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外國語言 ＶＳ 大學生活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語言中心



語言即是生活！

英語

東北亞語言：日語 韓語

東南亞語言：越南語 泰語 馬來語

歐洲語言：德文 法文 西班牙文

原住民語：排灣族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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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需要
學外語？

理由一：讓你的腦袋更靈活

研究顯示雙語學習能夠訓練解決問題、
靈活度、注意力等大腦功能。

理由二：擴展你的社交圈
鍛鍊你的語言和文化多樣性，可以提
升你的聽力、感受敏銳性以及結交朋
友的能力，進而擴展你的社交圈。

理由三：增加工作機會
跨國性質的工作機會越來越搶手，只
要會多種不同的語言，你的競爭力就
已超越其它的對手。

理由四：想去哪就去得了
會說第二外語不僅是讓你可以順利的
到新的地方生活，還可以協助你與當
地居民溝通無障礙。

圖文來源：周刊2018.3.13 文章 你具備雙語能力嗎？

還在猶豫什麼?

快為自己規劃大學四年的外語學習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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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businesstoday.com.tw/article/category/80409/post/201803130054/


大學四年 英語學習地圖



大學四年 英語學習地圖

5

校定必修

• 大一英文

• 英語聽講

多元選修

• 語中英文選修
課程

• 各系專業英文
微型課程

• 各系EMI (全英
語授課)課程

課外活動

• 語中英語能力
提升活動

• 國事處國際生
交流活動

• 語言類社團

• 語言類競賽

國際交流

• 交換生(學海
飛颺、學海惜
珠)

• 海外實習(學
海築夢、新南
向學海築夢)

畢業門檻

• 英語檢定



英語 課程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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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階 (一般英語課程)

• *多益加強班[輔導課程,無學分]

• *基礎英文(字彙)[0學分]

• *基礎英文(文法)[0學分]

• 基礎英文(聽力)[0學分]

• 故事學英文：初級[2學分]

• *英文繪本與口語訓練[2學分]

註：*表示111-1開設課程

修課目標與未來相關規劃

• 奠定英語基礎

• 欲通過英語檢定(如：多益350分以上)

適合程度(多益10~350分)

7

英語 課程地圖(選修)



中階 (EMI銜接課程)

• *新聞英文[2學分]

• *青少年英文小說[2學分]

• *進階英語聽力檢定[2學分]

• *職場英語簡報自我行銷術[2學

分]

• 科技英文[2學分]

修課目標與未來相關規劃

• 銜接各系所專業英文、英文微
型課程

• 欲通過英語檢定(如：多益550
分以上)

適合程度(多益350~55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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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 課程地圖(選修)



進階 (專業英文課程)

• *進階英文口說與寫作[2學分]

• 批判閱讀與表達[3學分]

英語授課

• *英文(菁英班)[2學分]

• 情感表達與語言溝通[2學分]

• *說故事的藝術：文學、影像與
圖像(EMI)[3學分]

修課目標與未來相關規劃

• 銜接各系所專業英文、英語授

課課程。

• 交換學生(大二~)

• 出國實習(大三~)

適合程度(多益550分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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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 課程地圖(選修)



英語 課外學習/活動

• 英語寫作諮詢中心 Writing Center

• 快速語言交流計畫 Language Speed Dating

• 語言交換活動 CHI-ENG Language Exchange (國際交流社)

• 外語自學區 Book Town & Cyber City

• 線上語言模擬測驗

• 圖書館電子資源 英語線上自學區

• 英語競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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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 國際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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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海外研習補助專區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學海系列計畫辦法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交換學生出國計畫
實施要點



英語 國際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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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 畢業門檻

本校學生於畢業前，應取得具公信力之語言測驗機構舉辦之
外語能力測驗，其通過標準如下：

1.全民英檢（GEPT）中級初試(含)以上。

2.多益（TOEIC）350 分(含)以上。

3. 其他同等程度英檢(或其他外語檢定門檻)，詳見「國立屏
東科技大學外語實務課程實施要點」如右。

4.學生需自費參加測驗，但可依本校訂定之「學生參與英文
能力檢定獎勵辦法」申請補助。

5. 通過者持成績證明單影本二份，一份交給導師，另一份送
交註冊組。

14



全校共同選修

大學四年 第二外語 學習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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輪流
開課

•戲說日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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輪流
開課

•戲說日文

111-1 開設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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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3打工度假
N2留學工作



日語選修課程 日語應用&日檢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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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礎養成課程
(教材：大家的日本語初級1)

日文(一)(二)，具備日文三大句型:名詞句、

形容詞句、動詞句之基本應用能力

• 進階能力課程
(教材：大家的日本語初級Ⅱ、進階1)

日文(三)活用日文句型&考取日檢N5能力

日文(四)活用日文句型&考取日檢N5~N4能力

日文(五)活用日文句型&考取日檢N4~N3能力

日文(六)活用日文句型&考取日檢N3~N2能力

• 生活應用課程(教材內容:50音~N5~N1)

(教材：自製教材，包含影音&紙本內容)

