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 

校課程委員會會議紀錄 

 

 

 

 

 

 

 

 開會時間：107 年 3 月 20 日（星期二）下午 3 時 10 分 

 開會地點：至善樓十二樓 Z1205 會議室 



I 

106 學年度第學年度第學年度第學年度第 2 學期第學期第學期第學期第 1 次次次次校課程委員會校課程委員會校課程委員會校課程委員會會議紀錄會議紀錄會議紀錄會議紀錄 

 

會議名稱：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校課程委員會議 

開會時間： 107 年 3 月 20 日（星期二）下午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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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語暨國際學院英語暨國際學院英語暨國際學院英語暨國際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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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亞語文學院歐亞語文學院歐亞語文學院歐亞語文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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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研究所陳郁君所長      東南亞語言教學中心簡赫琳主任 

文教創意產業學院文教創意產業學院文教創意產業學院文教創意產業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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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文教育人文教育人文教育人文教育學院學院學院學院 

通識教育中心李雪甄主任     吳甦樂教育中心王學良主任 

體育教學中心張弘文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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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L1B 王妤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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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 

議程議程議程議程 

壹壹壹壹、、、、會前禱會前禱會前禱會前禱 

貳貳貳貳、、、、業務報告業務報告業務報告業務報告 

參參參參、、、、提案討論提案討論提案討論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請審議五專部英國語文科 105 及 106 學

年度科目學分表修訂案 
英語暨國際學院 P.1 

提案二 
提請審議日四技國際事務系 102 至 106 學

年度科目學分表修課備註修訂案 
英語暨國際學院 P.1 

提案三 
提請審議國際企業管理系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新增彈性課程申請案 
英語暨國際學院 P.1 

提案四 提請審議翻譯系「課程能力指標」新增案 英語暨國際學院 P.2 

提案五 
提請審議五專部德國語文科 106 學年度科

目學分表修訂暨新課程申請案 
歐亞語文學院 P.2 

提案六 
提請審議五專部日本語文科 106 學年度科

目學分表修訂暨新課程申請案 
歐亞語文學院 P.3 

提案七 
提請審議陸生就讀日二技日本語文系之課

程規劃暨科目學分表新訂案 
歐亞語文學院 P.4 

提案八 
提請審議東南亞碩士學位學程 107 學年度

科目學分表新訂暨新課程申請案 
歐亞語文學院 P.5 

提案九 
提請審議東南亞語言教學中心補提之「彈

性課程規劃書」 
歐亞語文學院 P.6 

提案十 
提請審議東南亞語言教學中心「東南亞語

言與產業學分學程」抵修對照表 
歐亞語文學院 P.6 

提案十一 
提請審議日四技外語教學系 107 學年度科

目學分表修訂暨新增課程申請案 
文教創意產業學院 P.6 

提案十二 

提請審議外語文教事業發展研究所碩士班

107 學年度科目學分表修訂暨新增課程申

請案 

文教創意產業學院 P.7 

提案十三 
提請審議華語文教學研究所 107 學年度科

目學分表修訂暨新增課程申請案 
文教創意產業學院 P.9 

提案十四 
提請審議體育教學中心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專業服務學習課程案 
人文教育學院 P.9 

提案十五 
提請審議國際觀光與會展學士學位學程

107 學年度科目學分表修訂案 
英語暨國際學院 P.10 

提案十六 提請審議外語文教事業發展研究所碩士在 文教創意產業學院 P.11 



III 

職專班 107 學年度科目學分表修訂暨新增

課程申請案 

肆肆肆肆、、、、臨時臨時臨時臨時動議動議動議動議 

伍伍伍伍、、、、散會散會散會散會 



IV 

壹壹壹壹、、、、    會前禱會前禱會前禱會前禱 

貳貳貳貳、、、、    業務報告業務報告業務報告業務報告 

一、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教學綱要輸入截至 107 年 3 月 12 日止，共計 17門課程未完成教

學綱要輸入（包含 12門尚未融入學術倫理議題課程），未完成明細統計如下表。 

106學年度第學年度第學年度第學年度第 2學期學期學期學期教學教學教學教學綱綱綱綱要未完成明細表要未完成明細表要未完成明細表要未完成明細表 

課程所屬

學院 
課程隸屬單位 

專任教師 兼任教師 
說明 

小計小計小計小計 

(門門門門) 日間部 日間部 進修部 

英語暨 

國際學院 

英國語文系 1 － － 
含 1門融入 學術倫理課程 

4 

國際企業管理系 3 － － 
含 3門融入 學術倫理課程 

歐亞語文 

學院 
法國語文系 － － 1  1 

文教創意 

產業學院 

應用華語文系 7 1 2 
含 7門融入 學術倫理課程 

12 華語文教學研究所 1 － －  

數位內容應用與管理系 1 － － 
含 1門融入 學術倫理課程 

總計總計總計總計(門門門門) 13 1 3 
 

17 

二、 教學綱要輸入系統自 107 年 3 月 14 日至 3 月 21 日再次開放，請老師就學生學習狀

況進行教學綱要「課程內容與進度」之修改。 

三、 期初教學意見線上填寫自 107 年 3 月 8 日至 3 月 21 日止，填寫結果將於 3 月 31 日

開放查詢。 

四、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微型課程共開設 9門，修課人數 297 人。 

課程隸屬單位 課程名稱 修課人數 

翻譯系 翻譯、文化與台灣電影 20 

國際企業管理系 小農市集與社區創業 20 

國際企業管理系 商管專業服務學習：醫療服務行銷與管理(一) 45 

東南亞語言中心 東南亞多元語種課程 01 組 5 

東南亞語言中心 東南亞多元語種課程 02 組 13 

通識教育中心 社會創新與社會開創：非營利組織與社區部門 47 

通識教育中心 價值教育與自我理解 7 

吳甦樂教育中心 聖經概論 70 

吳甦樂教育中心 國際觀培育 70 

共共共共 9門門門門 297 

 



V 

五、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共開設 1 班跨國遠距課程（跨文化溝通），39 人次修讀，104 班

一般遠距課程，4,507 人次修讀，共計 4,546 人次修讀。 

106學年度第學年度第學年度第學年度第 2學期遠距課程統計表學期遠距課程統計表學期遠距課程統計表學期遠距課程統計表（107年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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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39 12 394 

翻譯系/所 ─ ─ ─ ─ 

國際企業管理系/所 ─ ─ 7 409 

國際事務系 ─ ─ ─ ─ 

英語教學中心 ─ ─ 24 944 

國際事務碩士學位

學程 
─ 

─ 
─ ─ 

國際商務英語學士

學位學程 
─ 

─ 
1 42 

國際觀光與會展學

士學位學程 
─ ─ ─ ─ 

合計 1 39 44 1,789 

歐亞語文 

學院 

法國語文系 ─ ─ 4 98 

德國語文系 ─ ─ 5 134 

西班牙語文系 ─ ─ 7 320 

日本語文系 ─ ─ 8 330 

歐洲研究所 ─ ─ ─ ─ 

東南亞語言中心 ─ ─ ─ ─ 

合計 ─ ─ 24 882 

文教創意 

產業學院 

應用華語文系/所 ─ ─ 17 848 

外語教學系/所 ─ ─ 1 88 

傳播藝術系/所 ─ ─ ─ ─ 

數位內容應用與管

理系 
─ 

─ 
11 492 

師資培育中心 ─ ─ 1 29 

合計 ─ ─ 30 1,457 

人文教育 

學院 

通識教育中心 ─ ─ 5 296 

吳甦樂教育中心 ─ ─ 1 83 

體育教學中心 ─ ─ ─ ─ 

合計 ─ ─ 6 379 

總計 1 39 104 4,507 

 



VI 

六、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全校全英語授課共計 481門課，16,467 人次修讀，其中包含英語

系所 424門課，15,037 人次修讀，非英語系所 57門課，1,430 人次修讀。 

106學年度第學年度第學年度第學年度第 2學期全英語授課統計表學期全英語授課統計表學期全英語授課統計表學期全英語授課統計表（107年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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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4 8,477 ─ ─ 

翻譯系/所 ─ ─ ─ ─ 

國際企業管理系/所 ─ ─ 6 216 

國際事務系 ─ ─ 22 590 

英語教學中心 153 5,387 ─ ─ 

國際事務碩士學位

學程 
  9 44 

國際商務英語學士

學位學程 
─ ─ 1 29 

國際觀光與會展學

士學位學程 
─ ─ ─ ─ 

合計 397 13,864 38 879 

歐亞語文

學院 

法國語文系 ─ ─ ─ ─ 

德國語文系 ─ ─ 1 33 

西班牙語文系 ─ ─ ─ ─ 

日本語文系 ─ ─ ─ ─ 

歐洲研究所 ─ ─ 1 6 

東南亞語言中心 ─ ─ ─ ─ 

合計 ─ ─ 2 39 

文教創意

產業學院 

應用華語文系/所 ─ ─ 1 32 

外語教學系/所 27 1,173 ─ ─ 

傳播藝術系/所 ─ ─ 4 146 

數位內容應用與管

理系 
─ ─ 3 110 

師資培育中心 ─ ─ 2 61 

合計 27 1,173 10 349 

人文教育

學院 

通識教育中心 ─ ─ 5 121 

吳甦樂教育中心 ─ ─ 1 26 

體育教學中心 ─ ─ 1 16 

合計 0 0 7 163 

總計 424 15,037 57 1,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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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參參參、、、、    提案討論提案討論提案討論提案討論 

提案一提案一提案一提案一                                              提案單位提案單位提案單位提案單位：：：：英語暨國際學院英語暨國際學院英語暨國際學院英語暨國際學院 

案由：提請審議五專部英國語文科 105 及 106 學年度科目學分表修訂案。 

說明： 

一、 本系於 104 學年度修改五專部科目學分表，使之與五專菁英班的科目一致，然

修改時直接以五專菁英班科目學分表的格式修訂，故 105 學年度及 106 學年度

五專部科目學分表格式誤植，本次修訂將五專部科目學分表恢復為一般班格式

。 

二、 本案業經系所課程規劃小組會議(107.2.7)、系務會議(107.2.8)及院課程委員會議

(107.3.1)審議通過。 

附件：附件 1、五專部英國語文科 105~106 學年度科目學分表（頁 13） 

決議決議決議決議：：：：照案通過照案通過照案通過照案通過；；；；送送送送 107年年年年 3月月月月 27日教務會議審議日教務會議審議日教務會議審議日教務會議審議。。。。 

 

提案提案提案提案二二二二                                              提案單位提案單位提案單位提案單位：：：：英語暨國際學院英語暨國際學院英語暨國際學院英語暨國際學院 

案由：提請審議日四技國際事務系 102 至 106 學年度科目學分表修課備註修訂案。 

說明： 

一、 106 年 6 月提交之 104 學年度科技大學綜合評鑑自我改善計畫，其中訪視委員

意見提及國際事務系學生畢業論文如未通過，需再等候一年才有重新審查的機

會，為避免影響學生生涯規劃，建議在時間上採取彈性作法，不以一年一次為

限。 

二、 基於以上意見，擬修改本系 102 至 106 學年度科目學分表修課備註，將原備註

：「畢業專題論文(一)與畢業專題論文(二)等 2門課程，任一科未通過，須重修

畢業專題論文(一)與畢業專題論文(二)」規定刪除，並回溯適用 103 學年度應屆

畢業生及 102 學年度延修生。本案修正對照如下表： 

學年度 修訂後 修訂前 備註 

102~106 （（（（刪除刪除刪除刪除）））） 

◎畢業專題論文(一)與畢業

專題論文(二)等 2門課程，

任一科未通過，須重修畢業

專題論文(一)與畢業專題論

文(二)。 

配合 106 年 6 月提交之 104

學年度科技大學綜合評鑑

自我改善計畫訪視委員意

見。 

三、 本案業經系課程規劃小組會議(107.1.2)、系務會議(107.1.9)及院課程委員會議

(107.3.1)審議通過。 

附件：附件 2、日四技國際事務系 102~106 學年度科目學分表（頁 15） 

決議決議決議決議：：：：照案照案照案照案通過通過通過通過；；；；送送送送 107年年年年 3月月月月 27日教務會議審議日教務會議審議日教務會議審議日教務會議審議。。。。 

 

提案提案提案提案三三三三                                              提案單位提案單位提案單位提案單位：：：：英語暨國際學院英語暨國際學院英語暨國際學院英語暨國際學院 

案由：提請審議國際企業管理系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新增彈性課程申請案。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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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為配合辦理 USR計畫，國際企業管理系擬於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開設「商管專

業服務學習：醫療服務行銷與管理(一)」及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開設「商管專

業服務學習：醫療服務行銷與管理(二)」微型課程。此課程將不列入本系所科

目學分表。 

二、 本案業經系課程規劃小組會議(107.2.26)、系所務會議(107.2.27)及院課程委員會

議(107.3.1)審議通過。 

附件：附件 3-1、新增課程申請表－商管專業服務學習：醫療服務行銷與管理(一)、(二)

（頁 18） 

附件 3-2、彈性課程規劃書－商管專業服務學習：醫療服務行銷與管理(一)、(二)

（頁 24） 

委員建議委員建議委員建議委員建議：：：：本案兩門課程之課程概要及課程目標完全一致本案兩門課程之課程概要及課程目標完全一致本案兩門課程之課程概要及課程目標完全一致本案兩門課程之課程概要及課程目標完全一致，，，，內容應有所區隔內容應有所區隔內容應有所區隔內容應有所區隔，，，，建議調整建議調整建議調整建議調整

或或或或修訂修訂修訂修訂。。。。 

決議決議決議決議：：：：本案兩門課程之課程概要及課程目標修訂後照案通過本案兩門課程之課程概要及課程目標修訂後照案通過本案兩門課程之課程概要及課程目標修訂後照案通過本案兩門課程之課程概要及課程目標修訂後照案通過。。。。 

 

提案提案提案提案四四四四                                              提案單位提案單位提案單位提案單位：：：：英語暨國際學院英語暨國際學院英語暨國際學院英語暨國際學院 

案由：提請審議翻譯系「課程能力指標」新增案。 

說明： 

一、 因應近年科目學分表的調整，新增本系「課程能力指標」，以符合建置課程資

料的需求，特別是對應開課年級的部分。 

二、 本次新增指標 3-3-5、3-3-6、3-3-7、4-2-1、4-3-3、4-4-6。 

三、 本案業經系所課程規劃小組會議(106.12.28)、系所務會議(106.12.28)及院課程委

員會議(107.3.1)審議通過。 

附件：附件 4、翻譯系培育目標能力指標（頁 30） 

決議決議決議決議：：：：照案通過照案通過照案通過照案通過；；；；送送送送 107年年年年 3月月月月 27日教務會議審議日教務會議審議日教務會議審議日教務會議審議。。。。 

 

提案提案提案提案五五五五                                                提案單位提案單位提案單位提案單位：：：：歐亞語文學院歐亞語文學院歐亞語文學院歐亞語文學院 

案由：提請審議五專部德國語文科 106 學年度科目學分表修訂暨新課程申請案。 

說明： 

一、 德國語文系擬將畢業公演融入課程，修訂前後對照表如下： 

修訂後 修訂前 備註 

於「主修必修科目」中新增： 

1. 四年級下學期新增課程四年級下學期新增課程四年級下學期新增課程四年級下學期新增課程

「「「「德語戲劇展演德語戲劇展演德語戲劇展演德語戲劇展演(一一一一) 」」」」2

學分學分學分學分。。。。 

2. 五年級上學期新增課程五年級上學期新增課程五年級上學期新增課程五年級上學期新增課程

「「「「德語戲劇展演德語戲劇展演德語戲劇展演德語戲劇展演(二二二二) 」」」」2

學分學分學分學分。。。。 

－ 

新增「德語戲劇展

演(一) 」與「德語

戲劇展演(二) 」 

下方「備註說明」： 

2、畢業學分 230 學分=部訂

下方「備註說明」： 

2、畢業學分 230 學分=部訂

主修必修學分增

加為 74 學分，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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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科目 52 學分+校訂一般

