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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1 次校課程委員會會議紀錄 
 

會議名稱： 106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1 次校課程委員會議 

開會時間： 106 年 10 月 17 日（星期二）下午 1 時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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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教創意產業學院謝馥蔓院長 

人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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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譯系李姿瑩主任 

國際事務系陳玉珍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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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國語文系朱貞品主任 

西班牙語文系劉碧交主任     日本語文系林淑丹主任 

歐洲研究所林震宇所長      東南亞語言教學中心簡赫琳主任 

文教創意產業學院 

外語教學系黎昱希主任      應用華語文系王季香主任 

傳播藝術系陳重友主任      數位內容應用與管理系郭大維主任 

師資培育中心周宜佳主任 

人文教育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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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企業管理系許淮之老師    德國語文系陳麗娜老師 

外語教學系藍美華老師      吳甦樂教育中心黃德芳老師 

學生代表： 英國語文系碩士班二年級吳品芳  XS3A 蔡泊沂  XE3A 王莉潔 

列 席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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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務處課務組吳雨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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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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學年度第 1 學期英語暨國際

學院專業服務學習課程案 
英語暨國際學院 P.4 

提案二 
提請審議 106 學年度第 1 學期英國語文系

新增課程申請案 
英語暨國際學院 P.4 

提案三 
提請審議 106 學年度日四技英國語文系科

目學分表修訂案 
英語暨國際學院 P.4 

提案四 提請審議日二技翻譯系新增課程申請案 英語暨國際學院 P.5 

提案五 
提請審議 107 學年度日四技翻譯系科目學

分表修訂案 
英語暨國際學院 P.5 

提案六 

提請審議 106 學年度國際事業暨文化交流

研究所碩士班及碩士在職專班科目學分表

備註說明修訂案 

英語暨國際學院 P.7 

提案七 
提請審議 106 學年度日四技國際企業管理

系科目學分表修訂案 
英語暨國際學院 P.8 

提案八 
提請審議 105 及 106 學年度五專部英國語

文科科目學分表修訂案 
英語暨國際學院 P.9 

提案九 

提請審議 104 學年度起五專部「雙外語跨

領域國際專業人才培育專班」科目學分表

中「業界實習」開課學期修訂案 

英語暨國際學院 P.10 

提案十 
提請審議五專部英國語文科「畢業公演」

合格制案 
英語暨國際學院 P.11 

提案十一 
提請審議日四技共英語必修課程 Level 7、

Level 8、Level 9 課程綱要修訂案 
英語暨國際學院 P.11 

提案十二 

提請確認 106 學年度第 1 學期法國語文

系、西班牙語文系及日本語文系專業服務

學習課程教學綱要外審結果案 

歐亞語文學院 P.11 

提案十三 
提請審議 106 學年度歐洲研究所科目學分

表修訂案 
歐亞語文學院 P.12 

提案十四 
提請審議 107 學年度日四技法國語文系科

目學分表修訂暨新課程申請案 
歐亞語文學院 P.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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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十五 
提請審議 106 學年度日四技德國語文系科

目學分表修訂暨新課程申請案 
歐亞語文學院 P.13 

提案十六 
提請審議 105 學年度日四技德國語文系科

目學分表修訂案 
歐亞語文學院 P.13 

提案十七 
提請審議 107 學年度日四技西班牙語文系

科目學分表修訂暨新課程申請案 
歐亞語文學院 P.14 

提案十八 
提請審議 106 學年度日四技日本語文系科

目學分表修訂案 
歐亞語文學院 P.14 

提案十九 
提請審議日本語文系「文化與日語文教」

學分學程實施要點修正案 
歐亞語文學院 P.15 

提案二十 
提請審議 106 學年度第 1 學期外語教學系

及傳播藝術系專業服務學習課程案 
文教創意產業學院 P.15 

提案二十一 

提請審議 106 學年度外語文教事業發展研

究所碩士班及碩士在職專班科目學分表修

訂案 

文教創意產業學院 P.17 

提案二十二 

提請審議 105 學年度外語文教事業發展研

究所碩士班及碩士在職專班科目學分表修

訂案 

文教創意產業學院 P.18 

提案二十三 
提請審議 104 學年度外語文教事業發展研

究所碩士在職專班科目學分表修訂案 
文教創意產業學院 P.19 

提案二十四 
提請審議 106 學年度數位內容應用與管理

系科目學分表修訂案 
文教創意產業學院 P.20 

提案二十五 
提請審議數位內容應用與管理系新增課程

案 
文教創意產業學院 P.20 

提案二十六 
提請審議「跨境電商人才培育」產業學程

實施要點（草案） 
文教創意產業學院 P.20 

提案二十七 
提請審議「影音內容直播應用」產業學程

實施要點（草案） 
文教創意產業學院 P.21 

提案二十八 
提請討論外語教學系與美國 Fort Hays State 

University 之雙聯學制中英文版合約案 
文教創意產業學院 P.21 

提案二十九 提請審議通識教育中心新增課程申請案 人文教育學院 P.22 

伍、臨時提案 

臨時提案 
提請審議 103 至 106 學年度日四技國際事

務系科目學分表修正案 
英語暨國際學院 P.22 

陸、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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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會前禱 

貳、 主席報告 
一、 「自主學習」目前為教育部鼓勵大專院校發展的課程項目，日前教務長已與各學院

院長完成相關意見交流，請各主任能在系所務（中心）會議中與師長們宣達或初步

討論。其相關母法與後續具體課程之規劃，將由教務處研擬提出後進行報告。 

二、 106 年 10 月 17 日主管會報中討論到研究所畢業總學分議題，請各所研議調整研究所

畢業總學分，以 30 至 36 學分為原則。 

 

參、 業務報告 
一、 106 年 9 月 22 日開放期初教學意見調查線上填寫至 10 月 6 日止，填寫結果於 10 月

16 日開放查詢，提供授課教師作為課程微調參考依據。 

二、 本學期教學綱要輸入截至 106 年 9 月 22 日止，共計 26 門課程未完成教學綱要輸入，

未完成明細統計如下表。 

106 學年度第 1 學期教學綱要未完成明細表 

課程所屬學院 課程隸屬單位 
專任教師 兼任教師 小計

(門)日間部 進修部 日間部 進修部

英語暨 

國際學院 

英國語文系 3 3 4 3 

16 國際商務英語學士學位學程     2 

國際觀光與會展學士學位學程  1    

歐亞語文學院 法國語文系   4  4 

文教創意 

產業學院 

外語文教事業發展研究所 2     
6 

數位內容應用與管理系 3  1  

總計(門) 8 4 9 5 26 

 
三、 本學期日間部除了實習、畢業專題、論文等課程外共計開設 793 科目，共分為 1,568

班（1041 共開 1,662 班；1042 共開 1,600 班；1051 共開 1,593 班；1052 共開 1,532

班)，各學制開設情況如下表。 

106 學年度第 1 學期日間部開課明細表（106 年 10 月 12 日） 

開課學制 必選修別
科目數 

（依科目名稱）

班別數 

（依實際上課之組別） 
每班平均人數

日間部二技  
必修 45 50 23 

選修 55 57 32 

日間部二技 合計 100 107 28 

日間部二技菁英  
必修 7 7 18 

選修 5 5 27 

日間部二技菁英 合計 12 12 22 

日間部五專  
必修 113 315 47 

選修 62 73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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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間部五專 合計 175 388 45 

日間部五專菁英  
必修 41 49 20 

選修 8 8 18 

日間部五專菁英 合計 49 57 20 

日間部四技  
必修 192 696 43 

選修 215 255 43 

日間部四技 合計 407 951 43 

研究所碩士班  
必修 24 27 7 

選修 26 26 9 

研究所碩士班 合計 50 53 8 

總計 793 1,568 40 

 
四、 106 學年度第 1 學期共開設 4 班跨國遠距課程，122 人次修讀，107 班一般遠距課程，

5,021 人次修讀，共計 5,143 人次修讀。 

106 學年度第 1 學期遠距課程統計表（106 年 10 月 12 日） 

學院 系所 
跨國遠距課程開課數 一般遠距課程

班級數 人次 班級數 人次 

英語暨 

國際學院 

英國語文系/所 4 122 14 559 

翻譯系/所 ─ ─ ─ ─ 

國際企業管理系/所 ─ ─ 9 554 

國際事務系 ─ ─ ─ ─ 

英語教學中心 ─ ─ 24 1,044

國際事務碩士學位學程 ─ ─ ─ ─ 

國際商務英語學士學位學程 ─ ─ ─ ─ 

國際觀光與會展學士學位學程 ─ ─ ─ ─ 

合計 4 122 47 2,157

歐亞 

語文學院 

法國語文系 ─ ─ 6 192 

德國語文系 ─ ─ 5 153 

西班牙語文系 ─ ─ 7 371 

日本語文系 ─ ─ 7 339 

歐洲研究所 ─ ─ ─ ─ 

東南亞語言中心 ─ ─ ─ ─ 

合計 ─ ─ 25 1,055

文教創意 

產業學院 

應用華語文系/所 ─ ─ 16 731 

外語教學系/所 ─ ─ ─ ─ 

傳播藝術系/所 ─ ─ ─ ─ 

數位內容應用與管理系 ─ ─ 11 590 

師資培育中心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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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計 ─ ─ 27 1,321

人文 

教育學院 

通識教育中心 ─ ─ 5 355 

吳甦樂教育中心 ─ ─ 2 93 

體育教學中心 ─ ─ 1 40 

合計 ─ ─ 8 488 

總 計 4 122 107 5,021

 

五、 106 學年度第 1 學期全校全英語授課共計 505 門課，17,693 次修讀，其中包含英語系

所 449 門課，16,002 人次修讀，非英語系所 56 門課，1,691 人次修讀。 

106 學年度第 1 學期全英語授課統計表（106 年 10 月 12 日） 

學院 系所 
英語系所 非英語系所 

開課數 修課人次 開課數 修課人次

英語暨 

國際學院 

英國語文系/所 250 8,948 ─ ─ 

翻譯系/所 ─ ─ ─ ─ 

國際企業管理系/所 ─ ─ 6 368 

國際事務系 ─ ─ 22 680 

英語教學中心 153 5,675 ─ ─ 

國際事務碩士學位學程   7 57 

國際商務英語學士學位學程 ─ ─ 9 223 

國際觀光與會展學士學位學程 ─ ─ ─ ─ 

合計 403 14,623 44 1,328 

歐亞 

語文學院 

法國語文系 ─ ─ ─ ─ 

德國語文系 ─ ─ 2 61 

西班牙語文系 ─ ─ ─ ─ 

日本語文系 ─ ─ ─ ─ 

歐洲研究所 ─ ─ 1 15 

東南亞語言中心 ─ ─ ─ ─ 

合計 ─ ─ 3 76 

文教創意 

產業學院 

應用華語文系/所 ─ ─ 1 31 

外語教學系/所 46 1,379 ─ ─ 

傳播藝術系/所 ─ ─ 1 25 

數位內容應用與管理系 ─ ─ ─ ─ 

師資培育中心 ─ ─ 1 30 

合計 46 1,379 3 86 

人文 

教育學院 

通識教育中心 ─ ─ 4 155 

吳甦樂教育中心 ─ ─ 1 21 

體育教學中心 ─ ─ 1 25 

合計 0 0 6 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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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 計 449 16,002 56 1,691 

 
六、 106 學年度第 1 學期微型課程共開設 3 門，修課人數 131 人；深碗課程共開設 2 門，

修課人數 64 人。 

 

肆、 提案討論 

提案一                                               提案單位：英語暨國際學院 

案由：提請審議 106 學年度第 1 學期英語暨國際學院專業服務學習課程案。 

說明： 

一、 本學院英國語文系及國際事務系之專業服務學習課程教學綱要已通過校外專家

審查。專業服務學習課程明細如下： 

序號 課程名稱 開課單位 開課教師 

1 兒童英語教學(一) 英國語文系 洪錦心 

2 非政府組織與志工管理 國際事務系 簡赫琳 

二、 本案業經英國語文系 106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1 次系所務會議(106.9.14)、國際事

務系第 1 次系務會議(106.9.15)及英語暨國際學院第 1 次院課程委員會議(106.9.2

9)審議通過。 

附件：附件 1、「專業服務學習」課程申請表－兒童英語教學(一)、非政府組織與志工管理

（第 25-37 頁）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                                               提案單位：英語暨國際學院 

案由：提請審議 106 學年度第 1 學期英國語文系新增課程申請案。 

說明： 

一、 配合教育部「106 年度技專校院教學創新先導計畫－創新創業新開課程」，擬開

設「社區參與的社會創業平台實作」課程。 

二、 本案業經英國語文系 106學年度第 1學期第 1次系所課程規劃小組會議(106.9.12)

、第1次系所務會議(106.9.14)及英語暨國際學院第1次院課程委員會議(106.9.29)

審議通過。 

附件：附件 2-1、「106 年度技專校院教學創新先導計畫」創新創業新開課程計畫表（第 3

9-40 頁） 

   附件 2-2、新增課程申請表－社區參與的社會創業平台實作（第 41-42 頁） 

   附件 2-3、彈性課程規劃書－社區參與的社會創業平台實作（第 43-49 頁）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三                                               提案單位：英語暨國際學院 

案由：提請審議 106 學年度日四技英國語文系科目學分表修訂案。 

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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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依據 106 年 7 月 4 日行政會議決議辦理。為促進學生廣泛學習之需求，教務處

建議修訂 106 學年度日四技科目學分表之一般選修學分數為 6~10 學分。 

二、 本系 106 學年度日四技科目學分表擬新增一般選修 6 學分，並擬取消備註欄中

「其中 12 學分必須於同一模組」之規定。修訂前後對照表如下： 

修訂後 修訂前 修改說明 

※畢業總學分為 132 學分=校

訂共同必修 52 學分+院訂共同

必修3學分+系訂必修 61學分+

系訂實習必選修至少 1 學分+

系訂專業選修 9 學分+一般選

修 6 學分。 

※畢業總學分為 132 學分=校

訂共同必修 52 學分+院訂共同

必修3學分+系訂必修 61學分+

系訂實習必選修至少 1 學分+

系訂專業選修 15 學分（其中

12 學分必須於同一模組）。 

更改畢業學

分數說明 

三、 本案業經英國語文系 106學年度第 1學期第 1次系所課程規劃小組會議(106.9.12)

、第1次系所務會議(106.9.14)及英語暨國際學院第1次院課程委員會議(106.9.29)

審議通過。 

附件：附件 3、106 學年度日四技英國語文系科目學分表（第 51-52 頁） 

決議：照案通過；送交 106 年 10 月 24 日教務會議審議。 

 

提案四                                               提案單位：英語暨國際學院 

案由：提請審議日二技翻譯系新增課程申請案。 

說明： 

一、 「筆譯：商業法律文件」為 106 學年度科目學分表之系定必選修科目。 

二、 為配合實際教學的需求，「筆譯：商業法律文件(一)」和「筆譯：商業法律文件(二)

整合為「筆譯：商業法律文件」。 

三、 本案業經翻譯系 106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1 次系所課程規劃小組會議(106.9.15)、

第 1 次系所務會議(106.9.15)及英語暨國際學院第 1 次院課程委員會議(106.9.29)

審議通過。 

附件：附件 4、新增課程申請表－筆譯：商業法律文件（第 53-54 頁）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五                                               提案單位：英語暨國際學院 

案由：提請審議 107 學年度日四技翻譯系科目學分表修訂案。 

說明： 

一、 依據 106 年 7 月 4 日行政會議決議辦理。為促進學生廣泛學習之需求，教務處

建議修訂 106 學年度日四技科目學分表之一般選修學分數為 6~10 學分。 

二、 本系修訂案含一年級課程，不克自 106 學年度起實施，故修訂後的科目學分表

適用於 107 學年度（含）起入學學生。科目學分修訂前後對照表如下，說明如

後： 

修訂後 修訂前 修改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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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名稱 
年

級 

學期/ 

學年 

必

選

修 

學

分

時

數
科目名稱

年

級

學期/

學年

必

選

修 

學

分 

時

數 

初階筆譯 1 上 
必

修 2 2 初階筆譯 1 全 
必

修 4 4 

學年課程

改為學期

課程 

筆譯技巧

運用 
1 下 

必

修 2 2
筆譯技巧

運用 
1 全 

必

修 4 4 

學年課程

改為學期

課程 

第二外語

(一) 
1 全 

必

選

修 
4 4

第二外語

(一) 
3 全 

必

選

修 
4 4 

更改開課

年級 

第二外語

(二) 
2 全 

必

選

修 
4 4

第二外語

(二) 
4 全 

必

選

修 
4 4 

更改開課

年級 

電腦輔助

翻譯 
2 上 

必

選

修 
3 3

電腦輔助

翻譯 
3 下 

必

選

修 
3 3 

更改開課

年級、學

期 

筆譯：文

創議題 
2 上 

必

選

修 
2 2

筆譯：文

創議題 
3 上 

必

選

修 
2 2 

更改開課

年級 

中英導覽

解說 
3 下 

必

選

修 
2 2

中英導覽

解說 
3 下 

必

修 2 2 
必修改為

必選修 

模擬會議 4 上 
必

選

修 
3 3 模擬會議 4 上 

必

修 3 3 
必修改為

必選修 

六門至少選修三門 四門至少選修二門 

更改系訂

必選修口

譯類組課

程備註 

2 個月（實習 320 小時） 實習 320 小時 

更改「專

業實習」

課程備註

※畢業學分數 131 學分=校共同

必修 52 學分+院共同必修 3 學分

+系訂必修 34 學分+系訂必選修

至少 22 學分（包含必選修第二

外語 4 學分）+系訂選修至少 11

學分+一般選修 9 學分。 

※畢業學分數 131 學分=校共同

必修 52 學分+院共同必修 3 學分

+系訂必修 43 學分+系訂必選修

至少 22 學分（包含必選修第二

外語 4 學分）+系訂選修至少 11

學分。 

更改畢業

學分數說

明 

(一) 系訂必修科目「初階筆譯」、「筆譯技巧運用」原上下學期各 2 學分，每門課

共 4 學分，改為單學期課程各 2 學分。 

(二) 系訂必選修科目「第二外語(一)」、「第二外語(二)」、「電腦輔助翻譯」、「筆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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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創意議題」更動開課年級。 

(三) 「中英導覽解說」、「模擬會議」由必修改為系訂必選修。因此，系訂必選修

口譯類組課程增加為六門，學生須修習六門中的三門（原規定為由四門中選

修二門）。 

(四) 「專業實習」實習條件增加 2 個月（實習 320 小時）說明。 

(五) 翻譯系畢業學分數修訂系訂必修 34 學分，增加一般選修 9 學分。 

三、 本案業經翻譯系 106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1 次系所課程規劃小組會議(106.9.15)、

第 1 次系所務會議(106.9.15)及英語暨國際學院第 1 次院課程委員會議(106.9.29)

審議通過。 

附件：附件 5、107 學年度日四技翻譯系科目學分表（第 55-56 頁）。 

決議：照案通過；送交 106 年 10 月 24 日教務會議審議。 

 

提案六                                               提案單位：英語暨國際學院 

案由：提請審議 106 學年度國際事業暨文化交流研究所碩士班及碩士在職專班科目學分表

備註說明修訂案。 

說明： 

一、 為配合辦理本所與法國 Estice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chool，以及俄羅斯 European 

Business School of Immanuel Kant Baltic Federal University 之「三方碩士學程」，

擬修訂本所 106 學年度科目學分表之備註說明，修訂前後備註對照表如下： 

國際事業暨文化交流研究所碩士班科目學分表 

科目學分表備註說明處（修訂後） 科目學分表備註說明處（修訂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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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本所「碩士三方學程」之學生，

畢業最低學分為 40 學分，其中包括：

（1）「碩士三方學程」課程 30 學分(課

程規畫表另訂)；（2）所訂之必、選修

課程至少 10 學分。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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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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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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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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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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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事業暨文化交流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科目學分表 

科目學分表備註說明處（修訂後） 科目學分表備註說明處（修訂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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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本所「碩士三方學程」之學生，

畢業最低學分為 40 學分，其中包括：

（1）「碩士三方學程」課程 30 學分（課

程規畫表另訂）；（2）所訂之必、選修

課程至少 10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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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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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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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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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案業經本系所 106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1 次系所課程規劃小組會議(106.09.14)、

第1次系所務會議(106.09.14)及英語暨國際學院第1次院課程委員會議(106.9.29)

審議通過。 

附件：附件 6-1、106 學年度國際事業暨文化交流研究所碩士班科目學分表（第 57-58 頁） 

   附件 6-2、106 學年度國際事業暨文化交流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科目學分表（第 59

-60 頁） 

   附件 6-3、「碩士三方學程」課程規劃表（第 61 頁） 

決議：照案通過；科目學分表送交 106 年 10 月 23 日進修部部務會議及 106 年 10 月 24

日教務會議審議。 

 

提案七                                               提案單位：英語暨國際學院 

案由：提請審議 106 學年度日四技國際企業管理系科目學分表修訂案。 

說明： 

一、 依據 106 年 7 月 4 日行政會議決議辦理。為促進學生廣泛學習之需求，教務處

建議修訂 106 學年度日四技科目學分表之一般選修學分數為 6~10 學分。 

二、 本系 106 學年度日四技科目學分表擬新增一般選修 6 學分。修訂前後對照表如

下： 

修訂後 修訂前 修改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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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 
學

分

數 

年

級

學期/

學年
課程名稱 

學

分

數

年

級 

學期/ 

學年 

刪除科目    
國際商務資訊管

理 
3 二 下 刪除科目

畢業專題研究

(一) 
1 三 下 

畢業專題研究

(一) 
2 三 下 

更改學分

數 

企業倫理與社會

責任 
2 三 下 

企業倫理與社會

責任 
3 三 下 

更改學分

數 

畢業專題研究

(二) 
1 四 上 

畢業專題研究

(二) 
2 四 上 

更改學分

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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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學分+系訂選

修至少 17 學分+一般選修 6 學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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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更改畢業

學分數說

明 

三、 本案業經本系所 106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1 次系所課程規劃小組會議(106.09.14)、

第1次系所務會議(106.09.14)及英語暨國際學院第1次院課程委員會議(106.9.29)

審議通過。 

附件：附件 7、106 學年度國際企業管理系科目學分表（第 63-64 頁） 

課務組提醒：「畢業專題研究(一)」、「企業倫理與社會責任」及「畢業專題研究(二)」三門課
程應依程序提新增課程申請，再提送校課程委員會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送交 106 年 10 月 24 日教務會議審議。 

 

提案八                                               提案單位：英語暨國際學院 

案由：提請審議 105 及 106 學年度五專部英國語文科科目學分表修訂案。 

說明： 

一、 105 及 106 學年度五專部科目學分表之部訂一般科目及校訂一般科目有若干誤

植，爰此提請修正。修正對照表如下： 

修訂後 修訂前 

修改說明
科目名稱 

年

級 

學期/ 

學年 

必

選

修 

學

分

時

數
科目名稱

年

級

學期/

學年

必

選

修 

學

分 

時

數 

四書選讀 三 全 
校

訂 
4 4 四書選讀 三 全 

部

訂 
4 4 

部訂改校

訂 

化學 三 下 
部

訂 
2 2 化學 三 上 

部

訂 
2 2 

三上改三

下 

史籍選讀 四 全 

校

訂

必

修 

6 6 史籍選讀 四 上 

校

訂

必

修 

2 2 

1. 四上

改四(全) 

2. 2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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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後 修訂前 

修改說明
科目名稱 

年

級 

學期/ 

學年 

必

選

修 

學

分

時

數
科目名稱

年

級

學期/

學年

必

選

修 

學

分 

時

數 

改 6 學分

先秦諸子

選讀 
五 全 

校

訂

必

修 

4 4
先秦諸子

選讀 
四 下 

校

訂

必

修 

2 2 

1. 四下

改五(全) 

2. 2 學分

改 4 學分

哲學概論 四 
上 

(下) 

校

訂

必

修 

2 2 哲學概論 四 上 

校

訂

必

修 

2 2 

四上開設

改四上或

四下開設

刪除科目      
公民核心

能力(一):
民主素養

五 上 

校

訂

必

修 

2 2 

刪除科目

（本課程

為菁英班

課程） 

刪除科目      
中國語文

應用 
五 上 

校

訂

必

修 

2 2  

二、 本次修訂適用於 105 及 106 學年度五專部科目學分表。 

三、 本案業經英國語文系 106學年度第 1學期第 1次系所課程規劃小組會議(106.9.12)

、第1次系所務會議(106.9.14)及英語暨國際學院第1次院課程委員會議(106.9.29)

審議通過。 

附件：附件 8、105 學年度五專部英國語文科科目學分表（第 65-66 頁） 

決議：照案通過；送交 106 年 10 月 24 日教務會議審議。 

 

提案九                                               提案單位：英語暨國際學院 

案由：提請審議 104 學年度起五專部「雙外語跨領域國際專業人才培育專班」科目學分表

中「業界實習」開課學期修訂案。 

說明： 

一、 為避免學生因實習而延畢（簽呈如附件），五專部「雙外語跨領域國際專業人才

培育專班」第五年「業界實習」課程擬由下學期更改為上、下學期皆開課。 

修訂後 修訂前 

課程名稱 學分數 學期 年級 課程名稱 學分數 學期 年級

業界實習 
6 學期 五上 

業界實習 6 學期 五下
(6) 學期 (五下)

二、 建請同意本修訂案適用 104 學年度（含）之後入學學生。 

三、 本案業經英國語文系 106學年度第 1學期第 1次系所課程規劃小組會議(106.9.12)

、第1次系所務會議(106.9.14)及英語暨國際學院第1次院課程委員會議(106.9.29)



11 

審議通過。 

附件：附件 9、104 學年度五專部「雙外語跨領域國際專業人才培育專班」科目學分表及

實習課程簽呈（第 67-70 頁） 

決議：照案通過；科目學分表送交 106 年 10 月 24 日教務會議審議。 

 

提案十                                               提案單位：英語暨國際學院 

案由：提請審議五專部英國語文科「畢業公演」合格制案。 

說明： 

一、 英國語文科學生於「畢業公演」負責的工作項目皆不相同，未有統一標準，因

此任課教師恐在評分上較有困難。本系擬將「畢業公演」列為系定選修課程，

成績採合格制，故將不會列入學期總平均，衍生評分爭議或沒有分數之問題。 

二、 建請同意本修訂案適用 102 學年度（含）起入學學生。 

三、 本案業經英國語文系 106學年度第 1學期第 1次系所課程規劃小組會議(106.9.12)

、第1次系所務會議(106.9.14)及英語暨國際學院第1次院課程委員會議(106.9.29)

審議通過。 

附件：附件 10-1、新增課程申請表－畢業公演（第 71-72 頁） 

   附件 10-2、彈性課程規劃書－畢業公演（第 73-75 頁） 

決議：照案通過；送交 106 年 10 月 24 日教務會議審議。 

 

提案十一                                             提案單位：英語暨國際學院 

案由：提請審議日四技共英語必修課程 Level 7、Level 8、Level 9 課程綱要修訂案。 

說明： 

一、 英語教學中心依 105 學年第 2 學期第 2 次教務會議通過「106 多元文化語境之英

文學習革新課程計畫」內容，修訂日四技共英語必修課程 L7、L8、L9 課程綱要

之課程概要與課程目標。 

二、 新版課程綱要擬自 106 學年度起適用於大一、大二及大三。 

三、 本案業經英語教學中心 106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1 次課程規劃小組會議(106.8.15)

及英語暨國際學院第 1 次院務會議(106.10.6)審議通過。 

決議：撤案；本案須經英語暨國際學院課程委員會議通過後，再提送校課程委員會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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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由：提請確認 106 學年度第 1 學期法國語文系、西班牙語文系及日本語文系專業服務學

習課程教學綱要外審結果案。 

說明： 

一、 本學院法國語文系、西班牙語文系及日本語文系之專業服務學習課程教學綱要

已通過校外專家審查。專業服務學習課程明細如下： 

單位 開課教師 課程名稱 通過會議 

法國語文系 劉政彰 法國文化（二） 106.09.13 系課程規劃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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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9.13 系務會議 

西班牙語文系 孫素靜 西班牙文教學法概論 
106.09.07 系課程規劃小組

106.09.14 系務會議 

日本語文系 張汝秀 日語教學法 
106.09.13 系課程規劃小組

106.09.14 系務會議 

日本語文系 張汝秀 日語教學法演練 
106.09.13 系課程規劃小組

106.09.14 系務會議 

二、 本案業經 106 年 9 月 27 日院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 

附件：附件 12-1、服務學習中心提供之「106 學年度第 1 學期專業服務學習課程大綱校外

諮詢建議表（僅摘錄法文、西文及日文系部份）」（第 77-78 頁） 

附件 12-2、劉政彰老師－法國文化（二）「課程申請表」及「教學綱要」（第 79-85

頁） 

附件 12-3、孫素靜老師－西班牙文教學法概論「教學綱要修改前後對照表」及「修

改後教學綱要」（第 86-90 頁） 

附件 12-4、張汝秀老師－日語教學法、日語教學法演練「教學綱要修改前後對照表」

及「修改後教學綱要」（第 91-104 頁）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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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由：提請審議 106 學年度歐洲研究所科目學分表修訂案。 

說明： 

一、 106 學年度之科目學分表下方註記新增列第 2 點：「選修 21 學分中，經學生申請

核准後，有 6 學分可至本校外所修習」。 

二、 修改版之科目學分表適用 106 學年度起入學之學生。 

三、 本案業經 106 年 9 月 14 日所課程規劃小組會議、所務會議通過，並經 106 年 9

月 27 日院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 

附件：附件 13、106 學年度歐洲研究所科目學分表（第 105 頁） 

決議：照案通過；送交 106 年 10 月 24 日教務會議審議。 

 

