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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推廣教育 第 128 期外語進修班 課程簡介 

英文  第二外國語  新南向 

英文 

教師 課程名稱/課程代碼 課程介紹 

黃麗蓉 
Rio 

學術演說與簡報/ 
Public Speaking with 

Style/PS 

This class is designed for EFL students who want to improve their 
public speaking skills, especially those preparing to study, work, or 
present in English-speaking environments. The class emphasizes the 
practical skills of public speaking, including how to make presentation 
interesting, organizing them effectively, lessen speaker anxiety, and 
present them with style and humor. Students will be assisted in finding 
high-interest topics from popular culture, new research, interesting 
news, and the arts, according to their individual interests. Through 
presentations, discussions, and teacher and peer feedback, students 
will increase their ability to speak with confidence, power, and style. 

黃麗蓉 
Rio 

電影賞析: 從電影賞析學
生活英文與文化/ 

Film Club: English Film 
Appreciation and 

Analysis/EF 

This class is designed for EFL students who want to improve both 
formal and informal spoken English. Through intensive analysis of 
film dialogues, students will develop their understanding of authentic, 
contextual, and practical English. Class content includes three films 
chosen by the whole class. For each film, the teacher will introduce 
necessary background information, discuss cultural differences, 
analyze themes, identify historical inaccuracies, compare/contrast 
books and their film adaptations, and demonstrate the use of 
keywords/expressions. Students will learn the meanings, connotations 
and cultural references of the daily English expressions used in these 
movies, and practice how to use them properly in context. Students 
will also actively discuss issues and share opinions regarding the films 
they have chosen. 
 
For the “List of Films Discussed,” please scan the QR code below: 

 
https://reurl.cc/4mexK3 
 

王景華 
David 

英文寫作基礎班/ 
Introduction to English 

Writing/EW 

老師編排英文講義並以每星期日聯合報”紐約時報賞析”為輔助教
材                    
     在學習英語的過程中，清楚寫出一句表達我們想法的句子似
乎不是一件困難的事情，但是要將所有的句子組合成一篇環環相
扣且符合邏輯思考的文章，卻非一件容易的工作，本課程將以樂
活和新穎的教學方法打破心理障礙，循序漸進由淺入深的方式引
導學生進入英文寫作的世界，學生將學到如何寫描述文(descriptive 
essay)或論述文(opinion essay)、e-mail、英文簽呈(memorandum)等： 
英文基本功建立單元 -------- 介紹英文寫作基本要素(Essentials of 
English Writing)、英文文章之種類、文法重點總複習(A Brief Review 
on English Grammar)、單字(vocabulary)記憶的四大方法、片語
(phrasal verb, noun phrase, gerund phrase, infinitive phrase, adjective 

https://reurl.cc/4mexK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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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rase, prepositional phrase and participial phrases)、子句 (noun 
clause, adjective clause and adverbial clauses)、和六大句型的應用方
法等; 
英文寫作的原則和方法------ 闡述主題句(Topic Sentence)在段落
(paragraph)中之重要性、3C 寫作原則(Conciseness, Coherence and 
Completeness)、文章四大支柱(Introduction, Statement, Development 
and Conclusion)、六種英文寫作方法(Listing Ideas/Brainstorming, 
Planning and Writing/Clustering, Free writing Style, Asking 
Questions, Talking and Listening, and Mapping/ Diagramming)和寫
作程序(the Process of Writing)； 
 
課堂實務英語寫作練習------ 同學在課堂時間外需親自用 noun, 
noun phrase, noun clause, gerund phrase, infinitive phrase, and 
pronoun 作為主詞或受詞來造句，使用 Topic Sentence 寫成段落和
動手練習寫一篇描述或論述文章、經教授詳細圈改後、下星期交
還給學生進行修正、再由教授和同學共同討論錯誤原因。 
 
