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課程架構

Estructuras de

Asignaturas

未來職涯連結

Posible Desarrollo de

Carrera en el Futuro

課程模組

Módulo de Asignaturas

「畢業專題」項目

Temas del Capstone
製作內容

Contenido

繳交規定

Requisitos y Forma

科目與學分數

Asignatura y Créditos

指導-授課教師

Profesor(a)

1. 學術論文

 Tesina

語言、文學、文化、歷史、教育、經濟、思想、流

行文化…等西語國家研究相關的領域。

1. 西文書寫：

   本文5000字以上+中文摘要500字以上

2. 中文書寫：

   本文6000 字以上+西文摘要800字以上

學術研究、

報考國內外研究所、

相關產業。

2. 影音、圖像與文字創作

Producción de vídeo, Creación de

letras y música, Redacción- Editorial

1. 影片：拍製短片(環保等公益影片、

    勵志影片、宣傳台灣文化、輔大介紹 …)或

    動畫。

2. 歌曲：作詞作曲。

3. 圖像文字：漫畫、繪本、小說、 雜誌

    編輯等。

1. 影片：報告書+創作作品

    (1)報告書：西文2000 字以上+中文1000

         字以上。

    (2)創作作品：影片10-15 分鐘，需要加字

         幕:中文內容+西文文字 /西文內容+中

         文字幕。

2. 歌曲：報告書+創作作品

     (1)報告書：西文2000 字以上+中文1000

         字以上。

     (2)創作作品

3. 圖像文字：報告書+創作作品

     (1)報告書：西文2000 字以上+中文1000

          字以上。

     (2)創作作品：

         *漫畫、繪本30 頁 (A4)以上

         *小說15000 字以上

         *雜誌30 頁 (A4)以上

傳播媒體、

傳媒行銷、

影音製作、

藝文工作。

3. 其他

Otros
電玩、app 開發...等

報告書+作品

1. 報告書：西文2000 字以上+中文1000 字以

    上。

2. 作品。

電競產業、

程式軟體開發、

傳媒界。

1. 學術論文

 Tesina

語言、文學、文化、歷史、教育、經濟、思想、流

行文化…等西語國家研究相關的領域。

1. 西文書寫：

   本文5000字以上+中文摘要500字以上

2. 中文書寫：

   本文6000 字以上+西文摘要800字以上

學術研究、

報考國內外研究所、

相關產業。

2. 翻譯成果

Traducción o Interpretación
1. 小說、學術、運用、流行、興趣等完整主題者。

2. 須為未曾被翻譯過之作品。

1. 西譯中：報告書+翻譯成品

    (1) 報告書：西文 2000 字以上+中文1000字

         以上。

     (2) 翻譯成品：2 萬字以上。

2. 中譯西：報告書+翻譯成品

    (1) 報告書：西文 2000 字以上+中文1000

           字以上。

    (2) 翻譯成品：1 萬字以上。

翻譯(口/筆譯)工作、

傳媒界。

3. 影音、圖像與文字創作

Producción de vídeo, Creación de

letras y música, Redacción- Editorial

1. 影片：拍製短片(環保等公益影片、

    勵志影片、宣傳台灣文化、輔大介紹 …)或

    動畫。

2. 歌曲：作詞作曲。

3. 圖像文字：漫畫、繪本、小說、 雜誌

    編輯等。

1. 影片：報告書+創作作品

    (1)報告書：西文2000 字以上+中文1000

         字以上。

    (2)創作作品：影片10-15 分鐘，需要加字

         幕: 中文內容+西文文字/ 西文內容+中

         文字幕。

2. 歌曲：報告書+創作作品

     (1)報告書：西文2000 字以上+中文1000

         字以上。

     (2)創作作品。

3. 圖像文字：報告書+創作作品

     (1)報告書：西文2000 字以上+中文1000

          字以上。

     (2)創作作品：

         *漫畫、繪本30 頁以上

         *小說15000 字以上

         *雜誌30 頁以上

傳播媒體、

傳媒行銷、

影音製作、

藝文工作。

4. 實習與應用

Práctica profesional

1. 專業實習：

(1)一般企業:實際進行72 小時之實習

(2)西語教育實習:必須在指導老師的引導下進行

2. 服務應用：參與與西語國家有關的服務學習活動

達 72 小時以上。

1. 專業實習：報告書+實習成果

    (1) 報告書：西文2000 字以上+中文1000

          字 以上。

    (2) 實習成果：實習證明+成果集(照片+西

         文解說1500 字以上)。

2. 服務應用：報告書+服務成果

    (1) 報告書：西文2000 字以上+中文1000

