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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老人學學分學程 

名額 不限 

申請須知 1.國內各大學院校學士班及碩士班學生均可申請。 

2.本學程有隨班附讀與獨立開班，課程若為獨立開班，修讀者須依照本校收費標準繳納學分費及實習費。 

3.學程網站：http://gerontology.mc.fju.edu.tw/Gerontology/ 

4.申請資料請繳交至學程辦公室：醫學院 MD939室(承辦人:李婉如,2905-2569) 

學程宗旨 本學程之課程設計具跨領域與跨學科之性質，藉跨領域的學習，與課程實習，期能培養具有服務高齡長者之能力，能尊重

人性、關懷社會的優秀人才，以發揚輔仁精神，因應高齡化社會之人才需求。 

課程規劃 本學分學程規劃課程學分數為30學分，分為核心必修課程6學分，專業選修課程至少7學分，專業實習3學分及參與本學程之

各系開設課程經提送本學程委員會核定之選修課程14學分。修習學程科目學分中，至少有1/2比例之學分數不得為學生主系

、所、雙主修學系及輔系之必修學分。 

 

  

http://gerontology.mc.fju.edu.tw/Geront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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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老人長期照護(老人照護)學分學程 

名額 30名(但仍受各課程之選修人數限制) 

申請須知 1.本學程為碩士級學程，申請學生必須是具備研究所碩士班之學籍之校內外學生。 

2.請檢附歷年成績單正本乙份。 

3.本學程為隨班附讀。 

4.學程網站：http://tltc.fju.edu.tw 

5.申請資料請繳交至學程辦公室：醫學院國璽樓 MD938室(承辦人:呂冠潁,2905-3444)。 

學程宗旨 秉持學校及醫學院辦學理念，本學程透過跨領域學習，在培養碩士層級具有多元能力、尊重人性、關懷社會之長期照護優

秀人才，課程以跨專業整合性長期照護進階知能為主，輔以長期照護管理知能。 

課程規劃 （一）、課程規劃：本學程規劃課程學分數為 13 學分，分為必修強化課程 2 學分（強化課程不計入修業總學分），必修核

心課程 9 學分，專業選修 4 學分，開設之課程均為學期制，學程課程科目另訂之。抵免之認證由本學程審查委會

辦理。 

（二）、應修學分總數：總計 13學分(必修科目 9學分、專業選修 4學分)。 

（三）、必修科目/學分數：核心課程與強化課程 

核心課程 9學分：研究方法論(3學分)、長期照護專論(3學分)、跨專業長期照護實務(3學分) 

強化課程 2學分：成人發展與老化(2學分)。強化課程不計入修業總學分。 

（四）、專業選修 4學分： 

應用生物統計學(3 學分) 、長期照護經營管理(2 學分) 、長期照護整合性評估(2 學分) 、失能者活動設計(2 學

分) 、長期照護多元療癒(2 學分) 、長期照護營養實務(2 學分) 、國際長期照護見習(2 學分) 、社區營造與健康

專題討論(2學分) 、社區整合管理專題討論(2學分) 、 社會福利資源的連結(2 學分) 、慢性病管理(2 學

分) 、長期照護財務管理(2 學分) 、失智症照護專論(2 學分) 、通用設計及生活輔具(1 學分) 、社區及居家照護

專題(1學分) 、長期照護科技發展(2學分) 、身心醫學照顧實務(3學分) 、身心醫學治療實務(3學分) 、中草藥

與老化特論(2 學分) 、靈性與健康老化(3學分) 、老年人心理治療與實務(3 學分) 、老化特論(2學分) 

 

http://tltc.fj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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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西洋古典暨中世紀文化(古典中世)學分學程 

名額 不限 

申請須知 1.國內各大學院校學生均可申請。 

2.檢附歷年成績單正本乙份。 

3.本學程為獨立開班，修讀者須依照本校收費標準繳納學分費及實習費。 

4.學程網站：http://pwcmc-fjcu.com 

5.申請資料請繳交至學程辦公室：外語學院 LC202 室(承辦人:沈建宏,2905-3832)。 

學程宗旨 本學程之規劃旨在以跨學科之整合性課程，強調古典語文訓練與多元課題探討，以培養學生對西洋古典暨中世紀文化的研

習興趣，提昇人文涵養，具備深度的文化包容力，及寬廣的國際視野。 

課程規劃 本學分學程規劃課程分為： 

1. 大學部 20 學分，分為核心必修課程 4 學分（西洋古典研究導論、西洋中世紀研究導論），選修課程 16 學分。 

2. 研究所 12 學分，分為核心必修課程 4 學分（西洋古典研究導論、西洋中世紀研究導論），選修課程 8 學分。 

3. 選修課程分為古典語文、中世紀語文、歷史、哲學、宗教、藝術、文學等七領域課程，學生可依興趣選讀相關課程。 

4. 修習學程科目學分中，至少有 1/2 比例之學分數不得為學生主系、所、雙主修學系及輔系之必修學分。 

 