提案十四                                               提案單位：歐亞語文學院 

案由：提請審議 107 學年度日四技法國語文系科目學分表修訂暨新課程申請案。 

說明： 

一、 依據 106 年 7 月 4 日行政會議決議辦理。為促進學生廣泛學習之需求，教務處

建議修訂 106 學年度日四技科目學分表之一般選修學分數為 6~10 學分。爰此法

國語文系擬調整日四技科目學分表內容如下： 

(一) 將系訂必修「法國語言與文化」四年級上下學期各 3 學分共 6 學分，調整為

上下學期各 2 學分共 4 學分。 

(二) 刪除系訂必修「法文寫作(一)」（一年級上下學期各 1 學分共 2 學分）。 

(三) 將系訂必修「法文寫作(二)」（4 學分）之科目名稱修改為「法文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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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因應學分數之調整，修改科目學分表下方註記第 1 點內容如下： 

1. 修改前：畢業總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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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修改後：畢業總學分 135 學分=校共同必修 52 學分+院共同必修 4 學分+系訂

必修 54 學分+系訂必選修至少 1 學分+跨領域學分學程至少 20 學分+一般選

修 4 學分。 

二、 此科目學分表適用 107 學年度起入學之學生。 

三、 本案業經 106 年 9 月 13 日系課程規劃小組會議、系務會議及 106 年 9 月 27 日

院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 

附件：附件 14-1、107 學年度日四技法國語文系科目學分表（第 107-108 頁） 

   附件 14-2、新增課程申請表－法國語言與文化（第 109-110 頁） 

   附件 14-3、新增課程申請表－法文寫作（第 111-112 頁） 

決議：照案通過；科目學分表送交 106 年 10 月 24 日教務會議審議。 

 

提案十五                                               提案單位：歐亞語文學院 

案由：提請審議 106 學年度日四技德國語文系科目學分表修訂暨新課申請案。 

說明： 

一、 依據 106 年 7 月 4 日行政會議決議辦理。為促進學生廣泛學習之需求，教務處

建議修訂 106 學年度日四技科目學分表之一般選修學分數為 6~10 學分。爰此德

國語文系擬調整日四技科目學分表內容如下： 

(一) 將系訂必修「德語口語訓練」（4 學分）調整至跨領域學分學程中之學程必選

修課程。 

(二) 因應學分數之調整，修改科目學分表下方註記第 1 點內容如下： 

1. 修改前：畢業總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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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修改後：畢業總學分 135 學分=校共同必修 52 學分+院共同必修 4 學分+系訂

必修 54 學分+系訂必選修至少 1 學分+跨領域學分學程至少 20 學分+一般選

修 4 學分。 

二、 修改版之科目學分表適用 106 學年度起入學之學生。 

三、 本案業經 106 年 9 月 13 日系課程規劃小組會議、106 年 9 月 14 日系務會議及

106 年 9 月 27 日院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 

附件：附件 15-1、106 學年度日四技德國語文系科目學分表（第 113-114 頁） 

   附件 15-2、新增課程申請表－德語口語訓練（第 115-116 頁） 

決議：照案通過；科目學分表送交 106 年 10 月 24 日教務會議審議。 

執行情形：會後經德國語文系主任確認，106 學年度日四技德國語文系科目學分表中「德文
翻譯」為學程必修課程，應同提案十六說明刪除之。 

 

提案十六                                               提案單位：歐亞語文學院 

案由：提請審議 105 學年度日四技德國語文系科目學分表修訂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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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明： 

一、 刪除德文翻譯為學程必修課程。 

二、 修改版之科目學分表適用 105 學年度入學之學生。 

三、 本案業經 106 年 9 月 13 日系課程規劃小組會議、106 年 9 月 14 日系務會議及

106 年 9 月 27 日院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 

附件：附件 16、105 學年度日四技德國語文系科目學分表（第 117-118 頁） 

決議：照案通過；送交 106 年 10 月 24 日教務會議審議。 

 

提案十七                                               提案單位：歐亞語文學院 

案由：提請審議 107 學年度日四技西班牙語文系科目學分表修訂暨新課程申請案。 

說明： 

一、 依據 106 年 7 月 4 日行政會議決議辦理。為促進學生廣泛學習之需求，教務處

建議修訂 106 學年度日四技科目學分表之一般選修學分數為 6~10 學分。爰此西

班牙語文系擬調整日四技科目學分表內容如下： 

(一) 將日四技一年級系訂必修「西班牙文閱讀與聽力(一)」（4 學分）刪除，並修

改日四技二年級「西班牙文閱讀與聽力(二)」（4 學分）科目名稱為「西班牙

文閱讀與聽力」。 

(二) 因應學分數之調整，修改科目學分表下方註記第 1 點內容如下： 

1. 修改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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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學分+跨領域學分學程至少 20 學分。 

2. 修改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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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學分+系訂必選修 1 學分+跨領域學分學程至少 20 學分+一般選

修 4 學分。 

二、 此科目學分表適用 107 學年度起入學之學生。 

三、 本案業經 106 年 9 月 7 日系課程規劃小組會議、106 年 9 月 14 日系務會議及 106

年 9 月 27 日院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 

附件：附件 17-1、107 學年度日四技西班牙語文系科目學分表（第 119-120 頁） 

   附件 17-2、新增課程申請表－西班牙文閱讀與聽力（第 121-122 頁） 

決議：照案通過；科目學分表送交 106 年 10 月 24 日教務會議審議。 

 

提案十八                                               提案單位：歐亞語文學院 

案由：提請審議 106 學年度日四技日本語文系科目學分表修訂案。 

說明： 

一、 依據 106 年 7 月 4 日行政會議決議辦理。為促進學生廣泛學習之需求，教務處

建議修訂 106 學年度日四技科目學分表之一般選修學分數為 6~10 學分。爰此日

本語文系擬調整日四技科目學分表內容如下： 

(一) 將系訂選修自 16 學分刪減為 12 學分，其修讀規定修改為「語言與文化課程 4

學分+專業課程（「翻譯課程」或「商業實務課程」二擇一）8 學分」。 

(二) 因應學分數之調整，修改科目學分表下方註記第 1 點內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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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修改前： 

(1) 校共同必修 52 學分+院共同必修 4 學分+系訂必修 57 學分+系訂選修 16

學分（語言與文化課程、翻譯課程、商業實務課程）【其畢業總學分計為

129 學分】。 

(2) 校共同必修 52 學分+院共同必修 4 學分+系訂必修 57 學分+系訂選修 16

學分（語言與文化課程、翻譯課程、商業實務課程）+跨領域課程 4 學分

【可獲得「跨領域學分學程證書」，其畢業總學分計為 133 學分】。 

2. 修改後： 

(1) 校共同必修 52 學分+院共同必修 4 學分+系訂必修 57 學分+系訂選修 12

學分（語言與文化課程 4 學分+專業課程（「翻譯課程」或「商業實務課

程」二擇一）8 學分）+一般選修 4 學分【其畢業總學分計為 129 學分】。 

(2) 校共同必修 52 學分+院共同必修 4 學分+系訂必修 57 學分+系訂選修 12

學分（語言與文化課程 4 學分+專業課程（「翻譯課程」或「商業實務課

程」二擇一）8 學分）+一般選修 4 學分【其畢業總學分計為 129 學分】+

跨領域課程 4 學分【可獲得「跨領域學分學程證書」，其畢業總學分計為

133 學分】。  

(三) 刪除「文化與日語文教學分學程」，保留「日文翻譯與國際會展學分學程」及

「商務與觀光導覽學分學程」。 

(四) 刪除科目學分表中之「文化與日語文教學分學程」三門跨領域課程（數位教

材製作、電子書製作、數位教學設計）。 

二、 此科目學分表適用 106 學年度起入學之學生。 

三、 本案業經 106 年 9 月 13 日系課程規劃小組會議、106 年 9 月 14 日系務會議及

106 年 9 月 27 日院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 

附件：附件 18、106 學年度日四技日本語文系科目學分表（第 123-124 頁） 

決議：照案通過；送交 106 年 10 月 24 日教務會議審議。 

 

提案十九                                               提案單位：歐亞語文學院 

案由：提請審議日本語文系「文化與日語文教」學分學程實施要點修正案。 

說明： 

一、 日本語文系跨領域學分學程「文化與日語文教學分學程」之跨領域課程由數位

內容應用與管理系支援師資，為配合其師資規劃，擬配合數位內容應用與管理

系將「數位教學設計」由 4 年級上學期改至 3 年級下學期開設，故修正本學分

學程實施要點第九條之學程科目學分表。 

二、 本案業經 106 年 6 月 6 日系課程規劃小組會議及 106 年 6 月 15 日系務會議通過，

並經 106 年 9 月 27 日院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 

附件：附件 19、「文化與日語文教」學分學程實施要點（第 125-126 頁） 

決議：照案通過；送交 106 年 10 月 24 日教務會議審議。 

 

提案二十                                           提案單位：文教創意產業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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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提請審議 106 學年度第 1 學期外語教學系及傳播藝術系專業服務學習課程案。 

說明： 

一、 外語教學系專業服務學習課程綱要已由服務學習中心送外審通過，經外語教學

系所 106 年 9 月 14 日課程規劃小組會議及 106 年 9 月 15 日系所務會議審議通

過，並經文教創意產業學院 106 年 9 月 27 日院課程委員會議通過。課程明細如

下： 

序號 課程名稱 

1 教學實習與服務學習 

2 英語正音與口語訓練 

3 兒童英語活動教學 

二、 傳播藝術系專業服務學習課程綱要已由服務學習中心送外審通過，經傳播藝術

系 106 年 9 月 19 日課程規劃小組會議及 106 年 9 月 20 日系所務會議審議通過，

並經文教創意產業學院 106 年 9 月 27 日院課程委員會議通過。課程名稱為「傳

播藝術實務」，擬依外審委員意見增修課程目標，修訂前後對照表如下： 

修改項目 修訂後 修訂前 

課程目標 

Course 

Objectives 

1. 具備數位媒體製作之專案執

行及專題製作知能。 

2. 具備廣告與行銷專案執行及

專題製作知能。 

3. 透過校內實習熟練廣電節目

製作。 

4. 掌握廣電節目企劃與製作之

統整與執行能力。 

5. 習得傳播藝術類課程之整合

能力。 

6. 具備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的

能力。  

7. 具備服務社會之公民素養。

 

1. the comprehension and ability 

of carrying out the media and 

project production. 

2. the ability of carrying out the 

advertisement and marketing 

project and special l project 

production. 

3. the ability to practice 

broadcasting and TV program 

production by the campus 

internship. 

1. 具備數位媒體製作之專案執

行及專題製作知能。 

2. 具備廣告與行銷專案執行及

專題製作知能。 

3. 透過校內實習熟練廣電節目

製作。 

4. 掌握廣電節目企劃與製作之

統整與執行能力。 

5. 習得傳播藝術類課程之整合

能力。 

 

 

 

 

To assist the students to be 

equipped with 

1. the comprehension and ability 

of carrying out the media and 

project production. 

2. the ability of carrying out the 

advertisement and marketing 

project and special l project 

production. 

3. the ability to practice 

broadcasting and TV pro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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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the ability to well know the 

skill of carrying out and 

proposing the broadcasting 

and TV production. 

5. the ability to practice the 

integrated ability of 

communication arts courses. 

6. the ability to have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and teamwork. 

7. the civic literacy to serve the 

community. 

production by the campus 

internship. 

4. the ability to know the skill 

well of carrying out and 

proposing the broadcasting 

and TV production. 

5. the ability to practice the 

integrated ability of 

communication arts courses. 

附件：附件 20-1、外語教學系「專業服務學習」課程申請表（共 3 門）（第 127-142 頁） 

   附件 20-2、傳播藝術系「專業服務學習」課程申請表（第 143-147 頁） 

   附件 20-3、傳播藝術系「專業服務學習」外審委員意見（第 148 頁）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十一                                         提案單位：文教創意產業學院 

案由：提請審議 106 學年度外語文教事業發展研究所碩士班及碩士在職專班科目學分表修

訂案。 

說明： 

一、 本案修訂科目學分表備註文字，對照表如下： 

學制 修訂後 現行 

碩士班 

※待論文計畫/專題研究計畫口

考通過後，始可註冊論文/專題研

究課程；待論文口考通過後，始

登錄成績。 

※待論文計畫口考通過後，始可

註冊論文/專題研究課程。 

碩士 

在職專班 

※待論文計畫口考通過後，始可

註冊論文課程；待論文口考通過

後，始登錄成績。 

※待論文計畫口考通過後，始可

修習論文課程。 

二、 本案業經外語教學系所 106 年 9 月 14 日課程規劃小組會議及 106 年 9 月 15 日

系所務會議審議通過，並經文教創意產業學院 106 年 9 月 27 日院課程委員會議

通過。 

附件：附件 21、106 學年度外語文教事業發展研究所碩士班及碩士在職專班科目學分表（

第 149-150 頁） 

決議： 

一、 碩士班備註文字修訂為「待論文計畫/專題研究計畫口考通過後，始可修習論文/

專題研究課程；待論文口考通過後，始登錄成績。」後照案通過；送交 106 年

10 月 24 日教務會議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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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碩士在職專班備註文字修訂為「待論文計畫口考通過後，始可修習論文課程；

待論文口考通過後，始登錄成績。」後照案通過；送交 106 年 10 月 23 日進修

部部務會議審議。 

 

提案二十二                                         提案單位：文教創意產業學院 

案由：提請審議 105 學年度外語文教事業發展研究所碩士班及碩士在職專班科目學分表修

訂案。 

說明： 

一、 外語教學系所於 105 年 12 月 28 日課程規劃小組會議修訂 106 學年度科目學分

表時，將畢業學分數調整為 30 學分並回溯至 105 學年度入學碩士班及碩士在職

專班生適用，修訂課程名稱及備註文字對照如下表。 

(一) 修訂課程名稱，對照表如下：  

學制 修訂後課程名稱 修訂後學分數 現行課程名稱 現行學分數

碩士班 論文/專題研究 3 
論文/專題研究(一) 2 

論文/專題研究(二) 2 

碩士在 

職專班 
論文 3 

論文(一) 2 

論文(二) 2 

(二) 修訂備註文字，對照表如下： 

學制 修訂後 現行 

碩士班 

1.畢業學分數為 30 學分，其中必

修為 20 學分（含論文/專題研究 3

學分），所訂選修為 10 學分。 

1.畢業學分數為 36 學分，必修為

21 學分，選修為 15 學分（可跨

所選修至多 6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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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增論文/專題研究備註） 

※待論文計畫/專題研究計畫口

考通過後，始可註冊論文/專題研

究課程；待論文口考通過後，始

登錄成績。 

－ 

碩士在 

職專班 

1.畢業學分數為 30 學分，其中必

修為 17 學分（含論文 3 學分），

所訂選修為 13 學分。 

1.畢業學分數為 38 學分（含論文

寫作 4 學分），其中必修為 18 學

分（含論文寫作 4 學分），選修

20 學分（可跨所選修至多 6 學

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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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修課開課情形 97 學年度

入學學生亦適用）。 

（新增論文課備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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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制 修訂後 現行 

※待論文計畫口考通過後，始可

註冊論文課程；待論文口考通過

後，始登錄成績。 

二、 本案業經外語教學系所 106 年 9 月 14 日課程規劃小組會議及 106 年 9 月 15 日

系所務會議審議通過，並經文教創意產業學院 106 年 9 月 27 日院課程委員會議

通過。 

附件：附件 22、105 學年度外語文教事業發展研究所碩士班及碩士在職專班科目學分表（

第 151-152 頁） 

決議： 

一、 碩士班備註文字修訂為「待論文計畫/專題研究計畫口考通過後，始可修習論文/

專題研究課程；待論文口考通過後，始登錄成績。」後照案通過；送交 106 年

10 月 24 日教務會議審議。 

二、 碩士在職專班備註文字修訂為「待論文計畫口考通過後，始可修習論文課程；

待論文口考通過後，始登錄成績。」後照案通過；送交 106 年 10 月 23 日進修

部部務會議審議。 

 

提案二十三                                         提案單位：文教創意產業學院 

案由：提請審議 104 學年度外語文教事業發展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科目學分表修訂案。 

說明： 

一、 外語教學系所於 105 年 12 月 28 日課程規劃小組會議修訂 106 學年度科目學分

表時，將畢業學分數調整為 30 學分並回溯至 104 學年度入學碩士在職專班生適

用。本次修訂 104 學年度碩士在職專班科目學分表備註文字，對照表如下： 

修訂後 現行 

1.畢業學分數為 30 學分，其中必修為

18 學分（含論文 4 學分），所訂選修為

12 學分。 

1.畢業學分數為 38 學分（含論文寫作

4 學分），其中必修為 18 學分（含論文

寫作 4 學分），選修 20 學分（可跨所

選修至多 6 學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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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修課開課情形 97 學年度

入學學生亦適用）。 

（新增論文課備註） 

※待論文計畫口考通過後，始可註冊

論文課程；待論文口考通過後，始登

錄成績。 

－ 

二、 本案業經外語教學系所 106 年 9 月 14 日課程規劃小組會議及 106 年 9 月 15 日

系所務會議審議通過，並經文教創意產業學院 106 年 9 月 27 日院課程委員會議

通過。 

附件：附件 23、104 學年度外語文教事業發展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科目學分表（第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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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決議：備註文字修訂為「待論文計畫口考通過後，始可修習論文課程；待論文口考通過後

，始登錄成績。」後照案通過；送交 106 年 10 月 23 日進修部部務會議審議。 

 

提案二十四                                         提案單位：文教創意產業學院 

案由：提請審議 106 學年度數位內容應用與管理系科目學分表修訂案。 

說明： 

一、 依據 106 年 7 月 4 日行政會議決議辦理。為促進學生廣泛學習之需求，教務處建

議修訂 106 學年度日四技科目學分表之一般選修學分數為 6~10 學分。 

二、 本次修訂 106 學年度科目學分表備註文字，對照表如下： 

修訂後 現行 

畢業總學分數 131 學分=校共同必修

52 學分+院共同必修 3 學分+系訂必修

30 學分+系訂模組選修 25 學分+系訂

選修 21 學分（系訂選修 21 學分中應

含本系系訂選修至少 15 學分，6 學分

可跨系選修）。 

畢業總學分為 131 學分：校共同必修

52 學分+院共同必修 3 學分+系訂必修

30 學分+系訂模組選修 25 學分+系訂

選修科目至少 21 學分，最低畢業學分

為 131 學分。 

三、 本案業經數位內容應用與管理系 106 年 9 月 20 日課程規劃小組會議及系務會議審

議通過，並經文教創意產業學院 106 年 9 月 27 日院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附件：附件 24、106 學年度數位內容應用與管理系科目學分表（第 155-156 頁） 

決議：照案通過；送交 106 年 10 月 24 日教務會議審議。 

 

提案二十五                                         提案單位：文教創意產業學院 

案由：提請審議數位內容應用與管理系新增課程案。 

說明： 

一、 為配合執行教育部 106 年度程式設計先導計畫課程，數位內容應用與管理系擬新

開設 3 門課程，明細如下：  

序號 課程名稱 

1 行動應用程式設計 

2 教學互動程式設計 

3 程式設計與應用 

二、 本案業經數位內容應用與管理系 106 年 9 月 20 日課程規劃小組會議及系務會議審

議通過，並經文教創意產業學院 106 年 9 月 27 日院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附件：附件 25、數位內容應用與管理系新增課程申請表（共 3 門）（第 157-162 頁）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十六                                         提案單位：文教創意產業學院 

案由：提請審議「跨境電商人才培育」產業學程實施要點（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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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明： 

一、 為配合執行教育部 106 年度產業學程計畫，數位內容應用與管理系研擬「跨境電

商人才培育」產業學程實施要點如附件。 

二、 本學程於 106 學年度上學期進行招生，預計招收 20 名學生，修讀期程為 1 年，須

修畢 29 學分始取得學程結業證明。 

三、 配合本學程開設新增課程共計 5 門，明細如下： 

序號 課程名稱 

1 跨境電商外貿與訂單處理 

2 跨境電商平台大數據分析 

3 跨境電商平台實務應用 

4 跨境電商思維與網路行銷 

5 跨境電商產品設計與包裝 

四、 本案業經數位內容應用與管理系 106 年 9 月 20 日課程規劃小組會議及系務會議審

議通過，並經文教創意產業學院 106 年 9 月 27 日院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附件：附件 26-1、「跨境電商人才培育」產業學程實施要點（第 163 頁） 

   附件 26-2、數位內容應用與管理系新增課程申請表（共 5 門）（第 165-174 頁） 

決議：照案通過；實施要點送交 106 年 10 月 24 日教務會議審議。 

 

提案二十七                                         提案單位：文教創意產業學院 

案由：提請審議「影音內容直播應用」產業學程實施要點（草案）。 

說明： 

一、 為配合執行教育部 106 年度產業學程計畫，傳播藝術系研擬「影音內容直播應用」

產業學程實施要點如附件。 

二、 本學程於 106 學年度上學期進行招生，預計招收 20 名學生，修讀期程為 2 年，須

修畢 20 學分始取得學程結業證明。 

三、 本案業經傳播藝術系 106 年 9 月 19 日課程規劃小組會議及 106 年 9 月 20 日系所

務會議審議通過，並經文教創意產業學院 106 年 9 月 27 日院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附件：附件 27、「影音內容直播應用」產業學程實施要點（第 175-176 頁） 

決議：照案通過；送交 106 年 10 月 24 日教務會議審議。 

 

提案二十八                                         提案單位：文教創意產業學院 

案由：提請討論外語教學系與美國 Fort Hays State University 之雙聯學制中英文版合約案。 

說明： 

一、 外語教學系擬規劃與美國 Fort Hays State University 合作進行雙聯學制。 

二、 本案業經外語教學系所 106 年 9 月 14 日課程規劃小組會議及 106 年 9 月 15 日系

所務會議審議通過，並經文教創意產業學院 106 年 9 月 27 日院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附件：附件 28-1、中文版雙聯學制合約（第 177-180 頁） 

   附件 28-2、英文版雙聯學制合約（第 181-190 頁） 

決議：照案通過；送交 106 年 10 月 24 日教務會議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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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二十九                                             提案單位：人文教育學院 

案由：提請審議通識教育中心新增課程申請案。 

說明： 

一、 本學院通識教育中心新增課程申請如下表，申請表如附件。 

課程名稱 開課單位 備註 

科學與科技應用 通識教育中心 
遠距課程 

日四技、進四技 3 年級 

二、 本案業經 106 學年度第 1 學期中心課程規劃小組會議(106.09.07)及中心會議

(106.09.14)通過，並經院課程委員會(106.09.29)審議通過。 

附件：附件 29、新增課程申請表－科學與科技應用（第 191-192 頁） 

決議：照案通過。 

 

伍、 臨時提案 

臨時提案                                             提案單位：英語暨國際學院 

案由：提請審議 103 至 106 學年度日四技國際事務系科目學分表修正案。 

說明： 

一、 本系日四技 103 至 106 學年度於畢業總學分數及修課備註有若干誤植，爰此提

出修正。 

二、 修正前後對照表如下： 

學年度 修正後 修正前 備註 

103 
◎系定必修 35 學分之修

課規定如下： 

◎系定必修 38 學分之修

課規定如下： 

原 38 學分包含

院共同必修，為

使修業規定更加

明確，擬修正為

35 學分。 
104 

◎系定必修 35 學分之修

課規定如下： 

◎系定必修 38 學分之修

課規定如下（含院共同

必修）： 

105 

「會議英文與國際禮

儀」、「畢業專題論文

(一)」備註為全英文授

課，「研究方法論概論」

備註為非全英文授課。 

「會議英文與國際禮

儀」、「畢業專題論文

(一)」備註為非全英文授

課，「研究方法論概論」

備註為全英文授課。 

修正全英授課科

目備註。 

◎系定必修 33 學分之修

課規定如下： 

◎系定必修 36 學分之修

課規定如下（含院共同

必修）： 

原 36 學分包含

院共同必修，為

使修業規定更加

明確，擬修正為

33 學分。 

◎系定專業選修科目 34

學分之修課規定如下： 

◎系定專業選修科目 37

學分之修課規定如下： 

原 37 學分為誤

植，為避免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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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淆，修正為正

確之 34 學分。 

106 

「會議英文與國際禮

儀」、「畢業專題論文

(一)」備註為全英文授

課，「研究方法論概論」

備註為非全英文授課。 

「會議英文與國際禮

儀」、「畢業專題論文

(一)」備註為非全英文授

課，「研究方法論概論」

備註為全英文授課。 

修正全英授課科

目備註。 

◎系定必修 33 學分之修

課規定如下： 

◎系定必修 36 學分之修

課規定如下（含院共同

必修）： 

原 36 學分包含

院共同必修，為

使修業規定更加

明確，擬修正為

33 學分。 

◎系定專業選修科目 34

學分之修課規定如下： 

◎系定專業選修科目 37

學分之修課規定如下： 

原 37 學分為誤

植，為避免學生

混淆，修正為正

確之 34 學分。 

三、 本案業經國際事務系 106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1 次系務會議(106.9.15)通過及第 1

次系課程規劃小組(106.10.03)審議通過。 

決議：撤案；因本案僅為修正科目學分表中誤植內容，不影響在校學生權益，請經系課程

規劃小組→系務會議→院課程委員會議通過，完備三級三審程序後，再提送第 2

次校課程委員會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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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藻外語大學「專業服務學習」課程申請表 

中文課程名稱 
Chinese Name of Course 

兒童英語教學(一) 
模組名稱 

Module Name 
 

英文課程名稱 
English Name of Course 

TEACHING CHILDREN ENG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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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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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國語文系 

 

課程概要 
Course Content 

本課程包括兒童語言習得概要、教室管理與經營、教案撰寫、教具製作，

及以兒童為教學對象之活動設計，訓練其英語聽與說技能。本課程著重

教學演練及應用。 
This course is designed for the fifth year students in Junior College.  It 
contains introduction to child language acquisition, classroom management, 
lesson planning and practical teaching techniques for use with young 
children.  The ideas and examples of teaching listening and speaking skills 
are presented clearly.  The course focuses on teaching practices and 
applications. 

課程目標 
Course Objectives 

1. 明瞭兒童學習外語之特性。 
2. 習得教案課程之撰寫能力。 
3. 營造快樂之學習氣氛。 
4. 配合歌曲、遊戲，設計輕鬆有趣之教學活動。 
5. 展示其英語教學技能及相關活動設計。 
Students will be able to 
1. understand how young children acquire second/foreign language, 
2. organize their lesson plans, 
3. create the right atmosphere for learning, 
4. design enjoyable teaching activities with songs and games, 
5. and demonstrate their ability in teaching children English, especially on 
listening and speaking skills. 

配對之能力指標 
Corresponding Skill Indicator / 

Standard 

1-5-5  習得英語語言學基本知識 

4-5-8  提昇獨立思考及綜合分析能力 

5-5-12 瞭解兒童英語教學理論與方法，習得教室管理與教案編寫之能力

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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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應的產業別 

Corresponding to Industry 
A-c 語言教學產業 

產業對應的知能 
Knowledge Corresponding to Industry 

A-c-10 語言整合教學能力 

A-c-14 教室管理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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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應升學領域的知能 
Knowledge of Corresponding Grade 

Promotion Territory 

C-1 外語聽說的能力 

C-2 外語讀寫的能力 

寫法可參考校務系統課程地圖課程知能檢核表第四頁籤「系培育目標、能力指標與課程搭配表」。 

各階段工作及各週

流程 Procedure 

 

準備
preparation 

第 1 週 

課程簡介 

第 2 至 5 週 

專業課程理論講解 

服務
service/action 

第 6 週至 16 週 

學生開始至機構進行至少 2 次的兒童英語教學。 

反思
reflection 

第 2 至 17 週 

學生於每次教學完畢與老師進行檢討與反省，並且撰寫省思實記 

慶賀
celebration 

第 17 週 

期末感恩會。 

期末考 第 18 週 

評量

Evaluating 

1. Attendance, punctuality & participation  10% 
2. Lesson plan and micro-teaching   10% 
3. Teaching in the organization      30% 
4. Reflection                     10% 
5. Mid-term Examination           20% 
6. Final Examination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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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機構

Cooperation 

agencies 

（一）機構名稱、地點：  
      如：暜量精舍兒童禪修(英文)班等 
（二）受服務對象： 
      社區 1-6 年級兒童(弱勢家庭兒童優先) 
（三）具體服務工作項目： 
      進行課程活動，引導多元豐富內容之學習。 
      設計每次進行 1-2 個小時的兒童英語課程教授。 
（四）合作模式： 
      由選修此一課程之文藻學生分組擔任教師到機構進行兒童英語課程教

授，帶領小朋友學習英語。服務前後，學生皆應進行檢討反思。 
（五）合作機構配合事項： 
      機構必須提出明確之需求，以便學生根據其所需設計適當之教案。 
      機構有義務向前去服務之學生介紹其機構，並提醒學生在服務過程中 
      所應注意的倫理。 
      機構必須配合提供學生於服務時所需之資源，例如影印回饋表或是教具。

如對上述課程有疑

問者，可諮詢右列

人員。Contact Us 

文藻外語學院 英文系講師 洪錦心 
連絡方式：77001@mail.wtuc.edu.tw，電話：07-342-6031 ext 5307 

備註 Remark 

預定成效： 

1. 對機構(社區)的改變： 

    經由活動的辦理，提供社區兒童(尤其是弱勢家庭子女)課外學習英語學習的

    機會。藉由生動活潑的課程，增進兒童學習英語的興趣，以及主動學習英語

    的意願。 

    從提出需求得到回應，再到需求被滿足認識到可以藉由大學生專業的學習共

    同為社區服務的 

2. 對參與專業服務學習學生的改變： 

    a. 充分瞭解兒童英語教學方法的原理，達到做中學的目的。 

    b. 從服務中認識大學生盡公民義務之重要性，同時透過服務他人， 

        走出教室，走入社區，深刻認識個人英語教學專業為社區重要資源之 

        ㄧ，進而更加肯定自我。 

    c.  從過程中培養大學生對倫理議題的敏感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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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內容與進度（Course Content & Schedule） 

週次 
Week 

上課日期 
Date 

單元名稱 
Units 

授課方式 
Instructional 
Approaches 

作業、報告、考試或其它

Assignments,Tests 
and Others 

備註 
Remarks

1 09/18-09/23 
 
Preparation 

Course Introduction 
Service-Learning Introduction 
(Preparation) 

Lecture 
Some NGOs are 
introduced to student.  

