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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藻外語大學文藻外語大學文藻外語大學文藻外語大學 104 學年度第學年度第學年度第學年度第 1 學期第學期第學期第學期第 1 次次次次校校校校課程委員會會議課程委員會會議課程委員會會議課程委員會會議記錄記錄記錄記錄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4 年 10 月 15 日 

會議名稱：文藻外語大學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校課程委員會會議 

開會時間：中華民國 104 年 10 月 20 日（星期二）下午 3 點 10 分 

開會地點：至善樓十二樓 Z1205 會議室 

主  席：陳教務長立言 

出 席 者 

當然代表：學務處陳學務長靜珮          研發處施處長忠賢 

 總務處潘總務長存真          國際暨兩岸合作處林處長潔 

 進修部龔主任萬財            英語暨國際學院謝院長健雄 

 歐亞語文學院張院長守慧      文教創意產業學院高院長明瑞 

    全人教育學院蔡院長介裕      歐洲研究所林所長震宇 

 英語暨國際學院 

 英文系翁主任一珍、翻譯系黃主任翠玲、國際企業管理系賴主任文泰、 

          國際事務系陳主任玉珍、英語教學中心吳主任秋慧 

 歐亞語文學院 

 法國語文系王主任秀文、德國語文系張主任嘉斌、西班牙語文系劉主任碧交、 

 日本語文系林主任淑丹、東南亞語言教學中心張主任守慧 

 文教創意產業學院 

 外語教學系藍主任美華、應用華語文系向主任麗頻、傳播藝術系連主任俐俐、 

 數位內容應用與管理系沈主任素敏、師資培育中心周主任宜佳 

 全人教育學院 

 通識教育中心林主任耀堂、吳甦樂教育中心張主任淑芬、體育教學中心張主任 

 弘文 

教師代表：英語暨國際學院英文系王慧娟老師 

        歐亞語文學院法國語文系劉政彰老師 

 文教創意產業學院數位內容應用與管理系蔡嘉哲老師 

          全人教育學院通識教育中心李維元老師 

學生代表：國交所碩士班 2A 莊文彬、UL4A 林芷儀、UE3B 顏均芳 

列 席 者：林副教務長耀堂、課務組謝組長湘汝、註冊組黃組長芬蘭、進修部教務組蕭組

長淳方、服務學習中心邱主任美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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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程議程議程議程    

    

壹、會前禱 

貳、主席報告 

參、業務報告 

肆、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請審議數位系增加及更名各一門選修課程。 文教創意產業學院 p.3 

提案二 
提請討論傳藝系 104 學年度服務學習融入專業

課程申請案。 
文教創意產業學院 p.4 

提案三 

提請審議德國語文系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學

期校外實習(一)」及「學期校外實習(二)」開課

審查案。 

歐亞語文學院 p.4 

提案四 
提請審議日本語文系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亞

洲共同體與語言、文化、消費」開課審查案。 
歐亞語文學院 p.4 

提案五 
提請審議日本語文系「海外實習」及「學期校

外實習」開課審查案。 
歐亞語文學院 p.5 

提案六 
提請審議修訂德國語文系進修部輔系、雙主修

之修習科目學分表。 
歐亞語文學院 p.5 

提案七 
提請審議「國際觀光與會展學士學位學程輔系

暨雙主修規定修正」案。 
英語暨國際學院 p.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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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會前禱 

貳、主席報告 

教務長:實習課程增設需修改科目學分表，尚未提送院院課會議的系科最遲請在下學 

       期第一次課委會提出修訂。 

參、業務報告 

一、 爾後開關課將依「文藻外語大學選修課上下限人數規則」辦理，大學部及專科部

專業選修低於人數下限 15 人，一般選修低於人數下限 20 人，則關課(研究所 5

人)。各系若要另簽調整修課人數下限者，請於第一次加退選後申請，開關班之決

定，亦請於第一次加退選後即決定，以讓老師鐘點及同學選修之課程均可提早確

定。 

二、 因日二技招生人數逐年遞減中，請日二技之各系重新檢視科目學分表，並調整課

程，建議日二技之課程可與日四技三四年級整併，或取消模組選擇以防止修課人

數低於 15 人之限制。 

三、 目前日二技各系 104 學年度入學之科目學分表實習課已納為必修或必選課程之

一，105 學年度日四技的部份亦請尚未將實習課納為必修或必選修課程者，可於

本學期第二次校課委會議時提出修改，目前日四技已經實習納為必修者有國企業

管理系、國際事務系、應用華語文系、數位內容應用與管理系、傳播藝術系。 

四、 105 日四技科目學分表修正案及新成立三所研究所碩士班之課目學分表(含新課

申請)，請於本學期第二次校課委提出(開會時間為 12 月 1 日，繳交提案時間為 11

月 17 日)。 

肆、提案討論 

 

提案提案提案提案一一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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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請審議數位系增加及更名各一門選修課程。 

說明： 

一、 因應產業需求及增加學生選修意願，新增選修課程【擴增實境】及更名選

修課程【網站系統分析】。 

二、 本提案通過適用於 104 學年度入學之學生，及回溯至 103 學年入學學生。

修改差異如下： 

原始版本 修改版本   

類

別 

科目名

稱 

學

期

別 

學

分 

時

數 

開課

年級 

開課

單位 

備

註 

科目名

稱 

學

期

別 

學

分 

時

數 

開課

年級 

開課

單位 

備

註 

更改

部份 

選

修

課 

           
擴增實

境 

學

期 
2 2 三下 

數位

系 
 

課程

新增 

網站系

統分析 

學

期

課 

2 2 二下 
數位

系 
 

網站服

務分析 

學

期

課 

2 2 二下 
數位

系 
 

課程

更名 

三、 本案業經數位系 104 年 6 月 29 日課程委員會討論通過，並於 104 年 7 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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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經系務會議確認，亦經 104 年 9 月 30 日文教創意產業學院院課程會議通

