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3-1  105-107學年度交換生名單 

序號 學期 學系 系級 學號 姓名 交換學校 

1 1051 法文系 3 A3212095  
陳冠伶 法國里爾第三大學 

2 1051 法文系 3 A3212109  
周致瑜 法國里爾第三大學 

3 1051 法文系 3 A3212168  
江昀 

法國中央布爾日漢法語

言學學院 

4 1051 法文系 3 A3212214  
陳羿潔 法國阿爾圖瓦大學 

5 1051 法文系 3 A3212231  
葉韶庭 法國里爾第三大學 

6 1051 法文系 3 A3212320  
呂旻勳 

法國賽爾奇蓬多瓦茲大

學 

7 1051 法文系 3 A3212338  
江珮瑄 法國雷恩第二大學 

8 1051 法文系 3 A3212354  
黃怡靜 法國雷恩第二大學 

9 1051 法文系 3 A3212362  
陳毓庭 法國雷恩第二大學 

10 1051 法文系 3 A3212371  
黃敏嘉 法國阿爾圖瓦大學 

11 1051 法文系 3 A3212435  
謝宗育 法國里爾第三大學 

12 1051 法文系 3 A3212567  
林芷琳 法國巴黎東方語文學院 

13 1051 法文系 3 A3212621  
陳康苗 法國阿爾圖瓦大學 

14 1051 法文系 4 A2212067  
古恩惠 法國巴黎東方語文學院 

15 1051 法文系 4 A2212237  
陳禹光 法國雷恩第二大學 

16 1051 法文系 4 A2212679  
吳綺晴 法國巴黎東方語文學院 

17 1051 法文系 4 A3402854  
黃靖雯 法國阿爾圖瓦大學 

18 1051 法文系 4 A3416782  
簡妤潔 

比利時布魯塞爾自由大

學 

序號 
交換學年

期 
系所簡稱 年班組 學號 姓名 交換學校 

1 1052 法文系 3 A3212095  
陳冠伶 法國里爾第三大學 

2 1052 法文系 3 A3212109  
周致瑜 法國里爾第三大學 

3 1052 法文系 3 A3212168  
江昀 

法國中央布爾日漢法語

言學學院 

4 1052 法文系 3 A3212214  
陳羿潔 法國阿爾圖瓦大學 

5 1052 法文系 3 A3212231  
葉韶庭 法國里爾第三大學 

6 1052 法文系 3 A3212320  
呂旻勳 

法國賽爾奇蓬多瓦茲大

學 

7 1052 法文系 3 A3212338  
江珮瑄 法國雷恩第二大學 

8 1052 法文系 3 A3212354  
黃怡靜 法國雷恩第二大學 

9 1052 法文系 3 A3212362  
陳毓庭 法國雷恩第二大學 

10 1052 法文系 3 A3212371  
黃敏嘉 法國阿爾圖瓦大學 

11 1052 法文系 3 A3212435  
謝宗育 法國里爾第三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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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1  105-107學年度交換生名單 

序號 學期 學系 系級 學號 姓名 交換學校 

12 1052 法文系 3 A3212567  
林芷琳 法國巴黎東方語文學院 

13 1052 法文系 3 A3212621  
陳康苗 法國阿爾圖瓦大學 

14 1052 法文系 4 A2212067  
古恩惠 法國巴黎東方語文學院 

15 1052 法文系 4 A2212237  
陳禹光 法國雷恩第二大學 

16 1052 法文系 4 A2212679  
吳綺晴 法國巴黎東方語文學院 

17 1052 法文系 4 A3402854  
黃靖雯 法國阿爾圖瓦大學 

18 1052 法文系 4 A3416782  
簡妤潔 

比利時布魯塞爾自由大

學 

序號 
交換學年

期 
系所簡稱 年班組 學號 姓名 交換學校 

1 1061 法文系 3 A4237164  
洪子婷 

法國賽爾奇蓬多瓦茲大

學 

2 1061 法文系 4 A3212591  
林紓米 法國里爾第三大學 

3 1061 法文系 4 A4407256  
劉予媞 法國雷恩商學院 

4 1061 法文系 4 A4420287  
鄒依靜 法國里爾第三大學 

序號 
交換學年

期 
系所簡稱 年班組 學號 姓名 交換學校 

1 1062 法文系 3 A4237164  
洪子婷 

法國賽爾奇蓬多瓦茲大

學 

2 1062 法文系 4 A3212591  
林紓米 法國里爾第三大學 

3 1062 法文系 4 A4420287  
鄒依靜 法國里爾第三大學 

序號 
交換學年

期 
系所簡稱 年班組 學號 姓名 交換學校 

1 1071 法文系 3 A5226778  
鄭逸駿 法國雷恩第二大學 

2 1071 法文系 4 A3212524  
林邑宸 法國巴黎東方語文學院 

3 1071 法文系 4 A4202964  
吳冕 法國阿爾圖瓦大學 

4 1071 法文系 4 A4206536  
黃于庭 法國里爾第三大學 

5 1071 法文系 4 A4206544  
李宛諭 法國里爾第三大學 

6 1071 法文系 4 A4221501  
許儷馨 法國雷恩第二大學 

7 1071 法文系 4 A4236877  
梁逸汶 法國里爾第三大學 

8 1071 法文系 4 A4236940  
蘇鋐濬 法國天主教大學 ESTICE 

9 1071 法文系 4 A4237016  
鄭友涵 法國里爾第三大學 

序號 
交換學年

期 
系所簡稱 年班組 學號 姓名 交換學校 

1 1072 法文系 3 A5226778  
鄭逸駿 法國雷恩第二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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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1  105-107學年度交換生名單 

序號 學期 學系 系級 學號 姓名 交換學校 

2 1072 法文系 4 A3212524  
林邑宸 法國巴黎東方語文學院 

3 1072 法文系 4 A4202964  
吳冕 法國阿爾圖瓦大學 

4 1072 法文系 4 A4206536  
黃于庭 法國里爾第三大學 

5 1072 法文系 4 A4206544  
李宛諭 法國里爾第三大學 

6 1072 法文系 4 A4221501  
許儷馨 法國雷恩第二大學 

7 1072 法文系 4 A4236877  
梁逸汶 法國里爾第三大學 

8 1072 法文系 4 A4236940  
蘇鋐濬 法國天主教大學 ESTICE 

9 1072 法文系 4 A4237016  
鄭友涵 法國里爾第三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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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2  105-107學年度法籍交換生名單 
 

序號 學期 學系 系級 學號 姓名 交換學校 

1 1051 法文系 4 A5506142 文獅 /Vincent BORREMANS  
比利時布魯塞爾自由大學

翻譯學院 

2 1051 法文系 4 A5506347 海倫 /Helene NOGA  
比利時布魯塞爾自由大學

翻譯學院 

3 1051 法文系 4 A5506321 艾莉莎/Elise FRANCOIS  里爾第三大學 

4 1051 法文系 4 A5506673 思凱文/Kevin SWIECKI  里爾第三大學 

5 1051 法文系 4 A5506207 派絲卡 /MARCEL Pascaline  法國里昂天主教大學 

6 1051 法文系 4 A5506240 保羅 /BERNARD Paul  法國里昂天主教大學 

7 1051 法文系 4 A5506487 希萌龍/Simon LEFEBVRE  法國阿爾圖瓦大學 

8 1051 法文系 4 A5506622 盛安 /Valere CUVILLIER  法國阿爾圖瓦大學 

9 1051 法文系 4 A5506266 喬依 /Joy MASSIMBO  法國賽爾奇蓬多瓦茲大學 

10 1051 法文系 4 A5506541 昆汀 /Quentin DANEL  法國賽爾奇蓬多瓦茲大學 

11 1051 法文系 4 A5506550 韋霖 /Maxime JOUAN  法國賽爾奇蓬多瓦茲大學 

12 1051 法文系 4 A5506649 秦道 /Florian CHEMANI  法國賽爾奇蓬多瓦茲大學 

13 1051 法文系 4 A5506312 愛美麗/Emilie TOUZE  雷恩第二大學 

14 1051 法文系 4 A5506665 柯珍/Margaux CORRE  雷恩第二大學 

序號 學期 學系 系級 學號 姓名 交換學校 

1 1052 法文系 4 A5506801 瑪莉亞/Marie GENRIES   里爾第三大學 

2 1052 法文系 4 A5506321 艾莉莎/Elise FRANCOIS  里爾第三大學 

3 1052 法文系 4 A5506673 思凱文/Kevin SWIECKI  里爾第三大學 

4 1052 法文系 4 A5506851 
克萊斯 /Clarisse 

MALEZIEUX  
里爾第三大學 

5 1052 法文系 4 A5510824 露西兒/BOUTET LUCILE  法國里昂天主教大學 

6 1052 法文系 4 A5506487 希萌龍/Simon LEFEBVRE  法國阿爾圖瓦大學 

7 1052 法文系 4 A5506622 盛安 /Valere CUVILLIER  法國阿爾圖瓦大學 

8 1052 法文系 4 A5506703 蔡露茜/Lucile CHARDON  法國阿爾圖瓦大學 

9 1052 法文系 4 A5506720 羅志美/Laura BERTHE  法國阿爾圖瓦大學 

10 1052 法文系 4 A5506762 蘇成/Fransois DUTERRIER  法國阿爾圖瓦大學 

11 1052 法文系 4 A5506312 愛美麗/Emilie TOUZE  雷恩第二大學 

12 1052 法文系 4 A5506665 柯珍/Margaux CORRE  雷恩第二大學 

13 1052 法文系 4 A5506746 瑪麗/Marie QUENET  雷恩第二大學 

14 1052 法文系 4 A5506789 依婷/Alicia MOU  雷恩第二大學 

序號 學期 學系 系級 學號 姓名 交換學校 

1 1061 法文系 4 A6523920 
馬克沁 /VELLUT MAXIME 

CHARLES R  
比利時自由大學翻譯學院 



1-1-3-2  105-107學年度法籍交換生名單 
 

序號 學期 學系 系級 學號 姓名 交換學校 

2 1061 法文系 4 A6523741 
基利安 /THIBAUDIER 

KILIAN  

里昂天主教大學 

ESDES 管理學院 

3 1061 法文系 4 A6523814 柏雨嘉/BOIDIN CAMILLE  里爾第三大學 

4 1061 法文系 4 A6523881 葛靜雯/GEVAERT COLINE  里爾第三大學 

5 1061 法文系 4 A6524047 王琳瑤/KOULLA CAMILLE  里爾第三大學 

6 1061 法文系 4 A6524098 
瓣林賽/VANSTAVEL 

LINDSAY  
里爾第三大學 

7 1061 法文系 4 A6523717 
雷雅雯/TIFFANY 

LETOQUART  
阿爾圖瓦大學 

8 1061 法文系 4 A6523750 
亞歷克斯/ALEXIS 

MALAQUIN  
阿爾圖瓦大學 

9 1061 法文系 4 A6523873 姚菲菲/OPHELIE TOUTAIN  阿爾圖瓦大學 

10 1061 法文系 4 A6523971 代柏拉/DEBORAH BAUDRY  阿爾圖瓦大學 

11 1061 法文系 4 A6524063 艾米/AIMIE LEFEBVRE  阿爾圖瓦大學 

12 1061 法文系 4 A6523776 
瑪麗露西/DUFFAUT 

MARIE-LUCIE  
雷恩第二大學 

13 1061 法文系 4 A6523849 
利安絲阿德里安 /LIANCE 

ADRIEN  
賽爾奇蓬多瓦茲大學 

序號 學期 學系 系級 學號 姓名 交換學校 

1 1062 法文系 4 A6507860 
維多莉亞 /FORTIER－

JELINON Victoria  

里昂天主教大學 

ESDES 管理學院 

2 1062 法文系 4 A6507878 希奧 /MOUNIER Theo  
里昂天主教大學 

ESDES 管理學院 

3 1062 法文系 4 A6523814 柏雨嘉/BOIDIN CAMILLE  里爾第三大學 

4 1062 法文系 4 A6523881 葛靜雯/GEVAERT COLINE  里爾第三大學 

5 1062 法文系 4 A6524047 王琳瑤/KOULLA CAMILLE  里爾第三大學 

6 1062 法文系 4 A6524098 
瓣林賽/VANSTAVEL 

LINDSAY  
里爾第三大學 

7 1062 法文系 4 A6523717 
雷雅雯/TIFFANY 

LETOQUART  
阿爾圖瓦大學 

8 1062 法文系 4 A6523750 
亞歷克斯/ALEXIS 

MALAQUIN  
阿爾圖瓦大學 

9 1062 法文系 4 A6523873 姚菲菲/OPHELIE TOUTAIN  阿爾圖瓦大學 

10 1062 法文系 4 A6523971 代柏拉/DEBORAH BAUDRY  阿爾圖瓦大學 

11 1062 法文系 4 A6524063 艾米/AIMIE LEFEBVRE  阿爾圖瓦大學 



1-1-3-2  105-107學年度法籍交換生名單 
 

序號 學期 學系 系級 學號 姓名 交換學校 

12 1062 法文系 4 A6523776 
瑪麗露西/DUFFAUT 

MARIE-LUCIE  
雷恩第二大學 

序號 學期 學系 系級 學號 姓名 交換學校 

1 1071 法文系 4 A7503264 羅曼 /Romain FINAND  
里昂天主教大學 

ESDES 管理學院 

2 1071 法文系 4 A7503477 美麗/SRIPHO Alice  里爾第三大學 

3 1071 法文系 4 A7503639 雷其爾/Rachel MAES 里爾第三大學 

4 1071 法文系 4 A7503841 莉雅/Lea BAILLEUX  里爾第三大學 

5 1071 法文系 4 A7503884 路易/Louis DAVID 里爾第三大學 

6 1071 法文系 4 A7503311 云愷 /Maxence CABAS  阿爾圖瓦大學 

7 1071 法文系 4 A7503370 
杜美迪 /Mathilde 

DUMARQUEZ  
阿爾圖瓦大學 

8 1071 法文系 4 A7503591 露露/Heloise CROWYN  阿爾圖瓦大學 

9 1071 法文系 4 A7503604 戴希雅/Alexia DARCQ  阿爾圖瓦大學 

10 1071 法文系 4 A7503647 美玲/Stephanie LEFEBVRE  阿爾圖瓦大學 

11 1071 法文系 4 A7503710 左怡/Zoe DE BLEECKERE  阿爾圖瓦大學 

12 1071 法文系 4 A7503159 曾信/Jean PAPON  雷恩第二大學 

13 1071 法文系 4 A7503761 簡妮/FURON JEANNE  雷恩第二大學 

14 1071 法文系 4 A7503787 克羅愛/Chloe THOBIE  雷恩第二大學 

15 1071 法文系 4 A7503582 緹瑪 /Fatima BADAOUI  賽爾奇蓬多瓦茲大學 

16 1071 法文系 4 A7503795 
朱麗 /Julie BOUCHENOIRE 

MENIN  
賽爾奇蓬多瓦茲大學 

17 1071 法文系 4 A7503809 阿萊婭 /Aleya ISMAIL  賽爾奇蓬多瓦茲大學 

18 1071 法文系 4 A7503809 高凌云 /Justine MICALLEF 賽爾奇蓬多瓦茲大學 

序號 學期 學系 系級 學號 姓名 交換學校 

1 1072 法文系 4 A7506522 
馬莉 /Marie-Therese 

PERNOD  

比利時布魯塞爾自由大學

翻譯學院 

2 1072 法文系 4 A7506590 引力珀/Pauline GODFROID  
比利時布魯塞爾自由大學

翻譯學院 

3 1072 法文系 4 A7506671 格瑞/Guerrie MAUBERT 
里昂天主教大學 

ESDES 管理學院 

4 1072 法文系 4 A7506913 
杰佛瑞/Geoffrey  

MIANCIEN 

里昂天主教大學 

ESDES 管理學院 

5 1072 法文系 4 A7503477 美麗/SRIPHO Alice  里爾第三大學 

6 1072 法文系 4 A7503639 雷其爾/Rachel MAES  里爾第三大學 

7 1072 法文系 4 A7503841 莉雅/Lea BAILLEUX  里爾第三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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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學期 學系 系級 學號 姓名 交換學校 

8 1072 法文系 4 A7503884 路易 /Louis DAVID  里爾第三大學 

9 1072 法文系 4 A7503311 云愷 /Maxence CABAS  阿爾圖瓦大學 

10 1072 法文系 4 A7503370 
杜美迪 /Mathilde 

DUMARQUEZ  
阿爾圖瓦大學 

11 1072 法文系 4 A7503591 露露/Heloise CROWYN  阿爾圖瓦大學 

12 1072 法文系 4 A7503604 戴希雅/Alexia DARCQ  阿爾圖瓦大學 

13 1072 法文系 4 A7503647 美玲/Stephanie LEFEBVRE  阿爾圖瓦大學 

14 1072 法文系 4 A7503710 左怡/Zoe DE BLEECKERE  阿爾圖瓦大學 

15 1072 法文系 4 A7503761 簡妮/FURON JEANNE  雷恩第二大學 

16 1072 法文系 4 A7503787 克羅愛/Chloe THOBIE  雷恩第二大學 

17 1072 法文系 4 A7506476 申明智 /Myeongji SHIN  賽爾奇蓬多瓦茲大學 

18 1072 法文系 4 A7506549 羅利斯 /Loris POINSIGNON  賽爾奇蓬多瓦茲大學 

19 1072 法文系 4 A7506638 賽林/Celine  KHUN 賽爾奇蓬多瓦茲大學 

20 1072 法文系 4 A7506778 沙沙/Sacha Chantal HAMEL 賽爾奇蓬多瓦茲大學 

21 1072 法文系 4 A7506794 梅/Maelys BIGOT 賽爾奇蓬多瓦茲大學 

22 1072 法文系 4 A7506867 荔枝/Lise JONQUET 賽爾奇蓬多瓦茲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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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化大學法國語文學系實習委員會設置要點 

105 年 2 月 24 日 104 學年第 3 次系務會議通過 

 

一、 為規劃及推動本系學生實習相關事務，特設立法國語文學系實

習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 

二、 本委員會置委員 7 人，系主任為主任委員，其他委員由本系所

有專任教師擔任。本委員會委員任期一年。 

本委員會得邀請列席人員，包含實習機構代表、校友代表及學

生代表等。 

三、 本委員會職掌如下： 

（一） 實習作業規劃與諮詢。 

（二） 審議各種實習合約。 

（三） 篩選校外實習合作機構。 

（四） 協助學生與實習機構之媒合 

（五） 實習學生之不適應輔導或轉介。 

（六） 評估實習成效。 

（七） 辦理實習課程訪視督導與評鑑受評事宜。 

（八） 處理實習相關申訴事項。 

（九） 其他有關實習事宜。 

四、 本委員會每學年至少開會一次，必要時得加開臨時會議。 

五、 本委員會開會時須有二分之一以上委員出席，決議採多數決。 

六、 本要點未盡事宜，悉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本要點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1-2-4-2  中國文化大學法國語文學系學生校內外實習作業要點 

中國文化大學法國語文學系學生校內外實習作業要點 

                               103 年 9 月 24 日 103 學年第 1 次系務會議通

過 

105 年 2 月 24 日 104 學年第 3 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05 年 11 月 23 日 105 學年第 2 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 法國語文學系（以下簡稱本系）為提供學生理論與實務相互印證機會，依

「中國文化大學學生校內外實習辦法」與「中國文化大學學生校內外實習

作業要點」第二條訂定「中國文化大學法國語文學系學生校內外實習作業

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 實習計畫目標：本系為使學生應用在校所學，增廣學生實務知識與技能，

提升學生職場適應力與就業競爭力，依本要點規劃並推動各項校內外實習

計畫。  

三、 實習同意（合約）書：本系各項實習同意或合約書內容應載明實習計畫名

稱、參與實習人數與時數、實習期程、學生保險、成果評量方式及其他相

關事項，並依照「中國文化大學學生校內外實習作業要點」第三條辦理。 

四、 申請程序：參與實習學生應依本系公布之實習計畫規定，於公告申請時程

內提出申請，錄取名單由本系公告。由學生自行提出實習之機構，需經本

系審核通過。 

五、 校外實習學生保險：實習開始前，依教育部規定學生須加保校外實習保險，

由本系協助向教育部建議之保險機構或本系覓妥保險機構，加保性質相當

之保險。保險費用由本系視實際情況酌予補助。 

與實習機構另有協商約定者，依雙方約定辦理。 

六、 實習說明會：本系應於實習前召開行前會議，將實習相關規定以書面、電

子檔等方式提供參與實習學生，並要求學生遵守相關規定。未滿 20 歲之

學生參與校外實習，應取得家長同意，並於實習開始前兩週繳交家長同意

書與相關資料。 

七、 實習輔導及轉介機制： 

本系應安排任課教師或實習輔導人員，於實習期間視實際情況進行訪視或

輔導實習學生，並協助實習學生與實習機構共同解決實習過程遭遇之問題。

實習學生因病或其他原因無法參加實習時，應依相關規定辦理請假手續並

補足實習所缺時數。若實習學生因個人因素未能完成實習者，應依相關規

定向本系提出申請終止該次實習，並經相關業管單位同意。違反實習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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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致有損校譽之情事者，依校規處理。 

本系學生校外實習期間遇有個人身心不適、 實習環境不良、實習單位作

為有違合約內容及或其他明顯影響實習進行之事件等特殊情況，得由實習

學生或實習指導老師提出轉介申請，並由實習委員會進行轉介。 

八、 實習成果評量及認證：由實習機構單位主管或負責人員及任課教師共同評

核實習成績。參與實習學生應依實習計畫之規定，於實習期間定期繳交實

習報告，並於實習結束一週內完成實習報告，提送實習機構單位主管及任

課教師評核實習成績，涉及學分之實習，並由任課教師作學期總成績之評

定。各類實習得由辦理實習單位或實習機構開立實習證明。實習證明應載

明實習機構名稱、實習期間及實習時數。 

九、 本要點未規範事項，依「中國文化大學學生校內外實習辦法」與「中國文

化大學學生校內外實習作業要點」辦理。 

十、 本要點經本系系務會議、本校學生實習委員會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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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學年度  

實習機構名稱 產業別 
實習課程 

類別 

實習學生 

人次 
學生姓名 

天肯法語通 補習教育 暑期+學期 1 張憲文 

勝華國際開發

公司 
時尚產業 學年實習 2 林蕙瑀、廖悅笙 

台北電影委員

會 
影視業 暑期+學期 5 

曾葦盈、王孟淳、胡心雨 

蘇芷茜、陳怡臻 

台北歐洲學校 教育業 學年實習 2 謝佳益、胡千蔚 

大夏數位傳播

公司 
影視業 學年實習 2 謝祥林、黃馨渝 

法語人之家 餐飲業 學年實習 1 李承勳 

106學年度      

實習機構名稱 產業別 
實習課程 

類別 

實習學生 

人次 
學生姓名 

財團法人台北

市文化基金會-

台北市電影委

員會 

文化產業 學年實習 2 劉芮瑜、周㚬嬨 

勝華國際開發

股份有限公司 
服務 學年實習 1 陳康苗、陳羿潔 

國立臺灣師範

大學法語教學

中心 

教育服務 學年實習 1 陳韻如 

台北歐洲學校

法國部 
教育服務 學年實習 2 黃怡靜 

香港商台北市

生活智能科技

有限公司 

商 學年實習 1 黃靖雯 

聯合數位文創

有限公司 
文化產業 學年實習 1 林書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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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學年度 

實習機構名稱 產業別 
實習課程 

類別 

實習學生 

人次 
學生姓名 

港商生活智能

科技公司 
商 暑期+學期 1  趙翊雯 

台北法語通語

文短期補習班 
教育服務 暑期+學期 1  王思堯 

雲朗觀光集團

君品酒店 
餐飲 暑期+學期 1  簡鳳庭 

坤儀國際股份

有限公司 
商 暑期+學期 1  林紓米 

聯合數位文創

有限公司 

商文化產

業 
暑期+學期 2  錢宣安、翁羿璇 

勝華國際開發

公司 
服務 暑期+學期 1  魏翊安 

台北市電影委

員會 
服務 暑期+學期 3 葉芷君、曾筠茹、謝承妤 

歐洲學校法語

部 
教育服務 暑期+學期 1  王思堯 

台北市露特西

亞 Lutetia 
餐飲 暑期+學期 1   邱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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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化大學法國語文學系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 

97.03.12. 96學年度第 6次系所務會議通過 

101.10.25. 101學年度第 2次系所務會議修正通過 

101.10.31. 101學年度第 1次院務會議討論通過 

第一條 本辦法依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第二十條之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本系教師之聘任、聘期、停聘、不續聘、解聘、升等、評鑑、資遣、延長服務、休假、借調、

研究、進修及講學等事宜，依本辦法之規定評審之。本辦法未規定事項，依本校教師評審委

員會設置辦法、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及相關法令、本校章則之規定辦理。 

第三條 本系教師評審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由系主任及專任副教授以上教師共五至九人組成之，其

產生方式除系主任為當然委員外，其他委員由系務會議推選之。如有不足，應經系務會議決

議，自本系或相關系所之專任助理教授以上教師遴選之，但專任副教授以上教師不得少於三

分之二。 

 本會委員任期一年，委員出缺時得由職務接替人替補或補選之。 

第四條 本會應於院教師評審委員會(以下簡稱院教評會)開會前適當時間開會，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

議。 

 本會由系主任召集並擔任主席，系主任因故不能執行職務時，由院長代為召集，並由出席委

員互推一人擔任主席。 

第五條 本會審議下列事項： 

 一、訂定本會相關評審辦法及規章。 

 二、教師之聘任、聘期、解聘、停聘、不續聘、升等、評鑑、資遣、延長服務、休假、借調、

研究、進修及講學等事項之初審。 

 三、院教評會退回之覆議案。 

 四、其他依法令應經本會評審之事項。 

 前項審議，應依本校教師聘任服務、升等辦法、校、院教師評審辦法及相關法令、本校章則

之規定審議之。 

第六條 本會開會時，委員應親自出席，不得委任他人代理。 

 本會之決議，須有委員二分之一以上之出席，以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行之。但依據教師法

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七款、第九款之情形，審議解聘、停聘或不續聘教師時，須有委員三分之

二以上之出席，以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行之。委員中遇有應予迴避之案件者，不計入出席

委員人數。 

 委員或其配偶或三親等內之親屬、家屬與審議案件有利害關係者，不得參與決議。 

 本會委員為副教授者，不得審議升等教授之事項；本會委員為助理教授者，不得審議升等副

教授之事項。 

 如因前二項之規定，致參與審議之委員不足五人時，其不足名額由院長遴聘合於規定之專任

教師為臨時委員，行使委員職務。 

第七條 本會開會應作成會議紀錄，記載議決或裁決事項及年月日，由召集委員簽名。 

 本會審議通過之案件應於五日內將會議紀錄連同教師個人送審資料提送院教評會複審。但專

兼任教師之續聘及兼任教師之不續聘如無爭議則不須提送院教評會複審。 

 本會審議不通過之案件應作成評議書，並於十日內將評議書送達當事人或相關單位。系主任、

當事人或相關單位如有異議，應於評議書送達後十日內向本會提出異議書，經本會重新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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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再轉送院教評會複審。 

第八條 本會審議時，得視案情之需要，邀請有關人員列席說明。但於決議或裁決時，應請其退席。 

第九條 本會得指定校內一人或數人，對於案情進行必要之了解及調查，並提出書面調查報告。 

本校各級單位及教職員生，對於前項調查程序，應予配合。 

第十條 本會對於審議案件，經各委員口頭表達意見或書面意見後，以無記名投票方式表決為原則，

其為空白票、廢票及棄權票均視為不同意票，但會議紀錄需詳列具體書面審查意見。如各委

員無異議，得以共識決方式議決代替投票表決。 

各委員之發言及書面審查意見，應嚴守秘密，對外不得公開。 

第十一條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院務會議通過報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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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化大學法國語文學系所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要點 

  

97.03.12  96學年度第 6次系所務會議通過 

  

第一條 本要點依大學法第二十條第二項及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組織規程第三

條第一款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系所教師之聘任、聘期、停聘、解聘及升等等事宜，依本要點之規定，

本要點未規定事項，依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組織規程、院教師評審委

員會設置要點及有關法令、本校章則之規定辦理。 

第三條 系所教師評審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由系所主任及專任助理教授以上

共五至九人組成之，其產生方式除系所主任為當然委員外，其他委員

由系所務會議推選之。如本系所之助理教授以上人數未達五人時，得

自相關系所之專任助理教授以上教師推選之，但副教授級以上人數不

得少於二分之一。 

 本會委員任期一年，委員出缺時得補選之。 

第四條 本會應於院教師評審委員會開會前適當時間開會，必要時得召開臨時

會議。 

 本會由系所主任召集並擔任主席，系所主任因故不能執行職務時，由

院長代為召集，再由出席委員互推一人代行職務。 

第五條 本會審議下列事項： 

 一、 訂定系所教師評審委員會評審辦法。 

 二、 專、兼任教師之聘任、聘期、解聘、停聘、不續聘及升等評鑑、

資遣、延長服務、休假、借調、研究、進修及講學等事項之初審。 

 三、 覆審院教師評審委員會退回之覆議案。 

 四、 其他有關系所教師評審之重大事項。 

 前項審議，應依本校教師聘任服務、升等辦法、校、院教師評審辦法

及有關法令、本校章則之規定審議之。 

第六條 本會開會時，委員應親自出席，不得委任他人代理。 

 本會之決議，須有委員二分之一以上之出席，以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

上之同意行之。但依據教師法第十四條第一項第六款、第八款之情形，

審議解聘、停聘或不續聘教師時，須有委員三分之二以上之出席，以

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之同意行之。委員中有應予迴避之情事者，不

計入出席委員人數。 

 委員或其配偶或三親等內之親屬、家屬與審議案件有利害關係者，不

得參與決議。 

 推選委員為副教授者，不得審議升等教授之事項；推選委員為助理教

授者，不得審議升等副教授之事項。 

 如因前二項之規定，得參與審議之委員不足五人時，由院長臨時增聘

合於規定之專任教師若干人為臨時委員，使得參與該案審議之委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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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達五人以上。 

第七條 本會開會應作成會議紀錄，記載議決或裁決事項及年月日，由召集委

員簽名。 

 本會審議通過之案件應於五日內將會議紀錄連同教師個人送審資料提

送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複審。但專兼任教師之續聘及兼任教師之不續聘

如無爭議則不須提送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複審。 

 本會審議不通過之案件應作成評議書，並於五日內將評議書送達當事

人或相關單位。系所主管、當事人或相關單位如有異議，應於評議書

送達後十日內向本會提出異議書轉送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複審，以一次

為限。 

第八條 第五條第一項第一款之評審辦法，應本於公平、公開、公正之原則，

參照大學法暨施行細則、私立學校法、、教師法、教育人員任用條例

暨施行細則、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大學及獨立學院自行

審查教師資格作業要點、本校組織規程、教師聘任服務、升等辦法及

校、院教師評審辦法等有關法令、章則之規定辦理。 

第九條 推廣教育部分組教師評審委員會比照本要點設置。 

第十條 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送請校長發布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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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化大學法國語文學系（所）課程委員會組織規程 

