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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face

To all AFL students :

     Everyone envies people who can speak foreign languages fluently not to mention 

those who have excellent reading and writing skills. The higher level of proficiency in 

international languages one possesses, the more job opportunities and higher salary one can 

receive working for a multinational or foreign corporation. In addition, these abilities will 

provide you with opportunities to travel around the world and enhance the quality of these 

experiences.

     Our dear students, no one can stay young forever. Hold on to your wonderful and 

precious time right now. It is necessary to both develop your own international outlook, 

and to learn foreign languages with practical ends in mind. Thus, we sincerely urge you to 

create your own bright and beautiful futures according to what you’ve learned in your 

years at Kang-Ning.

各位應用外語科的同學：

 　  流利的外語口說能力以及優異的閱讀與寫作能力，人人稱羨。具有良好的國際語言能力

除了有較多的就業機會外，在跨國企業或外國公司服務的薪資通常也比較豐厚。此外，假期

時又因工作關係有機會能盡興地漫遊國外，全世界走透透。

　   同學們，年輕只有一次，青春不會再來。請把握當前美好的歲月，擴展自己完整的國際

觀，並且把外語踏踏實實地學好！準備畢業後翱翔國際，發揮所學，開創美麗的人生！

校長、副校長序

President of KNJC Vice President of KNJC 康寧醫護暨管理專科學校副校長康寧醫護暨管理專科學校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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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教授兼應外科主任

康寧醫護暨管理專科學校

Associate Professor & Chair, AFL 

Kang Ning Junior College of Medical Care & Management 

     After completing our five year study program, one of our graduates told me that 

during her time at AFL she had discovered a new life. She learned to see things from a lot 

of different perspectives through her interactions with the AFL teachers and other AFL 

students, perspectives from which she had never seen things herself. Exploring others’ 

perspectives is conducive to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and teamwork skills, an essential 

aspect of our educational goals. Therefore we have compiled this student booklet to reiterate 

AFL’s educational goals. 

     In addition to an overview of our educational goals, information about curriculum 

and career development is presented. This includes a curriculum map, certificate map, and 

alternative ways to further study, etc. Some traditional festivals and significant tourist 

attractions are also showcased to encourage our students to be volunteer tour guides when 

encountering any visitors to Taiwan. 

     Finally, I would like to thank my colleagues for all the time and energy they have 

generously put into our department development. For us, being an AFL teacher is a sweet 

responsibility in which we will continuously lead our students to discover a new life.

Preface 編者的話

      一位畢業校友告訴我，完成應外科五年的學業後，她發現了一個新生命。藉由與本科師

生的互動，她學會以不同的觀點看待事情，而這些觀點是她從未曾想過的。探索他人的觀點

有助培養人際溝通和團體合作技能，這正是應外科的教育目標。因此我們匯編這本學習手

冊，重申本科的教育目標。

      除了概述應外科的培育目標外，學習手冊更提供課程和職涯資訊，包括課程地圖、證照

地圖和多元升學管道等。本手冊也收錄一些台灣重要的傳統節慶和觀光景點，鼓勵學生遇見

外國觀光客時，足以擔任英語導覽志工。

      最後，僅向本科同仁對應外科發展所貢獻的心力致上誠摯謝意。對我們而言，任教於應

外科當是一個持續引導學生發現新生命的甜蜜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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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外語科簡介

