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藻外語大學文藻外語大學文藻外語大學文藻外語大學 101010109999 學年度第學年度第學年度第學年度第 2222 學期學期學期學期    

推廣教育推廣教育推廣教育推廣教育二技及四技學士學二技及四技學士學二技及四技學士學二技及四技學士學分分分分專專專專班招生簡章班招生簡章班招生簡章班招生簡章    壹、招生對象與資格 高中(職)以上畢業或具備報考四技二專同等學力規定資格者。(推廣教育學分班不具正式學籍，無法辦理緩徵及學籍相關事項。) 貳、報名日期：即日日起至 110 年 2 月 3 日(週三)17:00 止(或額滿止)，推廣部服務時間：週一至週五(11:00-21:00) 參、報名方式 一、現場報名：○1 填妥報名表及個人資料同意書(詳附件)○2 1 吋照片 2 張○3 學歷證件影本○4 至推廣部繳費(接受現金或刷卡)，始完成報名手續。 二、通訊報名：填妥報名表後及個人資料同意書，將○1 報名表及同意書(詳附件) ○2 1 吋照片 2 張○3 學歷證件影本，寄至 807 高雄市三民區民族一路 900 號-胡小姐收○4 本部確認收到資料後以電子郵件提供匯款帳號，請至指定銀行匯款或 ATM 轉帳，始完成報名手續。(郵戳為憑) 三、本校對於報名資料之蒐集、處理及利用，皆依「個人資料保護法」辦理。 肆、報名地點 文藻外語大學推廣部：807 高雄市三民區民族一路 900 號 行政大樓 1 樓辦公室(近民族路入口) 電話諮詢：07-3458212；或 07-3426031 轉 3522 伍、收費標準與繳費方式 一、 新生報名費 300 元+學分費每學分 2,000 元(詳見課表)。 二、 教材由授課教師開書單，學員自行購買。 三、 選修進修部晚間課程可另購校內汽機車停車位，日間部課程恕無法提供日間部課程恕無法提供日間部課程恕無法提供日間部課程恕無法提供，，，，敬請自理校外停車敬請自理校外停車敬請自理校外停車敬請自理校外停車。 (汽機車請由民族路校門口進出，汽車停車費每學期 800 元，機車停車費每學期 250 元。請洽推廣部申購) 陸、開課日期：110.2.22 全校開學，開課前 3 天以電子郵件寄發開課通知單。 柒、退費標準：依規定完成報名繳費後，因故無法就學者，其退費標準如下 一學期為十八週課程。退費規定依據教育部臺參字第 099231115C號之「專科以上學校推廣教育實施辦法」： (1)自報名繳費後至開班上課日前申請退班者，學分費退 90%(報名費不退)。(開班日當天申請退費，退 50%)。 (2)自開班上課日起算未逾全期三分之一(開課六週以內)申請退班者，學分費退 50%(報名費不退)。 (3)開班上課時間已逾全期三分之一(開課第七週起)申請退班者，不予退還費用。 捌、上課地點：文藻外語大學 807 高雄市三民區民族一路 900 號(請依開課通知單上顯示上課教室到課) 玖、其它注意事項： 一、 簡章所列之課程時間為節次，如下：第 1 節 08:10-09:00，第 2 節 09:10-10:00，第 3 節 10:10-11:00，第 4 節11:10-12:00，第 5節 12:10-13:00，第 6 節 13:10-14:00，第 7 節 14:10-15:00，第 8 節 15:10-16:00，第 9 節16:10-17:00，第 10節 17:10-18:00，第 11節 18:30-19:15，第 12節 19:25-20:10，第 13節 20:20-21:05，第 14節 21:15-22:00。 二、 依據教育部招生人數規定第 8條規定執行：學分專班以採專班方式辦理原則，最低開班人數 15 位。如人數不足將關班；或採用隨班附讀方式進行。(本校保留不開班或不接受加選的權力) 三、 無論開課與否，已繳之報名表和證件影本恕不退還。 四、 國定假日依本校行事曆公告，或因天災達停止上班標準，停課且日後不予補課。 五、 如開課別為學年課程，需修畢上、下學期才可取得完整學分。(學年課程上、下學期學分費為分開收費) 六、 學分班不授予學位，如欲取得學位，須取得正式入學。修讀期滿且成績及格者（六十分十分十分十分），由本校發給成績單及學分證明，經通過入學考試錄取本校研究所者，所修學分經各系所核可後酌予扺免。 (抵免相關規定請參照本校修業規定，請學員務必確認是否符合您後續抵免需求)。 七、 其他未盡事宜依本校相關規定或決議辦理。 