95.12.13  95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次系務會議通過 

98.04.08  97學年度第 6次系務會議通過 

98.09.30  98 學年度第 2次系務會議通過 

99.10.21   99學年度第 3 次系務會議通過 

第一條 本辦法依中國文化大學課程委員會組織規程第四條訂定之。 

第二條 本系設系課程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依本規程之規定研議審訂本系專業必選修

科目、輔系、雙主修學分及其內容等並協調處理課程相關事宜，本規程未規定者，

依有關法令、本校章則辦理。 

第三條 本會委員由本系主任、專任助理教授以上教師五至八名、學生代表五名（大學部

四名，研究所一名）及校外學者專家、產業界、畢業校友一至三名組成之，任期

一年。 

第四條 本會職權如下： 

一、審議本系課程之專業必選修相關事項。 

二、審議本系輔系、雙主修學分相關事項。 

三、審議本系每學年度開課相關事項。 

四、研議本系課程規劃及其他課程、學分相關事項。 

五、審核本系及主科系開課課程教學大綱與教材。 

第五條 為建立課程檢討及評估機制，本會得視需要以問卷或電訪方式徵集畢業校友或業

界人士之相關意見，以作為本會研議之參考。 

第六條 本會之會議由系主任擔任主任委員兼召集人，系主任因故不能執行職務時，由職

務代理人召集之，並擔任會議主席。 

第七條 本會每學期至少召開會議一次。 

委員應親自出席會議，不得委任他人代理。本會之決議，須有應出席委員二分之

一（含）以上之出席，出席委員二分之一（含）以上之決議行之。本會開會時，

本會視需要得邀請本校相關教學單位人員或兼任教師列席，但無表決權。 

第八條 本會開會應作成會議紀錄，並將審查結果提院、校課程委員會會審議；審定之必

修科目表，應提報系務會議核備。 

第九條 本規程經系所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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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學年度外語學院訂購資料庫清單 

  題名 

1 DBpia 

2 GALE-MLA International Bibliography 

3 ProQuest Education Database 

 

 

106 學年度外語學院訂購資料庫清單 

  題名 

1 DBpia 

2 GALE-MLA International Bibliography 

3 ProQuest Education Database 

 

 

107 學年度外語學院訂購資料庫清單 

  題名 

1 DBpia 

2 MLA International Bibliography 

3 JSTOR V 

4 ProQuest Education Datab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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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學年度外語學院訂購期刊清單 

目次  刊名 
105 學年度支出

經費系所 

1 Atelier- Théâtre 法文系 

2 Cahiers du cinema 法文系 

3 Cahiers du Musee National D'Art Moderne 法文系 

4 Cahiers Francais  法文系 

5 Courrier international 法文系 

6 Esprit 法文系 

7 Etvdes  Revue de culture  contemporaine 法文系 

8 Europe; revue litteraire mensuelle 法文系 

9 Geo  法文系 

10 Images DOC 法文系 

11 J'Aime Lire 法文系 

12 JEU - Cahiers de Theatre 法文系 

13 L Avant Scene Opera 法文系 

14 L Avant Scene Theatre 法文系 

15 La Lettre de L’Education 法文系 

16 La linguisgtique 法文系 

17 La Quinzaine litteraire 法文系 

18 Langage et Societe 法文系 

19 Le francais dans le monde 法文系 

20 Le Monde des Ados 法文系 

21 Le Nouvel observateur 法文系 

22 Le Point 法文系 

23 L'Ecole des lettres des colleges 法文系 

24 L'etudiant  法文系 

25 L'express  法文系 

26 Lire 法文系 

27 Litterature 法文系 

28 L'Oeil  法文系 

29 Magazine literaire 法文系 

30 Moi je lis 法文系 

31 Nuit Blanche 法文系 

32 Philosophie Magazine 法文系 

33 Phosphore 法文系 

34 Poetique 法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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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次  刊名 
105 學年度支出

經費系所 

35 Positif: revue mensuelle de cinema 法文系 

36 Revue de l'art 法文系 

37 Revue d'Histoire du Theatre 法文系 

38 Revue Francaise de Linguistique appliq 法文系 

39 Romantisme - Revue du dix-neuvieme Siecle 法文系 

40 Science et Vie Junior 法文系 

41 Theatral 法文系 

42 Yale French Studies 法文系 

 

106學年度外語學院訂購期刊清單 

目次  刊名 
106 學年度支出

經費系所 

1 Atelier- Théâtre 法文系 

2 Cahiers du cinema 法文系 

3 Cahiers du Musee National D'Art Moderne 法文系 

4 Cahiers Francais  法文系 

5 Etudes de linguistique appliquee  法文系 

6 Etvdes  Revue de culture  contemporaine 法文系 

7 Europe; revue litteraire mensuelle 法文系 

8 Geo  法文系 

9 Images DOC 法文系 

10 J'Aime Lire 法文系 

11 JEU - Cahiers de Theatre 法文系 

12 L Avant Scene Opera 法文系 

13 L Avant Scene Theatre 法文系 

14 La Lettre de L’Education 法文系 

15 La linguisgtique 法文系 

16 La Quinzaine litteraire 法文系 

17 Langages 法文系 

18 Langage et Societe 法文系 

19 Langue francaise 法文系 

20 Le francais dans le monde 法文系 

21 Le Monde des Ados 法文系 

22 Le Nouvel observateur 法文系 

23 Le Point 法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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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次  刊名 
106 學年度支出

經費系所 

24 L'Ecole des lettres des colleges 法文系 

25 L'etudiant  法文系 

26 L'express  法文系 

27 Lire 法文系 

28 Litterature 法文系 

29 L'Oeil  法文系 

30 Magazine literaire 法文系 

31 Moi je lis 法文系 

32 Nuit Blanche 法文系 

33 Philosophie Magazine 法文系 

34 Phosphore 法文系 

35 Poetique 法文系 

36 Positif: revue mensuelle de cinema 法文系 

37 Revue de l'art 法文系 

38 Revue d'Histoire du Theatre 法文系 

39 Revue Francaise de Linguistique appliq 法文系 

40 Romantisme - Revue du dix-neuvieme Siecle 法文系 

41 Science et Vie Junior 法文系 

42 Theatral 法文系 

43 Travaux de linguistique 法文系 

44 Yale French Studies 法文系 

 

107學年度外語學院訂購期刊清單 

目次  刊名 
106 學年度支出

經費系所 

1 Atelier- Théâtre 法文系 

2 Cahiers du cinema 法文系 

3 Cahiers du Musee National D'Art Moderne 法文系 

4 Cahiers Francais  法文系 

5 Etudes de linguistique appliquee  法文系 

6 Etvdes  Revue de culture  contemporaine 法文系 

7 Europe; revue litteraire mensuelle 法文系 

8 Geo  法文系 

9 Images DOC 法文系 

10 JEU - Cahiers de Theatre 法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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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次  刊名 
106 學年度支出

經費系所 

11 L Avant Scene Opera 法文系 

12 L Avant Scene Theatre 法文系 

13 La linguisgtique 法文系 

14 La Quinzaine litteraire 法文系 

15 Langages 法文系 

16 Langage et Societe 法文系 

17 Langue francaise 法文系 

18 Le francais dans le monde 法文系 

19 L'Ecole des lettres des colleges 法文系 

20 L'etudiant  法文系 

21 Lire 法文系 

22 Litterature 法文系 

23 L'Oeil  法文系 

24 Magazine literaire 法文系 

25 Moi je lis 法文系 

26 Nuit Blanche 法文系 

27 Philosophie Magazine 法文系 

28 Phosphore 法文系 

29 Poetique 法文系 

30 Positif: revue mensuelle de cinema 法文系 

31 Revue de l'art 法文系 

32 Revue d'Histoire du Theatre 法文系 

33 Revue Francaise de Linguistique appliq 法文系 

34 Romantisme - Revue du dix-neuvieme Siecle 法文系 

35 Science et Vie Junior 法文系 

36 Theatral 法文系 

37 Travaux de linguistique 法文系 

38 Yale French Studies 法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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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學年度外語學院圖書資料採購清單 

學院 系所 財產編號 書名 出版者 圖書館採購案號 備註 

外語學院 法文系 B01002622 法國人如何思考?  商周 城邦文化 105BF-C11 圖書 

外語學院 法文系 B01002623 法式誘惑  
八旗文化 遠足

文化 
105BF-C11 圖書 

外語學院 法文系 B01002624 
穿梭巴黎大街小巷學法

語單字  
笛藤 105BF-C11 圖書 

外語學院 法文系 B01002625 美食法語會話  笛藤 105BF-C11 圖書 

外語學院 法文系 B01002626 簡約與優雅  世潮 105BF-C11 圖書 

外語學院 法文系 B01020599 
走吧!一起用法語去旅

行! 
不求人文化 105BF-C13 圖書 

外語學院 法文系 B01020785 
法國製造  法國文化關

鍵詞 100 
麥田 105BF-C13 圖書 

外語學院 法文系 B00998744 信不信由你 瑞蘭國際 105BF-C2 圖書 

外語學院 法文系 B00999727 大家的第一本法語 哈福企業 105BF-C4 圖書 

外語學院 法文系 B01013309 
Haïti après le 

tremblement de terre  
Peter Lang 105BF-F14 圖書 

外語學院 法文系 B01013310 

Analyse semantique 

des predicats de 

communication  

Peter Lang 

Edition 
105BF-F14 圖書 

外語學院 法文系 B01013311 

Discours et 

communication 

didactiques en FLE  

Peter Lang 105BF-F14 圖書 

外語學院 法文系 B01013312 

Linguistique et 

stylistique des 

figures  

P.I.E. Peter 

Lang 
105BF-F14 圖書 

外語學院 法文系 B01013313 
Les co-prédicats 

adjectivants  

PIE Peter 

Lang 
105BF-F14 圖書 

外語學院 法文系 B01013314 
Corpus numériques, 

langues et sens  

P.I.E. Peter 

Lang 
105BF-F14 圖書 

外語學院 法文系 B01013315 

Du sens à la 

signification, de la 

signification aux 

sens  

PIE Peter 

Lang 
105BF-F14 圖書 

外語學院 法文系 B00982524 

100 recettes de 

grands classiques 

français. 

Hachette 

Cuisine 
105BF-F3 圖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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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 系所 財產編號 書名 出版者 圖書館採購案號 備註 

外語學院 法文系 B00982525 
100 recettes de 

pâtes. 

Hachette 

Cuisine 
105BF-F3 圖書 

外語學院 法文系 B00982526 
100 recettes de 

salades. 

Hachette 

Cuisine 
105BF-F3 圖書 

外語學院 法文系 B00982527 
100 recettes de 

verrines. 

Hachette 

Cuisine 
105BF-F3 圖書 

外語學院 法文系 B00982528 
100 recettes 

inratables. 

Hachette 

Cuisine 
105BF-F3 圖書 

外語學院 法文系 B00982529 
100 recettes pour 

l'apéro. 

Hachette 

Cuisine 
105BF-F3 圖書 

外語學院 法文系 B00982530 
Alex et Zoé et 

compagnie 1 : 

CLE 

International 
105BF-F3 圖書 

外語學院 法文系 B00982531 Daily Marx  La Martinière 105BF-F3 圖書 

外語學院 法文系 B00982532 En cuisine! A1-A2 : 
CLE 

International 
105BF-F3 圖書 

外語學院 法文系 B00982533 
FLE, vocabulaire A2-

B1 : 
Ellipses 105BF-F3 圖書 

外語學院 法文系 B00982534 
ABC FLE, français 

langue étrangère : 
Ellipses 105BF-F3 圖書 

外語學院 法文系 B00982535 Le FLE au quotidien : Ellipses 105BF-F3 圖書 

外語學院 法文系 B00982536 
Les cuisines de 

l'Elysée : 
Pygmalion 105BF-F3 圖書 

外語學院 法文系 B00982537 Objectif express 2 : Hachette 105BF-F3 圖書 

外語學院 法文系 B00972162 法語分級詞彙速記手冊   東華大學 105BF-M1 圖書 

外語學院 法文系 B00972163 法語常用表達法   東華大學 105BF-M1 圖書 

外語學院 法文系 B00972164 4000句轻松玩转法语  
东华大学出版

社 
105BF-M1 圖書 

外語學院 法文系 B00972165 法語反義詞詞典   商務印書 105BF-M1 圖書 

外語學院 法文系 B00972166 法语交际口语  
东华大学出版

社 
105BF-M1 圖書 

外語學院 法文系 B00972167 法語基礎詞彙寶典   東華大學 105BF-M1 圖書 

外語學院 法文系 B00972168 法語語法全解練習冊   東華大學 105BF-M1 圖書 

外語學院 法文系 B00972169 商务法语谈判口译  
东华大学出版

社 
105BF-M1 圖書 

外語學院 法文系 B00974780 法語天天練 上海外語教育 105BF-M10 圖書 

外語學院 法文系 B00974781 法語漫談法國文化 東華大學 105BF-M10 圖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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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 系所 財產編號 書名 出版者 圖書館採購案號 備註 

外語學院 法文系 B01019868 法語詞法與句法教程 
外語教學與研

究 
105BF-M12 圖書 

外語學院 法文系 B01019869 
法語詞彙練習 800(第 4

版) 
東華大學 105BF-M12 圖書 

外語學院 法文系 B00972156 
法語 TEF TCF詞彙精解

與自測 
東華大學 105BF-M5 圖書 

外語學院 法文系 B00972157 
法語新手一學就會(白金

暢銷版) 
中國宇航 105BF-M5 圖書 

外語學院 法文系 B00972981 
法汉修辞对比与翻译研

究  
上海外语教育 105BF-M7 圖書 

外語學院 法文系 B00972982 
法语发音入门+3000实

用单词  
中国宇航 105BF-M7 圖書 

外語學院 法文系 B00972983 法语应急口语 8000句  机械工业 105BF-M7 圖書 

外語學院 法文系 B00972984 基础法语  中国国际广播 105BF-M7 圖書 

外語學院 法文系 B00972985 从雨果到夏尔  文汇出版社 105BF-M7 圖書 

外語學院 法文系 B00972986 独立思考  商務印書館 105BF-M7 圖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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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學年度外語學院圖書資料採購清單 

學院 系所 財產編號 書名 出版者 
圖書館採購

案號 
資料類型 

外語學院 法文系 B01021451 第一人 皇冠 106BF-C3 圖書 

外語學院 法文系 B01021452 無愛時代的詩意告白 書林 106BF-C3 圖書 

外語學院 法文系 B01021453 
超分解每天都用得到的法語

會話 
臺灣東販 106BF-C3 圖書 

外語學院 法文系 B01022400 連法國教授都說讚 瑞蘭國際 106BF-C4 圖書 

外語學院 法文系 B01015814 Mémoires inquiètes 
Academia-

L'Harmattan 
106BF-F2 圖書 

外語學院 法文系 B01015815 

Shakespeare et la 

comédie de 

l'émerveillement 

Desclée de Brouwer 106BF-F2 圖書 

外語學院 法文系 B01015816 
Écritures dramatiques 

contemporaines 
Armand Colin 106BF-F2 圖書 

外語學院 法文系 B01017218 
(Se) construire un 

vocabulaire en langues  
Chronique sociale 106BF-F5 圖書 

外語學院 法文系 B01017219 Alter ego 4 : Hachette Livre 106BF-F5 圖書 

外語學院 法文系 B01017220 Amical 1 : CLE International 106BF-F5 圖書 

外語學院 法文系 B01017221 Amical 2 : CLE International 106BF-F5 圖書 

外語學院 法文系 B01017222 Au bonheur des fautes : Vuibert 106BF-F5 圖書 

外語學院 法文系 B01017223 Faire classe en FLE : Hachette 106BF-F5 圖書 

外語學院 法文系 B01017224 
Formation en ligne et 

MOOC : 
Hachette 106BF-F5 圖書 

外語學院 法文系 B01017225 Pratiques d'écriture : 
Hachette français 

langue étrangère 
106BF-F5 圖書 

外語學院 法文系 B01017226 Cosmopolite 1 : 
Hachette français 

langue étrangère 
106BF-F5 圖書 

外語學院 法文系 B01017227 Cosmopolite 2 : 
Hachette français 

langue étrangère 
106BF-F5 圖書 

外語學院 法文系 B01017228 Didactique du lexique : ELLUG 106BF-F5 圖書 

外語學院 法文系 B01017229 Écritures créatives  PUG 106BF-F5 圖書 

外語學院 法文系 B01017230 
Enseigner le vocabulaire 

autrement  
Chronique Sociale 106BF-F5 圖書 

外語學院 法文系 B01017231 

Dictées pour apprivoiser 

l'orthographe la 

grammaire et la 

conjugaison françaises : 

Ellipses Marketing 106BF-F5 圖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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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 系所 財產編號 書名 出版者 
圖書館採購

案號 
資料類型 

外語學院 法文系 B01017232 
Interactions dialogues 

conversations  
Hachette 106BF-F5 圖書 

外語學院 法文系 B01017233 Jeux de théâtre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Grenoble 

106BF-F5 圖書 

外語學院 法文系 B01017234 

L'approche actionnelle 

dans l'enseignement des 

langues  

Difusión-centre de 

recherche et de 

publication de 

langues   

106BF-F5 圖書 

外語學院 法文系 B01017235 L'intercompréhension : Hachette 106BF-F5 圖書 

外語學院 法文系 B01017236 
L'interculturel en 

classe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Grenoble 

106BF-F5 圖書 

外語學院 法文系 B01017237 La grammaire en jeux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Grenoble 

106BF-F5 圖書 

外語學院 法文系 B01017238 
Littérature en classe de 

FLE  
CLE international 106BF-F5 圖書 

外語學院 法文系 B01017239 
La prononciation du 

français dans le monde  
CLE International 106BF-F5 圖書 

外語學院 法文系 B01017240 
La prononciation en 

classe  
PUG 106BF-F5 圖書 

外語學院 法文系 B01017241 Les loustics 1 : Hachette 106BF-F5 圖書 

外語學院 法文系 B01017242 
Les pratiques de classe 

dans l'APC : 
De Boeck 106BF-F5 圖書 

外語學院 法文系 B01017243 
Les TIC des outils pour 

la classe  

Presses 

universiatires de 

Grenoble 

106BF-F5 圖書 

外語學院 法文系 B01017244 Linguisticae : 

CreateSpace 

Independent 

Publishing 

Platform 

106BF-F5 圖書 

外語學院 法文系 B01017245 

Manuel de formation 

pratique pour le 

professeur de FLE : 

  106BF-F5 圖書 

外語學院 法文系 B01017246 Nouveau Rond-Point 1 : Maison des Langues 106BF-F5 圖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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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 系所 財產編號 書名 出版者 
圖書館採購

案號 
資料類型 

外語學院 法文系 B01017247 Paroles et musique : 
Hachette français 

langue étrangère 
106BF-F5 圖書 

外語學院 法文系 B01017248 
PowerPoint 2010 pour les 

nuls  
First Interactive 106BF-F5 圖書 

外語學院 法文系 B01017249 
Écrit et gestion du 

tableau : 

Hachette Français 

langue étrangère 
106BF-F5 圖書 

外語學院 法文系 B01017250 
Sur le bout de la 

langue : 
CLE international 106BF-F5 圖書 

外語學院 法文系 B01017251 Tatou le matou 1 : Hachette 106BF-F5 圖書 

外語學院 法文系 B01017252 Tatou le matou 1 : Hachette 106BF-F5 圖書 

外語學院 法文系 B01017253 
Travaux pratiques avec 

PowerPoint : 
Dunod 106BF-F5 圖書 

外語學院 法文系 B01017254 Zénith 1 : CLE International 106BF-F5 圖書 

外語學院 法文系 B01017255 Zénith 2 : CLE International 106BF-F5 圖書 

外語學院 法文系 B01017256 Le nouvel édito : Didier 106BF-F6 圖書 

外語學院 法文系 B01017257 Edito : Editions Didier 106BF-F6 圖書 

外語學院 法文系 B01017258 Génération : Didier 106BF-F6 圖書 

外語學院 法文系 B01017259 Génération : Didier 106BF-F6 圖書 

外語學院 法文系 B01017260 Génération : Didier 106BF-F6 圖書 

外語學院 法文系 B01017261 Génération : Didier 106BF-F6 圖書 

外語學院 法文系 B01017262 Le français vu du ciel : 
Dictionnaires Le 

Robert  
106BF-F6 圖書 

外語學院 法文系 B01017263 
Méthode de français 

juridique  
Dalloz 106BF-F6 圖書 

外語學院 法文系 B01017589 Catherine Certitude  Gallimard jeunesse 106BF-F7 圖書 

外語學院 法文系 B01017590 Dora Bruder  Gallimard 106BF-F7 圖書 

外語學院 法文系 B01017591 
Façons de lire manières 

d'être  
Gallimard 106BF-F7 圖書 

外語學院 法文系 B01017592 
Pour que tu ne te perdes 

pas dans le quartier  
Gallimard 106BF-F7 圖書 

外語學院 法文系 B01017593 Romans  Gallimard 106BF-F7 圖書 

外語學院 法文系 B01041329 Apprendre à lire  Odile Jacob 106BF-F8 圖書 

外語學院 法文系 B01041330 Apprendre à résister  
Éditions le 

Pommier 
106BF-F8 圖書 

外語學院 法文系 B01041331 
Apprendre avec le 

numérique  
Retz 106BF-F8 圖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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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 系所 財產編號 書名 出版者 
圖書館採購

案號 
資料類型 

外語學院 法文系 B01041332 
Apprendre avec le 

sketchnoting  
Eyrolles 106BF-F8 圖書 

外語學院 法文系 B01041333 
Apprendre avec les 

neurosciences  
Chronique sociale 106BF-F8 圖書 

外語學院 法文系 B01041334 Arpèges et paraboles  Gallimard 106BF-F8 圖書 

外語學院 法文系 B01041335 Cantilènes  Gallimard 106BF-F8 圖書 

外語學院 法文系 B01041336 
Comprendre, apprendre, 

mémoriser  
De Boeck 106BF-F8 圖書 

外語學院 法文系 B01041337 

Cours de didactique du 

français langue 

étrangère et seconde  

Presses 

universitaire de 

Grenoble 

106BF-F8 圖書 

外語學院 法文系 B01041338 Derrière le dos de Dieu  Gallimard 106BF-F8 圖書 

外語學院 法文系 B01041339 

Guide pour la recherche 

en didactique des 

langues et des cultures  

Éditions des 

archives 

contemporaines   

106BF-F8 圖書 

外語學院 法文系 B01041340 L'autre côté du langage  

Presses 

universitaires 

franc-comtoises   

106BF-F8 圖書 

外語學院 法文系 B01041341 La lueur des jours  Gallimard 106BF-F8 圖書 

外語學院 法文系 B01041342 La neuroéducation  Odile Jacob 106BF-F8 圖書 

外語學院 法文系 B01041343 La reine de Saba  Gallimard 106BF-F8 圖書 

外語學院 法文系 B01041344 
La réussite scolaire 

expliquée aux parents  
Dunod 106BF-F8 圖書 

外語學院 法文系 B01041345 La rumeur des cortèges  Gallimard 106BF-F8 圖書 

外語學院 法文系 B01041346 Le cerveau attentif  Odile Jacob 106BF-F8 圖書 

外語學院 法文系 B01041347 Le DELF  Didier 106BF-F8 圖書 

外語學院 法文系 B01041348 Le DELF  Didier 106BF-F8 圖書 

外語學院 法文系 B01041349 Le livre de la mémoire  Dunod 106BF-F8 圖書 

外語學院 法文系 B01041350 Le livre des anges  Gallimard 106BF-F8 圖書 

外語學院 法文系 B01041351 
Les 100 mots de la 

psychologie  
PUF 106BF-F8 圖書 

外語學院 法文系 B01041352 Les parvis  Gallimard 106BF-F8 圖書 

外語學院 法文系 B01041353 
Manuel visuel de 

psychologie cognitive  
Dunod 106BF-F8 圖書 

外語學院 法文系 B01041354 
Mets-toi ça dans la 

tête!  

Editions Markus 

Haller 
106BF-F8 圖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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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 系所 財產編號 書名 出版者 
圖書館採購

案號 
資料類型 

外語學院 法文系 B01041355 Mon cerveau, ce héros  Pommier 106BF-F8 圖書 

外語學院 法文系 B01041356 
Motivation et réussite 

scolaire  
Dunod 106BF-F8 圖書 

外語學院 法文系 B01041357 
Neurosciences et 

éducation  
De Boeck supérieur 106BF-F8 圖書 

外語學院 法文系 B01041358 Paroles perdues  Gallimard 106BF-F8 圖書 

外語學院 法文系 B01041359 
Pourquoi les enfants 

n'aiment pas l'école!  

La Librairie des 

écoles 
106BF-F8 圖書 

外語學院 法文系 B01041360 
Pourquoi les filles sont 

si bonnes en maths  
Odile Jacob 106BF-F8 圖書 

外語學院 法文系 B01041361 Réseaux  ELI 106BF-F8 圖書 

外語學院 法文系 B01041362 Saison. Didier 106BF-F8 圖書 

外語學院 法文系 B01041363 Saison. Didier 106BF-F8 圖書 

外語學院 法文系 B01041364 Saison  Didier 106BF-F8 圖書 

外語學院 法文系 B01041365 Saison  Didier 106BF-F8 圖書 

外語學院 法文系 B01041366 Saison. Didier 106BF-F8 圖書 

外語學院 法文系 B01041367 Saison. Didier 106BF-F8 圖書 

外語學院 法文系 B01041368 Saison. Didier 106BF-F8 圖書 

外語學院 法文系 B01041369 Samuel  Gallimard 106BF-F8 圖書 

外語學院 法文系 B01041370 Sur l'épaule de l'ange  Gallimard 106BF-F8 圖書 

外語學院 法文系 B01041371 Système 1, système 2  Flammarion 106BF-F8 圖書 

外語學院 法文系 B01041372 Texto 3  
Hachette Français 

Langue Étrangère 
106BF-F8 圖書 

外語學院 法文系 B01041373 Texto 3  
Hachette Français 

Langue Étrangère 
106BF-F8 圖書 

外語學院 法文系 B01041374 Un peuple de promeneurs  Gallimard 106BF-F8 圖書 

外語學院 法文系 B01041375 Une voix, un regard  Gallimard 106BF-F8 圖書 

外語學院 法文系 B01020093 我的第一本法语学习书 机械工业 106BF-M1 圖書 

外語學院 法文系 B01030341 法汉口译教程  武漢大學, 106BF-M9 圖書 

外語學院 法文系 B01030342 快速突破 TCF语法 800题  東華大學, 106BF-M9 圖書 

外語學院 法文系 B01030343 
商务法语教学理论.实践与

方法  
外語教學與研究, 106BF-M9 圖書 

外語學院 法文系 B01030344 一本搞定大学法语语法  外語教學與研究, 106BF-M9 圖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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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學年度外語學院圖書資料採購清單 

學院 系所 財產編號 書名 出版者 
圖書館採購案

號 
資料類型 

外語學院 法文系 107BF-C11 B01053583 圖解法語會話 語樂多文化 冊 

外語學院 法文系 107BF-C12 B01054099 地心歷險記 野人文化 冊 

外語學院 法文系 107BF-C12 B01054100 什麼是種族歧視 麥田 冊 

外語學院 法文系 107BF-C12 B01054101 我的跳表人生 遠足文化 冊 

外語學院 法文系 107BF-C4 B01043681 我的第一本法語會話 臺灣廣廈有聲 冊 

外語學院 法文系 107BF-C4 B01043682 達令的法語小樂園 如何 冊 

外語學院 法文系 107BF-C5 B01044400 
史上最好用法國會

話、文法學習書 
漢宇國際文化 冊 

外語學院 法文系 107BF-C5 B01044401 遺憾收納員 三采文化 冊 

外語學院 法文系 107BF-C5 B01044476 法語入門  萬人出版   冊 

外語學院 法文系 107BF-C7 B01044576 盛會不歇  麥田 冊 

外語學院 法文系 107BF-C7 B01044577 法國人只需十件衣  風雲時代 冊 

外語學院 法文系 107BF-C7 B01044578 用簡單法語聊不停  臺灣廣廈 冊 

外語學院 法文系 107BF-C7 B01044579 法語 Oh làlà  瑞蘭國際 冊 

外語學院 法文系 107BF-F1 B01042500 
Patmos et autres 

poèmes  
Gallimard 冊 

外語學院 法文系 107BF-F1 B01042501 Réseaux  
Pierre Bordas 

et fils : 
冊 

外語學院 法文系 107BF-F1 B01042502 
Le journal d'un 

manoeuvre  
Gallimard 冊 

外語學院 法文系 107BF-F10 B01057548 
Aux sources de 

l'esprit français  

P.I.E. Peter 

Lang 
冊 

外語學院 法文系 107BF-F10 B01057549 
Quel espace pour 

quel théâtre?  
Peter Lang 冊 

外語學院 法文系 107BF-F10 B01057550 
Lire en classe de 

français  
Peter Lang 冊 

外語學院 法文系 107BF-F10 B01057551 
Figures du 

dandysme  

Peter Lang 

Edition 
冊 

外語學院 法文系 107BF-F10 B01057552 
Le theatre a 

(re)decouvrir  
Peter Lang 冊 

外語學院 法文系 107BF-F10 B01057553 
Le theatre a 

(re)decouvrir  
Peter Lang 冊 

外語學院 法文系 107BF-F10 B01057554 Tendances  
CLE 

International 
冊 

外語學院 法文系 107BF-F10 B01057555 Tendances  CLE 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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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 系所 財產編號 書名 出版者 
圖書館採購案

號 
資料類型 

International 

外語學院 法文系 107BF-F10 B01057556 Tendances  
CLE 

International 
冊 

外語學院 法文系 107BF-F10 B01057557 Tendances  
CLE 

International 
冊 

外語學院 法文系 107BF-F10 B01057558 
L'erreur, un outil 

pour enseigner  
ESF éditeur 冊 

外語學院 法文系 107BF-F10 B01057559 Phonétique du FLE  A. Colin 冊 

外語學院 法文系 107BF-F10 B01057560 
Bonjour et 

bienvenue! A1.1  
Didier. 冊 

外語學院 法文系 107BF-F10 B01057561 Édito  Didier 冊 

外語學院 法文系 107BF-F10 B01057562 Édito  Didier 冊 

外語學院 法文系 107BF-F10 B01057563 Édito  Didier 冊 

外語學院 法文系 107BF-F10 B01057564 

L'intertextualité 

dans l'écriture de 

Nathalie Sarraute  

Classiques 

Garnier 
冊 

外語學院 法文系 107BF-F15 B01057784 

Sapiens  une brève 

histoire de 

l'humanité 

Sapiens  une 

brève histoire 

de l'humanité 

冊 

外語學院 法文系 107BF-F15 B01057785 
Un bonbon sur la 

langue 
Vuibert 冊 

外語學院 法文系 107BF-F6 B01051380 

DELF Scolaire & 

JuniorDELF 

Scolaire et Junior 

B1  

Hueber Verlag 冊 

外語學院 法文系 107BF-F6 B01051381 
Préparer le DELF 

B1 et B2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Grenoble 

冊 

外語學院 法文系 107BF-M9 B01046825 法語發音跟我學 
上海交通大學出

版社 
冊 

 

