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校本部】 國立中山大學推廣教育組外國語文教學中心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Foreign Language Training Center 

語文研習秋季班招生簡章（2021/09~2021/12） 
80424 高雄市鼓山區蓮海路 70 號 國際研究大樓 4 樓 4001 室 國立中山大學 

洽詢電話：07-5252000 轉 2702 / 專線：07-5250220   

服務時間：週一至週五 09：00 ~ 18：00 

報名網址：https://ceo-ogiaca.nsysu.edu.tw/ 

E-mail：fltcaa@mail.nsysu.edu.tw  

早鳥優惠：完成報名及繳費手續，享早鳥優惠折扣，依各班招生簡章為主。 

停課訊息：9/18-9/21 中秋節連假、10/9–10/11 國慶連假，以上日期無課程進行! 
 

國際語言檢定 / 英文實力養成班 
課程名稱 上課時間 時數 學費 課程內容 

【千里馬托福班】 

9/13 ~ 11/26 

週一、五 

18:30̴21:20 

60 12,500 

針對托福聽說讀寫各部分，增加學生練習機會；同時提供解

題、做筆記、資訊整理與判讀等作答技巧之訓練。本課程將加

強學員英語文程度和協助學員實力養成，整合並行。協助學員

透過長時數之訓練，掌握托福的各項技巧，輕鬆取得高分。讓

出國留學或是國外求職都變得更加游刃有餘！ 

教師：Benjamin 

※ 另收教材費 600 元，請於上課當天繳交。 

【IELTS 國際英檢班】 

9/14 ~ 11/23 

週二、四 

18:30̴21:20 

60 12,500 

透過 IELTS 考試技巧的學習及練習幫助學員在 IELTS 考試中的

聽、說、讀、寫四個部分都能得到實質的進步並取得高分。 

教師：Benjamin 

※ 另收教材費 600 元，請於上課當天繳交。 

全方位多益必勝班 第 45 期 

【多益進階加強班】 

9/14 ~ 11/23 

週二 

18:30̴21:20 

30 5,500 

有系統地幫您穩固文法概念及聽力，更能加強多益考試技巧，

成為多益的高分考生，歡迎各個程度學員修習！(目標 750) 

教科書：Success with the New TOEIC Test 2 by Charles Tracy 

ISBN 碼：9789579282307，定價：新台幣 650 元 

【全方位多益高分班】 

9/22 ~ 11/24 

週三 

18:30̴21:20 

30 5,500 

為需要準備高分 TOEIC 的學生而設計，提供了分步計劃，分析

並教授解題技巧，提供應試策略和精準掌握題型，達到理想的

高分成績！(目標 750 以上) 

教科書：Longman Preparation Series for the TOEIC Test: 

Advanced Course + 補充教材 

ISBN 碼：9781944879785，定價：新台幣 890 元 

英語實力養成班 第 1期 

【英文文法句型寫作 

實力養成班】 

9/22 ~ 12/8 

週三 

18:30̴21:20 

36 6,300 

* 解析基礎英文文法，釐清容易混淆的文法觀念，透過持續各

類題型練習，掌握關鍵文法及句構類型。 

* 整理高頻考題，突破文法盲點，快準狠完成各類英檢題目。 

* 建立正確句型觀念，輕鬆表達，順暢溝通 ! 

* 可幫助加強「托福」、「雅思」、「多益」等英檢考試之學員特

別訓練，讓英文文法也能融會貫通、舉一反三。 

教師：Benjamin 

教科書：Understanding and Using English Grammar(英漢版) 

ISBN 碼：9789882434240，定價：新台幣 400 元 

（課程內容皆視學員對課程內容之吸收程度與學習表現而調整課程進度） 

 
 