科目 40 學分+主修必修 74

學分+副修必修 28 學分+校

訂選修 36 學分（含系訂選修

至少 12 學分）。 

一般科目 52 學分+校訂一般

科目 40 學分+主修必修 70

學分+副修必修 28 學分+校

訂選修 40 學分（含系訂選修

至少 12 學分）。 

訂選修降為 36 學

分。 

二、 此科目學分表適用於 106 學年度後入學之學生，並溯及 103 學年度（含）以後

入學之學生適用。 

三、 本案業經系課程規劃小組會議(107.1.10)、系務會議及院課程委員會議(107.3.5)

審議通過。 

附件：附件 5-1、五專部德國語文科 106 學年度科目學分表（頁 31） 

   附件 5-2、新增課程申請表－德語戲劇展演(一)、(二)（頁 32） 

委員建議委員建議委員建議委員建議：：：：本案兩門課程之課程概要及課程目標完全一致本案兩門課程之課程概要及課程目標完全一致本案兩門課程之課程概要及課程目標完全一致本案兩門課程之課程概要及課程目標完全一致，，，，內容應有所區隔內容應有所區隔內容應有所區隔內容應有所區隔，，，，建議調整建議調整建議調整建議調整

或或或或修訂修訂修訂修訂。。。。 

德文系德文系德文系德文系補充補充補充補充：：：：課程課程課程課程成績將採合格制成績將採合格制成績將採合格制成績將採合格制，，，，僅以僅以僅以僅以「「「「合格合格合格合格/不合格不合格不合格不合格」」」」來評分來評分來評分來評分，，，，故將不會列入學期總故將不會列入學期總故將不會列入學期總故將不會列入學期總

平均平均平均平均，，，，避免衍生評分爭議或沒有分數之問題避免衍生評分爭議或沒有分數之問題避免衍生評分爭議或沒有分數之問題避免衍生評分爭議或沒有分數之問題。。。。 

決議決議決議決議：：：：本案兩門課程之課程概要及課程目標修訂後照案通過本案兩門課程之課程概要及課程目標修訂後照案通過本案兩門課程之課程概要及課程目標修訂後照案通過本案兩門課程之課程概要及課程目標修訂後照案通過；；；；科目學分表送科目學分表送科目學分表送科目學分表送 107年年年年 3月月月月

27日教務會議審議日教務會議審議日教務會議審議日教務會議審議。。。。 

 

提案提案提案提案六六六六                                                提案單位提案單位提案單位提案單位：：：：歐亞語文學院歐亞語文學院歐亞語文學院歐亞語文學院 

案由：提請審議五專部日本語文科 106 學年度科目學分表修訂暨新課程申請案。 

說明： 

一、 日本語文系擬將畢業公演融入課程，修訂前後對照表如下： 

學年度 修訂後 修訂前 備註 

103~104

學年度 

於「主修必修科目」中

新增： 

1. 4年級下學期新增課年級下學期新增課年級下學期新增課年級下學期新增課

程程程程「「「「日語戲劇展演日語戲劇展演日語戲劇展演日語戲劇展演

(一一一一)」」」」2學分學分學分學分。。。。 

2. 5年級上學期新增課年級上學期新增課年級上學期新增課年級上學期新增課

程程程程「「「「日語戲劇展演日語戲劇展演日語戲劇展演日語戲劇展演

(二二二二)」」」」2學分學分學分學分。。。。 

－ 

新增「日語戲劇展

演(一)」與「日語

戲劇展演(二)」。 

下方「備註說明」： 

5、畢業學分 230 學分=

部訂一般科目 52 學分+

校訂一般科目 40 學分+

主修必修 68 學分+副修

必修 28 學分+校訂選修

42 學分（含系訂選修至

少 12 學分）。 

下方「備註說明」： 

5、畢業學分 230 學分=

部訂一般科目 52 學分+

校訂一般科目 40 學分+

主修必修 64 學分+副修

必修 28 學分+校訂選修

46 學分（含系訂選修至

少 12 學分）。 

主修必修學分數

增加為 68 學分，

校訂選修數降為

42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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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年度 修訂後 修訂前 備註 

105~106

學年度 

於「主修必修科目」中

新增： 

1. 4年級下學期新增課年級下學期新增課年級下學期新增課年級下學期新增課

程程程程「「「「日語戲劇展演日語戲劇展演日語戲劇展演日語戲劇展演

(一一一一)」」」」2學分學分學分學分。。。。 

2. 5年級上學期新增課年級上學期新增課年級上學期新增課年級上學期新增課

程程程程「「「「日語戲劇展演日語戲劇展演日語戲劇展演日語戲劇展演

(二二二二)」」」」2學分學分學分學分。。。。 

－ 

新增「日語戲劇展

演(一)」與「日語

戲劇展演(二)」。 

下方「備註說明」： 

5、畢業學分 228 學分=

部訂一般科目 52 學分+

校訂一般科目 40 學分+

主修必修 66 學分+副修

必修 28 學分+校訂選修

42 學分（含系訂選修至

少 12 學分）。 

下方「備註說明」： 

5、畢業學分 228 學分=

部訂一般科目 52 學分+

校訂一般科目 40 學分+

主修必修 62 學分+副修

必修 28 學分+校訂選修

46 學分（含系訂選修至

少 12 學分）。 

主修必修學分數

增加為 66 學分，

校訂選修數降為

42 學分。 

二、 成績將採合格制，僅以「合格/不合格」來評分，故將不會列入學期總平均，避

免衍生評分爭議或沒有分數之問題。 

三、 此科目學分表適用 106 學年度後入學之學生，並溯及 103 學年度（含）以後入

學學生。 

四、 本案業經系課程規劃小組會議(106.12.28)、系務會議(107.1.11)及院課程委員會

議(107.3.5)審議通過。 

附件：附件 6-1、五專部日本語文科 104 學年度科目學分表（頁 36） 

   附件 6-2、五專部日本語文科 106 學年度科目學分表（頁 38） 

   附件 6-3、新增課程申請表－日語戲劇展演(一)、(二)（頁 40） 

委員建議委員建議委員建議委員建議：：：：本案兩門課程之課程概要及課程目標完全一致本案兩門課程之課程概要及課程目標完全一致本案兩門課程之課程概要及課程目標完全一致本案兩門課程之課程概要及課程目標完全一致，，，，內容應有所區隔內容應有所區隔內容應有所區隔內容應有所區隔，，，，建議調整建議調整建議調整建議調整

或或或或修訂修訂修訂修訂。。。。 

決議決議決議決議：：：：本案兩門課程之課程概要及課程目標修訂後照案通過本案兩門課程之課程概要及課程目標修訂後照案通過本案兩門課程之課程概要及課程目標修訂後照案通過本案兩門課程之課程概要及課程目標修訂後照案通過；；；；科目學分表送科目學分表送科目學分表送科目學分表送 107年年年年 3月月月月

27日教務會議審議日教務會議審議日教務會議審議日教務會議審議。。。。 

 

提案提案提案提案七七七七                                                提案單位提案單位提案單位提案單位：：：：歐亞語文學院歐亞語文學院歐亞語文學院歐亞語文學院 

案由：提請審議陸生就讀日二技日本語文系之課程規劃暨科目學分表新訂案。 

說明： 

一、 大陸地區學生得報考大陸地區專升本考試，並填報志願進入台灣大學就讀二年

制學士班（二技），透過此方式欲至本校就讀的陸生因為無日語基礎而無法就

讀本系日二技，故另行規劃日二技 72 學分課程供無日語基礎之陸生就讀本系

日二技。 

二、 為掌握學生日語程度，學生於入學時需接受系上日語能力檢測之相關測驗，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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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測驗結果將學生程度分為：日二技程度、日四技 B 班程度、及日四技 C/D 班

程度。日二技程度之學生依本系現行日二技科目學分表修讀；日四技 B 班程度、

及日四技 C/D 班程度之學生之修課規劃如下： 

學生程度 必修 選修 畢業學分數 

1. 日四技 B

班程度 

2. 日四技

C/D 班程

度 

共同必修

22 學分 

 

※修讀科

目依現行

日二技科

目學分表 

系訂必修 25 學分

（內含 1 學分實

習學分） 

※3 年級： 

日文(一)8 學分、

日語會話(一)4 學

分 

※4 年級： 

日文(二)8 學分、

日文閱讀 4 學分 

校訂選修 25 學分

（含系訂選修 12 學

分） 

系訂選修： 

1. 本系日四技日文

必修（左列之系訂

必修課程除外）和

選修課程都可作

為其選修課 

2. 本系日二技所有

日文選修課程可

作為其選修課 

72 學分 

三、 本案業經系課程規劃小組會議(106.10.19)、系務會議(106.11.16)及院課程委員會

議(107.3.5)審議通過。 

附件：附件 7、107 學年度陸生程度落於日四技 B 班及日四技 C/D 班之科目學分表（頁 4

4） 

決議決議決議決議：：：：照案通過照案通過照案通過照案通過；；；；送送送送 107年年年年 3月月月月 27日教務會議審議日教務會議審議日教務會議審議日教務會議審議。。。。 

 

提案提案提案提案八八八八                                                提案單位提案單位提案單位提案單位：：：：歐亞語文學院歐亞語文學院歐亞語文學院歐亞語文學院 

案由：提請審議東南亞碩士學位學程 107 學年度科目學分表新訂暨新課程申請案。 

說明： 

一、 因應東南亞碩士學位學程之學生將自 107 學年度起入學就讀，故提請審議新課

程申請共計 27門及科目學分表新訂案。 

二、 本次新課程共分為三大類：「必修科目」（6門課）、「東南亞政府與社會模組」

（11門課）與「東南亞企業與產業模組」（10門課）。 

三、 本案通過後，適用於 107 學年度入學新生。 

四、 本案業經中心課程規劃小組與中心會議(107.2.26)及院課程委員會議(107.3.5)審

議通過。 

附件：附件 8、東南亞碩士學位學程 107 學年度科目學分表（頁 46） 

委員建議委員建議委員建議委員建議：：：： 

一一一一、、、、    課程概要課程概要課程概要課程概要及目標及目標及目標及目標主為提供學生瞭解該課程整體概念主為提供學生瞭解該課程整體概念主為提供學生瞭解該課程整體概念主為提供學生瞭解該課程整體概念及及及及所涵蓋的內容與重點所涵蓋的內容與重點所涵蓋的內容與重點所涵蓋的內容與重點，，，，建建建建

議議議議以學生以學生以學生以學生學習學習學習學習角度角度角度角度呈現呈現呈現呈現敘述敘述敘述敘述，，，，而非教師授課方法而非教師授課方法而非教師授課方法而非教師授課方法，，，，並並並並應呼應呼應呼應呼應課程知能規劃設計應課程知能規劃設計應課程知能規劃設計應課程知能規劃設計

。。。。 

二二二二、、、、    建議先建議先建議先建議先修訂修訂修訂修訂 107學年度第學年度第學年度第學年度第 1學期將開設學期將開設學期將開設學期將開設之新課申請之新課申請之新課申請之新課申請，，，，再送審議再送審議再送審議再送審議。。。。 

決議決議決議決議：：：：新課申請新課申請新課申請新課申請撤案撤案撤案撤案，，，，重新審查後重新審查後重新審查後重新審查後，，，，送送送送本本本本學期學期學期學期第第第第 2次次次次校課程委員會審議校課程委員會審議校課程委員會審議校課程委員會審議；；；；本案本案本案本案科目學分科目學分科目學分科目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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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照案通過照案通過照案通過照案通過；；；；科目學分表送科目學分表送科目學分表送科目學分表送 107年年年年 3月月月月 27日教務會議審議日教務會議審議日教務會議審議日教務會議審議。。。。 

 

提提提提案案案案九九九九                                                提案單位提案單位提案單位提案單位：：：：歐亞語文學院歐亞語文學院歐亞語文學院歐亞語文學院 

案由：提請審議東南亞語言教學中心補提之「彈性課程規劃書」。 

說明： 

一、 「東南亞語言與產業學分學程」已於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提案通過新增「見習

東南亞」（深碗課程）及「多元語種課程」（微型課程），但當時未提送規劃書，

本案旨為補提上述所提及之課程規劃書。 

二、 本案業經中心課程規劃小組與中心會議(107.2.26)及院課程委員會議(107.3.5)審

議通過。 

決議決議決議決議：：：：修修修修訂訂訂訂後照案通過後照案通過後照案通過後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見習東南亞」及「多元語種課程」並非配合無邊界計畫案，故申請撤案。 
 

提案十提案十提案十提案十                                                提案單位提案單位提案單位提案單位：：：：歐亞語文學院歐亞語文學院歐亞語文學院歐亞語文學院 

案由：提請審議東南亞語言教學中心「東南亞語言與產業學分學程」抵修對照表。 

說明： 

一、 「東南亞碩士學位學程」即將於 107 學年度正式開班，為鼓勵大學部同學踴躍

修習碩士班課程，並於修畢後抵修「東南亞語言與產業學分學程」學分，故擬

定「東南亞語言與產業學分學程」抵修對照表。 

二、 本案業經中心課程規劃小組與中心會議(107.2.26)及院課程委員會議(107.3.5)審

議通過。 

附件：附件 10、「東南亞語言與產業學分學程」抵修對照表（頁 48） 

課務組補充課務組補充課務組補充課務組補充：：：：大學部應屆畢業生大學部應屆畢業生大學部應屆畢業生大學部應屆畢業生，，，，使得跨研究所修課使得跨研究所修課使得跨研究所修課使得跨研究所修課。。。。 

決議決議決議決議：：：：照案通過照案通過照案通過照案通過。。。。 

 

提案提案提案提案十十十十一一一一                                          提案單位提案單位提案單位提案單位：：：：文教創意產業學院文教創意產業學院文教創意產業學院文教創意產業學院 

案由：提請審議日四技外語教學系 107 學年度科目學分表修訂暨新增課程申請案。 

說明： 

一、 依據 106.07.14行政會議決議辦理。為促進學生廣泛學習之需求，修訂 107 學

年度科目學分表一般選修學分為 6~10 學分。本系所調整方式為： 

(一) 將「英語正音與口語訓練」課程刪除，並將「英語正音與口語訓練」相關課

程內容融入「發音教學」課程中。 

(二) 「語言能力整合」及「外語教材設計」課程修正學分各為 2 學分；「教室管

理」改為「班級經營」，並調降為 2 學分。 

二、 修訂對照表如下： 

修訂後 修訂前 說明 

－ － － 
英語正音與口

語訓練  
學期課 3學分 

刪除本課

程，將本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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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後 修訂前 說明 

