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輔大英文系 
 

   107學年度新生家長日 
  



流程表Schedule 
9/7 (五) 10:00 – 11:20  課程、就業規劃與課外活動 

Curriculum, job preparation and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1. 目標、特色、師資、課程 30 mins 
Objectives, Special Features, Faculty, Curriculum 

2. 如何發展第二專長，為就業準備？ 30 mins 
2nd Specialty and Job Preparation - Julie 

  修業規劃與畢業準備  
--雙修、輔系、交換生、交流 
-- 未來出路 

3. 系學會介紹 SA 10 mins 
4. 輔系心得分享 李定同學 10 mins 
5. Q& A 提問時間 10 mins 
 

 
 

11:20 – 11:50 家長與導師會談 Meeting with Advisors 



英文系系主任Chair 

❑Dr. Bichu Chen  
陳碧珠副教授 

 Associate Professor and Chair 
 - 淡江大學英文系英語教學博士 

- 主授英文作文、英語會話、科技輔助教學與簡
報等 



Welcome, Parents! 
Introductory Quiz 



Which of the following is true about 
English majors? 
A) Everyone speaks English, so English majors 

aren’t getting anything extra. 
B) English majors don’t get any marketable 

skills. 
C) Studying literature might make you a more 

interesting person, but it’s not practical. 
D) Believe it or not, many successful and 

influential people were English majors. 



以下英文系主修的描述何者為真？ 

A) 大家都說英文，所以英文系學生不會學其
他額外的知識。 

B) 英文系學生不會學到其他職場技能。 
C) 學習文學也許可以讓你變成一個有趣的人，

但並不實用。 
D) 你相信嗎？很多成功且有影響力的人都是

主修英文系的。 



Which of the following is true about 
English majors? 
A) Everyone speaks English, so English majors 

aren’t getting anything extra. X 
B) English majors don’t get any marketable 

skills. X 
C) Studying literature might make you a more 

interesting person, but it’s not practical. X 
D) Believe it or not, many successful and 

influential people were English majors. ✔ 



以下英文系主修的描述何者為真？ 

A) 大家都說英文，所以英文系學生不會學其
他額外的知識。 X 

B) 英文系學生不會學到其他職場技能。 X 
C) 學習文學也許可以讓你變成一個有趣的人，

但並不實用。 X 
D) 你相信嗎？很多成功且有影響力的人都是

主修英文系的。 ✔ 



Which of the following types of 
people majored in English at FJU? 
A) Writers and journalists 
B) Commercial airline pilots and flight attendants 
C) Entrepreneurs, marketers, bankers 
D) Popular music stars 
E) Actors and set designers 
F) Translators and interpreters 
G) Playwrights and screenwriters 
H) Artists and fashion designers 
I) Professors and teachers 
J) All of the above and many more 



以下哪些類型的人曾經是輔大英文
系的學生？ 
A) 作家和記者 
B) 航空公司機長和空服員 
C) 企業家、銀行家 
D) 流行音樂明星 
E) 演員和舞台設計藝術家 
F) 筆譯者、口譯者 
G) 劇作家及編劇 
H) 藝術家和服裝設計師 
I) 大學教授和教師 
J) 以上皆是，還有更多 



Which of the following types of 
people majored in English at FJU? 
A) Writers and journalists 
B) Commercial airline pilots and flight attendants 
C) Entrepreneurs, marketers, bankers 
D) Popular music stars 
E) Actors and set designers 
F) Translators and interpreters 
G) Playwrights and screenwriters 
H) Artists and fashion designers 
I) Professors and teachers 
J) All of the above and many more ✔ 



以下哪些類型的人曾經是輔大英文
系的學生？ 
A) 作家和記者 
B) 航空公司機長和空服員 
C) 企業家、銀行家 
D) 流行音樂明星 
E) 演員和舞台設計藝術家 
F) 筆譯者、口譯者 
G) 劇作家及編劇 
H) 藝術家和服裝設計師 
I) 大學教授和教師 
J) 以上皆是，還有更多✔ 



