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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系核心能力指標 

 

 

 

 

 

 

想更加了解文藻日文系，可以掃描QR CODE至日文系網頁查看更多訊息喔！ 

  

日文系網頁 

https://c025.wzu.edu.tw/datas/upload/files/handbook/%E6%96%B0%E7%94%9F%E6%89%8B%E5%86%8A2020/1. %E7%B3%BB%E6%A0%B8%E5%BF%83%E8%83%BD%E5%8A%9B%E6%8C%87%E6%A8%99.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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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生四年生涯 

2.1 修課重點及重要活動參與一覽表 

學生可依個人興趣及職場需求選修不同領域之課程，在校期間並可參與校級及系

級之活動，豐富大學生涯。 

 

日四技大學部 

就讀年

級 
各階段修課重點 重要活動參與事項 

1～2年

級 

外語能力的基礎訓練，加強聽說讀寫的

能力，包括文法、發音、會話及閱讀等

課程。 

培養基本能力及人文素養，中文文學、

體育、通識、全人、電腦文書應用等課

程。 

★ 校級活動： 

(四年僅有一次) 

1. 新生祈福禮 

2. 畢業典禮(約在6月) 

(每年舉行一次) 

1. 大學校院英語能力測驗(約在5月) 

2. 文藻運動會(約在4月) 

3. 校慶園遊會(約在12月)  

4. 校級各項宣導活動 

★ 系級活動： 

1. 新生迎新宿營活動(約在9～10月) 

2. 2、3年級話劇比賽(約在3月) 

3. 日本文化體驗週(約在4～5月) 

4. 聖誕晚會(約在12月) 

5. 畢業公演觀摩 

6. 姐妹校學生交流(約在3月及9月) 

7. 系級各項宣導活動 

3～4年

級 

以日本的歷史、文學、文化、社會、經

濟、觀光、翻譯等課程為根基，另外分

成「語言與文化課程」、「翻譯課程」、「商

業實務課程」，並開設2大學分學程「日

文翻譯與國際會展學分學程」、「商務與

觀光導覽學分學程」供學生修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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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學生課程地圖 

 本校學生可藉由「文藻人的課程地圖」查詢修課紀錄，登入途徑：文藻校網首頁

→在校生專區→課程地圖→登入課程地圖→修課紀錄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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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W-Portfolio 時光藻堂 

 本校 W-Portfolio 時光藻堂為維護學生個人學經歷、申請校級國際交換生及個人實

習檢核的重要平台，學生可透過 W-Portfolio 將求學點滴、活動或競賽參與經驗、

個人檢定證照…等匯入，打造個人獨特 e 履歷。畢業後就職活動可使用。 

 登入 W-Portfolio 途徑：文藻校網首頁→快速連結區→W-Portfolio 時光藻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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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日四技/進四技 科目學分表 

※日四技日文系科目學分修習重點： 

 

※進四技日文系科目學分修習重點： 

 

＊各年級系訂必修內容請點選圖片進入查看! 

＊科目學分表如有變動，以最新公告為準。教務處課務組網站下載：

http://d002.wzu.edu.tw/category/149248 

https://c025.wzu.edu.tw/datas/upload/files/handbook/%E6%96%B0%E7%94%9F%E6%89%8B%E5%86%8A2020/3.%E6%97%A5%E5%9B%9B%E6%8A%80%E7%A7%91%E7%9B%AE%E5%AD%B8%E5%88%86%E8%A1%A8.pdf
https://c025.wzu.edu.tw/datas/upload/files/handbook/%E6%96%B0%E7%94%9F%E6%89%8B%E5%86%8A2020/3.%E6%97%A5%E5%9B%9B%E6%8A%80%E7%A7%91%E7%9B%AE%E5%AD%B8%E5%88%86%E8%A1%A8.pdf
http://d002.wzu.edu.tw/category/149248
https://c025.wzu.edu.tw/datas/upload/files/handbook/%E6%96%B0%E7%94%9F%E6%89%8B%E5%86%8A2020/2.4%E6%97%A5%E5%9B%9B%E6%8A%80%E7%A7%91%E7%9B%AE%E5%AD%B8%E5%88%86%E8%A1%A8.pdf
https://c007.wzu.edu.tw/datas/upload/files/credits/109/%E6%97%A5%E6%9C%AC%E8%AA%9E%E6%96%87%E7%B3%BB.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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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就業能力檢定證照表 