三、戲劇教學活動:規劃一系列的戲劇創作活動，期能透過戲劇，發揮團隊合作的精神，進

而達成職場倫理培養之目的。

(一)、讀者劇場: 二年級學生皆需參與讀者劇場的比賽，此活潑的教學活動，除了提升

對故事的理解度外，更凝聚了對團體的向心力和榮譽感。

(二)、戲劇表演:三、四年級學生成立戲劇表演小組，於外賓參訪、親師座談會等不同場

合進行表演。

(三)、畢業公演：除實際驗收學生五年所學之英語表達能力外，排練過程強調劇場規範

及倫理，例如對導演服從、準時到場、積極參與等，讓學生對將來在職場上應遵

守之團體規範有基本的認識。

四、國際交流和全球化情境: 全球化的潮流產生許多跨國企業，跨國企業招募新進人員時，

經常將跨文化溝通和國際視野列為考量的因素之一，因此幫助學生獲得「跨文化溝通」

的基本知識和擴展國際視野，成為本科極力發展的特色，採取的措施有：

(一)、海外研習：鼓勵學生參加海外研習，學生以課室所學的英語和來自不同國家的國

際學生互動，更能掌握英語的語用以及更精準使用英文。

(二)、國際交流: 安排學生擔任國外學校參訪本校的接待人員，進行英語簡報和表演節

目，與來賓進行文化交流。

(三)、全球化情境佈置: 營造一個全球化的情境，讓學生應用文化知識與國際觀於語言

學習，進而提升多元文化之認知與包容。

科史簡介

本科成立於民國90年，以培養國際商務與觀光、兒童英語教學人員為目標，共有五個年

級，每個年級一班，目前有七位專任教師，約二十位兼任教師。

發展特色

一、英語口語溝通表達: 英語口語溝通表達為擔任國際商務與觀光產業從業人員、兒童英語

教學人員之必要條件，本科採下列教學活動強化口說能力：

(一) 、外籍教師擔任新生班雙導師，同學自入學起即必須與導師以英語溝通，養成以英

文思考的習慣。

(二)、 聽講練習採小班教學，並由外籍教師授課，讓每位學生在課堂上有充分練習的機

會。

(三)、每位學生皆需參加English Corner「英語沉浸園」的小組活動。約4-5人為一組，

每學期至少2次，每次1小時，與外籍教師進行時事新聞的對話。

(四) 、每學期至少有一科目由華籍教師以全英文授課，學生也以全英文做專題報告。

(五) 、每年暑假舉辦全英語授課的英語生活營，藉由與教室不同的學習情境，練習日常

生活用語，輕鬆的學習氣氛，也讓學生更自在的與外籍老師溝通。

(六) 、成立英語導覽解說小組，於外賓、國中生參訪和親師座談會時，介紹本科培育目

標、課程規劃、發展特色和教學資源。

(七) 、實施英語廣播，配合校園英語廣播，訓練學生的發音和語調。

(八) 、推派學生參加校外各項口說英語競賽，例如：說故事、演講和配音比賽。

(九) 、開設英語口說能力檢定(例如TOEIC Speaking Test)輔導課，輔導同學取得證照。

(十)、自102年度起推行英語配音專題競賽，五年級全體同學皆須參加，藉由情境模

擬，鼓勵學生投入英語發音和語調的練習。

二、職場實務經驗:與相關產業進行實習課程雙向合作，增進學生職場實務經驗和將來就業

的適應能力，相關策略如下：

(一)、 教學結合產業資源：安排學生參訪跨國企業、旅行社和兒童美語等機構。聘任業

界導師以配合實習課程，99學年度起每學期有一門課程，邀請業界專家與專任教

師進行協同教學。

(二) 、融入職場體驗課程：為使學生在「會展概論與實務」及「會展英文」的課程理論

與實務兼具，我們與展會服務公司進行產學合作，藉由職場體驗培育學生畢業立

即投入就業行列之能力。

(三) 、開設職場實習課程：本科四升五年級學生，於暑假期間赴實習機構進行訓練，落

實學以致用目標之達成。

英語導覽

暑期英語生活營

英語實驗劇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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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ner
Winner
Winner