程內容融

入「發音教

學」中。 

語言能力整合

教學 
學期課 2學分學分學分學分 

語言能力整合

教學 
學期課 3學分 

修正學分

數、英文課

程名稱。 

班級經營班級經營班級經營班級經營 學期課 2學分學分學分學分 教室管理  學期課 3學分 

修正學分

數、中/英文

課程名稱。 

外語教材設計 學期課 2學分學分學分學分 外語教材設計 學期課 3學分 
修正學分

數。 

第二語言習得第二語言習得第二語言習得第二語言習得 學年課 4學分 第二外語習得 學年課 4學分 
修正中文

課程名稱。 

備註說明： 

※外語教學系畢業總學分為131

學分：校共同必修52學分+院共

同必修3學分+系訂必修51學分+

系訂選修至少19學分（含必選第

二外國語4學分+15學分系訂選

修）+一般選修一般選修一般選修一般選修6學分學分學分學分。。。。 

備註說明： 

※外語教學系畢業總學分為

131學分：校共同必修52學分+

院共同必修3學分+系訂必修57

學分+系訂選修至少19學分（含

必選第二外國語4學分+15學分

系訂選修）。 

修正應修

學分數。 

三、 承上述，因應 107 學年度科目學分表修正，共計 4門課程之新增課程申請表需

進行審議，課程名稱如下： 

序號 課程名稱 

1 語言能力整合教學 

2 班級經營 

3 外語教材設計 

4 第二語言習得 

四、 本案業經系所課程規劃小組會議(107.2.21)及系所務會議(107.3.1)通過，並經院

課程委員會議(107.3.7)審議通過。 

附件：附件 11-1、日四技外語教學系 107 學年度科目學分表（頁 47） 

   附件 11-2、新增課程申請表（共 4門）（頁 51） 

決議決議決議決議：：：：照案通過照案通過照案通過照案通過；；；；科目學分表送科目學分表送科目學分表送科目學分表送 107年年年年 3月月月月 27日教務會議審議日教務會議審議日教務會議審議日教務會議審議。。。。 

 

提案十提案十提案十提案十二二二二                                          提案單位提案單位提案單位提案單位：：：：文教創意產業學院文教創意產業學院文教創意產業學院文教創意產業學院 

案由：提請審議外語文教事業發展研究所碩士班 107 學年度科目學分表修訂暨新增課程

申請案。 

說明： 

一、 本案以 106 學年度科目學分表為例，針對 1門課程名稱及修業備註說明進行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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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為考量研究生修課權益，將相關調整分別回溯至 105 學年度入學碩士班學

生適用。 

二、 修正對照表如下： 

學年度 修訂版 現行版 說明 

107 

第二語言第二語言第二語言第二語言

習得研究習得研究習得研究習得研究 
學期課 3學分 

第二外語

習得研究 
學期課 3學分 

修正課程

名稱。 

－ 

備註說明： 

3.依本所修業規定，以同等學力

或非相關科系畢業錄取之研究

生應補經本所的「外語教學理

論研究」及「第二外語習得研

究」共6學分，該學分不計入該

學期最高修習學分數之內，亦

不計入畢業學分數。 

刪除本項

說明。 

106 － 

備註說明： 

3.依本所修業規定，以同等學力

或非相關科系畢業錄取之研究

生應補經本所的「外語教學理

論研究」及「第二外語習得研

究」共6學分，該學分不計入該

學期最高修習學分數之內，亦

不計入畢業學分數。 

刪除本項

說明。 

105 － 

備註說明： 

3.依本所修業規定，以同等學力

或非相關科系畢業錄取之研究

生應補修經所長同意之本系所

大學部的專業科目至少4學

分，該學分不計入該學期最高

修習學分數之內，亦不計入畢

業學分數。 

刪除本項

說明。 

三、 承上述，因應 107 學年度科目學分表修正，共計 1門課程之新增課程申請表需

進行審議，課程名稱如下：  

序號 課程名稱 

1 第二語言習得研究 

四、 本案業經系所課程規劃小組會議(107.2.21)及系所務會議(107.3.1)通過，並經院

課程委員會議(107.3.7)審議通過。 

附件：附件 12-1、外語文教事業發展研究所碩士班 105~107 學年度科目學分表（頁 59） 

   附件 12-2、新增課程申請表－第二語言習得研究（頁 62） 

決議決議決議決議：：：：照案通過照案通過照案通過照案通過；；；；科目學分表送科目學分表送科目學分表送科目學分表送 107年年年年 3月月月月 27日教務會議審議日教務會議審議日教務會議審議日教務會議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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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提案提案提案十十十十三三三三                                          提案單位提案單位提案單位提案單位：：：：文教創意產業學院文教創意產業學院文教創意產業學院文教創意產業學院 

案由：提請審議華語文教學研究所 107 學年度科目學分表修訂暨新增課程申請案。 

說明： 

一、 本案主要調整必修課程「學位論文」學分數。 

二、 修訂對照表如下： 

修訂後 修訂前 說明 

學位論文 學期課學期課學期課學期課 3學分學分學分學分 學位論文 學年課 6學分 
修正學分

數。 

備註說明： 

1.畢業學分數必修12學分+選

修21學分，共33學分。  

10.提出計畫書考試並通過後始提出計畫書考試並通過後始提出計畫書考試並通過後始提出計畫書考試並通過後始

可掛可掛可掛可掛「「「「學位論文學位論文學位論文學位論文」」」」課程課程課程課程。。。。 

備註說明： 

1.畢業學分數必修15學分+選

修21學分，共36學分。  

修改畢業學

分數及新增

備註說明第

10點。 

三、 承上述，因應 107 學年度科目學分表修正，共計 1門課程之新增課程申請表需

進行審議，課程名稱如下： 

序號序號序號序號 課程名稱課程名稱課程名稱課程名稱 

1 學位論文 

四、 本案業經系所課程規劃小組會議(106.11.1)及系所務會議(106.11.15)通過，並經

院課程委員會議(107.3.7)審議通過。 

附件：附件 13-1、華語文教學研究所 107 學年度科目學分表（頁 64） 

   附件 13-2、新增課程申請表－學位論文（頁 65） 

決議決議決議決議：：：：備註說明備註說明備註說明備註說明修訂修訂修訂修訂為為為為「「「「10.提出計畫書考試並通過後提出計畫書考試並通過後提出計畫書考試並通過後提出計畫書考試並通過後，，，，始可始可始可始可修習修習修習修習「「「「學位論文學位論文學位論文學位論文」」」」課程課程課程課程。。。。」」」」

後照案通過後照案通過後照案通過後照案通過；；；；科目學分表送科目學分表送科目學分表送科目學分表送 107年年年年 3月月月月 27日教務會議審議日教務會議審議日教務會議審議日教務會議審議。。。。 

 

提案提案提案提案十十十十四四四四                                              提案單位提案單位提案單位提案單位：：：：人文教育學院人文教育學院人文教育學院人文教育學院 

案由：提請審議體育教學中心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專業服務學習課程案。 

說明： 

一、 本中心專業服務學習課程教學綱要業經校外專家審查通過，專業服務學習課程

明細如下： 

序號 課程名稱 開課教師 開課單位 

1 運動養生 陳麗蘋 體育教學中心 

二、 「運動養生」專業服務學習課程校外專家審查意見如下： 

開課單位 授課教師 課程名稱 委員意見 

體育教學

中心 
陳麗蘋 運動養生 

1. P.2對應產業別等資料闕如，請服務

學習中心協助填入公版的設定。 

2. (p.2)服務：5 周，但下方註記服務日

期為 12/6-19，所以應為 2 周。 

3. (p.2)「與機構合作為第 1 年，採第

一種暫時性的嘗試」。這是很有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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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的專業服務學習模式。建議老師

開始記錄每次與機構督導商談的重

點、學生的反應與服務內容方式、

機構督導與受服務老人的反應等。

每次/年的嘗試與探索歷程，對話重

點和服務模式，服務類型的次數多

寡與反應等，都記錄下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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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本案業經中心課程規劃小組及中心會議(107.2.23)審查通過，並經院課程會議

(107.3.5)複審通過。 

附件：附件 14、「運動養生」專業服務學習課程申請表（頁 66） 

決議決議決議決議：：：：照案通過照案通過照案通過照案通過。。。。 

 

進修部進修部進修部進修部 

提案提案提案提案十五十五十五十五                                            提案單位提案單位提案單位提案單位：：：：英語暨國際學院英語暨國際學院英語暨國際學院英語暨國際學院 

案由：提請審議國際觀光與會展學士學位學程 107 學年度科目學分表修訂案。 

說明： 

一、 為使本學位學程學生能參與各項會展活動，擬新增「職場體驗實習」課程，並

於 107 學年度實施。本學程 107 學年度科目學分表修訂前後對照表如下： 

修訂後 修訂前 
備註 

科目類別 科目名稱 學分數 總時數 開課年級 課程名稱 

專業選修專業選修專業選修專業選修 
職場體驗職場體驗職場體驗職場體驗

實習實習實習實習 
1 1 

三上三上三上三上 

(三下三下三下三下) 

(四上四上四上四上) 

(四下四下四下四下) 

－ 新增課程 

注意事項注意事項注意事項注意事項：：：： 

2.產業實習為產業實習為產業實習為產業實習為 4學分至少實習學分至少實習學分至少實習學分至少實習 320小時小時小時小時；；；；職場體驗職場體驗職場體驗職場體驗實實實實

習為習為習為習為 1學分至少實習學分至少實習學分至少實習學分至少實習 36小時小時小時小時。。。。詳細資料請詳閱詳細資料請詳閱詳細資料請詳閱詳細資料請詳閱「「「「文文文文

藻外語大學國際觀光與會展學士學位學程實習課程藻外語大學國際觀光與會展學士學位學程實習課程藻外語大學國際觀光與會展學士學位學程實習課程藻外語大學國際觀光與會展學士學位學程實習課程

實施辦法實施辦法實施辦法實施辦法」。」。」。」。 

－ 新增規定 

二、 本案業經課程規劃小組會議(107.1.3)、事務會議(107.1.3)及院課程委員會議(107

.3.1)審議通過。 

附件：附件 15-1、國際觀光與會展學士學位學程 107 學年度科目學分表（頁 71） 

   附件 15-2、新增課程申請表－職場體驗實習（頁 73） 

決議決議決議決議：：：：照案通過照案通過照案通過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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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十提案十提案十提案十六六六六                                           提案單位提案單位提案單位提案單位：：：：文教創意產業文教創意產業文教創意產業文教創意產業學院學院學院學院 

案由：提請審議外語文教事業發展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 107 學年度科目學分表修訂暨新

增課程申請案。 

說明： 

一、 本案以 106 學年度科目學分表為例，針對 1門課程名稱及修業備註說明進行修

正。為考量研究生修課權益，將相關調整分別回溯至 105 學年度及 104 學年度

入學碩士在職專班學生適用。 

二、 修訂對照表如下： 

學年度 修訂後 修訂前 說明 

107 

第二語言第二語言第二語言第二語言

習得研究習得研究習得研究習得研究 

學期課 3 學分 第二外語

習得研究 

學期課 3 學分 修正課程

名稱。 

－ 

備註說明： 

2.依本所修業規定，以同等學力

或非相關科系畢業錄取之研究

生應補經本所的「外語教學理

論研究」及「第二外語習得研

究」共6學分，該學分不計入該

學期最高修習學分數之內，亦

不計入畢業學分數。 

刪除本項

說明。 

106 － 

備註說明： 

2.依本所修業規定，以同等學力

或非相關科系畢業錄取之研究

生應補經本所的「外語教學理

論研究」及「第二外語習得研

究」共6學分，該學分不計入該

學期最高修習學分數之內，亦

不計入畢業學分數。 

刪除本項

說明。 

105 － 

備註說明： 

2.依本所修業規定，以同等學力

或非相關科系畢業錄取之研究

生應補修經所長同意之大學部

相關學系的科目至少4學分，該

學分不計入該學期最高修習學

分數之內，亦不計入畢業學分

數；亦可以項目3替代方案抵免

學分。 

刪除本項

說明。 

104 － 

備註說明： 

2.依本所修業規定，以同等學力

或非相關科系畢業錄取之研究

生應補修經所長同意之大學部

刪除本項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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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年度 修訂後 修訂前 說明 

相關學系的科目至少4學分，該

學分不計入該學期最高修習學

分數之內，亦不計入畢業學分

數。 

三、 承上述，因應 107 學年度科目學分表修正，共計 1門課程之新增課程申請表需

進行審議，課程名稱如下：  

序號 課程名稱 

1 第二語言習得研究 

四、 本案業經系所課程規劃小組會議(107.2.21)及系所務會議(107.3.1)通過，並經院

課程委員會議(107.3.7)審議通過。 

附件：附件 16-1、外語文教事業發展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 104~107 學年度科目學分表（頁

74） 

   附件 16-2、新增課程申請表－第二語言習得研究（頁 78） 

決議決議決議決議：：：：照案通過照案通過照案通過照案通過。。。。 

 

肆肆肆肆、、、、    臨時臨時臨時臨時動議動議動議動議 

註冊組：本校 109 學年度接受校務評鑑時，內部控制將為訪視重點項目之一，故秘書室

於本學年度聘請專業顧問團隊指導本校內部控制相關作業程序，本組所負責之

作業循環列為內控優先輔導循環之一。近日與專員討論本組作業程序之風險評

估，並檢視本組各項工作作業流程所引藏之風險時，發現畢業審核程序五專學

制部份不符規定，目前五專部學生初審及複審均由註冊人員辦理，為降低風險，

擬自 106 學年度起，日五專畢業審核將與大學部、碩士班相同，由系上先初審，

再由註冊組進行複審，主要審核方式均與大學部相同。 

教務長：教學綱要輸入系統已數年未調整，近年搭配教育部創新先導及高教深耕等計畫

，日前已由教師發展中心、課務組及資訊與教學科技中心初步完成教學綱要系

統及內容之修訂。本日先請課務組就第陸項「授課資訊」說明，其他部分請教

師發展中心蔡嘉哲主任於 3 月 27 日（星期二）教務會議時，到場做更詳盡之增

列項目內容說明。 

課務組：新版教學綱要輸入系統將於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上線，預計於本學期末開放全

校教師填寫新學期之教學綱要。教育訓練部分，課務組預計於 4 月間召集各系

助理做初步說明；教師發展中心將於 4 月至 6 月間主辦三場教育訓練，對象則

為本校專任及兼任教師。 

人文教育學院蔡介裕院長：建議教師發展中心將新的教學方式或類型作明確定義，並提

供文字說明，以利教師線上輸入教學綱要時得以參照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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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課程名稱 

Chinese Name of Course 

商管專業服務學習：醫療服務行銷

與管理(一) 

模組名稱 

Module Name 
 

英文課程名稱 

English Name of Course 

Integrated Service-learning in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 Health Care Marketing and 

Management (I) 

 

學制 

School System 

【【【【Day School】】】】 □日二技 2-Year College ■日四技 4-Year College □日五專 5-Year Junior College □研究所 Graduate Institute 

【【【【Division of Continuing Ed.】】】】 □進二技 2-Year College 

□進四技 4-Year College 
年級 

Year 
3 

必修/選修 

Required or Elective Course 

□必修 Required course ■選修 Elective course 
學分/時數 

Credits/Hours 

1 學分(每學期)/ 

Credits per semester/ 

1 小時(每週) 

Hours per week 

學期/學年 

Course Type 

□學年 Year-long course ■學期 Semester course 
開課單位 

Dept. of Offering Courses 
國際企業管理系 

 

課程概要 

Course Content 

本課程的設計理念為「行動導向學習」(Action-oriented Learning)-規劃服務

學習融入專業商管課程，是「學習者為中心」的教學模式。不僅透過規劃專業

商管課程內容，以培育學生「硬實力」；也透過精心設計的服務學習課程方案與

反思活動，引導學生思考個人的價值觀，提升個人學習的動機及成效，增強自

信心、溝通技巧、表達能力、團隊精神及領導能力等「軟實力」。透過課程中特

別設計的跨領域合作團隊及精心規劃的跨界服務學習行動方案，展現熱情與活

力、盡情學習，以提昇自我效能(Self-efficacy)，培養更積極的人生價值觀，回

饋社會。 

    本融入式服務學習課程運用服務學習六大步驟 (調查、準備、執行、反思、

成果慶賀及延續)與合作社區群策群力互惠多贏。期盼學生以學習的心態來從事

服務活動，藉由服務經驗，透過討論、思考反省等活動，促使學生強化教室內

之專業知能課程學習，並期盼增進學習效能及提昇個人能力及公民能力，其中

反思和互惠是本服務學習課程的核心關鍵。課程主要內容包括： 

1. 行銷的基本概念；醫療行銷的特質；市場區隔；服務學習概論等主題。 

2.「領導力溝通力」服務學習技能培訓，如：服務學習先備營。 

3. 服務學習實做：學生將進行一個與行銷專業知能相關的社區服務計劃，並且

完成社區服務方案，並針對學習經驗，呈現口頭及書面報告，展現出他們如

何應用行銷專業知識於服務中，並加以反省。 

Based on “Action-oriented Learning”, the course incorporates the concept and 

practice of service learning into the professional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course, and 

adopts the “learner-centered” teaching approach.  It not only expects to help 

students develop their professional core competence through conventional classroom 

teaching, but also seeks to guide students’ reflections on their personal values and 

附件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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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hance their learning motivation and outcome by boosting their confidence and 

improving their communication skills, expressive skills, team spirit and leadership 

through carefully designed service learning tasks and reflection activities.  Through 

the hands-on experience of community services and abundant reflection 

opportunities, the course can help students internalize, develop, and apply 

professional marketing knowledge, as well as offer opportunities for active 

participation in community services, which may equip them with team work skills, 

critical thinking, execution ability, and creativity.  The ultimate goal is to enhance 

students’ independent learning, self-efficacy, and encourage the development of 

positive life values and attitudes through the carefully designed interdisciplinary 

service learning tasks.   

