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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外華語教學能力認證 考前衝刺班 
招生簡章 

➢ 課程日期 
 

課程名稱：對外華語教學能力認證衝刺班-華語文教學 

課程代號：1C44B0060 

課程原價：5200元 

報名截止日期：110年 5月 8日 

課程起訖日期：110年 5月 22日、5月 29日。 

       09:40至 16:30，共計 2週，12小時。 

上課地點：台北市大安區建國南路二段 231號 (文化大學推廣教育部建國本部) 

 

課程名稱：對外華語教學能力認證衝刺班-華語口語與表達 

課程代號：1C46B0050 

課程原價：5500元 

報名截止日期：110年 5月 16日 

課程起訖日期：110年 5月 30日、6月 06日、6月 13日。 

       09:40至 16:30，共計 3週，18小時。 

上課地點：台北市大安區建國南路二段 231號 (文化大學推廣教育部建國本部) 

 

課程名稱：對外華語教學能力認證衝刺班-漢語語言學 

課程代號：1C43B0050  

課程原價：5200元 

報名截止日期：110年 5月 21日 

課程起訖日期：110年 6月 5日、6月 19日。 

       09:40至 16:30，共計 2週，12小時。 

上課地點：台北市大安區建國南路二段 231號 (文化大學推廣教育部建國本部) 

 

課程名稱：對外華語教學能力認證衝刺班-華人社會與文化 

課程代號：1C45B0060 

課程原價：5200元 

報名截止日期：110年 6月 6日 

課程起訖日期：110年 6月 20日、6月 27日。 

       09:40至 16:30，共計 2週，12小時。 

上課地點：台北市大安區建國南路二段 231號 (文化大學推廣教育部建國本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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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生對象 
1. 對華語文教學有興趣 

2. 華語在職教師 

3. 有意參加台灣教育部舉辦之「對外華語教學能力認證」考試者 

 

 

➢ 報名資格 
1. 年滿 18歲以上 

2. 中文聽說讀寫流利者 

 

 

➢ 課程內容 
1.  華語口語與表達 

(1) 華語正音理論與實務 

(2) 華語口語與表達練習 

(3) 歷年考題解析 

(4) 提供一次模擬測驗音檔的講評機會 

 

2.  華人社會與文化／漢語語言學 

(1) 重點整理授課 

(2) 考古題分析 

(3) 考前複習及猜題 

 

3. 華語文教學 

(1) 華語文教學釋名 

(2) 語言習得與學習 

(3) 華語文教學法及設計 

(4) 華語文教材編寫 

(5) 歷屆考題分析與解題 

 

4. 漢語語言學 

(1) 漢語語音及聲韻 

(2) 漢語詞類及構詞原理 

(3) 漢語句法及常見句型 

(4) 華語詞彙教學 

(5) 歷年考題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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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師資陣容 
 

▌趙 彥老師 

經歷： 

1. 國語日報國語正音講師 

2. 國立政治大學語言中心講師 

3. 中國文化大學華語中心兼任華語講師 

4. 教育部對外華語教學能力認證考歷屆命題及評分委員 

 

▌陳雅芳老師 

現職： 

1. 銘傳大學華語文教學學系 助理教授。 

2. 各大專院校華語師資班授課教師。 

經歷： 

1. 俄羅斯莫斯科大學亞非學院 專任華語講師 

2. 俄羅斯莫斯科語言大學 兼任華語講師 

3. 台大國際華語研習所(ICLP) 華語教師 

4. 台師大應華系兼任助理教授 

5. 僑委會「學華語向前走」執行編輯 

6. 台華會 105年大洋洲/非洲地區華文教師研習班授課教師 

7. 僑委會海外華校華語文教師檢定評審委員 

8. 僑委會海外巡迴教師(美西線) 

 

▌林振興老師 

現職： 

臺灣師範大學華語文教學系 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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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費標準 
1. 18小時課程，原價 5500元/科 (含講義、報名費)。 

2. 12小時課程，原價 5200元/科 (含講義、報名費)。 

3. 優惠辦法： 

(1) 本系列課程同報 2科享 9折。 

(2) 本系列課程同報 3科享 85折。 

(3) 本系列課程同報 4科享 8折。 

(4) 曾參加本校"TCSL全方位華語文為第二外語教學培訓班"之舊生/本校

校友/在學生享 75折。。(請附學生證正反面或畢業證書影本)。 

(5) 文化大學校本部及推廣教育部之正職員工及專任教師另享折扣， 

      敬請洽詢課程負責人 魏小姐 02-2700-5858分機 8130。 

 

➢ 退費標準 
1. 因個人因素無法如期上課，得依以下規定辦理轉讓、退費，共以一次為限。 

2. 本系列課程因其性質，無法辦理延期及轉班。 

3. 於各科上課日前一個工作天申請退費者，退還已繳學費百分之九十。 

(1) 華語文教學：110年 5月 21日 17時止 

(2) 華語口語與表達：110年 5月 28日 17時止 

(3) 漢語語言學：110年 6月 4日 17時止 

(4) 華人社會與文化：110年 6月 18日 17時止 

4. 開班上課日起算未逾全期三分之一申請退費者，退還學費百分之五十。 

(1) 華語文教學：110年 5月 22日 17時止 

(2) 華語口語與表達：110年 5月 30日 17時止 

(3) 漢語語言學：110年 6月 5日 17時止 

(4) 華人社會與文化：110年 6月 20日 17時止 

5. 課程進行三分之一後，不予退還。 

6. 報名人數若未達開課人數，則不予開班，所繳費用無息退還。 

 

➢ 報名方式 
1. 單科線上購課 (刷卡/匯款): https://lihi1.cc/e7aIe 

2. 多科線上購課 (刷卡) : https://forms.gle/9HxSsQQ9jYm9uVUS8 

3. 臨櫃購課(刷卡分期/現金)：分部地點 https://lihi1.com/t1DUV 

4. 校友/學生/舊生優惠報名，請洽詢課程負責人 

  

https://lihi1.cc/e7aIe
https://forms.gle/9HxSsQQ9jYm9uVUS8
https://lihi1.com/t1DU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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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證書頒發 
1. 12小時的課程缺席時數未達三小時者。 

2. 18小時的課程缺席時數未達四小時者。 

出席時數達上述標準者，將於結業日當天核發中文證書乙張。 

 

如有任何疑問，請洽詢：文化大學推廣教育部華語中心 

師資班課程負責人 魏淳汝 

(02) 2700-5858 分機 8130 

cjwei@g.sce.pccu.edu.tw 

mailto:cjwei@g.sce.pccu.edu.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