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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主任的話 

 東南亞學系是文藻外語大學建校 53 年來，設立的第 13 個四技部的

科系。文藻校史上有許多「里程碑」，都和國家發展有很大的關係： 

 1966 年設立時名為「私立文藻女子外國語文專科學校」。當時台灣

進入加工出口的經濟發展階段，走向國際貿易。男性從事製造業生產，培

養具有外語能力的女性，協助台灣產品行銷全球。 

 1980 年開始招收男生，更名為「私立文藻外國語文專科學校」。台

灣在 1970 年代面對非常嚴崚的國際政經情勢轉變，如被迫退出聯合國、

與美國斷絕正式外交關係等，培養更多外交、經貿專才是當時國家所需。 

 1999 年由專科升格為學院後邁入 21 世紀，面對新的全球變遷和產業

變革，跨領域、能綜整的學習蔚為風氣。文藻開始發展語言專業之外的專

業科系、逐漸擴大規模，遂在 2013 年改名，形具有五專部、二技部、四

技部、研究所的大學。 

 由此可見，文藻配合國家發展一直「與時俱進」。2016 年，政府推

出「新南向政策」，強調與東南亞、南亞、紐澳，深化「以人為本」的交

往。東南亞學系、碩士班也在準備 10 年後設立，師資除台灣外，有來自

新加坡、越南、印尼與泰國，也非常「東南亞」。 

 我們期待有志瞭解東南亞、前進東南亞的同學們，和我們一起攜手

跨入東南亞，成為台灣與東南亞的橋樑！ 

 

壹、主任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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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東南亞學系源起 

 因應全球經貿發展潮流和東南亞區域政經崛起，身為全台唯一外語

大學的文藻，奠基於超過 50 年以上的卓越外語教學精神，97 學年開始教

授東南亞國家語言，供全校同學選修。103 學年歐亞語文學院下設「東南

亞語言教學中心」，開辦「東南亞語言與產業學分學程」，開設越南語、

印尼語、泰語、菲律賓語、柬埔寨語等東南亞國家語言，及東南亞政經、

歷史文化等專業課程。 

 「東南亞碩士學位學程」於 107 學年獲准設立，提供有志於研究、

由他種專業轉進、欲瞭解東南亞事務的大學應屆畢業生、社會人士進修的

進階課程。內容包括東南亞語言學習及「東南亞政府與社會」、「東南亞

企業與產業」兩個選修模組，培育具東南亞外語能力與跨領域專業知識之

企業經理人、創業家。 

 東南亞學系獲准 108 學年設立，不僅供全校同學、校外人士修習越

南語、印尼語、泰語等東南亞語言，同時也 107 學年起舉辦越南語、印尼

語、泰語檢定。 

 東南亞學系於 108 學年度成立，搭配全校英文共同必修，規劃越南

語、印尼語、泰語三個語言模組，並輔以系訂東南亞政治、經濟、產業、

社會、文化等專業課程。 

 東南亞學系是全國私立大學中唯一具大學部、碩士班的東南亞學專

業科系，期望為台灣及國際社會培育更多未來投入東協市場，活躍於台灣

與東協經濟體、具備國際移動力的「雙外語」及「跨領域」人才。 

貳、東南亞學系源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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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人才培育目標 

 東南亞學系期望培育具有國際移動力的「雙外語」及「跨領域」

人才。期待同學在入學之前，能有「三心」與「二力」： 

一、好奇心：對一切未曾見識的人、事、物等具有好奇心，勇於嚐試

和親身體驗。 

二、自學心：學習不僅於校園，在校學習時間有結束之時，對有趣的

知識，技能，能有自我學習的態度。 

三、堅持心：學習不是容易的事，學會堅持到底，要有打破砂鍋問到

底的堅持信念，方能成事。 

一、表達力：不要害怕問「笨問題」，「沒有問題」才是問題。勇於

表達見解與發問。 

二、資訊力：現今很多訊息都可在網路上找到，但要善用網路，具有

過濾資訊，蒐集正確資訊的能力。 

 

 在學期間則期待同學在東南亞學系培養出「六力」： 

一、自律力：大學的學習沒有強迫性，一切都要倚賴自律。 

二、團隊力：獨木難撐大廈。任務完成有賴團隊協作。 

三、傾聽力：個人主義的時代，更需傾聽別人意見，修正自己。 

四、實踐力：將所學專業知識，轉化為服務社會需求的具體行動。 

五、雙語力：英語上可通國際，東南亞語言下可接地氣。 

六、專業力：東南亞政經、社會、歷史、文化的專業知識與技能。 

參、人才培育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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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課程地圖 