 



附件 1-3-2-4  105-107 本系學生校內工讀情形 

 

 

學年度 系所簡稱 工讀單位 年班組 學號 姓名 工讀月份 

1051 法文系 職發組 1 A5202445 侯琦麗 9-12月 

1051 法文系 教務組 3 A3212125 謝乙瑄 10-12月 

1051 法文系 綜合組 3 A3212389 陳韻如 9-12月 

1051 法文系 綜合組 3 A3212389 陳韻如 10-12月 

1051 法文系 圖書館 4 A2212041 朱嬿融 9-12月 

1051 法文系 圖書館 4 A2212041 朱嬿融 10-12月 

1051 法文系 綜合組 4 A2212539 胡心雨 9-12月 

1051 法文系 教務組 4 A2212555 蘇芷茜 9-10月 

1052 法文系 閱覽組 4 A2212041 朱嬿融 2-6月 

1061 法文系 閱覽組 2 A5202445 侯琦麗 9-12月 

1061 法文系 教務組 4 A3212125 謝乙瑄 2月 

1061 法文系 教務組 4 A3212231 葉韶庭 10-12月 

1061 法文系 事務組 4 A3212524 林邑宸 8-9月 

1062 法文系 公共事務室 2 A4219531 李怡萱 7月 

1062 法文系 閱覽組 2 A5202445 侯琦麗 6-7月 

1062 法文系 採編組 2 A5207285 蔡舒真 4-7月 

1062 法文系 教務組 3 A4237130 呂蔓潔 7月 

1062 法文系 公共事務室 3 A4237148 林宜萱 7月 

1062 法文系 國合組 4 A3416782 簡妤潔 5月 

1071 法文系 圖書館 2 A6237960 王劭維 9-12月 

1071 法文系 圖書館 3 A5202445 侯琦麗 10-11月 

1071 法文系 圖書館 3 A5239403 蔡耀德 11-12月 

1071 法文系 圖書館 4 A5418901 王俐穎 9-12月 

1072 法文系 教務組 4 A4237130 呂蔓潔 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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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國語文學院法文系 105學年度各年級開課學分及鐘點數明細表 

年級 科目名稱 
學分 必選 

修 

鐘點 
備註 授課老師 

上 下 上 下 

一 

國文 2 2 必 2 2   中文系 

通識 2  必 2    通識領域 

通識  2 必  2   通識領域 

外文領域課程 2 2 必 2 2   外文領域 

外語領域實習課程 1 1 必 2 2   外文領域 

中國文化史  2 必  2   史學系 

電腦 2 2 必 2 2   資管系 

軍訓 0 - 必 0 -   軍訓室 

大一體育 0 0 必 0 0   體育室 

法文讀本（一） 2 2 必 2 2   袁平育 

法文文法（一）01、02組 3 3 必 6 6   李允安 

法語口語表達（一）01、02

組 
2 2 必 4 4   林崇慧 

法語發音訓練 01、02組 1 1 必 4 4   胡安嵐 

法文閱讀與習作 - 2 必 - 2   袁平育 

法國史地導論 - 2 選 - 2 跨領專學程 梁卓琦 

學分／鐘點累計 17 23   26 32 共 58鐘點   

二  

通識 2 - 必 2 -   通識領域 

通識 - 2 必 - 2   通識領域 

通識 2 - 必 2   通識領域 

通識 - 2 必 - 2   通識領域 

法文讀本（二） 2 2 必 2 2   袁平育 

法文文法（二） 4 4 必 4 4   黃馨逸 

法文寫作（一）01 
2 2 

必 2 2   袁平育 

法文寫作（一）02 必 0 0 系支 孟詩葛 

法語口語表達（二）01、02

組 
2 2 必 4 4   胡安嵐 

翻譯（法譯中）一 2 - 必 2 -  程鳳屏 

翻譯（中譯法）一 - 2 必 - 2   徐之甯 

法語視聽訓練 01、02 1 1 必 4 4   林玫君 

語言與文化專題 2 - 必 2 -  袁平育 

法國文藝思潮 2 - 選 2 - 跨領專學程 林崇慧 

法國現代文學 - 2 選 - 2   林崇慧 

初階法語語言學 - 2 選 - 2  李允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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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文辭彙與應用 2 - 選 2 - 跨領專學程 李允安 

學分／鐘點累計 23 21   28 26 54 鐘點   

 

年級 科目名稱 
學分 必選 

修 

鐘點 
備註 授課老師 

上 下 上 下 

三 

法文寫作（二）01 
2 2 

必 2 2   孟詩葛 

法文寫作（二）02 必 0 0 系支 孟詩葛 

法語口語表達（三）01、02

組 
2 2 必 4 4   

翻譯（法譯中）二 2 - 必 2 -  林玫君 

翻譯（中譯法）二 2 2 必 2 2  胡安嵐 

法語聽講訓練 01、02組 1 1 必 4 4  楊啟嵐 

20世紀戲劇文本研讀 2 - 選 2 -  黃馨逸 

法國名勝 - 2 選 - 2 跨領專學程 徐之甯 

進階法文文法 2 - 選 2 -  楊啟嵐 

法語能力檢定訓練 2 - 選 2 -  徐之甯 

法國文化遺產 - 2 選 - 2 跨領專學程 林玫君 

觀光法語 2 - 選 2 - 跨領專學程  李允安 

進階法語語言學 - 2 選 - 2   袁平育 

中華文化法語談 2 - 選 0 - 系支 袁平育 

觀光導覽實務 - 2 選 - 0 系支  

學分／鐘點累計 17+2 13+2   22+2 18+2 共 40鐘點   

四 

翻譯（中譯法）三 2 2 必 2 2  徐之甯 

進階法語聽講訓練 01、02

組 
1 1 必 4 4  黃馨逸 

法國文評概論 2 - 選 2 -  林玫君 

法國經典文選 - 2 選 - 2  林玫君 

新聞法文 2 - 選 2 -  徐之甯 

商用法文 - 2 選 - 2  李允安 

法語修辭學 2 - 選 2 -  楊啟嵐 

法語教學法 - 2 選 - 2  楊啟嵐 

創意產業法語 2 2 選 2 2  楊啟嵐 

學分／鐘點累計 11 11   14 14 共 28鐘點   

四個年級單學期學分/鐘點累計 70 66  92 88   

總計 136  180 校支 176鐘點+院支 4+=180 鐘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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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國語文學院法文系 106學年度各年級預定開課學分及鐘點數明細表 

年級 科目名稱 
學分 必選 

修 

鐘點 
備註 授課老師 

上 下 上 下 

一 

國文 2 2 必 2 2   中文系 

通識 4 4 必 4 4   通識領域 

外文領域 2 2 必 2 2   外文領域 

外語實習課程 1 1 必 2 2   外文領域 

軍訓 0 - 必 0 -   軍訓室 

大一體育 0 0 必 0 0   體育室 

法文讀本（一） 2 2 必 2 2   袁平育 

法文文法（一）2組 3 3 必 6 6   李允安 

法語口語表達（一）2組 2 2 必 4 4   林崇慧 

法語發音訓練 2組 1 1 必 4 4   孟詩葛 

法文閱讀與習作 - 2 必 - 2   袁平育 

現代法國（新開） - 2 選 - 2  程鳳屏 

學分／鐘點累計 17 21   26 30 共 56鐘點   

二  

通識 2 2 必 2 2   通識領域 

法文讀本（二） 2 2 必 2 2   袁平育 

法文文法（二） 4 4 必 4 4   黃馨逸 

法文寫作（一）01 
2 2 

必 2 2   袁平育 

法文寫作（一）02 必 0 0 系支 孟詩葛 

法語口語表達（二）2組 2 2 必 4 4   
01孟詩葛 

02余白 

翻譯（法譯中）一 2 - 必 2 -  林玫君 

翻譯（中譯法）一 - 2 必 - 2   徐之甯 

法語視聽訓練 2組 1 1 必 4 4   林玫君 

語言與文化專題 2 - 必 2 -  袁平育 

法國舊制時期文學（新

開） 
2 - 選 2 -  林崇慧 

法國現代文學 - 2 選 - 2   林崇慧 

初階法語語言學 - 2 選 - 2  李允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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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文詞彙與應用 2 - 選 2 -  李允安 

學分／鐘點累計 21 19   26 24 50 鐘點   

年級 科目名稱 
學分 必選 

修 

鐘點 
備註 授課老師 

上 下 上 下 

三 

法文寫作（二）01 
2 2 

必 2 2   孟詩葛 

法文寫作（二）02 必 0 0 系支 孟詩葛 

法語口語表達（三）2組 2 2 必 4 4  余白 

翻譯（法譯中）二 2 - 必 2 -  林玫君 

翻譯（中譯法）二 2 2 必 2 2  徐之甯 

法語聽講訓練 2組 1 1 必 4 4  楊啟嵐 

20世紀戲劇文本研讀 2 - 選 2 -  黃馨逸 

進階法文文法 2 - 選 2 -  楊啟嵐 

法語能力檢定訓練 - 2 選 - 2  孟詩葛 

法國文學史 - 2 選 - 2  林玫君 

觀光法語 2 - 選 2 -   李允安 

進階法語語言學 - 2 選 - 2   袁平育 

學分／鐘點累計 15 13   20 18 共 38鐘點   

四 

翻譯（中譯法）三 2 2 必 2 2  徐之甯 

進階法語聽講訓練 2組 1 1 必 4 4  黃馨逸 

法國文評概論 2 - 選 2 -  林玫君 

法國經典文選 - 2 選 - 2  林玫君 

新聞法文 2 - 選 2 -  徐之甯 

商用法文 - 2 選 - 2  李允安 

法語修辭學 2 - 選 2 -  楊啟嵐 

法語教學法 - 2 選 - 2  楊啟嵐 

創意產業法語 2 2 選 2 2  楊啟嵐 

學分／鐘點累計 11 11   14 14 共 28鐘點   

四個年級單學期學分/鐘點累計 64 64  86 86   

總計 128  172 校支 170鐘點+院支 2=172鐘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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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國語文學院法文系 107學年度各年級預定開課學分及鐘點數明細表 

年級 科目名稱 
學分 必選 

修 

鐘點 
備註 授課老師 

上 下 上 下 

一 

國文 2 2 必 2 2   中文系 

通識 4 4 必 4 4   通識領域 

外文領域課程 2 2 必 2 2   外文領域 

外語實習 1 1 必 2 2   外文領域 

軍訓 0 - 必 0 -   軍訓室 

大一體育 0 0 必 0 0   體育室 

法文讀本（一） 2 2 必 2 2   黃士賢 

法文文法（一）01 
4 4 

必 
8 8 

  李允安 

法文文法（一）02 必  袁平育 

法語口語表達（一）2組 2 2 必 4 4   林崇慧 

法語發音訓練 2組 1 1 必 4 4   孟詩葛 

法文詞彙與應用 - 2 選 - 2   粱卓琦 

現代法國 - 2 選 - 0 院支 黃士賢 

學分／鐘點累計 18 22   28 30 共 58鐘點   

二  

通識 2 - 必 2 -   通識領域 

跨域人文：法國香頌與文化 2  必 2  跨域專長       李允安 

跨域人文：基礎法文 2  必 2  跨域專長 粱卓琦 

跨域人文：法國生活美學 2  必 2  跨域專長 程鳳屏 

跨域人文：今日法國  2 必  2 跨域專長 程鳳屏 

跨域人文：法國觀光導覽  2 必  2 跨域專長 林崇慧 

跨域人文：法國文化藝術  2 必  2 跨域專長 林玫君 

法文讀本（二） 2 2 必 2 2   袁平育 

法文文法（二） 4 4 必 4 4   黃馨逸 

法文寫作（一）01 
2 2 

必 2 2   袁平育 

法文寫作（一）02 必 0 0 系支 孟詩葛 

法語口語表達（二）01 
2 2 

必 2 2   孟詩葛 

法語口語表達（二）02 必 2 2  孟詩葛 

翻譯（法譯中）一 2 - 必 2 -  林玫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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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譯（中譯法）一 - 2 必 - 2   孟詩葛 

法語視聽訓練 2組 1 1 必 4 4   林玫君 

語言與文化專題 2 - 必 2 -  袁平育 

法國舊制時期文學 2 - 選 2 -  林崇慧 

法國現代文學 - 2 選 - 2   林崇慧 

初階法語語言學 - 2 選 - 2  李允安 

學分／鐘點累計 25 23   30 28 58 鐘點   

年級 科目名稱 
學分 必選 

修 

鐘點 
備註 授課老師 

上 下 上 下 

三 

法文寫作（二）01 
2 2 

必 2 2   孟詩葛 

法文寫作（二）02 必 0 0 系支 孟詩葛 

法語口語表達（三）01 
2 2 

必 2 2  孟尼亞 

法語口語表達（三）02 必 2 2  孟尼亞 

翻譯（法譯中）二 2 - 必 2 -  林玫君 

翻譯（中譯法）二 2 2 必 2 2  徐之甯 

法語聽講訓練 2組 1 1 必 4 4  楊啟嵐 

20世紀戲劇文本研讀 2 - 選 2 -  黃馨逸 

觀光法語 2 - 選 2 -   林崇慧 

進階法語語言學 2 - 選 2 -   袁平育 

法文文法與修辭 2 - 選 2 -  楊啟嵐 

法語導覽與實務 - 2 選 - 0 系支 程鳳屏 

中華文化法語談 - 2 選 - 0 系支 袁平育 

學分／鐘點累計 17 11   22 12 共 34鐘點   

四 

翻譯（中譯法）三 2 2 必 2 2  徐之甯 

進階法語聽講訓練 2組 1 1 必 4 4  黃馨逸 

法國文評概論 2 - 選 2 -  林玫君 

法國經典文選 - 2 選 - 2  林玫君 

新聞法文 2 - 選 0 - 院支 徐之甯 

商用法文 - 2 選 - 2  李允安 

法語教學法 - 2 選 - 2  楊啟嵐 

創意產業法語 3 3 選 3 3  楊啟嵐 

學分／鐘點累計 10 12   11 15 共 26鐘點   

四個年級單學期學分/鐘點累計 70 68  91 85   

總計 138  176 校支 176鐘點+院支 4鐘點 

 



系所擬新聘專任教師

進入人才招募系統填寫需求單

系所主管、院長上網簽核

人事室彙整 

集體作業

列印需求單系所主管
院長紙本簽核送人事室 

個別作業

人事室於需求單輸入核定名額 

 公開徵才，系所教評會進行
試教或面試遴選適合人選

系所進入待聘資料管理系統
輸入擬聘教師

e-mail及相關聘任資料  

系所通知擬聘教師上網填寫資料  

辦理著作外審 

未有教師
證書者

提院校
教評會審議

校長 

核發聘書 

 於學期開始至開學上課前至人事室辦理
報到者，自報到之月起聘、起薪；上課後
報到者，自實際報到日起聘、起薪。

報教育部送審教師資格 

核發教育部教師證書
結束作業

結束作業

已有教師
證書者

通知院系所
結束作業

不通過

1.應徵人員上網進入人才招募
系統登錄資料

2.系所隨時上網進入人才招募
系統檢視應徵人員資料

擬聘教師依其所提供之e-mail進入
人事室網頁 新進人員專區 填寫
資料，並繳交下列資料，提各級教
評會：
1.列印教職員工履歷表(含教職員工
履歷表、人事室資料表、保密協
定書、參加全民健康保險調查
表、扶養親屬申請表)

2.新聘教師著作審查資料表(已有教
師證書者此項免列印)

3.檢附大學以上畢業文憑證書影
本、成績單影本、教育部證書影
本、國外學歷送審教師資格修業
情形一覽表、入出境紀錄、學校
行事曆

4.畢業文憑如為國外學歷，且未有
教育部證書者，須先辦理國外學
歷驗證

繳交教師資格審查履
歷表、離職證明、戶
籍謄本、一般體格檢
查表、退伍令影本、
台新銀行帳號

檢附3份著作審查
資料表及代表著作

或博士論文

已有教師
證書者

未有教師
證書者

 新聘專任教師
作業流程

2015年11月20日

陳校長核定 陳校長核定 

通過

系所教評會篩選
通過擬聘教師 

未錄取者以e-mail通知

系所可隨時上網
進入人才招募系
統檢視核定名額

若為國外學歷，如未符合
修業天數之規定，但已達
所定期間三分之二以上，
另須加送一級院外審，未
達者國外學歷不予採認。
（碩士須滿240天；博士
須滿480天；碩博士須滿
720天）

提系所

教評會審議

   專任需求單須經
系所務會議通過

2-1-1-1  新聘專任教師作業流程

http://ap1.pccu.edu.tw/index.asp?user=staff
http://ap1.pccu.edu.tw/index.asp?user=staff
https://ap1.pccu.edu.tw/taa01a/nettest01/taaw022.aspx
http://140.137.12.17/cubofile/■已校閱標準作業流程/04%20新聘教師辦理著作外審作業流程.pdf
https://www.schprs.edu.tw/
http://140.137.12.17/cubofile/■已校閱標準作業流程/05%20應徵專任教師登錄資料作業流程.pdf
http://140.137.12.17/~cubo/File/%e6%96%b0%e8%81%98%e8%b3%87%e6%96%99/%e5%b0%88%e4%bb%bb%e6%95%99%e5%b8%ab%e6%87%89%e7%b9%b3%e8%b3%87%e6%96%99%e8%a1%a8.doc
http://140.137.12.17/~cubo/File/%e4%bd%9c%e6%a5%ad%e6%b5%81%e7%a8%8b%e6%96%b0/%e6%87%89%e5%be%b5%e5%b0%88%e4%bb%bb%e6%95%99%e5%b8%ab%e7%99%bb%e9%8c%84%e8%b3%87%e6%96%99%e4%bd%9c%e6%a5%ad%e6%b5%81%e7%a8%8b.pdf
http://140.137.12.17/~cubo/File/%e4%bd%9c%e6%a5%ad%e6%b5%81%e7%a8%8b%e6%96%b0/%e6%87%89%e5%be%b5%e5%b0%88%e4%bb%bb%e6%95%99%e5%b8%ab%e7%99%bb%e9%8c%84%e8%b3%87%e6%96%99%e4%bd%9c%e6%a5%ad%e6%b5%81%e7%a8%8b.pdf


系所擬新聘兼任教師

進入人才招募系統填寫需求單

系所主管、院長上網簽核

人事室彙整 

集體作業

列印需求單系所主管
院長紙本簽核送人事室 

個別作業

人事室於需求單輸入核定名額 

系所進入待聘資料管理系統
輸入擬聘教師

e-mail及相關聘任資料  

系所通知擬聘教師
上網填寫資料  

提院校
教評會審議

校長 

結束作業

通知院系所
結束作業

1.中斷教學三年以上者：請至
人事室調閱個人資料袋，抽印
畢業證書、教育部證書，並填
寫中斷教學推薦表，經提系所
教評會、院教評會後連同會議
紀錄擲交人事室彙集，經提校
教評會審核通過後發聘

2.中斷教學未逾三年，或現任
教師更改聘任系所者：其聘任
依本校續聘教師之規定辦理
（如無爭議，僅經系所教評會
討論通過即可，不須再提院、
校教評會討論）

擬聘教師依其所提供之e-mail進入
人事室網頁 新進人員專區 填寫
資料，並繳交下列資料，提各級教
評會：
1.列印教職員工履歷表(含教職員工
履歷表、人事室資料表、保密協
定書、兼任教師專任職務調查表)

2.新聘教師著作審查資料表（已有
教師證書者免列印）

3.有專任職務者請附3個月內在職
證明乙份

4.檢附大學以上畢業文憑證書影
本、成績單影本、教育部證書影

本、入出境紀錄、學校行事曆
5.畢業文憑如為國外學歷，且未有
教育部證書者，須先辦理國外學
歷驗證
 兼任教師收到聘書後請至台新銀
行開戶，以利鐘點費撥付

 新聘兼任教師
作業流程

2015年4月7日

陳校長核定 陳校長核定 

系所教評會
通過擬聘教師 

系所可隨時上網
進入人才招募系
統檢視核定名額

不通過通過

2-1-1-2  新聘兼任教師作業流程

http://ap1.pccu.edu.tw/index.asp?user=staff
http://ap1.pccu.edu.tw/index.asp?user=staff
https://ap1.pccu.edu.tw/taa01a/nettest01/taaw022.aspx
http://140.137.12.17/~cubo/File/%e6%94%b9%e8%81%98%e8%b3%87%e6%96%99/B02%e4%b8%ad%e6%96%b7%e6%95%99%e5%ad%b8%e3%80%81%e6%94%b9%e4%bb%96%e7%b3%bb%e8%81%98%e6%95%99%e5%b8%ab%e6%8e%a8%e8%96%a6%e8%a1%a8.doc
http://140.137.12.17/cubofile/■已校閱表格下載/A%20新聘/A02%20兼任教師應繳資料表.doc


每年4月發給各系所

專任教師建議表及

續聘兼任教師名冊

各系所召開教評會

系所主管簽核

不續聘

教師

續聘

教師

續聘教師作業流程
2008年11月20日

院長簽核

人事室審核

教務處審核

校長核定

核發聘書

結束作業

提系所院校教評會

審議不續聘案

報陳教育部審核

發函通知教師不予續聘

並告知救濟管道

結束作業

通過

通過

兼任教師

如無爭議
僅須經過系
所教評通過

即不予續聘

不通過

仍須續聘

教育部審核期間

如聘期已結束

須繼續聘任至

教育部回函為止

不通過

仍須續聘

專任教師不續聘

詳細流程請參閱

解聘、不續聘、

解聘作業流程

2-1-1-3  續聘教師作業流程

http://140.137.12.17/~cubo/File/%e4%bd%9c%e6%a5%ad%e6%b5%81%e7%a8%8b%e6%96%b0/%e8%a7%a3%e8%81%98%e5%81%9c%e8%81%98%e4%b8%8d%e7%ba%8c%e8%81%98%e6%95%99%e5%b8%ab%e4%bd%9c%e6%a5%ad%e6%b5%81%e7%a8%8b.pdf


人事室提供各系所
當年度應受評鑑教師名單
(每二年辦理一次)

教師評鑑流程
2011年10月1日

10月進行

教師自評

12月校教評會

審議認定

人事室依評鑑結果

進行是否晉級作業

評鑑結果
是否申復
(10日內提出

一次為限)

系(所)、院、教資
中心、研發處進
行輔導，並於次
學年再次接受評
鑑，若連續二次
不通過，則依教
師聘任服務辦法
之規定處理

通過

接受評鑑結果不提申復

不接受評鑑結果

提出申復

申復

通過

未通過

名單
人事室彙整

通過、有條件通過名單

申復未通過

(對申復不服，

得依教師申訴

評議委員會組

織及評議要點

之規定提出申

訴)

校長核定

11月進行

系、院評鑑

參考法規：中國文化大學教師評鑑辦法

中國文化大學教師評鑑辦法實施細則

中國文化大學教師聘任服務辦法

校教評會申復

未通過

2-1-1-4  教師評鑑作業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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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量方式 課程 

1小考、隨堂

考 

一年

級 

法文文法 (一) 

二年

級 

法文文法(二)、法語聽講實習(一)、法文詞彙與應用

(二)、法語視聽訓練、 

三年

級 

法語能力檢定訓練、法文寫作(二) 、法語聽講訓練 

四年

級 

法語聽講實習(三)、法文文法與修辭、商用法文 

2期中考 

一年

級 

法文讀本(一)、法文文法 (一)、法語發音訓練、現代

法國 

二年

級 

法文讀本(二)、法文文法(二)、翻譯(法譯中)一、法語

聽講實習(一)、翻譯(中譯法)一、法語口語表達(二)、

初階法語語言學、、法語視聽訓練、語言與文化專

題、法文寫作(一) 

三年

級 

法文文法(三)、翻譯(法譯中)二、翻譯(中譯法)二、法

語口語表達(三)、法語聽講實習(二)、法語語言學進

階、20世紀戲劇文本研讀、觀光法語、法語聽講訓

練、法語能力檢定訓練、新聞法文、華語文測驗與評

量 

四年

級 

新聞法文、翻譯(中譯法)三、法語聽講實習(三)、商

用法文、法國文評概論、法語文法與修辭、法語教學

法、法國經典文選 

3期末考 

一年

級 

法文讀本(一)、法語口語表達(一)、現代法國、法語

發音訓練 

二年

級 

法文讀本(二) 、法文文法(二) 、翻譯(法譯中)一、法

語口語表達(二)、法語聽講實習(一)、法文寫作(一)、

法國現代文學讀、翻譯(中譯法)一、初階法語語言學、

語言與文化專題 、法語視聽訓練、語言與文化專題 

三年

級 

法文文法(三)、翻譯(中譯法)二、法語口語表達(三)、

法語聽講實習(二)、法文寫作(二)、20世紀戲劇文本

研讀、觀光法語、翻譯(法譯中)二、法語聽講訓練、

法文文法與修辭、華語文測驗與評量、華語導覽與

實務 

四年

級 

新聞法文、翻譯(中譯法)三、法語聽講實習(三)、商

用法文、法語教學法、法國文評概論、法國經典文選 

評量方式 課程 

4個人書面或 一年 法文讀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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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頭報告 級 

二年

級 

翻譯(法譯中)一、翻譯(中譯法)一、現代法國、語言

與文化專題、法語口語表達(二)、初階法語語言學、

法文讀本(二)、法文寫作(一) 

三年

級 

翻譯(法譯中)二、華語文教材教法、法語語言學進階、

20世紀戲劇文本研讀、多元文化講座、法語口語表

達、華語文測驗與評量、華語導覽與實務 

四年

級 

法國文評概論、商用法文、法國經典文選、新聞法文 

5小組 

書面報告 

一年

級 

法語口語表達(一) 、現代法國 

二年

級 

翻譯(法譯中)一、現代法國、翻譯(中譯法)一 

三年

級 

翻譯(法譯中)二、法國現代文學、法國舊制文學、觀

光法語 

四年

級 

商用法文、法國文評概論、翻譯(中譯法)三、法語教

學法、法國經典文選 

6小組 

口頭報告 

一年

級 

法語口語表達(一) 、法語導覽與實務 

二年

級 

翻譯(法譯中)一 

三年

級 

翻譯(法譯中)二、法語口語表達(三)、法國現代文學、

法國舊制文學、20世紀戲劇文本研讀、觀光法語、

華語文教材教法 

四年

級 

法國文評概論、法語教學法、法國經典文選、商用法

文 

7心得撰寫 

一年

級 

法語導覽與實務 

二年

級 

語言與文化專題 

三年

級 

多元文化講座 

四年

級 

法語教學法 

8作業撰寫 

一年

級 

法文讀本(一)、法文文法(一) 

二年 法文讀本(二) 、法文文法(二)、法語口語表達(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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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 法文寫作(一)、初階法語語文學、語言與文化專題、

翻譯(中譯法)一、法語視聽訓練 

三年

級 

法文文法(三)、翻譯(法譯中)二、翻譯(中譯法)二、法

文寫作(二) 、法文文法與修辭、進階法語語言學、

華語文測驗與評量 

四年

級 

新聞法文、翻譯(中譯法)三、 

 

 

評量方式 課程 

9課堂參與 

一年

級 

法文讀本(一)、法語口語表達(一)、現代法國、法語

發音訓練、法語聽講實習(一)、多元文化倫理(一)、

中華文化專題（一） 

二年

級 

法文文法(二)、法文寫作(一)、法語口語表達(二) 、

多元文化倫理(二)、中華文化專題（二）、多元文化

講座、法語視聽訓練、翻譯(中譯法)一 

三年

級 

法文文法(三)、翻譯(法譯中)二、法語口語表達(三)、

法語聽講實習(二)、法文寫作(二)、、法國舊制文學、

20世紀戲劇文本研讀、法國現代文學、觀光導遊法

語、多元文化倫理(三)、中華文化專題（三）、法語

聽講訓練、法文文法與修辭、華語導覽與實務 

四年

級 

新聞法文、翻譯(中譯法)三、法語聽講實習(三)、法

國文評概論、法國經典文選、多元文化倫理(四)、中

華文化專題（四） 

10口試 

一年

級 

法語口語表達(一) 、法語發音訓練 

二年

級 

法語口語表達(二) 

三年

級 

法語口語表達(三)、法語聽講實習(二)、法語聽講訓

練 

四年

級 

法語聽講實習(三) 

11表演 

一年

級 

法語口語表達(一) 、法文文法(二) 

二年

級 

 

三年

級 

法語口語表達(三)、20世紀戲劇文本研讀、法語聽講

實習(二)、法語聽講訓練 

四年 法語聽講實習(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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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 

12出席狀況 

一年

級 

法文讀本(一)、法語發音訓練、多元文化倫理(2)、現

代法國 

二年

級 

法文讀本(二)、法文文法(二)、翻譯(中譯法)一、法文
寫作(一) 、初階法語語言學、法文文法與習作、語

言與文化專題、多元文化倫理(3) 、多元文化倫理
(4)、法語口語表達(二) 

三年

級 

法文文法(三)、法語口語表達(三)、法文寫作(二)、進
階法語語言學、多元文化倫理(5)、多元文化倫理

(6) 、多元文化講座、翻譯(中譯法)二、華語文測驗
與評量、華語導覽與實務 

四年

級 

法語聽講實習(三) 、法國經濟現況、多元文化倫理

(7)、多元文化倫理(8)、法語教學法、法國經典文選 

13服務學習 
四年

級 

法語教學法 

 



附件 2-2-2 105-107學年度法文系課程教學助理名單 
 

105-1 外語學院法文系核定課程教學助理名單 

 

 

105-2 外語學院法文系核定課程教學助理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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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1 外語學院法文系核定課程教學助理名單 

 

106-2 外語學院法文系核定課程教學助理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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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1 外語學院法文系核定課程教學助理名單 

 

107-2外語學院法文系核定課程教學助理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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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2-3-1 105-107學年度教師參與教學研習活動一覽表 

 

學年度 姓名 會議名稱 主題 主辦單位 

105 林玫君 

2016追求大學教學品質

提升國際研討會(6小

時) 