使用教材：教師自編講義和複印紐約時報賞析的文章。 
 
評量方式：課後造句作業 30%、課堂練習 10%、期末寫作 60%。 
 
備註：請學生購買教師自編講義(約 180 元)。 

陳佳霙 
Maria 

英語會話入門 2/ 
English Conversation for 

Beginners 2/EC2 

此課程適合已經上過正音班或已經有基礎閱讀能力想要練習生活
會話者。如果你已經多年沒開口說英文，或很想再次進修英語口
說能力，此入門課程將會是你克服英語開口恐懼症的最佳選擇。
課堂中除了課本以外，也會搭配基本單字、分組討論以及英語繞
口令等練習，期中也有個人練習上台的機會。學員們能在輕鬆的
英語學習環境中打開英語的耳朵，從大量聽到能開口用英文做基
礎溝通。 
 
使用教材：StartUP 1 Unit 6-10 
 
評量方式：課堂參與度 30% 出席率 30%  期中簡報 40% 
 
備註：教材會預先訂購，上課當週繳費。 

陳佳霙 
Maria 

英語會話初中級 1/ 
English Conversation: 

Pre-Intermediate 
Level/EC5 

此課程適合已經上過 EC4 的學員或已經有中級閱讀能力並想要練
習生活會話者。 課堂中除了課本以外，也會搭配即時新聞、英語
片語、演說影片、基本單字、分組討論等。期中也有個人練習上
台的機會。學員們能在輕鬆的英語學習環境中打開英語的耳朵，
從大量聽到能開口說英文。 
 
使用教材：StartUP 3 Unit 1-5 
 
評量方式：課堂參與度 30% 出席率 30%  期中簡報 40% 
 
備註：教材會預先訂購，上課當週繳費。 

田杏香 
Renee 

英語正音班 (一) / 
English Pronunciation 

Class for Beginners/EC01 

這是一門初階正音課程。課程主要藉由 K.K.音標及自然發音來糾
正發音及錯誤的發音方法，以便學習正確之美式英語發音，並且
也配合單字、片語、句子、會話、英詩等，全方位練習發音。同
時課程中亦會教授聽及說上需注意之技巧，如重音、語調等等。
除發音矯正外，亦有助於單字字彙量的增加及訓練聽力不足之
處。適合發音基礎不佳者，或有意參加各類英語檢定考試，卻有
礙於聽力不佳，而無法取得高分者。期末將有口試測驗。 
 
使用教材：English Pronunciation Made Easy 及講義。 
 
評量方式：課後作業及課堂練習 60%、期末測驗 40% (an o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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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st)。 
 
備註：由老師代為訂購教材，學員們可在開課後一週內付清教材

費。 

田杏香 
Renee 

新制多益技巧養成班/ 
Analysis and Strategies for 

NEW Format New 
TOEIC/TOEICA 

這是為分數落點於 550~850 之間，以及新制多益而所設計的 8 週
新多益課程。根據多益台灣官方公布，自 2018 年 3 月開始，台灣
地區實施新制多益的題型，進行考試。因此，本課程即根據新制
多益的內容，除了介紹新題型外，亦分析出題趨勢。在聽力方面，
提供如何掌握各部分的提問及解題步驟，並有五國口音特質解析
和訓練; 在閱讀部分，在文法與搭配語/慣用語的解說之外，還有
學習如何利用關鍵語或文法力搜尋解題線索。課堂上也會以模擬
考題作具體的練習及講解，讓學員們可以更精準的破解各類的考
題陷阱，提升應考實力，順利在新多益的考試中獲取高分。再者，
學員們也可利用在課堂上習得的語言技巧，輕鬆地在職場上使用
英語! 
 
使用教材：New TOEIC 7 大題型拿滿分秘技及講義。 
 
評量方式：A mini pretest + practice tests in class 40%、A final test 

60% 
 
備註：由老師代為訂購教材，學員們可在開課後一週內付清教材

費。 

田杏香 
Renee 

文法趴趴走 (1)/ 
English Grammar on the 

Go 1/EG1 

本課程設計藉由英語句子中的基本元素，結合心智圖 (mind map, 
現今正夯的學習法)，以及簡單、清楚的公式、圖表，遊戲，…等
等方法，讓學員可以輕鬆理解文法結構，並且寫出正確、完整的
句子。課堂上，會有隨堂練習及作業，提供學員們可隨時自我檢
測學習成效。亦會有聽說讀寫的訓練。本課程適合 A2/B1 或常對
句子構成混淆不清的學員。 
 
使用教材：Fundamentals of English Grammar 4th ed. 