Accomplished Alumni in the Arts 
王孟超 Austin Wang，第十八屆國家文藝獎得主 
臺北藝術中心籌備處主Director,  Taipei Performing 

Arts Centre 

 
  

 
 
蔡依林 Jolin Tsai 

紀蔚然 Casey Chi ，第十七屆國家文藝獎得主 
台大戲劇系教授，劇作家 
Professor, Theater Dept., NTU; Playwright 

https://en.wikipedia.org/wiki/File:Jolin_Tsai_MAA.jpg


商業界傑出系友 
Outstanding Alumni in Business 

林嘉琪，由鉅建設公司董事長 
Jia-Qi Lin, President of Yo Ji 
Construction Co. 

馬婉如，知路國際顧問總裁 
Belinda Ma, CEO, BMA 
International Service 



   g  p p   g  j  

https://en.wikipedia.org/wiki/File:Titanic_poster.jpg


6. 以下哪些名人是主修英文的？ 
A) James Cameron詹姆斯． 麥卡隆，《鐵達尼號》和《阿凡達》導

演 
B) Amy Tan 譚恩美，The Joy Luck Club 《喜福會》作者 
C) Dr. Seuss蘇斯博士，著名童書作者 
D) Tommy Lee Jones湯米．李．瓊斯，知名演員 
E) Kate Middleton, Duchess of Cambridge 凱特‧密爾頓，英國劍橋

公爵夫人 
F) Mitt Romney羅姆尼，前任美國麻州州長(之前曾競選美國總統) 
G) Toni Morrison童妮‧摩里森，諾貝爾文學獎得主 
H) Sting史汀，歌星和作曲家 
I) Steven Spielberg史蒂芬．史匹柏，知名導演 
J) Michael Eisner, 迪士尼執行長 (1984-2005) 
K) Anne Mulcahy, Xerox 執行長(2001-2009)  
L) Emma Watson艾瑪．華森，知名演員 



Which of the following notable people 
were English majors? 
A) James Cameron, director of Titanic and Avatar 
B) Amy Tan, author The Joy Luck Club 
C) Dr. Seuss, children’s book author 
D) Tommy Lee Jones, actor 
E) Kate Middleton, Duchess of Cambridge 
F) Mitt Romney, former Massachusetts gov. 
G) Toni Morrison, Nobel laureate in literature 
H) Sting, singer-songwriter 
I) Steven Spielberg, director 
J) Michael Eisner, CEO Disney (1984-2005) 
K) Anne Mulcahy, CEO Xerox (2001-2009) 
L) Emma Watson, actress 



6. Which of the following notable 
people were English majors? 
A) James Cameron, director of Titanic and Avatar ✔ 
B) Amy Tan, author The Joy Luck Club ✔ 
C) Dr. Seuss, children’s book author ✔ 
D) Tommy Lee Jones, actor ✔ 
E) Kate Middleton, Duchess of Cambridge X 
F) Mitt Romney, former Massachusetts gov. ✔ 
G) Toni Morrison, Nobel laureate in literature ✔ 
H) Sting, singer-songwriter ✔ 
I) Steven Spielberg, director ✔ 
J) Michael Eisner, CEO Disney (1984-2005) ✔ 
K) Anne Mulcahy, CEO Xerox (2001-2009) ✔ 
L) Emma Watson, actress ✔ 



以下哪些名人是主修英文的？ 
A) James Cameron詹姆斯． 麥卡隆，《鐵達尼號》和《阿凡達》導演✔ 
B) Amy Tan 譚恩美，The Joy Luck Club 《喜福會》作者✔ 
C) Dr. Seuss蘇斯博士，著名童書作者✔ 
D) Tommy Lee Jones湯米．李．瓊斯，知名演員✔ 
E) Kate Middleton, Duchess of Cambridge 凱特‧密爾頓，英國劍橋公爵