 

2 09/25-09/30 
 
Preparation 

The Young Language Learners 
Ethics of Teaching children in 
NGO 

Lecture/Group 
Discussion/Group 
Presentation 

 
Games and songs 1-2 

 

3 10/02-10/06 
 
Preparation 

Learning and teaching English 
Ethics of being a teacher 

Lecture/Group 
Discussion/Group 
Presentation 

 
Games and songs 3-4 

 

4 10/09-10/13 
 
Preparation 

Teaching Methods 
 

Lecture/Group 
Discussion/Group 
Presentation 

Games and songs 5-6  

5 10/16-10/20 
 
Preparation 

Child-centered learning and 
lesson 
Micro-teaching 1-2 

Lecture/Group 
Discussion/Group 
Presentation 

Games and songs 7-8 
 

 

6 10/23-10/27 
 
Service 

Lesson Planning 
Micro-teaching 3-4 

Lecture/Group 
Discussion/Group 
Presentation 

Games and songs 9-10 
Service Groups 1-2 

 

7 10/30-11/03 
 
Service 

Listening and Speaking 
Micro-teaching 5-6 

Lecture/Group 
Discussion/Group 
Presentation 

Service Groups 3-4  

8 11/06-11/10 
 
Service 

Listening and Speaking 
Micro-teaching 7-8 

Lecture/Group 
Discussion/Group 
Presentation 

Service Groups 5-6  

9 11/13-11/17 
 
Service 

Mid-term Examination 
Lecture/Group 
Discussion/Group 
Presentation 

  

10 11/20-11/24 
 
Service 

Class management 
Micro-teaching 9-10 

Lecture/Group 
Discussion/Group 
Presentation 

Service Groups 7-8  

11 11/27-12/01 
 
Service 

Assessment and Evaluation 
Micro-teaching 1-2 

Lecture/Group 
Discussion/Group 
Presentation 

Service Groups 9-10  

12 12/04-12/08 
 
Service 

Micro-teaching 3-4 
Lecture/Group 
Discussion/Group 
Presentation 

Service Groups 1-2  

13 12/11-12/15 
 
Service 

Micro-teaching 5-6 
Lecture/Group 
Discussion/Group 
Presentation 

Service Group 3-4  

14 12/18-12/22 
 
Service 

Micro-teaching 7-8 
Lecture/Group 
Discussion/Group 
Presentation 

Service Groups 5-6  

15 12/25-12/29 
 
Service 

Micro-teaching 9-10 
Lecture/Group 
Discussion/Group 
Presentation 

Service Groups 7-8  

16 01/01-01/05 
 

Final Reflection  
Lecture/Group 
Discussion/Group 

Service Groups 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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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lection Presentation 

17 01/08-01/12 
Celebration 

Final Celebration Group Report   

18 01/15-01/19 Final Exam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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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一 

專業服務學習課程認定標準 

階段 
準備/構思階段

(preparation) 

服務/行動階段

(service/action)

反省/檢討階段

(reflection) 

發表/慶賀

(celebration) 

執行時間 5 週 11 週 1 週 1 週 

評核標準 

 

籌備過程反思表 

 

服務過程反思 

紀錄表 

心得反思表 

(3W4F) 

服務學習 

感恩慶賀會 

備註 
1.服務學習理念宣達 

2.籌備工作 

1. 服務單位 

2. 分組服務 
可分組反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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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藻外語大學「專業服務學習」課程申請表 

中文課程名稱 
Chinese Name of Course 

非政府組織與志工管理 
模組名稱 

Module Name 
 

英文課程名稱 
English Name of Course 

NGOS AND VOLUNTEER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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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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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課程的主要目的，在使學生探討非政府組織(角色、功用)和志工團體

的基本架構，課程內容則包括非政府組織、營利組織、抵抗團體運動和

私人志工機構、跨國性團體、非政府組織的不同架構、非政府組織在地

理上的分布、非政府組織活動的種類、非政府組織和他們與政府的獨立

性、非政府組織和他們與企業和商業的關係、志工的定義、志工管理的

領域、志工的益處、志工的領導權、所有志工團體的發展、志工領袖的

角色、志工訓練的工具、志工工作設計，以使學生習得營利非政府組織

和志工團體的基本概念。本學期課程特別導入服務學習模式，讓學生有

機會實際參與非政府組織運作與問題解決方案，以學習到非政府組織管

理的實務面與挑戰。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NGOs, originated from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United Nations (UN) in 1945. Today, NGOs vary considerably in 
terms of structures, functions and efficacy. In this course, we will examine 
their roles as interest groups, their functions as transnational actors, their 
independence from governments, and their relations with business and 
commerce. In the second part of the course, we will address the definitions 
of volunteer, the profession/field of volunteer management, the benefits of 
volunteering, the leadership of volunteers, all-volunteer group development, 
the role of director of volunteers, volunteer training tools, and volunteer 
work design. This semester adds a service learning mode to allow students to 
participate the actual operation of NGOs and their problem solving cases in 
order to learn the realities and challenges of NGO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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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目標 
Course Objectives 

1. 讓學生瞭解非政府組織的基本架構和組成。 
2. 提升學生對非政府組織和志工管理的基本技能之知識。 
3. 培養學生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的能力 
4. 培養學生服務社會之公民素養。 
 
1. Students will understand the structures and components that make up the 
NGOs. 
2. Further, they will be able to appreciate the impact of NGOs and 
understand the basic know-how of volunteer management for NGOs. 
3. To cultivate student's interpersonal relation and team work capability.  
4. To engage students in social service as part of their civic education.  

配對之能力指標 
Corresponding Skill Indicator / 

Standard 

1-2-2 具備對非政府組織與志工管理相關理論之基本認知與運用之能力

5-2-3 具備理解、比較與分析在地與國際文化產業理論及實務個案之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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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政府部門與非政府組織涉外實務 

10.專案企劃與執行能力 

對應的升學領域 
Corresponding Grade Promotion Area 

3. 文化研究 

7. 外交 

對應升學領域的知能 
Knowledge of Corresponding Grade 

Promotion Territory 

1.外語聽說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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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寫法可參考校務系統課程地圖課程知能檢核表第四頁籤「系培育目標、能力指標與課程搭配表」。 

各階段工作及各週

流程 Procedure 
(準備、服務、反

省、慶賀各階段週

次可參見附錄一

Please refer to 
appendix 1) 

準備
preparation 

12 週: 教授非政府組織相關歷史背景發展/理論/管理挑戰與構思後

續五週非政府組織服務規劃 

服務
service/action 

5 週: 服務方案的構思、撰寫、認識機構與執行方案，經由課堂理論

的學習與實際行動學習的運用與相合，提升學習成效 

反省
reflection 

5 週: 反思與上述服務的期程週次相同，服務體驗與反思是相互反饋

的經驗學習，透過反思週誌的撰寫以及課堂分享的陳述陶養學

生知情意的滾動式學習。 

慶賀
celebration 

1 週: 舉行期末課程成果發表及分析服務對象問卷作為慶賀與回

顧，邀請機構成員共同參與，整合課程的學習與實踐大學社會

責任 

評量

Evaluating 
3 週: 一次小組服務規劃書面評量; 一次個人反思評量; 一次小組口

頭成果展現服務學習評量 (50%分數由服務機構現場給分) 

合作機構

Cooperation 
agencies 

 
將視選課人數將學生分組，再由學生在教師建議與輔導下主動聯繫及選擇未來五

週將服務學習之非政府組織合作機構 (由學生組團隊後，依團隊共識自選)。學生

也將由校方加入保險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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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量方式

Evaluation 

Theoretical Background:  
Quiz X 2 : 20%  
Individual Oral Presentation (10% each) : 10% (5 minutes, review last week's 
discussion) 
Midterm written exam (open book): 30%  
 
Service Learning:  
Team Service Learning Proposal and Reflection: 5% 
Individual Service Learning Reflection: 5% 
Service Learning Team oral power point presentation: 30%  
(including 20 questionnaires completed by service receivers) 
(present your team's service learning project with NGO; 50% grade by NGO 
representative/50% by instructor) 

如對上述課程有疑

問者，可諮詢右列

人員。Contact Us 

 
文藻外語大學 國際事務系 簡赫琳副教授 98036@mail.wzu.edu.tw  
校內分機: 6124  研究室: 至善樓 Q714 
※請善用校務資訊系統廣度輔導機制線上登錄約談。 
 

備註 Remark 

本課程採融滲式的教學方法，將服務學習融入課程作為參與非政府組織社會實踐

的單元，課堂授課語言為英語，整體規劃如下： 
(一) 專業知能學習 12 週，學習目標是理解非政府組織相關歷史背景發展/理論/

管理挑戰，佔學期成績 60% 
(二) 服務學習的融入 5 週，學習目標是非政府組織理論及志工管理運用在實務與

社會責任上的行動，連同成果發表共佔學期成績 40% 
(三) 期末成果發表 1 週，學習目標是回顧學期成果與服務體驗，整合學習經驗、

陶成公民素養以及培育跨領域的學習成長。 
 
詳細週次規劃(含準備/服務/反省/慶賀)請參見課程內容與進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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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內容與進度（Course Content & Schedule） 

週

次 
W
ee
k 

上課日

期 
Date 

單元名稱 
Units 

授課方式 
Instructional Approaches 

作業、報告、考試或

其它 
Assignments ,Tests 

and Others 

備註 
Remarks 

1 

106/09/18 

～ 

106/09/24 

Introductory 

Course  

Chap 1 NGO and NGO 

Management Introduction 

Introduce Win-Win project 

1. learn from actively serving it 

(for student) 

2. help to solve social problem 

(for NGO)  

  This course not only 

engages in theoretical 

discussion but also 

designs a service 

learning component to 

deepen student's 

practical experience in 

NGO management.  

2 

106/09/25 

～ 

106/10/01 

  Chap 2 Framing NGO 

Management 

NGO vs Social Enterprise  

    

3 

106/10/02 

～ 

106/10/08 

NGO in 

Taiwan and 

the world  

100 Major NGO in the World 

http://www.taiwanngo.tw/files/15-

1000-28126,c97-1.php?Lang=zh-t

w 

 

Taiwan NGO 

http://www.taiwanngo.tw/files/11-

1000-98.php?Lang=zh-tw 

 

Taiwan NGO's oversea project 

http://www.taiwanngo.tw/files/11-

1000-106.php?Lang=zh-tw 

 

Kaohsiung NGO 

NGO Bureau of Social Affairs  

http://socbu.kcg.gov.tw/?prog=1&

b_id=15 

 

Discussion/ Case Selection 

Preparation 

Each group selects 

one NGO as your 

Win-Win project 

partner (your service 

learning/problem-solv

ing engagement 

partner)  

Win-Win learning 

structure 

1. learn from actively 

serving it (for student)

2. help to solve 

problem (for NGO) 

  

4 

106/10/09 

～ 

106/10/15 

  Chap 3 NGO Management 

Deb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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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06/10/16 

～ 

106/10/22 

  Design Thinking Training Session

 

https://ideas.darden.virginia.edu/2

016/07/10-design-thinking-tools-t

urn-creativity-and-data-into-growt

h/ 

 

Apply your chosen NGO's social 

problem in Design Thinking 

exercise 

Present your chosen 

NGO/social problem 

to solve/brainstorming 

idea/Reflection (each 

group has 10 minutes 

to present)  

  

6 

106/10/23 

～ 

106/10/29 

  No class in campus/spend time 

with your chosen NGO to develop 

win-win project  

    

7 

106/10/30 

～ 

106/11/05 

  Chap 4 Concepts, Histories and 

Contexts  

Quiz 1: Chap 1-3    

8 

106/11/06 

～ 

106/11/12 

  Chap 5 NGOs and the 

Development Context 

Chap 6 NGO Roles in 

Development  

    

9 

106/11/13 

～ 

106/11/19 

Midterm 

exam 

(theoretical 

discussion/C

ases of 

NGO/Design 

Thinking)  

 Written Exam    

10 

106/11/20 

～ 

106/11/26 

  No class in campus/spend time 

with your chosen NGO to develop 

win-win project  

Email me your 

Win-Win Project 

Proposal and 

Reflection (5 pages 

per team)  

  

11 

106/11/27 

～ 

106/12/03 

  Chap 7 Organizational Theory, 

Ambiguity and NGO Management

 

    

12 

106/12/04 

～ 

106/12/10 

  Chap 8 Culture and Organization     

13 

106/12/11 

～ 

106/12/17 

  No class in campus/spend time 

with your chosen NGO to develop 

win-win 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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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106/12/18 

～ 

106/12/24 

  Chap 9 Service Delivery, 

Advocacy, Innovation and 

Evaluation  

Quiz 2 (chap 7-9) 

 

individual service 

learning reflection 

- what have you 

learned? 

- what are challenges? 

- how do you 

encounter? 

- what is your 

personal opinion?  

  

15 

106/12/25 

～ 

106/12/31 

  No class in campus/spend time 

with your chosen NGO to develop 

win-win project 

  

    

16 

107/01/01 

～ 

107/01/07 

  Chap 10 NGOs and Management 

of Relationships.  

    

17 

107/01/08 

～ 

107/01/14 

  No class in campus/spend time 

with your chosen NGO to develop 

win-win project  

    

18 

107/01/15 

～ 

107/01/21 

Final 

presentation  

Final presentation grade given 

50% by NGO representative/50% 

by instructor  

Service Learning 

Team Presentation on 

your Win-Win project 

and Reflection. 

(including analysis of 

20 questionnaires 

completed by service 

receivers) 

 

Please invite your 

NGO representative to 

classr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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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一 

專業服務學習課程認定標準 

階段 
準備/構思階段

(preparation) 

服務/行動階段

(service/action) 

反省/檢討階段

(reflection) 

發表/慶賀

(celebration) 

執行時間 

12 週 (非政府組織專

業背景知識建構與初

步構思服務學習方案

規劃) 

5 週 
5 週 (與服務/行
動階段同週) 

1 週 

評核標準 
籌備過程 

反思記錄表 
服務過程 
反思記錄表 

小組心得反思表 
個人心得反思表 

服務學習小組口

頭成果報告 (含
20 份服務使用者

問卷分析) 
感恩慶賀會 

備註 
一、 服務學習理念

宣達。 
二、 籌備工作。 

一、服務單位：

NGO、NPO 
二、可分組服務 
三、至少進行 20
份服務使用者問卷

調查 

課堂也將不定期

口頭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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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藻外語大學「106 年度技專校院教學創新先導計畫」創新創業新開課程 

申請單位 英語暨國際學院英國語文系 

教師姓名 盧美妃、翁一珍、蔡振義、林一成 

計畫類別 

創新創業課程名稱：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Platform Practice through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社區參

與的社會創業平台實作) (全英文課程) 

學分數：八學分 

計畫摘要 

    本課程計畫由具業界實務及創業經驗，並曾參加社會創業師資或創業教育研

習英文系三位老師結合國際企業管理系一位老師共同規劃執行。 
    本系專業課程模組之一商務與觀光模組，「其培育目標主要配合外貿、行銷、

客戶服務、及觀光文化休閒等產業人才需求，以全英文授課培育學生兼具英語商

務溝通能力及商業實務專業」。選修科目包含全英文授課的商業概論、行銷概論、

財管入門、商業寫作、商業口語訓練、旅館管理或觀光文化導覽等課程；學生得

再跨系選修國際企業管理系所開設商管課程包括經濟學、人力資源管理、會計等

課程，以提升商管專業知能。本商業實務模組課程亦開放他系學生選修。 
    鑒於前述商業實務模組課程設計以傳統專業理論與知能區分選修科目且較

偏向傳統營利導向的管理相關內容，授課方式也大多以講授為主；因此透過新增

此一社區參與的社會創業平台實作八學分的深碗課程，使學生進行多元學習包含

以設計思維的創意發想社會創業工作營，以及第一學期 120 小時行動方案，即創

業商業模式企劃與實作，期能使學生依照行動導向的課程設計，認識社區發展過

程中的問題與挑戰、並以師生團隊投入思考如何協助社區單位提出創新行動方案

並協助社區型社會企業進行創意創新產品服務發想，並導入平台經濟概念，並聚

焦「永續」、「友善」環境和具「社會影響力」的理念，建置社會創業整合行銷平

台模型，由師生團隊一步步實踐社會創業平台構想。本課程亦期待引導學生運用

外語專業，參考國外社區型社會創業平台模式，協助社區發展的國際化面向需求。

計畫內容與執

行方法 

    本課程計畫為英文系二技四年級、四技三、四年級及五專四、五年級學生選

修(含跨系生)。本課程分為以下三階段歷程規劃執行： 

    第一階段為 40 小時的社區型社會創業平台創業工作營，工作營規劃辦理(1)

進行國內外社區社會創業家分享相關創業經驗與社區發展故事(2)介紹設計思維

的創意發想程序(3)分組進行國內社區實地觀察、訪談(4)針對社區產品與服務提出

創新構想( ideation)。工作營強調初步社會創業知識建構與社會創業概念脈絡化，

透過社區參與完成以問題解決為目標的提案。 

    課程第二階段於第一學期前八週密集上課(60 小時)，包含講授、創業家專題

演講與分組討論。課程目標為師生團隊提出行動方案或創業商業模式企劃。行動

方案或社會創業企劃，主要為延續工作營之創意發想，使師生完成擬定兼具可行

性及發展性之社會創業企劃相關內容。課程包括以實作導向教學方式使學生透過

第一階段工作營

創意發想激勵

設計思維型塑

第二階段企劃課程

師生社區參與

集體創業學習

第三階段創業實作

國際平台建模

整合行銷實踐

附件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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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中學學習創業過程、社會企業營運功能 (如價值鏈、財務、行銷與團隊發展等)

與社會企業經營模式。透過專題演講例如社區所創造的社會價值和影響的分享，

使學生了解社會創業的歷程發展及所創造的社會影響。第二階段課程著重創業團

隊與各鏈結社區的服務與產品的行銷與市場運作規劃(含資源盤點、目標市場設

定、產品概念提出、價值主張、產品設計、經營模式選擇，行銷組合提出)，同時

藉由數位應用帶入整合平台的分工規劃與建構具差異性的創新營銷運作模式，預

計由團隊提出創新營銷整合平台機制和操作模式之創新營運企劃，更藉創新平台

的推動以多元市集形式，啟動社區與在地聯盟、國內外市場的可行性初探。 

   課程第三階段於第一學期後八週(60 小時)，由師生團隊實際與社區進行合作，

於社會創業測試平台實作。以各教師所帶領團隊與個別負責的產業單位合作為主

體，進行實作營銷與競賽；同時可因應社區國際化需求，評估可連結的國內外社

創平台，並協助進行鏈結。 

   計畫最後將由執行課程四位老師進行教學與課程回饋與反思，總結執行期間

教學成效與學習成效以及提出未來可改進建議。 

計畫預期成效 

計畫預計提升教師教學成效與學生學習成效： 

學生面 

1、了解社會創業的歷程發展與其意義和價值及社會創業的實質影響力和範疇。

2、藉歷程學習，能主動轉化社會創業知識成為創業實作的具體經驗。 

3、藉社區參與以及整合社區資源，能發現實務問題，提出合於該社區產業脈絡

的解決方案和實行計畫，包含學習創新平台營銷模式。 

4、透過師生團隊探索創業學習過程，能參與團隊共同合作，發展社會創業。 

教師面 
1、跨領域教師教學合作，彈性課程規劃與執行。 
2、與國內外社區創業鏈結，師生共同進行社區參與。 
3、提升行動導向實作課程設計規劃與執行能力。 
4、提升師生創業團隊實作執行能力。 
5、鏈結大學與社區發展，實踐大學之社會責任。 
量化指標：與偏鄉社區屏東縣高樹鄉與佳冬社區合作，預計招募四組學生團隊，

每組預計 6 人，共 24 人。師生團隊提出至少二案行動方案或創業商業模式企劃

並共同合作執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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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藻外語大學新增課程申請表－專業課程 
Wenzao Ursuline University of Languages New Course Application Form - Specialized Course 

中文課程名稱 
Chinese Name of Course 

社區參與的社會創業平台實作 
模組名稱 

Module Name 
商務與觀光模組 

英文課程名稱 
English Name of Course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PLATFORM PRACTICE THROUGH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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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學分(每學期)/ 
Credits per semester 

(包含 1 學分職場體驗學習/ 
1 credit of job shadowing) 

 
8 小時(每週)/ 

Hours per week 
(以彈性課程時間進行社區創業實

作與實習) 

學期/學年 
Course Type 

□學年 Year-long course 
■學期 semester course 

開課單位 
Dept. of Offering 

Courses

英國語文系 

 

課程概要 
Course Content 

本課程為培育學生於社區進行社會創新創業課程。課程內容包括探討社

區需求與資源、以設計思維進行創意發想、及社會企業營運模式建構與

行動方案驗證實作。並引導學生針對社會創業歷程與社會企業營運模式

(包含顧客區隔、價值主張、重要生產活動、重要資源、通路、收入、

成本、與顧客關係)重要概念進行討論。 

 

This course focuses on community-based social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Students will learn how to explore community needs and 

resources, generate ideas through design thinking process, generate blueprint 

of a social enterprise business model and validate the action plan.  Essential

concept of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process and building blocks of business 

model, such as customer segment, value proposition, key activities, key 

resources, channels, key partners, revenue streams, cost structure, and 

customer relationships will be discussed.  

課程目標 
Course Objectives 

1、 了解社會創業價值及影響力。 

2、 了解社會創業的歷程發展與營運模式。 

3、 學習以創業思維進行創意發想。 

4、 探討社區需求與社區資源，並提出社區行動方案或創業計畫。 

5、 進行社會創業實作學習。 

This course aims to achieve the following goals: 

附件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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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Understanding the social value and impact of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2. Understanding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process and business model.  

3. Generating creative ideas through design thinking process. 

4. Exploring community needs and resources to identify action plan or 

business plan. 

5. Practicing social entrepreneurial learning.   

配對之能力指標 
Corresponding Skill Indicator / 

Standard 

4-4-1 提昇獨立思考及綜合分析能力。 

5-4-1 強化職場專業技能與英語能力，提升就業競爭力。 

6-4-1 內化職場規範，培養團隊合作能力。 

對應的產業別 
Corresponding to Industry 

商管產業(g)  

產業對應的知能 

Knowledge Corresponding to 

Industry 

A-g-6 行銷企畫與執行能力 

A-g-11 商業知識運用 

A-g-17 商業外語能力 

A-g-19 經營管理知能 

對應的升學領域 
Corresponding Grade Promotion Area 

B-2 觀光與休閒管理 

B-22 社會文化 

B-33 企業管理 

對應升學領域的知能 

Knowledge of Corresponding 

Grade Promotion Territory 

C-19 觀光餐旅產業之管理認知 

C-20 創意與創新能力 

C-22 (國際)企業管理能力 

寫法可參考校務系統課程地圖課程知能檢核表第四張頁籤「系培育目標、能力指標與課程搭配表」。 



43 

文藻外語大學彈性課程規劃書 

申請單位 英國語文系 

課程名稱 社區參與的社會創業平台實作 學期/學年 學期 

開課學制 日四技 開課年級 4 年級 

修    別 □必修   ■選修 學 分 數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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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抵修英國語文系專業選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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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盧美妃 2 林一成 2 

翁一珍 2   

蔡振義 2   

課程概要 

本課程為培育學生於社區進行社會創新創業課程。課程內容包括探討社區需

求與資源、以設計思維進行創意發想、及社會企業營運模式建構與行動方案

驗證實作。並引導學生針對社會創業歷程與社會企業營運模式(包含顧客區

隔、價值主張、重要生產活動、重要資源、通路、收入、成本、與顧客關係)

重要概念進行討論。 
This course focuses on community-based social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Students will learn how to explore community needs and resources, generate ideas 
through design thinking process, generate blueprint of a social enterprise business 
model and validate the action plan.  Necessary concept of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process and building blocks of business model, such as customer segment, value 
proposition, key activities, key resources, channels, key partners, revenue streams, 
cost structure, and customer relationships will be discussed. 

課程目標 

1、 了解社會創業價值及影響力。 

2、 了解社會創業的歷程發展與營運模式。 

3、 學習以創業思維進行創意發想。 

4、 探討社區需求與社區資源，並提出社區行動方案或創業計畫。 

5、 進行社會創業實作學習。 

This course aims to achieve the following goals: 

1. Understanding the social value and impact of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2. Understanding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process and business model.  

附件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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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Generating creative ideas through design thinking process. 

4. Exploring community need and resources to identify action plan or business 

plan. 

5. Practicing social entrepreneurial learning.   

預期學習成效 

(具體成果或

實作成品等) 

本課程透過與高樹社區與佳冬社區合作，期使師生透過社區參與，協助社區

進行創意創新產品服務發想，預期具體成果包含二社區創業實作成果，包含

社區導覽、輕旅行規劃、特色產品等推廣試賣。學生分組討論與完成作品包

含社區創意發想、創業計畫與實作報告。 

課程推廣方式 

本課程將透過學校公告及任課教師至班級說明宣導招生，側重與社區合作及

創業實作學習歷程相關說明如下： 
1. 第一階段為 40 小時的社區型社會創業平台創業工作營，工作營規劃辦理

(1)進行國內外社區社會創業家分享相關創業經驗與社區發展故事(2)介
紹設計思維的創意發想程序(3)分組進行國內社區實地觀察、訪談(4)針對

社區產品與服務提出創新構想( ideation)。工作營強調初步社會創業知識

建構與社會創業概念脈絡化，透過社區參與完成以問題解決為目標的提

案。 
2. 課程第二階段為 60 小時社區創業營運模式企劃，包含講授、創業家專題

演講與分組討論。課程目標為師生團隊提出行動方案或創業商業模式企

劃。行動方案或社會創業企劃，主要為延續工作營之創意發想，使師生

完成擬定兼具可行性及發展性之社會創業企劃相關內容。課程包括以實

作導向教學方式使學生透過做中學學習創業過程、社會企業營運功能

(如價值鏈、財務、行銷與團隊發展等)與社會企業經營模式。第二階段課

程著重創業團隊與各鏈結社區的服務與產品的行銷與市場運作規劃(含
資源盤點、目標市場設定、產品概念提出、價值主張、產品設計、經營

模式選擇，行銷組合提出)。 
3. 課程第三階段於第一學期後四週(60 小時)，由師生團隊實際與社區進行

合作，以各教師所帶領團隊與個別負責的產業單位合作為主體，進行實

作營銷與創業學習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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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六) 

9:00- 
16:00 

校內 
 

 課程說明與介紹 

 社會創業概念 

1.Entrepreneurship and 

Entrepreneur 

2.Entrepreneurial 

Mindset Thought and 

Action  

 社區社會創業家分

享 

 (本單元課程共計 6
小時) 

翁一珍/盧美

妃/林一成/
蔡振義 
(4) 
社區創業家 

(2) 

講述法與分

組討論 
分組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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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4 
(六) 

8:00- 
17:00 

校外 
 

Actions in Practices  

Entrepreneurial Team 

Building 

Opportunity 

Evaluation and 

Experiment 

 設計思維的創意發

想程序 

 認識(社區)客庄的

歷史及文化 

 張家商樓解說示範 

 佳南漁場(社區)實

地踏查 

 佳南漁場活動說明 

(國內社區實地觀察、

訪談)  
(本單元課程共計 8 小

時) 

翁一珍/盧美

妃/林一成/

蔡振義(4) 

佳冬文史協

會理事長楊

景謀(2) 

佳南漁場 

羅玟玲(2) 

講述法、實

地參觀與分

組實作 

社區導覽紀錄

與社區特色作

業 

10/21 
(六) 

9:00- 
17:00 

校外 
 

 走讀社區老街：詩

詞步道、張家曾家伙

房 

 團體討論（電子媒

介之應用） 

 佳南漁場活動演練 

 團體討論 

(本單元課程共計 7 小

時) 

翁一珍/盧美

妃/林一成/

蔡振義(3) 

曾森達(2) 

佳南漁場 

羅玟玲(2) 

講述法、實

地參觀與分

組實作 

社區導覽紀錄

與社區特色作

業 

10/28 
(六) 

9:00- 
17:00 

校外 
 

 走讀社區老街：西

柵門、楊氏宗祠 

 團體討論（社群推

廣方法） 

 佳冬農會(社區)實

地踏查 

 佳冬農會活動規劃

說明 

團體討論 
(本單元課程共計 7 小

時) 

翁一珍/盧美

妃/林一成/

蔡振義(3) 

陳賜福、顏

綺瑩(2) 

農會總幹事

林淑玲(2) 

講述法、實

地參觀與分

組實作 

社區導覽紀錄

與社區特色作

業 

11/4 
(六) 

9:00- 
16:00 

校外 
 

 走讀社區老街：楊

家祖堂、羅家伙房 

 團體討論（觀光動

翁一珍/盧美

妃/林一成/

蔡振義 (2) 

講述法、實

地參觀與分

組實作 

社區導覽紀錄

與社區特色作

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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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創新設計） 

 佳冬農會(社區)實

地踏查 

 佳冬農會活動規劃

說明 

(本單元課程共計 6 小

時) 

 

楊景謀(2) 

農會總幹事

林淑玲(2) 

11/11 
(六) 

9:00- 
16:00 

校外 
 

 走讀(社區)佳冬老

街：蕭家古厝洋樓羅

家伙房 

 團體討論（文創商

品創新設計） 

 現有社群媒體說明 

 佳冬電子資源介紹 

 團體討論 

(本單元課程共計 6 小

時) 

翁一珍/盧美

妃/林一成/

蔡振義 (2) 

陳賜福(2) 

 

溫馨家庭促

進會總幹事

陳宣丞(2) 

講述法、實

地參觀與分

組實作 

社區導覽紀錄

與社區特色作

業 

11/18 
(六) 

