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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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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次課程委員會會議次課程委員會會議次課程委員會會議次課程委員會會議紀錄紀錄紀錄紀錄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3 年 5 月 30 日 

會議名稱：102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校課程委員會會議 

開會時間：中華民國 103 年 5 月 13 日（星期二）9:10-11:10 

開會地點：至善樓十二樓 Z1205 會議室 

主  席：陳教務長國泰 

出 席 者 

當然代表：學務處程學務長敬閏          研發處黃處長國良 

          總務處潘總務長存真          國際暨兩岸合作處林處長潔 

          進修部陳主任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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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主任代表：英語暨國際學院國際事務系陳主任玉珍 

          歐亞語文學院法國語文系陳主任郁君 

          文教創意產業學院傳播藝術系林主任悅棋 

          全人教育學院通識教育中心陳主任靜珮 

教師代表：英語暨國際學院國際企業管理系蔡正飛老師 

          歐亞語文學院日本語文系陳淑瑩老師 

 文教創意產業學院外語教學系陳佳吟老師 

          全人教育學院吳甦樂教育中心王志堅老師 

學生代表：XJ3A 蔡名揚、UC2B 朱亭儒、華研所二 A 周育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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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學習中心林主任遠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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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議議議 程程程程 

壹、主席報告 

貳、業務報告 

參、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請審議 103 學年度日四技新設課程。 

英語暨國際學院、歐亞

語文學院、文教創意產

業學院、全人教育學院 

P.3 

提案二 
提請審議各系 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相關課程進行

「專業服務學習」教學導向案。 

英語暨國際學院、文教

創意產業學院、全人教

育學院 

P.5 

提案三 
提請審議各系 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校外實習開課

審查案。 

英語暨國際學院、歐亞

語文學院 
P.6 

提案四 
提請審議 103 學年度日四技新設課程暨科目學分

表修訂案。 

歐亞語文學院、文教創

意產業學院 
P.7 

提案五 
提請審議 103 學年度日二技新設課程暨科目學分

表修訂案。 
歐亞語文學院 P.8 

提案六 
提請審議英國語文系「國際商業行銷學分學程」

申請案。 
英語暨國際學院 P.10 

提案七 
提請審議新設「契合式人才專班-『國際觀光與餐

旅學分學程』」案。 
歐亞語文學院 P.11 

提案八 提請審議新設「東南亞語言與產業學分學程」案。 歐亞語文學院 P.11 

提案九 

提請審議修訂 102 學年度五專菁英班「翻譯與國

際會展模組」第四學年及第五學年之「翻譯與國

際會展管理」、第六學年及第七學年之「翻譯與

國際會展實務」課程規劃案。 

英語暨國際學院 P.12 

提案十 
提請討論修訂五專菁英班 103 學年度入學新生之

「外語教學模組」課程(第 6~7 年)案。 
文教創意產業學院 P.12 

提案十一 

提請修訂本院數位系和傳藝系於五專部共同開

課的「雙外語跨領域國際專業人才培育專班」100

學年(含)之後適用科目學分表。 

文教創意產業學院 P.13 

提案十二 
提請審議多國語複譯研究所「103 學年度科目學

分表」修訂暨新課申請案。 
英語暨國際學院 P.13 

提案十三 

提請審議國際企業管理系「輔系科目學分表」、

「事業經營與商務管理模組科目學分表」、「國際

商務模組科目學分表」及「商管學程規劃書」修

訂案。 

英語暨國際學院 P.14 

提案十四 
提請審議傳播藝術系輔系雙主修科目學分表修

訂案。 
文教創意產業學院 P.16 

提案十五 
提請審議應用華語文系暨華語文教學研究所開

設「中文專班」事宜。 
文教創意產業學院 P.16 

提案十六 

提請審議「文藻外語大學國民小學教師師資職前

教育課程教育專業課程科目及學分」暨新設課程

案【103 學年起適用版】。 

文教創意產業學院 P.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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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十七 

提請審議吳甦樂教育中心開設日四技「全人發

展：大學入門(一)」、「全人發展：大學入門(二)」，

以及「全人發展 (二)」等三門課程予以實質學分

化，由現行 0 學分分別改為 1,1,2，共計 4 學分。 

全人教育學院 P.17 

提案十八 提請審議新增「服務領導學分學程」案。 全人教育學院 P.18 

提案十九 
提請審議歐亞語文學院新訂「院培育目標」及「對

應能力指標」。 
歐亞語文學院 P.19 

提案二十 
提請審議應用華語文系共同國文課程之能力指

標。 
文教創意產業學院 P.19 

提案二十一 
提請審議通識教育中心「教育目標、核心能力與

對應指標對照表」修正案。 
全人教育學院 P.19 

提案二十二 
提請審議 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六門遠距教學課程

開課案。 
課務組 P.20 

肆、臨時提案 

伍、散會 

壹壹壹壹、、、、主席報告主席報告主席報告主席報告 

一、本學期訂於 6 月 24 日加開第 3 次校課程委員會，因應中長程計畫，非外語系的系所，未

提實習必修化這部份，請提下一次課委會審議。 

貳貳貳貳、、、、業務報告業務報告業務報告業務報告 

一、前次會議請各教學單位繳交需要校稿的英文課程綱要，已回傳要校稿的有德文系、西文系、

日文系、應華系及吳甦樂教育中心，其餘的系所均表示自行處理，請大家將已備好的資料，

最遲於 7 月 15 日填入校務資訊系統內。 

參參參參、、、、提案提案提案提案討論討論討論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英語暨國際學院、歐亞語文學

院、文教創意產業學院、全人

教育學院 

案由：提請審議 103 學年度全校新設課程。 

說明： 

一、為管控品質並提供學生選課參考，提請審議 103 學年度各系新設課程綱要（課程名稱羅列

如下表）。 

二、新設課程綱要請參閱附件 1（略）。 

序號 所屬學院 開課單位 課程名稱 備註 

1 

英語暨國際學

院（pp.21-23） 
英文系 

觀光英文 
※英文系課程規劃小組會議

通過（103.04.16） 

※ 英 文 系 務 會 議 通 過

（103.04.21） 

※英語暨國際學院課程委員

2 高級英文閱讀(三) 

3 實用英文作文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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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所屬學院 開課單位 課程名稱 備註 

4 實用英文作文 (二) 
會通過（103.04.23）  

5 業界實習 

6 
國際事業暨文

化交流研究所 

雲端世代決策模擬 

(英文) 

※本系所 102(2)第 1 次系所

課 程 規 畫 小 組 會 議

（103.04.09） 

※本系所 102(2)第 3 次系所

務會議（103.04.16） 

※院課程委員會（103.04.23）

通過 

7 

歐亞語文學院

（pp.24-28） 

德文系 歐洲文化與社會導論 
※102-2 第 1 次系課程規劃
小組會議通過(103.02.19) 

※102-2 第 2 次系務會議通
過(103.03.12) 

※102-2 第 2 次院課程委員

會議通過(103.04.21) 

8 歐亞語文學院 歐亞大師系列講座 

9 

西文系 

海外實習(一) 
※102-2 第 2 次系課程規劃
小組會議通過(103.03.25) 

※102-2 第 2 次系務會議通
過(103.03.28) 

※102-2 第 2 次院課程委員

會議通過(103.04.21) 

10 海外實習(二) 

11 

文教創意產業

學院（pp.29-31） 

華語文教學研

究所 

東南亞華文教育專題研

究 

※應華系課程規劃小組會議

通過（103.04.17） 

※ 應 華 系 務 會 議 通 過

（103.04.24） 

※文教創意產業學院課程委

員會議通過（103.04.30） 

※文教創意產業學院務會議

通過（103.05.07） 

12 

應用華語文系 

編輯實務 

13 
社會創新與社會創業精

神 

14 

全人教育學院

（pp.32-41） 

通識教育中心 

生活中的物理 ※通識教育中心第三次中心

課程規劃小組會議通過

(103.4.14) 

※通識教育中心第三次中心

會議通過(103.4.16) 

※全人教育學院 102-2 第 2

次院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103.04.21) 

※全人教育學院 102-2 第 3

次 院 務 會 議 通 過

(103.4.23) 

15 能源科技 

16 現代科技與生活 

17 人際關係與溝通技巧 

18 世界歷史 

19 臺灣歷史與地理 

20 典範人物學習系列講座 

21 體育教學中心 台灣運動觀光發展策略 

※102-2 第 1 次課程規劃小

組會議(103.0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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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所屬學院 開課單位 課程名稱 備註 

22 運動賽事服務學習 

※102-2 第 2 次體育教學中

心會議(103.04.14)通過 

※全人教育學院 102-2 第 2

次 院 課 程 委 員 會 議

(103.04.21) 

※全人教育學院 102-2 第 3

次 院 務 會 議 通 過

(103.4.23)  

23 

吳甦樂教育中

心 

國際觀與全球關懷 

※102 學年第 2 學期第 3 次

中心課程規劃小組會議

(103.04.16) 

※102 學年第 2 學期第 4 次

中心會議通過(103.04.17) 

※全人教育學院 102-2 第 2

次 院 課 程 委 員 會 議

(103.04.21) 

※全人教育學院 102-2 第 3

次 院 務 會 議 通 過

(103.4.23)  

24 服務領導與靈性發展 

決議： 

一、英文系所提日五專「業界實習」，表格下方目標及大網等內容，融入課程概要及目標，並

補上英文概要及目標的內容。 

二、國交所所提「雲端世代決策模擬」，修改學分/時數及對應的升學領域。該門課程不認列為

遠距課程，僅為授課部份以遠距方式執行。 

三、歐亞語文學院所提「與大師有約」，修改中文課程名稱及時數。 

四、華研所所提「東南亞華文教育專題研究」，修改課程目標。 

五、應華系所提「社會創新與社會創業精神」，修改課程目標、「編輯實務」補上英文概要及目

標。 

六、通識教育中心所提「生活中的物理」，修改英文課程概要。「世界歷史」為進修部學位學程

之課程，改提進修部部務會議。 

七、體育教學中心所提課程補上英文概要及目標後通過。 

八、以上修正後通過，如附件 1（pp.21-41）。 

提案二 提案單位：英語暨國際學院、文教創意產業

學院、全人教育學院 

案由：提請審議各系 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相關課程進行「專業服務學習」教學導向案。 

說明：配合卓越計畫而提相關專業服務學習課程，相關資料如附件 2（略）。 

決議： 

一、傳藝系合作機構名稱、對象及服務時數。 

二、以上修改後通過，如附件 2（pp.42-55）。 

林主任遠航︰傳藝系所提「平面攝影實務」，其中各階段工作內容的服務時數，應改為每人至少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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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時（6週），合作機構的名稱及地點與對象不吻合，其餘所提專業服務學習課程無問題。 

教務長︰除了曾經提過專業服務學習課程的科目之外，未提本次校課委的系所，務必提下一次校課

委審議。 

提案三 提案單位：英語暨國際學院、歐亞語文學

院 

案由：提請審議各系 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校外實習開課審查案。 

說明： 

一、英文系「學期校外實習」、「學期海外實習」原開課學分為每學期9學分，為提高學生校外

實習之意願，並考量實習時數與校內上課時數之比例，建議提高為15學分且新增學年課程，

「學期海外實習」更改課名為「學期海(境)外實習」，新課申請如附件3-1（略）。 

二、另，英文系擬修訂103學年度日二技與日四技科目學分表之實習課程，為求課程之一致性，

建請回溯此實習課程至100學年度入學新生。前後課程對照表如下： 

學

制 
目前課程 擬修改課程 備註 

日

二

技 

1. 專業實習(4 學分、實習 320 小時) 

2. 海外實習(2 學分、實習 72 小時) 

3. 職場體驗實習(1 學分、實習 36 小時) 

4. 學期校外實習(9 學分、實習 4.5 個月) 

5. 學期海外實習(9 學分、實習 4.5 個月) 

1. 專業實習(4 學分、實習 320 小時) 

2. 海外實習(2 學分、實習 72 小時) 

3. 職場體驗實習(1 學分、實習 36 小  時) 

4. 學期校外實習學期校外實習學期校外實習學期校外實習(15學分學分學分學分、、、、實習實習實習實習 4.5個月個月個月個月) 

5. 學期海學期海學期海學期海(境境境境)外實習外實習外實習外實習(15學分學分學分學分、、、、實習實習實習實習 4.5個月個月個月個月) 

1.修改「學期校外實習」學分數。 

2. 修改「學期海外實習」名稱與學分數。 

3.回溯 102 入學學生適用。 

日

四

技 

1. 專業實習(4 學分、實習 320 小時) 

2. 海外實習(2 學分、實習 72 小時) 

3. 職場體驗實習(1 學分、實習 36 小時) 

4. 學期校外實習(9 學分、實習 4.5 個月) 

5. 學期海外實習(9 學分、實習 4.5 個月) 

 

1. 專業實習(4 學分、實習 320 小時) 

2. 海外實習(2 學分、實習 72 小時) 

3. 職場體驗實習(1 學分、實習 36 小時) 

4. 學期校外實習學期校外實習學期校外實習學期校外實習(15學分學分學分學分、、、、實習實習實習實習 4.5個月個月個月個月) 

5. 學年校外實習學年校外實習學年校外實習學年校外實習(30學分學分學分學分、、、、實習實習實習實習 9個月個月個月個月) 

6. 學期海學期海學期海學期海(境境境境)外實習外實習外實習外實習(15學分學分學分學分、、、、實習實習實習實習 4.5個月個月個月個月) 

7. 學年海學年海學年海學年海(境境境境)外實習外實習外實習外實習(30學分學分學分學分、、、、實習實習實習實習 9個月個月個月個月) 

1.修改「學期校外實習」學分數。 

2.新增「學年校外實習」。 

3.修改「學期海外實習」名稱與學分數。 

4. 新增「學年海(境)外實習」 

5.回溯100~102入學學生適用。 

三、本案經英文系課程規劃小組會議(103.04.16)、系務會議(103.04.21) 、院課程委員會

(103.04.23)審議通過。 

四、德文系、日文系「學期校外實習」原開課學分為每學期9學分，為提高學生校外實習之意

願，並考量實習時數與校內上課時數之比例，建議提高為14學分，新設課程綱要如附件3-2

（略），本案業經102-2第2次歐亞語文學院課程委員會議通過(103.04.21)。 

決議： 

一、德文系及日文系課程修改英文名稱。 

二、以上修改後通過，如附件 3（pp.56-62）。 

陳佳吟老師︰針對校外實習，是否有統一的英文名稱。 

教務長︰教務處將統一英文名稱後，請各院修正。 

◎會後統一「學期校外實習」課程的英文名稱為︰SEMESTER-BASED OFF-CAMPUS INTERN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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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四                                          提案單位：歐亞語文學院、文教創意產業學

院 

案由：提請審議 103 學年度日四技新設課程暨科目學分表修訂案。 

說明： 

德文系︰ 

一、原德國語文系於 4 月 21 日院課程委員會議提案，配合課程規劃及安排，將三年級下學

期的「畢業專題（一）」及四年級上學期的「畢業專題（二）」實施年級調整為四年級上、

下學期，而院課程委員會中決議無需另分(一)與(二)，新設課程綱要及修訂後科目學分

表如附件 4-1（略）。 

二、本案業經 102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3 次系務會議（103.04.09）及第 2 次院課程委員會議

（103.04.21）及第 2 次院務會議（103.04.25）及審議通過。 

三、本案擬於通過後，由 103（含）學年度入學學生始適用。 

傳藝系︰ 

一、因應改大後整體教學環境及需求，擬將本系原模組「數位媒體模組」更名為「數位媒體

與新聞傳播模組」並新增新聞傳播相關課程；原「文化創意產業模組」更名為「文化創

意產業與公關模組」，並增加公共關係相關課程。 

二、配合模組名稱之修訂修改修業規定第 3條，新課申請及修訂後科目學分表如附件 4-2

（略）。 

三、本案業經 103.04.18 傳藝系課程規劃小組會議、103.04.18 傳藝系務會議、103.04.30 文教

創意產業學院課程委員會議及 103.05.07 文教創意產業學院務會議審議通過。 

外教系︰ 

一、本系開設「文法與修辭」選修課程之目的為協助入學時未達語檢門檻的本系新生（特別

是未達 200 分）能補救其語言能力，以達到本系語言能力需求。 

二、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開設此課程時，修課人數超過 50 人上限，但第 2 學期再次開課時

卻未達開課人數，因部分學生認為其為選修課，畢業前達到語言門檻即可。 

三、為解決開課問題及實質補救語言能力未達門檻新生之語言能力，因此建議修改為該課程

之備註說明為「本系大一：入學之大學英檢測驗成績未達 260 分者，一年級建議選修文

法與修辭」。 

備註修改前 備註修改後 

※本系大一：入學之大學英檢測驗成績未達 200

分者，一年級須選修「文法與修辭」。 

※本系大一：入學之大學英檢測驗成績未達 260

分者，一年級建議選修「文法與修辭」。 

 

德文系及傳藝系新設課程列表如下表所示︰ 

序號 所屬學院 開課單位 課程名稱 備註 

1 
歐 亞 語 文 學 院

（p.62） 
德文系 畢業專題 

 

2 文教創意產業學

院（pp. 63-73） 
傳播藝術系 

傳播概論 
※傳藝系課程規劃小組

會議通過（103.04.18） 

※ 傳藝系務會議通過3 新聞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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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所屬學院 開課單位 課程名稱 備註 

4 採訪與寫作 
（103.04.18） 

※文教創意產業學院課

程 委 員 會 議 通 過

（103.04.30） 
5 網路多媒體新聞報導 

6 非線性剪輯 

7 新聞攝影 

8 國際新聞編採 

9 公共關係概論 

10 公關案例研討 

11 廣告案例研討 

12 社會創新與社會創業精神 

決議： 

一、建議修改傳藝系模組名稱為「文化創意產業與公共關係模組」。 

二、以上修改後通過，適用 103 學年度日四技入學新生，如附件 4（pp.62-73）。 

提案五                                          提案單位：歐亞語文學院 

案由：提請審議 103 學年度日二技新設課程暨科目學分表修訂案。 

說明： 

法文系︰ 

一、法國語文系為能強化學生多元學習的機會，並豐富二技之專業實務課程調整日二技科目學

分表，並業經 103.04.14 系課程規劃小組、103.04.17 系務會議及 103.4.21 院課程委員會及

103.04.25 院務會議通過。 

二、本案擬於通過後，由 103(含)學年度入學學生始適用。 

德文系︰ 

一、德國語文系針對 103 學年度新生重新規劃「系訂必修」及「系訂模組」之課程。 

二、本案業經 102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系課程規劃小組會議 (103.03.10)、第 2 次系務會議 

(103.03.12)及第 2 次院課程委員會議(103.04.21)及第 2 次院務會議(103.04.25)通過。 

三、本案擬於通過後，由 103(含)學年度入學學生始適用。 

西文系︰ 

一、西班牙語文系擬於 103 學年度修正二技必修科目學分表，維持原必修科目總學分 24 學分

不變，將必修科目數 5 科，調整為 6 科。 

二、本案業經 102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系課程規劃小組會議（103.03.25）、第 2 次系務會議

（103.03.28）及第 2 次院課程委員會議（103.04.21）審議及第 2 次院務會議（103.04.25）

通過。 

三、修正後科目學分表適用於 103 學年度起入學之二技新生。 

以上新設課程綱要暨修訂前後科目學分表如附件 5（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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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 

一、歐亞語文學院系訂選修課程修改模組名稱及科目學分表備註。 

二、以上修改後通過，適用 103 學年度日二技入學新生，如附件 5（pp.74-109）；已提教務會

議（103.5.27）審議。 

序號 所屬學院 開課單位 課程名稱 備註 

1 

歐亞語文學院 

法文系 

法國與國際關係 
※102-2 第 3 次系課程規劃

小組會議通(103.04.14) 

※102-2 第 6 次系務會議通

過(103.04.17) 

※102-2 第 2 次院課程委員

會議通過(103.04.21) 

※102-2 第 2 次院務會議通

過(103.04.25) 

2 法語系國家經濟發展 

3 法語系國家人文專題 

4 進階法文筆譯技巧運用 

5 法文筆譯技巧運用 

6 臺灣文化法語導覽 

7 畢業專題製作 

8 學期校外實習(一) 

9 學期校外實習(二) 

10 進階法文(一) 

11 當代法國專論 

12 進階法語聽講練習(二) 

13 中法口譯 

14 網路法文 

15 西洋藝術史 

16 法國文學評論(二) 

17 

德文系 

專業德文翻譯 
※102-2 第 1 次系課程規劃

小組會議通過

(103.02.19) 

※102-2 第 2 次系務會議通

過(103.03.12) 

18 
台灣文化與觀光德語導

覽 (一) 

19 
台灣文化與觀光德語導

覽 (二) 



10 

 

序號 所屬學院 開課單位 課程名稱 備註 

20 商務德文溝通(一) 
※102-2 第 2 次院課程委員

會議通過(103.04.21) 

21 商務德文溝通(二) 

22 德文逐步口譯 (一) 

23 德文逐步口譯 (二) 

24 應用科技德文(一) 

25 應用科技德文(二) 

26 德語教學入門 

27 德語教學實習 

28 畢業專題 

29 

西文系 

專業西班牙文翻譯 ※102-2 第 2 次系課程規劃
小 組 會 議 通 過
(103.03.25) 

※102-2 第 2 次系務會議通
過(103.03.28) 

※102-2 第 2 次院課程委員

會議通過(103.04.21) 

30 專業西班牙文閱讀 

31 專業西班牙文聽力訓練 

32 專業西班牙文句法分析 

33 專業西班牙文寫作 

34 專業西班牙語口語訓練 

教務長︰本次這個提案僅看到法文系、德文系及西文系修改主體的課程架構，英文系及日文系只有

加上實習課程的部份，為回應家長、學生及老師的需求，請院長了解未修改原因。若因主體課

程不改變，但改變教學方式，也是可以被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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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 由：提請審議英國語文系「國際商業行銷學分學程」申請案。 

說 明： 

一、英國語文系因執行「教育部補助科技大學及技術學院辦理產業學院計畫」，故規劃「國

際商業行銷學分學程」，俾利推動產業學院計畫各項業務與活動。 

二、國際企業管理系與英文系合辦之「產業學院」計畫擬開設「商業談判技巧」(3 學分)、「行

銷職能」(3 學分)、「跨文化管理」(3 學分)，共三個科目 9 學分之課程。學程規劃書及

新設課程綱要如附件 6（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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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案業經系課程規劃小組會議 (103.04.16)、系務會議(103.04.21) 、院課程委員會

(103.04.23)、院務會議(103.04.30) 審議通過。 

四、本案通過後適用於 103 學年度（含）起申請之學生。 

決議： 

一、修改規劃書抬頭、整合資源說明之適用學生對象及刪除第七點學程修習規定第二款、修改

學程架構格式。 

二、以上修改後通過，適用 103 學年度起申請學生，如附件 6（pp.110-113）；已提教務會議

（103.5.27）審議。 

提案七                                           提案單位：歐亞語文學院 

案 由：提請審議新設「契合式人才專班-『國際觀光與餐旅學分學程』」案。 

說 明： 

一、本院提出教育部「產業學院契合式人才培育專班計畫」之補助申請，其補助期程為兩學

年度，本院預計於 103-104 學年度開設「國際觀光與餐旅學分學程」，本學程以培養學

生跨領域第二專長為前提，課程具專業化及國際化為特色，提供校外實習課程並引導學

生畢業後順利就業。 

二、本案通過後自 103 學年度起開始適用。 

三、本案業經 103 年 4 月 21 日院課程委員會及 4 月 25 日院務會議審議通過。 

四、「國際觀光與餐旅學分學程」規劃書及新設課程綱要如附件 7（略）。 

決議： 

一、修改規劃書抬頭及刪除第八點學程修習規定第三款。 

二、以上修改後通過，適用 103 學年度起申請學生，如附件 7（pp.114-116）；已提教務會議

（103.5.27）審議。 

提案八 提案單位：歐亞語文學院 

案由：提請審議新設「東南亞語言與產業學分學程」案。 

說明： 

一、本院將於 103 學年度成立「東南亞語言教學中心」，而為能強化與東南亞相關企業產學合

作與實習，配合產業發展趨勢，特開設「東南亞語言與產業學分學程」使學生符合職場所

需並提升其國際就業力。 

二、本案通過後自 103 學年度起開始適用。 

三、本案業經 103 年 4 月 21 日院課程委員會及 4 月 25 日院務會議審議通過。 

四、「東南亞語言與產業學分學程」規劃書及新設課程綱要如附件 8（略）。 

決議： 

一、修改申請修讀資格為大二以上學生及刪除第八點學程修習規定第三款。 

二、以上修改後通過，適用 103 學年度起申請學生，如附件 8（pp.117-119）；已提教務會議

（103.5.27）審議。 

教務長：本次會議通過後，請課務組及各學院在網頁上加強宣導學分學程的招生及新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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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九 提案單位： 英語暨國際學院 

案由：提請審議修訂 102 學年度後入學之五專菁英班「翻譯與國際會展模組」第四學年及第五學年

之「翻譯與國際會展管理」、第六學年及第七學年之「翻譯與國際會展實務」課程規劃案。 

說明： 

一、 配合翻譯系科目學分表之課程名稱異動，擬將 102 學年度五專菁英班第四學年及第五學

年之「翻譯與國際會展管理」中之「筆譯技巧與口譯理論」課程名稱修改為「口譯理論

與實務」。 

二、 因應英文系專科部學生家長座談會之家長意見，並兼顧翻譯與國際會展課程之平衡發展，

擬修訂102學年度五專菁英班「翻譯與國際會展模組」第六學年及第七學年之「翻譯與國

際會展實務」課程。另第七學年下學期不排課，英文系將規劃為五專菁英班之實習課程。 

三、 修訂前之科目學分表如附件9-1（略）、修訂後之科目學分表如附件9-2（略），修訂前後之

課程規劃對照表如下： 

第第第第四四四四學年及第學年及第學年及第學年及第五五五五學年學年學年學年「「「「翻譯與國際會展管理翻譯與國際會展管理翻譯與國際會展管理翻譯與國際會展管理」」」」課程課程課程課程

規劃規劃規劃規劃(修正前修正前修正前修正前) 

第第第第四四四四學年及第學年及第學年及第學年及第五五五五學年學年學年學年「「「「翻譯與國際會展管理翻譯與國際會展管理翻譯與國際會展管理翻譯與國際會展管理」」」」課課課課

程規劃程規劃程規劃程規劃(修正後修正後修正後修正後) 

課程名稱 學分數 學期/學年 課程名稱 學分數 學期/學年 

筆譯技巧與口譯理論 3 學期 口譯理論與實務口譯理論與實務口譯理論與實務口譯理論與實務 3 學期 

第六學年及第七學年第六學年及第七學年第六學年及第七學年第六學年及第七學年「「「「翻譯與國際會展實務翻譯與國際會展實務翻譯與國際會展實務翻譯與國際會展實務」」」」課程課程課程課程

規劃規劃規劃規劃(修正前修正前修正前修正前) 

第六學年及第七學年第六學年及第七學年第六學年及第七學年第六學年及第七學年「「「「翻譯與國際會展實務翻譯與國際會展實務翻譯與國際會展實務翻譯與國際會展實務」」」」課課課課

程規劃程規劃程規劃程規劃(修正後修正後修正後修正後) 

課程名稱 學分數 學期/學年 課程名稱 學分數 學期/學年 

國際會議與獎勵旅遊專案

企劃 
3 學期 

國際會議獎勵旅遊專國際會議獎勵旅遊專國際會議獎勵旅遊專國際會議獎勵旅遊專

案企劃案企劃案企劃案企劃 
3 學期 

專業司儀與會議主持演練 3 學期 
專業司儀會議主持演專業司儀會議主持演專業司儀會議主持演專業司儀會議主持演

練練練練 
3 學期 

國際會議與英文簡報 3 學期 國際會議英文簡報國際會議英文簡報國際會議英文簡報國際會議英文簡報 3 學期 

國際標案撰寫 3 學期 進階筆譯技巧運用進階筆譯技巧運用進階筆譯技巧運用進階筆譯技巧運用 2 學期 

國際會展實習 2 學期 逐步口譯逐步口譯逐步口譯逐步口譯 2 學期 

   進階逐步口譯進階逐步口譯進階逐步口譯進階逐步口譯 2 學期 

四、 本案通過後，除適用於102學年度入學新生，亦希望能回溯99~101學年度入學新生。 

五、 本案業經本系所課程規劃小組會議(103.04.17)、系所務會議(103.04.17) 、院課程委員會

(103.04.23) 、院務會議(103.04.30)審議通過。 

決議：照案通過，適用 103 學年度起入學日五專菁英班新生，惟第 4-5 年課程回溯 100~102 學年度

入學學生，6-7 年課程回溯 99~102 學年度入學學生，如附件 9（pp.120-121）；已提教務會議

（103.5.27）審議。 

提案十 提案單位：文教創意學院 

案  由：提請討論修訂五專菁英班 103 學年度入學新生之「外語教學模組」課程(第 6~7 年)案。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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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配合日五專菁英班科目學分表規劃，模組課程修習 20 學分即可獲其資格。然，本系於

99~102 入學新生規劃表裡(第 6～7 年)安排 42 學分。 

二、為避免每年開課過多，故提請調整為 20 學分左右，修改後之科目學分表如附件 10（略）。 

三、本案通過後，適用於五專菁英班「外語教學模組」103 學年度入學新生，亦回溯 99 學

年度、100 學年度、101 學年度、102 學年度入學生。 

四、本案業經 103.04.28 外教系所課程規劃小組會議及系所務會議、103.04.30 文教創意產業

學院課程委員會議及 103.05.07 文教創意產業學院務會議審議通過。    

決議：照案通過，適用 103 學年度起入學日五專菁英班學生，亦回溯 99~102 學年度入學學生；已

提教務會議（103.5.27）審議。 

提案十一  提案單位：文教創意產業學院 

案  由：提請修訂本院數位系和傳藝系於五專部共同開課的「雙外語跨領域國際專業人才培育專班」

100 學年(含)之後適用科目學分表。 

說  明： 

一、應課程銜接性，提請修改模組課程科目學分表，修改對照請見下表，修改後之科目學分

表如附件 11（略）。 

二、本案通過後，適用於五專部「雙外語跨領域國際專業人才培育專班」103 學年度入學新

生，亦回溯 100 學年度、101 學年度、102 學年度入學生。 

三、本案業經 103.04. 18 數位系課程規劃小組會議及系務會議、103.04.30 文教創意產業學

院課程委員會議及 103.05.07 文教創意產業學院務會議審議通過。 

 
決議：照案通過，適用 103 學年度起日五專菁英班入學新生，亦回溯 100~102 學年度入學學生；

已提教務會議（103.5.27）審議。 

提案十二 提案單位：英語暨國際學院 

案  由：提請審議多國語複譯研究所「103 學年度科目學分表」修訂暨新課申請案。 

說  明： 

一、配合 103 學年度多國語複譯研究所招生組別由法、德、西、日四組修改為英、法、德、

西、日五組，擬修訂多國語複譯研究所科目學分表。 

開課單位 科目名稱 模組 必/選 學分 時數 學期 備註 開課單位 科目名稱 模組 必/選 學分 時數 學期 備註 更改部份數位系 2D動畫設計 數位媒體製作 選 3 3 四下 數位系 2D動畫設計 數位媒體製作 選 3 3 五上 更改開課學期數位系 數位學習理論 數位傳播-文化創意產業 選 2 2 六上 數位系 數位學習理論 數位傳播-文化創意產業 選 2 2 六上 全英語授課 更改為全英語授課數位系 數位教材製作 數位傳播-文化創意產業 選 3 3 六上 數位系 數位教材製作 數位傳播-文化創意產業 選 3 3 七上 更改開課學期數位系 數位教學設計 數位傳播-文化創意產業 選 2 2 六下 數位系 數位教學設計 數位傳播-文化創意產業 選 2 2 六下 全英語授課 更改為全英語授課

100學年(含)之後入學適用原始版本 100學年(含)之後入學適用修改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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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02 學年度現行之「多國語複譯研究所科目學分表」如附件 12-1（略）。 

三、第一次修訂版本提送本校本學期第一次校課程委員會議討論後，依會議決議再做修改，

第二次修訂版本及新設課程綱要如附件 12-2（略）。 

四、本案業經本系所課程規劃小組會議(103.04.17)、系所務會議(103.04.17) 、院課程委員會

(103.04.23)、院務會議(103.04.30)審議通過。 

序號 所屬學院 開課單位 課程名稱 備註 

1 

英語暨國際學

院 
多國語複譯所 

一般筆譯(外語譯中) 
※翻譯系暨多國語複譯所課

程 規 劃 小 組 會 議 通過

（103.04.17） 

※翻譯系暨多國語複譯所所

務會議（103.04.17）  

※英語暨國際學院課程委員

會通過（103.04.23） 

2 一般筆譯(中譯外語) 

3 逐步口譯(中譯外語) 

4 專業筆譯(外語譯中) 

5 專業筆譯(中譯外語) 

6 專業逐步口譯(外語譯中) 

7 專業逐步口譯(中譯外語) 

8 法政筆譯(中外互譯) 

9 同步口譯(英譯中) 

10 同步口譯(中譯英) 

11 視譯(中外互譯) 

12 科技筆譯(中外互譯) 

13 影視翻譯(中外互譯) 

14 第二外語 

決議：照案通過，如附件 10（pp.122-136）。適用 103 學年度起多國語複譯所入學新生。 

提案十三 提案單位：英語暨國際學院 

案  由：提請審議國際企業管理系「輔系科目學分表」、「事業經營與商務管理模組科目學分表」、「國

際商務模組科目學分表」及「商管學程規劃書」修訂案。 

說  明： 

一、為提升開課效率，擬整合本系之「輔系」、「事業經營與商務管理模組」(二技)、「國際

商務模組」(四技跨領域模組)及「商管學程」之課程，修正之科目學分表如下表，新設

課程綱要如附件 13-1（略）。 

二、「商管學程」規劃書如附件 13-2（略）。 

二、本案業經本系所 102(2)第 1 次系所課程規畫小組會議(103.04.09)、本系所 102(2)第 3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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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務會議(103.04.16) 、院課程委員會(103.04.23) 、院務會議(103.04.30)審議通過。 

三、103 學年度新生入學適用。 

決議：照案通過，如附件 11（pp.137-143）適用 103 學年度起入學日二技、日四技新生及輔系雙主

修學程學生。 

 

輔系修改後之科目學分表︰ 系所 

輔系 

/雙主修 

申請條件 應修學分數 

必修科目 選修科目 類別 科目 學期/學年 學分數 備註 

國際企業管理系 

輔系 

(1)前一學年學業總平均成績達 80 以上。 (2)前一學期沒有不及格科目。
(3)前一學期操行成績 80 分以上。  

24 學分 (系定必修
18 學分，系定選修
6 學分 )  

 現代管理學  上學期  3   系訂選修 6 學分  

 
會 計 與 財 務 報 表分析  

下學期  3   

 
經 濟 學 理 論 與 應用  

上學期  3   

 
中 小 企 業 財 務 管理  

上學期  3   

 行銷管理與應用  下學期  3   

 人力資源管理  下學期  3   

 

事業經營與商務管理模組科目學分表 事業經營與商務管理模組學分表 

(Business operation & Business management model program)(草案) 

103 學年度入學適用 科目類別
 

科目名稱 

授課學分數 / 授課時數 總學分數

 

總授課時數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上 下 上 下 學分數

 

授課時數

 

學分數

 

授課時數

 

學分數

 

授課時數

 

學分數

 

授課時數

 事業經營與商務管理模組課程
 

必選修
 

現代管理學 3 3 3 3             會計與財務報表分析 3 3     3 3         經濟學理論與應用 3 3 3 3             中小企業財務管理 3 3         3 3     行銷管理與應用 3 3     3 3         企業個案研究 3 3             3 3 人力資源管理 3 3             3 3 合計 21 21 6 6 6 6 3 3 6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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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商務模組科目學分表︰ 

日四技 103學年度 

入學新生科目學分表(草案) 

103學年度入學適用 

科
目

類
別

 

科目名稱 

授課時數 

備

註

總
學

分
數

 

總
授

課
時

數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第四學年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學
分

數
 

授
課

時
數

 

學
分

數
 

授
課

時
數

 

學
分

數
 

授
課

時
數

 

學
分

數
 

授
課

時
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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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跨

領

域

專

業

學

程

國

際

商

務

商務外文(一) 2 2         2 2        
商務外文(二) 2 2           2 2      
現代管理學 3 3         3 3        

會計與財務報表分析 3 3           3 3      

經濟學理論與應用 3 3         3 3        

中小企業財務管理 3 3             3 3    

行銷管理與應用 3 3           3 3      

人力資源管理 3 3               3 3  

合                 

計 
22 22         8 8 8 8 3 3 3 3 

 

提案十四 提案單位：文教創意產業學院 

案  由：提請審議傳播藝術系輔系雙主修科目學分表修訂案。 

說  明： 

一、配合傳播藝術系 103 入學科目學分表之修訂，擬修訂輔系雙主修必修「傳播概論」由原

3 學分改為 2 學分，輔系總應修學分數調降為 23 學分(其中系訂必修 14 學分)，雙主修

總應修學分數調降為 40 學分(其中系訂必修 20 學分)，並自 103 學年第一學期申請學生

適用。修訂後之科目學分表詳附件 14（略）。 

二、本案業經 103.04.18 傳藝系課程規劃小組會議、103.04.18 傳藝系務會議、103.04.30 文教

創意產業學院課程委員會議及 103.05.07 文教創意產業學院務會議審議通過。 

決議：照案通過，如附件 12（p.144），適用 103 學年第一學期起申請之學生。 

提案十五 提案單位：文教創意產業學院 

案  由：提請審議應用華語文系暨華語文教學研究所開設「中文專班」事宜。 

說  明： 

一、為增強本校外籍生中文能力，學校指示應華系開設基礎中文相關課程，並視程度取代部

份原共同必修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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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應華系依華測會華語測驗能力等級分級，目前先設「入門級-中文專班(一)」1 班、「基

礎級-中文專班(二)、(三)」2 班、「進階級-中文專班(四)、(五)」2 班。 

三、本案業經 103.04.17 應華系課程規劃小組會議、103.04.24 應華系務會議、103.04.30 文教

創意產業學院課程委員會議及 103.05.07 文教創意產業學院務會議審議通過。 

四、新設課程綱要如附件 15（略）。 

決議：修改英文課程名稱及補上英文概要及目標後通過，如附件 13（pp.145-149）。 

提案十六 提案單位：文教創意產業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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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課程案【103 學年起適用版】。 

說  明： 

一、依據教育部 102 年 6 月 17 日臺教師(二)字第 1020077866B號函發布「師資職前教育課

程教育專業課程科目及學分對照表實施要點」訂定，本要點自 103 年 8 月 1 日起修習師

資職前教育課程之師資生適用。 

二、教學基本學科課程新增「寫作」及「健康教育」，選修課程新增「教育議題專題」(必選

修)、「適性教學」課程及「補救教學」課程。 

三、教育方法課程修改為至少修習 5 科 10 學分。 

四、「國音及說話」及「普通數學」列為必選課程。 

五、本表適用於 103 學年度起修習教育學程學生適用，102 學年度（含）以前得適用之。 

六、本案業經 103.04.22 師培中心課程規劃小組會議及中心會議、103.04.30 文教創意產業學

院課程委員會議及 103.05.07 文教創意產業學院務會議審議通過。 

七、修訂後之科目學分表及新設課程綱要如附件 16（略）。 

決議：照案通過，如附件 14（pp.150-155）。 

提案十七 提案單位：全人教育學院 

案  由：提請審議吳甦樂教育中心開設日四技「全人發展：大學入門(一)」、「全人發展：大學入

門(二)」，以及「全人發展 (二)」等三門課程予以實質學分化，由現行 0 學分分別改為 1,1,2，

共計 4 學分。 

說  明： 

一、日四技「全人發展：大學入門(一)」、「全人發展：大學入門(二)」，以及「全人發展 (二)」

等三門課程目前為校訂必修，每週授課時數分別為 1,1,2 小時，但三門課程皆為 0 學分。 

二、為肯定前述三門課程對學生學習之重要性，亦為鼓勵學生在此課程中努力認真學習之成

果，實有必要給予學分數之採計。 

三、本案經 102-2 第 2 次中心會議(103.3.4)提案討論通過，並經 102-2 第 2 次院課程委員會

議(103.4.21)及 102-2 第 3 次院務會議(103.4.23)複審通過，提送校課程委員會議及教務

會議審議。 

四、適用 103 學年度入學新生。 

決議：照案通過，暫同意回溯至 102 學年度入學新生，待釐清系統部份可否解決後實施；已提教務

會議（103.5.27）審議。 



18 

 

教務長：這個案子通過後，日四技 12 系的畢業總學分數為增加 4 學分，但目前大學的課程趨勢，

都朝向兩方向，一為減少畢業總學分數，二為減少必修學分數，我們反而反方面進行，所以這

部份，我們必須多做說明。其實這部份我們可以導向正面的說明，在實質層面學生課程上並無

改變，為了使學生未來職場上更具競爭力，才有此改變。 

林主任悅棋：請問此案通過後的科目學分表，是否還必須通過系（院）務會議？ 

教務長：由於此課程的開課權在吳甦樂教育中心，已通過全人教育學院的院務會議，且經過校課程

委員會審議，因此修訂後的科目學分表不須再經各系的課程規劃小組及系務會議。 

歐亞語文學院張院長守慧：教務長可否說明此改變的因應說法？ 

教務長：以目前歐亞語文學院畢業總學分為 145來說，加上這 4個學分，總體學分數會上升至 149

個學分，比起其他系所 128個學分，多出 21個學分。所以我們的說法為，我們要送給學生 1

個跨領域學分學程證書。謝謝各位在歐亞語文學院協助規劃了六大跨領域模組課程，今為了讓

學生修畢 20 學分後即可領取一學分學程證書，請各位協助將此六大跨領域模組課程，分別為

國際商務、國際事務、數位傳播、華語文教學、翻譯與國際會展及外語文化觀光導覽，轉成學

分學程！ 

學生代表：如果把全人發展的學分數實質化後，每學期可選修的學分數是否就會變少？因為大學部

每學期至多 25 學分，超過 25 學分就會超修，必須繳交學分費。 

教務長：同學提出這問題相當關鍵，因為每學期會多出 1-2 學分，依目前規定大學部修習學分數上

限為 25 學分，超過必須另繳學分費。關於這部份，我們下次會提一個案子，修改超修的門檻，

假設設定學期成績達 85 分以上，學分數超過 25 學分者，不必繳交費用，讓同學覺得超修是一

種榮譽的感覺。 

學生代表：這包含輔系雙主修的學生嗎？ 

教務長：全校同學一體適用。 

註冊組黃組長芬蘭：關於學分數回溯至 102 學年度的問題，因為 102 學期第 1 學期的成績已結算，

若因此重新計算成績，恐怕會有困難且平均成績將會有異動。 

教務長：請教務處註冊組試跑程式，針對 102 學年度入學生的全人發展課程，僅列出學分數，但不

平均成績，並在成績單上標註說明。 

提案十八 提案單位：全人教育學院 

案  由：提請審議新增「服務領導學分學程」案。 

說  明： 

一、為培養學生「尊重生命」、「愛人如己」的生命態度；進而運用其語言專業能力參與國際

志工的服務學習與活動；同時透過參與社團及課外活動的經驗，賦予學生主動服務他人

之使命、培養領導團體之能力，實踐「領導就是服務（to lead is to serve）的真諦」，由

全人教育學院、學生事務處及國際暨兩岸合作處共同規畫辦理「服務領導學分學程」。 

二、檢附學程實施要點草案如附件 17（略）。 

三、本案經 102-2 第 2 次院課程委員會議(103.04.21)及 102-2 第 3 次院務會議(103.4.23)討論

通過，提送校課程委員會議及教務會議審議。 

四、適用 103 學年度入學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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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修改申請修讀資格後通過及刪除第八點學程修習規定第三款，如附件 15（pp.156-158）；已

提教務會議（103.5.27）審議。 

提案十九 提案單位：歐亞語文學院 

案  由：提請審議歐亞語文學院新訂「院培育目標」及「對應能力指標」。 

說  明： 

一、本院擬以「歐亞語文學院」為開課單位，將開設學分學程及院共同課程，故擬訂本院之

「培育目標」及「對應能力指標」，相關資料如附件 18（略）。 

二、案業經 103 年 4 月 21 日院課程委員會及 4 月 25 日院務會議審議通過。 

決議：照案通過，如附件 16（pp.159-160），已提教務會議（103.5.27）審議。 

提案二十 提案單位：文教創意產業學院 

案  由：提請審議應用華語文系共同國文課程之能力指標。 

說  明： 

一、應華系需訂定共同國文課程之能力指標，並應依學制之不同分開設立。 

二、目前應華系在五專部共開設 6 門、四技共開設 4 門、二技共開設 1 門共同國文課。 

三、應用華語文系建議訂定如附件 19（略）。 

四、本案業經 103.04.17 應華系課程規劃小組會議、103.04.24 應華系務會議、103.04.30 文教

創意產業學院課程委員會議及 103.05.07 文教創意產業學院務會議審議通過。 

決議：更新此提案附件後，重提下一次校課委會。 

提案二十一 提案單位：全人教育學院 

案  由：提請審議通識教育中心「教育目標、核心能力與對應指標對照表」修正案。 

說  明： 

一、通識教育中心原訂開設通識及體育選項課程「各學制之培育能力指標對照表」修訂前版

本如附件 20-1（略）。 

二、自 2013 年 8 月改名大學以來，通識教育中心重新檢視前述課程與學生培育目標、能力

指標之適切性。 

三、經 102 學年第 2 學期第 3 次中心課程規劃小組會議(103.04.14)提案討論修正新訂之原則

與進行方式，及於 102 學年第 2 學期第三次中心會議(103.04.16)之討論與修正，修訂後

之版本如附件 20-2（略）。 

四、本案經 102-2 第 2 次院課程委員會議(103.4.21)及 102-2 第 3 次院務會議(103.4.23)複審通

過，提送校課程委員會議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如附件 17（p.161），已提教務會議（103.5.27）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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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二十二 提案單位：課務組 

案  由：提請審議 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六門遠距教學課程開課案。 

說  明： 

一、 六門課程如下： 

課程名稱 開設學年學期 開課單位 開課教師 

中國藝術專題與賞析 95 學年度第 1 學期起 應用華語文系 林翠雲 

西洋五十幅名畫與十五位

畫家 
96 學年度第 1 學期起 應用華語文系 林翠雲 

古典音樂入門 99 學年度第 1 學期起 通識教育中心 宮芳辰 

韓文(一) 100 學年度第 1 學期起 日本語文系 鄭恩英 

商業法文與書信 101 學年度第 1 學期起 法國語文系 盧安琪 

浪漫的時代與音樂 102 學年度第 2 學期起 通識教育中心 宮芳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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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以來，每學期教學意見調查評量平均皆達 3.5 以上（其中「浪漫的時代與音樂」於

本學期初次開課，尚未有學期教學意見調查評量，待期末課程評量完成後，若符合此項

規範，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將予以開課），本次開課可免經系所（中心）及「遠距教學

推動委員會」審查，依程序提請「校課程委員會」及「教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即可開

課。 

決議：照案通過，已提教務會議（103.5.27）審議。 

  



21 

 

英文系-1 中文課程名稱 

Chinese Name of Course 
觀光英文 模組名稱 Module Name 商業實務模組 英文課程名稱 

English Name of Course 
Tourism English 學制 School System 
【【【【Day School】】】】 ■日五專 5-Year Junior College 

 年級 Year 四年級 必修/選修 

Required or Elective Course 
■選修 Elective course 學分/時數 

Credits/Hours 
3 學分(每學期)/3 小時(每週) 學期/學年 

Course Type 
■學年 Year-long course 開課單位 

Dept. of Offering Courses 
英文系 

英文系-2 中 文 課 程 名 稱 高級英文閱讀(三) 模  組  名  稱  無 英 文 課 程 名 稱 Advanced Reading III  學 制 ■日五專(菁英班) 年 級 5 年級上學期 必 修 / 選 修 ■必修 學 分 / 時 數 2 學分 / 2 小時（每學期） 學 期 / 學 年  ■學期 開 課 單 位 英國語文系 

課程概要 

Course Content 

課程目標 

Objectives 

配對之 能力指標 

Correspond

ing Skill 

Indicator / 

Standard 

對應的 產業別 
Correspo

nding to 

Industry 產業對應的知能 
Knowledge 

Correspond

ing to 

Industry 對應的 升學領域 
Correspond

ing Grade 

Promotion 

Area 對應升學 領域的知能 
Knowledge of 

Corresponding 

Grade 

Promotion 

Territory 本課程適用於有志於觀光事業的同學。經由教材中各項閱讀、聽力及會話練習，介紹觀光事業常用英文及技能。學生並經由各項活動及相關情況演練、角色扮演等所產生的成果，習得各類實用技能與觀光英文能力。 
This course is designed for students 

who are interested in the hospitality 

industry.  Languages and skills are 

introduced through a range of reading, 

listening and speaking tasks from the 

teaching resources.  These lead to a 

variety of practical output tasks which 

enable students to develop these 

professional skills and acquire tourism 

English ability through activities and 

situations related with their work. 

修習完此課程後，學生能夠： 

1.逐步了解觀光事業。 

2.熟識觀光事業用語。 

3.認識不同英語腔調。 

4.認識英語系國家人民的生活與文化。 

5.學習旅遊行程規劃安排與實務。 

By the end of the course, students will 

be able to: 

1. Develop a basic understanding of 

hospitality industry. 

2. Understand professional English 

terms for the hotel and tourism. 

3. Understand English with different 

accents. 

4. Understand life and cultures of the 

native English speakers.  

5. Learn to how plan a tour. 

5-4-1 廣泛學 習 不 同領域，含商業、觀光、翻譯、教學及 新 聞 之專 業 英文，培養思辨能力。 

6-4-1 認識職場倫理，培育就業實力。 

A-g 商管產業 

A-g-4 英語聽說能力 

 

A-g-5 國際禮儀知識 

 

A-g-6 行銷企畫與執行能力 

B-2 觀光與休閒管理 

 

B-4 餐飲與旅運管理 

C-1 外語聽說的能力 

 

C-19 觀光餐旅產業之管理認知 

課程概要 課程目標 
配對之 能力指標 

對應的 產業別 產業對應的知能 對應的 升學領域 對應升學 領域的知能 這門課挑選激發思考的短篇論文供學生閱讀和討論，旨在教導學生透過分析修辭與論證方式，一方面欣賞，另一方面以批判角度評估作者的文章意見。同時，學生也會學到如何批判性思考、表達意見、以及邏輯性呈現論點。藉由課堂互動和參與，學生們可以培養出面對現代議題發展的知識和分析能力。 
This course aims to teach students to appreciate 

and  critically assess ideas presented and 

promoted by essayists by analyzing the rhetoric 

and argumentative method employed in their 

essays. In addition, students will learn to think 

critically about making a claim and logical 

presentation of ideas. Through reading and 

discussing the selected thought-provoking 

essays, students will develop knowledge and 

improve their ability to critically assess other 

people’s analyses of various current issues. 

修習完此課程後，學生能夠： 

1. 對於文章中的想法及觀點進行批判性的分析。 
2. 評估文章中的立論是否健全完整。 
3. 發展出提供深刻見解的討論能力。 
4. 以富有邏輯和說服力的方式呈現自身想法。 
By the end of the course, 

students will be able to 

1. think critically about ideas 

and claims made by others. 

2. analyze and assess the 

soundness of an argument. 

3. develop the ability to discuss 

various issues in depth. 

4. present their own ideas in a 

logical, convincing, and forceful 

way. 