Winner
Winner
Winner

9. 應三忠沈聖婷同學，榮獲101年度北區技專校院

萬能盃英文單字達人比賽第五名。

10. 應四忠沈聖婷、王俊元、高子安、蔡婕妤、李

敏華、簡紫婕、林珈卉、鄭伊恬、劉敏君、解

韻如同學，榮獲2012北區英語童話劇改編比賽

第五名。

11. 應四忠袁萱如及林依瑾同學，榮獲100學年度

全國技專院校英文童書創作競賽最佳美工設計

獎。

12. 應三忠李隆琪、沈聖婷和闕怡安同學，榮獲100

學年度全國技專院校英文童書創作競賽最佳故

事情節獎。

13. 應五忠閻慧儒和應二忠蔡宜庭同學，榮獲101年

度教育部南區英語教學資源中心主辦之「看e書

寫e評得一獎」佳作。

14. 應五忠周慧如和應二忠黃善淳同學，榮獲98全

國技專院校「看e書寫e評得一獎」佳作。

15. 應三忠高子安、沈聖婷、吳佑文和林筱璇同

學，榮獲「2012年全國技專校院英語配音比

賽」大專主修英語組團體獎佳作。

16. 應一忠陳湯茹、孫欽慈、趙思婷、張織璇、陳

士豪和吳志鴻同學，榮獲「2012年全國技專

校院英語配音比賽」大專主修英語組團體獎佳

作。

17. 應四忠黃敬庭、黃善淳、游雅婷和陳芳瑜同

學，榮獲「2011年全國技專校院學生英語配音

比賽」佳作。

18. 應三忠黃敬庭、黃善淳、游雅婷和顏良蓉同

學，榮獲「2010年全國技專校院學生英語配音

比賽」佳作。

三、證照榮譽榜

1. 應四忠張經恆同學多益英檢(TOEIC)880分、全

民英檢中高級。

2. 應五忠黃婉姍、鍾佩君同學雅思國際英語語言

測驗(IELTS) B2級。

一、海外研習

1. 應五忠彭晶同學入選「101年國際事務青年人才

培訓計畫」，獲僑委會約10,000美金補助，赴

美國休士頓參與國際事務課程。

2. 應三忠陳思雯同學入選「2012台佛暑期交流合

作計畫」，獲教育部補助新台幣50,000元，赴

美國佛羅里達理工學院參加外交政策課程。

3. 應四忠97學年度候美雪等8位同學、應二忠99

學年度高子安等11同學榮獲學費和住宿費補

助，赴美國亞歷桑那大學(UA)海外研習，應二

忠林珈卉同學從眾多國際學生中脫穎而出，獲

選擔任結業典禮的司儀。

二、校外英語學藝競賽

1. 應五忠張經恆同學，榮獲100年度北區技專校院

萬能盃英文單字達人比賽第一名。

2. 應一忠陳湯茹同學榮獲「2012年全國技專校院

英語配音比賽」主修英語組：個人優秀配音員

獎。

3. 應三忠張雨青、范芯瑜、卓晏伶、林廷羽、劉

馨婷、李奕欣同學，榮獲2012北區英語童話劇

改編比賽，榮獲第二名佳績。

4. 應三忠高子安同學榮獲第三屆全國技專校院護

理實務英文MV競賽第二名和最佳人氣獎第一

名。

5. 應二忠黃敬庭、黃善淳、游雅婷、顏良蓉同

學，榮獲教育部98年度北區技專校院英語故事

廣播比賽第三名。

6. 應三忠高子安、林珈卉、吳祐文、林筱璇同

學，榮獲教育部100年度北區技專校院英語故事

廣播比賽第四名。

7. 應四忠黃婉姍、陳芳瑜、游雅婷和應二忠林筱

璇、吳佑文同學，榮獲2011萬能盃北區技專校

院英語朗讀劇比賽第四名。

8. 應三忠林筱璇同學，榮獲2012年萬能盃全國英

語演講比賽第五名。

榮譽榜

應五忠張經恆同學

應五忠閻慧儒和應二忠蔡宜庭同學

應三忠張雨青、范芯瑜、卓晏伶、 
林廷羽、劉馨婷、李奕欣同學

應一忠陳湯茹、孫欽慈、趙思婷、
張織璇、陳士豪和吳志鴻同學

應三忠陳思雯同學

應五忠彭晶同學

應二忠林珈卉同學

應二忠高子安等11位同學，亞大UA海
外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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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應五忠楊孟苹同學劍橋博思國際職場英檢

(BULATS) B2級。

4. 應一忠吳立合同單字檢測(Vocabulary Quotient 

Credential) 單字量10,000字。

四、升學榮譽榜

1. 研究所

(1) 97學年度畢業生樊亭余考取國立政治大學國

際傳播英語碩士學程。

(2) 96學年度畢業生張書豪考取國立高雄第一科

大、實踐大學應英所。

(3) 95學年度畢業生呂佩慈考取東吳大學英語

所。

(4) 94學年度畢業生樊威宏考取世新大學英語

所、林宗瀚中國文化大學西洋文學研究所。

2. 二技和大學轉學考 (以100學年度畢業生為例)

(1) 周昕儒同學考取國立台中科技大學流通管理

系，國立台北商業技術學院企業管理系。

(2) 黃善淳同學考取國立台中科技大學國際貿易

系，國立台北商業技術學院應用外語系、國

際商務系。

(3) 黃子婕同學考取國立高雄餐旅大學餐飲管理

系。

(4) 鐘佩君同學考上國立雲林科技大學企業管理

系。

(5) 楊孟苹同學考取國立台北商業技術學院應用

外語系。

(6) 彭晶同學考取國立台北商業技術學院應用外

語系。

(7) 葉品妤同學考取國立台北商業技術學院企業

管理語系。

(8) 徐佳伶同學考取國立台北商業技術學院企業

管理語系。

校培育目標和科培育目標

科培育目標

本於「以仁為本、全人發展」的核心價

值，培養具有「專業、健康、敬業、務

實、創新」特質之實用專業人才。

培養專業外語能力

培養職場知能及倫理素養

培養跨文化溝通與國際視野

培養兒童英語教學專業知能

培養國際商務與觀光專業知能

校教育目標

應四忠沈聖婷、王俊元、高子安、 
蔡婕妤、李敏華、簡紫婕、林珈卉、 
鄭伊恬、劉敏君、解韻如同學

應四忠黃婉姍、陳芳瑜、游雅婷和 
應二忠林筱璇、吳佑文同學

應五忠黃婉姍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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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核心能力、科核心能力及其指標

‧能了解、尊重不同之文化習俗。

‧能了解國際社會之基本生活禮儀。

‧能比較跨國文化，擴展國際視野。

‧分析、歸納訊息的異同。

‧將習得的原則類推到新情境解決問題。

‧評估不同資訊，提出合理的判斷。

‧了解商用英文用語，

並具備簡報能力。

‧掌握會展功能，並流暢進行實務

操作。

‧了解觀光英文用語，並嫻熟領隊導遊實務。

‧使用電腦軟體，進行商業文書

處理。

‧了解第二語言習得理論，融入教

學。

‧熟悉英語教學方法，交會運用。

‧運用兒童讀物，發揮輔助功能。

‧設計兒童學習之教材與教具。

外語能力

邏輯思考

與判斷

人文道德涵養

與關懷

人際溝通

與團隊合作

整合創新

與服務

兒童英語

教學

國際商務

與觀光

跨文化溝通

與世界觀多元
學習

專業
實務 問題

解決

人文
關懷

創新
服務

敬業
樂群

核心能力

‧將所學字彙及句型，應用於日常生活。

‧整合各項語言能力，應用於各種溝通。

‧以口語或書寫方式翻譯中英文。

‧結合語言能力，探索不同領域的新知。

‧結合語言能力，孕育人文素養。 

‧結合語言能力，發揮創意。

‧結合語言能力，服務社群。 

‧了解人際關係，接納他人意見。

‧具備團隊合作和溝通協調能力。 

科培育目標和科核心能力

外語能力
English proficiency 
邏輯思考與判斷
Critical thinking 
人文道德涵養與關懷
Humanistic care

跨文化溝通與世界觀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d world vision

人際溝通與團隊合作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and teamwork

整合創新與服務
Innovation and social service integration

兒童英語教學
Teaching English to Children

國際商務與觀光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tourism

科培育目標
Educational Goals 科核心能力

Core abilities

國際商務與觀光知能
Competence i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tourism 

兒童英語教學知能
Competence in Teaching 

English to Children

職場知能及倫理素養
Workplace competence 

and ethics 

創新服務
Innovation and social service

專業外語能力
Professional English 

proficiency

跨文化溝通與國際視野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d world v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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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外科師長

科主任： 

陳琇娟 Echo Chen 
興趣：閱讀、聽音樂、旅行

給學生的一句話：

Thousands of miles; thousands 
of volumes. 

