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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臺科技大學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課程資訊 

課程代碼 01D13001 

課程中文名稱 初級華語會話 

課程英文名稱 Elementary Mandarin Conversation 

學分數 3.0 

必選修 管制必修 

開課班級 四國際商務一甲 四國際金融一甲 

任課教師 蔡宏慧  

上課教室(時間) 週一第 6 節(W0501) 

週一第 7 節(W0501) 

週一第 8 節(W0501) 

課程時數 3 

實習時數 0 

授課語言 1 華語 

授課語言 2 英語 

輔導考照 1  

輔導考照 2  

課程概述 這個課程旨在引導學生學習日常生活會話詞彙及增進聽力，並以多樣的課室

活動來培養學生的聽說能力。學生能練習華語發音及增進中文的基本語法知

識，進而幫助其適應台灣生活。此外，在簡單的會話中，也學習辨認日常生

活常用的中國字。 

先修科目或預備

能力 

 

課程學習目標與

核心能力之對應 

※編號 , 中文課程學習目標 , 英文課程學習目標 , 對應系指標 

-------------------------------------------------------------------------------------- 

1.學生能學習華語基本語言結構 , Students are able to study basic Mandarin 

language structures. , 1 基本知能 

2.學生能將華語應用於日常生活中 , Students are able to apply Mandarin to 

their daily life. , 5 整合創新 

3.學生能用華語跟台灣人溝通 , Students are able to use Mandarin to 

communicate with Taiwanese. , 7 表達溝通 

4.學生能分組合作完成報告 , Students can complete reports by cooperating with 

other group members. , 8 敬業合群 

中文課程大綱 1 食物及飲料名稱  2 數字及買東西   3 歌唱學華語      

4 到銀行換錢      5 時間及日期     6 打電話約時間 

7 場所與方位      8 生活中國字 

 

英/日文課程大綱 1.Titles of food and drin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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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Numbers and Shopping 

3  Studying Chinese with Chinese songs  

4  Exchanging Currencies in a bank  

5  Time and date   

6  Making phone calls and appointment 

7  Locations and positions   

8  Chinese characters in daily life 

 

課程進度表 課程進度與內容規劃 

Course schedule and curriculum planning 

週別 

Week 單元 

Topic 教材內容(大綱) 

Content 

第一週(9/18) Introduction  

第二週(9/25) Pronunciation (quiz) 

第三週(10/2) Pronunciation+ Chinese song  (quiz) Moon festival  

第四週 

(10/9)  Holiday  (9/30) make up the class  (quiz) 

第五週(10/16) 第一課  自我介紹+第二課  早安 (quiz) 

Self-Introduction+ Good Morning 

第六週 

(10/23) 第三課  認識新朋友 

 (quiz) Meeting New Friends 

 

第七週 

(10/30) 第四課  看一本書 (quiz) Reading A Book 

第八週 

(11/6) Chinese cartoon  

 (quiz) Dancing party 

 

第九週 

(11/13) 期中考 mid-term exam  

 Group presentation  

 

第十週 

(11/20) Chinese song 

第五課  去朋友家 

 Going To A Friend's House 

第十一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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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7) 第六課  現在幾點鐘 

 (quiz)What Time Is It Now? 

第十二週 

(12/4) 第七課  今天星期三 

 (quiz)Today Is Wednesday 

第十三週 

(12/11) 第八課  打電話 

Chinese song :practice  Making a Phone Call 

＊12/15 Chinese singing contest  

第十四週 

(12/18) Christmas activity  

Chinese cartoon (quiz) 

Make a phone call 

第十五週 

(12/25) 第九課 買火車票 

 (quiz) Buying A Train Ticket 

第十六週 

(1/1) Holiday 

  

第十七週 

(1/8) Chinese New Year activity  

  (quiz) Shopping  

第十八週 

(1/15) 期末考 final exam   

 

 

教學方式與評量

方法 

※課程學習目標 , 教學方式 , 評量方式 

-------------------------------------------------------------- 

學生能學習華語基本語言結構 , 課堂講授 , 筆試 

學生能將華語應用於日常生活中 , 啟發思考 , 口試 

學生能用華語跟台灣人溝通 , 課堂講授 , 作業 

學生能分組合作完成報告 , 分組討論 , 課堂展演 

指定用書 書名：1000 字說華語 

作者：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發行 

書局：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發行 

年份：2009 年 

ISBN： 

版本：第 5 版 

參考書籍 Live ABC 互動華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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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軟體 網路資源 http://edu.ocac.gov.tw/interact/ebook/1000_w2/index.html 

課程規範 1. Students must preview the lessons before they go to class.  

2. Students must participate in the class activities actively.  

3. Students must hand in assignments on time and finish all quizzes. 

4. Please respect copy righ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