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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學年度日本語文學系大學部入學新生畢業條件

畢業學分

1. 畢業總學分數128學分

2. 校定必修學分數：20學分

3. 系定必修學分數：54學分

4. 通識學分數：12學分

5. 系選修學分：42學分(開放跨領域10學分)

通識畢業

條件說明

1. 通識課程一至四年級修習，至少修習12學分。其中計分【史哲學科】、【社會科

學】、【自然科學】及【文學藝術】四大類，每一類至少必須修習2學分，方得畢

業。

2. 本系學生不得修習通識課程如「日本社會文化」、「日本現代女性文學」、 「日

本文化史」等與本系課程相關通識作為通識學分。

校訂畢業

條件說明

1. 英語能力：

修畢大一「外文英文」及大二「大二英文」並通過相當於全民英檢中級初試之測驗，

或學校舉辦之模擬全民英檢中級初試能力會考，未取得通過證明者，但已參加校

內英語檢定補考三次以上者，可申請修習「核心英語」課程。

2. 中文能力：修畢大一「國文」。

3. 資訊能力：修畢「運算思維與程式設計」。

4. 思辨表達能力：修畢「全媒體識讀」。

5. 自我管理能力：修畢「體育」必修課程、「法律與數位生活」。

系組畢業條

件或

其他條件說

明

1. 系選修相關規定：

 系選僅開放下修一個年級。(轉學、系生除外，請洽系辦)

 三年級(本系課號3開頭)系訂選修至少需修習20學分；四年級(本系課號4開頭)

系訂選修至少需選修6學分。

2. 學期別(每)原則上、下學期皆開課，若有特殊原因僅則開一學期。已修畢一學

期課程同學不得再重複選修該課程，否則成績及學分皆不採計。

3. 系畢業門檻規定：學生須於畢業前取得日語能力測驗(JLPT)N1級，如未通過

則須完成補救措施如下:

取得日語檢定(JLPT)N2級並完成下列其一條件:

 BJT J3以上。

 J.TEST C級以上。

 交換留學。

 修畢輔系/雙主修課程。

 帶領導遊義工至少8次。

若以上皆未達成，則須修畢大四「高階日語句型」課程，且以本課程作為通過

系畢業門檻規定者，其學分不得採計為系選修學分。

4. 依據世新大學學則第五條暨選課辦法第三條：持修業年限少於國內高級中等

學校之海外中五學制畢業生，以同等學力資格入學本校學士班，於原學分總

數外，需增修至少12個畢業學分。

5. 外文日文、進階日文課程為開設給外系選修課程，本系生不得選修。



校、院、系教育目標、基本素養及核心能力

校辦學宗旨與願景

辦學宗旨：德智兼修，手腦並用。
願景：建構兼備自由風氣與人文精神之大學，厚植研究能量、強化教學卓越、開拓實踐績效，以
培育具有教養、宏觀、專業知能及國際視野之公民。

校定基本核心能力 能力指標/內涵說明

英(日)語能力
一、中級閱讀英(日)文能力
二、中級英(日)文寫作能力
三、中級英(日)語表達及溝通能力

中文能力
一、流暢的論說文、敘述文與應用文的書寫能力
二、中文基本文化涵養

資訊能力

一 嫻熟電腦基本概念、文書處理、簡報製作、電子試算表運用及網際
網路應用
資訊蒐集能力，包含擬定資訊需求、資訊檢索（含圖書館、資料庫
及搜尋引擎等）、資訊應用與資訊倫理