The course employs the six service-learning procedures - investigation, 

preparation, execution, reflection, celebration and sustainability.  Through services, 

discussions and reflections, the course is expected to enhance students’ development 

of professional knowledge, personal growth and civic engagement.  Reciprocity and 

reflection are the key elements of the service learning course. The course content 

includes:  

1. Introduction to marketing: characteristics of health care marketing, market 

segmentation, and general introduction to service learning;  

2. Service-learning Training of leadership and communication, such as Service 

Learning Leadership Camp;  

3. Practical service learning tasks: guiding students to apply their professional 

marketing knowledge to the community service projects in which students are 

required to give oral and written reports to present their accomplishments and 

reflections. 

課程目標 

Course Objectives 

1. 協助學生建構知識內化，提昇專業行銷知能及應用。 

2. 協助學生瞭解醫療行銷與一般營利導向的行銷管理之間的差異，進而能運用

行銷管理的概念於醫療與公共衛生服務領域。 

3. 培養、提昇學生的協商、溝通、計畫與組織、自信與同理心等方面的表現。 

4. 增進團隊合作與培育領導力。 

5. 學習如何服務及影響社區、積極參與社區貢獻，履行公民責任。 

1. Internalize, develop and apply professional marketing knowledge, 

2. Distinguish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health care marketing and general 

profit-oriented marketing, and apply marketing strategies to medical services and 

the public health care sector, 

3. Develop negotiation, communication, planning and organization skills, as well as 

enhance confidence and empathy, 

4. Enhance their team work skills and leadership, and 

5. Learn to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and contribute to the community, and to fulfill 

their civic responsibil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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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對之能力指標 

Corresponding Skill 

Indicator / Standard 

1-3-3 具備分析商業環境之知能 

3-3-1 善用與整合各種管理技巧及其運用之知能 

4-3-1 擁有溝通與解決問題之初步知能 

對應的產業別 商業產業 

產業對應的知能 

5.行銷企畫與執行能力 

22.組織經營管理知能 

33.專案企劃與執行能力 

對應的升學領域 13.MBA 

對應升學領域的知能 

4.組織能力 

17.策略、規劃能力 

23.（國際）企業管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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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藻外語大學新增課程申請表文藻外語大學新增課程申請表文藻外語大學新增課程申請表文藻外語大學新增課程申請表－－－－專業課程專業課程專業課程專業課程 
Wenzao Ursuline University of Languages New Course Application Form - Specialized Course 

中文課程名稱 

Chinese Name of Course 

商管專業服務學習：醫療服務行銷

與管理(二) 

模組名稱 

Module Name 
 

英文課程名稱 

English Name of Course 

Integrated Service-learning in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Health Care Marketing and 

Management (II) 

 

學制 

School System 

【【【【Day School】】】】 □日二技 2-Year College ■日四技 4-Year College □日五專 5-Year Junior 

College □研究所 Graduate Institute 

【【【【Division of Continuing Ed.】】】】 □進二技 2-Year College 

□進四技 4-Year College 年級 

Year 
4 

必修/選修 

Required or Elective Course 

□必修 Required course ■選修 Elective course 
學分/時數 

Credits/Hours 

1 學分(每學期)/ 

Credits per semester/ 

1 小時(每週) 

Hours per week 

學期/學年 

Course Type 

□學年 Year-long course ■學期 Semester course 
開課單位 

Dept. of Offering Courses 
國際企業管理系 

 

課程概要 

Course Content 

本專業行銷管理課程融入服務學習理念，以「學習者為中心」的教學模式，

培育學生「從做中學」(Learning by Doing )，是連結以基本理論與相關應用為主

軸的行銷專業課程，不僅提供學生在這當中有做中學、移地學習及跨領域團隊

合作的機會，並藉由社區服務的具體實踐及反思活動中，更可協助學生建構知

識內化，進而提昇專業知能及應用。同時也協助學生成立自主學習的分組團隊，

藉由執行各種活動，從『做中學，學中做』學會互相幫助與包容，學習如何發

揮團隊力量，並可培養其獨立思考、實做與創造能力。期待學子們透過課程中

特別設計的跨領域合作團隊及精心規劃的跨界服務學習行動方案，展現熱情與

活力、盡情學習，以提昇自我效能(Self-efficacy)，培養更積極的人生價值觀，回

饋社會。 

    本融入式服務學習課程運用服務學習六大步驟 (調查、準備、執行、反思、

成果慶賀及延續)與合作社區群策群力互惠多贏。期盼學生以學習的心態來從事

服務活動，藉由服務經驗，透過討論、思考反省等活動，促使學生強化教室內

之專業知能課程學習，並期盼增進學習效能及提昇個人能力及公民能力，其中

反思和互惠是本服務學習課程的核心關鍵。課程主要內容包括： 

1. 行銷的基本概念：醫療行銷的特質；市場區隔；服務學習概論等主題。 

2. 服務學習與服務領導基本概念。 

3. 業師協同教學：服務學習實務分享與創新創意服務學習實務分享。 

4. 服務學習實做：學生將進行一個與行銷專業知能相關的社區服務計劃，並且

完成社區服務方案，並針對學習經驗，呈現口頭及書面報告，展現出他們如

何應用行銷專業知識於服務中，並加以反省。 

This is a professional marketing course that incorporates the service-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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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inciples, and emphasizes “learning by doing” and “student-centered” learning.  

The course provides students with plenty of opportunities of field practice and 

interdisciplinary learning so that students may connect basic theories with practical 

applications.  Through the hands-on experience of community services and 

abundant reflection opportunities, the course can help students internalize, develop, 

and apply professional marketing knowledge, as well as offer opportunities for active 

participation in community services, which may equip them with team work skills, 

critical thinking, execution ability, and creativity.  The ultimate goal is to enhance 

students’ independent learning, self-efficacy, and encourage the development of 

positive life values and attitudes through the carefully designed interdisciplinary 

service learning tasks.   

The course employs the six service-learning procedures - investigation, 

preparation, execution, reflection, celebration and sustainability.  Through services, 

discussions and reflections, the course is expected to enhance students’ development 

of professional knowledge, personal growth and civic engagement.  Reciprocity and 

reflection are the key elements of the service learning course. The course content 

includes:  

1. Introduction to marketing: characteristics of health care marketing, market 

segmentation, and general introduction to service learning;  

2. Service-learning and LeadershipTraining; 

3. Co-teaching: Guest speeches on service learning and creative/innovative service 

learning projects. 

4. Practical service learning tasks: guiding students to apply their professional 

marketing knowledge to the community service projects in which students are 

required to give oral and written reports to present their accomplishments and 

reflections. 

課程目標 

Course Objectives 

1. 協助學生建構知識內化，提昇專業行銷知能及應用。 

2. 從行銷管理的角度，協助學生瞭解社會大眾、病患及家屬對醫療服務的需

求，增進學生對促進醫療、公共衛生服務方面的知識與能力。 

3. 培養、提昇學生的協商、溝通、計畫與組織、自信與同理心等方面的表現。 

4. 增進團隊合作與培育領導力。 

5. 協助學生學習如何服務及影響社區、積極參與社區貢獻，履行公民責任。 

1. Internalize, develop and apply professional marketing knowledge, 

2. Understand the needs of the public, patients and their family, and hence increase 

students’ understanding and competence in medical services and public health 

care, 

3. Develop negotiation, communication, planning and organization skills, as well as 

enhance confidence and empathy, 

4. Enhance their team work skills and leadership, and 

5. Learn to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and contribute to the community, and to fulfill 

their civic responsibil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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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對之能力指標 

Corresponding Skill 

Indicator / Standard 

3-4-1 具備獨立思考、查證事實、與決定之能力 

4-4-1 具有找出問題關鍵，有效透過溝通，解決問題之能力 

5-4-1 具有團隊合作的能力 

對應的產業別 商管產業 

產業對應的知能 

5.行銷企畫與執行能力 

22.組織經營管理知能 

33.專案企劃與執行能力 

對應的升學領域 13.MBA 

對應升學領域的知能 

4.組織能力 

17.策略、規劃能力 

23.（國際）企業管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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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藻外語大學彈性課程規劃書文藻外語大學彈性課程規劃書文藻外語大學彈性課程規劃書文藻外語大學彈性課程規劃書 

申請單位 國際企業管理系 

課程名稱 商管專業服務學習：醫療服務行銷與管理(一)  學期/學年 學期 

開課學制 日四技 開課年級  3 學分數  1 

課程規劃簡介課程規劃簡介課程規劃簡介課程規劃簡介 

課程性質 
▇微型課程(1 學分授時數至少 18 小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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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廖俊芳 18   

藍美華 18   

課程概要 

本課程的設計理念為「行動導向學習」(Action-oriented Learning)-規劃服務學

習融入專業商管課程，是「學習者為中心」的教學模式。不僅透過規劃專業商管課

程內容，以培育學生「硬實力」；也透過精心設計的服務學習課程方案與反思活動，

引導學生思考個人的價值觀，提升個人學習的動機及成效，增強自信心、溝通技巧、

表達能力、團隊精神及領導能力等「軟實力」。透過課程中特別設計的跨領域合作

團隊及精心規劃的跨界服務學習行動方案，展現熱情與活力、盡情學習，以提昇自

我效能(Self-efficacy)，培養更積極的人生價值觀，回饋社會。 

    本融入式服務學習課程運用服務學習六大步驟 (調查、準備、執行、反思、成

果慶賀及延續)與合作社區群策群力互惠多贏。期盼學生以學習的心態來從事服務

活動，藉由服務經驗，透過討論、思考反省等活動，促使學生強化教室內之專業知

能課程學習，並期盼增進學習效能及提昇個人能力及公民能力，其中反思和互惠是

本服務學習課程的核心關鍵。課程主要內容包括： 

1. 行銷的基本概念；醫療行銷的特質；市場區隔；服務學習概論等主題。 

2.「領導力溝通力」服務學習技能培訓，如：服務學習先備營。 

3. 服務學習實做：學生將進行一個與行銷專業知能相關的社區服務計劃，並且完

成社區服務方案，並針對學習經驗，呈現口頭及書面報告，展現出他們如何應用

行銷專業知識於服務中，並加以反省。 

Based on “Action-oriented Learning”, the course incorporates the concept and 

practice of service learning into the professional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course, and 

adopts the “learner-centered” teaching approach.  It not only expects to help students 

develop their professional core competence through conventional classroom teaching, 

but also seeks to guide students’ reflections on their personal values and enhance their 

learning motivation and outcome by boosting their confidence and improving their 

附件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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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unication skills, expressive skills, team spirit and leadership through carefully 

designed service learning tasks and reflection activities.  Through the hands-on 

experience of community services and abundant reflection opportunities, the course can 

help students internalize, develop, and apply professional marketing knowledge, as well 

as offer opportunities for active participation in community services, which may equip 

them with team work skills, critical thinking, execution ability, and creativity.  The 

ultimate goal is to enhance students’ independent learning, self-efficacy, and encourage 

the development of positive life values and attitudes through the carefully designed 

interdisciplinary service learning tasks.   

The course employs the six service-learning procedures - investigation, preparation, 

execution, reflection, celebration and sustainability.  Through services, discussions and 

reflections, the course is expected to enhance students’ development of professional 

knowledge, personal growth and civic engagement.  Reciprocity and reflection are the 

key elements of the service learning course. The course content includes:  

1. Introduction to marketing: characteristics of health care marketing, market 

segmentation, and general introduction to service learning;  

2. Service-learning Training of leadership and communication, such as Service 

Learning Leadership Camp;  

3. Practical service learning tasks: guiding students to apply their professional 

marketing knowledge to the community service projects in which students are 

required to give oral and written reports to present their accomplishments and 

reflections. 