過。 

四、 新增課程申請表如附件 1-1(p.6-7),修改後科目學分表如附件 1-2(p.8-9)。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提案二提案二提案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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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請討論傳藝系 104 學年度服務學習融入專業課程申請案。 

說明： 

一、 配合傳藝系「傳播藝術實務(一)」課程名稱修訂為「傳播藝術實務」，專業

服務學習課程亦須重新提送新課程申請表。本學期「傳播藝術實務」由徐

郡廷老師授課。 

二、 本案業經傳藝系 104 年 9 月 17 日課程規劃小組及系所務會議通過，亦經

104 年 9 月 30 日文教創意產業學院院課程會議通過。 

三、 「專業服務學習」課程申請表如附件 2(pp.10-12)。 

決議：照案通過。 

學務長:請各系留意申請「專業服務學習」課程的服務機構時，複核單位的屬性須為非 

      營利機構才可。 

 

提案三提案三提案三提案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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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請審議德國語文系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學期校外實習(一)」及「學期校外

實習(二)」開課審查案。 

說明： 

一、 本系目前最長期的實習為「學期校外實習」(14 學分) 。現行規定，本系學

生若已修讀「學期校外實習」課程，實習半年後，則不得重覆修讀該課程。 

二、 因應部份實習單位(如:故宮南院)之實習期間需達一年，修訂本系學期校外

實習為「學期校外實習(一)」以及「學期校外實習(二)」課程。 

三、 本案業經 9 月 10 日系課程規劃小組會議、系務會議及 10 月 2 日院課程委

員會審議通過;「學期校外實習(一)」以及「學期校外實習(二)」開課申請表，

如附件 3(pp.13-16)。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四提案四提案四提案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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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請審議日本語文系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亞洲共同體與語言、文化、消費」

開課審查案。 

說明： 

一、 日本語文系擬開設全校共同選修課「亞洲共同體與語言、文化、消費」，新

課程申請表如附件 4(pp.17-18)。  

二、 本案業經 103 年 11 月 19 日系課程規劃小組會議、103 年 11 月 20 日系務會

議及 104 年 10 月 2 日院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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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五提案五提案五提案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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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請審議日本語文系「海外實習」及「學期校外實習」開課審查案。 

說明： 

一、 日本語文系擬將「海外實習」修改為「海外實習(一)」、「海外實習(二)」，「學

期校外實習」修改為「學期校外實習（一）」、「學期校外實習（二）」，新課

程申請表如附件 5(pp.19-24)。  

二、 本案業經 104 年 9 月 9 日系課程規劃小組會議、系務會議及 10 月 2 日院課

程委員會審議通過。 

決議：照案通過。 

進修部進修部進修部進修部 

提案六提案六提案六提案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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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請審議修訂德國語文系進修部輔系、雙主修之修習科目學分表。 

說明： 

一、 因應 104 學年度進修部科目學分表修改調整，擬修改進修部學生申請修習

本系輔系、雙主修之修習課程內容，修正後如附件 6(pp.25)。 

二、 本案業經 9 月 10 日系課程規劃小組會議、系務會議及 10 月 2 日院課程委

員會審議通過。 

三、 本案通過後，適用於 104 學年度第一學期申請之輔系、雙主修學生。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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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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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系暨雙主修規定修正」案。 

說明： 

一、 因本學位學程 104 學年度科目學分表大幅調整，且目前無學生提出輔系與

雙主修需求，為使未來實際修課狀況更符合目前課程規劃，而修正本學位

學程輔系暨雙主修之規定，修正後對照表如附件 7(pp.26)。 

二、 本案業經 104 年 9 月 11 日（五）本學位學程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課

程規劃小組會議及第 1 次事務會議及 104 年 9 月 30 日英語暨國際學院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院課程委員會議審議通過。 

三、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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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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擴增實境 
模組名稱 

Module Name 
網站建置管理模組 

英文課程名稱 
English Name of Course 

Augmented Re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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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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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位系 

 

課程概要 

Course Content 

Unity 介紹與安裝與 Unity 環境介紹，透過擴增實境技術,學習 unity 之

Vuforia SDK 套件，建立模型套用、多圖卡辨識、影片模組套用、更換

影片模組上的辨識圖卡等。 

Unity and the Unity environment Introduction and presentation. Through 

augmented reality technology, learning unity of Vuforia SDK kit model to apply, 

more identification picture cards, video module to apply,and the replacement 

identification picture cards and other films on the module. 

