

課程概要 

Course Content 

本課程將加強學生聽力和口語的練習，進而能使用進階的德語進行溝通和討論

並表達意見。 

課程內容： 

包含日常生活和文化相關的主題。內容包括德國、奧地利和瑞士的歷史、社會、

宗教、生活和文化資訊。 

This course aims to help students enhance their German listening skills and speaking 

skills. So that they could communicate, discuss and express opinions in advanced 

German. 

Course contents: 

The course includes topics related to daily life and culture. Students can understand 

the history, culture, society, life, as well as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Germany, Austria and Switzerland. 

課程目標 

Course Objectives 

1. 了解議題與其職業或興趣相關的電視及廣播報導主要內容。 

2. 隨性、流利地表達意見，並順暢與母語者進行交談。 

3. 能參與討論，並說明自己的立場，為其辯護。 

4. 就一個實際問題，說明自己的看法，表達贊同或反對的論點。  

After taking this course, students will be able to:  

1.understand the content of TV programs and broadcasts regarding occupations or 

interest. 

2.express their opinions fluently and conduct conversations with native speakers.  

3.participating in discussion, clarifying and defending themselves. 

4.state personal viewpoints and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regarding certain 

issues. 

配對之能力指標 
Corresponding Skill 

Indicator / Standard 

1-4-2 能通過歐洲語文能力職場德文檢定考試。 

1-4-3 能提出有條理及合乎邏輯的問題，並尋求解答。 

2-4-1 能了解歐盟或德語地區政治社會現況，擴展國際觀。 

3-4-1 能明瞭德語地區文化特色，培養跨文化溝通的能力。 

3-4-3 能深入介紹本國及德語地區觀光景點及文化特色。 



197 

對應的產業別 
Corresponding to 

Industry 

1.觀光餐旅產業 

2.商務暨商務管理產業 

產業對應的知能 
Knowledge Corresponding 

to Industry 

1.外語聽說能力 

2.外語讀寫能力 

3.跨文化溝通的能力 

對應的升學領域 
Corresponding Grade 

Promotion Area 

1.觀光與休閒管理 

2.翻譯 

3.各語言類 

對應升學領域的知能 
Knowledge of 

Corresponding Grade 

Promotion Territory 

1.外語聽說的能力 

2.外語讀寫的能力 

3.對主修語言國家史地、政治、法律、經濟、社會現況的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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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文系-4 

中文課程名稱 
Chinese Name of Course 

企業德文 
模組名稱 

Module Name 
 

英文課程名稱 
English Name of Course 

BUSINESS GERMAN 

學制 

School System 

【Day School】 

■日二技 2-Year College 

□日四技 4-Year College 

□日五專 5-Year Junior College 

□研究所 Graduate Institute 

【Division of Continuing Ed.】 

□進二技 2-Year College 

□進四技 4-Year College 
年級 

Year 
3 

必修/選修 
Required or Elective Course 

□必修 Required course 

■選修 Elective course 
學分/時數 

Credits/Hours 

 4 學分(每學期)/ 

Credits per semester/ 

4 小時(每週) 

Hours per week 

學期/學年 

Course Type 

■學年 Year-long course 

□學期 semester course 
開課單位 

Dept. of Offering Courses 
德國語文系 

 

課程概要 

Course Content 

本課程目的讓學生認識德語區國家經濟產業動態，並應用進階德文掌握商務進

行及企業運作的知識。 

課程內容： 

介紹德語區國家經濟動態、商業環境及企業結構，並練習在公司中需要面對各

種商務會談及書信溝通的情境。 

 

This course aims to help students understand the economy in German-speaking 

countries, and learn the knowledge of business operation in advanced German 

language. 

Course contents: 

This course includes the introductions to the economy, business environment and the 

enterprise structure in German-speaking countries. Students can also practice 

business conversation and business letters. 

課程目標 

Course Objectives 

1. 認識德語區國家經濟動態、商業環境及企業結構。 

2. 熟悉企業作業流程。 

3. 具備德文商務會談及書信溝通的能力。  

 

1. understand the economy, business environment and enterprise structure in 

German-speaking countries. 

2. become familiar with the enterprise cooperation. 

3. conduct business conversation and write business letters. 

配對之能力指標 
Corresponding Skill 

Indicator / Standard 

1-3-1 能連貫地描述自身的經驗，發生的事件、夢想、希望、目標及流利的解釋

意見或計畫。 

1-3-2 能聽懂電視及電台報導的主要內容。 

對應的產業別 
Corresponding to 

Industry 

商務暨商務管理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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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對應的知能 
Knowledge Corresponding 

to Industry 

1.商務外語能力 

2.商務文書讀寫能力 

3.商業知識運用 

對應的升學領域 
Corresponding Grade 

Promotion Area 

1.MBA 

2.國際經貿 

對應升學領域的知能 
Knowledge of 

Corresponding Grade 

Promotion Territory 

1.外語聽說的能力  

2.外語讀寫的能力 

3.對國際經貿、政治、法律及國際關係情勢的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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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文系-5 

中文課程名稱 
Chinese Name of Course 

台灣文化與觀光德語導覽 
模組名稱 

Module Name 
 

英文課程名稱 
English Name of Course 

INTRODUCTION OF TAIWANESE CULTURE UND TOURISM IN GERMAN 

LANGUAGE 1 

學制 

School System 

【Day School】 

■日二技2-Year College 

□日四技4-Year College 

【Division of Continuing Ed.】 

□進二技2-Year College 

□進四技4-Year College 

年級 

Year 
3 

必修/選修 
Required or Elective Course 

□必修 Required course 

■選修 Elective course 

學分/時數 

Credits/Hours 

2  學分(每學期)/ 

2 小時(每週) 

學期/學年 

Course Type 

■學年 Year-long course 

□學期 semester course 

開課單位 

Dept. of Offering Courses 
德國語文系 

 

課程概要 

Course Content 

本課程目的讓學生運用流利德語介紹台灣的國情及文化。 

課程內容： 

主題包含台灣政經情勢、社會現況、文化宗教、觀光景點及飲食特色等，使學

生實際練習用德語介紹台灣。 
This course aims to train students to introduce the custom and culture of Taiwan in 

German fluently. 

Course content: 

The topics include the economics, politic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society, culture 

and religion, tourist attractions, and food characteristics in Taiwan. The students can 

practice using German to introduce Taiwan through oral conversation, writing, and 

translating brochures. 

課程目標 

Course Objectives 

1. 熟悉台灣國情與文化，並掌握相關德語詞彙。 

2. 運用流利德語介紹台灣。 

3. 比較中德文化差異，具備跨文化溝通的能力。 

4. 習得導覽技巧。 
1. Be familiar with the custom and culture of Taiwan and know relevant German 

vocabularies. 

2. Introduce Taiwan in fluent German. 

3. Compare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ese culture and German culture, and have 

the ability of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4. Learn navigation skills. 

配對之能力指標 
Corresponding Skill 

Indicator / Standard 

1-3-1 能連貫地描述自身的經驗，發生的事件、夢想、希望、目標及流利的解釋

意見或計畫。 

3-3-1能認識觀光旅遊及企業之工作程序及相關德文專業用語。 

對應的產業別 觀光餐旅產業 

產業對應的知能 
Knowledge Corresponding 

to Industry 

1.跨文化溝通的能力 

2.觀光景點及其文化特色的認知 

3.觀光規劃能力 

對應的升學領域 
1.觀光與休閒管理 

2.餐飲與旅運管理 

對應升學領域的知能 
1.對主修語言國家文化的認識 

2.觀光餐旅產業之管理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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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文系-6 

中文課程名稱 
Chinese Name of Course 

德文逐步口譯 
模組名稱 

Module Name 
 

英文課程名稱 
English Name of Course 

CONSECUTIVE INTERPRETATION IN GERMAN 

學制 

School System 

【Day School】 

■日二技 2-Year College 

□日四技 4-Year College 

【Division of Continuing Ed.】 

□進二技 2-Year College 

□進四技 4-Year College 

年級 

Year 
3 

必修/選修 
Required or Elective Course 

□必修 Required course 

■選修 Elective course 
學分/時數 

Credits/Hours 

 2 學分(每學期)/ 

Credits per semester/ 

2 小時(每週) 

Hours per week 

學期/學年 

Course Type 

■學年 Year-long course 

□學期 semester course 
開課單位 

Dept. of Offering Courses 
德國語文系 

 

課程概要 

Course Content 

本課程目的讓學生熟悉口譯的基本技巧，並實際進行逐步口譯的練習。 

課程內容： 

漸進式從短句、短篇故事、到不同主題的演講題材反覆練習，幫助學生利用口

譯技巧，學習如何擔任口譯工作。 
This course aims to train students to be familiar with the basic ability of 

interpretation. 

Course content: 

Start from short sentences, short stories to different speech topics and practice 

progressively, which help the students capitalize on interpretation by using the basic 

skills and learn how to act as translator. 

課程目標 

Course Objectives 

1. 熟悉口譯技巧。 

2. 累積各題材口譯經驗。 

3. 具備專業口譯員所需的知能。 

1. Learn the basic skills of interpretation. 

2. Gain experience of interpreting different topics. 

3. Have the knowledge and qualification of a professional interpreter. 

配對之能力指標 
Corresponding Skill 

Indicator / Standard 

1-3-1 能連貫地描述自身的經驗，發生的事件、夢想、希望、目標及流利的解釋

意見或計畫。 

1-3-2 能聽懂電視及電台報導的主要內容。 

對應的產業別 
1.觀光餐旅產業 

2.商務暨商務管理產業 

產業對應的知能 
Knowledge Corresponding 

to Industry 

1.外語聽說能力 

2.外語讀寫能力 

3.跨文化溝通的能力 

對應的升學領域 
Corresponding Grade 

Promotion Area 

1.觀光與休閒管理 

2.各語言類 

3.大眾傳播 

對應升學領域的知能 
Knowledge of 

Corresponding Grade 

Promotion Territory 

1.外語聽說的能力 

2.外語讀寫的能力 

3.筆譯、口譯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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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文系-7 

中文課程名稱 
Chinese Name of Course 

實務專題(一) 模組名稱 

Module Name 
 

英文課程名稱 
English Name of Course 

PRACTICE STUDIES I 

學制 

School System 

【Day School】 

■日二技2-Year College 

□日四技4-Year College 

【Division of Continuing Ed.】 

□進二技2-Year College 

□進四技4-Year College 

年級 

Year 
4 

必修/選修 
Required or Elective Course 

□必修 Required course 

■選修 Elective course 

學分/時數 

Credits/Hours 

  2 學分(每學期)/  

2 小時(每週) 

學期/學年 

Course Type 

□學年 Year-long course 

■學期 semester course 

開課單位 

Dept. of Offering Courses 
德國語文系 

 

課程概要 

Course Content 

本課程旨在藉此專題製作，指導學生運用所學，學習如何發現問題，進而有效率地蒐集、

分析與整理資料後，單獨或以小組方式完成研究成果。學生將可增進學生運用語言之能

力，培養學生獨立思考、分析問題及歸納的技巧。  

This course aims to guide students on how to find research questions and then how to collect, 

analyze and organize data systematically and efficiently. Students should give an oral 

presentation and demonstrate their speaking ability, critical thinking, and analytic ability. 

課程目標 

Course Objectives 

1.習得獨立思考、分析問題及歸納的技巧。 

2.增進德文寫作之能力。 

3.習得口頭發表與回答問題之能力。 

1. obtain critical thinking, skills of analyzing and generalizing.  

2. improve writing ability in German. 

3. effectively enhance students' speaking ability through preparing and practicing for oral 

presentation 

配對之能力指標 
Corresponding Skill 

Indicator / Standard 

1-4-1 能充實及擴展各類主題之知識，並運用於德、中互譯的工作上。 

1-4-3 能提出有條理及合乎邏輯的問題，並尋求解答。 

1-4-4 能獨立進行資料蒐集、分析及歸納並陳述個人意見。 

2-4-1 能了解歐盟或德語地區政治社會現況，擴展國際觀。 

3-4-1 能明瞭德語地區文化特色，培養跨文化溝通的能力。 

對應的產業別 
1.觀光餐旅產業 

2.商務暨商務管理產業 

產業對應的知能 
Knowledge Corresponding 

to Industry 

1.外語聽說能力 

2.外語讀寫能力 

3.跨文化溝通的能力 

對應的升學領域 
Corresponding Grade 

Promotion Area 

觀光與休閒管理 

翻譯 

各語言類 

MBA 

國際經貿 

對應升學領域的知能 
Knowledge of 

Corresponding Grade 

Promotion Territory 

1.外語聽說的能力 

2.外語讀寫的能力 

6.對主修語言國家史地、政治、法律、經濟、社會現況的瞭解 

12.筆譯、口譯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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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文系-8 

中文課程名稱 
Chinese Name of Course 

實務專題(二) 模組名稱 

Module Name 
 

英文課程名稱 
English Name of Course 

PRACTICE STUDIES II 

學制 

School System 

【Day School】 

■日二技2-Year College 

□日四技4-Year College 

【Division of Continuing Ed.】 

□進二技2-Year College 

□進四技4-Year College 

年級 

Year 
4 

必修/選修 
Required or Elective Course 

□必修 Required course 

■選修 Elective course 

學分/時數 

Credits/Hours 

  2 學分(每學期)/  

Credits per semester/ 

2 小時(每週) 

學期/學年 

Course Type 

□學年 Year-long course 

■學期 semester course 

開課單位 

Dept. of Offering Courses 
德國語文系 

 

課程概要 

Course Content 

本課程旨在藉此專題製作，指導學生運用所學，學習如何發現問題，進而有效率地蒐集、

分析與整理資料後，單獨或以小組方式完成研究成果。學生將可增進學生運用語言之能

力，培養學生獨立思考、分析問題及歸納的技巧。  

This course aims to guide students on how to find research questions and then how to collect, 

analyze and organize data systematically and efficiently. Students should give an oral 

presentation and demonstrate their speaking ability, critical thinking, and analytic ability. 

課程目標 

Course Objectives 

1.習得獨立思考、分析問題及歸納的技巧。 

2.增進德文寫作之能力。 

3.習得口頭發表與回答問題之能力。 

1. obtain critical thinking, skills of analyzing and generalizing.  

2. improve writing ability in German. 

3. effectively enhance students' speaking ability through preparing and practicing for oral 

presentation 

配對之能力指標 
Corresponding Skill 

Indicator / Standard 

1-4-1 能充實及擴展各類主題之知識，並運用於德、中互譯的工作上。 

1-4-3 能提出有條理及合乎邏輯的問題，並尋求解答。 

1-4-4 能獨立進行資料蒐集、分析及歸納並陳述個人意見。 

2-4-1 能了解歐盟或德語地區政治社會現況，擴展國際觀。 

3-4-1 能明瞭德語地區文化特色，培養跨文化溝通的能力。 

對應的產業別 
1.觀光餐旅產業 

2.商務暨商務管理產業 

產業對應的知能 
Knowledge Corresponding 

to Industry 

1.外語聽說能力 

2.外語讀寫能力 

3.跨文化溝通的能力 

對應的升學領域 
Corresponding Grade 

Promotion Area 

觀光與休閒管理 

翻譯 

各語言類 

MBA 

國際經貿 

對應升學領域的知能 
Knowledge of 

Corresponding Grade 

Promotion Territory 

1.外語聽說的能力 

2.外語讀寫的能力 

6.對主修語言國家史地、政治、法律、經濟、社會現況的瞭解 

12.筆譯、口譯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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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文系-9 

中文課程名稱 
Chinese Name of Course 

學期校外實習(一) 
模組名稱 

Module Name 
無 

英文課程名稱 
English Name of Course 

SEMESTER-BASED OFF-CAMPUS INTERNSHIP 1 

學制 

School System 

【Day School】 

■日二技 2-Year College 

■日四技 4-Year College 

■日五專 5-Year Junior College 

□研究所 Graduate Institute 

【Division of Continuing Ed.】 

□進二技 2-Year College 

□進四技 4-Year College 
年級 

Year 

二技四年級 

四技四年級 

五專五年級 

必修/選修 
Required or Elective Course 

□必修 Required course 

■選修 Elective course 
學分/時數 

Credits/Hours 

 15 學分(每學期)/ 

Credits per semester/ 

40 小時(每週) 

Hours per week 

學期/學年 

Course Type 

□學年 Year-long course 

■學期 semester course 
開課單位 

Dept. of Offering Courses 
德國語文系 

 

課程概要 

Course Content 

本課程為培育本系學生熟練職場技能和瞭解職場倫理，並具備投入職場前必須

具備的相關專業能力，本課程安排大四學生至產官學合作單位實習一學期。 

課程內容涵蓋： 

公司組織及產品介紹、國際貿易與行銷、國際產業展覽實務、專案企畫與執行、

商務客服實務、財務會計實務等。 

學生需返校與輔導教師進行會談，輔導教師也將進行企業訪視以瞭解學生實際

的學習情況，並加以評量實習成果。 

To nurture the students proficient skills and understanding of workplace ethics in the 

workplace, and have pre-entered the workplace must have relevant expertise, to the 

senior curriculum in cooperation with industry, government semester internship. 

Course Content: 

Company and product description,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marketing, international 

industrial exhibition practice, project Planning and execution, business customer 

service practices, financial accounting practices and so on.  

Students are required to return to school and tutors talks, tutors will also visit 

businesses to understand students' actual learning and practice to evaluate the results. 

課程目標 

Course Objectives 

1.熟悉企業文化、相關術語及各項規定。 

2.增進對該企業之理解，提高工作意願。 

3.瞭解所實習之工作內容的流程。 

4.瞭解該企業工作的進行方式。 

5.建立職場倫理上應有的態度。 

1.Familiar with the corporate culture, terminology and requirements.  