1-5-1 閱讀學術及實用英文，增進人文學科之研習興趣。 
1-5-2 精進對經典文選之閱讀技巧，訓練批判能力。 

4-5-1 提昇獨立思考及綜合分析能力。 

A-c 語言教學產業 

 

A-f 文化創意產業 

 

A-g 商管產業 

A-c-1 英語讀寫能力 

 

A-f-10英美傳統文化與文學認知 

 

A-g-1 英語讀寫能力 

B-1 語言教學 

 

B-25 文學研究 

C-2 外語讀寫的能力 

 

C-18 語言教學相關知能 

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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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文系-3 中 文 課 程 名 稱 實用英文作文 (一) 模  組  名  稱  無 英 文 課 程 名 稱 Practical English Writing I  學 制 ■日五專(菁英班) 年 級 5 年級上學期 必 修 / 選 修 ■必修 學 分 / 時 數 2 學分 / 2 小時（每學期） 學 期 / 學 年  ■學期 開 課 單 位 英國語文系 

 

英文系-4 中 文 課 程 名 稱 實用英文作文 (二) 模  組  名  稱  無 英 文 課 程 名 稱 Practical English Writing II  學 制 ■日五專(菁英班) 年 級 5 年級下學期 必 修 / 選 修 ■必修 學 分 / 時 數 2 學分 / 2 小時（每學期） 學 期 / 學 年  ■學期 開 課 單 位 英國語文系 

課程概要 課程目標 
配對之 能力指標 

對應的 產業別 產業對應的知能 對應的 升學領域 對應升學 領域的知能 在本課程中，學生將根據求職需求以及申請入學此兩大目的，練習相關文件的寫作。包含如何撰寫履歷、自傳以及相關申請文件。在學期末，學生會根據撰寫好的求學或是求職文件來進行情境模擬面試。 

Students will practice a variety 

of writing styles for both 

academic and working purposes. 

They will learn to write a 

resume with cover letter, other 

documents often required for job 

applications, and other related 

essays, such as an 

autobiography. In the last part of 

the semester, students will have 

opportunity to participate in 

simulation interviews based on 

the essays they complete in this 

semester.  

修習完此課程後，學生能夠： 

1. 熟悉學術以及職場履歷和相關文件的內容以及格式。 

2. 學習學術以及職場履歷和相關文件的撰寫方式。 

3. 熟悉學術以及職場履歷和相關文件的寫作語言以及修辭策略。 

4. 在模擬面試中體驗學術或職場履歷和相關文件的運用。 

By the end of the course, students will 

be able to 

1. become familiar with the content 

and format of a resume and 

related documents for work and 

academic purposes. 

2. write the above-mentioned 

documents. 

3. become familiar  with the language 

and rhetorical strategies of these 

documents. 

4. know how to practically use these 

documents in simulated interviews. 

1-5-3 訓練升學及求職所需之應用文寫作。 

 

4-5-1 提昇獨立思考及綜合分析能力。 

 

A-c 語言教學產業 

 

A-f 文化創意產業 

 

A-g商管產業 

A-c-1 英語讀寫能力 

 

A-f-1 文字編輯能力 

 

A-f-11 語文研究方法認知 

 

B-1 語言教學 

 

B-10 文化研究 

 

 

C-4組織能力 

 

C-23 研究能力 

課程概要 課程目標 
配對之 能力指標 

對應的 產業別 產業對應的知能 對應的 升學領域 對應升學領域的知能 本課程教導學生撰寫研究論文的技巧，其中包括確定研究主題、了解研究方法、文章架構發展、論文撰寫格式、資料引證與參考和書目編排等。透過嚴謹的師生討論‚訓練並強化學生寫作、研究及文字組織能力。 
This undergraduate course provides a 

comprehensive introduction to 

research proposal writing, research 

methodologies, and foundational 

research theories and protocols. 

Students in this course learn about 

the cyclical nature of applied 

research and the iterative process of 

research writing. The course teaches 

students how to write a proposal, 

engage in independent studies, and 

work collaboratively in a 

mentor/mentee relationship with the 

instructor. 

修習完此課程後，學生能夠： 

1. 充實本職學能、培養研究興趣、獨立完成 10-12頁的短篇研究計畫。 

2. 具備學術寫作與研究方法的基本能力。 

3. 培養批判性思考與自主學習能力。 

By the end of the course, students will be 

able to 

1. use the research process to write a 

10- to 12-page research-based 

paper that emphasizes their own 

thinking in response a topic of 

their interest and found 

information. 

2. gain skill in researching and 

documenting materials as well as 

analyzing, synthesizing and presenting 

the information in a format commonly 

assigned in the college/university 

level. 

3. become critical thinkers as well as 

independent and self-motivated 

learners. 

1-5-3 訓練升學及求職所需之應用文寫作。 

 

4-5-1 提昇獨立思考及綜合分析能力。 

 

 

A-c 語言教學產業 

 

A-f 文化創意產業 

 

A-g 商管產業 

A-c-1 英語讀寫能力 

 

A-f-1 文字編輯能力 

 

A-f-11 語文研究方法認知 

 

B-1  語言教學 

 

B-10 文化研究 

 

 

C-4組織能力 

 

C-23 研究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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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系-5 

中 文 課 程 名 稱 業界實習 模 組 名 稱 無 

英 文 課 程 名 稱 Intensive Internship 

學 制 ■日五專 (菁英班) 年 級 五年級 

必 修 / 選 修 ■必修 學 分 / 時 數 6 學分/ 326 小時 

學 期 / 學 年 □學年   □學期   ■暑期 開 課 單 位 英國語文系 

  

課程概要 課程目標 
配對之能力指標 

對應的產業別 

產業對應的知能 

對應的升學領域 

對應升學領域的知能 

1. 此課程藉由學生實際參與與模組相關產業之實務運作，了解該產業之工作概況，相關術語、工作流程、產業文化以及所需之職業知能，以結合理論與實務，增加其未來之就業力。 

2. 學生選修本課程前，須完成修習本系開設之專業模組課程至少 6 學分，以具備相關之先備職場知識，並加強其基本實力。 

3. 此課程除包含暑期校外連續
8 週(320 小時)實習外，學生須先參加 6 小時的職場講座，以建立正確工作態度。實習單位為與本校簽定合約之公私立機構或團體。 

1. Through participation in the 

work place, students will be able 

to practice what they have 

learned in the module courses 

and further understand the 

on-site operation, technical terms 

and culture of the industry to 

enhance their employability 

upon graduation. 

2. Before taking the internship, 

students are required to finish at 

least 6 credits of the module 

courses provided by the 

department. 

3. Prior to taking 8 consecutive   

weeks (320 hours in total) of  

internship in the industry, 

students have to attend at least 6 

hours of career-related 

lectures/speeches/workshops to 

be equipped with appropriate 

attitudes and necessary skills in 

work place. Students can only 

have internship in   

organizations which have signed 

an official contract with Wenzao. 

本課程目標在為： 

1. 讓學生提早體驗並認識職場，確認自己的興趣，建立正確工作態度。 

2. 讓學生在專科階段結束以前，在校外驗證所學，並從實習單位吸取實務經驗，以強化學生在職場的就業能力或更加瞭解六、七年級修讀之專業課程。 

3. 培養學生實務的學習經驗，落實學校知識與業界經驗的整合，進一步提升學生在職場的就業力。 

This course aims to:  

1. Provide students an 

opportunity to understand 

the industry, determine 

their future career 

orientation and establish 

appropriate attitude in the 

workplace. 

2. Apply what they have 

learned in school and 

before graduating acquire 

practical experiences from 

the real world in order to 

better prepare them for the 

professional courses in the 

6
th

- and 7
th

-year. 

3. cultivate students’ 

practical ability and 

enable students to 

integrate what the school 

and the industry have to 

offer to enhance their 

employability. 

6-5-1 內 化職場規範，培養團隊合作能力。 

A-c 語言教學產業 

 

A-f 文化創意產業 

 

A-g商管產業 

A-c-9 不同文化的洞察力 

 

A-f-8 加值創新應用能力 

 

A-g-11 商業知識運用 

B-1 語言教學 

 

B-12 文化創意 

 

B-33 企業管理 

C-18 語言教學相關知能 

 

C-20 創意與創新能力 

 

C-22 （國際）企業管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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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交所-1 中文課程名稱 

Chinese Name of Course 
雲端世代決策模擬(英文) 

模組名稱 

Module Name 
 英文課程名稱 

English Name of Course 
Effective Decision-Making in the Age of Cloud Computing 學制 

School System 

【【【【Day School】】】】 

����研究所 Graduate Institute 

【【【【Division of Continuing Ed.】】】】 

□進二技 2-Year College 

□進四技 4-Year College 

年級 

Year 
1 必修/選修 

Required or Elective Course 

□必修 Required course 

����選修 Elective course 

學分/時數 

Credits/Hours 

 3 學分(每學期)/ 

Credits per semester/ 

3 小時(每週) 

Hours per week 學期/學年 

Course Type 

□學年 Year-long course 

����學期 semester course 

開課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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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概要 

Course Content 

課程目標 

Objectives 

配對之 能力指標 

對應的 產業別 

產業對應的知能 

對應的 升學領域 

對應升學 領域的知能 當今全球經濟環境下，具有評估資訊與決策的能力已是進入職場的必備條件。本課程將培養並訓練學生此一技能，提供學生與跨國組成之學生團隊互動討論的機會，並模擬真實職場環境可能面對的問題，以便日後順利銜接就業。 

(約 2/3 時段為遠距全英文上課之課程) 

In today’s Global Economy, 

organizations (for-profit as well 

as not-for-profit) are striving to 

equip their employees with 

powerful technology, and the 

skills necessary to deal with the 

information overload they face in 

their effort to make more 

effective decisions. Employees 

need to extract “useful 

information” from the processes 

in which their organizations 

engage. Accessing appropriate 

information and using that 

information to make effective 

decisions requires a complex set 

of skills. “Effective 

Decision-Making in the Age of 

Cloud Computing” is a 

university-based, Senior-Level, 

Seminar, that provides the 

opportunity for students to 

develop “high-impact skills” that 

provide them with a 

college-to-career experience to be 

used when they enter the 

“real-world” work space. 

1.透過虛擬團隊的口語與書寫溝通，研究跨國企業及其相關產業。 

2.透過跨文化的溝通，學習決策與解決問題的能力。 

3.透過跨國遠距課程，使學生學習雲端科技的應用 

1.Student-drivencollabora

tive learning in 

Virtual-Teams; oral and 

Written communications; 

online data-base research 

covering a wide range of 

Biotech/Biomed 

companies; 

2. Global competencies 

gained by making 

decisions and solving 

multi-national industry 

problems in 

cross-continent,Virtual-Te

ams;3. Hands-on 

technology experience 

with state-of-the-art cloud 

computing software, 

emphasizing Microsoft’s 

Office 365 suite. By using 

Office 365, students 

enrolled in “Effective 

Decision-Making in the 

Age of Cloud Computing” 

are immersed in “The 

Cloud” from the first-day 

of class throughout the 

entire semester. 

1-1-2 培養事業經營之國際化思維 

5-1-1 培養經營管理之科學分析態度 

7-1-1 透過小組成員間的分工合作，學習如何發揮團隊精神，完成小組任務 

商 務 暨商 務 管理產業 

17.商業外語能力 

18 商業報告 

11.商業知識運用 

14.國際研究 

20.國際經貿 

3.網際網路運用能力 

15. 策略規劃能力 

22. 國 際 企業管理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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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文系-1 中文課程名稱 

Chinese Name of Course 
歐洲文化與社會導論 英文課程名稱 

English Name of Course 
Introduction of European Culture and Society 學制 

School System 

【【【【Day School】】】】 ■日四技 4-Year Colle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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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級 

Year 
1-4 必修/選修 

Required or Elective 

Course 

□必修 Required course ■選修 Elective course 學分/時數 

Credits/Hours 

  2 學分(每學期)/ 

Credits per semester/ 

2 小時(每週) 

Hours per week 學期/學年 

Course Ty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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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pt. of Offering Courses 
德國語文系 

課程概要 

Course Content 

中文 Chinese： 本課程目的促進本校同學對於歐洲文化與社會之理解，更認識歐洲的文化軟實力之於人類思維演進之重要性。 課程內容： 透過歐洲文化與社會議題相關領域之初步導論課程，引導修課同學自歐洲文化之語言、社會變遷史、傳媒、宗教、文化政策、政治、經濟等人文面向了解歐洲。 英文 English: 

The purpose of this course is to promote European culture for our students to understand the 

social, cultural awareness and the importance of the soft power of Europe in the evolution of the 

human mind.  

Course content:  

Understanding Europe via the introduction of European cultural and social related fields which 

involving the language of European culture, the history of society, the media, religious, cultural 

policy, political, economic and other human-oriented. 

課程目標 

Objectives 

中文 Chinese： 

1.培育學生對於法語、德語及西班牙語之語文學認知力。 

2.加強學生對歐洲多國民族主義之見解。 

3.強化學生對媒體功能的理解與其對社會的影響。 

4.培養學生歐洲基督宗教文化史之素養。 

5.啟發學生歐洲文化思潮之理解與女性主義之重要性。 

6.帶領學生認識歐盟文化政策。 

7.深化學生對於歐洲歷史文明之理解與融會貫通。 

8.協助學生認識歐洲企業體系與社會之興衰。 

9.建立學生對於整體世界變遷的宏觀視野。 英文 English: 

1. Build students’ languages abilities (ex: French, German and Spanish).  

2. Strengthen students’ knowledge of European countries and nationalism.  

3. Strengthen students' understanding of the function of the media and its impact on society.  

4. Understand the history and culture Christianity.  

5. Inspire students to understand the importance of European culture and feminist.  

6. Lead students to understand the EU cultural policy.  

7 Deep students' understanding and mastery of the history of civilization in Europe.  

8. Help students understand the rise and fall of European companies and society.  

9. Build students' overall vision of the World Changes. 配對的能力指標 

Corresponding Skill 

Indicator / Standard 

1.具備第二外語基本聽說能力。 

2.了解歐洲思考邏輯及社會文化背景。 

3.拓展學生之國際觀與世界觀。 

4.跨文化溝通的能力。 一般知能 

General Skills 

1. 語言教學。 

2. 文化研究。 

3. 國家史地、政治、法律、經濟、社會現況的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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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亞語文學院-1 中文課程名稱 

Chinese Name of Course 
歐亞大師系列講座 英文課程名稱 

English Name of Course 
Master meeting in European and As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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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亞語文學院 

課程概要 

Course Content 

中文中文中文中文 Chinese： 

1. 開設相關歐亞地區區域史地、政治、經濟、法律、社會、文化與藝術課程，使學生認識歐亞社會人文思維並深耕多元文化跨領域認知。 

2. 課程採主題式教學，使學生多元學習。 英文英文英文英文 English: 

1. The courses with European and Asian history, politic, economy, law, society, culture and 

art can let students’ know European and Asian humanistic thinking and multiculturalism. 

2. The courses are used theme teaching method, and let student have a great diversity of 

learning. 課程目標 

Objectives 

中文中文中文中文 Chinese： 透過邀請校外知名學者專家講者，分別針對法、德、西語以及日語之區域史地、政治、經濟、法律、社會、文化與藝術現況議題，拓展同學對於歐亞文化與社會深入認識與了解，同時體驗文化的多元性，並拓展學子之國際觀與世界觀。 英文英文英文英文 English： 

To develop students ’ cognitive of culture and art by inviting expert speakers to have the speech 

for history, politic, economy, law, society, culture and art. Students ’ can expand their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and worldview. 配對的能力指標 

Corresponding Skill 

Indicator / Standard 

1-0-1 能了解歐亞地區政經、社會與文化現況，以拓展多元文化視野。 

1-0-2 能理解歐洲或亞洲地區社會、文化特色與差異，培養跨文化溝通的技巧與能力及發揮國際人文關懷。 

3-0-2 能透過文本及各類媒體，認識歐亞經貿、社會、文化、歷史及藝術。 

4-0-3 培養並激發學生自我發掘問題及批判性思考之能力。 

5-0-2 能認識與歐亞語系相關之產業，如國際商務、國際事務、翻譯與國際會展、數位傳播、外語文化觀光或華語文教學等產業。 一般知能 

General Skills 

3 創新能力 

7獨立思考的能力 

19批判思考、邏輯推理能力 

20觀察力 

21美感能力 

23 外語聽說能力 

28藝術鑑賞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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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文系-1 中 文 課 程 名 稱 海外實習(一) 英 文 課 程 名 稱 OVERSEAS INTERNSHIP (I) 學 制 ■日四技 ■日二技 年 級 四年級 必 修 / 選 修 □必修   ■選修 學 分 / 時 數 2   學分/  72 小時(每學期) 學 期 / 學 年 □學年   ■學期 開 課 單 位 西文系 

 課程概要 課程目標 
配對之能力指標 

對應的 產業別 

產業對應 的知能 

對應的 升學領域 

對應升學 領域的知能 中文版 

1. 瞭解實習公司的規定及其工作性質。 

2. 依不同公司性質規劃如何銜接公司的工作。 

3. 執行公司所交付之實習工作並於實習結束時繳交實習成果報告。 英文版 

1.Understanding 

the regulation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ompany.  

2. Being able Adapt 

to different 

working 

environment.  

3.To accomplish 

the appointed 

assignments and 

hand in report by 

the end of the 

internship. 

 

中文版 

1. 為配合西語人才之需求 ,落實西語實務能力之培訓 ,使學生於在學期間提早學習職場之實務經驗 ,建立正確的工作態度 ,落實學校知識與業界經驗的整合 ,進而提昇學生於職場之就業能力。 

2. 於實習期間 ,除增進學生之西 /英語能力外 ,亦培養跨文化溝通能力 ,同時擴展國際觀 ,達到培育西語人才之教育目標。 英文版 

1. To provide 

practical training and 

establish adequate 

work ethic. To 

implement acquired 

knowledge into 

practice and enhance 

students’ 

competitiveness in 

job market. 

2. With the 

internship, students 

will improve their 

Spanish and English 

communication 

skills, expand their 

vision and prepare 

themselves for the 

future career as 

Spanish language 

professionals. 

5-4-1 具備有關國際行銷、全 球 經 濟 環境 、 管 理 導向、市場發展等方面知識，以及用西文撰寫商用書信之能力 

5-4-2 能理國際貿易的期本理論及進出口程序，並結合學生之西文能力與商業相關知識。 

商務暨商務管理產業。 

1.商務文書處理。 

2.商業知識運用 

3.商業外語能力。 

國際經貿 1. 外 語 聽 說 的   能力 

2. 外語讀寫的能力 

3. 對 國 際 經貿、政治、法律及國際情勢的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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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文系-2 中文課程名稱 海外實習(二) 英文課程名稱 OVERSEAS INTERNSHIP (II) 學 制 ■日四技 ■日二技 年 級 四年級 必 修 / 選 修 □必修   ■選修 學 分 / 時 數 3   學分/  108 小時(每學期) 學 期 / 學 年 □學年   ■學期 開 課 單 位 西文系 

 課程概要 課程目標 
配對之能力指標 

對應的 產業別 

產業對應 的知能 

對應的 升學領域 

對應升學 領域的知能 中文版 

1. 瞭解實習公司的規定及其工作性質。 

2. 依不同公司性質規劃如何銜接公司的 工作。 

3. 執行公司所交付之實習工作並於實習結束時繳交實習成果報告。 英文版 

1.Understanding 

the regulation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ompany.  

2. Being able 

Adapt to different 

working 

environment.  

3.To accomplish 

the appointed 

assignments and 

hand in report by 

the end of the 

internship. 

 

中文版 

1. 為配合西語人才之需求 ,落實西語實務能力之培訓 ,使學生於在學期間提早學習職 場 之 實 務 經驗 ,建立正確的工作態度 ,落實學校知識與業界經驗的整合 ,進而提昇學生於職場之就業能力。 

2. 於實習期間 ,除增進學生之西 /英語能力外 ,亦培養跨文化溝通能力 ,同時擴展國際觀 ,達到培育西語人才之教育目標。 英文版 

1. To provide 

practical training and 

establish adequate 

work ethic. To 

implement acquired 

knowledge into 

practice and enhance 

students’ 

competitiveness in 

job market. 

2. With this 

internship, students 

will improve their 

Spanish and English 

communication 

skills, expand their 

vision, and   

prepare themselves 

for the future career 

as Spanish language 

professionals. 

5-4-1 具備有關國際行銷、全 球 經 濟 環境 、 管 理 導向、市場發展等方面知識，以及用西文撰寫商用書信之能力 

5-4-2 能理國際貿易的期本理論及進出口程序，並結合學生之西文能力與商業相關知識。 

商務暨商務管理產業。 

1.商務文書處理。 

2.商業知識運用 

3.商業外語能力。 

國際經貿 1. 外語聽說的   能力 

2. 外語讀寫的能力 

3. 對 國 際 經貿、政治、法律及國際情勢的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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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研所-1 中文課程名稱 

Chinese Name of Course 
東南亞華文教育專題研究 

模組名稱 

Module Name 
華人社會與文化 英文課程名稱 

English Name of Course 
Study on the Topic of South East Asia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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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Credits/Hours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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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目標 

Objectives 

配對之 能力指標 

Correspon

ding Skill 

Indicator / 

Standard 

對應的 產業別 

Correspondi

ng to 

Industry 

產業對應的知能 

Knowledge 

Correspondi

ng to 

Industry 

對應的 升學領域 

Correspondi

ng Grade 

Promotion 

Area 

對應升學 領域的知能 

Knowledge of 

Corresponding 

Grade Promotion 

Territory 中文 Chinese： 研究東南亞國家如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尼，越南，泰國等華語文教育政策之施行及使用華語文之現況。 

 英文 English: 

To study the 

policies of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in 

South East Asia 

countries like 

Singapore, 

Malaysia, 

Indonesia and 

Thailand etc 

and the  

demand and 

application of 

Chinese 

language 

respectively. 

 

中文 Chinese： 本課程之目標，主要為使學生瞭解各國教育之現況與未來發展，目標可細分如下： 

1.研究東南亞國家之現行華語文教育政策。 

2.研究華語文在東南亞國家的使用情形。 

3.研究東南亞國家的華語文的教學方向與需求。 英文 English: 

The main aim of the course 

is to enhance the 

understanding on the 

contemporary and future 

development of south East 

Asia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The details are as 

follow： 

1.To study the contemporary 

policies in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in 

South East Asia respectively. 

2.To study on the motivation 

of the use of Chinese 

Language in South East 

Asia. 

3.To study the demand and 

the teaching guild lines of 

Chinese language in South 

East Asia. 

1-1-1 能了解以華語為第二語言教學之相關知能 

 

2-1-1 能運用華語教學相關知能於華語教學研究 

B 語言教學產業 

B2 不 同 文 化的洞察力 

 

B4 各 種 教 學方法知識 

  

B10 語 言 教 學研究能力 

C1 語言教學 

 

C2 文化研究 

 

C6 語言研究 

D5 語言教學相關知能 

 

D6 研究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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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華系-1 中文課程名稱 

Chinese Name of Course 
編輯實務 

模組名稱 

Module Name 
語文表述訓練 英文課程名稱 

English Name of Course 
Practice of editorial affai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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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用華語文系 

  

課程概要 

Course Content 

課程目標 

Objectives 

配對之能力指標 

對應的產業別 

產業對應的知能 

對應的升學領域 

對應升學 領域的知能 本課程旨在提供學生學習現行報紙編輯的操作，運用新聞編輯觀念與技巧，製作校園報刊，以達理論與實務之並行。 課程內容包括國內外報紙版面之賞析，視覺焦點、標題製作、版面格律、照片裁切等美學概念之傳授與新聞選擇觀念的探討等，並以手作與電腦編排軟體操作穿插其間，完成後進行講解與討論，落實報紙編輯的觀念與趨勢。 

The course aims to provide 

students the current operation 

of news editing, applying its 

editing concepts and skills in 

order to produce campus 

periodicals by drawing on 

both theories and practices. 

The course includes layout 

appreciation of the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newspapers, 

visual focus, headlining, 

layout formatting, photograph 

cropping, news selecting and 

so forth, and combined with 

hand made and computer 

software practices, explains 

and discusses after 

completing the work, to 

implement the concepts and 

trends of news editing. 

中文 Chinese： 

1. 訓練報紙標題製作、版面設計、風格與視覺焦點等觀念的建立。 

2. 培養獨立思考與判斷。 

3. 製作校園報刊。 

4. 製作海報、名片。 

1. Learn how to 

create tittles, 

layouts, 

visual focus 

of 

newspapers. 

2. Develop 

individual 

thinking as 

well as 

judgment. 

3. Produce 

campus 

newspaper 

and 

periodicals. 

4. Produce 

posters and 

cards. 

1-2-7 能理解傳播理論並運用於實務操作 

A 文化創意產業 

A-5 文字編輯能力 

C-4 新聞媒體與傳播 

 

C-5 大眾傳播 

 

C-8 新聞 

D-4 不同文化的洞察力 

 

D-5 語言整合教學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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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華系-2 中文課程名稱 

Chinese Name of Course 
社會創新與社會創業精神 

模組名稱 

Module Name 
語文表述訓練 英文課程名稱 

English Name of Course 
Social Innovation and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學制 

School System 

【【【【Day School】】】】 

■日四技 4-Year College 

【【【【Division of Continuing Ed.】】】】 

□進二技 2-Year College 

□進四技 4-Year College 

年級 

Year 
日四技四年級 必修/選修 

Required or Elective Course 

□必修 Required course 

■選修 Elective course 

學分/時數 

Credits/Hours 
3 學分(每學期)/3 小時(每週) 學期/學年 

Course Type 

□學年 Year-long course 

■學期 semester course 

開課單位 

Dept. of Offering Courses 
應用華語文系 

 

課程概要 

Course Content 

課程目標 

Objectives 

配對之能力指標 

對應的產業別 

產業對應的知能 

對應的 升學領域 

對應升學領域的知能 

中文 Chinese： 以「社會創業精神」為主軸形成跨部門跨科系合作的平台及起點，以四個不同社會部門 (政府、企業、非營利及社區)作為探討的對象及的檢視的延伸，因社會四部門的引介，跨越單獨企業管理的單一商業思考邏輯，完整及周延社會創業精神的實務性及可行性，提供社會創業運作模式的知識及可能面對的經營挑戰，藉此縮短產學間的認知差距，銜接理論與實務，培養知識與能力導向兼具的高等教育人才。 

英文 English: 
Social Enterprise case study will explore 

the activities in the growing social 

enterprise arena, where business models 

and entrepreneurial approaches are 

increasingly being used to directly 

address 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issues. 

This course will focus on the case study 

for providing Topics addressed will 

explore nonprofit, hybrid, and for-profit 

social enterprise models, and the 

intersection of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with capital formation issues,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technology & 

innovation, global health, cross-sector 

models, and microfinance as a case study 

in social enterprise & innovation. Course 

content will include a combination of 

instructor lecture, readings on focus 

areas, guest speakers representing the 

leading social entrepreneurs and social 

enterprises in the field, and a group 

project that will be integrated with the 

other course curriculum. 

中文 Chinese： 本課程之目標在於開啟學生關心社會問題並涵養學生自主解決問題的能力，並提供學生實務社會創業能力的練習平台與轉化校園知識為實際操作能力。 

 

 

英文 English: 

The major purpose of 

this course is aiming 

to train students with 

practical techniques 

with rea cases and 

implementations that 

will contribute to 

transform the 

capability of pure 

academic knowledge 

to execution ability.   

1-4-6 能達 成 實習 目標，並了解 職 場現 況 與趨勢 

 

1-4-7 能針 對 選定 之 畢業 專題，完成研 究 報告 

A 文化創意產業 

A6 創意與創新能力 

 

A11 加值創新應用能力 

 

C7 文化創意 

D9 創 意與創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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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教育中心-1 

中文課程名稱 
Chinese Name of Course 

生活中的物理 

英文課程名稱 
English Name of Course 

Physics in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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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技 1-2 年級 

二技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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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期） 

/__2_小時（學期） 

學期/學年 

Course Type 

□學年 Year-long course 

■學期 semester course 
開課單位 

Dept. of Offering Courses 
通識教育中心 

課程概要 

Course Content 

中文 Chinese： 

本課程以文科背景學生為對象，將透過觀察日常生活中的物理現象，帶領

同學探討其中的特性與原理，以啟發學生的科學觀念、養成學生的獨立思

考能力與邏輯推理能力，並應用於生活當中。 

英文 English： 

This course introduces nonscience majors to applications of physics in life 

through observations. Students will be guided to investigate the concepts of 

physics so as to inspire their scientific ideas, independent thinking, and logical 

reasoning abilities. 

課程目標 

Objectives 

中文 Chinese： 

透過觀察與探索日常生活中的物理現象: 

1.使學生了解自然現象背後的物理觀念與意義(知識) 

2.將物理的理論應用於生活上，解決生活中的問題(技能) 

3.培養做事具有邏輯推理的科學態度(態度) 

英文 English: 
1.To understand the concepts of physics. 

2.To acquire problem solving skills with the application of theories of physics.  

3.To develop scientific attitudes through logical reasoning. 

配對的能力指標 

Corresponding Skill 

Indicator / Standard 

四技：(4)養成自我學習能力，實踐進階及終身學習 

(6)運用邏輯推理之思辨能力 

二技：(2)運用邏輯推理之思辨能力 

一般知能 

General Skills 

7. 獨立思考的能力 

12. 發掘及解決問題能力 

20. 觀察力 

22. 資訊蒐集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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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教育中心-2 

中文課程名稱 
Chinese Name of Course 

能源科技 

英文課程名稱 
English Name of Course 

Energy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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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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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期） 

/_2_小時（學期） 

學期/學年 

Course Type 

□學年 Year-long course 

■學期 semester course 
開課單位 

Dept. of Offering Courses 
通識教育中心 

課程概要 

Course Content 

中文 Chinese： 本課程主要介紹全球化影響下的能源科技發展，內容包含「應用性」、「跨域性」和「產業關聯性」三個向度。課程首先介紹全球環境問題，繼而以能源科技為主軸，系統化地介紹(初/次級)能源、綠色能源科技、能源科技材料、能源生物技術及生質能源等科技新知，協助學生對能源科技有進階的了解，並建立永續發展的概念。 英文 English: 

This course introduces the development of energy technology under the impact of 

globalization. Topics covered may include global environmental issues, primary and 

secondary energy sources, green energy technology, energy technology materials, 

biotechnology for energy, and bioenergy. Students will gain an advanced understanding 

of energy technology and construct the concept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課程目標 

Objectives 

中文 Chinese： 

1. 以全球化的觀點，引導學生了解能源科技的重要性，並透過國際交流專案瞭解國際間使用能源的差異性。 

2. 透過從做中學的方式，協助學生了解運用太陽能製作炊具的方式，以及製造過程中可應用之材料。 

3. 兼顧能源和環境的深度與廣度、加強理論和實務的結合，培養具備基本科學與能源素養的人才。 英文 English: 

1. Understand the importance of energy technology and the difference among countries 

in the world.  

2. Learn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solar cooker and materials that could be applied in the 

manufacturing process by hands-on activities.  

3. Develop basic science and energy literacy through the combination of theory and 

practice. 

配對的能力指標 

Corresponding Skill 

Indicator / Standard 

四技： 

(3)暸解中外文化特質，掌握國際發展趨勢 

(4)養成自我學習能力，實踐進階及終身學習 

(5)發展健全人格，具人文關懷與服務之情操 

一般知能 

General Skills 

(7) 獨立思考的能力  

(13) 溝通、協調能力  

(14) 團隊合作能力  

(19) 批判思考、邏輯推理能力 

(22) 資訊蒐集之能力 

(29) 環境關懷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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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教育中心-3 

中文課程名稱 
Chinese Name of Course 

現代科技與生活 

英文課程名稱 
English Name of Course 

Modern Technology and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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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技 1-2 年級 

二技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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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期） 

/_2_小時（學期） 

學期/學年 

Course Type 

□學年 Year-long course 

■學期 semester course 
開課單位 

Dept. of Offering Courses 
通識教育中心 

課程概要 

Course Content 

中文 Chinese： 本課程將介紹科學的基本知識背景，並導向近代科學的發展，課程內容分別從生物、化學、通訊、光電、環境與能源等科學知識向度，結合日常生活中的食、衣、住、行、育、樂等環節，並以「科技與法律」作為學習的倫理反思，有助於學生認識各種科學與技術在生活上的應用，並關懷科技所引發的社會爭議與倫理議題。 

英文 English: 

The course introduces fundamental concept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technology. Topics covered may include biology, chemistry, telecommunication, 

optoelectronics, energy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 as well as their uses and applications in our 

daily lives. In addition, studies in ethics, law, and technology help students pay attention to 

controversial social and ethical issues caused by technology. 

課程目標 

Objectives 

中文 Chinese： 

1.本課程藉由生活實例來引導學生認識科學的本質與共通內涵，進而協助學生培養基本的科學素養。 
2.協助學生認識、善用各種科學與技術，解決日常生活上的問題，以適應與改善未來的生活。 

英文 English: 
1. To improve the student's technological literacy by real-life examples and the conceptual 

understanding of basic principles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 To apply newly acquired concepts to solve practical problems so as to build resilience to 

future challenges and to make life in the future better. 

配對的能力指標 

Corresponding Skill 

Indicator / Standard 

四技： 

(2).具有符合職場需求之專業知能與倫理 

(4).養成自我學習能力，實踐進階及終身學習 

(6).運用邏輯推理之思辨能力 二技： 

(2).運用邏輯推理之思辨能力 

(4).具有符合職場需求之專業知能與倫理 

一般知能 

General Skills 

3.學習意願 

4.創新能力 

12.發掘及解決問題能力 

16.職涯規劃能力 

22.資訊蒐集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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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教育中心-4 

中文課程名稱 人際關係與溝通技巧 

英文課程名稱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and Communication Skills 學制 

School System 

【【【【Day School】】】】 ■日二技 2-Year College ■日四技 4-Year Colle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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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級 

Year 
各年級 必修/選修 

□必修 Required course ■選修 Elective course 學分/時數 

Credits/Hours 

__2__學分（學期） 

/_2_小時（學期） 學期/學年 

Course Ty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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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pt. of Offering Courses 
通識教育中心 

課程概要 

Course Content 

中文 Chinese： 「人際溝通技巧」已被企業界認定是當代上班族必備的一項軟實力(Soft Skill)，本課程即在協助學生有計畫地型塑自己，創造被他人需要的價值，並養成良好的溝通、協調與合作能力，一面做好進入社會的準備，一面發揮己力，服務人群。課程的設計由個人識別系統(Personal Identification System)的規劃著手，並藉自我行銷的實務演練來拓展學生的人際關係；另方面則藉由專題討論與角色扮演，來精熟「建立自信、勇於表達、善用幽默、化解衝突」等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溝通技巧。 英文 English: 

This course focuses not only on helping students to form personal values but also on 

developing effective communication and team collaboration skills. Students learn to expand 

their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by self-promotion presentation. Seminar discussions and 

role-play activities are designed for students to master good communication skills with 

self-confidence and the sense of humor for interpersonal negotiation and conflict resolution. 

課程目標 

Objectives 

中文 Chinese： 學生修畢本課程後應能：  一、瞭解生活情境中個人溝通技巧與維繫圓融人際關係的重要性。 二、具備自我形象塑造的能力，以自我行銷並創造被需要的價值。 三、認識服務與領導領導工作所需的溝通技巧，成為優秀的領導人。 四、有效組織自身的人際脈絡，使成為邁向成功的有利資源。 五、養成正確的人際經營態度，經由服務或領導來建立圓融的人際關係。 英文 English: 

1. To understand the importance of communication skills on maintaining smooth interpersonal 

relaitons.  

2. To demonstrate the competence of self-image formation and self promotion.  

3.To become a good leader at work by learning the required communication skills for providing 

services and leadership.  

4. To manage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effectively.  

5.To develop proper attitudes toward building and managing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配對的能力指標 

Corresponding 

Skill Indicator / 

Standard 

四技 

(2)具有符合職場需求之專業知能與倫理 

(4)養成自我學習能力，實踐進階及終身學習 

(5)發展健全人格，具有文關懷與服務之情操 

(6)運用邏輯推理之思辨能力 二技 

(2)運用邏輯推理之思辨能力 

(4)具有符合職場需求之專業知能與倫理 

(4) / (N) 養成自我學習能力，實踐進階及終身學習 

(6)發展具有人文關懷與社區服務之情操 

一般知能 

General Skills 

5.領導能力      6.表達能力 

9.耐心與毅力    13.溝通、協調能力 

14.團隊合作能力 18.求職及自我行銷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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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教育中心-5 

中文課程名稱 
Chinese Name of Course 

臺灣歷史與地理                                       (外籍生專班) 

英文課程名稱 
English Name of Course 

Taiwan History and Geogra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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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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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期）

/__2__小時（學期） 

學期/學年 

Course Type 

□學年 Year-long course 

■學期 semester course 
開課單位 

Dept. of Offering Courses 
通識教育中心 

課程概要 

Course Content 

中文 Chinese： 本課程以歷史、地理及跨文化溝通三個面向的交會為主軸，構築一學期認識臺灣的旅程，以領略臺灣之美。藉由講課，課堂討論，實地參訪，小組報告，讓外籍學生深入體認由時間、地域與人交互作用下的現今臺灣；在認識臺灣的同時，亦體驗不同的文化交流。旅程結束時，學生除了深入了解臺灣外，亦提高跨文化的溝通能力，尊重每一種文化。 英文 English: 

The course introduces Taiwan from the aspects of history, geography, and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Students will be guided to learn Taiwan from its history as well as 

geography and then from the acepct of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Through lectures, 

in-class discussion, field trips, and group presentations, international students will learn 

to recognize the current state of Taiwan. At the same time, students themselves also 

expreience different culture from their own. At the end of the course, students not only 

learn Taiwan but also acquire the intercultural competence. Students learn to respect 

indivdual value and culture. 

課程目標 

Objectives 

中文 Chinese： 

1. 協助學生從歷史、地理以及跨文溝通面向認識現今臺灣。 

2. 培養並提高跨文化溝通的能力。 

3. 尊重不同的價值與文化。 英文 Eng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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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learn Taiwan from its history as well as geography and from the aspect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2. cultivate the intercultural competence. 

3. respect individual value and culture. 

配對的能力指標 

Corresponding Skill 

Indicator / Standard 

3.暸解中外文化特質，掌握國際發展趨勢 

4.養成自我學習能力，實踐進階及終身學習 

5.發展健全人格，具人文關懷與服務之情操 

6.運用邏輯推理之思辨能力 

一般知能 

General Skills 

6.表達能力 

11.中文能力 

12.發掘及解決問題能力 

14.團隊合作能力 

20.觀察力 

29.環境關懷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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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教育中心-6 中文課程名稱 典範人物學習系列講座 英文課程名稱 Role models to learn lecture se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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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年級 必修/選修 

□必修 Required course ■選修 Elective course 學分/時數 

Credits/Hours 

__3 學分（學期） 

/ 3 小時（學期） 學期/學年 

Course Ty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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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pt. of Offering Courses 
通識教育中心 

課程概要 

Course Content 

中文 Chinese： 本校以培育學生成為具有熱愛生命（Life）、樂於溝通（Language）、主動服務 （Leadership）精神的仁愛文藻人，是以本課程邀請各界在服務領導實踐上有卓越成就與貢獻之學習典範人物/大師到校公開演講，輔以課程的導引、閱讀報告及討論，深度地從典範人物的學思歷程來進行學習，除讓學生得能親炙大師，近身學習，透過與典範人物的互動，理解他的思想、言語、情感和行動，並進而引發見賢思齊的自我反思、自我認同及自我構成的學習歷程，協助同學身心全面開發「成己」之途徑，進而培養服務的人生觀，且對社會團體付諸關懷之行動。 英文 English: 

The University expects students to acquire competent knowledge and useful skills inspired by 

Life, Language, and Leadership. This course offers a series of lectures by various speakers, who 

are recognized as role models for their contributions to the practices of service leadership. 

Students can learn from the speaker's learning and thinking process as well as understand the 

speaker's thought, language, action and behavior by means of face-to-face interaction with the 

speaker, in-depth discussions, and written reflection papers. 

課程目標 

Objectives 

中文 Chinese： 

1. 使學生親炙大師，開拓通達之視野。 

2. 使學生蓄積持續學習不同領域知識的動力。 

3. 使學生具有積極與正向的人生態度 

4. 使學生養成傾聽同理與閱讀思考的學習習慣。 

5. 使學生習得服務領導與管理之實踐能力。 

6. 使學生確立生命發展與終身服務之志向。 英文 English: 

1.To enable students to broaden their horizons.  

2.To motivate students to gain knowledge in various disciplines.  

3.To develop students positive positive attitude toward life.  

4.To develop empathetic listening skills and critical reading habits.  

5.To help students to acquire competencies in practice of sevice leadership.  

6.To help students set a life goal and ambition to be devoted to serving others. 

配對的能力指標 

Corresponding Skill 

Indicator / Standard 

四技 

(2)具有符合職場需求之專業知能與倫理 

(4)養成自我學習能力，實踐進階及終身學習 

(5)發展健全人格，具人文關懷與服務之情操 二技 

(4)具有符合職場需求之專業知能與倫理 

(6)發展具有人文關懷與社區服務之情操 五專 

(8)具有符合職場需求的就業能力 

(9)奠定在相關領域繼續進修之能力 

(10)養成服務之人生觀 

一般知能 

General Skills 

3. 學習意願            4. 創新能力 

5. 領導能力           10. 敬業負責的態度  

12. 發掘及解決問題能力 17. 職業倫理及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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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教學中心-1 

中文課程名稱 
Chinese Name of Course 

台灣運動觀光發展策略 

英文課程名稱 
English Name of Course 

Taiwan sport tourism development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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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技三、四 

四技三、四 

五專四、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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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 Chinese： 本課程內容包含：了解台灣運動觀光歷史發展、目前產業概況、未來展望與策略，學習運動觀光的基本概念及各項遊程的規劃與設計，結合外語專業背景，發展第二專長，完備與業界接軌之技能。  英文 English:  

To understand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sport tourism in Taiwan、Current industry 

overview, future prospects and strategies, Learning the basic concepts of planning and 
design of sports tourism and the travel process, Combine foreign language professional 
background, Develop a second skill, complete integration with industry skills. 

課程目標 

Objectives 

中文 Chinese： 一、培養學生運動知識與技能，了解國際體育運動發展情勢 二、了解台灣運動觀光發展史、產業概況與未來展望，增進跨領域智能。 三、學習運動觀光產業分析與行銷策略，並習得遊程規劃與設計，發展第二專長。 英文 English: 

First, the training exercise knowledge and skills to understand the situation of international sports 

development 

Second, to understand the history of Taiwan sport tourism development, industry overview and 

future prospects, promote interdisciplinary intelligence. 

Third, learn the sport tourism industry analysis and marketing strategy and acquisition run 

planning and design, development of a second specialty. 

配對的能力指標 

Corresponding Skill 

Indicator / Standard 

1-0-1運動賽事賞析能力 

1-0-2肢體表現能力 

1-0-3美感能力 

5-0-2團隊合作能力 

5-0-3 領導能力 

5-0-4敬業負責的態度 

5-0-5溝通協調能力 

一般知能 

General Skills 

6.表達能力 

14.團隊合作能力 

25.運動的基本能力 

26.運動健康及運動休閒的概念 

30.法治精神與公民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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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教學中心-2 

中文課程名稱 
Chinese Name of Course 

運動賽事服務學習（全英文課程） 

英文課程名稱 
English Name of Course 

Sporting Competition Service Course 

學制 

School System 

【【【【Day School】】】】 

■日二技 2-Year College 

■日四技 4-Year College 

■日五專 5-Year Junior College 

□研究所 Graduate Institute 

【【【【Division of Continuing Ed.】】】】 

□進二技 2-Year College 

□進四技 4-Year College 
年級 

Year 

二技三、四 

四技三、四 

五專四、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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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 Chinese： 本課程強調學習國際重要運動競賽賽制、規則及(英文)專用術語，如高爾夫球、網球、籃球或其他台灣舉辦的國際運動競賽，了解運動競賽賽程安排、競賽流程以及賽事管理，充實運動賽事相關知識，以外語專才背景，實際參與國際競賽服務學習。 英文 English: 

This course focuses on learning about important international sporting games common in 

Taiwan, such as golf, tennis, basketball, and includes the rules and technical terms in English. 

This course will enable students to understand the arrangement, procedures, and management of 

competitive events. It will also help students to both enrich their relevant knowledge of a 

sporting competition, and help them take advantage their foreign language knowledge to engage 

in service learning in the field of international sporting competition.  

課程目標 

Objectives 

中文 Chinese： 

1.培養運動知識與技能，了解國際體育運動發展情勢 

2.學習國際運動競賽賽制、規則與專用術語，了解競賽賽程安排、流程及賽事管理。 

3.充分運用外語專業背景，實際參與國際競賽服務學習。 英文 English:  

1. Enrich students’ knowledge of and skills in sports, and help them understand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sporting competitions. 

2. Help students learn the system, rules, technical terms, arrangement, procedure and 

management of international sporting competitive events.  

3. Engage students, through their foreign language capacity and expertise, in service learning in 

the field of international sporting competition.  

配對的能力指標 

Corresponding Skill 

Indicator / Standard 

1-0-1運動賽事賞析能力 

1-0-2肢體表現能力 

1-0-3美感能力 

5-0-2團隊合作能力 

5-0-3領導能力 

5-0-4敬業負責的態度 

5-0-5溝通協調能力 

一般知能 

General Skills 

6.表達能力 

14.團隊合作能力 

25.運動的基本能力 

26.運動健康及運動休閒的概念 

30.法治精神與公民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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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甦樂教育中心-1 中文課程名稱 國際觀與全球關懷 英文課程名稱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and Global Conc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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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技二、三、四 二技三、四 五專四、五 必修/選修 

Required or 

Elective Course 

□必修 Required course ■選修 Elective course 學分/時數 

Credits/Hours 

2  學分(每學期)/ 2 小時(每週) 學期/學年 

Course Ty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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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pt. of Offering Courses 
吳甦樂教育中心 

課程概要 

Course Content 

中文 Chinese： 本課程之開設目標為培育文藻人應具備之『國際人修養』並藉以促進溝通文化之教育使命。 課程分由以下三個幅度來討論： 1.文化幅度：探索東、西方思想與歷史的發展歷程，概論中、西文化的傳統與根源以及當代的文明衝突問題。 2.倫理幅度：探討當代政治、經濟的發展對於社會正義的衝擊，特別是在全球化趨勢潮流之下的挑戰與衝擊。並藉由全球的社會運動作為個案，探討其發生的時代意義及其影響。 3.行動服務：以生命共同體的幅度建構可能的人道關懷與服務行動。特別研究如：NGO、NPO或社會企業（social enterprise）等跨國際的服務組織其功能價值與服務的特性。課程預計安排四小時的社會企業參訪活動，增加學習者對實務的瞭解，促進其未來的行動實踐力。 英文 English：This course aims at nourishing students of Wenzao with the quality of an international 

personality, so that they might take up the mission of communicating with different cultures. The 

course contents consist of three dimensions.  

1. The cultural dimension: to review briefly the roots and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Eastern and 

Western thoughts. Above all to discuss of the clash between cultural traditions in the modern 

world. 

2. The moral/ethical dimension: explore the challenge on social justice by the contemporary politic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s. Globalization will be a case study to explore its impact on the 

contemporary world in the context of social justice. 

3. Actions and service: to discuss the possibility of establishing human concerns in actions. Special 

attentions will be given to the study of NGO, NPO and social enterprise, opening a new horizon of 

action of social concerns. 

課程目標 

Objectives 

中文 Chinese： 使學生能： 1.更深入建構跨文化間的溝通橋樑 2.透過政治、經濟，歷史及文化等層面深化國際視野。 3.培養全球關懷的心胸與實踐力 4.培育敬天愛人之積極人生觀 英文 English：After taking the course students might be able to: 

1. Acquire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n the bridging the gulfs of cultural differences. 

2. Enrich the concept of internationality through the studies of political economic and historical 

iss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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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To nourish the attitude of respecting the Divine and loving the people. 配對的能力指標 

Corresponding 

Skill Indicator / 

Standard 

3-0-1倫理判斷能力 

5-0-3批判思考能力 

7-0-2 包容異己的能力 

8-0-6 國際關懷能力 一般知能 

General Skills 

12發掘及解決問題能力 

19批判思考、邏輯推理能力 

30環境關懷能力 

31法治精神與公民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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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甦樂教育中心-2 中文課程名稱 服務領導與靈性發展 英文課程名稱 Leadership in Service and Spiritual Development 學制 

School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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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Division of Continuing 

Ed.】】】】 ■進二技 2-Year College ■進四技 4-Year College 

年級 

Year 

四技二、三、四 二技三、四 五專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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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甦樂教育中心 

課程概要 

Course Content 

中文 Chinese： 本課程主要透過理論介紹、報告與討論，協助學生瞭解「靈性發展」如何啟發個人實踐服務領導；並藉由「靈性修習」的方法學習與習慣養成，培養「領導就是服務、服務亦為領導」的價值觀，以落實服務領導的理念與關懷行動。     課程內容以「人學」為出發點，結合身心靈整合理論、靈性發展理論，以及典範人物的靈性修習之認識為依據，介紹人類的靈性特質、個人的靈性追求、靈性的超越能力，以及建立靈性修習的習慣。學習過程配合服務領導的行動，以及六至九小時的靈性修習體驗，幫助學生從經驗、反省、選擇，以至行動更新的循環，期能深入服務領導的核心意義。 英文 English： 

    Through theoretical studies, discussions and reports, this course aims at helping students to 

understand “spiritual development” can help to inspire individuals to assist them in the process of 

exercising the leadership in service. Also through the practice of the “spiritual acquisition” we aim at 

the nourishing the value and attitude of “to lead is to service, and to serve is to lead”, and above all to 

implement the concept of leadership through service and the action of concern. 

The Study on Humanity is the springboard of this course. The course contents amalgamate the 

theory of integration of the spirit and body, the theory of spiritual development and the study of role 

models of iconic personality. Firs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pirituality, human being’s perusal of 

spirituality, and individual’s special flavor of spirituality, and the practice of acquisition of spirituality 

will be introduced. The learning process will be the integration of with theories and practice of service, 

together with 6-9 hours of exercise of spiritual acquisition. All these will help students through 

experience, reflection, personal choice and action to have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leadership in 

service. 課程目標 

Objectives 

中文 Chinese： 

1.協助學生瞭解個人生活中的靈性向度與奧祕。 

2.幫助學生建立一個適合自己靈性修習的習慣。 

3.學生能對弱勢關懷與社會服務具有較高之自我期許與行動。 英文 English： 

After taking the course the student might be able to 

1. Grasp the dimension of spirituality and its mystery. 

2. To establish a certain style of spirituality which suits their own personality. 

3. Concern about the weak and the marginalized people, and to serve them. 配對的能力指標 

Corresponding 

Skill Indicator / 

Standard 

1-0-5反思能力 

3-0-3 生命關懷能力 

7-0-2 包容異己的能力 

8-0-4服務領導能力 一般知能 

General Skills 

5 領導能力 

9 耐心與毅力 

13溝通、協調能力 

20觀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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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系 

中 文 課 程 名 稱 兒童文學研究 

英 文 課 程 名 稱 Children’s Literature 

學 制 ■日五專  年 級 日五專英文四年級 

必 修 / 選 修 ■選修 學分 /時數   2 學分/ 2 小時（每學期） 

學 期 / 學 年 ■學年 開課單位 英文系 

 課程概要 課程目標 配對之能力指標 對應的 產業別 產業對應 的知能 對應的 升學領域 對應升學 領域的知能 本課程主要介紹英美兒童文學的發展概論與其中的各式副文類。尤其強調文本中的敘事分析，以期幫助學生更深地閱讀英美兒童文學。 

This course will introduce 

the history of 

Anglo-American 

children’s literature, its 

various subgenres, and the 

ways scholars and 

librarians currently 

approach it. We will 

particularly focus on the 

narratology of children’s 

literature in hopes of 

conducting more in-depth 

textual analysis. 

培養學生欣賞並熟悉英美兒童文學的發展，並且使學生更了解此一文類於當代的創造與應用。 

This course aims 

to help students to 

get more 

comprehensive 

knowledge of 

Anglo-American 

Children’s 

literature, so they 

can appreciate the 

genre and its 

production more.  

3-4-1瞭解西洋文學與文化之連結。 

5-4-1廣泛學習不同領域，含商業、觀光、翻譯、教學及新聞之專業英文，培養思辨能力。 

6-4-1認識職場倫理，培育就業實力。 

A-C 語言教學產業 

 

A-c-1英語讀寫能力 

A-c-9不同文化的洞察力 

B-5各語言類 

B-10文化研究 

B-25文學研究 

 

C-2 外語讀寫的能力 

C-6對主修語言國家文化的認識 C-24藝文賞析能力 

 

各階段工作及各週流各階段工作及各週流各階段工作及各週流各階段工作及各週流程程程程 準備 

Fall Semester: 

Weeks 1-3 
Students studied history of children’s literature & also studied child development 

and which sort of books are appropriate for certain ages. 