2016追求大學教學品質

提升國際研討會(6小時) 
中國文化大學 

105 林崇慧 
2016追求大學教學品質

提升國際研討會 

2016追求大學教學品質

提升國際研討會 
中國文化大學 

105 李允安 

教育部多國語文與文化

聯結活動計畫 北區日

德法西教師研習營 

以 CEFR理念為主-<融合

語言文化的 A1,A2級課

程設計與評量>:法語線

上教學  

東吳大學外語學

院,日文系,德文

系 中等教育階

段外語領域教學

研究中心 

105 黃馨逸 

教育部『多國語文與文

化連結課程計畫』105

學年度期中發表會 

觀摩課程與教學法成果 教育部 

105 黃馨逸 
2017高等教育教學實務

研究學術研討會 

教學實務研究學術研討

會 
國立宜蘭大學 

105 林玫君 
105學年度第 2學期通

識教育研討會 
通識教育(微學分) 中國文化大學 

105 楊啟嵐  推動通識教育增能方案 教師成長分享會 中國文化大學 

106 林崇慧 
追求大學教學品質提升

研討會 

追求大學教學品質提升

研討會 

文化大學 教學

資源中心 

106 黃馨逸 
分科教材教法專書編輯

計畫第一年度研討會 

分科教材教法專書編輯

計畫-107新課綱實施之

中小學師資培育配套計

畫（教學與教材撰寫研

討會） 

教育部 

106 李允安 
法語教學經驗分享研討

會 
法語教學 

中華民國法語教

師協會 

106 黃馨逸 翻譯教學研習營 

大學筆譯課程規劃—在

語言翻譯教學與專業翻

譯教學之間 

中國文化大學 

106 林玫君 
參與教學精進活動第一

場(4月 18日) 
教學精進活動 中國文化大學 

106 林玫君 
參與教學精進活動第二

場(5月 30日) 
教學精進活動 中國文化大學 

106 林玫君 教學創新分享 5月 3日 教學創新分享活動 中國文化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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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年度 姓名 會議名稱 主題 主辦單位 

107 黃馨逸 
2019教學實踐研究暨校務研

究學術研討會 
教學實踐研究暨校務研究 宜蘭大學 

107 黃馨逸 
12 年國教第二外語克剛教師

研習多元評量與實作工作坊 
第二外語教學與評量方法 

教育部中等教育階

段外語領域教學研

究中心 

107 黃馨逸 

Les nouvelles stratégies 

de l’enseignement du 

français : enjeux et 

innovations 

教學研討會 

法語教師協會、文

化大學法文系、淡

江大學法文系 

107 李允安 

les nouvelles stratégies 

de l'enseignement du 

français: enjeux et 

innovations 

教學研討會 
法語教師協會 中國

文化大學 淡江大學 

107 孟詩葛 

les nouvelles stratégies 

de l'enseignement du 

français: enjeux et 

innovations 

教學研討會 

中國文化大學； 淡

江大學； 中華民國

法語教師協會 

 



附件 2-2-3-2  歷年本系教師獲得「教學創暨教材研發獎勵」清單 

學年度 姓名 計畫類型 計畫名稱 
開課 

系級 
課程名稱 

1002 林玫君 教學創新計畫 
二十世紀法國戲劇流

派解析與文本導讀 
法文 3 

20世紀戲劇

文本研讀 

1002 林崇慧 教學創新計畫 
以辯論或提證方式體

驗文學 
法文 2 

法國現代文

學與閱讀 

1011 楊啟嵐 教學創新計畫 
法文文法與歌聲詮釋

法 
法文 3 

進階法文文

法 

1011 李允安 教材研發計畫 
法語語言學入門教材

研發計畫 
法文 2 

法語語言學

入門 

1012 林玫君 教學創新計畫 
創新法國童話教學方

式 
法文 3 法國童話 

1012 黃馨逸 教學創新計畫 

以法國 TV5教學網站

的《地球七日行》(7 

jours sur la 

planete)影音教材進

行多元文化與聽、講

能力培訓 

法文 4 
法語聽講實

習（三） 

1012 李允安 教材研發計畫 
法文文法初級教材研

發計畫 
法文 1 

法文文法與

習作（一） 

1012 袁平育 教材研發計畫 

法語語言學綱要：語

意學、句法學、字彙

學、風格學之分析探

討 

法文 3 
法語語言學

進階 

1021 林玫君 教學創新計畫 

運用網路影音教材提

升法語跨文化溝通能

力 

法文 2 
法語視聽訓

練 

1021 楊啟嵐 教學創新計畫 職場人物專訪 
法文 3 

第一組 

法文聽講訓

練 

1021 
李允安 

 
教學創新計畫 

商用法文教學創新計

劃 
法文 4 商用法文 

1021 黃馨逸 教學創新計畫 

由十個文化議題深入

探究巴黎-以法語學

習網站上巴黎相關短

片進行文化知識與聽

講培訓 

法文 4 
進階法語聽

講訓練 



附件 2-2-3-2  歷年本系教師獲得「教學創暨教材研發獎勵」清單 

學年度 姓名 計畫類型 計畫名稱 
開課 

系級 
課程名稱 

1022 袁平育 教材研發計畫 初級法語教材綱要 法文 1 
法文讀本

(一) 

1041 

 

林玫君 

 

教學創新計畫 產業法文翻譯 法文 3 
翻譯(法譯

中) 

1042 李允安 教材研發計畫 
觀光法語教材研發及

課程設計 
法文 3 觀光法語 

 



2-2-4 期末教師教學學生意見調查問卷內容 

中國文化大學教師教學學生意見調查 

    1000629教學評鑑推動委員會修訂 

填答說明： 

一、 以下第 1 至第 5 題中，各有若干小題，請依各小題之敘述，考量本科目教師之上課情形，並自各小題下方 1 至 7

之七個數字中，點選較為吻合的一項。各個數字的意義如下： 

    7     6      5       4         3        2          1 

非常同意  同意 略同意 無意見  略不同意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二、 答完第 1 至第 5 題的各個小題後，請依第 6 及第 7 題的敘述，衡量一下是否符合你自己的狀況，然後自各題之

後的兩個選項 (是或非)中，點選較為吻合的一項。 

三、 若你想提供其他意見，請在第 8 題的空白處書寫之。 

1.教學態度 
1 教師準時上下課 

⑦⑥⑤④③②① 

2 教師注重出席率  

⑦⑥⑤④③②① 

3 教師維持課堂秩序 

⑦⑥⑤④③②① 

4 教師於課外或課後會提

供輔導時間 

⑦⑥⑤④③②① 

5 教師樂於回答學生問題 

⑦⑥⑤④③②① 

6 教師具教學熱忱 

 

⑦⑥⑤④③②① 

2.教學方法 
7 師生互動良好 

⑦⑥⑤④③②① 

8 教師表達方式易懂 

⑦⑥⑤④③②① 

9 教師的教學方法能引發學

習興趣 

⑦⑥⑤④③②① 

10 教師鼓勵學生表達 

   意見 

⑦⑥⑤④③②① 

11 教師依據學生程度或

學生反應調整教學方式 

⑦⑥⑤④③②① 

12 教師運用課輔平台促進(數

位)學習 

⑦⑥⑤④③②① 

3.教材內容 
13 教師選用之教材內容符合授課計畫 

⑦⑥⑤④③②① 

14 教師之教材內容有組織或具連貫性 

⑦⑥⑤④③②① 

15 教師上課會提供講義或使用 ppt 或

數位教材 

⑦⑥⑤④③②① 

16 教師之教材內容生動活潑具創意 

 

⑦⑥⑤④③②① 

4.評量方式 
17 教師採用之評量方式公平合理 

⑦⑥⑤④③②① 

18 教師採用之評量方式能反映學習成效 

⑦⑥⑤④③②① 

19 教師採用清楚之評量標準 

 

⑦⑥⑤④③②① 

20 教師採用多元的評量方式，例如同時採

計作業或討論等成績 

⑦⑥⑤④③②① 

5.課程整體

學習成效評

估 

（此題選項

將依各門課

課程能力內

容呈現） 

我修習這門課程後於以下項目有所進步： 

21 中華文化與倫理道德 

⑦⑥⑤④③②① 

22 語言能力與溝通表達 

⑦⑥⑤④③②① 

23 創新思維與資訊應用 

⑦⑥⑤④③②① 

24 健全體魄與團隊精神 

⑦⑥⑤④③②① 

6.我對本科目之課程內容產生興趣  是 否 

7.我對本科目之課程內容感到滿意  是 否 

8.其他意見： 



2-3-3  法文系校友之出版著作(已有館藏)一覽表 

 

NO 校友姓名 書名 索書號 

1 王玲琇 
孩子的第 1 堂公民課 : 男生女生大不同 / 席樂薇.柏喜兒

文 ; 布允諾.赫兹圖 ; 王玲琇譯 

544.7 

4647 

2 王玲琇 殺死 99 隻貓的少女 / 明日香.藤森著 ; 王玲琇譯 861.57 4466 

3 王玲琇 
洋槐樹下 / 克里斯提昂．賈克(Christian Jacq)著 ; 王玲

琇譯 
876.57 1011 

4 王玲琇 
皇后之愛 / 克里斯提昂．賈克(Christian Jacq)著 ; 王玲

琇譯 

876.57 1011-

1 

5 王玲琇 
卡德墟戰役 / 克里斯提昂．賈克(Christian Jacq)著 ; 王

玲琇譯 

876.57 1011-

2 

6 王玲琇 
光明之子 / 克里斯提昂.賈克(Christiam Jacq)著 ; 王玲

琇譯 

876.57 1040-

4 

7 王玲琇 
百萬年神殿 / 克里斯提昂.賈克(Christiam Jacq)著 ; 王

玲琇譯 

876.57 1040-

5 

8 王玲琇 
高更的愛慾花園 : 追尋後印象派畫家的狂放足跡 / 尚-

呂克.柯亞達廉(Jean-Luc Coatalem)著 ; 王玲琇譯 

940.9942 

0010-5 

9 吳潤璿  鷹擊長空 : 盟軍戰鬥機 / Chris Chant 作 ; 吳潤璿譯 598.61 8324 

10 吳潤璿  空中堡壘 : 盟軍轟炸機 / Chris Chant 作 ; 吳潤璿譯 
598.62 8324-

11 

11 吳潤璿  
看不見的屏障 : 決定台灣命運的第七艦隊 / 布魯斯.艾里

曼(Bruce A. Elleman)著 ; 吳潤璿譯 
599.8 4466 

12 吳潤璿  
在滿州 : 探尋歷史、土地和人的旅程 / 梅英東(Michael 

Meyer)著 ; 吳潤璿譯 
674.04 4845 

13 吳潤璿  
被隠藏的中國 : 從新疆、西藏、雲南到滿洲的奇異旅

程 / 大衛.艾默(David Eimer)著 ; 吳潤璿譯 
690 4463 c.2 

14 吳潤璿  
帝國落日 : 大日本帝國的衰亡, 一九三六-一九四五 / 約

翰.托蘭(John Toland)著 ; 吳潤璿譯 

731.278 0646 

v.1-2 

15 吳潤璿  
西進的帝國 : 地理如何形塑美國的世界地位 / 羅柏.卡普

蘭(Robert D. Kaplan)著 ; 吳潤璿譯 
752.6 4044 

16 吳潤璿  
鄧小平 : 革命人生 / 亞歷山大.潘佐夫(Alexander V. 

Pantsov), 梁思文(Steven I. Levine)著; 吳潤璿譯 

782.886 

1791-26 

17 林德祐 

 

藍色小孩 / 亨利.伯修(Henry Bauchau)作 ; 林德祐譯 

 

876.57 2627 



2-3-3  法文系校友之出版著作(已有館藏)一覽表 

NO 校友姓名 書名 索書號 

18 林德祐 
環城大道 / 派屈克.蒙迪安諾(Patrick. Modiano)著 ; 林德

祐譯 

876.57 4330-

1  

19 林德祐 
未定之圖:觀空間 / 亞蘭.米龍(Alain Milon)著 ; 蔡淑玲, 

林德祐譯 

HyRead 電子

書 

20 武忠森 
蘋果熱與皮克斯瘋 / 希瑞爾.菲飛特(Cyril Fievet)著 ; 武忠

森譯 

484.67 

44121   

21 武忠森 
企業公民 / 卡洛斯.高恩(Carlos Ghosn),飛利浦.耶斯

(Philippe Ries)著 ; 武忠森譯 
494 5360-1   

22 武忠森 
巧克力經濟學 / 安德烈.傅頌(Andre Fourcans)作 ; 武忠

森譯 
550 2381   

23 武忠森 
這就是你面對的全球化 / 安德列.傅頌(Andre Fourcans)

著 ; 武忠森譯 
552.1 23812   

24 武忠森 
經濟不說謊 : 後金融危機的全球經濟巡禮 / 索爾孟(Guy 

Sorman)著 ; 武忠森譯 
552.1 40111   

25 武忠森 影天子 / 戴思杰著 ; 尉遲秀,武忠森譯 
857.84 

2637  n.4265 

26 武忠森 阿里雜貨店 / 吉勒.波內(Gilles Bornais)著 ; 武忠森譯 876.57 3440  

27 武忠森 
明天我就不追了! / 吉爾.勒賈帝尼耶(Gilles Legardinier)

作 ; 武忠森譯 
876.57 4107 

28 武忠森 
明天我就不幹了! / 吉爾.勒賈帝尼耶(Gilles Legardinier)

著 ; 武忠森譯 

876.57 4107-

1 

29 武忠森 
星期二的匿名信 / 伊蓮.葛蕾米雍(Helene Gremillon)

著 ; 武忠森譯 
876.57 4490 

30 武忠森 
這年夏天 / 薇若妮克. 歐樂蜜(Veronique Olmi)著 ; 武忠

森譯 
876.57 7723 

31 武忠森 偶像 / 塞哲.鍾顧(Serge Joncour)作 ; 武忠森譯 876.57 8231 

32 武忠森 小小彭西 / 索耶.夏隆東(Sorj Chalandon)著 ; 武忠森譯. 876.59 1075   

33 武忠森 
小女巫薇荷特 / 瑪莉.德布萊珊(Marie Desplechin)作 ; 武

忠森譯 
876.59 4212   

34 武忠森 
三封寫給獨裁者的信 / 費南度.阿拉巴爾(Fernando 

Arrabal)著 ; 陳小雀,武忠森,張懿德等譯 
878.6 7571   



2-3-3  法文系校友之出版著作(已有館藏)一覽表 

NO 校友姓名 書名 索書號 

35 武忠森 
遇見野兔的那一年 / 亞托.帕西里納(Arto Paasilinna)

著 ; 武忠森譯 

881.157 

4162   

36 武忠森 
當我們一起跳海 / 亞托.帕西里納(Arto Paasilinna)著 ; 武

忠森譯 

881.157 

4162-1  

37 武忠森 
德國人的村莊 / 布瓦連.桑薩(Boualem Sansal)著 ; 武忠

森譯 

886.7257 

7744   

38 武忠森 

法國淸新舒壓著色畫 50 : 療癒曼陀羅 / 伊莎貝爾.熱志-梅

納(Isabelle Jeuge-Maynart), 紀絲蘭.史朵哈(Ghislaine 

Stora), 克萊兒.摩荷爾-法帝歐(Claire Morel Fatio)編 ; 武

忠森譯 

947.45 3630 

39 

孫國祥 

(孫吳) 

非人間 / 孫吳著. 857.63 1263   

40 張台麟 法國「學術自由」專題硏究報告 / 張台麟報告 
525.08 

4041  v.6  

41 張台麟 政治生活 / [布侯] P. Braud 著 ; 張台麟譯 
570.1 1140 

c.3 

42 張台麟 
法國政府與政治 = French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 張台麟著 

574.42 1140 

(102)   

43 張台麟 
法國政府與政治 = France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 

張台麟著 

574.42 1140 

(96) 

44 張台麟 
法國選舉法規釋義 / [馬斯勒]Jean-Claude Masclet

著 ; 張台麟譯. 

574.423 

1140   

45 張台麟 法國第五共和國會之外交權 / 張台麟撰稿 
574.4265 

1140  

46 張台麟 

歐盟在全球化下的角色 : 機會與挑戰 = The European 

Union and its global role ; challenge and opportunity 

/ 張台麟等作. 

578.164207 

1140   

47 張台麟 

歐洲聯盟推動對外政策的策略與主軸 = The Making of 

EU's External Actions ; Policies and Strategies / 張台麟

等作 ; 張台麟主編. 

578.164207 

1140-1   

48 張台麟 

歐洲聯盟推動建構多元文化主義的發展與挑戰 = The 

multiculturalism of the European Union : issues and 

studies / 張台麟主編 ; 政治大學歐洲語文學系暨歐盟莫

內教學模組計畫編 

578.164207 

7316   



2-3-3  法文系校友之出版著作(已有館藏)一覽表 

NO 校友姓名 書名 索書號 

49 張台麟 
美國製造 : 凝視美國文明 / 索爾孟(Guy Sorman)著 ; 張

台麟等譯 
752.3 4011   

50 張台麟 

球化下的歐洲語言與文化政策 : 台灣的觀點 = 

Globalization witnessed in Europea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 Taiwan's perspective / 阮若缺等作 ; 張台麟主

編 

800.94 7148   

51 張台麟 法國選舉法規輯要 / 張台麟譯 
R 574.433023 

1140   

52 張台麟 德法地方自治法規彙編 / 董保城,張台麟譯. 
R 575.43 

4010   

53 陳志明 
法國遊學生活會話 = Partir etudier et vivre en France 

/ 陳志明,[哈沙尼] Claire Harsany 合著 
804.588 7546 

54 陳泓易 
後學新論 : 後現代、後結構、後殖民 = New essays on 

postism / 黃瑞祺，何乏筆，陳泓易等/編著 

540.207 

4413    

55 陳益群 戰爭 / 布杜爾(Gaston Bouthoul)著 ; 陳益群譯 542.2 7581   

56 陳益群 
和平 = La paix / 佐爾格比布(Charles Zorgbibe)著 ; 陳益

群譯 
542.28 7581 

57 陳益群 
法語初級詞彙讀看聽 / 陳益群編輯 ; Fabienne 

Boughet, 李欣怡錄製 
804.5 3032   

58 陳益群 

法語看字讀音與初級詞彙 = La prononciation du 

Francais et Le Vocabulaire du Francais debutant / 陳

益群主編 

804.5 7581  

59 陳益群 法語每日必背分類詞彙 / 陳益群主編 804.52 3086   

60 陳益群 

法語新聞讀看聽 = Apprendre le francais avec les 

journaux francais / 陳益群主編 ; 葉丁瑛, 黃于珊, 李曉

芸編輯 

804.58 4411 

61 陳益群 
法語電話通 

804.588 3322 

62 陳益群 

校園法語逍遥行 = FAC-Guide De Conversation:Infos 

pratiques et dialogues / [史托西克]Marc Stosic,陳益群

合著 

804.588 5514 

63 傅茹璋 
理想城邦 : 都市環境設計的觀念和技術實務整合 / 傅茹

璋作 
445.1 2341 

64 傅茹璋 
婚禮風格規劃槪論 = Wedding planning / 傅茹璋編著 

489.61 2341 



2-3-3  法文系校友之出版著作(已有館藏)一覽表 

NO 校友姓名 書名 索書號 

65 楊淑娟 
法語 Oh làlà :最活潑又實用的法語入門讀本 

804.56 4634 

66 楊淑娟 
法語凱旋門：文法圖表精解 Clés du francais 

804.56 4634 

67 楊淑娟 
音樂盒及其他兩齣戲劇 

UNE BOITE A MUSIQUE ET 2 AUTRES PIECS DE TH 
841.9 Y22 

68 賈翊君 給神的信 / Rene Guitton 著 ; 賈翊君,陳蓁美譯 813.6 3750  

69 賈翊君 
喬埃.波默拉的童話三部曲劇本書 : 小紅帽.小木偶.灰姑娘 

/ Joël Pommerat 作 ; 王世偉, 賈翊君譯 
876.55 3465 

70 賈翊君 
我親愛的瑪德蓮 / 芭芭拉.康絲坦汀(Barbara 

Constantine)著 ; 賈翊君譯 
876.57 0243 

71 賈翊君 惡童藍調 / 安娜.朗奈(Anne Leener)著 ; 賈翊君譯 876.57 3740 

72 賈翊君 
波戴克報告 / 菲利普.克婁代(Philippe Claudel)著 ; 賈

翊君譯 

876.57 4321-

2 

73 賈翊君 

被遺忘的公主 / 菲利浦.勒榭米耶(Philippe 

Lechermeier)文 ; 海貝卡.朵特梅(Rebecca Dautremer)

圖 ; 賈翊君譯 

876.59 4491 

74 賈翊君 
法式小確幸 / 珍妮克.特朗布(Janik Tremblay)著 ; 賈翊

君譯 
885.357 2341 

75 賈翊君 極度疼痛 / 蘇菲.卡爾(Sophie Calle)作 ; 賈翊君譯 958.42 2110 

76 簡伊玲 
與熊共度的夏天 / 傑克．貝克隆德(Jack Becklund)作 ; 簡

伊玲譯 

389.813 

8821   

77 簡伊玲 
聽!骨頭在說話 / 凱絲．萊克斯(Kathy Reichs)著 ; 簡伊玲

譯 

857.84 

2637  n.2929  

78 簡伊玲 
還好遇見大灰熊 / 提摩帝.崔德威(Timothy Treadwell),茱

兒.帕洛伐克(Jewel Palovak)著 ; 簡伊玲譯 

857.84 

2637  n.2980  

79 校友姓名 書名 索書號 

80 簡伊玲 編織的女孩 / 巴斯卡.雷內(Pascal Laine)著 ; 簡伊玲譯 
857.84 

2637  n.3449  

81 簡伊玲 
惡童三部曲 / 雅歌塔.克里斯多夫(Agota Kristof)著 ; 簡伊

玲譯 

882.357 8821 

v.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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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簡伊玲 

在我小小的園中 / 瑪喬莉．哈里森(Marjorie Harris)

著 ; 簡伊玲譯. 

885.36 8821   

82 簡秀如 
放棄的力量 / 佩格.史翠普(Peg Streep),艾倫.柏恩斯坦

(Alan B. Bernstein)著 ; 簡秀如譯 
177.2 5018   

83 簡秀如 
食不由己 : 揭露科學家、政客及商人如何掌控你的每日飲

食 / 哈維.利文斯坦(Harvey Levenstein)著 ; 簡秀如譯 
411.3 4044   

84 簡秀如 
山羊.尿袋.飛行墊肩 : 時尚伸展台下的瘋狂記事 / 賽門.杜

南(Simon Doonan)著 ; 簡秀如譯 
423 44401   

85 簡秀如 
你只要做好一件事就夠了 : 愈複雜的人生,愈需要用簡單

來解題 / 夏.瓦兹蒙德(Shaa Wasmund)著 ; 簡秀如譯  

494.01 1842 

c.2 

86 簡秀如 
國家地理終極旅遊 : 一生必遊的 500 聖地之旅 / 國家地

理學會叢書部著 ; 簡秀如,盧明琦,方淑惠譯 
719 6341-2  

87 簡秀如 王者之聲 / 大衛.西德勒(David Seidler)著 ; 簡秀如校譯. 805.18 3021   

88 簡秀如 
閣樓裡的小花. 2, 風中的花朵 / V.C. 安德魯絲(V.C. 

Andrews)著 ; 鄭安淳, 簡秀如譯 

874.57 

32641.2 

89 簡秀如 
閣樓裡的小花. 3, 花中荊棘 / V.C.安德魯絲(V. C. 

Andrews)著 ; 簡秀如譯 

874.57 

32641.3 

90 簡秀如 分歧者 / 薇若妮卡.羅斯(Veronica Roth)著 ; 簡秀如譯 874.57 60604  

91 簡秀如 叛亂者 / 薇若妮卡.羅斯(Veronica Roth)著 ; 簡秀如譯 
874.57 

60604.2   

92 簡秀如 拍出你的觀點 / 國家地理學會叢書部作 ; 簡秀如翻譯 952 63412   

93 羅清菁 
法語初級會話與聽力訓練 = Le francais au quotidien / 

羅淸菁編著 
804.588 6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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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號 
學年

度 
姓名 服務主題 擔任職稱 

1 1051 李允安 中華民國法語教師協會 理事 

2 1051 林玫君 中華民國法語教師協會 理事 

3 1051 黃馨逸 台灣法語譯者協會擔任理事 理事 

4 1051 李允安 中國留法比瑞同學會理事 理事 

5 1051 李允安 
淡江大學法文系課程委員會課程

委員 

課程委員(校外學者

專家代表) 

6 1051 李允安 新聘教師著作審查 審查委員 

7 1051 李允安 
審閱<第二外語能力測驗>法語測

驗學習指南 
審稿委員 

8 1051 林玫君 輔仁大學審查博士論文 
新聘教師論文審查

委員 

9 1051 林崇慧 學術性專書獎勵案之審查 審查委員 

10 1051 黃馨逸 中等學校師資培育專門課程審查 法語審查委員 

11 1051 黃馨逸 105 學年度法文系課程委員會 課程委員會委員 

12 1051 黃馨逸 
105 學年通識課程文學經典學門課

程委員 
學者代表 

13 1051 黃馨逸 校務發展委員會 委員 

14 1051 黃馨逸 106 年度專題研究計畫審查人 計畫審查人 

15 1051 李允安 
產學合作:國防大學語文中心之八

國語言鑑測及自學平台(法文部分) 

課程編寫者,出題

者,審題者 

16 1051 黃馨逸 
台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

胡品清 
協助編撰 

17 1051 李允安 法文系法國知識大會考"" 出題老師 

18 1051 林玫君 法國知識大會考 出題 

19 1051 林玫君 法國知識大會考 評審 

20 1051 林玫君 法文歌唱比賽 評審 

21 1051 袁平育 
法文系法國知識大會考擔任出題

老師 
出題老師 

22 1051 袁平育 法文系 105 學年度法文歌唱比賽 評審老師 

23 1051 黃馨逸 知識大賽評審 
法文系知識大賽評

審 

24 1051 黃馨逸 法語歌唱比賽 評審 

25 1051 楊啟嵐       文化知識競賽 出題老師兼評審 

26 1051 楊啟嵐       法文歌唱大賽 評審 

27 1051 李允安 105 學年度寒假轉學招生考試 審查資料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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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號 
學年

度 
姓名 服務主題 擔任職稱 

28 1051 林玫君 
2016 文藻外語大學高廬盃益智問

答比賽 
評審 

29 1051 林玫君 寒假轉學考試 審查委員 

30 1051 黃馨逸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研發處國際事

務組法國交換學生甄試 
筆試出題委員 

31 1051 李允安 
105 學年北區預修專班招生考試命

題及閱卷老師 
命題及閱卷老師 

32 1051 林玫君 法國語文學系學會 專業輔導老師 

33 1051 林崇慧 讀書會 指導老師 

34 1051 袁平育 
讀書會 : 研究文學作品包法利夫

人及犀牛的法文大綱 
讀書會指導老師 

35 1051 袁平育 
讀書會:研究二十世紀初存在主義

的崛起背景 
讀書會指導老師 

36 1051 袁平育 讀書會 :研究存在主義作家沙特 讀書會指導老師 

37 1051 袁平育 讀書會:研究存在主義作家卡謬 讀書會指導老師 

38 1051 袁平育 
讀書會:研究古典主義作家高乃伊

及拉辛 
讀書會指導老師 

39 1051 袁平育 
讀書會:研究古典主義作家拉辛之

著作費德爾 
讀書會指導老師 

40 1051 袁平育 
讀書會:研究古典主義作家拉辛之

作品-昂朵瑪格 
讀書會指導老師 

41 1051 黃馨逸 讀書會 指導老師 

42 1051 黃馨逸 2017 第九屆法語戲劇聯展 本系指導老師 

43 1051 黃馨逸 品清戲劇之夜指導老師 戲劇指導 

44 1051 黃馨逸 
永春高中英法語言實驗班成果發

表 
指導老師 

45 1051 李允安 漢法研究 No.8 編輯委員 

46 1051 黃馨逸 漢法研究 編輯委員 

47 1051 黃馨逸 
《外國語文研究》期刊校外編輯

委員 
編輯委員 

48 1051 黃馨逸 漢法研究 編輯委員 

49 1051 李允安 漢法研究 No.8 審查委員 

50 1051 李允安 外國語文研究 審查委員 

51 1051 李允安 Live ABC 合作計畫(鑑測題庫) 審查委員 

52 1051 林玫君 漢法研究 審查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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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號 
學年

度 
姓名 服務主題 擔任職稱 

53 1051 林玫君 
Live ABC 合作計畫(鑑測題庫)106

年 4 月 20 日-106 年 12 月 31 日 
審查委員 

54 1051 楊啟嵐       中央大學人文學報 審查委員 

55 1051 楊啟嵐       漢法研究第八期 審查委員 

56 1051 李允安 
教育部多國語文與文化聯結活動

計畫 北區日德法西教師研習營 
論文發表人 

57 1051 李允安 
歐洲與歐盟之傳統與創新國際研

討會 
論文發表人 

58 1051 林玫君 
淡江大學第四屆國際姊妹校研討

會 
分組討論主持人 

59 1052 李允安 中華民國法語教師協會理事 理事 

60 1052 林玫君 中華民國法語教師協會 理事 

61 1052 黃馨逸 中華民國法語教師協會理事 理事 

62 1052 李允安 中國留法比瑞同學會理事 理事 

63 1052 黃馨逸 台灣法語譯者協會擔任理事 理事 

64 1052 林玫君 輔仁大學碩士論文口試 口試委員 

65 1052 林玫君 輔仁大學碩士論文口試委員 碩士論文口試委員 

66 1052 黃馨逸 
文藻外語大學多國語複譯研究所

研究生論文計畫審查 

研究生論文計畫審

查 

67 1052 李允安 
淡江大學法文系課程委員會課程

委員 

課程委員(校外學者

專家代表) 

68 1052 李允安 台大外文系升等論文審查 審查委員 

69 1052 李允安 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審查 審查委員 

70 1052 李允安 
國防大學語文中心之八國語言鑑

測題庫(法文部分) 
出題者,審題者 

71 1052 李允安 

107 年北區大學外文心「全國外語

磨課師中心計畫」諮詢委員會課

程諮詢委員 

課程諮詢委員 

72 1052 林玫君 審查升等論文 審查委員 

73 1052 黃馨逸 105 學年度法文系課程委員會 課程委員會委員 

74 1052 黃馨逸 
105 學年通識課程文學經典學門課

程委員 
學者代表 

75 1052 黃馨逸 校務發展委員會 委員 

76 1052 黃馨逸 
希伯崙有限公司與國防大學語文

中心題庫出題 
建構法語鑑測題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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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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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姓名 服務主題 擔任職稱 