2. Improve understanding of the enterprise, improve willingness to work.  

3. Understand the work content of the training process.  

4 Understand the business conduct of the work.  

5 Establish the right attitude in the workplace eth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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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對之能力指標 
Corresponding Skill 

Indicator / Standard 

1-4-1 能聽懂與周遭環境相關主題之內容重點。 

1-4-2 能擴展各類主題之知識，並運用中德互譯技巧。 

1-4-5 能提出有條理及合邏輯的問題，並尋求解答。 

1-4-6 能獨立進行資料搜集、分析及歸納並陳述個人意見。 

3-4-1 能認識台灣與歐盟經貿關係並應用所學專業語彙 

對應的產業別 

Corresponding to 

Industry 

1.觀光餐旅產業 

2.商務暨商務管理產業 

產業對應的知能 
Knowledge Corresponding 

to Industry 

1.外語聽說能力 

2.外語讀寫能力 

3.跨文化溝通的能力 

對應的升學領域 
Corresponding Grade 

Promotion Area 

觀光與休閒管理 

翻譯 

各語言類 

MBA 

國際經貿 

對應升學領域的知能 
Knowledge of 

Corresponding Grade 

Promotion Territory 

1.外語聽說的能力 

2.外語讀寫的能力 

6.對主修語言國家史地、政治、法律、經濟、社會現況的瞭解 

12.筆譯、口譯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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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文系-10 

中文課程名稱 
Chinese Name of Course 

學期校外實習(二) 
模組名稱 

Module Name 
無 

英文課程名稱 
English Name of Course 

SEMESTER-BASED OFF-CAMPUS INTERNSHIP 2 

學制 

School System 

【Day School】 

■日二技 2-Year College 

■日四技 4-Year College 

■日五專 5-Year Junior College 

□研究所 Graduate Institute 

【Division of Continuing Ed.】 

□進二技 2-Year College 

□進四技 4-Year College 
年級 

Year 

二技四年級 

四技四年級 

五專五年級 

必修/選修 
Required or Elective Course 

□必修 Required course 

■選修 Elective course 
學分/時數 

Credits/Hours 

15 學分(每學期)/ 

Credits per semester/ 

40 小時(每週) 

Hours per week 

學期/學年 

Course Type 

□學年 Year-long course 

■學期 semester course 
開課單位 

Dept. of Offering Courses 
德國語文系 

 

課程概要 

Course Content 

本課程為培育本系學生熟練職場技能和瞭解職場倫理，並具備投入職場前必須

具備的相關專業能力，本課程安排大四學生至產官學合作單位實習一學期。 

課程內容涵蓋： 

公司組織及產品介紹、國際貿易與行銷、國際產業展覽實務、專案企畫與執行、

商務客服實務、財務會計實務等。 

學生需返校與輔導教師進行會談，輔導教師也將進行企業訪視以瞭解學生實際

的學習情況，並加以評量實習成果。 

To nurture the students proficient skills and understanding of workplace ethics in the 

workplace, and have pre-entered the workplace must have relevant expertise, to the 

senior curriculum in cooperation with industry, government semester internship. 

Course Content: 

Company and product description,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marketing, international 

industrial exhibition practice, project Planning and execution, business customer 

service practices, financial accounting practices and so on.  

Students are required to return to school and tutors talks, tutors will also visit 

businesses to understand students' actual learning and practice to evaluate the results. 

課程目標 

Course Objectives 

1.熟悉企業文化、相關術語及各項規定。 

2.增進對該企業之理解，提高工作意願。 

3.瞭解所實習之工作內容的流程。 

4.瞭解該企業工作的進行方式。 

5.建立職場倫理上應有的態度。 

1.Familiar with the corporate culture, terminology and requirements.  

2. Improve understanding of the enterprise, improve willingness to work.  

3. Understand the work content of the training process.  

4 Understand the business conduct of the work.  

5 Establish the right attitude in the workplace eth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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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對之能力指標 
Corresponding Skill 

Indicator / Standard 

1-4-1 能聽懂與周遭環境相關主題之內容重點。 

1-4-2 能擴展各類主題之知識，並運用中德互譯技巧。 

1-4-5 能提出有條理及合邏輯的問題，並尋求解答。 

1-4-6 能獨立進行資料搜集、分析及歸納並陳述個人意見。 

3-4-1 能認識台灣與歐盟經貿關係並應用所學專業語彙 

對應的產業別 

Corresponding to 

Industry 

1.觀光餐旅產業 

2.商務暨商務管理產業 

產業對應的知能 
Knowledge Corresponding 

to Industry 

1.外語聽說能力 

2.外語讀寫能力 

3.跨文化溝通的能力 

對應的升學領域 
Corresponding Grade 

Promotion Area 

觀光與休閒管理 

翻譯 

各語言類 

MBA 

國際經貿 

對應升學領域的知能 
Knowledge of 

Corresponding Grade 

Promotion Territory 

1.外語聽說的能力 

2.外語讀寫的能力 

6.對主修語言國家史地、政治、法律、經濟、社會現況的瞭解 

12.筆譯、口譯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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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四技德國語文系-103 學年度 

大一英文* 8 8 4 4 4 4

大二英文* 8 8 4 4 4 4

大三英文* 8 8 4 4 4 4

資訊概論 2 2 2 2

電腦多媒體應用 2 2 2 2

涵養通識：社會法政 2 2 2 2 (2) (2) (2) (2) (2) (2)

涵養通識：人文藝術 2 2 (2) (2) 2 2 (2) (2) (2) (2)

涵養通識：自然與科學 4 4 (2) (2) (2) (2) 2 2 2 2

深化通識：(自選)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三年級上下學期對開

全人發展：大學入門(一) 1 1 1 1

全人發展：大學入門(二) 1 1 1 1

全人發展(二) 2 2 2 2

體育 0 8 0 2 0 2 0 2 0 2 二年級為體育興趣選項

服務學習 1 1 1 1

現代散文精讀 2 2 2 2 (2) (2)

中國藝術欣賞入門 2 2 (2) (2) 2 2

歷代文選 4 4 2 2 2 2

中國語文運用 2 2 (2) (2) 2 2 二年級上下學期對開

合 計 53 61 11 13 12 14 10 12 10 12 6 6 4 4

跨文化溝通概論 4 4 2 2 2 2 歐亞語文學院(群)。

合 計 4 4 2 2 2 2

德文(一) 10 10 5 5 5 5

德語會話(一) 10 10 5 5 5 5

德文(二) 10 10 5 5 5 5

德語會話(二) 8 8 4 4 4 4

德文寫作入門 4 4 2 2 2 2

德文(三) 8 8 4 4 4 4

德文寫作 4 4 2 2 2 2

德語口語訓練 4 4 2 2 2 2

合 計 58 58 10 10 10 10 11 11 11 11 6 6 6 6 2 2 2 2

專業實習 4 - 4 - 實習320小時

海外實習(一) 2 - 2 - 實習72小時

海外實習(二) 3 - 3 - 實習108小時

職場體驗實習 1 - 1 - 實習36小時

學期校外實習(一) 15 - 15 - 實習4.5個月

學期校外實習(二) 15 - 15 - 實習4.5個月

上

第一學年

下 下

授

課

時

數

學

分

數

第四學年

授

課

時

數

授

課

時

數

第三學年

學

分

數

系

訂

選

修

科

目

學

分

數

備註授

課

時

數

授課時數

第二學年

學

分

數

學

分

數

總

學

分

數

授

課

時

數

學

分

數

系

訂

必

修

科

目

下

學

分

數

學

分

數

授

課

時

數

科目名稱 授

課

時

數

院

共

同

必

修

科

目

授

課

時

數

總

授

課

時

數

上

校

共

同

必

修

科

目

日四技德國語文系科目學分表
103學年度入學適用

106年5月23日校課程委員會修訂通過

106年月日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上 下
科

目

類

別

上

 

臨時提案七 附件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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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四技德國語文系-104 學年度 

大一英文* 8 8 4 4 4 4

大二英文* 8 8 4 4 4 4

大三英文* 8 8 4 4 4 4

資訊概論 2 2 2 2 (2) (2) 一年級上下學期對開

電腦多媒體應用 2 2 (2) (2) 2 2 一年級上下學期對開

涵養通識：社會法政 2 2 2 2 (2) (2) (2) (2) (2) (2)

涵養通識：人文藝術 2 2 (2) (2) 2 2 (2) (2) (2) (2)

涵養通識：自然與科學 4 4 (2) (2) (2) (2) 2 2 2 2

深化通識：(自選)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三年級上下學期對開

全人發展：大學入門(一) 1 1 1 1

全人發展：大學入門(二) 1 1 1 1

全人發展(二) 2 2 2 2 (2) (2) 二年級上下學期對開

體育 0 8 0 2 0 2 0 2 0 2 二年級為體育興趣選項

服務學習 1 1 (1) (1) 1 1 一年級上下學期對開

現代散文精讀 2 2 2 2 (2) (2) 一年級上下學期對開

中國藝術欣賞入門 2 2 (2) (2) 2 2 一年級上下學期對開

歷代文選 4 4 2 2 2 2

中國語文運用 2 2 (2) (2) 2 2 二年級上下學期對開

合 計 53 61 11 13 12 14 10 12 10 12 6 6 4 4

跨文化溝通(一) 2 2 2 2
歐亞語文學院。需修畢並通過跨文

化溝通(一)才能修讀跨文化溝通

(二)

跨文化溝通(二) 2 2 2 2

合 計 4 4 2 2 2 2

德文(一) 10 10 5 5 5 5

德語會話(一) 10 10 5 5 5 5

德文(二) 10 10 5 5 5 5

德語會話(二) 8 8 4 4 4 4

德文寫作入門 4 4 2 2 2 2

德文(三) 8 8 4 4 4 4

德文寫作 4 4 2 2 2 2

德語口語訓練 4 4 2 2 2 2

合 計 58 58 10 10 10 10 11 11 11 11 6 6 6 6 2 2 2 2

專業實習 4 - 4 - 實習320小時

海外實習(一) 2 - 2 - 實習72小時

海外實習(二) 3 - 3 - 實習108小時

職場體驗實習 1 - 1 - 實習36小時

學期校外實習(一) 15 - 15 - 實習4.5個月

學期校外實習(二) 15 - 15 - 實習4.5個月

系

訂

必

修

科

目

系

訂

選

修

科

目

學

分

數

授

課

時

數

學

分

數

授

課

時

數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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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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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科

目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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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必

修

科

目

學

分

數

授

課

時

數

學

分

數

授

課

時

數

學

分

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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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

時

數

學

分

數

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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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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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數

學

分

數

授

課

時

數

第三學年 第四學年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日四技德國語文系科目學分表
104學年度入學適用

106年5月23日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106年月日教務會議通過

科

目

類

別

科目名稱

授課時數

備註

總

學

分

數

總

授

課

時

數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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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四技德國語文系-105 學年度 

大一英文* 8 8 4 4 4 4

大二英文* 8 8 4 4 4 4

大三英文* 8 8 4 4 4 4

資訊概論 2 2 2 2 (2) (2) 一年級上下學期對開

電腦多媒體應用 2 2 (2) (2) 2 2 一年級上下學期對開

涵養通識：社會法政 2 2 2 2 (2) (2) (2) (2) (2) (2)

涵養通識：人文藝術 2 2 (2) (2) 2 2 (2) (2) (2) (2)

涵養通識：自然與科學A類 2 2 (2) (2) (2) (2) 2 2 (2) (2)

涵養通識：自然與科學B類 2 2 (2) (2) (2) (2) (2) (2) 2 2

深化通識：(自選)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三年級上下學期對開

全人發展：大學入門(一) 1 1 1 1

全人發展：大學入門(二) 1 1 1 1

全人發展(二) 2 2 2 2 (2) (2) 二年級上下學期對開

體育 0 8 0 2 0 2 0 2 0 2 二年級為體育興趣選項

現代散文精讀 2 2 2 2 (2) (2) 一年級上下學期對開

中國藝術欣賞入門 2 2 (2) (2) 2 2 一年級上下學期對開

歷代文選 4 4 2 2 2 2

中國語文運用 2 2 (2) (2) 2 2 二年級上下學期對開

合 計 52 60 11 13 11 13 8 10 10 12 6 6 4 4

跨文化溝通(一) 2 2 2 2

跨文化溝通(二) 2 2 2 2

合 計 4 4 2 2 2 2

德文(一) 10 10 5 5 5 5

德語會話(一) 10 10 5 5 5 5

德文(二) 10 10 5 5 5 5

德語會話(二) 8 8 4 4 4 4

德文寫作入門 4 4 2 2 2 2

德文(三) 8 8 4 4 4 4

德文寫作 4 4 2 2 2 2

德語口語訓練 4 4 2 2 2 2

合 計 58 58 10 10 10 10 11 11 11 11 6 6 6 6 2 2 2 2

專業實習 4 - 4 - 實習320小時

海外實習(一) 2 - 2 - 實習72小時

海外實習(二) 3 - 3 - 實習108小時

職場體驗實習 1 - 1 - 實習36小時

學期校外實習(一) 15 - 15 - 實習4.5個月

學期校外實習(二) 15 - 15 - 實習4.5個月

第三學年 第四學年

日四技德國語文系科目學分表
105學年度入學適用

106.5.23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106.O.O教務會議通過

上 下
科

目

類

別

科目名稱

授課時數

備註

總

學

分

數

總

授

課

時

數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學

分

數

授

課

時

數

上 下 上 下

學

分

數

授

課

時

數

上 下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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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

授

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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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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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

授

課

時

數

學

分

數

授

課

時

數

學

分

數

授

課

時

數

校

共

同

必

修

科

目

院

共

同

必

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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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系

訂

必

修

科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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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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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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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數

學

分

數

授

課

時

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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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四技德國語文系-106 學年度 

大一英文* 8 8 4 4 4 4

大二英文* 8 8 4 4 4 4

大三英文* 8 8 4 4 4 4

資訊概論 2 2 2 2 (2) (2) 一年級上下學期對開

電腦多媒體應用 2 2 (2) (2) 2 2 一年級上下學期對開

涵養通識：社會法政 2 2 2 2 (2) (2) (2) (2) (2) (2)

涵養通識：人文藝術 2 2 (2) (2) 2 2 (2) (2) (2) (2)

涵養通識：自然與科學A類 2 2 (2) (2) (2) (2) 2 2 (2) (2)

涵養通識：自然與科學B類 2 2 (2) (2) (2) (2) (2) (2) 2 2

深化通識：(自選)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三年級上下學期對開

全人發展：大學入門(一) 1 1 1 1

全人發展：大學入門(二) 1 1 1 1

全人發展(二) 2 2 2 2 (2) (2) 二年級上下學期對開

體育 0 8 0 2 0 2 0 2 0 2 二年級為體育興趣選項

現代文學(一) 2 2 2 2 (2) (2) 一年級上下學期對開

現代文學(二) 2 2 (2) (2) 2 2 一年級上下學期對開

歷代文選 4 4 2 2 2 2

中國語文運用 2 2 (2) (2) 2 2 二年級上下學期對開

合 計 52 60 11 13 11 13 8 10 10 12 6 6 4 4

跨文化溝通(一) 2 2 2 2

跨文化溝通(二) 2 2 2 2

合 計 4 4 2 2 2 2

德文(一) 10 10 5 5 5 5

德語會話(一) 10 10 5 5 5 5

德文(二) 10 10 5 5 5 5

德語會話(二) 8 8 4 4 4 4

德文寫作入門 4 4 2 2 2 2

德文(三) 8 8 4 4 4 4

德文寫作 4 4 2 2 2 2

德語口語訓練 4 4 2 2 2 2

合 計 58 58 10 10 10 10 11 11 11 11 6 6 6 6 2 2 2 2

專業實習 4 - 4 - 實習320小時

海外實習(一) 2 - 2 - 實習72小時

海外實習(二) 3 - 3 - 實習108小時

職場體驗實習 1 - 1 - 實習36小時

學期校外實習(一) 15 - 15 - 實習4.5個月

學期校外實習(二) 15 - 15 - 實習4.5個月

第三學年 第四學年

日四技德國語文系科目學分表
106學年度入學適用

106.5.23校課委會議通過

106.O.O教務會議通過

上 下
科

目

類

別

科目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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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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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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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管理學 3 3 3 3 學程必修課程

行銷管理與應用 3 3 3 3 學程必修課程

德文翻譯 4 4 2 2 2 2 學程必修課程

商務德文(一) 2 2 2 2

商務德文(二) 2 2 2 2 未修(一)，不得修(二)

觀光德文(一) 2 2 2 2

觀光德文(二) 2 2 2 2 未修(一)，不得修(二)

商業德文書信與實務(一) 2 2 2 2

商業德文書信與實務(二) 2 2 2 2 未修(一)，不得修(二)

德國政治經濟與社會 2 2 2 2

德國與歐盟 2 2 2 2

畢業專題 4 4 2 2 2 2

合 計 30 30 9 9 9 9 6 6 6 6

外語教學概論 6 6 3 3 3 3 學程必修課程

德文翻譯 4 4 2 2 2 2 學程必修課程

德文青少年文學賞析 2 2 2 2

德文近代名著選讀 2 2 2 2

媒體德文 2 2 2 2

德文大眾傳播實務 2 2 2 2

德國政治經濟與社會 2 2 2 2

德國與歐盟 2 2 2 2

德語教學入門 2 2 2 2 需通過德語檢定考試B1

德語教學實習 2 2 2 2 需通過德語檢定考試B1

畢業專題 4 4 2 2 2 2

合 計 30 30 9 9 9 9 6 6 6 6

國際會展概論 3 3 3 3 學程必修課程

國際會展場地規劃與管理 3 3 3 3 學程必修課程

德文翻譯 4 4 2 2 2 2 學程必修課程

觀光德文(一) 2 2 2 2

觀光德文(二) 2 2 2 2 未修(一)，不得修(二)