  

http://pwcmc-fjc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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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英語菁英學分學程 

名額 招生名額不限制 

申請須知 1.申請資格： 
凡大專院校日間及進修部學生(含研究生)正修習或修畢全校外國語文一(英文)課程（或具免修證明）、或通過下列任一語
言檢測標準者，均可於學校規定時間內提出申請： 

  (1)輔仁大學英文學科學習能力檢測通過。 
  (2)CBT電腦托福語測（173分以上）；iBT托福網路測驗 61(含)以上。 

  (3)GEPT全民英檢語測（中級初試）。 
  (4)IELTS 雅思國際英語語言測驗（5.0級以上）。 
  (5)TOEIC多益測驗（550分以上）。 
  (6)BULATS 博思劍橋職場英語檢測：標準或電腦測驗（Level 2）。 
  (7)其他具公信力之英語測驗成績證明。 
2.申請資料： 
  (1)所有申請者均需檢附歷年成績單（附班級排名）正本、影本各一份(正本於驗證後退回)。免修外國語文一(英文)課程

者，請提出證明。 
  (2)通過輔仁大學英文學科學習能力檢測者，請提供成績證明。免參加輔仁大學英文學科學習能力檢測者，請提出證明。 

  (3)英文系學生請於成績單中標示出聽說讀寫課程總平均，須達75分（含）以上。 
  (4)如已通過特定語言檢測標準者，申請時請檢附語測成績單正本、影本各一份，正本於驗證後退回。 
3.招生說明會於 108年 4月 25日(四)中午 12：20-13：30舉行，地點在外語學院二樓 LA202教室。 
4.至本學程網站下載「輔仁大學修讀學分學程申請單」及「輔仁大學 108學年度英語菁英學程審查資料表」，填妥後與歷
年成績單及相關英語文能力證明文件，一併送交外語學院秘書室 LA117室彙整審核(承辦人:郝寶芬,2905-3718)。 
5.必修及專業選修有隨班附讀與獨立開班兩種，課程若為獨立開班，修讀者須依照本校收費標準繳納學分費及實習費。  
6.學程網站：http://www.cfl.fju.edu.tw/page.jsp?menuID=6&labelID=2 

學程宗旨 培育英語人才，加強英語聽說讀寫能力，並發展其在國際間以英語進行專業溝通的能力。 

課程規劃 本學分學程規劃課程學分數為 24 學分，分為共同必修 4 學分，中高級英語數位課程 12 學分，英語授課專業課程分組各 8

學分。英語授課專業課程有三組： 

A 組：國際應用英文 

B 組：國際企業 

C 組：多媒體英語教學與文學 

http://www.cfl.fju.edu.tw/page.jsp?menuID=6&labelID=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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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外交與國際事務(外交事務)學分學程 

名額 不限 

申請須知 1.凡大學部及碩士班學生均可申請修讀。 

2.本學程為獨立開班，依本校學程設置辦法繳費相關規定辦理。 

3.申請資料請繳交至學程辦公室：外語學院院長秘書室 LA117室(承辦人:郝寶芬,2905-3718)。 

4.學程網站: http://www.cfl.fju.edu.tw/page.jsp?menuID=6&labelID=6 

5.招生說明會於 108年 4月 23日(二)中午 12:30-13:30舉行，地點在外語學院 LA202 教室。 

學程宗旨 提供具語言能力及人文知識的學生政治、法律、歷史、經貿、社會等領域有關國際事務之課程，以1.提高學生通過與外語

相關公職考試之機率，2.提高學生執行工商界事務所需之基礎知識，3.協助學生成為具備國際視野的外交、新聞、財經、

警政領域人才。 

課程規劃 1.必修科目 7 門，至少修習 5 門課程，共 10 學分：國際組織、國際關係、國際談判、外交理論與實務、中西外交史、國際

公法、比較政府與政治。 

2.課程科目詳如「學程網站」→「課程規劃」。 

3.本學分學程規劃課程學分數為20學分，分為必修10學分，選修10學分。其中必修課程10學分不得以任何科目抵免，修習

學程科目學分中，至少有1/2比例之學分數不得為學生主系、所、雙主修學系及輔系之必修學分。 

 

  

http://www.cfl.fju.edu.tw/page.jsp?menuID=6&labelID=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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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對外華語教學(對外華語)學分學程 