課程目標 

1. 協助學生建構知識內化，提昇專業行銷知能及應用。 

2. 協助學生瞭解醫療行銷與一般營利導向的行銷管理之間的差異，進而能運用行

銷管理的概念於醫療與公共衛生服務領域。 

3. 培養、提昇學生的協商、溝通、計畫與組織、自信與同理心等方面的表現。 

4. 增進團隊合作與培育領導力。 

5. 學習如何服務及影響社區、積極參與社區貢獻，履行公民責任。 

1. Internalize, develop and apply professional marketing knowledge, 

2. Distinguish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health care marketing and general 

profit-oriented marketing, and apply marketing strategies to medical services and the 

public health care sector, 

3. Develop negotiation, communication, planning and organization skills, as well as 

enhance confidence and empathy, 

4. Enhance their team work skills and leadership, and 

5. Learn to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and contribute to the community, and to fulfill their 

civic responsibil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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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評量 

1. 社區服務計劃報告：服務學生 30-40 位 (分成五組，每組 6-8 人) ，每組提出與

行銷專業知能相關的社區服務計劃。 

2. 人事物側寫：學生透過觀察書寫自己/團隊成員/被服務者的小故事，記錄自己/

團隊成員/被服務者互動的過程及感受，並在期末成果分享。 

3. 期中、期末反思報告。  

預期學習成效 

(具體成果或實

作成品等) 

對於社區而言 

1. 提供有意義及有創意的活動，而此活動的模式與經驗可以複製及擴展到其他的

社區。 

2. 讓愛流動，讓社區變得更像一個家，活化社區。 

3. 提高社區友善環境的形象。 

對於學生而言 

1. 藉由社區服務的具體實踐及反思活動中，更可協助學生建構知識內化，進而提

昇專業知能及應用。 

2. 自我價值/個人發展：相信自己有影響力，有價值的、有自信的、有能力的，能

為社區守護，建立友善社區。 

3. 提昇社交和人際發展(不排斥多樣的社會環境)；團隊合作技能∕團隊責任；個人

領袖技能；社會敏感度。 

具體成果或實作成品 

1. 分組社區服務計劃書/影片作品。 

2. 學生人事物側寫報告。 

3. 期中、期末反思報告。 

課程推廣方式 完善具品質的課程規劃；入班及透由 Social Media 推廣。 

課程進行之規劃與設計課程進行之規劃與設計課程進行之規劃與設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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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7 

(六) 
14:00-17:00 校內 

課程介紹暨服務學習 (本

單元課程共計 3 小時) 

廖俊芳 

藍美華 

(3) 

講述法  

4/14 

(六) 
14:00-17:00 校外 

認識社區環境和醫師 

(本單元課程共計 3 小時) 

廖俊芳 

藍美華 

(3) 

Field Trip  

5/12 

(六) 
14:00-17:00 校內 

行銷的基本概念；醫療行

銷的特質；市場區隔(本單

元課程共計 3 小時) 

廖俊芳 

藍美華 

(3) 

講述法及實做  

5/26 

(六) 
14:00-17:00 校內 

服務學習領導力反思 

(本單元課程共計 3 小時) 

廖俊芳 

藍美華 

(3) 

講述法及實做  

6/9 

(六) 
10:00-16:00 校內 

期末反思報告及慶賀 

(本單元課程共計 6 小時) 

廖俊芳 

藍美華 

(6) 

講述法及實做  

其他特殊規劃其他特殊規劃其他特殊規劃其他特殊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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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藻外語大學彈性課程規劃書文藻外語大學彈性課程規劃書文藻外語大學彈性課程規劃書文藻外語大學彈性課程規劃書 

申請單位 國際企業管理系 

課程名稱 商管專業服務學習：醫療服務行銷與管理(二)  學期/學年 學期 

開課學制 日四技 開課年級  4 學分數  1 

課程規劃簡介課程規劃簡介課程規劃簡介課程規劃簡介 

課程性質 
▇微型課程(1 學分授時數至少 18 小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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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廖俊芳 18   

藍美華 18   

課程概要 

本專業行銷管理課程融入服務學習理念，以「學習者為中心」的教學模式，培

育學生「從做中學」(Learning by Doing )，是連結以基本理論與相關應用為主軸的

行銷專業課程，不僅提供學生在這當中有做中學、移地學習及跨領域團隊合作的機

會，並藉由社區服務的具體實踐及反思活動中，更可協助學生建構知識內化，進而

提昇專業知能及應用。同時也協助學生成立自主學習的分組團隊，藉由執行各種活

動，從『做中學，學中做』學會互相幫助與包容，學習如何發揮團隊力量，並可培

養其獨立思考、實做與創造能力。期待學子們透過課程中特別設計的跨領域合作團

隊及精心規劃的跨界服務學習行動方案，展現熱情與活力、盡情學習，以提昇自我

效能(Self-efficacy)，培養更積極的人生價值觀，回饋社會。 

    本融入式服務學習課程運用服務學習六大步驟 (調查、準備、執行、反思、成

果慶賀及延續)與合作社區群策群力互惠多贏。期盼學生以學習的心態來從事服務

活動，藉由服務經驗，透過討論、思考反省等活動，促使學生強化教室內之專業知

能課程學習，並期盼增進學習效能及提昇個人能力及公民能力，其中反思和互惠是

本服務學習課程的核心關鍵。課程主要內容包括： 

1. 行銷的基本概念：醫療行銷的特質；市場區隔;服務學習概論等主題。 

2. 服務學習與服務領導基本概念。 

3. 業師協同教學：服務學習實務分享與創新創意服務學習實務分享。 

4. 服務學習實做：學生將進行一個與行銷專業知能相關的社區服務計劃，並且完

成社區服務方案，並針對學習經驗，呈現口頭及書面報告，展現出他們如何應

用行銷專業知識於服務中，並加以反省。 

This is a professional marketing course that incorporates the service-learning 

priinciples, and emphasizes “learning by doing” and “student-centered” learning.  The 

course provides students with plenty of opportunities of field practice and 



28 

interdisciplinary learning so that students may connect basic theories with practical 

applications.  Through the hands-on experience of community services and abundant 

reflection opportunities, the course can help students internalize, develop, and apply 

professional marketing knowledge, as well as offer opportunities for active participation 

in community services, which may equip them with team work skills, critical thinking, 

execution ability, and creativity.  The ultimate goal is to enhance students’ independent 

learning, self-efficacy, and encourage the development of positive life values and 

attitudes through the carefully designed interdisciplinary service learning tasks.   

The course employs the six service-learning procedures - investigation, preparation, 

execution, reflection, celebration and sustainability.  Through services, discussions and 

reflections, the course is expected to enhance students’ development of professional 

knowledge, personal growth and civic engagement.  Reciprocity and reflection are the 

key elements of the service learning course. The course content includes:  

1. Introduction to marketing: characteristics of health care marketing, market 

segmentation, and general introduction to service learning;  

2. Service-learning and LeadershipTraining; 

3. Co-teaching: Guest speeches on service learning and creative/innovative service 

learning projects. 

4. Practical service learning tasks: guiding students to apply their professional 

marketing knowledge to the community service projects in which students are 

required to give oral and written reports to present their accomplishments and 

reflections. 

課程目標 

1. 協助學生建構知識內化，提昇專業行銷知能及應用。 

2. 從行銷管理的角度，協助學生瞭解社會大眾、病患及家屬對醫療服務的需求，

增進學生對促進醫療、公共衛生服務方面的知識與能力。 

3. 培養、提昇學生的協商、溝通、計畫與組織、自信與同理心等方面的表現。 

4. 增進團隊合作與培育領導力。 

5. 協助學生學習如何服務及影響社區、積極參與社區貢獻，履行公民責任。 

1. Internalize, develop and apply professional marketing knowledge, 

2. Understand the needs of the public, patients and their family, and hence increase 

students’ understanding and competence in medical services and public health care, 

3. Develop negotiation, communication, planning and organization skills, as well as 

enhance confidence and empathy, 

4. Enhance their team work skills and leadership, and 

5. Learn to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and contribute to the community, and to fulfill their 

civic responsibilities. 

課程評量 

1. 社區創新創意服務計劃報告：服務學生 40-50 位 (分成十組，每組 4-5 人) ，每

組提出與行銷專業知能相關的社區創新創意服務計劃。 

2. 創新創意服務成果發表：學生以影音、照片，記錄自己/團隊成員/被服務者互動

的過程及感受，並在期末成果分享創新創意作品與服務成果。 

3. 期中、期末反思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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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期學習成效 

(具體成果或實

作成品等) 

對於社區而言 

1. 提供有意義及有創意的活動，而此活動的模式與經驗可以複製及擴展到其他的

社區。 

2. 讓愛流動，讓社區變得更像一個家，活化社區。 

3. 提高社區友善環境的形象。 

對於學生而言 

1. 藉由社區服務的具體實踐及反思活動中，更可協助學生建構知識內化，進而提

昇專業知能及應用。 

2. 自我價值/個人發展：相信自己有影響力，有價值的、有自信的、有能力的，能

為社區守護，建立友善社區。 

3. 提昇社交和人際發展(不排斥多樣的社會環境)；團隊合作技能∕團隊責任；個人

領袖技能；社會敏感度。 

具體成果或實作成品 

1. 分組社區創新創意服務計劃書/影音紀錄與作品。 

2. 學生服務歷程記錄。 

3. 期中、期末反思報告。 

課程推廣方式 完善具品質的課程規劃；入班及透由 Social Media 推廣。 

課程進行之規劃與設計課程進行之規劃與設計課程進行之規劃與設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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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5 

(六) 
14:00-17:00 校內 

課程介紹暨服務學習認

識社區環境和服務需求

(本單元課程共計 3 小時) 

廖俊芳 

藍美華 

 (3) 

講述法  

10/13 

(六) 
14:00-17:00 校內 

行銷的基本概念；醫療行

銷的特質；市場區隔  

(本單元課程共計 3 小時) 

廖俊芳 

藍美華 

 (3) 

講述法及實做  

11/10 

(六) 
14:00-17:00 校內 

服務學習領導力反思 

(本單元課程共計 3 小時) 

廖俊芳 

藍美華 

 (3) 

講述法及實做  

12/08 

(六) 
14:00-17:00 校內 

創新創意服務學習實務

(本單元課程共計 3 小時) 

業師協同

教學 

(3) 

講述法及實做  

1/5 

(六) 
10:00-16:00 校內 

期末反思報告及慶賀(本

單元課程共計 6 小時) 

廖俊芳 

藍美華 

 (6) 

講述法及實做  

其他特殊規劃其他特殊規劃其他特殊規劃其他特殊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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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藻外語大學新增課程申請表文藻外語大學新增課程申請表文藻外語大學新增課程申請表文藻外語大學新增課程申請表－－－－專業課程專業課程專業課程專業課程 
Wenzao Ursuline University of Languages New Course Application Form - Specialized Course 中文課程名稱 

Chinese Name of Course 
德語戲劇展演(一) 模組名稱 

Module Name 
無 英文課程名稱 

English Name of Course 

GRADUATION PERFORMANCE I 學制 

School System 

【【【【Day School】】】】 □日二技 2-Year College □日四技 4-Year College ■日五專 5-Year Junior College □研究所 Graduate Institute 

【【【【Division of Continuing Ed.】】】】 □進二技 2-Year College □進四技 4-Year College 
年級 

Year 
4 必修/選修 

Required or Elective 

Course 

■必修 Required course □選修 Elective Course 學分/時數 

Credits/Hours 

學分(每學期)/ 2 

Credits per semester/ 小時(每週) 2 

Hours per week 學期/學年 

Course Type 

□學年課 Year-long course ■學期課 Semester course 開課單位 

Dept. of Offering Courses 
德國語文系 

 

課程概要 

Course Content 

本課程為德國語文系專業之統整性實務科目，並以公演方式呈現最終成果，課

程內容涵蓋展演策劃與資源管控兩部分。展演策劃包括了原著閱讀、文本分析、

劇本撰寫、口語表達與角色詮釋；資源管控則包括了計畫撰寫、預算編列與執

行、資源(金)籌募調度與行銷宣傳。 

This German Department’s course is a practical professional course. The 

performance represents the achievement of the class project. The course includes two 

parts, the first is the writing of performance planning, the second one concerns the 

administrative and marketing work. The performance planning holds reading the 

original text, text analysis, script writing, oral expression and role interpretation; the 

administrative and promotion work combines project writing, budgeting and budget 

implementation, fundraising and marketing. 

課程目標 

Course Objectives 

1. 閱讀原著、分析討論劇情與詮釋劇本 

2. 規劃、籌辦、行銷及執行公演之能力 

3. 培養領導暨團隊合作能力 

4. 增進娛樂產業的了解、製程管理、資訊處理能力 

1. read, analyze and discuss original text and how to interpret the roles 

2. plan, organize, make marketing and perform a play 

3. develop their leadership and teamwork skills 

4. enhance their understanding of the entertainment industry, process management, 

handle relevant information 

評量方式 

Evaluation Criteria 

評量方式採及格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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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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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對之能力指標 

Corresponding Skill 

Indicator / Standard 

1-4-1 能運用德語字彙、成語，以及正確的語法，配合適宜的語調，進行交談，

使談話對象了解談話內容，並能即時回應與表達個人想法。 

1-4-2 能聽懂與周遭環境相關主題之內容重點。 

2-4-1 能了解德國歷史、文學與文化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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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創意與創新能力 

4.繪圖與插畫能力 

12.藝文特色與產業活動應用 

14.藝文欣賞能力 

16.外語聽說能力 

商務暨商務管理產業 

6.行銷企劃與執行能力 

7.商務文書處理 

10.商務接洽談判 

11.商業知識運用 

15.專案企劃與執行能力 

對應的升學領域 

Corresponding Grade 

Promotion Area 

各語言類 

文化創意 

文學研究 

對應升學領域的知能 

Knowledge of 

Corresponding 

GradePromotionTerritory 

各語言類： 

6.對主修語言國家文化認識 

24.藝文賞析能力 

文化創意： 

7.傳播媒體運用能力 

9.數位媒體設計能力 

20.創意與創業 

文學研究： 

24.藝文賞析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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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藻外語大學新增課程申請表文藻外語大學新增課程申請表文藻外語大學新增課程申請表文藻外語大學新增課程申請表－－－－專業課程專業課程專業課程專業課程 
Wenzao Ursuline University of Languages New Course Application Form - Specialized Course 中文課程名稱 

Chinese Name of Course 
德語戲劇展演(二) 模組名稱 

Module Name 
無 英文課程名稱 

English Name of Course 

GRADUATION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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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分(每學期)/ 2 

Credits per semester/ 小時(每週) 2 

Hours per week 學期/學年 

Course Type 

□學年課 Year-long course ■學期課 Semester course 開課單位 

Dept. of Offering Courses 
德國語文系 

 

課程概要 

Course Content 

本課程為統整實務課程，側重表演實務操作，讓學生在戲劇情境中體會德語表

達的意境、角色的詮釋，進而深層了解德國文化，並學習整個展演的策劃，同

時學習如何籌募資源，編列預算，行銷宣傳和分工合作等。 

This course combines several practical activities, with particular emphasis on the 

organization of stage performance. The students are expected to experience German 

oral expression in a drama framework, to interpret roles, and thereby to obtain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German culture. Students will learn how to plan a stage 

performance, how to raise funds as a resource, to outline a budget, to do marketing 

and advertising, and to divide up work and cooperate with others. 