 各系語言能力檢定標準可至本校『註冊組』網頁查詢：

http://d001.wzu.edu.tw/category/136972 

 日文系日四技設有語檢畢業門檻，如下表所示： 

※  證照年限自取得證書(成績)起三年內有效 

日文畢業門檻 

學制 日檢門檻標準 

日二技 

1.通過 JLPT 日本語能力測驗 N1 各分項成績最低分門

檻，且總分達到 75 分（含）以上。 

2. FLPT 日本語能力測驗 210 分(含)以上。 

日四技 

1.通過 JLPT 日本語能力測驗 N1 各分項成績最低分門

檻，且總分達到 60 分（含）以上。 

2.通過 JLPT 日本語能力測驗 N2 各分項成績最低分門

檻 ，且總分達到合格分數。 

3. FLPT 日本語能力測驗 180 分(含)以上。 

日五專(主修日文) 

1.通過 JLPT 日本語能力測驗 N1 各分項成績最低分門

檻，且總分達到 60 分（含）以上。 

2.通過 JLPT 日本語能力測驗 N2 各分項成績最低分門

檻 ，且總分達到合格分數。 

3. FLPT 日本語能力測驗 180 分(含)以上。 

進四技 

1.通過 JLPT 日本語能力測驗 N3 各分項成績最低分門

檻，且總分達到合格分數。 

2. FLPT 日本語能力測驗 150 分(含)以上。 

（100 學年度（含）以後入學新生適用） 

 

 

 

 

  

http://d001.wzu.edu.tw/category/136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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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學生實習專區 

實習課程名稱 學分數 實習期間 

學期校外實習(一) 15 實習 4.5個月 

學期校外實習(二) 15 實習 4.5個月 

學期境外實習(一) 15 實習 4.5個月 

學期境外實習(二) 15 實習 4.5個月 

暑期實習(一) 2 實習 160小時 

暑期實習(二) 4 實習 320小時 

境外實習(一) 1 實習 36小時 

境外實習(二) 2 實習 72小時 

境外實習(三) 3 實習 108小時 

境外實習(四) 4 實習 144小時 

職場體驗實習(一) 1 實習 36小時 

職場體驗實習(二) 2 實習 72小時 

※學期校外實習為國內實習。學期境外實習為國外實習。 

 查看詳細說明請點下方圖示 

 

 

 

 

 

 

 

 國內外實習機會及相關內容詳情請至日文系網頁「學生實習專區」或本校

『生涯發展中心』網頁查詢。 

 更多日文系實習相關資訊可參考日文系網站實習專區：

http://c025.wzu.edu.tw/category/139161  

http://c025.wzu.edu.tw/category/139161
https://c025.wzu.edu.tw/datas/upload/files/handbook/%E6%96%B0%E7%94%9F%E6%89%8B%E5%86%8A2020/2.6%E5%AD%B8%E7%94%9F%E5%AF%A6%E7%BF%92%E5%B0%88%E5%8D%8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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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課外活動及學會活動 

 

大學部日文系學會舉辦

活動眾多，在新生開學便

會舉辦直系相見歡，認識

學長姐，並讓學長姐帶領

新生熟悉適應學校生

活，之後還有校外迎新宿

營、名人講座、聖誕晚

會、日本文化體驗等精彩

活動。 

  

 

日文系大學部每年也會

舉辦冬令營活動，帶領可

愛的高中生弟弟妹妹們

一同玩遊戲、開心學習日

文。 

不僅可以加強日文能力

以及活動策劃能力，還可

以學習團隊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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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劇比賽 日文科畢業公演 

  

浴衣文化體驗 茶道文化體驗 

  

聖誕晚會 名人講座(Youtuber 阿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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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更多課外活動相關資訊 

除了以上介紹的活動外，還有許多精彩的課內外活動，歡迎掃描下方的 QR CODE， 

到各網站獲取更多消息，一起來豐富我們的大學生活吧！ 

除了參加系上以及系學會舉辦的活動外，也可以依興趣來參加校內各社團活動， 

詳請可以參考學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網站喔！ 

 

  

日文系系網 日文系粉絲專頁 

  