 

Weeks 5-8 

Students studied elements of story and an interactive approach to reading and 

reading aloud.   

Students learned the read-aloud method last semester, and practiced reading books 

aloud to their classmates.     

 

Weeks 10-16 
Students were introduced to beginning books, picture books, and children’s 

literature illustrators 

Students gave a presentation on an illustrator 

 

Week 18  
In their final project of the first semester, they also wrote their own children’s 

books based on what they had learned.   

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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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 

Weeks 9-16 
Students used their cumulative knowledge of children’s literature (as well as their 

own required outside reading of children’s literature) to develop a few texts that 

present a theme or topic in any of the genres studied. 

 

After organizing their thematic unit, they will read those books for an audience of 

children at Bookman Books, Kaohsiung and lead a short discussion with the 

children on the topic. 

 反省 

Weeks 17-18 
Participants then reflect on the experience in journal form, recording their thoughts 

about the project in a journal form, answering questions about the challenges and 

joys of their experience. 慶賀 
Weeks 17-18 

The simple act of reading to children is presented as providing its own reward. 

合作機構合作機構合作機構合作機構 

（（（（一一一一））））機構名稱機構名稱機構名稱機構名稱：：：：高雄市立圖書館左新分館 （（（（二二二二））））地地地地    點點點點：：：：高雄市左營區博愛三路 453 號，(07)350-0228 （（（（三三三三））））受服務對象受服務對象受服務對象受服務對象：：：：    
The students who participate will benefit by a greater understanding of what makes a 

children’s book successful and will have practice in determining a certain book’s appropriate 

level for children. 

The children who are read to will gain immeasurably, both in terms of exposure to English as 

well as the well-documented advantages of being read to in any language. （（（（四四四四））））具體服務工作項目具體服務工作項目具體服務工作項目具體服務工作項目：：：：  

The main purpose of the experience is to give children the chance to be read to in English and 

share the experience of reading a book together, ideally to develop a love of reading in these 

children. （（（（五五五五））））合作模式合作模式合作模式合作模式：：：： 

The Kaohsiung Public Library Store provides the location. （（（（六六六六））））建議合作機構配合事項建議合作機構配合事項建議合作機構配合事項建議合作機構配合事項 

No suggestions for the library. 

評量方式評量方式評量方式評量方式    
15% Midterm: Children’s Book Authors 

20% Final Project; Children’s Book (1-2 people) 

 

Projects: 

10% Worksheets & Responses 

10% Poetry Collection 

 

Major Projects: 

15% Design Class Unit OR Reading Aloud Experience 

15% Booktalk (upload by 6/1) 

15% Reading Journal 

 

Journal reflections on the experience will be sco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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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諮詢右列人可諮詢右列人可諮詢右列人可諮詢右列人員員員員。。。。    Jackson Ver Steeg. M.A., M.B.A. 

Department of English 

Wenzao Ursuline University of Languages 

E-mail：ver_steeg@yahoo.com 

Phone number: 3426031 ext. 5346 備註 

The course enrolls 48 students.  Since it impossible for all students to participate, an 

alternative assignment is available to develop a unit of study around a theme or topic and 

describe it in more det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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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譯系  

中文課程名稱 翻譯專案  

英文課程名稱 PROFESSIONAL TRANSLATION PROJECTS 

學 制 
□日五專 □日二技 ▓日四技 

□研究所□進二技 □進四技 
年 級 四年級 

必 修 / 選 修 ▓必修   □選修 學 分 / 時 數  2   學分/  2  小時（每學期） 

學 期 / 學 年 □學年   ▓學期 開 課 單 位 翻譯系 

 

課程概要 課程目標 
配對之能

力指標 

對應

的 

產業

別 

產業

對應 

的知

能 

對應的 

升學領

域 

對應升

學 

領域的

知能 

本課程內容包括向學生傳授

商業、科技、法律等專業領域

及專業翻譯項目所涉及的翻

譯技巧。所選翻譯範例均取自

於業界實際案例。學生將學會

運用多種軟體來生產翻譯成

品，包括通過排版、多媒體及

網頁等形式進行的文字翻

譯。教師還會向學生介紹使用

搜索引擎在網路搜尋專業術

語的技巧，以提高學生在未來

職場上獨立解決問題及與業

界同儕共同解決問題的能力。 

本課程使學生習

得 : 

1. 專業翻譯所需的

翻譯實務知識與經

驗。 

2. 翻譯領域內的職

場工作環境。 

3. 培養學生成為翻

譯行業及其他與外

語相關工作所需的

“知識工作者”，以

滿足市場及社會對

專業翻譯及專業外

語工作者的需求。  

2-4-1具

有專業科

技領域常

用知識及

溝通能力 

翻譯

產業 

筆譯

能力

與專

案管

理能

力 

翻譯 筆譯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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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準備、服務、反

省、慶賀各階段週

次可參見附錄一) 

準備 

第一至三週：要求學生進行以下實習前之準備。 

(一)尋查相關專有名詞並製作筆譯用單字表。 

(二)利用網路查詢背景資料。 

(三)收集其服務機構之相關資料。 

(四)訪問其服務機構進行事先準備。 

服務 第四至十五週：進行筆譯服務/志工服務。 

反省 
第十六~十七週： 

(一)與學生討論與省思目前進行狀況、遭遇問題 

(二)以職場倫理之系統思考檢視行動與結果的關聯，並調整運作。 

慶賀 
第十八週：  

(一)成果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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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了解學員在活動歷程中成長的軌跡，並檢視課程方案的有效性。 

合作機構合作機構合作機構合作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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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團法人雲林縣雲林故事人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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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團法人雲林縣雲林故事人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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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本系學生擔任翻譯志工，為故事館翻譯故事書及其他相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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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事前的協調說明。 

2.解釋事先準備之重要性。 

3.鼓勵學生事先對其服務機構進行事先調查。 

4.進行筆譯服務。    

評量方式評量方式評量方式評量方式    

（一）出席與討論（20﹪） 

（二）筆譯服務（40﹪） 

（三）服務學習評量（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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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枻樵 

分機 6422 

99473@mail.wzu.edu.tw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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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企業管理系-1 

中文課程名稱 社會創新與社會創業精神(一) 

英文課程名稱 Social Innovation and Social Entrepreneurship(1) 

學 制 □進二技 ■日四技 年 級 4 年級 

必 修 / 選 修 □必修   ■選修 學分 /時數    3 學分 / 3 小時（每學期） 

學 期 / 學 年 □學年   ■學期 開課單位 國際企業管理系 

 課程概要 課程目標 
配對之能

力指標 

對應的

產業別 

產業對

應的知

能 

對應的

升學領

域 

對應升

學領域

的知能 

提供社會創新

與創業精神理

論與實務知識

傳遞，導正過

度經濟自利思

維，所形成社

會重商主義下

的環境永續議

題，鑲嵌於教

學課程相互搭

配，以提供學

子不同的創新

性解決問題能

力之涵養，達

成永續企業的

社會責任及跨

科際資源分享

及整合的管理

知識之運用。 

社會經濟旨是針對當代新自由

主義經濟思維的反省和批判，提

醒大家在追求經濟目標之外，尚

應兼顧非經濟的目標，也就是說

社會價值包括經濟和非經濟的

層面。社會創業是社會經濟的行

動和實踐，背負著達成雙重目標

的任務。本課程的授課重點在於

探討社會創業精神在台灣社會

第一（政府）及第三（非營利組

織）部門的運作、發展、及過程，

尤其是非經濟層面的評估，涵蓋

完整的四部門的探討才能提供

周延檢視社會問題及過度經濟

自利思維的反思。本課程之目標

在於開啟學生關心社會議題並

提供相關學術研究知識的傳遞。 

3-4-2具備

跨學科之

整合性分

析能力 

4-2-1具有

組織運作

與管理的

知能 

5-4-1 團

隊 合作

能力 

 

商管產

業 

文化創

意產業 

 

1.組織

經營管

理知能 

2.策略

規劃能

力 

3.創業

管理能

力 

 

MBA 

文化創

意 

 

B-12

文化創

意 

C-17

策略、

規劃能

力

C-22

創意與

創新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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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準備、服務、反

省、慶賀各階段週

次可參見附錄一) 

準備 

 

（一）事先聯繫合作單

位，規劃服務內

容與服務時間。 

（二）準備課程大綱，

向學生說明。 

（三）進行專業課程理

論講解，並且學

第一週第一週第一週第一週 (一週) 

  課程簡介、導航、受服單位的面對面座談 

  需求與專業服務內容的媒合與調整，篩選有意

參與學生志工之資格與恰當性。 

第二第二第二第二至四至四至四至四週週週週    (三週)    

社會創新與創業基礎理論授課 

  社會創新個案講解與創新模式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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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開始分組進行

討論與設計。 

第第第第五五五五至十至十至十至十三三三三週週週週    (九週) 參與        

進行為期 8週的融合式教學。服務期間，學生

擔任到非營利組織的專業服務，協助受服單位

(service receiver)尋找創新經營模式，以社會創

業精神的邏輯及概念，推出能自給自足的商

品，減少對捐款的依賴的營運收入。此階段學

生須至少每週定期的跟授課教師討論創新的

營運模式及機會，轉化成可行性的專案建議。

從服務及志工參與的做中學，學習及發現非營

利組織營運問題的，學生投入實作服務後需要

提供解決方案建議。 

第第第第十四十四十四十四至十至十至十至十六六六六週週週週    (三週) 

    學習成果的整理與理論再學習(反省) 

第十第十第十第十七到七到七到七到十十十十八八八八週週週週 (兩週)  

期末反思及慶賀。 

服務 
第第第第五五五五週週週週到第十三週到第十三週到第十三週到第十三週    

學生開始進行每週兩小時的實作專業服務，依學生專長分組。 

反省 

第第第第十十十十四四四四至至至至十六十六十六十六週週週週    

學生於每週服務結束與老師進行檢討與調整服務方式，撰寫省思扎

記。 

慶賀 

第十第十第十第十七到十八七到十八七到十八七到十八週週週週 

期末反思、感恩、慶賀。 

探討非營利組織轉型成為社會企業兼顧三種底線的過程:優勢與挑

戰。 

合作機構合作機構合作機構合作機構    

（一） 受服受服受服受服機構名稱機構名稱機構名稱機構名稱：：：： 

財團法人心路社會福利基金會高雄分會財團法人心路社會福利基金會高雄分會財團法人心路社會福利基金會高雄分會財團法人心路社會福利基金會高雄分會:高雄市三民區博愛一路 372號 5 

樓   

新上社區發展協會新上社區發展協會新上社區發展協會新上社區發展協會: 高雄市左營區保靖街 32號 

（（（（二二二二））））受服務對象受服務對象受服務對象受服務對象：：：： 

      身心障礙者課程學習協助及陪伴，社區年長者的課程參與協助 

 每週一次 3 小時。 

（（（（三三三三））））具體服務工作項目具體服務工作項目具體服務工作項目具體服務工作項目：：：： 

協助弱勢及身障者的學習，觀察、投入非營利組織目前的運作模式提出

創新、創業的組織診斷及建議。 

（（（（四四四四））））合作模式合作模式合作模式合作模式：：：： 

心心心心路基金會路基金會路基金會路基金會目前有『一家工廠』及『心路餐坊』作為非營利組織轉化成

社會企業的實際個案，十分恰當且合宜的提供學生投入並了

解其運作模式，經由服務的協助，學生學習真實社會企業的

運作及經營優、缺點，選修此一課程的學生真能有機會貼近

社會企業的經營，才能活用其所學知識。 

新上社區發展協會新上社區發展協會新上社區發展協會新上社區發展協會:提供學生社會參與發展社會創業機會的引介窗口，老

年化的議題除了是社會問題，也是社會創新及社會創業潛在

的發展市場，為學子帶來真正潛在市場的場域，真正融合教

學與理論的跨科際教學模式。 

（（（（五五五五））））建議合作機構配合事項建議合作機構配合事項建議合作機構配合事項建議合作機構配合事項 

      1.簽訂合作契約及工作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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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受服機構必須協助服務學生訓練及服務工作規則的制定。 

3.受服機構必須協助指導及評量學生服務學習成果。 

評量方式評量方式評量方式評量方式    

(A)出席服務分享與討論                       15% 

(B)創新創業實作建議(教師與受服單位共同評分)  35% 

(C)反省札記(教師評分)                        20% 

(D)實作服務成果(受服單位評分)                20% 

(E)服務卷宗及期末綜合報告                 .  10%  

備註： 

學生服務過程實記，除記載服務情形，須包含知能成長，亦即包含與課程理論

轉化成實務操作所遇到的困難及問題解決能力的涵養，以縮減專業理論與實務

認知的差距，與授課教師討論社會參與的態度及知識運用為首要，故除書面報

告與實際服務外，每週仍需定期與教師討論，以受服務單位的狀況及需求為調

整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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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藻外語大學 國際企業管理系講師 許淮之 

連絡方式：margarita@mail.wzu.edu.tw 電話：07-3426041 ext. 6627 

備註 

期望成果： 

1. 對機構對機構對機構對機構(社區社區社區社區)的的的的預期成果預期成果預期成果預期成果：：：： 

經由服務學習的過程提供回饋社區及社會參與的機會，在非營利組織人力

缺乏的狀況下，具有專業能力的人力資源可以改善其社會福利過度社會化

的思維，針對弱勢或身心障礙的公民提供互助的和諧共存機制，共同榮耀

身為人類的自尊與自我成長。 

2. 對參與專業服務學習學生的對參與專業服務學習學生的對參與專業服務學習學生的對參與專業服務學習學生的預期成果預期成果預期成果預期成果：：：： 

a. 以商業專業的創新創業能力在第三部門的發展模式，作為學生了解現實社

會的運作層面，提供學習的反思與態度調整。 

b.媒介並強化高等教育下的學子服務學習的機會與參與，提供服務精神的國

際公民參與能力。 

c. 獲得實際運用創新與創業理論於第三部門，實務參與個案的發展。 

d.以服務他人，跳脫教室疆界，投入人群，參與社區發展，完美個人品格及

專業的倫理陶塑，肯定自我、協助他人、團體合作的利己、利他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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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企業管理系-2 

中 文 課 程 名 稱 社會創新與社會創業精神(二) 

英 文 課 程 名 稱 Social Innovation and Social Entrepreneurship(2) 

學 制 □進二技 ■日四技 年 級 4 年級 

必 修 / 選 修 □必修   ■選修 學分 /時數    3 學分 / 3 小時（每學期） 

學 期 / 學 年 □學年   ■學期 開課單位 國際企業管理系 

 課程概要 課程目標 
配對之能

力指標 

對應的

產業別 

產業對

應的知

能 

對應的

升學領

域 

對應升

學領域

的知能 

提供社會創新與

創業精神理論與

實務知識傳遞，導

正過度經濟自利

思維，所形成社會

重商主義下的環

境永續議題，鑲嵌

於教學課程相互

搭配，以提供學子

不同的創新性解

決問題能力之涵

養，達成永續企業

的社會責任及跨

科際資源分享及

整合的管理知識

之運用。 

社會經濟旨是針對當代新自

由主義經濟思維的反省和批

判，提醒大家在追求經濟目

標之外，尚應兼顧非經濟的

目標，也就是說社會價值包

括經濟和非經濟的層面。社

會創業是社會經濟的行動和

實踐，背負著達成雙重目標

的任務。本課程的授課重點

在於探討社會創業精神在台

灣社會第二（企業）及第四

（社區）部門的運作、發展、

及過程，尤其是非經濟層面

的評估，涵蓋完整的四部門

的探討才能提供周延檢視社

會問題及過度經濟自利思維

的反思。本課程之目標在於

開啟學生關心社會議題並提

供相關學術研究知識的傳

遞。 

3-4-2具備

跨學科之

整合性分

析能力 

4-2-1具有

組織運作

與管理的

知能 

5-4-1 團

隊 合作

能力 

 

商管產

業 

文化創

意產業 

 

1.組織

經營管

理知能 

2.策略

規劃能

力 

3.創業

管理能

力 

 

MBA 

文化創

意 

 

B-12

文化創

意 

C-17

策略、

規劃能

力

C-22

創意與

創新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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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準備、服務、反

省、慶賀各階段週

次可參見附錄一) 

準備 

 

（一）事先聯繫合作單

位，規劃服務內

容與服務時間。 

（二）準備課程大綱，

向學生說明。 

（三）進行專業課程理

論講解，並且學

第一週第一週第一週第一週 (一週) 

  課程簡介、導航、受服單位的面對面座談 

  需求與專業服務內容的媒合與調整，篩選有意

參與學生志工之資格與恰當性。 

第二第二第二第二至四至四至四至四週週週週    (三週)    

社會創新與創業基礎理論授課 

  社會創新個案講解與創新模式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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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開始分組進行

討論與設計。 

第第第第五五五五至十至十至十至十三三三三週週週週    (九週) 參與        

進行為期 8週的融合式教學。服務期間，學生

到由企業出資或社區性的非營利組織的進行

專業服務，協助受服單位(service receiver)尋找

創新經營模式，以社會創業精神的邏輯及概

念，或於發展能自給自足的商品，減少對捐款

的依賴的營運收入。或於進行創新制度的探

討,組織改造式的社會創業精神專案。此階段

學生須至少每週定期的跟授課教師討論創新

的營運模式及機會，轉化成可行性的專案建

議。從服務及志工參與的做中學，學習及發現

非營利組織營運問題的，學生投入實作服務後

需要提供解決方案建議。 

第第第第十四十四十四十四至十至十至十至十六六六六週週週週    (三週) 

    學習成果的整理與理論再學習(反省) 

第十第十第十第十七到七到七到七到十十十十八八八八週週週週 (兩週)  

期末反思及慶賀。 

服務 
第第第第五五五五週週週週到第十三週到第十三週到第十三週到第十三週    

學生開始進行每週兩小時的實作專業服務，依學生專長分組。 

反省 

第第第第十十十十四四四四至至至至十六十六十六十六週週週週    

學生於每週服務結束與老師進行檢討與調整服務方式，撰寫省思扎

記。 

慶賀 

第十第十第十第十七到十八七到十八七到十八七到十八週週週週 

期末反思、感恩、慶賀。 

探討非營利組織轉型成為社會企業兼顧三種底線的過程:優勢與挑

戰。 

合作機構合作機構合作機構合作機構    

（一） 受服受服受服受服機構名稱機構名稱機構名稱機構名稱：：：： 

財團法人農友社會福利基金會財團法人農友社會福利基金會財團法人農友社會福利基金會財團法人農友社會福利基金會:高雄市大樹區竹寮路 114-6號 

財團法人天主教善牧基金會財團法人天主教善牧基金會財團法人天主教善牧基金會財團法人天主教善牧基金會: 高雄市鳳山區大東二路 100號 

（（（（二二二二））））受服務對象受服務對象受服務對象受服務對象：：：： 

      身心障礙者課程學習協助及陪伴，弱勢、單親、新移民課後輔導 

 每週一次 3 小時。 

（（（（三三三三））））具體服務工作項目具體服務工作項目具體服務工作項目具體服務工作項目：：：： 

協助弱勢及身障者的學習，觀察、投入非營利組織目前的運作模式提出

創新、創業的組織診斷及建議。 

（（（（四四四四））））合作模式合作模式合作模式合作模式：：：： 

財團法人農友社會福利基金會財團法人農友社會福利基金會財團法人農友社會福利基金會財團法人農友社會福利基金會目前有以農友種苗公司為主要的資金支持

者,是典型的企業自發性的社會企業精神的專案，合宜且恰當

的作為第二部門的基金會代表,提供學生投入並了解其運作

模式，經由服務農民及有機概念的推廣，學生學習社會企業

精神藉由基金會的的運作如何推廣，選修此一課程的學生可

以進入社會場域與受服者面對面的做中學習,並了解社會企

業的經營模式，可活用企業管理專業知識。 

財團法人天主教善牧基金會財團法人天主教善牧基金會財團法人天主教善牧基金會財團法人天主教善牧基金會:提供學生社會參與發展社會創業機會並協

助弱勢、單親、新移民家庭中需要課業輔導的學生，新移民

的社會問題，需要藉由社會融合而非社會排擠,是一個具有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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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社會創業的發展市場，讓學生學會帶著關懷進入職場的

先期訓練, 是教育也是服務，提供融合教學與理論的跨科際

教學模式。 

（（（（五五五五））））建議合作機構配合事項建議合作機構配合事項建議合作機構配合事項建議合作機構配合事項 

      1.簽訂合作契約及工作內容。 

2.受服機構必須協助服務學生訓練及服務工作規則的制定。 

3.受服機構必須協助指導及評量學生服務學習成果。 

評量方式評量方式評量方式評量方式    

(A)出席服務分享與討論                       15% 

(B)創新創業實作建議(教師與受服單位共同評分)  35% 

(C)反省札記(教師評分)                        20% 

(D)實作服務成果(受服單位評分)                20% 

(E)服務卷宗及期末綜合報告                 .  10%  

備註： 

學生服務過程實記，除記載服務情形，須包含知能成長，亦即包含與課程理論

轉化成實務操作所遇到的困難及問題解決能力的涵養，以縮減專業理論與實務

認知的差距，與授課教師討論社會參與的態度及知識運用為首要，故除書面報

告與實際服務外，每週仍需定期與教師討論，以受服務單位的狀況及需求為調

整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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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藻外語大學 國際企業管理系講師 許淮之 

連絡方式：margarita@mail.wzu.edu.tw 電話：07-3426041 ext. 6627 

備註 

期望成果： 

1. 對機構對機構對機構對機構(社區社區社區社區)的的的的預期成果預期成果預期成果預期成果：：：： 

經由服務學習的過程提供回饋社區及社會參與的機會，在非營利組織人力

缺乏的狀況下，具有專業能力的人力資源可以改善其社會福利過度社會化

的思維，針對弱勢或身心障礙的公民提供互助的和諧共存機制，共同榮耀

身為人類的自尊與自我成長。 

2. 對參與專業服務學習學生的對參與專業服務學習學生的對參與專業服務學習學生的對參與專業服務學習學生的預期成果預期成果預期成果預期成果：：：： 

a. 以商業專業的創新創業能力在第三部門的發展模式，作為學生了解現實社

會的運作層面，提供學習的反思與態度調整。 

b.媒介並強化高等教育下的學子服務學習的機會與參與，提供服務精神的國

際公民參與能力。 

c. 獲得實際運用創新與創業理論於第三部門，實務參與個案的發展。 

d.以服務他人，跳脫教室疆界，投入人群，參與社區發展，完美個人品格及

專業的倫理陶塑，肯定自我、協助他人、團體合作的利己、利他精神。 

★以上所提專業服務學習課程業經英語暨國際學院院課程委員會(103.04.23)審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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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藝系 中文課程名稱 平面攝影實務 模組名稱 數位媒體與新聞傳播模組數位媒體與新聞傳播模組數位媒體與新聞傳播模組數位媒體與新聞傳播模組 英文課程名稱 Photography Aesthetics and Practice 學 制 
□日五專 □日二技 ■日四技 □研究所□進二技 □進四技 年 級 1 必 修 / 選 修 ■必修   □選修 學分 / 時數    3學分/  3 小時（每學期） 學 期 / 學 年 □學年   ■學期 開 課 單 位 傳播藝術系 

 課程概要( 課程目標 
配對之能力指標 

對應的 產業別 

產業對應 的知能 

對應的 升學領域 

對應升學 領域的知能 本課程的主要目的在透過平面攝影（相機）相關原理與實務解說，讓學生熟悉並了解平面攝影之專業基礎概念，包括對光圈、快門、鏡頭與構圖美學等的認識，同時培養學生具備攝影技巧與資訊數位相片後製能力。 

The primary goal of 

this course is to 

make students 

familiar with the 

basic professional 

tenets of 

photography 

(camera) by 

introducing its 

principles and actual 

applications.  This 

includes the 

knowledge of 

aperture, shutter, 

lenses, and 

composition.  

Contemporaneously, 

this course cultivates 

the student’s 

photographic skills 

and digital 

post-production 

capabilities 

使學生 

1. 具備影像及美術基礎創作知能 

2. 具備數位媒體製作之基礎創作知能 

3. 了解相機原理與單眼相機的構造、功能及操作與創作技巧 

4.具備應用相機進行各種題材攝影創作之知能 

5. 具備基本的相片邊修與影像處理能力 

1. Help students 

possess basic 

photographic and artistic 

creative abilities. 

2. Help students 

possess basic creative 

abilities concerning 

digital media. 

3. Help students 

understand principles of 

camera, as well as the 

structure, functions, 

operation and creative 

skills of a single lens 

reflex camera. 

4. Help students 

possess knowledge of 

how to utilize the camera 

to perform various types 

of photography.   

5. Help students 

possess basic 

photographic editing and 

processing skills.   

1-1-2具備影像及美術基礎創作知能 

2-1-4 具備數位媒體製作之基礎創作知能 

大眾傳播產業, 

 文化創意產業 

廣 告 製作能力 ,多 媒 體製 作 能力 ,採訪與 寫 作能力 ,影像 設 計能力 ,媒體 製 作能力 ,資訊 運 用與 媒 體製 作 能力 

大 眾 傳播 , 資訊傳 播 , 圖文傳播 

數位媒體設計能力 ,創意與創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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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階段工作及各週流各階段工作及各週流各階段工作及各週流各階段工作及各週流程程程程 

(準備、服務、反省、慶賀各階段週次可參見附錄一) 

準備 

第一週 課程簡介 第二、三週 專業理論講解 包括協助非政府組織影像紀錄與影像行銷。 服務 
第四週到第十七週 學生至機構，進行各項工作，每人至少 12 小時服務時數。 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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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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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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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團法人西子灣文教基金會、高雄市海邊路 31號 18 樓之 6。 

服務對象服務對象服務對象服務對象：：：： 

大高雄地區社區民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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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協助該組織進行影像紀錄與影像行銷 

      2. 協助該組織進行教育訓練課程提供專業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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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學生分組進行影像紀錄工作 

      2.學生分組進行影像行銷及宣傳專業服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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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評量方式評量方式評量方式評量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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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藻外語大學 傳播藝術系老師  李昱宏 

連絡方式：99002@mail.wzu.edu.tw，電話：07-342-6031 ext 6529 

★以上所提專業服務學習課程業經文教創意產業學院院課程委員會(103.04.30)審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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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教育中心（專業服務學習課程暨新課申請） 

中文課程名稱 
Chinese Name of Course 

服務學習 

英文課程名稱 
English Name of Course 

Service-learning 

學制 

School System 

【【【【Day School】】】】 

□日二技 2-Year College 

■日四技 4-Year College □日五專 5-Year Junior College □研究所 Graduate Institute 

【【【【Division of Continuing Ed.】】】】 

□進二技 2-Year College 

□進四技 4-Year College 
年級 

Year 
一年級 

必修/選修 

Required or Elective 

Course 

■必修 Required course □選修 Elective course 
學分/時數 

Credits/Hours 

__1_學分（學期） 

/_1_小時（學期） 

學期/學年 

Course Type 

□學年 Year-long course 

■學期 semester course 
開課單位 

Dept. of Offering Courses 
通識教育中心 

課程概要 

Course Content 

中文 Chinese： 

「服務學習」課程依「文藻外語大學服務學習實施辦法」實施，本課程旨在

推動學生實際進行服務人群、關懷社會的行動。內容分為「志工基礎訓練與

特殊訓練」與「服務學習體驗」二部分： 

(1)志工基礎訓練與特殊訓練：修課學生須參加台北 e 大開設當年度志工基

礎訓練網路課程並取得證明，另需參與學校安排之志工特殊訓練課程 12

小時。 

(2)服務學習體驗：修課學生需從事服務學習體驗活動 12小時，並參與回饋

分享，服務地點依服務學習中心之安排上網選擇。 

修課學生需在大一修課當學期，完成課程內容(1)與(2)之規定，方可取得學

分。逾期未完成視同課程未通過需重修本課程。 

 

 

課程目標 

Objectives 

中文 Chinese： 

藉由課程訓練與實踐活動，使學生： 

（1）熱愛服務之精神。 

（2）反省的能力。 

（3）建立服務中學習的理念。 

（4）實踐社會關懷與愛人如己的能力 

（5）建立公民社會的能力。 

 

配對的能力指標 

Corresponding Skill 

Indicator / Standard 

(2).具有符合職場需求之專業知能與倫理 

(4).養成自我學習能力，實踐進階及終身學習 

(5).發展健全人格，具人文關懷與服務之情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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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知能 

General Skills 

2抗壓力 

3 學習意願 

9耐心與毅力 

10敬業負責的態度 

12 發掘及解決問題能力 

13溝通、協調能力 

各階段工作及各階段工作及各階段工作及各階段工作及 各週流程各週流程各週流程各週流程 

調查 
第一週向同學說明服務學習的意義、內容、方式並請同學收集想去服務機構的資料。 準備 二至三週：請學生進行服務前之準備。 服務 第四至十五週：至服務機構執行服務。 反省 第十六~十七週：與學生討論進行服務之狀況、遭遇問題，並給予回應與指導。 慶賀 第十八週：回饋與分享學員在服務活動後的成長歷程。 持續 第十八週：鼓勵學員持續在同一機構的服務活動。 

合作機構合作機構合作機構合作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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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雄市政府、台灣志願服務國際交流協會、高雄市各博物館、高雄市立圖書館及各分館、高雄市公私立國民中、小學及本校簽約之社福機構等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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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協助該機構進行溝通及安排相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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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分組配對:依機構需求，採學生分組與服務機構進行合作。 

2.溝通接待：隨同該機構人員進行溝通及接待等事務。 

3.討論分享:與該機構討論服務品質及態度。 ((((四四四四)))) 應注意事項應注意事項應注意事項應注意事項: 

1.事前的協調說明與溝通 

2.鼓勵學生對服務機構進行事先調查。 

3.進行溝通練習。 評量方式評量方式評量方式評量方式 
（一）出席與討論（50%） 

（二）反思與心得回饋（50%） 備備備備  註註註註 服務學習體驗活動需於修課當學期學期結束前學期結束前學期結束前學期結束前完成，以利成績遞送。 

★以上所提專業服務學習課程業經全人教育學院 102-2 第 3 次院務會議(103.4.23)審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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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系-1 

中文課程名稱 學期校外實習 模組名稱 
英語文教育模組、商業實務模組、文化模組 

英文課程名稱 Semester-based Off –Campus Intership 

學 制 
■日五專 ■日二技 ■日四技 

□研究所 ■進二技 ■進四技 
年 級 

專科部五年級、二技部四年

級、四技部四年級 

必 修 / 選 修 ■選修 學 分 / 時 數 15 學分/ 18 週(每學期) 

學 期 / 學 年 ■學期  開 課 單 位 英國語文系 

（一）課程目標：培養學生實務的校外學習經驗，落實學校知識與校外業界經驗的整合，進一步提

升學生在校外職場的就業力。 

（二）課程大綱／課程安排／時程表： 課程大綱 業界工作了解與適應 實習規劃 實習執行 實習成果 內容 

1. 了解校外實習機構。 

2. 了解工作性質。 

3. 學習適應工作環境。 

1. 規劃如何銜接機構工作。 

2. 工作安排與人員溝通。 

1. 建立實習業務與工作。 

2. 執行實習工作。 

1. 交接實習成果。 

2. 工作進度報告。 

3. 實習成果檢討。 課程時間 第 1-2 週 第 3-4 週 第 5-16 週 第 17-18 週 

（三）學習評量：業界考核成績（50%）與實習成果（50%） 

（四）課程學分：學期中業界實習 18週，可免修免修免修免修本系必修或選修課程 15 學分。（本系必修課程

「研究寫作」不在免修學分範圍內。） 

  

課程概要 課程目標 配對之能力指標 
對應的產業別 

產業對應的知能 

對應的升學領域 

對應升學領域的知能 

1. 學生全學期至校外連續實習
18 週。 

2. 實習單位為與本校簽定合約之他校、機關團體或企業。 

透過此實習課程可： 

1. 讓學生提早體驗校外職場，建立正確工作態度。 

2. 讓學生在校期間仍能走出校園前往校外驗證所學，並從他校及機關單位吸取實務經驗，以提升學生在職場的就業能力。 

6-5-1 內化職場規範，培養團隊合作能力。(五專部) 

5-4-1 提升職場倫理，強化就業競爭力。(二技部、四技部) 

5-4-1 強化職場專業技能與英語能力，提升就業競爭力。(日四技) 

A-c 語言教學產業 

A-f 文化創意產業 

A-g 商管產業 

A-c-9 不同文化的洞察力 

A-f-8 加值創新應用能力 

A-g-11 商業知識運用 

B-1 語言教學 

B-12 文化創意 

B-33 企業管理 

C-18 語言教學相關知能 

C-20 創意與創新能力 

C-22 （國際）企業管理能力 

附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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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系-2 中文課程名稱 學年校外實習 模組名稱 

英語文教育模組、商業實務模組 文化模組 英文課程名稱 Year-based Off-Campus Internship in Taiwan 學 制 
■日五專 □日二技 ■日四技 

□研究所 □進二技 ■進四技 
年 級 

專科部五年級、四技部四年

級 必 修 / 選 修 ■選修 學 分 / 時 數 30 學分 學 期 / 學 年 ■學年   開 課 單 位 英國語文系 

（一）課程目標：培養學生實務的校外學習經驗，落實學校知識與校外業界經驗的整合，進一步提

升學生在校外職場的就業力。 

（二）課程大綱／課程安排／時程表： 課程大綱 業界工作了解與適應 實習規劃 實習執行 實習成果 內容 

1. 進一步了解校外實習機構。 

2. 加深工作性質的了解。 

3. 加強對工作環境的適應。 

1. 規劃如何接續原工作內容或銜接至不同單位工作。 

2. 工作安排與人員溝通。 

1. 建立實習業務與工作。 

2. 執行實習工作。 

1. 交接實習成果。 

2. 工作進度報告。 

3. 實習成果檢討。 課程時間 第 1-3 週 第 4-6 週 第 7-32 週 第 33-36 週 

（三）學習評量：業界考核成績（50%）與實習成果（50%） 

（四）課程學分：學年間至業界實習至少 9個月，可免修免修免修免修本系必修或選修課程 30 學分。（本系必

修課程「研究寫作」不在免修學分範圍內。） 

 

 

 

 

課程概要 課程目標 配對之能力指標 
對應的產業別 

產業對應的知能 

對應的升學領域 

對應升學領域的知能 

1. 學生連續一學年至校外的實習。 

2. 實習單位為與本校簽定合約之他校、機關團體及企業。 

透過此實習課程可： 

1. 讓學生提早體驗校外職場，建立正確工作態度。 

2. 讓學生至校外驗證所學，並能深化學習內容,吸取紮實的實務經驗，以提升學生在職場的就業能力。 

6-5-1 內化職場規範，培養團隊合作能力。(五專部) 

5-4-1 提升職場倫理，強化就業競爭力。(四技部) 

5-4-1 強化職場專業技能與英語能力，提升就業競爭力。
(日四技) 

A-c 語言教學產業 

A-f 文化創意產業 

A-g 商管產業 

A-c-9 不同文化的洞察力 

A-f-8 加值創新應用能力 

A-g-11 商業知識運用 

B-1 語言教學 

B-12 文化創意 

B-33 企業管理 

C-18 語言教學相關知能 

C-20 創意與創新能力 

C-22 （國際）企業管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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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系-3 中 文課程 名 稱 學期海(境)外實習 模組名稱 
英語文教育模組、商業實務模組 文化模組 英 文課程 名 稱 Semester-based Overseas Internship 學 制 

■日五專 ■日二技 ■日四技 □研究所 ■進二技 ■進四技 年 級 
專科部五年級、二技部四年級、四技部四年級 必 修 / 選 修 ■選修 學 分 / 時 數 15 學分/ 18 週(每學期) 學 期 / 學 年 ■學期  開 課 單 位 英國語文系 

（一）課程目標：培養學生實務的海(境)外學習經驗，落實學校知識與海(境)外業界經驗的整合，

進一步提升學生在海(境)外職場的就業力。 

（二）課程大綱／課程安排／時程表： 課程大綱 業界工作了解與適應 實習規劃 實習執行 實習成果 內容 

1. 了解海(境)外實習機構。 

2. 了解工作性質。 

3. 學習適應工作環境。 

1. 規劃如何銜接機構工作。 

2. 工作安排與人員溝通。 

1. 建立實習業務與工作。 

2. 執行實習工作。 

1. 交接實習成果。 

2. 工作進度報告。 

3. 實習成果檢討。 課程時間 第 1-2 週 第 3-4 週 第 5-16 週 第 17-18 週 

（三）學習評量：業界考核成績（50%）與實習成果（50%） 

（四）課程學分：學期中至海(境)外之業界實習 18週，可免修免修免修免修本系必修或選修課程 15 學分。（本

系必修課程「研究寫作」不在免修學分範圍內。 

  

課程概要 課程目標 配對之能力指標 
對應的產業別 

產業對應的知能 

對應的升學領域 

對應升學領域的知能 

1. 學生全學期至海
(境)外連續實習
18 週。 

2. 實習單位為與本校簽定合約之海
(境)外學校、機關團體或企業。 

透過此實習課程可： 

1. 讓學生提早體驗海(境)外職場，建立正確工作態度。 

2. 讓學生在校期間仍能走出校園前往海(境)外驗證所學，並從海(境)外姐妹校及機關單位吸取實務經驗，以提升學生在職場的就業能力。 

6-5-1 內化職場規範，培養團隊合作能力。(五專部) 

5-4-1 提升職場倫理，強化就業競爭力。(二技部、四技部) 

5-4-1 強化職場專業技能與英語能力，提升就業競爭力。(日四技) 

A-c 語言教學產業 

A-f 文化創意產業 

A-g 商管產業 

A-c-9 不同文化的洞察力 

A-f-8 加值創新應用能力 

A-g-11 商業知識運用 

B-1 語言教學 

B-12 文化創意 

B-33 企業管理 

C-18 語言教學相關知能 

C-20 創意與創新能力 

C-22 （國際）企業管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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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系-4 中 文課程 名 稱 學年海(境)外實習 模組名稱 
英語文教育模組、商業實務模組 文化模組 英 文課程 名 稱 Year-based Overseas Internship 學 制 

■日五專 □日二技 ■日四技 

□研究所 □進二技 ■進四技 
年 級 專科部五年級、四技部四年級 必 修 / 選 修 ■選修 學 分 / 時 數 30 學分 學 期 / 學 年 ■學年  開 課 單 位 英國語文系 

（一）課程目標：培養學生實務的境外學習經驗，落實學校知識與海(境)外業界經驗的整合，進一

步提升學生在海(境)外職場的就業力。 

（二）課程大綱／課程安排／時程表： 

課程大綱 業界工作了解與適應 實習規劃 實習執行 實習成果 

內容 

1. 進一步了解海(境)外

實習機構。 

2. 加深工作性質的了

解。 

3. 加強對工作環境的適

應。 

1. 規劃如何接續原工

作內容或銜接至不

同單位工作。 

2. 工作安排與人員溝

通。 

1. 建立實習業

務與工作。 

2. 執行實習工

作。 

1. 交接實習成果。

2. 工作進度報告。 

3. 實習成果檢討。 

課程時間 第 1-3週 第 4-6週 第 7-32週 第 33-36週 

（三）學習評量：業界考核成績（50%）與實習成果（50%） 

（四）課程學分：一學年至業界實習至少 9個月，可免修免修免修免修本系必修或選修課程 30 學分。（本系必

修課程「研究寫作」不在免修學分範圍內。） 

  

課程概要 課程目標 配對之能力指標 
對應的產業別 

產業對應的知能 

對應的升學領域 

對應升學領域的知能 

1. 學生連續一學年至海
(境)外的實習。 

2. 實習單位為與本校簽定合約之海
(境)外學校及機關單位。 

透過此實習課程可： 

1. 讓學生提早體驗海
(境)外職場，建立正確工作態度。 

2. 讓學生海(境)外的實習除了驗證所學，並能深化學習內容,吸取紮實的實務經驗，以提升學生在職場的就業能力。 

6-5-1內化職場規範，培養團隊合作能力。
(五專部) 

5-4-1提升職場倫理，強化就業競爭力。(四技部) 

5-4-1強化職場專業技能與英語能力，提升就業競爭力。(日四技) 

A-c 語言教學產業 

A-f 文化創意產業 

A-g 商管產業 

A-c-9 不同文化的洞察力 

A-f-8 加值創新應用能力 

A-g-11 商業知識運用 

B-1 語言教學 

B-12 文化創意 

B-33 企業管理 

C-18 語言教學相關知能 

C-20 創意與創新能力 

C-22 （國際）企業管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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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文系 中文課程名稱 

Chinese Name of Course 
學期校外實習 

模組名稱 

Module Name 
無 英文課程名稱 

English Name of Course 
Semester-based Off –Campus Inte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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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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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目標 

配對之 能力指標 

對應的產業別 

產業對應的知能 

對應的升學領域 

對應升學領域的知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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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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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職場倫理上應有的態度。 

 英文 Eng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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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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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觀 光 餐旅產業 

2. 商 務 暨商務管理產業 

1. 外 語 聽說能力 

2. 外 語 讀寫能力 

8.跨 文 化溝通的能力 

觀光與休閒管理 翻譯 各語言類 

MBA 國際經貿 

1.外語聽說 的能力 

2.外語讀寫 的能力 

6.對主修語 言國家 史地、 政治、 法律、 經濟、 社會現況 的瞭解 

12.筆譯、口 譯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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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文系 中文課程名稱 學期校外實習 模組名稱 翻譯、商業實務 英文課程名稱 Semester-based Off –Campus Intership 學制 

School System 

【【【【Day School】】】】 ▓日二技 2-Year College ▓日四技 4-Year Colle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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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級 

Year 
4 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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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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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 ◎修課資格： 

  1.日四技四年級、日二技四年級學生。 

  2.日語能力檢定 N2以上通過。 ◎學分： 

  14學分，一學期，學分免修依「文藻外語大學日本語文系(科)科目學分免修與抵免辦法」辦理。 

課程概要 課程目標 
配對之 能力指標 

對應的產業別 產業對應的知能 對應的升學領域 對應升學領域的知能 中文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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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文 English: 

The goal of the course is to 

combine theory with practice, 

strengthen required skills in the 

office, enhance collaboration 

between industry and school, make 

students have an early experience 

in the workplace, build a positive 

attitude to a carrier, foster students 

to be an qualified person and 

increase students' job opportunities. 

Students should be familiar with 

office's jobs, finish jobs. 

Students should go back to school 

to have a meeting with the 

instructor and the instructor will 

visit the company to understand the 

environment and situation as w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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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文 English: 

Students should be 

able to achieve the 

following objectives 

by the end of the 

course: 

1.be familiar with the 

company culture, 

related terms and 

regulations   

2.get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company and 

increase their 

working willingness  

3.be familiar with the 

routine of the job 

4.understand the 

working style of the 

comp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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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 務 暨商 務 管理產業 

 翻 譯 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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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 光 與休閒管理 

2.各 語 言類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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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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文系 中文課程名稱 

Chinese Name of Course 
畢業專題 

模組名稱 

Module Name 
無 英文課程名稱 

English Name of Course 
Graduate Project 學制 

School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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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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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r 
4 必修/選修 

Required or Elective Course 

■必修 Required course □選修 Elective course 學分/時數 

Credits/Hours 

2  學分(每學期)/ 

Credits per semester/ 

2 小時(每週) 

Hours per week 學期/學年 

Course Type 

■學年 Year-long course 

□學期 semester course 

開課單位 

Dept. of Offering Courses 
德國語文系 

 

課程概要 

Course Content 

課程目標 

Objectives 

配對之 能力指標 

Corresponding 

Skill Indicator 

/ Standard 

對應的 產業別 

Corresponding 

to Industry 

產業對應的知能 

Knowledge 

Correspondi

ng to 

Industry 

對應的 升學領域 

Correspondi

ng Grade 

Promotion 

Area 

對應升學 領域的知能 

Knowledge of 

Corresponding 

Grade 

Promotion 

Territory 中文 Chinese： 本課程目的讓學生應用所學探討實務問題，提昇其專業知識與實務知能。 課程內容： 學生透過展演或專題研究等方式撰寫畢業專題。 

 英文 English: 

This course aims to 

train students to 

apply what they learn 

to discuss the 

practical issues, and 

enhance professional 

and practical 

knowledge.   

Course content: 

Let students and 

instructors discuss 

about the direction of 

the project. The 

content can be 

presented through 

drama or project 

studying. 

中文 Chinese： 修習本課程學生能： 

1. 撰寫結構完整的專業報告。 

2. 具備統整資料、分析判斷及邏輯構思的能力。 

3. 結合德文專業及實務知能。 英文 English: 

After taking this 

course, the students 

will be able to : 

1. Use German to 

write 

well-structured and 

professional 

reports. 

2. Have the ability 

to organize data, 

analyzing and 

criticizing, and 

logical thinking. 

3. Combine 

German profession 

and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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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 能獨立進行資料搜集、分析及歸納並陳述個人意見。 

3-4-2 能深入介紹本國及德語地區觀光景點及文化特色。 

1.觀光餐旅產業 

2.商務暨商務管理產業 

1.外語聽說能力 

2.外語讀寫能力 

8.跨文化溝通的能力 

1.觀光與休閒管理 

2.各語言類 

3.大眾傳播 

1.外語聽說能力 

2.外語讀寫能力 

12.筆譯、口譯能力 

附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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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一英文* 8 8 4 4 4 4 新課程大二英文* 8 8 4 4 4 4 新課程大三英文* 8 8 4 4 4 4 新課程資訊概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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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三年級上下學期對開全人發展：大學入門(一) 0 1 0 1全人發展：大學入門(二) 0 1 0 1全人發展(二) 0 2 0 2體育 0 8 0 2 0 2 0 2 0 2服務學習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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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三年級上下學期對開合 計 49 61 10 13 11 14 8 12 10 12 6 6 4 4跨文化溝通概論 4 4 2 2 2 2 歐亞語文學院(群)。合 計 4 4 2 2 2 2德文(一) 10 10 5 5 5 5德語會話(一) 10 10 5 5 5 5德文(二) 10 10 5 5 5 5德語會話(二) 8 8 4 4 4 4德文寫作入門 4 4 2 2 2 2德文(三) 4 4 2 2 2 2德文翻譯 4 4 2 2 2 2畢業專題 4 4 2 2 2 2德語口語訓練 4 4 2 2 2 2合 計 58 58 10 10 10 10 11 11 11 11 4 4 6 6 4 4 2 2德文口譯入門 2 2 2 2

1.「翻譯與國際會展」學程必修課程
2.可採計為「華語文教學」學程學分(註)德文口譯 2 2 2 2

1.「翻譯與國際會展」學程必修課程
2.可採計為「華語文教學」學程學分(註)媒體德文 2 2 2 2 「數位傳播」學程必修課程德文大眾傳播實務 2 2 2 2 「數位傳播」學程必修課程德國政治經濟與社會 2 2 2 2 「國際事務」學程必修課程德國與歐盟 2 2 2 2 「國際事務」學程必修課程德文青少年文學賞析 2 2 2 2德文近代名著選讀 2 2 2 2專業實習 4 4 4 4 實習320小時海外實習(一) 2 2 2 2 實習72小時海外實習(二) 3 3 3 3 實習108小時職場體驗實習 1 1 1 1 實習36小時學期校外實習 9 9 9 9 實習4.5個月商業德文書信與實務(一) 2 2 2 2
1.「國際商務」學程必修課程
2.可採計為「華語文教學」學程學分(註)商業德文書信與實務(二) 2 2 2 2

1.沒修過(一)不得修(二)

2.「國際商務」學程必修課程
3.可採計為「華語文教學」學程學分(註)科技德文(一) 2 2 2 2科技德文(二) 2 2 2 2 沒修過(一)不得修(二)德國文化與文明 2 2 2 2 可採計為「華語文教學」學程學分(註)現代德國 2 2 2 2 可採計為「華語文教學」學程學分(註)中德旅遊文化與實務(一) 2 2 2 2

1.「外語文化觀光導覽」學程必修課程
2.可採計為「華語文教學」學程學分(註)中德旅遊文化與實務(二) 2 2 2 2

1.沒修過(一)不得修(二)

2.「外語文化觀光導覽」學程必修課程
3.可採計為「華語文教學」學程學分(註)

103學年度入學適用
103.校委會議通過科目名稱 授課時數總學分數 總授課時數 第一學年上 學分數第四學年上第二學年上 下 授課時數學分數 學分數 下下 備註授課時數 學分數 授課時數 學分數 授課時數 授課時數學分數 上第三學年

校共同必修科目
授課時數學分數 授課時數授課時數 學分數科目類別 下日四技德國語文系科目學分表

院

(群

)共同必修科目系訂必修科目

系訂選修科目

語言訓練課程文化與社會課程專業實習課程經貿商務課程觀光餐旅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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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務外文(一) 2 2 2 2 由法德西日四系以各自語言授課。商務外文(二) 2 2 2 2 由法德西日四系以各自語言授課。經濟學 3 3 3 3會計學 3 3 3 3管理學 3 3 3 3國際貿易實務 3 3 3 3企業個案研究 3 3 3 3國際行銷管理 3 3 3 3合                  計 22 22 8 8 8 8 6 6政治學 3 3 3 3比較政治 3 3 3 3經濟學 3 3 3 3經濟政策 3 3 3 3國際關係 3 3 3 3國際組織概論 3 3 3 3國際政治經濟學 3 3 3 3合 計 21 21 6 6 6 6 6 6 3 3設計概論 3 3 3 3傳播概論 3 3 3 3

2D電腦繪圖 3 3 3 3平面攝影實務 3 3 3 3

2D動畫設計 3 3 3 3數位影像處理 3 3 3 3網頁設計與管理 3 3 3 3合 計 21 21 6 6 6 6 6 6 3 3語言學概論 2 2 2 2 由法德西日四系自訂抵免課程。華語語音學 2 2 2 2華語文教學導論 2 2 2 2華語正音與教學 2 2 2 2華語文教材教法 2 2 2 2文字學 2 2 2 2 由法德西日四系自訂抵免課程。華人社會與文化 2 2 2 2華語語法學 2 2 2 2第二語言習得 2 2 2 2華語文測驗與評量 2 2 2 2合 計 20 20 6 6 6 6 4 4 4 4專業英語聽力訓練 3 3 3 3國際會展概論 3 3 3 3口譯技巧演練 2 2 2 2筆譯技巧運用 2 2 2 2國際城市文化導覽實務 3 3 3 3逐步口譯 2 2 2 2國際會議英文簡報 3 3 3 3進階筆譯技巧運用 2 2 2 2合 計 20 20 5 5 5 5 6 6 4 4觀光外文(一) 2 2 2 2 由法德西日四系以各自語言授課。觀光外文(二) 2 2 2 2 由法德西日四系以各自語言授課。文化觀光學 2 2 2 2導遊實務 2 2 2 2旅運實務 2 2 2 2領隊實務 2 2 2 2本土觀光景點英語導覽 2 2 2 2英美文化與觀光旅遊 2 2 2 2中華飲食文化英語導覽 2 2 2 2國際城市導覽 2 2 2 2合 計 20 20 6 6 6 6 4 4 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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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更換模組時如需更換模組時如需更換模組時如需更換模組時，，，，各語言系所開設之相關模組課程各語言系所開設之相關模組課程各語言系所開設之相關模組課程各語言系所開設之相關模組課程，，，，方可認定為專業選修方可認定為專業選修方可認定為專業選修方可認定為專業選修；；；；其他則認定為一般選修學分其他則認定為一般選修學分其他則認定為一般選修學分其他則認定為一般選修學分，，，，新更換之模組課程仍須依規定新更換之模組課程仍須依規定新更換之模組課程仍須依規定新更換之模組課程仍須依規定修滿至少修滿至少修滿至少修滿至少20202020學分學分學分學分。。。。

103學年度入學適用
103.校委會議通過科目名稱 授課時數總學分數 總授課時數 第一學年上 學分數第四學年上第二學年上 下 授課時數學分數 學分數 下下 備註授課時數 學分數 授課時數 學分數 授課時數 授課時數學分數 上第三學年

翻譯與國際會展
外語文化觀光導覽

授課時數學分數 授課時數授課時數 學分數科目類別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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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科目學分表如有變動，以最新公告為準。

日四技德國語文系科目學分表

國際商務

註註註註：：：：本系開設系訂選修可採計為本系開設系訂選修可採計為本系開設系訂選修可採計為本系開設系訂選修可採計為「「「「華語文教學華語文教學華語文教學華語文教學」」」」學程之課程學程之課程學程之課程學程之課程，，，，請從中擇請從中擇請從中擇請從中擇4444學分修讀學分修讀學分修讀學分修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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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語文教學

3、選修科目僅供參考，需以當年度各系開出之課程為準。※※※※畢業總學分為畢業總學分為畢業總學分為畢業總學分為145學分學分學分學分：：：：校共同必修校共同必修校共同必修校共同必修49學分學分學分學分+院院院院(群群群群)共同必修共同必修共同必修共同必修4學分學分學分學分+系訂必修系訂必修系訂必修系訂必修58學分學分學分學分+系訂選修系訂選修系訂選修系訂選修14學分學分學分學分+跨領域模組課程至少跨領域模組課程至少跨領域模組課程至少跨領域模組課程至少20學分學分學分學分。。。。

跨領域模組課程

國際事務
數位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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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藝系-1 中 文 課 程 名 稱 傳播概論 模組名稱 數位媒體與新聞傳播模組 英 文 課 程 名 稱 Introduction to Communication 學 制 
□日五專 □日二技 █日四技 □研究所 □進二技 □進四技 年 級 1 必 修 / 選 修 █必修   □選修 學 分 / 時 數   2 學分(每學期)/ 2 小時(每週) 學 期 / 學 年 □學年   █學期  開 課 單 位 傳播藝術系 課程概要(含英文) 課程目標(含英文) 

配對之能力指標 

對應的產業別 

產業對應的知能 

對應的升學領域 

對應升學領域的知能 本課程的主要目的是介紹大眾傳播的基本概念、發展歷程、內容與種類。 其種類包括電視、廣播、報紙、雜誌、書籍、廣告、電影、網際網路等。依據各個不同種類媒體之歷史發展以及內容來分析其特性，與探討大眾傳播對社會、政治、經濟、文化之影響及大眾傳播之現況與未來發展。 

The purpose of this course 

is to introduce the basic 

concepts, development, 

content and types of mass 

communication including 

television, radio, 

newspapers, magazines, 

books, advertising, film, 

Internet and so on. Based 

on the different types of 

media, and content of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this course brings students 

to analyze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to 

explore the mass media in 

social, politic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influences as 

well as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future 

development. 