夫人 X 
F) Mitt Romney羅姆尼，前任美國麻州州長(之前曾競選美國總統) ✔ 
G) Toni Morrison童妮‧摩里森，諾貝爾文學獎得主✔ 
H) Sting史汀，歌星和作曲家✔ 
I) Steven Spielberg史蒂芬．史匹柏，知名導演✔ 
J) Michael Eisner, 迪士尼執行長 (1984-2005) ✔ 
K) Anne Mulcahy, Xerox 執行長 (2001-2009) ✔ 
L) Emma Watson艾瑪．華森，知名演員✔ 



7. Which of the following is true about 
literature? 
A) No reason to study it: it’s just a story. 
B) No need to read it. Just read the SparkNotes. 
C) Literature can surprise us with new insights into 

ourselves and the world.  
D) Fictional characters from nineteenth-century 

England have nothing in common with us today. 
E) Literature is no longer relevant in our age of 

computer technology and social media. 
F) Literature gives us creative insights and analytical 

skills that can apply to many careers. 
 



以下對文學的敘述何者為真？ 

A) 沒理由讀，只是故事而已。 
B) 沒必要讀，只需要讀SparkNotes. 
C) 文學可引領我們用新觀點來看自己和世界。 
D) 19世紀英國小說中的角色和現今的我們沒有共

通點。 
E) 文學在現在電腦科技和社會媒體時代沒有任何

用處。 
F) 文學能培養我們可運用於許多行業的創造力和

分析力。 
 



Which of the following is true about 
literature? 
A) No reason to study it: it’s just a story. X 
B) No need to read it. Just read the SparkNotes. X 
C) Literature can surprise us with new insights into 

ourselves and the world. ✔ 
D) Fictional characters from nineteenth-century 

England have nothing in common with us today. X 
E) Literature is no longer relevant in our age of 

computer technology and social media. X  
F) Literature gives us creative insights and analytical 

skills that can apply to many careers. ✔ 
 



以下對文學的敘述何者為真？ 

A) 沒理由讀，只是故事而已。 X 
B) 沒必要讀，只需要讀SparkNotes. X 
C) 文學可引領我們用新觀點來看自己和世界。 ✔ 
D) 19世紀英國小說中的角色和現今的我們沒有共

通點。 X 
E) 文學在現在電腦科技和社會媒體時代沒有任何

用處。 X 
F) 文學能培養我們可運用於許多行業的創造力和

分析力。 ✔ 
 



Which of the following is true about 
linguistics? 
A) English majors should just study English; 

linguistics has nothing more to offer. 
B) Linguistics teaches us not only about English, but 

about language in general. 
C) Linguistics is connected to many other fields, such 

as anthropology, psychology, and sociology. 
D) Linguistics and literature have no connection to 

each other. 
E) Studying linguistics could maybe get you a job at 

Google. 
 



以下對語言學的敘述何者為真？ 

A) 英文系學生只需要學英文；語言學沒有甚麼好
教的。 

B) 語言學不只教有關「英文」，實際上是討論
「語言」總體。 

C) 語言學和許多其他領域相關，例如人類學、心
理學和社會學。 

D) 語言學和文學之間沒有關聯。 

E) 學語言學可以讓你在Google公司找到工作。 

 



4. Which of the following is true 
about linguistics? 
A) English majors should just study English; 

linguistics has nothing more to offer. X 
B) Linguistics teaches us not only about English, but 

about language in general. ✔ 
C) Linguistics is connected to many other fields, such 

as anthropology, psychology, and sociology. ✔ 
D) Linguistics and literature have no connection to 

each other. X 
E) Studying linguistics could maybe get you a job at 

Google. ✔ 
 



以下對語言學的敘述何者為真？ 

A) 英文系學生只需要學英文；語言學沒有甚麼好
教的。 X 

B) 語言學不只教有關「英文」，實際上是討論
「語言」總體。 ✔ 

C) 語言學和許多其他領域相關，例如人類學、心
理學和社會學。 ✔ 

D) 語言學和文學之間沒有關聯。 X 

E) 學語言學可以讓你在Google公司找到工作。 ✔ 

 