思辨表達能力
一、獨立思考能力
二、溝通表達能力

自我管理能力

一、良好生活習性
二、積極主動的學習態度
三、自我規劃與管理能力
四、基本法律常識
五、基本體能

院定基本核心能力 能力指標/內涵說明

人文社會學院 涵養人文精神，落實社會關懷，拓展國際宏觀。

系定專業核心能力 專業核心能力定義說明 檢核指標

日文讀寫能力

1. 藉由認識日語之發音、文字、表記法以及熟
悉日語句子的基本構造。

2. 根據表現的機能類別，學習文法句型，培養
日語語法概念。

3. 能解讀中短篇文章。

4. 能用日文寫出自己的見解或觀點

日檢N1~N5級閱讀程度

日文聽說能力
1. 培養學生口語溝通之能力。

2. 在日常生活相關場景的對話上，具備聽解與
傳達己意的能力。

日語檢定考N1~N5級溝
通程度

中日對譯能力
融合所學日文相關知識，靈活運用於實際場面之
能力。

因應不同型態之對譯課
程

日本社會文化識讀能
力

1. 了解日本政治、經濟、文化、社會概況。

2. 涵養文學氣息。

3. 實際體驗日本生活

日本國情、文學之探討

實務運用與
溝通表達能力

1. 模擬實際情形，能將所學進階應用。
2. 培養口語傳達能力

實務運用與溝通表達



109學年新生選課注意事項(系統使用方式及時間請參考校新生手冊)

※有任何選課問題，請先與系辦聯繫
系辦電話為(02)2236-8225轉83622、83629；E-MAIL: jp@mail.shu.edu.tw。

貼心小叮嚀:

★★請同學先查詢「當學期個人課表」，並仔細閱讀選課手冊中之選課注意事項，若違反「教育部校
園網路使用規範」第四條行為，如：散布電腦病毒或其他干擾或破壞系統機能之程式；擅自截取網
路傳輸訊息、以破解、盜用或冒用他人帳號及密碼及相關規範禁止之行為發生，經查屬實者，行為
人將受民法、刑法、著作權法或其他相關法令負法律責任。請同學勿誤人誤己！

一年級課程除校必修(國文除外)、系必修及系選修已匯入課表外，其他如國文、通識課程皆需自行

至系統選課。★★

選課MEMO：

(1) 國文要自己選，並請參考校選課手冊人文社會學院國文課選課時段。

(2) 日文系必修課(初級日語、會話I、日聽I、日語發音、日本文化I)、系選修課、其他校必修課

(大一外文英文、體育一)等無需再選。

(3) 通識請自行選課。

(4) 本校選課皆為網路方式選課，請同學務必注意選課時程表(請參考校選課手冊)，以免錯失選

課時間。

(5) 每學期修課學分數上限均為25學分，因此請同學務必慎選課程。

(6) 扣考：缺課達課程規定時數則會被扣考，扣考課程不得參加期末考，且分數以0分計算。

(7) 停修：109學年度第1學期各學制辦理停修日期為109/11/16至109/11/30。

(8) 我對某門全學年的課程很有興趣，但我只想修半年（一學期），可以嗎？

依據本校選課辦法規定，凡屬全學年課程，如僅修讀一學期並及格，該學分亦不得算在畢

業學分裡，也就是必須修習全學年課程並及格才得列入畢業學分。







導師制度

本校為協助學生適應大學生活，設立「導師」制度，各班的導師分別由兩位專任教師擔任。透

過此制度增進教師與學生之互動機會，以傳達正確的大學學習觀念，並切實輔導學生於修課

之規劃與安排。

導師班級 導師姓名 導師E-mail

日文一甲1 劉孝春老師 liuhch@mail.shu.edu.tw

日文一甲2 王玉玲老師 yuling@mail.shu.edu.tw

日文一乙1 林曉淳老師 miyuki75818@yahoo.co.jp

日文一乙2 顏幸月老師 yenhy@mail.shu.edu.tw

系新生始業式

109學年度日本語文學系新生始業式輔導活動
主辦單位：日文系系辦

協辦單位：日文系系學會

時間：109年9月8日(星期二)