9:00- 
16:00 

校內 
 

 佳冬社區觀光暨產

品設計規劃提案 

 佳冬社區觀光暨產

品設計規劃提案 

(針對社區產品與服務

提出創新構想) 

(本單元課程共計 6 小

時) 

翁一珍/盧美

妃/林一成/

蔡振義 (4) 

楊景謀、大

地計畫團隊

(2) 
 

講述法與分

組討論 
創業構想書 

11/19 
(日) 

 

9:00- 
16:00 

校內

外 
 課程教師會同社區

創業家分組諮詢 

(本單元課程共計 6 小

時) 

翁一珍/盧美

妃/林一成/

蔡振義與社

區創業家 

分組討論

(當週可彈

性依各組規

劃週間時

間) 

創業計畫進度

報告 

11/25 
(六) 

9:00- 
16:00 

校內 Venture Planning  

Prototyping Business 

and Model Generation 

 建構商業模式

business 

model(customer 

segment 目標顧客、

value proposition 價值

主張) 

 Consultation  

翁一珍/盧美

妃/林一成/

蔡振義 (6) 

 

講述法與分

組討論 
創業計畫進度

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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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sues & Concerns 

 (本單元課程共計 6

小時) 

11/26 
(日) 

9:00- 
16:00 

校內

外 
課程教師會同社區創

業家分組諮詢 

 創業講座或諮詢：

各組師生提出業界專

家需求 

(本單元課程共計 6 小

時) 

翁一珍/盧美

妃/林一成/

蔡振義與社

區創業家 

分組討論

(當週可彈

性依各組規

劃週間時

間) 

創業計畫進度

報告 

12/2 
(六) 

9:00- 
16:00 

校內  建構商業模式(key 

resources 資源、key 

partners 供應商、key 

activities 主要活動、

revenue 收入、cost 

structure 成本) 

 Consultation 

Issues & Concerns 

(本單元課程共計 6 小

時) 

翁一珍/盧美

妃/林一成/

蔡振義 (6) 
 

講述法與分

組討論 
創業計畫進度

報告 

12/3 
(日) 

9:00- 
16:00 

校內

外 
課程教師會同社區創

業家分組諮詢 

(本單元課程共計 6 小

時) 

翁一珍/盧美

妃/林一成/

蔡振義與社

區創業家 

分組討論

(當週可彈

性依各組規

劃週間時

間) 

創業計畫進度

報告 

12/9 
(六) 

9:00- 
16:00 

校內  建構商業模式

(channels 通路林一

成、customer 

relationship 顧客關係

翁一珍) 

 Consultation 
Issues & Concerns 
(本單元課程共計 6 小

時) 

翁一珍/盧美

妃/林一成/

蔡振義 (6) 
 

講述法與分

組討論 
創業計畫進度

報告 

12/10 
(日) 

9:00- 
16:00 

校內

外 
課程教師會同社區創

業家分組諮詢 

(本單元課程共計 6 小

時) 

翁一珍/盧美

妃/林一成/

蔡振義與社

區創業家 

分組討論

(當週可彈

性依各組規

劃週間時

間) 

創業計畫進度

報告 

12/16 
(六) 

9:00- 
16:00 

校內  Business plan 

 評估可連結的國內

翁一珍/盧美

妃/林一成/

講述法與分

組討論 
創業計畫完整

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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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社創平台，並協助

進行鏈結。<試賣> 

 Mentoring 

Proposal Making 

(business model) 

(本單元課程共計 6 小

時) 

蔡振義 (6) 

平台創業家

12/17 
(日) 

9:00- 
16:00 

校內

外 
課程教師會同社區創

業家分組諮詢 

(本單元課程共計 6 小

時) 

翁一珍/盧美

妃/林一成/

蔡振義與社

區創業家 

分組討論

(當週可彈

性依各組規

劃週間時

間) 

創業計畫完整

報告 

12/23 
(六) 

 

8:00- 
17:00 

校外  社區創業實作 

(可彈性依照各組產品

與服務調整) 導覽與

體驗三週 

(本單元課程共計 8 小

時) 

佳冬：蔡振

義、翁一珍

 

大埔：盧美

妃、林一成

(8) 

分組實作與

紀錄 
實作紀錄 

12/24 
(日) 

8:00- 
16:00 

校外 社區創業實作 

(本單元課程共計 7 小

時) 

佳冬：蔡振

義、翁一珍

 

大埔：盧美

妃、林一成

(7) 

分組實作與

紀錄(當週

可彈性依各

組規劃週間

時間) 

實作紀錄 

12/30 
(六) 

 

8:00- 
17:00 

校外 社區創業實作 

(本單元課程共計 8 小

時) 

佳冬：蔡振

義、翁一珍

 

大埔：盧美

妃、林一成

(8) 

分組實作與

紀錄 
實作紀錄 

12/31 
(日) 

8:00- 
16:00 

校外 社區創業實作 

(本單元課程共計 7 小

時) 

佳冬：蔡振

義、翁一珍

 

大埔：盧美

妃、林一成

(7) 

分組實作與

紀錄(當週

可彈性依各

組規劃週間

時間) 

實作紀錄 

1/6 
(六) 

 

8:00- 
17:00 

校內 社區創業實作 

(本單元課程共計 8 小

時) 

佳冬：蔡振

義、翁一珍

 

大埔：盧美

分組實作與

紀錄 
實作紀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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妃、林一成

(8) 

1/7 
(日) 

8:00- 
16:00 

校外 社區創業實作 

(本單元課程共計 7 小

時) 

佳冬：蔡振

義、翁一珍

 

大埔：盧美

妃、林一成

(8) 

分組實作與

紀錄(當週

可彈性依各

組規劃週間

時間) 

實作紀錄 

1/13 
(六) 

 

8:00- 
17:00 

校內 綜整報告 

(本單元課程共計 8 小

時) 

佳冬：蔡振

義、翁一珍

 

大埔：盧美

妃、林一成

(8) 

分組報告與

回饋 
創業實作報告

1/14 
(日) 

8:00- 
16:00 

校內 綜整報告 

(本單元課程共計 7 小

時) 

佳冬：蔡振

義、翁一珍

 

大埔：盧美

妃、林一成

(7) 

分組報告與

回饋 
創業實作報告

其他特殊規劃 

1. 合作社區包括佳冬社區與大埔社區。 
2. 社區創業家邀請可由各創業小組提出需求建議專業領域專家。 
3. 各創業小組可運用教學先導計畫補助創業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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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藻外語大學新增課程申請表－專業課程 

Wenzao Ursuline University of Languages New Course Application Form - Specialized Course 

中文課程名稱 
Chinese Name of Course 

筆譯：商業法律文件 
模組名稱 

Module Name 
 

英文課程名稱 
English Name of Course 

TRANSLATION OF CERTIFIC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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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譯系 

 

課程概要 
Course Content 

本課程旨在幫助習得不同類型之法律商業文件，如合約、法規等，分析

法律及商業文件翻譯中常見的困難及提出解決方法；並應用翻譯的原

理、技巧以便進行中英翻譯技巧練習。 
 
This course introduces different law documents, such as certificates, 
contracts and legislations, so students would be familiar with law documents 
translation in the future. 

課程目標 
Course Objectives 

1. 讓學生對各類法律商業文件之類型及結構等特色有初步認識 
2. 讓學生學習如何運用相關參考資料 
3. 讓學生熟悉可運用於法律文件翻譯之翻譯技巧 
4. 讓學生對法律商業文件翻譯市場有初步認識 
 
1. This course enables students to have basic understanding of different 

types of legal and commercial documents and the basic structures of these 
documents.  

2. It teaches students how to utilize reference materials for translation of 
legal and commercial documents.  

3. It helps students familiarize themselves with various translation skills that 
can be applied to translate legal and commercial documents. 

4. It introduces the market for translation of legal and commercial 
documents.  

配對之能力指標 
Corresponding Skill Indicator / 

Standard 

1-4-4 具有熟用商業金融領域中英文專業用語之能力。 
2-4-8 具有專業商業金融領域常用知識及溝通能力。 

對應的產業別 

Corresponding to Industry 
翻譯產業 

附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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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對應的知能 
Knowledge Corresponding to Industry 

1.中文編輯與校對能力。 

對應的升學領域 
Corresponding Grade Promotion Area 

翻譯 

對應升學領域的知能 
Knowledge of Corresponding Grade 

Promotion Territory 
1.中文寫作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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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事業暨文化交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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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6.6 教務會議通過

106.10.17 校課委會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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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 下 上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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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
修
科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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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
修
科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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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6-1



58 

獨立研究(二) 2 2        2 2 

合計 40 40 9 9 9 9 11 11 1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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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本所「碩士三方學程」之學生，畢業最低學分為 40 學分，其中包括：（1）「碩士三方學程」課程 30 學分（課

程規畫表另訂）；（2）所訂之必、選修課程至少 10 學分。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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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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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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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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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事業暨文化交流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科目學分表 

106 學年度入學適用

106.10.17 校課委會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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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 下 上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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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
修
科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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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
修
科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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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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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計 40 40 9 9 9 9 11 11 1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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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本所「碩士三方學程」之學生，畢業最低學分為 40 學分，其中包括：（1）「碩士三方學程」課程 30 學分（課

程規畫表另訂）；（2）所訂之必、選修課程至少 10 學分。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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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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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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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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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碩士三方學程」課程規劃表 
 
俄羅斯 European Business School of Immanuel Kant Baltic Federal University 當地授課 

SUBJECT  CREDITS SPECIFIC CONDITIONS 

Managing Cross Cultural Teams 4  
Project Management  3  
Innovation+ Business Models 4  
Russian language and culture 4 Non-Russian students only 
On-site Project 2  
Xculture  3 On-line course, January and February 
 Total = 16 for Russians, 20 for French and Taiwanese 
 
台灣 Wenzao Ursuline University of Languages 當地授課 

SUBJECT CREDITS SPECIFIC CONDITIONS 

Leadership and Management 4  
International Strategic Marketing 4  
International Strategic Management  4  
Business plan 2  
Company Creation Preliminary Course 2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4 Non-Taiwanese Students Only 
On-site Project 2  
Total = 18 for Taiwanese, 22 for French and Russian 
  
法國 Estice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chool 當地授課 

SUBJECT CREDITS SPECIFIC CONDITIONS 

Conflict Management 3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3  
Business Ethics 3  
French Language and Culture 4 Non-French students only 
On-site project 2  
Final company creation project 5  
Learning journals  2  
Total=18 for French, 22 for Taiwanese and Russian 
 

Total credits/ academic year =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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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63 

 

附件 7



64 



65 

 

附件 8



66 

 
 



67 

 
   

附件 9



68 

 
   



69 
 



70 

 

 
 



71 

文藻外語大學新增課程申請表－專業課程 
Wenzao Ursuline University of Languages New Course Application Form - Specialized 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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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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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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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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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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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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藻外語大學彈性課程規劃書 

申請單位 英國語文系 

課程名稱 畢業公演 學期/學年 學期 

開課學制 日五專 開課年級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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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寂岑 2 謝志賢 2 

課程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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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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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the end of the course, students will be able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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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gain understanding of the entertainment industry. 

附件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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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期學習成效 

(具體成果或

實作成品等) 

透過此門課程，學生能了解並熟悉英文話劇從籌備、排練至公演之所有作業

流程，從過程中增進解決問題、團隊合作與溝通及行銷廣告之能力，不僅能

完整呈現正式話劇公演更能從幕後製作過程學習到跨領域之專業能力。 

課程推廣方式 

本課程為英文系多年之優良傳統，學生從四年級下學期開始籌備工作，行政

團隊及參與學生皆於暑假期間週一至週五早上 9 點到下午 5 點進行前置作業

並與老師討論。公演行銷策略除了海報及文宣製作，同時設置網頁及粉絲專

頁公告公演訊息並邀請校內教職員、他系同學及校外人士一同參與正式公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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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3 
(六) 

08:10-
12:00 

校內 
課程介紹與說明 
設立學生行政團隊 
(本單元課程共計 4 小時)

謝志賢

(2) 
王寂岑 

(2) 

講述法 學生討論紀錄 

9/30 
(六) 

08:10-
12:00 

校內 
制定課程及行政之規定 

討論劇本主題與大綱 

(本單元課程共計 4 小時)

謝志賢

(2) 
王寂岑 

(2) 

講述法、分

組討論 
學生討論紀錄 

10/7 
(六) 

08:10-
12:00 

校內 
劇本討論及修改 
(本單元課程共計 4 小時)

謝志賢

(2) 
王寂岑 

(2) 

講述法、分

組討論 
學生討論紀錄 

10/14 
(六) 

08:10-
12:00 

校內 
演員及主持人甄選 

(本單元課程共計 4 小時)

謝志賢

(2) 
王寂岑 

(2) 

講述法、分

組討論 
學生討論紀錄 

10/21 
(六) 

08:10-
12:00 

校內 
劇本討論及潤飾 

(本單元課程共計 4 小時)

謝志賢

(2) 
王寂岑 

(2) 

講述法、分

組討論 
學生討論紀錄 

10/28 
(六) 

08:10-
12:00 

校內 
學習募款技巧並實踐 

(本單元課程共計 4 小時)

謝志賢

(2) 
王寂岑 

(2) 

講述法、實

地商家募款 
學生實際成果

紀錄 

11/4 
(六) 

08:10-
12:00 

校內 
邀請業界專家分享：舞台

表演講座 
(本單元課程共計 4 小時)

謝志賢

(2) 
王寂岑 

(2) 

協同教學 學生心得回饋 

11/11 
(六) 

08:10-
12:00 

校內 
學習宣傳技巧並實際行

銷 
(本單元課程共計 4 小時)

謝志賢

(2) 
王寂岑 

(2) 

講述法、分

組討論 
宣傳文宣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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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8 
(六) 

08:10-
12:00 

校內 
整合會計資料與各式文

件 

(本單元課程共計 4 小時)

謝志賢

(2) 
王寂岑 

(2) 

講述法、分

組討論 
學生討論紀錄 

11/25 
(六) 

08:10-
12:00 

校內 
道具製作 

(本單元課程共計 4 小時)

謝志賢

(2) 
王寂岑 

(2) 

講述法、分

組討論與製

作 
實體道具成果 

12/02 
(六) 

08:10-
12:00 

校內 
妝髮與服裝設計 
(本單元課程共計 4 小時)

謝志賢

(2) 
王寂岑 

(2) 

講述法、分

組討論與製

作 
實體服裝成果 

12/9 
(六) 

08:10-
12:00 

校內 
燈光及音效設計(本單元

課程共計 4 小時) 

謝志賢

(2) 
王寂岑 

(2) 

講述法、分

組討論與製

作 
實體燈光成果 

12/16 
(六) 

08:10-
12:00 

校內 
邀請業界專家分享：幕後

操作講座 
(本單元課程共計 4 小時)

謝志賢

(2) 
王寂岑 

(2) 

協同教學 學生心得回饋 

12/23 
(六) 

08:10-
12:00 

校內 
製作宣傳相關文宣 
(本單元課程共計 4 小時)

謝志賢

(2) 
王寂岑 

(2) 

講述法、分

組討論 
分組討論、實

作紀錄 

12/30 
(六) 

08:10-
12:00 

校內 
拍攝公演預告短片 
(本單元課程共計 4 小時)

謝志賢

(2) 
王寂岑 

(2) 

講述法、實

際操作 
實作紀錄 

1/6 
(六) 

08:10-
12:00 

校內 
初次彩排 
(本單元課程共計 4 小時)

謝志賢

(2) 
王寂岑 

(2) 

講述法、實

地排練 
實作紀錄 

1/13 
(六) 

08:10-
12:00 

校內 
正式彩排 
(本單元課程共計 4 小時)

謝志賢

(2) 
王寂岑 

(2) 

講述法、實

地排練 
實作紀錄 

1/20 
(六) 

08:10-
12:00 

校內 
正式演出 
(本單元課程共計 4 小時)

謝志賢

(2) 
王寂岑 

(2) 

實地演出 實作紀錄 

其他特殊規劃 

1. 邀請專業領域商家協助音效與燈光及大型道具製作。 
2. 此課程使用 106 學年度教卓經費 1-3-3 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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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學年度第 1 學期專業服務學習課程大綱校外諮詢建議表 

（僅摘錄法文、西文及日文系部份） 

項

次 
開課系別 授課教師 課程名稱 委員意見 

2 
法國 

語文系 
劉政彰 法國文化（二） 

1. (p.1)課程目標請增加培養學生人際關

係與團隊合作的能力、以及培養學生

服務社會之公民素養。(這是服務學習

教學策略的特色之一) 

2. 這是一學年的計畫，兩學期各 18 周的

規劃。有數周標題是：專業服務主題

探究….，第二學期最後數周註記：服

務學習成果報告。看不出何時進行服

務，又服務甚麼內涵。(p.3)合作機構

處，羅列社區導覽、文化表演、社福

團體、大學、高中、中小學等等，顯

然教師是希望讓學生自選、自行聯繫

與商討？也可能教師尚未聯繫妥當，

一切未定，所以無法明列。讓學生自

主，是很大膽卻可能有意外驚喜的教

學策略；但是，若第一年嘗試，還是

建議教師先行與數個機構討論與談

妥，鎖定學生較易上手的模式，避免

部分學生不知該怎麼做。不過，話說

回來，因有一年時間，所以，教師可

以規劃上學期是需求調查、聯繫、討

論與演練 (籌備階段)，下學期再出去

服務(服務階段)，這樣時間充裕，學生

和教師都較不會有壓力，服務品質也

會比較好。不過，或許這些學生早已

具備豐富法文素養，則另當別論。 

3 
西班牙 

語文系 
孫素靜 西班牙文教學法概論

1. (p.1)課程概要：溝通教程(筆誤) 

2. (p.1)課程目標請增加培養學生人際關

係與團隊合作的能力、以及培養學生

服務社會之公民素養。(這是服務學習

教學策略的特色之一) 

3. (p.6)「本方案與機構已合作六年」。(1)

建議教師試著分析六年來合作模式的

演變，可發表學術文章；(2)建議教師

附件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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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開課系別 授課教師 課程名稱 委員意見 

蒐集歷年合作之資料，包含學生服務

內容與活動、教案、圖書館的反應、

服務對象人數與特性分析及其持續參

與態度狀況、合作模式，及教師個人

教學模式的精進與反省等等。每年持

續記錄資料，多年後將是豐厚的資

料，足以分析與探討，成為教學實務

研究升等的重要資訊。 

4 
日本 

語文系 
張汝秀 日語教學法 

1. (p.1)課程目標請增加培養學生人際關

係與團隊合作的能力、以及培養學生

服務社會之公民素養。(這是服務學習

教學策略的特色之一) 

2. (p.3)評量：建議增加符應 p4 的評量方

式。 

3. (p.3)「與鼎力社區發展協會合作已 8

年」。對弱勢家庭和社區居民教授日

文，比起在國小教導日文，要來得複

雜但變化豐富與多元。建議教師紀錄

每次與社區發展協會理事長和里長會

談的重點、每學年服務的重點、各年

模式的差異與變化、居民和家庭接受

服務的態度、成效與後續發展等等，

再加上學生成果與反應，與教師長年

的教學模式的精進與反思。這些豐厚

的資料都可提供教師學術或教學實務

升等重要基石。 

5 
日本 

語文系 
張汝秀 日語教學法演練 

此與上述「日語教學法」課程大綱內容幾

乎一致。不知兩門課程的差異何在？或是

上下學期分別開設？或者同時開，也同時

到社區服務？服務時間皆為週三、四晚上

9:00-12:00，晚上 12:00 ???  兩班同學都

一樣嗎？或先修「日語教學法」，次學年

才可修「日語教學法演練」，所以是不同

學生，但共同時間去服務？此合作模式已

8 年，相信是有很好的成果，才得以持續

進行。只是課程綱要中，尤其是課程內容

與進度，建議仍應區別兩門課之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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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藻外語大學「專業服務學習」課程申請表 

中文課程名稱 
Chinese Name of Course 

法國文化（二） 
模組名稱 

Module Name 
 

英文課程名稱 
English Name of Course 

FRENCH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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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必修/選修 
Required or Elective Course 

■必修 Required course 
□選修 Elective course 

學分/時數 
Credits/Hours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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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課程旨在介紹二戰之後的法國社會、並幫助學生習得時事觀察與分析

的專業語文能力。 

內容包含法國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地理、職場、休閒、退休生

活及歐盟與對外事務等相關文章研讀、以及專題影片探討。 

  

The course aims to introduce the social development after WWII. It helps 

students to observe and analyze the events which occurred in society, and to 

elevate their language level. 

It contains affairs related to politics, culture, geography, economy and 

military, as well as the developments of career, recreation, retired life, etc. It 

also explores European Union (EU) events and foreign affairs, in addition to 

introducing specific films. 

課程目標 
Course Objectives 

1.了解法國社會脈動之背景與發展。 

2.具備分析最新時事之語文能力。 

3.具備蒐集資料與學術研究的基礎。 

4.具備撰寫小型學術文章的專業語文能力。 

  

At the end of this course, students will be able to:  

1. Understand the background and development of trends in French society . 

2. Have the linguistic competence to analyze the latest current events.  

3. Have the basic knowledge to collect data and do academic research.  

4. Have the linguistic competence to write short academic articles. 

附件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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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對之能力指標 
Corresponding Skill Indicator / 

Standard 

1-5-3 具備閱讀及分析各種專業文章之能力 
2-5-1 具備法文能力檢定 CECR B1-B1+之語言能力 
3-5-1 認識法國人的思考邏輯及法國政經與社會背景 
4-5-1 了解法國經貿及文化產業之現況與發展 

對應的產業別 
Corresponding to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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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編輯能力 

17. 外語讀寫能力 

20. 多國語言與多元文化分析 

商務暨商務管理產業 

3. 第二外語讀寫能力 

5. 國際禮儀知識 

對應的升學領域 
Corresponding Grade Promotion Area 

國際研究、新聞、社會文化 

對應升學領域的知能 
Knowledge of Corresponding Grade 

Promotion Territory 

國際研究 

2. 外語讀寫的能力 

6. 對主修語言國家文化認識 

8. 對主修語言國家國家史地、政治認識 

 

新聞 

2. 外語讀寫的能力 

6. 對主修語言國家文化認識 

8. 對主修語言國家國家史地、政治認識 

 

社會文化 

2. 外語讀寫的能力 

6. 對主修語言國家文化認識 

8. 對主修語言國家國家史地、政治認識 

寫法可參考校務系統課程地圖課程知能檢核表第四頁籤「系培育目標、能力指標與課程搭配表」。 

各階段工作及各週

流程 Procedure 
(準備、服務、反

省、慶賀各階段週

次可參見附錄一

Please refer to 
appendix 1) 

準備
preparation 

26 週：依學年「城鄉差距」、「國族認同」、「人我之間」與「美感品

味」之主題依序舖陳，帶領學生習得文化認知之專業，並透

過思考與批判審視專業服務之內容與執行之方法。 

服務
service/action 

5 週：此項目將依各組服務內容與對象之不同，由各組自行額外增

減，教師亦將依第一學期討論之結果重新調配課程內容與時

間，以達因事而動之彈性。 

反省
reflection 

9 週：執行之方式除在專題討論週次即進行外，亦同時於執行服務期

間或之後，以法文口頭或手寫之方式呈現。 

慶賀
celebration 

1 週：於學年結束前執行，然亦可於服務結束時彈性處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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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量

Evaluating 
4 週：原則上將評量導入期中與期末之考試內容，或結合學術報告，

亦參考實地訪視之成果與回饋。 

合作機構

Cooperation 
agencies 

合作單位將依學生提出之計畫再行確定，然其服務之範圍也將引導並規範。原則

上以下列單位為優先合作對象： 
 
一、社區服務：結合學生法、英等各國語言之專長以打造具國際化特色之社區，

例如多國語菜單與標語之設計、與咖啡館或書局等合作舉辦法國文化主題演

講或表演、觀光特區導覽服務等。 
二、社福機構：至合作之社福團體，依雙方議定之服務內容執行。 
三、文教機構：與高雄地區大學、高中或國中小等學校之課程或社團進行語言與

文化交流。 

評量方式

Evaluation 

期中考：25% 
期末考：25% 
主題報告：25% 
專業服務成果報告：25% 

如對上述課程有疑

問者，可諮詢右列

人員。Contact Us 

授課教師：劉政彰（法文系助理教授） 
電話：07-3426037 ex 2203 
e-mail: chenchangliu.taiwan@gmail.com 

備註 Remark 詳細週次規劃(含準備/服務/反省/慶賀)請參見課程內容與進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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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內容與進度（Course Content & Schedule） 

週次 
Week 

上課日期 
Date 

單元名稱 
Units 

授課方式 
Instructional 
Approaches

作業、報告、考試或其它

Assignments,Tests 
and Others 

備註 
Remarks

1 09.21 

 Présentation du cours 
課程介紹 

La ville et la campagne 
城市與鄉村 
 Urbanisation de Paris au XIXe

siècle 十九世紀巴黎市容大

改造 

   

2 09.28 
Exposition universelle à Paris 巴黎

的世界博覽會 
   

3 10.05 

Discussion académique : comment 
choisir un sujet de l’exposé. 
學術研究主題探討：如何選擇報

告的主題 

   

4 10.12 
Cévennes : la vie moderne 聖文山

的現代生活 
   

5 10.19 

Département et région d’outre-mer
(DROM) : la « ville » ou la
« campagne », la France ou l’autre 
pays ? 
海外省份究竟是「都市」或是「鄉

村」、是法國還是他鄉？ 

   

6 10.26 

Discussion : dans quel objectif 
apprend-on la culture française ?  
專業服務主題探討：學習法國文

化的目的性 

   

7 11.02 

Qui sont-ils, les Français ?  
法國人究竟是誰？ 
 Les vestiges historiques des 

Romains.古羅馬的歷史遺跡

   

8 11.09 
Lorsque les Francs sont devenus les 
chrétiens… 
當法蘭克人成了基督徒… 

   

9 11.16 

Discussion : Qui sont-ils les 
ancêtres des Français, et les nôtres? 
專業服務主題探討：法國人的祖

先究竟是誰？而我們的祖先是？

 期中考週  

10 11.23 

Entre nous et les autres 
我們與他們 
 La Réforme : pourquoi a-t-elle 

déchiré la France et l’Europe ?
為何宗教改革撕裂了歐洲？

   

11 11.30 
Les nobles et les peuples : les 
déclarations politiques dans les 
philosophes du XVIIIe siè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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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族與人民：十八世紀哲學家在

政治上的宣誓 

12 12.07 

Discussion : la profession et la 
société 
專業服務主題探討：在專業與社

會之間 

   

13 12.14 
Nationalisme et la colonisation du 
XIXe siècle 法國十九世紀的殖民

時代 
   

14 12.21 
Le monde asiatique dans le Petit 
Journal 法國《小報》中的亞洲

世界 
   

15 12.28 

Discussion académique : comment 
préparer un bon exposé 
學術研究主題探討：如何準備一

份好的報告 

   

16 01.04 
La politique : gauche et droite 
左派與右派    

17 01.11 

Les immigrants, les étrangers et les 
« Français étrangers » dans la 
société française. 法國社會中的

移民、外人與「法籍外人」。 

   

18 01.18 Examen final 期末考  期末考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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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次 
Week 

上課日期 
Date 

單元名稱 
Units 

授課方式 
Instructional 
Approaches

作業、報告、考試或其它

Assignments,Tests 
and Others 

備註 
Remarks

1 03.01 

Le goût de la vie 生活的品味 
 Le corbeau et le renard : les 

fables de La Fontaine 拉封丹

的寓言故事：烏鴉與狐狸 

Exposé   

2 03.08 
Discussion : une fable de notre vie
專業服務主題探討：我們的現代

寓言 
   

3 03.15 
L’avare de Molière 1668 
莫里哀的《吝嗇鬼》    

4 03.22 

Présentation : la richesse dans la 
poche ou dans le cœur ? 
專業服務探訪：飽滿的口袋或富

有的心靈 

   

5 03.29 
Le libertinage intellectuel : Les 
libertins du XVIIIe siècle 
十八世紀文人筆下的感官自由 

Exposé   

6 04.05 民族掃墓節    

7 04.12 
Rhinocéros d’Eugène Ionesco 
(1959)尤內斯庫的荒謬劇《犀牛》

Exposé   

8 04.19 
Rhinocéros d’Eugène Ionesco 
(1959) 尤內斯庫的荒謬劇《犀牛》

   

9 04.26 Examen partiel 期中考  期中考週  

10 05.03 

Le bon goût ? (De l’art 
néoclassique à l’art abstrait) 
何謂好的品味：從新古典到抽象

藝術 

Exposé   

11 05.10 
Journée de la présentation des 
services 服務學習成果報告    

12 05.17 
L’opéra et la comédie musicale 歌

劇與音樂劇 
Exposé   

13 05.24 
Journée de la présentation des 
services 服務學習成果報告    

14 05.31 La chanson et le poème 歌與詩 Exposé   

15 06.07 Journée du cinéma 影片賞析    

16 06.14 Examen final 期末考  畢業考週  

17 06.21 
Journée de la présentation des 
services 服務學習成果報告    

18 06.28 
Journée de la présentation des 
services 服務學習成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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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一 

專業服務學習課程認定標準 

階段 
準備/構思階段

(preparation) 

服務/行動階段

(service/action) 

反省/檢討階段

(reflection) 

發表/慶賀

(celebration) 

執行時間 26 週 5 週 9 週 1 週 

評核標準 
課程討論內容 
計畫大綱 

期末報告 口語討論內容 口語或行動簡報

備註 法文計畫書之撰擬 法文撰寫 法語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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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素靜老師-西班牙文教學法概論「教學綱要修改前後對表」 

修改後內容 現行內容 說明 

課程概要： 

第 2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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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溝通教學法及其

它各大教學法。 

課程概要： 

第 2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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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修改 

課程目標： 

修習本課程後學生得以獲得下列能

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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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培養學生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的

能力、以及培養學生服務社會之公

民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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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Student will learn how to 

cooperate with teamwork and 

citizenship in serving social 

community. 