          字 以上。

   (2) 服務成果：服務時數證明+成果集(照片+

         西文解說1500 字以上)。

企業界、

西語教師、

導遊領隊、

海外體驗。

5. 其他

Otros
電玩、app 開發...等

報告書+作品

1. 報告書：西文2000 字以上+中文1000 字以

     上。

2. 作品。

電競產業、

程式軟體開發、

傳媒界。

<上學期>

傅玉翠 Andrea

蘇素嬌 Anita

雷孟篤 José Ramón

傅玉翠 Andrea

陸孟雁 Laura

蘇素嬌 Anita

<下學期>

傅玉翠 Andrea

蘇素嬌 Anita

雷孟篤 José Ramón

傅玉翠 Andrea

陸孟雁 Laura

蘇素嬌 Anita

「畢業專題」項目-相關科目

Temas del Capstone y

Asignaturas relativas

(附註：相關科目視當學期開課狀況為主)

語言訓練

Español

語言Lenguas

語言應用

Español Aplicado

課程模組-「畢業專題」項目

Módulos de Asignaturas y

Temas del Capstone

「畢業專題」製作內容與規定

Contenido, Requisitos y Forma del Trabajo del Capstone

<上學期>

西語聽力訓練(一) 2

西語聽講練習(一) 2

語法、口語與書寫表達(一)  2

 DELE B1考試準備  2

<下學期>

西語聽力訓練(二) 2

西語聽講練習(二) 2

語法、口語與書寫表達 (二) 2

畢業進階西文 1

西語慣用語解析  2

<上學期>

舒小珠 Francis

簡藝珊 Lina

傅玉翠Andrea

歐蓓絲 Beatriz

<下學期>

舒小珠 Francis

簡藝珊 Lina

傅玉翠Andrea

劉    康 Antonio

歐蓓絲 Beatriz

<上學期>

西語詞彙應用(一) 2

西文商業書信(一) 2

漢西翻譯(一) 2

短文精讀與詞彙進階(一) 2

口譯(一) 2

西班牙企業經營策略2

<下學期>

西語詞彙應用(二) 2

西文商業書信(二) 2

漢西翻譯(二) 2

短文精讀與詞彙進階(二) 2

口譯(二) 2

西班牙商業行銷模式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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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quisitos y For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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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ignatura y Créditos

指導-授課教師

Profesor(a)

1. 學術論文

 Tesina

語言、文學、文化、歷史、教育、經濟、思想、流

行文化…等西語國家研究相關的領域。

1. 西文書寫：

   本文5000字以上+中文摘要500字以上

2. 中文書寫：

   本文6000 字以上+西文摘要800字以上

學術研究、

報考國內外研究所、

相關產業。

2. 影音、圖像與文字創作

Producción de vídeo, Creación de

letras y música, Redacción- Editorial

1. 影片：拍製短片(環保等公益影片、

    勵志影片、宣傳台灣文化、輔大介紹 …)或

    動畫。

2. 歌曲：作詞作曲。

3. 圖像文字：漫畫、繪本、小說、 雜誌

    編輯等。

1. 影片：報告書+創作作品

    (1)報告書：西文2000 字以上+中文1000

         字以上。

    (2)創作作品：影片10-15 分鐘，需要加字

         幕: 中文內容+西文文字/ 西文內容+中

         文字幕。

2. 歌曲：報告書+創作作品

     (1)報告書：西文2000 字以上+中文1000

         字以上。

     (2)創作作品。

3. 圖像文字：報告書+創作作品

     (1)報告書：西文2000 字以上+中文1000

          字以上。

     (2)創作作品：

         *漫畫、繪本30 頁 (A4)以上

         *小說15000 字以上

         *雜誌30 頁 (A4)以上

傳播媒體、

傳媒行銷、

影音製作、

藝文工作。

3. 實習與應用

Práctica profesional

1. 專業實習：

     (1)一般企業:實際進行72 小時之實習。

    (2) 西語教育實習:必須在指導老師的引導下

           進行。

2. 服務應用：參與與西語國家有關的服務學習

     活動(含旅行社或姐妹校的西語交流活動)達

      72 小時以上。

1. 專業實習：

    (1) 西文2000 字以上+實習證明+成果集(照

          片+西文解說1500 字以上)