地點：舍我樓(R)1001

起迄時間 項目 主持人 地點

13：30-14：00 新生報到 系學會

舍我樓(R)1001

14：00-14：30
系主任及專任教師介紹

日文系介紹
潘心瑩主任

14：30-15：00 選課說明 系秘書

15：00-15：30 系學會介紹 系學會

15：30-15：40 休息一下

15：40-16：00 甲乙班幹部遴選 系學會

16：00-16：20 甲乙班幹部自我介紹 系學會

16：20- 大合照時間 大家一起來



校園平面圖

• 校新生始業式於9月9日(星期三)舉行，請務必參加。

詳細始業式流程請參考校新生手冊。

• 日文系新生始業式於9月8日(星期二) 舉行

• 日文系系辦位於舍我樓(S)11樓。



(一 )言語文化 (文學 )等基礎課程，為一般日文系的傳統課程。為培養及加強聽說讀寫

技能，規劃了一連串初級、進階緊密課程；聽力課程方面，有「日語聽講實習 I、 I I」利

用學校語言中心設備於上課中播放相關教材，並培養訓練跟讀及聽解能力。口說表達

及寫作課程方面，有「日語會話 I、 I I、 I I I」「初、進階日語習作與演說」，採小班教學

(一班分成兩組 )安排日籍老師擔任授課，藉由課堂之師生互動，提升口語表達並強化

學生的寫作能力，期望利用由淺入深的主題教材，讓學生更能適切表達相關主題。讀

本方面則有「初級、中級、高級日語」課程，以循序漸進的方式加強學生的閱讀。除此

之外，尚有「日本現代文學」、「日本文化 I、 I I 」等有關文學及文化之課程安排，希望

能讓日文系同學除了增強應有的聽說讀寫技能外，更能學習到其他不同的日文技能與

知識。

(二 )媒體、觀光、經貿等課程，為本系具特色之實用課程。為融合本校特色，本系針

對三大領域，安排以下課程，以彰顯與他校不同之處。媒體方面有：「媒體日語」、「日

劇讀解」、「日文編輯實務」、「日本電影音樂文化」、「動漫日語」、「日語配音」、；

觀光方面有：「觀光日語」、「導遊日語與實務」、「日本旅遊地理」、「日語觀光田野調

查」；經貿方面有：「貿易日語」、「商務溝通日語」、「日語職場演習」、「財經日文選

讀」、「商務日文習作」、「職場日語」。同學可透過這些課程學習各專業領域，相信無

論於就業或升學都有相當助益。

課程特色

語學 文學 文化 翻譯

•日語發音
•日語語法
•日語教育學概論
•日語語言學概論

•日本現代文學
•日本文學史

•日本文化 I
•日本文化 I I
•日本史

•日語翻譯 I
•日語翻譯 I I
•日語口譯 I
•日語口譯 I I

媒體 經貿 觀光

•媒體日語
•日劇讀解
•日文編輯實務
•日本電影音樂文化
•動漫日語
•日語配音

•貿易日語
•商務溝通日語
•職場日語
•財經日文選讀
•商務日文習作
•日語職場演習

•觀光日語
•導遊日語與實務
•日本旅遊地理
•日語觀光田野調查



(一 )日語沉浸園

在本校積極拓展國際化政策下，除了已正式成立英語沉浸園（Eng l i sh Corner）

外，本系也在校方配合協助下，於民國 94 年 10 月成立日語沉浸園（ J apanese

Corner），成為學校一大特色。日語沉浸園成立後，平日聘請有台、日籍老師座班，

除了給予學習日語的同學課業上指導外，也予以加強日語會話能力。此外，提供電視、

DVD器材、電腦設備、日文報紙、書籍及雜誌供全校師生使用，藉以創造一個優質的

日語學習環境。

為了使師生能多方獲取日本資訊，日語沉浸園藏有豐富之日文書籍及報章雜誌，以