使學生 

1. 具備傳播產業類型發展之基礎認知 

2. 具備傳播相關英文基礎知能 

3. 掌握大眾傳播的基本概念、發展歷程與內容 

4. 認識大眾傳播的特性與種類 

To assist the students 

to be equipped with 

1. the basic concepts, 

development and 

content of mass 

communication. 

2.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categories of mass 

communication. 

3.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impact of mass 

communication on 

society, politics, and 

culture. 

4.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future of mass 

communication. 

2-1-1 具備傳播產業類型發展之基礎認知 

4-1-1 具備傳播相關英文基礎知能 

大眾傳播產業 

 

 

 

媒體識讀能力 

新聞媒體與傳播 

 大眾傳播 

 新聞 

 

傳播媒體運用能力 

 新聞基本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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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藝系-2 中 文 課 程 名 稱 新聞學 模組名稱 數位媒體與新聞傳播模組 英 文 課 程 名 稱 Journalism 學 制 
□日五專 □日二技 █日四技 □研究所 □進二技 □進四技 年 級 1 必 修 / 選 修 █必修   □選修 學 分 / 時 數   2 學分(每學期)/ 2 小時(每週) 學 期 / 學 年 □學年   █學期  開 課 單 位 傳播藝術系 課程概要(含英文) 課程目標(含英文) 配對之能力指標 對應的產業別 產業對應的知能 對應的升學領域 對應升學領域的知能 本課程旨在介紹新聞專業理論與實務基礎概念與知能。內容包括新聞的定義、新聞發展史、新聞專業倫理守則、新聞採訪、寫作與編輯基本準則，以及各類新聞之差異。 

This course aims to 

introduce the basic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knowledge of professional 

journalism. Its content 

includes criteria of 

newsworthiness, ethical 

standards of journalism, 

news writing and reporting, 

news development, and the 

variety of news reporting.    

使學生 

1. 具備新聞專業基礎知能 

2. 具備新聞倫理與守則觀念 

3. 了解新聞專業發展與現況 

4. 掌握新聞編採與寫作基礎知能 

 

The course will enable students to 

1. learn the fundamental 

knowledge of professional 

journalism 

2. understand the ethical issues 

of journalism 

3. comprehend the journalistic 

development 

4. learn the basic knowledge of 

news writing and reporting   

2-1-1  具備傳播產業類型發展之基礎認知 

 

2-1-2 具備數位媒體製作之口語表達能力 

大 眾 傳播產業 

新聞英文 

 新聞基礎知識 

 媒體識讀能力 

 採訪與寫作能力 

新聞媒體與傳播 

 大眾傳播 

 資訊傳播 

 新聞 

 

 

 

中文寫作能力 

 國際觀 

 傳播媒體運用能力 

 新聞基本知識 

 

傳藝系-3 中 文 課 程 名 稱 採訪與寫作 模組名稱 數位媒體與新聞傳播模組 英 文 課 程 名 稱 News Reporting and Writing 學 制 
□日五專 □日二技 ■日四技 □研究所 □進二技 □進四技 年 級 2 必 修 / 選 修 ■必修   □選修 學 分 / 時 數  2 學分(每學期)/ 2 小時(每週) 學 期 / 學 年 □學年   ■學期  開 課 單 位 傳播藝術系 

 課程概要(含英文) 課程目標(含英文) 配對之能力指標 對應的產業別 產業對應的知能 對應的升學領域 對應升學領域的知能 本課程目的在教授新聞採訪與寫作的基本知能。內容包括新聞採訪技巧、新聞寫作要領、新聞編輯的基本認識，並且實地練習採訪新聞、寫新聞稿與製作新聞標題，並使學生瞭解新聞道德與法規、新聞自由與自律及未來新聞之發展與趨勢等。 

The course aims to teach the 

basic skills in news reporting and 

writing, including news gathering 

techniques, news writing 

essentials, the news editing skills. 

Students will gather news, write 

press releases and headlines. 

Students will also gain 

knowledge in issues related to 

news ethics, freedom of the 

press, self-regulation, and trends 

and development of news. 

使學生 

1. 具備數位媒體製作之採訪與寫作知能 

2. 瞭解優良記者及新聞應具備之條件 

3. 習得新聞編輯與標題製作的方法 

4. 瞭解新聞自由與新聞責任及自律之重要 

Students will be able to  

1. gain knowledge and skills in  

news gathering, reporting and 

writing  

2. understand the qualification of a 

reporter and the criteria of good 

news reporting 

3.  write news headlines and learn 

the basic methods in news 

editing  

4. Understand the importance of  

press freedom, news ethics and 

responsibility  

2-2-1 具備數位媒體製作之採訪與寫作知能 

大 眾 傳播產業   文字編輯能力 媒介寫作能力  新聞媒體與傳播 中文寫作能力  新聞基本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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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藝系-4 中 文 課 程 名 稱 網路多媒體新聞報導 模組名稱 數位媒體與新聞傳播模組 英 文 課 程 名 稱 Internet Multimedia News Reporting 學 制 
□日五專 □日二技 █日四技 □研究所 □進二技 □進四技 年 級 3 必 修 / 選 修 □必修   █選修 學 分 / 時 數   2 學分(每學期)/ 2 小時(每週) 學 期 / 學 年 □學年   █學期  開 課 單 位 傳播藝術系 

 

傳藝系-5 中 文 課 程 名 稱 非線性剪輯 模組名稱 數位媒體與新聞傳播模組 英 文 課 程 名 稱 Non-linear Editing  學 制 
□日五專 □日二技 █日四技 □研究所 □進二技 □進四技 年 級 2 必 修 / 選 修 □必修   █選修 學 分 / 時 數   3 學分(每學期)/ 3 小時(每週) 學 期 / 學 年 □學年   █學期  開 課 單 位 傳播藝術系 課程概要(含英文) 課程目標(含英文) 

配對之能力指標 

對應的產業別 

產業對應的知能 

對應的升學領域 

對應升學領域的知能 本課程的目的在幫助學生了解非性剪輯數位媒體製作的原理與概念，內容主要包含影片剪輯操作演練，特效原理、與視覺表現的整合運用，學習剪輯軟體操作技術及與其他軟體整合運用的概念、體驗實作過程與完成製作，指導學生製作多媒體藝術作品，累積他們在校所學之實際作品數量與品質。 

This course aims to help students 

understand the principle and 

concept of the Non-Linear editing. 

The learning content includes the 

integrative practice of editing, video 

effects and visual representation. 

The students are to use the 

knowledge and skill to experience 

and complete an audio-visual 

production; they will be instructed 

to produce a multimedia art work in 

groups. The purpose of the module 

is also to help them increase the 

quality and the number of 

multimedia work for their school 

portfolio.  

使學生 

1.具備數位媒體製作之設計與創作知能 

2.了解各國使用影片格式之類型。 

3.掌握影音與平面視覺設計整合運用之基礎知能 

4.認識非線性剪輯軟體與其他影視特效製作軟體之間的交互運用特性與優缺點。 

To assist the students to be equipped 

with 

a) the knowledge of design, and 

creative ability in digital media 

production. 

b) the understanding of various video 

file formats and what format is used in 

different regions. 

c) the ability to master and integrate 

computer graphics design skill into 

the audio-visual production. 

d)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trait, pros 

and corns when combining the use of 

non-linear editing application with 

other visual 

2-2-2 具備 數 位媒 體 製作 之 設計 與 創作知能 

1.大眾傳播產業 

2.文化創意產業 

1.大眾傳播產大眾傳播產大眾傳播產大眾傳播產業業業業 影視製作能力 數位影音製作能力 廣告製作能力 

2.文化創意產文化創意產文化創意產文化創意產業業業業. 英美傳統文化與文學認知 資訊運用與媒體製作能力 媒體製作能力 影像設計能力 

文化創意 

 大眾傳播 

 數位加值行銷 

 

 

創 意 與 創新能力 

 數 位 媒 體設計能力 

 傳 播 媒 體運用能力 

 

 

課程概要(含英文) 課程目標(含英文) 配對之能力指標 對應的產業別 產業對應的知能 對應的升學領域 對應升學領域的知能 本課程的目的在讓同學知道數位式閱讀的接收模式與網路數位平台的建置跟運用。另外，訓練同學能寫網路新聞並且能充分運用網路多媒體來報導新聞。 

The purpose of this course is to 

let students know that the 

receiving model of digital 

reading. Students also will know 

the use and building of online 

digital platforms. In addition, this 

course will train students to write 

online news and to make full use 

of online multimedia to report 

the news. 

1. 使學生具備網路多媒體的專業知識 

2. 使學生具備網路新聞的寫作能力 

3. 使學生能整合網路多媒體來報導新聞。 

1. Students will have 

professional  

knowledge of  

online multimedia. 

2. Students will be able 

to write online news. 

3.  Students will 

integrate online 

multimedia to report 

news. 

2-3-3 具備數位媒體製作之專案執行及專題製作知能 

 

大眾傳播  

 文化創意產業 

 

大 眾 傳 播 

8,10,17, 

19 文字編輯能力 新聞基本知識 多媒體製作能力 採訪與寫作能力 文化創意產業 

1,3,7 文字編輯能力 中文能力 數位編輯能力 

新聞媒體與傳播 

 大眾傳播 

 新聞 

3.網際網路應用能力 

4.組織能力 

5.中文寫作能力 

7.傳播媒體運用能力 

26.新聞基本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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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藝系-6 中 文 課 程 名 稱 新聞攝影 模組名稱 數位媒體與新聞傳播模組 英 文 課 程 名 稱 Photojournalism  學 制 
□日五專 □日二技 █日四技 □研究所 □進二技 □進四技 年 級 2 必 修 / 選 修 □必修   █選修 學 分 / 時 數   2 學分(每學期)/ 2 小時(每週) 學 期 / 學 年 □學年   █學期  開 課 單 位 傳播藝術系 課程概要(含英文) 課程目標(含英文) 

配對之能力指標 

對應的產業別 

產業對應的知能 

對應的升學領域 

對應升學領域的知能 本課程的主要目的在透過新聞攝影相關原理與實務解說，讓學生瞭解新聞攝影之專業基礎概念。主要內容在實作訓練平面攝影、電子媒體攝影的專業、學會新聞採訪、攝影及編輯等專長、並熟悉網路新媒體之運用‧ 
The purpose of this course is to 

make students understand the 

basic professional tenets of 

photojournalism by introducing 

its principles and practice.  

The learning content includes 

the integrative practice of 

training Print media and 

Electronic media professional 

photography, learn news 

interviews, photography and 

editing expertise, familiar with 

Internet media. 

使學生 

1. 具備新聞攝影的知能 

2. 具備數位媒體製作之基礎創作知能 

3. 具備平面媒體攝影、電子媒體及網路媒體攝影的實作能力 

4.具備新聞採訪、攝影及編輯能力 

1. Helping students possess 

photojournalism and documentary 

abilities. 

2. Helping students possess 

basic creative abilities in terms of 

digital media. 

3. Helping students possess 

skills in Print media ,Electronic 

media and Internet media of 

professional photography 

4. Helping students possess 

abilities in news interviews, 

photography and editing 

expertise.   

1-2-1 具備視覺及影像設計基礎知能 

2-2-1 具備數位媒體製作之採訪與寫作知能 

2-2-2 具備數位媒體製作之設計與創作知能 

 

 

1.大眾傳播產業 

2.文化創意產業 

1. 大 眾 傳播產業: 多媒體製作能力 採訪與寫作能力 

2. 文 化 創意產業: 影像設計能力 媒體製作能力 

 

 

大眾傳播 資訊傳播 圖文傳播 

傳播媒體運用能力 數位媒體設計能力 新聞基本知識 

傳藝系-7 中 文 課 程 名 稱 國際新聞編採 模組名稱 數位媒體與新聞傳播模組 英 文 課 程 名 稱 International News Reporting 學 制 
□日五專 □日二技 █日四技 □研究所 □進二技 □進四技 年 級 3 必 修 / 選 修 □必修   █選修 學 分 / 時 數   2 學分(每學期)/ 2 小時(每週) 學 期 / 學 年 □學年   █學期  開 課 單 位 傳播藝術系 

 課程概要(含英文) 課程目標(含英文) 配對之能力指標 對應的產業別 產業對應的知能 對應的升學領域 對應升學領域的知能 本課程旨在介紹國際新聞採訪及編寫理論與實務基礎概念，內容包括國際新聞機構綜覽、國際新聞報導內容與分析，國外採訪注意事項、外電新聞基本準則、國際新聞客觀編採標準，駐外記者工作流程等。 

This course aims to introduce the 

basic knowledge of international 

news reporting. The content 

includes  international news 

organizations, international news 

coverage, rules for international 

news gathering, and the working 

procedures of overseas news 

reporters. 

使學生 

1. 掌握國際新聞編採基本知能 

2. 了解國際新聞編採流程與模式 

3. 認識國際新聞以及媒體機構之重要性與影響力 

4. 培養國際新聞媒體素養與識讀能力 

The course will enable students to 

1. learn the basic knowledge of 

international news reporting 

2. understand the working procedures 

of international news covering 

3. study the impact of international 

news and news organizations 

4. cultivate the ability of international 

media literacy  

2-3-2 具備 數 位媒 體 之基 礎 研究知能 

 

4-3-1 具備 英 文新 聞 節目 企 畫與 製 作之知能 

大眾傳播產業 

新聞英文 新聞基礎知識 

 媒體識讀能力 

 採訪與寫作能力 

新聞媒體與傳播 

 大眾傳播 

 資訊傳播 

 新聞 

 外交 

國際觀 

 傳播媒體運用能力 

 新聞基本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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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藝系-8 中 文 課 程 名 稱 公共關係概論 模組名稱 文化創意產業與公關模組 英 文 課 程 名 稱 Public relations theories 學 制 
□日五專 □日二技 █日四技 □研究所 □進二技 □進四技 年 級 2 必 修 / 選 修 □必修   █選修 學 分 / 時 數   2 學分(每學期)/ 2 小時(每週) 學 期 / 學 年 □學年   █學期  開 課 單 位 傳播藝術系 

 

傳藝系-9 中 文 課 程 名 稱 公關案例研討 模組名稱 文化創意產業與公關模組 英 文 課 程 名 稱 PR Cases Studies 學 制 
□日五專 □日二技 █日四技 □研究所 □進二技 □進四技 年 級 2 必 修 / 選 修 □必修   █選修 學 分 / 時 數   2 學分(每學期)/ 2 小時(每週) 學 期 / 學 年 □學年   █學期  開 課 單 位 傳播藝術系 

 

課程概要(含英文) 課程目標(含英文) 配對之能力指標 對應的產業別 產業對應的知能 對應的升學領域 對應升學領域的知能 本課程為對公共關係的介紹性初級課程，主要講述公共關係學門內的基礎相關知識，包括：公共關係學的基礎理論、核心理論、學科歷史發展過程以及實務技能與應用方法。並針對建立形象、協調關係，內求團結、外求發展的活動規律和策劃藝術進行探討。 

 

The curriculum is an introductory 

course focusing on public 

relations, including: basic theory 

of public relations, the core 

theory of historical development 

as well as practical skills and 

application methods. It will also 

touch the issues of image 

building, relations coordinating, 

inside unity creating, activities 

planning. 

使同學具備以下能力： 

1.分辨公關與廣告、行銷之間的差異； 

2.認識學科理論基礎： 

3.認識理論發展之歷史； 

4.認識理論之應用 

help students to:  

1.know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public relations, 

advertising and 

marketing; 

2.understand the 

theoretical basis of 

disciplines:  

3.know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the 

theory;  

4.know how to apply the 

theory on the field. 

2-2-3 具備傳播理論、法規與產業資訊知能 

4-2-2 具備公關英文基礎知能 

大眾傳播大眾傳播大眾傳播大眾傳播產業產業產業產業 

 文化創意文化創意文化創意文化創意產業產業產業產業  

大眾傳播大眾傳播大眾傳播大眾傳播產業產業產業產業：：：： 

5.公關能力
/16.調查與研究能力
/9.行銷宣傳能力/20.專案企劃與執行能力 文化創意文化創意文化創意文化創意產業產業產業產業：：：： 

9.產業經營管理能力
/18.商業設計與行銷企劃能力 

大眾傳播 

 文化創意 

組織能力,傳播媒體運用能力,策略、規劃能力 

課程概要(含英文) 課程目標(含英文) 
配對之能力指標 

對應的產業別 
產業對應的知能 

對應的升學領域 

對應升學領域的知能 本門課為進階課程，須具備公關概論基礎。上課將以公關行為或活動之實際案例進行分享，並透過討論、分析建立公關角色、作為之意義。 

This course is an advanced 

course, a basic knowing to 

the theory of the public 

relations is required. The 

class will focus on PR 

cases studies through real 

examples sharing, 

discussions and analysis to 

establish the role and 

meaning of public 

relations. 

使同學具備以下能力： 

1.培養學生的系統思維能力； 

2.培養學生發現問題、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 

3.培養學生的表達能力、說服能力以及團體合作等綜合能力； 

4.培養學生對產業的認識與真實感。 

Help students to:  

1 develop thinking skills;  

2 identify problems, to analyze 

problems and problem-solving skills;  

(3) develop students' communication 

skills, the ability to convince, and 

group cooperation;  

4 be aware of the real situation on 

the field.  

2-2-3 具備傳播理論、法規與產業資訊知能 

4-2-2 具備公關英文基礎知能 

大眾傳大眾傳大眾傳大眾傳播產業播產業播產業播產業  

 文化創文化創文化創文化創意產業意產業意產業意產業  

大眾傳播產業大眾傳播產業大眾傳播產業大眾傳播產業：
5.公關能力/16.調查與研究能力/9.行銷宣傳能力
/20.專案企劃與執行能力 文化創意產業文化創意產業文化創意產業文化創意產業：
2.創意與創新能力/9.產業經營管理能力/8.加值創新應用能力/19.專案管理企劃與執行能力 

大眾傳播 

 文化創意 

組織能力,傳播媒體運用能力,策略、規劃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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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藝系-10 中 文 課 程 名 稱 廣告案例研討 模組名稱 文化創意產業與公關模組 英 文 課 程 名 稱 Advertising Cases Studies 學 制 
□日五專 □日二技 █日四技 □研究所 □進二技 □進四技 年 級 3 必 修 / 選 修 □必修   █選修 學 分 / 時 數   2 學分(每學期)/ 2 小時(每週) 學 期 / 學 年 □學年   █學期  開 課 單 位 傳播藝術系 

 

傳藝系-11 中文課程名稱 

Chinese Name of Course 
社會創新與社會創業精神 

模組名稱 

Module Name 
文化創意產業與公關模組 英文課程名稱 

English Name of Course 
Social Innovation and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學制 

School System 

【【【【Day School】】】】 ■日四技 4-Year Colle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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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級 

Year 
日四技四年級 必修/選修 

Required or Elective Course 

□必修 Required course ■選修 Elective course 學分/時數 

Credits/Hours 

3 學分(每學期)/ 

3 小時(每週) 學期/學年 

Course Ty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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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pt. of Offering Courses 
傳播藝術系 

課程概要(含英文) 課程目標(含英文) 
配對之能力指標 

對應的產業別 

產業對應的知能 

對應的升學領域 

對應升學領域的知能 本課程的目的以廣告行銷案例，做為專題實務探討。 

The purpose of this 

course is the case 

with advertising 

and marketing, as a 

practical topics 

discussed 

 

 

使學生 

1. 具備行銷企畫知能 

2. 具備廣告策略知能 

3. 具備廣告研究分析知能 

 Students will have 

1 Marketing Planning with 

knowledge 

2 with the advertising 

strategy knowledge  

3 advertising research and 

analysis with knowledge 

3-3-1 具 備廣告與行銷專案執行與專題製作能力 

大眾傳播產業,  文化創意產業 

大眾傳播產業, 

14,20 廣告製作能力 專案企劃與執行能力 文化創意產業
18,19 商業設計與行銷企劃能力 專案管理企劃與執行能力 

新聞媒體與傳播, 大眾傳播 

7 播媒體運用能力 

15 策略、規劃能力 

20 創意與創新能力 

23 研究能力 

28.策略、規劃研究能力 

課程概要 課程目標 
配對之能力指標 

對應的產業別 產業對應的知能 對應的升學領域 對應升學領域的知能 中文 Chinese： 以「社會創業精神」為主軸形成跨部門跨科系合作的平台及起點，以四個不同社會部門(政府、企業、非營利及社區)作為探討的對象及的檢視的延伸，因社會四部門的引介，跨越單獨企業管理的單一商業思考邏輯，完整及周延社會創業精神的實務性及可行性，提供社會創業運作模式的知識及可能面對的經營挑戰，藉此縮短產學間的認知差距，銜接理論與實務，培養知識與能力導向兼具的高等教育人才。 英文 English: 

Social Enterprise case study will 

explore the activities in the growing 

中文 Chinese： 本課程之目標在於開啟學生關心社會問題並涵養學生自主解決問題的能力，並提供學生實務社會創業能力的練習平台與轉化校園知識為實際操作能力。。 

 

 

3-4-1 具備廣告與行銷實務整合及職場倫理之知能 

文化創意產業 創意與創新能力  加值創新應用能力  專案管理企劃與執行能力  
文化創意 創意與創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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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 enterprise arena, where 

business models and entrepreneurial 

approaches are increasingly being 

used to directly address 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issues. This course 

will focus on the case study for 

providing Topics addressed will 

explore nonprofit, hybrid, and 

for-profit social enterprise models, 

and the intersection of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with capital 

formation issues,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technology & 

innovation, global health, 

cross-sector models, and 

microfinance as a case study in social 

enterprise & innovation. Course 

content will include a combination of 

instructor lecture, readings on focus 

areas, guest speakers representing the 

leading social entrepreneurs and 

social enterprises in the field, and a 

group project that will be integrated 

with the other course curriculum. 

英文 English: 

The major 

purpose of 

this course is 

aiming to train 

students with 

practical 

techniques 

with rea cases 

and 

implementatio

ns that will 

contribute to 

transform the 

capability of 

pure academic 

knowledge to 

execution 

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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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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養通識：邏輯思辨 2 2 2 2涵養通識：人文藝術 2 2 2 2涵養通識：自然與科學 2 2 2 2深化通識：(自選) 2 2 2 2 (2) (2)全人發展：大學入門(一) 0 1 0 1全人發展：大學入門(二) 0 1 0 1全人發展(二) 0 2 0 2體育 0 8 0 2 0 2 0 2 0 2服務學習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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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計 49 61 10 13 11 14 8 12 10 12 6 6 4 4文教與創意 3 3 3 3 1.文教創意產業學院(群)。合 計 3 3  3 3傳播概論傳播概論傳播概論傳播概論 2 2 2 2藝術概論 2 2 2 2平面攝影實務 3 3 3 3企劃寫作 3 3 3 3媒體製作 3 3 3 3新聞學新聞學新聞學新聞學**** 2 2 2 2廣播節目企劃與製作 3 3 3 3採訪與寫作採訪與寫作採訪與寫作採訪與寫作 2 2 2 2行銷原理 2 2 2 2電視節目企劃與製作 3 3 3 3廣告企劃與製作 3 3 3 3媒體英文 3 3 3 3傳播藝術實務 2 4 2 4傳播理論與實務 2 2 2 2畢業專題(一) 1 1 1 1畢業專題(二) 1 1 1 1畢業專題(三) 1 1 1 1影像藝術 3 3 3 3合 計 41 43 10 10 8 8 7 7 6 6 2 4 3 3 1 1 4 4專業實習 4 4 4 4 實習320小時產業實習 2 2 2 2 實習160小時海外實習 2 2 2 2 實習160小時學期校外實習 9 9 9 9 實習4.5個月合計(至少2學分) 2 2

日四技傳播藝術系科目學分表
103學年度入學適用

103.4.18系所務會議通過(通過版 )科目類別 科目名稱 授課時數 備註總學分數 總授課時數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第四學年上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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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共同必修科目
院

(群
)共同必修科目

系訂必修科目
系訂必選

授課時數授課時數 學分數 授課時數 學分數學分數 授課時數 學分數 授課時數 學分數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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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與傳播音樂與傳播音樂與傳播音樂與傳播 2 2 2 2新聞與專題節目製作 3 3 3 3紀錄片製作紀錄片製作紀錄片製作紀錄片製作 3 3 3 3網路多媒體新聞報導網路多媒體新聞報導網路多媒體新聞報導網路多媒體新聞報導**** 2 2 2 2當代傳播問題當代傳播問題當代傳播問題當代傳播問題 2 2 2 2媒體經營與管理 2 2 2 2播音技巧訓練 3 3 3 3音樂與音效設計 3 3 3 3進階平面攝影實務 3 3 3 3 需修畢平面攝影實務傳播法規與倫理 2 2 2 2影視劇本寫作 3 3 3 3進階廣播節目製作 3 3 3 3 需修畢廣播節目企劃與製作非線性剪輯非線性剪輯非線性剪輯非線性剪輯**** 3 3 3 3新聞攝影新聞攝影新聞攝影新聞攝影**** 2 2 2 2 需修畢平面攝影實務進階電視節目製作 3 3 3 3 需修畢電視節目企劃與製作電腦特效製作電腦特效製作電腦特效製作電腦特效製作 3 3 3 3進階新聞與專題節目製作 3 3 3 3 需修畢新聞與專題節目製作國際新聞編採國際新聞編採國際新聞編採國際新聞編採**** 2 2 2 2導演實務導演實務導演實務導演實務 3 3 3 3全球化全球化全球化全球化————跨領域透視跨領域透視跨領域透視跨領域透視 3 3 3 3電腦動畫製作電腦動畫製作電腦動畫製作電腦動畫製作 3 3 3 3進階廣告製作進階廣告製作進階廣告製作進階廣告製作 3 3 3 3進階紀錄片製作進階紀錄片製作進階紀錄片製作進階紀錄片製作 3 3 3 3 需修畢紀錄片製作電影藝術電影藝術電影藝術電影藝術 3 3 3 3網站設計與建置 3 3 3 3英文節目企劃與製作 3 3 3 3媒體後製與影像包裝媒體後製與影像包裝媒體後製與影像包裝媒體後製與影像包裝 3 3 3 3實驗短片製作 3 3 3 3電視劇賞析 3 3 3 3媒體批判與分析媒體批判與分析媒體批判與分析媒體批判與分析 2 2 2 2公共關係概論公共關係概論公共關係概論公共關係概論**** 2 2 2 2表演藝術 3 3 3 3電腦繪圖 3 3 3 3創意寫作 3 3 3 3藝術創作研究 3 3 3 3視覺傳達設計 3 3 3 3文創產業行銷 2 2 2 2基礎美術創作 3 3 3 3視覺心理學 2 2 2 2彩繪創作 3 3 3 3當代藝術 2 2 2 2造型與化粧 3 3 3 3美術鑑賞與批評 2 2 2 2數位影像處理數位影像處理數位影像處理數位影像處理 3 3 3 3藝術市集 2 2 2 2公關案例研討公關案例研討公關案例研討公關案例研討**** 2 2 2 2流行文化研究流行文化研究流行文化研究流行文化研究 2 2 2 2網路行銷 2 2 2 2廣告案例研討廣告案例研討廣告案例研討廣告案例研討**** 2 2 2 2研究方法 2 2 2 2跨媒體創作 3 3 3 3當代華語電影賞析 3 3 3 3進階藝術創作研究 3 3 3 3活動企劃與整合行銷 2 2 2 2社會創新與社會創業精神社會創新與社會創業精神社會創新與社會創業精神社會創新與社會創業精神**** 3 3 3 3公關策略與實務 2 2 2 2展演企劃實務 2 2 2 2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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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四技傳播藝術系科目學分表
103學年度入學適用

103.4.18系所務會議通過(通過版)科目類別 科目名稱 授課時數 備註總學分數 總授課時數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第四學年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授課時數學分數 授課時數 學分數 授課時數 學分數授課時數授課時數 學分數 授課時數 學分數學分數 授課時數 學分數 授課時數 學分數

6.選修科目僅供參考，需以當年度各系開出之課程為準。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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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科目學分表如有變動，以最新公告為準。

分組必選修
分組選修

1111....總畢業學分數總畢業學分數總畢業學分數總畢業學分數128學分學分學分學分：：：：校共同必修校共同必修校共同必修校共同必修49學分學分學分學分+院院院院(群群群群)共同必修共同必修共同必修共同必修3學分學分學分學分+系訂必修系訂必修系訂必修系訂必修41學分學分學分學分+系訂必選修至少系訂必選修至少系訂必選修至少系訂必選修至少2學分學分學分學分+選修選修選修選修33學分學分學分學分；；；；選修選修選修選修33學分中應含系訂選學分中應含系訂選學分中應含系訂選學分中應含系訂選修至少需選修本系修至少需選修本系修至少需選修本系修至少需選修本系27學分學分學分學分(其中模組選修至少其中模組選修至少其中模組選修至少其中模組選修至少20學分學分學分學分)，，，，6學分可跨系選修學分可跨系選修學分可跨系選修學分可跨系選修。。。。2222....系訂必選修至少須修系訂必選修至少須修系訂必選修至少須修系訂必選修至少須修2222學分含專業實習為暑期學分含專業實習為暑期學分含專業實習為暑期學分含專業實習為暑期320320320320小時小時小時小時、、、、產業實習為暑期產業實習為暑期產業實習為暑期產業實習為暑期160160160160小時小時小時小時、、、、海外實習為暑期海外實習為暑期海外實習為暑期海外實習為暑期160160160160小時小時小時小時、、、、學期校外實習為四下學期校外實習為四下學期校外實習為四下學期校外實習為四下4444....5555個月之校外個月之校外個月之校外個月之校外實習實習實習實習。。。。3.3.3.3.「「「「數位媒體與新聞傳播模組數位媒體與新聞傳播模組數位媒體與新聞傳播模組數位媒體與新聞傳播模組」」」」或或或或「「「「文化創意產業與公共關係模組文化創意產業與公共關係模組文化創意產業與公共關係模組文化創意產業與公共關係模組」」」」需選擇其一需選擇其一需選擇其一需選擇其一，「，「，「，「數位媒體與新聞傳播模組數位媒體與新聞傳播模組數位媒體與新聞傳播模組數位媒體與新聞傳播模組」」」」包括包括包括包括「「「「數位影音製作數位影音製作數位影音製作數位影音製作」」」」與與與與「「「「新聞傳新聞傳新聞傳新聞傳播播播播」」」」等之相關課程等之相關課程等之相關課程等之相關課程，「，「，「，「文化創意產業與公共關係模組文化創意產業與公共關係模組文化創意產業與公共關係模組文化創意產業與公共關係模組」」」」包括包括包括包括「「「「藝術文化創作藝術文化創作藝術文化創作藝術文化創作」」」」及及及及「「「「公關行銷公關行銷公關行銷公關行銷」」」」等之相關課程等之相關課程等之相關課程等之相關課程；；；；每組模組之分組必選修至少選修每組模組之分組必選修至少選修每組模組之分組必選修至少選修每組模組之分組必選修至少選修10101010學學學學分分分分、、、、分組選修至少選修分組選修至少選修分組選修至少選修分組選修至少選修10101010學分共學分共學分共學分共20202020學分學分學分學分。。。。可同時修習二類課程可同時修習二類課程可同時修習二類課程可同時修習二類課程，，，，如需更換模組如需更換模組如需更換模組如需更換模組，，，，已修過之課程認定為本系專業選修學分已修過之課程認定為本系專業選修學分已修過之課程認定為本系專業選修學分已修過之課程認定為本系專業選修學分，，，，新更換之模組課程仍須依新更換之模組課程仍須依新更換之模組課程仍須依新更換之模組課程仍須依規定修滿規定修滿規定修滿規定修滿20202020學分學分學分學分。。。。未於任一模組選修達前述分組必選修及選修之學分數規定者需補修未於任一模組選修達前述分組必選修及選修之學分數規定者需補修未於任一模組選修達前述分組必選修及選修之學分數規定者需補修未於任一模組選修達前述分組必選修及選修之學分數規定者需補修。。。。
4.日四技必修之通識課程，涵養通識需於4學群各選修一門課，深化通識則由學生於大三時自行選修。

系訂選修

數數數數位位位位媒媒媒媒體體體體與與與與新新新新聞聞聞聞傳傳傳傳播播播播模模模模組組組組

分組必選修
分組選修

文文文文化化化化創創創創意意意意產產產產業業業業與與與與公公公公共共共共關關關關係係係係模模模模組組組組
修業規定修業規定修業規定修業規定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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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高級英語(一) 4 4 2 2 2 2中高級英語(二) 4 4 2 2 2 2中文表達藝術 4 4 2 2 2 2全人發展(一) 2 2 2 2全人發展(二) 2 2 2 2體育(體育興趣選項) 0 4 0 2 0 2涵養通識：自然與科學 2 2 2 2 2 2 2 2涵養通識：人文藝術 2 2 2 2 2 2 2 2涵養通識：社會法政 2 2 2 2 2 2 2 2涵養通識：邏輯思辨 2 2 2 2 2 2 2 2合 計 22 26 12 14 12 14 8 8 2 2進階法文(一) 4 4 2 2 2 2 原課程為3學分進階法文寫作(一) 4 4 2 2 2 2進階法語聽講練習(一) 4 4 2 2 2 2進階法語聽講練習(二) 4 4 2 2 2 2 原課程為3學分當代法國專論 2 2 2 2 原課程為學年課法國與國際關係 2 2 2 2 新課程法語系國家經濟發展 2 2 2 2 新課程法語系國家人文專題 2 2 2 2 新課程進階法文筆譯技巧運用 2 2 2 2 新課程中法口譯 2 2 2 2 系訂選修更動為系訂必修合 計 28 28 8 8 8 8 6 6 6 6現代管理學 3 3 3 3會計與財務報表分析 3 3 3 3經濟學理論與應用 3 3 3 3中小企業財務管理 3 3 3 3行銷管理與應用 3 3 3 3企業個案研究 3 3 3 3人力資源管理 3 3 3 3合 計 21 21 6 6 6 6 3 3 6 6網路法文 4 4 2 2 2 2 原課程為3學分法國語言史 4 4 2 2 2 2法國文學與電影 2 2 2 2西洋藝術史 2 2 2 2 原課程為學年課臺灣文化法語導覽 2 2 2 2 新課程法國文學評論 2 2 2 2 原課程為3學分進階法文（二） 4 4 2 2 2 2法文筆譯技巧運用 2 2 2 2 新課程法國電影賞析（一） 2 2 2 2法國電影賞析（二） 2 2 2 2法文逐步口譯 2 2 2 2法國與歐盟 2 2 2 2歐亞大師系列講座 1 1 1 1 新課程(院統籌)畢業專題製作 2 2 2 2 新課程專業實習 4 0 4 實習320小時海外實習（一） 1 0 1 實習36小時海外實習（二） 2 0 2 實習72小時職場體驗實習（一） 1 0 1 實習36小時職場體驗實習（二） 2 0 2 實習72小時學期校外實習（一） 14 0 14 實習4.5個月(新課程)學期校外實習（二） 14 0 14 實習4.5個月(新課程)

2、『事業經營與商務管理模組』至少修習20學分，多的1學分不會納入一般選修學分。
3、通識學群開課科目，以當年度通識教育中心開出課程為準。
4、系訂選修科目僅供參考，需以當年度各系實際開出的選修課程為準。
5、主修系開設給該系學生選修之課程即稱為系訂選修(如有例外情形將另行說明)

6、二技學生通識課程6學分，由涵養通識課程，任選三學群各一門課。

模組必選修科目
系訂選修科目 專業實習課程

日二技法國語文系科目學分表
103學年度入學適用
103.5.13校課委通過科目類別共同必修科目系訂必修科目

總授課時數 第一學年 授課時數 備註下學分數

職場語言模組
1、畢業總學分76學分　=　共同必修22學分　+　專業必修24學分　+　模組課程20學分 + 一般選修10學分

第二學年學分數 授課時數
二技學生通識課程6學分，由涵養通識課程，任選三學群各一門課。

下科目名稱 授課學分數 / 授課時數總學分數 上授課時數 學分數上 授課時數

事業經營與商務管理模組課程 必選修

學分數

般選
必選修

附件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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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高級英語(一) 4 4 2 2 2 2中高級英語(二) 4 4 2 2 2 2中文表達藝術 4 4 2 2 2 2全人發展(一) 2 2 2 2全人發展(二) 2 2 2 2體育(體育興趣選項) 0 4 0 2 0 2涵養通識：自然與科學 2 2 2 2 2 2 2 2涵養通識：人文藝術 2 2 2 2 2 2 2 2涵養通識：社會法政 2 2 2 2 2 2 2 2涵養通識：邏輯思辨 2 2 2 2 2 2 2 2合 計 22 26 12 14 12 14 8 8 2 2專業德文閱讀 4 4 2 2 2 2專業德語口語訓練 4 4 2 2 2 2專業德語聽力訓練 4 4 2 2 2 2專業德文翻譯 4 4 2 2 2 2專業德文寫作 4 4 2 2 2 2德國語言與文化 4 4 2 2 2 2合 計 24 24 8 8 8 8 4 4 4 4現代管理學 3 3 3 3會計與財務報表分析 3 3 3 3經濟學理論與應用 3 3 3 3中小企業財務管理 3 3 3 3行銷管理與應用 3 3 3 3企業個案研究 3 3 3 3人力資源管理 3 3 3 3合 計 21 21 6 6 6 6 3 3 6 6企業德文(一) 2 2 2 2企業德文(二) 2 2 2 2 未修(一),不得修(二)台灣文化與觀光德語導覽(一) 2 2 2 2 新課程台灣文化與觀光德語導覽(二) 2 2 2 2 1.新課程德文逐步口譯(一) 2 2 2 2 新課程德文逐步口譯(二) 2 2 2 2 1.新課程應用科技德文(一) 2 2 2 2 新課程應用科技德文(二) 2 2 2 2 1.新課程商務德文溝通(一) 2 2 2 2 原為:商務德文溝通商務德文溝通(二) 2 2 2 2
1.原為:進階商務德文溝通

2.未修(一),不得修(二)合 計 20 20 6 6 6 6 4 4 4 4德國文學專題:文學與電影 2 2 2 2 開放UG3.UG4及XG4.XG5選修德國文學專題:文學與流行文化 2 2 2 2 開放UG3.UG4及XG4.XG5選修德語教學入門 2 2 2 2 1.開放UG4選修
2.需通過德語檢定考試B1級德語教學實習 2 2 2 2 1.開放UG4選修
2.需通過德語檢定考試B1級媒體德文 2 2 2 2 跨部修課程(跨UG3)德文大眾傳播實務 2 2 2 2 跨部修課程(跨UG3)德國政治經濟與社會 2 2 2 2 跨部修課程(跨UG4)德國與歐盟 2 2 2 2 跨部修課程(跨UG4)畢業專題 2 2 2 2歐亞大師系列講座 1 1 1 1 新課程(學院統籌)合 計 19 19 4 4 4 4 6 6 4 4專業實習 4 4 4 4 實習36小時海外實習(一) 2 2 2 2 實習72小時海外實習(二) 3 3 3 3 實習108小時職場體驗實習 1 1 1 1 實習36小時學期校外實習 14 14 14 14 實習4.5個月
2、『事業經營與商務管理模組』至少修習20學分，多的1學分不會納入一般選修學分。

一般選修專業實習課程

學分數學分數 授課時數 學分數第一學年 備註學分數

職場語言模組

事業經營與商務管理模組課程

1、畢業總學分76學分　=　共同必修22學分　+　專業必修24學分　+　模組課程20學分 + 一般選修10學分

上 下 上

必選修
必選修

二技學生通識課程6學分，由涵養通識課程，任選三學群各一門課。

系訂選修科目

科目名稱 授課學分數 / 授課時數總學分數 總授課時數 授課時數第二學年授課時數下授課時數

3、通識學群開課科目，以當年度通識教育中心開出課程為準。
4、系訂選修科目僅供參考，需以當年度各系實際開出的選修課程為準。
5、主修系開設給該系學生選修之課程即稱為系訂選修(如有例外情形將另行說明)

6、二技學生通識課程6學分，由涵養通識課程，任選三學群各一門課。

模組必選修

日二技德國語文系科目學分表
103學年度入學適用
103.5.13校課委通過科目類別共同必修科目系訂必修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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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高級英語(一) 4 4 2 2 2 2中高級英語(二) 4 4 2 2 2 2中文表達藝術 4 4 2 2 2 2全人發展(一) 2 2 2 2全人發展(二) 2 2 2 2體育(體育興趣選項) 0 4 0 2 0 2涵養通識：自然與科學 2 2 2 2 2 2 2 2涵養通識：人文藝術 2 2 2 2 2 2 2 2涵養通識：社會法政 2 2 2 2 2 2 2 2涵養通識：邏輯思辨 2 2 2 2 2 2 2 2合 計 22 26 12 14 12 14 8 8 2 2專業西班牙文翻譯 4 4 2 2 2 2 新課程專業西班牙文閱讀 4 4 2 2 2 2 新課程專業西班牙文聽力訓練 4 4 2 2 2 2 新課程專業西班牙文句法分析 4 4 2 2 2 2 新課程專業西班牙文寫作 4 4 2 2 2 2 新課程專業西班牙語口語訓練 4 4 2 2 2 2 新課程合 計 24 24 8 8 8 8 4 4 4 4現代管理學 3 3 3 3會計與財務報表分析 3 3 3 3經濟學理論與應用 3 3 3 3中小企業財務管理 3 3 3 3行銷管理與應用 3 3 3 3企業個案研究 3 3 3 3人力資源管理 3 3 3 3合 計 21 21 6 6 6 6 3 3 6 6西班牙文教學法概論(一) 2 2 2 2西班牙文教學法概論(二) 2 2 2 2西文國際行銷 2 2 2 2西文國際貿易 2 2 2 2觀光西班牙文 2 2 2 2西班牙旅遊規劃與設計 2 2 2 2西班牙電影欣賞與評論 2 2 2 2拉丁美洲電影欣賞與評論 2 2 2 2西班牙民俗文化(一) 2 2 2 2西班牙民俗文化(二) 2 2 2 2台灣文化西語導覽 2 2 2 2合 計 22 22 6 6 6 6 6 6 4 4歐亞大師系列講座 1 1 1 1 新課程畢業專題(單學期) 2 2 2 2 新課程專業實習 4 4 4 4 實習320小時海外實習(一) 2 2 2 2 實習72小時(新課程)海外實習(二) 3 3 3 3 實習108小時(新課程)職場體驗實習 1 1 1 1 實習36小時學期校外實習 14 14 14 14 實習4.5個月
6、二技學生通識課程6學分，由涵養通識課程，任選三學群各一門課。
系訂選修科目

1、畢業總學分76學分　=　共同必修22學分　+　專業必修24學分　+　模組課程20學分 + 一般選修10學分
2、『事業經營與商務管理模組』至少修習20學分，多的1學分不會納入一般選修學分。
3、通識學群開課科目，以當年度通識教育中心開出課程為準。
4、系訂選修科目僅供參考，需以當年度各系實際開出的選修課程為準。
5、主修系開設給該系學生選修之課程即稱為系訂選修(如有例外情形將另行說明)

一般選修專業實習課程

模組必選修

日二技西班牙語文系科目學分表
103學年度入學適用
103.5.13校課委通過科目類別共同必修科目系訂必修科目

學分數 授課時數 下 備註第一學年 授課時數上 下

事業經營與商務管理模組課程 必選修

總授課時數 第二學年授課時數 學分數授課時數 上

職場語言模組 必選修

科目名稱 授課學分數 / 授課時數總學分數 學分數學分數
二技學生通識課程6學分，由涵養通識課程，任選三學群各一門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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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文系-1 中文課程名稱 

Chinese Name of Course 
法國與國際關係 

模組名稱 

Module Name 
系訂必修 英文課程名稱 

English Name of Course 
Franc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學制 

School System 

【【【【Day School】】】】 

■日二技 2-Year College 

【【【【Division of Continuing Ed.】】】】 

□進二技 2-Year College 

□進四技 4-Year College 

年級 

Year 
4 必修/選修 

Required or Elective Course 

■必修 Required course 

□選修 Elective course 

學分/時數 

Credits/Hours 

2學分(每學期)/ 

Credits per semester/ 

2 小時(每週) 

Hours per week 學期/學年 

Course Type 

□學年 Year-long course 

■學期 semester course 

開課單位 

Dept. of Offering Courses 
法國語文系 

 

  

課程概要 

Course Content 

課程目標 

Objectives 

配對之 能力指標 

Corresponding 

Skill Indicator / 

Standard 

對應的 產業別 

Corresponding 

to Industry 

產業對應的知能 

Knowledge 

Correspondi

ng to 

Industry 

對應的 升學領域 

Correspondi

ng Grade 

Promotion 

Area 

對應升學 領域的知能 

Knowledge of 

Corresponding 

Grade 

Promotion 

Territory 中文 Chinese： 

 本課程旨在引導學生瞭解法國在國際舞台所扮演之角色。藉由對外政策的制定及以國際間關係為重點之強化訓練，課程將針對多項議題進行分析與探討。 

 

 英文 English: 

 

This course 

proposes to focus 

on the role of 

France within the 

international arena 

through the study 

of its foreign policy 

as well as its 

external relations in 

several domains 

and at different 

levels (bilateral, 

regional and 

global). 

 

中文 Chinese： 

1.訓練學生有關法國與國際關係領域之法文聽說讀寫能力。 

2.培養關注法國在國際舞台所扮演之角色，發展過程及其限制。 

3.拓展寬廣的國際視野。並針對多項國際議題進行深入分析。 

 英文 English: 

 

- To appreciate 

France’s role on 

the world stage, 

its evolution and 

its limits.  

 

- To provide 

knowledge as 

well as analytical 

tools needed to 

understand 

France’s foreign 

relations and its 

influence. 

 

1-4-1理解個人或職業上感興趣的主題，並能夠擷取各傳播媒體報導 中 之 重 要 訊息。 

1-4-4能夠撰寫論述性文章及法文專題報告。 

2-4-1具備法文能力 檢 定 CECR 

B1-B1+之語言能力。 

3-4-1認識法國人的思考邏輯並理解法國文化及社會概況。 

4-4-1瞭解法國經貿及文化產業之現況與發展。 

 

外語教學。 翻譯。 大眾傳播。 觀光產業。 文化創意產業。 國 際 事 務 交流。 國際會展產業 

-外語聽說能力 

- 外語讀寫能力 

- 跨文化溝通能力 

- 對法國與國際社會文化的認識，以利於文化對話 

語文。 文學。 翻譯。 外語教學。 語言學研究。 文化研究。 國際事務。 

外語能力之深化。 對法國與國際政治藝術的鑑賞及評析能力。 增進對法國與國際社會人文的認識及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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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文系-2 中文課程名稱 

Chinese Name of Course 
法語系國家經濟發展 

模組名稱 

Module Name 
系訂必修 英文課程名稱 

English Name of Cours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French-speaking countries 學制 

School System 

【【【【Day School】】】】 

■日二技 2-Year College 

□日四技 4-Year College 

□日五專 5-Year Junior College 

□研究所 Graduate Institute 

【【【【Division of Continuing Ed.】】】】 

□進二技 2-Year College 

□進四技 4-Year College 
年級 

Year 
4 必修/選修 

Required or Elective Course 

■必修 Required course 

□選修 Elective course 

學分/時數 

Credits/Hours 

 2 學分(每學期)/ 

Credits per semester/ 

2小時(每週) 

Hours per week 學期/學年 

Course Type 

□學年 Year-long course 

■學期 semester course 

開課單位 

Dept. of Offering Courses 
法國語文系 

 課程概要 

Course Content 

課程目標 

Objectives 

配對之 能力指標 

Corresponding 

Skill Indicator 

/ Standard 

對應的 產業別 

Corresponding 

to Industry 

產業對應的知能 

Knowledge 

Correspondi

ng to 

Industry 

對應的 升學領域 

Correspondi

ng Grade 

Promotion 

Area 

對應升學 領域的知能 

Knowledge of 

Corresponding 

Grade 

Promotion 

Territory 中文 Chinese： 

 本課程針對法語系國家之經濟發展做概括性的介紹，並兼重從歷史學養、主題脈絡及比較批判的層面來分析各國家的運作。 

 

 英文 English: 

 

 

This course 

proposes to focus 

o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French-speaking 

countries with a 

historical, thematic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中文 Chinese： 

1.訓練學生有關法語系國家經濟發展領域之法文聽說讀寫能力。 

2.透過多項領域來觀察、分析並比較法語系國家之經濟發展。 

3.帶領學生認識法語系國家經濟發展之議題。並培養獨立思考與分析批判的工具 

 英文 English: 

1.To observe, assess 

and compare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French-speaking 

countries in several 

fields. 

2. To provide 

knowledge as well as 

analytical instruments 

for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such 

development, its 

limits and challenges.  