行萬里路、讀萬卷書

行政教師： 
黃志光 Eric Huang

興趣：閱讀、打籃球

給學生的一句話：

Seize the day.

專任教師： 
Martin Davison

興趣：閱讀、運動

給學生的一句話：

Anything that doesn’t kill me 
makes me stronger.

專任教師： 
李金瑛 Meg Lee

興趣：繪畫、研究

給學生的一句話：

Have your dreams. Explore, 
discover and enjoy.

副主任： 
李智偉 Albert Lee

興趣：親近大自然

給學生的一句話：

快樂學習、快樂工作、快樂生
活

語言中心行政教師： 
陳慧玟  Wendy Chen

興趣：看電視，逛街

給學生的一句話：

Do not think you know it all; do 
not belittle yourself.

助教： 
孫瑞悅 Judy Sun 

興趣：遊山玩水

給學生的一句話：

凡走過必留下痕跡，好好珍惜
年輕的歲月。

應三忠導師： 
謝宏偉 Hung-wei Hsieh 

興趣：旅遊

給學生的一句話：

相信自己！

助教： 
徐振慈 Nancy Hsu

興趣： 看書、聽音樂

給學生的一句話：

好的事、對的事、該做的事，
盡力去做

語言中心主任:  
張淑芬 Shu Fen Chang

興趣：閱讀、conducting 
research
給學生的一句話：

Offer friendship and a helping 
hand to others, and so be a beacon 
of harmony, happiness, peace and 
cal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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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份  課程和職涯

應用外語科共同規範

打掃工作

1. 每日例行打掃及學期大掃除均應服從班級衛生幹部之指揮與調度，不得無故抗拒。

2. 打掃標準依班級衛生幹部及學校衛生糾察認定之共識標準為依據，不得敷衍行事。

3. 未打掃及打掃未達標準(視同未打掃)者，每週以「次」為單位登記後逕送衛保組，並

由衛保組視情節輕重依校規處理。

4. 打掃時段若遇空堂(不含半日或全日無課)，仍應提前到校或延後離校完成打掃。

5. 當日若請假未能打掃，則應請代理人代為打掃，否則仍視同未打掃。

6. 打掃過程中若遇爭議事項，仍應先完成工作，並得於事後報告導師協調處理。

7. 每學期期末檢視每人整體打掃表現，由導師給予康寧勞作教育之成績和操行成績之

獎懲。

升旗典禮

1. 每週一至三年級例行升旗典禮除前日軍訓室廣播取消外，不論天候均應按時到校聽

從指示，不得缺席。

2. 升旗典禮時應穿著規定之校服，並遵守教官及師長現場之指揮。

3. 升旗典禮無論事由皆不予准假(公假除外)，缺席者除依校規曠課規定扣減操行成績

外，凡累計滿三次則記小過乙次懲處，嗣後並予以重新累計。

課堂點名

1. 上課鐘響應立即儘速進入教室，十分鐘內未到視同遲到，超過十分鐘則視同曠課。

2. 上課中未經報備不得隨意離開教室，若未經報備離開教室適逢點名則視同曠課，不

得要求註銷。

3. 副班長應聽從授課教師指示協助點名工作，點名務必公正確實，不得有刻意漏誤點

名之行為，嚴重違者應按校規給予懲處。

4. 上課以外之校內重要集會點名方式，依權責由主辦單位規定辦理。

*上述規範若未明載懲處細則，則由各班導師權衡依情節輕重予以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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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位課程架構圖

通識必修

分類通識：語文、數學、社會、自然、藝術、生活、體育

核心通識教育：康寧全人教育、康寧勞作教育、服務學習與實踐

進階分類通識：外語、國文、社會

全民國防教育、軍訓

專業必修

英語聽講練習、英文閱讀與習作、英語聽力與表達、英文寫作、

英文翻譯、英語解說與發表、語言與文化、跨文化溝通、基本英文法、

進階英文法、文法與習作、基礎字彙、字彙與閱讀、閱讀策略與技巧、

辦公室自動化、數位化資料處理、新聞英文、進階英語寫作（一）(二）、

英語應用文、西洋文學概論                           

模組課程

國際商務與觀光

國貿實務、祕書實務、

商用英文、商用英文習作、

職場英語會話、社交英語、

會議與簡報英語、

公關與接待人員英語、

會展概論與實務、會展英語、

領隊實務、導遊實務、

領隊與導遊英語、餐旅英語、

台灣鄉土文化英語導覽

兒童英語教學

英語兒童文學、外語習得概論、

自然發音教學、

兒童英語教材與教具製作、

英文繪本選讀、英文繪本製作、

英語教學概論、語言學概論、

英語戲劇專題

校訂必修 健康服務: 健康維護、危急救護、健康管理生活英文

日文 (一) (二)      西班牙文 (一) (二)第二外語

外語實習    職場實習實習

畢業至少224學分

76學分

8學分

8學分

86學分

46學分

(26學分) (20學分)