Azar 英文文法系列（中階） 第四版。 
 
評量方式：課後作業及課堂練習 60%、期末測驗 40% 
 
備註：由老師代為訂購教材，學員們可在開課後一週內付清教材

費。 

曹瑞敏 
Jyotsna 

新新制多益聽力與閱讀 
TOEIC Listening & 

Reading 

本課程推薦給目標 600-900 分者.課程著重在新新制考題練習，文
法重點講述，答題技巧講解,大量補充應考字彙/片語。課程包含一
次完整的模考。本課程採用不同新制考題課本的循環練習，本期
使用 Longman 進階版。 
 
The course is designed for those who need to refine their skills in 
preparation for the TOEIC test. The goal is to familiarize learners with 
the test. Each session focuses on different grammar points that most 
commonly appear in actual TOEIC test. The course provides an 
excellent foundation for the new TOEIC test format. Learners are 
provided with a clearly organized, step-by-step program for 
maximizing their text scores and up-to-date guide to the TOEIC Test. 
The course is recommended especially for those who are preparing for 
taking the TOEIC test to meet the criteria for graduation, graduate 
school application, job application & promotion. Nevertheless, it also 
provides great opportunities for general learners to improve their 
listening & reading comprehension 
 
使用教材： Longman Preparation Series For The TOEIC Test 

(Advanc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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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量方式：出席率/模擬測驗 
 
備註：老師代為訂購 團購價 680 

曹瑞敏 
Jyotsna 

IELTS 雅思(聽說讀寫) 
IELTS 

這門課推薦給計畫參加雅思檢定考試，想要全方位提升聽說讀寫
能力，具有中級英文程度之學員。課程會以 98%英文授課搭配 2%
中文講解重點文法。著重訓練英文邏輯思考能力(critical thinking)
與表達能力。課程單元涵蓋雅思考試所需之聽說讀寫技巧訓練。
課程結束前會有一次模擬測驗。歡迎新、舊學員報名。 
 
This course aims at preparing candidates studying for IELTS tests. 
Various tasks and practice activities provide students with the essential 
skills they need for advancing in their language competence. 
The course includes: 
 

1. Full coverage of both academic and training modules. 
2. Express tips with practical suggestion. 
3. Teaches skills to help develop English proficiency. 
4. Features North American, British, and Australian accents in 

vocal segments. 
5. This course is recommended to those who strive to enhance 

their overall English skills in listening, speaking, reading and 
writing. There is a sample test at the end of the course. 
 

We will cover unit 11- unit 20 for IELTS II 
 
使用教材：Focus on IELTS 
 
評量方式：出席率/模擬測驗 
 
備註：老師代為訂購 團購價 560 

曹瑞敏 
Jyotsna 

中級英語會話 
English Conversation: 

Intermediate Level 

本課程提供學員大量機會練習口說，聽力。課程內容包含有趣的
學習主題，輔以重點文法，發音練習以及適量的閱讀。課本為
Pearson 最新語言學習出版品 Startup 搭配多媒體語音的學習。本課
程適合初中級程度之學員 。 歡迎想打好基礎的新、舊學員報名
上課。 
 
This course aims to provide learners the opportunities to practice 
English language through communicative tasks, build their language 
strategies, and find their way to becoming more comfortable and 
confident in expressing themselves in English. Learners are able to 
sharpen their Listening & Speaking skills through various activities 
such as role plays, pair/group discussions, video watching…etc. The 
interactive drills are designed to enhance the acquisition of English 
language. This course prepares learners to acquire a good foundation 
in the English Language and make consistent progress in English 
proficiency. 
 
使用教材：StartUp 4 ( Unit6~Unit10) 
 
評量方式：出席率/模擬測驗 
 
備註：老師代為訂購 團購價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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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外國語 

教師 課程名稱/課程代碼 課程介紹 

朱戎梅 日語初級 1/ 
Elementary Japanese 1/JC2 

在 JC2 的內容，主要學習日語動詞的基本結構和時態上的變化。
通過同學間的模仿回答，熟悉基本語型、進而自行開口造出簡單
明瞭的句子。動詞的時態、肯定和否定的說法、以及使用基本動
詞進行邀約的文型。已有 50 音基礎者，適合 JC2 的學習。 
 