課程目標 

Course Objectives 

1.培養學生擴增實境技術能力 

2.培養 3D 模型與人機互動技術能力 

3.培養擴增實經的應用能力 

1. Students augmented reality technology capability  

2.Training 3D models and 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 technology capability 

3. Training through Augmented Reality application capabilities 

配對之能力指標 
Corresponding Skill Indicator / 

Standard 

2-3-1 具備視覺傳達實務操作的能力 

2-3-2 具備數位教材製作的知識能力 

3-3-6 具備數位媒體製作的知識能力 

對應的產業別 

Corresponding to Industry 
資訊應用服務產業 

產業對應的知能 
Knowledge Corresponding to Industry 

1.互動介面設計知識能力 

2.創意與創新知識能力 

對應的升學領域 
Corresponding Grade Promotion Area 圖文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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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motion Territory 數位媒體設計能力 

附件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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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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站服務分析 
模組名稱 

Module Name 
網站建置管理模組 

英文課程名稱 
English Name of Course 

Web Services Analytics 

學制 

School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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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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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r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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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位系 

 

課程概要 

Course Content 

GA 標準報表導讀、網站數據分析介紹、數據清理與細分分析、瞭解訪

客的形貌(目標對象 Audience 報表分析)、緊跟訪客足跡( 行為 Behavior

報表分析)、轉換 Conversion 報表分析、非瀏覽頁面的互動分析、高級

行銷分析實務、從分析流量到分析客戶。 

GA REVIEW standard reports, website data analysis reports, data cleansing 

and segmentation analysis to understand the morphology of visitors (the 

target object Audience statement analysis), followed by visitors footprint 

(behavior Behavior statement analysis), conversion Conversion statement 

analysis, interactive non-browser pages analysis, advanced marketing 

analysis practices, from analysis to analysis of customer traffic. 

課程目標 

Course Objectives 

1. 培養學生網站分析數據解讀能力 

2. 培養學生網站服務追蹤與解析 

3. 培養行銷策略制定能力 

1. Students web analytics data interpretation ability  

2. Students web service tracking and analysis  

3. Training marketing strategy development capacity 

配對之能力指標 
Corresponding Skill Indicator / 

Standard 

2-2-3  瞭解系統分析與設計的原理、模式、方法和運用 

3-2-4  具備熟悉不同媒介特性，具備不同媒介的寫作能力 

4-2-1  具備掌握各種資訊傳播科技的特性與功能的知識能力 

對應的產業別 

Corresponding to Industry 
資訊應用服務產業  

產業對應的知能 
Knowledge Corresponding to Industry 

網路服務知識能力 

對應的升學領域 
Corresponding Grade Promotion Area 資訊應用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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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motion Territory 資訊軟體運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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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一英文* 8 8 4 4 4 4大二英文* 8 8 4 4 4 4大三英文* 8 8 4 4 4 4資訊概論 2 2 2 2電腦多媒體應用 2 2 2 2涵養通識：社會法政 2 2 2 2 (2) (2) (2) (2) (2) (2)涵養通識：人文藝術 2 2 (2) (2) 2 2 (2) (2) (2) (2)涵養通識：自然與科學 4 4 (2) (2) (2) (2) 2 2 2 2深化通識：(自選)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三年級上下學期對開全人發展：大學入門(一) 1 1 1 1全人發展：大學入門(二) 1 1 1 1全人發展(二) 2 2 2 2體育 0 8 0 2 0 2 0 2 0 2 二年級為體育興趣選項服務學習 1 1 1 1現代散文精讀 2 2 2 2 (2) (2)中國藝術欣賞入門 2 2 (2) (2) 2 2歷代文選 4 4 2 2 2 2中國語文運用 2 2 (2) (2) 2 2 二年級上下學期對開合 計 53 61 11 13 12 14 10 14 10 12 6 6 4 4文教與創意 3 3 3 3 1.文教創意產業學院。合 計 3 3 3 3程式設計 3 3 3 3設計概論 3 3 3 3

2D電腦繪圖 3 3 3 3網頁設計與管理 3 3 3 3

2D動畫設計 3 3 3 32D互動設計 3 3 3 3數位內容企劃 3 3 3 3

3D建模設計 3 3 3 3

3D建模製作 1 3 1 3專案管理導論 3 3 3 33D互動設計 3 3 3 3專案管理實務 3 3 3 3專題製作(一) 1 1 1 1專題製作(二) 1 1 1 1科技英文閱讀 2 2 2 2專題製作(三) 1 1 1 1技能實習 1 1 1 1合 計 40 42 9 9 9 9 7 9 6 6 3 3 1 1 3 3 2 2

系訂必修科目

科目類別 授課時數 備註總學分數 總授課時數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第四學年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授課時數
校共同必修科目
院共同必修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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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分數授課時數 學分數 授課時數 學分數 授課時數
日四技數位內容應用與管理系目學分表

104學年度入學適用學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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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銷管理 3 3 3 3問卷與統計分析 3 3 3 3資訊科技與傳播 2 2 2 2多媒體網路行銷 2 2 2 2數位產業個案研究 3 3 3 3顧客關係管理 2 2 2 2企業識別系統 2 2 2 2數位科技管理 3 3 3 3電子商務實務 3 3 3 3數位整合行銷個案 2 2 2 2管理資訊系統 2 2 2 2資料結構及演算法 2 2 2 2動態網頁與網站建置 3 3 3 3人機介面設計 2 2 2 2網站服務分析 2 2 2 2 1041更名行動網頁設計 3 3 3 3網頁程式設計 3 3 3 3行動應用程式開發 3 3 3 3擴增實境 2 2 2 2 1041新增視覺傳達整合應用 3 3 3 3資訊分析與繪述 2 2 2 2數位影片製作 3 3 3 3數位學習理論 2 2 2 2數位教學設計 2 2 2 2數位音樂製作 3 3 3 3數位教材製作 2 2 2 2數位影音整合應用 3 3 3 3電子書製作 3 3 3 3行動學習製作 3 3 3 3插畫設計 2 2 2 2進階插畫設計 2 2 2 2動作影像擷取系統應用 3 3 3 3動畫分鏡劇本設計 3 3 3 3