課程模組

秘書實務

國貿實務

商用英文
社交英語

職場英語會話

會議與簡報

英語

公關與接待

人員英語

會展概論

與實務

會展英語

商用英文習作

領隊實務

導遊實務

領隊與導遊

英語

餐旅英語 臺灣鄉土文化

英語導覽

國際商務與觀光

兒童英語教學

英語兒童文學

外語習得概論

自然發音教學

語言學概論 英語教學概論

英文繪本選讀

英文繪本製作

英語戲劇專題

兒童英語教材

教具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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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組代表工作與證照

TKT 劍橋英語

教師認證

GEPT 全民英檢

TOFEL 托福

IELTS 雅思

中英文輸入

軟體應用丙級

TOEIC 多益

BULATS 博思

會展人員初階認證

丙級國貿技術士

華語領隊、導遊證照

外語領隊、導遊證照

兒童美語機構教師

安親班英語教師

補教業行政人員

圖書出版業務專員

英文教材編譯助理

學術機構研究助理

英文秘書、英文業務專員

會展人員、國貿人員

公關接待人員、

外商公司行政人員

旅館櫃台人員、空服人員

華語領隊、導遊

外語領隊、導遊

兒童英語教學 國際商務與觀光

實習流程

科提供實習資訊並進行宣導

申請學生填寫：
學生實習袖請暨意向調查表

實習委員會進行遴選

辦理實習行前說明會

實習開始

指導老師訪視

實習結束

評量考核通過後，授予學分

第一階段
實習前說明會

第二階段
實習期間

第三階段
實習結束檢討會

實習學生繳交
「學生校外實習成果報告書」

指導老師給予實習
學生評量考核

辦理實習檢討會

實習學生、指導老師、
業界代表三方共同參與

兒童英語教學

國際商務與觀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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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地圖

外語能力
邏輯思考與判斷

人文道德涵養與關懷

跨文化溝通
與世界觀

整合創新與服務

兒童英語教學

人際溝通與
團隊合作

國際商務與
觀光

基
礎
能
力
課
程

證照地圖

證照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五年級

第二外語-日文 第二外語-日文

英
語

日
文

電
腦

商
務
與
觀
光

英
語
教
學

英文 
基礎字彙

基本英文法

英語聽講練習

英文閱讀與習作

GEPT   全民英檢
TOEIC  多益
BULATS  博思
TOFEL  托福
IELTS  雅思
GET  全球英檢
FLPT外語能力測
驗

英文

字彙與閱讀

進階英文法

英語聽講練習

英文閱讀與習作

英文

文法與習作

英文寫作

閱讀策略與技巧

英語聽力與表達

健康管理生活

英文

數位化資料處理

日文檢定

新聞英文

英文翻譯

英語聽力與表達

進階英文寫作

英語應用文

西洋文學概論

語言與文化

跨文化溝通

英語解說與發表

計算機概論

辦公室自動化

中英文輸入

軟體應用丙級

商用英文習作

餐旅英語

導遊實務

導遊與領隊英語

臺灣鄉土文化

英語導覽

職場實習

國文、數學、歷

史地理、公民與

社會

物理、化學

藝術生活

法律與生活、體

育全民國防教育

康寧全人教育

會展人員初階認

證

丙級國貿技術士

華語領隊、導遊

外語領隊、導遊

TKT 劍橋英語
教師認證

國文、數學

歷史、生物

音樂、軍訓

健康維護

危急救護

國文

國貿實務

秘書實務

商用英文

職場英語會話

會議簡報英語

會展英語

會展概論與實務

社交英語

公關與接待人員

英語

領隊實務

英語兒童文學
外語習得概論
自然發音教學法
兒童英語教材
教具製作

語言學概論
英語教學概論
英語戲劇專題
英文繪本選讀
英文繪本製作
職場實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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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施行細則依據康寧醫護暨管理專科學校跨領域學程實施辦法訂定之。

二、本學程目標為培育學生具備兒童美語相關產業藝能之跨領域知識的人才，並結合幼兒保

育科與應用外語科的本位課程特色，提升兩科學生在幼兒教保與兒童美語跨領域專業上

的競爭力。

三、課程規劃

 系科 必/選 科目名稱 學分/時數 開課年級/學期 

幼兒保育科 
(至少修畢10學分)

必修 說故事技巧 2/2

依據各年度五年

制修業科目表開

課年級及學期

必修 幼兒活動設計 2/2

選修 兒童文學名著選讀 2/2

選修 課後托育理論與實務 2/2

選修 兒童繪本賞析 2/2

選修 教學多媒體應用 2/2

選修 兒童美語教學（兒童實用美語） 2/2

應用外語科 

(至少修畢10學分)