 自本校首頁，點選在校生、課程地圖查詢： 

 

 

 

 

肆、課程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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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分類 

 

 

畢業學分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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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科目學分表 

一、畢業總學分：131 學分，包括校共同必修 52 學分+院共同必修 4 學分+

系訂專業必修 16 學分+移地學習 15 學分+東南亞語言模組 28 學分+選修科

目 16 學分(系訂選修至少 10 學分)。 

二、東南亞語言模組：分為「越南語」、「印尼語」、「泰語」，學生畢

業前須修畢一個模組至少 28 學分。其中，模組「基礎」類課程為必修，

計 22 學分。 

三、選修科目：應修習至少 16 學分，其中除主修之東南亞語言模組外，

得另選修其他東南亞語言課程 4 學分。 

四、移地學習：四年級上學期須就「跨文化東南亞學習」、「學期境外實

習（一）」(赴東南亞國家)或「學期校外實習（一）」(在臺東南亞相關企

業)課程擇一修習。如遇重大事故致無法移地學習者得提出申請，經系務

會議審議通過後，免除此項規定。 

五、具東南亞國籍的外籍生：不得修習與其母語相同的「東南亞語言模組」

「基礎」類課程；「跨文化東南亞學習」的交換國家應與主修「東南亞語

言模組」一致。 

 

 

 

 

伍、科目學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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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選修科目不限本表所列，本系得適時增加選修科目，實際科目則以當

年度開出之課程為準。 

七、本系得規定東南亞語言能力檢定(越南語、印尼語、泰語)畢業標準。 

八、通過本校、本系訂定之其他畢業規定。 

九、日四技必修之通識課程，4 個通識學群均需選修一門課，畢業前請自

行注意每個學群是否皆依規定修習完畢。通識學群開課科目以當年度通識

教育中心開出課程為準。 

十、科目學分表如有變動，以最新公告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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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學年科目學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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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W-Profolio 時光藻堂 

 W-Portfolio 時光藻堂是維護學生個人學經歷、申請校級國際交換生

及個人實習檢核的重要平台。學生可透過 W-Portfolio 將求學點滴、活動

或競賽參與經驗、個人檢定證照...等匯入，打造個人獨特 e 履歷。 

 登入方法：文藻校網首頁→在校生→W-Portfolio 時光藻堂。 

 
 

 

陸、W-Portfolio時光藻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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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修課概況自我檢核表 

修課概況自我檢核表 

學號  姓名： 

語組 □越南語     □印尼語     □泰語 

畢業資格檢視，請勾選 

1 

畢業

語檢

門檻 

英語 

□已通過：□英檢通過；□進步 60 分以上 

□未通過(請續勾下方選項)  

   □已參加學校替代課程，並學習成績及格 

   □未參加學校替代課程或已參加但未及格  

東南亞

語言 

□通過，且登錄畢業門檻 

□通過，但尚未登錄畢業門檻 

□符合替代課程規定【暫訂：參加 2 個學期替代

課程，並學習成績皆及格，且將「曾參與語檢考

試之不及格成績單」交給班代，由系上登錄後才

算完成】  

□未通過【暫訂：未參加學校替代課程或已參加

但未2個學期皆及格(僅參加 1學期及格者視同此

柒、修課概況自我檢核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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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2 

本系

主修

畢業

修習

學分 

□完成 

131 學分，包括校共同必修 52 學分+院共同必修

4 學分+系訂專業必修 16 學分+移地學習 15 學分

+東南亞語言模組 28 學分+選修科目 16 學分(系

訂選修至少 10 學分)。 

□ 未 完

成 

校共同必修___學分(應修 52 學分) 

院共同必修___學分(應修 4 學分) 

東南亞語言模組___學分(應修 28 學分) 

系訂專業必修___學分(應修 16 學分) 

選修科目___學分(至少 31 學分，含系訂選修至少

10 學分、移地學習 15 學分) 

實習課程 □已修讀 □未修讀 (應修至少 1 學分)  

3 

是 否 修 習 輔

系、雙主修、學

程 

□是，修習：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已完成      □未完成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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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畢業門檻及能力檢定 

 

序 語種 說明 

必修 英語 大學院校英言能力測驗第 2 級 240 分 

東南

亞語 

擇一 

□越南語 
本系與越南河內國家大學所屬人文社會

大學合辦之越南語能力檢定 B1。 

□印尼語 
本系與印尼瑪朗國家大學合辦之越印尼

語能力檢定 B1。 

□泰語 
本系與泰國清邁大學合辦之泰語能力檢

定 B1。 

 