【教育宗旨】DEPARTMENT VISION  
培育學生在社會上 
❑以英文主動學習、發揮創

意並進行批判思考；  

❑了解文化差異﹐尊重他人
與自我；  

❑負責積極﹐有全球視野與
調適力。 

❑尊重及體現生命之真、善、
美、聖意義。  

 

The English Department of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endeavors to educate our 
students to become creative, 
critical and productive in 
English, to respect others as 
individuals, to develop a strong 
sense of social responsibility, to 
maintain a global perspective 
and to adapt to change, and to 
respect and seek to actualize 
truth, goodness, and beauty in 
our lives. 



【教學目標】DEPARTMENT OBJECTIVES 
 
語言與
學習

Language 
Learning 

• 訓練學生進階英語溝通、表達與自我改進的能力； 
to train students’ abilities in advanced English communication 
and in self-improvement in these abilities  

專業基
礎訓練

Basic 
Training 

• 提供學生語言學、文學、文化與歷史等博雅教育； 
to provide students with general knowledge of English linguistics, 
literatures, cultures, and history 

專業訓
練

Professional 
Training 

• 激勵學生在和英語相關領域中發展專業知識、興趣與實作經驗； 
to inspire students to develop an in-depth understanding and pragmatic 
skills to use in English-related fields in a global context 

專業技
能、態
度 PKS 

• 並藉由所有學習活動培養學生的創意、分析力、溝通能力、調適
力與道德意識。to nourish students’ creativity, analytical thinking, 
communication skills, adaptability, cooperativeness, and ethical 
awareness in all learning situations. 



全英語
All 

English 

• 小班(15人)語言教學 
Language training in 
small class (15 students) 

重規畫
Careful 

Planning 

• 課程設計有系統 well-designed curriculum 
• 作業多元、份量十足︰讀書心得 (journal)、小組報告、
演出 Diverse and substantial assignments: journal, group report, 
performance, etc. 

師生互
動頻繁

Interaction 

• 課內與課外學習兼顧 teacher-student interaction within 
and outside classroom 

【教學特色】SPECIAL FEATURES 



【教學特色】小班教學及師生互動 
Small classes; teacher-student interactions 

小組報告 group report 個別指導 individual advising 



大一課程Freshman courses 
❑大學入門Introduction to University Studies 
❑基礎語言課程︰英文作文(一)、英語會話(一) 

Basic Language Training: Composition I, Conversation I 
❑文學文化課程︰聖經文學概論或希臘羅馬神話典故、文

學概論、國文 
Literature/Culture Courses: Bible as Literature/Greek and 
Roman Mythology, Introduction to Literature, Chinese 
Literature 

❑通識︰歷史與文化(優先選) 
General Education: History and Culture 

❑外國語文︰ 第二外國語或英語 
Foreign Languages: 2nd Foreign Languages/English (Reading) 

 



【特色】Special Features 
1)悠久的英語戲劇表演傳統Theater 

performances within and outside classes：系上
注重學生英語戲劇表演，課堂內鼓勵角色扮演活動。每
年皆有大四畢業公演（Senior Play）及年度大戲公演
（Annual Play)。此一英語戲劇傳統已有四十餘年之久。 



【特色】Special Features 
2)發展數位與多媒體教學Abundant multimedia 

and online learning resources to support students’ 
autonomous learning： 針對線上學習的專業趨
勢，本系積極建立線上教學資料庫、開設遠
距課程，碩士班成立多媒體教學組。 



【特色】Special Features 

3) 注重服務學習活動 Service Learning： 
-- 促使學生由服務活動中學習， 培養學
生良好人格及正確的價值觀，
Learning through service, establishing 
personality and values  

-- 並將課堂所學實際運用到服務活動中。
Practicing knowledge and skills through 
service activities   



服務學習 南投長福國小 

菲律賓志工服務 



服務學習 

❑美國聖文森學院之國
泰國小暑期英語營 

http://play.smilebox.com/SpreadMoreHappy/4e4445344e7a55354e444e384e7a6b774d7a59354d7a4d3d0d0a