• 加強日語發音及日常溝通之能力

• 配合學習內容解析日文句型，提升日語能力

• 實務演練與體驗活動應用所學，熟習不同領域或
情境之日語表達

• 深入理解日本社會文化，人際關係應對進退，促
進異文化交流

• 熟悉赴日研習、觀光旅遊、打工渡假、企業實習
所需之日語應用



課程目標

學生提升日語能力，

熟習所學

學生具備日語聽說

讀寫譯之基礎能力

學生具備赴日學習

或工作之日語能力

學生能理解日本社

會與產業文化

培養各專業領域之

日語溝通人才

培養終身學習之日

語相關人才

考取國內外以日語

應考之專業證照

• 日文(一)~日文(六)為連續性選修課程，需符合
規定才可跳修。

跳修資格：通過日語能力檢定考試，N5級可跳

修日文(三)， N4級可跳修日文(五)

• 取得【基礎日文】學分可修日文(二)

• 取得【日語會話-生活篇】學分可修日文(二)或
日文(三)

• 日語會話、實務日文、觀光日文、動漫日文、
餐飲日文、媒體日文、彩妝日文，課程無選修
條件，建議具備日語50音發音基礎

選課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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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語選修課程 授課目標&選課規定



日語能力檢定線上模擬測驗驗

N1~N5 需報名使用

日文藏書

•日檢書籍

•文法書籍

•日文自學教材

•其他

日語學習相關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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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日檢考試，每學期開
設考前衝刺輔導課程，可
同時報名線上模擬測驗

N4~N2N5~N1

https://lc.npust.edu.tw/%e7%b7%9a%e4%b8%8a%e6%a8%a1%e6%93%ac%e6%b8%ac%e9%a9%97/


其他外語 選修課程

22



過去三年第二外語暨
原住民語選修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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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 課程名稱 選修人數

東北亞

日文(1)(2)(3)(4)(5) 108/109/110學年，共4,938人

實務日文 108/109/110學年，共138人

觀光日文 108/109/110學年，共194人

彩妝日文 108/109學年，共32人

餐飲日文 108/109學年，共40人

動漫日文 109/110學年，共75人

戲說日文 110學年，共17人

媒體日文 110學年，共27人

韓語(1)(2) 108/109/110學年，共1,020人

服務業韓語 109學年，共24人



過去三年第二外語暨原住民語選修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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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 課程名稱 選修人數

東南亞

泰語(1)(2) 108/109/110學年，共665人

泰語會話(1)(2) 108/109/110學年，共720人

馬來語(1)(2) 108/109/110學年，共604人

越南語(1)(2) 108/109/110學年，共754人

歐洲

西班牙文會話(1) 108學年，共49人

西班牙文(1)(2)(3) 108/109/110學年，共1,068人

法文(1) 108/109學年，共89人

德文(1)(2) 108/109學年，共383人

原住民語 排灣族語生活應用(上) 109/110學年，共188人



外語畢業門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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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 抵免畢業門檻

英語

1. 全民英檢(GEPT)中級初試(含)以上。
2. 托福(TOEFL) (Computer- Based Test)110 分(含)以上或(TOEFL) (iBT) 40 分(含) 以上或(ITP)400 分(含)以

上。
3. 多益（TOEIC）450 分(含)以上【適用舊版多益題型】；多益（TOEIC）350 分 (含) 以上【適用新版多

益題型】。
4. 雅思(IELTS)平均 3.5 級(含)以上。
5. Linguaskill Business 劍橋領思職場英語檢測 CEFR A2 級130分(含)以上 (適用舊版:劍橋大學國際商務英語

能力測驗(BULATS) CEFR A2 級130分(含) 以上。)

6. 劍橋大學國際英語認證(Cambridge Main Suite):PET(含)以上。
7. 大專校院英語能力測驗(CSEPT)：200(含)以上。



第二外語抵免畢
業門檻

26

抵免畢業門檻

日語

財團法人交流協會主辦之日本語能力試驗四級 240 分以
上或新制 N5（含）以上。（適用進修部學生及 102 學年
度(含)前入學之四技日間部）

財團法人交流協會主辦之日本語能力試驗 N5（含）以上。
（適用自 103 學年度(含) 起入學之四技日間部新生）

德語
德國學術交流資訊中心、LTTC 財團法人語言訓練測驗中
心和德國文化中心合作舉辦之德語入門一檢定考試 60 分
以上。

西語
LTTC 財團法人語言訓練測驗中心舉辦之西語檢定考試 60 
分以上。

法語
臺灣法國文化協會舉辦之基本法語能力測驗TCF ( Test de 
Connaissance du Français) 初級及格以上。

韓語
韓國國立國際教育院、駐台北韓國代表部及 LTTC 財團法
人語言訓練測驗中心合作舉辦之 TOPIK I(初級)之韓語檢
定考試 140 分(含)以上。



第二外語抵免畢
業門檻

＊東南亞語系抵免還未納入畢業
門檻，請待日後學校正式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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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免畢業門檻

泰語

• 文藻外語大學泰語能力檢定（泰國清邁大學協辦），對應
CEFR A2。

• 「泰國語文檢定測驗」（TLPT）Thai Language 
Proficiency Test，ระดับT3第3級

• 泰語能力檢定（Chulalongkorn University Proficiency 
Test of Thai as a Foreign Language, CUTFL)，初級

越南語
• 文藻外語大學越南語能力檢定（越南河內國家大學社會科

學與人文大學協辦），對應CEFR A2。

印尼語
• 文藻外語大學印尼語能力檢定（印尼瑪朗國立大學協辦），

對應CEFR A2。



你 /妳準備好要變成大學生了嗎？

從現在開始 學習做自己人生的主人

想給自己一個有國際觀的人生？

就從快樂學習外語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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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wnload

PP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