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舊標準專必課程抵免表(106/03修訂) 

日四技課程 

新課程標準 舊課程標準 備 註 

1.選修專選日本故事選讀 (選)2/2 

2. 任一門日語專選課程(選)2/2

（不含實習學分）抵之 

日本故事選讀 (必)2/2 *101之前 

任一門日語專選課程(選)2/2（不含

實習學分） 

日語發音與語調(一) (必)2/2 

日語發音與語調 (二) (必)2/2 

*100之前 

任一門英語專選課程互抵(選)2/2

（不含實習學分） 

英語發音與語調(必)2/2 *100學年（含）之

前 

電腦輔助翻譯(選)2/2 

專業筆譯(英譯中) (中譯英)(選)2/2 

口譯(選) 2/2 

翻譯習作(選) 2/2 

英文基礎翻譯習作(必)2/2 

基礎筆譯(必)2/2 *100學年（含）之

前 

英文文法與句型(必) 2/3 

英文基礎翻譯(必)2/3 

英文基礎翻譯習作(必)2/3 

英文文法與句型(一)(二) 

(必)2/2 

100之前 

中級英文寫作(必)2/2 

商用英文寫作(選)2/2 

中級英文寫作(一) (二) 

(必)2/2 

*100之前 

英文基礎翻譯習作(必)2/2 英文基礎翻譯(必)2/2 *101之前 

英語聽講訓練(一)(二)(三)(四) 