 

 

捌、畢業門檻及能力檢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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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東南亞姊妹大學交換 

 一、東南亞姊妹大學交換（不定期更新，請參見國合處綜合業務組網頁），

擇要如下表。 

  二、亞洲基督教大學協會 (The Association of Christian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in Asia ，簡稱「ACUCA」 )交換計畫，參見國合處網頁

(http://d020.wzu.edu.tw/category/148463) 

 

越南 

序 大學 說明 

1 
 

http://en.ulis.vnu.edu.vn/ 

河內國家大學所屬外國語大學

University of Languages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VNU, Hanoi)：

東南亞頂尖語言和語言研究大學。 

2  

http://www.hcmup.edu.vn/?site=190 

胡志明市師範大學 Ho Chi Minh City 

University of Pedagogy：越南 14 所全

國頂尖大學、2 所最大教育大學之一。 

3 
 

http://ufl.udn.vn/eng/ 

峴港外國語大學 Dana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Language Studies)：越南 5 大

外語訓練及外教培育大學。 

玖、東南亞姊妹大學交換 

 

http://en.ulis.vnu.edu.vn/
http://www.hcmup.edu.vn/?site=190
http://ufl.udn.vn/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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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 

序 大學 說明 

1 

 

http://www.petra.ac.id/ 

貝特拉基督教大學 Petra Christian 

University：以理工領域見長，是印尼高等

教育評鑑前 5 名的私立頂尖學府 

2 

 

http://www.unika.ac.id/ 

蘇吉甲普拉那塔天主教大學 

Soegijapranata Catholic University：印尼

最頂尖私立大學，領域以理工為主。 

3 

 
https://www.usd.ac.id/en/ 

聖那塔達瑪大學 Sanata Dharma 

University：印尼天主教學校的先驅，同時

也是印尼最古老且最負盛名的天主教學

校。 

4 

 

https://www.atmajaya.ac.id/web/ 

阿天瑪加雅天主教大學 Atma Jaya 

Catholic University of Indonesia：印尼負

盛名的教育機構，在印尼私立大學名列第

3。 

http://www.petra.ac.id/
http://www.unika.ac.id/
https://www.usd.ac.id/en/
https://www.atmajaya.ac.id/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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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https://binus.ac.id/ 

 

建國大學 Bina Nusantara University：亞

洲前 350 名大學、印尼排名前 11 位大學 

6 

 

https://um.ac.id/en/ 

瑪 朗 國 立 大 學 State University of 

Malang：印尼的大學中排名第 6，為 BIPA

課程創辦學校，自 1974 年就已開始提供

非母語人士之印尼語課程。 

https://binus.ac.id/
https://um.ac.i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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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國 

序 大學 說明 

1 
 

https://www.cmu.ac.th/en/ 

清邁大學 Chiang Mai University：清邁市唯

一國立大學，也是泰國北部首屈一指的高等

學府。 

2 
 

https://www.christian.ac.th/ 

基督教大學 Christian University of Thailand:

泰國基督教會建立的著名機構之一，致力培

育泰語、英語數位專才。 

3  

https://www.bu.ac.th/th/ 

曼谷大學 Bangkok University：泰國建校最悠

久、規模最大的私立大學，被評為最受學生

歡迎的泰國私立大學。 

4 
 

http://www.au.edu/ 

易三倉大學 Assumption University：以吸引

大量外國學生著稱，以理工見長。 

5 
 

https://tu.ac.th/en 

法政大學 Thammasat University：泰國第二

歷史悠久學校，以文法商為強項。 

https://www.cmu.ac.th/en/
https://www.christian.ac.th/
https://www.bu.ac.th/th/
http://www.au.edu/
https://tu.ac.t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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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學生專業證照獎勵申請 

 

 專業證照獎勵申請：登入資訊服務入口→歷程檔案平台→學生

證照獎勵金申請審核平台→證照申請單填寫→並將證照佐證資料

(成績單或證書)掃描成電子檔後上傳至網站，填完即可按送出。 

 專業證照獎勵項目：請參考教務處《文藻外語大學學生取得專業證

照獎勵要點》(http://d001.wzu.edu.tw/article/297921)，內容詳情請至本系網

頁「學生專業證照獎勵」查詢。 

 

拾、學生專業證照獎勵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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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壹、校內學分學程 