3D燈光材質設計 3 3 3 3

3D角色設定與動畫設計 3 3 3 3視覺特效製作 2 2 2 2體感情境設計 3 3 3 3

3D動畫影片製作 3 3 3 3進階3D動畫影片製作 3 3 3 3資訊服務學習 1 1 1 1 1 1專業實習 4 4 4 4 實習320小時海外實習 4 4 4 4 實習160小時學期校外實習 9 9 9 9 實習4.5個月實習

科目類別 授課時數 備註總學分數 總授課時數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第四學年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授課時數學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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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科目學分表如有變動，以最新公告為準。

系訂選修科目

數位加值管理模組

※※※※畢業總學分為132學分畢業總學分為132學分畢業總學分為132學分畢業總學分為132學分：：：：校共同必修53學分+院共同必修3學分+系訂必修40學分+系訂選修科目至少36學分校共同必修53學分+院共同必修3學分+系訂必修40學分+系訂選修科目至少36學分校共同必修53學分+院共同必修3學分+系訂必修40學分+系訂選修科目至少36學分校共同必修53學分+院共同必修3學分+系訂必修40學分+系訂選修科目至少36學分，，，，最低畢業學分為132學最低畢業學分為132學最低畢業學分為132學最低畢業學分為132學分分分分。。。。※※※※系訂選修分為四個模組系訂選修分為四個模組系訂選修分為四個模組系訂選修分為四個模組，，，，數位加值行銷模組數位加值行銷模組數位加值行銷模組數位加值行銷模組、、、、網站建置管理模組網站建置管理模組網站建置管理模組網站建置管理模組、、、、數位教材製作模組數位教材製作模組數位教材製作模組數位教材製作模組、、、、媒體動畫設計模組媒體動畫設計模組媒體動畫設計模組媒體動畫設計模組，，，，學生畢業前必須至少修學生畢業前必須至少修學生畢業前必須至少修學生畢業前必須至少修完一個選修模組達20學分(含)以上完一個選修模組達20學分(含)以上完一個選修模組達20學分(含)以上完一個選修模組達20學分(含)以上。。。。
1、日四技必修之通識課程，學生須由人文藝術、社會法政群各選修1門，自然與科學群選修2門，合計8學分。深化通識則由學生於大三時自行選修。

學分數

2、通識學群開課科目以當年度通識教育中心開出課程為準。畢業前請自行注意每個學群是否皆依規定修習完畢。
3、選修科目僅供參考，需以當年度各系開出之課程為準。

網站建置管理模組數位教材製作模組媒體動畫設計模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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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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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 Chines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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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校內外實務及服務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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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文 Eng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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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 Chinese： 

使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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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習得傳播藝術類課程之整合能力 

英文 English: To assist the students to be equipped 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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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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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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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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對之能力指標 
Corresponding Skill Indicator / 

Standard 

2-3-3 具備數位媒體製作之專案執行及專題製作知能。 

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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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數位影音製作能力 

大眾傳播產業 

1. 專案管理企劃與執行能力 

2. 資訊運用與媒體製作能力 

3. 媒體製作能力 

4. 創意與創新能力 

 

對應的升學領域 
Corresponding Grade Promotion Area 1. 資訊傳播 

2. 文化創意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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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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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階段工作及各週各階段工作及各週各階段工作及各週各階段工作及各週

流程流程流程流程 ProcedureProcedureProcedureProced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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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簡介 第二、三週 專業理論講解 包括協助教師工會影像紀錄與影像行銷、教師工會影像行銷宣傳專業服務。 

服務

service/action 

第四週到第十七週 學生至機構，進行各項工作，每人至少 6 小時服務時數。 

反省

reflection 

第四週到第十七週 學生於每次任務完畢與老師進行檢討與反省，並撰寫工作內容心得報告。 

慶賀

celebration 
第十八週 期末感恩大會 

合作機構合作機構合作機構合作機構

Cooperation Cooperation Cooperation Cooperation 

agenciesagenciesagenciesagen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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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教師職業

工會、802高雄市苓雅區輔仁路 155 號 6F-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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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協助教師工會像紀錄與影像行銷 

      2. 教師工會影像行銷宣傳專業服務 

       3. 藉由採訪教師服務人群與教育精神，了解服務社會與人群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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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學生分組進行協助教師工會影像紀錄工作 

      2.學生分組進行教師工會影像行銷宣傳專業服務工作。 

      3.學生由老師指導完成前兩項紀錄影像的整理並完成後製作業。 

      4.服務結束後，授課教師立即與學生生進行檢討與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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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師工會提供及所有相關資源。 

 

評量方式評量方式評量方式評量方式

EvaluationEvaluationEvaluationEvaluation    

（一）分享與討論             10% 

（二）參與態度               20% 

（三）專業服務               30% 

（四）作品完成               20% 

（五）期末綜合報告           20%  （含：日誌、學生評量表等）      

    

如對上述課程有疑如對上述課程有疑如對上述課程有疑如對上述課程有疑

問者問者問者問者，，，，可諮詢右列可諮詢右列可諮詢右列可諮詢右列

人員人員人員人員。。。。Contact UsContact UsContact UsContact Us    

傳播藝術系辦公室 07-3426031轉 6502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RemarkRemarkRemarkRem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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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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期校外實習(一) 