【特色】Special Features 
4) 與課程結合的導師制度 Advising in 

conjunction with CC courses: 由於本系將導
師制與『作文及會話課』相結合，任教老
師亦即該班導師。每班學生人數約13-18人，
採小班制，故導師不會因導生人數眾多而
不認識或疏於照料，而學生可利用課堂時
間或導師時間向導師尋求學業、生活及生
涯輔導方面之協助。  



【特色】Special Features 

❑ 大一～大三 (CC)︰與作文、會話課結合 
CC teachers as advisors 

❑ 導師每週與學生固定在課堂碰面3小時。
Advisors can meet students 3 hours weekly in class. 

❑ 班級人數少，同學互動密切，得以建立良好友
誼。Good interaction among classmates. 

❑ 藉由學習日誌、課堂互動、個別會談了解學生。
Advisors get to know students through journals, 
interaction in class, and individual conferences. 

 



【師資】 
Faculty 

❑ 16位專任教師；外籍教師3名︰分別來
自美國、加拿大 
16 fulltime Faculty: 3 from other countries 

❑數位盡責又關心學生的兼任教師 
Responsible and caring part-time teachers  



現今企業需求之人才 
Employability 

I型 

•充實基本知識 
•精通第一專長 

T型 

•學習第二專長 
•增加知識寬度及技術、知識的深度 

π型 

•專精第二專長 
•兼重知識廣度和技術深度 



大學生活與就業準備 

就業準備 

專業課程 跨系選修 

四年規劃 

語言與文學︰進階課程 課外活動 

基礎學習 

語言與文學︰基礎課程 導師制度 



專業知識與技能 
專業知識 

❑具有良好的英語聽、說、讀、寫、譯的能
力及溝通技巧 

❑具備賞析英語文學與了解其歷史、社會與
文化背景之能力 

❑以相關語言學理論和跨文化溝通理論為基
礎，具備溝通與語言教學能力 



專業知識與技能 
專業技能 

❑解決問題：具有分析、解決問題的能力 

❑批判思考：具有獨立思考、分析因果的能力 

❑創新：具有運用環境觀察力和／或多媒體及資
訊科技之能力發揮創意思考的能力 

❑研究：具備在專業領域深入研究、蒐集並分析
資料的能力 

❑溝通：具有溝通技巧，國際觀，能融合多元觀
點、尊重不同意見，並能肯定自我 

❑合作：樂於與人合作，合作時具有團隊精神，
專業倫理 



【課程設計】 
❑畢業學分為128學分：校訂共同必修課程32學分，
系訂必、選修82學分，自由選修14學分。  

畢業學分 
128 

校訂共同必
修：全人 

32 

系訂必、選修 
82 

技術訓練＆基礎
語言文學文化 

43 必修 

系進階課程 
39 選修 

自由選修 
14 



【校訂共同必修課程】  
核心能力、通識與全人教育 

校訂共同必修課程 
32 學分 

語言及文化涵養課程        12 
國文                                      4 
外國語文                              8 
 

全人教育基礎課程   8 
大學入門                   2 
人生哲學                   4 
專業倫理                   2  

軍訓／護理、體育課程      0 
軍訓／護理（大一）          0 
體育（大一至大二必修）  0  

通識教育課程         12 
人文與藝術領域       4 
自然與科技領域       4 
社會科學領域           4  
(需內含2學分之歷史課程) 



【系訂必、選修學分】  
以語言訓練為基礎、 
培養人文素養與專業能力 

系訂必修學分  
43學分  

基礎語言訓練課程 
22 學分 

基礎語言學、 
文學文化課程 

21學分 

❑本系課程三大重心乃為實踐本系教育目標所設計－  
❑基礎語言訓練 
❑基礎語言與文學文化課程－向學生介紹英語文學、語言學、西方

及世界文化以及中國文化。  



【基礎語言訓練】︰循序漸進 

技術訓練課程 

大一 

英文作文（一） 

英語會話（一） 

大二 

英文作文（二） 

英語會話（二） 

 