 東南亞學系培育具有國際移動力的「雙外語」及「跨領域」人才，

除英語、東南亞語言的表達與溝通技能、東南亞相關專業知識與能力外，

並鼓勵學生依興趣修習本校其他科系所開設的學分學程。大學部四年制學

生得於二年級提出申請，各學程修畢需 20 至 22 學分不等。下表列舉部分

學分學程，完整資訊詳見教務處：http://d002.wzu.edu.tw/category/136260。 

 

序 學分學程 序 學分學程 

1 國際會展產業 7 國際文化創意行銷 

2 國際文化觀光導覽 8 雲端行動商務管理 

3 國際事務 9 跨境電商人才培育產業學程 

4 國際商管 10 商務與觀光導覽 

5 翻譯與國際會展 11 外語教學 

6 外語文化觀光導覽 12 華語文教學學分學程 

 

拾壹、校內學分學程 

http://d002.wzu.edu.tw/category/136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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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貳、實習 

 105 學年度起日四技學生須修讀實習學分。身心障礙生、僑生/外國

生、港澳生、陸生或其他特殊狀況者，學生得向所屬系(所)申請免修。 

 除了本校各系(所)、中心所提供的「東南亞相關」學生實習機構外，

本系學生亦可自覓實習機構，提報本系簽訂實習合作契約。以下列舉部分

企業，其餘詳見系網學生實習專區。 

序 實習機構 說明 

1 

高雄市東南亞產學交

流協會 

每年舉辦東南亞台商企業研習團，帶領年輕人

走出台灣，更多認識東南亞國家情勢的變遷，

以及台商在當地的奮鬥。  

網址：http://kaoseas.blogspot.com/ 

2 

嘉豐海洋國際集團 

1984 年創立，以冷凍水產外銷為主要業務，1989

年起佈局國際化投資建廠，分佈於台灣、美

國、泰國、越南、緬甸。 

網址：http://www.gallant-ocean.com /chinese/index.asp 

3 

勝邦金屬（越南） 
越南精密集團(VPIC)子公司。越南精密是歐美

精品重機如，哈雷、杜卡迪的製造商。 

網址：https://www.plsb.com.tw/about/1.htm 

拾貳、實習 

http://kaoseas.blogspot.com/
https://www.plsb.com.tw/about/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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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越南美聲服飾輔料有

限公司 

2001 年成立，生產印刷行業之原輔料、加工及

印刷各種標簽、條形碼票、紡織品、鞋業品

上常見之各種花紋。 

網址：http://www.maxim-group.com.cn/ 

5 

亞洲理工學院尤努斯

中心(泰國) 

Yunus Center at AIT 為國際知名 NGO，以小額

無擔保貸款，協助貧民從事農、商業，以能自

給自足。  

網址：http://www.yunuscenter.ait.asia/ 

6 

胡連精密公司(印尼) 

胡連精密為汽機車業界專業連接器廠；並跨足

醫療、太陽能等領域，2017 年設立印尼胡連科

技製造公司。 

網址：http://www.hulane.com.tw/tc/index.asp 

7 

Vita Park 工業區管理

公司(寮國) 

Vita Park 為寮國第一個工業區管理公司，從事

工業區土地開發及管理，服務來自台、中、日、

越等跨國企業。 

網址：http://www.laos-vita.com/ 

8 

寶成工業 

股份有限公司 

全球最大運動鞋及休閒鞋製造商，於東南亞

國家，如越南、印尼等地設廠生產及品牌代理。 

網址：https://www.pouchen.com/ 

http://www.maxim-group.com.cn/
http://www.yunuscenter.ait.asia/
http://www.hulane.com.tw/tc/index.asp
http://www.laos-vita.com/
https://www.pouche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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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參、畢業進路  

 東南亞地區 6.4 億人口的廣大市場，不僅成為本地企業興起的沃土，

靈活、彈性的台商也已前進東南亞投資、設廠多年，更跨國企業的必爭之

地。東協區域是當今全球經濟發展最快區域之一，對於具有東南亞相關國

家的語言、知識的人才，需求甚殷。我國政府亦推出「新南向政策」，強

調與東南亞國家間的全方位交往。 

 東南亞學系強調越南語、印尼語、泰語的教學，鼓勵同學前往知名

東南亞姊妹校擔任交換學生，精進語言技能，更進一步結合東南亞台商、

相關國內外非營利組織，透過舉辦東南亞台商企業研習團、東南亞企業中

高階幹部職場講座、東南亞企業實習等方式，為同學打造從學校通往就業

的「最後一哩」。 

 本系同學畢業進路有升學、公職、就業三個方向（說明參見下頁）： 

 