科技德文(一) 2 2 2 2

科技德文(二) 2 2 2 2 未修(一)，不得修(二)

中德旅遊文化與實務(一) 2 2 2 2

中德旅遊文化與實務(二) 2 2 2 2 未修(一)，不得修(二)

德文口譯入門 2 2 2 2

德文口譯 2 2 2 2

畢業專題 4 4 2 2 2 2

合 計 30 30 9 9 9 9 6 6 6 6

2.需通過各系所規定語言能力檢定標準。

3.符合本校志工服務及勞作服務之規定。

4.通過本校或本系訂定之其他畢業規定。

7.通識學群開課科目以當年度通識教育中心開出課程為準。畢業前請自行注意每個學群是否皆依規定修習完畢。

8.選修科目僅供參考，需以當年度各系開出之課程為準。

9.主修系開設給本系學生選修之選修課程即為系訂選修﹝如有例外情形將另行說明﹞。

10.科目學分表如有變動，以最新公告為準。

6.105學年度起入學學生日間部四技通識涵養課程【自然與科學】學群4學分，區分成A、B兩類課程，須各修習2學分。

(2)如需更換模組時，新更換之模組課程仍須依規定修滿至少20學分。

5.日四技必修之通識課程，學生須由人文藝術、社會法政群各選修1門，自然與科學群選修2門，合計8學分。

歐

洲

商

務

歐

語

文

教

歐

洲

會

展

與

翻

譯

1. 畢業總學分為135學分：校共同必修52學分+院共同必修4學分+系訂必修58學分+系訂必選修至少1學分 + 跨領域學分學程至少20學分。畢業時，

授予學士學位證書及學程證明書。

(1)開設學分學程有：歐洲商務學分學程、歐語文教學分學程、歐洲會展與翻譯學分學程，共3個學分學程。

跨

領

域

學

分

學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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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本校專科部德文科或英文科副修德文組畢業者 

系所 

輔系 

/雙主

修 

申請條件 應修學分數 

必修科目 

選修科目 

類別 科目 學期/學年 學分數 

德文系 

輔系 

(1)前一學年學

業總平均成績

達 70 分以上。 

(2)審核方式：

書面審查，必要

時得以進行面

試。  

28 學分(必修 16

學分，選修 12 學

分) 

YG3 專業德文閱讀 學年 4 
可選修德文系二技或四

技三年級以上所開設之

德文選修課程，但不得與

專科已選習之科目重

覆，並不得抵免 

YG3 專業德語聽講訓練(一) 學年 8 

YG4 德國語言與文化 學年 4 

雙主修 

(1)前一學年學

業總平均成績

達 75 分以上。 

(2) 審核方

式：書面審查，

必要時得以進

行面試。 

44 學分(必修 20

學分，選修 24 學

分) 

YG3 專業德文閱讀 學年 4 

可選修德文系二技或四

技三年級以上所開設之

德文選修課程，但不得與

專科已選習之科目重

覆，並不得抵免 

YG3 專業德語聽講訓練(一) 學年 8 

YG4 專業德語聽講訓練(二) 學年 4 

YG4 德國語言與文化 學年 4 

備註：自九十五學年度申請雙主修者，畢業前須通過雙主修系之畢業門檻。

臨時提案八 附件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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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藻外語大學（WZU）和納瓦拉

大學人文社科學院（FyL UNAV） 

雙聯學制合作協議(附約一) 
1 總則 

1.1 文藻外語大學(文藻)和納瓦拉大學人文社科學院(納大人社)達成協議，在學術和學

生交流方面進行合作。 

1.2 兩校從學術和其他方面對該合作給予支援。 

1.3 該合作從 2017/18 學年秋季學期開始，有效期為 3 年。到期後兩校考核協議的落實

情況。如無異議，本協議將自動延長兩年。任何一方均可在學年結束前 6 個月以書面形

式解除協議。 

 

2 學生交流 

2.1 納大人社每學年錄取文藻西班牙語文系的學生到「西班牙語言文化中心」學習，學

習時間為兩年。本系學生(一)必須以優異成績完成一、二年級四個學期西班牙語語言學

習(四年制大學)；或(二)在五年西語專科學習後，並完成一個學期西班牙語語言學習(二

年制大學)並通過選拔考試。學生的選拔與錄取工作由文藻西班牙語文系承擔。 

2.2 文藻的學生在修完納大人社 90學分的課程之後獲得由納大頒發的學士學位證書。 

2.3 獲錄取的文藻學生除須繳交文藻及納大人社學費外，其它費用，包括學期管理費(學

生行政管理費、學生後勤管理費)、旅費、生活費、住宿費、醫療保險等由學生自己承

擔。兩校均不負責上述任何費用。 

2.4 兩校協定的有效期為三年，雙方力爭實現對等的原則。 

 

臨時提案九 附件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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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管理 

兩校分別指定納大人社主管及文藻西班牙語文系系主任，具體落實合作項目。 

 

 

 

 

 

文藻外語大學 納瓦拉大學 

校長  周守民博士  

 納瓦拉大學人文社科學院 

 院長 PHD. Rosalía Baena 

 
 
 
地點    高雄 地點   納瓦拉 

時間    2017 年    月 時間 2017 年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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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藻外語大學西班牙語文系與納瓦拉大學人文社科學院辦理學聯學制 

施行細則 
106 年 4 月 26 日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06 年 5 月 4 日系務會議通過 

106 年 5 月 18 日歐亞語文學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106 年 5 月 23 日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106 年 6 月 6 日教務會議通過 

 
 

第  一  條  西班牙語文系（以下簡稱本系）為促進與納瓦拉大學人文社科學院（以下簡稱

納大人社）學術交流，辦理雙聯學制合作，依「文藻外語大學與境外大學辦理雙聯學制實施

要點」訂定本細則。 

第  二  條  修讀雙聯學制之四年制學士班學生在本系修業時間須滿四學期，二年制學士班

學生在本系修業時間須滿一學期。 

第  三  條  納大人社每年委由本系舉辦甄選面試，擇優錄取學生至「西班牙語言文化中心」

學習二年。完成學業後由二校分別頒授學士學位證書。 

第  四  條  本系學生申請參加甄選考試須符合下列條件： 

一、 通過 A2 級西語檢定考試(四年制大學)；或通過 B1 級西語檢定考 

    試(二年制大學)。 

二、 歷年學業總平均成績 75 分以上。 

三、 每學期操行成績 80 分以上。 

 
第  五  條  本系四年制學士班學生與納大人社互相採認學分，學分數規定如下： 

            
               （一）在本系須修滿至少 84 學分，包括 

1. 校共同必修科目：40/53 學分 

2. 院共同必修科目：4/4 學分 

3. 系訂必修科目：40/58 學分 

 
               （二）在納大人社須依「西班牙語言文化中心」規定選修相關課程（附件一），

以抵免 

1. 校訂必修科目：10 學分 

2. 系訂必修科目：20 學分 

3. 系訂選修科目及跨領域學分學程合計：20 學分 

4. 系訂必選修科目：至少 1 學分 

 
 
第  六  條  本系二年制學士班學生與納大人社互相採認學分，學分數規定如下： 

（一） 在本系須修滿至少 23 學分，包括 

1. 校共同必修科目：12/22 學分 

2. 系訂必修科目：7/24 學分 

3. 系訂選修科目：至少 4 學分 

 
               （二）在納大人社須依「西班牙語言文化中心」規定選修相關課程（附件一），

以抵免 

1. 校訂必修科目：10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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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系訂必修科目：20 學分 

3. 系訂必選修科目：至少 1 學分 

 

第  七  條 錄取雙聯學制之學生在納大人社就讀之第一學年須於本校辦理註冊手續，並繳交

學雜費，第二學年則辦理延修以保留學籍。 

第  八  條  本系學生若因各種因素無法繼續在納大人社之學業，須請納大人社開具證明，

並以取得之學分返回本系辦理抵免，若符合畢業規定之學分數，可取得本校學位證書。若於

第一學年未結束即中斷學業，則須回校辦理休學，以待復學繼續本校學業。 

第  九  條  錄取雙聯學制之本系學生須繳交納大人社之學費，並須自行負擔學期管理費、

交通費、生活費、住宿費及醫療保險費。 

第  十  條  本系與納大人社雙聯學制之合作自 107 學年度開始，合作協議之有效期限 3 年，

若無異議，自動延長 2 年。 

第  十 一 條  本施行細則經系務會議及院務會議通過，送教務會議審議通過並經雙方學校

正式簽約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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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venio específico de doble titulación (BA) 

entre la Universidad Ursulina de Lenguas Wenzao y 

la Facultad de Filosofía y Letras de la Universidad de Navarra  
 

 

1. Principios generales 
1.1 La Universidad Ursulina de Lenguas Wenzao (en adelante denominada WZU) y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at Universidad de Navarra, de Pamplona (España) (en adelante FyL 

UNAV) reconocen el valor del intercambio académico y el del intercambio de estudiantes. 

1.2 Ambas universidades, como instituciones comprometidas, están conformes en dar el apoyo 

necesario mediante la realización conjunta de actividades académicas, así como de cualquier otra 

actividad que fomente la cooperación interuniversitaria.  

1.3 El presente convenio entrará en vigor a partir del año académico 2017/18 por un período de tres 

años, con la posibilidad de sucesivas renovaciones por igual período. La vigencia de este convenio 

se extenderá por período de dos años mientras cualquiera de las partes firmantes no proceda a su 

denuncia. No obstante, a instancias de cualquiera de las instituciones, podrá ser cancelado 

transcurridos los seis primeros meses, mediante notificación escrita a la otra con seis meses de 

antelación.  

 

2. Intercambio de estudiantes 
2.1 FyL UNAV reconoce que los estudiantes de grado del Departamento de Español de WZU cursen 

en "ILCE" estudios por dos años académicos. Los estudiantes (1) deben completar con éxito los 

primeros dos años del grado de dicho Departamento de Wenzao (para los estudiantes de grado de 

cuatro años de universidad); (2) deben completar con éxito el primer semestre del primer año del 

grado (para los estudiantes de grado de dos años de universidad). El Departamento de Español de 

Wenzao se encargará de seleccionar a los estudiantes.  

2.2 Los estudiantes de WZU que realicen noventa créditos del programa de estudios de ILCE de 

FyL UNAV, recibirán tanto el título de Bachelor of Arts in Global Studies, expedido por la 

universidad de destino como el de Bachelor of Arts in Spanish en su institución de origen. 

2.3 Los estudiantes de WZU que sean seleccionados bajo el programa de doble titulación entre 

WZU y FyL UNAV para cursar en esta instituación deben pagar las tasas de matrícula de ambas 

instituciones. Se entiende que todos los gastos en que incurran los estudiantes seleccionados 

correrán por exclusiva cuenta de los interesados y/o por las agencias u organismos que les financien, 

los derechos de matrícula y tasas administrativas, costo de vida, costo del alojamiento, los gastos 

del viaje y de un seguro médico de cobertura completa. Dichos costos no están cubiertos por 

ninguna de ambas instituciones.   

2.4 Este convenio tiene una vigencia, a partir del año académico 2017/2018, por un período de tres 

años. Ambas partes reconocen mutuamente el objetivo de servir al interés mutuo.  

 
3. Administración 

Ambas instituciones encargan respectivamente al representante de FyL UNAV y a la directora del 

Departamento de Español de Wenzao como responsables académicos del programa y de su 

coordinació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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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a Wenzao Para Universidad de Navarra 

Rectora  
Decana Facultad de Filosofía y Letras 

Prof. Dra. Shieu-Ming Chou Prof. Dra. Rosalía Baena 
  
  
  
  
  
Ciudad: Ciudad de Kaohsiung Ciudad: Pamplona 
Fecha:     Fec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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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quistios Académicos para la Doble Titulación entre  

el Departamento de Español de la Universidad Ursulina de Lenguas Wenzao 

y la Facultad de Filosofía y Letras de la Universidad de Navarra 

 
Decidido por el Comité de Programas del Departamento de Español el 26 de abril 2017 

Decidido por la Reunión del Departamento de Español el 4 de mayo de 2017 

Decidido por el Comité de Programas de la Facultad de Lenguas de Europa y Asia el 19 de mayo 2017 
el Comité de Programas de la Universidad Wenzao el 23 de mayo 2017 

Decidido por el Comité de Asuntos Académicos de la Universidad Wenzao el 6 de junio 2017 
 

 

CLÁUSULA 1ª Para promover el intercambio académico, el Departamento de Español 
(en lo sucesivo: DE) establece el programa de doble titulación con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at Universidad de Navarra (en adelante 
FyL UNAV); e identifica los requisitos académicos que deben cumplir los 
estudiantes basados en los “Principios para la aplicación de la 
cooperación de la Universidad Ursulina de Lenguas Wenzao con 
universidades extranjeras en el programa de doble titulación”. 
 

CLÁUSULA 2ª Los estudiantes de grado de cuatro años de universidad que deseen 
cursar el programa de doble titulación deben haber completado con 
éxito en el DE los primeros cuatro semestres. Los estudiantes de grado de 
dos años de universidad deben haber completado en el DE el primer 
semestre. 
 

CLÁUSULA 3ª FyL UNAV encarga anualmente al DE la pre-selección de los estudiantes 
candidatos. Los candidatos seleccionados deben estudiar en FyL UNAV 
durante dos años académicos para realizar los cursos de tercero y cuarto 
(para los de grado de cuatro años de universidad) o realizar los cursos del 
segundo semestre del primer año y del segundo año (para los de grado 
de dos años de universidad). Al completar los créditos que pide la 
institución de destino, obtendrán el título de Bachelor of Arts de ambas 
instituciones.   
 

CLÁUSULA 4ª Para cursar el programa de doble titulación, los estudiantes candidatos 
del DE deben cumplir los siguientes requisitos:  
(1) Alcanzar al nivel de A2 del examen DELE (para los estudiantes de 

grado de cuatros años); y aprobar el B1 del examen DELE (para los 
estudiantes de grado de dos años). 

(2) Tener un promedio general de estudios de por lo menos 75 puntos en 
los años de estudio completados anteriormente. 

(3) Tener un promedio de Conducta de al menos 80 puntos en cada 
semestre finalizado. 

 
CLÁUSULA 5ª A los estudiantes de grado de cuatro años del DE, ambas instituciones les 

reconocen mutuamente los créditos que deben cumplir los estudiantes. 
Estos estudiantes deben: 
(1) Completar en el DE al menos 84 créditos, incluidos: 

(a) Los créditos de las asignaturas obligatorias generales pedidas 
por la Universidad Wenzao: 40/53 crédit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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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Los créditos de las asignaturas obligatorias pedidas por la 
Facultad: 4/4 créditos. 

(c) Los créditos de las asignaturas obligatorias pedidas por el DE: 
40/58 créditos. 

 
(2) En FyL UNAV los estudiantes deben completar los créditos pedidos 

por el programa de ILCE para convalidar: (véase los anexos 1 y 2),  
(a) Los créditos de las asignaturas obligatorias pedidas por la 

Universidad Wenzao: 10 créditos. 
(b) Los créditos de las asignaturas obligatorias pedidas por el DE: 

20 créditos. 
(c) Los créditos de las asignaturas optativas del DE y las 

obligatiorias del Programa de Créditos de intercampos, total: 
20 créditos. 

(d) Los créditos de hacer prácticas en empresa: al menos 1 
crédito. 

 
CLÁUSULA 6ª A los estudiantes de grado de dos años del DE, ambas instituciones les 

reconocen mutuamente los créditos que deben cumplir los estudiantes. 
Estos estudiantes deben: 
(1) Completar en el DE al menos 23 créditos, incluidos: 

(a) Los créditos de las asignaturas obligatorias generales pedidas 
por la Universidad Wenzao: 12/22 créditos. 

(b) Los créditos de las asignaturas obligatorias pedidas por el DE: 
7/24 créditos. 

(c) Los créditos de las asignaturas optativas del DE: al menos 4 
créditos. 

 
(2) En FyL UNAV los estudiantes deben completar los créditos pedidos 

por el programa de ILCE para convalidar: (véase los anexos 3 y 4),  
(a) Los créditos de las asignaturas obligatorias pedidas por la 

Universidad Wenzao: 10 créditos. 
(b) Los créditos de las asignaturas obligatorias pedidas por el DE: 

10 créditos. 
(c) Los créditos de hacer prácticas en empresa: al menos 1 

crédito. 
 

CLÁUSULA 7ª Los estudiantes del DE que cursan en el ILCE de FyL UNAV deben 
matricularse cada semestre en la universidad de origen y pagar las tasas 
académicas y administrativas.   
 

CLÁUSULA 8ª Los estudiantes que cursan el programa de doble titulación si por 
cualquier causa no pueden seguir el curso deben pedir a la institución de 
destino que les dé un certificado con los créditos obtenidos para 
convalidar los créditos pedidos por el DE. Si los estudiantes consiguen 
convalidar los créditos pedidos para la graduación pueden obtener el 
título de BA, otorgado por Wenzao. En caso de que durante el semestre 
los estudiantes dejen el programa en la institución de destino, deb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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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ver a la institución de origen Wenzao para realizar los trámites 
administrativos necesarios para abandonar los estudios y para poder 
retomar en adelante los estudios en Wenzao.  
 

CLÁUSULA 9ª Los estudiantes del DE que sean seleccionados para el programa de doble 
titulación deben pagar por su cuenta los gastos de matrícula, de viaje, de 
vida, de alojamiento, de seguro médico y las tasas administrativas de 
cada semestre. 
 

CLÁUSULA 10ª El programa de doble titulación entre el DE y FyL UNAV entrará en vigor a 
partir del año académico 2017/2018, por un período de tres años, 
prorrogable tácitamente por períodos de dos años mientras cualquiera 
de las partes firmantes no proceda a su denuncia. 
 