模組名稱 

Module Name 
無 英文課程名稱 

English Name of Course 
Semester-based Off- Campus Internship 1 

學制 

School System 

【【【【Day School】】】】 

■日二技 2-Year College 

■日四技 4-Year College 

■日五專 5-Year Junior College 

□研究所 Graduate Institute 

【【【【 Division of Continuing 

Ed.】】】】 

□進二技 2-Year College 

□進四技 4-Year College 

年級 

Year 
應屆畢業班 必修/選修 

Required or Elective 

Course 

□必修 Required course ■選修 Elective course 學分/時數 

Credits/Hours 

 14 學分(每學期)/ 

Credits per semester/ 

40 小時(每週) 

Hours per week 學期/學年 

Course Ty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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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pt. of Offering Courses 
德國語文系 

 

課程概要 

Course Content 

為培育本系學生熟練職場技能和瞭解職場倫理，並具備投入職場前必須

具備的相關專業能力，本課程安排大四學生至產官學合作單位實習一學

期。 

課程內容涵蓋： 

公司組織及產品介紹、國際貿易與行銷、國際產業展覽實務、專案企畫

與執行、商務客服實務、財務會計實務等。 

學生需返校與輔導教師進行會談，輔導教師也將進行企業訪視以瞭解學

生實際的學習情況，並加以評量實習成果。 
English: To nurture the students proficient skills and understanding of workplace ethics in 

the workplace, and have pre-entered the workplace must have relevant expertise, to the 

senior curriculum in cooperation with industry, government semester internship. 

Course Content: 

Company and product description,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marketing, international industrial 

exhibition practice, project Planning and execution, business customer service practices, 

financial accounting practices and so on.  

Students are required to return to school and tutors talks, tutors will also visit businesses to 

understand students' actual learning and practice to evaluate the results. 

課程目標 

Course Objectives 

修習本課程後學生將習得： 

1.熟悉企業文化、相關術語及各項規定。 

2.增進對該企業之理解，提高工作意願。 

3.瞭解所實習之工作內容的流程。 

4.瞭解該企業工作的進行方式。 

5.建立職場倫理上應有的態度。 

Students who take this course would: 

1.Familiar with the corporate culture, terminology and requirements.  

2. Improve understanding of the enterprise, improve willingness to work.  

附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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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Understand the work content of the training process.  

4 Understand the business conduct of the work.  

5 Establish the right attitude in the workplace ethics. 

配對之能力指標 
Corresponding Skill Indicator / 

Standard 

1-4-1 能聽懂與周遭環境相關主題之內容重點。 

1-4-2 能擴展各類主題之知識，並運用中德互譯技巧。 

1-4-5 能提出有條理及合邏輯的問題，並尋求解答。 

1-4-6 能獨立進行資料搜集、分析及歸納並陳述個人意見。 

3-4-1 能認識台灣與歐盟經貿關係並應用所學專業語彙 

對應的產業別 

Corresponding to Industry 

1.觀光餐旅產業 

2.商務暨商務管理產業 

產業對應的知能 
Knowledge Corresponding to Industry 

1.外語聽說能力 

2.外語讀寫能力 

8.跨文化溝通的能力 

對應的升學領域 
Corresponding Grade Promotion Area 觀光與休閒管理 

翻譯 

各語言類 

MBA 

國際經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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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motion Territory 1.外語聽說的能力 

2.外語讀寫的能力 

6.對主修語言國家史地、政治、法律、經濟、社會現況的瞭解 

12.筆譯、口譯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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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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期校外實習(二) 
模組名稱 

Module Name 
無 

英文課程名稱 
English Name of Course 

Semester-based Off- Campus Internship 2 

學制 

School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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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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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r 
應屆畢業班 

必修/選修 
Required or Elective Course 

□必修 Required course 

■選修 Elective course 

學分/時數 

Credits/Hours 

 14 學分(每學期)/ 

Credits per semester/ 

40 小時(每週) 

Hours per week 

學期/學年 

Course Type 

□學年 Year-long course 

■學期 semester course 
開課單位 

Dept. of Offering Courses 
德國語文系 

 

課程概要 

Course Content 

中文 Chinese：為培育本系學生熟練職場技能和瞭解職場倫理，並具備投

入職場前必須具備的相關專業能力，本課程安排大四學生至產官學合作

單位實習一學期。 

課程內容涵蓋： 

公司組織及產品介紹、國際貿易與行銷、國際產業展覽實務、專案企畫

與執行、商務客服實務、財務會計實務等。 

學生需返校與輔導教師進行會談，輔導教師也將進行企業訪視以瞭解學

生實際的學習情況，並加以評量實習成果。 

英文 English: To nurture the students proficient skills and understanding of 

workplace ethics in the workplace, and have pre-entered the workplace must 

have relevant expertise, to the senior curriculum in cooperation with 

industry, government semester internship. 

Course Content: 

Company and product description,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marketing, 

international industrial exhibition practice, project Planning and execution, 

business customer service practices, financial accounting practices and so on. 

Students are required to return to school and tutors talks, tutors will also visit 

businesses to understand students' actual learning and practice to evaluate the 

results. 

課程目標 

Course Objectives 

修習本課程後學生將習得： 

1.熟悉企業文化、相關術語及各項規定。 

2.增進對該企業之理解，提高工作意願。 

3.瞭解所實習之工作內容的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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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瞭解該企業工作的進行方式。 

5.建立職場倫理上應有的態度。 

Students who take this course would: 

1.Familiar with the corporate culture, terminology and requirements.  