課程目標 

Course Objectives 

1. 了解劇本與詮釋劇本之能力 

2. 具備企劃、行銷及執行畢業展演之能力 

3. 培養團隊合作之精神 

4. 增進對表演藝術的了解與資訊處理能力 

1. To develop the ability to understand and interpret play scripts 

2. To develop the ability of planning, marketing and organizing the graduation play 

3. To cultivate the spirit of teamwork 

4. To improve the understanding of  performing arts and the ability to process 

information 

評量方式 

Evaluation Criteria 

評量方式採及格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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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 能運用正確的語法及文體進行寫作，陳述與表達個人觀點。 

1-5-2 能做短篇文章重點摘要，並在專業字彙量不足的情況下，尚能充分表達個

人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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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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創意與創新能力 

4.繪圖與插畫能力 

12.藝文特色與產業活動應用 

14.藝文欣賞能力 

16.外語聽說能力 

商務暨商務管理產業 

6.行銷企劃與執行能力 

7.商務文書處理 

10.商務接洽談判 

11.商業知識運用 

15.專案企劃與執行能力 

對應的升學領域 

Corresponding Grade 

Promotion Area 

各語言類 

文化創意 

文學研究 

對應升學領域的知能 

Knowledge of 

Corresponding 

GradePromotionTerritory 

各語言類： 

6.對主修語言國家文化認識 

24.藝文賞析能力 

文化創意： 

7.傳播媒體運用能力 

9.數位媒體設計能力 

20.創意與創業 

文學研究： 

24.藝文賞析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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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藻外語大學新增課程申請表文藻外語大學新增課程申請表文藻外語大學新增課程申請表文藻外語大學新增課程申請表－－－－專業課程專業課程專業課程專業課程 
Wenzao Ursuline University of Languages New Course Application Form - Specialized Course 

中文課程名稱 

Chinese Name of Course 
日語戲劇展演(一) 

模組名稱 

Module Name 
 

英文課程名稱 

English Name of Course 
GRADUATION PERFORMANCE I 

學制 

School System 

【【【【Day School】】】】 □日二技2-Year College □日四技4-Year College ▇日五專5-Year Junior College □研究所 Graduate Institute 

【【【【Division of Continuing Ed.】】】】 □進二技2-Year College □進四技4-Year College 
年級 

Year 
4 

4Requi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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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學習籌辦日語畢業公演，同時增長公關、行銷技巧等領域知識。透過課程，

厚植學生籌辦展演所需技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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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編列預算

等。 

This course is designed to prepare students for organizing their graduation play in 

Japanese, as well as enhancing their techniques, and expanding their knowledge, in 

public relations and marketing. Throughout the course, students are expected to 

recognize responsibility and learn how to solve problems in the spirit of collaborative 

teamwork and in a timely fashion. Developing, writing and revising script of the 

play,and budgeting are all included during the course tra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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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read, analyze, discuss and interpret a play 

2.plan, organize, and produce a play 

配對之能力指標 

Corresponding Skill 

Indicator / Standard 

1-4-2具備中高級閱讀長篇文章之能力。 

1-4-5了解日語語言之特性，具備流暢之日語表達能力。 

3-4-1理解日本文化之思想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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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編輯能力 

創意與創新能力 

產業經營管理能力 

附件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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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銷企畫與執行能力 

製程管理與資訊處理能力 

對應的升學領域 
Corresponding Grade 

Promotion Area 

文化創意 

對應升學領域的知能 
Knowledge of 

Corresponding Grade 

Promotion Territory 

組織能力 

策略、規劃能力 

創意與創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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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藻外語大學新增課程申請表文藻外語大學新增課程申請表文藻外語大學新增課程申請表文藻外語大學新增課程申請表－－－－專業課程專業課程專業課程專業課程 
Wenzao Ursuline University of Languages New Course Application Form - Specialized Course 

中文課程名稱 

Chinese Name of Course 
日語戲劇展演(二) 

模組名稱 

Module Name 
 

英文課程名稱 

English Name of Course 
GRADUATION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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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Requi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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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學習籌辦日語畢業公演，同時增長公關、行銷技巧等領域知識。透過課程，

厚植學生籌辦展演所需技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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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內容涵蓋佈景道具製作、戲劇排演、發聲

練習，學習募款籌資、行銷宣傳等。 

This course is designed to prepare students for organizing their graduation play in 

Japanese, as well as enhancing their techniques, and expanding their knowledge, in 

public relations and marketing. Throughout the course, students are expected to 

recognize responsibility and learn how to solve problems in the spirit of collaborative 

teamwork and in a timely fashion.Staging such as setting up the props and 

conducting rehearsals,pronouncing, fundraising and marketing are all included during 

the course training. 

課程目標 

Course Objectives 

1.培養領導暨團隊合作能力 

2.增進娛樂產業的了解 

3.習得詮釋劇本之發音與語調 

1.develop leadership and cooperative skills in group settings 

2.gain understanding of the entertainment industry 

3.interpret a play with accurate pronunciation and intonation. 

配對之能力指標 

Corresponding Skill 

Indicator / Standard 

1-5-2具備閱讀各種不同領域之專業文章能力。 

1-5-4熟悉日語語言之特性，具備流暢之日語表達能力。 

3-5-1習得日本文化、思想精神之理解與分析能力。 

3-5-2增進對日本人的思考模式及日本社會文化之體認。 

4-5-4學習多種媒體的特性與相關日文表現方式。 

5-5-2透過同儕學習，培養分析整合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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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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編輯能力 

創意與創新能力 

產業經營管理能力 

行銷企畫與執行能力 

製程管理與資訊處理能力 

對應的升學領域 
Corresponding Grade 

Promotion Area 

文化創意 

對應升學領域的知能 
Knowledge of 

Corresponding Grade 

Promotion Territory 

組織能力 

策略、規劃能力 

創意與創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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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南亞語言與產業學分學程東南亞語言與產業學分學程東南亞語言與產業學分學程東南亞語言與產業學分學程」」」」抵修對照表抵修對照表抵修對照表抵修對照表 

 

東南亞碩士學位學程 東南亞語言與產業學分學程 

課程名稱 學分數 可抵修「學程」課程 抵修學分數 

台灣與東南亞 3 東南亞與台灣  2 

東南亞文化與文明 

東南亞社會發展與變遷 

3 
東南亞歷史與文化 

2 

東南亞產業發展 

東南亞經濟政策 

東南亞產業專題研究 

東南亞專題研習 

3 

東南亞經貿與產業發展概論 

2 

東南亞政府發展與變遷 

東南亞政府專題研究 

東南亞社會專題研究 

3 

東南亞政治社會概論 

2 

東南亞移民在台灣 

東南亞華人社會 

3 
東南亞移民與文化 

2 

東南亞區域關係 

東南亞區域經濟化 

3 
東南亞國際關係 

2 

東南亞專題研習 3 職場體驗實習 2 

東南亞產業發展 

東南亞產業專題研究 

東南亞社會專題研究 

台商個案研究 

台商企業與東南亞專題 

修習二門合計

6 

見習東南亞 

4 

※原則： 

1. 本表適用於大學部修習「東南亞語言與產業學分學程」學生。學生於修畢「東南亞碩士學位學

程」課程後，得以學位學程之學分抵修「東南亞語言與產業學分學程」學分。 

2. 學分數之抵修，只可多抵少，亦即以3學分抵修2學分，反之則不允許。 

3. 可用多門課程累計之學分抵修相關複數課程，如以「東南亞產業發展」(3學分)、「東南亞產業專

題研究」(3學分)合計6學分抵修「見習東南亞」(4學分)+「東南亞經貿與產業發展概論」(2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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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藻外語大學新增課程申請表文藻外語大學新增課程申請表文藻外語大學新增課程申請表文藻外語大學新增課程申請表－－－－專業課程專業課程專業課程專業課程 
Wenzao Ursuline University of Languages New Course Application Form - Specialized Course 

中文課程名稱 

Chinese Name of Course 
語言能力整合教學 

模組名稱 

Module Name 
－ 

英文課程名稱 

English Name of Course 
4-SKILL INTEGRATED LANGUAGE TEACHING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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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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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語教學系 

 

課程概要 

Course Content 

此課程將讓學生們能分辨英語四大能力分開教學與整合教學上之差別。 課程將

以溝通式語言學習為前提引入內容式教學及任務式教學，並輔以實例說明。學

生須於期末以整合式教學為主題設計課程並試教。 

In this course, students will learn about using a segregated-skill approach and an 

integrated-skill approach in the EFL classroom.  Both content-based instruction and 

task-based instruction will be introduced in a communicative language learning 

context.  Practical examples will be used throughout each lesson and students will 

be required to create tasks demonstrating their understanding of the course content. 

課程目標 

Course Objectives 

1. 視學習者需求，運用不同教學法及語言學概念於整合式教學中； 

2. 選擇及應用適合語言能力整合教學教材； 

3. 以 ESA或 PPP 為主軸設計整合式教學單元。 

1. incorporate pedagogical and linguistic concepts into 4-skill integrated language 

teaching based on student needs; 

2. choose and adapt 4-skill integrated instructional materials; 

3. design 4-skill integrated lessons based on the ESA or PPP pattern. 

配對之能力指標 

Corresponding Skill 

Indicator / Standard 

2-3-1 具英語聽說讀寫教與學整合應用之知能。 

3-3-1 具設計優良外語教學課程之知能。 

3-3-2 具設計優良外語教學教材之知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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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語言整合教學能力 

英語聽說能力 

英語讀寫能力 

附件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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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應的升學領域 
Corresponding Grade 

Promotion Area 教育科技 

語言教學 

對應升學領域的知能 
Knowledge of 

Corresponding Grade 

Promotion Territory 
教育科技： 

外語聽說的能力 

外語讀寫的能力 

語言教學相關知能 

語言教學： 

外語聽說的能力 

外語讀寫的能力 

語言教學相關知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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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藻外語大學新增課程申請表文藻外語大學新增課程申請表文藻外語大學新增課程申請表文藻外語大學新增課程申請表－－－－專業課程專業課程專業課程專業課程 
Wenzao Ursuline University of Languages New Course Application Form - Specialized Course 

中文課程名稱 

Chinese Name of Course 
班級經營 

模組名稱 

Module Name 
－ 

英文課程名稱 

English Name of Course 
CL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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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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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語教學系 

 

課程概要 

Course Content 

此課程為培養學生於英語課堂中有效運用相關技巧做好班級經營。課程內容包

括之班級經營技巧含如何設定班規、安排座位、凝聚班級向心力及訂定獎懲方

式等。上課方式結合講授相關技巧、小組討論、口頭報告及課堂演練等。 

In this course, students will learn the theories and develop the techniques in class 

management, such as setting up class rules, arranging seats, giving 

rewards/punishments, developing group cohesiveness, etc.  Instructional methods 

include lectures, discussions, oral presentations, term papers, in-class 

demonstrations, etc. 

課程目標 

Course Objectives 

1. 撰寫關於班級經營的規劃與執行之報告； 

2. 運用班級經營技巧有效執行教室管理； 

3. 反思教師個人特質與教育理念對班級經營之影響； 

4. 分析不同的班級經營技巧，並探討精進方式。 

1. write reports on the planning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class management 

projects; 

2. develop techniques and abilities required to implement an effective language 

class; 

3. reflect on the influence of teacher’s personal traits on class management; 

4. evaluate different class management approaches for future improvements. 

配對之能力指標 

Corresponding Skill 

Indicator / Standard 

1-3-1 具英語報告撰寫之能力。  

2-3-2 具教室管理之知能。  

5-3-3 具設計及執行教學相關研究計畫之知能。  

7-3-1 具與同儕溝通、協商合作完成研究、分析之能力。 

對應的產業別 

Corresponding to 
語言教學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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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ustry 

產業對應的知能 
Knowledge Corresponding 

to Industry 

英語聽說能力 

英語讀寫能力 

教室管理能力 

對應的升學領域 
Corresponding Grade 

Promotion Area 語言教學 

對應升學領域的知能 
Knowledge of 

Corresponding Grade 

Promotion Territory 外語聽說的能力 

外語讀寫的能力 

語言教學相關知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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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藻外語大學新增課程申請表文藻外語大學新增課程申請表文藻外語大學新增課程申請表文藻外語大學新增課程申請表－－－－專業課程專業課程專業課程專業課程 
Wenzao Ursuline University of Languages New Course Application Form - Specialized Course 

中文課程名稱 

Chinese Name of Course 
外語教材設計 

模組名稱 

Module Name 
－ 

英文課程名稱 

English Name of Course 
FOREIGN LANGUAGE MATERIAL DESIGN 

學制 

School System 

【【【【Day School】】】】 □日二技 2-Year College ■日四技 4-Year College □日五專 5-Year Junior College □研究所 Graduate Institute 

【【【【Division of Continuing Ed.】】】】 □進二技 2-Year College □進四技 4-Year College 
年級 

Year 
3 

必修/選修 

Required or Elective Course 

■必修 Required course 

□選修 Elective course 
學分/時數 

Credits/Hours 

 2 學分(每學期)/ 

Credits per semester/ 

2 小時(每週) 

Hours per week 

學期/學年 

Course Type 

□學年 Year-long course ■學期 Semester course 
開課單位 

Dept. of Offering Courses 
外語教學系 

 

課程概要 

Course Content 

學生能運用外語教學及教材設計理論，如互動式教學、溝通式學習等，來設計

適當之語言教學教材、給予機會檢視、分析市售之外語教學教材，且能將所設

計之教材應用於教學中。 

In this course, students will learn methods for carrying out prospective (before a 

course begins) and retrospective (after a course ends) evaluation of materials and 

courses in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and teaching.  They will also have 

opportunities to critically examine commercially published teaching materials.  

Furthermore, they will have opportunities to adapt and design both teaching and 

learning materials and aids for various instructional contexts.  Finally, they will use 

the teaching materials and aids they have designed in their teaching. 

課程目標 

Course Objectives 

1.  選擇及編撰合適的教材，以符合所設定之課程目標； 

2.  設計一系列整合英語聽說讀寫之教材，包含課文、教具、教師手冊等； 

3.  融入跨文化題材於教材設計中； 

4.  透過團隊合作設計符合第二語言習得原理之外語教材。 

1. select and organize teaching materials that are appropriate for goals and 

objectives of a language course; 

2. design a series of 4-skill integrated materials including lessons, teaching aids and 

teacher’s manual; 

3. incorporate cross cultural events into material design; 

4. collaboratively design materials based o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theories.  

配對之能力指標 

Corresponding Skill 

Indicator / Standard 

2-3-1 具英語聽說讀寫教與學整合應用之知能。  

3-3-2 具設計優良外語教學教材之知能。  

5-3-2 具改編及研發外語教材之知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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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1 具應用中西文化於外語教學教材設計之知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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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材選擇及教材設計能力 

專案企劃與執行能力 

語言整合教學能力 

對應的升學領域 
Corresponding Grade 

Promotion Area 語言教學 

對應升學領域的知能 
Knowledge of 

Corresponding Grade 

Promotion Territory 語言教學相關知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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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藻外語大學新增課程申請表文藻外語大學新增課程申請表文藻外語大學新增課程申請表文藻外語大學新增課程申請表－－－－專業課程專業課程專業課程專業課程 
Wenzao Ursuline University of Languages New Course Application Form - Specialized Course 

中文課程名稱 

Chinese Name of Course 
第二語言習得 

模組名稱 

Module Name 
－ 

英文課程名稱 

English Name of Course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學制 

School System 

【【【【Day School】】】】 □日二技 2-Year College ■日四技 4-Year College □日五專 5-Year Junior College □研究所 Graduate Institute 

【【【【Division of Continuing Ed.】】】】 □進二技 2-Year College □進四技 4-Year College 
年級 

Year 
2 

必修/選修 

Required or Elective Course 

■必修 Required course 

□選修 Elective course 
學分/時數 

Credits/Hours 

 2 學分(每學期)/ 

Credits per semester/ 

2 小時(每週) 

Hours per week 

學期/學年 

Course Type 

■學年 Year-long course 

□學期 Semester course 
開課單位 

Dept. of Offering Courses 
外語教學系 

 

課程概要 

Course Content 

本課程為第二語言習得概論，主題包括其理論、影響、因素及相關議題。 

This course will provide students with a comprehensive review of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Students will learn about the different theories, influential factors and 

important issues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tion. 