演說與辯論 
 

大三 

英文作文（三） 

英語會話（三） 

 



【基礎語言學、文學文化課程】 

基礎語言 
文學文化課程 

大一 
希臘羅馬神話典故 

聖經文學 
文學概論 

語言學概論（一) 

大二 
語言學概論（二） 
西方文明史（一） 
西方文明史（二） 



【進階選修課程】︰人文素養＋
專業訓練 

選修學分 
53學分 

進階選修課程 
39 學分 

國文 專業寫作 
 

文學與文化 
 

語言研究 
 

專業訓練 
 

校內外其他選修課程 
14 學分 



【進階文學課程】 

英國文學 

• 英國文學(一) 
• 英國文學(二) 
• 英國文學(三) 
• 英國文學(四) 
• 莎士比亞 
• 廿世紀英詩 

美國文學 

• 美國文學(一) 
• 美國文學(二) 
• 美國戲劇 
• 美國小說與
電影中的大
街意象 

世界英文文學 

• 文學批評 
• 比較文學概
論 

• 藍調音樂中
的詩 

• 搖滾音樂中
的詩 

• 後現代城市
文本：多倫
多蒙特婁台
北 

• 世界小說與
電影中的成
長故事 

中國文學(4) 

• 古典小說的
現代詮釋 

• 現當代中國
小說 

• 現代小說選
讀 

• 現代散文及
習作 



【進階語言學課程】 

語言學 

• 社會語言學 
• 心理語言學 
• 兒童語言學 
• 第二外語習得 
• 語言統計 

英語教學 

• 英語教材教法 
• 聽力與口說教
法 

• 閱讀教法 
• 英語發音教法 
• 語言評量 
• 教育研究 
• 圖畫書欣賞與
教學應用 

• 文學教法 
• 兒童文學教法 

多媒體教學 

• 電腦輔助教材
教法 

• 電腦輔助多媒
體教學 

• 網路社群之語
言學習:理論與
實務 

• 多媒體輔助學
習語言與文化 



【專業訓練】︰多元專業能力 
資訊 

• 電腦應用 
• 電腦輔助
書目研究
暨知識管
理 

• 網頁設計
概論 

• 3D動畫電
子書之教
學應用 

翻譯 
• 英中翻譯 
• 逐步口譯 

戲劇 
• 舞台藝術：
表演技巧 

• 舞台藝術：
導演技巧 

• 年度大戲 
• 舞台藝術
實作 

• (畢業公演) 

學術 
• 學術英文
（托福雅
思） 

• 學術英文
（聽說讀
寫） 

跨文化溝通
與文化產業 

• 觀光英語 
• 服飾美學 
• 跨文化商務溝
通 

• 跨文化溝通﹕
國際連線 

• 時尚英語 
 
 
 

商務英文 
•財經英文 
•全球化行銷
英文 
•商務報告及
創意行銷 
•財經英文溝
通 

畢業專題、實習 



【畢業門檻】 

❑確實培養學生核心專業能力與素養，督促學生持
續改進，提升畢業生升學與就業的競爭優勢。 

❑畢業資格：除修畢128學分外，另須完成以下兩項 
❑英語能力檢定考試：達到CEFR B2(高階級)，或相當程
度之其他英語檢定考試標準。 

❑學習成果展示, 且以下列形式之一公開發表： 
❑大三研究論文（論文成績83分或以上）； 
❑畢業公演或系刊(出版品)； 
❑特定課程（畢業專題製作、學術寫作、學術英語、中英
翻譯、新聞英語、商務報告、多媒體英語教材，系上視實
際開課狀況增刪課程）的期末報告或公開發表 

 



   

發展第二專長、國際視野？ 

Source https://cdn.thestandnews.com/media/photos/cache/165548137_yp8bQ_1200x0.jpg 



