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臺科技大學 

華語師資證照與實務培訓班第十九期 
 

 111/3/5-6/18上課  

 

課程簡介： 

襲捲全球的華語瘋，掀起世界各地對中文的好奇心，趕快搭上華語師資班的列車，一同為外國

朋友揭開神秘的中文面紗！Times 雜誌曾專文報導曼哈坦區極缺華語教師，亦多次刊登全球「學漢

語」專題報導，且教育部「邁向華語文教育產業輸出大國八年計劃」中亦把華語教師及華語教學助

理輸出列為重點計劃，對於有志從事華語教學工作者，現在正是參加「華語師資證照與實務培訓班」

最佳的時機。 

南臺科技大學開辦『華語師資證照與實務培訓班第十九期』，全新課程改版，融入線上及實體

課程，提供給您由淺入深、切合實用的課程，內容針對教育部證照考試五大科目及教學實務設計。

本校華語師資班課程融合理論與實際教學，不只能輔導學員考照，更能提供有志從事華語教學者專

業及實習的訓練。尤其，課程中也融入線上華語教學課程，讓有志從事華語教學工作者，能趕上未

來教學趨勢，更能應用所學，培養第二專長。 

 

課程內容：共 100小時 

科目: 漢語語言學及教學                                   

課程名稱                       時數 

漢語語言學概論                  12 

漢語語法教學活動設計             3                     

＊華語發音教學                   3 

漢語語音學                       3 

科目: 國文 

課程名稱                       時數 

國學常識                         6 

科目: 華人社會與文化   

課程名稱                       時數 

華人社會與文化                   6 

臺灣文化概論                     3 

科目: 華語口語與表達及正音  

課程名稱                       時數 

漢語拼音與正音                   3 

華語口語與表達練習               3                 

  註: (1)本中心保留課程更動權利。 

(2)如遇疫情因素，將依政府相關規定辦理， 

則課程須改為線上授課。 

(3)＊標號表示線上課程。若無電腦設備之學員， 

本中心將安排其到校使用電腦教室上線上課。 

 

科目: 華語文教學理論及實務 

課程名稱                       時數 

數位華語教學與應用               9 

華語測驗介紹                     3 

第二語言習得                     3 

華語文教學概論                   3 

混成式教學設計與演練             3 

華語教學實習                     3 

華語教材教法                     6 

漢字教學                         6 

＊兒童華語教學活動設計           3 

線上華語教學工具介紹             4 

＊線上課室管理技巧               3 

＊線上教學互動策略               6 

華語教學策略與實務               6 

 

 

 



華語教學進階課程 30小時  

1. 已修畢本校南臺華語師資證照班 90小時或 100小時課程(請出示證書)，南臺教職員工已修畢 90

或 100小時，可修習以下課程，南臺華語中心舊學員及教職員工優惠價 4,500元(含講義費) ，

修畢可獲得 30小時證書。 

2. 已修畢他校 90小時或以上課程(請出示他校修畢時數證明)，學費為 6,000元(含講義費)。修畢

可獲得 30小時證書。 

3. 若未修過本校或他校 90小時課程，不能只單獨選修以下課程，請修習 100小時課程。 

4. 除了混成式教學設計與演練課程在教室上課外，因聘請目前在美國任教之教師授課，故此進階

課程都在線上上課，若無電腦設備之學員，一樣來學校電腦教室上課。 

課程名稱                       時數 

線上教學互動策略                6 

線上課程教學設計                6 

同步、非同步課程教學錄製        6 

數位化教材編寫與設計            6                            

線上課室管理技巧                3 

混成式教學設計與演練            3                    

註：本中心保留課程更動權利 

 

師資：主要師資由本校及他校教授及華語資深教師親自授課。(師資隨課程有所調整) 

報名資格：國語標準，有志成為優秀華語文教師者或對華文教學有興趣者。(教育部證照考試規定

大學畢業及應屆畢業生可報考) 

招生人數：額滿為止  

上課日期：111年 3月 5日至 111年 6月 18日  

上課時數及時間：共 100小時，每週六/日早上 9:00-12:00下午 13:00-16:00。(以實際排課課表為準)                         

費用：新臺幣 19,000元。(已經包括上課教材講義費用) 

＊ 學費優惠方式：南臺校友、教職員工及在校生九折優待，報名時請出示或繳交證件影本，始給

予優惠九折優待新臺幣 17,100元。  

＊ 已上過本校華語師資班 90小時或南臺教職員工，欲進修華語實務教學班 30小時優惠價 4,500

元。(已經包括上課教材講義費用) (報名時請出示證書) 

＊ 已經修過他校華語師資班 90或 100小時，欲進修華語實務教學班 30小時學費 6,000元。 

    (報名時請出示證書) 