課程目標： 

修習本課程後學生得以獲得下列能

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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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英文內容各

新增第 5 點 

附件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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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素靜老師-西班牙文教學法概論「修改後教學綱要」 

壹、課程基本資料 

課程名稱 

Course Title 
西班牙文教學法概論 INTRODUCTION TO SPANISH TEACHING METHOD  

課程類別 

（學制） 

School 

System 

日間部二技 2-Year College of Day Division 

開課單位 

Department 
西班牙語文系 

授課教師 

Instructor 
孫素靜 

職稱 

Position Title 
副教授 

師生互動 

Instructor's 

Contact 

Information 

辦公室 

Office 
G209  

辦公室電話 

Office 

Phone Number 

3436031X5815  

電子信箱 

E-mail 
  

約談時間 

Office Hours 
星期二下午 1:10-3:00  

學分 

Credits 
4.0 學分 

選課別 

Category 

【 】必修 Required Course 

【ˇ】選修 Elective Course 

開課類別 

Course 

Categories 

【ˇ】學年課 For Academic Year 

【 】學期課 For Academic Semester 

開課年級 Year Taught：3年級 

授課班級 Class Taught：日二技西文三年級 

課程概要 

Course 

Descri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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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溝通教學法及其它各大教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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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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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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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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培養學生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的能力、以及培養學生服務社會之公民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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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Student will learn how to cooperate with teamwork and citizenship in 

serving social community.  

評量方式與評分

比例分配 

Evaluation 

Criteria 

（一） 出席與討論(10%) 

（二） 教案設計(10%) 

（三） 反省札記(30%) 

（四） 服務教學(50%) 

  

課堂要求 

Course 

Requirements 

& Policies 

1. 準時出席上課， 

2. 心得及報告準時繳交。 

3. 課程內容與進度如有變動，依授課教師課堂宣佈為準  

教科書 

Textbooks 

「請學生務必使用正版教科書」Please respect copyright and use original text 

books. 

1、書名：自編教材  作者：  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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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年：   

ISBN：   

是否自製教材：Y   

指定參考書目或

網址 

References 

1、書名：Guía para el profesor de idiomas, Didáctica del español y segundas 

lenguas  作者：Maximiano Cortés Moreno  出版社：Octaedro   

補充資料 

Additional 

Remark 

本科目無相關下載檔案。 

貳、課程內容與進度（Course Content & Schedule） 

週次 

Week 

上課日期 

Date 

單元名稱 

Units 

授課方式 

Instructional 

Approaches 

作業、報告、考試 

或其它 

Assignments,Tests 

and Others 

備註 

Remarks 

1 

106/09/18 

～ 

106/09/24 

理論介紹:外語教

學理論介紹 I  

  

講授與練習      

2 

106/09/25 

～ 

106/10/01 

理論介紹:外語教

學理論介紹 II  

講授與練習      

3 

106/10/02 

～ 

106/10/08 

理論介紹: 教學

技巧與課程規劃  

講授與練習    中秋節  

4 

106/10/09 

～ 

106/10/15 

理論介紹:課程規

劃與製作教材  

講授與練習      

5 

106/10/16 

～ 

106/10/22 

理論介紹: 課程

規劃與製作教材  

講授與練習      

6 

106/10/23 

～ 

106/10/29 

社區教學(課程試

教與反思)  

社區教學      

7 

106/10/30 

～ 

106/11/05 

社區教學(課程試

教與反思)  

社區教學      

8 

106/11/06 

～ 

106/11/12 

社區教學(課程試

教與反思)  

社區教學      

9 106/11/13 社區教學(課程試 社區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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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11/19 

教與反思)  

10 

106/11/20 

～ 

106/11/26 

社區教學(課程試

教與反思)  

社區教學      

11 

106/11/27 

～ 

106/12/03 

社區教學(課程試

教與反思)  

社區教學      

12 

106/12/04 

～ 

106/12/10 

社區教學(課程試

教與反思)  

社區教學      

13 

106/12/11 

～ 

106/12/17 

社區教學(課程試

教與反思)  

社區教學      

14 

106/12/18 

～ 

106/12/24 

社區教學(課程試

教與反思)  

社區教學      

15 

106/12/25 

～ 

106/12/31 

社區教學(課程試

教與反思)  

社區教學      

16 

107/01/01 

～ 

107/01/07 

問卷結果發表與

討論  

發表與討論      

17 

107/01/08 

～ 

107/01/14 

期末心得分享與

反思  

發表與討論      

18 

107/01/15 

～ 

107/01/21 

期末心得分享與

反思,繳交期末報

告  

發表與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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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汝秀老師-日語教學法、日語教學法演練「教學綱要修改前後對表」 

課程名稱 修改後 修改前 說明 

日語教學法 

課程概要： 

本課程旨在加強學生對外

語教師角色的認知，並藉由

日語教授法的基礎概論、課

程設計、教材分析、教室活

動、教案作成等理論與實務

的講解、演練，期有助於其

日後的教學。因日語教師除

須具備良好的日語能力

外，能充分對日本了解，也

是日語教學所不可欠缺的

要件。故本課程內容分為四

部分，1.日語教授法的內容

講解分析、2.日本人及日本

教育現況探討、3.實際教案

作成、4.初步試教演練。 

課程概要： 

本課程旨在加強對外語教

師角色的認知，並藉由日語

教授法的基礎概論、課程設

計、教材分析、教室活動、

教案作成等理論與實務的

講解、演練，期有助於其日

後的教學。因日語教師除須

具備良好的日語能力外，能

充分對日本了解，也是日語

教學所不可欠缺的要件。故

本課程內容分為四部分，1.

日語教授法的內容講解分

析、2.日本人及日本教育現

況探討、3.實際教案作成、

4.初步試教演練。 

增加＂學

生＂二字。

課程目標： 

修習本課程後學生得以獲

得下列能力： 

1.增進學生對日語教學工

作應之有相關知識之瞭解。

2.習得編寫教案、教材的實

際技巧。 

3.增進對日語教授法的演

變及種類、方法之瞭解。 

4.增進對日語教育有興趣

的學生了解日後應自我充

實之方向。 

5.培養學生人際關係與團

隊合作的能力、以及培養學

生服務社會之公民素養。 

課程目標： 

修習本課程後學生得以獲

得下列能力： 

1.增進學生對日語教學工

作應之有相關知識之瞭解。 

2.習得編寫教案、教材的實

際技巧。 

3.增進對日語教授法的演

變及種類、方法之瞭解。 

4.增進對日語教育有興趣

的學生了解日後應自我充

實之方向。 

課程目標增

加第 5 點 

日語教學法演練 

課程目標： 

修習本課程後學生得以獲

得下列能力： 

1.增進學生對日語教學工

作應有之相關知識之瞭解。

2.透過實際體驗教學方

課程目標： 

修習本課程後學生得以獲

得下列能力： 

1.增進學生對日語教學工

作應有之相關知識之瞭解。 

2.透過實際體驗教學方

課程目標增

加第 5 點 

附件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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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 修改後 修改前 說明 

法，習得教授日語之實際技

巧。 

3.習得在日語教學過程中

可能發生的各種問題及解

決方法之能力。 

4.增進對日語教育有興趣

的學生了解日後應自我充

實之方向。 

5.培養學生人際關係與團

隊合作的能力、以及培養學

生服務社會之公民素養。 

法，習得教授日語之實際技

巧。 

3.習得在日語教學過程中

可能發生的各種問題及解

決方法之能力。 

4.增進對日語教育有興趣

的學生了解日後應自我充

實之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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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藻外語大學「專業服務學習」課程申請表 

中文課程名稱 
Chinese Name of Course 

日語教學法 
模組名稱 

Module Name 
 

英文課程名稱 
English Name of Course 

TEACHING JAPA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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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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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語文系 

 

課程概要 
Course Content 

本課程旨在加強學生對外語教師角色的認知，並藉由日語教授法的基礎概論、

課程設計、教材分析、教室活動、教案作成等理論與實務的講解、演練，期有

助於其日後的教學。因日語教師除須具備良好的日語能力外，能充分對日本了

解，也是日語教學所不可欠缺的要件。故本課程內容分為四部分，1.日語教授

法的內容講解分析、2.日本人及日本教育現況探討、3.實際教案作成、4.初步

試教演練。 

The course aims to increase the knowledge of foreign language teache

rs through the teaching method theories of basic introduction, cours

e design, teaching material analysis, classroom activities and lesso

n plans. Also practice explaining and drilling that will be suppleme

ntary in teaching. Teaching Japanese not only requires a good Japane

se language ability but have a full understanding of Japan is also e

ssential. The course contents are divided into 4 parts:  

1. explanation and analysis of Japanese teaching methods 

2. discussion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Japanese and Japanese 

education 

3. practical lesson planning 

4. basic teaching demonstration drills 

課程目標 
Course Objectives 

1.增進學生對日語教學工作應之有相關知識之瞭解。 

2.習得編寫教案、教材的實際技巧。 

3.增進對日語教授法的演變及種類、方法之瞭解。 

4.增進對日語教育有興趣的學生了解日後應自我充實之方向。 

5.培養學生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的能力、以及培養學生服務社會之公民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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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have an extended knowledge and understanding of Japanese teachin

g. 

2. learn to write lesson plans and the practical techniques of teach

ing materials. 

3. have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development, types and methods

 of Japanese teaching. 

4. have a better understanding in which direction they should improv

e themselves in the future. 

配對之能力指標 
Corresponding Skill Indicator 

/ Standard 

1-3-4 能因應各種場合表達個人意見。 

1-4-4 了解日語語言之特性，具備流暢之日語表達能力。 

2-4-1 具備日文能力檢定 A組 N2~N1、B 組 N2 之語言能力。 

5-3-2 正確掌握中日文字義及句型。 

6-3-1 習得獨立分析、思考的能力。 

7-3-1 習得搜尋資料及匯整資料內容之能力。 

7-4-1 具備今後各領域職場所需之日語專業發展之能力。 

對應的產業別 

Corresponding to 
Industry 

翻譯產業 

產業對應的知能 
Knowledge Corresponding to 

Industry 
1.第二外語聽說能力。  2.第二外語讀寫能力。3.不同文化詮釋能力。 

對應的升學領域 
Corresponding Grade 

Promotion Area 
語言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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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教學相關知能。 

寫法可參考校務系統課程地圖課程知能檢核表第四頁籤「系培育目標、能力指標與課程搭配表」。 

各階段工作及各週

流程 Procedure 

(準備、服務、反

省、慶賀各階段週

次可參見附錄一

Please refer to 

appendix 1) 

準備

preparation 

第一至五週  培養同學對服務學習及教學倫理之基本概念，使其在

之後的服務場域可以順利進行。 

           （一）課程內容解說及小老師分組 

          （二）解說服務學習之意義及教學倫理。 
           （三）準備教材與擬定教學目標。 
           （四）行前說明及準備每週上課之教學進度及教案。 

服務

service/action 

第五至十六週 構思教案的撰寫，提供教學服務，經由課堂理論、試

             教的學習與實際教學的應證，提升其學習成效。 

           （一）講解日語教授法的理論與實務。 

            (二) 實際參與日語教學服務。 

           （三）每次記錄教學的內容、教學方式、教學問題等。

反省

reflection 

第五至十六週 教師每週透過討論授課的進行狀況、及所遭遇的問題
             等服務體驗，引導學生反思，漸進陶養學生知情意的
             公民素養。          

慶賀
第十七週 舉行期末成果分享會作為慶賀與回顧，邀請上課的社區里
         民共同參與，頒發小老師服務證明，進行交流意見促成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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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lebration 動的產生，實踐大學的社會責任。 
（一）公布學習成效及問卷調查結果，並檢視所訂定的教學目標、

教學方式與實際教學間的差距，並提出修正方式。 
（二）與社區民眾、國中生進行交流意見促成感動的產生。 

評量

Evaluating 

第十八週 透過期末成果分享會中的相互的意見交流、反思回饋等活
         動，教師對於小老師的專業知能學習(40%)及服務方案執
         行與反思(60%)進行評量，以確認整個服務學習過程是否
         達到預期目標。 

合作機構

Cooperation 

agencies 

（一）機構名稱、地點、服務對象 Name、Location and Clients： 

      機構名稱：鼎力社區發展協會 

      地    點：文藻外語大學 

      服務對象：弱勢家庭及社區之居民 

（二）具體服務工作項目的合作對象包括 Service Content：  

      具體服務工作項目：每週兩天的日語教授服務方案 

      合作對象：協會里長 

      1.大學教師：協助並指導學生進行社區及中學日語教學。 

      2.大學學生：實際參與社區居民之日語教學，互動、活動等。 

（三）合作模式採用 Model of Cooperation：  

依據 Dorado & Giles,2004,Path of Engagement with community partners

有三種逕路 1)Tentative 暫時性的嘗試 

          2)Aligned 有策略性的合作 

          3)Committed 共同決策互惠互利的合作模式 

      本方案與鼎力社區發展協會合作已 8年，採第三種共同決議、互利互惠的

      模式持續經營。 

（四）應注意事項 Note：服務方案為期 12 週，服務時間為週三、四晚上 09:00

                      -12:00 社區居民至文藻外語大學上課，有簽訂服務約。

      1.合作社區部分包括： 

（1）事前的協調說明。 

（2）上課時間的排定及學習成員的招募、聯絡、通知。 

2.參與活動之大學班級部份包括： 

（1）事先說明與確認意願有助順利啟動。 

（2）行前說明與培訓活動，以確保活動品質。 

（3）雙方聯絡機制與做法，確定可隨時反應變化與需求。 

（4）明訂計畫並控管，以有效掌握並執行計畫。 

（5）提供獎勵措施，提高互動頻次，增加趣味性。 

評量方式

Evaluation 

專業知能學習 40%，服務方案執行與反思 60% 

（一）模擬試教與討論（30﹪） 

（二）教案設計（10﹪） 

（三）反省報告（20﹪） 

（四）實習教學（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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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對上述課程有疑

問者，可諮詢右列

人員。Contact Us 

課程教師:張汝秀/日本語文系 

         校內分機#5525    研究室 Z1029 

備註 Remark 

（一）文藻鄰近之鼎力、鼎西、鼎中、鼎金、鼎強、鼎盛六里社區之居民為對象，

提供日語的教學服務。加強大學與社區的連結，培育學生從實際的日語教學中，

除了增進其對日語教學工作之實務經驗外，同時也培養其教學倫理，並習得如何

與社區居民進行意見交流、互動、進而能主動關懷社區居民，培養其社會參與感。

（二）學生運用所學的日語教學專業知識服務社區，透過教學經驗與教學反思，

在修習完本課程後，可具備教師基本倫理素養。 

（三）修習完本課程後，學生將能規劃課程內容與教學，觀摩並具評判自己或同

儕教學之能力，藉由與同儕溝通、協商合作，能有效經營班級管理，以此培養學

生民主素養。 

 



97 

課程內容與進度（Course Content & Schedule） 

週次 

Week 

上課日期 

Date 

單元名稱 

Units 

授課方式 

Instructional 

Approaches

作業、報告、考試或其它

Assignments,Tests 

and Others 

備註 

Remarks

1  課程內容解說及小老師分組    

2  服務學習之意義及教案設計    

3  教學倫理(日語教師之角色等)    

4  行前說明及模擬授業演習    

5  模擬授業演習と反省･検討（1）    

6  模擬授業演習と反省･検討（2）    

7  模擬授業演習と反省･検討（3）    

8  模擬授業演習と反省･検討（4）    

9  模擬授業演習と反省･検討（5）    

10  模擬授業演習と反省･検討（6）    

11  模擬授業演習と反省･検討（7）    

12  模擬授業演習と反省･検討（8    

13  模擬授業演習と反省･検討（9）    

14  模擬授業演習と反省･検討（10）    

15  模擬授業演習と反省･検討（11）    

16  模擬授業演習と反省･検討（12）    

17  成果分享発表会    

18  期末評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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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一 

專業服務學習課程認定標準 

階段 
準備/構思階段

(preparation) 

服務/行動階段

(service/action)

反省/檢討階段

(reflection) 

發表/慶賀

(celebration) 

執行時間 3(5)週 10(6)週 3(5)週 1 週 

評核標準 
籌備過程 

反思表 

服務過程 

反思記錄表 
心得反思表 

服務學習 

感恩慶賀會 

備註 

一、 服務學習理念

宣達。 

二、 籌備工作。 

一、服務單位：政

府機構、NGO、NPO

二、可分組服務 

可分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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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藻外語大學「專業服務學習」課程申請表 

中文課程名稱 
Chinese Name of Course 

日語教學法演練 
模組名稱 

Module Name 
 

英文課程名稱 
English Name of Course 

JANPANESE TEACHING :OBSERVATION AND PRACTIC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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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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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語文系 

 

課程概要 
Course Content 

本課程旨在對日後想從事日語教學工作及對日語教育相關研究有興趣的學生所

設。課程內容分為，1.教授指導過程上問題的探討，增加對日語教育研究工作

了解，2.日語教學影片的學習，以增加同學對日語教育工作應有之認識，3.實

際模擬教學，以加強教學、指導技巧。此外，透過閱讀日語教育相關文獻，增

加對日語教育研究工作了解。 

This course is designed for the students who are interested in havin

g a career teaching Japanese and who are interested in researching r

elating to Japanese education. The course contents are divided into:

1. discussion of problems encountered by teachers, to increase stude

nts＇ understanding of careers in Japanese education research 

2. Japanese teaching through videos, to increase students＇ understa

nding of careers in Japanese education 

3. Practical simulation teaching, to strengthen their teaching and g

uidance techniques 

In addition, to increase students＇ understanding of careers in Japa

nese education research through reading documents related to Japanes

e education. 

課程目標 
Course Objectives 

1.增進學生對日語教學工作應有之相關知識之瞭解。 

2.透過實際體驗教學方法，習得教授日語之實際技巧。 

3.習得在日語教學過程中可能發生的各種問題及解決方法之能力。 

4.增進對日語教育有興趣的學生了解日後應自我充實之方向。 

5.培養學生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的能力、以及培養學生服務社會之公民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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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have an extended knowledge and understanding of Japanese teachin

g. 

2. learn practical techniques of Japanese teaching through practical

 experiences of teaching methods. 

3. learn about the various problems that might occur during Japanese

 teaching and their solutions. 

4. have a better understanding in which direction they should improv

e themselves in the future. 

配對之能力指標 
Corresponding Skill Indicator 

/ Standard 

1-3-4 能因應各種場合表達個人意見。 

1-4-4 了解日語語言之特性，具備流暢之日語表達能力。 

2-4-1 具備日文能力檢定 A 組 N2~N1、B 組 N2 之語言能力。 
5-3-2 正確掌握中日文字義及句型。 
6-3-1 習得獨立分析、思考的能力。 
7-3-1 習得搜尋資料及匯整資料內容之能力。 
7-4-1 具備今後各領域職場所需之日語專業發展之能力。 

對應的產業別 

Corresponding to 
Industry 

翻譯產業 

產業對應的知能 
Knowledge Corresponding to 

Industry 
1.第二外語聽說能力。  2.第二外語讀寫能力。3.不同文化詮釋能力。 

對應的升學領域 
Corresponding Grade 

Promotion Area 
語言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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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教學相關知能。 

寫法可參考校務系統課程地圖課程知能檢核表第四頁籤「系培育目標、能力指標與課程搭配表」。 

各階段工作及各週

流程 Procedure 

(準備、服務、反

省、慶賀各階段週

次可參見附錄一

Please refer to 

appendix 1) 

準備

preparation 

第一至五週  培養同學對服務學習及教學倫理之基本概念，使其在

之後的服務場域可以順利進行。 

           （一）課程內容解說及小老師分組 

          （二）解說服務學習之意義及教學倫理。 
           （三）準備教材與擬定教學目標。 
           （四）行前說明及準備每週上課之教學進度及教案。 

服務

service/action 

第五至十六週 構思教案的撰寫，提供教學服務，經由課堂理論、試

             教的學習與實際教學的應證，提升其學習成效。 

           （一）講解日語教授法的理論與實務。 

            (二) 實際參與日語教學服務。 

           （三）每次記錄教學的內容、教學方式、教學問題等。

反省

reflection 

第五至十六週 教師每週透過討論授課的進行狀況、及所遭遇的問題
             等服務體驗，引導學生反思，漸進陶養學生知情意的
             公民素養。          

慶賀

celebration 

第十七週 舉行期末成果分享會作為慶賀與回顧，邀請上課的社區里
         民共同參與，頒發小老師服務證明，進行交流意見促成感

動的產生，實踐大學的社會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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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布學習成效及問卷調查結果，並檢視所訂定的教
學目標、教學方式與實際教學間的差距，並提出修
正方式。 

         （二）與社區民眾、國中生進行交流意見促成感動的產生。

評量

Evaluating 

第十八週 透過期末成果分享會中的相互的意見交流、反思回饋等活
         動，教師對於小老師的專業知能學習(40%)及服務方案執
         行與反思(60%)進行評量，以確認整個服務學習過程是否
         達到預期目標。 

合作機構

Cooperation 

agencies 

（一）機構名稱、地點、服務對象 Name、Location and Clients： 

      機構名稱：鼎力社區發展協會 

      地    點：文藻外語大學 

      服務對象：弱勢家庭及社區之居民 

（二）具體服務工作項目的合作對象包括 Service Content：  

      具體服務工作項目：每週兩天的日語教授服務方案 

      合作對象：協會里長 

      1.大學教師：協助並指導學生進行社區及中學日語教學。 

      2.大學學生：實際參與社區居民之日語教學，互動、活動等。 

（三）合作模式採用 Model of Cooperation：  

依據 Dorado & Giles,2004,Path of Engagement with community partners

有三種逕路 1)Tentative 暫時性的嘗試 

          2)Aligned 有策略性的合作 

          3)Committed 共同決策互惠互利的合作模式 

      本方案與鼎力社區發展協會合作已 8年，採第三種共同決議、互利互惠的

      模式持續經營。 

（四）應注意事項 Note：服務方案為期 12 週，服務時間為週三、四晚上 09:00

                      -12:00 社區居民至文藻外語大學上課，有簽訂服務約。

      1.合作社區部分包括： 

（1）事前的協調說明。 

（2）上課時間的排定及學習成員的招募、聯絡、通知。 

2.參與活動之大學班級部份包括： 

（1）事先說明與確認意願有助順利啟動。 

（2）行前說明與培訓活動，以確保活動品質。 

（3）雙方聯絡機制與做法，確定可隨時反應變化與需求。 

（4）明訂計畫並控管，以有效掌握並執行計畫。 

（5）提供獎勵措施，提高互動頻次，增加趣味性。 

評量方式

Evaluation 

專業知能學習 40%，服務方案執行與反思 60% 

（一）模擬試教與討論（30﹪） 

（二）教案設計（10﹪） 

（三）反省札記（20﹪） 

（四）實習教學（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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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對上述課程有疑

問者，可諮詢右列

人員。Contact Us 

課程教師:張汝秀/日本語文系 

         校內分機#5525    研究室 Z1029 

備註 Remark 

（一）文藻鄰近之鼎力、鼎西、鼎中、鼎金、鼎強、鼎盛六里社區之居民為對象，

提供日語的教學服務。加強大學與社區的連結，培育學生從實際的日語教學中，

除了增進其對日語教學工作之實務經驗外，同時也培養其教學倫理，並習得如何

與社區居民進行意見交流、互動、進而能主動關懷社區居民，培養其社會參與感。

（二）學生運用所學的日語教學專業知識服務社區，透過教學經驗與教學反思，

在修習完本課程後，可具備教師基本倫理素養。 

（三）修習完本課程後，學生將能規劃課程內容與教學，觀摩並具評判自己或同

儕教學之能力，藉由與同儕溝通、協商合作，能有效經營班級管理，以此培養學

生民主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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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內容與進度（Course Content & Schedule） 

週次 

Week 

上課日期 

Date 

單元名稱 

Units 

授課方式 

Instructional 

Approaches

作業、報告、考試或其它

Assignments,Tests 

and Others 

備註 

Remarks

1  課程內容解說及小老師分組    

2  服務學習之意義及教案設計    

3  教學倫理(日語教師之角色等)    

4  行前說明及模擬授業演習    

5  模擬授業演習と反省･検討（1）    

6  模擬授業演習と反省･検討（2）    

7  模擬授業演習と反省･検討（3）    

8  模擬授業演習と反省･検討（4）    

9  模擬授業演習と反省･検討（5）    

10  模擬授業演習と反省･検討（6）    

11  模擬授業演習と反省･検討（7）    

12  模擬授業演習と反省･検討（8    

13  模擬授業演習と反省･検討（9）    

14  模擬授業演習と反省･検討（10）    

15  模擬授業演習と反省･検討（11）    

16  模擬授業演習と反省･検討（12）    

17  成果分享発表会    

18  期末評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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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一 

專業服務學習課程認定標準 

階段 
準備/構思階段

(preparation) 

服務/行動階段

(service/action)

反省/檢討階段

(reflection) 

發表/慶賀

(celebration) 

執行時間 3(5)週 10(6)週 3(5)週 1 週 

評核標準 
籌備過程 

反思表 

服務過程 

反思記錄表 
心得反思表 

服務學習 

感恩慶賀會 

備註 

一、 服務學習理念

宣達。 

二、 籌備工作。 

一、服務單位：政

府機構、NGO、NPO

二、可分組服務 

可分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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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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6.6 教務會議通過

106.10.17 校課委會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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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 下 上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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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
修
科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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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
修
科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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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修 21 學分中，經學生申請核准後，有 6 學分可至本校外所修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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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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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藻外語大學新增課程申請表－專業課程 
Wenzao Ursuline University of Languages New Course Application Form - Specialized Course 

中文課程名稱 
Chinese Name of Course 

法國語言與文化 
模組名稱 

Module Name 
系訂必修 

英文課程名稱 
English Name of Course 

FRANCE LANGUAGE AND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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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分(每學期)/ 2 
Credits per semester/ 

小時(每週)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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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課程旨在引導學生從地理、歷史、政治、社會、文化、經濟及日常生

活等角度，以綜觀的方式來瞭解「法國文化」，同時，認識台灣社會及

本土文化。 

本課程內容包括 : 

1. 關於法國的基本常識 (如，主要的地理環境、人口、氣候、經濟及政

治特色)。 

2. 關於法國的社會文化知識，包含日常生活(飲食、休閒等)、生活條件(社

會福利、保險等)、人際關係(社會階級、性別、種族等)、價值觀、信

仰和態度(外國人、宗教、藝術、收入等)、肢體語言、社會習俗(送禮、

穿著、用餐等)。 

3. 關於法語系國家的分布及相關知識。 

4. 深入探索台灣社會及本土文化 (特色美食、族群、政治、流行、婚姻

等)。 

5. 與法語系國家學生進行跨文化交流活動 

  

This course will help to give students a comprehensive knowledge of French 

civilization through the study of its geography, history, politics, society, 

culture and economy. At the same time, it will develop students’ awareness 

of Taiwanese society and local culture. This course includes: 

1. General knowledge of France (e.g. its general characteristics in terms of 

geography, population, climate, economy and politics); 

2. Knowledge of French culture and society, including everyday life (food 

and drinks, leisure), living conditions (social welfare, insurance, etc.), 

relations between people (social classes, genders, ethnic groups), values, 

附件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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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liefs and attitudes (towards foreigners, religions, arts, income…), 

non-verbal language, customs (gifts, clothing, eating…); 

3. French speaking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and related knowledge; 

4. Taiwanese society and local culture (local gastronomy, ethnic groups, 

politics, fashion, marriage…); 

5. Cross-cultural activities with students from French-speaking countries. 

課程目標 
Course Objectives 

1. 掌握關於法國的國家及社會文化的陳述性知識。 

2. 豐富對於台灣社會及文化的知識並能夠用法語口語及書面介紹。 

3. 培養跨文化意識、技巧和技能。 

4. 擁有與法語系國家學生進行跨文化交流的經驗。 

 

1. Describe France and its culture and society; 

2. Enrich their knowledge of Taiwanese society and culture and describe it 

in French, verbally or in writing; 

3. Develop cross-cultural awareness and skills; 

4. Have an experience of cross-cultural exchange with students from French 

speaking countries.  

配對之能力指標 
Corresponding Skill Indicator / 

Standard 

1-4-1. 理解個人或職業上感興趣的主題，並能夠擷取各傳播媒體報導中

之重要訊息。 

2-4-1. 具備法文能力檢定 CECR B1-B1+之語言能力。 

3-4-1. 認識法國人的思考邏輯並理解法國文化及社會概況。 

4-4-1. 瞭解法國經貿及文化產業之現況與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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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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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務暨商務管理產業 
1. 商業外語能力 
2. 第二外語讀寫能力 
3. 第二外語聽說能力 
文化創意產業 
1. 多國語言與多元文化分析能力 

對應的升學領域 
Corresponding Grade Promotion Area 

翻譯 
文化創意 
文化研究 

對應升學領域的知能 
Knowledge of Corresponding Grade 

Promotion Territory 

1. 創意與創新能力 
2. 對主修語言國家文化認識 

 



111 

文藻外語大學新增課程申請表－專業課程 
Wenzao Ursuline University of Languages New Course Application Form - Specialized Course 

中文課程名稱 
Chinese Name of Course 

法文寫作 
模組名稱 

Module Name 
系訂必修 

英文課程名稱 
English Name of Course 

FRENCH WRI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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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分(每學期)/ 2 
Credits per semester/ 

小時(每週)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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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課程每週授課二小時。教學方式以持續造句練習，豐富句子內容，達

到書寫短文之目的。句子書寫練習為循序漸進：先以各種補語來豐富句

子內容，再以關係附屬子句為輔，最後達到複合句的書寫。課程內容包

括看圖寫作及以模仿範文寫作。同時，講解文章結構的特性，並了解段

落的組織與內容承轉的訓練。  

 

In this class, we will review the structure of sentences in French, turning our 

attention on words and sentences nature and function, on logical connectors 

(conjunctions...), on techniques and styles. At the same time, we will study 

different types of texts: narrative, descriptive, argumentative...choosing those 

more useful in the daily and professional life, and according to their future 

needs. 

