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109 年度下半年產業人才投資計畫課程 

一、【職場韓語實務會話班】 

1. 上課時間：109/08/04-11/03 每週二 晚間 18:30~21:30 (共 14 週)  

2.資格條件： 

(1)具備韓語發音基礎能力，對韓語會話有學習興趣之在職勞工。 

(2)年滿十五歲以上，具就業保險、勞工保險(不含訓字保、裁減續保、職災續保)、農民健康 

  保險被保險人身份之在職勞工。 

3.報名方式：(依該計畫規定，恕無法直接向推廣部報名)  

(1)請至台灣就業通： https://ojt.wda.gov.tw/  (先加入會員在進行報名) 

(2)報名流程請參考附件說明! 

(3)109/07/24 中午 12:00 起開放線上報名至額滿 25 人截止。 

4.學費：$3,080 元 

(依由台灣就業通報名順序錄取，正取名額本單位於開課前 7-14 天以 e-mail 及電話簡訊通

知繳費及繳交相關報名文件，報名時須先繳交全額費用且需於通知後5日內完成報名手續(繳

費及繳交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存摺封面影本)，逾時者視同放棄，缺額由台灣就業通報名順

序遞補。缺席時數未逾訓練總時數之 1/5，且取得結訓證書者，由勞動部逕行補助)。 

5.課程大綱: 

2020/8/4 職場運用於介紹物品、人稱，例如“工具 도구”、“秘書 비서”。 

2020/8/11 職場運用於介紹地點、時間，例如“公司 회사”、“夏天 여름”。 

2020/8/18 職場運用於“請你給我…”句子。例：명함 주세요. 請你給我名片。 

2020/8/25 職場運用於詢問“…怎麼樣呢？”例：價格怎麼樣呢？가격 어때요? 

2020/9/1 練職場運用於詢問“我該給您什麼呢？”무엇을 드릴까요? 

2020/9/8 職場運用於陳述地點，例：“公司在漢江南邊。” 회사는 한강 남쪽에 있어요. 

2020/9/15 職場運用於詢問號碼，例：您電話號碼是幾號？ 전화 번호는 몇번입니까? 

2020/9/22 
職場運用於陳述移動到某地點。例：社長明天從韓國來台灣。 사장님은 내일 한국에서 

대만에 옵니다. 

2020/9/29 
熟練生活中必用招呼語、職場運用於招呼用語、回答。例：我知道了。알겠습니다. 謝

謝！고맙습니다. 

2020/10/6 
招呼語、餐桌用語-學員們練習說自己的韓文姓名，用韓文自我介紹。練習日常招呼用

語、收受物品用語、餐桌上的用餐用語等。 

2020/10/13 學習陳述“我是某職位、他是某人”。職場運用於“這是某物、會議是某天”等。 

2020/10/20 
學習陳述“這個不是大問題、不是這個密碼嗎？”。職場運用於“折扣商品不是這個、

工程師不是某人等。 

2020/10/27 
學習動作進行的時間(例：春天、週末)。例：韓國人春節拜年嗎？한국인은 설날에 

세배합니까? 

2020/11/3 學習陳述事情、事物的狀態。例：超速駕駛很危險。과속 운전이 아주 위험합니다. 
 

https://ojt.wda.gov.tw/


 

 

二、【多益商務英語能力訓練班】 

1.上課時間：109/08/13-11/26 每週四 晚間 18:30~21:30 (共 15 週)  

            (10/1 中秋節停課) 

2.資格條件： 

(1)具備多益測驗 400 分以上或對多益商務英語能力訓練有學習興趣者。 

(2)年滿十五歲以上，具就業保險、勞工保險(不含訓字保、裁減續保、職災續保)、農民健康 

   保險被保險人身份之在職勞工。 

3.報名方式：(依該計畫規定，恕無法直接向推廣部報名)  

(1)請至台灣就業通： https://ojt.wda.gov.tw/  (先加入會員在進行報名) 

(2)報名流程請參考附件說明! 