使用教材：採用“大家的日本語 初級 1”，進度為第 3 課到第 7 課。 
 
評量方式：課間口語練習 50%、期末測驗 50%。 
 
備註：請學生上課前自行購買教材。 

朱戎梅 
日語初級 2/ 

 Elementary Japanese 
2/JC3 

本階段的教學內容，包括學習形容詞的基本語尾變化，以及擴張
文章，銜接名詞的用法。另外，學習區分動詞，掌握五段動詞的
變化，關係到運用日文會話時的流暢度。想要強化學習日文動詞
的人，適合報名本課程。 
 
使用教材：採用“大家的日本語 初級 1”為教材，進度為第 8 課到

第 11 課。 
評量方式：課間口語練習 50%、期末測驗 50%。 
 
備註：請學生上課前自行購買教材。 

井上智鶴 
日語會話 14 級/ 

Japanese Conversation 
14/JC14Y 

JC14Y は会話を多く取り入れたクラスです。コロケーションが
身につくように授業を進めていきます。コロケーションとは「名
詞＋名詞」、「名詞＋形容詞」、「名詞＋動詞」などいろいろなか
たちがあります。そのため、それぞれの語の意味がわかっても、
「コロケーション」として使えなければ、日本語の自然な表現
にはならない。そこで、この授業では自然な日本語を身につけ
るための会話練習をします。 
 
日本語能力テスト文法・聴解等の練習問題練習。 

井上智鶴 
日語會話 17 級/ 

Japanese Conversation 
17/JC17Y 

このクラスは会話が中心ですが、その中で教科書に出てくる新

しい文法・単語を使用して正しい会話を学んでいきます。 
また、日本語能力テスト対策も同時に行います。 
 
日本語能力テストＮ3 を中心に、文法・聴解等の練習問題練習。 
 
教科書：来学日本語 初中級 

井上智鶴 
日語會話 23 級/ 

Japanese Conversation 
23/JC23Y 

日本語能力がＮ3 以上を中心にした授業です。会話、文法、そ

して発音特訓。発音は自分では、正しいのか正しくないのか分

からないものです。授業では、1 人 1 人の会話の内容に注意し、

正しい文法や発音、コロケーションを自然に身につけてていく

事が出来る様になります。 
 
教科書：来学日本語 中級 

井上智鶴 N4 特訓班/ 
JLPT N4/JLPTN4 

這堂課是為了想參加 2021 年七月份Ｎ4 日文考試的同學開立的特
訓班，希望徹底加強學員的聽力與閱讀能力並輔以發音練習。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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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將以 N4 測驗的文法、閱讀、聽力模擬題目練習為主要架構，並
由老師帶領指導考取日文檢定的秘訣，包含常考的重點單字、文
法等。 
 
教科書：新日本語能力試験 N4  

林蜀媛 法文一級/ 
French 1/FC1 

適合初學者。由法文基礎發音學起。學習如何以法文自我介紹及
介紹他人：姓名、國籍、職業、住所及年齡。學習如何打招呼、
法文數字。學習表達喜好、興趣。學習如何描述他人外貌。學習
法文動詞變化(être、avoir、aller 及第一類規則動詞等等)、疑問形
容詞等文法練習。 
 
使用教材：Amical 1  Leçon 0-6 (p.8–p.37)。 
 
評量方式：課後作業 50%、平時練習 50%。 
 
備註：開課後統一購買書籍。 

林蜀媛 法文二級 
/French 2/FC2 

適合已學過法文約 30 小時者。學習如何提議、接受及拒絕。學習
如何購買食物、點餐及詢問價錢。學習如何問路及回應、學習定
冠詞、不定冠詞、部分冠詞、命令式及介系詞等文法練習及應用。 
 
使用教材：Amical 1  Leçon 7-12 (p.38- p.64) 
  
評量方式：課後作業 50%、平時練習 50% 
 
備註：請學員於課前自行購買教材。 

林蜀媛 DELF B1 檢定班/ 
DELF B1/DELFB1 

需已至少學習法文 160 小時。 
針對 DELF B1 考試而準備。每堂課皆會以聽、說、讀、寫為練習。 
學員必須課前預習及課後複習。 
 
使用教材：老師上課指定。 
  
評量方式：練習 100%。 

班莒 
Frank 

德語會話 1 級/ 
German Conversation 

1/GC1 

German Conversation A 1.1 
 
This course is for beginners with no or very little knowledge of 
German. The course includes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phonetics system 
and basic grammatical structures. We will practice everyday 
communication patterns through dialog exchange and role-playing 
plus listening comprehension and written exercises which will enable 
the participants to interact in a simple way. 
 