推廣教育二技及四技學士學分推廣教育二技及四技學士學分推廣教育二技及四技學士學分推廣教育二技及四技學士學分專專專專班班班班報名須知報名須知報名須知報名須知    壹、 學分證明及抵免： 一、學分班僅授予學分、不授予學位證書；欲取得正式學位需經各類正式學籍入學考試通過後依規定辦理。 二、隨班附讀及學分專班學員不具正式學籍，學員修讀各科目期滿並經授課教師給予及格成績後，僅由本校發給學分證明。取得前項推廣推廣教育學分證明者，得作為下列情形之用： 1.以大學同等學力報考大學學士班一年級及二年制學士班新生入學考試，採計為考試資格。 2.以專科同等學力報考二年制專科學校新生入學考試，採計為考試資格。 3.以大學同等學力報考大學學士班(不包括二年制學士班)或學士後學士班轉學考試，轉入二年級或三年級，採計為考試資格。 所修學分做為前項第所修學分做為前項第所修學分做為前項第所修學分做為前項第 1111 款款款款、、、、第第第第 2222 款新生入學考試資格之用者款新生入學考試資格之用者款新生入學考試資格之用者款新生入學考試資格之用者，，，，入學後不得再予抵免學分入學後不得再予抵免學分入學後不得再予抵免學分入學後不得再予抵免學分；學分之抵免認定，依本校學則或相關規定辦理。但抵免後在校修業，不得少於該學制修業期限及畢業應修學分數 1/2(自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起開辦之學分班適用)，且不得少於一年(抵免事宜請詢問各相關系所)；已為正式生者，在學分班修習之課程不得申請抵免。 三、選修副學士或學士程度學分班者，每學期累計修習之學分至多以 18 學分為原則；碩士程度學分班者，每學期累計修習之學分至多以 9 學分為原則。如開課別為學年課程，需修畢上、下學期才可取得完整學分，如未修過(及格)上學期課程，不發給學分證明，並且不得修讀下學期課程。(學年課程上、下學期學分費為分開收費) 四、符合結業(及格)資格者，將於課程結束後一個月左右以電子郵件通知前來推廣部領取學分證明。如領取後遺失或另有他用，則請繳交申請費用每份 50 元，辦理申請補發證書等事宜。 貳、 收費標準 一、 新生報名費 300 元+學士學分班每學分 2,000 元(詳見課表)。 二、 教材由授課教師開書單，學員自行購買。 三、 選修進修部晚間課程可另購校內汽機車停車位，日間部課程恕無法提供日間部課程恕無法提供日間部課程恕無法提供日間部課程恕無法提供，，，，敬請自理校外停車敬請自理校外停車敬請自理校外停車敬請自理校外停車。 (汽機車請由民族路校門口進出，汽車停車費每學期 800 元，機車停車費每學期 250 元。請洽推廣部申購) 參、 退費標準(加退選規則)：依規定完成報名繳費後，因故無法就學者，其退費標準如下 一學期為十八週課程。退費規定依據教育部臺參字第 099231115C號之「專科以上學校推廣教育實施辦法」： (1)自報名繳費後至開班上課日前申請退班者，學分費退 90%(報名費不退)。(開班日當天申請退費，退 50%)。 (2)自開班上課日起算未逾全期三分之一(開課六週以內)申請退班者，學分費退 50%(報名費不退)。 (3)開班上課時間已逾全期三分之一(開課第七週起)申請退班者，不予退還費用。 *報名選課後欲申辦加退選(或轉班)時，請攜帶繳費收據親至推廣部櫃檯辦理；不受理口頭、Email 等其它申請方式。加選或轉班需於新課程第 2 週上課前辦理完畢。 *學分班課程報名者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延期或轉讓(如接獲入伍徵召或工作轉調等)，請依退費標準辦理。 肆、 聯絡方式 承辦人：胡詩萍 電話：07-3426031 分機 3522      E-mail：99862@mail.wzu.edu.tw         



文藻外語大學文藻外語大學文藻外語大學文藻外語大學 101010109999 學年度第學年度第學年度第學年度第 2222 學期學期學期學期    學士學士學士學士學學學學分分分分專專專專班班班班課課課課程程程程資資資資料料料料表表表表    
 開課系中心開課系中心開課系中心開課系中心    選課選課選課選課    代號代號代號代號    授授授授課課課課老老老老師師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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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年學年學年學年((((期期期期))))    必必必必((((選選選選))))修修修修    星期星期星期星期    上課時間上課時間上課時間上課時間////節次節次節次節次    開課日期開課日期開課日期開課日期    遠距課程遠距課程遠距課程遠距課程    
1 日文系 JP01 方斐麗 日文寫作 2 學年 必 一 12-13節 19:25-21:05 110.02.22-110.6.21 Y 課程資訊 Course Information 一、授課師資 服務單位：文藻外語大學日文系 姓名/職稱：方斐麗 助理教授 學歷：日本麗澤大學語言教育研究科博士 專長：日本語學、日本語教育、中日語言對比分析、語料庫語言學 二、主要授課語言：日本語文(Japanese) 三、授課資訊 Instructional Information 本課程為「實體面授課加電腦網路教學」，Computer network instruction(實體+同步+非同步需為 18 週) *更彈性的學習安排* 1. 實體面授課:9 週 2. 同步遠距:2 週 3. 非同步遠距:7 週 *第一週為實體面授課，老師會說明遠距課程進行方式。 三、課程學習目標 Course Learning Goals 1.借助辭典的使用加強作文書寫與貼切的表達能力（約 400 個字左右）。 2.培養生活中或工作上所需之文書處理及書寫能力（如備忘錄、電子郵件、履歷表等）。 1.Be able to use dictionary in order to strengthen the written essay and presentation skills. (About 400 words). 2.To be able to use writing skills that is required for daily life and working life. (e.g. using memos, making emails, resume, etc) 四、學生先備知能 Prerequisite Knowledge Skills 1.能理解及運用具抽象概念之字彙 2.具備理解中級短篇文章之能力 3.具備運用中級文法與句型撰寫短文之能力 4.具備日語能力檢定 N3-N4 以上之能力 5.電腦基礎操作能力、上網能力 五、課程內容概要 Course Content Synopsis 課程內容概要本課程旨在學習如何明確且有效表達自己意見・想法之日語表現技巧。授課方式為在教學上、將盡可能朝向以大量的文章寫作為主軸來進行練習、並期望可藉此穩固強化已習得之語法架構與知識。授課內容為依照欲表現的意境、使學生可以確切的分辨以下各種文型的使用方法。 1)時間關係、2)比較、3)原因／理由、4)目的 5)可能／難易、依賴／命令／勸誘／許可／禁止 7)狀態、8)變化、9)傳聞／引用、10)說明 11)意志、12)推測、13)條件…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