(3)109/07/26 中午 12:00 起開放線上報名至額滿 25 人截止。 

4.學費：$3,950 元 

(依由台灣就業通報名順序錄取，正取名額本單位於開課前 7-14 天以 e-mail 及電話簡訊通

知繳費及繳交相關報名文件，報名時須先繳交全額費用且需於通知後5日內完成報名手續(繳 

費及繳交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存摺封面影本)，逾時者視同放棄，缺額由台灣就業通報名順

序遞補。缺席時數未逾訓練總時數之 1/5，且取得結訓證書者，由勞動部逕行補助)。 

5.課程大綱: 

2020/8/13 
Class Introduction: 多益新制與舊制考試內容介紹 &介紹答題技巧/第一回聽力 part 1:照片

描述 & part 2:回答問題 /第一回閱讀 part 5:克漏字技巧與練習 

2020/8/20 第一回聽力 part 3:簡短對話/第一回閱讀 part 6:短文閱讀與填空 

2020/8/27 第一回聽力 part 4:獨白短文敘述/第一回閱讀 part 7:商務對話情境講解 

2020/9/3 第二回聽力 part 1:圖片題的類型演練 & part 2:問答練習/第二回閱讀 part 5: 必考字彙整理 

2020/9/10 第二回聽力 part 3:三人對話,圖表題/第二回閱讀 part 6: 書信/電子郵件 

2020/9/17 第二回聽力 part 4:獨白短文敘述/第二回閱讀 part 7: 廣告、表格、圖表 

2020/9/24 第三回聽力 part 1:照片描述 & part 2: 情境對話分析 /第三回閱讀 part 5: 各詞性單字延伸 

2020/10/8 第三回聽力 part 3:商務對話情境講解/第三回閱讀 part 6: 短文閱讀與填空 

2020/10/15 第三回聽力 part 4:公告事項、天氣、新聞/第三回閱讀 part 7: 公告事項、簡訊 

2020/10/22 第四回聽力 part 1:照片描述 & part 2:回答問題 /第四回閱讀 part 5:克漏字技巧與練習 

2020/10/29 第四回聽力 part 3:簡短對話/第四回閱讀 part 6: 徵才相關文章 

2020/11/5 第四回聽力 part 4:意圖類型、表格題/第四回閱讀 part 7: 文字訊息/線上對話 

2020/11/12 第五回聽力 part 1:照片描述 & part 2:回答問題 /第五回閱讀 part 5:克漏字技巧與練習 

2020/11/19 第五回聽力 part 3:簡短對話/第五回閱讀 part 6:短文閱讀與填空 

2020/11/26 模擬測驗：檢視學員學習成效及檢討試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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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職場日語會話班】 

1.上課時間：109/08/13-11/26 每週四 下午 14:00~17:00 (共 15 週)  

            (10/1 中秋節停課) 

2.資格條件： 

(1)具備五十音且日語基礎會話能力，對日語會話有學習興趣之在職勞工。 

(2)年滿十五歲以上，具就業保險、勞工保險(不含訓字保、裁減續保、職災續保)、農民健康 

   保險被保險人身份之在職勞工。 

3.報名方式：(依該計畫規定，恕無法直接向推廣部報名)  

(1)請至台灣就業通： https://ojt.wda.gov.tw/  (先加入會員在進行報名) 

(2)報名流程請參考附件說明! 

(3)109/07/26 中午 12:00 起開放線上報名至額滿 25 人截止。 

4.學費：$3,620 元 

(依由台灣就業通報名順序錄取，正取名額本單位於開課前 7-14 天以 e-mail 及電話簡訊通

知繳費及繳交相關報名文件，報名時須先繳交全額費用且需於通知後5日內完成報名手續(繳

費及繳交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存摺封面影本)，逾時者視同放棄，缺額由台灣就業通報名順

序遞補。缺席時數未逾訓練總時數之 1/5，且取得結訓證書者，由勞動部逕行補助)。 

5.課程大綱: 

2020/8/13 自我介紹、招呼用語等 

2020/8/20 運用於職場會話/カタログを 3部ください。/請給我 3 份目錄 

2020/8/27 運用於職場會話/何時に会議しますか。/幾點開會呢? 

2020/9/3 運用於職場會話/いつ会社を出ますか。/何時離開公司呢? 

2020/9/10 運用於職場會話/お客様に会いに行きますか。/要去拜訪客戶嗎? 

