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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修學士班      

   本進修學士班宗旨與教育目標與日

間部學士班一致。為配合國家政策及

社會需求，積極培育日文專業人才。

藉由周延的課程設計，除培育學生紮

實的日文聽說讀寫譯等能力之外，亦

加強日本文化、文學、政治、經濟、

教育等多方面知識、技能與態度的學

習；同時透過課程、學生活動增進全

人精神之陶冶及國際觀的建立。具體

而言，本系教育目標在於培育具有： 

一、聽說讀寫譯五技能； 

二、宏觀的日本學視野； 

三、知行合一的全人精神； 

四、國際觀 

等四項特質的日文專業人才。

碩士班 

    培育具有日本文學、日本語學及日

本文化的專業研究能力之人才。 

通過中文及英文學科學習能力檢測

國文、外國語文：英文至少 4 學分，

但入學考試或經檢定達一定標準者，

得免修英文，逕選修讀第二外語課程。 

通過資訊基本能力檢定

不開設全校性必修課程，檢定方式採

認證或修讀相關課程方式 抵免。 

通過 N2 級日語能力檢定

至遲應於大三升大四之暑假（ 7 月 ）

參加日語能力檢定考試， 並於 9 月至

開學時繳交「N 2日本語能力認定書」

至系辦公室。 

本進修學士班畢業學分要求:   學分1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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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輔仁大學日本語文學系進修學士班

成立於民國61年(1972)，當時系名為

東方語文學系。民國73年更名為日本

語文學系。民國80年，班級數由每年

級一班擴增為兩班，以因應社會對日

文人才之需求。民國82年夜間部由五

年制縮短為四年制，自86學年度起，

配合教育部學制的改變，更名為進修

部。    

   在歷屆主任與教師共同努力的經營

下，已然奠定良好的基礎與特色。作

育不少英才，貢獻於國家社會，也建

立不少口碑，深受社會各界肯定。目

前專兼任教師共有三十多名，均學有

專精。課程由專兼任教師與日間部共

同規劃。

畢業資格畢業資格

Department of Japa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日本語文學系日本語文學系

課程相關活動課程相關活動

跨領域學習跨領域學習

    結合課程延伸學習的多元課程教學是本系的特

色。本進修學士班亦協辦日間部不定期舉辦的研

討會、專題演講及教學工作坊，以提供校內外教

師發表研究成果與交換教學心得的機會。

學術研究活動

國際交流動態

    本系與日本及中國多所大學締結姐妹校關係。

進修學士班每年和日本桃山學院大學、梅光學院

大學、藤女子大學、聖心女子大學等校進行交換

學生及暑期研修活動、教育實習、座談會及演講

活動。此外，日本國立香川大學及廣島大學也每

年提供寒暑假短期研修機會。同時與中國北京外

國語大學不定期進行參訪活動。國際交流資源可

謂豐富，學生受益匪淺。

延伸學習活動

    學習活動方面諸如舉辦日語話劇比賽、日語廣

播劇比賽及系友座談。另有學會籌辦的各類日本

文化活動競賽、排球賽、籃球賽、拔河比賽及全

國「日語盃」活動等。

    本進修學士班除了重視日文專業外，並鼓勵

學生跨領域學習，如選修輔系、雙學位及學分

學程，因此學生日語與專業能力兼備，職涯出

路甚廣。

管理學院-學分學程

電子商務學程、產業智慧與資料決策學程、國際

企業管理學程、財務工程學程、雲端服務趨勢學

程、社會創新創業學程、3D列印設計與應用學分

學程。

外語學院-學分學程

英語菁英學程、對外華語教學學程、國際醫療翻

譯學程、財經法律翻譯學程、外交與國際事務學

程、西洋古典暨中世紀文化學程。

職涯發展職涯發展

《 * 表該業別之工作人員須具備公務人員資格，

或領有職業證照： 如通譯士官、導遊、領隊等。》

    畢業後可依興趣和專長在公、商、教職等業

界找到發展機會；亦可於本系碩士班或國內外

研究所繼續深造。 

畢業生主要工作場域： 

【*公務機構】

外交部、行政院、觀光局及駐外單位等。

【教育界】

語言機構、各高中職、專科大學。 

【商業界】

金融機構、出版機構、 傳播媒體、 資訊、航空、

餐飲、 *觀光旅遊業。

天主教輔仁大學進修部

校址 24205 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 510 號

電話 (02)2905-2821

網址 http://www.ntcc.fj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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