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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宜蘭大學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 

推廣教育秋季班非學分班招生資訊 

-越南語基礎篇- 

授課教師 阮錦繡 課程總時數 28hrs 

招生名額 30 最低開課人數 15 

學費 2,200 教材費 無 

報名期限 即日起至 08/31 止 

課程簡介 

目前台灣的越僑人口及子女可稱為台灣的第五大族群。在台灣，學習越南語的需求日

增。學越南語能瞭解與結交「越」多好朋友，旅遊、研究、投資無障礙以及其必要的。本課

程以初學者為對象從越南語基本字母，基本拼音，發音，讓學習者可以發音正確越南語。

可以達到聽、說、讀、寫，基礎越南語的能力。透過日常生活對話可以了解更多的越南文

化。 

授課老師簡介 

阮錦繡 老師 

學歷：越南芹苴大學語文師範科 

經歷：內政部移民署越南語通譯、宜蘭縣竹林國小越南語老師、築親庭種子教師團隊宣導

多元文化講師 

證照：教學支援人員培訓研習結訓證書(語言別：越南) 

課程內容與進度 

上課日期 上課時間 教學內容 

09/07(四) 18:00-20:00 越南語介紹、越南語 29 個字母發音練習(分別母音與子音) 

09/14(四) 18:00-20:00 越南語六個聲調、字母與聲調拼音練習 

09/21(四) 18:00-20:00 越南語 11 個雙輔音、雙輔音與母音的詞彙練習 

09/28(四) 18:00-20:00 越南語雙母音之拼音 

10/05(四) 18:00-20:00 越南語的尾音之拼音 

10/12(四) 18:00-20:00 越南語的尾音之拼音 

10/19(四) 18:00-20:00 越南語雙母音與介音結合 

10/26(四) 18:00-20:00 越南語雙母音與尾音結合 

11/02(四) 18:00-20:00 打招呼-很高興認識你! 

11/09(四) 18:00-20:00 問候語-你好嗎? 

11/16(四) 18:00-20:00 國家-我是台灣人 

11/23(四) 18:00-20:00 數字-你的電話是多少? 

11/30(四) 18:00-20:00 問時間-什麼時候? 

12/07(四) 18:00-20:00 職業-你做什麼職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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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級日本語- 

授課教師 林孟儀 課程總時數 36hrs 

招生名額 40 最低開課人數 20 

學費 3,000 教材費 360 

報名期限 即日起至 08/31 止 

課程簡介 

課程理念：希望用快樂學習的方式讓學員學會說日語  

課程目標：到日本旅遊時能有所幫助 

授課老師簡介 

林孟儀 老師 （宜蘭國立羅東高級中學第二外語(日語)教師） 

學歷：佛光大學樂活產業學院未來與樂活產業學系未來學碩士 

證照：日本語能力試驗 1 級通過 

課程內容與進度 

上課日期 上課時間 教學內容 

09/08(五) 19:30-21:30 五十音-清音 

09/15(五) 19:30-21:30 五十音-濁音/半濁音/拗音 

09/22(五) 19:30-21:30 常用招呼語 

09/29(五) 19:30-21:30 時間的說法 

10/06(五) 19:30-21:30 自我介紹 

10/13(五) 19:30-21:30 名詞的肯定句與否定句 

10/20(五) 19:30-21:30 介紹動詞 

11/03(五) 19:30-21:30 介紹助詞 

11/10(五) 19:30-21:30 學習動詞片語 

11/17(五) 19:30-21:30 介紹指示代名詞「この、その、あの」的用法 

11/24(五) 19:30-21:30 認識形容詞 

12/01(五) 19:30-21:30 形容詞肯定句與否定句 

12/08(五) 19:30-21:30 造句練習 

12/15(五) 19:30-21:30 人、事、物的位置說法 

12/22(五) 19:30-21:30 位置的說法練習 

12/29(五) 19:30-21:30 辭書形的介紹 

01/05(五) 19:30-21:30 學習動詞的介紹 

01/12(五) 19:30-21:30 總復習 



 

 

6 

 

-西班牙語入門- 

授課教師 石雅如 課程總時數 28hrs 

招生名額 20 最低開課人數 15 

學費 3,000 教材費 無 

報名期限 即日起至 08/31 止 

課程簡介 

課程理念：認識西班牙語字母語發音規則，學習簡單句型和實用會話。 

課程目標：快樂哼唱西班牙語經典語流行歌曲，建立第二大國際語言的溝通能力基礎。 

授課老師簡介 

石雅如 老師 (宜蘭大學語言中心 助理教授) 

學歷：西班牙 Salamanca 大學伊比利美洲人類學博士 

證照： 

1. 教育部大專教師證書 

2. 考試院西班牙語導遊證書 

3. 考試院西班牙語領隊證書 

課程內容與進度 

上課日期 上課時間 教學內容 

09/12(二) 10:00-12:00 認識字母發音 

09/19(二) 10:00-12:00 音節與重音規則 

09/26(二) 10:00-12:00 問候及道別 

10/03(二) 10:00-12:00 數字 

10/17(二) 10:00-12:00 西班牙語歌曲賞析 1 

10/24(二) 10:00-12:00 自我介紹 

10/31(二) 10:00-12:00 西班牙語歌曲賞析 2 

11/07(二) 10:00-12:00 介紹家人外貌特徵 

11/14(二) 10:00-12:00 西班牙語歌曲賞析 3 

11/21(二) 10:00-12:00 地點位置的表示 

11/28(二) 10:00-12:00 西班牙語歌曲賞析 4 

12/05(二) 10:00-12:00 喜好的表達 

12/12(二) 10:00-12:00 西班牙語歌曲賞析 5 

12/19(二) 10:00-12:00 期末復習與成果驗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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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語入門- 