課程目標 

Course Objectives 

1. 瞭解第二語言習得的主要理論及議題； 

2. 瞭解影響第二語言習得的因素； 

3. 透過團隊合作進行第二語言習得相關議題之探討。 

1. familiarize themselves with theories and key issues in the field of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2. learn about factors affecting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3. collaboratively investigate important issues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配對之能力指標 

Corresponding Skill 

Indicator / Standard 

1-2-3 具搜尋及閱讀外語專業科目相關書籍之能力 

2-2-5 具外語習得理論及應用之知能 

6-2-1 具英語系國家背景歷史文化背景之知識 

7-2-1 具樂於分享之特質與胸襟 

7-2-2 具主動學習、增加專業知識以貢獻團隊成就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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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理論認知的能力 

對應的升學領域 
Corresponding Grade 

Promotion Area 語言研究、語言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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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應升學領域的知能 
Knowledge of 

Corresponding Grade 

Promotion Territory 
語言研究： 

語言教學相關知能 

研究能力 

語言教學： 

語言教學相關知能 

研究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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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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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藻外語大學新增課程申請表文藻外語大學新增課程申請表文藻外語大學新增課程申請表文藻外語大學新增課程申請表－－－－專業課程專業課程專業課程專業課程 
Wenzao Ursuline University of Languages New Course Application Form - Specialized Course 

中文課程名稱 

Chinese Name of Course 
第二語言習得研究 

模組名稱 

Module Name 

選修科目-外語教學相關課

程 

英文課程名稱 

English Name of Course 
STUDIES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學制 

School System 

【【【【Day School】】】】 

□日二技 2-Year College 

□日四技 4-Year College 

□日五專 5-Year Junior College 

■研究所 Graduate Institute 

【【【【Division of Continuing Ed.】】】】 

□進二技 2-Year College 

□進四技 4-Year College 
年級 

Year 
1 

必修/選修 

Required or Elective Course 

□必修 Required course 

■選修 Elective course 

學分/時數 

Credits/Hours 

  3 學分(每學期)/ 

Credits per semester/ 

3 小時(每週) 

Hours per week 

學期/學年 

Course Type 

□學年 Year-long course 

■學期 Semester course 

開課單位 

Dept. of Offering Courses 

外語文教事業發展研究所 

(碩士班) 

 

課程概要 

Course Content 

本課程將引導學生針對第二語言習得研究重要議題與研究進行深入探討。課程

活動包含特定主題閱讀、閱讀紀錄、課程討論與反省及分組口頭報告等。  

In this course, students will enhance their awareness of the critical issues in the field 

of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and explores particular topics of interest in depth. 

Classroom activities include readings of assigned topics, reading logs, class 

discussions and reflections, and group oral presentations.  

課程目標 

Course Objectives 

1. 深入探討第二語言習得之基本議題； 

2. 增進自己對第二語言習得重要概念的了解； 

3. 透過議題討論，反思個人語言學習及教學經驗。 

1. discuss the fundamental issues of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in depth;  

2. advance their knowledge of essential concepts of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3. introspect about issues covered in class and reflect critically on their own 

language learning and teaching experiences. 

配對之能力指標 

Corresponding Skill 

Indicator / Standard 

1-1-7 能了解第二外語習得之基本概念及感興趣的相關課程 

1-1-8 能反映自己在課堂中學習語言與教學經驗的問題 

1-1-9 能了解外語教學的研究風潮與發展 

1-1-10 能了解不同國家對外語教學的研究，尤其是台灣地區的研究發展 

1-1-11 能了解外語教學的研究工具及研究調查 

1-1-16 能將外語教學領域的理論與實務並用 

2-1-1 能分辨論文的基本構成要素 

2-1-2 能熟悉及利用檢索工具及資料庫 

2-1-3 能有系統的整理，分析文獻 

2-1-7 具備研究寫作之能力 

附件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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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應的產業別 

Corresponding to 

Industry 

語言教學產業 

產業對應的知能 

Knowledge Corresponding 

to Industry 

語言教學產業 

1. 英語讀寫能力 

4. 英語聽說能力 

9. 不同文化的洞察力 

17. 學習理論認知能力 

20. 語言教學研究能力 

對應的升學領域 

Corresponding Grade 

Promotion Area 

語言教學、語言研究 

對應升學領域的知能 

Knowledge of 

Corresponding Grade 

Promotion Territory 

語言教學、語言研究 

1.外語聽說的能力 

2.外語讀寫的能力 

4.組織能力 

16.國際觀 

18.語言教學相關知能 

23.研究能力 

28.策略、規劃研究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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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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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藻外語文藻外語文藻外語文藻外語大學新增大學新增大學新增大學新增課程申請表課程申請表課程申請表課程申請表 

中文課程名稱 

Chinese Name of Course 
學位論文 

英文課程名稱 

English Name of Course 
MASTER'S THESIS 

學制 

School System 

【【【【Day School】】】】 □日二技 2-Year College □日四技 4-Year College □日五專 5-Year Junior College ■研究所 Graduate Institute 

【【【【Division of Continuing Ed.】】】】 □進二技 2-Year College □進四技 4-Year College 
年級 

Year 
2 

必修/選修 

Required or Elective 

Course 

■必修 Required course 

□選修 Elective course 
學分/時數 

Credits/Hours 

3 學分(每學期)/ 

Credits per semester/ 

3 小時(每週) 

Hours per week 

學期/學年 

Course Type 

□學年 Year-long course ■學期 Semester course 
開課單位 

Dept. of Offering Courses 
華語文教學研究所 

課程概要 

Course Content 

本課程旨在指導研究生完成學位論文之撰寫，學生應在所內各科目學分表修

習領域中，選定學位論文方向，進而透過文獻回顧、研究提問、計劃書寫作、

資料分析等途徑，培養獨立思考與學術研究之能力。課程內容將由指導老師

以小組討論、上課閱讀及其他方式進行，並以適切方式適時指導學生疑惑。 

課程目標 

Objectives 

1. 能清楚了解學位論文寫作格式。 

2. 能發展一份具可讀性和合邏輯性的學位論文計畫。 

3. 能撰寫具可讀性和合邏輯性的學位論文。 

4. 能精簡流暢進行學位論文內容的簡報。 

5. 能順暢因應學位論文口試審查的答辯。 

配對的能力指標 

Corresponding Skill 

Indicator / Standard 

1-2-2 能理解漢語相關理論，並應用於華語教學。 

2-2-2 瞭解華語教學研究之方法並具有研究能力。 

一般知能 

General Skills 
語言教學、研究能力 

 

  

附件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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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藻外語文藻外語文藻外語文藻外語大學大學大學大學「「「「專業服務學習專業服務學習專業服務學習專業服務學習」」」」課程申請表課程申請表課程申請表課程申請表 

中文課程名稱 

Chinese Name of Course 
運動養生 

英文課程名稱 

English Name of Course 
EXERCISE AND H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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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體育教學中心 

課程概要 

Course Content 

以理論輔以身體操作，介紹運動的益處、不同體質之狀態介紹與飲食、經絡

穴道介紹及刮痧/拔罐、運動按摩實作、運動傷害處理與貼紮、身體養分循

環等室內課程之基本概念，輔以八段錦、氣功、肌力訓練的操作練習，以了

解身體運動、體質概況、飲食注意對身體保健之功效，來促進身體的健康及

對自我身體的體察。講解身體接觸的注意事項與倫理，同時學以致用，支援服

務社區需要協助的老人及身障者。 

It aims to introduce the advantage of exercise and body circulation system. After 

understanding different body conditions, correct diet and treatment for sunstroke 

are explained. 8-form of Qi Gong (Baduanjin) is practiced in order to keep the 

body fit. 

課程目標 

Objectives 

1. 促進身心健康，健全心理的發展，控制身體組成、養成優良體態、健全

心智。 

2. 理論與身體的實作，增進休閒運動觀念及保健知識，奠定健康觀念及良

善生活基礎。 

3. 啟發運動養生的興趣，建立終生運動的習慣。 

4. 培養學生服務他人的精神與態度，體會服務與學習之連結真諦，在服務

過程中發揮自己的專長。 

1. Balance body/soul and form a healthy habit. 

2. Theory and practice are taught simultaneously; students learn the concept of 

recreation and health knowledge. 

3. Increase the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4. Form a good exercise habit in life. 

配對的能力指標 

Corresponding Skill 

Indicator / Standard 

4-0-6 終身運動習慣能力 

4-0-7 身心健康管理能力 

附件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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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知能 

General Skills 

9.敬業負責的態度 

12.溝通、協調能力 

13.團隊合作能力 

24.運動的基本能力 

25.運動健康及運動休閒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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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階段工作各階段工作各階段工作各階段工作及各週及各週及各週及各週

流程流程流程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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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運動養生的專業知能及演練 

服務

service/action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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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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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反思日誌的撰寫以及課堂分享

的陳述陶養學生知情意的公民素養 

慶賀 celebration 
1 週：舉行期末課程成果聯展作為慶賀與回顧，整合課程的學

習與實踐大學社會責任 

合作機構合作機構合作機構合作機構

Cooperation 

agencies 

（（（（一一一一））））    機構名稱機構名稱機構名稱機構名稱、、、、地點地點地點地點、、、、服務對象服務對象服務對象服務對象 Name、Location and Clients：：：：  

      機構名稱：華山基金會 

      地    點：高雄市建興路 28號(三民 1站) 

      服務對象：失能、失智、失依的老人 

（（（（二二二二））））    具體服務工作項目的合作對象包括具體服務工作項目的合作對象包括具體服務工作項目的合作對象包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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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分組(一組 4-8 人) 

                        5/26-6/16(周一至週六)上午 3 小時/下午 3 小時。 

                        到宅八段錦、刮痧、按摩服務方案 

      合作對象：基金會站長與基金會社工 

（（（（三三三三））））    合作模式採用合作模式採用合作模式採用合作模式採用Model of Cooperation：：：：  

本方案與機構合作為第 1 年，採暫時性的嘗試，希望未來有機會共同決 

議、互利互惠的模式持續經營。 

（（（（四四四四））））應注意事項應注意事項應注意事項應注意事項 Note：：：： 

      服務方案為期 4 週(學生自選可以的時間)，服務時間為上午 09:00-12:00 

、下午 14:00-17:00，由學生自選二次共 6 小時的服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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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評量方式評量方式評量方式評量方式

Evaluation 

(一) 專業知能學習 70%:  

1. 平時成績 20%_ 出缺席，學習參與等 

2. 期中報告 25%_ 讀書心得 

3. 期末報告 25%_ 運動養生課程回饋心得與自我體質體察 

(二) 服務方案執行與反思 30%：失能、失智、失依的老人服務方案 

1. 服務方案企劃撰寫 10%_運動養生課程實作應用的企劃撰寫 

2. 服務實作 10%_社會實踐與公民責任(出席及基金志工評分) 

3. 服務日誌反思(前/後)與成果報告 10%_服務學習融入運動養生課程教

育的學習成效 如對上述課程有疑問如對上述課程有疑問如對上述課程有疑問如對上述課程有疑問者者者者，，，，可諮詢右列人員可諮詢右列人員可諮詢右列人員可諮詢右列人員。。。。
Contact Us 

文藻外語學院 體育中心副教授 陳麗蘋 

連絡方式：82001@ mail.wzu.edu.tw，電話：07-342-6031 ext 7229。 

備註 Remark 

本課程採融滲式的教學方法本課程採融滲式的教學方法本課程採融滲式的教學方法本課程採融滲式的教學方法，將服務學習融入運動養生課程實作教育作為社會實

踐的單元，整體規劃如下： 

(一) 專業知能學習 12 週，學習目標是身心健康管理能力，佔學期成績 70% 

(二) 服務學習的融入 2 週，學習目標是運動養生課程實作教育運用在實務與社

會責任上的行動，連同成果報告共佔學期成績 30% 

(三) 期末成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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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課日期 

Date 

單元名稱 

Units 

授課方式 

Instructional 

Approaches 

作業、報告、考試或

其他 

Assignments, Tests 

and Others 

備註 

Remarks 

02/26-03/02 
課程內容介紹、影帶欣賞、

腹式呼吸法介紹 
講解、示範、實作     

室內- Q301 

03/04-03/09 八段錦招式、功效 講解、示範、實作  室外－吳甦樂廣場、室內 

03/12-03/16 經絡循環介紹＋八段錦練習 講解、示範、實作  室外、內 

03/19-03/23 
八段錦練習（經絡拍打）＋

重要穴道與功效介紹 
講解、示範、實作  室外、內 

03/26-03/30 刮痧＋八段錦招式 講解、示範、實作  室外、內 

04/02-04/06 穴道按摩介紹/操作 講解、示範、實作  育美館韻律教室 

04/09-04/13 運動按摩介紹/操作 講解、示範、實作  育美館韻律教室 

04/16-04/20 運動按摩介紹/操作 講解、示範、實作  育美館韻律教室 

04/23-04/27 運動傷害處理與貼紮 講解、示範、、、、實作實作實作實作 
期中考週期中考週期中考週期中考週－－－－交交交交期中期中期中期中報報報報

告告告告 
 

04/30-05/04 八段錦複習＋體質介紹 講解、示範、實作  室外、內 

05/07-05/11 八段錦複習＋體質介紹 講解、示範、實作  室外、內 
05/14-05/18 體重迷失之營養大解析 講解、示範、實作 協同教學 室內 

05/21-05/25 

華山基金會機構及服務倫理

講座-協同教學 

服務學習課程倫理介紹 

講解 協同教學 室外、室內 
05/28-06/01 協同教學-預防與保健 講解 協同教學 室內 

06/04-06/08 協同教學-實例講授 講解 協同教學 室內 

06/11-06/15 
八段錦八段錦八段錦八段錦複習複習複習複習＋肌力訓練的重

要性 

講解、示範、實

作 
 室外、內 

06/18-06/22 肌力訓練的實作 講解、示範、實作  健身房 

06/25-06/29 
期末考期末考期末考期末考週週週週－－－－服務學習服務學習服務學習服務學習心得心得心得心得

分享分享分享分享    
 

期期期期末末末末考週考週考週考週－－－－交交交交期末期末期末期末報報報報

告告告告 
室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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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專業服務學習課程認定標準 

階段階段階段階段    
準備準備準備準備////構思階段構思階段構思階段構思階段

(preparation)(preparation)(preparation)(preparation)    

服務服務服務服務////行動階段行動階段行動階段行動階段

(service/action)(service/action)(service/action)(service/action)    

反省反省反省反省////檢討階段檢討階段檢討階段檢討階段

(reflection)(reflection)(reflection)(reflection)    

發表發表發表發表////慶賀慶賀慶賀慶賀

(celebration)(celebration)(celebration)(celebration)    

執行時間執行時間執行時間執行時間    12 週 4 週 1 週 1 週 

評核標準評核標準評核標準評核標準    
籌備過程籌備過程籌備過程籌備過程    

反思表反思表反思表反思表    

服務過程服務過程服務過程服務過程    

反思記錄表反思記錄表反思記錄表反思記錄表    
心得反思表心得反思表心得反思表心得反思表    

服務學習服務學習服務學習服務學習    

感恩慶賀會感恩慶賀會感恩慶賀會感恩慶賀會    

備備備備    註註註註    

一一一一、、、、    服務學習理念服務學習理念服務學習理念服務學習理念

宣達宣達宣達宣達。。。。    

二二二二、、、、    籌備工作籌備工作籌備工作籌備工作。。。。    

一一一一、、、、服務單位服務單位服務單位服務單位：：：：政政政政

府機構府機構府機構府機構、、、、

NGONGONGONGO、、、、NPONPONPONPO    

二二二二、、、、可分組服務可分組服務可分組服務可分組服務    

可分組反思可分組反思可分組反思可分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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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藻外語大學新增課程申請表文藻外語大學新增課程申請表文藻外語大學新增課程申請表文藻外語大學新增課程申請表－－－－專業課程專業課程專業課程專業課程(107學年度學年度學年度學年度) 
Wenzao Ursuline University of Languages New Course Application Form - Specialized Course 

中文課程名稱 

Chinese Name of Course 
職場體驗實習 

模組名稱 

Module Name 
 

英文課程名稱 

English Name of Course 
JOB SHADOWING 

學制 

School System 

【【【【Day School】】】】 □日二技 2-Year College □日四技 4-Year College □日五專 5-Year Junior College 

【【【【Division of Continuing Ed.】】】】 □進二技 2-Year College ■進四技 4-Year College 

年級 

Year 
3、4 

必修/選修 

Required or Elective Course 

□必修 Required course ■選修 Elective course 

學分/時數 

Credits/Hours 

1 學分(每學期)/ 

Credits per semester/ 

共 36 小時 

Total Hours  

學期/學年 

Course Type 

□學年 Year-long course ■學期 Semester course 

開課單位 

Dept. of Offering Courses 

國際觀光與會展 

學士學位學程 

課程概要 

Course Content 

(copy 國企系) 

本課程的目的在於提供學生於學期間，參與業界之實務運作及工作流程，了解

產業界之工作概況，並學習專業技能與職場知能、倫理。課程包括 36 小時的產

業實習經驗，並且提出實習報告及接受實習機構主管之評量。 

This course aims to provide opportunities for students to gain valuable knowledge, 

skills, and experiences during a semester. Students are asked to work for at least 36 

hours, to be evaluated by their supervisor at the organization providing the 

opportunity, and submit a report afterwards. 