77 1052 黃馨逸 
科技部審查國內研究生出席國際

會議 
審查委員 

78 1052 黃馨逸 
2017 法語新手譯者研習營報名資

格審查 
審查委員 

79 1052 黃馨逸 
「全國外語磨課師中心」課程諮

詢委員 
課程諮詢委員 

80 1052 黃馨逸 
106 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學生預修

大學第二外語課程專班計畫 
資料審查 

81 1052 楊啟嵐       淡江大學法文系新設課程審查 審查委員 

82 1052 黃馨逸 
淡江大學 104 學年度法文系課程

委員會 
課程委員會委員 

83 1052 黃馨逸 永春高中法語朗誦比賽評審 評審老師 

84 1052 李允安 大學甄試入學評審委員 評審委員 

85 1052 林玫君 大學個人申請入學招生 甄試評審委員 

86 1052 林玫君 暑假轉學招生考試 評審委員 

87 1052 黃馨逸 大學個人申請入學甄試評選委員 甄試評選委員 

88 1052 黃馨逸 暑假轉學招生考試評審委員 考試評審委員 

89 1052 李允安 

concert de chansons francaises 法

語區香頌演唱會(2017/05/06) 指

導老師 

本校演出同學(大二

劉晉愷)指導老師 

90 1052 李允安 

concours de chansons francaises 全

國法語歌唱大賽(2017/03/18)指導

老師(本系林紓米,獲第三名) 

大三林紓米同學指

導老師 

91 1052 林玫君 法國語文學系學會 專業輔導老師 

92 1052 林玫君 教學品質委員會 委員 

93 1052 林崇慧 讀書會 指導老師 

94 1052 黃馨逸 讀書會 指導老師 

95 1052 黃馨逸 2017 第九屆法語戲劇聯展 本系指導老師 

96 1052 黃馨逸 品清戲劇之夜指導老師 戲劇指導 

97 1052 黃馨逸 
輔導學生升學與國外學校申請協

助 
輔導老師 

98 1052 李允安 Live ABC 合作計畫(鑑測題庫) 審查委員 

99 1052 林玫君 淡江外語論叢 審查委員 

100 1052 林玫君 外國語文研究 審查委員 

101 1052 黃馨逸 《淡江外語論叢》 審查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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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1052 黃馨逸 《外國語文研究》 審查委員 

103 1052 黃馨逸 
2017 高等教育教學實務研究學術

研討會 
論文發表人 

104 1052 黃馨逸 
「歐洲與歐盟之傳統與創新」國

際學術研討會 
引言人 

105 1061 黃馨逸 台灣法語譯者協會擔任理事 理事 

106 1061 李允安 
中央大學研究生學位考試考試委

員 

研究生學位考試 

考試委員 

107 1061 林玫君 審查兼任助理教授博士論文 審查委員 

108 1061 黃馨逸 碩士學位論文口試審查委員 口試審查委員 

109 1061 李允安 
國防大學語文中心之八國語言鑑

測題庫(法文部分) 
出題者,審題者 

110 1061 李允安 文大教學品質委員會委員 
文大教學品質委員

會委員 

111 1061 李允安 

政治大學外國語文學院 北區大學

外文中心「全國外語磨課師中心

計畫」審查會議  

計畫審查委員 

112 1061 李允安 
教學資源中心 自學原點讀書小組

評審 
評審委員 

113 1061 林玫君 淡江大學新設課程審查 審查委員 

114 1061 林玫君 淡江大學課程結構審查 審查委員 

115 1061 林崇慧 

擔任「102 學年度核定改名、改制

學校辦理之第 2 次改名改制後書

審」審查委員 

審查委員 

116 1061 黃馨逸 中等學校師資培育專門課程審查 法語審查委員 

117 1061 黃馨逸 
希伯崙有限公司與國防大學語文

中心題庫出題 
建構法語鑑測題庫 

118 1061 黃馨逸 
淡江法國語文學系 106 學年度新

設課程校外審查 
新設課程審查委員 

119 1061 黃馨逸 106 年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之審查 審查委員 

120 1061 黃馨逸 
107-108 年「中等學校師資培育專

門課程」審查委員 
審查委員 

121 1061 黃馨逸 
教育部十二年國教分科教材教法

專書編輯計畫 

第二子計畫二外教

材教法專書撰寫委

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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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1061 黃馨逸 
淡江大學 106 學年度法文系課程

委員會 

淡江大學 106 學年

度法文系課程委員

系友代表 

123 1061 黃馨逸 校務發展委員會 校務發展委員 

124 1061 黃馨逸 校務發展委員會議 校務發展委員 

125 1061 黃馨逸 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 委員 

126 1061 黃馨逸 長榮大學課程評閱校外諮詢委員 審查委員 

127 1061 黃馨逸 
106-107 年度高級中等學校第二外

語教育推動計畫進度審查委員 

「106-107 年度高

級中等學校第二外

語教育推動計畫」

第 1 期工作進度報

告審查 

128 1061 黃馨逸 

106-107 年高級中等學校第二外語

教育推動計畫第 2 期工作進度報

告審查 

第二外語教育推動

計畫工作進度報告

審查委員（第二期

工作進度審查） 

129 1061 李允安 法國知識大賽 出題老師 出題老師 

130 1061 李允安 法文系歌唱比賽評審 評審老師 

131 1061 孟詩葛 法國歌唱大賽<法現你的聲音> 擔任評番老師 

132 1061 林玫君 法國知識大會考 出題老師 

133 1061 林玫君 高廬盃益智問答比賽 評審老師 

134 1061 林玫君 法國歌唱大賽 評審 

135 1061 楊啟嵐       法國文化知識大會考 出題老師 

136 1061 楊啟嵐       法文歌唱比賽 評審 

137 1061 李允安 106 寒轉招生考試審查資料 審查資料委員 

138 1061 李允安 海外招生個人申請審查 審查委員 

139 1061 林玫君 寒假轉學招生考試 審查委員 

140 1061 李允安 執行 深耕姊妹校國際交流計畫 計畫主持人 

141 1061 林玫君 指導學生全國比賽 指導老師 

142 1061 黃馨逸 
教育部『多國語文與文化連結課

程計畫』105 學年度期中發表會 
輔導老師 

143 1061 李允安 法文系系學會專業指導老師 系學會指導老師 

144 1061 林玫君 台法文化獎口譯 口譯 

145 1061 袁平育 法文系二年級同學讀書會 指導老師 

146 1061 袁平育 二年級同學讀書會 擔任指導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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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7 1061 黃馨逸 
106 學年通識課程文學經典學門課

程委員校外委員 
校外委員 

148 1061 黃馨逸 
全國法文戲劇比賽 Festival 

interuniversitaire de théâtre 
指導老師 

149 1061 黃馨逸 品清戲劇之夜指導老師 大四指導老師 

150 1061 楊啟嵐       產學合作計畫經驗分享 主講 

151 1061 李允安 漢法期刊編輯委員 編輯委員 

152 1061 黃馨逸 政大外語學院外國語言研究期刊 編輯委員 

153 1061 李允安 《語文與國際研究》 審查委員 

154 1061 李允安 《語文與國際研究》 審查委員 

155 1061 李允安 Live ABC 合作計畫(鑑測題庫) 審查委員 

156 1061 林玫君 漢法研究 審查委員 

157 1061 林玫君 外國語文研究 審查委員 

158 1061 林玫君 淡江外語論叢 審查委員 

159 1061 林玫君 淡江外語論叢 審查委員 

160 1061 黃馨逸 《外國語文研究》 審查委員 

161 1061 李允安 法國現代文學研究在台灣 引言人 

162 1061 李允安 法語教學經驗分享研討會 引言人 

163 1061 林玫君 中央大學法文系國際研討會 分組討論主持人 

164 1062 李允安 中國留法比瑞同學會理事 理事 

165 1062 黃馨逸 台灣法語譯者協會擔任理事 理事 

166 1062 袁平育 
輔大法文所 學生謝喻如(Odile)之

碩士論文口試委員   
口試主試委員 

167 1062 黃馨逸 碩士論文口試 口試委員 

168 1062 李允安 輔仁外語學誌 審稿委員 

169 1062 李允安 文大教學品質委員會委員 
文大教學品質委員

會委員 

170 1062 李允安 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審查 審查委員 

171 1062 李允安 
教育部數位學習課程認證初審會

議 
法文組審查委員 

172 1062 李允安 淡江法文系新聘教師審查   新聘教師審查委員 

173 1062 林玫君 文藻外語大學新聘教師論文審查 審查委員 

174 1062 林崇慧 微學分審查 審查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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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 1062 林崇慧 

擔任「102 學年度核定改名、改制

學校辦理之第 2 次改名改制後書

審」審查委員 

審查委員 

176 1062 林崇慧 微學分審查 微學分審查委員 

177 1062 林崇慧 微學分審查 微學分審查委員 

178 1062 林崇慧 微學分審查 微學分審查委員 

179 1062 黃馨逸 
107-108 年「中等學校師資培育專

門課程」審查委員 
審查委員 

180 1062 黃馨逸 
教育部十二年國教分科教材教法

專書編輯計畫 

第二子計畫二外教

材教法專書撰寫委

員 

181 1062 黃馨逸 
淡江大學 106 學年度法文系課程

委員會 

淡江大學 106 學年

度法文系課程委員

系友代表 

182 1062 黃馨逸 校務發展委員會 校務發展委員 

183 1062 黃馨逸 校務發展委員會議 校務發展委員 

184 1062 黃馨逸 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 委員 

185 1062 黃馨逸 
科技部計畫審查（第一件：人間

喜劇與新神之探討） 
計畫審查委員 

186 1062 黃馨逸 

科技部計畫審查（第二件：戲劇

中天真人物的比較研究: 馬里伏、

拉畢許、伊歐尼斯科） 

計畫審查委員 

187 1062 黃馨逸 

106-107 年度高級中等學校第二外

語教育推動計畫第 3 期工作進度

報告審查會議 

審查委員 

188 1062 黃馨逸 2018 法語新手譯者研習營 
入選學員試譯文評

選評審 

189 1062 楊啟嵐       
文藻外語大學語言與國際研究期

刊 
論文審查委員 

190 1062 黃馨逸 
台北市 106 學年度高中法語朗誦

比賽 
評審委員 

191 1062 李允安 
大學個人申請入學口試以及資料

審查評審委員 

口試以及資料審查

評審委員 

192 1062 李允安 
107 學年度暑假轉學招生考試評審

委員 
考試評審委員 

193 1062 林玫君 107 學年度大學個人申請入學 評審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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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 1062 黃馨逸 
大學個人申請入學口試以及資料

審查評審委員 

口試以及資料審查

委員 

195 1062 黃馨逸 
107 學年度暑假轉學招生考試評審

委員 

暑假轉學招生考試

評審委員 

196 1062 李允安 執行 深耕姊妹校國際交流計畫 計畫主持人 

197 1062 李允安 
輔導學生升學與國外學校申請協

助 
指導老師 

198 1062 李允安 撰寫學生獎學金申請推薦信 指導老師 

199 1062 黃馨逸 
學生升學輔導（協助寫推薦信以

及讀書計畫撰寫） 
指導老師 

200 1062 黃馨逸 
幫助學生翻譯及修改戲劇演出之

劇本 
指導老師 

201 1062 李允安 中法比瑞同學會理事 指導老師 

202 1062 李允安 法文系系學會專業指導老師 系學會指導老師 

203 1062 孟詩葛 « 品清戲劇之夜 » 指導老師 

204 1062 林玫君 文藻外語大學協同教學 講者 

205 1062 林玫君 文藻外語大學協同教學 講者 

206 1062 黃馨逸 
106 學年通識課程文學經典學門課

程委員校外委員 
校外委員 

207 1062 黃馨逸 
全國法文戲劇比賽 Festival 

interuniversitaire de théâtre 
指導老師 

208 1062 黃馨逸 品清戲劇之夜指導老師 大四指導老師 

209 1062 黃馨逸 
永春高中英法實驗班成果發表指

導教授 
指導教授 

210 1062 黃馨逸 政大外語學院外國語言研究期刊 編輯委員 

211 1062 李允安 Live ABC 合作計畫(鑑測題庫) 審查委員 

212 1062 林玫君 靜宜語文論叢 審查委員 

213 1062 林玫君 外國語文研究 審查委員 

214 1062 林玫君 人文學報 審查委員 

215 1062 林崇慧 《外國語文研究》期刊 審查委員 

216 1062 黃馨逸 期刊審查專書書稿：亞陶事件簿 審查委員 

217 1062 黃馨逸 《外國語文研究》 審查委員 

218 1062 黃馨逸 《Fu Jen Studies》輔仁學誌 審查委員 

219 1062 林玫君 2018 語言與文化研討會 分組討論主持人 

220 1071 李允安 中法比瑞同學會理事 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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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1071 李允安 中華民國法語教師協會理事 理事 

222 1071 黃馨逸 台灣法語譯者協會擔任理事 理事 

223 1071 林玫君 108 年領隊人員考試(法語科目) 出題委員 

224 1071 李允安 海外高中推薦入學招生 審查委員 

225 1071 李允安 
教學資源中心 自學原點讀書小組

評審 
評審委員 

226 1071 林玫君 
輔仁大學法文研究生國際研討會

論文集審查委員 
審查委員 

227 1071 林崇慧 外語學院微學分課程委員會 
微學分課程委員會

委員代表 

228 1071 林崇慧 微學分課程審查 
微學分課程審查委

員 

229 1071 黃馨逸 
107 學年度補助高級中等學校學生

第二外語教育計畫經費審查委員 
審查委員 

230 1071 黃馨逸 
淡江大學 107 學年度法文系課程

委員 
課程委員 

231 1071 黃馨逸 
「2017 年輔仁大學法文研究生國

際研討會」論文集  
論文審查委員 

232 1071 黃馨逸 
弘道國中擔任國際交流學生短期

法文教師 
法文教師 

233 1071 楊啟嵐       實習委員會 委員 

234 1071 李允安 法文系歌唱比賽評審 評審老師 

235 1071 林玫君 經典再法聲法文歌唱比賽 評審 

236 1071 林玫君 法文系知識大會考 評審 

237 1071 黃馨逸 法文系歌唱比賽評審 評審 

238 1071 黃馨逸 知識競賽評審 評審老師 

239 1071 孟詩葛 法文系知識大會考 評審委員 

240 1071 孟詩葛 法文系歌唱比賽《經典再法聲》 評審委員 

241 1071 李允安 107 寒轉招生考試審查資料 審查資料委員 

242 1071 李允安 僑生及港澳生來台就學單獨招生 審查委員 

243 1071 林玫君 寒假轉學考試 招生考試委員 

244 1071 李允安 執行 深耕姊妹校國際交流計畫 計畫主持人 

245 1071 黃馨逸 

參與深根計畫 A2-5 差異化教學暨

有效教學推廣計畫之適性暨多元

教學 

適性暨多元教學種

子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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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6 1071 孟詩葛 法國實習老師的負責人 指導老師 

247 1071 林玫君 經典再法聲法文歌唱比賽 指導老師 

248 1071 李允安 法文系系學會專業指導老師 系學會指導老師 

249 1071 袁平育 馬偕醫學院遠距離線上教學服務 
遠距離線上教學服

務教師 

250 1071 袁平育 馬偕醫學院遠距離線上教學服務 
遠距離線上教學服

務 教師 

251 1071 袁平育 馬偕醫學院遠距離線上教學服務 
遠距離線上教學服

務 教師 

252 1071 黃馨逸 
2018【台灣法語譯者協會-法國巴

黎銀行翻譯獎】初審 

法國巴黎銀行翻譯

獎初審委員 

253 1071 李允安 漢法研究 編輯委員 

254 1071 孟詩葛 漢法研究 編輯委員 

255 1071 黃馨逸 政大外國語文研究 編輯委員 

256 1071 黃馨逸 
教育部十二年國教分科教材教法

專書編輯計畫 

第二子計畫二外教

材教法專書撰寫委

員 

257 1071 李允安 漢法研究  審查委員 

258 1071 袁平育 漢法研究 Etudes franco-chinoises 審查委員 

259 1071 黃馨逸 《淡江外語論叢》 審查委員 

260 1071 楊啟嵐       政治大學外國語文研究期刊 審查委員 

261 1071 楊啟嵐       漢法研究第 10 期 審查委員 

262 1071 袁平育 
至三芝馬偕醫學院演講 題目 法

國風土與食物 
演講人 

263 1071 袁平育 
至三芝馬偕醫學院演講 題目 法

式餐桌禮儀 
演講人 

264 1071 李允安 
2018 數位學習國際研討會暨開放

教育論壇 
論文發表人 

265 1071 李允安 colloque international conjoint 2018 引言人 

266 1071 李允安 colloque international conjoint 2018 
主辦人（主辦單

位） 

267 1071 李允安 第 15 屆海峽兩岸外語教學研討會 引言人 

268 1071 孟詩葛 

國際研討會 Les nouvelles stratégies 

de l'enseignement du français : 

enjeux et innovations"" 

論文發表人 

269 1071 孟詩葛 法語教學經驗分享研究會 主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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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0 1071 林玫君 
2018 第二屆歐亞語文國際學術研

討會 
引言人 

271 1071 林玫君 
2018 第二屆歐亞語文國際學術研

討會 
論文發表人 

272 1071 袁平育 
107 學年度第一學期通識教育研討

會 

出席（僅出席會

議） 

273 1071 袁平育 通識教育教師成長工作坊 
出席（僅出席會

議） 

274 1071 袁平育 
21 世紀大學理念與通識教育國際

學術研討會 
論文發表人 

275 1071 黃馨逸 
12 年國教第二外語克剛教師研習

多元評量與實作工作坊 

主辦人（主辦單

位） 

276 1071 黃馨逸 
2018 第二屆歐亞語文國際學術研

討會 
引言人 

277 1072 黃馨逸 台灣法語譯者協會擔任理事 理事 

278 1072 李允安 中法比瑞同學會理事 理事 

279 1072 李允安 中華民國法語教師協會理事 理事 

280 1072 林玫君 大學個人申請入學 評審委員 

281 1072 林玫君 
歐亞語文研究叢書:歐亞視域下歐

洲語文教育的創新與發展 
審查委員 

282 1072 林崇慧 外語學院微學分課程委員會 
微學分課程委員會

委員代表 

283 1072 黃馨逸 
淡江大學 107 學年度法文系課程

委員 
課程委員 

284 1072 黃馨逸 
科技部人文社會經典譯注計畫申

請案審查 
審查委員 

285 1072 黃馨逸 
【科技部人社中心】經典譯注審

查意見表 

「補助出版人文學

及社會科學經典譯

注」審查 

286 1072 黃馨逸 
教師申請升等副教授案之外審委

員   

教師申請升等副教

授案之外審委員 

287 1072 楊啟嵐       實習委員會 委員 

288 1072 黃馨逸 永春高中法語朗誦比賽評審 評審老師 

289 1072 李允安 108 海外聯合招生個人申請審查 審查委員 

290 1072 黃馨逸 
台北教育大學交換學生法文組甄

選委員 

筆試出題以及口試

筆試審查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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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1 1072 黃馨逸 
108 學年度大學個人申請 第二階

段指定項目甄試 
書審與甄試委員 

292 1072 李允安 執行 深耕姊妹校國際交流計畫 計畫主持人 

293 1072 孟詩葛 法國實習老師的負責人 指導老師 

294 1072 孟詩葛 法語口才訓練 指導老師 

295 1072 黃馨逸 
2019 教學實踐研究暨校務研究學

術研討會 
協辦人 

296 1072 黃馨逸 
研究所入學之研究計畫撰寫及推

薦信 
指導老師 

297 1072 黃馨逸 推薦信撰寫 指導老師 

298 1072 黃馨逸 
輔導學生申請國外學校暨撰寫推

薦信 
指導老師 

299 1072 李允安 法文系系學會專業指導老師 系學會指導老師 

300 1072 黃馨逸 政大外國語文研究 編輯委員 

301 1072 黃馨逸 漢法研究 編輯委員 

302 1072 黃馨逸 
教育部十二年國教分科教材教法

專書編輯計畫 

第二子計畫二外教

材教法專書撰寫委

員 

303 1072 林玫君 
戲劇研究(台灣人文學核心期刊

THCI) 
審查委員 

304 1072 林玫君 審查論文 審查委員 

305 1072 李允安 輔仁外語學誌第 12 期 審稿委員 

306 1072 袁平育 
至三芝馬偕醫學院演講 題目 法

國風土與食物 
演講人 

307 1072 黃馨逸 
2019 教學實踐研究暨校務研究學

術研討會 
壁報論文發表人 

308 1072 黃馨逸 

「科技部人文司外文學門第六屆

（104-106 年度）專題計畫研究成

果發表會」 

論文發表人 

309 1072 黃馨逸 

Les nouvelles stratégies de l’

enseignement du français : enjeux 

et innovations 

引言人 

 



附件 2-4-2 105-107學年度教師擔任期刊學報編審一覽表 

學年度 姓名 主要語言 期刊學報名稱 出版單位 職稱 

105 黃馨逸 法文 漢法研究 
中華民國法語教師

協會 
編輯委員 

105 李允安 中文及外文 漢法研究 No.8 
中華民國法語教師

協會 
編輯委員 

105 楊啟嵐       法文 中央大學人文學報 中央大學 審查委員 

105 黃馨逸 中文 
《外國語文研究》

期刊校外編輯委員 
政大外語學院 編輯委員 

105 林玫君 中文 漢法研究 台灣法語教師協會 審查委員 

105 李允安 中文及外文 漢法研究 No.8 
中華民國法語教師

協會 
審查委員 

105 楊啟嵐       中文 漢法研究第八期 法語教師協會 審查委員 

105 李允安 中文及外文 外國語文研究 政治大學 審查委員 

105 黃馨逸 中文及外文 漢法研究 
中華民國法語教師

協會 
編輯委員 

105 林玫君 中文 淡江外語論叢 淡江大學外語學院 審查委員 

105 林玫君 中文 外國語文研究 
政治大學外國語文

學院 
審查委員 

105 黃馨逸 法文 《淡江外語論叢》 淡江大學 審查委員 

105 黃馨逸 法文 《外國語文研究》 政治大學 審查委員 

106 黃馨逸 中文 
期刊審查專書書

稿：亞陶事件簿 
中外文學 審查委員 

106 黃馨逸 中文 
政大外語學院外國

語言研究期刊 
政大外語學院 編輯委員 

106 李允安 中文及外文 漢法期刊編輯委員 
中華民國法語教師

協會 
編輯委員 

106 李允安 中文及外文 
《語文與國際研

究》 
文藻外語大學 審查委員 

106 林玫君 法文 漢法研究 
中華民國法文教師

協會 
審查委員 

106 李允安 中文及外文 
《語文與國際研

究》 
文藻外語大學 審查委員 

106 林玫君 中文 外國語文研究 
政治大學外國語文

學院 
審查委員 

106 林玫君 中文 淡江外語論叢 淡江大學外語學院 審查委員 

106 林玫君 中文 淡江外語論叢 淡江大學外語學院 審查委員 



附件 2-4-2 105-107學年度教師擔任期刊學報編審一覽表 

學年度 姓名 主要語言 期刊學報名稱 出版單位 職稱 

106 黃馨逸 中文及外文 《外國語文研究》 政治大學 審查委員 

106 林崇慧 中文及外文 
《外國語文研究》

期刊 
政治大學 審查委員 

106 黃馨逸 中文 《外國語文研究》 
政治大學外國語文

學院 
審查委員 

106 黃馨逸 中文及外文 

《Fu Jen 

Studies》輔仁學

誌 

輔大外語學院 審查委員 

106 李允安 中文 輔仁外語學誌 輔仁大學 審稿委員 

106 林玫君 中文 靜宜語文論叢 靜宜大學外語學院 審查委員 

106 林玫君 中文 外國語文研究 政治大學外語學院 審查委員 

106 楊啟嵐       法文 
文藻外語大學語言

與國際研究期刊 
文藻外語大學 

論文審查

委員 

106 林玫君 中文 人文學報 國立中央大學 審查委員 

107 黃馨逸 中文及外文 政大外國語文研究 政大外語學院 編輯委員 

107 楊啟嵐       法文 漢法研究第 10期 法語教師協會 審查委員 

107 林玫君 中文 

戲劇研究(台灣人

文學核心期刊

THCI) 

台灣大學 審查委員 

107 黃馨逸 中文及外文 《淡江外語論叢》 淡江大學外語學院 審查委員 

107 楊啟嵐       中文及外文 
政治大學外國語文

研究期刊 
國立政治大學 審查委員 

107 李允安 法文 漢法研究  
中華民國法語教師

協會 
審查委員 

107 袁平育 法文 
漢法研究 Etudes 

franco-chinoises 

中華民國法語教師

協會 
審查委員 

107 黃馨逸 中文及外文 漢法研究 
中華民國法語教師

協會 
編輯委員 

107 李允安 中文 漢法研究 
中華民國法語教師

協會 
編輯委員 

107 孟詩葛 法文 漢法研究 
中華民國法語教師

協會 
編輯委員 

107 李允安 法文 
輔仁外語學報第

16期 
輔仁大學 審稿委員 

 



2-4-4-1 105-107 學年度教師專書論文發表一覽表 

 

學年度 姓名 類別 語文 專書、論文名稱 所屬領域 出版者名稱 

105 李允安 研討會論文 中文 

法語線上教學-以樹形連結文

法為理論基礎的法語句法線上

學習系統  

語言教學                 

教育部多國語文與文化聯

結活動計畫 北區日德法西

教師研習營 以 CEFR理念

為主-<融合語言文化的

A1,A2級課程設計與評量> 

105 林玫君 
期刊/學報

論文 
中文 藍鬍子 - 紀實婚姻的童話 

法國文學

—文學批

評            

漢法研究 

105 楊啟嵐       
專書(含創

作作品集) 
法文 形象法語 法語                   

冠唐國際圖書股份有限公

司 

105 黃馨逸 研討會論文 中文 
2017高等教育教學實務研究

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法國文學

—戲劇              

2017高等教育教學實務研

究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105 李允安 研討會論文 中文 
「樹形連結文法」樹形之結

合、解構與法語句法  
法語                   

歐洲與歐盟之傳統與創新

國際研討會 

105 黃馨逸 
期刊/學報

論文 
中文 

法國當代戲劇應用於語言暨跨

文化教學之實務研究 ---以里

博（Jean-Michel RIBES）劇

作研讀與演出為例  

法國文學

—戲劇              

2017高等教育教學實務研

究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105 黃馨逸 
期刊/學報

論文 
法文 

Force illocutoire dans 

deux logodrames de 

Nathalie Sarraute--- É 

tude des effets de dé

senfouissement et d’é

mergence de la parole 

法國文學

—戲劇              
淡江外語論叢 

106 林崇慧 
期刊/學報

論文 
中文 

詼諧劇的結構與喜劇元素 -法

國中世紀喜劇研究- 

法國文學

—戲劇              
漢法研究 

106 林玫君 研討會論文 中文 經典文學之教與讀 法國文學                 2018語言與文化研討會 

106 林玫君 
期刊/學報

論文 
中文 靜宜語文論叢 

法國文學

—小說              
靜宜語文論叢 

107 楊啟嵐       
專書(含創

作作品集) 
法文 歌唱學法語 法語                   

冠唐國際圖書股份有限公

司 

107 楊啟嵐       
專書(含創

作作品集) 

中文及

法文 
進階法文詞彙與文法 法語                   

冠唐國際圖書股份有限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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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年度 姓名 類別 語文 專書、論文名稱 所屬領域 出版者名稱 

107 林崇慧 
專書(含創

作作品集) 
中文 

何內 紀哈德之文學理論思想

及其相關研究 

法國文學

—文學批

評            

冠唐國際圖書股份有限公

司 

107 袁平育 
期刊/學

報論文 
中文 

人文通識教育的重要性

及實施情況袁平育  ─

─以法國文學導讀課為

例 

法國文學

—總論              
《通識在線》 

107 袁平育 
期刊/學

報論文 
中文 盧梭的人生哲學 

法國文學

—散文              
河北京津文獻 

107 袁平育 
期刊/學

報論文 
中文 

從文學悲劇大師拉辛的

《昂朵瑪格》探討人際

間的情感糾葛 L’

intrication é

motionnelle de l’ê

tre humain dans l’

Andromaque de Racine  

法國文學

—戲劇              

漢法研究 Etudes 

franco-chinoises 

107 李允安 
研討會論

文 
中文 

輔助法語句法教學的數

位教學網站設計 
句法學                  

數位學習的創新與應

用 

107 孟詩葛 
期刊/學

報論文 
法文 

Français sur 

Objectifs Spécifiques 

et Français de Spé

cialité : étude de 

cas à Taïwan 

說話教學                 

Les nouvelles strat

égies de 

l'enseignement du 

français : enjeux 

et innovations 

107 林玫君 
研討會論

文 
中文 

2018第二屆歐亞語文國

際學術研討會 
法國文學                 

歐亞語文國際學術研

討會 

107 袁平育 
研討會論

文 
中文 

法國文學通識課的啟

發：從沙特存在哲探討

人生的意義 

法國文學

—散文              

21世紀大學理念與通

識教育國際學術研討

會 

 



2-4-4-2 105-107學年度教師參學術會議一覽表 

學年

度 
姓名 會議名稱 主題 主辦單位 職務 

是否國際學術

會議 

105 袁平育 

文化大學「2016

校務研究議題合

作與分享研討

會」       

校務研究 

文化大學校務研究辦

公室與大同大學、台

北海洋技術學院、南

亞技術學院、國立東

華大學、國立臺北商

業大學、國立臺北護

理健康大學、實踐大

學共同策畫 

出席（僅出席會

議） 

非國際學術會

議 

105 林玫君 

2016校務研究議

題合作與分享研

討會 

2016校務研究議題合作

與分享研討會 
中國文化大學 

出席（僅出席會

議） 

非國際學術會

議 

105 林玫君 

2016追求大學教

學品質提升國際

研討會(6 小時) 