【修業規劃與畢業準備】 
發展多元技能與第二專長 

❑ 主修︰發展專業重點與多元能力 
❑ 第二專長︰雙主修、輔系及學程 

❑雙主修：前一學期學業成績為全班前60%即可申
請。申請時間為每學年第二學期，教務處會另行
公告申請時間。除符合前述條件外，另須符合他
系之申請條件。 

❑輔系、學程：須符合輔系、學程之申請條件，申
請時間為每學年第二學期，教務處會另行公告申
請時間。 

❑相關資訊請洽教務處 http://www.academic.fju.edu.tw/ 

 



雙主修、輔系、學程修讀情形 
❑ 雙主修 

中文 
德語 
義文 
金融與 
國際企業 
企管 
財經 
會計 
餐旅 

❑輔系 
金融與國際企業 

新傳 
廣告 
法文 
西文 
日文 
德語 
餐旅 
法律 
企管 
會計 
資管 
哲學 
經濟 
數學 

❑學程 
國際企業管理學程 

對外華語教學學程 
外交與國際事務學程 

國際醫療翻譯學程 

創意創新創業學程 

中等教育學程 

英語菁英學程 

財務工程學程 

電子商務學程 

3D列印設計與應用學分學程 

哲學諮商與輔導學程 

西洋古典暨中世紀文化學程 



【修業規劃與畢業準備】 
縮短碩(博)士修業年限 

❑修讀學、碩士學位五年一貫 
❑三年級(含)以上學生，有興趣繼續就讀本系碩
士班，符合條件者可提出申請。 

❑三年級下學期提出申請並通過審查者，四年
級可開始修讀碩士班課程。 

❑預研生必須取得學士學位，並參加本系碩士
班甄試入學或一般生入學考試，經錄取本系且
取得碩士班入學資格。 



【修業規劃與畢業準備】 
發展多元技能與第二專長 

❑產業實習 
❑合作對象：China Post、中國時報、國語日報

(教學部)、科學教育館、Digital River、BMA 
Global Services、Vogue、PRESTIGE Taiwan、 
TutorABC、奧爾資訊、崑山六豐機械工業、輔
大創意設計中心。 

❑外語學院產學合作：雄獅旅行社、雲朗飯店集
團、龍創科技。 

❑學生自主接洽：AIT、微軟、Nuskin 、國家電
影資料館。 



學習與就業規劃︰培養國際視野 
❑交換生： 

❑校級姊妹校：國際教育處 
(http://acd.rdo.fju.edu.tw/academicexchanges_1.htm)-美國天普大學、舊
金山大學、斯克蘭頓大學、堪薩斯州立大學、澳洲聖母大學、愛爾蘭
梅努斯大學、西班牙拉孟大學IQS經濟學院、法國諾曼第管理學院、
新加坡南洋理工學院、香港城市大學、韓國梨花女子大學、西江大學、
上海外國語大學 

❑St. Vincent College, Pennsylvania (約需學雜費，含住宿、洗衣、學生
保險等 US$11,000; 書籍費約$450美元) 照片 

❑雙聯學制 (學士及碩士)︰ 
❑德國Bayreuth 拜羅伊特大學（雙學士2+2、3+1；雙碩士） 
❑天普大學Temple University, Philadelphia, PA 

(www.temple.edu/cst/dbmd) （學士／碩士） 
❑短期參訪、交流 

❑北京外國語大學、人民大學、上海外國語大學 照片 

http://acd.rdo.fju.edu.tw/academicexchanges_1.htm)-
http://www.temple.edu/cst/dbmd


SVC 聖文森學院 



北京外國語大學 



畢業出路：升學 
❑英文相關領域的研究所︰如英國文學、翻譯、英
語教學、語言學 

❑其他領域︰新聞學、人類學、社會學、公共關係、
企業管理、藝術史、管理、口語傳播、餐飲管理、
觀光、資訊科技以及行銷，環保工程、繪圖設計、
3D動畫、中醫、流行設計以及其他語言（如法文
和日文） 