授課教師 王永一 課程總時數 16hrs 

招生名額 50 最低開課人數  

學費 1,800 教材費 無 

報名期限 即日起至 09/14 止 

課程簡介 

課程理念： 

 從韓文字母的寫法語發音學習起，在學習韓語單字子音母音的組合與發音，進而到基

本的韓國語會話的解說與朗讀。 

課程目標： 

 培養有興趣於韓國語文的人士。教學著重韓語聽、說、讀、寫等能力的訓練，傳授相關

韓國歷史、文化、時事等韓國學，以期培認識韓國、了解韓國、前往韓國。 

授課老師簡介 

王永一 老師 (宜蘭大學語言中心兼任助理教授) 

學歷：韓國高麗大學文學博士(史學專攻)、 

   韓國西江大學韓國語教師研修課程公費審查通過結業證書 

課程內容與進度 

上課日期 上課時間 教學內容 

09/28(四) 18:30-20:30 
韓文拼音結構：1-1 韓文標音符號一覽；1-2 韓國拼音文字

的結構、韓文由來、成分與韓文字母 40 音寫法與發音解析 

10/05(四) 18:30-20:30 
韓文拼音結構：韓文字母 40 音的名字與收尾音分析；韓文

字母拼字發音朗讀 

10/12(四) 18:30-20:30 
認識韓語 40 音：2-1 子音；2-2 單母音；2-3 複合母音；

2-4 硬音/韓文小常識；2-5 收尾音 

10/19(四) 18:30-20:30 深化韓語發音練習：3-1 基本句型 30 句(1) 

10/26(四) 18:30-20:30 深化韓語發音練習：3-1 基本句型 30 句(2) 

11/02(四) 18:30-20:30 
深化韓語發音練習：3-2 韓語數字兩大體系-漢字音數字與

純韓文數字；3-3 韓語數字應用與練習；3-4 日期與時刻 

11/09(四) 18:30-20:30 
深化韓語發音練習：3-5 生肖跟星座；3-6 怎麼點韓國食

物？；3-7 動物、運動單字小補充 

11/16(四) 18:30-20:30 
附錄：表格(1)：子音+母音；表格(2)：子音+母音+代表性

收尾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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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用旅遊英語- 

授課教師 蕭政華 課程總時數 15hrs 

招生名額 50 最低開課人數 10 

學費 2,400 教材費 無 

報名期限 即日起至 9/18 止 

課程簡介 

    本課程針對有學習觀光英文之需求或興趣的學員所設計，配合多元化的教學活動，培

養同學旅遊中使用英語之能力。培養學員觀光旅遊方面英文聽力、口說及閱讀相關文件之

基本能力 

授課老師簡介 

蕭政華 老師 （國立宜蘭大學外國語文學系教師） 

學歷：國立政治大學英語教學博士 

證照：托福（TOEFL）高級（C1）證照、專業英文證照、台北市商業翻譯同業公會中英翻

譯師資格證書 

課程內容與進度 

上課日期 上課時間 教學內容 

10/02 (一) 18:30-20:00 出發前資料準備(護照，簽證) 

10/09 (一) 18:30-20:00 預約 

10/26 (一) 18:30-20:00 機場登機 

10/23 (一) 18:30-20:00 飛機內設施，通關 

10/30 (一) 18:30-20:00 飯店入住、飯店設施 

11/06 (一) 18:30-20:00 飯店退房 

11/13 (一) 18:30-20:00 餐廳資訊 

11/20 (一) 18:30-20:00 點餐及美食 

11/27 (一) 18:30-20:00 市區觀光，問路 

12/04 (一) 18:30-20:00 擬定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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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學習寶典- 

授課教師 楊蓮蓮 課程總時數 8hrs 

招生名額 25 最低開課人數 8 

學費 1,600 教材費 無 

報名期限 即日起至 9/27 止 

課程簡介 

    本課程希望能從語言學習或是教育心理學理論的角度，說明並探究學習英語過程中，

所產生種種現象或狀況背後的可能原因。透過課程，讓學員對自身或所關心的人在外與學

習上有更多的掌握與提升。 

授課老師簡介 

楊蓮蓮 老師 （國立宜蘭大學兼任助理教授） 

學歷：美國田納西州立大學教育心理學碩士 

   美國田納西州立大學英語教學碩士 

課程內容與進度 

上課日期 上課時間 教學內容 

10/11(三) 18:30-20:30 

(1) 從語言學習的三大路徑看成功的語言學習必備條件 

(2) 影響英語學習成效的因素探究 

(3)  為什麼老忘了加”s”- 

 詞素學習的發展順序 

如何看待錯誤及處理及廚理方式 

10/18 (三) 18:30-20:30 

為什麼單字總是背不起來或是拼不出來?- 

    單字學習的順序與方法、單字的教學      

    文法教學與學習 

10/25 (三) 18:30-20:30 
學習興趣是外語學習成功最重要的因素?- 

    學生特質對英語學習的影響 

11/01 (三) 18:30-20:30 

(1) 是不是越小開始學英語越好?- 

年齡在外語學習上扮演的角色 

(2) 英文總是學不好，該怎麼辦?- 

問題了解、診斷與策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