CLÁUSULA 11ª Estos requisitos académicos se realizarán después de las aprobaciones 
del Comité de Programas del Departamento de Español, la Reunión del 
Departamento de Español, el Comité de Programas de la Facultad de 
Lenguas de Europa y Asia, el Comité de Programas de la Universidad 
Wenzao y el Comité de Asuntos Académicos de la Universidad Wenz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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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exo 1 

附件 1 

Estudios básicos - 

Cursos de Wenzao (grado de cuatro años) 

雙聯學制學分對應表（四技生） 
1º AÑ O 

第一年 

1º SEMESTRE 

第一學期 

OBLIGATORIAS 

必修 

(Los estudiantes pueden empezar por B1.1 o B1.2) 

(依學生程度可選擇 B1.1 或 B1.2) 

ASIGNATURAS                            ECTS 

科目                                     學分數 

Departamento de Español de WZU         ECTS             

文藻外語大學西班牙語文系              學分數 

B1.1                                24 
                         

 

Español: Comunicación 

y Cultura B1.1-B1.2                     12 

西班牙語文：溝通及文化 (B1.1-B1.2) 

Gramática Conceptual B1.1                6 

概念文法（B1.1） 

Pronunciación y Conversación (B)           6                

發音及會話（B） 

 

 

Reconocimiento de créditos en bloques de 

varias asignaturas 

包裹式抵免 

 

B1.2                                18 
                                   

 

Español: Comunicación 

y  C u l t u r a  B 1 . 2                 6 

西班牙語文：溝通及文化 (B1.2) 

Gramática Conceptual B1.2                6 

概念文法（B1.2） 

Pronunciación y Conversación (B)           6                

發音及會話（B） 

Reconocimiento de créditos en bloques de 

varias asignaturas 

包裹式抵免 

 

 

 

 
1º AÑ O 

第一年 

2º SEMESTRE 

第二學期 

OBLIGATORIAS 

必修 

(Los estudiantes pueden empezar por B1.1 o B1.2) 

(依學生程度可選擇 B1.1 或 B1.2) 

ASIGNATURAS                             ECTS Departamento de Español de WZU        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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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                                      學分數 文藻外語大學西班牙語文系             學分數 

B1.1                                  15 

 
                  

 

Español: Comunicación 

y Cultura B2                             6 

西班牙語文：溝通及文化 (B2.1) 

Temático história o literatura                6 

議題：歷史或文學 

Inmersión sociocultural en Pamplona o  

Relato Digital                            3 

邦普隆納社會文化或數位網路文章（B） 

 

Reconocimiento de créditos en bloques de 

varias asignaturas 

包裹式抵免 

 

B1.2                                  15 

 
 

Español: Comunicación 

y  C u l t u r a  B 2 . 1                 6 

西班牙語文：溝通及文化 (B1.2) 

Temático história o literatura                6 

議題：歷史或文學 

Inmersión sociocultural en Pamplona o  

Relato Digital                            3 

邦普隆納社會文化或數位文章（B） 

 

Reconocimiento de créditos en bloques de 

varias asignaturas 

包裹式抵免 

 

 
2º AÑ O 

第二年 

1º SEMESTRE 

第一學期 

OBLIGATORIAS 

必修 

(Los estudiantes pueden empezar por B1.1 o B1.2) 

(依學生程度可選擇 B1.1 或 B1.2 就讀) 

ASIGNATURAS                             ECTS 

科目                                      學分數 

Departamento de Español de WZU         ECTS             

文藻外語大學西班牙語文系              學分數 

B1.1                                  15 

 
                                   

Español: Comunicación 

y Cultura B2.2                           6 

西班牙語文：溝通及文化 (B2.1) 

Temático história o literatura                6 

議題：歷史或文學 

Introducción a la escritura académica         3                   

專題寫作概論 

Reconocimiento de créditos en bloques de 

varias asignaturas 

包裹式抵免 

 

B1.2                                  15  

Español: Comunicación 

y  C u l t u r a  B 2 . 2                 6 

西班牙語文：溝通及文化 (B1.2) 

Temático história o literatura                6 

議題：歷史或文學 

Introducción a la escritura académica         3                   

Reconocimiento de créditos en bloques de 

varias asignaturas 

包裹式抵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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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寫作概論 

 

 

 

 

Anexo 2 

附件 2 

Estudios básicos - 

Cursos de Wenzao (grado de cuatro años) 

雙聯學制學分對應表（四技生） 
2º AÑ O 

第二年 

1º SEMESTRE 

第一學期 

Optativas 

選修 

ASIGNATURAS                             ECTS 

科目                                      學分數 

Departamento de Español de WZU         ECTS             

文藻外語大學西班牙語文系              學分數 

Módulo 1 

Asignaturas de Comunicación 

溝通課程 

 

Exposición y traducción europeas 

歐洲會展與翻譯                         

 

Contemporary History                     3 

現代史 

Historia del mundo actual                  6 

Reconocimiento de créditos en bloques de 

varias asignaturas 

包裹式抵免 

2º AÑ O 

第二年 

2º SEMESTRE 

第二學期 

OBLIGATORIAS 

必修 

(Los estudiantes pueden empezar por B1.1 o B1.2) 

(依學生程度可選擇 B1.1 或 B1.2 就讀) 

ASIGNATURAS                             ECTS 

科目                                      學分數 

Departamento de Español de WZU         ECTS             

文藻外語大學西班牙語文系              學分數 

B1.1                                  12 

 
                                  

 

Español: Comunicación 

y Cultura C1                             6 

西班牙語文：溝通及文化 (C1) 

Introducción al análisis literario  

y lingüístico                             6  

文學與語言學分析概論 

Reconocimiento de créditos en bloques de 

varias asignaturas 

包裹式抵免 

 

B1.2                                  12 

 
6 

 

Español: Comunicación 

y Cultura C1                             6 

西班牙語文：溝通及文化 (C1) 

Introducción al análisis literario  

y lingüístico                             6  

文學與語言學分析概論 

Reconocimiento de créditos en bloques de 

varias asignaturas 

包裹式抵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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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世界史 

Historia de la Comunicación                6 

傳播史 

Comunicación Multimedia                 6 

多媒體 

Estructura y mercados de la comunicación     6 

傳播結構與市場 

Media Economics                        6 

傳媒經濟學 

 

 

Módulo 2 

Asignaturas de Economía y Empresa 

經濟學與企業管理 

 

Negocios europeos 

歐洲商務 

Fundamentos de Finanzas                  6 

基礎財務金融 

Principios de Microeconomía               6 

微經濟學 

Contabilidad I                           6 

會計學(一) 

Business Communication                  6  

商業談判 

Reconocimiento de créditos en bloques de 

varias asignaturas 

包裹式抵免 

 

Módulo 3 

Asignaturas de Humanidades 

人文課程 

 

Cultura y enseñaza europeas 

歐語文教 

Images and Culture                       6 

影像與文化 

Mundo clásico                           6 

古典世界 

Literatura Universal                       6 

世界文學 

History and Culture of the English  

speaking wold                            6 

英語系國家之歷史與文化 

Reconocimiento de créditos en bloques de 

varias asignaturas 

包裹式抵免 

 

      

 

 
2º AÑ O 

第二年 

2º SEMESTRE 

第二學期 

Optativas 

選修 

ASIGNATURAS                             ECTS 

科目                                      學分數 

Departamento de Español de WZU         ECTS             

文藻外語大學西班牙語文系              學分數 

Módulo 1 

Asignaturas de Comunicación 

 

 

Exposición y traducción europeas                         

 

Economía                               6 

經濟學 

Comunicación Global                      3 

全球溝通 

Reconocimiento de créditos en bloques de 

varias asignaturas 

包裹式抵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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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ia del cine                          6 

電影史 

Módulo 2 

Asignaturas de Economía y Empresa 

經濟學與企業管理 

 

Negocios europeos 

歐洲商務 

Principios de Administración de Empresas     6 

企業管理 

Principos de Macroeconomía                6 

宏觀經濟學 

Marketing Management                    6 

市場行銷 

Reconocimiento de créditos en bloques de 

varias asignaturas 

包裹式抵免 

 

Módulo 3 

Asignaturas de Humanidades 

人文課程 

 

Cultura y enseñaza europeas 

歐語文教 

Escritura creativa                         3 

創意寫作 

Lenguaje y Comunicación                  6 

語言與溝通 

Sociología                              6 

社會學 

Historia de la música                      3 

音樂史 

Brit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6 

英美文學 

Geografía cultural                        6 

文化地理 

Historia del Cine y de la Fotografía          3 

電影與攝影 

Reconocimiento de créditos en bloques de 

varias asignaturas 

包裹式抵免 

 

 

 

 

 

Anexo 3 

附件 3 

Estudios básicos - 

Cursos de Wenzao (grado de dos años) 

雙聯學制學分對應表（二技生） 
1º AÑ O 

第一年 

2º SEMESTRE 

第二學期 

OBLIGATORIAS 

必修 

(Los estudiantes pueden empezar por B2.1 o B2.2) 

(依學生程度可選擇 B2.1 或 B2.2) 

ASIGNATURAS                             ECTS 

科目                                      學分數 

Departamento de Español de WZU         ECTS             

文藻外語大學西班牙語文系              學分數 

B2.1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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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pañol: Comunicación y Cultura B2.1       6                 

西班牙語文：溝通及文化 (B2.1) 

Pronunciación y Conversación B            6 

發音及會話  (B) 

Lengua, cultura y sociedad. El lenguaje político 6                             

語言、文化與社會。政治語言 

Temático historia o literatura                6 

議題：歷史或文學 

 

Reconocimiento de créditos en bloques de 

varias asignaturas 

包裹式抵免 

 

B2.2                                  24  

 
 

Español: Comunicación y Cultura B2.2         

6                 

西班牙語文：溝通及文化 (B2.2) 

Lengua, cultura y sociedad. El lenguaje político 6                             

語言、文化與社會。政治語言 

Temático historia                         6 

歷史議題 

Temático literatura                        6 

文學議題 

Reconocimiento de créditos en bloques de 

varias asignaturas 

包裹式抵免 

 

 

 
2º AÑ O 

第二年 

1º SEMESTRE 

第一學期 

OBLIGATORIAS 

必修 

(Los estudiantes pueden empezar por B2.1 o B2.2) 
(依學生程度可選擇 B2.1 或 B2.2) 

ASIGNATURAS                             ECTS 

科目                                      學分數 
Departamento de Español de WZU         ECTS             

文藻外語大學西班牙語文系              學分數 

B1.1                                  21 

 
                                   

Español: Comunicación y Cultura  B2.2        

6              

西班牙語文：溝通及文化(B2.2) 
Introducción a la escritura académica         3 

專題寫作概論 
Temático historia                         6 

歷史議題 
Temático literatura                        6 

文學議題 

Reconocimiento de créditos en bloques de 

varias asignaturas 

包裹式抵免 

 

B1.2                                  21 

 
 

Español: Comunicación y Cultura  C1        6              

西班牙語文：溝通及文化(C1) 

 

Temático historia                         6 

歷史議題 

Reconocimiento de créditos en bloques de 

varias asignaturas 

包裹式抵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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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mático literatura                        6 

文學議題 

Introducción a la escritura académica         3                   

專題寫作概論 

 
 
 

2º AÑ O 

第二年 

2º SEMESTRE 

第二學期 

OBLIGATORIAS 

必修 

(Los estudiantes puede empezar por B2.1 o B2.2) 
(依學生程度可選擇 B2.1 或 B2.2) 

ASIGNATURAS                             ECTS 
科目                                      學分數 

Departamento de Español de WZU         ECTS             

文藻外語大學西班牙語文系              學分數 

B2.1                                  18 
                                  
 

Español: Comunicación y Cultura  C1        6              

西班牙語文：溝通及文化(C1) 
 

Temático historia                         6 

歷史議題 
Temático literatura                        6 

文學議題 

Reconocimiento de créditos en bloques de 

varias asignaturas 

包裹式抵免 

 

B2.2                                  12 

 
 

Temático historia                         6 

歷史議題 
Temático literatura                        6 

文學議題 

 

Reconocimiento de créditos en bloques de 

varias asignaturas 

包裹式抵免 

 

 
 

Anexo 4 

附件 4 

Estudios básicos - 

Cursos de Wenzao (grado de dos años) 

雙聯學制學分對應表（二技生） 
2º AÑ O 

第二年 

1º SEMESTRE 

第一學期 

Optativas 

選修 

ASIGNATURAS                             ECTS 

科目                                      學分數 
Departamento de Español de WZU         ECTS             

文藻外語大學西班牙語文系              學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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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ódulo 1 

Asignaturas de Comunicación 

溝通課程 

 
                      

 
Contemporary History                     3 

現代史 
Historia del mundo actual                  6 

現代世界史 
Historia de la Comunicación                6 

傳播史 
Comunicación Multimedia                 6 

多媒體 
Estructura y mercados de la comunicación     6 

傳播結構與市場 
Media Economics                        6 

傳媒經濟學 

Reconocimiento de créditos en bloques de 

varias asignaturas 

包裹式抵免 

 

Módulo 2 

Asignaturas de Economía y Empresa 

經濟學與企業管理 

 
 

Fundamentos de Finanzas                  6 

基礎財務金融 
Principios de Microeconomía               6 

微經濟學 
Contabilidad I                           6 

會計學(一) 
Business Communication                  6  

商業談判 

Reconocimiento de créditos en bloques de 

varias asignaturas 

包裹式抵免 

 
 

Módulo 3 

Asignaturas de Humanidades 

人文課程 

 
Cultura y enseñaza europeas 

歐語文教 

Images and Culture                       6 

影像與文化 
Mundo clásico                           6 

古典世界 
Literatura Universal                       6 

世界文學 
History and Culture of the English  

speaking wold                            6 

英語系國家之歷史與文化 

Reconocimiento de créditos en bloques de 

varias asignaturas 

包裹式抵免 

 

 
 

2º AÑ O 

第二年 

2º SEMESTRE 

第二學期 

Optativas 

選修 

ASIGNATURAS                             ECTS 

科目                                      學分數 
Departamento de Español de WZU         ECTS             

文藻外語大學西班牙語文系              學分數 

Módulo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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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ignaturas de Comunicación 

 
                      

 
Economía                             6 
經濟學 
Comunicación Global                    3 
全球溝通 
Historia del cine                        6 
電影史 

Reconocimiento de créditos en bloques de 

varias asignaturas 

包裹式抵免 

 

Módulo 2 

Asignaturas de Economía y Empresa 

經濟學與企業管理 

 
 

Principios de Administración de Empresas     6 
企業管理 
Principos de Macroeconomía                6 

宏觀經濟學 

Marketing Management                    6 

市場行銷 

Reconocimiento de créditos en bloques de 

varias asignaturas 

包裹式抵免 

 

Módulo 3 

Asignaturas de Humanidades 

人文科目 

 
Cultura y enseñaza europeas 

歐語文教 

Escritura creativa                         3 

創意寫作 
Lenguajes y Comunicación                 6 

語言與溝通 
Sociología                               6 

社會學 
Historia de la música                      3 

音樂史 

Brit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6 

英美文學 
Geografía cultural                         6 

文化地理 
Historia del Cine y de la Fotografía           3 

電影與攝影 

Reconocimiento de créditos en bloques de 

varias asignaturas 

包裹式抵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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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文系-1 

中文課程名稱 
Chinese Name of 

Course 

西語職場專業口語表達 
模組名稱 

Module Name 
日二技菁英班 

英文課程名稱 
English Name of 

Course 

PROFESSIONAL SPEECH IN SPANISH 

學制 

School System 

【Day School】 

■日二技 2-Year College 

□日四技 4-Year College 

【Division of Continuing Ed.】 

□進二技 2-Year College 

□進四技 4-Year College 

年級 

Year 
4 

必修/選修 
Required or Elective 

Course 

■必修 Required course 

□選 □選修 Elective course 
學分/時數 

Credits/Hours 

2  學分(每學期)/ 

Credits per semester/ 

2 小時(每週) 

Hours per week 

學期/學年 

Course Type 

□學年 Year-long course 

■學期 semester course 
開課單位 

Dept. of Offering Courses 
西班牙語文系 

 

課程概要 

Course Content 

1. 學生運用所學的西班牙語針對職場議題進行口語對話練習。 

2. 學生需針對國際貿易、政治、教育等各職場的相關議題，以西文陳述與

表達。 

3. 學生針對不同的職場專業議題，進行辯論。 

1. To provide students with opportunities to apply their Spanish linguistic 

knowledge to discussing current issues within professional contexts 

2. Students will be required to express their opinions in Spanish on up-to-date 

topics in fields such as international trading, politics, and education. 

3. This course will consist of debate sessions, in which students are required to 

express their opinions on issues related to different professional domains. 