2. Improve understanding of the enterprise, improve willingness to work.  

3. Understand the work content of the training process.  

4 Understand the business conduct of the work.  

5 Establish the right attitude in the workplace ethics. 

配對之能力指標 
Corresponding Skill Indicator / 

Standard 

1-4-1 能聽懂與周遭環境相關主題之內容重點。 

1-4-2 能擴展各類主題之知識，並運用中德互譯技巧。 

1-4-5 能提出有條理及合邏輯的問題，並尋求解答。 

1-4-6 能獨立進行資料搜集、分析及歸納並陳述個人意見。 

3-4-1 能認識台灣與歐盟經貿關係並應用所學專業語彙 

對應的產業別 

Corresponding to Industry 

1.觀光餐旅產業 

2.商務暨商務管理產業 

產業對應的知能 
Knowledge Corresponding to Industry 

1.外語聽說能力 

2.外語讀寫能力 

8.跨文化溝通的能力 

對應的升學領域 
Corresponding Grade Promotion Area 觀光與休閒管理 

翻譯 

各語言類 

MBA 

國際經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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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motion Territory 1.外語聽說的能力 

2.外語讀寫的能力 

6.對主修語言國家史地、政治、法律、經濟、社會現況的瞭解 

12.筆譯、口譯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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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藻外語文藻外語文藻外語文藻外語大大大大學新增課程申請表學新增課程申請表學新增課程申請表學新增課程申請表－－－－一般課程一般課程一般課程一般課程 
Wenzao Ursuline University of Languages New Course Application Form - General Course 

中文課程名稱 
Chinese Name of Course 

亞洲共同體與語言、文化、消費  

英文課程名稱 
English Name of Course 

Language, Culture and Consumption in an Asian Community 

學制 

School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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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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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r 

大學部 2-4 

五專部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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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語文系 

課程概要 

Course Content 

    本課程旨在增進學生對亞洲文化的深層理解。透過對亞洲國家的語言、

文化、消費三個面向的文化特色之分析，帶領學生認識亞洲共同體的概念以

及其建構的機制與可能性，並促進學生對身處的各種文化現象有更深層的思

考與批判。 

    本課程以講座的方式授課，每週邀請一位國內外知名學者專家，針對亞

洲的語言、文化、消費之議題進行演講與分析，以加強學生對亞洲文化的深

入理解。 

 

The aim of the course is to strengthen and deepen the students’ understanding 

about Asian culture. The course is designed to explore and analyze languages, 

cultural phenomena and consumption culture of Asian countries, through which 

we hope students can be led on to not only get more understanding on the 

concept of Asian Community and the possibility of its formation regimes, but 

also consider and criticize the various cultural phenomena in their lives. 

The course will be carried out by means of lecture circuit, in which one of the 

distinguished scholars domestically and abroad will be invited weekly to deliver 

the speech on various subjects concerned with the three perspectives above. 

課程目標 

Objectives 

修習本課程後學生得以具有下列能力： 

1.加強對亞洲國家的語言、文化現象及消費文化之普遍性理解及分析能力。 

2.增進對亞洲共同體概念的理解。 

3.增進獨立思考與批判性思考之能力。 

4.習得蒐集資料與統整之能力。 

 

After learning in the course, students will acquire the abilities  

1. to strengthen their common understanding and analysis capability about 

附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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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ian languages, cultural phenomena and consumption culture. 

2. to understand more about the concept of Asian Community. 

3. to think critically and independently. 

4. to collect and organize data and research materials. 

配對的能力指標 

Corresponding Skill 

Indicator / Standard 

1-2-4能表達意見與觀點 

6-4-1能評論想法或建議 

4-4-1能掌握國際發展趨勢 

7-3-1養成自我學習能力，實踐進階及終身學習 

6-3-1運用邏輯推理之思辨能力 

一般知能 

General Skills 

04 創新能力 

06 表達能力 

07 獨立思考的能力 

08 自學與進修的能力 

12 發掘與解決問題能力 

19 批判思考、邏輯推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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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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外實習(一) 
模組名稱 

Module Name 
 

英文課程名稱 
English Name of Course 

Overseas Internship I 

學制 

School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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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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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r 
4 

必修/選修 
Required or Elective Course 

▓必修 Required course ▓選修 Elective course 

學分/時數 

Credits/Hours 

  2 學分(每學期)/ 

Credits per semester/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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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為落實學生理論與實務之結合，提昇學習效果，以強化職場專業技能，

建立正確的工作態度，安排學生於學期中課餘時間或寒、暑假至海外相

關單位實習累計至少 72小時。 

2.課程內容分為熟悉公司內部的工作內容、個別進行工作、獨立完成所

交付之工作或任務。學生返校後需與輔導教師進行會談並繳交實習書面

報告，輔導教師也將進行企業訪視以瞭解學生實際的學習情況，並加以

評量實習成果。實習單位為與本校簽定實習合約之機構。 

1.This course provides students with 72-hour oversea internships during the 

semester, winter-term and summer-term in order to help them to combine 

theory and practice, enhance learning efficiency, strengthen working skills, 

and to cultivate proper attitude for work. 

2.The course content includes familiarizing students with the workplace, and 

enabling them to accomplish assignments independently. Upon returning to 

school, students are required to undergo an interview with his/her supervisor, 

and summit their internship report. The supervisor needs to visit the host 

company so as to understand student’s actual learning, and evaluate the 

internship achievement. The internship host company has to sign an 

internship contract with the university.  

附件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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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目標 

Course Objectives 

中文 Chinese： 

修習本課程後學生將習得： 

1.熟悉企業文化、相關術語及各項規定。 

2.增進對該企業之理解，提高工作意願。 

3.瞭解所實習之工作內容的流程。 

4.瞭解該企業工作的進行方式。 

5.增進國際觀。 

Students should be able to achieve the following objectives by the end 

of the course: 

1.to familiarize themselves with the corporate culture and related technical 

terms and rules. 