拾參、畢業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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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學：東南亞位居地緣政治、經濟要衝、歷史悠久、族群眾多、語

言文化多采、吸引政治學、國際關係、社會學、人類學、經濟學、語言學

等學科學者研究，在學術上發展成為獨特的東南亞研究領域。有志從事學

術研究的畢業生可報考國內外相關碩士班，如本校東南亞碩士班、國立暨

南國際大學東南亞研究所、香港城市大學亞洲及國際學系碩士班、新加坡

國立大學東南亞學系碩士班等。 

公職：我國以外貿立國，政府機構如外交部、經濟部不僅在部內有

東南亞相關外交、國貿業務，也在多數東南亞國家設有館處，派駐駐外人

員。此外，近 20 年來，東南亞來台移民、移工漸多，移民署專責相關事

務。有志為國服務的畢業生可報考外交特考(設有東南亞國家語組)、國際

經濟商務人員特考、移民行政特考(設有越南、印尼、泰語組)。 

就業：東南亞台商眾多，市場廣大。本系成立之前，已有許多文藻

校友前進東南亞，更在印尼、越南、泰國等國組成校友會。在學長姊為學

弟妹、系上教師為同學舖平的道路上，透過赴東南亞企業、非營利組織實

習，我們鼓勵同學勇敢前進東南亞，自許為「下可接地氣，上可跨國際」

的東南亞全方位人才，成為當地企業、台商、跨國公司、非營利組織、社

會企業等的重要幹部、通譯、經理人，甚至創業家！ 

 

 

 

 

 
特別介紹 

本系官網「實習/交換」或文藻校網首頁「文藻 104 求才求職網」，不定期

刊有事求人訊息。生涯發展中心每年 5 月也定期舉辦就業博覽會提供相關

資訊。 

      外貿協會的國際企業經營班(簡稱國企班) 

以外語與經貿課程為二主軸貫穿訓練，培養能於海外獨立作業之行

銷業務經理人為目標。目前二年制班設有越南、印尼、泰語組！ 

照過來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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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呼用語 印尼語 越南語 泰語 

嗨／哈囉 Halo Xin chào ! Sa-wad-dee 

您好嗎？ Apa kabar? 
Bạn khỏe 

không ? 
Sa-bai-dee-mai 

早安 Selamat pagi 

Xin chào ! 

Sa-wad-dee-torn-chao 

午安 
Selamat siang 

Selamat sore 
Sa-was-dee-torn-bai 

晚安 Selamat malam 
Chúc ngủ 

ngon ! 
Ra-tee-sa-wad 

謝謝 Terima kasih Cảm ơn Khop-khun 

對不起 Maaf Xin lỗi ! Khor-toad 

不客氣 Sama-sama Không có gì Mai-tong-graeng-jai 

再見 Sampai jumpa Tạm biệt La-korn 

祝您有美好

的一天 

Semoga hari 

Anda 

menyenangkan 

Chúc một 

ngày tốt 

lành ! 

Khor-hai-wan-nee- 

ben-wan-tee-dee 

 

拾肆、入門用語 

 

 

 

 

 

 

拾肆、入門用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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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伍、語言學習資源 

 

越南語 

 

越南河內國家大學所屬人文與社會科學大學 越南語言與

文化中心 

http://www.ussh.vnu.edu.vn/c3/en-US/gioi-thieu-c/Centers-and-Institutes-6-698 

 

印尼語 

瑪朗國家大學 教師與科學教育機構 

https://www.facebook.com/IKIPMalang/ 

 

泰語 

清邁大學語言學院 

https://www.li.cmu.ac.th/ 

 

拾伍、語言學習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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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陸、行政團隊 

 

 

姓名 林文斌 

職稱 政治學博士 

東南亞學系副教授兼主任 

東南亞碩士學位學程主任  

東南亞系籌備主任 

專業 比較政治經濟／國際政治經濟／東

南亞研究／發展研究／能源與科技

政策／創新體系研究 

分機 7801 

信箱 【個人】100202@mail.wzu.edu.tw  

【職務】sl0001@mail.wzu.edu.tw 

【系務】seas@mail.wzu.edu.tw  

 

姓名 張允愷 

職稱 
東南亞學系專員 

東南亞碩士學位學程專員 

分機 7802 

信箱 

【個人】99878@mail.wzu.edu.tw 

【職務】sl0002@mail.wzu.edu.tw 

【系務】seas@mail.wzu.edu.tw 

 

拾陸、行政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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