﹝公務人員終身學習認證單位﹞ 

https://ceo-ogiaca.nsysu.edu.tw/


其他語文研習班第 45 期 
東北亞語系（韓語、日語） 

課程名稱 上課時間 時數 學費 課程內容 

韓國語初階 1 

9/27 ~ 12/6 

週一 

18:30~21:20 

30 4,500 

以培養學員會話能力為主要教授方向。課程主題包含：談論嗜

好、達成約定、詢問意見等，將基礎文法融入學員與學員之間的

對話練習中，搭配多媒體教材，強化學員韓語的聽說讀寫等技

巧。期望學員能靈活運用於日常生活中。適合已接觸韓語至少

30 小時之學員、欲前往韓國留學、經商者、準備新韓檢 1級者

修習。 

教師：譚妮如老師 

教科書：高麗大學韓國語 1：第 1 - 5 課 

ISBN 碼：9789865953188 

定價：新台幣 550 元 

日語初階 1 

9/27 ~ 12/6 

週一 

18:30~21:20 

30 4,500 

※適合初學者入門課程。 

由 50 音開始引導學生學習日語的興趣，並學習簡單生活對話，

進而由日常生活日語訓練學生具備隨口說日語的能力。透過實用

單字及簡單會話讓同學輕鬆進入日語世界。 

教師：李文君老師 

教科書：大家的日本語初級 I 改訂版：第 1-4 課 

ISBN 碼：9789863210870 

定價：新台幣 360 元 

課程名稱 上課時間 時數 學費 課程內容 

日語初階 2 

9/25 ~ 12/4 

週六 

09:10~12:00 

30 4,500 

動詞變化與形容詞時態變化及應用。數量詞應用及人或物的位置

表示，且加強練習人/事/物狀態形容的表現。 

課堂學員與老師輕鬆的使用日文對話練習 ！ 

*建議有基礎之初學者，或已修過日語初級 1之學員 

教師：陳世銘老師 

教科書：大家的日本語初級 I 改訂版：第 5-8 課 

ISBN 碼：9789863210870 

定價：新台幣 400 元 

日語初階 6 

10/28 ~ 12/20 

週四 

18:30̴21:20 

30 4,500 

認識動詞的種類，て形/た形/辞書形等變化應用及如何表達自我

興趣的型練習。 

教師：李文君老師 

教科書：大家的日本語初級 II 改訂版：第 21-25 課 

ISBN 碼：9789863210870 

定價：新台幣 360 元 

日語中階 7 

9/25 ~ 12/4 

週六 

09:10~12:00 

30 5,200 

適合對日語有一定程度者，欲進修，朝日語檢定 N4-N3 級別準備

之對象或欲培養相當於 N4-N3 級別之日語能力者。 

教師：李文君老師 

教科書：日語集中練習-聽說讀寫 

ISBN 碼：978-986-7918-81-9，定價：新台幣 380 元 

歐洲語系（德語、法語、西班牙語） 

德語初階 1A 

9/23 ~ 11/25 

週四 

18:30~21:20 

30 4,500 

※適合初階「零基礎」的同學 

基礎發音、基礎文法與句型。以完成口說、 

筆述之自我介紹與短文朗讀為目標。 

教師：曾瓊慧老師 

教科書：授課老師自製講義 

法語初階 1 

9/25 ~ 12/4 

週六 

13:30~16:20 

30 4,500 

※適合初階「零基礎」的同學 

透過學習法語發音與語法，搭配日常生活對話，進行運用。 

教科書：Le Nouveau Taxi I：第 1-5 課 

教師：黎美老師 

ISBN 碼：9782011555489 

定價：新台幣 810 元 

西班牙語初階 1 

9/24 ~ 11/26 

週五 

18:30~21:20 

30 4,500 

※適合初階「零基礎」的同學 

文法、字彙，各類日常生活對話及慣用語。 

教師：Fernando  ※全英文授課 (西籍教師授課) 

教科書：授課老師自製講義 

 

英語進修班第 133 期 
課程名稱 上課時間 時數 學費 課程內容 

中級英語會話 

9/22 ~ 11/24 

週三 

18:30 ~ 21:20 

30 4,500 

以日常生活情境為主題(工作、教育、家庭、體育、習俗、健康

等)，加強對事物的描述能力。能力相當於通過全民英檢中級、

多益 750 分、CEFR B1 等級。※全英文授課 

教科書：自編教材、TED Talk 

教師：Thomas 



英語進修班第 133 期 
課程名稱 上課時間 時數 學費 課程內容 

中高級英語會話 

9/27 ~ 12/6 

週一 

18:30 ~ 21:20 

30 4,500 

採互動式教學，強調表達想法的能力，以生活環境相關之議題

(文化、發明、職業、醫學、旅遊等)進行討論，並加強聽力及口

說技巧。能力相當通過全民英檢中高級、多益 850 分、CEFR B2

等級。※全英文授課 

教科書：自編教材、TED Talk 

教師：Thomas 

週六上午 

初級英語會話 

9/25 ~ 12/4 

週六 

09:10 ~ 12:00 

30 4,500 

透過簡單、直述式的句型結構，輔以簡潔明瞭的簡單問句建構起

學員的對答自信。同時補充足夠之字彙、慣用語，讓開口說英語

不再是件困難事，而是件能讓學員感到充滿自信的另一種管道。

能力相當於通過全民英檢初級、多益 225 分、CEFR A2 等級。※

全英文授課 

教科書：Side by Side 

教師：Allen 

週六上午 

中級英語會話 

9/25 ~ 12/4 

週六 

09:10 ~ 12:00 

30 4,500 

以日常生活情境為主題(工作、教育、家庭、體育、習俗、健康

等)，加強對事物的描述能力。能力相當於通過全民英檢中級、

多益 550 分、CEFR B1 等級。※全英文授課 

教科書：自編教材 

教師：Fernando 

週六上午 

中高級英語會話 

9/25 ~ 12/4 

週六 

09:10 ~ 12:00 

30 4,500 

採互動式教學，強調表達想法的能力，以生活環境相關之議題

(文化、發明、職業、醫學、旅遊等)進行討論，並加強聽力及口

說技巧。能力相當通過全民英檢中高級、多益 850 分、CEFR B2

等級。※全英文授課 

教科書：自編教材、TED Talk 

教師：Thomas 

週六下午 

中級英語會話 

9/25 ~ 12/4 

週六 

13:30 ~ 16:20 

30 4,500 

以日常生活情境為主題(工作、教育、家庭、體育、習俗、健康

等)，加強對事物的描述能力。能力相當於通過全民英檢中級、

多益 550 分、CEFR B1 等級。※全英文授課 

教科書：英語會話模式 

教師：Allen 

（課程內容皆視學員對課程內容之吸收程度與學習表現而調整課程進度） 

 

 

※課程優惠方案及報名相關資訊，請至課程網站參考及各班招生簡章(掃 QR Code)。 

※聯絡方式： 

國立中山大學全球產學營運及推廣處_外國語文教學中心  

電話：07-5252000 分機 2702 谷小姐 

https://ceo-ogiaca.nsysu.edu.tw/CourseList.aspx?Pindex=2&Status=2&SearchAdvanced=Fals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