(必)1/2，不足學分以任選英語選修

課程補足。補足之後該課程所剩餘

之專選學分數可做為畢業專選學分

數計。 

英語聽講訓練

(一)(二)(三)(四) (必)2/2 

101之前 

須修讀日語聽講訓練(必)1/2，不足

之 1學分以任一門日語 1學分以上

專選課程（不含實習學分）相抵，

若選修學分超過 1學分，其超過之

學分數可列入畢業之專選學分。 

日語聽講訓練(必)2/2 101之前 

修讀任一門日語(日文)2學分以上

專選課程（不含實習學分）相抵。 

日本故事選讀(必)2/2 101之前 



1.須修讀日語發音語語調

(必)1/2，不足之 1學分以任一門日

語 1學分以上專選課程（不含實習

學分）相抵，若選修學分超過 1學

分，其超過之學分數可列入畢業之

專選學分。 

2. 跨部修讀日語發音與語調

(必)2/2，超出之 1學分可列入畢業

之專選學分。 

日語發音與語調(必)2/2 *101之前 

英文閱讀(一)(二)(必)2/2 英文散文閱讀(一)(二) (必)2/2 102之前 

1.任一門日語 1學分以上專選課程

（不含實習學分）相抵，若選修學

分超過 1學分，其超過之學分數可

列入畢業之專選學分。 

2.跨部修讀日語發音與語調

(必)2/2，超出之 1學分可列入畢業

之專選學分。 

日語發音與語調(必)1/2 104之前 

1.修習本系「國際政經分析

(選)2/2」課程 

2.修習本系「國際時事與潮流

(修)2/2」課 

3.修習他系「國際政經分析(院

必)2/2」課程 

國際政經分析(院必)2/2 104之前 

西洋文學與西洋文學與影視賞析

(必)2/2 

西洋文學概論(必)2/2 104之前 

FL課號開頭之日文(一)2/2課程 日文(一)2/2 105之前 

FL課號開頭之日文(二)2/2課程 日文(二)2/2 105之前 

任一門日語 2學分以上專選課程

（不含實習學分） 

日語會話(一)2/2 105之前 

任一門日語 2學分以上專選課程

（不含實習學分） 

日語會話(二)2/2 105之前 

若日文(一)2/2、日文(二)2/2、日

語會話(一)2/2、日語會話(二)2/2

皆未通過，可修習用同一外語

(一)、(二)、(三)、(四)抵之 

日文(一)2/2 

日文(二)2/2 

日語會話(一)2/2 

日語會話(二)2/2 

限 105學年入學 

任一門日語 2學分以上專選課程

（不含實習學分） 

日文(三)2/2 104之前 

任一門日語 2學分以上專選課程

（不含實習學分） 

日文(四)2/2  

任一門日語會話類 2學分以上專選 日語會話(三)2/2 104之前 



課程（不含實習學分） 

任一門日語會話類 2學分以上專選

課程（不含實習學分） 

日語會話(四)2/2  

任一門日語 1學分以上專選課程

（不含實習學分），若選修學分超過

1學分，其超過之學分數可列入畢

業之專選學分。 

日語聽講訓練 1/2 104之前 

任一門日語 1學分以上專選課程

（不含實習學分），若選修學分超過

1學分，其超過之學分數可列入畢

業之專選學分。 

日語基礎能力檢定 1/2 104之前 

英文文法與句型(必)2/2 

不足之 1學分以任一門英語 1學分

以上專選課程（不含實習學分）相

抵，若選修學分超過 1學分，其超

過之學分數可列入畢業之專選學

分。 

英文文法與句型(必)3/3 105之前 



進四技課程 

新課程標準 舊課程標準 備 註 

電腦輔助翻譯(選)2/2 

專業筆譯(英譯中) (中譯英)(選)2/2 

口譯(選) 2/2 

翻譯習作(選) 2/2 

基礎筆譯(必)2/2 *100學年（含）之

前 

英文文法與句型 

英文基礎翻譯 

英文基礎翻譯習作 

英文文法與句型(一)(二) 

(必)2/2 

*100之前 

任一門日語專選課程(選) 日語聽講訓練(必) 1/2 *101之前 

修讀任一門日語(日文)1學分以上

專選課程（不含實習學分）相抵，

若選修學分超過 1學分，其超過之

學分數可列入畢業之專選學分。 

日本故事選讀(必)1/2 101之前 

日語發音與語調(必)2/2 

日文聽講訓練(選)2/2 

日文聽力(一)(二)(必)1/1 

日語聽力(一)(二)(必)1/1 

日語發音與語調

(一)(二)(必)1/2 

*102之前 

英文基礎翻譯習作 英文基礎翻譯 *102之前 

日語發音與語調(必)2/2 日語發音與語調

(一)(二)(必)1/2 

*102之前 

英文閱讀(一)(二)(必)2/2 英文散文閱讀(一)(二) (必)2/2 *102之前 

1.跨部修讀日四技商業禮儀與職場

倫理(必)2/2 

2.修讀國際企業經營系商業禮儀與

職場倫理(必)2/2 

商業禮儀與職場倫理(必)2/2 *104之前 

1.日文 (一)2/2選修課程 

2.FL課號開頭之日文(一)2/2課程 

3. 任一門日語 2學分以上專選課

程（不含實習學分） 

日文(一)2/2 105之前 

1.日文 (二)2/2選修課程 

2.FL課號開頭之日文(二)2/2課程 

3.任一門日語 2學分以上專選課程

（不含實習學分） 

日文(二)2/2 105之前 

任一門日語 2學分以上專選課程

（不含實習學分） 

日文(三)2/2 104之前 

任一門日語 2學分以上專選課程

（不含實習學分） 

 

日文(四)2/2 104之前 

任一門日語會話類 2學分以上專選 日語會話(三)2/2、 103之前 



課程（不含實習學分） 

任一門日語會話類 2學分以上專選

課程（不含實習學分） 

日語會話(四)2/2 103之前 

任一門日語會話類 2學分以上專選

課程（不含實習學分） 

日語發音與語調 2/2 105之前 

修讀任一門英語 2學分以上專選課

程 

語言學概論 103之前 

商用英文寫作 

電子商務英文 

專業筆譯(英譯中) 

專業筆譯(中譯英) 

中級英文寫作(一)2/2、(二)2/2 103之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