課程目標 

Course Objectives 

(copy 國企系) 

本課程期許能達到下列目標： 1.具備基礎實務能力及職場倫理之知能。 2.透過

實際參與業界工作運作之方式，了解職場環境與生態。 

Students are expected to 1. gain specific skills and comprehend business ethics at 

workplace. 2. become familiar with the business world 3. compare practicum 

experience with what they learned through regular courses. 

配對之能力指標 

Corresponding Skill 

Indicator / Standard 

5-3-1具有職業倫理與公民素養之能力 

5-3-2具有專業諮詢服務與指導之能力 

5-4-1具有發掘、分析及處理問題之能力 

對應的產業別 

Corresponding to 

Industry 

觀光餐旅產業 

國際會產產業 

產業對應的知能 

Knowledge Corresponding 

to Industry 

6.展覽活動規劃能力               9.國際會議活動管理實務能力 

10.會議展覽現場管理              13.觀光規劃能力 

20.企劃能力                      21.專案企劃與執行能力 

對應的升學領域 

Corresponding Grade 

Promotion Area 

2.觀光與休閒管理 

對應升學領域的知能 

Knowledge of 

Corresponding Grade 

Promotion Territory 

17.策略、規劃能力 

 

附件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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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分數 授課時數 學分數 授課時數 學分數 授課時數 學分數 授課時數外語文教事業發展原理與實務(一) 2 2 2 2產業經營與管理 2 2 2 2研究方法(一) 2 2 2 2外語文教事業發展原理與實務(二) 2 2 2 2倫理決策與領導 2 2 2 2研究方法(二) 2 2 2 2海(內)外觀摩研習 2 2 2 2 (2) (2)論文(一) 2 2 2 2論文(二) 2 2 2 2 ※合計 18 18 6 6 6 6 4 4 2 2外語教學理論研究 3 3 3 3 (3) (3)第二外語習得研究 3 3 (3) (3) 3 3外語課程設計與發展研究 3 3 (3) (3) 3 3外語教材創研 3 3 (3) (3) 3 3測驗與教學評量研究 2 2 2 2 (2) (2)外語學習策略與風格 3 3 3 3 (3) (3)應用語言學研究 2 2 (2) (2) 2 2外語教材開發實作 3 3 (3) (3) 3 3外語教學數位學習與軟體應用研究 3 3 (3) (3) 3 3外語文教事業現況專題研究 3 3 (3) (3) 3 3外語文教事業發展策略研究 3 3 3 3 (3) (3)外語文教事業品質管理研究 3 3 (3) (3) 3 3教育研究套裝軟體應用 3 3 3 3 (3) (3)

 獨立研究 2 2 2 2 (2) (2)合計 42 42 9 9 12 12 10 10 13 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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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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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英檢成績替代方案相關資料：
  A.全民英檢中高級初試通過。
  B.全民英檢中級複試通過。
  C.其他相關同等程度英檢成績。

外語文教事業發展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科目學分表外語文教事業發展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科目學分表外語文教事業發展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科目學分表外語文教事業發展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科目學分表
104學年度入學適用

107.3.20校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3) (3)

必修科目

選修科目
外 語教 學相 關課 程 選修科目開課年級(學期)依實際 情形彈性調整

 高等教育統計學與電腦統計套裝軟 

 體應用研究 
3 3 3 3

與  外管  語理  文相  教關  事課  業程  經
   營

選修科目開課年級(學期)依實際 情形彈性調整

備註一 二上 下 上 下科目類別 科目名稱 學分數 時數 開課年級
附件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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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分數 授課時數 學分數 授課時數 學分數 授課時數 學分數 授課時數外語文教事業發展原理與實務(一) 2 2 2 2產業經營與管理 2 2 2 2   研究方法(一) 2 2 2 2外語文教事業發展原理與實務(二) 2 2 2 2倫理決策與領導 2 2 2 2研究方法(二) 2 2 2 2海(內)外觀摩研習 2 2 2 2 (2) (2)論文 3 3 (3) (3) 3 3 ※合計合計合計合計 17 17 6 6 6 6 2 2 3 3外語教學理論研究 3 3 3 3 (3) (3)第二外語習得研究 3 3 (3) (3) 3 3外語課程設計與發展研究 3 3 (3) (3) 3 3外語教材創研 3 3 (3) (3) 3 3測驗與教學評量研究 2 2 2 2 (2) (2)外語學習策略與風格 3 3 3 3 (3) (3)應用語言學研究 2 2 (2) (2) 2 2外語教材開發實作 3 3 (3) (3) 3 3外語教學數位學習與軟體應用研究 3 3 (3) (3) 3 3外語文教事業現況專題研究 3 3 (3) (3) 3 3外語文教事業發展策略研究 3 3 3 3 (3) (3)外語文教事業品質管理研究 3 3 (3) (3) 3 3教育研究套裝軟體應用 3 3 3 3 (3) (3)獨立研究 2 2 2 2 (2) (2)合計合計合計合計 39 39 9 9 12 12 10 10 13 13

一外語文教事業發展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科目學分表外語文教事業發展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科目學分表外語文教事業發展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科目學分表外語文教事業發展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科目學分表
105學年度入學適用

107.3.20校課程委員會議通過科目類別 科目名稱 學分數

外語教學相關課程選修科目 外語文教事業經
營與管理相關課程

開課年級上 備註二 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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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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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英檢成績替代方案相關資料：
    A.全民英檢中高級初試通過。
    B.全民英檢中級複試通過。
    C.其他相關同等程度英檢成績。
3.本所學生於畢業前須至少取得「劍橋英語教師認證(TKT)」1個模組(Module)且成績達Band 3以上，否則須至少修習「外語教師專業知能整合I」或「外語教師專業知能整合II」任一門課。
4.本所學生於畢業前英語能力畢業門檻為大學英檢260分(或同等語言檢定)；未達畢業門檻者，應補修經所長同意之大學部相關學系的科目至少4學分，該學分不計入該學期最高修習學分數之內，亦不計入畢業學分數

選修科目開課年級
(學期)依實際情形彈性調整

必修科目
上

選修科目開課年級
(學期)依實際情形彈性調整

時數



76 

 

 

學分數 授課時數 學分數 授課時數 學分數 授課時數 學分數 授課時數外語文教事業發展原理與實務(一) 2 2 2 2文教產業經營與管理 2 2 2 2   研究方法(一) 2 2 2 2外語文教事業發展原理與實務(二) 2 2 2 2教育決策與領導 2 2 2 2研究方法(二) 2 2 2 2論文 3 3 (3) (3) 3 3 ※合計合計合計合計 15 15 6 6 6 6 0 0 3 3外語教學理論研究 3 3 3 3 (3) (3)第二外語習得研究 3 3 (3) (3) 3 3外語課程設計與發展研究 3 3 (3) (3) 3 3外語教材創研 3 3 3 3 (3) (3)測驗與教學評量研究 2 2 2 2 (2) (2)外語學習策略與風格 3 3 3 3 (3) (3)外語教材開發實作 3 3 3 3 (3) (3)應用語言學研究 2 2 (2) (2) 2 2外語教學數位學習與軟體應用研究 3 3 (3) (3) 3 3教育研究套裝軟體應用 2 2 (2) (2) 2 2外語文教事業現況專題研究 3 3 (3) (3) 3 3外語文教事業發展策略研究 3 3 3 3 (3) (3)外語文教事業品質管理研究 3 3 (3) (3) 3 3獨立研究 2 2 2 2 (2) (2)海(內)外觀摩研習 2 2 2 2 (2) (2)

40 40 3 3 17 17 12 12 8 8

外語文教事業發展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科目學分表外語文教事業發展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科目學分表外語文教事業發展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科目學分表外語文教事業發展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科目學分表
106學年度入學適用

107.3.20校課程委員會議通過科目類別 科目名稱 學分數 一 二 下 備註下上 開課年級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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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畢業學分數為30學分(含論文3學分)，其中必修為15學分，所訂選修為15學分
     (本畢業學分規定適用104學年度(含之前)入學學生。所訂選修科目僅供參考，開課年級或
    學期得依實際情形彈性調整)。
2. 本所學生於畢業前須至少取得「劍橋英語教師認證(TKT)」1個模組(Module)且成績
  達Band 3以上，否則須至少修習本系大學部「外語教師專業知能整合I」或
  「外語教師專業知能整合II」任一門課。
3. 本所學生於畢業前英語能力畢業門檻為大學英檢260 分(或同等語言檢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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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倫理教育課程。

選修科目開課年級
(學期)依實際情形彈性調整

必修科目
上

選修科目
外語教學相關課程 選修科目開課年級

(學期)依實際情形彈性調整外語文教事業
經營與管理相關課程 合計合計合計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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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分數 授課時數 學分數 授課時數 學分數 授課時數 學分數 授課時數外語文教事業發展原理與實務(一) 2 2 2 2文教產業經營與管理 2 2 2 2   研究方法(一) 2 2 2 2外語文教事業發展原理與實務(二) 2 2 2 2教育決策與領導 2 2 2 2研究方法(二) 2 2 2 2論文 3 3 (3) (3) 3 3 ※合計合計合計合計 15 15 6 6 6 6 0 0 3 3外語教學理論研究 3 3 3 3第二語言語言語言語言習得研究 3 3 (3) (3) 3 3外語課程設計與發展研究 3 3 (3) (3) 3 3外語教材創研 3 3 3 3測驗與教學評量研究 2 2 2 2 (2) (2)外語學習策略與風格 3 3 3 3 (3) (3)外語教材開發實作 3 3 3 3 (3) (3)應用語言學研究 2 2 (2) (2) 2 2外語教學數位學習與軟體應用研究 3 3 (3) (3) 3 3教育研究套裝軟體應用 2 2 (2) (2) 2 2外語文教事業現況專題研究 3 3 (3) (3) 3 3外語文教事業發展策略研究 3 3 3 3 (3) (3)外語文教事業品質管理研究 3 3 (3) (3) 3 3獨立研究 2 2 2 2 (2) (2)海(內)外觀摩研習 2 2 2 2 (2) (2)

40 40 3 3 17 17 12 12 8 8※待論文計畫口考通過後，始可修習論文課程；待論文口考通過後，始登錄成績。
1. 畢業學分數為30學分(含論文3學分)，其中必修為15學分，所訂選修為15學分
     (本畢業學分規定適用104學年度(含之前)入學學生。所訂選修科目僅供參考，開課年級或
    學期得依實際情形彈性調整)。
2. 本所學生於畢業前須至少取得「劍橋英語教師認證(TKT)」1個模組(Module)且成績
  達Band 3以上，否則須至少修習本系大學部「外語教師專業知能整合I」或
  「外語教師專業知能整合II」任一門課。
3. 本所學生於畢業前英語能力畢業門檻為大學英檢260 分(或同等語言檢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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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倫理教育課程。

選修科目開課年級
(學期)依實際情形彈性調整

必修科目
上

選修科目
外語教學相關課程 選修科目開課年級

(學期)依實際情形彈性調整外語文教事業
經營與管理相關課程 合計合計合計合計

外語文教事業發展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科目學分表外語文教事業發展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科目學分表外語文教事業發展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科目學分表外語文教事業發展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科目學分表
107學年度入學適用

107.3.20校課程委員會議通過科目類別 科目名稱 學分數 一 二 下 備註下上 開課年級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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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藻外語大學新增課程申請表文藻外語大學新增課程申請表文藻外語大學新增課程申請表文藻外語大學新增課程申請表－－－－專業課程專業課程專業課程專業課程 
Wenzao Ursuline University of Languages New Course Application Form - Specialized Course 

中文課程名稱 

Chinese Name of Course 
第二語言習得研究 

模組名稱 

Module Name 

選修科目-外語教學相關課

程 

英文課程名稱 

English Name of Course 
STUDIES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學制 

School System 

【【【【Day School】】】】 

□日二技 2-Year College 

□日四技 4-Year College 

□日五專 5-Year Junior College 

■研究所 Graduate Institute 

【【【【Division of Continuing Ed.】】】】 

□進二技 2-Year College 

□進四技 4-Year College 
年級 

Year 
1 

必修/選修 

Required or Elective Course 

□必修 Required course 

■選修 Elective course 

學分/時數 

Credits/Hours 

  3 學分(每學期)/ 

Credits per semester/ 

3 小時(每週) 

Hours per week 

學期/學年 

Course Type 

□學年 Year-long course 

■學期 Semester course 

開課單位 

Dept. of Offering Courses 

外語文教事業發展研究所 

(碩士在職專班) 

 

課程概要 

Course Content 

本課程將引導學生針對第二語言習得研究重要議題與研究進行深入探討。課程

活動包含特定主題閱讀、閱讀紀錄、課程討論與反省及分組口頭報告等。  

In this course, students will enhance their awareness of the critical issues in the field 

of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and explores particular topics of interest in depth. 

Classroom activities include readings of assigned topics, reading logs, class 

discussions and reflections, and group oral presentations.  

課程目標 

Course Objectives 

1. 深入探討第二語言習得之基本議題； 

2. 增進自己對第二語言習得重要概念的了解； 

3. 透過議題討論，反思個人語言學習及教學經驗。 

1. discuss the fundamental issues of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in depth;  

2. advance their knowledge of essential concepts of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3. introspect about issues covered in class and reflect critically on their own 

language learning and teaching experiences. 

配對之能力指標 

Corresponding Skill 

Indicator / Standard 

1-1-7 能了解第二外語習得之基本概念及感興趣的相關課程 

1-1-8 能反映自己在課堂中學習語言與教學經驗的問題 

1-1-9 能了解外語教學的研究風潮與發展 

1-1-10 能了解不同國家對外語教學的研究，尤其是台灣地區的研究發展 

1-1-11 能了解外語教學的研究工具及研究調查 

1-1-16 能將外語教學領域的理論與實務並用 

2-1-1 能分辨論文的基本構成要素 

2-1-2 能熟悉及利用檢索工具及資料庫 

2-1-3 能有系統的整理，分析文獻 

2-1-7 具備研究寫作之能力 

附件 16-2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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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語言教學產業 

5. 英語讀寫能力 

5. 英語聽說能力 

9. 不同文化的洞察力 

17. 學習理論認知能力 

20. 語言教學研究能力 

對應的升學領域 

Corresponding Grade 

Promotion Area 

語言教學、語言研究 

對應升學領域的知能 

Knowledge of 

Corresponding Grade 

Promotion Territory 

語言教學、語言研究 

1.外語聽說的能力 

2.外語讀寫的能力 

4.組織能力 

16.國際觀 

18.語言教學相關知能 

23.研究能力 

28.策略、規劃研究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