提供全校師生借閱。此外，為了讓同學能更貼近日本文化，進而了解其風土民情，日

語沉浸園也會定期舉辦日本文化體驗活動 (例如 :茶道、浴衣體驗、日本歌唱、製作日

本料理、日本流行文化、日本歌牌大會、紙工藝等 )，透過學與做，以實際參與方式，

不僅可讓同學獲得更多與日本相關之知識及技巧，亦可激發同學學習日語的動機，增

進其會話能力，盼能以交流方式拓展國際視野。

教學資源

日本文化活動-撲克牌體驗 日本文化活動-紙工藝 日本文化活動-日本大富翁

日本文化活動-製作玉子燒 日本文化活動-浴衣體驗 園內提供日文雜誌及書籍

日本文化活動-歌牌大賽 日本文化活動-日本杯麵大評比 日本文化活動-摺紙體驗



(二 )系藏書及日劇、電影

圖書方面：
藏有語言學習教材、參考書、小說、漫畫等約3000多冊。

視聽方面：
日劇及日本電影DVD、流行音樂 CD等約900多部，皆提供同學借閱使用。

教學資源

(三 )全媒體中心

全媒體中心於2019年正式啟用，以傳播貫穿各學門，服務全校師生為宗旨。全媒體中
心共八層，裡面有許多專區，例如二樓的4D環境特效影廳，四樓的直播教學專區、八
樓的虛擬攝影棚等。



(一 ) 專題演講 (每學期至少一次 )

1 . 校 (系 )友經驗分享：由校 (系 )友分享留學或求職及工作經驗，做為同學往後的參考。

2 . 業界人士演講：邀請業界人士進行演講，與學生分享職場倫理及正確的工作態度，

並探索個人興趣發展，協助學生作好職涯規劃。

課外學習資源

邁向勇者之路-

你必須知道的電玩產業攻略秘笈
優雅的藝能-日本舞簡介 邊玩邊賺錢令人羨慕的旅遊業

葉嘉惠 小姐
(宇峻奧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遊戲製作人)

張懿文(藝名:芙蓉嘉智香) 小姐
(晶菫日本舞研究會會長)

廖婉汝 小姐
(世新大學日文系系友、

太平洋旅行社 導遊、業務)

口譯-精彩刺激!高成就感!

高投資報酬率!

漫談筆譯工作-

躺著賺錢可以嗎?
日系航空就職講座

魏慶瑜 小姐
(中國生產力中心 口譯訓練班講師)

詹慕如小姐
(统一翻譯社 特約譯者)

林佩莉 小姐
(愛爾航空培訓機構 執行長)

設計簡報 日本留學之路 蛤? 數位工具

江樵 先生
(簡報練工團 創辦人)

許雅琦 小姐
(世新大學日文系系友)

趙子豪 先生
(世新大學日文系系友、

新光三越信義新天地A11 3F 營業管理)



(二) 輔導日檢考照 (每年5月、11月)

每年舉辦兩次N1及N2日檢證照輔導課程，協助學生取得日語專業證照。

課外學習資源

(三 )校運會啦啦隊 (每年5月 )

每年五月配合校運會，由一年級組成啦啦隊參與校運會啦啦隊競賽，展現本系活力及

團結精神。

(四 )日語演講暨朗讀比賽 (每年5月 )

每年定期舉辦日語演講及朗讀比賽，增強學生日語溝通表達及臨場反應能力。



財經日語課程至日本航空參訪
日語職場演習至台灣微告股份

有限公司參訪
導遊日語與實務課至龍山寺實地導覽

(五 )校外教學

本系「導遊日語與實務」、「財經日語選讀」、「商務溝通日語」、「日語職場演習」等課

程將定期舉辦校外教學，實際至校外見學將所學應用於工作。

課外學習資源

(七 )畢業公演

四年級學生於畢業前舉辦畢業公演，目前已舉辦 1 1年。學生將四年所學加以運用，大

獲好評。

(六 )日語導覽義工及小導遊 (學期間皆可報名參加 )