課程目標 

Course Objectives 

1. 培養學生跨文化溝通的技巧與能力。 

2. 培養學生批判性思考的能力。 

3. 加強學生以西班牙文討論職場專業議題的能力。 

4. 增加學生的國際觀與跨文化視野。 

5. 協助學生進入國際市場就業。 

1. To enrich students’ skills in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2. To stimulate critical thinking 

3. To strengthen students’ Spanish linguistic ability in discussing topics that 

require professional knowledge and advanced language proficiency  

4. To broaden students’ vision on globalization and cross-culturalism 

5. To prepare students for the international job market  

配對之能力指標 
Corresponding Skill Indicator / 

Standard 

1-4-1 能以流暢且正確之西語與西語系國家人士溝通 

1-4-2 能針對不同主題，以正確之西文撰寫有深度之文章，並做相關之評論。 

2-4-1 通過系訂之語言檢定標準。 

5-4-1 具備有關翻譯、教學、傳播、旅遊航空等方面知識，並符合職場之進

階專業西文知能之需求。 

對應的產業別 
Corresponding to Industry 

文化創意產業 

商務暨商務管理產業 

臨時提案十 附件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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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對應的知能 
Knowledge Corresponding to 

Industry 

外語聽說能力 

外語讀寫能力 

多國語言與多元文化分析能力 

第二外語聽說能力 

第二外語讀寫能力 

對應的升學領域 
Corresponding Grade Promotion 

Area 

各語言類 

對應升學領域的知能 
Knowledge of Corresponding 

Grade Promotion Territory 

1. 外語聽說的能力 

2. 外語讀寫的能力 

3. 對主修語言國家文化認識 

4. 對國際經貿、政治、法律及國際關係情勢的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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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文系-2 

中文課程名稱 
Chinese Name of 

Course 

西語職場專業口語表達 
模組名稱 

Module Name 
 

英文課程名稱 
English Name of 

Course 

PROFESSIONAL SPEECH IN SPANISH 

學制 

School System 

【Day School】 

■日二技 2-Year College 

□日四技 4-Year College 

【Division of Continuing Ed.】 

□進二技 2-Year College 

□進四技 4-Year College 

年級 

Year 
4 

必修/選修 
Required or Elective 

Course 

■必修 Required course 

□選 □選修 Elective course 
學分/時數 

Credits/Hours 

2  學分(每學期)/ 

Credits per semester/ 

2 小時(每週) 

Hours per week 

學期/學年 

Course Type 

■學年 Year-long course 

□學期 semester course 
開課單位 

Dept. of Offering Courses 
西班牙語文系 

 

課程概要 

Course Content 

1. 學生運用所學的西班牙語針對職場議題進行口語對話練習。 

2. 學生需針對國際貿易、政治、教育等各職場的相關議題，以西文陳述與

表達。 

3. 學生針對不同的職場專業議題，進行辯論。 

1. To provide students with opportunities to apply their Spanish linguistic 

knowledge to discussing current issues within professional contexts 

2. Students will be required to express their opinions in Spanish on up-to-date 

topics in fields such as international trading, politics, and education. 

3. This course will consist of debate sessions, in which students are required to 

express their opinions on issues related to different professional domains. 

課程目標 

Course Objectives 

1. 培養學生跨文化溝通的技巧與能力。 

2. 培養學生批判性思考的能力。 

3. 加強學生以西班牙文討論職場專業議題的能力。 

4. 增加學生的國際觀與跨文化視野。 

5. 協助學生進入國際市場就業。 

1. To enrich students’ skills in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2. To stimulate critical thinking 

3. To strengthen students’ Spanish linguistic ability in discussing topics that 

require professional knowledge and advanced language proficiency  

4. To broaden students’ vision on globalization and cross-culturalism 

5. To prepare students for the international job market  

  

配對之能力指標 
Corresponding Skill Indicator / 

Standard 

1-4-1 能以流暢且正確之西語與西語系國家人士溝通 

1-4-2 能針對不同主題，以正確之西文撰寫有深度之文章，並做相關之評論。 

2-4-1 通過系訂之語言檢定標準。 

5-4-1 具備有關翻譯、教學、傳播、旅遊航空等方面知識，並符合職場之進

階專業西文知能之需求。 

對應的產業別 
Corresponding to Industry 

文化創意產業 

商務暨商務管理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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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對應的知能 
Knowledge Corresponding to 

Industry 

外語聽說能力 

外語讀寫能力 

多國語言與多元文化分析能力 

第二外語聽說能力 

第二外語讀寫能力 

對應的升學領域 
Corresponding Grade Promotion 

Area 

各語言類 

對應升學領域的知能 
Knowledge of Corresponding 

Grade Promotion Territory 

1. 外語聽說的能力 

2. 外語讀寫的能力 

3. 對主修語言國家文化認識 

4. 對國際經貿、政治、法律及國際關係情勢的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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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文系-3 

中文課程名稱 
Chinese Name of Course 

實務專題(一) 
模組名稱 

Module Name 
 

英文課程名稱 
English Name of Course 

PRACTICE STUDIES  I 

學制 

School System 

【Day School】 

■日二技 2-Year College 

□日四技 4-Year College 

□日五專 5-Year Junior College 

【Division of Continuing Ed.】 

□進二技 2-Year College 

□進四技 4-Year College 

年級 

Year 
4 

必修/選修 
Required or Elective Course 

□必修 Required course 

■選修 Elective course 
學分/時數 

Credits/Hours 

2  學分(每學期)/ 

2  小時(每週) 

學期/學年 

Course Type 

□學年 Year-long course 

■學期 semester course 
開課單位 

Dept. of Offering Courses 
西班牙語文系 

 

課程概要 

Course Content 

本課程旨在藉此專題製作，指導學生運用所學，學習如何發現問題，進而有效

率地蒐集、分析與整理資料後，單獨或以小組方式完成研究成果。 學生將可增

進學生運用語言之能力，培養學生獨立思考、分析問題及歸納的技巧。 This 

course aims to guide students on how to find research questions and then how to 

collect, analyze and organize data systematically and efficiently. Students should give 

an oral presentation and demonstrate their speaking ability, critical thinking, and 

analytic ability.   

課程目標 

Course Objectives 

1.習得獨立思考、分析問題及歸納的技巧。 

2.增進法文寫作之能力。 

3.習得口頭發表與回答問題之能力。  

 

1. obtain critical thinking, skills of analyzing and generalizing.  

2. improve writing ability in French. 

3. effectively enhance students' speaking ability through preparing and practicing for 

oral presentation 

配對之能力指標 
Corresponding Skill 

Indicator / Standard 

1-4-3 能理解內容複雜的文章，並掌握其中之字彙與主要探討議題 

1-4-4 以通順西文撰寫個人的生活經驗、理想與抱負以及對一般事物較深入之意

見及想法。 

6-4-1 運用所學之知識與技能，培養獨立思考、蒐集主題資料，與分析歸納重點

之能力 

6-4-2 能撰寫出一份主題明確、格式正確、內容豐富之畢業專題。 

對應的產業別 
商務暨商務管理產業 

文化創意產業 

產業對應的知能 
Knowledge Corresponding 

to Industry 

商業報告 

語文研究方法認知 

對應的升學領域 各語言類 

對應升學領域的知能 
1. 外語讀寫的能力 

2. 組織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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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文系-4 

中文課程名稱 
Chinese Name of Course 

實務專題(二) 
模組名稱 

Module Name 
 

英文課程名稱 
English Name of Course 

PRACTICE STUDIES II 

學制 

School System 

【Day School】 

■日二技 2-Year College 

□日四技 4-Year College 

【Division of Continuing Ed.】 

□進二技 2-Year College 

□進四技 4-Year College 

年級 

Year 
4 

必修/選修 
Required or Elective Course 

□必修 Required course 

■選修 Elective course 
學分/時數 

Credits/Hours 

2  學分(每學期)/ 

Credits per semester/ 

2  小時(每週) 

Hours per week 

學期/學年 

Course Type 

□學年 Year-long course 

■學期 semester course 
開課單位 

Dept. of Offering Courses 
西班牙語文系 

 

課程概要 

Course Content 

本課程旨在藉此專題製作，指導學生運用所學，學習如何發現問題，進而有

效率地蒐集、分析與整理資料後，單獨或以小組方式完成研究成果。 學生

將可增進學生運用語言之能力，培養學生獨立思考、分析問題及歸納的技巧。 

This course aims to guide students on how to find research questions and then 

how to collect, analyze and organize data systematically and efficiently. Students 

should give an oral presentation and demonstrate their speaking ability, critical 

thinking, and analytic ability.   

課程目標 

Course Objectives 

1.習得獨立思考、分析問題及歸納的技巧。 

2.增進法文寫作之能力。 

3.習得口頭發表與回答問題之能力。  

1. obtain critical thinking, skills of analyzing and generalizing.  

2. improve writing ability in French. 

3. effectively enhance students' speaking ability through preparing and practicing 

for oral presentation 

配對之能力指標 
Corresponding Skill Indicator / 

Standard 

1-4-3 能理解內容複雜的文章，並掌握其中之字彙與主要探討議題 

1-4-4 以通順西文撰寫個人的生活經驗、理想與抱負以及對一般事物較深入

之意見及想法。 

6-4-1 運用所學之知識與技能，培養獨立思考、蒐集主題資料，與分析歸納

重點之能力 

6-4-2 能撰寫出一份主題明確、格式正確、內容豐富之畢業專題。 

對應的產業別 
Corresponding to Industry 

商務暨商務管理產業 

文化創意產業 

產業對應的知能 
商業報告 

語文研究方法認知 

對應的升學領域 各語言類 

對應升學領域的知能 
1. 外語讀寫的能力 

2. 組織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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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二技西班牙語文系-105 學年度 

中高級英語(一) 4 4 2 2 2 2

中高級英語(二) 4 4 2 2 2 2

中文表達藝術 4 4 2 2 2 2

全人發展(一) 2 2 2 2

全人發展(二) 2 2 2 2

體育(體育興趣選項) 0 4 0 2 0 2

涵養通識：自然與科學 2 2 2 2 2 2 2 2

涵養通識：人文藝術 2 2 2 2 2 2 2 2

涵養通識：社會法政 2 2 2 2 2 2 2 2

合 計 22 26 12 14 12 14 8 8 2 2

專業西班牙文翻譯 6 6 3 3 3 3

專業西班牙文選讀 4 4 2 2 2 2

西語職場溝通技巧 4 4 2 2 2 2

專業西班牙文寫作 6 6 3 3 3 3

西語職場專業口語表達 4 4 2 2 2 2

合 計 24 24 7 7 7 7 5 5 5 5

專業實習 4 - 4 - 實習320小時

海外實習(一) 2 - 2 - 實習72小時(新課程)

海外實習(二) 3 - 3 - 實習108小時(新課程)

職場體驗實習 1 - 1 - 實習36小時

學期校外實習(一) 15 - 15 - 實習4.5個月

學期校外實習(二) 15 - 15 - 實習4.5個月

西班牙文教學法概論(一) 2 2 2 2

西班牙文教學法概論(二) 2 2 2 2

西文國際行銷 2 2 2 2

西文國際貿易 2 2 2 2

西班牙旅遊規劃與設計 2 2 2 2

台灣文化西語導覽 2 2 2 2

西班牙電影欣賞與評論 2 2 2 2

拉丁美洲電影欣賞與評論 2 2 2 2

西班牙民俗文化(一) 2 2 2 2

西班牙民俗文化(二) 2 2 2 2

西文大眾傳播(一) 2 2 2 2

西文大眾傳播(二) 2 2 2 2

實務專題(一) 2 2 2 2

實務專題(二) 2 2 2 2

合 計 28 28 6 6 6 6 8 8 8 8

6、二技學生通識課程6學分，由涵養通識課程，任選三學群各一門課。

系

訂

選

修

科

目

1、畢業總學分72學分　=　共同必修22學分 + 系訂必修24學分 + 系訂必選修至少1學分 + 系訂選修20學分 + 一般選修5學分

2、實習課程至少修習1門。

3、通識學群開課科目，以當年度通識教育中心開出課程為準。

4、系訂選修科目僅供參考，需以當年度各系實際開出的選修課程為準。

5、主修系開設給該系學生選修之課程即稱為系訂選修(如有例外情形將另行說明)

共

同

必

修

科

目
二技學生須由每一學群

各修1門，合計6學分。

系

訂

必

修

科

目

系

訂

必

選

修

科

目

學

分

數

授

課

時

數

備註

上 下 上 下

學

分

數

授

課

時

數

學

分

數

授

課

時

數

學

分

數

日二技西班牙語文系科目學分表
105學年度入學適用

106.05.23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106.O.O教務會議通過

科

目

類

別

科目名稱

授課學分數 / 授課時數

總

學

分

數

總

授

課

時

數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授

課

時

數

 

臨時提案十一 附件 37 



239 

日二技西班牙語文系-106 學年度 

中高級英語(一) 4 4 2 2 2 2

中高級英語(二) 4 4 2 2 2 2

中文表達藝術 4 4 2 2 2 2

全人發展(一) 2 2 2 2

全人發展(二) 2 2 2 2

體育(體育興趣選項) 0 4 0 2 0 2

涵養通識：自然與科學 2 2 2 2 2 2 2 2

涵養通識：人文藝術 2 2 2 2 2 2 2 2

涵養通識：社會法政 2 2 2 2 2 2 2 2

合 計 22 26 12 14 12 14 8 8 2 2

專業西班牙文翻譯 6 6 3 3 3 3

專業西班牙文選讀 4 4 2 2 2 2

西語職場溝通技巧 4 4 2 2 2 2

專業西班牙文寫作 6 6 3 3 3 3

西語職場專業口語表達 4 4 2 2 2 2

合 計 24 24 7 7 7 7 5 5 5 5

專業實習 4 - 4 - 實習320小時

海外實習(一) 2 - 2 - 實習72小時(新課程)

海外實習(二) 3 - 3 - 實習108小時(新課程)

職場體驗實習 1 - 1 - 實習36小時

學期校外實習(一) 15 - 15 - 實習4.5個月

學期校外實習(二) 15 - 15 - 實習4.5個月

西班牙文教學法概論 8 8 4 4 4 4

數位西語文化 8 8 4 4 4 4

西文國際行銷 2 2 2 2

西文國際貿易 2 2 2 2

西班牙電影欣賞與評論 2 2 2 2

拉丁美洲電影欣賞與評論 2 2 2 2

實務專題(一) 2 2 2 2

實務專題(二) 2 2 2 2

合 計 28 28 10 10 10 10 4 4 4 4

6、二技學生通識課程6學分，由涵養通識課程，任選三學群各一門課。

系

訂

選

修

科

目

1、畢業總學分72學分　=　共同必修22學分 + 系訂必修24學分 + 系訂必選修至少1學分 + 系訂選修20學分 + 一般選修5學分

2、實習課程至少修習1門。

3、通識學群開課科目，以當年度通識教育中心開出課程為準。

4、系訂選修科目僅供參考，需以當年度各系實際開出的選修課程為準。

5、主修系開設給該系學生選修之課程即稱為系訂選修(如有例外情形將另行說明)

共

同

必

修

科

目
二技學生須由每一學群

各修1門，合計6學分。

系

訂

必

修

科

目

系

訂

必

選

修

科

目

學

分

數

授

課

時

數

備註

上 下 上 下

學

分

數

授

課

時

數

學

分

數

授

課

時

數

學

分

數

日二技西班牙語文系科目學分表
106學年度入學適用

106.5.23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106.O.O教務會議通過

科

目

類

別

科目名稱

授課學分數 / 授課時數

總

學

分

數

總

授

課

時

數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授

課

時

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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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語文系教學綱要 課程目標修訂前後對照表 
學制、年級 必/選修 課程名稱 修訂後 修訂前 

日四技 1年級 必修 日語發音與聽力練習 (A班) 

1.習得正確的重音與語調之能力。 

2.能夠聽懂並能流暢做短文跟讀。 

3.習得從短文擷取要點與訓練推測的能

力。 

 

(B班、C班、D班) 

1.習得日文的基本發音之能力。 

2.習得正確的重音與語調。 

3.能夠聽懂並能流暢做句子跟讀。 

 

(輔系雙主修專班-E班) 

1.習得日文的基本發音之能力。 

2.習得正確的重音與語調。 

3.能夠聽懂並能流暢做句子跟讀。 

(A班) 

修習本課程後學生得以獲得下列能力： 

1.習得正確的重音與語調之能力。 

2.能夠聽懂並能流暢做短文跟讀。 

3.習得從短文擷取要點與訓練推測的能

力。 

4.達到日語能力測驗N4~N3聽力水準。 

 

(B班、C班、D班) 

1.習得日文的基本發音之能力。 

2.習得正確的重音與語調。 

3.能夠聽懂並能流暢做句子跟讀。 

4.達到日語能力測驗N5~N4聽力水準。 

 

(輔系雙主修專班-E班) 

1.習得日文的基本發音之能力。 

2.習得正確的重音與語調。 

3.能夠聽懂並能流暢做句子跟讀。 

4.達到日語能力測驗 N5~N4聽力水準。 

日四技 1年級 必修 日語句型與文法 (A班) 

1.能夠活用已學基礎，整合新進度，建立

完整日文文法概念。 

2.能夠充分活用所學的文法、句型並應用

於日常生活中。 

3.能夠撰寫短篇作文。 

 

(B班、C班、D班) 

1.能夠加強日文文法基礎，建立完整日文

(A班) 

修習本課程後學生得以獲得下列能力： 

1.能夠活用已學基礎，整合新進度，建立

完整日文文法概念。 

2.能夠充分活用所學的文法、句型並應用

於日常生活中。 

3.能夠撰寫短篇作文。 

4.具備日語能力檢定 N4~N3之語言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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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法概念。 

2.能夠充分活用所學的文法、句型並應用

於日常生活中。 

3.能夠運用基本句型造出完整的簡單

句 。 

(B班、C班、D班) 

修習本課程後學生得以獲得下列能力：  

1.能夠加強日文文法基礎，建立完整日文

文法概念。 

2.能夠充分活用所學的文法、句型並應用

於日常生活中。 

3.能夠運用基本句型造出完整的簡單

句 。 

4.具備日語能力檢定 N5~N4之語言能力。 

日四技 2年級 必修 日文（二） (A班) 

1.具備3000~5000個字彙量。 

2.能正確的運用日語初、中級之文法與句

型。 

3.增進學生查閱相關知識與條理思考之

能力。 

 

(B班、C班、D班) 

1.具備2000~3500個字彙量。 

2.習得正確流暢的運用日語初級後半之

文法與句型之能力。 

3.增進學生有系統及主動求知之能力。 

 

(輔系雙主修專班-E班) 

1.具備2000~3500個字彙量。 

2.習得正確流暢的運用日語初級後半之

文法與句型之能力。 

3.增進學生有系統及主動求知之能力。 

(A班) 