2.to increase understanding of the internship host company, and their 

willingness to work.  

3.to understand the company SOP during the internship. 

4.to understand the way how the host company operates.  

5.to enhance their international viewpoints. 

配對之能力指標 
Corresponding Skill Indicator / 

Standard 

1-4-4了解日語語言之特性，具備流暢之日語表達能力。 

5-4-1 具備符合職場需求之翻譯技巧與能力。 

6-4-1 具備資料搜尋與獨立分析之能力。 

6-4-2 具備資料統整與獨立撰寫報告之能力。 

對應的產業別 

Corresponding to Industry 
商務暨商務管理產業 

產業對應的知能 
Knowledge Corresponding to Industry 

1.行銷企畫與執行能力 

2.商務文書處理 

3.商業外語能力 

對應的升學領域 
Corresponding Grade Promotion Area 1.觀光與休閒管理 

2.各語言類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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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motion Territory 1.對主修語言國家史地、政治、法律、經濟、社會現況的瞭解 

2.筆譯，口譯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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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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外實習(二) 
模組名稱 

Module Name 
 

英文課程名稱 
English Name of Course 

Overseas Internship II 

學制 

School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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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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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r 
4 

必修/選修 
Required or Elective Course 

▓必修 Required course ▓選修 Elective course 

學分/時數 

Credits/Hours 

  3 學分(每學期)/ 

Credits per semester/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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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為落實學生理論與實務之結合，提昇學習效果，以強化職場專業技能，

建立正確的工作態度，安排學生於學期中課餘時間或寒、暑假至海外相

關單位實習累計至少 108小時。 

2.課程內容分為熟悉公司內部的工作內容、個別進行工作、獨立完成所

交付之工作或任務。學生返校後需與輔導教師進行會談並繳交實習書面

報告，輔導教師也將進行企業訪視以瞭解學生實際的學習情況，並加以

評量實習成果。實習單位為與本校簽定實習合約之機構。 

1.This course provides students with 108-hour oversea internships during the 

semester, winter-term and summer-term in order to help them to combine 

theory and practice, enhance learning efficiency, strengthen working skills, 

and to cultivate proper attitude for work. 

2.The course content includes familiarizing students with the workplace, and 

enabling them to accomplish assignments independently. Upon returning to 

school, students are required to undergo an interview with his/her supervisor, 

and summit their internship report. The supervisor needs to visit the host 

company so as to understand student’s actual learning, and evaluate the 

internship achievement. The internship host company has to sign an 

internship contract with the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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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目標 

Course Objectives 

修習本課程後學生將習得： 

1.熟悉企業文化、相關術語及各項規定。 

2.增進對該企業之理解，提高工作意願。 

3.瞭解所實習之工作內容的流程。 

4.瞭解該企業工作的進行方式。 

5.增進國際觀。 

Students should be able to achieve the following objectives by the end 

of the course: 

1.to familiarize themselves with the corporate culture and related technical 

terms and rules. 

2.to increase understanding of the internship host company, and their 

willingness to work.  

3.to understand the company SOP during the internship. 

4.to understand the way how the host company operates.  

5.to enhance their international viewpoints. 

配對之能力指標 
Corresponding Skill Indicator / 

Standard 

1-4-4了解日語語言之特性，具備流暢之日語表達能力。 

5-4-1 具備符合職場需求之翻譯技巧與能力。 

6-4-1 具備資料搜尋與獨立分析之能力。 

6-4-2 具備資料統整與獨立撰寫報告之能力。 

對應的產業別 

Corresponding to Industry 
商務暨商務管理產業 

產業對應的知能 
Knowledge Corresponding to Industry 

1.行銷企畫與執行能力 

2.商務文書處理 

3.商業外語能力 

對應的升學領域 
Corresponding Grade Promotion Area 1.觀光與休閒管理 

2.各語言類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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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motion Territory 1.對主修語言國家史地、政治、法律、經濟、社會現況的瞭解 

2.筆譯，口譯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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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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期校外實習（二） 
模組名稱 

Module Name 
 

英文課程名稱 
English Name of Course 

Semester-Based Off-Campus Internship II 

學制 

School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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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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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r 
4 

必修/選修 
Required or Elective Course 

▓必修 Required course ▓選修 Elective course 

學分/時數 

Credits/Hours 

14 學分(每學期)/ 

Credits per semester/ 

4.5 個月(每學期) 

Months per seme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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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落實學生理論與實務之結合，提昇學習效果，以強化職場專業技能，並促進

學校與企業間之產學合作，同時讓學生提早體驗職場，建立正確的工作態度，

進而培養學生成為具有專業技能及實務經驗之人才，以增加學生之就業機會。

課程內容分為熟悉公司內部的工作內容、個別進行工作、獨立完成所交付之工

作或任務。學生需返校與輔導教師進行會談，輔導教師也將進行企業訪視以瞭

解學生實際的學習情況，並加以評量實習成果。 

This course aims to help students combine theory and practice, enhance learning 

efficiency, strengthen professional working skills, and to promote collaboration 

between the academic and businesses. By providing students with early hands-on 

working experience, this course helps students  establish proper attitude for work, 

and to become experienced personnel with professional skills. The course content 

includes familiarizing students with the workplace, and enabling them to accomplish 

assignments independently. Upon returning to school, students are required to 

undergo an interview with his/her supervisor, and summit their internship report. The 

supervisor needs to visit the host company so as to understand student’s actual 

learning, and evaluate the internship achievement. 