為促進台日交流及增進學生日語會話能力，本系設立國內獨一無二的「日語導覽義工

隊」，培養學生的服務精神，以及與日本旅客相處時的應對進退等國際社交技巧。

申請資格：大一需提交N2證明，並與大三、大四搭檔；大二其中一人若無導遊義工
經驗就需與大三、大四搭檔。



(八 )讀書會

學生組成讀書會，由指導老師進行導讀，提升師生閱讀風氣，在教學卓越評鑑中更成

為本校的一大特色。本系在讀書會榮獲獎項豐富，培養許多特優及優等讀書會。

課外學習資源

(九 )姊妹校交流

本校與日本「國學院大學」、「群馬大學」、「關西國際大學」、「目白大學」、「縣立廣

島大學」、「埼玉大學」、「島根大學」等締結為姊妹校，並提供學生半年或一年交換留

學之機會。

(十 )國內外實習

本校推廣境外實習及國內實習，讓學生在就業前事先熟悉就業市場的概況及藉此把握

學習方向與目標。



獎助學金

課外學習資源

(十一 )日本短期研修

本系開設「日本短期研修」課程，並與「國立廣島大學」、「島根縣立大學」等合作，提

供學生暑假及寒假至日本研修兩個星期，體驗日本人文風情與生活習慣。

(一 )助學措施
1 . 急難慰問金
2 . 愛的饗宴餐券
3 . 弱勢學生助學計畫
4 . 學雜費分期付款、減免

5 . 就學貸款

(二 )獎助學金
1 . 築夢翠谷助學措施

為協助弱勢學生順利就學，凡為中華民國境內設有戶籍之本校大學部在學，並符合
其他資格之學生得申請此助學措施 (包含學雜費減免、生活助學金與住宿優惠 )。
詳請參閱生涯輔導組網頁 -就學獎助專區。

2 . 還願助學金

為協助本校清寒學生順利完成學業，並期望其於就業後，依經濟能力自願還款，甚
至額外捐款，以嘉惠更多本校學生。凡本校具正式學籍且未獲得生活助學金之學生，
在校期間無力負擔註冊費或生活費者，均可提出申請。

3 . 舍我獎學金

各班學業成績名列全班前三名，無不及格科目，當學期所修習之服務教育課程通過，
且未受申誡以上處分者，本校核發定額獎學金及獎狀乙紙。

4 . 日文系有恆助學金 (每年約5月及 1 1月申請 )

由本系創系人陳炳崑教授設立，為協助清寒學生順利完成學業，並期望於其就業有
較充裕經濟能力時，亦樂於助人，回饋社會或本系特訂本助學金。

5 . 愛心撲滿

日文系的專任老師們為幫助生活有困難同學，特將身邊的零錢放置於系辦愛心撲滿。
本撲滿旨在協助「目前生活處於困境或經濟條件困難，本身條件亦不符合申請其它
補助資格」之學生。



系 學 會 篇



系學會活動

(二 )認親大會

遇到事情不知道該怎麼辦？那就由學長姊來幫助你吧！認親大會會找到屬於你的家族，

可以一同學習成長，一起融入世新日文！

(三 )系野

在綠草如茵的河濱公園，不僅能一起烤肉，更能與同學及學長姊有熱絡的交流，同時

還有豐富、有趣的活動，為你的大學回憶添上一筆青春的色彩。

(一 )新生茶會

新生們，對大學感到興奮又期待嗎？新生茶會不但能提早熟悉大學環境、瞭解系上的

活動資訊，還能提早認識來自四面八方的新朋友，和大家一起交流！



(四 )宿營

絕不容錯過的活動—兩天一夜宿營！學長姊精心設計的活動，包括熱血刺激的RPG實

境遊戲，透過隊員攜手合作破解關卡；超high的營火晚會，讓你有機會成為全場焦點；懸疑的推

理解謎遊戲，在緊張氣氛中完成任務等。活動結束後，保證你一定會時常回想起這兩

天的美好，真心推薦參加這獨一無二的宿營！

(五 )聯合舞會

與其他系的同學一起嗨翻夜店，絢麗的舞台燈光、震耳欲聾的音樂和喝不完的飲料。

場上身旁都是自己的同學、朋友，學長姊也會密切注意場內狀況，不用擔心安全問題。

系學會活動

(六 )啦啦體驗營

想讓大一的生活更加充實豐富嗎？那就絕對不能錯過啦啦體驗營！事前體驗啦啦隊訓

練，可以嘗試有興趣的位置，為啦啦隊競賽打下基礎，又能得到滿滿的回憶和收穫喔！



系學會活動

(七 )日文週

不只能吃到日本道地風味的美食，更有獨具日本特色的各項體驗活動，不論是想體驗

日本文化的你或喜愛日文的你都不能錯過！

(八 )紅白歌合戰

不論是日文系還是外系的同學，只要喜歡唱歌且勇於展現自己獨具魅力的一面，就不

能錯過這個大展歌喉的好機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