專科部學會粉絲專頁 大學部學會粉絲專頁 

 

 

 

  

http://c025.wzu.edu.tw/
https://www.facebook.com/文藻外語大學-日本語文系-147596701942424/
https://www.facebook.com/wenzaojapanese/
https://pse.is/KMJ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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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際交流 

3.1 姐妹校 

為提供學生研習日語機會，體驗日本文化、提昇國際觀與日語學習興趣，日文 

系不但與日本多所大學建立學術交流協定、締結姐妹校，每年也會派交換留學 

生至日本學校學習。 

每年 3月份及 9月份也會有許多日本姐妹校學生來日文系進行交流，日文系會舉 

辦交流茶會，可與日本學生一同聊天喝茶，還有機會當導遊，帶日本學生遊覽高 

雄喔！ 

 

 

＊點選圖片可參考更詳細姐妹校資訊！ 

 

https://c025.wzu.edu.tw/datas/upload/files/handbook/%E6%96%B0%E7%94%9F%E6%89%8B%E5%86%8A2020/3.1%E5%A7%90%E5%A6%B9%E6%A0%A1%E4%B8%80%E8%A6%BD.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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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交換留學生 

校級國際交換生一年甄選兩次，上學期通常約在 8月至 9月初公告甄選簡章，而 

下學期則約於 2至 3 月初公告。相關內容詳情請至本校『國際暨兩岸合作處』網 

頁查詢。  

 

校級國際交換生申請資格： 

 

＊ 點圖了解詳細資訊！ 

＊ 若各交換學校針對申請學制有特殊規定，則依其規定行之。 

＊ 詳情請依『國際暨兩岸合作處』網頁公告之簡章為主。 

 

 

 

  

https://c015.wzu.edu.tw/
https://c025.wzu.edu.tw/datas/upload/files/handbook/%E6%96%B0%E7%94%9F%E6%89%8B%E5%86%8A2020/3.2%E4%BA%A4%E6%8F%9B%E7%95%99%E5%AD%B8%E7%94%9F.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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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雙聯學制 

日文系大學部學生可通過系上所舉辦之甄選考試，赴日本高知縣立大學就讀二至 

三年，修畢相關課程學分後，畢業後可同時取得兩校學士學位。 

 

雙聯學制報名對象及條件： 

 

 

＊ 點圖了解詳細資訊！ 

＊ 若雙聯學校對申請有其他規定，則依其規定行之。 

 

  

https://c025.wzu.edu.tw/datas/upload/files/handbook/%E6%96%B0%E7%94%9F%E6%89%8B%E5%86%8A2020/3.3%E9%9B%99%E8%81%AF%E5%AD%B8%E5%88%B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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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畢業及職涯發展 

4.1 未來就業領域 

文藻外語大學外語人才培育策略：培育具備雙外語與產業專業能力的複合型實用 

外語人才。 

 

協同教學： 

除運用本系及本校資源外，亦將產業界的資源納入課程之中，聘請業界相關人士 

進行協同教學，分享其業界之實務經驗，使課程與實務結合。 

曾邀請旅行社、保聖那等業界專家，配合課程進行協同教學，以達到專業合作， 

使教學更多樣化並達專業性及統整性，增進學生對相關產業之瞭解。 

 

就業資訊： 

本系學生可於日文系網頁「實習/求職情報站」或至文藻校網首頁「文藻 104 求 

才求職網」查詢職缺訊息。另本校生涯發展中心於每年 5月定期舉辦校內就業博 

覽會，提供學生求職相關資訊。 

 

本系學生畢業出路： 

1.就業：依同學興趣與專長從事相關行業。如：翻譯、口譯員、秘書、旅遊觀光 

業、航空業、日語教師、日本華語教師、國際事務人員、新聞從業人員、出版 

業等。 

2.升學：學生可報考國內研究所或出國深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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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學生生涯發展系統 

 

 

 

 

 

 

 

 

 

 

  



日本語文系 109學年度 新生手冊 Hand Book ハンドブック 

18 

4.3 各行各業之優秀系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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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日語學習資源 

5.1 認識 50 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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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認識日本 

全日本 47個都道縣府裡面，你總共可以說出幾個都道縣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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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學生修業概況自我檢核表 