1-4-1 理解個人或職業上感興趣的主題，並能夠擷取各傳播媒體報導中之重要訊息。 

2-4-1 具備法文能力檢定
CECR 

B1-B1+ 之 語言能力。 

3-4-1 認識法國人的思考邏輯並理解法國文化及社會概況。 

4-4-1 瞭解法國經貿及文化產業之現況與發展。 

4-4-4 具備商務及外語文化產業之法語專業應用能力。 

 

外語教學。 翻譯。 大眾傳播。 觀光產業。 文化創意產業。 國 際 事 務 交流。 國際會展產業 

-外語聽說能力 

- 外語讀寫能力 

- 跨文化溝通能力 

- 對法國與國際社會文化的認識，以利於文化對話 

語文。 文學。 翻譯。 外語教學。 語言學研究。 文化研究。 國際事務。 

外語能力之深化。 對法語系國家經濟發展的鑑賞及評析能力。 增進對法語系國家經濟發展的認識及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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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文系-3 中文課程名稱 

Chinese Name of Course 
法語系國家人文專題 

模組名稱 

Module Name 
系定必修 英文課程名稱 

English Name of Course 

Mémoire sur les sciences humaines des Pays francophones  

Thesis on French-speaking countries Human Sciences 學制 

School System 

【【【【Day School】】】】 

█日二技 2-Year College 

【【【【Division of Continuing Ed.】】】】 

□進二技 2-Year College 

□進四技 4-Year College 

年級 

Year 
4 必修/選修 

Required or Elective Course 

█必修 Required course 

□選修 Elective course 

學分/時數 

Credits/Hours 

2學分(每學期)/ 

Credits per semester/ 

2小時(每週)/Hours per week 學期/學年 

Course Type 

□學年 Year-long course 

█學期 semester course 

開課單位 

Dept. of Offering Courses 
法國語文系 

 課程概要 課程目標 
配對之 能力指標 

對應的產業別 

產業對應的知能 

對應的升學領域 

對應升學領域的知能 中文 Chinese： 本課程旨在培養同學具備深厚的人文素養為核心。介紹法國及其它法語系國家的人文思想，其發展進程及脈絡概況。 藉由不同地區的文化、信仰與民情，帶領同學思考問題。 並透過多樣性的議題，來探討分析各地區(如歐洲的瑞士、比利時，非洲、亞洲曾為法國殖民地的國家、美洲魁北克等等)文之化背景與意涵。 本課程將選擇不同主題：國家或地區歷史概要、政經發展、信仰、人文思潮、藝術建築… 進行研究，並且探討和我們國家狀況的異同，交流現況或未來發展的可能性。 

 英文 English: 

This course helps students to 

improve their specific 

knowledge in Humans sciences 

fields. This course introduces 

Humanism Thought, 

particularly its origin,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Students will be  reflect on 

cultural, religious practice and 

other tradition of different 

countries. 

By exploring various themes, 

students will have the capacity 

to analyze the cultural and 

historic implication of these 

countries * 

中文 Chinese： 

1.瞭解法語系國家各地區法語使用之廣泛。 

2.觀察並分析各國人文思想及文化意涵之異同。 

3. 促 進 思 考 能力，增進學生對法語系國家的人文素養。 

4.深化文化詮釋的能力。 

 英文 English: 

 

At the end of this 

course, students 

will 

1. Understand the 

role of French 

Language in these 

Speaking-French 

Countries. 

2. Observe and 

analyze the 

difference in 

cultural 

implication and 

humanism 

thought of these 

countries  

3.Develop 

thinking skills 

needed for 

understanding 

Speaking-French 

Countries. 

4.Enhance 

Cultural issue 

interpretation skill 

1-4-1理解個人或職業上感興趣的主題，並能夠擷取各傳播媒體報導中之 重 要 訊息。 

1-4-4能夠撰寫論述性文章及法文專題報告。 

2-4-1具備法文能力檢定
CECR 

B1-B1+之語言能力。 

3-4-1認識法國人的思考邏輯並理解法國文化及社會概況。 

4-4-1瞭解法國經貿及文化產業之現況與發展。 

觀 光 餐旅產業。 大 眾 傳播產業。 文 化 創意產業。 國 際 事務產業。 國 際 會展產業 

創意與創新能力。 多國語言與多元文化分析能力。 跨文化溝通能力。 國際禮儀知識 

創意與創新能力。 外交能力。 研究能力。 藝文賞析能力。 新聞基本知識 

獨立思考的能力。 溝通、協調能力。 資訊蒐集之能力。 環 境 關 懷 能力。觀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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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文系-4 中文課程名稱 

Chinese Name of Course 
進階法文筆譯技巧運用   

模組名稱 

Module Name 
系訂必修 英文課程名稱 

English Name of Course 
Written Translation Techniques (Advanced) 學制 

School System 

【【【【Day School】】】】 

■日二技 2-Year College 

【【【【Division of Continuing Ed.】】】】 

□進二技 2-Year College 

□進四技 4-Year College 

年級 

Year 
4 必修/選修 

Required or Elective Course 

■必修 Required course 

□選修 Elective course 

學分/時數 

Credits/Hours 

2  學分(每學期)/ 

Credits per semester/ 

2小時(每週) 

Hours per week 學期/學年 

Course Type 

□學年 Year-long course 

■學期 semester course 

開課單位 

Dept. of Offering Courses 
法國語文系 

 課程概要 課程目標 
配對之能力指標 

對應的產業別 

產業對應的知能 

對應的升學領域 

對應升學領域的知能 中文 Chinese： 承接上學期的基礎課程，本課程持續以中法筆譯 (雙向互譯）實務為主訓練學生進階法文筆譯技巧運用。 本課程以中法筆譯(雙向互譯）實務為主。 課程中將持續訓練學生明瞭不同語言文化以書面文字進行溝通時在本質上的差異，進而調整其語文學習以配合翻譯之訓練。本課程亦將強化學生接觸進階的中法翻譯技巧與策略，使學生熟悉多樣文本翻譯、文句轉換方式及使用翻譯工具的方法。 並探討應對策略。透過多樣的文本，除加強筆譯翻譯技巧訓練，並著重翻譯策略之運用及解決常遇問題之方案。 英文 English: 

 

The main aim of this course is 

to put forward the 

Chinese-French traduction in a 

practical training way. 

This course introduces the 

translator job, the translation 

competence and the translation 

process. It helps 

Students by involving transfer 

of meaning between languages, 

cultures and different forms of 

expression. 

The other aim of the course is 

to enhance students’ 

knowledge of French Language 

by improving translation skills. 

Students will translate different 

kind of texts and will learn 

various translation technic and 

strategy. 

中文 Chinese： 

 

1. 習得進階法文筆譯技巧運用。 

2. 明瞭中法語言文化上之差異，加強雙語對比學習，進而調整其語文學習以配合翻譯之訓練。  

3. 強化中法翻譯技巧與策略，熟悉多種文本翻譯、文句轉換方式及使用翻譯工具的方法。 

4.整合解決翻譯常遇問題之技巧 

 英文 English: 

At the end of this 

course, students will 

1.Understand 

translator job and 

translation 

competence and 

process 

2.Have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French and Chinese 

cultures, of languages 

differences,  enhance 

students’ lexical, 

grammatical and 

stylistic precision of 

self-expression in 

both languages 3.be 

able to translate 

different kind of text 

4. be able full use of 

their skills face 

current difficulties in 

making translation 

job. 

2-4-1 具備法文能 力 檢 定
CECR B1-B1+之語言能力。 

3-4-1 認識法國人的思考邏輯並理解法國文化及社會概況。 

4-4-2 具備符合職場需求之應對技巧與能力。 

4-4-3 培養翻譯實用性文章之能力。 

4-4-4 具備商務及外語文化產業之法語專業應用能力。 

 

 

觀光餐旅產業。 大眾傳播產業。 語言教學產業。 翻譯產業 文化創意產業。 國際會展產業。 

第二外語聽 說 能力。 第二外語讀 寫 能力。 文學作品專業編譯能力。 多國語言與多元文化分析能力。 跨文化溝通能力。 

外語聽說的能力。 外語讀寫的能力。 組織能力。 

表達能力。 外語聽說的能力。 外語讀寫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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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文系-5 中文課程名稱 

Chinese Name of Course 
法文筆譯技巧運用   

模組名稱 

Module Name 
系訂選修 英文課程名稱 

English Name of Course 
Written Translation Techniques 學制 

School System 

【【【【Day School】】】】 

■日二技 2-Year College 

【【【【Division of Continuing Ed.】】】】 

□進二技 2-Year College 

□進四技 4-Year College 

年級 

Year 
4 必修/選修 

Required or Elective Course 

□必修 Required course 

■選修 Elective course 

學分/時數 

Credits/Hours 

  2學分(每學期)/ 

Credits per semester/ 

2小時(每週) 

Hours per week 學期/學年 

Course Type 

□學年 Year-long course 

■學期 semester course 

開課單位 

Dept. of Offering Courses 
法國語文系 

 課程概要 

Course Content 

課程目標 

Objectives 

配對之能力指標 

對應的產業別 

產業對應的知能 

對應的升學領域 

對應升學領域的知能 中文 Chinese： 

 本課程以中法筆譯 (雙向互譯）實務為主。 課程中將介紹翻譯工作本質、訓練方法及要求，使學生明瞭不同語言文化以書面文字進行溝通時在本質上的差異，進而調整其語文學習以配合翻譯之訓練。本課程亦將加強學生接觸基本的中法翻譯技巧與策略，使學生熟悉多樣文本翻譯、文句轉換方式及使用翻譯工具的方法。 英文 English: 

The main aim of this course 

is to put forward the 

Chinese-French traduction 

in a practical training way. 

This course introduces the 

translator job, the 

translation competence and 

the translation process. It 

helps 

Students by involving 

transfer of meaning 

between languages, 

cultures and different forms 

of expression. 

The other aim of the course 

is to enhance students’ 

knowledge of French 

Language by improving 

translation skills. Students 

will translate different kind 

of texts and will learn 

various translation technic 

and strategy. 

中文 Chinese： 

 

1. 認識翻譯工作本質、與要求。 

2. 明瞭中法語言文化上之差異，加強雙語對比學習，進而調整其語文學習以配合翻譯之訓練。  

3. 掌握中法翻譯技巧與策略，熟悉多種文本翻譯、文句轉換方式及使用翻譯工具的方法。 

4. 整合解決翻譯常遇問題之技巧。 

 英文 English: 

 

At the end of this course, 

students will 

1.Understand translator job 

and translation competence 

and process 

2.Have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French 

and Chinese cultures, of 

languages differences,  

enhance students’ lexical, 

grammatical and stylistic 

precision of self-expression 

in both languages 3.be able 

to translate different kind of 

text 

4. be able full use of their 

skills face current 

difficulties in making 

translation job. 

2-4-1 具備法文能 力 檢 定
CECR B1-B1+之語言能力。 

3-4-1 認識法國人的思考邏輯並理解法國文化及社會概況。 

4-4-2 具備符合職場需求之應對技巧與能力。 

4-4-3 培養翻譯實用性文章之能力。 

4-4-4 具備商務及外語文化產業之法語專業應用能力。 

 

 

觀光餐旅產業。 大眾傳播產業。 語言教學產業。 翻譯產業 文化創意產業。 國際會展產業。 

第二外語聽 說 能力。 第二外語讀 寫 能力。 文學作品專業編譯能力。 多國語言與多元文化分析能力。 跨文化溝通能力。 

外語聽說的能力。 外語讀寫的能力。 組 織 能力。 

表達能力。 外語聽說的能力。 外語讀寫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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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文系-6 中文課程名稱 

Chinese Name of Course 
臺灣文化法語導覽 

模組名稱 

Module Name 
系訂模組 英文課程名稱 

English Name of Course 

Guide de la culture taiwanaise pour les Francophones 

Taiwan Tourism for Francophones 學制 

School System 

【【【【Day School】】】】 

■日二技 2-Year College 

□日四技 4-Year College 

□日五專 5-Year Junior College 

□研究所 Graduate Institute 

【【【【Division of Continuing Ed.】】】】 

□進二技 2-Year College 

□進四技 4-Year College 
年級 

Year 
3  必修/選修 

Required or Elective Course 

□必修 Required course 

■選修 Elective course 

學分/時數 

Credits/Hours 

2  學分(每學期)/ 

Credits per semester/ 

 2 小時(每週) 

Hours per week 學期/學年 

Course Type 

□學年 Year-long course 

■學期 semester course 

開課單位 

Dept. of Offering Courses 
法國語文系 課程概要 

Course Content 

課程目標 

Objectives 

配對之能力指標 
對應的產業別 

產業對應的知能 

對應的升學領域 

對應升學領域的知能 中文 Chinese： 此課程主要引導學生運用法文介紹台灣文化，主題包括台灣歷史地理、旅遊景點、傳統文化習俗、美食等。課程的內容亦在訓練學生增進法文詞彙能力、會話與聽力練習、個人報告和小組發表討論之能力。 英文 English: 

 

Le vocabulaire de la 

culture taiwanaise : 

l’histoire et la géographie, 

les sites touristiques, le 

folklore, les traditions 

populaires, la 

gastronomie. 

 

This course is designed to 

improve students’ 

vocabulary bank and 

sentence patterns in order 

to help them to learn 

Taiwanese tourism. It 

presents various issues : 

1. history 

2. geography 

3. touristic sites 

4. folklore 

5. folk arts 

6.gastronomy 

中文 Chinese： 

1.習得描述本地特色所需之法文詞彙。 

2.掌握聽力與閱讀技巧。 

3.能以清楚正確的法語解釋說明台灣文化特色。 

4.能依據指示撰寫與台灣文化相關之法文短文。 

 英文 English: 

Préparer les 

étudiants 

taiwanais à 

présenter leur 

pays à des 

étrangers 

francophones. 

 

 

To help students 

learn how to 

introduce their 

home culture to 

French speaking 

foreigner 

 

1-3-2能夠在討論溝通議題時精簡表達 個 人 觀點。 

1-3-3具備閱讀當代問題相關文章之能力。 

1-3-4能夠書寫通順的報告或摘要。 

1-3-5具備閱讀及分析各種專業文章之能力。 

2-3-1具備法文能力檢定
CECR 

A2+-B1 之語言能力。 

3-3-3具備中法文化之比較能力。 

 

觀 光 餐 旅 產業。 大 眾 傳 播 產業。 語 言 教 學 產業。 翻譯產業 文 化 創 意 產業。 國 際 會 展 產業。 

第二外語聽說能力。 第二外語讀寫能力。 文學作品專業 編 譯 能力。 多國語言與多元文化分析能力。 跨文化溝通能力。 

外語聽說的能力。 外語讀寫的能力。 組織能力。 

表達能力。 外語聽說的能力。 外語讀寫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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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文系-7 中文課程名稱 

Chinese Name of Course 
畢業專題製作 

模組名稱 

Module Name 
院訂選修 英文課程名稱 

English Name of Course 
RESEARCH WRITING IN FRENCH 學制 

School System 

【【【【Day School】】】】 

■日二技 2-Year College 

□日四技 4-Year College 

□日五專 5-Year Junior College 

□研究所 Graduate Institute 

【【【【Division of Continuing Ed.】】】】 

□進二技 2-Year College 

□進四技 4-Year College 
年級 

Year 
4 必修/選修 

Required or Elective Course 

□必修 Required course 

■選修 Elective course 

學分/時數 

Credits/Hours 

 2 學分(每學期)/ 

Credits per semester/ 

2小時(每週) 

Hours per week 學期/學年 

Course Type 

□學年 Year-long course 

■學期 semester course 

開課單位 

Dept. of Offering Courses 
法國語文系 

 課程概要 

Course Content 

課程目標 

Objectives 

配對之 能力指標 

Corresponding 

Skill Indicator / 

Standard 

對應的 產業別 

Corresponding 

to Industry 

產業對應的知能 

Knowledge 

Correspondi

ng to 

Industry 

對應的 升學領域 

Correspondi

ng Grade 

Promotion 

Area 

對應升學 領域的知能 

Knowledge of 

Corresponding 

Grade 

Promotion 

Territory 中文 Chinese： 小型論文撰寫與分析方法 

 邏輯與思辨能力訓練 

 

(鄉土文化外語人才培育計畫配合執行) 

 英文 English: 

 

In this course, 

students will have 

to write of a short 

essay; they will 

acquire methods of 

analysis, exercise 

their sense of 

logics and critical 

thinking (to 

become specialists 

in a foreign 

language with a 

good knowledge of 

local culture). 

中文 Chinese： 

1.落實法文寫作能力 

2.培養分析與研究的自主性 

3.跨文化的差異元素學習 

4.培訓中、法雙語轉換表達之能力 

 英文 English: 

 

1. Apply French 

writing skills. 

2. Develop an 

analysis and 

research 

autonomy. 

3. Study 

cross-cultural 

differences. 

4. Develop a 

competence in 

French and 

Chinese bilingual 

expression. 

1-4-1理解個人或職業上感興趣的主題，並能夠擷取各傳播媒體報導 中 之 重 要 訊息。 

2-4-1具備法文能力 檢 定 CECR 

B1-B1+之語言能力。 

3-4-1認識法國人的思考邏輯並理解法國文化及社會概況。 

4-4-4具備商務及外語文化產業之法語專業應用能力。 

 

翻譯。 文化創意產業。 國際會展產業 

-外語聽說能力 

- 外語讀寫能力 

- 跨文化溝通能力 

- 對法國與國際社會文化的認識，以利於文化對話 

語文。 文學。 翻譯。 語言學研究。 文化研究。 

 

外語能力之深化。 對法語系國家經濟發展的鑑賞及評析能力。 增進對法語系國家經濟發展的認識及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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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文系-8 中文課程名稱 

Chinese Name of Course 

學期校外實習(一) 學期校外實習(二) 

模組名稱 

Module Name 
系訂選修 英文課程名稱 

English Name of Course 
Semester-based Off-Campus Internship 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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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期/學年 

Course Ty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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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pt. of Offering Courses 
法國語文系 課程概要 

Course Content 

課程目標 

Objectives 

配對之 能力指標 

對應的 產業別 產業對應的知能 對應的 升學領域 對應升學 領域的知能 中文 Chinese： 

 

1.瞭解實習公司的規定及其工作性質。 

2.依不同公司性質規劃如何銜接公司的工作。 

3.執行公司所交付之實習工作並於實習結束時繳交實習成果報告。 

 英文 English: 

Through 

cooperation with 

overseas 

professional 

organizations in 

related fields, this 

course will provide 

students with an 

early experience of 

the workplace, 

establish a correct 

working attitude, 

teach them 

professional skills 

and to apply their 

knowledge, 

combining theory 

and practice. 

中文 Chinese： 

1.為配合法語人才之需求，落實法語實務能力之培訓，使學生於在學期間提早學習職場之實務經驗，建立正確的工作態度，落實學校知識與業界經驗的整合，進而提昇學生於職場之就業能力。 

2.於實習期間除增進學生之法/英語能力外，亦培養跨文化溝通能力，同時擴展國際觀，達到培育法語人才之教育目標。 英文 English: 

At the end of this 

course, students 

will be able to:  

1. apply what they 

have learnt in the 

workplace; 

2. have a correct 

working attitude; 

3. increase their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1-4-1理解個人或職業上感興趣的主題，並能夠擷取各傳播媒體報導 中 之 重 要 訊息。 

2-4-1具備法文能力 檢 定 CECR 

B1-B1+之語言能力。 

4-4-2具備符合職場需求之應對技巧與能力。 

4-4-4具備商務及外語文化產業之法語專業應用能力。 

1.觀光餐旅產業 

2.大眾傳播產業 

3.語言教學產業 

4.翻譯產業 

5.資訊應用服務產業 

6.文化創意產業 

7.商務暨商務管理產業 

8.國際事務產業 

9.數位內容產業 

10.國際會展產業 

1.商務文書處理。 

2.商業知識運用。 

3.商業外語能力。 

 

 

國際貿易 1.外語聽說的能力。 

2.外語讀寫的能力。 

3. 對 國 際 經貿、政治、法律及國際情勢的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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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文系-9 中文課程名稱 

Chinese Name of Course 
進階法文(一) 

模組名稱 

Module Name 
系訂必修 英文課程名稱 

English Name of Course 
ADVANCED FRENC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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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必修/選修 

Required or Elective Course 

■必修 Required course 

□選修 Elective course 

學分/時數 

Credits/Hours 

  2 學分(每學期)/ 

Credits per semester/ 

2小時(每週) 

Hours per week  學期/學年 

Course Type 

■學年 Year-long course 

□學期 semester course 

開課單位 

Dept. of Offering Courses 
法國語文系 

 課程概要 

Course Content 

課程目標 

Objectives 

配對之能力指標 

對應的產業別 

產業對應的知能 

對應的升學領域 

對應升學領域的知能 中文 Chinese： 本課程旨在於透過法文，認識法國文化與文明，課程內容包括利用各種媒體知識與訊息分析不同主題，從所學的單字與文法中學習撰寫摘要及報告。 英文 English: 

This is a class of 

general French (not 

just grammar) at an 

advanced level, 

designed for 

students of the 

third year of the 

2-year college. It is 

not just a class of 

grammar, as some 

students may think, 

but a class of 

general French, 

that is all aspects of 

French language 

and also 

francophone 

culture, language 

and culture being 

tightly bound 

together. 

中文 Chinese： 

1.使習得蒐集資料，分析問題之技巧。 

2.增進語言與文化背景知識。 

3.培養慎思明辨之能力。 

4.習得撰寫畢業論文之技巧。  

 英文 English: 

In this class, students will 

revise what they have learnt 

before, but through practice 

and communication. They 

will practice all four skills 

(written and oral 

comprehension, written and 

oral expression, viz reading, 

listening, writing and 

speaking skills) through a 

large variety of exercises 

and media. We will try to 

develop their sense of 

analysis and their judgement 

(critical sense), deepen their 

knowledge of French or 

francophone culture in 

general. At the same time, 

those exercises are a good 

preparation to the TCF test 

required to obtain the 

diploma of Wenzao, what 

should be another source 

motivation (hopefully not 

the only one). 

1-3-1 聽懂不同主題的中短篇報導並擷取重點。 

1-3-2 能夠在討論溝通議題時精簡表達個 人 觀點。 

1-3-4 能夠書寫通順的報告或摘要。 

1-3-5 具備閱讀及分析各種專業文章之能力。 

2-3-1 具備法文能力檢 定
CECR 

A2+-B1 之語 言 能力。 

3-3-3 具備中法文化之比較能力。 

1.語言教學產業 

2.翻譯產業 

 

第二外語聽說能力 第二外語讀寫能力 

 

 

1.外語聽說的能力。 

2.外語讀寫的能力。 

3.對主修語言國家文化認識。 

1.學習意願。 

2.表達能力。 

3.外語聽說能力。 

4.外語讀寫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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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文系-10 中文課程名稱 

Chinese Name of Course 
當代法國專論 

模組名稱 

Module Name 
系訂必修 英文課程名稱 

English Name of Course 
THEMATIC STUDY OF CONTEMPORARY FRENCH  學制 

School System 

【【【【Day School】】】】 

■日二技 2-Year College 

□日四技 4-Year College 

□日五專 5-Year Junior College 

□研究所 Graduate Institute 

【【【【Division of Continuing Ed.】】】】 

□進二技 2-Year College 

□進四技 4-Year College 
年級 

Year 
3 必修/選修 

Required or Elective Course 

■必修 Required course 

□選修 Elective course 

學分/時數 

Credits/Hours 

  2 學分(每學期)/ 

Credits per semester/ 

2小時(每週) 

Hours per week  學期/學年 

Course Type 

□學年 Year-long course 

■學期 semester course 

開課單位 

Dept. of Offering Courses 
法國語文系 

 課程概要 

Course Content 

課程目標 

Objectives 

配對之 能力指標 

Correspondi

ng Skill 

Indicator / 

Standard 

對應的產業別 

Correspo

nding to 

Industry 

產業對應的知能 

Knowledge 

Correspondi

ng to 

Industry 

對應的 升學領域 

Correspondi

ng Grade 

Promotion 

Area 

對應升學 領域的知能 

Knowledge of 

Corresponding 

Grade 

Promotion 

Territory 中文 Chinese： 本課程旨在協助學生瞭解當代法國社會的現況及其主要特色，期能進一步啟發學生興趣，並培養其深入探討及研究學術的能力。 一) 分組討論及口頭報告：透過時事了解法國社會脈動，觀察法國社會主要問題所在，並進而探討其淵源與影響； 二) 研讀相關專題文章，進一步了解法國的國家特色及法國在當代國際上的定位。 三) 期末團體作業：學生必須有能力將自己負責的主題發展成周延而深入的研究報告。  

 英文 English: 

 

This course will help students 

understand the current status 

and major features of 

contemporary France.  

Instruction includes a 

discussion of current events as 

well as other issues that 

concerned the French.  

Students will study related 

articles that desc 

中文 Chinese： 

1.專業文章研讀能力。 

2.深入觀察法國社會現象之能力。 

3.能運用單一事件深入探討當代法國社會。 

4. 小組合作協商共同研究之能力。 

  英文 English: 

 

1.Study 

professional 

articles. 

2.Observe French 

society. 

3.Understand the 

features of 

France. 

4.Conduct 

research on 

French society. 

5.Work as a team 

and to develop 

research abilities. 

6.Write academic 

articles. 

1-3-1聽懂不同主題的中短篇報導並擷取重點。 

1-3-2能夠在討論溝通議題時精簡表達 個 人 觀點。 

1-3-4能夠書寫通順的報告或摘要。 

1-3-5具備閱讀及分析各種專業文章之能力。 

2-3-1具備法文能力檢定
CECR 

A2+-B1 之語言能力。 

3-3-1認識法國政經與社會背景。 

3-3-3具備中法文化之比較能力。 

1.語言教學產業 

2.翻譯產業 

3.國際事務產業 

第二外語聽說能力 第二外語讀寫能力 

 

 

1.外語聽說的能力。 

2.外語讀寫的能力。 

3.對主修語言國家文化認識。 

4.國際觀 

5.外交能力 

1.學習意願。 

2.表達能力。 

3.外語聽說能力。 

4.外語讀寫能力。 

5.獨立思考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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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文系-11 中文課程名稱 

Chinese Name of Course 
進階法語聽講練習(二) 

模組名稱 

Module Name 
系訂必修 英文課程名稱 

English Name of Course 
ADVANCED FRENCH LISTENING AND SPEAKING PRATIC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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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必修/選修 

Required or Elective Course 

■必修 Required course 

□選修 Elective course 

學分/時數 

Credits/Hours 

  2 學分(每學期)/ 

Credits per semester/ 

2小時(每週) 

Hours per week  學期/學年 

Course Type 

■學年 Year-long course 

□學期 semester course 

開課單位 

Dept. of Offering Courses 
法國語文系 

 課程概要 

Course Content 

課程目標 

Objectives 

配對之 能力指標 

Corresponding 

Skill Indicator / 

Standard 

對應的 產業別 

Corresponding 

to Industry 

產業對應的知能 

Knowledge 

Correspondi

ng to 

Industry 

對應的 升學領域 

Correspondi

ng Grade 

Promotion 

Area 

對應升學 領域的知能 

Knowledge of 

Corresponding 

Grade 

Promotion 

Territory 中文 Chinese： 本課程選擇不同的虛擬情境加強口語表達能力。並利用各類題材
(如時事、文章分析 )及多樣化視聽教材(影片、媒體、網路資源)訓練聽講能力。 

 

 英文 English: 

Activiites around 

the use of 

audio-visual 

documents in 

order to improve 

students skills in 

aural 

comprehension. 

中文 Chinese： 

1. 學習如何在不同對象、場合、時間，皆能以流利法語交談應對。 

2. 訓 練 聽 力 技巧，瞭解各式媒體報導之大部分重點，並掌握部分細節。 

3. 期達到法文能力 檢 定 CECR 

B1+-B2 等級之語言能力。 

  英文 English: 

Increase the 

students' 

self-confidence in 

their aural 

comprehension 

skills. Make them 

more familiar with 

the audio-visual 

documents, allow 

them to develop 

their own strategy 

in dealing with 

them. 

1-4-4能夠撰寫論述性文章及法文專題報告。 

2-4-1具備法文能力 檢 定 CECR 

B1-B1+之語言能力。 

3-4-1認識法國人的思考邏輯並理解法國文化及社會概況。 

 

1.觀光餐旅產業 

2.大眾傳播產業 

3.語言教學產業 

4.翻譯產業 

 

1.外語聽說的能力。 

2.外語讀寫的能力。 

外語聽說的能力、 外語讀寫的能力、對主修語言國家文化認識 

學習意願、表達能力、外語聽說能力、外語讀寫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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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文系-12 中文課程名稱 

Chinese Name of Course 
中法口譯 

模組名稱 

Module Name 
系訂必修 英文課程名稱 

English Name of Course 
INTERPRETATION 學制 

School System 

【【【【Day School】】】】 

■日二技 2-Year College 

□日四技 4-Year College 

□日五專 5-Year Junior College 

□研究所 Graduate Institute 

【【【【Division of Continuing Ed.】】】】 

□進二技 2-Year College 

□進四技 4-Year College 
年級 

Year 
4 必修/選修 

Required or Elective Course 

■必修 Required course 

□選修 Elective course 

學分/時數 

Credits/Hours 

  2 學分(每學期)/ 

Credits per semester/ 

2小時(每週) 

Hours per week  學期/學年 

Course Type 

□學年 Year-long course 

■學期 semester course 

開課單位 

Dept. of Offering Courses 
法國語文系 

 課程概要 

Course Content 

課程目標 

Objectives 

配對之能力指標 

Correspondi

ng Skill 

Indicator / 

Standard 

對應的產業別 

Correspon

ding to 

Industry 

產業對應的知能 

Knowledge 

Correspondi

ng to 

Industry 

對應的升學領域 

Correspondi

ng Grade 

Promotion 

Area 

對應升學領域的知能 

Knowledge of 

Correspondin

g Grade 

Promotion 

Territory 中文 Chinese： 在今日全球化的世界中，本課程旨在幫助學生具備於多國語會議及環境中所需的溝通及口譯的知能，進而培育未來職場優勢。本課程教學內容包含逐步及同步口譯的相關知識及技巧。 

 英文 English: 

This course 

introduces the 

theory, 

fundamental 

concepts and 

techniques of 

interpretation.  

Through practice 

sessions, students 

should be able to 

accurately, clearly 

and simultaneously 

interpret from one 

language to 

another. 

中文 Chinese： 

1.不做筆記地聽懂、記憶及重現口語內容。 

2.學得迅速製作筆記的技巧。 

3.懂得如何進行視覺翻譯。 

4.進行法中逐步口譯（不超過 5分鐘的文章）。 

5.瞭解初步的同步口譯技巧。  英文 English: 

In  this course, students 

will: 

1. Learn to understand, 

remember and reproduce 

oral texts without taking 

notes;  

2. Learn fast note-taking 

techniques; 

3. Understand how to make 

sight translation; 

4. Perform consecutive 

interpretation from French to 

Mandarin Chinese (texts of 

not more than 5 minutes); 

5. Understand the 

preliminary steps of 

simultaneous interpreting 

techniques. 

1-4-4能夠撰寫論述性文章及法文專題報告。 

2-4-1具備法文能力檢定
CECR 

B1-B1+之語言能力。 

3-4-1認識法國人的思考邏輯並理解法國文化及社會概況。 

 

1.觀 光 餐旅產業 

2.大 眾 傳播產業 

3.語 言 教學產業 

4.翻 譯 產業 

 

1.外語聽說的能力。 

2.外語讀寫的能力。 

外語聽說的能力、 外語讀寫的能力、對主修語言國家文化認識 

學習意願、表達能力、外語聽說能力、外語讀寫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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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文系-13 中文課程名稱 

Chinese Name of Course 
網路法文 

模組名稱 

Module Name 
系訂選修 英文課程名稱 

English Name of Course 
INTERNET FRENCH  學制 

School System 

【【【【Day School】】】】 

■日二技 2-Year College 

 年級 Year 3 必修/選修 

Required or Elective Course 

□必修 Required course 

■選修 Elective course 

學分/時數 

Credits/Hours 
  2 學分(每學期)/2小時(每週) 學期/學年 

Course Type 

■學年 Year-long course 

□學期 semester course 

開課單位 

Dept. of Offering Courses 
法國語文系 

 

  

課程概要 

Course Content 

課程目標 

Objectives 

配對之 能力指標 

對應的 產業別 

產業對應的知能 

對應的 升學領域 

對應升學 領域的知能 中文 Chinese： 以法語各類網站來發掘網路豐富資源，藉此學習法文網路常見字彙、用語及法國文化，並加 強 閱 讀 能力。  英文 English: 

In this class, 

students will 

explore various 

French websites 

to utilize 

abundant 

Internet 

resources and to 

learn common 

Internet 

vocabularies, 

usages, and 

French culture. 

中文 Chinese： 

1.學習如何有效閱讀網頁內容。 

2.利用網路多樣化資源來學不同領域的法文。 

3.認識法國及法語系國家社會與文化背景。 英文 English: 

-To help students 

understand the 

contents of 

French websites.   

-To help students 

expand their 

vocabularies by 

utilizing diverse 

Internet. 

1-3-1 聽懂不同主題的中短篇報導並擷取重點。 

1-3-2 能夠在討論溝通議題時精簡表達個人觀點。 

1-3-4 能夠書寫通順的報告或摘要。 

1-3-5 具備閱讀及分析各種專業文章之能力。 

2-3-1 具備法文能力檢定CECR 

A2+-B1 之語言能力。 

3-3-3 具備中法文化之比較能力。 

1.語言教學產業 

2.翻譯產業 

3.資訊應用服務產業 

4.數位內容產業 

第二外語聽說能力 第二外語讀寫能力 

 

 

1.外語聽說的能力。 

2.外語讀寫的能力。 

3.對主修語言國家文化認識。 

1.學習意願。 

2.表達能力。 

3.外語聽說能力。 

4.外語讀寫能力。 

5.電腦應用能力 

6.資料蒐集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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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文系-14 中文課程名稱 

Chinese Name of Course 
西洋藝術史 

模組名稱 

Module Name 
系訂選修 英文課程名稱 

English Name of Course 
HISTORY OF WESTEN ART  學制 

School System 

【【【【Day School】】】】 

■日二技 2-Year College 

 年級 

Year 
3 必修/選修 

Required or Elective Course 

□必修 Required course 

■選修 Elective course 

學分/時數 

Credits/Hours 
  2 學分(每學期)/2小時(每週) 學期/學年 

Course Type 

□學年 Year-long course 

■學期 semester course 

開課單位 

Dept. of Offering Courses 
法國語文系 

 課程概要 

Course Content 

課程目標 

Objectives 

配對之 能力指標 

Corresponding 

Skill Indicator / 

Standard 

對應的 產業別 

Correspondin

g to Industry 

產業對應的知能 

Knowledge 

Correspon

ding to 

Industry 

對應的 升學領域 

Correspond

ing Grade 

Promotion 

Area 

對應升學 領域的知能 

Knowledge of 

Correspondin

g Grade 

Promotion 

Territory 中文 Chinese： 本課程旨在認識歐洲，從遠古到
19世紀末的藝術史及代表作家。課程內容包括分析及介紹不同年代藝術思潮之歷史文化及社會背景。  英文 English: 

The course is 

based in a 

chronological 

progression to 

discover the 

world of art in 

Europe and the 

most important 

artists who 

brought a new 

vision of the 

world of 

representation in 

their art work in 

analyzing 

historical, 

cultural and 

sociological 

context which 

influenced the 

artistic movement 

of their time. 

中文 Chinese： 

1.認識西洋藝術史的演進。 

2.習得分析藝術作品之技巧。 

3.增進法語口語表達。 

  英文 English: 

This course is 

designed for the 

intermediate 

student of 

french willing to 

increase their 

cultural 

knowledge in 

the art field. We 

will study the art 

in occident 

(painting, 

architecture, 

sculpture, etc.) 

from the middle 

age through the 

Renaissance 

period during 

the first 

semester. 

1-3-1 聽懂不同主題的中短篇報導並擷取重點。 

1-3-2 能夠在討論溝通議題時精簡表達個人觀點。 

1-3-4 能夠書寫通順的報告或摘要。 

1-3-5 具備閱讀及分析各種專業文章之能力。 

2-3-1 具備法文能力檢定CECR 

A2+-B1 之語言能力。 

3-3-2 認識法國及法語系國家之文化及培養其藝術之鑑賞能力。 

3-3-3 具備中法文化之比較能力。 

1.語言教學產業 

2.翻譯產業 

 

 

第二外語聽說能力 第二外語讀寫能力 

 

 

1.外語聽說的能力。 

2.外語讀寫的能力。 

3.對主修語言國家文化認識。 

4.藝文賞析能力。 

1.學習意願。 

2.外語聽說能力。 

3.外語讀寫能力。 

4.觀察力。 

5.表達能力。 

6.獨立思考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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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文系-15 中文課程名稱 

Chinese Name of Course 
法國文學評論(二) 

模組名稱 

Module Name 
系訂選修 英文課程名稱 

English Name of Course 
HISTORY OF WESTEN ART  學制 

School System 

【【【【Day School】】】】 

■日二技 2-Year College 

□日四技 4-Year College 

□日五專 5-Year Junior College 

□研究所 Graduate Institute 

【【【【Division of Continuing Ed.】】】】 

□進二技 2-Year College 

□進四技 4-Year College 
年級 

Year 
3 必修/選修 

Required or Elective Course 

□必修 Required course 

■選修 Elective course 

學分/時數 

Credits/Hours 

  2 學分(每學期)/ 

Credits per semester/ 

2小時(每週) 

Hours per week  學期/學年 

Course Type 

□學年 Year-long course 

■學期 semester course 

開課單位 

Dept. of Offering Courses 
法國語文系 

 

課程概要 

Course Content 

課程目標 

Objectives 

配對之 能力指標 

Corresponding 

Skill Indicator / 

Standard 

對應的 產業別 

Corresponding 

to Industry 

產業對應的知能 

Knowledge 

Correspondi

ng to 

Industry 

對應的 升學領域 

Correspondi

ng Grade 

Promotion 

Area 

對應升學 領域的知能 

Knowledge of 

Corresponding 

Grade 

Promotion 

Territory 中文 Chinese： 本課程旨在讓學生學習分析與批評的方法，課程內容包括法國重要思潮的認識、閱讀相關的評論文章、分析的方法、多元觀點的批評討論。 

  英文 English: 

1.Appreciate 

different kinds of 

literary works. 

 

2.Probe the spirits 

of literary works. 

 

3.Invite different 

points of view to 

interpret literature.  

 

4.Comment on 

literature based on 

individual points.  

 

5.Discuss related 

commentaries.  

中文 Chinese： 

1.認識批評的概念與理論  

2.學習文學作品的分析方法 

3.瞭解批評的多角度切入 

4.掌握主觀與客觀之意見拿捏 

5.習得資料建構與統整分析的能力 

  英文 English: 

1.Cultivate the 

ability to analyze 

literary work. 

2.Comment on the 

styles of literary 

works from 

different points of 

view. 

3.Instruct students 

on commentary 

methods. 

4.Develop the 

sensibility to the 

environment. 

5.Cultivate 

independent 

thinking and ability. 

1-3-1 聽懂不同主題的中短篇報導並擷取重點。 

1-3-2 能夠在討論溝通議題時精簡表達個人觀點。 

1-3-4 能夠書寫通順的報告或摘要。 

1-3-5 具備閱讀及分析各種專業文章之能力。 

2-3-1 具備法文能 力 檢 定
CECR A2+-B1之語言能力。 

3-3-2 認識法國及法語系國家之文化及培養其藝術之鑑賞能力。 

3-3-3 具備中法文化之比較能力。 

1.語言教學產業 

2.翻譯產業 

 

第二外語聽說能力 第二外語讀寫能力 

 

 

1.外語聽說的能力。 

2.外語讀寫的能力。 

3.對主修語言國家文化認識。 

4.藝文賞析能力。 

1.學習意願。 

2.外語聽說能力。 

3.外語讀寫能力。 

4.觀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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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文系-1 中文課程名稱 

Chinese Name of Course 
專業德文翻譯 

模組名稱 

Module Name 
無 英文課程名稱 

English Name of Course 
Professional Translation in German 學制 

School System 

【【【【Day School】】】】 

■日二技 2-Year College 

 

【【【【Division of Continuing 

Ed.】】】】 

□進二技 2-Year College 

□進四技 4-Year College 

年級 

Year 
3 必修/選修 

Required or Elective 

Course 

■必修 Required course 

□選修 Elective course 

學分/時數 

Credits/Hours 

2  學分(每學期)/ 

Credits per semester/ 

2 小時(每週) 

Hours per week 學期/學年 

Course Type 

■學年 Year-long course 

□學期 semester course 

開課單位 

Dept. of Offering Courses 
德國語文系 

 課程概要 

Course Content 

課程目標 

Objectives 

配對之 能力指標 

對應的 產業別 

產業對應的知能 

對應的 升學領域 

對應升學 領域的知能 中文 Chinese： 本課程目的讓學生養成批判性思考能力，並具備中級程度以上的德文書寫及口說表達能力。 課程內容： 閱讀中級程度以上的德文當代散文與時事雜誌，並選讀德文書籍及專業文章。 

 英文 English: 

This course aims to train 

students’ ability of 

translation which 

includes the skills to 

express both literal and 

implicative meanings 

with fluent and smooth 

sentences. 

Course content: 

To understand the theory 

of German-Mandarin 

translation, and start 

with translating shorter 

articles and then articles 

with longer length and 

more topics by using 

subtle rhetoric little by 

little. The topics include 

the history, culture, 

society, economics, 

politics, literature, art, 

and life in 

German-speaking 

regions. 

中文 Chinese： 修習本課程學生能： 

1. 閱讀關於時事的文章和報導，了解作者對事件的特定立場。 

2. 閱讀當代文學散文。 

3. 深入瞭解德語區國家文化與國情。 

4. 能以流利的德文表達其觀點及意見。 

 英文 English: 

After taking this 

course, the students 

will be able to : 

1. Be familiar with the 

differentiation and the 

similarity between 

Mandarin and German.  

2. Analyze the sentence 

structures and know the 

meaning of the articles. 

3. Know how to use 

vocabularies properly, 

and translate the longer 

articles related to 

certain topics precisely. 

4. Have the ability of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1-3-3 能擴展各類主題及知識並運用中德互譯技巧。 

1.觀光餐旅產業 

2.商務暨商務管理產業 

1.外語聽說能力 

2.外語讀寫能力 

8.跨文化溝通的能力 

1.觀光與休閒管理 

2.各語言類 

3.大眾傳播 

1.外語聽說能力 

2.外語讀寫能力 

12.筆譯、口譯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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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文系-2 中文課程名稱 

Chinese Name of Course 
台灣文化與觀光德語導覽 (一) 

模組名稱 

Module Name 
 英文課程名稱 

English Name of Course 
Introduction of Taiwanese Culture and Tourism in German Language 1 學制 

School System 

【【【【Day School】】】】 

■日二技 2-Year College 

 

【【【【Division of Continuing 

Ed.】】】】 

□進二技 2-Year College 

□進四技 4-Year College 

年級 

Year 
3 必修/選修 

Required or Elective 

Course 

□必修 Required course 

■選修 Elective course 

學分/時數 

Credits/Hours 
2  學分(每學期)/2 小時(每週) 學期/學年 

Course Type 

□學年 Year-long course 

■學期 semester course 

開課單位 

Dept. of Offering Courses 
德國語文系 

 課程概要 

Course Content 

課程目標 

Objectives 

配對之 能力指標 

對應的 產業別 

產業對應的知能 

對應的升學領域 

對應升學領域的知能 中文 Chinese： 本課程目的讓學生運用流利德語介紹台灣的國情及文化。 課程內容： 主題包含台灣政經情勢、社會現況、文化宗教、觀光景點及飲食特色等，使學生實際練習用德語介紹台灣。 

 英文 English: 

This course aims to 

train students to 

introduce the custom 

and culture of Taiwan 

in German fluently. 

Course content: 

The topics include the 

economics, politic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society, culture 

and religion, tourist 

attractions, and food 

characteristics in 

Taiwan. The students 

can practice using 

German to introduce 

Taiwan through oral 

conversation, writing, 

and translating 

brochures. 

中文 Chinese： 修習本課程學生能： 

1. 熟悉台灣國情與文化，並掌握相關德語詞彙。 

2. 運用流利德語介紹台灣。 

3. 比較中德文化差異，具備跨文化溝通的能力。 

4. 習得導覽技巧。 

 英文 English: 

After taking this 

course, the students 

will be able to : 

1. Be familiar with the 

custom and culture of 

Taiwan and know 

relevant German 

vocabularies. 

2. Introduce Taiwan in 

fluent German. 

3. Compare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ese culture and 

German culture, and 

have the ability of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4. Learn navigation 

skills. 

1-3-1能連貫地描述自身的經驗，發生的事件、夢想、希望、目標及流利的解釋意見或計畫。 

3-3-1能認識觀光旅遊及企業之工作程序及相關德文專業用語。 

觀光餐旅產業 

8.跨文化溝通的能力 

12.觀光景點及其文化特色的認知 

13.觀光規劃能力 

1.觀光與休閒管理 

2.餐飲與旅運管理 

6.對主修語言國家文化的認識 

19.觀光餐旅產業之管理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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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文系-3 中文課程名稱 

Chinese Name of Course 
台灣文化與觀光德語導覽 (二) 

模組名稱 

Module Name 
 英文課程名稱 

English Name of Course 
Introduction of Taiwanese Culture and Tourism in German Language 2 學制 

School System 

【【【【Day School】】】】 

■日二技 2-Year College 

 

【【【【Division of Continuing 

Ed.】】】】 

□進二技 2-Year College 

□進四技 4-Year College 

年級 

Year 
3 必修/選修 

Required or Elective 

Course 

□必修 Required course 

■選修 Elective course 

學分/時數 

Credits/Hours 

2  學分(每學期)/ 

Credits per semester/ 

2 小時(每週) 

Hours per week 學期/學年 

Course Type 

□學年 Year-long course 

■學期 semester course 

開課單位 

Dept. of Offering Courses 
德國語文系 

 課程概要 

Course Content 

課程目標 

Objectives 

配對之 能力指標 

對應的 產業別 

產業對應的知能 

對應的 升學領域 

對應升學 領域的知能 中文 Chinese： 本課程目的讓學生運用流利德語介紹台灣的國情及文化。 課程內容： 主題包含台灣政經情勢、社會現況、文化宗教、觀光景點及飲食特色等，使學生實際練習用德語介紹台灣。 英文 English: 

This course aims to 

train students to 

introduce the custom 

and culture of 

Taiwan in German 

fluently. 

Course content: 

The topics include 

the economics, 

politic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society, culture and 

religion, tourist 

attractions, and food 

characteristics in 

Taiwan. The students 

can practice using 

German to introduce 

Taiwan through oral 

conversation, 

writing, and 

translating brochures. 

中文 Chinese： 修習本課程學生能： 

1. 熟悉台灣國情與文化，並掌握相關德語詞彙。 

2. 運用流利德語介紹台灣。 

3. 比較中德文化差異，具備跨文化溝通的能力。 

4. 習得導覽技巧。 英文 English: 

After taking this 

course, the students 

will be able to : 

1. Be familiar with 

the custom and 

culture of Taiwan and 

know relevant 

German vocabularies. 

2. Introduce Taiwan 

in fluent German. 

3. Compare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ese culture and 

German culture, and 

have the ability of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4. Learn navigation 

skills. 

1-3-1能連貫地描述自身的經驗，發生的事件、夢 想 、 希望、目標及流利的解釋意 見 或 計畫。 

3-3-1能認識觀光旅遊及企業之工作程序及相關德文專業用語。 

觀光餐旅產業 

8.跨文化溝通的能力 

12.觀光景點及其文化特色的認知 

13.觀光規劃能力 

1.觀光與休閒管理 

2.餐飲與旅運管理 

6.對主修語言國家文化的認識 

19.觀光餐旅產業之管理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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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文系-4 中文課程名稱 

Chinese Name of Course 
商務德文溝通(一) 

模組名稱 

Module Name 
 英文課程名稱 

English Name of Course 
German for Business Communication 1 學制 

School System 

【【【【Day School】】】】 

■日二技 2-Year College 

 

【【【【Division of Continuing 

Ed.】】】】 

□進二技 2-Year College 

□進四技 4-Year College 

年級 

Year 
4 必修/選修 

Required or Elective 

Course 

□必修 Required course 

■選修 Elective course 

學分/時數 

Credits/Hours 

2  學分(每學期)/ 

Credits per semester/ 

2 小時(每週) 

Hours per week 學期/學年 

Course Type 

□學年 Year-long course 

■學期 semester course 

開課單位 

Dept. of Offering Courses 
德國語文系 

 課程概要 

Course Content 

課程目標 

Objectives 

配對之 能力指標 

對應的 產業別 

產業對應的知能 

對應的 升學領域 

對應升學 領域的知能 中文 Chinese： 本課程目的讓學生運用德文，掌握國際商務溝通的技能。 課程內容： 介紹德國客戶交易習性，實際演練接待客戶、介紹公司組織及產品、銷售與行銷、國際會展參與以及客訴案件處理等溝通技巧。 

 英文 English: 

This course aims to train 

students to apply German 

to business 

communication and 

realize the skills of it. 

Course content: 

Introducing the character 

of German clients, 

practicing client 

reception, presenting the 

organization, products, 

sales, and marketing of 

the company, 

participating international 

fair, dealing with 

customer complaints, and 

letters and 

communication skills. 

中文 Chinese： 修習本課程學生能： 

1. 習得國際商務知識。 

2. 增進德語商務會談溝通能力。 

3. 熟悉國際會 展 事務。 

 英文 English: 

After taking 

this course, the 

students will 

be able to : 

1. Learn about 

knowledge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2. Enhance the 

German 

business 

communicatio

n skills. 

3. Write the 

business letters 

properly. 

1-4-2 能通過歐洲語文能力職場德文檢 定 考試。 

3-4-2 培養國貿及商務所需之德語專業能力，能促進台灣與歐盟之經貿關係。 

商務暨商務管理產業 

1.商務外語能力 

2.商務文書讀寫能力 

20 商業知識運用 

1.MBA 

2.國際經貿 

1. 外語聽說的能力  

2. 外語讀寫的能力 

11. 對國際經貿、政治、法律及國際關係情勢的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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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文系-5 中文課程名稱 

Chinese Name of Course 
商務德文溝通(二) 

模組名稱 

Module Name 
 英文課程名稱 

English Name of Course 
German for Business Communication 2 學制 

School System 

【【【【Day School】】】】 

■日二技 2-Year College 

 

【【【【Division of Continuing 

Ed.】】】】 

□進二技 2-Year College 

□進四技 4-Year College 

年級 

Year 
4 必修/選修 

Required or Elective 

Course 

□必修 Required course 

■選修 Elective course 

學分/時數 

Credits/Hours 

2  學分(每學期)/ 

Credits per semester/ 

2 小時(每週) 

Hours per week 學期/學年 

Course Type 

□學年 Year-long course 

■學期 semester course 

開課單位 

Dept. of Offering Courses 
德國語文系 

 課程概要 

Course Content 

課程目標 

Objectives 

配對之 能力指標 

對應的 產業別 

產業對應的知能 

對應的 升學領域 

對應升學 領域的知能 中文 Chinese： 本課程目的讓學生運用德文，掌握國際商務溝通的技能。 課程內容： 介紹德國客戶交易習性，實際演練接待客戶、介紹公司組織及產品、銷售與行銷、國際會展參與以及客訴案件處理等溝通技巧。 英文 English: 

This course aims to train 

students to apply German 

to business communication 

and realize the skills of it. 

Course content: 

Introducing the character 

of German clients, 

practicing client reception, 

presenting the 

organization, products, 

sales, and marketing of the 

company, participating 

international fair, dealing 

with customer complaints, 

and letters and 

communication skills. 

中文 Chinese： 修習本課程學生能： 

1. 習得國際商務知識。 

2. 增進德語商務會談溝通能力。 

3. 熟悉國際會展事務。 英文 English: 

After taking this 

course, the 

students will be 

able to : 

1. Learn about 

knowledge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2. Enhance the 

German business 

communication 

skills. 

3. Write the 

business letters 

properly. 

 

1-4-2 能通過歐洲語文能力職場德文檢 定 考試。 

3-4-2 培養國貿及商務所需之德語專業能力，能促進台灣與歐盟之經貿關係。 

商務暨商務管理產業 

1.商務外語能力 

2.商務文書讀寫能力 

20商業知識運用 

1.MBA 

2.國際經貿 

1. 外 語 聽說的能力  

2. 外 語 讀寫的能力 

11. 對國際經 貿 、 政治、法律及國際關係情勢的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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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文系-6 中文課程名稱 

Chinese Name of Course 
德文逐步口譯(一) 

模組名稱 

Module Name 
 英文課程名稱 

English Name of Course 
Consecutive Interpretation in German 1 學制 

School System 

【【【【Day School】】】】 

■日二技 2-Year College 

 

【【【【Division of Continuing 

Ed.】】】】 

□進二技 2-Year College 

□進四技 4-Year College 

年級 

Year 
3 必修/選修 

Required or Elective 

Course 

□必修 Required course 

■選修 Elective course 

學分/時數 

Credits/Hours 

2  學分(每學期)/ 

Credits per semester/ 

2 小時(每週) 

Hours per week 學期/學年 

Course Type 

□學年 Year-long course 

■學期 semester course 

開課單位 

Dept. of Offering Courses 
德國語文系 

 課程概要 

Course Content 

課程目標 

Objectives 

配對之 能力指標 

對應的 產業別 

產業對應的知能 

對應的 升學領域 

對應升學 領域的知能 中文 Chinese： 本課程目的讓學生熟悉口譯的基本技巧，並實際進行逐步口譯的練習。 課程內容： 漸進式從短句、短篇故事、到不同主題的演講題材反覆練習，幫助學生利用口譯技巧，學習如何擔任口譯工作。 

 英文 English: 

This course aims to train 

students to be familiar 

with the basic ability of 

interpretation. 