修習本課程後學生得以獲得下列能力： 

1.具備3000~5000個字彙量。 

2.能正確的運用日語初、中級之文法與句

型。 

3.增進學生查閱相關知識與條理思考之

能力。 

4.具備日語能力檢定N3~N2之閱讀與書寫

能力。 

 

(B班、C班、D班) 

修習本課程後學生得以獲得下列能力： 

1.具備2000~3500個字彙量。 

2.習得正確流暢的運用日語初級後半之

文法與句型之能力。 

3.增進學生有系統及主動求知之能力。 

4.具備日語能力檢定N3之聽、說、讀、寫

能力。 

 

(輔系雙主修專班-E班) 

修習本課程後學生得以獲得下列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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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具備2000~3500個字彙量。 

2.習得正確流暢的運用日語初級後半之

文法與句型之能力。 

3.增進學生有系統及主動求知之能力。 

4.具備日語能力檢定 N3之聽、說、讀、

寫能力。 

日四技 2年級 必修 日語會話（二） (A班) 

1.增進學生自然順暢地運用日語對日常

生活做說明並敘述之能力。 

2.增進學生針對不同主題能完整表達自

己意見及想法。 

3.增進學生對日本人的思考模式及日本

文化之體認。 

 

(B班、C班、D班) 

1.習得運用所學造正確完整的短句與創

作對話之能力。 

2.習得在不同的場合及情境下能夠運用

所學之日語與他人做簡單交談並能夠

表達自己看法之能力。 

3.增進學生對日本人的思考模式及日本

文化之體認。 

 

(輔系雙主修專班-E班) 

1.習得運用所學造正確完整的短句與創

作對話之能力。 

2.習得在不同的場合及情境下能夠運用

所學之日語與他人做簡單交談並能夠

表達自己看法之能力。 

3.增進學生對日本人的思考模式及日本

(A班) 

修習本課程後學生得以獲得下列能力： 

1.增進學生自然順暢地運用日語對日常

生活做說明並敘述之能力。 

2.增進學生針對不同主題能完整表達自

己意見及想法。 

3.增進學生對日本人的思考模式及日本

文化之體認。 

 

(B班、C班、D班) 

修習本課程後學生得以獲得下列能力： 

1.習得運用所學造正確完整的短句與創

作對話之能力。 

2.習得在不同的場合及情境下能夠運用

所學之日語與他人做簡單交談並能夠

表達自己看法之能力。 

3.增進學生對日本人的思考模式及日本

文化之體認。 

4.具備日語能力檢定N3程度。 

 

(輔系雙主修專班-E班) 

修習本課程後學生得以獲得下列能力： 

1.習得運用所學造正確完整的短句與創

作對話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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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之體認。 2.習得在不同的場合及情境下能夠運用

所學之日語與他人做簡單交談並能夠

表達自己看法之能力。 

3.增進學生對日本人的思考模式及日本

文化之體認。 

4.具備日語能力檢定 N3程度。 

日四技 2年級 必修 初級日語聽力訓練 (A班) 

1.能夠正確掌握各種情境的日常生活用

語。 

2.習得迅速從短篇口語報導中擷取重點

之能力。 

3.能夠隨即跟讀覆誦所聽之日文。 

 

(B班、C班、D班) 

1.能夠聽懂日常生活基本問答。 

2.習得從短篇報導中聽取並記錄要點之

能力。 

3.能夠隨即跟讀覆誦所聽之日文。 

 

(輔系雙主修專班-E班) 

1.能夠聽懂日常生活基本問答。 

2.習得從短篇報導中聽取並記錄要點之

能力。 

3.能夠隨即跟讀覆誦所聽之日文。 

(A班) 

修習本課程後學生得以獲得下列能力： 

1.能夠正確掌握各種情境的日常生活用

語。 

2.習得迅速從短篇口語報導中擷取重點

之能力。 

3.能夠隨即跟讀覆誦所聽之日文。 

4.達到日語能力測驗N3~N2聽力水準。 

 

(B班、C班、D班) 

修習本課程後學生得以獲得下列能力： 

1.能夠聽懂日常生活基本問答。 

2.習得從短篇報導中聽取並記錄要點之

能力。 

3.能夠隨即跟讀覆誦所聽之日文。 

4.具備日語能力測驗N3之聽力能力。 

 

(輔系雙主修專班-E班) 

修習本課程後學生得以獲得下列能力： 

1.能夠聽懂日常生活基本問答。 

2.習得從短篇報導中聽取並記錄要點之

能力。 

3.能夠隨即跟讀覆誦所聽之日文。 

4.具備日語能力測驗 N3之聽力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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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四技 3年級 必修 日本文章選讀 (A班) 

1.習得日語中高級句型並增加字彙量。 

2.透過不同的文體之閱讀，增進日文閱讀

之能力。 

3.訓練學生獨立思考、判斷之能力。 

4.增進歸納、整理文章之重點，並能夠回

答問題。 

 

(B班、C班、D班) 

1.習得日語中高級句型並增加字彙量。 

2.透過不同的文體之閱讀，增進日文閱讀

之能力。 

3.訓練學生獨立思考、判斷之能力。 

4.增進歸納、整理文章之重點，並能夠回

答問題。 

(A班) 

修習本課程後學生得以獲得下列能力： 

1.習得日語中高級句型並增加字彙量。 

2.透過不同的文體之閱讀，增進日文閱讀

之能力。 

3.訓練學生獨立思考、判斷之能力。 

4.增進歸納、整理文章之重點，並能夠回

答問題。 

5.具備日語能力檢定N2之閱讀能力。 

 

(B班、C班、D班) 

修習本課程後學生得以獲得下列能力： 

1.習得日語中高級句型並增加字彙量。 

2.透過不同的文體之閱讀，增進日文閱讀

之能力。 

3.訓練學生獨立思考、判斷之能力。 

4.增進歸納、整理文章之重點，並能夠回

答問題。 

5.具備日語能力檢定 N3~N2之閱讀能力。 

日四技 3年級 選修 進階日語聽力訓練 1.能夠正確掌握各種情境的日常生活用

語。 

2.能夠迅速從短篇口語報導中擷取重點。 

3.增進對新聞報導中常用語彙及表現方

法之理解，並能夠掌握日本最新情勢。 

4.能夠隨即跟讀覆誦所聽之日文。 

修習本課程後學生得以獲得下列能力： 

1.能夠正確掌握各種情境的日常生活用

語。 

2.能夠迅速從短篇口語報導中擷取重點。 

3.增進對新聞報導中常用語彙及表現方

法之理解，並能夠掌握日本最新情勢。 

4.能夠隨即跟讀覆誦所聽之日文。 

5.達到日語能力測驗 N2聽力水準。 

日四技 3年級 選修 日語語法 1.增進學生對於結構較為複雜的長句之

理解。 

2.增進動詞的各種變化與培養正確表達

修習本課程後學生得以獲得下列能力： 

1.增進學生對於結構較為複雜的長句之

理解。 



245 

語意的能力。 

3.習得系統性歸納中高級表現句型之能

力。 

2.增進動詞的各種變化與培養正確表達

語意的能力。 

3.習得系統性歸納中高級表現句型之能

力。 

4.提升學生日語能力測驗N1、N2之文法實

力。 

進四技 1年級 必修 日文(一) 1、具備 1000～1500個字彙量。 

2、學習正確發音、重音與語調並能聽懂

日常會話。 

3、能夠運用基本句型撰寫短句。 

4、具備閱讀並理解 300字左右簡易之文

章能力。 

5、認識日本之生活習俗。 

修習本課程後學生得以具有下列能力 

1、具備 1000～1500 個字彙量。 

2、學習正確發音、重音與語調並能聽懂

日常會話。 

3、能夠運用基本句型撰寫短句。 

4、具備閱讀並理解 300字左右簡易之文

章能力。 

5、具備日語能力檢定 N5之語言能力。 

6、認識日本之生活習俗。 

進四技 1年級 必修 日語發音與聽力練習 1.習得日文的基本發音之能力。 

2.習得正確的重音與語調。 

3.能夠聽懂並能流暢做短句跟讀。 

修習本課程後學生得以獲得下列能力： 

1.習得日文的基本發音之能力。 

2.習得正確的重音與語調。 

3.能夠聽懂並能流暢做短句跟讀。 

4.達到日語能力測驗N5聽力水準。 

進四技 2年級 必修 日文(二) 1.具備約 3,000個字彙量(包含理解字

彙)。  

2.具備閱讀並理解初級文章之能力。 

3.能夠運用初•中級文法與句型造出完整

的句子，甚至撰寫短篇文章，並正確表

達日語語感的能力。 

4.具備透過網路或工具書等查閱相關知

識及自學之能力。 

5.能透過教科書中的話題,來了解日本社

會現況、習慣與文化，並能比較台灣與

修習本課程後學生得以具有下列能力： 

1.具備約 3,000個字彙量(包含理解字

彙)。  

2.具備閱讀並理解初級文章之能力。 

3.能夠運用初•中級文法與句型造出完整

的句子，甚至撰寫短篇文章，並正確表

達日語語感的能力。 

4.具備透過網路或工具書等查閱相關知

識及自學之能力。 

5.能透過教科書中的話題,來了解日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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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之差異的能力。 會現況、習慣與文化，並能比較台灣與

日本之差異的能力。 

6.具備日語能力檢定N4之能力。 

進四技 2年級 必修 初級日語聽力訓練 1.日常生活基本問答之聽解。 

2.練習聽取要點並忽略不需要之訊息。 

3.練習從短篇報導中聽取並記錄要點。 

4.養成自我反省的習慣。 

修習本課程後學生得以具有下列能力： 

1.日常生活基本問答之聽解。 

2.練習聽取要點並忽略不需要之訊息。 

3.練習從短篇報導中聽取並記錄要點。 

4.養成自我反省的習慣。 

5.加強日語能力檢定N4之能力。 

進四技 3年級 必修 日本文章選讀 1.習得日語中高級句型並增加字彙量。 

2.習得辨識句子的組成要素與句型之能

力。 

3.增進對文章主題與段落之理解。 

4.增進歸納、整理文章之重點，並能夠回

答問題之能力。 

5.藉由文章內容增進對日本及日本文化

之理解。 

修習本課程後學生得以獲得下列能力： 

1.習得日語中高級句型並增加字彙量。 

2.習得辨識句子的組成要素與句型之能

力。 

3.增進對文章主題與段落之理解。 

4.增進歸納、整理文章之重點，並能夠回

答問題之能力。 

5.藉由文章內容增進對日本及日本文化

之理解。 

6.具備日語能力檢定N3之閱讀能力。 

進四技 3年級 選修 日語語法 1.增進學生對於結構較為複雜的長句之

理解。 

2.增進體言、用言的各種變化與培養正確

表達語意的能力。 

3.習得系統性歸納初中級表現句型之能

力。 

修習本課程後學生得以獲得下列能力： 

1.增進學生對於結構較為複雜的長句之

理解。 

2.增進體言、用言的各種變化與培養正確

表達語意的能力。 

3.習得系統性歸納初中級表現句型之能

力。 

4.提升學生日語能力測驗N3之文法實力。 

進四技 4年級 必修 日文寫作 1.借助辭典的使用加強作文書寫與貼切

的表達能力（約 400個字左右）。 

2.培養生活中或工作上所需之文書處理

修習本課程後學生得以具有下列能力： 

1.建立文法項目（能力試験 N3～N2）的正

確運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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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書寫能力（如備忘錄、電子郵件、履歷

表等）。 

2.借助辭典的使用加強作文書寫與貼切

的表達能力（約 400 個字左右）。 

3.培養生活中或工作上所需之文書處理

及書寫能力（如備忘錄、電子郵件、履歷

表等）。 

進四技 4年級 選修 日本語言與文化 1.熟悉句中的文法功能。 

2.習得解讀句型之能力。 

3.熟悉文章表現的技巧。 

4.了解日語語言之特性，具備流暢之日語

表達能力。 

5.加強對日本文化之理解與分析能力。 

修習本課程後學生得以獲得下列能力： 

1.熟悉句中的文法功能。 

2.習得解讀句型之能力。 

3.熟悉文章表現的技巧。 

4.了解日語語言之特性，具備流暢之日語

表達能力。 

5.加強對日本文化之理解與分析能力。 

6.具備日文能力檢定 N3~N2之語言能力。 

日五專 1年級 必修 日文(一) 1.具備 1000~1500個字彙量。 

2.能夠運用基本句型造出完整的簡單

句 。 

3.獲得由被動接受邁入主動求知，以及上

課做筆記擷取重點之能力。 

4.習得查字典的能力。 

修習本課程後學生得以獲得下列能力： 

1.具備 1000~1500個字彙量。 

2.能夠運用基本句型造出完整的簡單

句 。 

3.獲得由被動接受邁入主動求知，以及上

課做筆記擷取重點之能力。 

4.具備日語能力檢定 N5~N4之語言能力。 

5.習得查字典的能力。 

日五專 1年級 必修 日語發音與聽力練習 1.習得日文的基本發音之能力。 

2.習得正確的重音與語調。 

3.能夠聽懂並能流暢做句子跟讀。 

修習本課程後學生得以具有下列能力： 

1.習得日文的基本發音之能力。 

2.習得正確的重音與語調。 

3.能夠聽懂並能流暢做句子跟讀。 

4.達到日語能力測驗 N5~N4聽力水準。 

日五專 2年級 必修 日文(二) 1.具備 3000個字彙量。 

2.能正確的運用日語初、中級之文法與句

型。 

3.增進學生查閱相關知識與條理思考之

修習本課程後學生得以獲得下列能力： 

1.具備 3000個字彙量。 

2.能正確的運用日語初、中級之文法與句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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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 3.增進學生查閱相關知識與條理思考之

能力。 

4.具備日語能力檢定N4~N3之閱讀與書寫

能力。 

日五專 3年級 必修 日文(三) 1.具備 4,500個字彙量。 

2.具備運用中級文法與句型撰寫短文之

能力。 

修習本課程後學生得以具有下列能力： 

1.具備 4,500個字彙量。 

2.具備運用中級文法與句型撰寫短文之

能力。 

3.具備日文能力檢定 N3之語言能力。 

日五專 3年級 必修 初級日語聽力訓練 1.日常生活基本問答之聽解。 

2.練習聽取要點並忽略不需要之訊息。 

3.練習從短篇報導中聽取並記錄要點。 

4.養成自我反省的習慣。 

修習本課程後學生得以具有下列能力： 

1.日常生活基本問答之聽解。 

2.練習聽取要點並忽略不需要之訊息。 

3.練習從短篇報導中聽取並記錄要點。 

4.養成自我反省的習慣。 

5.具備日文能力檢定 N3之聽力能力。 

日五專 4年級 必修 日文(四) 1.理解中高級語彙、文法、句型之意思及

特性。 

2.具備中高級語彙、文法、句型之運用及

表達能力。 

3.具備輕鬆閱讀中級文章之能力。 

4.具備藉由查閱字典及相關工具書，閱讀

內容較艱深的文章之能力。 

修習本課程後學生得以具有下列能力： 

1.理解中高級語彙、文法、句型之意思及

特性。 

2.具備中高級語彙、文法、句型之運用及

表達能力。 

3.具備輕鬆閱讀中級文章之能力。 

4.具備藉由查閱字典及相關工具書，閱讀

內容較艱深的文章之能力。 

5.具備日文能力檢定 N2之語言能力。 

日五專 4年級 選修 中級日語聽力訓練 1.即時聽取一般對話或文章之正確意思。 

2.訓練從短篇報導中擷取並紀錄要點。 

3.訓練學生聽日文時能善用推測與預測

之能力。 

修習本課程後學生得以具有下列能力： 

1.即時聽取一般對話或文章之正確意思。 

2.訓練從短篇報導中擷取並紀錄要點。 

3.訓練學生聽日文時能善用推測與預測

之能力。 

4.達到日語能力測驗 N2之聽力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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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五專 5年級 選修 高級日語聽力訓練 1.增進對日語口語表現中的音聲變化與

特徵之認識。 

2.習得迅速掌握各種情境對話之談話要

點之能力。 

3.習得迅速擷取要點並能條理說出要點

之能力。 

4.增進學生對日本文化、生活習俗之認

識。 

修習本課程後學生得以獲得下列能力: 

1.增進對日語口語表現中的音聲變化與

特徵之認識。 

2.習得迅速掌握各種情境對話之談話要

點之能力。 

3.習得迅速擷取要點並能條理說出要點

之能力。 

4.增進學生對日本文化、生活習俗之認

識。 

5.具備日文能力檢定 N2-N1之聽力能力。 

日二技 3年級 必修 專業日文閱讀(一) 1.習得日語高級句型並增加字彙量。 

2.透過不同的文體之閱讀，增進日文閱讀

之能力。 

3.訓練學生思考、判斷之能力。 

4.增進歸納、整理文章之重點，並能夠回

答問題。 

修習本課程後學生得以獲得下列能力： 

1.習得日語高級句型並增加字彙量。 

2.透過不同的文體之閱讀，增進日文閱讀

之能力。 

3.訓練學生思考、判斷之能力。 

4.增進歸納、整理文章之重點，並能夠回

答問題。 

5.具備日語能力檢定 N2之閱讀能力。 

日二技 3年級 必修 實務日語聽力訓練 1.正確掌握各種情境的日常生活用語之

能力。 

2.迅速從短篇口語報導中擷取重點之能

力。 

3.習得新聞報導中常用語彙及表現方法。 

4.隨即跟讀覆誦所聽之日文之能力。 

修習本課程後學生得以具有下列能力： 

1.正確掌握各種情境的日常生活用語之

能力。 

2.迅速從短篇口語報導中擷取重點之能

力。 

3.習得新聞報導中常用語彙及表現方法。 

4.達到日語能力測驗 N2級聽力水準。 

5.隨即跟讀覆誦所聽之日文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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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語文系教學綱要 課程概要修訂前後對照表 