2016追求大學教學品質

提升國際研討會(6小時) 
中國文化大學 

出席（僅出席會

議） 
國際學術會議 

105 林崇慧 

2016追求大學教

學品質提升國際

研討會 

2016追求大學教學品質

提升國際研討會 
文化大學 

出席（僅出席會

議） 
國際學術會議 

105 林玫君 

105年度全國大學

院校教師性別平

等教育研討會 

105年度全國大學院校教

師性別平等教育研討會 
中國文化大學 

出席（僅出席會

議） 

非國際學術會

議 

105 李允安 

教育部多國語文

與文化聯結活動

計畫 北區日德法

西教師研習營 

以 CEFR理念為主-<融合

語言文化的 A1,A2 級課

程設計與評量>:法語線

上教學  

東吳大學外語學院,

日文系,德文系 中等

教育階段外語領域教

學研究中心 

論文發表人 
非國際學術會

議 

105 林玫君 

淡江大學第四屆

國際姊妹校研討

會 

當代之文化傳遞:語言與

文學 
淡江大學 分組討論主持人 國際學術會議 

105 袁平育 

淡江大學第四屆

姊妹校國際研討

會 當代之文化傳

遞:語言與文學 

文化傳遞:語言與文學 

淡江大學 日本東京

外國語大學 法國弗

朗士孔泰大學等合辦 

出席（僅出席會

議） 
國際學術會議 

105 黃馨逸 當代文化之傳遞 語言與文學 淡江大學法文系 
出席（僅出席會

議） 
國際學術會議 



2-4-4-2 105-107學年度教師參學術會議一覽表 

學年

度 
姓名 會議名稱 主題 主辦單位 職務 

是否國際學術

會議 

105 袁平育 

教育部基礎語文

及多元文化能力

培育計畫 

105學年度多國語文與文

化連結課程計畫期中發

表會暨 106學年度徵件

說明會 

教育部多國語文與文

化連結課程子計畫辦

公室 

出席（僅出席會

議） 

非國際學術會

議 

105 黃馨逸 

教育部『多國語

文與文化連結課

程計畫』105 學年

度期中發表會 

觀摩課程與教學法成果 教育部 
出席（僅出席會

議） 

非國際學術會

議 

105 黃馨逸 

2017高等教育教

學實務研究學術

研討會 

教學實務研究學術研討

會 
國立宜蘭大學 論文發表人 

非國際學術會

議 

105 黃馨逸 

「歐洲與歐盟之

傳統與創新」國

際學術研討會 

歐洲與歐盟之傳統與創

新 

歐洲與歐盟之傳統與

創新 
引言人 國際學術會議 

105 李允安 

歐洲與歐盟之傳

統與創新國際研

討會 

「樹形連結文法」樹形

之結合、解構與法語句

法 

政治大學 論文發表人 國際學術會議 

105 林玫君 

105學年度第 2學

期通識教育研討

會 

通識教育(微學分) 
中國文化大學共同科

目與通識教育中心 

出席（僅出席會

議） 

非國際學術會

議 

106 黃馨逸 

2017臺法文化工

作坊(前身為馬樂

侯文化管理研討

會) 

文化部以「藝術與美感

教育之實踐與方法」為

主題，與教育部及法國

在臺協會共同合作辦理

臺法文化工作坊，邀請

法國專家學者來臺與我

國相關領域之工作者進

行經驗分享及實務交流 

文化部、教育部及法

國在臺協會 

出席（僅出席會

議） 
國際學術會議 

106 袁平育 

教育部基礎語文

及多元文化能力

培育計畫 多國語

文與文化連結課

程計畫 

106學年度期初說明會 

多國語文與文化連結課

程計畫 

教育部多國語文與文

化連結課程子計畫辦

公室 

出席（僅出席會

議） 

非國際學術會

議 



2-4-4-2 105-107學年度教師參學術會議一覽表 

學年

度 
姓名 會議名稱 主題 主辦單位 職務 

是否國際學術

會議 

106 黃馨逸 

教育部『多國語

文與文化連結課

程計畫』期初說

明會 

活動‧課程經驗分享會 

教育部「多國語文與

文化連結課程推動計

畫」.辦公室 

出席（僅出席會

議） 

非國際學術會

議 

106 李允安 

教育部 多國語文

與文化聯結課程

計畫 

多國語文與文化聯結課

程計畫 
教育部 

出席（僅出席會

議） 

非國際學術會

議 

106 林玫君 
中央大學法文系

國際研討會 
轉渡至文明國度 中央大學法文系 分組討論主持人 國際學術會議 

106 林崇慧 
轉渡至文明國度  

國際研討會 

轉渡至文明國度  國際

研討會 
國立中央大學法文系 

出席（僅出席會

議） 
國際學術會議 

106 林崇慧 
追求大學教學品

質提升研討會 

追求大學教學品質提升

研討會 

文化大學 教學資源

中心 

出席（僅出席會

議） 

非國際學術會

議 

106 李允安 
法國現代文學研

究在台灣 

法國現代文學研究在台

灣 
淡江大學 引言人 國際學術會議 

106 林崇慧 

法國現代文學研

究在台灣 Etat 

actuel de la 

recherche sur 

la littérature 

française 

contemporaine à 

Taiwan 

法國現代文學研究在台

灣 
淡江大學 

出席（僅出席會

議） 

非國際學術會

議 

106 黃馨逸 

分科教材教法專

書編輯計畫第一

年度研討會 

分科教材教法專書編輯

計畫-107 新課綱實施之

中小學師資培育配套計

畫（教學與教材撰寫研

討會） 

教育部 
出席（僅出席會

議） 

非國際學術會

議 

106 林崇慧 

106學年度第一學

期通識教育研討

會 

106學年度第一學期通識

教育研討會 飲食人文與

科學的對話 推動跨域學

習通識教育的幾個想法 

中國文化大學共同科

目與通識教育中心 

出席（僅出席會

議） 

非國際學術會

議 

106 李允安 
法語教學經驗分

享研討會 
法語教學 

中華民國法語教師協

會 
引言人 

非國際學術會

議 



2-4-4-2 105-107學年度教師參學術會議一覽表 

學年

度 
姓名 會議名稱 主題 主辦單位 職務 

是否國際學術

會議 

106 孟詩葛 
法語教學經驗分

享研究會 
心智圖與詞彙 

中華民國法語教師協

會 
演講人 

非國際學術會

議 

106 林玫君 
2018語言與文化

研討會 
2018語言與文化研討會 大葉大學 分組討論主持人 國際學術會議 

106 袁平育 
文化大學通識教

育研討會 
通識教育 

文化大學共同科目與

通識教育中心 

出席（僅出席會

議） 

非國際學術會

議 

106 黃馨逸 通識教育研討會 通識教育研討會 
文化大學通識教育中

心 

出席（僅出席會

議） 

非國際學術會

議 

106 袁平育 
106學年度外文領

域聯合論壇 

多國語文與文化連結課

程計畫外文領域聯合論

壇 

教育部多國語文與文

化連結課程計畫辦公

室 

出席（僅出席會

議） 

非國際學術會

議 

107 黃馨逸 

2018第二屆歐亞

語文國際學術研

討會 

法語文學與語言學 文藻外語大學 引言人 國際學術會議 

107 林玫君 

2018第二屆歐亞

語文國際學術研

討會 

歐亞語文國際學術研討

會 
文藻外語大學 

引言人及論文發

表人 
國際學術會議 

107 黃馨逸 

2019教學實踐研

究暨校務研究學

術研討會 

教學實踐研究暨校務研

究 
宜蘭大學 壁報論文發表人 國際學術會議 

107 黃馨逸 

「科技部人文司

外文學門第六屆

（104-106年度）

專題計畫研究成

果發表會」 

專題計畫成果發表會 科技部人文司 論文發表人 
非國際學術會

議 

107 黃馨逸 

12 年國教第二外

語克剛教師研習

多元評量與實作

工作坊 

第二外語教學與評量方

法 

教育部中等教育階段

外語領域教學研究中

心 

出席（僅出席會

議） 

非國際學術會

議 

107 袁平育 

107學年度第一學

期通識教育研討

會 

通識教育研討 
文大共同科目及通識

教育中心 

出席（僅出席會

議） 

非國際學術會

議 

107 李允安 
2018數位學習國

際研討會暨開放
數位學習的創新與應用 

教育部數位學習深耕

計畫辦公室 
論文發表人 國際學術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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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年

度 
姓名 會議名稱 主題 主辦單位 職務 

是否國際學術

會議 

教育論壇 

107 黃馨逸 

Les nouvelles 

stratégies de 

l’enseignement 

du français : 

enjeux et 

innovations 

教學研討會 

法語教師協會、文化

大學法文系、淡江大

學法文系 

主辦及引言人 國際學術會議 

107 李允安 

colloque 

international 

conjoint 2018 

les nouvelles straté

gies de 

l'enseignement du 

français: enjeux et 

innovations 

法語教師協會 中國

文化大學 淡江大學 
主辦及引言人 國際學術會議 

107 孟詩葛 

國際研討會 Les 

nouvelles strat

égies de 

l'enseignement 

du français : 

enjeux et 

innovations"" 

Français sur 

Objectifs Spécifiques 

et Français de spé

cialité : étude de 

cas à Taïwan 

中國文化大學； 淡

江大學； 中華民國

法語教師協會 

主辦及論文發表 國際學術會議 

107 袁平育 
通識教育教師成

長工作坊 
通識教育之改進 

文大共同科目與通識

教育中心 

出席（僅出席會

議） 

非國際學術會

議 

107 李允安 
第 15 屆海峽兩岸

外語教學研討會 

外語教育的特色發展 移

動與深化 
輔仁大學外語學院 引言人 國際學術會議 

107 袁平育 

21 世紀大學理念

與通識教育國際

學術研討會 

通識教育 大葉大學及政治大學 論文發表人 國際學術會議 

107 袁平育 

2019生命教育與

通識教育國際學

術研討會 

通識教育 亞東技術學院 論文發表人 
非國際學術會

議 

 



2-4-4-3 105-107學年度教師榮譽獎賞一覽表 

 

學年度 姓名 頒獎名稱 頒獎單位 

105 李允安 104學年度全校輔導績優導師 中國文化大學 

106 黃馨逸 105學年全校績優導師 文化大學學生諮商中心 

106 林玫君 系優良教師 中國文化大學 

107 黃馨逸 106學年全校績優導師 文化大學學生諮商中心 

107 黃馨逸 107學年院教學傑出教師 中國文化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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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1 

 

 

 
大學考

試入學

分發 

大學

個人

申請 

大學

繁星

推薦 

暑假

轉學

招生 

僑生及

港澳生

聯合招

生 

陸生

聯合

招生 

寒假

轉學

招生 

外國學生申

請入學(一

般授課)_秋

季 

海外聯

招會-

個人申

請 

海外聯

招會-

聯合招

生 

總計 

女 116 23 22 23 3 4 3 2 2 0 198 

男 24 3 4 2 1 0 1 0 0 1 36 

小

計 
140 26 26 25 4 4 4 2 2 1 234 

  

 

1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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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考

試入學

分發 

大學

繁星

推薦 

大學

個人

申請 

暑假

轉學

招生 

寒假

轉學

招生 

陸生

聯合

招生 

僑生及

港澳生

聯合招

生 

外國學生申

請入學(一

般授課)_秋

季 

海外聯

招會-

個人申

請 

海外聯

招會-

聯合招

生 

總計 

女 112 22 21 21 7 4 3 2 1 0 193 

男 24 4 3 1 2 0 1 0 0 1 36 

小

計 
136 26 24 22 9 4 4 2 1 1 229 

 

1061 

 

 
大學考

試入學

分發 

大學

個人

申請 

大學

繁星

推薦 

暑假

轉學

招生 

寒假

轉學

招生 

陸生

聯合

招生 

僑生及

港澳生

聯合招

生 

外國學生

申請入學

(一般授

課)_秋季 

海外聯

招會-

個人申

請 

海外聯

招會-聯

合招生 

總計 

女 110 27 22 20 7 5 3 1 1 0 196 

男 27 6 5 4 2 0 1 0 0 1 46 

小

計 
137 33 27 24 9 5 4 1 1 1 242 

 

 

 

 

 

 

 



3-1-1  105-107學年度法文系學生入學管道人數統計表 

 

1062 

 

 

大學

考試

入學

分發 

大學

個人

申請 

大學

繁星

推薦 

暑假

轉學

招生 

寒假

轉學

招生 

陸生

聯合

招生 

僑生及

港澳生

聯合招

生 

外國學生

申請入學

(一般授

課)_秋季 

海外聯

招會-個

人申請 

海外聯

招會-聯

合招生 

總

計 

女 107 27 21 20 9 5 2 1 1 0 193 

男 23 5 4 4 3 0 0 0 0 1 40 

小

計 
130 32 25 24 12 5 2 1 1 1 233 

 

1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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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考

試入學

分發 

大學

個人

申請 

大學

繁星

推薦 

暑假

轉學

招生 

寒假

轉學

招生 

陸生

聯合

招生 

僑生及

港澳生

聯合招

生 

外國學生申

請入學(一般

授課)_秋季 

海外聯

招會-

個人申

請 

海外聯

招會-

聯合招

生 

總

計 

女 110 26 21 18 8 4 1 1 1 0 190 

男 22 5 4 3 2 1 0 0 0 1 38 

小

計 
132 31 25 21 10 5 1 1 1 1 228 

 

1072 

 

 

 
大學考

試入學

分發 

大學

個人

申請 

大學

繁星

推薦 

暑假

轉學

招生 

寒假

轉學

招生 

陸生

聯合

招生 

僑生及

港澳生

聯合招

生 

外國學生申

請入學(一般

授課)_秋季 

海外聯

招會-

個人申

請 

海外聯

招會-

聯合招

生 

總

計 

女 105 26 19 16 11 4 1 1 1 0 184 

男 25 5 4 3 2 1 0 0 0 1 41 

小

計 
130 31 23 19 13 5 1 1 1 1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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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化大學外國學生申請入學辦法 

92.04.09第 1539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92.05.26教育部台文(一)第 0920076057號函准予備查 

95.02.08第 1578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95.02.16教育部台文字第 0950021548號書函核定 

95.12.06第 1589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95.12.15教育部台文字第 0950189106號書函核定 

97.06.04第 1609次行政會議修通過 

97.06.26教育部台文(一)字第 0970121418號書函核定 

第一條  為鼓勵外國學生申請就讀本校各系所，依教育部「外國學生來臺就學辦法」第五條

暨本校學則相關規定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外國學生，指不具中華民國國籍法第二條所稱中華民國國籍且未具僑生

身分者。但原具中華民國國籍，自內政部許可喪失國籍之日起未滿八年者，不得依

本辦法申請入學本校。 

前項所稱申請入學，以本校所訂開學日期為準。 

第一項但書所定八年之計算，以算至本校所定開學日期為準。 

依文化合作協議由外國政府、機構、學校、文教團體遴薦來臺就學之該國國民，得

不受第一項規定限制。 

第三條  外國學生申請來臺留學，於完成申請就學學校學程後，如申請在本校升學，除申請

碩士班以上學程外，其入學方式應與我國內一般學生相同。 

第四條  外國學生申請入學應於每年十月一日起至次年七月一日止，檢附下列文件向本校教

務處申請，逾期不予受理。所繳表件及資料，除證明文件之正本外，無論核准與否，

均不退還。 

一、入學申請表一式兩份（以中文或英文填寫）。   

二、如曾為雙重國籍者須附喪失中華民國國籍許可證書。   

三、經我國駐外使領館、代表處、辦事處或其他經外交部授權機構（以下簡稱駐外

館處）驗證之外國學校最高學歷或同等學力證明文件及成績（中、英文以外之

語文，應附中文或英文譯本），註冊時須補繳原畢業證書。 

四、密封之推薦書二份（以中文或英文繕寫）。 

五、經我國駐外館處驗證具備足夠在臺就學之財力證明書。 

六、中文或英文之留學計畫書或攻讀碩博士學位研究計畫書一份（含中文能力說明）。 

七、申請博士班者，得附一份已出版著作或發表之學術論文。 

八、其他各系所組規定之文件（詳見各系所招生入學標準）。 

九、繳交報名費（比照大學部轉學考試及本校碩博士班入學考試）。 

外國學生獲准入學註冊時，應檢附醫療及傷害保險或全民健康保險等相關保險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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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未投保者，應於註冊時繳納保險費，由本校代辦投保事宜。 

外國學生已在臺完成學士以上學位，繼續申請入學本校碩士以上學程者，得檢具我

國各校院畢業證書及歷年成績證明文件，不受第一項第三款規定限制。 

第一項第三款所稱外國學校最高學歷畢業證書或同等學力證明文件，除海外臺灣學

校及華僑學校所發者外，應依教育部國外學歷查證認定作業要點之規定辦理。 

外國學生在我國境內就讀外國僑民學校或我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之雙語部（班）畢

業者，得持該校畢業證書，依本條第一項之規定申請入學，不受第三條及本條第一

項第三款規定之限制。 

第五條  外國學生可依其最高學歷及其所修課程之性質，申請就讀相關之系所組，其申請資

格由該系所組認定。 

外國學生入學申請以資料審查方式進行，其成績比例由各系所組訂定之。 

審查合格錄取之外國學生，由教務處寄發錄取通知，通知註冊入學。 

第六條  申請入學之外國學生資料由教務處初審合格後，送各系所組辦理相關事宜，並提報

錄取名單，由教務處彙整提報招生委員會審議；通過後，於每年十一月三十日前，

將已註冊入學之外國學生列冊，載明姓名、國籍、就讀年級、入學系所組，並註明

是否為臺灣獎學金或教育部補助各校院之外國生獎學金受獎生資料，報教育部備查。 

前項申請入學之審查方式及入學標準等由各系所組訂定，報招生委員會審議。 

第七條  註冊入學之外國學生由本校教務處查證認定學歷，入學資格經查證後，發現未符規

定或有偽造不實等情事者，取消入學資格。 

第八條  本校每學年招收外國學生，其名額採外加方式辦理，以該學年度教育部核定國內招

生名額百分之十為限。 

前項招生名額，不含未具正式學籍之外國學生。 

第一項經核准註冊入學之外國學生，應於本校規定日期完成註冊手續；如因重病或

重大事故不能按時入學時，應檢具有關證明，於註冊截止日前向本校申請保留入學

資格最多一年。 

因懷孕或生產並持有證明者申請保留入學資格之年限依學生懷孕、生產或哺育幼兒

之需要申請，不受前項之限制，但最多以不超過三年為限。 

第九條  本校締結外國姐妹學校之交換學生申請入本校就學，符合第五條之規定者，各系所

組得設保障名額一名，優先錄取。  

第十條  外國學生到校時，已逾該學年第一學期三分之一課程者，當學年度不得入學。但研

究生經就讀系所組主任、所長同意，得於第二學期註冊入學。 

第十一條 外國學生經入學大專校院退學者，不得再依本辦法申請入學，違反規定並經查證屬

實者，撤銷其所獲准入學資格或開除學籍。  

第十二條 在不影響正常教學情況下，各系所組得參照第五條規定，酌收外國學生為選讀生。

外國學生申請為選讀生，依規定選修課程經考試及格者，得由本校核發學分證明。

前項所指外國學生，不得以選讀做為申請居留簽證之理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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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條 外國學生不得申請就讀本校回流教育之進修學士班、二年制在職專班及碩士在職專

班。但外國學生已在臺領有外僑居留證、永久居留證或其就讀之班別屬經教育部

專案核准之國際性課程者，不在此限。 

第十四條 外國學生得依規定申請教育部外國學生獎學金，除文化協約或雙方交換計畫另有規

定外，須自行負擔一切學雜費及生活費。 

第十五條 外國學生申請入學案件，由教務處負責辦理，平時生活考核及學業輔導等事務由學

生事務處僑生暨外籍生輔導組負責辦理。 

第十六條 外國學生保留入學資格、轉學、轉系所組、休學、退學及其他學籍、學業、生活考

核等事項，均依本校學則及有關法令規定辦理。 

第十七條 外國學生如有休、退學或變更、喪失學生身分等情事，本校應通報內政部警政署、

外交部領事事務局及學校所在地之直轄市、縣(市)警察局，並副知教育部。 

第十八條 本辦法經行政會議通過，報請教育部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3-1-1-1 105-107學年度大一新生茶會活動照片 
 

 

105學年度法文系新生茶會 

時間:105年 08月 14日 

地點:CU CA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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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學年度法文系新生茶會 

時間:106年 08月 13日 

地點:CU CAFÉ 

 

 

 

 



3-1-1-1 105-107學年度大一新生茶會活動照片 
 

 

107學年度法文系新生茶會 

時間:107年 08月 12日 

地點 MB WHITE CAFÉ 

 

 

 



3-1-1-2  105-107 學年度高中生法語體驗日活動紀錄 

 中國文化大學 105學年度中程校務發展計畫成果報告書 

計畫類別 異國文化體驗營 

計畫名稱 異國文化體驗營 

策略方法 提供多元課程體驗，吸引優質高中生入學 

時間 民國 106 年 7 月 4 日，共 1 天 

地點 文化大學校本部 

內容 

(活動內容

簡述 ) 

由外語學院六個學系聯合辦理，「專業課程」以輕鬆、活潑、生活化講授，讓學員對各語文

國家文化有初步認識，安排製作各國美食，體驗不同文化飲食；「校園活動」安排認識本校

各項軟硬體教學設施，期盼學員日後與同儕分享參加營隊心得，提高本院系知名度，吸引

更多優秀學生就讀。 

執 行 成 效

(含參加人

數、達成指

標…等 ) 

招收北部、中部、南部共 52 名在學學生，提前體驗大學生活。期盼學員日後與同儕分享參

加營隊心得，提高本院系知名度，吸引更多優秀學生來校就讀。 

活 動 照 片

(檔案大小

以 不 超 過

2M 為限 ) 

  

專業課程進行中 專業課程進行中 

  

動手製作美味的法式三明治 享用法國美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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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活動進行中 結業式 

 

 

 

 

 

 

 

 

 

 

 

 

 

 

 

 

 

 

 

 

 

 

 

 

 

 

 

 

 

 

 

 



3-1-1-2  105-107 學年度高中生法語體驗日活動紀錄 

中國文化大學 106 學年度中程校務發展計畫 

計畫成果紀錄表 
 

執行單位 法國語文學系 

計畫名稱／ 

行動方案名稱 
提供多元課程體驗，吸引優質適性學生入學 

計畫內容 提供多元課程體驗，吸引優質適性學生入學 

內容 

（活動內容簡述/執

行成效） 

活動日期：6 月 26 日 8:20~18:00 

活動地點：大孝館 8 樓求善廳、 交誼廳 

主 講 者：孟詩葛、黃馨逸  

參與人數： 13 人（教師 2 人、學生 8 人、行政人員 3 人、校外   人） 

內    容：本系於 6月 26日假大孝館 8樓求善廳、 交誼廳舉辦「法國文

化體驗營」活動。「法國面面觀」介紹多元的法式生活，從自然地貌、文

化遺產，到文學藝術，讓學員體驗浪漫的法國文化及其深厚的人文底蘊。

於中午時刻帶領學員手做法式三明治及法式可麗餅。藉由「Bonjour,la 

France 」課程介紹法國各地區並認識我們法文系。另安排認識本校各項

軟硬體教學設施，期盼學員日後與同儕分享參加營隊心得，提高本系知

名度。 

執行成效：1.提供法文文化相關課程，提升學生學習並體驗法國文化經驗。 

2.提高本系知名度，吸引更多優秀學生來校就讀。 

活動照片 

(檔案大小以不超

過 2M 為限 )  

    

 

報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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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面面觀」介紹多元的法式生活 

  

 

「法國美食漫談」帶領學員製作法式三明治及法式可麗餅 

 
「Bonjour,la France 」課程介紹法國各地區並認識我們法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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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內設施介紹及打靶體驗 

 

 

結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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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化大學 107 學年度中程校務發展計畫 

計畫成果紀錄表 
 

執行單位 法國語文學系 

計畫名稱／ 

行動方案名稱 
提供多元課程體驗，吸引優質適性學生入學 

計畫內容 提供多元課程體驗，吸引優質適性學生入學 

內容 

（活動內容簡述/執

行成效） 

活動日期：7 月 10 日 8:20~18:00 

活動地點：大孝館 8 樓求善廳、 交誼廳 

主 講 者：孟詩葛、李允安  

參與人數： 13 人（教師 2 人、學生 32 人(學員 25 人+系上同學 7 人)、行

政人員 1 人、校外   人） 

內    容：本系於 7月 10日假大孝館 8樓求善廳、 交誼廳舉辦「法國文

化體驗營」活動。「法國面面觀」介紹多元的法式生活，從自然地貌、文

化遺產，到文學藝術，讓學員體驗浪漫的法國文化及其深厚的人文底蘊。

於中午時刻帶領學員手做法式三明治及法式可麗餅。藉由「Bonjour,la 

France 」課程介紹法國各地區並認識我們法文系。另安排認識本校各項

軟硬體教學設施，期盼學員日後與同儕分享參加營隊心得，提高本系知

名度。 

執行成效：1.提供法文文化相關課程，提升學生學習並體驗法國文化經驗。 

2.提高本系知名度，吸引更多優秀學生來校就讀。 

動照片 

(檔案大小以不超

過 2M 為限 )  

     

報到及開幕 



3-1-1-2  105-107 學年度高中生法語體驗日活動紀錄 

   

 

「法國面面觀」介紹多元的法式生活 

  

 

「法國美食漫談」帶領學員製作法式三明治及法式可麗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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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njour,la France 」課程介紹法國各地區並認識我們法文系。 

 

 

打靶體驗 

 

大合照  

 



3-1-2-1  105-107學年度師生大會海報及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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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2  105-107學年度系學會辦理之活動一覽表 
 

1051學年度 

項目 活動名稱 活動時間 活動場地 內容簡介 

1 迎新茶會 105/09/09(五) 大仁 210 

藉由團康增加新生之間的互動，

並了解系學會的熱情，最後再藉

著小點心來增加彼此交流。 

2 抽直屬 105/10/11(二) 大恩403 

增進新生在系上的歸屬感，並在

學習過程中能多一個學長姐的陪

伴。 

3 
法語知識大會

考 
105/10/19(三) 興中堂 

藉由比賽增進學生對法國知識與

興趣。 

4 迎新宿營 
105/10/21(五)-

23(日) 
新店文山農場 

與電機系的新生一同共度營隊生

活。也讓新生相互更熟識，並了

解學長姐的辛苦與熱情。 

5 制服趴 105/11/28(一) 興中堂 

與市政系、哲學系新生藉由聚

餐、舞蹈與團康交際，增進新生

的交友圈。 

6 法語歌唱比賽 105/12/14(三) 興中堂 
透過法文歌曲演出與各個老師、

同學共襄盛舉。 

7 聖誕趴 105/12/13 花漾青年中心 
外語學院與其餘各系舉辦舞會交

際，增進個人交友圈。 

 

1052學年度 

項目 活動名稱 活動時間 活動場地 內容簡介 

1 校慶擺攤 
105/03/01-

105/03/03 
百花池 藉擺攤增添慶祝校慶氣氛 

2 外語盃 105/03/23 興中堂 
藉各個外語系成員以歌聲演出、

發揮才能 

3 系會交接 105/03/31 大恩403 
以簡單形式會結合聚餐進行對下

一屆簡單介紹系學會運作 

4 全系大會 105/04/11 大恩101 
藉此會法文系師生對系學會成長

之建議 

5 服務學習二 105/04/15、22 淡水 藉校外服務，幫助社會弱勢族群 



3-1-2-2  105-107學年度系學會辦理之活動一覽表 
 

6 法文人之夜 105/05/04 興中堂 
藉此晚會增進全法文系師生之情

感 

7 外語週展 
105/05/08-

105/05/12 
大義前廣場 

藉此週展，讓全校對外國文化增

進興趣、了解 

 

1061學年度 

項目 活動名稱 活動時間 活動場地 內容簡介 

1 
德組聯合幹

部訓練營 

08/19~08/21 
舉辦地點 

幹部訓練 

2 
新生暨家長

座談會 

08/26 
文化大學 

新生暨家長座談會 

3 新生茶會 9/13 文化大學 
新生茶會 

4 新生訓練 9/14~9/15 師大米克諾斯 
新生入門 

5 

迎新宿營-神

奇魔法數(應

數聯合迎新) 

11/24~11/26 

文化大學 

為了使大一新生們促進彼此間感

情及認識新同學，同時在遊戲任

務中學習團隊合作的重要。 

6 
法國知識大

會考 

11/08 
松旺露營區 

讓同學了解法文各領域之知識。 

7 

制服趴-直到

今日才遇見

你 

11/20 
文化大學興中

堂 

讓新生認識其他系所的新生，促

進與其他系所之間的交流。 

8 

法文歌唱大

賽-法現妳的

聲音 

12/13 
文化大學興中

堂 

讓同學藉由歌唱比賽矯正發音及

訓練台風。 

9 
聖誕趴 12/21 文化大學興中

堂 

促進同儕融洽以及帶給社員慶祝

年節的氣氛。 

 

1062學年度 

項目 活動名稱 活動時間 活動場地 內容簡介 

1 
外語學院週

展 
3/23-3/27 文化大學 外語學院聯合週展 

2 服務學習 5/12 天母 服務學習(二) 

3 外語盃 3/27 文化大學 外語盃歌唱大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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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1學年度 

項目 活動名稱 活動時間 活動場地 內容簡介 

1 
德組聯合幹部訓練

營 

08/22-08/24 
文化大學 

幹部訓練 

2 新生暨家長座談會 08/25 文化大學 
新生暨家長座談會 

3 

新生茶會 9/12 公館  

Gogo pasta      

新生茶會 

4 新生訓練 9/13~9/14 文化大學 
新生入門 

5 

迎新宿營-法蘭斯

基 諸神的繼任(機

械聯合迎新) 

11/24~11/26 

文山農場 

為了使大一新生們促進彼此間

感情及認識新同學，同時在遊

戲任務中學習團隊合作的重

要。 

6 
法國知識大會考 12/19 

大恩 101 
讓同學了解法文各領域之知

識。 

7 
制服趴-有辦法讓

你勞累到不行 

11/21 文化大學興中

堂 

讓新生認識其他系所新生，促

進與他系之間的交流。 

8 
法文歌唱大賽-經

典再法聲 

12/19 曉峰 10F國際

音樂廳 

讓同學由歌唱比賽矯正發音及

台風。 

9 
聖誕佈置比賽 11/26-12/21 文化大學大仁

館 

促進系上聖誕佳節氣氛，使系

館充滿聖誕佳節裝飾。 

10 
聖誕趴 12/19 

4am station 
促進同儕融洽以及帶給社員慶

祝年節的氣氛。 

 

1072學年度 

項

目 
活動名稱 活動時間 活動場地 內容簡介 

1 外語學院週展 3/23-3/27 文化大學 外語學院聯合週展 

2 服務學習 3/16 未定 服務學習(二) 

3 法文朗誦比賽 5/15 文化大學 訓練系上同學發音及表達方式 

 



附件 3-1-2-3  105-107 生涯職涯演講及講座一覽表 

 

學年度 日期 時間 地點 講題及主講人 

1051 10/26（三） 15:10~17:00 
大恩館 

102 

留學法國 –搶進留學先機 

曾馨弘（法國教育中心代表）   

1051 11/2（三） 15:10~17:00 
大孝館 

905 
UCAN職涯發展規劃講座 

1051 12/14（三） 15:10~17:00 
大孝館 2 樓

質樸廳 

寒暑假可以做甚麼 (從UCAN出發) 

 

1052 3/22（三） 15:10~17:00 大仁館 201  
交換生甄試說明會 

 