日四技 

※學分學程、輔系、雙主修並非畢業的必要條件，有興趣且已具學分學程/輔系

/雙主修身分者，才須於畢業前要符合該學分學程/輔系/雙主修的規定始能畢

業。 

學  號  姓  名  

畢業資格檢視 完成後請將選項打 

１ 
日文系日四技 

畢業語檢門檻 

英語 

(三擇一) 

 大專英檢第二級 240分或以上 

 初次大專英檢第二級低於 180分，已進步 60分以上。 

 已參加學校替代課程，並取得及格成績 

日語 

(二擇一) 

 已通過 N2或 N1各項達最低門檻且總分達 60分以上

(務必至系辦登錄畢業門檻) 

(※登錄日期 3年內取得之證照才有效) 

 已符合替代課程規定(參加 2 個學期替代課程, 並

學習成績皆及格; 同時須考過一次日文檢定，並將不

合格成績單交至系上進行登錄後才算完成。） 

２ 
日文系日四技 

畢業應修習學分 

應修習之學分(129學分)： 

  校共同必修______學分 (應修 52 學分) 

  院共同必修______學分 (應修 4 學分) 

  系訂必修______學分 (應修 52學分) 

 系定選修學分 

 1.語言與文化課程＿＿＿學分(應修 4 學分) 

  2.(以下二擇一) 

 專業翻譯課程＿＿＿學分(應修 12學分) 

 專業商務課程＿＿＿學分(應修 12學分) 

  一般選修_______學分 (應修 5學分) 

３※ 

是否申請本系或外系

開設之學分學程/輔

系/雙主修？ 

 是，有向註冊組申請修讀                               

 否 

是否依該學分學程/

輔系/雙主修之規定

修足學分？ 

 是 

 否，尚缺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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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四技 

※學分學程、輔系、雙主修並非畢業的必要條件，有興趣且已具學分學程/輔系

/雙主修身分者，才須於畢業前要符合該學分學程/輔系/雙主修的規定始能畢

業。 

學  號  姓  名  

畢業資格檢視 完成後請將選項打 

１ 
日文系進四技 

畢業語檢門檻 

日語 

(二擇一) 

 已通過 N3各分項成績最低門檻，且總分達 60分以上

(務必至系辦登錄畢業門檻) 

(※登錄日期 3年內取得之證照才有效) 

 已符合替代課程規定(參加 2 個學期替代課程, 並

學習成績皆及格; 同時須考過一次日文檢定，並將不

合格成績單交至系上進行登錄後才算完成。） 

２ 
日文系進四技 

畢業應修習學分 

應修習之學分(128 學分)： 

  校共同必修______學分 (應修 36 學分) 

  系訂必修______學分 (應修 52學分) 

  系定選修學分 (總計應修 18學分) 

  1.語言與文化課程＿＿＿學分 

  2.翻譯課程＿＿＿學分 

  3.商務實務課程＿＿＿學分 

  一般選修_______學分 (應修 22學分) 

３※ 

是否申請本系或外系

開設之學分學程/輔

系/雙主修？ 

 是，有向註冊組申請修讀                               

 否 

是否依該學分學程/

輔系/雙主修之規定

修足學分？ 

 是 

 否，尚缺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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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文系行政團隊 

 

 

職稱 姓名 分機 信箱 

日文系主任 陳淑瑩 5501 95009@mail.wzu.edu.tw 

日文系副主任 黃思瑋 5521 kaoru713@gmail.com 

系務助理 鍾詠竹 5503 jp0004@mail.wzu.edu.tw 

系務助理 劉淇沛 5502 jp0003@mail.wzu.edu.tw 

系務助理 徐萱蓉 5504 jp0005@mail.wzu.edu.tw 

 

 

 

 

 

 

 

mailto:95009@mail.wzu.edu.tw
mailto:kaoru713@gmail.com


 

 

 

 

 

 

 

 

 

 

 

 

 

 

 

 

 

 

 

 

 

 

 

 

 

 

 

Contact Us 
807高雄市三民區民族一路 900號  TEL：+886-7-342-6031#5502～5504 

900 Mintsu 1st Road Kaohsiung 807, Taiwan R.O.C  FAX：+886-7-347-4837 

 

上班時間：週一至週五 8:00-17:00/Mon-Fri 8:00-17:00 

MAIL：japanese@mail.wzu.edu.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