Course content: 

Start from short 

sentences, short stories to 

different speech topics 

and practice 

progressively, which help 

the students capitalize on 

interpretation by using 

the basic skills and learn 

how to act as translator. 

中文 Chinese： 修習本課程學生能： 

1.  熟悉口譯技巧。 

2.  累積各題材口譯經驗。 

3.  具備專業口譯員所需的知能。 

 英文 English: 

After taking this 

course, the 

students will be 

able to : 

1. Learn the basic 

skills of 

interpretation. 

2. Gain 

experience of 

interpreting 

different topics. 

3. Have the 

knowledge and 

qualification of a 

professional 

interpreter. 

1-3-1能連貫地描述自身的經驗，發生的事件、夢想、希望、目標及流利的解釋意見或計畫。 

1-3-2能聽懂電視及電台報導的主要內容。 

1.觀光餐旅產業 

2.商務暨商務管理產業 

1.外語聽說能力 

2.外語讀寫能力 

8.跨文化溝通的能力 

1.觀光與休閒管理 

2.各語言類 

3.大眾傳播 

1.外語聽說能力 

2.外語讀寫能力 

12.筆譯、口譯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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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文系-7 中文課程名稱 

Chinese Name of Course 
德文逐步口譯(二) 

模組名稱 

Module Name 
 英文課程名稱 

English Name of Course 
Consecutive Interpretation in German 2 學制 

School System 

【【【【Day School】】】】 

■日二技 2-Year College 

 

【【【【Division of Continuing 

Ed.】】】】 

□進二技 2-Year College 

□進四技 4-Year College 

年級 

Year 
3 必修/選修 

Required or Elective 

Course 

□必修 Required course 

■選修 Elective course 

學分/時數 

Credits/Hours 

2  學分(每學期)/ 

Credits per semester/ 

2 小時(每週) 

Hours per week 學期/學年 

Course Type 

□學年 Year-long course 

■學期 semester course 

開課單位 

Dept. of Offering Courses 
德國語文系 

 課程概要 

Course Content 

課程目標 

Objectives 

配對之 能力指標 

對應的 產業別 

產業對應的知能 

對應的 升學領域 

對應升學 領域的知能 中文 Chinese： 本課程目的讓學生熟悉口譯的基本技巧，並實際進行逐步口譯的練習。 課程內容： 漸進式從短句、短篇故事、到不同主題的演講題材反覆練習，幫助學生利用口譯技巧，學習如何擔任口譯工作。 

 英文 English: 

This course aims to 

train students to be 

familiar with  the 

basic ability of 

interpretation. 

Course content: 

Start from short 

sentences, short 

stories to different 

speech topics and 

practice 

progressively, which 

help the students 

capitalize on 

interpretation by 

using the basic skills 

and learn how to act 

as translator. 

中文 Chinese： 修習本課程學生能： 

1. 熟悉口譯技巧。 

2. 累積各題材口譯經驗。 

3. 具備專業口譯員所需的知能。 

 英文 English: 

After taking this 

course, the 

students will be 

able to : 

1. Learn the 

basic skills of 

interpretation. 

2. Gain 

experience of 

interpreting 

different topics. 

3. Have the 

knowledge and 

qualification of 

a professional 

interpreter. 

 

1-3-1能連貫地描述自身的經驗，發生的事件、夢 想 、 希望、目標及流利的解釋意 見 或 計畫。 

1-3-2能聽懂電視及電台報導的主要內容。 

1.觀光餐旅產業 

2.商務暨商務管理產業 

1.外語聽說能力 

2.外語讀寫能力 

8.跨文化溝通的能力 

1.觀光與休閒管理 

2.各語言類 

3.大眾傳播 

1.外語聽說能力 

2.外語讀寫能力 

12.筆譯、口譯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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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文系-8 中文課程名稱 

Chinese Name of Course 
應用科技德文(一) 

模組名稱 

Module Name 
 英文課程名稱 

English Name of Course 
German Practice Technique 1 學制 

School System 

【【【【Day School】】】】 

■日二技 2-Year College 

 年級 

Year 
4 必修/選修 

Required or Elective 

Course 

□必修 Required course 

■選修 Elective course 

學分/時數 

Credits/Hours 

2  學分(每學期)/ 

Credits per semester/ 

2 小時(每週) 

Hours per week 學期/學年 

Course Type 

□學年 Year-long course 

■學期 semester course 

開課單位 

Dept. of Offering Courses 
德國語文系 

 課程概要 

Course Content 

課程目標 

Objectives 

配對之 能力指標 

對應的 產業別 

產業對應的知能 

對應的 升學領域 

對應升學 領域的知能 中文 Chinese： 本課程目的讓學生熟悉科技產業相關詞彙及其專業知識，並練習使用說明或操作手冊翻譯實例。 課程內容： 介紹德國重要科技發展及工廠機械設備與運作流程，閱讀科技相關產業報導，並練習使用說明或操作手冊的翻譯。 英文 English: 

This course aims to 

train students to be 

familiar with 

vocabularies and 

professional knowledge 

in technology industry, 

and practice translating 

instruction manual or 

operational manual. 

Course content: 

Introducing the 

important technology 

development, 

mechanical facility, and 

operational procedure in 

Germany. Reading 

technology related 

reports, and practicing 

the translation of 

industrial and 

operational manuals. 

中文 Chinese： 修習本課程學生能： 

1. 認識德國科技發展及常用專有詞彙。 

2. 閱讀德文科技相關報導與資訊。 

3. 正確翻譯使用說明或操作手冊。 英文 English: 

After taking this 

course, the 

students will be 

able to : 

1. Learn about the 

German 

technology 

development and 

commonly used 

proper nouns. 

2. Read German 

technology 

related reports 

and information. 

3. Translate the 

important 

operational 

manuals of 

products 

correctly. 

1-4-1 能充實及擴展各類主題 之 知識，並運用於德、中互譯的工作上。 

1.觀光餐旅產業 

2.商務暨商務管理產業 

1.外語聽說能力 

2.外語讀寫能力 

8.跨文化溝通的能力 

1.各語言類 

2.翻譯 

1.外語聽說能力 

2.外語讀寫能力 

12.筆譯、口譯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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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文系-9 中文課程名稱 

Chinese Name of Course 
應用科技德文(二) 

模組名稱 

Module Name 
 英文課程名稱 

English Name of Course 
German Practice Technique 2 學制 

School System 

【【【【Day School】】】】 

■日二技 2-Year College 

 年級 

Year 
4 必修/選修 

Required or Elective 

Course 

□必修 Required course 

■選修 Elective course 

學分/時數 

Credits/Hours 

2  學分(每學期)/ 

Credits per semester/ 

2 小時(每週) 

Hours per week 學期/學年 

Course Type 

□學年 Year-long course 

■學期 semester course 

開課單位 

Dept. of Offering Courses 
德國語文系 

 課程概要 

Course Content 

課程目標 

Objectives 

配對之 能力指標 

對應的 產業別 

產業對應的知能 

對應的 升學領域 

對應升學 領域的知能 中文 Chinese： 本課程目的讓學生熟悉科技產業相關詞彙及其專業知識，並練習使用說明或操作手冊翻譯實例。 課程內容： 介紹德國重要科技發展及工廠機械設備與運作流程，閱讀科技相關產業報導，並練習使用說明或操作手冊的翻譯。 英文 English: 

This course aims to train 

students to be familiar 

with vocabularies and 

professional knowledge in 

technology industry, and 

practice translating 

industrial brochures. 

Course content: 

Introducing the important 

technology development, 

mechanical facility, and 

operational procedure in 

Germany. Reading 

technology related reports, 

and practicing the 

translation of industrial 

and operational manuals. 

中文 Chinese： 修習本課程學生能： 

1. 認識德國科技發展及常用專有詞彙。 

2. 閱讀德文科技相關報導與資訊。 

3. 正確翻譯使用說明或操作手冊。 英文 English: 

After taking this 

course, the 

students will be 

able to : 

1. Learn about the 

German 

technology 

development and 

commonly used 

proper nouns. 

2. Read German 

technology 

related reports 

and information. 

3. Translate the 

important 

operational 

manuals of 

products 

correctly. 

1-4-1 能充實及擴展各類主題之知識，並運 用 於德、中互譯的工作上。 

1.觀光餐旅產業 

2.商務暨商務管理產業 

1.外語聽說能力 

2.外語讀寫能力 

8.跨文化溝通的能力 

1.各語言類 

2.翻譯 

1.外語聽說能力 

2.外語讀寫能力 

12.筆譯、口譯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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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文系-10 中文課程名稱 

Chinese Name of Course 
德語教學入門 

模組名稱 

Module Name 
無 英文課程名稱 

English Name of Course 
German as a Foreign Language 學制 

School System 

【【【【Day School】】】】 

■日二技 2-Year College 

 

 
年級 

Year 
4 必修/選修 

Required or Elective 

Course 

□必修 Required course 

■選修 Elective course 

學分/時數 

Credits/Hours 

2  學分(每學期)/2 小時(每週) 學期/學年 

Course Type 

□學年 Year-long course 

■學期 semester course 

開課單位 

Dept. of Offering Courses 
德國語文系 

 課程概要 

Course Content 

課程目標 

Objectives 

配對之 能力指標 

對應的 產業別 

產業對應的知能 

對應的 升學領域 

對應升學 領域的知能 中文 Chinese： 本課程目的讓學生習得德語教學知識。 課程內容： 以德語教學的基礎理論、課程設計原理、課程互動以及教學的實務方法與技巧為核心內容，增進學生對教學知識技能和情意的了解。 英文 English: 

This course aims to 

train students to 

learn about the 

knowledge of 

teaching German. 

Course content: 

Centering on the 

basic theory,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 of class 

design, the 

interaction of 

German teaching, 

and the practical 

teaching methods 

and skills, enhance 

student’s 

understanding 

towards teaching. 

中文 Chinese： 修習本課程學生能： 

1. 了解德語教學法的基礎理論與技巧。 

2. 認識分析教學法的類型與實施步驟。 

3. 具備德語教學相關德文詞彙與專業用語的能力。 英文 English: 

After taking this 

course, the 

students will be 

able to : 

1. Understand the 

basic theory and 

skills of German 

teaching. 

2. Learn about the 

type and steps of 

analytic method 

of teaching. 

3. Have the ability 

of using teaching 

related German 

vocabularies and 

professional 

terms. 

1-4-1能充實及擴展各類主 題 之 知識，並運用於德、中互譯 的 工 作上。 

1.觀光餐旅產業 

2.商務暨商務管理產業 

1.外語聽說能力 

2.外語讀寫能力 

8.跨文化溝通的能力 

1.各語言類 

2.語言教學 

1.外語聽說能力 

2.外語讀寫能力 

12.筆譯、口譯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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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文系-11 中文課程名稱 

Chinese Name of Course 
德語教學實習 

模組名稱 

Module Name 
無 英文課程名稱 

English Name of Course 
German Teaching Practice 學制 

School System 

【【【【Day School】】】】 

■日二技 2-Year College 

【【【【Division of Continuing 

Ed.】】】】 

□進二技 2-Year College 

□進四技 4-Year College 

年級 

Year 
4 必修/選修 

Required or Elective 

Course 

□必修 Required course 

■選修 Elective course 

學分/時數 

Credits/Hours 

2  學分(每學期)/ 

Credits per semester/ 

2 小時(每週) 

Hours per week 學期/學年 

Course Type 

□學年 Year-long course 

■學期 semester course 

開課單位 

Dept. of Offering Courses 
德國語文系 

 課程概要 

Course Content 

課程目標 

Objectives 

配對之 能力指標 

對應的 產業別 

產業對應的知能 

對應的 升學領域 

對應升學 領域的知能 中文 Chinese： 本課程目的讓學生應用德語教學技能。 課程內容： 應用德語教學理論與課程設計原理，實際進行教學實務及課程互動，以增進學生熟練教學技能。 

 英文 English: 

This course aims to 

train students to 

apply the skills of 

German teaching. 

Course content: 

Apply the theory of 

German teaching 

and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 of class 

design to practice 

teaching and 

interacting, thus 

enhance the 

students’ teaching 

skills. 

中文 Chinese： 修習本課程學生能： 

1. 應用德語教學法的技巧。 

2. 養成教案設計能力與教學實務技能。 

3. 提高從事德語教學的興趣。 

 英文 English: 

After taking this 

course, the students 

will be able to : 

1. Use the skills for 

German teaching. 

2. Establish the 

ability to design the 

teaching plan and 

practice of 

teaching. 

3. Enhance their 

interest in German 

teaching. 

1-4-1 能充實及擴展各類主題 之 知識，並運用於德、中互譯的工作上。 

1.觀光餐旅產業 

2.商務暨商務管理產業 

1.外語聽說能力 

2.外語讀寫能力 

8.跨文化溝通的能力 

1.各語言類 

2.語言教學 

1.外語聽說能力 

2.外語讀寫能力 

12.筆譯、口譯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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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文系-12 中文課程名稱 

Chinese Name of Course 
畢業專題 

模組名稱 

Module Name 
無 英文課程名稱 

English Name of Course 
Graduate Project 學制 

School System 

【【【【Day School】】】】 

■日二技 2-Year College 

 

【【【【Division of Continuing 

Ed.】】】】 

□進二技 2-Year College 

□進四技 4-Year College 

年級 

Year 
4 必修/選修 

Required or Elective 

Course 

□必修 Required course 

■選修 Elective course 

學分/時數 

Credits/Hours 

2  學分(每學期)/ 

Credits per semester/ 

2 小時(每週) 

Hours per week 學期/學年 

Course Type 

□學年 Year-long course 

■學期 semester course 

開課單位 

Dept. of Offering Courses 
德國語文系 

 

課程概要 

Course Content 

課程目標 

Objectives 

配對之 能力指標 

對應的 產業別 

產業對應的知能 

對應的 升學領域 

對應升學 領域的知能 中文 Chinese： 本課程目的讓學生應用所學探討實務問題，提昇其專業知識與實務知能。 課程內容： 學生透過實習報告、交換生心得、專案翻譯、服務學習心得報告、或專題研究等方式撰寫畢業專題。 英文 English: 

This course aims to 

train students to apply 

what they learn to 

discuss the practical 

issues, and enhance 

professional and 

practical knowledge.   

Course content: 

Let students and 

instructors discuss 

about the direction of 

the project. The content 

can be presented 

through internship 

reports, exchange 

student feedbacks, 

project translation, 

service learning or 

project studying. 

中文 Chinese： 修習本課程學生能： 

1. 撰寫結構完整的專業報告。 

2. 具備統整資料、分析判斷及邏輯構思的能力。 

3. 結合德文專業及實務知能。 英文 English: 

After taking this 

course, the students 

will be able to : 

1. Use German to 

write 

well-structured and 

professional 

reports. 

2. Have the ability 

to organize data, 

analyzing and 

criticizing, and 

logical thinking. 

3. Combine 

German profession 

and practice. 

1-4-1 能充實及擴展各類主題之知識，並運 用 於德、中互譯的工作上。 

1-4-3 能提出有條理及合乎邏輯 的 問題，並尋求解答。 

1-4-4 能獨立進行資料蒐集、分析及歸納並陳述個人意見。 

1.觀光餐旅產業 

2.商務暨商務管理產業 

1.外語聽說能力 

2.外語讀寫能力 

8.跨文化溝通的能力 

1.觀光與休閒管理 

2.各語言類 

3.大眾傳播 

1.外語聽說能力 

2.外語讀寫能力 

12.筆譯、口譯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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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文系-1 中文課程名稱  專業西班牙文翻譯 英文課程名稱 professional Spanish translation 學 制  二技 年 級 3 必 修 / 選 修 必修 學分 /時數     2 學分/    2  小時（每學期） 學 期 / 學 年  學年課 開 課 單 位 西班牙文系 

 課程概要 課程目標 
配對之能力指標 

對應的 產業別 

產業對應 的知能 

對應的 升學領域 

對應升學 領域的知能 中文版 本課程內容包括： 

1. 不同主題與體裁的翻譯練習
(文學作品、新聞時事、電影字幕、雜誌期刊、商業書信、正式合約、產品使用說明書)。 

2. 來源語與目的語的(西文與中文)文化元素探究。 

3. 同一原文但不同譯文之參考與評論。 英文版 

1.Translation 

practices on different 

topics(literature, 

news, movie 

subtitles, periodicals, 

business letters, 

contracts and users’ 

manuals for 

products) 

2. Exploring the 

cultural influence on 

Spanish and Chinese 

language usage 

3. Analyzing and 

commenting on the 

different versions of 

translation of the 

same text 

1.讓學生能識別同一作品在中、西兩種語言各自的體裁特徵，同時能夠將此體裁特徵適當地運用於翻譯。 

2.修習完本課程後，學生能具備以下能力: 

a.翻譯時有能力處理中、西文體裁相同與相異之處。 

b.有能力解決翻譯過程所面臨的問題。 

c.培養翻譯過程中處理跨文化溝通的能力。 英文版 

1. Student should be able 

to identify the different 

writing styles in 

Chinese and Spanish, 

and apply them 

accordingly into 

translation. 

2.By the end of this 

course, students should 

be able to:  

(a.) acknowledge the 

different writing styles 

between Chinese and 

Spanish while 

translating  

(b) cope with the problem 

encountered in the 

process of translation 

(c) attend the cultural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ese and Spanish in 

translation 

1-3-1能以一定程度的流暢西語與西語系國家人士溝通。 

1-3-2能運用各類型之句型，以西文撰寫不同主題之文章並提出個人之見解。 

2-3-1能達到歐洲語言共同參考架構
B2等級之聽、說、讀、寫能力。 

3-3-1了解西語系國家文化文明之現況，並能掌握跨文化溝通之技巧。 

4-3-1具備西語系國家政治、經貿、社會現況等知識，並能針對上述主題進行討論及分析。 

商務暨商務管理產業 

 

 

 文化創意產業 

1.商業外語能力 

2.第二外語讀寫能力 

 

1.多國語言與多元文化分析 

2.外語讀寫能力 

3.中文能力 

翻譯 1.筆譯、口譯能力 

2.對國際經貿 、 政治、法律及國際關係情勢的掌握 

3.對主修語言國家史地 、 政治 、 法律 、 經濟、社會現況的瞭解 

4.對主修語言國家文化認識 

5.中文寫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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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文系-2 中 文 課 程 名 稱  專業西班牙文閱讀 英 文 課 程 名 稱 professional Spanish reading 學 制  日二技 年 級 3 必 修 / 選 修  必修 學分 /時數     2 學分/    2  小時（每學期） 學 期 / 學 年 學年課 開 課 單 位 西班牙文系 

 課程概要 課程目標 
配對之能力指標 

對應的 產業別 

產業對應 的知能 

對應的 升學領域 

對應升學 領域的知能 中文版 本課程內容包括： 

1. 增進學生閱讀文化、民俗風情、環境、旅遊、經貿等專業主題文章的能力。 

2. 增加學生各類主題之詞彙量，提昇各種時態、句型、語法運用能力。 

3. 使學生深入認識多元文化價值，提昇各專業題材文章之鑑賞、評論能力。 英文版 

1.Reading authentic 

texts on topics such 

as culture, customs, 

environment, 

travel , economy 

and commerce.  

2.Enhancing 

students’ knowledge 

of vocabulary and 

the ability to 

comprehend texts 

on different topics. 

3. Acknowledging 

multicultural value 

and cultivating 

critical thinking on 

different topics 

中文版 

1. 選讀西語系國家名著作品、各類專業主題文章。 

2. 深入探討各類主題文章之背景、內涵及其文化價值。 

3. 分析各種時態、句型語法於文章運用上之妥適性。 英文版 

1.Reading 

selected master 

pieces and 

professional 

articles in 

Spanish 

2. Discussing 

the cultural 

background, 

value, and 

implication of 

the texts. 

3. Analyzing 

the usage of 

vocabulary and 

sentence 

structure in the 

texts.  

1-3-1能以一定程度的流暢西語與西語系國家人士溝通。 

1-3-2能運用各類型之句型，以西文撰寫不同主題之文章並提出個人之見解。 

2-3-1能達到歐洲語言共同參考架構 B2等級之聽、說、讀、寫能力。 

3-3-1了解西語系國家文化文明之現況，並能掌握跨文化溝通之技巧。 

4-3-1具備西語系國家政治、經貿、社會現況等知識，並能針對上述主題進行討論及分析。 

商務暨商務管理產業 

 

 文化創意產業 

1. 第二外語聽說 

2. 第二外語讀寫 

 

1. 藝文賞析能力 

2. 文學作品專業編譯能力 

3. 外語聽說能力 

4. 外語讀寫能力 

文學研究 

 

 

 

 

 

 

 各語言類 

 

 

 

 

 

 語言教學 

1. 對 主 修語 言 國家 文 化認識 

2. 外 語 讀寫 的 能力 

 

1. 對 主 修語 言 國家 文 化認識 

2. 外 語 讀寫能力 

 

1. 對 主 修語 言 國家 文 化認識 

2. 外 語 讀寫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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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文系-3 中文課程名稱 專業西班牙文聽力訓練 英文課程名稱 Professional Spanish auditory Comprehension 學 制 日二技 年 級 3 必 修 / 選 修 必修 學分 /時數    2 學分/    2   小時（每學期） 學 期 / 學 年 學年 開 課 單 位 西班牙文系 

 課程概要 課程目標 配對之能力指標 
對應的 產業別 

產業對應 的知能 

對應的 升學領域 

對應升學 領域的知能 中文版 本課程內容包括： 

1. 選擇不同種類視聽與多媒體教材（如新聞、訪談、廣播節目、影片等）進行聽力訓練。 

2. 針對所聽內容訓練學生以口語或書面做出摘要或提供相關內容之訊息。 英文版 

1.Listening 

comprehension 

practice on 

different 

segments (e.g. 

news, interview, 

radio program 

and videos) 

2. Summarizing 

the content of the 

listening 

materials and 

present it in oral 

or writing. 

中文版 

1. 培養學生進階口語理解能力。 

2. 藉由相關練習培養學生認知與後設認知能力。 英文版 

1.To enhance 

students’ 

listening 

comprehension 

ability.  

2. To cultivate 

cognitive and 

metacognitive 

awareness 

through related 

practices. 

1-3-1能以一定程度的流暢西語與西語系國家人士溝通。 

1-3-2能運用各類型之句型，以西文撰寫不同主題之文章並提出個人之見解。 

2-3-1能達到歐洲語言共同參考架構 B2等級之聽、說、讀、寫能力。 

3-3-1了解西語系國家文化文明之現況，並能掌握跨文化溝通之技巧。 

4-3-1具備西語系國家政治、經貿、社會現況等知識，並能針對上述主題進行討論及分析。 

商務暨商務管理產業 

 

 

 文化創意產業 

1. 第二外語聽說 

2. 第二外語讀寫 

 

1. 多國語言與多元文化分析能力。 

2. 外語聽說能力 

3. 外語讀寫能力 

各語言類 1. 對國際經貿 、 政治、法律及國際關係情勢的掌握。 

2. 對主修語言國家文化認識。 

3. 外語讀寫能力。 

4. 外語聽說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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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文系-4 中文課程名稱 專業西班牙文句法分析 英文課程名稱 professional Spanish syntactic analysis 學 制 日二技 年 級 3 必 修 / 選 修 必修 學分 /時數    2 學分/    2   小時（每學期） 學 期 / 學 年 學年 開 課 單 位 西班牙文系 

 課程概要 課程目標 
配對之能力指標 

對應的 產業別 

產業對應 的知能 

對應的 升學領域 

對應升學 領域的知能 中文版 本課程內容包括： 

1. 從語言學觀點深入解說句法。 

2. 漢、西語句法對比分析。 

3. 從語用與語意觀點教導學生應用於不同情境。 英文版 

1. Provide in-depth 

explanation on 

Spanish syntactic 

structure  

2.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Chinese and 

Spanish syntactic 

structures. 

3. Analyze the 

semantic and 

pragmatic 

differences entailed 

in the syntactic 

structures and 

contexts 

中文版 

1. 培養學生完整的西語句法概念。 

2. 訓練學生整合句法概念，提升句法分析及應用能力。 英文版 

1.To amplify 

students’ 

knowledge of 

the syntactic 

structures in 

Spanish 

2.To 

strengthen 

students’ 

ability of 

applying the 

appropriate 

syntactic 

structure 

within context 

and analyzing 

the syntactic 

structures in 

Spanish 

1-3-1能以一定程度的流暢西語與西語系國家人士溝通。 

1-3-2能運用各類型之句型，以西文撰寫不同主題之文章並提出個人之見解。 

2-3-1能達到歐洲語言共同參考架構 B2等級之聽、說、讀、寫能力。 

3-3-1了解西語系國家文化文明之現況，並能掌握跨文化溝通之技巧。 

4-3-1具備西語系國家政治、經貿、社會現況等知識，並能針對上述主題進行討論及分析。 

商務暨商務管理產業 

 

 

 

 

 

 文化創意產業 

1. 第 二外 語聽 說力 

2. 第二外語讀寫能力 

 

1. 多 國語 言與 多元 文化 分析 能力。 

2. 外語聽說能力 

3. 外語讀寫能力 

各語言類 1. 對 主 修語 言 國家 文 化認識。 

2. 外 語 讀寫 的 能力。 

3. 外 語 聽說 的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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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文系-5 中文課程名稱  專業西班牙文寫作 英文課程名稱 professional Spanish writing 學 制  日二技 年 級 4 必 修 / 選 修  必修 學分 /時數     2 學分/    2  小時（每學期） 學 期 / 學 年 學年課 開 課 單 位 西班牙文系 

 課程概要 課程目標 
配對之能力指標 

對應的 產業別 

產業對應 的知能 

對應的 升學領域 

對應升學 領域的知能 中文版 本課程內容包括 

1.設計各種不同體材之相關主題，以流利的西文及更精進的寫作技巧撰寫文章。 

2.藉由各種不同場合之專業需求及場合運用的寫作技巧，做相關之報告及摘要撰寫。 

3.設計與模擬西語檢定考試，加強寫作能力。 

 英文版 

 

1.Writing 

practices that 

require enhanced 

writing skills on 

various topics  

2.Students will 

apply their skills 

to writing essays 

for different 

occasions  

3. To prepare 

students for 

DELE B2 exam 

中文版 

1.訓練學生運用精進之寫作技巧，提升書面表達能力。 

2.訓練學生結合西語系國家之發展資訊，撰寫有深度並符合職場需求之文章。 

3.讓學生瞭解西語系國家之社會、經貿現況。 

 英文版 

1.To enhance 

students’ writing 

skills in Spanish 

2. Teaching 

students to 

gather 

information for 

their essays and 

develop the 

writing skills 

required for job 

market.  

3.To introduce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Hispanic 

countries. 

1-4-1能以流暢且正確之西語與西語系國家人士溝通。 

1-4-2能針對不同主題，以正確之西文撰寫有深度之文章，並做相關之評論。 

2-4-1通過系訂之語言檢定標準。 

5-4-1具備有關翻譯、教學、傳播、旅遊航空等方面知識，並符合職場之進階專業西文知能之需求。 

商務暨商務管理產業 

 

 

 文化創意產業 

1. 第 二 外語 讀 寫能力 

2. 商 業 報告 

 

1. 文 字 編輯能力 

2. 外 語 讀寫能力 

3. 多 國 語言 與 多元 文 化分 析 能力 

各語言類 1. 外語讀寫能力 

2. 組織能力 

3. 對主修語言國家文化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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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文系-6 中 文 課 程 名 稱  專業西班牙語口語訓練 英 文 課 程 名 稱 professional Spanish oral practice 學 制  日二技 年 級 4 必 修 / 選 修  必修 學分 /時數     2 學分/    2  小時（每學期） 學 期 / 學 年 學年課 開 課 單 位 西班牙文系 

 課程概要 課程目標 
配對之能力指標 

對應的 產業別 

產業對應 的知能 

對應的 升學領域 

對應升學 領域的知能 中文版 本課程內容包括： 

 

1.運用之前所學之西班牙文字彙、句型、文法概念，配合不同主題的文章、新聞報導、影視資料進行個人心得闡述。 

 

2.於課堂中針對不同之主題，除了請同學發表己見，時而並將學生分成二組進行辯論。 

 英文版   

1. Students are 

required to 

comment on 

different topics in 

Spanish. 

2. Students will be 

required to carry 

out debates on 

various topics. 

中文版 

1.使學生於不同主題中習得實用之字彙與用語。 

 

2.訓練學生能針對不同時事及主題發表個人意見與進行辯論之能力，以符合日後不同職場之需求。 

 英文版 

1. Students 

should apply 

their language 

knowledge to 

oral practice.  

2. To cultivate 

critical thinking 

and strengthen 

students’ ability 

to comment on 

current issues in 

Spanish. Prepare 

them for job 

market. 

1-4-1能以流暢且正確之西語與西語系國家人士溝通。 

1-4-2能針對不同主題，以正確之西文撰寫有深度之文章，並做相關之評論。 

2-4-1通過系訂之語言檢定標準。 

商務暨商務管理產業 

 

 

 

 文化創意產業 

1. 第 二 外語 聽 說能力 

2. 第二外語讀寫能力 

 

1. 多 國 語言 與 多元 文 化分 析 能力。 

2. 外語聽說能力 

3. 外語讀寫能力 

各語言類 1. 對 國 際經貿、政治、法律及 國 際關 係 情勢 的 掌握。 

2. 對 主 修語 言 國家 文 化認識。 

3. 外 語 讀寫 的 能力。 

4. 外 語 聽說 的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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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藻外語大學英國語文系辦理產業學院計畫文藻外語大學英國語文系辦理產業學院計畫文藻外語大學英國語文系辦理產業學院計畫文藻外語大學英國語文系辦理產業學院計畫「「「「國際商業行銷學分學程國際商業行銷學分學程國際商業行銷學分學程國際商業行銷學分學程」」」」規劃書規劃書規劃書規劃書 

一、學程名稱：國際商業行銷學分學程 

二、設置單位：英國語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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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特依「文藻外語大學學程設置與修讀辦法」訂定本辦法，成立「國際商業行銷學分學程」

(以下簡稱本學程)，以提升英語暨國際學院及校內其他系學生外語能力與就業競爭力。 

四、開課單位：英國語文系、國際企業管理系 

五、適用學生： 

本系與國際企業管理系將與三家合作機構(台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全台晶像股份有限公司、

瑞儀光電股份有限公司)將共同甄選本學分學程學生，並共同訂定甄選條件如下： 

（一）大學部(四技及二技)三年級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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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上學年學業成績 80 分以上 

六、申請及審查程序： 

（一）申請日期： 

本學程修習之申請必須於學期開學所公告之截止日期內向英國語文系提出申請。 

（二）檢附資料(各五份)： 

1. 本學程申請書一份 

2. 希望申請本產業學院學分學程之原因說明 

3. 歷年中文成績單 

4. 語檢成績 

(1). 大專英檢成績 220 分以上(或多益測驗 550 分)，請附英語語檢證明 

(2). 若有修第二外語者，請附相關第二外語語檢證明 

5. 中文履歷表 

6. 英文履歷表 

（三）審查程序 

分書審與面試兩階段，將先從書面資料甄選出前 30 名學生進入面試，然後再與本學程主

持人、協同計畫主持人及三家合作機構(台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全台晶像股份有限公司、

瑞儀光電股份有限公司)各派一名面試人員，進行第二階段之學生面試。 

� 大專英檢成績  50% 

� 面試成績      50%  

� 以上成績分數相同時，以面試成績為優先 

（四）公告結果：在審核完畢後，於英國語文系及本校公佈欄公告核准名單。 

附件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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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核發學程證書之規定： 

（一）申請期限：學生於畢業前完成本學程總學分要求時，應主動於畢業前一個月向英國語文

系提出申請，始予受理。 

（二）檢附資料：請向註冊組申請中文歷年成績單乙份，作為學程審核。 

八、本學程修習規定：(應修學分數、必選修課程及學分規則、課程地圖) 

(一) 本學程需修滿24學分，學生修習學分學程科目學分，其中至少應有二分之一學分不屬於

下列課程： 

1. 學生主修系課程。 

2. 學生雙主修課程。 

3. 學生輔系課程。 

九、學程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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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架構規劃安排如下： 

 
 

103學年度起申請適用  

類別 課程名稱 學期別 學分數 上課時數 
系開課

年級 
開課單位 

備

註 

必
修

課
 

商業英語口語訓練 上 3 3 三 英文系  

商業英文寫作 下 3 3 三 英文系 
 

行銷職能 下 3 3 三 國際企業管理系 
 

跨文化管理 上 3 3 四 國際企業管理系 
 

商業談判技巧 上 3 3 四 國際企業管理系 
 

學期校外實習 下 9  四 英文系 
 

合計 2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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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企業管理系-1 中文課程名稱 

Chinese Name of Course 
商業談判技巧 

開課單位 

Dept. of Offering Courses 
國際企業管理系 英文課程名稱 

English Name of Course 
Business Negotiation 

教科書 

Textbook 
自編教材 學期/學年 

Course Type 
■學期 semester course 

學分/時數 

Credits/Hours 
3 學分(每學期)/ 3 小時(每週) 課程概要 課程目標 

配對之 能力指標 

對應的產業別 

產業對應的知能 

對應的升學領域 

對應升學領域的知能 課程以觀看短片、實際演練的方式探討與學習商業談判技巧。本課程亦請業界講師進行協同教學，協助建置國際化的商場環境。 

Students will learn how to 

negotiate with business 

rivals and partners alike 

through analyzing short 

films, working with case 

studies, and doing hands-on 

practicing in class.  

Experienced employees 

from business world will be 

invited to co-teach this 

course in the hope that 

students can better practice 

in a simulated business 

environment. 

1. 使學生增進對言語之解讀能力。 

2. 掌控肢體語言之表達技巧、進一步釋放訊息。 

3. 透過實作與案例，精進
(商業)談判與協商技巧。 

4. 讓學生打造個人之專業形象，具備專業經理人之素養。 

Students are expected to 

sharpen their negotiation skills, 

and extract the information 

from the body language and 

oral communication. 

Furthermore, they can 

effectively send out signals to 

their counterparties and identify 

the professional image style. 

1.培養領導與溝通之能力。 

2.具備分析商業環境之知能。 

3.具備商業談判之能力。 

4.具有找出問題關鍵，有效透過溝通，解決問題之能力。 

5.熟悉企業倫理。 

商管產業 

1. 商務接洽與談判 

2. 辦公行政能力 

3. 策略規劃能力 

1. 國際經貿 

2. MBA 

1. 策略、規劃能力 

2. （國際）企業管理能力 

國際企業管理系-2 中文課程名稱 行銷職能 開課單位 國際企業管理系 英文課程名稱 Marketing Competency 教科書 Marketing Management/ Philip Kotler  學期/學年 

Course Type 
■學期 semester course 

學分/時數 

Credits/Hours 
3 學分(每學期)/ 3 小時(每週) 

 

課程概要 課程目標 
配對之 能力指標 

對應的產業別 

產業對應的知能 

對應的升學領域 

對應升學領域的知能 本課程以教導學生「企業如何以行銷來創造顧客價值，並因此而創造企業利潤」的基本觀念、理論與管理實務。課程內容包括： 

1. 行銷基礎理論 

2. 行銷程序 

3. 市場與消費行為 

4. 新行銷趨勢(如數位行銷、全球市場)等。 最後導入行銷策略運用。 

This course demonstrates how 

corporations apply marketing 

skill to benefit their customers 

and meanwhile make profits for 

themselves. The marketing 

theories, procedures of 

marketing, customer behavior, 

trend in marketing, and the 

application of marketing strategy 

will be included in this course.  

本課程目的在於提升學生於行銷領域上之知識、技能，行為與態度，幫助提昇個人的工作成效，進而提升企業之經濟影響力與競爭力。同學開始學習如何使用各種行銷技能，掌握行銷環境、資訊與顧客之購買習性、行銷定位、掌握行銷通路與供應鏈管理？與如何與顧客溝通
(促銷、廣告、直銷)，培養學生的思考、邏輯與創意能力。 

This course aims to introduce the 

application of concepts, skills, 

and procedures employed by 

marketing managers in real 

world. Students are expected to 

apply marketing concepts to 

making business decision. 

1. 建立管理與行銷之國際化思維。 

2. 熟悉商業中、英文術語與涵義。 

3. 知悉國際環境與其運作之模式與規則。 

商管產業 

1. 行銷企畫與執行能力 

2. 商業知識運用 

3. 策略規劃能力 

1. 國際經貿 

2. MBA 

1. 策略、規劃能力 

2. （國際）企業管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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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企業管理系-3 中文課程名稱 

Chinese Name of Course 
跨文化管理 

開課單位 

Dept. of Offering Courses 
國際企業管理系 英文課程名稱 

English Name of Course 
Cross-Culture Management 

教科書 

Textbook 

International Management: 

Culture, Strategy, and Behavior. 

8th edition, 2012(MGH) By  

Luthans & Doh 學期/學年 

Course Type 
■學期 semester course 

學分/時數 

Credits/Hours 

3 學分(每學期)/ 

Credits per semester/ 

 3 小時(每週) 

Hours per week 

 

  

課程概要 課程目標 

配對之 能力指標 

 

對應的產業別 

產業對應的知能 

對應的升學領域 

對應升學領域的知能 本課程在教導學生國際企業之跨文化管理的理論與實務。並藉由業界協同教學，導入職場倫理與人際關係。 

This course focuses 

on teaching 

students the 

theories and 

practices of the 

ways which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run 

their operations in 

other cultural 

background 

countries. It also 

introduces the 

business and 

employment ethics. 

使學生具備宏觀的國際文化視野、理論與管理實務知識；具有國際企業之跨文化管理的職能(知識、技巧與態度)；並提升學生認識、尊重與融合多元文化以達成管理目標的涵養。 

Students are expected to 

have broad vision on 

different cultures and 

managerial competences 

(knowledge, skills and 

attitudes) for running 

business in different 

cultural background 

countries. Also, with more 

acumen for understand, 

respect and combine 

diversify cultures to reach 

management goals. 

1. 具有跨國企業經營管理之基本專業知能。 

2. 培養領導與溝通之能力。 

3. 了解國際文化與經貿議題 

4. 知悉國際環境與其運作之模式與規則。 

5. 具有找出問題關鍵，有效透過溝通，解決問題之能力。 

6. 善用與整合各種管理技巧及其運用之知能。 

商管產業 

1. 組織經營管理知能 

2. 策略規劃能力 

3. 公司治理能力 

 

1. 國際經貿 

2. MBA 

1. 策略、規劃能力 

2. （國際）企業管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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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補助教育部補助教育部補助教育部補助文藻外語大學文藻外語大學文藻外語大學文藻外語大學產業學院專班產業學院專班產業學院專班產業學院專班 

「「「「國際觀光與餐旅學分學程國際觀光與餐旅學分學程國際觀光與餐旅學分學程國際觀光與餐旅學分學程」」」」實施要點實施要點實施要點實施要點 民國 103年 5月 13日校課程委員會會議通過 

一、 學程名稱：「國際觀光與餐旅學分學程」 

二、 學程負責單位：歐亞語文學院 

三、 規劃與審查單位：法國語文、德國語文、西班牙語文、日本語文各系及寒軒國際大飯店、高雄

商旅、台糖長榮酒店（台南） 

四、設置宗旨： 

（一）本院以培育雙外語跨領域複合型專業人才為目標，特設立「國際觀光與餐旅學分學程」。 

（二）於學生外語能力與國際文化涵養基礎上，佐以觀光與餐旅專業訓練，培養具深度的國際

觀光餐旅產業人才。 

（三）本學程結合本校雙外語、多國文化及觀光與餐旅等相關課程，除專業核心課程之外，選

修課程規劃以國際觀光餐旅之行銷與企劃等為重心，提供學生跨領域、跨學科的實務課

程，以增進專業知識及就業競爭力。 

（四）本學程以培養學生跨領域第二專長為前提，課程具專業化及國際化為特色，提供校外實

習課程並引導學生畢業後順利就業。 

五、申請修讀資格： 

本校英文、法文、德文、西班牙文、日文系之二技及四技（三、四年級）學生。 

六、申請及審查程序： 

（一）檢附資料：申請表、中文成績單。 

（二）截止期限：依學校行事曆，每學期開學時公告申請。 

（三）甄選方式：企業至學校向新生做公司簡報，讓新生了解未來任職的公司背景、福利制度，

由雙方聯合辦理面試，讓學生選擇想面試的公司，公司依名額挑選錄取學生。 

（四）公告結果：在審核完畢後，於歐亞語文學院網站及本校公佈欄公告核准名單。 

（五）本學分學程錄取名額 20 名。 

七、學分規定：最低要求 20 學分。學生修習課程科目學分，其中至少應有二分之一學分不屬 

於下列課程： 

（一）學生主修學系課程。 

（二）學生雙主修課程。 

（三）學生輔系課程。 

八、核發學程證書之規定： 

（一）申請期限：學生於畢業前完成本學程總學分要求時，應主動於畢業前一個月向歐亞 

語文學院提出申請。 

（二）檢附資料：請向註冊組申請中文歷年成績表乙份，作為學程審核。 

九、學程中心聯絡處：歐亞語文學院秘書（分機 5002）

附件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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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國際觀光與餐旅學分學程國際觀光與餐旅學分學程國際觀光與餐旅學分學程國際觀光與餐旅學分學程」」」」架構架構架構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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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國際觀光與餐旅學分學程國際觀光與餐旅學分學程國際觀光與餐旅學分學程國際觀光與餐旅學分學程」」」」課程規劃課程規劃課程規劃課程規劃：：：：  

課程類型課程類型課程類型課程類型 

(必/選修) 
課程名稱課程名稱課程名稱課程名稱 學分數學分數學分數學分數 

修課 

學年/學期 
授課單位與機構 

核心課程 必修 

觀光與餐旅行銷

學 
2 103 上 

高雄商旅 

（張惠金苓副總經

理） 

觀光法/德/西/日文 2 103 上 法文系 /德文系 /西文

系/日文系 餐旅法/德/西/日文 2 103 下 

國際禮儀與接待 1 103 下 

法文系 /德文系 /西文

系 /日文系 /寒軒國際

大飯店（魏書瑋副理） 

職場倫理與職業

道德 
1 103 下 

台糖長榮酒店(台南) 

（謝明振副理） 

實習課程 必修 實習課程 6 

104 下 

或 103 

寒暑假 

寒軒國際大飯店/高雄

商旅 /台糖長榮酒店

（台南） 

專業課程 必選修 

國際觀光旅館服

務管理 
2 103 上 

寒軒國際大飯店 

（張惠金苓副總經

理） 

世界餐旅文化 2 104 上 

擬邀請瑞士 HTMi 飯

店管理大學師資參與

教學 

餐旅活動企劃 2 104 上 
擬邀請高雄餐旅大學

師資參與教學 

觀光與餐旅行政

法規 
2 103 下 

擬邀請南台科技大學

師資參與教學 

跨文化溝通技巧 2 103 上 
法文系 /德文系 /西文

系/日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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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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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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書規劃書規劃書規劃書

 

附件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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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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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課程課程課程架構架構架構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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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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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課程課程課程規劃規劃規劃規劃 

(一) 「東南亞語言與產業學分學程」之規劃分為「核心課程」與「專業課程」。 

(二) 「核心課程」主要針對東南亞語言（越南語、泰語、印尼語）、東南亞語系國家背景及文

化課程等給予學生基礎的外語學習和導論，提供學生東南亞地區國家社會、人文的基本知

識。 

(三) 「專業課程」區分為： 

� 社會與文化議題課程：透過對東南亞地區政治、經貿、產業、法律等多方面向進行分析，

藉由深入了解而組成一個由點、線、面之全觀模式呈現的東南亞面面觀，提供給學生全方

位的東南亞區域概念課程。 

� 相關產業應用課程：為配合核心必修課程，開設應用於不同相關產業中東南亞語言的課程，

給予學生能夠運用所學的機會，跨足外語和其他專業領域，培養具專業能力和東南亞語言

能力之人才。 

(四) 職場體驗實習：透過跨國合作，提供學生海/校外實習，將習得之外語能力和專業領域進

行實務訓練，以獲得實質經驗並了解市場需求。 

（（（（四四四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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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學分表科目學分表科目學分表科目學分表 

 

  

核心課程核心課程核心課程核心課程（（（（必修必修必修必修 14學分學分學分學分）））） 

課程名稱 學分數 開課學期別 

初級越南語/泰語/印尼語一 3 上 

初級越南語/泰語/印尼語二 3 下 

中級越南語/泰語/印尼語一 2 上 

中級越南語/泰語/印尼語二 2 下 

東南亞與台灣 2 上 

東南亞歷史與文化 2 下 

專業專業專業專業課程課程課程課程（（（（至少至少至少至少必必必必選修選修選修選修 6學分學分學分學分）））） 

社會社會社會社會與文化與文化與文化與文化相關相關相關相關議題課程議題課程議題課程議題課程 

課程名稱 學分數 開課學期別 

東南亞經貿與產業發展概論 2 下 

東南亞政治社會概論 2 上 

東南亞移民與文化 2 上 

東南亞國際關係 2 下 

相關產業應用課程相關產業應用課程相關產業應用課程相關產業應用課程 

課程名稱 學分數 開課學期別 

經貿越南語/泰語/印尼語 2 上 

觀光越南語/泰語/印尼語 2 下 

越南語/泰語/印尼語翻譯 2 下 

實習實習實習實習課程課程課程課程（（（（選修選修選修選修 2學分學分學分學分）））） 

職場體驗實習（例如：東南亞台商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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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上 下 下 上 上 下 下 上 上 下 下 上 上 下 下 上 上 下 下 上 上 下 下 上 上 下 下學分數 授課時數 學分數 授課時數 學分數 授課時數 學分數 授課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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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分數 授課時數 學分數 授課時數 學分數 授課時數 全英語授課 使用原文書 非全英語授課，但使用原文書國文(一) 4 4 2 2 2 2國文(二) 4 4 2 2 2 2四書選讀 4 4 2 2 2 2英文 8 10 4 5 4 5數學(一) 4 4 2 2 2 2數學(二) 2 2 2 2 (2) (2)歷史(一) 2 2 (2) (2) 2 2歷史(二) 2 2 2 2歷史(三) 2 2 2 2地理 2 2 (2) (2) 2 2公民與社會 2 2 2 2 (2) (2)物理 2 2 (2) (2) 2 2化學 2 2 2 2 (2) (2)生物 2 2 2 2 (2) (2)音樂 2 2 1 1 1 1藝術生活 2 2 1 1 1 1法律與生活 2 2 2 2 (2) (2)計算機概論 2 2 2 2體育(一) 4 4 2 2 2 2全民國防教育(一) 1 1 1 1全民國防教育(二) 1 1 1 1中國文學簡述 6 6 3 3 3 3人格修養(一) 2 2 1 1 1 1人格修養(二) 2 2 1 1 1 1人格修養(三) 2 2 1 1 1 1理則學 2 2 (2) (2) 2 2體育(二) 0 4 0 2 0 2體育(三) 0 4 0 2 0 2文書處理 2 2 2 2資料處理(一) 2 2 2 2資料處理(二) 2 2 2 2英文閱讀與寫作(一) 6 8 3 4 3 4英語聽力與會話(二) 6 8 3 4 3 4英文閱讀與寫作(二) 8 10 4 5 4 5英語聽力與會話(三) 2 4 1 2 1 2英文文法與寫作 3 4 3 4英文文法寫作與翻譯 3 4 3 4中級英文閱讀 6 6 3 3 3 3法文(一) 8 10 4 5 4 5法語會話(一) 4 6 2 3 2 3法語發音與聽力練習 2 2 1 1 1 1法文(二) 6 8 3 4 3 4法語會話(二) 4 6 2 3 2 3法文閱讀(一) 4 4 2 2 2 2法文(三) 4 6 2 3 2 3法語閱讀(二) 6 6 3 3 3 3法語會話(三) 4 6 2 3 2 3人格修養(四) 2 2 1 1 1 1人格修養(五) 2 2 2 2史籍選讀 2 2 2 2先秦諸子選讀 2 2 2 2中國語文運用 2 2 2 2哲學概論 2 2 2 2公民核心能力(一):民主素養 2 2 2 2體育(四) 0 4 0 2 0 2體育(五) 0 4 0 2 0 2進階英語聽力 2 2 2 2高級英文閱讀(一) 2 2 2 2翻譯與寫作(一) 2 2 2 2高級英文閱讀(二) 2 2 2 2翻譯與寫作(二) 2 2 2 2高級英文閱讀(三) 2 2 2 2實用英文作文(一) 2 2 2 2實用英文作文(二) 2 2 2 2中級法文 4 4 2 2 2 2法文翻譯 6 6 3 3 3 3法國文化 4 4 2 2 2 2法文寫作(一) 2 2 1 1 1 1

6 6

6 3 3外語教學概論 6 6 3 3 3 3 ◎ ◎語言學概論 3 3 3 3 ◎ ◎外語教學課程設計 6 6 3 3 3 3 ◎ ◎教學評量與測驗 4 4 2 2 2 2 ◎ ◎第二外語習得 4 4 2 2 2 2 ◎ ◎經濟學 3 3 3 3 ◎會計學 3 3 3 3 ◎統計學 3 3 3 3 ◎商事法 3 3 3 3管理學 3 3 3 3 ◎國際行銷管理 3 3 3 3 ◎國際貿易實務 3 3 3 3傳播概論 3 3 3 3設計概論 3 3 3 3媒體製作 3 3 3 3

2D電腦繪圖 3 3 3 32D動畫設計 3 3 3 3網頁設計與管理 3 3 3 3廣播節目企劃與製作 3 3 3 3國際會展概論 3 3 3 3 ◎筆譯技巧運用 4 4 2 2 2 2口譯理論與實務口譯理論與實務口譯理論與實務口譯理論與實務 3 3 3 3 ◎ ◎國際事務英文 3 3 3 3 ◎ ◎國際會展場地規畫與管理 3 3 3 3國際會展預算規劃 3 3 3 3談判技巧 2 2 2 2 ◎ ◎

自然藝術
第五學年 第六學年領域 科目名稱 總學分數 第四學年

第一至第三年
 

(雙外語菁英培育階段

)

 

1

5

2

 學
 分

部 訂 一 般 科 目
校 訂 科 目

軍訓
語言數學
一般科目
社會生活體育

第四至第五年
 

(專業養成階段
)

 

7

8

 學
 分

 必修
業界實習
翻譯與國際會展 翻譯與國際會展管理
國際企業管理 商業管理課程

一般科目

數位媒體製作

主副修必修
主副修必修選修課程專業模組選修20學分（從四個模組中，擇一模組及其中一個領域修

習）
外語文教 語言教學
數位傳播

五專部「雙外語跨領域國際專業人才培育專班」英文科副修法文 備註第三學年第二學年總授課時數 第一學年 第七學年階段 103學年度以後(含)入學適用
103年5月13日校課委會議及教務會議通過臺教技(三)字第1020109761號文核准附件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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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上 下 下 上 上 下 下 上 上 下 下 上 上 下 下 上 上 下 下 上 上 下 下 上 上 下 下學分數 授課時數 學分數 授課時數 學分數 授課時數 學分數 授課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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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分數 授課時數 學分數 授課時數 學分數 授課時數 全英語授課 使用原文書 非全英語授課，但使用原文書公民核心能力(二)：倫理素養 2 2 2 2公民核心能力(三)：科學素養 2 2 2 2公民核心能力(四)：媒體素養 2 2 2 2公民核心能力(五)：美學素養 2 2 2 2體育(六) 0 4 0 2 0 2寫作實務 4 4 2 2 2 2專業英語演說 4 4 2 2 2 2專業翻譯實作 2 2 2 2語言與文化 2 2 2 2專業英文寫作 2 2 2 2跨文化溝通 2 2 2 2進階法語聽講練習（一） 2 2 2 2進階法語聽講練習（二） 2 2 2 2法文寫作(二) 4 4 2 2 2 2當代法國專論 4 4 4 4

9 9

8 2 2 2 2語言學概論 2 2 2 2 ◎中國文化導論 2 2 2 2華語文教學導論 2 2 2 2華語語音學 2 2 2 2華語正音與教學 2 2 2 2文字學 2 2 2 2華語語法學 2 2 2 2華語詞彙學 2 2 2 2華語文教材教法 2 2 2 2第二語言習得 2 2 2 2 ◎華語文測驗與評量 2 2 2 2字彙及文法教學 3 3 3 3 ◎ ◎外語故事與繪本教學 3 3 3 3 ◎ ◎語言能力整合教學 3 3 3 3 ◎ ◎兒童英語活動教學 3 3 3 3 ◎ ◎電腦輔助外語教學 3 3 3 3 ◎ ◎外語教材設計 3 3 3 3 ◎ ◎成人外語教學 3 3 3 3 ◎ ◎國際企業經營策略 3 3 3 3 ◎國際企業個案研究 3 3 3 3 ◎國際企業管理 3 3 3 3 ◎財務管理 3 3 3 3 ◎企業經營模擬 3 3 3 3 ◎國際供應鏈管理 3 3 3 3 ◎國際人力資源管理 3 3 3 3 ◎媒體英文 3 3 3 3 ◎傳播藝術實務 (一) 2 4 2 4傳播藝術實務 (二) 2 4 2 4英文電視節目製作與研討 3 3 3 3 ◎電腦特效製作 3 3 3 3英文新聞節目企劃與製作 3 3 3 3 ◎網路行銷 2 2 2 2媒體後製與影像包裝 3 3 3 33D建模設計 3 3 3 3數位學習理論 2 2 2 2 ◎數位影音整合應用 3 3 3 3數位教材製作 3 3 3 3進階3D建模與動作設計 3 3 3 3數位教學設計 2 2 2 2 ◎動態網頁與網站建置 3 3 3 3電子書製作 3 3 3 3國際會議獎勵旅遊專案企劃 3 3 3 3專業司儀會議主持演練 3 3 3 3 ◎ ◎導覽解說技巧演練 3 3 3 3 ◎ ◎國際會議英文簡報 3 3 3 3 ◎ ◎國際會議實務演練 3 3 3 3 ◎ ◎進階筆譯技巧運用 2 2 2 2 ◎逐步口譯 2 2 2 2進階逐步口譯 2 2 2 2 ◎
3、公民核心能力的各科名稱以當年度通識教育中心開出為主

第五學年 第六學年領域 科目名稱 總學分數 第四學年

專業模組選修20學分（從四個模組中，擇一模組及其中一個領域修習）

凡免修上述任一科目者，須至應用華語文系補修下列任一科目，免修2科目者則需補修2科，以此類推。補修科目：漢字教學、漢語音韻學、多媒體與華語教學、華語文教材編寫、教育心理學、華語修辭學、語義學外語教學國際企業管理 專業國際商管
「教學評量與測驗」者，可免修本模組「華語文測驗與評量」；「第二外語習得」者，可免修本模組「第二語言習得」；「語言學概論I」者，可免修本模組「語言學概論」；

翻譯與國際會展實務翻譯與國際會展

外語文教 華語教學

數位傳播
媒體傳播與行銷文化創意產業

第六年至七年

(專業成長階段
)

7

3學分

 必修 第二外語業界實習
人文通識體育中文英語

4、5年級已修過「外語文教」模組中
第三外語或其他選修

五專部「雙外語跨領域國際專業人才培育專班」英文科副修法文 備註第三學年第二學年總授課時數 第一學年 第七學年階段 103學年度以後(含)入學適用
103年5月13日校課委會議及教務會議通過臺教技(三)字第1020109761號文核准

1、畢業學分73學分=共同必修12學分+主修必修12學分+副修必修12學分+業界實習9學分+第三外語或其他選修8學分+模組課程20學分。
2、專業模組選修20學分需從四個模組中，擇一模組及其中一個領域修習。一、五專部
1、畢業學分230學分=部訂一般科目56學分+校訂一般科目34學分+主修必修50學分+副修必修58學分+業界實習6學分+專業選修6學分+模組課程20學分。
2、專業模組選修20學分需從四個模組中，擇一模組及其中一個領域修習。二、二技部



122 

 

 

 

學分數 授課時數 學分數 授課時數 學分數 授課時數 學分數 授課時數一般筆譯(外語譯中)General Translation(FL TO CH) 3 3 3 3一般筆譯(中譯外語)General Translation(CH TO FL ) 2 2 2 2逐步口譯(外語譯中)Consecutive Interpreting(FL-CH) 2 2 2 2逐步口譯(中譯外語)Consecutive Interpreting(CH-FL) 2 2 2 2專業筆譯(外語譯中)Professional Translation (FL-CH) 2 2 2 2專業筆譯(中譯外語)Professional Translation (CH-FL) 2 2 2 2專業逐步口譯(外語譯中)Professional Consecutive Interpreting (FL –

CH)
2 2 2 2專業逐步口譯(中譯外語)Professional Consecutive Interpreting (CH-

FL)
2 2 2 2口譯技巧Interpreting Skills 3 3 3 3翻譯理論Translation Theories 2 2 2 2電腦輔助翻譯與專案管理Computer-Aided Translation and Project

Management
2 2 2 2研究方法Research Methodologies 2 2 2 2實習Internship 5 - 5 - *論文Master Thesis 6 6 6 6合計 37 32 10 10 10 10 6 6 11 6法政筆譯 (中英互譯)Legal Translation (CH-EN,EN-CH) 2 2 2 2同步口譯(英譯中) Simultaneous Interpreting (EN-CH) 2 2 2 2同步口譯(中譯英) Simultaneous Interpreting (CH-EN) 2 2 2 2視譯(中外互譯)Sight Translation (CH-FL,FL-CH) 2 2 2 2科技筆譯(中外互譯)Scientific Translation (CH-FL,FL-CH) 2 2 2 2影視翻譯 (中外互譯)Audio and Visual Translation (CH-FL,FL-CH) 2 2 2 2第二外語Second Foreign Language 4 4 2 2 2 2合計 16 16 4 4 4 4 8 8  

1

2

3

4

5

多國語複譯研究所學分科目表

103學年度入學適用
102..校課委通過科目類別 科目名稱 學分數 二時數 開課年級 下

論文寫作由教授於課堂外時間與學生面談並加以指導，時數視實際情況而定。

上

畢業學分47=37(必)+10(選)。

一 上

外語意指英文、法文、德文、西班牙文或日文。

下

實習時數得視實際情況而定(為期12週，一週至少20小時)。選修課可跨組選修。

備註

選修課

必修課

附件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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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國語複譯所-1 中文課程名稱 

Chinese Name of Course 
一般筆譯(外語譯中) 

模組名稱 

Module Name 
 英文課程名稱 

English Name of Course 
General Translation (FL TO 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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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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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國語複譯研究所 課程概要 

Course Content 

課程目標 

Objectives 

配對之 能力指標 

Corresponding 

Skill Indicator 

/ Standard 

對應的 產業別 
Corresponding 

to Industry 產業對應的知能 
Knowledge 

Correspondi

ng to 

Industry 
對應的 升學領域 

Correspondi

ng Grade 

Promotion 

Area 
對應升學 領域的知能 

Knowledge of 

Corresponding 

Grade 

Promotion 

Territory 學習者將於本課程中進行翻譯演練，接觸到多種文本類型，教師將針對學習者常犯錯誤進行解說，使學習者能確實掌握多種文類之筆譯方法與技巧。 

 

Students in this 

course will have 

chances to translate 

different types of 

texts and obtain the 

relative translation 

methods and skills. 