1052 4/19（三） 15:10~17:00 大恩館 101  

藝術品與精品拍賣 

蔡晉欣（本系系友羅芙奧藝術集團

藝術部副理） 

1052 4/26（三） 15:10~17:00 大仁館 214  履歷撰寫及面試技巧講座 

1061 10/18（三） 15:10~17:00 
大恩館 101

室 

旅行產業結構 

陳慧真 (鳳凰旅行社歐洲部總經

理 )   

1061 11/22（三） 15:10~17:00 
大孝館 3 樓

堅毅廳 
UCAN職涯發展規劃講座 

1062 3/7（三） 15:10~17:00 大仁館 203 交換生甄試說明會 

1062 3/21（三） 15:10~17:00 
大孝館 2樓 

質樸廳 
UCAN職涯發展規劃講座 

 

1062 3/28（三） 15:10~17:00 

圖書館 7樓 

團體視聽室 

 

三分天註定，七分靠打拼 

孫青(公視前執行副總)                                                                     

1062 4/11（三） 15:10~17:00 大義 403 基本專長測驗(大四同學) 

1062 4/25（三） 15:10~17:00 大恩館 101 

你的未來不是夢 – 奔走在大夢想

家之路經驗談 

王薇潔Beatrix Design 璧川設計

有限公司公關行銷顧問) 



附件 3-1-2-3  105-107 生涯職涯演講及講座一覽表 

 

學年度 日期 時間 地點 講題及主講人 

1071 10/24（三） 15:10~17:00 大恩館 101 

一位譯者的養成與定位 

詹文碩(專業中法文口筆譯，台灣法

語譯者協會理事、法語教師協會祕

書長，龍饗國際事業公司負責人)    

1071 12/12（三） 15:10~17:00 大恩館 103 

自我不設限 夢想無界限 

許榮爵( F2法式甜點創辦人暨行政

主廚 )   

1071 12/26（三） 15:10~17:00 
大孝館 8F 

柏英廳 

神奇的動物療癒力量 

陳美麗(台灣動物輔助治療專業發

展協會 理事長、 

資深高級動物輔助治療師)                        

1072 3/27(三) 15:10~17:00 
大孝 709教

室 

萬萬沒想到….的華語教學路 

林冠妏(華語教師暨本系系友)                                                    

 

1072 5/8(三) 15:10~17:00 
大孝 709教

室 

旅遊業領隊和導遊經驗談 

李忠平(吉美旅行社總經理暨本系

系友) 

 

 
 



3-1-3  105-107學年度導師平台晤談統計 
 

 

年度 系所 年級 人員代號 職稱 姓名 晤談人次 
晤談累積 

時間(分鐘) 

1051 法文系  1 8800260 教授  林崇慧 59 304 

1051 法文系  3 8501271 副教授  楊啟嵐 49 5990 

1051 法文系  4 8101388 副教授  黃馨逸 62 1735 

1052 法文系  1 7901615 助理教授  袁平育 229 5190 

1052 法文系  2 8203318 副教授  李允安 49 541 

1052 法文系  3 8501271 副教授  楊啟嵐 63 1200 

1052 法文系  4 8402841 副教授  林玫君 53 2750 

1061 法文系 1 8203318 副教授 李允安 54 610 

1061 法文系 2 8800260 教授 林崇慧 65 601 

1061 法文系 3 8402841 副教授 林玫君 58 2520 

1061 法文系 4 8101388 副教授 黃馨逸 65 1795 

1062 法文系 1 7901615 助理教授 袁平育 52 785 

1062 法文系 2 8800260 教授 林崇慧 62 585 

1062 法文系 3 8501271 副教授 楊啟嵐 92 2665 

1062 法文系 4 8101388 副教授 黃馨逸 36 940 

1071 法文系 1 7901615 助理教授 袁平育 58 839 

1071 法文系 2 8800260 教授 林崇慧 69 641 

1071 法文系 3 8402841 副教授 林玫君 78 3830 

1071 法文系 4 8101388 副教授 黃馨逸 44 1350 

1072 法文系 1 9601554 講師 孟詩葛 22 380 

1072 法文系 2 8203318 副教授 李允安 58 915 

1072 法文系 3 8501271 副教授 楊啟嵐 106 2250 

1072 法文系 4 8101388 副教授 黃馨逸 29 840 

 



中國文化大學學生考取專業證照獎勵辦法 

103.06.04第 1695次行政會議通過 
                                              104.01.07第 1703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105.06.01第 1721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為鼓勵學生考取專業證照，以提升其專業知能及競爭力，特訂定「中國

文化大學學生考取專業證照獎勵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獎勵對象為本校具正式學籍之在學學生及畢業一年內之校友(僅

限取得畢業證書方得報考之證照)。 

第三條 證照獎勵分為三級： 

第一級：參加政府機構舉辦之國家考試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

全國技術士技能檢定甲級程度之專業檢定、其他國內外相關證

照最高級或具同等程度之考試或檢定，取得通過之證明文件者，

獎勵金新台幣 5,000元。 

第二級：參加政府機構舉辦之國家考試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普通考試、

全國技術士技能檢定乙級程度之專業檢定、其他國內外相關證

照高級或具同等程度之考試或檢定，取得通過之證明文件者，

獎勵金新台幣 2,000元。 

第三級：參加政府機構舉辦之國家考試專門職業及技術員初等考試、全

國技術士技能檢定丙級程度之專業檢定、其他國內外相關證照

中級或具同等程度之考試或檢定，取得通過之證明文件者，獎

勵金新台幣 1,000元。 

第四條 同一證照之獎勵以申請乙次為限，已獲校內其他相關獎勵者不得重複申

請。入學前考取之證照及列為畢業門檻之證照，不適用本辦法。 

語文能力檢定之獎勵則依本校「學生就學獎補助辦法」辦理。 

第五條 申請人應於取得證照後半年內提出申請，填妥申請表及檢附證照影本向

所屬系所提出申請，系所初審通過後送研究發展處進行複審。符合獎勵

條件之申請案，由研究發展處簽陳校長核定後，辦理後續獎勵金核發作

業；必要時得送學術發展委員會審議。未於期限內提出申請但未逾一年，

經審查通過後，得視當年度獎勵經費餘額，酌予獎勵或不予獎勵；逾期

一年者不予獎勵。 

第六條 本辦法經學術發展委員會及行政會議通過後施行，修正時亦同。 

3-2-2-1  中國文化大學學生考取專業證照獎勵辦法



3-2-2-2 各獎學金申請項目一覽表 

獎學金項目 申請時間 對象 名額 金額 

1.胡品清教授紀念獎學

金 

每學年第 2學

期 

本系大學部 2年級以上在

學學生（不含延畢生） 

大學部每

學年 2、

3、4年級

每班 6名 

依法語專業科目成績高低前 3

名者，各發給 12,000元、

10,000元及 8,000元，第 4、

5、6名每名發給 5000元。 

2.王治平先生清寒優秀

獎學金 

每學年第 1學

期 

本系 2年級以上在學學生

（不含延畢生） 

大學部每

學年 1名 

發給獎學金 10,000元，以鼓勵

清寒優秀學生為主 

3.雷恩商學院獎學金 
每學年第 2學

期 

本系大學部 3年級以上在

學學生（不含延畢生） 

大學部每

學年 3

名，研究

所不限 

修讀 3+1.5學制：三名同學減

免學費 1000歐元；修讀 3_2學

制：不限名額減免 2000歐元 

4.華岡獎學金 每學期 本系大學部在學學生 
每班前三

名 

第一名 8,000元，第二名

5,000元，第三名 2,000元 

5.中法比瑞文化經濟協

會清寒優秀獎學金 

每年依中法比

瑞文化經濟協

會來函公告 

本系大學部在學學生 
大學部每

學年 1名 
每名 8,000元 

6.外語能力優秀獎學金 

每學年第 2學

期（每年 3-6

月份） 

通過全球法語程度鑑定考

試、法語能力測驗或 FLPT

外語能力測驗之法語測

驗，且大學部學生報考

DELF-A2級（或法語能力測

驗 TCF達 150分或 FLPT法

語測驗達 100分以上）者 

每學年 10

名 
每名 5,000元 

7.全國性外語比賽或表

演前三名獎學金 

每學年第 2學

期 
 本系大學部在學學生  不限 

第一名為 5,000元、 第二名

3,000元、第三名 2,000元 

8.考取專業證照獎勵

金： 

取得證照一個

月內 
 本系大學部在學學生  不限 

第一級:獎勵金新台幣 5000元

第二級獎勵金新台幣 2000元；

第三級獎勵金新台幣 1000元 

 



3-2-2-3 105-107學年度活動照片 

 

1. 學生參與實習教師授課活動情形 

2. 學生參與 Salon français 活動情形 

 

 

 

 

 

 

 

3. 選課說明會活動情形 

 

 

 

 

 

 

 

 

4. 語言檢定考試班授課情形 

 

 



3-2-2-3 105-107學年度活動照片 

 

5. 交換生制度 

6.學生實習 

 

  



3-2-2-3 105-107學年度活動照片 

 

6. 舉辦學術藝文講座 

 

 

 

 

 

 

 

 

 

 

 

 

 

 

 

 

 

 

 

 

7.舉辦法語相關活動： 

 

A,法語歌唱大賽                            B. 法語知識競賽 

  



3-2-2-3 105-107學年度活動照片 

 

C.法語演講朗誦比賽                       D演講朗誦比賽 

  

 

8.品清戲劇之夜： 

 

 

 

 

 

 

 

 

 

 

 

 

 

 

 

 

 

 

 

 

 

 

  



3-2-2-4  105-107學年度 Salon français課表 

 

   1051學年度 

 

 

 

 

 

 



3-2-2-4  105-107學年度 Salon français課表 

 

     1052學年度 

 

 

 

 

 

 

 

 

 



3-2-2-4  105-107學年度 Salon français課表 

 

1061學年度  

 



3-2-2-4  105-107學年度 Salon français課表 

 

1062學年度 

 

 

 

 

 

 

 



3-2-2-4  105-107學年度 Salon français課表 

 

1071學年度 

 
 

 

 

 



3-2-2-4  105-107學年度 Salon français課表 

 

 

1072學年度 

 

 



3-2-3-1 105-107品清教授教授紀念獎學金獲獎名單 

學年度 年級 名次 姓名 金額 

 

 

 

 

 

 

 

105 

 

法文四 

第一名 朱嬿融 12,000 

第二名 趙羿雯 10,000 

第三名 胡心雨 8,000 

 

 

法文三 

第一名 徐弋雯 12,000 

第二名 劉芮瑜 10,000 

第三名 周㚬嬨 8,000 

第四名 鄒依靜 5,000 

第五名 張可瑾 5,000 

 

 

 

法文二 

第一名 許儷馨 12,000 

第二名 承曉藝 10,000 

第三名 錢宣安 8,000 

第四名 黃于庭 5,000 

第五名 陳欣儀 5,000 

第六名 李宛諭 5,000 

 

 

 

 

106 

 

法文四 

 

 

第一名 徐弋雯 12,000 

第二名 劉芮瑜 10,000 

第三名 徐巧庭 8,000 

第四名 謝乙瑄 5,000 

 

 

 

法文三 

 

第一名 許儷馨 12,000 

第二名 承曉藝 10,000 

第三名 黃于庭 8,000 

第四名 張家愷 5,000 

第五名 錢宣安 5,000 

第六名 陳欣儀 5,000 

 

法文二 

第一名 鄭逸駿 12,000 

第二名 林玟憑 10,000 

第三名 張韋茹 8,000 

 

 

 

 

 

 

 

 

107 

 

 

法文四 

 

第一名 張家愷 20,000 

第二名 承曉藝  12,000 

第三名 錢宣安 8,000 

第四名 陳欣儀 5,000 

 

 

法文三 

 

第一名 楊昕于 12,000 

第二名 蔡耀德 10,000 

第三名 陳宥綸 8,000 

第四名 侯琦麗 5,000 

第五名 張韋茹 5,000 



3-2-3-1 105-107品清教授教授紀念獎學金獲獎名單 

學年度 年級 名次 姓名 金額 

第六名 方璇玲瓏 5,000 

 

 

法文二 

第一名 宋宛霖 12,000 

第二名 楊一軒  10,000 

第三名 戴綺萱 8,000 

第四名 楊小茜 5,000 

第五名 戚睿筑 5,000 

 



3-2-3-2  105-107 王治平清寒優秀獎學金獲獎名單 

 

學年度 年級 姓名 金額 

105 法文三 張媛婷 10,000 

106 法文三 黃于庭 10,000 

107 法文三 錢宣安 10,000 



3-2-3-3 105-107 雷恩商學院獎學金獲獎名單 

 

 

學年度 年級 姓名 金額 

106 

 

法文四 王幸慈 1,000 歐元 

法文四 吳珮琳 1,000 歐元 

法文四 劉予媞 1,000 歐元 

107 法文四 張媛婷 1,000 歐元 



3-2-3-4 105-107 中法比瑞文化經濟協會清寒優秀獎學金獲獎名單 

 

 

 

 

  

學年度 年級 姓名 金額 

105 法文四 胡心雨 8,000 

106 法文三 黃于庭 8,000 

107 法文三 洪瑄蔚 8,000 



3-2-3-5 105-107 華岡獎學金獲獎名單 

 

學年期 系所簡稱 年班組 姓名 金額 

1051 法文系 2 承曉藝 8,000 

1051 法文系 2 許儷馨 5,000 

1051 法文系 2 錢宣安 2,000 

1051 法文系 3 徐弋雯 8,000 

1051 法文系 3 周均嬨 5,000 

1051 法文系 3 葉韶庭 2,000 

1051 法文系 4 趙羿雯 8,000 

1051 法文系 4 朱嬿融 5,000 

1051 法文系 4 古恩惠 2,000 

1052 法文系 1 鄭逸駿 8,000 

1052 法文系 1 林玟憑 5,000 

1052 法文系 1 邱鈴媛 2,000 

1052 法文系 2 承曉藝 8,000 

1052 法文系 2 許儷馨 5,000 

1052 法文系 2 錢宣安 2,000 

1052 法文系 3 徐弋雯 8,000 

1052 法文系 3 劉芮瑜 5,000 

1052 法文系 3 劉予媞 2,000 

1052 法文系 4 朱嬿融 8,000 

1052 法文系 4 陳子巧 5,000 

1052 法文系 4 胡千蔚 2,000 

1061 法文系 2 鄭逸駿 8,000 

1061 法文系 2 林玟憑 5,000 

1061 法文系 2 邱鈴媛 2,000 

1061 法文系 3 黃于庭 8,000 

1061 法文系 3 承曉藝 5,000 

1061 法文系 3 許儷馨 2,000 

1061 法文系 4 徐弋雯 8,000 

1061 法文系 4 張可瑾 5,000 

1061 法文系 4 劉芮瑜 2,000 

1062 法文系 1 楊一軒 8,000 

1062 法文系 1 戴綺萱 5,000 

1062 法文系 1 鄭秀媚 2,000 

1062 法文系 2 鄭逸駿 8,000 

1062 法文系 2 林玟憑 5,000 



3-2-3-5 105-107 華岡獎學金獲獎名單 

學年期 系所簡稱 年班組 姓名 金額 

1062 法文系 2 邱鈴媛 2,000 

1062 法文系 3 承曉藝 8,000 

1062 法文系 3 許儷馨 5,000 

1062 法文系 3 王思堯 2,000 

1062 法文系 4 徐弋雯 8,000 

1062 法文系 4 葉韶庭 2,000 

1062 法文系 4 劉予媞 5,000 

1071 法文系 2 楊一軒 8,000 

1071 法文系 2 宋宛霖 5,000 

1071 法文系 2 鄭秀媚 2,000 

1071 法文系 3 邱鈴媛 2,000 

1071 法文系 3 鄭逸駿 8,000 

1071 法文系 3 李銓 5,000 

1071 法文系 4 承曉藝 8,000 

1071 法文系 4 許儷馨 5,000 

1071 法文系 4 張家愷 2,000 

1072 法文系 1 張杰銘 8,000 

1072 法文系 1 陳識涵 5,000 

1072 法文系 1 周靖芬 2,000 

1072 法文系 2 宋宛霖 8,000 

1072 法文系 2 陳薇允 5,000 

1072 法文系 2 李佳芸 2,000 

1072 法文系 3 邱鈴媛 8,000 

1072 法文系 3 黃品熏 5,000 

1072 法文系 3 蔡耀德 2,000 

1072 法文系 4 錢宣安 8,000 

1072 法文系 4 張家愷 5,000 

1072 法文系 4 陳欣儀 2,000 

 

 

 

  



3-2-3-6 105-107 外語能力優秀獎學金獲獎名單 

 

 

 

 

  

學年度 年級 姓名 金額 

105 法文四 謝佳益 5000 

105 全商四 廖文汝 5000 

105 法文四 沈慶依 5000 

105 法文四 吳珮琳 5000 

105 法文三 葉韶庭 5000 

105 法文四 林羿均 5000 

105 法文三 周均嬨 5000 

105 法文三 劉芮瑜 5000 

105 法文四 朱嬿融 5000 

105 法文二 吳冕 5000 

106 法文一 楊一軒 5000 

106 法文四 葉韶庭 5000 

106 法文二 鄭逸駿 5000 

106 法文二 洪瑄蔚 5000 

106 法文四 徐弋雯 5000 

106 法文四 張媛婷 5000 

106 法文四 謝乙瑄 5000 

106 觀光三 方任澤 5000 

106 法文三 梁逸汶 5000 

106 法文四 陳康苗 5000 

107 法文四 黃于庭 5000 

107 法文四 張家愷 5000 

107 法文三 洪瑄蔚 5000 

107 法文四  顏沃  5000 

107 法文四 洪子婷 5000 

107 法文四 鄒依靜 5000 

107 法文四 王思堯 5000 

107 法文三 張韋茹 5000 

107 法文四 謝昀諠 5000 

107 俄文一 陳佑承 5000 



3-2-4  105-107 語言檢定班授課紀錄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 

系別 法文系 

座談時間 2016.11.14～2016.12.05 

地點 大仁館 203教室 

教師 孟詩葛老師 

活動說明 

本活動邀請具有法語檢定考官資格的法籍孟詩葛老師師輔導成績優

秀學生，加強聽說讀寫訓練，參加 B1 及 B2 考試，藉以提昇本系

法語檢定考試通過率及級數。4 次上課共計 95 人次參加。 

活動照片（一） 

 

活動照片（二） 

 



3-2-4  105-107 語言檢定班授課紀錄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 

系別 法文系 

座談時間 2017.04.10～2017.05.01 

地點 大仁館 203教室 

教師 孟詩葛老師 

活動說明 本活動邀請具有法語檢定考官資格的法籍孟詩葛老師師輔導成績優

活動照片（三） 

 

 

活動照片（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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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學生，加強聽說讀寫訓練，參加 B1 及 B2 考試，藉以提昇本系

法語檢定考試通過率及級數。4 次上課共計 52 人次參加。 

活動照片（一） 

 

 

活動照片（二） 

 

活動照片（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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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照片（四）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 

系別 法文系 

課程時間 2017.11.1；11.8； 11.15； 11.22 

地點 大仁館 203教室 

教師 孟詩葛老師 

活動說明 
本活動邀請具有法語檢定考官資格的法籍孟詩葛老師師輔導成績

優秀學生，加強聽說讀寫訓練，參加 B1 及 B2 考試，藉以提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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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法語檢定考試通過率及級數。4 次上課共計 52 人次參加。 

11/1 活動照片 

 

 

 

11/8 活動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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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5 活動照片 

 

 

11/22 活動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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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 

系別 法文系 

課程時間 2018.3.21；3.28； 4.15； 4.18 

地點 大仁館 203教室 

教師 孟詩葛老師 

活動說明 

本活動邀請具有法語檢定考官資格的法籍孟詩葛老師師輔導成績優

秀學生，加強聽說讀寫訓練，參加 B1 及 B2 考試，藉以提昇本系

法語檢定考試通過率及級數。4 次上課共計 34 人次參加。 

11/1 活動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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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8 活動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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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活動照片 

 

4/18 活動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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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 

系別 法文系 

課程時間 
2018.10.31(15:10-17:00)；11.7(15:10-17:00)；11.14(17:10-

19:00)； 11.20(17:10-19:00) 

地點 大仁館 203教室 

教師 孟詩葛老師 

活動說明 

本活動邀請具有法語檢定考官資格的法籍孟詩葛老師師輔導成績優

秀學生，加強聽說讀寫訓練，參加 B1 及 B2 考試，藉以提昇本系

法語檢定考試通過率及級數。4 次上課共計 67 人次參加。 

10/31 活動照片 

 

 

 

11/7 活動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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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4 活動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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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0 活動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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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 

系別 法文系 

課程時間 
2019.4.10 (17:00-19:00)；4.17(17:00-19:00)；4.24(15:00-

17:00)； 5.1(15:00-17:00) 

地點 大仁館 203、201教室 

教師 孟詩葛老師 

活動說明 

本活動邀請具有法語檢定考官資格的法籍孟詩葛老師師輔導成績優

秀學生，加強聽說讀寫訓練，參加 B1 及 B2 考試，藉以提昇本系

法語檢定考試通過率及級數。4 次上課共計 50 次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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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 活動照片 

 

 
 

4/17 活動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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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 活動照片 

 

 
 

5/1 活動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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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化大學全人學習護照實施辦法 

100.05.04.第 1656 次行政會議通過 

100.11.02第 1662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0.12.28.100 學年度第 2次校務會議通過修正 

102.03.06第 1679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2.5.29.101 學年度第 3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本校為激勵學生主動學習，鼓勵學生參加各類課外學習活動，達成學生

基本素養與核心能力培養之目標，特訂定「全人學習護照實施辦法」(以

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校依據本辦法開辦全人學習護照，由學生事務處整合各單位資源，鼓

勵本校學生參與本辦法認可之學習活動，並納入學生學習 KPI系統，使

學生學習成效具體化呈現。 

第三條  全人學習護照實施對象為本校具正式學籍之學生，包括大學部及碩、博

士班學生。 

第四條  全人學習護照各項學習內容包括：中華文化學習、國際視野學習、藝文

學習、課外服務學習、健康促進學習、團隊學習、外語學習及資訊應用

學習等。 

第五條  全人學習護照可認證之學習活動，以學生事務處公告為準。學生參與本

辦法認可之學習活動，應依據主辦單位之出席規定進行點數認證。 

依照學習活動之性質與時數訂定認證標準，達成標準者即予登錄至學

習護照。 

第六條  為達成全人教育之目標，自一○二學年度起入學之本校日間制大學部

學生，須參與全人學習護照各項學習活動且達到認證標準，始得畢業。 

進修學士班、碩、博士班、身心障礙學生及境外生(僑生、陸生除外)不

受前項限制。轉學生依轉入本校之年級減免其認證標準。 

第七條  為鼓勵學生自主學習，凡通過認證之學生，可於期末參與獎勵措施。 

第八條  本辦法之實施要點另定之。 

第九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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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化大學全人學習護照實施要點 

 

100年11月2日第1662次行政會議通過 

103年07月02日第1696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一、為落實全人學習護照（以下簡稱本護照）之推動，依據「中國文化大學全人

學習護照實施辦法」第八條之規定，訂定「中國文化大學全人學習護照實施

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依據中國文化大學全人學習護照實施辦法第五條規定，各項學習簽證活動認

證標準採點數制，活動時間在4小時以內者得認證1-4點，4小時以上未滿8小

時者得認證5-8點，8小時以上未滿16小時者得認證9-12點，超過16小時者得

認證13-16點，單項活動以16點為限。各項活動認證點數，並得依重要性分

為校辦性、跨校性、全國性及國際性等層級獲得外加點數，經學務處會同相

關單位審核後公告。    

三、各項學習簽證活動之類別，如下：  

(一)德育簽證：含中華文化學習、課外服務學習活動及其他德育相關活動。 

1.中華文化學習活動如中華文化講座、倫理與道德講座、中華文化體驗

活動及其他各類中華文化學習活動。 

2.課外服務學習活動如校園公共服務學習、社團與社區服務學習、志工

服務活動及其他各類課外服務學習活動。 

(二)智育簽證：含外語學習、資訊應用學習活動及其他智育相關活動。 

1.外語學習活動如外語學習講座、外語學習活動、外語能力檢定考試及

其他各類外語學習活動。 

2.資訊應用學習活動如創新思維講座、創新思維活動、資訊應用講座、

資訊應用研習活動、專業資訊講座、專業證照考試及其他各類資訊應

用學習活動。 

(三)體育簽證：含健康促進學習活動及其他體育相關活動，如健康促進體驗

活動、健康促進研習課程、健康促進講座、體育競賽活動及其他各類健

康促進學習活動。 

(四)群育簽證：含國際視野學習、團隊學習活動及其他群育相關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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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國際視野學習活動如國際移地學習、國際學術交流、校園國際化活動、

兩岸交流學習及其他各類國際視野學習活動。 

2.團隊學習活動如社團活動、班級經營活動、團隊合作研習活動及其他

各類團隊學習活動。 

(五)美育簽證：含藝文學習活動及其他美育相關活動，如藝文講座、藝文活

動、藝文展演其他各類有關藝文學習活動。 

上列各項學習簽證活動之認證類別，經學務處會同相關單位審核後公告；活

動內容及其認證點數，每學期另行公告。 

四、學習簽證認可之學習活動，除課外服務學習、團隊學習與移地學習等部份校

外活動場域授權學務處會同相關單位認證外，須於校內各館樓內舉行，包含

陽明山校本部、大夏館、大新館及忠孝館，且須設有固定之簽到處。學生若

以參與校外活動之紀錄登錄至本護照，須取得學務處認可之出席證明文件、

照片或票根等出席資料或相關學習心得，學務處得依照上述各項學習簽證認

證原則核定點數。 

五、學習護照活動簽證方式，採電子簽到方式為主，紙本簽到為輔。 

(一)備有電子簽到設備之活動辦理單位，須於活動結束後一週內提供簽到表

電子檔予學務處進行登錄。 

(二)因場地、設備或其他特殊因素改採紙本簽到時，須包含學生系級、學號、

姓名等資訊。並於活動結束後於電子簽到系統進行補登，並於補登結束

後一週內提供簽到表副本及電子檔予學務處進行登錄。 

六、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予登錄學習活動至學習護照： 

(一)不符合全人學習護照認證範圍之活動。 

(二)活動辦理單位未提供舉辦資訊之活動。 

(三)經催交活動辦理單位仍未繳交簽到表者。 

(四)簽到表資料不全或字跡難以辨識者。 

七、本要點規定每一項學習簽證活動認證標準至少須達 18 點，方取得該項學習

簽證認證。學習簽證認證分為 5等級，達到 18點（含）者為普級；40點（含）

者為銅級；60點（含）者為銀級；80點（含）者為金級；100點（含）以上

者為達人級，獲得達人級者另頒予學習簽證證書，以茲獎勵。 



八、轉學生得依其轉入年級之入學年度，適用其畢業門檻之規定及檢核標準。依

據「中國文化大學全人學習護照實施辦法」之規定其標準如下： 

(一)轉入二年級上學期之轉學生，畢業時各項學習簽證均須達到18點。 

(二)轉入二年級下學期之轉學生，畢業時各項學習簽證均須達到15點。 

(三)轉入三年級上學期之轉學生，畢業時各項學習簽證均須達到12點。 

(四)轉入三年級下學期之轉學生，畢業時各項學習簽證均須達到9點。 

九、為激勵學生自主學習，本護照訂有獎勵措施鼓勵通過認證學生；獲獎名額及

項目視當年度預算編列而訂，實行方式於每學期另行公告。 

十、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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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學年度 

編號 

(佐證编號) 

系級 學號 姓名 語文別 
分數 

(等級)  

檢定通過日期 

(例民國 10201215) 

發證日期

(例民國 1030110) 

1 法文四 A2267309 廖文汝 法文 B2 105.12 106.1 

2 法文四 A2212211 謝佳益 法文 B2 105.12 106.1 

3 法文三 A3212354 黃怡靜 法文 B2 106.5 106.7 

4 法文四 A2212458 劉思璇 法文 B1 105.12 106.1 

5 法文四 A1212373 林羿均 法文 B1 105.12 106.1 

6 法文四 A2212105 沈慶依 法文 B1 105.12 106.1 

7 法文四 A2212466 吳珮琳 法文 B1 105.12 106.1 

8 法文四 A3403257 邱意筑 法文 B1 106.5 106.7 

9 法文四 A2212539 胡心雨 法文 B1 106.5 106.7 

10 法文四 A2212041 朱嬿融 法文 B1 106.5 106.7 

11 法文三 A4407329 簡欣儀 法文 B1 105.12 106.1 

12 法文三 A3212311 蘇柏璁 法文 B1 105.12 106.1 

13 法文三 A3212109 周致瑜 法文 B1 106.5 106.7 

14 法文三 A3212176 劉芮瑜 法文 B1 106.5 106.7 

15 法文三 A3212435 謝宗育 法文 B1 106.5 106.7 

16 法文三 A3212061 周均嬨 法文 B1 106.5 106.7 

17 法文三 A3212095 陳冠伶 法文 B1 106.5 106.7 

18 法文三 A3212231 葉韶庭 法文 B1 106.5 106.7 

19 法文三 A3212427 林書如 法文 B1 106.5 106.7 

20 法文四 A3402188 黃于莉 法文 B1 106.3 106.5 

21 會計三 A3257048 黃靜 法文 B1 105.12 106.1 

22 法文二 A4221519 林元莊 法文 B1 105.12 106.1 

23 法文二 A4202964 吳冕 法文 B1 106.5 106.7 

24 法文二 A4202964 許儷馨 法文 B1 106.5 1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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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學年度 

編號 

(佐證编號) 

系級 學號 姓名 語文別 
分數 

(等級)  

檢定通過日期 

(例民國 10201215) 

發證日期

(例民國 1030110) 