學制、年級 必/選修 課程名稱 修訂後 修訂前 

日四技 2年級 必修 初級日語聽力訓練 (A班) 

本課程旨在訓練學生運用既學之單字與

句型，練習日常會話與短文之聽答。透過

反覆聽取與跟述練習，學生得以完全掌握

聽取內容，並修正日語發音及語調，學習

自然的日語表現。課程內容包含一般生活

會話、百貨公司及車站等之廣播用語、在

郵局、銀行、公司、學校等之公共場合、

以及兒童新聞播報、天氣預報等各種不同

情境之日語表達，使學生深刻了解不同語

調、速度及口語的表達方式。 

 

(B班、C班、D班) 

本課程旨在以既學之單字、句型為基礎，

練習日常會話與短文之聽答。藉由反覆聽

取與跟讀練習修正日語發音及語調，以學

習自然的日語表現。授課方式為學生事先

預習及課堂練習，並進行隨堂測驗。課程

內容包括: 1.日常生活對話文:有時間、

價錢、興趣、家人狀況、飲食、購物、約

會、天氣、問路為主題的對話文。2.一般

性短文:以介紹日常生活的一般性文章為

主。 

 

(輔系雙主修專班-E班) 

本課程旨在以既學之單字、句型為基礎，

練習日常會話與短文之聽答。藉由反覆聽

取與跟讀練習修正日語發音及語調，以學

(A班) 

本課程旨在訓練學生運用既學之單字與句

型，練習日常會話與短文之聽答。透過反覆聽

取與跟述練習，學生得以完全掌握聽取內容，

並修正日語發音及語調，學習自然的日語表

現。課程內容包含一般生活會話、百貨公司及

車站等之廣播用語、在郵局、銀行、公司、學

校等之公共場合、以及兒童新聞播報、天氣預

報等各種不同情境之日語表達，使學生深刻了

解不同語調、速度及口語的表達方式。同時搭

配日語能力測驗N3與N2之聽解模擬練習題，提

昇學生聽力測驗的實力。 

 

(B班、C班、D班) 

本課程旨在以既學之單字、句型為基礎，練習

日常會話與短文之聽答。藉由反覆聽取與跟讀

練習修正日語發音及語調，以學習自然的日語

表現。並且搭配日語能力測驗 3級之題型，熟

習日語之表達模式。授課方式為學生事先預習

及課堂練習，並進行隨堂測驗。課程內容包括: 

1.日常生活對話文:有時間、價錢、興趣、家

人狀況、飲食、購物、約會、天氣、問路為主

題的對話文。2.一般性短文:以介紹日常生活

的一般性文章為主。 

 

(輔系雙主修專班-E班) 

本課程旨在以既學之單字、句型為基礎，練習

日常會話與短文之聽答。藉由反覆聽取與跟讀

練習修正日語發音及語調，以學習自然的日語

表現。並且搭配日語能力測驗 3級之題型，熟

習日語之表達模式。授課方式為學生事先預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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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自然的日語表現。授課方式為學生事先

預習及課堂練習，並進行隨堂測驗。課程

內容包括: 1.日常生活對話文:有時間、

價錢、興趣、家人狀況、飲食、購物、約

會、天氣、問路為主題的對話文。2.一般

性短文:以介紹日常生活的一般性文章為

主。 

及課堂練習，並進行隨堂測驗。課程內容包括: 

1.日常生活對話文:有時間、價錢、興趣、家

人狀況、飲食、購物、約會、天氣、問路為主

題的對話文。2.一般性短文:以介紹日常生活

的一般性文章為主。 

日四技 3年級 選修 進階日語聽力訓練 本課程旨在訓練學生從各種情境對話或

新聞報導中，掌握談話內容的要旨。授課

內容包含社會文化、日常生活、政治經濟

等各種不同情境之模擬，使學生深刻了解

不同語調、速度及口語的表達方式。 

本課程旨在訓練學生從各種情境對話或新聞

報導中，掌握談話內容的要旨。授課內容包含

社會文化、日常生活、政治經濟等各種不同情

境之模擬，使學生深刻了解不同語調、速度及

口語的表達方式。同時搭配日語能力測驗N2之

題型，提昇學生聽力測驗的實力。 

日四技 4年級 選修 專業日語聽力訓練 本課程旨在訓練學生從各種情境對話掌

握談話內容的重點。課程內容包含各種不

同情境之模擬，使學生深刻了解不同語

調、速度及口語的表達方式。課程內容包

含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主題。 

本課程旨在訓練學生從各種情境對話掌握談

話內容的重點。課程內容包含各種不同情境之

模擬，使學生深刻了解不同語調、速度及口語

的表達方式。同時搭配日語能力測驗N1之題

型，提昇學生聽力測驗的實力，達到日語能力

檢定N2至N1之聽力水準。課程內容包含政治、

經濟、社會、文化等主題。 

日五專 5年級 選修 高級日語聽力訓練 本課程旨在訓練學生從各種情境對話掌

握談話內容的重點。課程內容包含各種不

同情境之模擬，使學生深刻了解不同語

調、速度及口語的表達方式。課程內容包

含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主題。 

本課程旨在訓練學生從各種情境對話掌握談

話內容的重點。課程內容包含各種不同情境之

模擬，使學生深刻了解不同語調、速度及口語

的表達方式。同時搭配日語能力測驗N1之題

型，提昇學生聽力測驗的實力，達到日語能力

檢定N2至N1之聽力水準。課程內容包含政治、

經濟、社會、文化等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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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藻外語大學彈性課程規劃書 

申請單位 歐亞語文學院 

課程名稱 探索東南亞（印尼語組） 學期/學年 105-2 

開課學制 日四技 開課年級  

修    別 □必修   █選修 學 分 數 6 

課程規劃簡介 

課程性質 

□微型課程(1 學分授時數至少 18 小時，訂於週六上課，3 週完成課程(每週 6

小時，並於初選時註明上課日期及時間) 

█深碗課程 

開放跨系選修 █是     □否 

學分認列方式 

□抵修專業選修 

□抵修校定共同必修，課程名稱(或群組)：                               

█一般選修 

授課師資 

█本校專任教師 █校外講師 

姓名 授課時數 姓名 授課時數 

張守慧 24 倪華緣 108 

    

課程概要 

教學內容與範圍主要包含下列幾項： 

1. 語音方面：能習得印尼語中的發音系統與聲調。 

2. 文字方面：能了解字母與字彙拼寫，並能準確地念出基本字母與單字。 

3. 文法方面：能認識印尼文的拼字及句型法則。 

4. 能擁有印尼文基本詞彙的聽、說、讀、寫各項能力。 

5. 能學習基本生活用語， 如：數字、打招呼、自我介紹、日期、時間...等詞

彙。 

6. 能學習基本生活常用語在理論和實踐領域， 如：詢問、購物、點餐...等短

語。  

Students will establish the foundations of Indonesian as follows: 

1. Phonetically by learning Indonesian phonetics and tones; 

2. by learning the Indonesian alphabet and correct pronunciation; 

臨時提案十三 附件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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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Grammatically by acquiring Indonesian word spelling and structures; 

4. By obtaining basic abilities in all four skills (listening, speaking, reading and 

writing); 

5. By getting familiar with daily conversations and useful phrases in Indonesian, 

such as numbers, greetings, self-introductions, dates , time and 

6. By getting familiar with daily conversations and useful phrases in theory and 

practical field, such as requests, shopping and ordering meals. 

課程目標 

本課程適合印尼語零起點的學生，從印尼語的起源及最基本的發音、聲調開

始教起，課程目標在協助學生能正確了解印尼語語音系統，能正確地念出印

尼文單字、進而能熟練其拼音規則，並能擁有基本詞彙的聽、說、讀、寫能

力，與對印尼文化和社會的了解。 

This is a beginner course designed to establish a foundation in Indonesian by 

teaching the alphabet, consonants, vowels , intonation and Indonesian culture with 

the aim of building a full understanding of the phonetic system and gaining the 

ability to communicate in Indonesian and understand Indonesian society and 

culture. 

預期學習成效 

(具體成果或

實作成品等) 

1. 透過實際參訪在地之東南亞團體或訪問在台灣生活之越南人，能夠以越南

語完成一份訪談報告，並以中文輔助，完善此報告之完整度。（該報告頁

數至少 10 頁，字數需達 5,000 字） 

2. 參與校內、外東南亞相關講座或活動達 10 小時，並繳交參與心得。（每

場講座心得 300 字、活動心得 500 字） 

課程推廣方式 

1. 本課程將透過開課單位之網頁宣傳，同時並透過社群網站推廣課程資訊。 

2. 本課程將廣於校園內張貼宣傳海報。 

3. 本課程並將宣傳海報寄至南部地區開設東南亞語言相關之學校，如：大仁

科技大學語言中心、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語言教學中心、國立高雄大學 

東亞語文學系、高雄醫學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及語言與文化中心、輔英科技

大學語言教育中心、樹德科技大學語文中心等校，期吸引校外學生踴躍參

與課程。 

課程進行之規劃與設計 

日期 

(星期) 
時間 地點 

課程主題及學習內

容 

授課教師 

(時數) 
教學策略 評量方法 

5/1 

（一） 

16:00-18:00 校內 課程說明、印尼語言

歷史 

倪華緣 

(2) 

講述法  

5/2 

（二） 

17:00-19:00 校內 History of the 

Indonesian Language 

印尼語言歷史，The 

Alphabet 印尼字母 

倪華緣 

(2) 

講述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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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五） 

14:00-16:00 校內 History of the 

Indonesian Language 

印尼語言歷史，The 

Alphabet 印尼字母 

倪華緣 

(2) 

講述法，配合

習題演練 

 

5/8 

（一） 

16:00-18:00 校內 History of the 

Indonesian Language 

印尼語言歷史，The 

Alphabet 印尼字母 

倪華緣 

(2) 

講述法，配合

習題演練 

 

5/9 

（二） 

17:00-19:00 校內 課程相關文化內容

補充 

倪華緣 

(2) 

老師帶領自主

學習討論 

 

5/12 

（五） 

14:00-16:00 校內 Pronunciation 印尼文

發音; vocabulary 詞

彙/單字 

倪華緣 

(2) 

講述法  

5/13 

（六） 

13:00-16:00 校內 發音及詞彙總複習、 

課程相關文化內容

補充 

倪華緣 

(3) 

講述法，搭配

老師帶領自主

學習討論 

 

5/15 

（一） 

16:00-18:00 校內 words and phrases 詞

句， Basic Grammars

基本文法(The basic 

word order基本語順) 

倪華緣 

(2) 

講述法  

5/16 

（二） 

17:00-19:00 校內 課程相關文化內容

補充 

倪華緣 

(2) 

老師帶領自主

學習討論 

 

5/19 

（五） 

14:00-16:00 校內 words and phrases 詞

句， Basic Grammars

基本文法(The basic 

word order基本語順) 

倪華緣 

(2) 

講述法  

5/20 

（六） 

13:00-16:00 校內 Basic Grammars 基本

文法 

課程相關文化內容

補充 

倪華緣 

(3) 

講述法，搭配

老師帶領自主

學習討論 

 

5/22 

（一） 

16:00-18:00 校內 lesson1: 我的名字叫

明威 

Basic Sentences and 

Conversation 基本會

話 

倪華緣 

(2) 

講述法  

5/23 

（二） 

17:00-19:00 校內 lesson1: 我的名字叫

明威 

Basic Sentences and 

Conversation 基本會

話 

課程相關文化內容

補充 

倪華緣 

(2) 

老師帶領自主

學習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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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6 

（五） 

14:00-16:00 校內 lesson2: 我是台灣人 倪華緣 

(2) 

講述法  

5/27 

（六） 

13:00-16:00 校內 課程相關文化內容

補充 

倪華緣 

(3) 

講述法，搭配

老師帶領自主

學習討論 

 

6/2 

（五） 

14:00-16:00 校內 lesson2: 我是台灣人 倪華緣 

(2) 

講述法  

6/3 

（六） 

13:00-16:00 校內 lesson2: 我是台灣人 

課程相關文化內容

補充 

倪華緣 

(3) 

講述法，搭配

老師帶領自主

學習討論 

 

6/12 

（一） 

16:00-18:00 校內 lesson3:現在您在哪

裡工作 

倪華緣 

(2) 

講述法  

6/13 

（二） 

17:00-19:00 校內 lesson3:現在您在哪

裡工作 

課程相關文化內容

補充 

倪華緣 

(2) 

老師帶領自主

學習討論 

 

6/16 

（五） 

14:00-16:00 校內 總複習 倪華緣 

(2) 

講述法 考試 

6/17 

（六） 

13:00-16:00 校內 lesson4:這個是什麼 

(Batik; Tradition and 

modern dressing) 

倪華緣 

(3) 

講述法，試卷

講解 

 

6/19 

（一） 

16:00-18:00 校內 lesson4:這個是什麼 

(Batik; Tradition and 

modern dressing) 

課程相關文化內容

補充 

倪華緣 

(2) 

講述法  

6/20 

（二） 

17:00-19:00 校內 Lesson5,6: 現在幾點

了 (Shopping 購物) 

課程相關文化內容

補充 

倪華緣 

(2) 

老師帶領自主

學習討論 

 

6/23 

（五） 

14:00-16:00 校內 Lesson5,6: 現在幾點

了 (Shopping 購物) 

倪華緣 

(2) 

講述法  

6/24 

（六） 

8:00-17:00 校外 實用領域：校外參訪 

Project (Visiting 

Indonesian Shop In 

Taiwan 

倪華緣

(8)、張守

慧(8) 

講述法，搭配

訪問 

作業 

6/26 

（一） 

13:00-16:00 校內 校外參訪資訊彙整

與討論 

倪華緣 

(3) 

講述法，搭配

老師帶領自主

學習討論 

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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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8 

（三） 

13:00-16:00 校內 Lesson5,6: 現在幾點

了 (Shopping 購物) 

課程相關文化內容

補充 

倪華緣 

(3) 

講述法，搭配

老師帶領自主

學習討論 

 

6/30 

（五） 

8:00-17:00 校外 實用領域：校外參訪 
Project ( how to cook 

Indonesia foods/ 

Indonesia Product sell 

in Taiwan) 

倪華緣

(8)、張守

慧(8) 

講述法，搭配

訪問 

作業 

7/3 

（一） 

13:00-16:00 校內 校外參訪資訊彙整

與討論 

倪華緣 

(3) 

講述法，搭配

老師帶領自主

學習討論 

作業 

7/5 

（三） 

13:00-16:00 校內 Lesson7:今天是幾月

幾號 Project ( how to 

cook Indonesia 

foods/Indonesia 

Product sell in 

Taiwan) 

倪華緣 

(3) 

講述法，搭配

老師帶領自主

學習討論 

 

7/7 

（五） 

8:00-17:00 校外 實用領域：校外參訪 
Project (Cook  

Indonesia Food) 

倪華緣

(8)、張守

慧(8) 

講述法，搭配

訪問 

作業 

7/10 

（一） 

13:00-16:00 校內 校外參訪資訊彙整

與討論 

Lesson7: 您結婚了

嗎? 

Project ( how to cook 

Indonesia 

foods/Indonesia 

Product sell in 

Taiwan) 

倪華緣 

(3) 

講述法，搭配

老師帶領自主

學習討論 

作業 

7/12 

（三） 

13:00-16:00 校內 Lesson8: 我的興趣

是看電影 

Project ( how to cook 

Indonesia 

foods/Indonesia 

Product sell in 

Taiwan) 

倪華緣 

(3) 

講述法  

7/14 

（五） 

13:00-16:00 校內 Lesson8: 我的興趣

是看電影 

倪華緣 

(3) 

講述法，搭配

老師帶領自主

學習討論 

筆 試 和 口

試報告 

課程 

期間 

 校內

校外 

參與東南亞相關講

座或/及活動 

倪華緣 

(10) 

實作 心得報告 

其他特殊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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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藻外語大學彈性課程規劃書 

申請單位 歐亞語文學院 

課程名稱 探索東南亞（越南語組） 學期/學年 105-2 

開課學制 日四技 開課年級  

修    別 □必修   █選修 學 分 數 6 

課程規劃簡介 

課程性質 

□微型課程(1學分授時數至少 18 小時，訂於週六上課，3 週完成課程(每週 6

小時，並於初選時註明上課日期及時間) 

█深碗課程 

開放跨系選修 █是     □否 

學分認列方式 

□抵修專業選修 

□抵修校定共同必修，課程名稱(或群組)：                               

█一般選修 

授課師資 

█本校專任教師 █校外講師 

姓名 授課時數 姓名 授課時數 

張守慧 24 
Nguyen Thi Tuyet 

Mai 
108 

    

課程概要 

本課程針對零起點學習者設計。除了向學習者提供越南語基礎的知識如發

音、詞彙、語法文化等讓他們在短短的時間能夠跟越南人簡單地交流以外，

本課程還為他們培養了一些其他基本技能如討論問題，實際訪問和做工作計

畫、寫報告等。 

通過 12 個重要主題並集中在聽說技能老師儘量讓學習者能夠痛快迅速地領

受並自然有效地使用越南日常用語。與此同時老師將安排學習者去實際實

習，了解一些越南人在台灣的生活與工作情況。 

課程目標 

1. 學習者具有越語聽說讀寫一定的水平。 

2. 學習者具有一定的越南人日常用語數量。 

3. 學習者具有關於越語語法的知識。 

4. 學習者能夠了解並欣賞越南人的文化。 

5. 學習者具有一定的寫報告與做計畫的能力。 

6. 學習者通過實作活動會有更多的生活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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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期學習成效 

(具體成果或

實作成品等) 