名額 不限 

申請須知 1.國內各大學院校學生均可申請。 

2.本學程為獨立開班，依本校學程設置辦法繳費相關規定辦理。 

3.學程網站：http://www.cfl.fju.edu.tw/page.jsp?menuID=6&labelID=5 

4.申請資料請繳交至學程辦公室：外語學院院長秘書室LA117室(承辦人:陳淑芬,2905-2551)。 

學程宗旨 為培育對外華語文教學專業人才及開發本校學生之第二專長 

課程規劃 本學分學程規劃課程學分數為20學分，分為必修10學分，選修漢語語言學模組4學分，華語文教學模組4學分，華人社會與

文化模組2學分，選修課程合計共10學分。其中必修課程10學分不得以任何科目抵免，修習學程科目學分中，至少有1/2比例

之學分數不得為學生主系、所、雙主修學系及輔系之必修學分。 

 

  

http://www.cfl.fju.edu.tw/page.jsp?menuID=6&labelID=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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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國際醫療翻譯(醫療翻譯)學分學程 

名額 40名（中日：20名、中英：20名） 

申請須知 1.本學程設於碩士班，國內各大學院校研究所學生均可申請修讀，本校學士班二年級以上學生，前一學期學業成績名次在

該班前 60%者亦可修讀。 

2.申請應繳資料： 

 a) 修讀學分學程申請單 

 b) 語言能力成績單影本乙份  

   英文組：須達 CEFR B2 等級(各項英檢與 CEF語言能力標準請詳學程網頁對照表) 

   日文組：須達日本語文能力檢定 N1 

 c) 中文、英文或中文、日文學習動機說明書乙份。(字數：總文長約 1,500字) 

 d) 前一學期學業成績單(附排名)正本（大學部申請者必繳） 

 經本學程審查委員會核定後始得修讀。 

3.必修及專業選修皆有隨班附讀與獨立開班，修讀者須依照本校收費標準繳納學分費及實習費。 

4.學程網站：http://www.cfl.fju.edu.tw/ 

5.申請資料請繳交至學程辦公室：德芳外語大樓四樓 FG413(承辦人:李蕙玲,2905-3666)。 

學程宗旨 為培育具外語專長人才之跨領域專業能力，並有效落實於國際醫療翻譯服務。 

課程規劃 應修學分總數為 20學分。 

分為必修 8學分，共同選修 10學分， 專業分組選修 2學分。詳細課程科目詳學程網頁。 

備註：修習學程科目學分中，至少有 1/2比例之學分數不得為學生主系、所、雙主修學系及輔系之必修學分。 

 

  

http://www.cfl.fj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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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國際文創與商務溝通(國際文創)學分學程 

名額 招生名額不限制 

申請須知 1. 招生對象：凡國內各大學院校大學部（大二以上）及研究所學生均可申請修讀。 

2. 申請檢附資料: 

(1) 輔仁大學學生修讀學分學程申請表(可另附英文申請動機) 

(2) 歷年成績單 

(3) 語測成績單或其他英語能力證明(無則免附) 

3. 申請資料請繳交至學程辦公室：外語學院院長秘書室 LA117室(承辦人:郝寶芬,2905-3718)。 

4. 招生說明會於 108 年 4月 22日(一)中午 12:30~13:30舉行，地點在德芳外語大樓三樓 FG302教室。報名參加，提供餐

點。 

5. 學程網站: http://ccc.fl.fju.edu.tw/ccbc.asp 或 http://www.cfl.fju.edu.tw/page.jsp?menuID=6&labelID=9 

學程宗旨 1. 培育學生跨文化溝通力與全球素養：在國際人才高度流動的全球化時代，國內外職場都需要具有跨文化視野的溝通人

才。 

2. 提供英語為溝通橋樑之跨文化溝通場域：建立符合國際學生需求之英語學分學程，吸引外籍生，使來自不同文化的學

生進行跨文化溝通。 

3. 發揮外語學院長處，在學生之專業領域外增加「跨文化溝通實務」訓練：整合外語學院跨文化、多語種的師資，運用

文學文化、語言教學、翻譯、文化政策等專業知能，導入企管、人資、銷售、行銷、公關、設計、媒體傳播等領域所需之

溝通、行銷與說故事能力，以助學生發展跨學科與多元才能，有利職場發展。 

課程規劃 1. 本學分學程規劃課程學分數為 12 學分，分為核心必修 2 學分，選修 10學分。修習學程科目學分中，至少有 1/2比

例之學分數不得為學生主系、所、雙主修學系及輔系之必修學分。 

2. 本學分學程有隨班附讀與獨立開班，課程人數達 20人以上始得獨立開班，修讀者須依照本校收費標準繳納學分費。 

 

 

http://ccc.fl.fju.edu.tw/ccbc.asp
http://www.cfl.fju.edu.tw/page.jsp?menuID=6&labelID=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