2020/9/17 運用於職場會話/資料を 3枚コピーしてください。/請幫我影印 3份資料 

2020/9/24 運用於職場會話/会社で残業しています。/ 正在公司加班 

2020/10/8 運用於職場會話/先週日本へ五日出張しました。/上週去日本出差 5 天 

2020/10/15 運用於職場會話/部長は支店へ行きませんでした。/部長沒有去分公司 

2020/10/22 
運用於職場會話/社長の奥さんが作った料理はとてもおいしかった。/社長夫人做的料理

很好吃 

2020/10/29 運用於職場會話/去年、会社の商売はよかったです。/去年公司產品賣得很好 

2020/11/5 運用於職場會話/社長は厳しい人です。/社長是位嚴格的人 

2020/11/12 運用於職場會話/会社でお客さんに電話をします。/在公司打電話給客戶 

2020/11/19 運用於職場會話/この商品のカタログがほしいです。/想要這個商品的目錄 

2020/11/26 運用於職場會話/新商品の資料を作りたいです。/想要製作新商品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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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職場法語會話班】 

1.上課時間：109/08/17-11/23 每週一 晚間 18:30~21:30 (共 15 週)  

2.資格條件： 

(1)對法語職場會話訓練有學習興趣者。且於課堂中樂於用法語和老師及學員會話練習者。 

(2)年滿十五歲以上，具就業保險、勞工保險(不含訓字保、裁減續保、職災續保)、農民健康 

   保險被保險人身份之在職勞工。 

3.報名方式：(依該計畫規定，恕無法直接向推廣部報名)  

(1)請至台灣就業通： https://ojt.wda.gov.tw/  (先加入會員在進行報名) 

(2)報名流程請參考附件說明! 

(3)109/07/28 中午 12:00 起開放線上報名至額滿 25 人截止。 

4.學費：$3,340 元 

(依由台灣就業通報名順序錄取，正取名額本單位於開課前 7-14 天以 e-mail 及電話簡訊通

知繳費及繳交相關報名文件，報名時須先繳交全額費用且需於通知後5日內完成報名手續(繳

費及繳交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存摺封面影本)，逾時者視同放棄，缺額由台灣就業通報名順

序遞補。缺席時數未逾訓練總時數之 1/5，且取得結訓證書者，由勞動部逕行補助)。 

5.課程大綱: 

2020/8/17 複習法語發音及字母 To practice and learn French pronunciation, letters 

2020/8/24 複習法語文法 French Grammar 

2020/8/31 日常生活法語詞彙 Daily life vocabulary 

2020/9/7 職場法語詞彙 Professional vocabulary 

2020/9/14 
職場招呼用語/自我介紹/拼寫名字 Say hello in workplace/Self introduction/Spell name 介

紹同事/你我他及描述 Introduce colleagues 

2020/9/21 詢問他人工作/職業 Ask questions to someone about his work / job 

2020/9/28 數字/價錢(運用於職場商品報價) Number, price 

2020/10/5 時間/日期(運用於職場會議約定時間及日期) Time, date 

2020/10/12 職場電話應答 Professional conversation on phone 

2020/10/19 職場書信溝通 Professional writing communication 

2020/10/26 職場會議對話及態度 Professional conversation and attitudes during meeting 

2020/11/2 
職場接待/來自法國的客戶 Professional reception/welcome of a French speaker visiting 

Taiwan 

2020/11/9 
職場商務出差/交通(火車/巴士/捷運/計程車) Business trip : transportation ( train, bus, 

MRT, taxi) 

2020/11/16 職場商務出差/如何預定餐廳? Business trip : how to order in a restaurant ? 

2020/11/23 職場商務出差/如何預定飯店? Business trip : how to book a room in hot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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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職場英語會話訓練班】 

1.上課時間：109/08/18-11/24 每週二 晚間 18:30~21:30 (共 15 週)  

2.資格條件： 

(1)具備多益測驗 550 分以上或對職場英語會話有學習興趣者。 

(2)年滿十五歲以上，具就業保險、勞工保險(不含訓字保、裁減續保、職災續保)、農民健康 

   保險被保險人身份之在職勞工。 

3.報名方式：(依該計畫規定，恕無法直接向推廣部報名)  

(1)請至台灣就業通： https://ojt.wda.gov.tw/  (先加入會員在進行報名) 

(2)報名流程請參考附件說明! 