Textbook: Erste Schritte Plus Neu (ISBN 978-3-19-371911-9) 
 
Grading: Class participation 25%, Quiz 25%, Final exam 50% 

班莒 
Frank 

德語會話 2 級/ 
German Conversation 

2/GC2 

GC2 German Conversation A 1.1 
 
For participants who are already familiar with basic grammatical 
structures of German and simple communication patterns in German. 
In this course you will broaden your communicative skills through 
dialog exchanges and role-playing as well as your knowledge of 
German gramm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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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tbooks: Erste Schritte Plus Neu (ISBN 987-3-19-371911-9), 
chapt. 6 -10, Passwort Deutsch 1, chapt. 2-4 
 
Grading: Assignment 25%, Quiz 25%, Final exam 50% 

班莒 
Frank 

德語會話 3 級/ 
German Conversation 

3/GC3 

GC3 German Conversation A 1.1/2 
 

Grammar: modal verbs, perfect tense, prepositions with accusative 

clause, past tense of ‘to have’ and ‘to be’, personal pron. in 

accusative, present perfect 

Topics: introduction of the cities Freiburg and Hamburg, professions, 
daily routine, past activities, writing a CV, informal time 
 
Textbook: Passwort Deutsch 1, chapt. 4, 5 and 6 
 
Grading: Assignment 25%, Quiz 25%, Final exam 50% 

班莒 
Frank 

德語會話 10 級/ 
German Conversation 

10/GC10 

GC10 German Conversation A 2.2 
 
 Lekt. 17 
Themen: Die Firma Bosch, Schule und Berufsausbildung in 
Deutschland, Meinungsverschiedenheiten, deutsche Landeskunde 
Grammatik: Relativsatz (Nebensatz), Relativsatz mit Präposition, 
mӧgen + Akkusativ,  n-Deklination  
 
 Lekt. 18 
Themen: Porträt und Mitarbeiter einer Firma, über die Vergangenheit 
sprechen, Bewerbungs- und Kollegengespräch   
Grammatik: Präteritum, temporaler Nebensatz, Konzessivsatz: 
obwohl 
Simulation der Prüfung “Goethe-Zertifikat A2” 
 
Lehrbuch: Passwort Deutsch 3, Lekt. 17 und 18 
 
Grading: Assignment 25%, Class participation 25%, Final exam 

50%. 

林芳旭 
Elena 

西班牙語會話一級/ 
Spanish Conversation 1/ 

SC1 

1.學習西班牙語字母唸法和一般發音規則。 
2.學習如何自我介紹和詢問他人姓名。 
3.學習簡單的問候語和數字，學習如何說明和詢問國籍、會說和
學習的語言、職業、婚姻狀況、年齡、電話號碼、電子信箱等。 
 
使用教材：最新西班牙語教程（Español：primer paso）Unidad 1-5 
 
評量方式：課堂練習及問答 70%、課後作業 20%、考試 10% 
 
備註：課本另購；5/13 因故停課，課程順延至 6/22(補課 1 次) 

林芳旭 
Elena 

西班牙語會話二級/ 
Spanish Conversation 2/ 

SC2 

1.學習說明及詢問日期; 學習說明和詢問他人住處；學習序數 1–10
及 100 以上數字；學習如何要求他人解釋或重複某事。 

2.學習說明和詢問時刻；學習說明生活作息時刻和頻率。 
3.學習家人和親屬稱謂;學習如何描述他人外表和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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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教材：最新西班牙語教程（Español：primer paso）Unidad 6-10 
 
評量方式：課堂練習及問答 70%、課後作業 20%、考試 10% 
 
備註：課本另購；5/12,5/17 因故須停課，課程順延至 6/24(補課 2

次) 