必修 二年英語聽講練習 2/2

依據各年度五年制修業
科目表開課年級及學期

必修 二年英語聽講練習 2/2

選修 基本英文法 2/2

選修 基本英文法 2/2

選修 英語兒童文學 2/2

選修 英語兒童文學 2/2

選修 外語習得概論 2/2

選修 外語習得概論 2/2

選修 自然發音教學 2/2

選修 兒童英語教材教具製作 2/2

選修 語言學概論 2/2

選修 語言學概論 2/2

選修 英語教學概論 2/2

選修 英語教學概論 2/2

選修 英文繪本選讀 2/2

選修 英文繪本製作 2/2

四、本校五專部及二專部（含夜間部）一年級下學期以上學生均可申請修習本學程。

五、學生申請修習本學程，應於規定選課期間內向原屬科系提出申請，彙整後送交教務處辦

理後續事宜，逾期不受理。

跨領域學程

兒童美語

六、本學程至少應修畢20學分，分必修課程、選修課程二類。必修課程應修習4門科目，

計8學分；選修課程應至少修習6門科目，計至少12學分。全部課程修畢後，依程序申

請，發給跨領域學程學分證明書。

七、學生在他校修習完成之相同課程，可提出本學程課程科目及學分之抵免申請，經審查通

過後得抵免之，惟抵免之總學分數不得超過10學分。

八、修習本學程課程科目之成績併入學期修習總學分及學期成績計算。

九、修習本學程之學生，每學期所修學分數上下限仍依本校學則相關規定辦理。

十、學生修習本學程課程之非本科學分不得計入畢業總學分。

十一、申請修讀（終止）程序： 

(一)、學生依據本校跨領域學程實施辦法及本學程施行細則規定選課。

(二)、申請時間：

1. 修讀：與本校期末選課作業時間相同（前學期第十五週）。

2. 終止：與本校期初加退選時間同（開學兩週內）。

(三)、申請修讀（終止）流程：

1. 符合選修跨領域學程資格之學生至各科辦公室領取『跨領域學程申請書』及

『跨領域課程選課三聯單』（申請終止者僅需申請書）。

2. 填妥申請書、三聯單，檢附歷年成績單正本，請原屬科系初審後送教務處彙

整，轉送跨領域科系複審後，送教務處登錄。

十二、本施行細則經課程委員會及教務會議通過，校長核定後公告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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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行銷

跨領域學程

一、本施行細則依據康寧醫護暨管理專科學校跨領域學程實施辦法訂定之。

二、本學程目標為結合企業管理科科暨應用外語科本位課程特色，共同培育學生具備國際行

銷，提升學生語言及商管能力之人才之跨領域知識。

三、課程規劃

系科 必/選修 科 目 名 稱 學分/學時 開課年級/學期

企業管理科

(至少修畢10學分) 

必修 人力資源管理 2/2

依據各年度五年制修業科目
表開課年級及學期

必修 服務業管理 2/2

必修 專案管理 2/2
選修 電子商務 2/2
選修 顧客關係管理 2/2
選修 網路商店管理 2/2
選修 市場調查實務 2/2
選修 商業自動化 2/2
選修 廣告學 2/2
選修 企畫書撰寫實務 2/2

選修
專業通識化課程-必選

(應外科同學修課)
2/2

應用外語科

(至少修畢10學分)  

必修 英語解說與發表 2/2

依據各年度五年制修業科目
表開課年級及學期

必修 英語解說與發表 2/2

必修 英語應用文 2/2

選修 商用英文 2/2

選修 商用英文 2/2

選修 商用英文習作 2/2

選修 職場英語會話 2/2

選修 會議與簡報英語 2/2

選修 社交英語 2/2

選修 公關與接待人員英語 2/2

選修 會展概論與實務 2/2

選修 會展英語 2/2

★其他修課規定請參閱兒童美語跨領域學程施行細則第四條至第十二條。

畢業條件 輔導措施 配套措施 

英語證照檢定達CEF B1級(含)以上 每學期開設輔導課，出席率須達八
成以上，始得採計。

96學年度入學學生至少上3次輔導
課，考3次正式英檢證照測驗；97學
年度(含)以後入學學生至少上3次輔
導課，考4次正式英檢證照測驗。

電腦資訊軟體應用技能檢定達丙級
以上：

適用於99學年度(含)以後入學學生

每學期開設補救教學課程，出席率
須達八成以上，始得採計。

至少上2次補救教學課程，考3次正
式電腦軟體應用(丙級)技能檢定。

中文輸入每分鐘30字:

適用於98學年度(含)以後入學學生

本科或資圖中心每學期舉辦中文輸
入檢定。

至少考3次正式中文輸入檢定。

英文輸入每分鐘30字:

適用於98學年度(含)以後入學學生

本科或資圖中心每學期舉辦英文輸
入檢定。

至少考3次正式英文輸入檢定。

至少參加一次全英語夏令營/職場實
習：

適用於100學年度(含)以後入學學生

每年暑假開設課程：全英語夏令營
出席率須達八成以上，始得採計。
職場實習則依本科學生職場實習相
關辦法辦理。

自費修習外語實習2學分(72小時)課
程。

學年檢核

專一 專二 專三 專四 專五

每
分
鐘   

字

中
英
文
打
字

軟
體
丙
級
應
用

或
業
界
實
習

全
英
語
夏
令
營

畢
業
公
演級 級

CEF
A2

CEF
B130

畢業門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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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升學管道

博士班

二技
推甄、保送、

分發、獨招、

進修部

國內研究所
英語文相關

美國研究所
以TOFEL (托福)、

GRE或GMAT 
成績申請學校

英國研究所
以IELTS (雅思) 成績

申請學校

大學轉學考
大二、大三

出國進修
同等學歷
三年工作經驗、

學分班

應用外語科
五專畢業



The Chinese New Year, also called the Spring 

Festival, is the most important holiday for 

ethnic Chinese people all around the 

world. The Chinese calendar and 

dates are traditionally based on changes of 

the moon, not the sun. The New Year starts 

at the beginning of this lunar calendar. The 

Chinese New Year is celebrated for fifteen days. On 

the holiday's eve, families come together to eat a meal in 

the evening. No matter how far away they are, Chinese 

people will try to visit with their families at least this one 

People decorate doors with red couplets with the theme 

of “good fortune.” On the Eve of Chinese New Year, supper 

is a feast with families. Food will include such items as fish, 

chicken, boiled dumplings shaped like gold nuggets, and New 

Year’s rice cakes. The family will end the night with firecrackers. 