Directors will check 

out the mistakes that 

students’ made and 

analyze those 

mistakes with 

specific explanation 

to help students 

really understand the 

translation skills 

they should have.  

學生將習得以下能力： 

1. 短文翻譯技巧 

2. 熟悉外語譯中時的文化差異及句法結構 

 

Students will be 

able to obtain the 

following abilities: 

 

1. Translation 

skills should be 

improved in 

translating brief 

articles 

2. Getting familiar 

with the 

differences of 

cultural 

materials and 

the sentence 

construction 

from FL to CN. 

1-1-1 精進母語、英語以及第二外語能力
3-1-2 具 備口、筆譯之專業能力 3-1-5 具備跨文化溝通口、筆譯能力 

3-1-3 具備多國語高級口、筆譯實務能力 
翻譯產業 3.第二外語讀寫能力 

7.文史哲文類筆譯能力 

8.新聞稿件筆譯能力 

9.科技文類筆譯能力 

16. 不 同 文化詮釋能力 

18. 國 際 事務及政治文類筆譯能力 

翻譯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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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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國語複譯所-2 中文課程名稱 

Chinese Name of Course 
一般筆譯(中譯外語) 

模組名稱 

Module Name 
 英文課程名稱 

English Name of Course 
General Translation (CH TO FL) 學制 

School System 

【【【【Day School】】】】 █研究所 Graduate Instit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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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級 

Year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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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國語複譯研究所 課程概要 

Course Content 

課程目標 

Objectives 

配對之 能力指標 

Corresponding 

Skill Indicator 

/ Standard 

對應的 產業別 
Corresponding 

to Industry 產業對應的知能 
Knowledge 

Correspondi

ng to 

Industry 
對應的 升學領域 

Correspondi

ng Grade 

Promotion 

Area 
對應升學 領域的知能 

Knowledge of 

Corresponding 

Grade 

Promotion 

Territory 學習者將於本課程中進行翻譯演練，接觸到多種文本類型，教師將針對學習者常犯錯誤進行解說，使學習者能確實掌握多種文類之筆譯方法與技巧。 

 

Students in this 

course will have 

chances to translate 

different types of 

texts and obtain the 

relative translation 

methods and skills. 

Directors will 

check out the 

mistakes that 

students’ made and 

analyze those 

mistakes with 

specific 

explanation to help 

students really 

understand the 

translation skills 

they should have.  

學生將習得以下能力： 

1. 短文翻譯技巧 

2. 熟悉中譯外語時的文化差異及句法結構 

 

Students will be able 

to obtain the 

following abilities: 

 

1. Translation skills 

should be improved 

in translating brief 

articles 

2. Getting familiar 

with the differences 

of cultural materials 

and the sentence 

construction from CN 

to FL. 

1-1-1 精進母語、英語以及第二外語能力
3-1-2 具 備口、筆譯之專業能力 3-1-5 具備跨文化溝通口、筆譯能力 

3-1-3 具備多國語高級口、筆譯實務能力 

翻譯產業 3.第二外語讀寫能力 7.文史哲文類筆譯能力 

8.新聞稿件筆譯能力 

9.科技文類筆譯能力 

16. 不 同 文化詮釋能力 

18. 國 際 事務及政治文類筆譯能力 

翻譯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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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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國語複譯所-3 中文課程名稱 

Chinese Name of Course 
逐步口譯(中譯外語) 

模組名稱 

Module Name 
 英文課程名稱 

English Name of Course 
Consecutive Interpreting(CH TO FL) 學制 

School System 

【【【【Day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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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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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國語複譯研究所 課程概要 

Course Content 

課程目標 

Objectives 

配對之 能力指標 

Corresponding 

Skill Indicator / 

Standard 

對應的 產業別 
Corresponding 

to Industry 產業對應的知能 
Knowledge 

Corresponding 

to Industry 對應的 升學領域 
Corresponding 

Grade 

Promotion Area 對應升學 領域的知能 
Knowledge of 

Corresponding 

Grade Promotion 

Territory 本課程根據學生於一般逐步口譯中習得之技巧，延伸到各外語相關之情境口譯訓練。訓練主題包括： 

1.商業會議 

2.公司內部業務之口頭協助（例如：導覽參觀，記者招待會，開幕致詞與謝詞） 

3.視譯各種會議文件 

4.其他 

 

This course offers a 

training in consecutive 

interpreting from FL to 

CN based on memory, 

general knowledge and 

note-taking.  

 

The course focuses on 

professional topics, with 

emphasis on issues and 

speeches related to actual 

consecutive interpreting 

market in Taiwan. 

Students are exposed to 

different styles of 

addresses and talks. 

Students learn to apply 

general concepts to 

real-world situations, 

thereby improving their 

command of professional 

consecutive interpreting 

strategies. Students also 

learn to solve stylistic, 

syntactic, cultural and 

terminological problems 

pertaining to professional 

consecutive 

interpretation. 

在課程結束後，培養學生： 

1. 熟悉專業議題之逐步口譯策略； 

2. 辨析不同演講內容之文本結構風格； 

3. 解決文體、句法、文化和專業用語之逐步口譯相關問題； 

4. 可進行連續 3-5 分鐘長的一個不同的主題之逐步口譯練習； 

5. 從事不同領域的專業逐步口譯 

 

At the end of the course, 

students should be able to: 

 

1.Familiar with 

consecutive interpretation 

strategies for professional 

issues; 

 

2.Understand different 

styles of speech structures 

in the texts; 

 

3.Solve stylistic, 

syntactic, cultural and 

terminological problems 

pertaining to professional 

consecutive 

interpretation; 

 

4.Be able to interpret 

consecutively a different 

topics of 3-5 minutes in 

length; 

 

5.Engage in professional 

consecutive interpreting 

in different fields 

1-1-1 精 進母語、英語以及第二外語能力 

3-1-1 精 進筆記技巧及逐步口譯能力 

3-1-2 具 備口、筆譯之專業能力 

3-1-5 具 備跨文化溝通口、筆譯能力 

翻譯產業 2.第二外語聽說能力 

10. 科 技 譯題口譯能力 

11. 政 治 譯題口譯能力 

14. 社 區 口譯能力 

20. 法 商 議題口譯能力 

翻譯 12.筆譯、口譯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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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國語複譯所-4 中文課程名稱 

Chinese Name of Course 
專業筆譯(外語譯中) 

模組名稱 

Module Name 
 英文課程名稱 

English Name of Course 
Professional Translation (FL- CH) 學制 

School System 

【【【【Day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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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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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國語複譯研究所 

 課程概要 

Course 

Content 

課程目標 

Objectives 

配對之 能力指標 

Corresponding 

Skill Indicator / 

Standard 

對應的 產業別 
Corresponding 

to Industry 產業對應的知能 
Knowledge 

Correspondi

ng to 

Industry 
對應的 升學領域 

Correspondi

ng Grade 

Promotion 

Area 
對應升學 領域的知能 

Knowledge of 

Corresponding 

Grade 

Promotion 

Territory 本課程以實務為導向，針對 各 外 語
(英、日、德、西、法)譯中的產業需要，安排 筆 譯 素材，從文體研究與翻譯方法指導研究生從事專業領域的翻譯實踐，充實專業知識與相關詞彙。 

This course 

will focus on 

the practical 

translation 

training on 

various fields 

to enrich 

students a 

large number 

of vocabulary 

and to fulfill 

the needs of 

professional 

translation 

services. 

 

 

訓練學生具有獨立分析並從事專業領域翻譯的實作能力，及下列競爭力： 

1.讓學生對各類文件之類型及結構等特色有初步認識 

2.讓學生學習如何運用相關參考資料 

3.讓學生熟悉可運用於各類專業翻譯之翻譯技巧 

4.讓學生對專業文件翻譯市場有初步認識 

The course objectives are 

to train the students to 

build up the independent 

ability for the professional 

translation in the market 

and to get more 

cooperative chances with 

industries of T&I. 

Students will be able to: 

 

1. Underst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tructure of various types 

of documents. 

2. Learn how to use 

reference materials. 

3. Familiarize with the 

translation techniques and 

apply to various types of 

professional translation. 

4. Understand the market 

of professional 

translation. 

1-1-1 精 進 母語、英語以及第二外語能力 

2-1-1 精進商務與法政專業術語與詞彙知能 

2-1-2 精進商務與法政母語與英語句型結構認知 

3-1-2 具備口、筆譯之專業能力 

3-1-3 具備多國語高級口、筆譯實務能力 

3-1-4 具備翻譯編審翻譯專案管理能力 

3-1-5 具備跨文化溝通口、筆譯能力 

3-1-6 具備跨學科知識的高階翻譯能力 

翻譯產業 3.第二外語讀寫能力 

6.中文編輯與校對能力 

7.文史哲文類筆譯能力 

8.新聞稿件筆譯能力 

9.科技文類筆譯能力 

18. 國 際 事務及政治文類筆譯能力
19. 法 商 文件筆譯能力 

 

翻譯 8.對主修語言國家史地、政治、法律、經濟、社會現況的瞭解 

11. 對 國 際 經貿、政治、法律及國際關係情勢的掌握 

12.筆譯、口譯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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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國語複譯所-5 中文課程名稱 

Chinese Name of Course 
專業筆譯(中譯外語) 

模組名稱 

Module Name 
 英文課程名稱 

English Name of Course 
Professional Translation  (CH -FL) 學制 

School System 

【【【【Day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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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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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國語複譯研究所 課程概要 

Course 

Content 

課程目標 

Objectives 

配對之 能力指標 

Corresponding 

Skill Indicator / 

Standard 

對應的 產業別 
Corresponding 

to Industry 產業對應的知能 
Knowledge 

Correspondi

ng to 

Industry 
對應的 升學領域 

Correspondi

ng Grade 

Promotion 

Area 
對應升學 領域的知能 

Knowledge of 

Corresponding 

Grade 

Promotion 

Territory 本課程以實務為導向，針對中譯各外語(英、日、德、西、法)的 產 業 需要，安排筆譯素材，從文體研究與翻譯方法指導研究生從事專業領域的翻譯實踐，充實專業知識與相關詞彙。 

This course 

will focus on 

the practical 

translation 

training on 

various fields 

to enrich 

students a 

large number 

of vocabulary 

and to fulfill 

the needs of 

professional 

translation 

services. 

 

訓練學生具有獨立分析並從事專業領域翻譯的實作能力，及下列競爭力： 

1.讓學生對各類文件之類型及結構等特色有初步認識 

2.讓學生學習如何運用相關參考資料 

3.讓學生熟悉可運用於各類專業翻譯之翻譯技巧 

4.讓學生對專業文件翻譯市場有初步認識 

The course objectives are 

to train the students to 

build up the independent 

ability for the professional 

translation in the market 

and to get more 

cooperative chances with 

industries of T&I. 

Students will be able to: 

 

1. Underst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tructure of various types 

of documents. 

2. Learn how to use 

reference materials. 

3. Familiarize with the 

translation techniques and 

apply to various types of 

professional translation. 

4. Understand the market 

of professional translation. 

1-1-1 精 進 母語、英語以及第二外語能力 

2-1-1 精進商務與法政專業術語與詞彙知能 

2-1-2 精進商務與法政母語與英語句型結構認知 

3-1-2 具備口、筆譯之專業能力 

3-1-3 具備多國語高級口、筆譯實務能力 

3-1-4 具備翻譯編審翻譯專案管理能力 

3-1-5 具備跨文化溝通口、筆譯能力 

3-1-6 具備跨學科知識的高階翻譯能力 

翻譯產業 3.第二外語讀寫能力 

6.中文編輯與校對能力 

7.文史哲文類筆譯能力 

8.新聞稿件筆譯能力 

9.科技文類筆譯能力 

18. 國 際 事務及政治文類筆譯能力
19. 法 商 文件筆譯能力 

 

翻譯 8.對主修語言國家史地、政治、法律、經濟、社會現況的瞭解 

11. 對 國 際 經貿、政治、法律及國際關係情勢的掌握 

12.筆譯、口譯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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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國語複譯所-6 中文課程名稱 

Chinese Name of Course 
專業逐步口譯(外語譯中)  

模組名稱 

Module Name 
 英文課程名稱 

English Name of Course 
Professional Consecutive Interpreting(FL- 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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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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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國語複譯研究所 

 課程概要 

Course Content 

課程目標 

Objectives 

配對之 能力指標 
Corresponding 

Skill Indicator / 

Standard 

對應的 產業別 
Correspondi

ng to 

Industry 產業對應的知能 
Knowledge 

Corresponding 

to Industry 對應的 升學領域 
Corresponding 

Grade 

Promotion Area 對應升學 領域的知能 
Knowledge of 

Corresponding 

Grade Promotion 

Territory 本課程根據學生於一般逐步口譯中習得之技巧，延伸到各外語相關之情境口譯訓練。訓練主題包括： 

1.商業會議 

2.公司內部業務之口頭協助（例如：導覽參觀，記者招待會，開幕致詞與謝詞） 

3.視譯各種會議文件 

4.其他 

This course offers a 

training in consecutive 

interpreting from FL to CN 

based on memory, general 

knowledge and note-taking.  

The course focuses on 

professional topics, with 

emphasis on issues and 

speeches related to actual 

consecutive interpreting 

market in Taiwan. Students 

are exposed to different 

styles of addresses and 

talks. Students learn to 

apply general concepts to 

real-world situations, 

thereby improving their 

command of professional 

consecutive interpreting 

strategies. Students also 

learn to solve stylistic, 

syntactic, cultural and 

terminological problems 

pertaining to professional 

consecutive interpretation. 

在課程結束後，培養學生： 

1. 熟悉專業議題之逐步口譯策略； 

2. 辨析不同演講內容之文本結構風格； 

3. 解決文體、句法、文化和專業用語之逐步口譯相關問題； 

4. 可進行連續 3-5 分鐘長的一個不同的主題之逐步口譯練習； 

5. 從事不同領域的專業逐步口譯 

At the end of the course, 

students should be able to: 

1.Familiar with 

consecutive interpretation 

strategies for professional 

issues; 

2.Understand different 

styles of speech structures 

in the texts; 

3.Solve stylistic, 

syntactic, cultural and 

terminological problems 

pertaining to professional 

consecutive 

interpretation; 

4.Be able to interpret 

consecutively a different 

topics of 3-5 minutes in 

length; 

5.Engage in professional 

consecutive interpreting 

in different fields 

2-2-1 精 進新聞影視相關術語及翻譯能力 

3-2-1 具 備口、筆譯之專業能力 

3-2-2 具 備多國語高級口、筆譯實務能力 

3-2-4 具 備跨文化溝通口、筆譯能力 

3-2-5 具 備跨學科知識的高階翻譯能力 

4-2-1 具 備翻譯理論知識與語言產業相關之實際口、筆譯之能力 

翻譯產業 2.第二外語聽說能力 

10. 科 技 譯題口譯能力 

11. 政 治 譯題口譯能力 

14. 社 區 口譯能力 

15. 隨 行 口譯能力 

16. 不 同 文化詮釋能力 

20. 法 商 議題口譯能力 

21. 跨 文 化主題口譯能力 

翻譯 1.外語聽說的能力 

12.筆譯、口譯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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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國語複譯所-7 中文課程名稱 

Chinese Name of Course 
專業逐步口譯(中譯外語)  

模組名稱 

Module Name 
 英文課程名稱 

English Name of Course 
Professional Consecutive Interpreting (CH -FL) 學制 

School System 

【【【【Day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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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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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國語複譯研究所 

 課程概要 

Course Content 

課程目標 

Objectives 

配對之 能力指標 

Correspon

ding Skill 

Indicator / 

Standard 

對應的 產業別 
Correspond

ing to 

Industry 產業對應的知能 
Knowledge 

Correspondi

ng to 

Industry 
對應的 升學領域 

Correspondi

ng Grade 

Promotion 

Area 
對應升學 領域的知能 

Knowledge of 

Corresponding 

Grade 

Promotion 

Territory 本課程根據學生於一般逐步口譯中習得之技巧，延伸到各外語相關之情境口譯訓練。訓練主題包括： 

1.商業會議 

2.公司內部業務之口頭協助（例如：導覽參觀，記者招待會，開幕致詞與謝詞） 

3.視譯各種會議文件 

4.其他 

This course offers a 

training in consecutive 

interpreting from CN to FL 

based on memory, general 

knowledge and note-taking.  

The course focuses on 

professional topics, with 

emphasis on issues and 

speeches related to actual 

consecutive interpreting 

market in Taiwan. Students 

are exposed to different 

styles of addresses and 

talks. Students learn to 

apply general concepts to 

real-world situations, 

thereby improving their 

command of professional 

consecutive interpreting 

strategies. Students also 

learn to solve stylistic, 

syntactic, cultural and 

terminological problems 

pertaining to professional 

consecutive interpretation. 

在課程結束後，培養學生： 

1. 熟悉專業議題之逐步口譯策略； 

2. 辨析不同演講內容之文本結構風格； 

3. 解決文體、句法、文化和專業用語之逐步口譯相關問題； 

4. 可進行連續 3-5 分鐘長的一個不同的主題之逐步口譯練習； 

5. 從事不同領域的專業逐步口譯 

At the end of the course, 

students should be able to: 

1.Be familiar with 

consecutive interpretation 

strategies for professional 

issues; 

2.Understand different 

styles of speech structures 

in the texts; 

3.Solve stylistic, 

syntactic, cultural and 

terminological problems 

pertaining to professional 

consecutive 

interpretation; 

4.Be able to interpret 

consecutively a different 

topics of 3-5 minutes in 

length; 

5.Engage in professional 

consecutive interpreting 

in different fields 

2-2-1 精進新聞影視相關術語及翻譯能力 

3-2-1 具備口、筆譯之專業能力 

3-2-2 具備多國語高級口、筆譯實務能力 

3-2-4 具備跨文化溝通口、筆譯能力 

3-2-5 具備跨學科知識的高階翻譯能力 

4-2-1 具備翻譯理論知識與語言產業相關之實際口、筆譯之能力 

翻譯產業 2.第二外語聽說能力 

10. 科 技 譯題口譯能力 

11. 政 治 譯題口譯能力 

14. 社 區 口譯能力 

15. 隨 行 口譯能力 

16. 不 同 文化詮釋能力 

20. 法 商 議題口譯能力 

21. 跨 文 化主題口譯能力 

翻譯 1.外語聽說的能力 

12.筆譯、口譯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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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國語複譯所-8 中文課程名稱 

Chinese Name of Course 
法政筆譯(中外互譯) 

模組名稱 

Module Name 
 英文課程名稱 

English Name of Course 
Legal Translation (CH-FL, FL-CH) 學制 

School System 

【【【【Day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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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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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國語複譯研究所 

 課程概要 

Course Content 

課程目標 

Objectives 

配對之 能力指標 

Corresponding 

Skill Indicator 

/ Standard 

對應的 產業別 

Correspond

ing to 

Industry 

產業對應的知能 

Knowledge 

Correspondi

ng to 

Industry 

對應的 升學領域 

Correspondi

ng Grade 

Promotion 

Area 

對應升學 領域的知能 

Knowledge of 

Corresponding 

Grade 

Promotion 

Territory 本課程旨在培養學生行政、司法單位及公司行號之正式文件翻譯能力。課程內容包含： 

1.官方文件、法律文件的中英雙向翻譯 

2.官方發言 

3.中外合資企業之商業協議、外貿糾紛等文件及信函的翻譯 

4.國際組織之官方文件的翻譯 

5.政治、法律、外交方面的相關術語 

This course aims to 

introduce some essential 

skills required for official 

and legal translations in 

civil administration, courts 

and businesses. The texts 

selected are: 

1.Bilingual translation of 

official and legal documents 

2.Official speeches 

3.Documents related to joint 

venture agreements and 

letters related to trade 

disputes  

4.Official documents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5.Political, legal and 

diplomatic terms used in the 

above documents 

透過本課程學生可習得： 

1. 加強中英互譯証書、合約、公司章程、法律信函等能力 

2.增進政治、法律、外交方面的專業術語之中英互譯能力 

This course is 

designed to help 

students 

acquire: 

1.The 

competence for 

bilingual 

translation of 

certificates, 

agreements, 

company 

charters, and 

legal letters 

2.The 

competence for 

bilingual 

translation of 

political, legal 

and diplomatic 

terms used in 

the above 

documents 

2-2-3 精進法政、科技、醫藥及工程等文體分析與翻譯能力 

翻譯產業 19. 法 商 文件筆譯能力 

翻譯 11. 對 國 際 經貿、政治、法律及國際關係情勢的掌握 

 

12.筆譯、口譯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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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國語複譯所-9 中文課程名稱 

Chinese Name of Course 
同步口譯(英譯中) 

模組名稱 

Module Name 
 英文課程名稱 

English Name of Course 
Simultaneous Interpreting (EN-CH) 學制 

School System 

【【【【Day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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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國語複譯研究所 

 課程概要 

Course Content 

課程目標 

Objectives 

配對之 能力指標 

Corresponding 

Skill Indicator / 

Standard 

對應的 產業別 

Corresponding 

to Industry 

產業對應的知能 

Knowledge 

Correspondi

ng to 

Industry 

對應的 升學領域 

Correspondi

ng Grade 

Promotion 

Area 

對應升學 領域的知能 

Knowledge of 

Corresponding 

Grade 

Promotion 

Territory 本課程旨在介紹同步口譯技巧並進行同步口譯實況模擬。課程內容主要包含： 

1.中文至中文同步口譯(又稱為跟述練習) 

2.英文到中文之跟述同步口譯(將英文演講分成數段並要求學生將各段以中文換句話說) 

3.英文到中文同步口譯(各個議題) 

This course aims to 

offer students basic 

training in 

simultaneous 

interpretation from 

English into Chinese in 

preparation for further 

coursework.  Students 

will learn the skills of 

multitasking and 

simultaneous 

interpreting.  They 

will also learn how to 

prepare for an 

interpreting 

assignment and how to 

work with a partner in 

interpretation booth. 

Students are expected 

to practice both in 

class and on their own 

time. 

透過本課程學生能進行 30 分鐘英譯中同步口譯，並習得以下技巧： 

1. 增強同步口譯技巧，避免聆聽 不 足
(telescopage) 

2. 增強口語表達能力 

3. 習得口譯間之專業素養及口譯設備操作技能 

At the end of 

the semester, 

students should 

be able to : 1. 

Comfortable 

working in 

booths.  2. 

Familiarize 

themselves with 

work 

equipment.  3. 

Able to render 

accurate 

interpretation of 

at least 5-7 

minutes of 

material by the 

end of the 

semester.  

3-2-2 具備多國語 高 級口、筆譯實務能力 

3-2-4 具備跨文化 溝 通口、筆譯能力 

翻譯產業 12. 同 步 口譯技巧 

翻譯 1.外語聽說的能力 

2.外語讀寫的能力 

12.筆譯、口譯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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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國語複譯所-10 中文課程名稱 

Chinese Name of Course 
同步口譯(中譯英) 

模組名稱 

Module Name 
 英文課程名稱 

English Name of Course 
Simultaneous Interpreting (CH- EN) 學制 

School System 

【【【【Day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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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國語複譯研究所 

 課程概要 

Course Content 

課程目標 

Objectives 

配對之 能力指標 

Correspondin

g Skill 

Indicator / 

Standard 

對應的 產業別 

Correspon

ding to 

Industry 

產業對應的知能 

Knowledge 

Correspondi

ng to 

Industry 

對應的 升學領域 

Correspondi

ng Grade 

Promotion 

Area 

對應升學 領域的知能 

Knowledge of 

Corresponding 

Grade Promotion 

Territory 本課程於第三學期教授。以學生一年級時習得之口譯技巧為基礎，教授同步口譯。國內勞動市場需要中英互譯之同步口譯人才，因此本課程主要目的，在讓學生學習如何轉換被動式英語至主動式英語(強調「說」的重要性)。教學過程循序漸進並完成以下階段任務 (中文到英文同步口譯)： 英文 English: 

This course will be taught 

in the third semester. 

Simultaneous interpreting 

is taught using foundational 

interpreting skills acquired 

by the students in the 

previous year. The 

domestic industrial labor 

market requires 

simultaneous interpretation 

competences in both ways 

EN-CH and CH-EN.  

Students will thus be 

trained to convert their 

passive English language 

knowledge into active use.  

The pedagogical process is 

based on gradually 

increasing the volume of 

interpretation work and 

goes through various stages 

for CH-EN simultaneous 

interpreting. 

1. 著重於以英語的正確性與溝通性，學生可藉由短篇口譯練習(包括消息發佈、模擬記者招待會、各類說明等）。 

2. 學生進行慢速一般主題同步口譯（長度約莫 5 分鐘），並不時停頓，讓學生能以流利的英語提供完整訊息。 

3. 使學生能進行正常演講速度之一般主題同步口譯（長度約莫 8分鐘）。正常速度為每分鐘約 145字。 

The pedagogical process is 

based on gradually increasing 

the volume of interpretation 

work and goes through the 

following stages:  

Chinese-English simultaneous 

interpretation of: 

1. short communications 

(announcements, press 

conference simulations, 

instructions…etc.) focusing 

on correct and communicative 

English 

2. general topics (duration: 

+/- 5min.) presented at low 

speed and with short 

intervals, stimulating students 

to complete message 

rendering in fluent English 

3. general topics (duration: 

+/- 8min.) presented at 

normal speed (+/- 145 

words/min.) 

3-2-2 具備多國語高級口、筆譯實務能力 

3-2-4 具備跨文化溝通口、筆譯能力 

翻譯產業 12.同 步口譯技巧 

翻譯 1.外語聽說的能力 

2.外語讀寫的能力 

12.筆譯、口譯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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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國語複譯所-11 中文課程名稱 

Chinese Name of Course 
視譯(中外互譯) 

模組名稱 

Module Name 
 英文課程名稱 

English Name of Course 
Sight Translation (CH -FL, FL- CH) 學制 

School System 

【【【【Day School】】】】 █研究所 Graduate Instit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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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級 

Year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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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國語複譯研究所 

 課程概要 

Course Content 

課程目標 

Objectives 

配對之 能力指標 

Correspondi

ng Skill 

Indicator / 

Standard 

對應的 產業別 

Corresp

onding 

to 

Industry 

產業對應的知能 

Knowledge 

Correspondi

ng to 

Industry 

對應的 升學領域 

Correspondi

ng Grade 

Promotion 

Area 

對應升學 領域的知能 

Knowledge of 

Corresponding 

Grade Promotion 

Territory 視譯是成為未來口、筆譯員的最重要的基礎訓練之一。視譯可幫助筆譯員對翻譯工作有初步了解： 

1.原文的困難度 

2.提供客戶譯文所需的時間 

3.翻譯內容所需輔助資料 藉由視譯可幫助筆譯員了解完成客戶文件翻譯所需的時間。  對口譯員來說，視譯是同步口譯最佳的準備工作且視譯亦是逐步口譯與同步口譯的中介(轉換門檻)。它可以協助未來的口譯員著重於(掌握)關鍵字。 就筆譯而言，學生藉由本課程習得如何使用視譯做為輔助以面對長篇文章的： 

1.對角線閱讀(動線閱讀) 

2.檢測文章的難易 

3.翻譯困難的解決之道 (向客戶或專業人士尋求協助；個人翻譯或團隊分工) 

4.評估交件日期 (如何計算翻譯時間與價格) 

Sight translation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items in the training of future translators and 

interpreters.  It should allow translators to have 

an idea of: 

1. the degree of difficulty of the source text 

2. the time needed to provide the client with a 

correct translation 

3. the necessary documentation to finalize the 

translation 

A good sight translation helps the translator to 

avoid the proposition of too short deadlines to 

the clients.   

For interpreters, it is the best preparation to 

simultaneous interpreting.  Sight translation is 

the smooth transition between consecutive and 

simultaneous interpreting.  It helps the future 

interpreter to focus on key-words. 

Sight translation for translation purposes: 

Students will be taught how to deal with longer 

texts: 

1. diagonal reading 

2. evaluation of difficulties 

3. propositions to problem solving (sources to be 

consulted; individual translation or teamwork.) 

4. estimation of deadlines (how to calculate time 

and price)  

就口譯而言，視譯為口譯之協助且學生於本課程習得以下技能： 

1.尋找關鍵字 

2.以關鍵字進行換句話說(在關鍵字的基礎上進行改寫 因此，課堂練習之文章將以定時滾動
(捲動 )的方式呈現。一頁 A4格式以英文書寫的文章其視譯時間為 10分鐘左右。一頁 A4格式以中文書寫的文章其視譯時間為 15至
20分鐘。 

Sight translation for 

interpreting 

purposes: 

Students will receive 

practice on: 

1. finding 

keywords 

2. rewording 

the message on the 

basis of keywords 

Therefore, texts will 

be presented in a 

timed scrolling way.  

One page (format 

A4 with English 

text) should be done 

in about 10 minutes.  

One page (format 

A4 with Chinese 

text) should be 

down in about 15 to 

20 minutes. 

1-1-1 精進母語、英語以及第二外語 能 力
3-1-2 具備口、筆譯之專 業 能 力
3-1-5 具備跨文化溝通口、筆譯能力 

3-1-3 具備多國語高級口、筆譯實務能力 

翻譯產業 

16.不 同文化詮釋能力 

翻譯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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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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國語複譯所-12 中文課程名稱 

Chinese Name of Course 
科技筆譯(中外互譯) 

模組名稱 

Module Name 
 英文課程名稱 

English Name of Course 
Scientific Translation (CH -FL,FL- CH) 學制 

School System 

【【【【Day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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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國語複譯研究所 

課程概要 

Course Content 

課程目標 

Objectives 

配對之 能力指標 

Correspon

ding Skill 

Indicator / 

Standard 

對應的 產業別 

Corresponding 

to Industry 

產業對應的知能 

Knowledge 

Correspondi

ng to 

Industry 

對應的 升學領域 

Correspondi

ng Grade 

Promotion 

Area 

對應升學 領域的知能 

Knowledge of 

Corresponding 

Grade 

Promotion 

Territory 本課程旨在培養學生科技、醫藥、工程之中英翻譯。課程內容包含： 

1. 了解科技翻譯的特色 

2. 科技、醫藥及工程翻譯常用詞彙 

3. 科技領域相關文章，如:安全、交通、醫療保健、能源、環保…等之翻譯 

4. 引擎、建築或產品原形之構造圖翻譯文件 

5. 翻譯軟體 (Trados)之運用 

This course concentrates 

on advanced translation 

in technology, medicine 

and engineering. The 

skills required for 

translation in these fields 

rely largely on 

translators’ specialized 

knowledge in these 

fields. Thus, introducing 

various types of 

specialized translation in 

technology, medicine and 

engineering to students 

will widen their vision of 

the professional aspect of 

translation in the real 

world so that they are 

able to produce quality 

translations in these fields 

in their future careers. 

透過本課程學生可習得： 

1.增進不同領域之科技翻譯寫作風格 

2.增進搜尋專業術語詞彙之能力，並能正確使用 

3.加強科技、醫藥及工程相關領域中英文翻譯能力 

4. 增 進 翻 譯 軟 體
(Trados)運用能力 

This course is designed 

to teach students some 

useful strategies used in 

translation in 

technology, medicine 

and engineering. 

Various aspects of 

translation in these 

fields are introduced to 

our trainee translators. 

By learning the special 

skills employed in 

translation in 

technology, medicine 

and engineering and 

becoming familiar with 

the language used in 

these fields, students 

will be easier to be 

adapted to the work 

environment in these 

specialized fields. 

2-2-3 精進法政、科技、醫藥及工程等文體分析與翻譯能力  

3-2-1 具備口、筆譯之專業能力 

3-2-2 具備多國語高級口、筆譯實務能力 

3-2-5 具備跨學科知識的高階翻譯能力 

3-2-6 熟練電子翻譯工具並建立專業術語詞彙庫 

翻譯產業 1.英語讀寫能力 

 

5.英文編輯與校對能力 

 

6.中文編輯與校對能力 

 

9.科技文類筆譯能力 

 

17. 專 案 企劃與執行能力 

 

 

翻譯 2.外語讀寫的能力 

3.網際網路應用能力 

4.組織能力 

5.中文寫作能力 

9.數位媒體設計能力 

10.基礎設計能力 

12.筆譯、口譯能力 

13.資訊管理能力 

14.資訊軟體運用能力 

15.策略、規劃能力 

20.創意與創新能力 

22.國際企業管理能力 

23.研究能力 

25.其他 

27.國際企業管理研究能力 

28.策略、規劃研究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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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國語複譯所-13 中文課程名稱 

Chinese Name of Course 
影視翻譯(中外互譯)  

模組名稱 

Module Name 
 英文課程名稱 

English Name of Course 
Subtitle Translation(CH -FL,FL- CH) 學制 

School System 

【【【【Day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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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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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國語複譯研究所 

 課程概要 

Course Content 

課程目標 

Objectives 
配對之能力指標 

對應的產業別 

產業對應的知能 

對應的升學領域 

對應升學領域的知能 本課程旨在在讓學生學習翻譯的過程中發揮創意並學習時間的拿捏。課程內容主要為進行下列領域之翻譯工作： 

1.商業電視廣告、廣播及展覽 

2.電影翻譯 

3.電台節目及電視新聞 課程內容引導學生專業知識與技能，例如先給予欲翻譯的片子，以便學生先查片子的相關資料，而學生習慣先看完整部電影後再進行翻譯，看片同時，參照對白本先進行斷句，以瞭解電影裡每一幕會有多少句子，進而將對白本上的對話內容適當分配到每一幕，接著進行翻譯，同時練習聽翻訓練，該訓練憑靠記憶並揣摩情境。此外，也學習翻譯方法與技巧例如何時使用歸化、異化及釋義等方法，尋找跨越影視翻譯中文化障礙的方法。 

The course emphasizes creativity and 

feeling for time in translation.  

Documents that will be used for 

translation are:  

1. commercials for radio, 

television and exhibitions 

2. movies 

3. radio and / or TV news 

 

The contents of course will guide the 

students to strengthen the 

professional skill and techniques. 

In the beginning the students will see 

the movies beforehand in order that 

they collect the movies information 

and they will learn how to punctuate 

the sentences after viewing the film. 

After that they will proceed the 

translation and conjecture the movie 

situation to rely on the memory. In 

addition they will learn the translation 

mothods and techniques such as the 

Foreignization, domestication, 

explained translation to find out the 

way to solve the difficulty. 

透過本課程，學生可習得以下技能： 

1.如何避免直譯(貼字翻譯)及如何增進個人創造力與想像力 

2.如何壓縮訊息內容以便於有限時間內完美呈現字幕或配音翻譯 翻譯需要的是第二外語與中文能力並重，特別是字幕翻譯，中文能力與英文能力是同等重要的。由於字幕翻譯字數的限字，因此更應加強並累積深厚的中文表達能力。 同時  讓學生瞭解進行影視翻譯不僅僅是完成對腳本的文字語言轉換工作這麼簡單，它更是一個跨文化交際的過程。 該課程目標除了上述的知能，也訓練學生深入取得市場訊息，例如影視翻譯大致有兩種類別 : 翻譯電影、電視節目(影集、廣告、綜藝節目)或影展及院線片上，以達到學以致用的技能。 

Students will be trained:  

1. how to avoid literal translation 

and now how enhance personal 

fantasy and creativity 

2. how to compress the content 

of messages in order to respect the 

time needed to read subtitles or to 

listen to spoken language. 

The translators need possess the 

Foreign Language and Chinese 

languages abilities especially the 

subtitle translation of audio and visual 

translation. Because of the limitation 

of numbers of words the students 

should improve and accumulate the 

Chinese expression ability.  

In the meanwhile the students will 

learn the process of intercultural 

transformation.  

The objective of audio and visual 

translation will train the student’s 

knowledge and obtain the information 

of market such as the translation of 

the movies, TV series or film festival, 

etc. in order to study for the purpose 

of application 

1-1-1 精進母語、英語以及第二外語能力 

3-1-2 具備口、筆譯之專業能力 

3-1-5 具備跨文化溝通口、筆譯能力 

翻譯產業 

13.影視翻譯能力 

翻譯 12. 筆譯、口譯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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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國語複譯所-14 中文課程名稱 

Chinese Name of Course 
第二外語  

模組名稱 

Module Name 
 英文課程名稱 

English Name of Course 
Second Foreign Langu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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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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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國語複譯研究所 

 

  

課程概要 

Course Content 

課程目標 

Objectives 

配對之 能力指標 

Corresponding 

Skill Indicator 

/ Standard 

對應的 產業別 

Corresponding 

to Industry 

產業對應的知能 

Knowledge 

Correspondi

ng to 

Industry 

對應的 升學領域 

Correspondi

ng Grade 

Promotion 

Area 

對應升學 領域的知能 

Knowledge of 

Corresponding 

Grade 

Promotion 

Territory 本課程旨在教授第二外國語字彙、發音與基礎句型。經由各種演練，將所學正確流暢的運用。並透過課程教材，認識以第二外國語為母語國家的生活習慣與文化，進而引發同學自學第二外國語的興趣。 

This course aims to help 

students learn the second 

foreign language via the 

practice of vocabulary, 

pronunciation and 

fundermental sentence 

patterns. Through various 

training, students will be 

able to demonstrate 

increased proficiency in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skills as 

well as growth in cultural 

and interdisciplinary 

knowledge. Students will 

further develop 

awareness and use of 

socially and culturally 

appropriate forms for 

participating in 

conversations with native 

speakers. 

使學生習得： 

1.進一步了解第二外國語基礎構造及基本句型。 

2.以正確的發音、語調提高表達能力。 

3.運用基本句型於日常生活中 

Students will be 

able to acquire the 

following abilities: 

1. Further 

understand the 

usage of basic 

sentence 

structures and 

patterns. 

2. Use accurate 

pronunciation 

and intonation 

to improve 

their ability of 

expression. 

3. Apply both the 

ability of 

communication 

and the 

linguistic 

competence in 

their daily life. 

1-1-1 精進母語、英語以及第二外語能力 

3-1-2 具 備口、筆譯之專業能力 

3-1-5 具備跨文化溝通口、筆譯能力 

翻譯產業 8.跨文化溝通的能力 

翻譯 1.外語聽說的能力 

2.外語讀寫的能力 

12.筆譯、口譯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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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企業管理系-1 中文課程名稱 

Chinese Name of Course 
中小企業財務管理 

模組名稱 

Module Name 

事業經營與商務管理模組 (二技) 國際商務跨領域模組(四技) 英文課程名稱 

English Name of Course 
Financial Management for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s 學制 

School System 

【【【【Day School】】】】 ■日二技 2-Year College ■日四技 4-Year College 

 年級 

Year 

4(二技) 

4(四技) 必修/選修 

Required or Elective Course 
■選修 Elective course 學分/時數 

Credits/Hours 
3 學分(每學期)/3 小時(每週) 學期/學年 

Course Type 
■學期 semester course 開課單位 

Dept. of Offering 

Courses 

國際企業管理系 

課程概要 

Course Content 

課程目標 

Objectives 

配對之 能力指標 

Correspon

ding Skill 

Indicator / 

Standard 

對應的 產業別 

Correspon

ding to 

Industry 

產業對應的知能 

Knowledg

e 

Correspon

ding to 

Industry 

對應的 升學領域 

Correspon

ding Grade 

Promotion 

Area 

對應升學 領域的知能 

Knowledg

e of 

Correspon

ding 

Grade 

Promotion 

Territory 台灣為中小企業居多之經濟體系，本課程以一般企業為主體，在財務理論下，探討中小企業在財務管理上之思維與實務運作狀況。課程內容包含：貨幣時間價值、資金取得與成本、預算編列與審查、投資計劃評估、資本結構，及股利政策等。 

 

Based on the fact that 

most enterprises in Taiwan 

are small or median in 

size, this course covers the 

issues of "time value of 

money", "capital and it’s 

cost", "capital budgeting", 

"evaluation of 

investment", "capital 

structure" and the 

"dividend policy". All of 

the aforementioned issues 

are critical and practical 

for Taiwanese 

corporations.  

1.使學生在修習本課程後將具備健全之資金概念，獲得從成本面、效益面看待財務問題之能力。 

2.讓學生從代理角度瞭解公司營運之連結性，並具備基礎之管理技巧。 

3.培養學生於資源(即資金)募集、分配與運用上之策略性思維能力。 

 

Students will possess the 

sound concepts on financial 

management. They are 

expected to review the 

financial management as well 

as the firm operations from the 

visions of cost and efficiency. 

Moreover, they can 

understand how the 

corporations work with the 

agency problems in practice, 

consequently, help them 

dealing with the managerial 

skills successfully. 

3-4-1 具備獨立思考、查證事實、與決定之能力 

商務暨商務管理產業 

1.國際經貿分析 

2.經營管理知能 

3.財務金融知能 

13.MBA 

20.國際經貿 

1.觀光與休閒管理 

23.國際企業管理能力 

17.策略、規劃能力 

 

 

  

附件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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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企業管理系-2 中文課程名稱 

Chinese Name of 

Course 

行銷管理與應用 
模組名稱 

Module Name 

事業經營與商務管理模組 (二技) 國際商務跨領域模組(四技) 英文課程名稱 

English Name of Course 
Marketing Theory and Practice 學制 

School System 

【【【【Day School】】】】 ■日二技 2-Year College ■日四技 4-Year College 

 年級 

Year 

3(二技) 

3(四技) 必修/選修 ■選修 Elective course 學分/時數 

Credits/Hours 
3 學分(每學期)/3 小時(每週) 學期/學年 

Course Type 
■學期 semester course 開課單位 

Dept. of Offering Courses 
國際企業管理系 課程概要 

Course Content 

課程目標 

Objectives 

配對之 能力指標 

Corresponding 

Skill Indicator 

/ Standard 

對應的 產業別 
Corresponding 

to Industry 產業對應的知能 
Knowledge 

Corresponding 

to Industry 對應的 升學領域 
Corresponding 

Grade 

Promotion 

Area 對應升學 領域的知能 
Knowledge of 

Corresponding 

Grade 

Promotion 

Territory 本課程以教導學生「企業如何以行銷來創造顧客價值，並因此而創造企業利潤」的基本觀念、理論與管理實務。課程內容包括：行銷程序、市場與消費行為、顧客導向之市場策略、新行銷趨勢(如數位行銷、全球市場)、行銷倫理與社會責任等。 

This course aims to 

teach students the 

basic concept and 

practice of “How to 

go through the way of 

marketing to create 

value for customers, 

and then generate 

profit to firm in 

return ” In this 

course, students are 

encouraged to go 

outside the classroom 

for exploring those 

marketing activities 

in real business 

world.   Topics in 

this course include 

marketing process, 

understanding 

marketplace and 

customers, designing 

a customer-driving 

marketing strategy 

and practices, global 

marketing and 

marketing 

ethics…etc. 

本課程目的在於介紹一通往國際行銷的道路。 

1.使學生可以認識及瞭解企業經理們如何做好他們的行銷管理以創造顧客價值，進而使企業獲利的知識與能力。 

2.並讓同學開始學習如何使用各種行銷技能，諸如：如何擬定能使企業獲利的顧客關係策略？如何掌握行銷環境、資訊與顧客之購買習性？如何做行銷定位？如何訂價？如何掌握行銷通路與供應鏈管理？與如何與顧客溝通(促銷、廣告、直銷)？ 

3. 培養學生遵循國際行銷企業倫理的知識。 

4.培養學生的思考、邏輯與創意能力。 

1. This course introduces the 

understanding of value creation for 

customers and profit creation for 

them self in return. 

2. Learning real marketing strategy 

and practices in how to 

understanding customers; How to 

establish partnership with 

customers; How to positioning; 

How to pricing; How to 

communicate customer value (such 

as advertising, promotion, direct 

marketing).  

3. Since this course emphasizes 

deep thinking, reasoning and real 

exercises, the course will be 

conducted by the means of lectures, 

small cases study and exercises.  

4.Also, practitioners would be 

invited to the class to share their 

experience in the real world. In 

addition, the course requests 

students doing a group project by 

going outside for collecting 

marketing information in the real 

world. 