1 法文系 1 A6201787 楊一軒 法文 B2 105.12 105.12 

2 法文系 4 A3212231 葉韶庭 法文 B2 106.12 106.12 

3 法文系 2 A5226778 鄭逸駿 法文 B1 107.5 107.5 

4 法文系 2 A6418891 洪瑄蔚 法文 B1 105.6 105.7 

5 法文系 4 A3212044 徐弋雯 法文 B1 106.5 106.6 

6 法文系 4 A3212206 張媛婷 法文 B1 107.5 107.5 

7 法文系 4 A3212125 謝乙瑄 法文 B1 106.12 106.12 

8 觀光系 3 A4206561 方任澤 法文 B1 107.5 107.5 

9 法文系 3 A4236877 梁逸汶 法文 B1 106.12 106.12 

10 法文系 4 A3212621 陳康苗 法文 B1 107.5 107.5 

11 法文系 A4206536 黃于庭 法文 B1 106.12 106.12 

12 法文系 A3212567 林芷琳 法文 B1 107.5 107.5 

13 法文系 A3212141 許郁專 法文 B1 106.12 106.12 

14 法文系 A3212508 李欣蓉 法文 B1 106.12 106.12 

15 法文系 A3212532 顏羽玄 法文 B1 107.5 107.5 

16 法文系 A3212524 林邑宸 法文 B1 107.5 107.5 

17 法文系 A3212362 陳毓婷 法文 B1 106.12 106.12 

18 法文系 A3212192 范嘉榕 法文 B1 106.12 106.12 

19 法文系 A4206544 李宛諭 法文 B1 106.12 106.12 

20 法文系 A3212168 江昀 法文 B1 106.12 106.12 

21 法文系 A3212338 江珮瑄 法文 B1 107.5 107.5 

22 法文系 A3212371 黃敏嘉 法文 B1 106.12 106.12 

23 法文系 A3212401 徐巧庭 法文 B1 106.12 106.12 

24 法文系 A4326893 陳欣儀 法文 B1 107.5 107.5 

25 法文系 A3212460 陳俋安 法文 B1 106.12 106.12 

26 法文系 A3212389 陳韻如 法文 B1 106.12 106.12 

27 法文系 A4236974 謝承妤 法文 B1 107.5 107.5 

28 法文系 A3212478 葉芳廷 法文 B1 106.12 106.12 

29 法文系 A3212214 陳羿潔 法文 B1 106.12 106.12 

30 法文系 A3212052 張可瑾 法文 B1 107.5 1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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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佐證编號) 

系級 學號 姓名 語文別 
分數 

(等級)  

檢定通過日期 

(例民國 10201215) 

發證日期

(例民國 1030110) 

31 法文系 A3212605 王思涵 法文 B1 107.5 107.5 

32 法文系 A3212087 陳怡君 法文 B1 107.5 107.5 

33 法文系 A4239640 蘇鋐濬 法文 B1 106.12 106.12 

34 法文系 A4407159 許雅琪 法文 B1 106.12 106.12 

 

107 學年度 

編號 

(佐證编號) 

系級 學號 姓名 語文別 
分數 

(等級)  

檢定通過日期 

(例民國 10201215) 

發證日期

(例民國 1030110) 

1 法文系 4 A4206539 黃于庭 法文 B2 108.5 108.5 

2 法文系 4 A5409503 張家愷 法文 B2 108.06 108.06 

3 法文系 3 A6418891 洪瑄蔚 法文 B2 108.06 108.06 

4 法文系 4 A5409503 張家愷 法文 B1 107.12 107.12 

5 法文系 4 A3212257 王幸慈 法文 B1 107.12 107.12 

6 法文系 4 A4221497 承曉藝 法文 B1 108.02 108.02 

7 法文系 4 A4236991  顏沃  法文 B1 107.12 107.12 

8 法文系 4 A4237164 洪子婷 法文 B1 108.5 108.5 

9 法文系 4 A4420287 鄒依靜 法文 B1 108.02 108.02 

10 法文系 4 A4237261 王思堯 法文 B1 107.12 107.12 

11 法文系 3 A5239390 張韋茹 法文 B1 108.06 108.06 

12 法文系 4 A5409503 張家愷 法文 B1 107.12 107.12 

13 法文系 4 A4223406 謝昀誼 法文 B1 107.12 107.12 

14 法文系 3 A5239471 揭家華 法文 B1 108.06 108.06 

15 法文系 3 A5202381 楊昕于 法文 B1 108.06 108.06 

16 法文系 3 A5239179 陳宥睿 法文 B1 108.02 108.02 

17 法文系 4 A4236869 錢宣安 法文 B1 108.02 108.02 

18 法文系 3 A5209415 李嘉芸 法文 B1 108.06 108.06 

19 法文系 A3212591 林紓米 法文 B1 107.12 107.12 

20 法文系 3 A5202411 邱鈴媛 法文 B1 108.06 108.06 

21 法文系 3 A5239292 郭佳宜 法文 B1 108.06 108.06 

22 法文系 3 A5239519 徐愷鈴 法文 B1 108.06 108.06 

23 法文系 4 A4237113 翁羿璇 法文 B1 108.06 108.06 



3-3-1-3  105-107 本系學生通過法語檢定 B1 明細一覽表 

 

編號 

(佐證编號) 

系級 學號 姓名 語文別 
分數 

(等級)  

檢定通過日期 

(例民國 10201215) 

發證日期

(例民國 1030110) 

24 法文系 4 A4236931 魏翊安 法文 B1 108.02 108.02 

25 法文系 4 A4237270 鄭婉翎 法文 B1 108.02 108.02 

26 法文系 3 A5229891 方璇玲瓏 法文 B1 107.12 107.12 

27 法文系 4 A3212320 呂旻勳 法文 B1 107.02 107.02 

28 法文系 4 A5401286 邱宇 法文 B1 108.06 108.06 

29 法文系 4 A4237091 陳宥綸 法文 B1 108.06 108.06 

30 法文系 4 A4237130 呂蔓潔 法文 B1 108.02 108.02 

31 舞蹈系 A2281018 方莘茵 法文 B1 108.02 108.02 

32 法文系 4 A4221527 趙翊雯 法文 B1 108.02 108.02 

 



3-3-1-4 105-107學年度法國文化知識競賽 

及法語歌唱比賽得獎名單 

 

學年度 項目 得獎名單 

105 

法國文化知識競賽 

第一名 二年級黃于庭 李宛諭 陳欣儀 林元莊獲得獎金  

       2500 元 

第二名 四年級 施冠瑜 吳珮琳 沈慶依 蔡宛霖獲得獎 

       1500 元 

法語歌唱比賽 

個人組: 

第一名 三年級 林紓米獲得獎金 2000 元 

第二名 三年級 劉芮瑜獲得獎金 1000 元 

團體組 

第一名  三年級 林書如 劉予媞獲得獎金 2500 元 

第二名  四年級 沈慶依 蔡宛霖 盧欣毓獲得獎 1500 元          

106 

法國文化知識競賽 

第一名 一年級王劭維、許爵麟、林宜楷、施明耀、楊

一 

       軒獲得獎金 4000 元 

第二名 三年級黃于庭、陳欣儀、李宛瑜獲得獎金 2000 

       元 

第三名 三年級林元莊、謝昀諠獲得獎金 1000 元 

法語歌唱比賽 

個人組: 

第一名 四年級陳禹光，獲得獎金 2000 元 

第二名 四年級林書如，獲得獎金 1000 元 

第三名 一年級宋宜蓁，獲得獎金 500 元 

團體組: 

第一名 四年級黃敏嘉、黃靖雯、黃怡靖、林書如獲得獎 

       金 4000 元 

第二名 一年級歐淳安、楊一軒獲得獎金 2000 元 

107 

法國文化知識競賽 

第一名 四年級錢宣安、陳欣儀、邱宇及二年級戴綺萱

獲 

       得獎金 3000 元 

第二名 四年級張家愷、三年級陳宥睿獲得獎金 2000 元            

第三名 四年級 簡妤潔、鄒依靜獲得獎金 1000 元 

法語歌唱比賽 

個人組: 

第一名 三年級洪瑄蔚，獲得獎金 2000 元 

第二名 二年級歐淳安，獲得獎金 1000 元 

第三名 一年級劉黛安，獲得獎金 500 元 

團體組: 

第一名 二年級歐淳安、王劭維獲得獎金 3000 元 

 

 



3-3-1-5 105-107學年度學生參與校外活動及比賽得獎名單 

 

學年度 校外活動的得獎紀錄 

105 

法文三劉予媞同學獲 2017 年第九屆法語戲劇聯展最佳女配角獎第二名 

法文三謝佳益同學獲 2017 年第九屆法語戲劇聯展最佳男主角獎第二名 

法文三林紓米同學獲得 2017 年全國法語歌唱大賽第三名 

106 

法文四簡妤潔同學獲得 2017 高盧盃益智問答比賽第二名 

法文四葉韶庭獲 2018 年第十屆法語戲劇聯展最佳男主角 

法文四謝宗育獲 2018 年第十屆法語戲劇聯展最佳女配角 

四年級戲劇聯展團隊獲 2018 年第十屆最佳演出金賞獎第三名 

107 

法文四簡妤潔同學獲得 2018 高盧盃益智問答比賽第一名 

法文四張家愷同學獲 2019 年第十一屆法語戲劇聯展最佳男配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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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化大學弱勢學生安心就學獎補助辦法 

 

107.04.11第1743次行政會議通過 

107.10.03第1749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8.02.13第1753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8.05.01第1756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章 通則 

第一條 本校為提供弱勢學生必要的協助，使其能安心順利完成學業，並獎助各

類弱勢學生，特訂定「中國文化大學弱勢學生安心就學獎補助辦法」（以

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規範之弱勢學生獎助學金項目共分為「一般安心學習」、「實習

學習」、「拔尖學習」、「一般及專業證照考照」、「創客學習」、「樂

活學習」等6類。 

第三條 本辦法補助對象如下： 

一、家庭低收入及中低收入學生。 

二、身心障礙學生及身心障礙人士子女。 

三、特殊境遇家庭子女或孫子女。 

四、原住民族學生(符合學雜費減免資格)。 

五、符合大專校院弱勢學生助學計畫學生。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申請獎補助： 

一、不同意遵守本校各項弱勢學生安心就學獎補助規定者。 

二、畢業(含提前畢業)、已辦理休、退學或轉學者。申請後畢業、再辦理

休學、退學或轉學至外校者，不予核給。但就學期間因意外事件、

傷、病辦理休學不在此限。 

第四條 本辦法就學獎補助申請程序：學生應於每學期申請規定公告後，填具申

請書，依限繳交相關證明文件，提出申請。 

第五條 本辦法就學獎補助之公告、收件、審查及核定標準規定如下： 

一、公告：由學生事務處公告之。 

二、審查：依照公告之各項安心就學獎補助實施規定辦理之。 

第六條 已獲其他弱勢學生獎補助者，應合併審查補助項目，避免重複補助。 

第二章  一般安心學習助學金 

第七條 「一般安心學習助學金」之申請應先經由教學資源中心啟動弱勢學生學

習診斷，評估輔導機制需求，符合規定再予核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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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條 本校學生，同時具備下列條件者，得申請弱勢學生一般安心學習助學金： 

       一、符合本辦法第三條獎補助對象。 

       二、參與並完成教學資源中心學習診斷及輔導機制。 

       三、參與並達到各系或輔導單位檢核標準。 

       四、須提出樂活學習助學金學習計畫書。 

第九條 助學金以每月辦理核撥乙次為原則，每年三月、九月公告申請，每人每

學期最高金額不超過1萬5千元。 

第十條 一般安心學習助學金之審查及決定，由學生或各系提出申請，學校審查

暨考核。 

第三章 實習學習助學金 

第十一條 學生參與校內各單位舉辦之實習輔導相關活動，每參加1場次計算1點；

校外實習機構職場體驗活動，體驗總時數以每8小時計算1點，不足8小

時以1點計算。1點補助上限為1,000元、每人每學期補助上限為20點，

且不超過20,000元。 

         學生提出申請，經審查資格及核定補助金額後，予以核撥學生銀行帳

戶。 

第十二條 實習須由校內相關單位或系所確認其出席率狀況，未確實執行者，助

學金將不予核發。 

第四章  拔尖學習助學金 

第十三條 為培育出優秀弱勢學生，提升社會公平競爭機會，特設置「拔尖學習

助學金」。 

第十四條 由各系所主任或班導師推薦弱勢學生為重點培育人選。 

第十五條  由系所及獲選之弱勢學生共同撰寫學習規劃書，並依其進行輔導機制，

且須按時繳交學業紀錄表，審核通過得以核撥助學金。 

第十六條  拔尖學習助學金經費來源由各系對外募款自籌，本校成立專帳使用。 

第十七條  學生須於學期結束後繳交成績單，班排名需保持在班級前 20%，始得

領取拔尖學習助學金。 

第五章  一般及專業證照考照助學金 

第十八條 為鼓勵弱勢學生安心考取一般及專業證照，以提升其專業及競爭力，

特設置一般及專業證照考照助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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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條 一般及專業證照考試助學金由各系提供弱勢學生各項證照考試輔導措

施(含考試及實作)，弱勢學生依其需求，申請獎助學金，經審查通過，

予以核撥。 

第二十條 弱勢學生參與學校開設一般及專業證照輔導班，為其安心考照予以助

學金補助。 

第二十一條 申請助學金者須提供完整考照規劃書，經審查通過予以核撥，每名

每學期補助上限2萬元。 

第六章  創客學習助學金 

第二十二條 鼓勵本校弱勢學生參與創客中心舉辦課程研習活動，促進發揮創新

與創業的能力，特設置創客學習助學金。 

第二十三條 學生必須完整參加創客中心舉辦課程、研習活動，提出參與後成品

照片或心得及未來職場規劃報告書。學生參與本校創客中心規劃課

程及相關講座，一學期至少 2 場，每人每學期核撥最高金額 10,000

元整。 

第七章  樂活學習助學金 

第二十四條 為鼓勵弱勢學生提升自主學習能力及成效，特設置樂活學習助學金。 

第二十五條 學生繳交該學期學習計畫書者，給予樂活學習助學金獎勵，每名學

生每學期補助上限新台幣5千元整。 

第二十六條 獎勵學生之獎勵金額視當學年度預算而定，最高不超過每項補助申

請最高上限。 

第八章 附則 

第二十七條 弱勢學生之各項獎助學金審查，另由教學資源中心召集成立審查委

員會審查之。 

第二十八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施行，修正時亦同 

 



106學年度第 2學期高教深耕計畫 

弱勢學生安心就學-學生學習社群 

1. 活動目的：教學資源中心為推廣本校學生建立學生學習社群，鼓勵學生自主

學習，提升學生自我管理、讀書技巧、創意思考、口語表達之能力及習慣，

依 107 年度高教深耕計畫附錄 1 內容辦理「弱勢學生安心就學-學生學習社

群」活動。 

2. 活動對象：本校在學學生符合弱勢學生之身分者(參閱中國文化大學弱勢學生

安心就學獎補助辦法)。 

3. 活動內容：  

（1） 申請方式：由學生或各系提出申請，學校審查暨考核。由各系弱勢學生

自行組成學習社群，每系至少 4 人，並設有 1 名召集人負責維持學習社

群之運作與管理。 

（2） 執行內容： 

A. 學生於課餘減少打工時間，並給予學習助學金，藉以鼓勵學生自主

學習，提升學生自我管理、讀書技巧、創意思考、口語表達之能力

及習慣，主動複習上課內容並製作學習紀錄。 

B. 學生應繳交 4 次以上學習紀錄表，並於 7月 18日前繳交心得報

告。文件繳交時程如下： 

繳交文件 繳交日期 備註 

「弱勢學生安心就
學-學生學習社群」
學習紀錄表 

5月 30日
（三） 

至少 2次學習紀錄表 

（內容應包含附件 2項目） 

6月 27日
（三） 

至少 2次學習紀錄表 

（內容應包含附件 2項目） 

「弱勢學生安心就
學-學生學習社群」
心得報告 

7月 18日
（三） 

心得報告 1份 

（內容應包含附件 2項目） 

C. 助學金之金額為小時計，校外每小時核發 300 元，校內每小時核發

150 元，依參與輔導課程時數撥付，每月最高金額不超過 1 萬元。 

（3） 「弱勢學生安心就學-學生學習社群」申請時間及方式：如 5 月份開始學

習討論，請於 5月 11日前提出申請；6 月份開始討論，請於 5月 29日

前提出申請將以下文件填妥後繳交至教資中心學生學習資源組簡小姐

分機 17913（大恩館 1005 室） 

A.「弱勢學生安心就學-學生學習社群」申請表（詳見附件 1） 

B. 申請人學生證正反面影本、帳戶影本 

3-3-2-2  弱勢學生安心就學-學生學習社群計畫書



附件 1                                           

1 0 6 學 年 度 第 2 學 期 高 教 深 耕 計 畫 

「 弱 勢 學 生 安 心 就 學 - 學 生 學 習 社 群 」 申 請 表 

申請系級   

姓名  學號  

連絡電話  E-mail  

本表填妥後，請將(1)申請表 (2)本人帳戶資料影本 

繳交至教資中心學生學習資源組簡小姐 TEL：02-2861-0511 轉 17913 

                                                                         

 

學生證正面影本 學生證反面影本 

本人帳戶資料影本 

 

 



附件 2 

1 0 6 學 年 度 第 2 學 期 高 教 深 耕 計 畫 

「弱勢學生安心就學 -學生學習社群」學習紀錄表 

學習時間： 學習地點： 

內容說明： 

學習內容（100-300 字） 

 

照片 1 (學習資料或筆記) 照片 2 

 

 

 

 

 

 

照片 1 內容說明（20 字）： 照片 2 內容說明（20 字）： 

  

複習資料 

 

 

 

* 學習紀錄表填寫完畢後，請於規定時間內繳交至教資中心 

洽學生學習資源組簡小姐 TEL：02-2861-0511 轉 17913 （大恩館 1005 室） 



附件 2 

 

106學年度第 2學期延續性計畫「學生學習社群」 

簽到表 

  地點  時間  

 成員 姓名 學號 系級 

1 召集人       

2 組員       

3 組員       

4 組員       

5 組員    

6 組員    

7 組員    

8 組員    

 

 

 

 

 

 

 



附件 2 

1 0 6 學 年 度 第 2 學 期 高 教 深 耕 計 畫 

「 弱 勢 學 生 安 心 就 學 - 學 生 學 習 社 群 」 

心得暨成果報告格式 

1. 心得報告封面，格式如下： 

 

 

 

 

 

 

 

 

 

 

 

 

 

 

 

 

 

 

 

 

 

 

 

 

 

 

 

 

 

 

 

 

 

 

 

2. 書面大小

為 A4 格式，報告內容字體大小為 14 點，中文為標楷體，英文為 Times 

New Roman，行距為 1.5 倍行高，10 頁-16 頁為限，雙面印刷。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高教深耕計畫 

弱勢學生安心就學-學生學習社群 

心得報告 

系級: 

 

姓名:  

 

 

    年     月       日 



附件 2 

 

一、基本資料： 

姓名  學號  

系所／年級  E-mail  

討論或複習 

科目名稱 

 

 

二、心得報告： 

於討論或複習過程中

曾遇到哪些困難？是

否已解決？解決方法

為何？ 

 

 

 

討論或複習時間之分

配? 

 

討論或複習期間之回

饋為何?  

 

 

學習期間收穫為何？ 
 

 

心得及建議事項 
 

 

 

申請人：                            日期：  年  月  日 

3. 讀書心得報告內容請包含以下項目： 

（1）學生學習社群活動之相關照片資料及說明 

（2）每次學習討論或複習內容其他資料 

 



3-3-2-3  105-107 舉辦與生活學習有關之演講一覽表 

 

學年度 日期 時間 地點 講題及主講人 

1051 11/9（三） 15:10~17:00 
體育館 8 樓柏

英廳 

俄羅斯的世界觀 

紀柏梁（莫北協駐台北處代表） 

1051 11/23（三） 15:10~17:00 大恩館 102 

輕鬆運用科技解決教學問題 

葉慧瑜（本系系友，QLL習詠科

技執行長） 

1051 11/30（三） 15:10~17:00 大恩館 102 
從翻譯學習到實踐 

林淑滿（法國在台協會翻譯官） 

1052 3/15（三） 15:10~17:00 大恩館 101室 

數位語言學習的發展與趨勢 

蘇華院（LiveABC 互動英語教學

集團校園業務總監/ 世新大學、

台北科技大學兼任專技助理教

授） 

1052 5/10（三） 15:10~17:00 
體育館 8 樓柏

英廳 

從《中庸》的平衡美學看生活與

法律 

劉振鯤（本校法律系、馬階醫學

院兼任副教授） 

1061 10/25（三） 15:10~17:00 
大孝館 

柏英廳 8 樓 

我行我不塑 

周秀玉(明新科技大學化材系兼任

副教授 )                                                                           

1061 12/6（三） 15:10~17:00 大恩館 101室 

翻譯有甚麼難 –實務分享與本

質思考 

陳太乙(資深譯者) 

1062 3/14（三） 15:10~17:00 
曉峰 2樓 

國際會議廳 
跨域專長選填說明會 

1062 5/30（三） 15:10~17:00 
體育館 8 樓柏

英廳 

中華文化與法蘭西文化永續交流

–從外交專業行銷台灣經驗談起 

呂慶龍(中法比瑞文化經濟協會

理事長) 

1071 11/21（三） 15:10~17:00 大恩館 101室 

Linterculturel en classe au 

quotidien  

Michel Boiron (directeur général du 

CAVILAM – Alliance française) 

1072 4/17(三) 15:10~17:00 
體育館 8 樓柏

英廳 

十八世紀法國洛可可時尚與中國

風 

李招瑩(國立東華大學原住民民族

學院族群關係與文化學系副教授) 

 



中國文化大學畢業生及互動關係人意見調查暨反饋機制實施要點 

                                   105.06.01 第 1721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為提升本校學生學習成效，辦理「畢業生意見調查」及「互動關係人意見 

調查」，蒐集畢業生及互動關係人回饋意見，並將意見分析結果反饋相關 
單位，作為教學品質改善之參考，特訂定「中國文化大學畢業生及互動關係人意見調查
暨反饋機制實施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畢業生意見調查」範圍包含應屆畢業生學習成效調查及畢業生流向調查。 
  (⼀)「畢業生意見調查」均採問卷調查方式辦理。由本校學務處職涯發展與校 友服務組

(以下簡稱職發組)會同各行政及學術單位訂定問卷內容，並安排調查作業期程及須達
成之填答率。 

  (二) 應屆畢業生學習成效調查作業，由畢業生依畢業離校程序，上網完成學  習成效問卷
填答。 

  (三) 畢業生流向調查作業，針對畢業後 1 年以上之校友進行就業狀況調查，  由系
（所）安排電訪人員接受訪員培訓，進行校友資料庫更新。 

 
三、「互動關係人意見調查」範圍包含互動關係人滿意度調查及互動關係人座談 
    會。 
    互動關係人含企業代表、雇主、家⻑、校內外師⻑及校友等。 
 (⼀)互動關係人滿意度調查，由職發組會同各行政及學術單位訂定問卷內容 

   並配合系(所)自評期程安排調查作業。由系(所)依調查期程進行調查，並 
   彙整調查結果。 

  (二) 互動關係人座談會，由系(所)每年舉辦座談會⾄少⼀次。座談會議結束後，各系(所)須
將會議記錄或活動成果，整理後列入辦學之參考，並上傳⾄調查作業管理平台。 

 
四、各項調查完成後，由職發組通知各系(所)及相關單位自行登入調查作業管理平台，下載

調查結果之數據與資訊，並用為系(所)務發展與各項系(所)務調整之依據，擬定檢討改
善方案。系(所)並應將其內容彙入系(所)務自我改善機制資料庫。職發組彙整全校各系
(所)調查數據與資訊，製作成全校總體分析報告，並上傳調查作業管理平台，供相關單
位參閱。 

 
五、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後發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資料: 3-4-4-1 中國文化大學畢業生及互動關係人意見調查暨反饋機制實施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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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化大學 105 學年度校友返校節 

活動成果紀錄表 
 

系所名稱 法文系 

內容 

活動日期：104 年 11 月 5 日 

活動地點：大恩 301 

參與人數：63 人 

 

簡述： 

  今年校友返校節，本系友會特舉辦製作馬賽皂的活動，讓系友們在回來學校敘

敘舊的同時，也能更了解手工皂與市面上的肥皂之差別。而今年活動參與也相當

的踴躍，有許多系友攜家帶伴一同共襄盛舉，大家藉由分組製作肥皂的時間回憶

當年在華岡的種種，場面十分和樂融融。場外也提供精緻又美味的法式餐點，讓

系友不但能夠把親手製作的馬賽皂帶回家，也能享受色香味俱全的饗宴。此次活

動邀請皂藝學堂的 NANCY 老師，帶我們了解馬賽皂的製作原理，而在講解的過

程中，老師提到近年來環保意識抬頭，讓她對於製作肥皂這件事有了進一步的見

解，他發現製作肥皂的材料天然與否，跟其帶來的污染有非常重大的關連，因此

她堅持使用最天然的材料來製作肥皂，期許自己這小小的舉動能夠維持地球的

永續發展，也呼籲參與活動的所有系友們能夠更加友愛這個我們所居住的星球-

地球。 

 

辦理成效：  

1.分組製作肥皂的桌子太小，因先試教再評估所需桌子之大小。 

2.因為此次活動需要烹煮材料，因此需借用煮食教室，其中大恩 301 是五間煮食

教室中容納人數最多的，但活動正式進行後，教室之大小還是稍嫌不足，希望學

校能夠提供更大的煮食教室，以因應各單位辦活動之需求。 

3.工作人員配置不足，且當天有出現遲到的情況，導致場佈混亂不完整，下次應

嚴格執行工人出缺席控管。 

 

檢討建議： 

希望場地整潔度能再提升 

走廊無空調 

經費希望能再更充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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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照片及說明 

  

系友簽到 系友簽到 

  

系友會蔡秉宏會長致詞 系友會學姐介紹馬賽皂的歷史 

  

Nancy 老師詳細講解製作過程 大家認真聽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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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天許多系友闔家蒞臨 現場氣氛熱烈 

  

第一屆的系友孫中岳學長（左一）特地回來

系上拜訪 

講師與返校學姐及完成作品合影 

  

第一屆系友楊清源大使也特地和夫人一起回

到系上體驗手工皂製作 

中場準備豐富餐點，系友們相談甚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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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化大學 106學年度校友返校節 

活動成果紀錄表 
 

系所名稱 法國語文學系 

內容 

活動日期：106年 11月 4日 

活動地點：大恩 413教室 

參與人數： 38  人(系友及眷屬 30人、本系教師 4人、學生 4人) 

 

簡述：本學期校友活動分為兩個場地，早上於台北市士林區基河路 22 號「自己

做」士林店製作殼蛋糕(瑪德琳 Madeleine) 或閃電泡芙(eclair)等法式糕餅，

下午於本校大恩館 413 教室吃糕點敘舊。本次校友返校榮幸邀請到傑出校友楊

清源大使、經濟部孫中岳學長、醒吾傅茹璋教授、中視吳令瑋學姊等 為同學進

行經驗分享，鼓勵同學學習語言及未來的就業方向，藉由學習語言，更進一步認

識其他文化，提升自我內涵。 

 

辦理成效：  

藉由辦理校友返校聯繫校友與本系之情感，並請資深傑出校友為學弟妹經驗分

享，使學生提前了解業界、產學趨勢，以利就職規劃，並提升學生就業力。 

 

 

檢討建議： 

1.因本次校友會當天氣候不佳，風雨大，建議之後舉辦校內場地應以本系法文系

同棟場地(大仁)優先，避免器材搬運之不便。 

2.建議餐點咖啡還是以中桶為佳，咖啡隨行外帶箱雖方便，但容積太小，也沒有

保溫機制。 

3.本次手做蛋糕系友反映良好，建議之後活動可以多舉辦類似多元有趣之內容。 

4.義賣本系系服建議未來每屆系服製作每件 SIZE要多備幾件。 

＊活動照片另附 4～8張（含圖說） 

活動照片及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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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糕製作 蛋糕製作 

  

蛋糕製作 蛋糕製作 

  

蛋糕製作 蛋糕製作 

  

蛋糕製作 合影(「自己做」士林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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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照片及說明 

 
 

系友合影 系友合影 

  

系友合影 系友合影 

  

楊清源大使經驗分享 孫中岳學長經驗分享 

  

吳令瑋學姊經驗分享 大合影(恩 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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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化大學 106 學年度中程校務發展計畫 

計畫成果紀錄表 
 

執行單位 法國語文學系 

計畫名稱／ 

行動方案名稱 
辦理系友會 

計畫內容 辦理系友會進行分享與交流 

內容 

（活動內容簡述/執

行成效） 

活動日期：6 月 30 日 13:30~20:30 

活動地點：台北市信義區松山路 11 號 3 樓「方伊文創」 

參與人數： 23 人 

內    容：本系於 6月 30日台北市信義區松山路 11 號 3 樓「方伊文創」

舉辦法文系系友「法式餐廳之法國家常菜 DIY」活動。本次活動主要讓

各位系友製作並品嘗簡易上手的法式家常菜。製作菜單為諾曼地蘋果燻

鴨沙拉、法式蘑菇卡布奇諾濃湯、鵝肝菲力牛排佐紅酒汁、及甜點芭莎

米格鮮奶酪，由主廚傅振祥師傅指導並帶領系友製作。並於餐點製作後

一同品嘗，同時聯繫系友感情。藉由此系友活動宣達系上募款相關活

動。 

執行成效：1.蒐集校友意見回饋。 

2.系友感情聯繫。 

活動照片 

(檔案大小以不超

過 2M 為限 )  

     

     

認識法國家常菜 

   
 

主廚示範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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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領系友製作法式家常菜 

 

 

製做甜點 

 

 系友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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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化大學 107年度校友返校節 

活動成果紀錄表 
 

系所名稱 法國語文學系 

內容 

活動日期：107年 11月 10日  13:00-17:00 

活動地點：大仁 201教室 

參與人數： 37 人(系友及眷屬 29人、本系教師 2人、學生 5人、行政人員 1人) 

 

簡述：本學期校友返校主要帶領系友手做法式可麗餅，並藉由此次活動邀請校友

回校與師生、系友聯繫情感，並對學妹進行經驗分享。 

。本次校友返校榮幸邀請到傑出校友楊清源大使、經濟部孫中岳學長、淡江大學

教授楊淑娟、中視吳令瑋學姊等 為同學進行經驗分享，鼓勵同學學習語言及未來

的就業方向，藉由學習語言，更進一步認識其他文化，提升自我內涵。 

 

辦理成效：  

1. 藉由辦理校友返校聯繫校友與本系之情感，並請資深傑出校友為學弟妹經驗

分享，使學生提前了解業界、產學趨勢，以利就職規劃，並提升學生就業力。 

2. 說明目前系務運作情形，系友捐贈提供弱勢生助學金。 

 

 

檢討建議： 

1.因原流程有延誤，本次校友會結束時間為下午五點，時間過晚，建議下次應妥

善規劃及掌控時間。 

2.本次手做法式可麗餅系友反映良好，建議之後活動可以多舉辦類似多元有趣之

內容 

3.義賣本系系服及包包反應熱絡，建議未來每屆系服製作每件 SIZE要多備幾件。 

＊活動照片另附 4～8張（含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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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照片及說明 

   

海報 流程 

  

報到 報到 

  

法式可麗餅介紹 台式可麗餅介紹 

  

可麗餅製作 可麗餅製作 

活動照片及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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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剪影 活動剪影 

  

活動剪影 活動剪影 

  

楊清源大使經驗分享 孫中岳學長經驗分享 

  

楊淑娟老師經驗分享 大合影(仁 2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