    (2) 中文1000 字以上+實習證明、成果集

          (照片+西文解說1500 字以上)

2. 服務應用：

    (1) 西文2000 字以上+服務時數證明+成果集

         (照片+西文解說1500 字以上)

     (2) 中文1000 字以上+服務時數證明+成果

          集 (照片+西文解說1500 字以上)

企業界、

西語教師、

導遊領隊、

海外體驗。

4. 其他

Otros
電玩、app 開發...等

報告書+作品

1. 報告書：西文2000 字以上+中文1000 字以

    上。

2. 作品。

電競產業、

程式軟體開發、

傳媒界。

1. 學術論文

 Tesina

語言、文學、文化、歷史、教育、經濟、思想、流

行文化…等西語國家研究相關的領域。

1. 西文書寫：

   本文5000字以上+中文摘要500字以上

2. 中文書寫：

   本文6000 字以上+西文摘要800字以上

學術研究、

報考國內外研究所、

相關產業。

2. 影音、圖像與文字創作

 Producción de vídeo, Creación de

letras y música, Redacción- Editorial

1. 影片：拍製短片(環保等公益影片、

    勵志影片、宣傳台灣文化、輔大介紹 …)或

    動畫。

2. 歌曲：作詞作曲。

3. 圖像文字：漫畫、繪本、小說、 雜誌

    編輯等。

1. 影片：報告書+創作作品

    (1)報告書：西文2000 字以上+中文1000

         字以上。

    (2)創作作品：影片10-15 分鐘，需要加字

         幕: 中文內容+西文文字/ 西文內容+中

         文字幕。

2. 歌曲：報告書+創作作品

     (1)報告書：西文2000 字以上+中文1000

         字以上。

     (2)創作作品。

3. 圖像文字：報告書+創作作品

     (1)報告書：西文2000 字以上+中文1000

          字以上。

     (2)創作作品：

         *漫畫、繪本30 頁 (A4)以上

         *小說15000 字以上

         *雜誌30 頁 (A4)以上

傳播媒體、

傳媒行銷、

影音製作、

藝文工作。

3. 戲劇公演

Presentación teatral

在「表演藝術」課程授課老師的指導之下，編寫劇

本、參與公演、幕後協助等。

報告書+個人成果集

1. 報告書：西文2000 字以上+中文1000 字以

    上。

2. 個人成果集：照片+西文解說1500 字以上。

表演工作、

劇場實務、

編劇。

4. 其他

Otros
電玩、app 開發...等

報告書+作品

1. 報告書：西文2000 字以上+中文1000 字以

    上。

2. 作品。

電競產業、

程式軟體開發、

傳媒界。

文學與藝術

Literatura y Arte

<上學期>

西班牙短篇敘事 2

文學閱讀與創意發想 2

吉軻德之藝術影像呈現  2

表演藝術(一) 2

西語新聞文學極短篇 2

<下學期>

拉丁美洲短篇敘事 2

表演藝術(二) 2

吉軻德之傳媒影像呈現 2

西語飲食文學 2

<上學期>

許玉燕 Hortensia

李素卿 Luisa

賴彥伶 Mónica

耿哲磊 Miguel Ángel

賴彥伶 Mónica

<下學期>

許玉燕 Hortensia

賴彥伶 Mónica

耿哲磊 Miguel Ángel

賴彥伶 Mónica

文化
Culturas

<上學期>

杜東璊 Regina

李素卿Luisa

陸孟雁 Laura

劉    康 Antonio

<下學期>

杜東璊 Regina

李素卿Luisa

陸孟雁 Laura

歐蓓絲 Beatriz

<上學期>

西班牙文化地理 2

中南美洲文化概論(一) 2

中華文化多語談-西語(一)  2

聽力與文化學習(B2) 1

<下學期>

跨文化溝通理解 2

中南美洲文化概論(二)

中華文化多語談-西語(二) 2

21世紀西語社會概覽 2

課程模組-「畢業專題」項目

Módulos de Asignaturas y

Temas del Capstone

「畢業專題」製作內容與規定

Contenido, Requisitos y Forma del Trabajo del Capstone

「畢業專題」項目-相關科目

Temas del Capstone y

Asignaturas relativas

(附註：相關科目視當學期開課狀況為主)

文化概覽

Cultura Genera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