Early the next morning, children will greet their parents by 

wishing them a healthy and happy new year, and receive money 

in red paper envelopes. The Chinese New Year tradition is to 

reconcile, forget all grudges and sincerely wish 

peace and happiness for everyone.

Chinese New Year 農曆新年

農曆新年，也被稱為春節，對世界各地的華人是最重

要的節日。中國日曆傳統上主要以月亮的變化為主，

而非太陽。因此新的一年是以農曆的第一天為一年的

開始。新年慶祝活動至少十五天。在除夕夜，家人會

聚在一起吃年夜飯。無論家人分散各地，華人至少

會儘量在這天與家人一起團聚。

人們在自家門上貼「吉祥如意」的春聯，除夕

夜家人圍爐吃年夜飯，年夜飯的食物包括魚、

肉，以及形狀像元寶的水餃以及年糕，並且在飯後

放鞭炮迎新年，隔天早上，小孩子向長輩拜年，祝他們

身體健康新年快樂，並接受長輩給的紅包壓歲錢。對華人而言

，農曆新年的傳統就是希望人們和諧相處、拋棄怨恨以及衷心

為每人祈求平安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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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nnual Dragon Boat Festival is on the fifth day of the fifth 

month in the Chinese calendar. It was originally a summer 

festival meant to get rid of the plague, and later 

commemorated Qu Yuan, the poet from the State of Chu who 

committed suicide by jumping into Miluo River after the capital 

city of Chu was captured by a rival kingdom. After committing 

suicide, the local people paddled out to retrieve his body; and 

this is the origin of the Dragon Boat race. Some say, however, 

that it commemorates Wu Scholar Wuzisu instead of Qu Yuan. 

Three of the most widespread activities 

during the Dragon Boat Festival are eating 

zongzi, drinking realgar wine, and racing 

dragon boats. Other common activities 

include hanging up icons of Zhong Kui, a 

mythological fighter of ghosts and evil beings, 

and wearing perfumed medicine bags. An additional 

traditional activity includes a game of making an egg stand on 

its end at noon. All of these activities were regarded by the 

ancients as effective in preventing disease or evil and 

promoting health and well-being.

端午節為每年農曆五月初五，原為漢民族驅疫除癘的節日。後來楚

國詩人屈原在敵人攻破國都後投汨羅江自盡，就成了紀念屈原的節

日。屈原殉國後，民眾划船希望找到他的屍體，這就是划龍舟的由

來。不過，另有一說是紀念吳國大夫伍子胥，而非屈原。

Dragon Boat Festival 端午節

端午節最普遍的三項活動：吃粽子、喝雄黃酒、

賽龍舟，其他常見的活動包括：懸掛驅鬼逐邪之

神鐘馗的畫像和配戴香包。另一個傳統活動還包

括在中午12時正立蛋。所有這些民俗活動，都被

古人視為可有效地預防疾病、避邪與促進健康和

福祉之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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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Valentine's Day is on the seventh day of the seventh 

month on the lunar calendar. It centers around a love story in 

which a poor cowherd (Niu Lang) and a weaver maid (Zhi Nu) 

from heaven fall in love with each other. When the God of 

Heaven found out, he ordered the Heavenly Queen Mother to 

bring the weaver maid back. The couple’s loyalty to love 

touched magpies, so tens of thousands of them came to build 

a bridge for the cowherd and weaver maid to meet each other. 

This caused the Heavenly Queen Mother to relent and allow 

them to meet once a year. 

Chinese Valentine's Day 七夕情人節

七夕情人節在農曆七月初七。這是關於牛郎與下凡仙女（織女）的

愛情故事，當天帝知道牛郎和織女相戀，命令王母娘娘將織女送回

天上。他們的愛情感動了喜鵲，於是千萬隻喜鵲飛來搭成鵲橋，讓

牛郎織女走上鵲橋相會，王母娘娘便發慈悲，允許他們在每年七月

七日相會於鵲橋畔。

On Chinese Valentine’s Day single 

or newly married women in the 

household make an offering to Niu Lang and 

Zhi Nu consisting of fruit, flowers, tea, and face 

powder. After finishing the offering, half of the face powder 

is thrown on the roof and the other half divided among the 

young women of the household. It is believed that by 

doing this, the women are bound in beauty with Zhi Nu. 

Single women also pray for finding a good husband in the 

future. And the newly married women pray to become 

pregnant quickly.

在七夕情人節，單身或新婚婦女會在家裡準備水果、花卉、茶葉

以及胭脂水粉來祭祀牛郎織女。祭祀完成後，一半的胭脂水粉要

拋上屋頂，另一半則分給家中的年輕女性。據說，這樣做婦女就

可以與織女一樣美麗，單身女性也會在這天祈求

未來找到一個好丈夫，而新婚婦女們則祈禱趕

快懷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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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id-Autumn Festival is a popular lunar harvest festival 

celebrated by Chinese people. A description of the festival first 

appeared in the Rites of Zhou, a written collection of rituals 

of the Western Zhou Dynasty from 3,000 years ago. The 

celebration became popular during the early Tang Dynasty. 