❑地區︰台灣、英、美、蘇格蘭、日本、義大利及
澳洲等地。 



畢業出路：就業 

• 羅青、陳思宏 文學 

• 賴聲川、紀蔚然、王孟超、周慧玲、魏雋展  戲劇表演及創作 

• 魔術師羅賓、Jolin、Faye、陳翊萱、陳立宸、陳
昱俐、許菱芳 演藝 

• 臺美光 唯視麗Chief Commercial Officer、何翠英 可口可樂
公司公關經理、吳玉屏Pizza Hut行銷總監、杜墨瑋福特六
和汽車公司發言人、陳家玉東方文華酒店精品部總監、趙
士麃 特斯拉行銷經理、劉芝庭 Google Vendor(TDM) 馬來
西亞總部台灣市場經理、林沛馨 愛奇藝資深行銷經理 

企業 

• 周健 雄獅旅遊總經理 觀光旅遊 

• 都省瑞、都冠伶 阿滴英文 教育 

• 田中光駐印度大使、王建業駐俄羅斯代表、黃景
星教育部國際文教處 政府公務 

傑出系友眾多，於各行各業皆有卓越表現；例如︰ 



Q and A (1): 
❑獎學金： 

❑教育部圓夢助學網：
http://helpdreams.moe.edu.tw/home.php 

❑輔大：書卷獎（不須申請）、多項獎學金
及清寒獎學金（須申請﹔生活輔導組
http://life.dsa.fju.edu.tw/; 某些僅能擇一申請 ) 

❑英文系：清寒獎學金 （每學期期初） 
 
 

http://life.dsa.fju.edu.tw/


Q and A (2): 
❑英語能力檢定及畢業門檻： 

❑本校畢業門檻：資訊基本能力。 
❑連續二一制： 

❑一般生學期學業成績不及格科目之學分數達該學期修習學
分總數二分之一，連續二次者，應令退學。僑生、外籍生
則是第一次達三分之二，第二次達二分之一者，應令退學。 

❑當學生第一次不及格學分數達二分之一時，次學期中本校
會寄發預警信給家長。 

❑如何上網查詢貴子弟成績？ 
❑http://stu.fju.edu.tw/stusql/GenearchSearch/stu_login.htm，
請輸入學生的身分證字號及出生年月日。 

 



Q and A (3): 

❑雲端租屋網︰ 
    http://140.130.34.31/FJU/table.html 
❑其他問題︰ 

❑系秘書︰2905-2561(Julie李秘書); 2905-3536 (Sophie 
李秘書); office hours: Mon.-Fri. 8am~noon; 1pm~4:30 

❑會長 李芊芊 charlieleeuni@gmail.com 0978-952-380    
❑副會長 房伶珊 sallyfang707@gmail.com 0926-900-008 



結語︰謝謝家長 

❑ 積極學習︰發展專業知識、技能與態度， 
❑ 學習有方︰及早確立專業領域，但保持可
調整的彈性空間。 

❑ 社團活動可適度參與︰以學習發展人際關
係，建立人脈。 

❑ 保持運動︰養成運動習慣、抗壓有活力。 
❑ 保持連絡︰鼓勵貴子弟，若有任何問題，
多與師長溝通，儘早尋求協助。 

來了解輔大英文系教學方針，協助貴子弟適應大學生活 
對貴子弟的建議︰ 



介紹導師及與導師會談 (11:20-11:50) 

❑英文作文（一）、英語會話（一） 
❑A組：易青青老師 Dr. Ching Ching Yi 
❑B組：邱文媛老師 Ms. Jennifer Chiu 
❑C組：郭瑩萍老師 Ms. Tina Kuo 
❑D組：吳雅莉老師 Dr. Ya-Li Wu 
❑E組：徐慧蓮老師 Dr. Tammy Hsu 

 

徐慧蓮老師 邱文媛老師 郭瑩萍老師 易青青老師 吳雅莉老師 



謝謝聆聽， 
歡迎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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