課程目標 

Course Objectives 

修習本課程後學生將習得： 

1.熟悉企業文化、相關術語及各項規定。 

2.增進對該企業之理解，提高工作意願。 

3.瞭解所實習之工作內容的流程。 

4.瞭解該企業工作的進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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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ents should be able to achieve the following objectives by the end 

of the course: 

1.to familiarize themselves with the corporate culture and related technical terms and 

rules. 

2.to increase understanding of the internship host company, and their willingness to 

work. 

3.to understand the company SOP during the internship. 

4.to understand the way how the host company operates. 

5.to enhance their international viewpoints. 

配對之能力指標 
Corresponding Skill 

Indicator / Standard 

3-4-1 加強日本文化、思想精神之理解與分析能力。 

5-4-1 具備符合職場需求之翻譯技巧與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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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務暨商務管理產業 

翻譯產業 

產業對應的知能 
Knowledge Corresponding 

to Industry 

1.行銷企畫與執行能力 

2.商務文書處理 

3.商業外語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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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觀光與休閒管理 

2.各語言類翻譯 

對應升學領域的知能 
Knowledge of 

Corresponding Grade 

Promotion Territory 1.對主修語言國家史地、政治、法律、經濟、社會現況的瞭解 

2.筆譯，口譯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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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學年度第一學期輔系、雙主修之修習科目學分表 

系所 
輔系 

/雙主修 
申請條件 

申請條件 

(修訂後) 
應修學分數 

應修學分數(修訂後) 

必修科目 必修科目(修訂後) 選修科目 
選修科目 

(修訂後) 類別 科目 

學期
/學年 

學分數 

類別 科目 
學期/學年 

學分數 

德文系 

輔系 

(1)前一學年學業總平均成績達 70分以上。 

(2)通過面試。 

(1)前一學年學業總平均成績達 70分以上。 

(2)通過面試。 

24學分(必修
16學分，選修 8學分) 

同右 

PG1 

德文文法與閱讀 

學年 8 同右 

可任選德文系所開設之必、選修專業科目 

同右 

PG2 

德文文法與寫作 

學年 8 

雙主修 

(1)前一學年學業總平均成績達 75分以上。 

(2)通過面試。 

(1)前一學年學業總平均成績達 75分以上。 

(2)通過面試。 

44學分(必修
30學分，選修 14學分) 

44學分(必修 32學分，選修
12學分) 

PG1 

德文文法與閱讀 

學年 8 PG1 
德文文法與閱讀 

學年 8 可任選德文系所開設之三、四年級必、選修專業科目 

同右 

PG1 

德語發音與會話 

學年 6 PG1 
德語發音與會話 

學年 8 

PG2 

德文文法與寫作 

學年 8 PG2 
德文文法與寫作 

學年 8 

PG2 

德語會話與聽力 

學年 8 PG2 
德語會話與聽力 

學年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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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觀光與會展學士學位學程輔系暨雙主修規定修正對照表國際觀光與會展學士學位學程輔系暨雙主修規定修正對照表國際觀光與會展學士學位學程輔系暨雙主修規定修正對照表國際觀光與會展學士學位學程輔系暨雙主修規定修正對照表 
 系別 

輔系/ 雙主修 

申請條件 
應修 學分數 

必修科目(原本) 必修科目(修正) 選修科目 科目 

學期
/學年 

學分數 
備註 科目 

學期/學年 

學分數 

備註 

國際觀光與會展學士 學位學程 

輔系 

一、前一學年學業成績總平均為該班前十名。 二、前一學年沒有不及格科目。 

20 學分 （專業必修共
20 學分） 

休閒及觀光概論 學期 2 

輔系規定必修科目。如已修過上述課程，可修習其他必修科目替代。 

觀光概論 學期 2 輔系規定必修科目。如已修過上述課程，可修習其他必修科目替代。 可任 選國際觀 光與會展 學士學位 學程所開 設之專 業 必修、選修科目。 

觀光英文 學年 4 觀光英文 學期 2 國際會展概論 學年 4 
國際會展概論 

學期 2 遊程規劃與設計 學期 2 
遊程規劃與設計 

學期 2 會展專業司儀與主持演練 
學期 2 

會展英文與簡報 
學年 4 職場倫理 學期 2 職場倫理 學期 2 會展英文 學期 2 

會展規劃與管理 
學期 2 風險與危機管理 學期 2 

風險與危機管理 
學期 2 

   
觀光行政與法規 

學期 2 

雙主修 

一、前一學年學業成績總平均為該班前十名。 二、前一學年沒有不及格科目。 

40 學分 （專業必修共 

20 學分，專業選修中選 20 學分） 

休閒及觀光概論 學期 2 雙主修規定必修科目。如已修過上述課程，可修習其他必修科目替代。 

觀光概論 學期 2 雙主修規定必修科目。如已修過上述課程，可修習其他必修科目替代。 

觀光英文 學年 4 觀光英文 學期 2 國際會展概論 學年 4 
國際會展概論 

學期 2 遊程規劃與設計 學期 2 
遊程規劃與設計 

學期 2 會展專業司儀與主持演練 
學期 2 

會展英文與簡報 
學年 4 職場倫理 學期 2 職場倫理 學期 2 會展英文 學期 2 

會展規劃與管理 
學期 2 風險與危機管理 學期 2 

風險與危機管理 
學期 2 

   
觀光行政與法規 

學期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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