The most famous story of the Mid-Autumn Festival was 

about the Queen Chang E who used an elixir which could 

make people live forever and save them from her evil 

husband the king Hou Yi. At the end of the story she flew to 

the moon.

The Mid-Autumn Festival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holidays 

in the Chinese calendar. 

During the celebration 

people eat moon cakes and 

carry bright lanterns on the 

street. In some regions of 

China matchmaking takes 

place in which women throw 

handkerchiefs and men try to 

catch them. Those men that catch 

the handkerchiefs might succeed in 

finding romance with the woman who threw 

it. Fire Dragon dances also take place during 

this holiday.

中秋節是華人慶祝豐收的節日。本節日最早出現在周朝

的儀式中，從三千年前的西周禮儀中就收集到相關的史

料，至於慶祝活動，則流行於唐代初期。關於中秋節的

傳說，以嫦娥皇后吃了暴君后羿的不死藥，用以拯救蒼

生，逃避后羿統治最為有名。故事以嫦娥飛向月宮劃下

句點。
中秋節是一個在中國曆法上幾個最重要的節日之一，

其慶祝活動有：吃月餅和提明亮的燈籠上街。中國有

些地方則舉行拋手帕的相親活動，接到手帕的男人，

有可能和拋出手帕的女人順利發展一段戀情，舞火龍

也是中秋節的一項慶祝活動。

Mid-Autumn Festival 中秋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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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is an art museum in Taipei City. In 

the future there is going to be another branch built in Taibao 

City, Chiayi County. It is the national museum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and has a permanent collection of 693,507 pieces of 

ancient Chinese artifacts and artworks, making it one of the 

largest in the world. The collection encompasses over 8,000 

years of Chinese history from the Neolithic age to the late Qing 

Dynasty. Most of the collections are high quality pieces 

collected by China's ancient emperors.

台北艋舺龍山寺是由來自福建移民於1738年建造完成。它對於當年

的移民不但是一個祭拜的地方也是聚會的地方。不過當時所建造的

廟宇大部分已在地震和火災中摧毀。不過，台北市民不斷的重建和

裝修，使得現今龍山寺被視為是台灣古典建築中具有象徵性的範

本，其建築風格也受到中國南方常見古老建築物的影響。目前龍山

寺被列入國家二級古蹟。

Longshan Temple 龍山寺

Mengjia Longshan Temple was built in Taipei in 1738 by settlers 

from Fujian. It served as a place of worship and a gathering place 

for the Chinese settlers. The temple has been destroyed either 

in full or in part on numerous occasions by earthquakes and 

fires. Taipei residents have consistently rebuilt and renovated it. 

Longshan is seen as an emblematic example of Taiwanese 

classical architecture, with southern Chinese influences 

commonly seen in older buildings. Longshan Temple has been 

classified as a second grade historical sit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故宮博物院

故宮博物院位於台北市，另於嘉義縣太保市籌建南部院區。故宮是

屬於中華民國國家級的博物館，院內擁有693,507件中國古代文物和

藝術品的永久收藏，使其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博物館之一。館藏包括

從新石器時代到清朝末年超過八千年中國歷史的收藏品。而且其中

大多數的收藏品都是中國古代皇帝所收藏的高品質藝術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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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 Moon Lake 日月潭

日月潭是台灣第一大湖泊。坐落在南投縣魚池鄉，日月潭周圍地區

是台灣原住民邵族的部落所在。因為在湖的東側像太陽，而西側類

似於月亮，所以有日月潭之名。大部份的時間禁止游泳，但每年中

秋節前後會舉辦三公里「萬人橫渡日月潭」的競泳活動，同時舉辦

許多其他活動像煙火和雷射秀等。

Sun Moon Lake is the biggest lake in Taiwan. It is located in 

Yuchi, Nantou County, and is where the Thao tribe, one of the 

aboriginal tribes in Taiwan, resides. The east side of the lake 

looks like a sun while the west side is shaped like a moon, and 

this is where it gets its name. Even though swimming isn’t 

allowed in the lake most of the year, a three kilometer race 

called the Swimming Carnival of the Sun Moon Lake is held 

annually around the Mid-Autumn Festival. Many other events 

take place there as well, such as fireworks and laser shows.

Alishan (Mount. Ali) 阿里山

Alishan National Scenic Area has an area of 41,520 hectares 

and stretches across four townships: Fanlu, Zhuqi, Meishan and 

Alishan. It is renowned far and wide for its clouds, beautiful 

sunrises and sunsets. It also has a number of hiking trails, an 

enchanting gorge waterfall, sakura cherry blossoms and bamboo 

groves. The scenic area’s unique Z-shaped forest railway 

(nicknamed “train hits the wall”) and the culture of the local 

Tsou aborigines add to Alishan’s uniqueness and charm. Alishan 

is also famous for its wasabi and high mountain tea. 

阿里山國家風景區總面積41,520公頃，橫跨番路、竹崎、梅山、阿

里山等四鄉鎮；其中雲海、日出、晚霞等自然美景遠近馳名，還有

許多的健行步道、峽谷飛瀑、櫻花及竹林景觀；轄區內獨特的「Z」

字型森林鐵道（俗稱火車碰壁）及鄒族原住民文化，更增添阿里山

的唯一與獨特性。阿里山也以芥末和高山茶聞名於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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