1. 透過實際參訪在地之東南亞團體或訪問在台灣生活之越南人，能夠以越南

語完成一份訪談報告，並以中文輔助，完善此報告之完整度。（該報告頁

數至少 10 頁，字數需達 5,000 字） 

2. 參與校內、外東南亞相關講座或活動達 6 小時，並繳交參與心得。（每場

講座心得 300 字、活動心得 500 字） 

課程推廣方式 

1. 本課程將透過開課單位之網頁宣傳，同時並透過社群網站推廣課程資訊。 

2. 本課程將廣於校園內張貼宣傳海報。 

3. 本課程並將宣傳海報寄至南部地區開設東南亞語言相關之學校，如：大仁

科技大學語言中心、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語言教學中心、國立高雄大學 

東亞語文學系、高雄醫學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及語言與文化中心、輔英科技

大學語言教育中心、樹德科技大學語文中心等校，期吸引校外學生踴躍參

與課程。 

課程進行之規劃與設計 

日期 

(星期) 
時間 地點 課程主題及學習內容 

授課教師 

(時數) 
教學策略 評量方法 

5/6 

（六） 

10:00-

15:00 
校內 課程內容說明、發音

練習 1 

Nguyen 

Thi Tuyet 

Mai (4) 

講述法  

5/12 

（五） 

15:00- 

17:00 
校內 發音練習 1、發音練習

2 

Nguyen 

Thi Tuyet 

Mai (2) 

老師帶領自

主學習討論 

 

5/13 

（六） 

10:00-

15:00 
校內 發音練習 3、發音練習

4 

Nguyen 

Thi Tuyet 

Mai (4) 

講述法，搭配

實作練習 

 

5/19 

（五） 

15:00- 

17:00 
校內 發音總複習 Nguyen 

Thi Tuyet 

Mai (2) 

老師帶領自

主學習討論 

 

5/20 

（六） 

10:00-

15:00 
校內 第一課：打招呼 

1. 人稱代詞 

2. 越南人打招呼的方

式 

3. 越語句型：肯定否

定句和問句 

4. 問姓名 

5. 個人愛好 

Nguyen 

Thi Tuyet 

Mai (4) 

講述法，搭配

實作練習 

 

5/26 

（五） 

15:00- 

17:00 
校內 第一課、 

課程相關文化內容補

充 

Nguyen 

Thi Tuyet 

Mai (2) 

講述法，搭配

實作練習 

 

5/27 

（六） 

10:00-

15:00 
校內 第二課：職業、國籍

與語言 

1. 問職業、國籍、語

言 

Nguyen 

Thi Tuyet 

Mai (4) 

講述法，搭配

實作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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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程度副詞 

3. 表所屬的詞用法 

5. 疑問詞 

6. 副詞 

6/2 

（五） 

15:00- 

17:00 
校內 課程相關文化內容補

充 

Nguyen 

Thi Tuyet 

Mai (2) 

老師帶領自

主學習討論 

 

6/3 

（六） 

10:00-

15:00 
校內 第三課：買東西 

1. 量詞 

2. 指示代詞 

3. 方位詞 

4. 問性質特點 

5. 數字 

6. 關於錢的詞語 

Nguyen 

Thi Tuyet 

Mai (4) 

講述法，搭配

實作練習 

 

6/9 

（五） 

15:00- 

17:00 
校內 第三課、 

課程相關文化內容補

充 

Nguyen 

Thi Tuyet 

Mai (2) 

老師帶領自

主學習討論 

 

6/10 

（六） 

08:00-

17:00 
校外 參訪高雄在地東南亞

團體 

Nguyen 

Thi Tuyet 

Mai (8)、 

張守慧(8) 

講述法，搭配

訪問 

作業 

6/16 

（五） 

15:00- 

17:00 
校內 校外參訪資料整理與

討論 

Nguyen 

Thi Tuyet 

Mai (2) 

老師帶領自

主學習討論 

作業 

6/17 

（六） 

10:00-

15:00 
校內 第四課：時間 

1. 問數量 

2. 問歲數。 

3. 時間的說法和提問 

4. “đã…chưa?” 問句 

5. 表動作完成的詞：
“xong” 

Nguyen 

Thi Tuyet 

Mai (4) 

講述法，搭配

實作練習 

 

6/23 

（五） 

15:00- 

17:00 
校內 第四課、 

課程相關文化內容補

充 

Nguyen 

Thi Tuyet 

Mai (2) 

老師帶領自

主學習討論 

作業 

6/24 

（六） 

08:00-

17:00 
校外 參訪高雄在地東南亞

團體 

Nguyen 

Thi Tuyet 

Mai (8)、 

張守慧(8) 

講述法，搭配

訪問 

作業 

6/26 

（一） 

13:00-

17:00 
校內 1. 校外參訪資料整

理與討論 

2. 寫作 

Nguyen 

Thi Tuyet 

Mai (4) 

講述法，搭配

實作練習 

作業 

6/27 

（二） 

13:00-

17:00 
校內 第五課：天氣 

1. 比較詞 

2. “từ…đến”/ 

“từ…sang”結構 

Nguyen 

Thi Tuyet 

Mai (4) 

講述法，搭配

實作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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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助動詞 “định” 

4. 原因理由的說法 

5. “cả…lẫn” 的用法 

6/29 

（四） 

13:00-

17:00 
校內 第六課：問路 

1. 距離提問 

2. 助動詞“có thể/ 

được” 

3. 語氣詞 “à, nhỉ, 

nhé，đi” 

4. 副詞 “vẫn, còn, 

vẫn còn” 

Nguyen 

Thi Tuyet 

Mai (4) 

講述法，搭配

實作練習 

 

7/3 

（一） 

13:00-

17:00 
校內 第七課：遊行 

1. 表方式的 “bằng” 

2. “chỉ, thôi, 

chỉ…thôi”的用法 

3. “đã bao giờ 

+V+chưa?/ đã +V+lần 

nào chưa?” 問句 

4. “nếu…thì” / 

“giá…thì”格式 

Nguyen 

Thi Tuyet 

Mai (4) 

講述法，搭配

實作練習 

 

7/4 

（二） 

13:00-

17:00 
校內 1. 總複習 

2. 考試 

Nguyen 

Thi Tuyet 

Mai (4) 

講述法 筆試 

7/6 

（四） 

13:00-

17:00 
校內 第八課：在飯店 

1. “thêm, thêm nữa” 

的用法 

2. “1 chút, 1 lát, 1 tí” 

的用法 

3. “khi…thì…”/ “khi 

nào…thì…”的用法 

4. 表數量多的詞語 

5. “giúp/ hộ/giùm”的

用法 

6. 趣向補語 “ra, vào, 

lên, xuống” 

Nguyen 

Thi Tuyet 

Mai (4) 

講述法，搭配

實作練習 

 

7/8 

（六） 

08:00-

17:00 
校外 參訪高雄在地東南亞

團體 

Nguyen 

Thi Tuyet 

Mai (8)、 

張守慧(8) 

講述法，搭配

訪問 

作業 

7/10 

（一） 

13:00-

17:00 
校內 第九課：租房 

第十課：看病 

Nguyen 

Thi Tuyet 

Mai (4) 

講述法，搭配

實作練習 

 

7/11 

（二） 

13:00-

17:00 
校內 第十一課：求職 

第十二課：在公司 

Nguyen 

Thi Tuyet 

Mai (4) 

講述法，搭配

實作練習 

寫一份個人履

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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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3 

（四） 

13:00-

17:00 
校內 1. 總結所有語法現象 

2. 解答學生的問題 

3. 教導學生準備口試

主題 

Nguyen 

Thi Tuyet 

Mai (4) 

口試  

7/15 

（六） 

13:00-

17:00 
校內 參訪口頭報告 Nguyen 

Thi Tuyet 

Mai (4) 

書面及口頭

報告 

書面及口頭報

告 

課程 

期間 

 校內

校外 

參與東南亞相關講座

或/及活動 

Nguyen 

Thi Tuyet 

Mai (6) 

實作 心得報告 

其他特殊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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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藻外語大學彈性課程規劃書 

申請單位 歐亞語文學院 

課程名稱 網路市集東南亞 學期/學年 105-2 

開課學制 日四技 開課年級  

修    別 □必修   █選修 學 分 數 4 

課程規劃簡介 

課程性質 

□微型課程(1學分授時數至少 18小時，訂於週六上課，3週完成課程(每週

6小時，並於初選時註明上課日期及時間) 

█深碗課程 

開放跨系選修 █是     □否 

學分認列方式 

□抵修專業選修 

□抵修校定共同必修，課程名稱(或群組)：                               

█一般選修 

授課師資 

□本校專任教師 █本校兼任教師 

姓名 授課時數 姓名 授課時數 

  陳健文 72 

    

課程概要 

本課程以實務導向方式引導學生建構東南亞網路市集網站，期使修習越南

語、泰國語與印尼語的學生，能夠在沒有相關技術基礎的情況下，以製作網

站的工具，建構出網路市集網站。課程的重點著重在專案管理、網路行銷與

網站建構等三個面向上，讓修課學生能藉由參與網站開發專案的方式，實際

建構出東南亞網路市集網站。 

課程目標 

本課程期使修課學生具備： 

1． 建構符合使用者需求之網路市集與文化交流網站的能力。 

2． 維護經營網站的能力。 

3． 分析網站營運相關資料進行服務創新的能力。 

4． 網路協同工作與問題解決的能力。 

5． 團隊合作與服務精神。 

預期學習成效 

(具體成果或

實作成品等) 

1． 網站規劃書 

2． 東南亞市集網站(Wix) 

3． 專案管理流程(Slack 與 Trello) 

4． 需求分析與訪談紀錄 

5． 網站推廣貼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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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推廣方式 

1． 規劃網站前，引導學生到相關單位、商家進行深入訪談，以瞭解需求。

與商家接觸的過程中，可推廣文藻東南亞語言教學中心與課程並洽談學生

實習事宜。 

2． 安排學生與學校東南亞國家的外籍學生晤談，除了促進文化交流外，亦

能將網站與課程推廣給外籍學生。 

3． 網站將製作推廣貼紙，讓商家可以貼於明顯處，作網站的推廣。 

4． 未來有機會將舉辦實體市集活動，邀請合作店家與廠商共襄盛舉。 

課程進行之規劃與設計 

日期 

(星

期) 

時間 地點 課程主題及學習內容 
授課教師 

(時數) 
教學策略 評量方法 

2/21 

(二) 

 

2/24 

(五) 

10:10 

12:00 

 

10:10 

12:10 

A401 

 

 

Q003 

課程介紹、深碗課程

說明 

 

網站建置專案團隊成

員召募(分組) 

2 

 

 

 

2 

 

講解說明 

 

引導練習 

 

出席參與 

2/28 

(二) 

 

3/03 

(五) 

10:10 

12:00 

 

10:10 

12:10 

A401 

 

 

Q003 

 

國定假日 

 

kick-off meeting 

2 

 

 

 

2 

 

 

 

實地演練 

 

出席參與 

3/07 

(二) 

 

3/10 

(五) 

10:10 

12:00 

 

10:10 

12:10 

A401 

 

 

Q003 

 

專案管理概論 

 

專案管理平台使用 

2 

 

 

 

2 

 

講解說明 

 

引導練習 

出席參與、專

案管理平台回

應數 

3/14 

(二) 

 

3/17 

(五) 

10:10 

12:00 

 

10:10 

12:10 

A401 

 

 

Q003 

 

專案管理概論 

 

 專案管理平台使用 

2 

 

 

 

2 

 

講解說明 

 

實地演練 

出席參與、專

案管理平台回

應數 

3/21 

(二) 

 

3/24 

(五) 

10:10 

12:00 

 

10:10 

12:10 

A401 

 

 

Q003 

 

專案管理概論 

 

協作平台使用 

2 

 

 

 

2 

 

講解說明 

 

講解說明 

引導練習 

出席參與、專

案管理平台回

應數 

3/28 

(二) 

 

3/31 

(五) 

10:10 

12:00 

 

10:10 

12:10 

A401 

 

 

Q003 

 

專案管理概論 

 

訪談前準備 

2 

 

 

 

2 

 

講解說明 

 

引導練習 

出席參與、專

案管理平台回

應數、在期限

內完成指派任

務 

4/4 

(二) 

 

4/7 

10:10 

12:00 

 

10:10 

A401 

 

 

Q003 

 

國定假日 

 

南華路商家訪談 

2 

 

 

 

 

 

 

實地演練 

出席參與、專

案管理平台回

應數、在期限

內完成指派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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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12:10 2 務 

4/11 

(二) 

 

4/14 

(五) 

10:10 

12:00 

 

10:10 

12:10 

A401 

 

 

Q003 

 

需求評估概論 

 

訪談前準備 

2 

 

 

 

2 

 

講解說明 

 

引導練習 

出席參與、專

案管理平台回

應數、在期限

內完成指派任

務 

4/18 

(二) 

 

4/21 

(五) 

10:10 

12:00 

 

10:10 

12:10 

A401 

 

 

Q003 

 

需求評估概論 

 

爪哇娃娃餐廳經營者 

訪談 

2 

 

 

 

2 

 

講解說明 

 

實地演練 

出席參與、專

案管理平台回

應數、在期限

內完成指派任

務 

4/24 

(二) 

 

4/28 

(五) 

10:10 

12:00 

 

10:10 

12:10 

A401 

 

 

Q003 

 

需求評估概論 

 

文藻印尼學生團體 

訪談 

2 

 

 

 

2 

 

講解說明 

 

實地演練 

出席參與、專

案管理平台回

應數、在期限

內完成指派任

務 

5/2 

(二) 

 

5/5 

(五) 

10:10 

12:00 

 

10:10 

12:10 

A401 

 

 

Q003 

 

網站建置流程 

 

網站需求分析 

2 

 

 

 

2 

 

講解說明 

 

引導練習 

出席參與、專

案管理平台回

應數、在期限

內完成指派任

務 

5/9 

(二) 

 

5/12 

(五) 

10:10 

12:00 

 

10:10 

12:10 

A401 

 

 

Q003 

 

網站建置 

 

網站系統分析 

2 

 

 

 

2 

 

講解說明 

 

引導練習 

出席參與、專

案管理平台回

應數、在期限

內完成指派任

務 

5/16 

(二) 

 

5/19 

(五) 

10:10 

12:00 

 

10:10 

12:10 

A401 

 

 

Q003 

 

網站建置 

 

網站系統設計 

2 

 

 

 

2 

 

講解說明 

 

實地演練 

出席參與、專

案管理平台回

應數、在期限

內完成指派任

務 

5/23 

(二) 

 

5/26 

(五) 

10:10 

12:00 

 

10:10 

12:10 

A401 

 

 

Q003 

 

素材製作 

 

素材製作 

2 

 

 

 

2 

 

實地演練 

 

實地演練 

出席參與、專

案管理平台回

應數、在期限

內完成指派任

務 

5/30 

(二) 

 

6/2 

(五) 

10:10 

12:00 

 

10:10 

12:10 

A401 

 

 

Q003 

 

國定假日 

 

網站實作 

2 

 

 

 

2 

 

 

 

實地演練 

出席參與、專

案管理平台回

應數、在期限

內完成指派任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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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二) 

 

6/9 

(五) 

10:10 

12:00 

 

10:10 

12:10 

A401 

 

 

Q003 

 

網站實作 

 

網站實作 

2 

 

 

 

2 

 

實地演練 

 

 實地演練 

出席參與、專

案管理平台回

應數、在期限

內完成指派任

務 

6/13 

(二) 

 

6/16 

(五) 

10:10 

12:00 

 

10:10 

12:10 

A401 

 

 

Q003 

 

網站實作 

 

網站實作 

2 

 

 

 

2 

 

實地演練 

 

實地演練 

出席參與、專

案管理平台回

應數、在期限

內完成指派任

務 

6/20 

(二) 

 

6/23 

(五) 

10:10 

12:00 

 

10:10 

12:10 

A401 

 

 

Q003 

 

期末網站呈現 

 

期末網站呈現 

2 

 

 

2 

2 

 

實地演練 

 

實地演練 

出席參與網、

完成網站建置

工作 

其他特殊規劃 

 

1． 製作網站推廣貼紙，張貼於商家店內外明顯處或文宣中，推廣網站。 

2． 雲端專案管理與協作的應用。 

3． 專案管理流程演練。 

4． 架站平台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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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全校學生已申請修讀各學程人次統計表 

序

號
學程名稱

截至106.3.15

修讀人數

0 商管學程（自103學年度第2學期停招） 4

0 國際會議展覽產業學分學程（自102學年度第2學期停招） 0

0 國際觀光與餐旅學分學程（產業學院專班，自104學年度第1學期停招） 0

0 國際商業行銷學分學程（產業學院專班，自103學年度第2學期停招） 1

0 餐旅休閒產業學分學程（產業學院專班，自104學年度第2學期停招） 10

0 國際會展創意行銷學分學程（產業學院專班，自104學年度第2學期停招） 6

1 數位傳播學分學程 19

2 數位內容學分學程 6

3 華語文教學學分學程 107

4 外語文化觀光產業學程（自103學年度第2學期更名為外語文化觀光導覽學分學程） 0

5 兩岸關係研究學分學程 0

6 國際會展產業學分學程 3

7 語言教學與數位教材製作學分學程 2

8 雲端行動商務管理學分學程 2

9 國際文化創意行銷學分學程 0

10 國際文化觀光導覽學分學程 6

11 國際事務學分學程 22

12 服務領導學分學程 7

13 外語教學學分學程 6

14 翻譯與國際會展學分學程 35

15 新聞與公共關係學分學程 4

16 外語文化觀光導覽學分學程 56

17 國際商管學分學程 75

18 東南亞語言與產業學分學程 54

19 韓國語言文化與產業學分學程 103

20 歐洲商務學分學程 155

21 歐語文教學分學程 28

22 歐洲會展與翻譯學分學程 129

23 文化與日語文教學分學程 7

24 日文翻譯與國際會展學分學程 36

25 商務與觀光導覽學分學程 69

952總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