報名日期：即日起先上網填表單登記至 2月 13日止。(報名網址 https://forms.gle/gk2nq9J98yFxtLC78)          

          現場報名交時間：從 111年 2月 14日起至 2月 21日報名截止。 

上午 8:30-12:00，下午 1:30-5:30 (星期一到星期五)   

          報名地點：L棟 3樓 07華語中心 

          郵寄報名時間：收到 e-mail 以後至 2月 21日報名 (當日郵戳為憑)  

          聯絡人：蔡小姐 06-2533131#6010-6011 

報名方式：請親至 L棟 3樓 07華語中心或郵寄報名，學費請至郵局購買匯票，僅收匯票，不收現

https://forms.gle/gk2nq9J98yFxtLC78


金。 

郵寄報名：1. 請先至 google 表單填寫報名表(報名網址：https://forms.gle/gk2nq9J98yFxtLC78) 

         2. 待開班人數足夠，中心會第一次 e-mail通知，請回信確認是否確定報名   

          (如果只填表單，但中心若未收到回信，視同未報名)。  

           第二次於 2月 14日發信通知是否可以開班。2月 21日前繳交匯票。   

           (若未收到 e-mail通知，請勿買匯票)。 

         3. 至郵局買匯票    

         4. 以掛號郵寄方式寄至以下地址 

          (檢附資料：(1)最高學歷或學生證影本 (2)匯票 (3)若選擇修習 30小時請繳交 

華語師資班修習 90小時影本) 

(匯票抬頭：南臺學校財團法人南臺科技大學) 請注意皆為正體字 

地址：71005 台南市永康區南台街一號  南臺科技大學華語中心收。 

        (＊若報名資格不符或繳交資料不齊全，視同未完成報名手續。) 

現場報名：1. 請先至 google 表單填寫報名表 (如果不會填寫請洽本中心聯絡人) 

          (報名網址：https://forms.gle/gk2nq9J98yFxtLC78) 

         2. 待開班人數足夠，中心會第一次 e-mail通知，請回信確認是否確定報名。   

          (如果只填表單，但中心若未收到回信，視同未報名)。  

           第二次於 2月 14日發信通知購買匯票。 2月 21日前繳交匯票。   

           (若未收到 e-mail通知，請勿買匯票)。 

         3. 至郵局買匯票 

         4. 請攜帶 (1)最高學歷或學生證影本 (2)匯票 (3)若選擇修習 30小時請繳交華語 

師資班修習 90小時影本)，至本校 L棟 3樓 07華語中心完成報名手續。 

       (＊若報名資格不符或繳交資料不齊全，視同未完成報名手續。) 

 

結業： 

(一) 學員全程參與研習，依科目要求完成學業者，由本校華語中心發給 100個小時結業證明

(中、英文版) 。 

(二) 南臺科技大學目前有 100多位國際學生，未來有越來越多的外籍生來本校學習中文，本

中心儲備師資需求日增，往後本校華語兼課儲備教師甄試，持有本校華語師資班結業證

書者，優先考慮或推薦。表現優良者，有機會獲聘為暑期遊學團導師或校外教學助教 (以

會日文或韓文者優先)。有機會成為線上華語教師。  

 

★ 報名前請詳閱規定 

 

規定： 

(一) 學員缺課總時數若達三分之一（含）以上，不論任何事由，不發給結業證明書。亦不 

          能轉移到下一期補上課，請學員報名時，考慮清楚。  

 (二) 學員如果沒參加華語教學實習及華語教學演練實作課程，此為結業評量之一部分，證 

書上不加註華語教學演練及教學實習的修習時數，學員不得有任何異議。 

 (三) 報名人數若未達開班人數，中心有權延後報名日期，決定是否開課。如屆時人數不足， 

則不予開班，所繳費用無息退還，學員不得有任何異議。 

https://forms.gle/gk2nq9J98yFxtLC78
https://forms.gle/gk2nq9J98yFxtLC78


(四) 學員請假，無法補課，請見諒。 請老師們報名時，要仔細考慮清楚。 

(五) 當學員完成報名繳費後，因故申請退費，依照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推廣教育實施辦法 

第十七條辦理。 

    1. 學員自報名繳費後至開班上課日前申請退費者，退還已繳學分費、雜費等各項費用

之九成。自開班上課之日起算未逾全期三分之一申請退費者，退還已繳學分費、雜

費等各項費用之半數。開班上課時間已逾全期三分之一始申請退費者，不予退還。  

    2. 學校因故未能開班上課，應全額退還已繳費用。 

(六) 如遇疫情或不可抗因素，原本實體課會改為線上課程。依政府規定辦理。 

(七) 若無電腦設備之學員，就讀線上課程，請來學校電腦教室上課。 

(八) 本中心保留有關課程更動，授課時間更動，以及授課教師更動權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