林芳旭 
Elena 

西班牙語會話三級/ 
Spanish Conversation 3/ 

SC3 

1.學習如何描述他人外表和個性；學習如何介紹他人。 
2.學習如何描述物品；學習說明和詢問某人、地、物的位置。 
3.學習如何談及教室和房子內的物品；學習如何邀請和祝賀他人。 
 
使用教材：最新西班牙語教程（Español：primer paso）Unidad 10-14 
 
評量方式：課堂練習及問答 70%、課後作業 20%、考試 10% 
 
備註：課本另購；5/12,5/17 因故須停課，課程順延至 6/24(補課 2

次) 

林芳旭 
Elena 

西班牙語會話七級/ 
Spanish Conversation 7/ 

SC7 

1.學習評價人事物；籃球及運動特殊用語。 
2.學習如何料理一道菜(廚房器具,食材與食譜);命令式、無人稱被

動語態，現在虛擬式。 
3.學習詢問及敘述未來計畫(旅行計畫與旅遊活動); 陳述式未來簡

單時。 
 
使用教材：我的西班牙語寶典 A2.1 - Mi manual A2.1 de 

Español_Tema 3；我的西班牙語寶典A2.2- Mi manual 
A2.2 de Español_Tema 1-2 

 
評量方式：課堂練習及問答 70%、課後作業 20%、考試 10% 
 
備註：課本另購；5/13 因故停課，課程順延至 6/22(補課 1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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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南向 

教師 課程名稱/課程代碼 課程介紹 
金清 韓語初級 1/Korean for 

Beginners 1 
/KC1 

6 週完成的《韓語初級 1》是爲短期內學習韓語的學習者準備的初
級階段課程，以初級階段必須知道的主題為主，應用必要的詞彙、
語法、文化和思考方式，以加深對韓國的理解。第一週是正確子
母的發音練習以及簡單句子的閱讀課程， 從第二週開始，學習在
基礎階段一定要了解的單字、語法的表現，及日常生活必需的對
話練習。 
 
使用教材：自編講義。 
 
評量方式：態度（上課表現）100%。 
 
備註：請自備原稿紙 500。 

金清 實用韓國語/Practical 
Korean/KP 

어디까지 말해 봤니? 한국어로 자신 있게 대만을 소개할 수 
있어? 課程以每兩週為一單元。每單元的第一週，每位學員選擇
一個觀光景點，寫下對該景點的介紹。第二週，每位學員將前一
週所寫的景點介紹，用韓語說出來，並且錄影。老師會針對每位
學員的口説錄影，做個別的指導，糾正發音，口説語法。課程內
容涵蓋了韓文寫作，以及口説韓語。 
 
使用教材：自編講義。 
 
評量方式：態度（上課表現）100%。 
 
備註：노트북（각자 준비하기） 
 

學生成果展示短片 

   

學生 1 學生 2 學生 3 

 
 

徐建汕 泰語會話 2 級/Thai 
Conversation 2/TH2 

高音聲母及低音聲母的介紹。藉由朗讀泰國小學泰語課簡單的短
文，了解泰文文法的結構，並學習在不同場合裡使用泰語與人溝
通。不斷的練習聽、說、讀、寫的基本能力，到泰國旅遊也可以
自由行。 
 
使用教材：泰語起步走 1，徐建汕（สมศกัดิ ์รตันชือ่สกลุ）瑞蘭國際；

หนังสอือา่นเพิม่เตมิ ภาษา พาท ีช ัน้ ป.1 (一年級第 1 課) (朗
讀補充材料)。 

 
備註：請學生上課前自行購買教材，朗讀補充材料，老師印製提

供。 
徐建汕 泰語會話 4 級/Thai 

Conversation 4/TH4 
泰文拼音法的介紹，單音韻母  สระอ ู  สระอ ุ  สระเอ  สระเอะ  สระแอ  
สระแอะ的拼音法。地點及方向的用語、買東西的用語、數字相關
用語。藉由輕鬆愉快的句子練習，實際學習泰國人說話的方式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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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慣。泰國國旗、泰國首都及泰國新年的介紹，增加學員對泰國
文化的認識。經由朗讀泰國小學泰語課文的補充教材的加強，更
深入認識泰國文化、歷史及經濟及人文。 
 