課程目標 
Course Objectives 

1.正確地以法文書寫表達，並能豐富句子內容及規劃組織短文架構。 

2.習得用簡單句及複合句來描述日常生活之能力。 

3.撰寫感謝信、道歉信、邀請函及公告等。 

4.熟悉各類時間表達法來敘述個人經驗。 

 

Students should be able to write coherent texts using a rich and varied 

vocabulary, respecting the rules of grammar and syntax, in a style adapted to 

the type of texts they are writing and using the levels of language needed 

according to the context of communication. 

配對之能力指標 
Corresponding Skill Indicator / 

Standard 

1-2-1. 理解與個人生活相關之片語及常用字彙，並掌握簡單清晰的訊息。

1-2-2. 對熟悉之主題及活動進行簡單的溝通。 

1-2-3. 閱讀與日常生活相關之簡單文本並瞭解簡短信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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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能夠寫出簡短訊息與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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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nowledge Corresponding to Industry 

商務暨商務管理產業 
1. 外語讀寫能力 
2. 多國語言與多元文化分析能力 
文化創意產業 
1. 第二外語讀寫能力 
2. 商業外語能力 

對應的升學領域 
Corresponding Grade Promotion Area 

各語言類 
翻譯 

對應升學領域的知能 
Knowledge of Corresponding Grade 

Promotion Territory 

1. 外語讀寫的能力 
2. 對主修語言國家文化認識 
3. 創意與創新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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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藻外語大學新增課程申請表－專業課程 

Wenzao Ursuline University of Languages New Course Application Form - Specialized Course 

中文課程名稱 
Chinese Name of Course 

德語口語訓練 
模組名稱 

Module Name 
無 

英文課程名稱 
English Name of Course 

GERMAN O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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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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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課程目的在訓練學生德語口語表達能力。 

課程內容： 

模擬情境的方式練習對話，同學學習在不同的情境中，如點餐、問路、

購物、就醫、安排活動等，表達他們的意見、願望與計畫。訓練能運用

較複雜的句子與句型描述，如主句＋子句，表原因句型，陳述看法的句

型和形容詞字尾變化等，描述人物、環境及工作內容等。 

This course aims to train students' German speaking ability. 

Course contents: 

Students will have conversation practices in different situations, including 

ordering, asking for directions, shopping, going to the doctor, and arranging 

activities, to express their opinions, wishes and plans. Students will be able to 

use complex sentence structures to describe people, the environment or 

working contents, and to state their opinions. 

課程目標 
Course Objectives 

1. 能善用辭彙。 

2. 具備跨文化溝通能力。 

3. 語言能力能達到： 

 (1)能了解電視及電台報導的主要內容。 

 (2)能陳述意見或計畫，並說明理由。 

(3)能簡單地、連貫地描述自己的經驗、發生的事件、自己的夢想、希

望及目標。 

1. apply German vocabulary. 

2. have the capacity for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附件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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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Students will be able to:                                         

(1) understand the contents on TV and broadcast.                     

(2) express opinions or plans, and explain the reasons.                 

(3) express personal experiences, incidents, dreams, hopes and go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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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 能獨立進行資料搜集、分析及歸納並陳述個人意見。 

2-4-1 能瞭解德語地區政經社會制度並分析其現況。 

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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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 
 

附件 16



118 

 



119 

 
   

附件 17-1



120 

 



121 

文藻外語大學新增課程申請表－專業課程 
Wenzao Ursuline University of Languages New Course Application Form - Specialized Course 

中文課程名稱 
Chinese Name of Course 

西班牙文閱讀與聽力 模組名稱 
Module Name 

 

英文課程名稱 
English Name of Course 

SPANISH READING AND LISTENING COMPREHEN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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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班牙語文系 

 

課程概要 
Course Content 

1. 藉由短篇西語文章或入門讀本熟悉基本字彙與句型，並初步認識西

語系國家文化與風俗民情。 

2. 選用主題較簡易之視聽教材，如；人物描述、數字與時間、氣候、

餐飲、旅遊、休閒等生活常用主題。 

1. Reading activities of short articles or entry level books which will help 
students become familiar with basic words and sentence patterns, as 
well as get to know the cultures and customs of Spanish-speaking 
countries. 

2. Audiovisual materials on simple topics related to daily life, such as 
describing people, numbers and time, weather, dining, traveling and 
entertainment.  " 

課程目標 
Course Objectives 

1. 配合所學之文法與字彙，訓練學生閱讀並理解初級西文讀本之能

力。 

2. 使學生能聽懂西班牙文日常生活情境中的用語及對話，並藉此提高

同學的字彙量。 

1. Students will be able to read and understand the Spanish entry-level 
books along with the grammar and vocabularies they have learned in 
class. 

2. Students will be able to listen to and understand the expressions and 
conversations in daily life and increase their vocabularies. 

配對之能力指標 
Corresponding Skill Indicator / 

Standard 

1-2-1 （讓學生）習得日常生活常用之基本字彙與句型（如個人與家

人之相關資料、日常活動、就學環境、生活經驗等） 

1-2-3 能理解一般性短文（短篇簡易故事或敘述性文章），並指出其主

要意旨或內容 

2-2-1 能達到歐洲語言共同參考架構 A2等級之聽、說、讀、寫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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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逐步認識西語系國家之風俗習慣與文化現象。 

對應的產業別 

Corresponding to Industry 
文化創意產業 

產業對應的知能 
Knowledge Corresponding to Industry 

1.外語讀寫能力。 

2.外語聽能力 

對應的升學領域 
Corresponding Grade Promotion Area 

各語言類 

語言教學 

文學研究 

對應升學領域的知能 
Knowledge of Corresponding Grade 

Promotion Territory 

1.對主修語言國家文化認識。 

2.外語讀寫的能力。 

3.外語聽 說的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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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藻外語大學「文化與日語文教」學分學程實施要點 

 
民國 105 年 4 月 12 日日本語文系系課程規劃小組會議通過 

民國 105 年 4 月 14 日日本語文系系務會議通過 
民國 105 年 4 月 22 日歐亞語文學院院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民國 105 年 5 月 10 日校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民國 105 年 5 月 31 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106 年 6 月 6 日日本語文系系課程規劃小組會議通過 
民國 106 年 6 月 15 日日本語文系系務會議通過 

民國 107 年 10 月 17 日校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一、學程名稱：文化與日語文教學分學程 

二、規劃單位：歐亞語文學院日本語文系 

三、設置宗旨：在學生外語能力基礎上，增加跨領域課程，學生未來可朝向外語教材製作等

相關領域，以培育日語專業及實務兼具之優秀人才。 

四、申請修讀資格：本系大學部四年制二年級以上學生及二年制三年級以上學生。 

五、申請及審查程序： 

    (一)檢附資料：申請表。 

    (二)截止期限：依學校行事曆，每學期開學時公告申請。 

    (三)公告結果：在審核完畢後，於日文系網站及本校公佈欄公告核准名單。 

六、學分規定： 

    應修學分數：本學程科目學分表最低要求 20 學分。 

七、 核發學程證書之規定： 

    (一)申請期限：學生修讀完本學分學程總學分要求時，應主動於畢業前一個月向日文系

提出申請。 

    (二)檢附資料：向註冊組申請中文歷年成績單乙份，作為學分學程審核資料。 

八、學程中心聯絡處：日本語文系辦公室(分機 5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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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學程科目學分表： 

 

 

日文專業課程（至少選修 16 學分） 

課程名稱 學期/學年 學分數 開課學期別 開課單位 備註 

日本歷史 學期課 2 2 上 

日文系 

從中至少

選修16學

分 

日本近代史 學期課 2 2 下 

從平面媒介看日本大眾文化 學期課 2 3 上 

從動畫看日本大眾文化 學期課 2 3 下 

進階日語聽力訓練 學年課 4（2/2） 3 上、3 下 

日語語法 學年課 4（2/2） 3上、3下 

日語教學法 學期課 2 3 上 

日語教學法演練 學期課 2 3 下 

語言學入門 學期課 2 4 上 

語言學通論 學期課 2 4 下 

日本小說選讀 學期課 2 4 上 

日本名著賞析 學期課 2 4 下 

專題製作 學年課 4（2/2） 4 上、4 下 

跨領域課程（至少選修 4 學分） 

課程名稱 學期/學年 學分數 開課學期別 開課單位 備註 

數位教學設計 學期課 2 3 下 

數位內容

學分學程 

(數位系) 

1. 三門擇

二門修

讀 ， 從

中至少

選修 4

學分。 

2. 學生未

來可朝

向外語

教材製

作等相

關領域 

電子書製作 學期課 3 3 下 

數位教材製作 學期課 2 3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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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藻外語大學「專業服務學習」課程申請表 

中文課程名稱 
Chinese Name of Course 

教學實習與服務學習 
模組名稱 

Module Name 
 

英文課程名稱 
English Name of Course 

TEACHING PRACTICE AND SERVICE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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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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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語教學系 

 

課程概要 
Course Content 

本課程採取服務學習概念，透過觀摩與實習，學生將運用所習得之專業

知識進行英語教學以服務鄰近社區。 

Using the concepts of service learning, this course aims to train students to 

apply their professional knowledge of English teaching to teach and serve 

the local community through observation and teaching practice. 

課程目標 
Course Objectives 

1. 運用所學的英語教學專業知識於社區服務； 

2. 統整課程計畫與教學； 

3. 編撰與設計符合學習目標之教材與教案； 

4. 運用英語教學相關知識提升學員有效的學習； 

5. 有效地經營班級管理； 

6. 觀摩並評判自己或同儕之教學。 

 

1. apply their professional knowledge of English teaching in community 

service; 

2. integrate program plan and teaching; 

3. create and design teaching materials and lesson plans that match up to 

the learning objectives; 

4. use the relevant knowledge of English teaching to assist learners in 

learning the target language effectively 

5. manage their class efficiently 

6. observe and evaluate their own teaching as well as the peers’. 

配對之能力指標 
Corresponding Skill Indicator / 

Standard 

2-4-2 具優良外語教學教授之能力 
2-4-3 具全英語教學之能力 

5-4-1 具反思教學之知能 

附件 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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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應的產業別 

Corresponding to Industry 
 外語補教業 
 各級英語教育界 

產業對應的知能 
Knowledge Corresponding to Industry 

1.教學方法 ─  

1. Principles and techniques in language teaching 

2. The 3P Teaching Pattern [3-stage Lesson Pattern:  

Presentation  

Practice   

Production 

2. Skimming and scanning reading skills 

3. Story telling ski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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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語言教學相關知能 

寫法可參考校務系統課程地圖課程知能檢核表第四頁籤「系培育目標、能力指標與課程搭配表」。 

各階段工作及各週

流程 Procedure 

(準備、服務、反

省、慶賀各階段週

次可參見附錄一

Please refer to 
appendix 1) 

準備
preparation 

4 週： 

1. 講授教案設計與撰寫 

2. 示範教學演練 

3. 組織，訓練及分派行政與教學工作  

服務
service/action 

13 週： 

1. 提供教學服務的機會，指導教案設計與撰寫並指導教學演練 

2. 認識機構，並開始執行每週之教學服務，經由課堂理論的學習

與實際行動學習的運用與相合，提升外語教學之學習成效。 

反省
reflection 

1 週：服務中，教師透過服務體驗引導服務小組反思，以心得反思的

撰寫、課堂分享的陳述三種方式，陶養學生的社會服務精神。

慶賀
celebration 

1 週：舉行期末課程服務成果展作為慶賀與回顧，邀請學員參與，整

合課程的學習與實踐大學社會責任。 

評量

Evaluating 
經由機構問卷以及教師觀察記錄評量整個服務學習過程是否達到

預期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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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機構

Cooperation 
agencies 

（一）機構名稱、地點、服務對象 Name、Location and Clients：  

      機構名稱：高雄市立圖書館河堤分館 

地    點：高雄市三民區裕誠路 1 號      
服務對象: 三民區河堤以及其他附近社區學童 
 

（二）具體服務工作項目的合作對象包括 Service Content：  

      具體服務工作項目：透過文藻外語大學外語教學系學生之專業能力提供英

語教學服務，為河堤以及其他附近社區之國小學生於週末舉辦

英語說故事，玩遊戲學美語和看卡通學英文等專業服務活動。

      合作對象：高雄市立圖書館河堤分館約聘館員 

 

（三）合作模式採用 Model of Cooperation：  

本方案與機構合作已 3年，採共同決議、相輔相成的模式持續經營。 

 

（四）應注意事項 Note：服務方案為期 13 週，服務時間為週六及週日下午

3:00-5:00 或 4:00~5:00 
      全天加保意外事故險，請機構將本校與課程列為協力單位，服務內容如有

      異動將進行調整，保持協調空間，不另外再簽訂服務約。 

評量方式

Evaluation 

Teaching Practice 教學演示                         30% 

Lesson Plans 教案設計                             15% 

Observation Reports and Portfolio 觀摩報告            30% 

Self-evaluation Reports 教學自我反省報告             15% 

Attendance, Participation and Cooperation 出席參與      10% 

如對上述課程有疑

問者，可諮詢右列

人員。Contact Us 

 外語教學系吳小麗老師 
 校內分機#5204   

備註 Remark 
詳細週次規劃(含準備/服務/反省/慶賀)請參見課程內容與進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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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內容與進度（Course Content & Schedule） 

週次 

Week 

上課日期 

Date 

單元名稱 

Units 

授課方式 

Instructional 

Approaches

作業、報告、考試或其它

Assignments, Tests 

and Others 

備註 

Remarks

1  
Introduction & preparation  
Introduction to service learning 
課程介紹與準備 

 講解, 
 示範, 
 觀摩, 
 討論，等. 

教學演示 
教案撰寫 
觀摩報告 
自我反省報告，等 

 

2  
 Demonstration (教學示範) 
 Micro-teaching (教學演練) 
 Planning the course (計畫課程)

同上   

3  
 Demonstration (教學示範) 
 Micro-teaching (教學演練) 
 Planning the course (計畫課程)

同上   

4  
 Demonstration (教學示範) 
 Micro-teaching (教學演練) 
 Planning the course (計畫課程)

同上   

5 10/21 & 
10/22 

Teaching and service 1 & 2 
(教學演示及服務) 

教學服務   

6 10/28 & 
10/29 

Teaching and service 3 & 4 同上   

7 11/04 & 
11/05 

Teaching and service 5 & 6 同上   

8 11/11 & 
11/12 

Teaching and service 7 & 8 同上   

9 11/18 & 
11/19 

Teaching and service 9 & 10 同上   

10 11/25 & 
11/26 

Teaching and service 11 & 12 同上   

11 12/02& 
12/03 

Teaching and service 13 & 14 同上   

12 12/09& 
12/10 

Teaching and service 15 & 16 同上   

13 12/16& 
12/17 

Teaching and service 17 & 18 同上   

14 12/23& 
12/24 

Teaching and service 19 & 20 同上   

15 12/30& 
12/31 

Teaching and service 21 & 22 同上   

16 01/06 & 
01/07 

Teaching and service 23 & 24 同上   

17 01/13 & 
01/14 

Teaching and service 25 & 26 同上   

18 01/20 & 
01/21 

反省及慶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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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一 

專業服務學習課程認定標準 

階段 
準備/構思階段

(preparation) 

服務/行動階段

(service/action)

反省/檢討階段

(reflection) 

發表/慶賀

(celebration) 

執行時間 3 週 14 週 1 週 1 週 

評核標準 
籌備過程 

反思表 
服務過程 心得反思表 

服務學習 

感恩慶賀會 

備註 

一、 闡釋服務學習

理念。 

二、 籌備及訓練。 

一、服務單位：高

雄市立圖書館

河堤分館 

二、可分組服務 

個人反思 全員參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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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藻外語大學「專業服務學習」課程申請表 

中文課程名稱 
Chinese Name of Course 

正音與口語訓練 
模組名稱 

Module Name 
外語教學系大一必修 

英文課程名稱 
English Name of Course 

English Pronunciation and Spea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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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語教學系 

 

課程概要 
Course Content 

本課程主要目的在使學生明瞭英語發音的基本概念及發音方式與歷程以改善學生的英

語發音，進而增強其口語表達的能力。基本學習目標為能清楚並明確地發出英語中的

母音與子音，且能用英語清楚表達與溝通。課程可大致分成兩部分：一部分為透過發

音過程的探索、持續漸進的練習與聽音辨認的訓練，熟悉並能區辨英語中的所有語音。

另一部分為讓學生熟悉英語中的說話韻律、字與句的重音、基本語調與情緒表達語調，

使學生的口語表達具有英語的說話韻律及自然語調。 

This course aims at the introduction of basic pronunciation processes and concepts and hopes 

to improve students’ pronunciation and speaking ability. Students will learn to clearly 

pronounce each English vowels and consonants and develop the ability to make themselves 

understood clearly and effectively in English. The course can be broadly divided into two 

parts. In one part, students will learn to produce and discriminate English speech sounds, and 

in the other part, they will learn to speak English in the English rhythm, stress patterns, and 

intonation patterns. 

課程目標 
Course Objectives 

一、清楚發出英語中的母音與子音。 

二、明瞭英語中的語音的發音動作。 

三、區辨英語中的語音，尤其是相近似的音。 

四、明白英語的重音規則。 

五、熟悉英語說話的韻律與語調。 

六、清楚且自然地表達英語的各種語調。 

七、培養學生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的能力、以及培養學生服務社會之公民素養。 

 

1. produce English vowels and consonants clearly; 

2. understand the articulatory processes of English vowels and consonants; 

3. discriminate English speech sounds, especially similar sou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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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be acquainted with English stress patterns; 

5. be familiarized with English rhythm and intonation. 

6. produce various English intonation patterns clearly and naturally. 

7. Cultivate students’ ability in teamwork and build up students’ awareness in public 

service. 

配對之能力指標 
Corresponding Skill 
Indicator / Standard 

2-1-3 具基本英語發音教與學整合應用之知能 
7-1-1 具尊重、欣賞、接納他人各別差異之素養 
7-1-2 具尊重智慧財產權之素養 
7-1-3 具責任感及與同儕溝通、協商合作完成小組作業之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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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英語聽說能力 

6.聽說教學能力 

10.語言整合教學能力 

對應的升學領域 
Corresponding Grade 

Promotion Area 
1.語言教學 

對應升學領域的知

能 
Knowledge of 

Corresponding Grade 
Promotion Territory 

1. 外語聽說的能力 

18.語言教學相關知能 

寫法可參考校務系統課程地圖課程知能檢核表第四頁籤「系培育目標、能力指標與課程搭配表」。 

各階段工作及各週

流程 Procedure 

(準備、服務、反

省、慶賀各階段週

次可參見附錄一

Please refer to 
appendix 1) 

準備
preparation 

5 週：培育正確發音及口語表達具體的專業知能與學習目標，使其學

習可以連結之後服務的場域。 

服務
service/action 

10 週：提供服務的機會，構思教案及活動的設計，並開始執行方案，

經由課堂發音的練習與實際行動學習的運用與相合，提升學

習成效。 

反省
reflection 

5 週：服務期間，教師透過服務體驗引導團體反思，以反思週誌的撰

寫、課堂分享的陳述以及同儕回饋的三種方式，增進學生口語

表達能力及發音準確度。 

慶賀
celebration 

1 週：舉行期末課程分享作為慶賀與回顧，邀請機構成員共同參與，

整合課程的學習與實踐大學社會責任 

評量

Evaluating 
2 週：經由機構問卷以及教師觀察記錄評量整個服務學習過程是否達

到預期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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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機構

Cooperation 

agencies 

（一）機構名稱、地點、服務對象 Name、Location and Clients：  

      機構名稱：高雄市立河堤國民小學 

      地    點：高雄市三民區裕誠路 3號 

      服務對象：國小一、二年級學生 

（二）具體服務工作項目的合作對象包括 Service Content：  

      具體服務工作項目：週二晨光時間英語說故事提升英語能力方案 

      合作對象：河堤國小校長、教務主任及班級導師 

（三）合作模式採用 Model of Cooperation：  

依據 Dorado & Giles,2004,Path of Engagement with community partners

有三種逕路 1)Tentative 暫時性的嘗試 

          2)Aligned 有策略性的合作 

          3)Committed 共同決策互惠互利的合作模式 

本方案與機構合作已 1年，採第三種共同決議、互利互惠的模式持續經營。

（四）應注意事項 Note：服務方案為期 10 週，服務時間為周二上午 08:00-08:40

      全天加保意外事故險，請機構將本校與課程列為協力單位，服務內容如有

      異動將進行調整，保持協調空間，不另外再簽訂服務約。 

      (有簽約的請在此註明) 

評量方式

Evaluation 

(一) 專業知能學習 50%:正音與口語訓練 

1. 平時成績 30% 正音與口語訓練指定作業 

2. 服務方案企劃撰寫 20% 正音與口語運用於英語說故事技巧教案 

 

(二) 服務方案執行與反思 50%：小一、小二英語口語養成服務方案 

1. 週五服務培訓、週二服務實作與反思週誌 30%  

2. 期末課程分享及成果發表 20% (服務學習融入正音與口語訓練的學習成

效) 

如對上述課程有疑

問者，可諮詢右列

人員。Contact Us 

課程教師:孫韵芳/外語教學系 

         校內分機#5224    研究室 Q311 

※請善用校務資訊系統廣度輔導機制線上登錄約談。 

備註 Remark 
詳細週次規劃(含準備/服務/反省/慶賀)請參見課程內容與進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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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內容與進度（Course Content & Schedule） 

週次 
Week 

上課日期 
Date 

單元名稱 
Units 

授課方式 
Instructional 
Approaches

作業、報告、考試或其它

Assignments,Tests 
and Others 

備註 
Remarks

1 
9/22 

Fri 

Course introduction、
self-introduction、grouping、focus 
on stress and intonation 

課程介紹、學生自我介紹及分組

Lecture, 
Discussion, 
Coaching, 
Grouping 

Divide class into 10 groups 

Select Story/rhyme 
 

2 
9/29 

Fri 

Improving your pronunciation 

Setting Goal 

設定目標及發音練習 

Lecture, 
Discussion, 
Coaching, 

Bring story/rhyme to class  

3 10/6 

Fri 

Pronunciation Basics 基礎發音技

巧及說故事教案撰寫 

Lecture, 
Discussion, 
Coaching, 

  

4 10/13 

Fri 

Pronunciation Basics  

基礎發音技巧及說故事教案撰寫

Lecture, 
Discussion, 
Coaching, 

G1-5 繳交故事教案  

5 10/20 

Fri 

Pronunciation Basics  

基礎發音及說故事技巧 

Lecture, 
Discussion, 
Coaching 

G6-10 繳交故事教案 

G1-5 說故事演練 
 

6 

10/27 

Fri 

Sentence Rhythm  

句子的旋律及說故事演練 

Lecture, 

Discussion, 

Coaching 

G1-5 說故事檢討及演練 

G6-10 回饋 

Show & Tell in 河堤國小

on 10/24 Tues (G1-5 說故

事，G6-10 錄影及協助) 

週 五 照

常上課 

7 

11/3 

Fri 

Sentence Rhythm  

句子的旋律及說故事演練 

Lecture, 

Discussion, 

Coaching 

G1-5 說故事檢討及演練 

G6-10 回饋 

Show & Tell in 河堤國小 

on 10/31 Tues (G1-5 說故

事，G6-10 錄影及協助) 

週 五 照

常上課 

8 
11/10 

Fri 

Sentence Rhythm  

句子的旋律及說故事演練 

Lecture, 

Discussion, 

Coaching 

G1-5 說故事檢討及演練 

G6-10 回饋及演練 

Show & Tell in 河堤國小 

on 11/7 Tues (G1-5 說故

週 五 照

常上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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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G6-10 錄影及協助) 

9 

11/17 

Fri 
Midterm Exam 

期中服務回

饋及分享 

G1-4 說故事檢討及演練 

G5-8 回饋及演練 

Show & Tell in 河堤國小 

on 11/14 (G1-5 說故事，

G6-10 錄影及協助) 

週 五 照

常上課 

10 

11/24 

Fri 

Practice with authentic speech 

說故事演練 

Lecture, 

Discussion, 

Coaching 

G1-5 說故事檢討及演練 

G6-10 回饋及演練 

Show & Tell in 河堤國小 

on 11/21 Tues (G1-5 說故

事，G6-10 錄影及協助) 

週 五 照

常上課 

11 

12/1 

Fri 

Practice with authentic speech 

說故事演練 

Lecture, 

Discussion, 

Coaching 

G6-10 說故事檢討及演練 

G1-5 回饋 

Show & Tell in 河堤國小 

on 11/28 Tues (G6-10 說故

事，G1-5 錄影及協助) 

週 五 照

常上課 

12 

12/8 

Fri 

Practice with authentic speech 

說故事演練 

Lecture, 

Discussion, 

Coaching 

G6-10 說故事檢討及演練 

G1-5 回饋 

Show & Tell in 河堤國小 

on 12/5 Tues  (G6-10 說故

事，G1-5 錄影及協助) 

週 五 照

常上課 

13 

12/15 

 Fri 

Introduction to Presentation Skills 

簡報技巧概論 

Lecture, 

Discussion, 

Coaching 

G6-10 說故事檢討及演練 

G1-5 回饋 

Show & Tell in 河堤國小 

on 12/12 Tues (G6-10 說故

事，G1-5 錄影及協助) 

週 五 照

常上課 

14 

12/22  

Fri  

Presentation Skills-Making PPT 

PPT 製作 

Lecture, 

Discussion, 

Coaching 

G6-10 說故事檢討及演練 

G1-5 回饋 

Show & Tell in 河堤國小 

on 12/19 Tues (G6-10 說故

事，G1-5 錄影及協助) 

週 五 照

常上課 

15 
12/29  

Fri  

Presentation Skills- Using PPT 

如何正確使用 PPT 

Lecture, 

Discussion, 

Coaching 

G6-10 說故事檢討及演練 

G1-5 回饋 

Show & Tell in 河堤國小 

on 12/26 Tues (G6-10 說故

週 五 照

常上課 



 137

事，G1-5 錄影及協助) 

16 

1/5  

Fri 

Presentation Skills- Eye contact 

目光及與聽眾的互動 

Lecture, 

Discussion, 

Coaching 

G6-10 說故事檢討及演練 

G1-5 回饋 

Show & Tell in 河堤國小

on 1/2 Tues (G6-10 說故

事， G1-5 錄影及協助) 

週 五 照

常上課 

17 
1/12  

Fri 

Presentation Skills- Overcoming 
stage fright 

克服怯場 

Lecture, 

Discussion, 

Coaching 

G6-10 說故事檢討及演練 

G1-5 回饋 
 

18 1/19  

Fri 
Presentation and sharing  成果分享  

Note: 本課程於河堤國小英語說故事之服務學習自 106/10/24 起每週二 8:00-8:40 開始至 107/1/2(二) 結

束。服務期間，每週五 9:00-12:00 照常上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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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一 

專業服務學習課程認定標準 

階段 
準備/構思階段

(preparation) 

服務/行動階段

(service/action)

反省/檢討階段

(reflection) 

發表/慶賀

(celebration) 

執行時間 3(5)週 10(6)週 3(5)週 1 週 

評核標準 
籌備過程 

反思表 

服務過程 

反思記錄表 
心得反思表 

服務學習 

感恩慶賀會 

備註 

一、 服務學習理念

宣達。 

二、 籌備工作。 

一、服務單位：政

府機構、NGO、NPO

二、可分組服務 

可分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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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藻外語大學「專業服務學習」課程申請表 

中文課程名稱 
Chinese Name of Course 

兒童英語活動教學 
模組名稱 

Module Name 
外語教學模組 

英文課程名稱 
English Name of Course 

ACTIVITIES IN LANGUAGE LEARNING FOR CHILD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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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語教學系 

 

課程概要 
Course Content 

本課程將使同學學習根據兒童認知語言發展，來設計各種兒童英語教學

活動。 

本課程將根據主要的語言能力，主題及學習方式，作為課程內容分類。

並介紹各種溝通式及創意式的遊戲、歌唱、說故事、韻文、角色扮演、

及戲劇等教學活動，並引導學生運用適當的教學技巧，來設計並實際地

演練以上各種教學活動。 

This course will enable the students to implement, adapt, and design English 

teaching activities for young learners based on the strategies of cognitive 

development of children’s language learning.  The content of this course 

includes categorized activities in terms of the principal language skills, the 

topics, and the “mode” of working.  The communicative tasks, creative 

games, songs, chants, rhymes, storytelling, role-plays and drama with 

children are also introduced.  In addition, students will demonstrate their 

ability and skills to design and lead the activities and tasks mentioned above.

課程目標 
Course Objectives 

1. 在一個整合聽說讀寫的課程中能夠設計及教授活動。 

2. 應用英語教學的原理及知識來設計適合兒童的教學活動， 

3. 應用語言學習的知識來培養兒童的語言學習興趣以及啟發他們的自

信心。 

4. 增進在組織及管理兒童教學活動上的能力。 

5. 有效地使用各種教學資源。 

6. 透過觀摩來評量同儕及專業人士之教學成效。 

 

1. design and deliver activities as a part of a four-skill integrated lesson;  

2. apply principles and knowledge about language teaching to the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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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ropriate activities for young learners; 

3. apply knowledge in language learning to cultivate young learners’ interest 

and to inspire their confidence; 

4. improve their abilities in organizing and managing activities in a language 

class of young learners,  

5. use various teaching resources effectively,  

6. evaluate the teaching of their peers and professionals through observation.