(3)109/07/28 中午 12:00 起開放線上報名至額滿 25 人截止。 

4.學費：$3,790 元 

(依由台灣就業通報名順序錄取，正取名額本單位於開課前 7-14 天以 e-mail 及電話簡訊通

知繳費及繳交相關報名文件，報名時須先繳交全額費用且需於通知後5日內完成報名手續(繳

費及繳交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存摺封面影本)，逾時者視同放棄，缺額由台灣就業通報名順

序遞補。缺席時數未逾訓練總時數之 1/5，且取得結訓證書者，由勞動部逕行補助)。 

5.課程大綱: 

2020/8/18 Unit 1 Welcome to our company-A visitor Unit 1 歡迎到我們公司-一位訪客 

2020/8/25 
Unit 1 Welcome to our company-Describing people, places, and things Unit 1 歡迎到我

們公司-描述人、地方和事物 

2020/9/1 Unit 2 Business communication-Videoconferences Unit 2 商業溝通-視訊會議 

2020/9/8 Unit 2 Business communication-Communicating at work Unit 2 商業溝通-在工作中的溝通 

2020/9/15 Unit 3 Products and services –Describing products Unit 3 產品和服務-描述產品 

2020/9/22 Unit 3 Products and services –Describing services Unit 3 產品和服務-描述服務 

2020/9/29 Unit 4 Targeting the customer-Advertising Unit 4 針對客戶-廣告 

2020/10/6 Unit 4 Targeting the customer-Commercials Unit 4 針對客戶-商業廣告 

2020/10/13 Unit 5 Achievements- Presenting facts and figures Unit 5 成就-陳述事實和數字 

2020/10/20 Unit 5 Achievements- Graphs and charts Unit 5 成就-圖表 

2020/10/27 
Unit 6 How would you like to pay?- Banks and their services Unit 6-你要如何付款?-

銀行及其服務 

2020/11/3 
Unit 6 How would you like to pay?- Foreign currencies Unit 6-你要如何付款?-外國貨

幣 

2020/11/10 Unit 7- Future trends- Top jobs for the future Unit 7-未來趨勢-未來的熱門職位 

2020/11/17 Unit 7- Future trends- work and jobs Unit 7-未來趨勢-工作 

2020/11/24 Unit 8-When things go wrong- Dealing with a complaint Unit 8-當出現問題時-處理投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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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職場泰語會話班】 

1.上課時間：109/10/08-12/10 每週四 晚間 18:30~21:30 (共 10 週)  

2.資格條件： 

(1)對泰語會話訓練有學習興趣者。 

(2)年滿十五歲以上，具就業保險、勞工保險(不含訓字保、裁減續保、職災續保)、農民健康 

   保險被保險人身份之在職勞工。 

3.報名方式：(依該計畫規定，恕無法直接向推廣部報名)  

(1)請至台灣就業通： https://ojt.wda.gov.tw/  (先加入會員在進行報名) 

(2)報名流程請參考附件說明! 

(3)109/09/08 中午 12:00 起開放線上報名至額滿 25 人截止。 

4.學費：$2,220 元 

(依由台灣就業通報名順序錄取，正取名額本單位於開課前 7-14 天以 e-mail 及電話簡訊通

知繳費及繳交相關報名文件，報名時須先繳交全額費用且需於通知後5日內完成報名手續(繳

費及繳交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存摺封面影本)，逾時者視同放棄，缺額由台灣就業通報名順

序遞補。缺席時數未逾訓練總時數之 1/5，且取得結訓證書者，由勞動部逕行補助)。 

5.課程大綱: 

2020/10/8 職場見面問候語(敬語) 

2020/10/15 數字；職場商品報價會話(敬語) 

2020/10/22 職場初次見面自我介紹(敬語) 

2020/10/29 時間；職場約定會議時間會話(敬語) 

2020/11/5 日期；職場約定與更改日期會話(敬語) 

2020/11/12 問路、交通；搭乘計程車常用會話(敬語) 

2020/11/19 預約餐廳會話；泰國餐桌禮儀(敬語) 

2020/11/26 因病請假與向他人道歉會話(敬語) 

2020/12/3 職場電話溝通會話與信件書寫注意事項(敬語) 

2020/12/10 給予客戶或他人的祝福語(敬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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