3-3-1 善用與整合各種管理技巧及其運用之知能 

商務暨商務管理產業 

5.行銷企畫與執行能力 

10.商務接洽與談判 

21.全球經貿現勢分析能力 

13.MBA 

20.國際經貿 

1.觀光與休閒管理 

23.國際企業管理能力 

17.策略、規劃能力 

10.對主修語言國家史地、政治、法律、經濟、社會現況的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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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企業管理系-3 中文課程名稱 

Chinese Name of Course 
現代管理學 

模組名稱 

Module Name 

事業經營與商務管理模組 (二技) 國際商務跨領域模組(四技) 英文課程名稱 

English Name of Course 
Contemporary Management 學制 

School System 

【【【【Day School】】】】 ■日二技 2-Year College ■日四技 4-Year College 

 年級 

Year 
3 必修/選修 

Required or Elective Course 
■選修 Elective course 學分/時數 

Credits/Hours 
3 學分(每學期)/3 小時(每週) 學期/學年 

Course Type 
■學期 semester course 開課單位 

Dept. of Offering Courses 
國際企業管理系 課程概要 

Course Content 

課程目標 

Objectives 

配對之 能力指標 

Correspondi

ng Skill 

Indicator / 

Standard 

對應的 產業別 
Corresponding 

to Industry 產業對應的知能 
Knowledge 

Correspondi

ng to 

Industry 
對應的 升學領域 

Correspondi

ng Grade 

Promotion 

Area 
對應升學 領域的知能 

Knowledge of 

Corresponding 

Grade 

Promotion 

Territory 本課程從營利與非營利的角度導入現代管理的概念，分別以管理者與被管理者的視野剖析現代管理理念，內容包括： 

1. 管理概念與經理人的角色 

2. 管理環境介紹  

3. 計畫、決策與競爭優勢 

4. 組織與變革 

5. 個人領導與團體領導 

6. 控制的活動與程序 

This course includes: 

1. Management and 

managers 

2. The environment 

of management 

3. Planning, decision 

making, and 

competitive 

advantage 

4. Organizing and 

change 

5. Leading 

individuals and 

groups 

6. Controlling 

essential activities 

and processes 

本課程以建立現代管理理論基礎為主要目的，期望達到下列各項目標： 

1. 引導學生閱讀英文教科書 

2. 介紹學生企業管理的範疇和管理技巧 

3. 培養學生邏輯性思考和分析的能力 

4. 訓練學生針對企業問題的溝通與表達能力 

5. 教導學生撰寫管理性報告的能力 

This course aims to: 

1. Teach Freshmen 

how to read English 

textbook. 

2. Introduce students 

the scope and skills 

of management. 

3. Cultivate students 

the logical thinking 

and analytical 

capability. 

4. Train students the 

business 

communication skills 

and problem solving 

capability. 

5. Teach students 

business report 

writing ski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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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務暨商務管理產業 

31.公司治理能力 

32.企業倫理與社會責任 

22.經營管理知能 

4.餐飲與旅運管理
13.MBA 

20.國際經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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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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企業管理系-4 中文課程名稱 

Chinese Name of Course 
會計與財務報表分析 

模組名稱 

Module Name 

事業經營與商務管理模組 (二技) 國際商務跨領域模組(四技) 英文課程名稱 

English Name of Course 
Accounting and Financial Statement Analysis  學制 

School System 

【【【【Day School】】】】 ■日二技 2-Year College ■日四技 4-Year College 

 年級 

Year 
3 必修/選修 

Required or Elective Course 
■選修 Elective course 學分/時數 

Credits/Hours 
3 學分(每學期)/3 小時(每週) 學期/學年 

Course Type 
■學期 semester course 開課單位 

Dept. of Offering Courses 
國際企業管理系 

 課程概要 

Course Content 

課程目標 

Objectives 

配對之 能力指標 

Correspondi

ng Skill 

Indicator / 

Standard 

對應的 產業別 
Correspon

ding to 

Industry 產業對應的知能 
Knowledge 

Correspondi

ng to 

Industry 
對應的 升學領域 

Correspon

ding Grade 

Promotion 

Area 
對應升學 領域的知能 

Knowledge of 

Correspondin

g Grade 

Promotion 

Territory 本課程之目的，在讓學生了解會計學與財務報表之運用。學生經學習後，能了解會計資訊之意義以利於日後相關決策中之運用。本課程內容包括會計與商業環境、會計之基本概念、會計循環、財務報表分析概念、財務報表的限制等。 

This course discusses 

accounting principles, 

procedures and sections 

on recording and 

reporting business 

transactions, 

fundamentals and 

limitations of financial 

statement analysis 

1. 幫助學生理解會計學的基礎概念與功能。 

2. 使學生能編製基本會計報表。 

3. 使學生能了解會計及財務報表資訊之意義以利於日後相關決策中之運用。 

This course is designed 

to teach students the 

concepts and uses of 

financial accounting 

information, and to 

prepare students to 

interpret and analyze 

financial statements 

effectively. 

1-3-1具有判讀或分析財務金融議題的能力。 

1-3-2認識與了解法律相關議題。 

商務暨商務管理產業 

14.商業知識運用 

26.金融專業知能 

13.MBA 

20.國際經貿 

29.財務金融 

23.國際企業管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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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企業管理系-5 中文課程名稱 

Chinese Name of Course 
經濟學理論與應用  

模組名稱 

Module Name 

事業經營與商務管理模組 (二技) 國際商務跨領域模組(四技) 英文課程名稱 

English Name of Course 
Economics Theory and Practice 學制 

School System 

【【【【Day School】】】】 ■日二技 2-Year College ■日四技 4-Year College 

 年級 

Year 
3 必修/選修 

Required or Elective Course 
■選修 Elective course 學分/時數 

Credits/Hours 

3 學分(每學期)/ 

3 小時(每週) 學期/學年 

Course Type 
■學期 semester course 開課單位 

Dept. of Offering Courses 
國際企業管理系 

 課程概要 

Course Content 

課程目標 

Objectives 

配對之 能力指標 

Correspon

ding Skill 

Indicator / 

Standard 

對應的 產業別 

Correspon

ding to 

Industry 

產業對應的知能 

Knowledge 

Correspondi

ng to 

Industry 

對應的 升學領域 

Correspon

ding Grade 

Promotion 

Area 

對應升學 領域的知能 

Knowledge of 

Corresponding Grade 

Promotion Territory 本課程內容包括： 不需任何商管背景知識，盼能介紹經濟學之美。若能認真聽講、閱讀、互勉、良性競爭與自律，將領悟採用文字淺、評價極佳的英文版教科書之用意。內容有：市場、價值決定、均衡、管制、供給者決策、成本與利潤、價格接受、價格制定、外部性、總體經濟產出。本課程係全英語授課。 

No prior knowledge of 

economics or business 

is assumed. Notions 

such as market, price 

determination, 

equilibrium, 

regulation, producer’s 

decision-making, cost 

and profit, 

price-taking, 

price-making, 

externalities, and 

national income will 

be introduced at the 

entry level with a 

textbook written in 

plain English. Neither 

calculus nor 

indifference map will 

be used.  The official 

language for this 

course is English.  

1.讓學生聚焦於獨立思考與批判能力之培養。 

2.使學生開拓經濟分析的視野。 

3.讓學生養成閱讀英文版商管類教材之習慣。 

4.使學生具備往後的經貿財金課程之基礎。 

Introduce a small 

subset of 

materials often 

covered by 

teachers in our 

counterparts. The 

natural tradeoff is 

emphasizing 

deep and critical 

thinking as well 

as creating an 

open-minded yet 

stimulating 

atmosphere at 

which English 

serves as a tool, 

not the target per 

se. Prepare 

students for 

upper-level core 

courses, not 

necessarily 

confined to the 

preparation of 

graduate studies. 

4-3-2 具備基本談判能力 

商務暨商務管理產業 

21.全球經貿現勢分析能力 

18.商務報告寫作能力 

 

13.MBA 

20.國際經貿 

10.對主修語言國家史地、政治、法律、經濟、社會現況的瞭解 

13.對國際經貿、政治、法律及國際關係情勢的掌握 

23.國際企業管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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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藻外語大學「商管學程」規劃書 

一、學程名稱：商管學程 

二、學程負責單位：國際企業管理系 

三、規劃與審查單位：國際企業管理系、英國語文系 

四、設置宗旨：協助文藻學生建立第二專長─商管領域。 

五、申請修讀資格：四技二年級以上之學生(國際企業管理系學生不可選讀) 

六、申請及審核程序： 

    1. 檢附資料：申請表、中文成績單。 

    2. 截止期限：依學校行事曆，每學期開學時公告申請。 

    3. 公告結果：在審核完畢後，於教務處網頁公告核准名單。 

七、學分規定：至少 24 學分  

    1. 學程所開設之科目為某一系之必修科目時，該系學生得免修，但以 6 學    

       分為限，惟其學程所缺學分，應從此學程中其他選修科目補足。 

    2. 學程所開設之科目為某一系之選修科目時，已修該科目學生得免修，但 

       以 6 學分為限，惟其免修學分不得再採計為學生所屬學系之畢業學分。 

    3. 指導教師將依學生曾修習過之商業課程，協助學生選修專一領域至少三 

       門課，深入各商學領域專業。 

八、核發學程證書之規定： 

    1. 申請期限：學生於畢業前完成本學程總學分要求時，應主動於畢業前一  

                 個月向國際企業管理系提出申請。 

    2. 檢附資料：請向註冊組申請中文歷年成績表乙份，交國際企業管理系審核。 

    3. 證書核發：申請經國際企業管理系審核通過，並經英語暨國際學院院長、教務長及校長

同意後，將由本校授與「商管學程」證明書。 

九、學程中心聯絡處：國際企業管理系系務助理  

十、學程科目： 

                                                                              

商管學程商管學程商管學程商管學程 

(以下課程皆為以下課程皆為以下課程皆為以下課程皆為 3 學分學分學分學分 3 小時小時小時小時)   
必修課程 (共廿一學分) 

課程名稱 學分數 選修時間 備註 

現代管理學 3 3 上 可修英文系之英文商業概論 會計與財務報表分析  3 3 下  

英文商業寫作 3 3 上 英文系之課程 

經濟學理論與應用 3 3 上  

中小企業財務管理 3 4 上 可修英文系之英文財管入門 

行銷管理與應用 3 3 下 可修英文系之英文行銷概論 

人力資源管理 3 4 下  

選修課程 (至少三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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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貿易實務 3 3/4 上/下  

消費者行為 3 3/4 上/下  

國際金融與匯兌 3 3/4 上/下  

國際物流管理 3 3/4 上/下  

組織行為學 3 3/4 上/下  

企業經營與模擬 3 3/4 上/下  

國際企業個案研究 
3 3/4 上/下 

可修英文系之英文國際企業

個案研討 

商業英語口語訓練 3 3/4 上/下 英文系之課程 

國際法概論 3 3/4 上/下 英文系之課程 

註註註註：：：：    

1.1.1.1.若選修本系日四技的課程若選修本系日四技的課程若選修本系日四技的課程若選修本系日四技的課程，，，，則須經授課老師同意並簽名則須經授課老師同意並簽名則須經授課老師同意並簽名則須經授課老師同意並簽名。。。。    

2.2.2.2.以上必修課程若曾修習並抵本科系畢業總學分者以上必修課程若曾修習並抵本科系畢業總學分者以上必修課程若曾修習並抵本科系畢業總學分者以上必修課程若曾修習並抵本科系畢業總學分者，，，，可選擇選修課程抵商管學程必修科目可選擇選修課程抵商管學程必修科目可選擇選修課程抵商管學程必修科目可選擇選修課程抵商管學程必修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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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傳播藝術系(自 103 學年度第一學期申請適用)  

系所 

輔系 

/雙主

修 

申請條件 
應修學分

數 

必修科目 

選修科目 類

別 
科目 

學期/學

年 

學分

數 
備註 

傳播

藝術

系 

輔系 

(1)前一學年

學業總平均

成績達75分

以上。(2)前

一學期操行

成績達80分

以上。(3)通

過面試。 

23 學分(系

訂必修 14

學分，選修

9 學分) 

 傳播概論傳播概論傳播概論傳播概論 學期學期學期學期 2  

本系系訂必

修、必選修和

選修科目均可

選修。 

 
廣播節目企劃與

製作 
學期 3  

 企劃寫作 學期 3  

 媒體製作 學期 3  

 廣告企劃與製作 學期 3  

雙主

修 

(1)前一學年

學業總平均

成績達75分

以上。(2)前

一學期操行

成績達80分

以上。(3)通

過面試。 

40 學分(系

訂必修 20

學分，選修

20 學分) 

 傳播概論傳播概論傳播概論傳播概論  學期學期學期學期  2  

本系系訂必

修、必選修和

選修科目均可

選修。 

 媒體製作 學期 3  

 
廣播節目企劃與

製作 
學期  3  

 企劃寫作 學期 3  

 
電視節目企劃與

製作 
學期 3  

 廣告企劃與製作 學期 3  

 畢業專題 (一 )  學期  1  

 畢業專題 (二 )  學期  1  

 畢業專題 (三 )  學期  1  

備註：自九十五學年度申請雙主修者，畢業前須通過雙主修系之畢業門檻。    

    

  

附件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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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華系-1 

中文課程名稱 
Chinese Name of Course 

中文專班(一) 

英文課程名稱 
English Name of Course 

Chinese Classes for Foreign Students 1 

學制 

School System 

【【【【Day School】】】】 

□日二技 2-Year College 

■日四技 4-Year College 

【【【【Division of Continuing Ed.】】】】 

□進二技 2-Year College 

□進四技 4-Year College 

年級 

Year 
1 

必修/選修 

Required or Elective 

Course 

■必修 Required course 

□選修 Elective course 

學分/時數 

Credits/Hours 

  2 學分(每學期)/ 

Credits per semester/ 

2 小時(每週) 

Hours per week 

學期/學年 

Course Type 

□學年 Year-long course 

■學期 semester course 

開課單位 

Dept. of Offering Courses 
應用華語文系 

課程概要 

Course Content 

中文 Chinese： 本課程主要以簡單的問答方式進行；教授基本數字、生詞及生活所需用語，讓學生於此一階段可以簡短回答與個人相關事務如國籍、居住地、幾歲等等。除利用件單問答方式進行外，並加強認讀部分，以短語→短句→長句的分段進行認讀、聽打練習，在詞彙上增加描述性生詞，讓學生可以使用短句 透過說/寫方式描述個人物品或個人經驗。  

This course will be conducted on the bases of short dialogues to include 

numbers, basic words and simple phrases related to simple everyday situations,  

so that students can ask and answer simple questions in areas of immediate need 

or personal details; such as nationality, address, age etc. In addition to short 

dialogues, course instructions will put some stress on character recognition and 

writing from phrase→to short sentences,→and then to long sentences. Some 

words of description will be added to lessons, so that students can describe 

personal objects or experiences in speaking and writing. 

課程目標 

Objectives 

中文 Chinese： 1. 在有視覺協助及可重複閱讀的情況下，能掌握基本數字、詞彙及簡單的短語並能大致理解句子內容。 2. 在對方說話緩慢且清晰，並隨時準備提供協助的前提下，能聽懂基本短語或常用詞。 3. 能簡短地回答與個人生活密切相關的問題。例如：購物、定約會、打電話、住在哪裡、認識什麼人、擁有的事物等。能使用熟悉的日常用語與詞彙簡單地描述人物、地點及物品。 4. 能寫/打出簡單、不連貫的短語和句子。 
1. With the help of visual aids and repeated reading, students can read numbers, basic words 

and simple phrases, and understand the content of sentences roughly.  

2. Students can basic words  and phrases when people speak slowly and clearly and ready to 

give immediate assistance needed.   

3. Students can briefly answer questions related to personal life, e.g. shopping, making 

appointments, making phone calls, giving information of address, acquaintances and 

personal belongings. Students can use familiar basic words and phrases to describe people, 

places and objects in a simple way.  

4. Students can type/write 
simple

 isolated
 
phrases and sentences. 

配對的能力指標 

Corresponding Skill 

Indicator / Standard 

能認識中文表達基本原則與方法 

能認識中文閱讀基本用語及方式 

一般知能 

General Skills 
中文能力 

附件 13 



146 

 

應華系-2 

中文課程名稱 

Chinese Name of 

Course 

中文專班(二) 

英文課程名稱 

English Name of 

Course 

Chinese Classes for Foreign Students 2 

學制 

School System 

【【【【Day School】】】】 

□日二技 2-Year College 

■日四技 4-Year College 

【【【【Division of Continuing Ed.】】】】 

□進二技 2-Year College 

□進四技 4-Year College 

年級 

Year 
1 

必修/選修 

Required or Elective 

Course 

■必修 Required course 

□選修 Elective course 

學分/時數 

Credits/Hours 

  2 學分(每學期)/ 

Credits per semester/ 

2 小時(每週) 

Hours per week 

學期/學年 

Course Type 

□學年 Year-long course 

■學期 semester course 

開課單位 

Dept. of Offering Courses 
應用華語文系 

課程概要 

Course Content 

中文 Chinese： 本課程將以對話、對談的方式進行，以簡單的回答問題、回應敘述作為課程主要活動；帶入基本句型，使學生能夠使用能在上言談時表明自己的想法，並能以較慢的速度完成較長時間的對話。同時進行認讀、聽打的練習，使學生能閱讀簡單物件，如名片等。 

英文 English: 

The course will be conducted with dialogues and discussions. Classroom 

activities are mostly answering questions and responsive descriptions. Basic 

sentence patterns will be given to help, students learn how to express their own 

ideas and omplete longer conversations slowly. 

課程目標 

Objectives 

中文 Chinese： 1. 當言語清楚且緩慢的情況下，對於簡短的言談，能理解內容與掌握重點。 2. 能使用簡單的短語或句子敘述個人背景、日常生活中熟悉的事物及每日例行性事務。 3. 能運用詞彙、短句寫出簡短的卡片、字條、簡訊等。 
英文 English: 
1. Students can understand the content and get the points of a discourse when it  

clear and done at a slower rate.  

2. Students can use simple phrases or sentences to communicate limited 

information of personal background, and familiar things in daily life. 

3. Students are able to write cards, short notes and text massages, and so on with 

basic words and phrases. 

配對的能力指標 

Corresponding Skill 

Indicator / Standard 

能認識及應用中文表達基本用語及方式 

能認識中文閱讀基本用語及方式 

一般知能 

General Skills 
中文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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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華系-3 

中文課程名稱 
Chinese Name of Course 

中文專班(三) 

英文課程名稱 
English Name of Course 

Special Chinese program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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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用華語文系 

課程概要 

Course Content 

中文 Chinese： 本課程以簡易短文或較長對話為起點，讓學生培養中文思維；再以短片帶入聽力學習及簡短感想敘述；進一步將範圍擴大運用到廣告文宣、留言、書信等等範圍。 能回應、表達意見、描述自己的經驗。 
英文 English: 

The course will be started with essays and longer dialogues, so as to train 

students to think in Chinese. Short films will then be added to the course to 

enhance students’ ability in t listening comprehension and in giving film 

review.And then teaching materials will be expanded to advertisement, memo, 

letters, etc. so that students learn to respond, to express themselves with their 

opinions and experiences in Chinese. 

課程目標 

Objectives 

中文 Chinese： 1. 能簡單地描述短片的內容。 2. 能理解用日常生活詞彙或工作常用詞彙完成任務或寫成短文。 3. 能運用簡單的辭彙寫出簡短的電子郵件，表達立即的需求，如：感謝、道歉、邀請等。 
英文 English: 
1. Students can describe the main idea of the film clips in a simple way.  

2. Students can use basic vocabulary of work/daily life or to complete their 

tasks or to write essays.  

3. Students can use simple words to write e-mail, tor express immediate needs, 

such as: gratitude, apology, and invitations. 

配對的能力指標 

Corresponding Skill 

Indicator / Standard 

能認識及應用中文表達基本用語及方式 

能認識及應用中文閱讀基本用語及方式 

一般知能 

General Skills 
中文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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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華系-4 

中文課程名稱 
Chinese Name of Course 

中文專班(四) 

英文課程名稱 
English Name of Course 

Chinese Classes for Foreign Students 4 

學制 

School System 

【【【【Day School】】】】 

□日二技 2-Year College 

■日四技 4-Year College 

【【【【Division of Continuing Ed.】】】】 

□進二技 2-Year College 

□進四技 4-Year College 

年級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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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用華語文系 

課程概要 

Course Content 

中文 Chinese： 本課程主要透過短篇文章讓學生習慣成段甚至成篇的文字敘述，藉以提升學生之讀寫能力。課程內容除了一般應用文課程所欲達之目標外，本課程也著重於如何在文章中適當的使用較正式詞彙及撰寫信件或簡易自傳。 
英文 English: 

The purpose of this course is to enhance students’ ability in Chinese reading and 

writing through the process of accustomed reading short articles paragraph by 

paragraph. The course content also focuses on how to write Chinese letters or 

brief autobiographies with proper written words.   

課程目標 

Objectives 

中文 Chinese： 1. 談話內容與工作、學習、娛樂相關的熟悉話題，且講話人的口齒清晰、語音標準時，能了解內容大意和重要細節。 2. 能讀懂個人感興趣的主題或與專攻領域相關的文章；前提是文章以淺白、平鋪直敘的方式寫作而成。 3. 能直接且連貫地描述個人相關經驗及感覺、夢想、希望、真實或想像事件。 4. 能寫出詳細的私人信件，藉由描述經驗、情感、事件等，傳達切身相關的訊息。 
英文English: 

1. Students can understand the main idea and important details of the 

conversation when the other person speaks clearly and accurately, and the 

topics are related to work, study, entertainmentt, etc. 

2. Students are able to read articles related to personal interest or expertise when 

the article is written in a plan and  straightforward way.  

3. Students can directly and coherently describe personal experience, feelings, 

dreams, and hopes; real or imagined events.  

4. Students can write detailed personal letters to convey relevant information by, 

describing experiences, feelings, and events etc. 

配對的能力指標 

Corresponding Skill 

Indicator / Standard 

能認識及應用中文表達基本用語及方式 

能認識及應用中文閱讀基本用語及方式 

一般知能 

General Skills 
中文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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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華系-5 

中文課程名稱 
Chinese Name of Course 

中文專班(五) 

英文課程名稱 
English Name of Course 

Chinese Classes for Foreign Students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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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用華語文系 

課程概要 

Course Content 

中文 Chinese： 本課程主要透過中篇文章讓學生習慣成篇的文字敘述，藉以提升學生之讀寫能力。課程內容著重於讓學生撰寫專業信件如求職信、履歷。 透過小組活動讓學生嘗試創作故事，並描述展現成果。 
英文 English: 

The purpose of this course is to enhance students’ ability in Chinese reading and 

writing through the process of accustomed reading lengthy article as newspapers 

and magazines. 

The course content focuses on getting students to write professional letters, such 

as cover letters and curriculum vitas. The students will be put into groups to try 

to create stories, so they can describe what they have learned and present their 

achievements. 

課程目標 

Objectives 

中文 Chinese： 1. 能有次序地說明計畫或事件；必要時，能提出簡短的理由支持自己的看法。 2. 能讀懂文章上的標題及內容，擷取並轉述文章大意。 3. 能寫出履歷或故事等較具組織性或創造性的文章。 
英文English: 
1. Students can orderly explain a plan or an event; if necessary, they can propose 

a brief justification for their views.  

2. Students can read the title and content of newspaper articles, and then capture 

and relay the main point of the article. 

3. Students are able to write more organized or creative articles, as stories, 

biographies etc. 

配對的能力指標 

Corresponding Skill 

Indicator / Standard 

能應用所學之中文與他人進行互動 

一般知能 

General Skills 
中文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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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藻外語大學國民小學教師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教育專業課程科目及學分」 

【103學年起適用版】 

 103.04.22 師培中心課程規劃小組會議、中心會議通過 

一、必修科目：至少修習至少修習至少修習至少修習 34 學分 

課程類別 課程中文名稱 課程英文名稱 學分數 備  註 

一、教育基礎課

程（至少選修 2

科，4 學分） 

1.教育心理學 Educational Psychology 2 必選 

2.教育概論 Introduction to Education 2 
※左列3科

至少選1科 
3.教育哲學 Philosophy of Education 2 

4.教育社會學 Sociology of Education 2 

二、教育方法課

程（至少選修 5

科，10 學分） 

1.教學原理 Principles of Instruction 2 必選 

2.課程發展與設計 
Curriculum Development and 
Design 2 必選 

3.班級經營 Classroom Management 2 必選 

4.教育測驗與評量 
Educational Testing and 
Assessment 2 

 5.輔導原理與實務 
Principles and Practice of 
Guidance 2 

6.教學媒體與操作 Instructional Media and Practice 2 

三、教學基本學

科課程(至少選

修 4 個領域個領域個領域個領域，10

學分) 

 

 

 

 

 

 

 

 

 

 

 

 

 

社會領域社會領域社會領域社會領域 
社會學習領域概

論 
Introduction to Social Studies 2 必選 

語文領域語文領域語文領域語文領域 

1.兒童英語 English for Children 2 

 
2.寫字及書法及書法及書法及書法 Chinese Calligraphy 2 

3.兒童文學 Children’s Literature 2 

4.鄉土語言 Dialects 2 

5.國音及說話 
Chinese Phonology and 
Speaking 2 必選必選必選必選 

6.寫作寫作寫作寫作 Writing Composition 2  

數學領域數學領域數學領域數學領域 1.普通數學 General Mathematics 2 必選必選必選必選 

自然與生自然與生自然與生自然與生

活科技領活科技領活科技領活科技領

域域域域 

1.自然科學概論 Introduction to Natural Science 2 

 
2.生活科技概論 

Introduction to Dail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 

藝術與人藝術與人藝術與人藝術與人

文領域文領域文領域文領域 

1.音樂 Music 2 

 

2.藝術概論 Introduction to Arts 2 

3.美勞 Arts and Crafts 2 

4.表演藝術 Performing Arts 2 

5.鍵盤樂 Keyboard 2 

健康與體健康與體健康與體健康與體

育領域育領域育領域育領域 

1.健康與體育 Health and Physical Education 2 

 2.民俗體育 Folk Sports 2 

3.健康教育健康教育健康教育健康教育 Health Education 2 

綜合活動綜合活動綜合活動綜合活動 1.童軍 Scouting 2  

附件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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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域領域領域領域 

 
 

二、選修科目：至少修習至少修習至少修習至少修習 6 學分 

課   程  中  文   名   稱 課 程 英 文 名稱 學分數 備註 

1.初等教育 Elementary Education 2 「「「「教育議題專題教育議題專題教育議題專題教育議題專題」」」」課程為必選課程為必選課程為必選課程為必選 2學分學分學分學分
(含藝術與美感教含藝術與美感教含藝術與美感教含藝術與美感教育育育育、、、、性別教育性別教育性別教育性別教育、、、、人人人人權教育權教育權教育權教育、、、、勞動教勞動教勞動教勞動教育育育育、、、、法治教育法治教育法治教育法治教育、、、、生生生生命教育命教育命教育命教育、、、、品德教品德教品德教品德教育育育育、、、、家政教育家政教育家政教育家政教育、、、、家家家家庭教育庭教育庭教育庭教育、、、、海洋教海洋教海洋教海洋教育育育育、、、、多元文化教多元文化教多元文化教多元文化教育育育育、、、、新移民教育新移民教育新移民教育新移民教育、、、、原住民教育原住民教育原住民教育原住民教育、、、、媒體媒體媒體媒體素養教育素養教育素養教育素養教育、、、、生涯發生涯發生涯發生涯發

2.親職教育 Parental Education 2 

3.人權教育 Human Rights Education 2 

4.環境教育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2 

5.生命教育 Life Education  2 

6.教育行政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 2 

7.人際關係與溝通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and 

Communication 

2 

8.生涯教育 Career Education 2 

9.教育法規與實務 Educational Code and Practice 2 

10.特殊教育導論 Introduction to Special Education 3 

11.資訊教育 Information Education 2 

12.發展心理學 Human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2 

四、教材教法與

教學實習課程 

(至少選修 5

科，共 10 學分，

其中教材教法

必選 3-4 個領域

至少 4 科科科科 8 學

分)  

 

※教學基本學

科課程為教材

教法課程之先

備課程。 

 

 

 

 

 

 

 

1.國民小學教學實習 Educational Practicum 2 必選 

國民小學國民小學國民小學國民小學

語文教材語文教材語文教材語文教材

教法教法教法教法 

2.國民小學國語教

材教法 

Teaching Materials and Methods 

for Chinese 2 必選 

3.國民小學英語教

材教法 

Teaching Materials and Methods 

for English 2 

 
4.國民小學鄉土語

文教材教法 

Teaching Materials and Methods 

for Native Taiwanese Language 2 

5.國民小學數學教材教法 
Teaching Materials and Methods 

for Mathematics 
2 必選 

6.國民小學英語教學實習 
Practicum for Teaching English 

in Elementary School 
2 

 

 

7.國民小學自然與生活科技

教材教法 

Teaching Materials and Methods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 

8.國民小學社會教材教法 
Teaching Materials and Methods 

for Social Studies 

2 

9.國民小學藝術與人文教材

教法 

Teaching Materials and Methods 

for Arts and Humanities 2 

10.國民小學健康與體育教材

教法 

Teaching Methods and Materials 

for Health and Physical 

Education 

2 

11.國民小學綜合活動教材教

法 

Teaching Methods and Materials 

for Integrated activitie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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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學校行政 School Administration 2 展教育展教育展教育展教育、、、、環境教環境教環境教環境教育育育育、、、、藥物教育藥物教育藥物教育藥物教育、、、、性性性性教育教育教育教育、、、、國際教育國際教育國際教育國際教育、、、、安全與防災教安全與防災教安全與防災教安全與防災教育育育育、、、、理財教育理財教育理財教育理財教育、、、、消消消消費者保護教育費者保護教育費者保護教育費者保護教育、、、、觀觀觀觀光休閒教育光休閒教育光休閒教育光休閒教育、、、、另類另類另類另類教育教育教育教育、、、、生活教育及生活教育及生活教育及生活教育及其他新興議題等其他新興議題等其他新興議題等其他新興議題等各類教育議題各類教育議題各類教育議題各類教育議題，，，，並並並並依當前教育趨勢依當前教育趨勢依當前教育趨勢依當前教育趨勢及教育現場需求及教育現場需求及教育現場需求及教育現場需求適時調整適時調整適時調整適時調整。。。。) 

 

14.電腦輔助英語教學 Computer-Assisted Language Learning 2 

15.兒童心理學 Child Psychology 2 

16.心理與教育測驗 Psychological and Educational Testing 2 

17.性別教育 Gender Education 2 

18.劇場實務與英語教學 Theater Practice for English Teaching 2 

19.行為改變技術 Behavior Modification  2 

20.教育史 Educational History  2 

21.教學視導與評鑑 Supervision and Assessment of Instruction  2 

22.現代教育思潮 Contemporary Educational thoughts 2 

23.比較教育 Comparative Education 2 

24.教育研究法 Methodology for Educational Research 2 

25.教育統計 Educational Statistics 2 

26.遊戲在課程與教學上的應用 The Application of Games on Curriculum 
and Instruction 2 

27.兒童發展與輔導 The Development and Guidance of 
Children 2 

28.潛能開發教育 Education for Potential Development 2 

29.學習策略 The Study of Learning Strategies 2 

30.自我行銷與組織經營教育 Education for Self-Marketing and The 
Management of Institutions 

2 

31.人口教育 Population Education 2 

32.婚姻與家庭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2 

33.閱讀理解策略 Strategy for Reading Comprehension 2 

34.創造思考與創意教學 
Creative Thinking And Creative 

Instruction 
2 

35.普通數學入門 Primary study of mathmatics 2 

36.兒童與青少年文學 Literature for Children and Young Adults 2 

37.兒童英語讀寫教學 Teach children to read and write 3 

38.電影中的教育意涵解析 
Analysis of educational implication from 

movies 
2 

39.教育議題專題教育議題專題教育議題專題教育議題專題 Seminar on Education Issues 2 必選必選必選必選 

40.適性教學適性教學適性教學適性教學 Adapting Teaching 2 
(含分組合作學含分組合作學含分組合作學含分組合作學習習習習、、、、差異化教學差異化教學差異化教學差異化教學) 

41.補救教學補救教學補救教學補救教學  Remedial Teaching 2  ※備註： 

1. 本科目表適用於 103學年度起修習教育學程學生適用，102學年度（含）以前得適用之。 

2. 學分採計：必修科目至少修習 34 學分，選修科目至少修習 6 學分，必修科目中多修習學分得優先列入選修科目計算，合計至少 40學分。 

3. 修習國民小學教學實習：應先修畢班級經營或同時修習班級經營且應先修畢至少兩個不同領域之教材教法科目。 

4. 教學基本學科科目為教材教法科目之先備科目，若未依規定順序修習，得擋修銜接之教材教法科目，各科目之對應關係如下： 教材教法科目 應先修畢科目 備註 國民小學國語教材教法 國音及說話、寫字、兒童文學 ３選１ 國民小學英語教材教法 不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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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小學鄉土教材教法 鄉土語言 國民小學數學教材教法 普通數學 國民小學社會教材教法 社會學習領域概論 國民小學自然與生活科技教材教法 自然科學概論或生活科技概論 國民小學藝術與人文教材教法 

音樂 

5選１ 

藝術概論 美勞 表演藝術 鍵盤樂 國民小學綜合活動教材教法 民俗體育或童軍 國民小學健康與體育教材教法 健康與體育 

5. 師資生修習國民小學教師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教育專業課程期間應至國民小學見習師資生修習國民小學教師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教育專業課程期間應至國民小學見習師資生修習國民小學教師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教育專業課程期間應至國民小學見習師資生修習國民小學教師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教育專業課程期間應至國民小學見習、、、、試敎試敎試敎試敎、、、、實習實習實習實習、、、、補救補救補救補救教學教學教學教學、、、、課業輔導或服務學習課業輔導或服務學習課業輔導或服務學習課業輔導或服務學習（（（（至少至少至少至少 72 小時之實地學習小時之實地學習小時之實地學習小時之實地學習），），），），並經本校認定其內容符合教育專業知能並經本校認定其內容符合教育專業知能並經本校認定其內容符合教育專業知能並經本校認定其內容符合教育專業知能。。。。 

 

師培中心-1 中 文 課 程 名 稱 教育議題專題 模 組 名 稱  英 文 課 程 名 稱 Seminar on Education Issues 學 制 
□日五專 ■日二技 □日四技 □研究所 □進二技 □進四技 年 級 教育學程各年級 必 修 / 選 修 ■必修   □選修 學 分 / 時 數   學分(每學期)/ 2 小時(每週) 學 期 / 學 年 □學年   ■學期  開 課 單 位 師資培育中心 

 

  

課程概要 課程目標 配對之能力指標 對應的產業別 產業對應的知能 對應的升學領域 對應升學領域的知能 含藝術與美感教育、性別教育、人權教育、勞動教育、法治教育、生命教育、品德教育、家政教育、家庭教育、海洋教育、多元文化教育、新移民教育、原住民教育、媒體素養教育、生涯發展教育、環境教育、藥物教育、性教育、國際教育、安全與防災教育、理財教育、消費者保護教育、觀光休閒教育、另類教育、生活教育及其他新興議題等各類教育議題，於其中挑選 3-4 個重要議題，並依當前教育趨勢及教育現場需求適時調整。 

 

一、增進學生在教育領域重要議題的認識及瞭解其研究趨勢。 二、提供師生教育議題討論的平台。 
 

 

1-1-1 具有教育理論基礎的知識。 

1-1-2 具有教育方法論的知識。 

2-1-3 具備社會領域基本知識
(統整自我、人與人、人與環境間的互動關係 

4-1-1 能具備關懷社會及服務人群的教育專業精神 

4-1-3 能具備整合教育的理念及知能，並應用在社會及教學上。 

公、私立國民小學 

培育具有教育專業素養的優秀教師 

 

教育研究 教育基礎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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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培中心-2 中 文 課 程 名 稱 適性教學 模 組 名 稱  英 文 課 程 名 稱 Adaptive Teaching 學 制 
□日五專 ■日二技 □日四技 □研究所 □進二技 □進四技 年 級 教育學程各年級 必 修 / 選 修 □必修   ■選修 學 分 / 時 數   學分(每學期)/ 2 小時(每週) 學 期 / 學 年 □學年   ■學期  開 課 單 位 師資培育中心 

 

師培中心-3 中 文 課 程 名 稱 寫作 模 組 名 稱  英 文 課 程 名 稱 Composition 學 制 
□日五專 ■日二技 □日四技 

□研究所 □進二技 □進四技 
年 級 教育學程各年級 必 修 / 選 修 □必修   ■選修 學 分 / 時 數   學分(每學期)/ 2 小時(每週) 學 期 / 學 年 □學年   ■學期  開 課 單 位 師資培育中心 課程概要 課程目標 

配對之能力指標 

對應的產業別 

產業對應的知能 

對應的升學領域 

對應升學領域的知能 一、本課程規畫以文體習寫為經，與國小作文教學基本文體，如記敘文、應用文、說明文、議論文等需求相互銜接。以寫作技巧為緯，從審題、立意、取材、結構、修辭等方面進行探討，對於未來指導學生具體寫作能力有一定的幫助。  二、表達能力包括兩方面，一為口語，一為文字，本課程透過文字的鍛鍊、結構的安排，幫助學生言之有序、言之有物、言之有味。  三、本課程要求學生寫作前構思、寫作後檢查、批閱後檢討，藉以提昇學生溝通表達的能力。  

1.了解國語文寫作要點  

2.增進國語文寫作技巧  

3.賞析國語文優美作品  

1-1-1 具有教育理論基礎的知識。 

1-1-2 具有教育方法論的知識。 

2-1-1 具備本國語言(國語、英語及台語)之聽說讀寫基本知識(語文) 

2-2-1 據本國語言(國語、英語及台語)之聽說讀寫教與學整合應用之技能
(語文) 

公、私立國民小學 

培育具有教育專業素養的優秀教師 

 

1.語言學研究 

2.國文研究 

3.中國文學研究 

3. 教育基礎理論 

4. 教育方法論 

 

 

課程概要 課程目標 配對之能力指標 對應的產業別 產業對應的知能 對應的升學領域 對應升學領域的知能 本課程將探討適性教學的理論基礎、實務、各教學法、分組、編班、評量、及其相關研究，含分組合作學習、差異化教學。 

 

 

 

 

一、探討適性教學的理論基礎 二、分析適性教學的原理、方法和設計，檢討適性教學的爭議問題及解決途徑 三、討論適性教學的研究方法。 
 

 

1-1-1 具有教育理論基礎的知識。 

1-1-2 具有教育方法論的知識。 

1-2-5 能依學生不同能力及性向採用適切的評量方法以評量學生學習情形 

4-1-3 能具備整合教育的理念及知能，並應用在社會及教學上。 

公、私立國民小學 

培育具有教育專業素養的優秀教師 

 

教育研究 1. 教育基礎理論 

2. 教育方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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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培中心-4 中 文 課 程 名 稱 健康教育 模 組 名 稱  英 文 課 程 名 稱 Health Education 學 制 
□日五專 ■日二技 □日四技 

□研究所 □進二技 □進四技 
年 級 教育學程各年級 必 修 / 選 修 □必修   ■選修 學 分 / 時 數   學分(每學期)/ 2 小時(每週) 學 期 / 學 年 □學年   ■學期  開 課 單 位 師資培育中心 

★以上所提新課業經文教創意產業學院課程委員會(103.4.30)及院務會議(103.5.7)通過。 

    

        

課程概要 課程目標 配對之能力指標 
對應的產業別 

產業對應的知能 

對應的升學領域 

對應升學領域的知能 

1. 健康教育之本質 

2. 健康教學原理與方法 

3. 健康教育議題：藥物濫用防治、性教育、傳染病及非傳染病控制、健康與環境 

4. 學校及社區健康教育 

一、增進學生明瞭影響健康教育基本概念，包括健康教學原理、方法、教材設計、學校及社區健康教育。 二、提供師生健康議題討論的平台。 

 

2-1-5 熟悉良好的健康生活及飲食型態。 

2-2-5 能根據健康與體育之教學目標撰寫適切的教案並熟悉各步驟與方法。 

 

公、私立國民小學 

培育具有教育專業素養的優秀教師 

 

1.健康政策與管理研究 

2.運動與健康管理研究 

3.健康研究 

4.健康照護科學研究 

教育基本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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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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服務服務服務領導學分學程領導學分學程領導學分學程領導學分學程」」」」實施要點實施要點實施要點實施要點(草案)     103學年度第 1學期申請適用 103年 04 月 21日全人教育學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103年 4 月 23日全人教育學院院務會議通過 103年ＯＯ月ＯＯ日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103年ＯＯ月ＯＯ日教務會議通過   
一、 學程名稱：服務領導學分學程 

二、 規劃單位：全人教育學院；學生事務處；國際暨兩岸合作處。 

三、 設置宗旨： 

    本學程之設立，期能透過服務領導學程培養學生「尊重生命」、「愛人如己」的生命態

度；進而運用其語言專業能力參與國際志工的服務活動；同時透過參與社團及課外活動的

經驗，賦予學生主動服務他人之熱忱、培養領導團體之能力，實踐「領導就是服務（to lead 

is to serve）的真諦」，藉以培育學生成為具有「熱愛生命」、「樂於溝通」、「服務領導」

精神的文藻人。進一步於未來實踐社會服務，亦能成為社會各領域的領導人才。 

四、 招生名額：每兩學年招生乙次，每期 30名學員 

五、 申請修讀資格：本校四年制學生修畢第一學年課程，二技學生修畢第一學期課程至最高修

業年級第一學期止（不包含延長修業年限），申請加修學程，並在規定時間內依教務處公告

申請，逾期不予受理。其具體條件有三： 

1. 期許自我從事社會服務之學生 

2. 學校主動發掘具有領導潛能之學生 

3. 對從事國際志工服務具有高度熱忱與志向之學生 

六、 申請程序：學生必須自行攜帶申請表經所屬系主任同意並簽章後向全人教育學院辦公室提

出申請。 

七、 學分規定：最低要求21學分；學生修習學程科目學分，其中至少應有二分之一學分不屬於

下列課程： 

(一) 學生主修學系課程。 

(二) 學生雙主修課程。 

(三) 學生輔系課程。 

八、 核發學程證書之規定： 

(一) 申請期限：學生於畢業前完成本學程總學分要求時，應主動於畢業前一個月向全人教育

學院辦公室提出申請。 

(二) 檢附資料：請向註冊組申請中文歷年成績單乙份，作為學程審核。 

附件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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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學程問題聯絡處：全人教育學院辦公室 分機 7002 

 

服務領導學分學程規劃課程表服務領導學分學程規劃課程表服務領導學分學程規劃課程表服務領導學分學程規劃課程表 

類別 課程名稱 學分 開課學期別 
開課

年級 
承辦單位 備註 

必 

修 

服務領導與靈性發展 3 上學期 1-2 吳甦樂教育中心  

領導與服務學習實務 3 下學期 1-2 
通識教育中心 

學務處 
 

典範人物學習系列講座 3 上上上上學期 1-2 

全人教育學院 

吳甦樂教育中心 

通識教育中心 

 

志工培訓暨海內外服務隊

實踐 
0 上/下學期 3-4 

學務處 

服務學習中心 

國合處 

 

小  計 9  

選 

修 

專業英語演說訓練 3 下學期 1 翻譯系 此類課程

只能認列

其中 1 門 口語表達技巧 2 上學期 2 應華系 

人際關係與溝通技巧 2 上/下學期 3 通識教育中心 此類課程

只能認列

其中 1 門 國際談判與溝通 3 下學期 4 國際事務系 

服務領導專案企劃 2 上/下學期 3-4 吳甦樂教育中心 
此類課程

只能 

認列其中

1 門 
專業報告寫作 2 上學期 3 國際企業系 

邏輯與批判思考 2 上/下學期 1-2 通識教育中心 
此類課程

只能 

認列其中

1 門 

創意思考 2 上/下學期 1-2 通識教育中心 

創意發想與實踐 2 下學期 4 
數位內容應用與

管理系 

國際觀與全球關懷 2 上/下學期 3 吳甦樂教育中心 
此類課程

只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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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課程名稱 學分 開課學期別 
開課

年級 
承辦單位 備註 

國際組織概論 3 下學期 2 國際事務系 
認列其中

1 門 

非營利組織與國際事務 2 上/下學期 2 通識教育中心 此類課程

只能認列

其中 1 門 
非政府組織與志工管理(全

英文) 
3 下學期 2 國際事務系 

小  計 
至少

12 
 

最低要求21學分，學生修習學程科目學分，其中至少應有二分之一學分不屬於下列課程： 

(一) 學生主修學系課程。 

(二) 學生雙主修課程。 

(三) 學生輔系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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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亞語文學院培育目標暨對應核心能力指標一覽表歐亞語文學院培育目標暨對應核心能力指標一覽表歐亞語文學院培育目標暨對應核心能力指標一覽表歐亞語文學院培育目標暨對應核心能力指標一覽表（（（（草案草案草案草案））））    

103 年 4月 21 日院課程會議通過 

                       103 年 4月 25 日院務會議通過 

 

開課開課開課開課    

單位單位單位單位    
學院培育目標學院培育目標學院培育目標學院培育目標    代號代號代號代號    對應核心能力指標對應核心能力指標對應核心能力指標對應核心能力指標    

歐亞語文歐亞語文歐亞語文歐亞語文

學院學院學院學院 

一、培育具備 人 文關

懷、多元文化視野及

跨文化溝通能力的

外語專業人才。 

1-0-1 能了解歐亞地區政經、社會與文化現況，以拓

展多元文化視野。 

1-0-2 能掌握歐亞地區文化、觀光及經貿之發展趨

勢。 

1-0-3 能理解歐亞地區社會、文化特色與差異，培養

跨文化溝通的技巧與能力及發揮國際人文關

懷。 

1-0-4 能培養職場所需之英語及第二外語專業用語

及專業知識，以強化跨文化溝通知能。 

二、培育具備全人品格

與職場倫理之專業

人才。 

2-0-1 能具備符合職場所需之應對技巧與能力。 

2-0-2 認識職場倫理，培育就業實力。 

2-0-3 能內化職場規範，培養團隊合作精神與能力。 

三、培養兼具雙外語能

力、文化知識與跨領

域之專業知能。 

3-0-1 能通過雙外語（英語以及法、德、西或日語）

國際認證之語文能力檢定標準。 

3-0-2 能透過文本及各類媒體，認識歐亞經貿、社

會、文化、歷史及藝術。 

3-0-3 能拓展各類主題之知識，並運用雙語互譯之技

巧。 

3-0-4 具備職場需求之雙外語與跨領域專業發展之

能力。 

3-0-5 能掌握常用的商務職場用語。 

四、培育具有獨立思

考、自主學習與整合

應用能力之雙外語

專業人才。 

4-0-1 能提出有條理及合乎邏輯的問題，並尋求解

答。 

4-0-2 能具備搜尋、彙整與分析資料內容並陳述個人

意見與獨立撰寫報告之能力。 

4-0-3 培養並激發學生自我發掘問題及批判性思考

之能力。 

4-0-4 具備邏輯分析與解決問題之能力。 

4-0-5 具備善用網路或工具書等查閱各相關知識之

能力。 

附件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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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課開課開課開課    

單位單位單位單位    
學院培育目標學院培育目標學院培育目標學院培育目標    代號代號代號代號    對應核心能力指標對應核心能力指標對應核心能力指標對應核心能力指標    

五、培育具國際觀之國

際商務、國際事務、

數位傳播、翻譯與國

際會展、外語文化觀

光或華語文教學等

產業應用能力的複

合型外語實務人才。 

5-0-1 能了解歐亞地區經貿及文化產業之現況與發

展。 

5-0-2 能認識與歐亞語系相關之產業，如國際商務、

國際事務、翻譯與國際會展、數位傳播、外語

文化觀光或華語文教學等產業。 

5-0-3 具備國際商務、國際事務、翻譯與國際會展、

數位傳播、外語文化觀光或華語文教學之雙外

語專業應用之能力。 

5-0-4 能認識台灣與歐盟以及東亞各國之經貿、社會

及文化關係，並應用所學專業語彙。 

5-0-5 具備符合職場需求之應對溝通技巧與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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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教育中心教育目標通識教育中心教育目標通識教育中心教育目標通識教育中心教育目標、、、、各學制各學制各學制各學制核心能力與對應指標表核心能力與對應指標表核心能力與對應指標表核心能力與對應指標表(修正後)  103年 4 月 21日院課程會議通過 103年 4 月 23日院務會議通過 中心教育目標中心教育目標中心教育目標中心教育目標    引導學生自主學習引導學生自主學習引導學生自主學習引導學生自主學習、、、、奠定博雅基礎奠定博雅基礎奠定博雅基礎奠定博雅基礎、、、、開拓宏觀視野開拓宏觀視野開拓宏觀視野開拓宏觀視野，，，，與萬物建立和諧關係與萬物建立和諧關係與萬物建立和諧關係與萬物建立和諧關係，，，，進而進而進而進而發揮潛能並樂於服務發揮潛能並樂於服務發揮潛能並樂於服務發揮潛能並樂於服務。。。。    學制學制學制學制    培育核心能力培育核心能力培育核心能力培育核心能力    配對的能力指標配對的能力指標配對的能力指標配對的能力指標////對應指標對應指標對應指標對應指標    

大學部四技大學部四技大學部四技大學部四技    日間日間日間日間////進修進修進修進修        大學部二技大學部二技大學部二技大學部二技    日間日間日間日間////進修進修進修進修        專科部專科部專科部專科部    

1111 自主管理能力自主管理能力自主管理能力自主管理能力    1111----1111 生活自律能力生活自律能力生活自律能力生活自律能力    1111----2222 自主學習能力自主學習能力自主學習能力自主學習能力    1111----3333 反思能力反思能力反思能力反思能力    1111----4444 生涯規劃能力生涯規劃能力生涯規劃能力生涯規劃能力    2222 問題解決能力問題解決能力問題解決能力問題解決能力    2222----1111 問題解決能力問題解決能力問題解決能力問題解決能力    2222----2222 情緒管理能力情緒管理能力情緒管理能力情緒管理能力    2222----3333 面對挑戰能力面對挑戰能力面對挑戰能力面對挑戰能力    2222----4444 創新思維能力創新思維能力創新思維能力創新思維能力    3333 倫理實踐能力倫理實踐能力倫理實踐能力倫理實踐能力    3333----1111 生命關懷能力生命關懷能力生命關懷能力生命關懷能力    3333----2222 倫理判斷能力倫理判斷能力倫理判斷能力倫理判斷能力    3333----3333 環境保護能力環境保護能力環境保護能力環境保護能力    3333----4444 學習多元文化能力學習多元文化能力學習多元文化能力學習多元文化能力    4444 美學素養能力美學素養能力美學素養能力美學素養能力    4444----1111 美的鑑賞能力美的鑑賞能力美的鑑賞能力美的鑑賞能力    4444----2222 美的推廣能力美的推廣能力美的推廣能力美的推廣能力    4444----3333 美的保護能力美的保護能力美的保護能力美的保護能力    4444----4444 生命的感受能力生命的感受能力生命的感受能力生命的感受能力    5555 分析綜合能力分析綜合能力分析綜合能力分析綜合能力    5555----1111 邏輯思辨能力邏輯思辨能力邏輯思辨能力邏輯思辨能力    5555----2222 批判思考能力批判思考能力批判思考能力批判思考能力    5555----3333 媒體識讀能力媒體識讀能力媒體識讀能力媒體識讀能力    5555----4444 跨領域整合能力跨領域整合能力跨領域整合能力跨領域整合能力    6666 有效溝通能力有效溝通能力有效溝通能力有效溝通能力    6666----1111 傾聽的能力傾聽的能力傾聽的能力傾聽的能力    6666----2222 人際溝通能力人際溝通能力人際溝通能力人際溝通能力    6666----3333 自我表達能力自我表達能力自我表達能力自我表達能力    6666----4444 自我肯定自我肯定自我肯定自我肯定    7777 建立關係能力建立關係能力建立關係能力建立關係能力    7777----1111 團隊合作能力團隊合作能力團隊合作能力團隊合作能力    7777----2222 包容異己的雅量包容異己的雅量包容異己的雅量包容異己的雅量    7777----3333 尊重他人隱私尊重他人隱私尊重他人隱私尊重他人隱私    7777----4444 應對進應對進應對進應對進退退退退能力能力能力能力    8888 答覆使答覆使答覆使答覆使命能力命能力命能力命能力    8888----1111社會社會社會社會關懷能力關懷能力關懷能力關懷能力    8888----2222敬敬敬敬業的業的業的業的工工工工作作作作態度態度態度態度    8888----3333 國際關懷能力國際關懷能力國際關懷能力國際關懷能力    8888----4444 服務領導能力服務領導能力服務領導能力服務領導能力    備備備備        註註註註    1. 每一課程，請至多選擇 6項配對的能力指標配對的能力指標配對的能力指標配對的能力指標。 2. 例如，某一課程的培育核心能力為美學素養能力-開課於大三-配對的能力指標為美的推廣能力，其編號即為 4-33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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