配對之能力指標 
Corresponding Skill Indicator / 

Standard 

1-3-2 具搜尋及閱讀外語教學期刊之能力 

2-3-1 具英語聽說讀寫教與學整合應用之知能 

5-3-2 具改編及研發外語教材之知能 

7-3-2 具積極參與、團隊合作完成外語教學教材及課程設計之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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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說教學能力,閱讀教學能力,語言整合教學能力 

對應的升學領域 
Corresponding Grade Promotion Area 

語言教學,各語言類 

對應升學領域的知能 
Knowledge of Corresponding Grade 

Promotion Territory 
外語聽說的能力,組織能力,語言教學相關知能 

寫法可參考校務系統課程地圖課程知能檢核表第四頁籤「系培育目標、能力指標與課程搭配表」。 

各階段工作及各週

流程 Procedure 
(詳細週次規劃(含
準備/服務/反省/慶
賀)請參見課程內

容與進度表。) 

準備

preparation 

7 週：認識服務機構、服務對象與服務對象之需求；培育兒童英語活

動教學及設計的專業知能；設計與撰寫英語品格教育之教案 

服務

service/acti
on

6 週：應用課堂上所學習到的教學理論與教學技巧及使用所設計的英

語品格教育之教案於實際兒童英語活動教學的執行，提升學習成效

反省

reflection 

4 週：反思於服務之後進行，共四次，透過反思報告的撰寫以及課堂

分享的陳述深化學生的學習與社會的責任感，讓學生感受服務的意

義 

慶賀

celebration 

1 週：舉行期末課程成果回顧作為慶賀，學生回顧學期成果與服務體

驗，分組報告整個課程與服務之心路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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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機構

Cooperation 
agencies 

（一）機構名稱、地點、服務對象 Name、Location and Clients：  
      機構名稱：高雄市立河堤國民小學 

      地    點：高雄市三民區裕誠路 3 號 

服務對象：弱勢家庭兒童(缺乏英語學習資源及需加強品格教育之學童) 
服務需求：需加強英語能力與品格教育  

（二）具體服務工作項目的合作對象包括 Service Content：  
      具體服務工作項目：週五課後兒童英語活動體驗班 (以品格教育為主軸)
      合作對象：校長、教務主任 
（三）合作模式採用 Model of Cooperation：  

依據 Dorado & Giles,2004,Path of Engagement with community partners 
有三種逕路 1)Tentative 暫時性的嘗試 
          2)Aligned 有策略性的合作 
          3)Committed 共同決策互惠互利的合作模式 
本方案採第三種共同決議、互利互惠的模式持續經營。 

（四）應注意事項 Note：服務方案為期 6 週，服務時間為 10/20、10/27、11/17、
11/24、12/22、12/29 周五下午 13:30-16:00 

      全天加保意外事故險，請機構將本校與課程列為協力單位，服務內容如有

      異動將進行調整，保持協調空間，不另外再簽訂服務約。 
       

評量方式

Evaluation 

(一) 專業知能學習 40%:兒童英語活動教學 
1. 平時成績 20%_兒童英語活動教學課堂指定作業+課堂參與+出席率  
2. 期中教案 10%_兒童英語教學活動教案撰寫的應用 
3. 期末教案 10%_兒童英語教學活動教案撰寫的應用 

(二) 服務方案執行與反思 60%：週五課後兒童英語活動體驗班 
1. 週五服務教學 40%_社會實踐與公民責任(20%期中; 20%期末) 
2. 服務反思及成果報告 20%_服務學習融入兒童英語活動教學的學習成效

(平時成績) 

如對上述課程有疑

問者，可諮詢右列

人員。Contact Us 

課程教師: 陳念霞 /外語教學系 
          校內分機#5230    研究室 Z0312 
          94079@mail.wzu.edu.tw 

備註 Remark 

本課程採融滲式的教學方法，將服務學習融入兒童英語活動教學作為社會實踐的

單元，整體規劃如下： 
(一) 專業知能學習 7 週，學習目標是學生能使用兒童英語活動教學及設計的專業

知能設計適切的兒童英語教學活動，佔學期成績 40% 
(二) 服務學習的融入 6 週，學習目標是學生能應用課堂上所學習到的教學理論與

教學技巧及使用所設計的英語品格教育之教案於實際兒童英語活動教學

的執行，共佔學期成績 40% 
(三) 服務反思 4 週及期末成果報告 1 週，學習目標是學生能深化學習與社會的責

任感，感受服務的意義；回顧學期成果與服務體驗，分享整個課程與服務

之心路歷程，共佔學期成績 20% 
詳細週次規劃(含準備/服務/反省/慶賀)請參見課程內容與進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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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內容與進度（Course Content & Schedule） 

週次 

Week 

上課日期 

Date 

單元名稱 

Units 

授課方式 

Instructional 

Approaches

作業、報告、考試或其它 

Assignments,Tests 

and Others 

備註 

Remarks 

1 
Week 1 
9/22 (準備) 

Course Introduction 
Brainstorming about teaching 
English to young learners (TEYL)
Basic Principles of TEYL 
What is service-learning?  

Lecture, Discussion   

2 
Week 2 
9/29 (準備) 

Teaching Listening and Speaking
Classroom Management and 
Administration  

Lecture, Discussion

Overview of local English language core 

curriculum submission (9/28 23:59 

online) 

9/30 Make-up school 

day for 10/9 

3 
Week 3 
10/6 (準備) 

Teaching Listening and Speaking
Classroom Management and 
Administration 

Lecture, Discussion
10/5 23:59 Deadline for online listening 

and speaking activities sharing 

10/4 Wed 

Mid-Autumn Festival 

Holiday 

4 
Week 4 
10/13 (準備) 

Teaching Practice Demos 
Demonstration, 

Discussion 

Listening and speaking lesson plan 

submission (10/12 23:59 online and 

10/13 paper in class) 

10/9 Mon -10/10 Tue 

National Day Holiday

5 
Week 5 
10/20 (服務) 

Teaching Practice 1  
Service, 

Demonstration 
 

10/15 Sun School Fair

10/16 Mon School 

Fair make-up holiday

6 
Week 6 
10/27 (服務) 

Teaching Practice 2  
Service, 

Demonstration 
  

7 
Week 7 
11/3 (反省) 

Teaching Practice Evaluation and 
Feedback  

Lecture, Discussion
Self-reflection 1 submission (11/2 23:59 

online and 11/3 paper in class) 
 

8 
Week 8 
11/10 (準備) 

Teaching Practice Demos Observation  

Revised listening and speaking lesson 

plan submission (11/9 23:59 online and 

11/10 paper in class + first draft)  

 

9 
Week 9 
11/17 (服務) 

Teaching Practice 3  
Service, 

Demonstration 
 Mid-Term Week 

10 
Week 10 
11/24 (服務) 

Teaching Practice 4  
Service, 

Demonstration 
  

11 
Week 11 
12/1 (反省) 

Teaching Practice Evaluation and 
Feedback  
Teaching Reading and Writing 

Lecture, Discussion
Self-reflection 2 submission (11/30 23:59 

online and 12/1 paper in class) 
 

12 
Week 12 
12/8 (準備) 

Teaching Reading and Writing Lecture, Discussion
12/7 23:59 Deadline for online reading 

and writing activities sharing 
 

13 
Week 13 
12/15 (準備) 

Teaching Practice Demos 
Demonstration, 

Discussion 

Reading and writing lesson plan 

submission (12/14 23:59 online and 

12/15 paper in class) 

 

14 
Week 14 
12/22 (服務) 

Teaching Practice 5  
Service, 

Demonstration 
  

15 
Week 15 
12/29 (服務) 

Teaching Practice 6  
Service, 

Demonstration 
 

12/25 Mon CSEPT 

make-up holiday 

16 
Week 16 
1/5 (反省) 

Teaching Practice Evaluation and 
Feedback  

Demonstration 
Self-reflection 3 submission (1/4 23:59 

online and 1/5 paper in class) 

1/1 Mon Republic 

Day Holiday 

17 
Week 17 
1/12 (反省) 

Revised reading and writing 
lesson plan report 

Report, Discussion 

Revised reading and writing lesson plan 

submission (1/11 23:59 online and 1/12 

paper in class + first draft) 

 

18 
Week 18 
1/19 (慶賀) 

Course and service learning 
review report, course evaluation 
and celebration  

Report, Discussion, 

Feedback 

Course and service learning review report 

PPT submission (1/12 23:59 online and 

1/13 paper in class) 

Final Wee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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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藻外語大學「專業服務學習」課程申請表 

中文課程名稱 
Chinese Name of Course 

傳播藝術實務 
模組名稱 

Module Name 
 

英文課程名稱 
English Name of Course 

Communication Arts Practic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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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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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播藝術系 

 

課程概要 
Course Content 

本課程的目的在配合電視、廣播及企劃行銷等傳播藝術類型之相關課

程，使學生充分使用校內設備，進行校內實習，完成各類型廣電節目與

活動企劃，並配合系務專案，提供校內網路平台播放各數位媒體製作之

節目內容。  

This course aims to cooperate with courses related to communication arts, 

such TV, broadcast, and marketing. It makes students adequately use the 

equipments, do on-campus internship, finish all kinds of proposals of 

broadcasting and TV programs and activity, and cooperate with the special 

projects of department affairs to offer media programs on school’s network 

platform 

課程目標 
Course Objectives 

1. 具備數位媒體製作之專案執行及專題製作知能 

2. 具備廣告與行銷專案執行及專題製作知能 

3. 透過校內實習熟練廣電節目製作 

4. 掌握廣電節目企劃與製作之統整與執行能力 

5. 習得傳播藝術類課程之整合能力 

6.  具備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的能力 7.具備服務社會之公民素養。 

 

1. the comprehension and ability of carrying out the media and project 

production. 

2. the ability of carrying out the advertisement and marketing project and 

special l project production. 

3 the ability to practice broadcasting and TV program production by the 

campus internship. 

4 the ability to well know the skill of carrying out and proposing the 

附件 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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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oadcasting and TV production 

5 the ability to practice the integrated ability of communication arts courses.

6. the ability to have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and teamwork  

7. the civic literacy to serve the community. 

配對之能力指標 
Corresponding Skill Indicator / 

Standard 

2-3-3  

3-3-1  

具備數位媒體製作之專案執行及專題製作知能。 

具備廣告與行銷專案執行及專題製作知能 

對應的產業別 

Corresponding to Industry 
1.文化創意產業 
2.大眾傳播產業 

產業對應的知能 
Knowledge Corresponding to Industry 

文化創意產業 

1. 影音製作能力 

2. 多媒體製作能力 

1. 數位影音製作能力 

大眾傳播產業 

(一) 專案管理企劃與執行能力 

(二) 資訊運用與媒體製作能力 

(三) 媒體製作能力 

1. 創意與創新能力 

 

對應的升學領域 
Corresponding Grade Promotion Area 

（一） 資訊傳播 

（二） 文化創意 

（三） 大眾傳播 

對應升學領域的知能 
Knowledge of Corresponding Grade 

Promotion Territory 

1. 策略、規劃能力 

2. 傳播媒體運用能力 

3. 組織能力 

寫法可參考校務系統課程地圖課程知能檢核表第四頁籤「系培育目標、能力指標與課程搭配表」。 

各階段工作及各週

流程 Procedure 

(準備、服務、反

省、慶賀各階段週

次可參見附錄一

Please refer to 
appendix 1) 

準備
preparation 

第一週 專業服務課程簡介與說明 
第二、三週 專業服務內涵與預防犯罪專案計畫執行之內容講授與講座 
參與高雄市警局少年隊執行「青春專案」計畫，執行預防犯罪宣導影像紀

錄，提供專業服務，協助青少年預防犯罪宣導。 

服務
service/action 

第四週到第十六週 學生至機構進行專業服務 
專業服務內容以預防犯罪宣導為重點，將宣導內容以影音短片媒體形式作

為呈現方式，宣導內容與題材製作由雙方討論決定後，依各組作業需求規

畫執行時程。 

反省
reflection 

第四週、第七週、第十六週 共計 3週 

學生於每次服務完畢與小組成員進行檢討與反省，再予以執行調修。 

慶賀
celebration 

第十七週到十八週 成果展示與檢討、期末感恩會 

評量

Evaluating 

第一週 專業服務課程簡介與說明 
第二、三週 專業服務內涵與預防犯罪專案計畫執行之內容講授與講座 
參與高雄市警局少年隊執行「青春專案」計畫，執行預防犯罪宣導影像紀

錄，提供專業服務，協助青少年預防犯罪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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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機構

Cooperation 

agencies 

（一） 機構名稱、地點、服務對象 Name、Location and Clients： 

高雄市警察局少年警察隊、高雄市三民區覺民路 366 號 7 樓。 

（二）具體服務工作項目的合作對象包括 Service Content： 

      1. 參與高雄市警局少年隊執行「青春專案」計畫，協助青少年預防犯罪宣導。

      2. 參與反毒等預防犯罪宣導影像製作，提供專業服務。 

（三）合作模式採用 Model of Cooperation：  

      1.由合作機構協助學生建立「青少年預防犯罪」等專業知能，並由學生共同

參與「青春專案」計畫。 

      2.學生分組參與反毒等預防犯罪宣導影片產製，提供專業服務。 

      3.學生由老師指導完成宣導影像紀錄之拍攝並完成後製作業。 

      4.服務結束後，進行反思與檢討。 

（四）應注意事項 Note： 

高雄市警察局少年警察隊提供及所有相關資源。 

評量方式

Evaluation 

（一）分享與討論             10% 

（二）參與態度               10% 

（三）服務方案執行與反思     60% 

（四）期末成果與綜合報告     20%        

如對上述課程有疑

問者，可諮詢右列

人員。Contact Us 

課程教師:陳重友/傳播藝術系 

         校內分機#6501    研究室 Z816 

辦公室 07-3426031 轉 6502 

備註 Remark 
詳細週次規劃(含準備/服務/反省/慶賀)請參見課程內容與進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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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內容與進度（Course Content & Schedule） 

週次 

Week 

上課日期 

Date 

單元名稱 

Units 

授課方式 

Instructional 

Approaches 

作業、報告、考試或其它

Assignments,Tests 

and Others 

備註 

Remarks

1 9/20 
課程內容、實務實習介紹  上課  

  

2 9/27 
校內服務實習實例探討與任務

分組 

實務操作  
  

3 10/4 
(中秋節彈性放假)  實務操作  

  

4 10/11 
第一次各部門專案報告與協調 實務操作  

  

5 10/18 
各部門工作執行  實務操作  

  

6 10/25 
活動執行  實務操作  

  

7 11/1 
第二次各部門專案報告與協調 實務操作  

  

8 11/8 
活動執行 實務操作  

  

9 11/15 
期中階段成果討論  階段成果討論 

  

10 11/22 
活動行銷調修  實務操作  

  

11 11/29 
各部門工作執行  實務操作  

  

12 12/6 
第三次各部門專案報告與協調 實務操作  

  

13 12/13 
各部門工作執行 實務操作  

  

14 12/20 
各執行事項最後確認 實務操作  

  

15 12/27 
活動展演日  實務操作  

  

16 1/3 
各部門工作收尾  實務操作  

  

17 1/10 
各部門工作檢討   檢 討 

  

18 1/17 
校內服務實習成果檢討  成果分享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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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一 

專業服務學習課程認定標準 

階段 
準備/構思階段

(preparation) 

服務/行動階段

(service/action)

反省/檢討階段

(reflection) 

發表/慶賀

(celebration) 

執行時間 3(5)週 13(6)週 3(5)週 1 週 

評核標準 
籌備過程 

反思表 

服務過程 

反思記錄表 
心得反思表 

服務學習 

感恩慶賀會 

備註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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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學年度第 1 學期專業服務學習課程大綱校外諮詢建議表 

項

次 

開課系

別 

授課教

師 
課程名稱 委員意見 

10 傳藝系 陳重友 傳播藝術實務 

1. 運用專業，校內實習，並與警察隊合作，製播宣

導影片。這是非常專業的服務學習，值得讚賞，

期望能有很好的成果。 

2. (p.1)課程目標請增加培養學生人際關係與團隊合

作的能力、以及培養學生服務社會之公民素養。

(這是服務學習教學策略的特色之一) 

3. 期望能追蹤後續發展，例如，點閱率、使用率，

並街頭宣傳或影片宣傳(指主動出擊，而非僅是掛

上網站而已)，這後續歷程的追蹤，將帶給學生更

多的省思，也使服務變得更完整。 

4. 如欲升等，授課老師可將每年歷程記錄下來，追

蹤後續成效與改變，無論是對網站內容逐年的充

實成果、民眾的使用率、學生的成果與省思等，

這些豐富的歷程資料，都將有助於學術或教學實

務研究升等。 

5. (p.3)評量的內容重複且不符標題，請修訂。 

6. (p.4)數周的單元名稱皆為：各部門工作執行。名

稱不易辨識內涵，敬請撰寫較為具體的活動。因

為期望老師們在課程教學策略的努力，能具有「複

製性」的功能，若清楚載明，將來對高等教育相

關領域的教學實務較有貢獻。 

諮詢委員：                 

                                                                   日    

期： 106.0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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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藻外語大學新增課程申請表－一般課程 

Wenzao Ursuline University of Languages New Course Application Form - General Course 

中文課程名稱 
Chinese Name of Course 

行動應用程式設計 
類別(無區分者免填) 
Course Category(If any) 

 

英文課程名稱 
English Name of Course 

MOBILE APPLICATION PROGRAM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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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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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數位內容應用與管理系

課程概要 
Course Content 

本課程旨在於培養學生行動程式設計的基礎知能，以及透過實務專題的引

導，培養學生具備邏輯思考與運算思維，以及外語和商業相關程式設計應

用的能力。 
 
In this course, students will develop their basic abilities to program mobile 
applications. Learning by working on a practical project, students can acquire the 
capability of logical and computational thinking, and develop the related skills to 
program foreign language and business applications. 

課程目標 
Objectives 

1. 了解行動程式設計的基礎知能。 
2. 具備邏輯思考與運算思維能力。 
3. 具備外語和商業相關程式設計應用的能力。 
 
1. have the basic capability of mobile application programming. 
2. have the knowledge of logical and computational thinking and, 
3.    have the related skills to program foreign language and business applications.

配對的能力指標 
Corresponding Skill 
Indicator / Standard 

1-1-6具備瞭解資訊科技在現代社會中所扮演的角色與影響的知識 
1-2-2瞭解各項技能的應用和具備的專業技能訓練 
2-4-3具備所學的專業知識整合，將創意與構想轉化為產業界要求的開發能

力 
3-3-7具備數位教材製作的知識能力 
3-4-1具備數位教材製作與設計能力 
3-4-2具備數位學習評估效益的知識能力 
4-3-1具備數位學習及教學設計的知識和應用能力 

一般知能 
General Skills 

3 創新能力。 
6 獨立思考能力。 
11 發掘及解決問題能力。 
12 溝通、協調能力。 
13 團隊合作能力。 
14 電腦應用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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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批判思考、邏輯推理能力。  
21 資訊蒐集之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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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藻外語大學新增課程申請表－一般課程 

Wenzao Ursuline University of Languages New Course Application Form - General Course 

中文課程名稱 
Chinese Name of Course 

教學互動程式設計 
類別(無區分者免填) 

Course Category(If any) 
 

英文課程名稱 
English Name of Course 

Design of  Interactive Teaching Progra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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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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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數位內容應用與管理系

課程概要 
Course Content 

本課程旨在於培養學生具備網頁程式設計的基礎知能，以及透過實務專題

的引導，培養學生具備邏輯思考與運算思維，以及將程式設計應用在語言

教學上的能力。 
 
In this course, students will acquire the basic capability of web programming. 
Learning by working on a practical project, students can acquire the capability of 
logical and computational thinking, and develop the related skills to program 
applications of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課程目標 
Objectives 

1. 了解網頁程式設計的基礎知能。 
2. 具備邏輯思考與運算思維能力。 
3. 具備程式設計在語言上的應用能力。 
 
1. underatand the basic capability of web programming. 
2. have the capability of logical and computational thinking, and 
3. have the related skills to program applications of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配對的能力指標 
Corresponding Skill 
Indicator / Standard 

1-1-6具備瞭解資訊科技在現代社會中所扮演的角色與影響的知識 
1-2-2瞭解各項技能的應用和具備的專業技能訓練 
2-4-3具備所學的專業知識整合，將創意與構想轉化為產業界要求的開發能

力 
3-3-7具備數位教材製作的知識能力 
3-4-1具備數位教材製作與設計能力 
3-4-2具備數位學習評估效益的知識能力 
4-3-1具備數位學習及教學設計的知識和應用能力 

一般知能 
General Skills 

3 創新能力。 
6 獨立思考能力。 
11 發掘及解決問題能力。 
12 溝通、協調能力。 
13 團隊合作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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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電腦應用能力。 
18 批判思考、邏輯推理能力。  
21 資訊蒐集之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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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藻外語大學新增課程申請表－一般課程 

Wenzao Ursuline University of Languages New Course Application Form - General Course 

中文課程名稱 
Chinese Name of Course 

程式設計與應用 
類別(無區分者免填) 

Course Category(If any) 
 

英文課程名稱 
English Name of Course 

DESIGN AND APPLICATIONS OF COMPUTER PROGRA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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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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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數位內容應用與管理系

課程概要 
Course Content 

本課程旨在於培養學生程式設計的基礎知能、邏輯思考與運算思維能力，

以及程式設計應用於日常生活的能力。 
 
In this course, students will acquire the basic capability of program design, 
logical and computational thinking, and develop the skills to program 
applications for daily life. 

課程目標 
Objectives 

1. 了解程式設計的基礎知能。 
2. 具備邏輯思考與運算思維能力。 
3. 具備程式設計應用於日常生活的能力。 
 
1. understand the basic knowledge of computer program design. 
2. have the knowledge of logical and computational thinking, and 
2. have the skills to program applications for daily life. 

配對的能力指標 
Corresponding Skill 
Indicator / Standard 

1-1-6具備瞭解資訊科技在現代社會中所扮演的角色與影響的知識 
1-2-2瞭解各項技能的應用和具備的專業技能訓練 
2-4-3具備所學的專業知識整合，將創意與構想轉化為產業界要求的開發能

力 
3-3-7具備數位教材製作的知識能力 
3-4-1具備數位教材製作與設計能力 
3-4-2具備數位學習評估效益的知識能力 
4-3-1具備數位學習及教學設計的知識和應用能力 

一般知能 
General Skills 

3 創新能力。 
6 獨立思考能力。 
11 發掘及解決問題能力。 
12 溝通、協調能力。 
13 團隊合作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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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電腦應用能力。 
18 批判思考、邏輯推理能力。  
21 資訊蒐集之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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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藻外語大學「跨境電商人才培育」產業學程實施要點 

民國106年9月20日數位內容應用與管理系課程規劃小組會議通過 
民國106年9月20日數位內容應用與管理系務會議通過 

民國106年9月27日文教創意產業學院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民國106年10月17日校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一、學程名稱：跨境電商人才培育產業學程 

二、規劃單位：數位內容應用與管理系 

三、學程負責單位：數位內容應用與管理系 

四、設置宗旨： 

在本校學生優勢語文基礎上，透過本學程的修習，培養學生在跨境電商領域的專業知能。 

五、申請修讀資格：本校大學部四年制四年級學生。 

六、申請及審查程序： 

(一)檢附資料：申請表、上學期成績單正本、中文履歷、其他有利申請之佐證資料。 

(二)截止期限：依學校行事曆公告申請。 

(三)公告結果：在審核完畢後，於數位內容應用與管理系網站及本校公佈欄公告核准名

單。 

(四) 本學分學程錄取名額20名。 

(五) 本學分學程招生時程為106學年度第一學期，僅招生一次。學程期程為1年。 

七、學分規定： 

必選本學程課程29學分，學生修習學程科目應不屬於下列課程： 

（一）學生雙主修課程。  

（二）學生輔系課程。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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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

境電商人才培育產業學程」證書。  

九、學程問題聯絡處：數位內容應用與管理系（分機6302） 

十、學程科目：「跨境電商人才培育產業學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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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修 跨境電商平台實務應用 學期課 3 3 四 數位系  

選修  跨境電商思維與網路行銷 學期課 3 3 四 數位系  

選修  跨境電商產品設計與包裝 學期課 3 3 四 數位系  

選修  跨境電商平台大數據分析 學期課 3 3 四 數位系  

選修  跨境電商外貿與訂單處理 學期課 3 3 四 數位系  

選修  學期校外實習(二) 學期課 14  四 數位系 4.5 個月

合計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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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藻外語大學新增課程申請表－專業課程 
Wenzao Ursuline University of Languages New Course Application Form - Specialized Course 

中文課程名稱 
Chinese Name of Course 

跨境電商外貿與訂單處理 
模組名稱 

Module Name 
數位加值模組 

英文課程名稱 
English Name of Course 

FOREIGN TRADE AND ORDER PROCESS FOR CROSS-BORDER 

E-COMME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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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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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數位內容應用與管理系 

 

課程概要 

Course Content 

本課程在教導學生跨境電商的貿易禮節與貿易英文、詢盤信的分類與判斷、訂單管理

與服務流程。 
 
In this course, students will acquire the capability of cross-border e-commerce as follows: 
trade etiquette and English for international trade, classification and judgement of inquiry 
letters, order management, and service process. 

課程目標 

Course 

Objectives 

1. 了解跨境電商的貿易禮節與貿易英文。 
2. 具備詢盤信的分類與判斷、訂單管理與服務能力。 
 
1. understand trade etiquette and English for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2. be familiar with classification and judgement of inquiry letters, order management, 

and service process. 

配對之能力指標 
Corresponding Skill 

Indicator / Standard 

1-4-4 具備人、媒體、以及文化的多元化應用和整合的知識能力。 

2-4-2 具備企業電子化設計、管理和評估的知識能力。 

3-4-4 具備數位媒體作品設計行銷和整合經營與管理的能力。 

4-4-5 具備資訊和網路對人的影響，如何提供有效的服務，解決實際問題的知識能力。

對應的產業別 

Corresponding to 

Industry 

E-資訊應用服務產業。 

產業對應的知能 
Knowledge 

Corresponding to 

Industry 

E-8 專案企劃與執行能力。 

E-13 資訊科技應用知識能力。 

E-18 商業經營知識能力。 

E-20 網路服務知識能力。 

對應的升學領域 
Corresponding Grade 

2 數位加值行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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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motion Area 

對應升學領域的知

能 
Knowledge of 

Corresponding Grade 

Promotion Territory 

7 傳播媒體運用能力。 

13 資訊管理能力。 

15 策略、規劃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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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藻外語大學新增課程申請表－專業課程 
Wenzao Ursuline University of Languages New Course Application Form - Specialized Course 

中文課程名稱 
Chinese Name of Course 

跨境電商平台大數據分析 
模組名稱 

Module Name 
數位加值模組 

英文課程名稱 
English Name of Course 

BIG DATA ANALYSIS FOR CROSS-BORDER E-COMMERCE INFORMATION

SYS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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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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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數位內容應用與管理系 

 

課程概要 

Course Content 

本課程在教導學生跨境電商平台大數據分析的方法與工具，學習 Pay for 
Performance 概念與實務應用，訂定推廣策略。 
 
In this course, students will learn the skills and tools of data analysis for a 
cross-border e-commerce information system, the concepts and applications of “Pay 
for Performance”, and how to develop promotional strategies. 

課程目標 

Course Objectives 

1. 了解跨境電商平台大數據分析的方法與工具。 
2. 具備 Pay for Performance 概念與實務應用以及訂定推廣策略的能力。 
 
1. understand the data analysis skills and tools of data analysis for  cross-border 
e-commerce information systems, and 
2. be familiar with the concepts and applications of “Pay for Performance”, and 

develop promotional strategies. 

配對之能力指標 
Corresponding Skill 

Indicator / Standard 

1-4-4 具備人、媒體、以及文化的多元化應用和整合的知識能力。 

2-4-2 具備企業電子化設計、管理和評估的知識能力。 

3-4-4 具備數位媒體作品設計行銷和整合經營與管理的能力。 

4-4-5 具備資訊和網路對人的影響，如何提供有效的服務，解決實際問題的知識

能力。 

對應的產業別 

Corresponding to 

Industry 

E-資訊應用服務產業。 

產業對應的知能 
Knowledge Corresponding 

to Industry 

E-8 專案企劃與執行能力。 

E-13 資訊科技應用知識能力。 

E-18 商業經營知識能力。 

E-20 網路服務知識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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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應的升學領域 
Corresponding Grade 

Promotion Area 

2 數位加值行銷。 

對應升學領域的知能 
Knowledge of 

Corresponding Grade 

Promotion Territory 

7 傳播媒體運用能力。 

13 資訊管理能力。 

15 策略、規劃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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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藻外語大學新增課程申請表－專業課程 
Wenzao Ursuline University of Languages New Course Application Form - Specialized Course 

中文課程名稱 
Chinese Name of Course 

跨境電商平台實務應用 
模組名稱 

Module Name 
數位加值模組 

英文課程名稱 
English Name of Course 

PRACTICAL APPLICATIONS OF CROSS-BORDER E-COMMERCE 

INFORMATION SYS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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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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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數位內容應用與管理系 

 

課程概要 

Course Content 

本課程在教導學生了解跨境電商平台與其他網路行銷平台之差異、優缺，以及基

本建置、基礎與後台各項功能，並進行產品上架實務模擬訓練，培養學生熟悉跨

境電商平台實務操作能力。 
 
In this course, students will learn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cross-border 
e-commerce information systems, their differences from other e-commerce systems, 
and the fundamental knowledge and functions of the cross-border systems. 
Additionally, students will simulate launching products on the systems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practical operations of the systems. 

課程目標 

Course Objectives 

1. 了解跨境電商平台與其他網路行銷平台之差異、優缺。 
2. 熟悉跨境電商平台實務操作能力。 
 
1. understand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cross-border e-commerce 
information systems, and their differences from other e-commerce systems, and 
2. be familiar with the practical operations of the information systems. 