使用教材：泰語起步走 2，徐建汕（สมศกัดิ ์รตันชือ่สกลุ）瑞蘭國際；

หนังสอือา่นเพิม่เตมิ ภาษา พาท ีช ัน้ ป.1 (一年級第 3 課) (朗
讀補充材料)。 

 
備註：請學生上課前自行購買教材，朗讀補充材料，老師印製提

供。 
徐建汕 泰語會話 6 級/Thai 

Conversation 6/TH6 
泰文拼音法的介紹，單音韻母 สระอวั  สระอวัะ  สระเอยี  สระเอยีะ  
สระเออื  สระเออืะ的拼音法。泰國甜點的介紹、詢問意見的用語、
泰國母親節的介紹、一般詢問的用語、五世王「朱拉隆功」的介
紹、預約時間的用語以及泰國兒童節的介紹。藉由各種人文生活，
重要節慶的介紹，深入淺出的教學方法，帶您進入泰語世界的奧
妙。經由朗讀泰國小學泰語課文的補充教材的加強，更深入認識
泰國文化、歷史、經濟及人文。 
 
使用教材：泰語起步走 2，徐建汕（สมศกัดิ ์รตันชือ่สกลุ）瑞蘭國際；

หนังสอือา่นเพิม่เตมิ ภาษา พาท ีช ัน้ ป.1 (一年級第 5 課) (朗
讀補充材料)。 

 
備註：請學生上課前自行購買教材，朗讀補充材料，老師印製提

供。 
徐建汕 生活泰語/Thai for 

Everyday Life/TE 
 

通過聽及讀泰語新聞，了解泰國及台灣的時事，進一步擴大學生
對泰國文化的認識並培養學生對泰國文化的尊重。內容涵蓋政
治、經濟、人文、藝術、娛樂等多元題材。透過新聞的內容和分
析，學生將學習到實用的泰語詞組以及如何運用到生活上。學習
到正式和非正式泰語，以及日常口語泰語所表達的文化意涵。 
 
使用教材：老師提供講義；หนังสอือา่นเพิม่เตมิ ภาษา พาท ีช ัน้ ป.1 (一

年級第 9 課) (朗讀補充材料)。 
 
備註：朗讀補充材料由老師印製提供。 

王詩絲 印尼語會話 1 級-A 班/ 
Basic Indonesian 

(Beginner)-A/IC1A 

由印尼語字母的發音學起，學習印尼語的簡單對話、日常生活用
語，同時了解印尼文化與生活習俗。首先讓學員掌握基礎發音規
則，再接觸印尼語日常生活用語，例如：打招呼、問候、自我介
紹、介紹家庭成員等簡易會話。 
 
上課內容： 
1 簡介印尼語字母的發音規則、數字。 
2 打招呼、問候用語，問句 
3 自我介紹、介紹他人，問句。 
4 簡單介紹家庭成員， 
5 日期、星期、月份、年份，問句。 
6 時刻鐘點，會話 “生日”。 
 
以教師直接教學為主，課程採生動、活潑的教學方法，同時也提
升印尼語會話能力及對印尼語學習的動力與興趣。 
 
評量方式：Assignment 80%、Attendance 20% 
 
備註：本班級星期一、三 18:20 上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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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詩絲 印尼語會話 1 級-B 班/ 
Basic Indonesian 

(Beginner)-B/IC1B 

由印尼語字母的發音學起，學習印尼語的簡單對話、日常生活用
語，同時了解印尼文化與生活習俗。首先讓學員掌握基礎發音規
則，再接觸印尼語日常生活用語，例如：打招呼、問候、自我介
紹、介紹家庭成員等簡易會話。 
 
上課內容： 
1 簡介印尼語字母的發音規則、數字。 
2 打招呼、問候用語，問句 
3 自我介紹、介紹他人，問句。 
4 簡單介紹家庭成員， 
5 日期、星期、月份、年份，問句。 
6 時刻鐘點，會話 “生日”。 
 
以教師直接教學為主，課程採生動、活潑的教學方法，同時也提
升印尼語會話能力及對印尼語學習的動力與興趣。 
 
評量方式：Assignment 80%、Attendance 20% 
 
備註：本班級星期一、三 20:10 上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