配對之能力指標 
Corresponding Skill 

Indicator / Standard 

1-4-4 具備人、媒體、以及文化的多元化應用和整合的知識能力。 

2-4-2 具備企業電子化設計、管理和評估的知識能力。 

3-4-4 具備數位媒體作品設計行銷和整合經營與管理的能力。 

4-4-5 具備資訊和網路對人的影響，如何提供有效的服務，解決實際問題的知識

能力。 

對應的產業別 

Corresponding to 

Industry 

E-資訊應用服務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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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對應的知能 
Knowledge Corresponding 

to Industry 

E-8 專案企劃與執行能力。 

E-13 資訊科技應用知識能力。 

E-18 商業經營知識能力。 

E-20 網路服務知識能力。 

對應的升學領域 
Corresponding Grade 

Promotion Area 

2 數位加值行銷。 

對應升學領域的知能 
Knowledge of 

Corresponding Grade 

Promotion Territory 

7 傳播媒體運用能力。 

13 資訊管理能力。 

15 策略、規劃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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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藻外語大學新增課程申請表－專業課程 
Wenzao Ursuline University of Languages New Course Application Form - Specialized Course 

中文課程名稱 
Chinese Name of Course 

跨境電商思維與網路行銷 
模組名稱 

Module Name 
數位加值模組 

英文課程名稱 
English Name of Course 

THINKING OF CROSS-BORDER E-COMMERCE AND INTERNET 

MARKE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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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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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數位內容應用與管理系 

 

課程概要 

Course Content 

本課程旨在於培養學生在電子商務實際案例剖析的能力，進而調整生產製程及採

購策略等等，以因應訂單碎片化的不同思維。 
 
In this course, students will develop capability to analyze a practical e-commerce case 
and develop production and procurement strategies to process customized orders of 
small batch products.    

課程目標 

Course Objectives 

1. 具備電子商務實際案例剖析的能力。 
2. 具備調整生產製程及採購策略的能力。 
 
1. analyze a practical e-commerce case, and 
2. develop production and procurement strategies to process customized orders of 

small batch products. 

配對之能力指標 
Corresponding Skill 

Indicator / Standard 

1-4-4 具備人、媒體、以及文化的多元化應用和整合的知識能力。 

2-4-2 具備企業電子化設計、管理和評估的知識能力。 

3-4-4 具備數位媒體作品設計行銷和整合經營與管理的能力。 

4-4-5 具備資訊和網路對人的影響，如何提供有效的服務，解決實際問題的知識

能力。 

對應的產業別 

Corresponding to 

Industry 

E-資訊應用服務產業。 

產業對應的知能 
Knowledge Corresponding 

to Industry 

E-8 專案企劃與執行能力。 

E-13 資訊科技應用知識能力。 

E-18 商業經營知識能力。 

E-20 網路服務知識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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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應的升學領域 
Corresponding Grade 

Promotion Area 

2 數位加值行銷。 

對應升學領域的知能 
Knowledge of 

Corresponding Grade 

Promotion Territory 

7 傳播媒體運用能力。 

13 資訊管理能力。 

15 策略、規劃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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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藻外語大學新增課程申請表－專業課程 
Wenzao Ursuline University of Languages New Course Application Form - Specialized Course 

中文課程名稱 
Chinese Name of Course 

跨境電商產品設計與包裝 
模組名稱 

Module Name 
數位加值模組 

英文課程名稱 
English Name of Course 

PRODUCT AND PACKAGE DESIGN FOR CROSS-BORDER E-COMME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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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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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數位內容應用與管理系 

 

課程概要 

Course Content 

本課程在教導學生跨境電商產品影像處理、設計策略、攝影技巧、產業心智圖分

析與品牌行銷、買家焦點分析、產品包裝等知能，實務演練跨境電商的產品設計

與包裝。 
 
In this course, students will learn the following product strategies: image processing,
design strategies, photography, mind-map analysis for industry and brand marketing,
buyer for focus analysis, package design, etc. Additionally, students will practice with 
product and package design. 

課程目標 

Course Objectives 

1. 了解跨境電商產品影像處理、設計策略、攝影技巧、產業心智圖分析與品牌

行銷、買家焦點分析產品包裝等知能。 
2. 具備跨境電商的產品設計與包裝實務能力。 
 
1. acquire the capabilities of cross-border E-commerce product strategies as 
follows: image processing, design strategies, photography, mind-map analysis for 
industry and brand marketing, buyer for focus analysis, package design, etc., and   
2.  practice with product and package design. 

配對之能力指標 
Corresponding Skill 

Indicator / Standard 

1-4-4 具備人、媒體、以及文化的多元化應用和整合的知識能力。 

2-4-2 具備企業電子化設計、管理和評估的知識能力。 

3-4-4 具備數位媒體作品設計行銷和整合經營與管理的能力。 

4-4-7 具備運用資訊科技和影像聲音等傳播媒體，研發與創造知識型產品的知識

能力。 

對應的產業別 

Corresponding to 

Industry 

E-資訊應用服務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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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對應的知能 
Knowledge Corresponding 

to Industry 

E-8 專案企劃與執行能力。 

E-13 資訊科技應用知識能力。 

E-18 商業經營知識能力。 

E-20 網路服務知識能力。 

對應的升學領域 
Corresponding Grade 

Promotion Area 

2 數位加值行銷。 

對應升學領域的知能 
Knowledge of 

Corresponding Grade 

Promotion Territory 

7 傳播媒體運用能力。 

13 資訊管理能力。 

15 策略、規劃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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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藻外語大學「影音內容直播應用」產業學程實施要點 

民國106年9月19日傳播藝術系暨創意藝術產業研究所課程規劃小組通過 
民國106年9月20日傳播藝術系暨創意藝術產業研究所務會議通過 

民國106年9月27日文教創意產業學院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民國106年10月17日校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一、 學程名稱：「影音內容直播應用」產業學程 

二、 學程負責單位：傳播藝術系 

三、 規劃與審查單位：傳播藝術系 

四、 設置宗旨： 

(一) 本學程以培育數位傳播與影音內容產業應用於跨媒體平台之專業人才   為目標，特

設立「影音內容直播應用產業學程」。 

(二) 本學程以就業銜接為導向，培養能力皆為影音內容的產製實務、傳播科技應用與跨媒

體行銷整合等專業，其核心能力以優異的影音內容直播應用能力為主。 

(三) 本學程課程著重實務操作之實施，可提升參與學生就業效能，進而提高就業率、就業

穩定度、合作滿意度等指標。 

(四) 本學分學程設置的目的是提供準職場環境，讓學生提早適應未來的就業條件，並透過

實習課程及早建立合作機構員工所需職能與認同，落實「就業實習」階段務職能訓

練，提升就業效益與穩定度。 

五、 申請修讀資格：本校大學部四年制三年級以上學生(以傳播藝術系三年級學生優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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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履歷、其他有利申請之佐證資料。 

(二)截止期限：依學校行事曆公告申請。 

(三) 公告結果：在審核完畢後，於傳播藝術系網站及本校公佈欄公告核准名單。 

(四) 本學分學程錄取名額 20 名。 

(五) 本學分學程招生時程為 106 學年度第一學期，僅招生一次。學程期程為 2 年。 

七、 學分規定：至少 20 學分。 

  

附件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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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學程課程規劃如下：  

課程屬性 課程名稱 開課學期 學分數 

專業課程 進階廣播節目製作 (必修) 三上 3 

專業課程 虛擬棚節目製作 (必修) 三上 3 

專業課程 播音技巧訓練 (選修) 三上 3 

專業課程 造型與化粧 (選修) 三上 3 

專業課程 進階電視節目製作 (選修) 三上 3 

專業課程 主持演播訓練(必修) 三下 3 

專業課程 表演藝術 (選修) 三下 3 

專業課程 編導實務 (必修) 四上 3 

專業課程 網路行銷 (選修) 四上 2 

專業課程 配音實務 (必修) 四下 3 

實習課程 (必修：擇一) 
專業實習 暑假 4 

學期校外實習(一) 四下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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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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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音

內容直播應用產業學程」證書。 

十、 本學程聯絡處：傳播藝術系 （分機 6502、6505） 

 



177 

 

 

協議書 

文藻外語大學 

(位於中華民國高雄市) 

與 

福特赫斯大學 

(位於美國堪薩斯州) 

雙聯跨級學位協議 

秉持加深兩校情誼，互惠合作及共同拓展教育機會的初衷，文藻外語大學(位於中華民

國高雄市民族一路 900 號，郵遞區號 807，以下簡稱「文藻」) ，特與福特赫斯大學

(位於美國堪薩斯州赫斯市之帕克街，郵遞區號 67601，以下簡稱「福特赫斯」)議定此

協議，期許簽約後開啟兩校的學術合作機會。以下指福特赫斯與文藻時合稱「雙方」。 

 

合作模式 

外語教學系學士學位+英語教學 TESOL 碩士學位 (3.5 年+1 年) 

文藻外語教學系學生，在完成三年半學士學位學程，以及除了大四下學期「教學評量

與測驗」課程之外的所有畢業學分，得以條件入學方式申請至福特赫斯留學，研讀福

特赫斯的英語教學 TESOL 碩士專案課程(以下簡稱 MA-TESOL) 。文藻外語教學系學生在

MA-TESOL 的第一學期完成其學士學位後，轉換成福特赫斯正式碩士生，繼續完成始末

為期一年的碩士學位。 

 

申請文件 

申請者須提出下列文件： 

一、 護照影本(有效期 6	個月內)	
二、 英文推薦函兩封(須彌封)	
三、 英文自傳 

四、 文藻歷年英文成績單(其中專業英文課程至少要 18 學分學業成績達 GPA 3.0 標

準) 

五、 英文財力證明(六個月內) 
六、 英語檢定成績證明 (語言檢定標準須達托福測驗網路(TOEFL)IBT 79 分或者雅思  

附件 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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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分) 

申請時程 

欲申請春季班的學生須於每學年 10 月 15 日前將申請文件備齊後，逕交文藻外語教學

系彙辦。欲申請秋季班的學生須於每學年 6月 1日前將申請文件備齊後，逕交文藻外

語教學系彙辦。 

 

福特赫斯碩士班說明 

學生於福特赫斯就讀期間必須修畢 30 學分(必修 18 學分，選修 12 學分) ，學業成績

維持 GPA 3.0 的標準，並通過資格考試，以取得 MA-TESOL 學位。福特赫斯所提供之課

程名稱如下:  

必修課程:  

 ENG 826 研究方法 

 ENG 680 語言學 

 ENG 685 文法學/英語語言結構 

 ENG 830 第二外語學習與教學 

 ENG 813 TESOL 課程設計與教學法 

 ENG 676 英語教學實習 

 ENG 898 論文寫作 

 

選修課程: 

 ENG 810 語言學專題討論 

 ENG 811 英語寫作理論研究 

 ENG 683 英語語言史研究 

 ENG 648 寫作與修辭學研究 

 SLP 813 跨文化評量測驗 

 COMM 602 跨文化溝通 

 COMM 603 語意學概論 

 AEP 931  統計學 

*學生須修習課程仍以福特赫斯當年度所開設之課程為主。 

 

學雜費 

除申請費，學生於大學四年級下學期，及福特赫斯就讀期間第一學期(學士學位完成

前)，應依本校規定時間完成註冊及繳費；學生應同時繳交該學期文藻學費及福特赫斯

學費與相關費用(以當年度公告為準)。於福特赫斯開始就讀第二學期前，若已依規定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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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文藻所有畢業學分，則不需再繳交本校學費，只需繳交福特赫斯第二學期的學費及

相關費用。  

 

學生於福特赫斯修業期間之生活費、住宿費、保險費、往返旅費、簽證費及其他個人

花費，均應由學生自行負擔。 

 

醫療保險 

學生於福特赫斯就讀碩士期間，必須購買自身的醫療保險、旅遊平安保險、以及意外

險。 

 

研究生教學助學金 

福特赫斯英文系每年將提供一位研讀英語教學 TESOL 碩士專案課程的學生研究生教學

助學金。欲申請研究生教學助學金的學生須於每學年 12 月 1 日前向福特赫斯英文系提

出。 

 

協議書有效期與終止條款 

本協議書經雙方校長簽名後即日生效，雙方各保存一份合約文本作為日後參考。若需

修訂、增補、或終止本協議與相關計畫之內容，需雙方達成協議始能生效。本協定有

效自生效日期後十年，經雙方同意得以更新或延長。任何一方欲終止協定時，須於期

滿前一年以書面提出。根據雙方的協議，終止書面申請應當包括生效之日起。 

 

 

經雙方同意後立此協議書並於下方簽字做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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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簽名) 

福特赫斯大學校長 

校長 安迪 ∙湯普金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簽名)

文藻外語大學校長 

校長 周守民  博士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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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Between 

Fort Hays State University 

and 

Wenzao Ursuline University of Languages 

 

This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MOU) is entered into by and between Fort Hays State 

University, located at 600 Park Street, Hays, Kansas 67601, USA,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FHSU; and 

Wenzao Ursuline University of Languages, located at 900 Mintsu 1st Road Kaohsiung 807, Taiwan, 

ROC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Wenzao. 

 

Purpose: The purpose of this MOU is to establish an educational cooperation between FHSU and 

Wenzao, and define the educational program. 

 

Educational Program Definition: 

3.5 + 1; BA, Foreign Language Instruction (Wenzao); MA, English, TESOL Concentration (Wenzao) 

Students will study 3 ½ years at Wenzao in Taiwan and earn a bachelor degree from Wenzao. 

Students will then, come to Hays, Kansas, USA for one year and earn a master degree from FHSU. 

 Wenzao will confer the bachelor degree – Bachelor of Arts, Foreign Language Instruction. 

 FHSU will confer the master degree – Master of Arts, English, TESOL Concentration 

 

Recruitment: 

Wenzao will recruit students for this 3.5 + 1 program. 

 

 

Admissions Criteria: 

Students must submit the following application materials: 

 2 letters of recommendation 

附件 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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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rsonal statement 

 3.0 GPA in a minimum of 18 hours of English courses beyond the general studies composition 

courses. 

 English proficiency exam with a minimum score of 79 – TOEFL (internet‐based), or 6.5 – IELTS. 

The English proficiency exam requirements can be found on the FHSU website: 

http://www.fhsu.edu/future‐international/Language‐Requirements/. 

All relevant documents required for admission to FHSU should be submitted by October 15th if 

applying for spring semester admission, or submitted by June 1st if applying for fall semester 

admission. 

Wenzao will submit to FHSU transcripts (in the English language) for all students. 

 

Immigration Requirements: 

In addition to the documents required for admission, students must also submit the documents 

required for obtaining a student visa for entry into and study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Financial Form and Bank Certification – Must indicate that student has sufficient funds to 

cover expenses for the entire year of study at FHSU. Complete the FHSU financial form or 

provide a letter of financial support signed by your sponsor. Downloadable 

(http://fhsu.edu/academic/gradschl/apply/) 

 Passport I.D. page – Copy of I.D. page that includes passport number, picture, name, date of 

birth, sex, place of birth, date issued, and the expiration date. 

 

Graduation Requirements: 

Students must complete the approved curriculum plan (attachment A), maintain at least a 3.0 GPA, 

and pass the comprehensive exam. 

 

Financial Requirements: 

For all courses in the bachelor degree program taught by Wenzao, students will pay tuition and fees 

directly to Wenzao. 

For all courses in the master degree program taught by FHSU, students will pay tuition and fees 

directly to FHSU. 

 $50 application fee – Students will pay this at the time of application. 

 $50 graduation fee – Students will pay this prior to graduation. 

 Tuition – Students will pay the non‐resident graduate tuition and fee rate. Tuition and fees 

are established by the Kansas Board of Regents and are subject to annual change. The 

current rates can be found on the FHSU website: 

https://www.fhsu.edu/sfs/students_parents/tuition/. 

Students will also be responsible for any additional cost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Travel expenses 

 Accommodation and me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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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alth and accident insurance 

 Textbooks and other required course materials 

 Passport and visa 

 

Schedule 

Students will start the FHSU master degree program in the spring semester and complete the 

program according to this schedule. 

1. Spring – 12 credit hours 

2. Summer – 6 credit hours 

3. Fall – 12 credit hours 

 

Application Deadline 

For students applying for the master degree program at FHSU, all required application materials must 

be submitted by October 15th. Wenzao will submit the students’ transcripts, but the student will be 

responsible for submitting all other required application materials. The complete list of required 

materials can be found on the FHSU website: http://www.fhsu.edu/academic/gradschl/apply/ 

 

Graduate Assistant Position 

The FHSU English Department agrees to reserve one Graduate Assistant (GA) position for qualified 

students in this 3.5 + 1 program. Students can apply for this position after they have formally been 

accepted to FHSU. Completed applications must be received by December 1st. This GA position is 

contingent upon funding. 

 

FHSU Point of Contact: 

Philip Wittkorn 

Director of Global Operations 

pdwittkorn@fhsu.edu 

(785) 628‐4609 

 

Wenzao Point of Contact: 

Yuhshi Lee 

Chair, 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 Instruction 

98035@mail.wzu.edu.tw 

 

State of Kansas Required Contractual Provisions: 

The provisions found in Contractual Provisions Attachment (Form DA‐146a, Rev. 06‐12), which is 

attached hereto as Attachment B, are hereby incorporated in this contract and made a part there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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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ract Validity, Revision, and Termination: 

This MOU will take effect when signed by both parties. It comprises the entire agreement between 

the parties with respect to its subject matter and supersedes all previous statements (whether 

written or oral) made by either Party and all previous agreements, understandings and arrangements 

between the Parties. 

Arrangements in this MOU may be altered if both Parties consent to do so. Alterations must be 

confirmed in writing and signed by a duty officer of each of the Parties. 

This MOU shall be valid for 10 (ten) years from the date of signature of this MOU and afterwards it 

may be renewed as agreed by the Parties. 

The MOU may be terminated by either Party, giving one year's notice. In the event of termination, 

the two institutions will ensure that students who have started the program will be able to complete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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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gnatures: 

We, the undersigned, have agreed on the contents of this MOU. Any changes must be agreed to by 

both partie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ndy Thompkins          Shieu‐Ming Chou, D.S.N. 

Interim President          President 

Fort Hays State University        Wenzao Ursuline University of Language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ate:              Dat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Signature – Provost             Dat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Signature – Dean, Graduate School         Dat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Signature – Chair, Department of English      Dat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Signature – Vice President for          Date 

Administration and Financ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Signature – General Counsel          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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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tachment A 

Fort Hays State University 

Master of Arts, English, TESOL Concentration 

Degree Plan 

Course  Title 
Credit 
Hours  Delivery 

Concentration Requirements 
  

Hours Required: 18

ENG 826  Approaches to Graduate Studies in English  3  FHSU 

ENG 680  Intro to Linguistic Science  3  FHSU 

ENG 685  Modern Grammar and Usage/Structure of English  3  FHSU 

ENG 830  Second Language Teaching and Learning  3  FHSU 

ENG 813 
Studies in English Pedagogy: TESOL Curriculum and 
Methods  3  FHSU 

ENG 676  Practicum  3  FHSU 

ENG 898  Graduate Course Paper  0  FHSU 

Course  Title 
Credit 
Hours  Delivery 

Electives (Choose 12 hours from the courses listed below) 
  

Hours Required: 12

ENG 810 

(Studies in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e.g., Discourse 
Analysis, Dialectology, Sociolinguistics, Phonetics, Corpus 
Linguistics)  3  FHSU 

ENG 811 

(Studies in Composition and Rhetoric) (e.g., Composition 
Theory for Multilingual Writers, Transnationalism in 
Literacy Studies)  3  FHSU 

ENG 683  (Histo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3  FHSU 

ENG 648  (Theories of Rhetoric and Composition)  3  FHSU 

ENG 652, 
653, 654, 
655, 662, 
663, 664, 
625, 691, 
692, 693, 
694, 695, 
697, 875, 

813  (various Literature seminars)  3  FHSU 

SLP 813  (Assessment & Intervention in Diverse Populations)  2  FHSU 

COMM 602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3  FHSU 

COMM 603  General Semantics  3  FHSU 

AEP 
931/931L  Intermediate Statistics for Research/Lab  3  FHSU 

Total    
  
Hours Completed: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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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ditional Note: 

Students must also pass the comprehensive ex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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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tachment B 

State of Kansas 

Department of Administration 

DA‐146a    (Rev. 06‐12) 

CONTRACTUAL PROVISIONS ATTACHMENT 

 

Important:  This  form  contains  mandatory  contract  provisions  and  must  be  attached  to  or 

incorporated  in  all  copies  of  any  contractual  agreement.    If  it  is  attached  to  the 

vendor/contractor's standard contract form, then that form must be altered to contain the 

following provision: 

  "The Provisions found in Contractual Provisions Attachment (Form DA‐146a, Rev. 06‐12), 

which is attached hereto, are hereby incorporated in this contract and made a part 

thereof." 

  The parties agree that the following provisions are hereby incorporated into the contract 

to which  it  is  attached  and made  a  part  thereof,  said  contract  being  the  ____    day  of 

_____________,_2015. 

 

 1.  Terms Herein Controlling Provisions:    It  is expressly agreed  that  the  terms of each and every 

provision  in  this  attachment  shall  prevail  and  control  over  the  terms  of  any  other  conflicting 

provision in any other document relating to and a part of the contract in which this attachment is 

incorporated.  Any terms that conflict or could be interpreted to conflict with this attachment are 

nullified. 

 2.  Kansas Law and Venue:  This contract shall be subject to, governed by, and construed according 

to the laws of the State of Kansas, and jurisdiction and venue of any suit in connection with this 

contract shall reside only in courts located in the State of Kansas. 

 3.  Termination  Due  To  Lack  Of  Funding  Appropriation:    If,  in  the  judgment  of  the  Director  of 

Accounts and Reports, Department of Administration,  sufficient  funds are not appropriated  to 

continue  the  function  performed  in  this  agreement  and  for  the  payment  of  the  charges 

hereunder, State may terminate this agreement at the end of its current fiscal year.  State agrees 

to give written notice of termination to contractor at least 30 days prior to the end of its current 

fiscal year, and shall give such notice for a greater period prior to the end of such fiscal year as 

may be provided  in this contract, except that such notice shall not be required prior to 90 days 

before the end of such fiscal year.  Contractor shall have the right, at the end of such fiscal year, 

to  take possession of any equipment provided State under  the contract.   State will pay  to  the 

contractor all  regular  contractual payments  incurred  through  the end of  such  fiscal  year, plus 

contractual  charges  incidental  to  the  return of any  such equipment.   Upon  termination of  the 

agreement  by  State,  title  to  any  such  equipment  shall  revert  to  contractor  at  the  end of  the 

State's current fiscal year.   The termination of the contract pursuant to this paragraph shall not 

cause any penalty to be charged to the agency or the contra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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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Disclaimer Of Liability:  No provision of this contract will be given effect that attempts to require 

the State of Kansas or its agencies to defend, hold harmless, or indemnify any contractor or third 

party for any acts or omissions. The  liability of the State of Kansas  is defined under the Kansas 

Tort Claims Act (K.S.A. 75‐6101 et seq.). 

 5.  Anti‐Discrimination Clause:   The  contractor agrees:  (a)  to comply with  the Kansas Act Against 

Discrimination  (K.S.A. 44‐1001  et  seq.)  and  the Kansas Age Discrimination  in  Employment Act 

(K.S.A. 44‐1111 et seq.) and the applicable provisions of the Americans With Disabilities Act (42 

U.S.C. 12101 et seq.) (ADA) and to not discriminate against any person because of race, religion, 

color,  sex,  disability,  national  origin  or  ancestry,  or  age  in  the  admission  or  access  to,  or 

treatment  or  employment  in,  its  programs  or  activities;  (b)  to  include  in  all  solicitations  or 

advertisements for employees, the phrase "equal opportunity employer"; (c) to comply with the 

reporting  requirements  set  out  at  K.S.A.  44‐1031  and  K.S.A.  44‐1116;  (d)  to  include  those 

provisions  in  every  subcontract  or  purchase  order  so  that  they  are  binding  upon  such 

subcontractor  or  vendor;  (e)  that  a  failure  to  comply with  the  reporting  requirements  of  (c) 

above or if the contractor is found guilty of any violation of such acts by the Kansas Human Rights 

Commission,  such  violation  shall  constitute  a  breach  of  contract  and  the  contract  may  be 

cancelled, terminated or suspended,  in whole or  in part, by the contracting state agency or the 

Kansas Department  of  Administration;  (f)  if  it  is  determined  that  the  contractor  has  violated 

applicable provisions of ADA, such violation shall constitute a breach of contract and the contract 

may be cancelled, terminated or suspended, in whole or in part, by the contracting state agency 

or the Kansas Department of Administration. 

  Contractor agrees to comply with all applicable state and federal anti‐discrimination laws. 

  The provisions of this paragraph number 5 (with the exception of those provisions relating to the 

ADA) are not applicable to a contractor who employs fewer than four employees during the term 

of such contract or whose contracts with the contracting State agency cumulatively total $5,000 

or less during the fiscal year of such agency. 

 6.  Acceptance Of Contract:  This contract shall not be considered accepted, approved or otherwise 

effective until the statutorily required approvals and certifications have been given. 

 7.  Arbitration,  Damages,  Warranties:    Notwithstanding  any  language  to  the  contrary,  no 

interpretation of  this  contract  shall  find  that  the  State or  its agencies have  agreed  to binding 

arbitration, or the payment of damages or penalties. Further, the State of Kansas and its agencies 

do not agree to pay attorney fees, costs, or late payment charges beyond those available under 

the  Kansas  Prompt  Payment  Act  (K.S.A.  75‐6403),  and  no  provision will  be  given  effect  that 

attempts to exclude, modify, disclaim or otherwise attempt to limit any damages available to the 

State  of  Kansas  or  its  agencies  at  law,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the  implied warranties  of 

merchantability and fitness for a particular purpose. 

 

 8.  Representative's  Authority  To  Contract:    By  signing  this  contract,  the  representative  of  the 

contractor thereby represents that such person  is duly authorized by the contractor to exec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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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contract  on  behalf  of  the  contractor  and  that  the  contractor  agrees  to  be  bound  by  the 

provisions thereof. 

 9.  Responsibility For Taxes:   The State of Kansas and  its agencies shall not be responsible for, nor 

indemnify a contractor for, any federal, state or local taxes which may be imposed or levied upon 

the subject matter of this contract. 

10.  Insurance:  The State of Kansas and its agencies shall not be required to purchase any insurance 

against loss or damage to property or any other subject matter relating to this contract, nor shall 

this contract require them to establish a "self‐insurance" fund to protect against any such loss or 

damage.   Subject  to  the provisions of  the Kansas Tort Claims Act  (K.S.A. 75‐6101 et  seq.),  the 

contractor shall bear the risk of any loss or damage to any property in which the contractor holds 

title. 

11.  Information:  No provision of this contract shall be construed as limiting the Legislative Division 

of Post Audit from having access to information pursuant to K.S.A. 46‐1101 et seq. 

12. The Eleventh Amendment:  "The Eleventh Amendment is an inherent and incumbent protection 

with the State of Kansas and need not be reserved, but prudence requires the State to reiterate 

that nothing related to this contract shall be deemed a waiver of the Eleventh Amendment." 

13. Campaign Contributions / Lobbying:  Funds provided through a grant award or contract shall not 

be given or received in exchange for the making of a campaign contribution.  No part of the funds 

provided  through  this contract shall be used  to  influence or attempt  to  influence an officer or 

employee of any State of Kansas agency or a member of the Legislature regarding any pending 

legislation or the awarding, extension, continuation, renewal, amendment or modification of any 

government contract, grant, loan, or cooperative agre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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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藻外語大學新增課程申請表－一般課程 
Wenzao Ursuline University of Languages New Course Application Form ‐ General Course 

中文課程名稱 
Chinese Name of Course 

科學與科技應用 
類別(無區分者免填) 

Course Category(If any) 
 

英文課程名稱 
English Name of Cours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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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課程將結合生活中相關科學的基礎知識，它是一個多學科領域包含物質的

性質及其在各個科學和工程領域的應用。它是研究材料的製備、加工工藝、

材料的微觀結構與材料的宏觀結構之間的相互關係的科學。本課程欲藉由跨

領域應用科學的研究介紹，幫助學生了解人類當今所面臨能源短缺、資源短

缺、環境污染、疾病預防與治療等相關重大課題，與有效解決的方法。此外，

在課堂內容中也將幫助學生了解台灣如何透過跨領域的整合研究以促進台

灣科技產業現代化，以為學生未來進入就業職場做準備。   

This  course  will  combine  the  basics  of  relevant  science  in  life.  It  is  a 
multidisciplinary field that contains the nature of the material and its application 
in various fields of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It  is the science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reparation  of  materials,  the  processing  technology,  the 
microstructure  of  the material  and  the macroscopic  structure  of  the material. 
This course is to help students understand and deal with important issues such as 
energy  shortages,  resource  shortages,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diseas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through  cross‐disciplinary  applied  research.  In 
addition,  students  can  learn  about  how  can  promote  the  modernization  of 
Taiwan'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dustry through cross‐cutting research. So that 
students prepare for future employment in the workplace. 
 

課程目標 

Objectives 

一、使同學認識科學研究的領域並瞭解其中的基本科學理論知識。 

二、讓同學瞭解科技在日常生活中應用的情形。 

三、讓同學瞭解跨領域科技如何解決現今所面臨的問題，與改變人類的生活

方式。 

四、激發同學思考科技可能造成的負面效應。 

五、幫助學生在建立科學的基本知識與概念後，增進閱讀科技報導的興趣。

六、透過認識科技、善用科技幫助學生建立現代人必須具備之基本素養。 

七、提升同學求職的競爭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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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Understand  the  field  of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the  basic  knowledge  of 
scientific theory.   

2. Understand the application of technology in life. 
3.  Know  how  technology  can  solve  the  complex  problems  and  affect  our 

societies. 
4. Discuss the pros and cons of technology. 
5. Enhance students’abilities and raise their  interests to read technology‐related 

reports. 
6. Develop fundamental science‐knowledge to live in modern society. 
7. Promote students’competencies for getting jobs. 

配對的能力指標 

Corresponding Skill 
Indicator / Standard 

 
1-3-1 生活自律能力 

1-3-2 自主學習能力 

1-3-3 反思能力 

3-3-2 倫理判斷能力 

3-3-4 學習多元文化能力 

5-3-2 批判思考能力 

 

一般知能 

General Skills 

 

7.獨立思考的能力 

10.敬業負責的態度 

12.發掘及解決問題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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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