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8-1文藻桌-海外實習專案 2019.05.10 

名

額 
 學校 實習期間 優先語言/條件要求 膳宿條件 實習內容 

1 
泰

國 

曼谷大學 

Bangkok University 
August-December 

1.大專英檢 240分(或同等

程度)以上 

2.英語聽說讀寫能力流

利。 

1.住宿免費(須負擔公設費用) 

2.餐費自理 

 

1.主要為協助行政庶務、活動及教學支援或其他業務 

2.實習單位將由曼谷大學評估後安排 

名

額 
 學校 實習期間 優先語言/條件要求 膳宿條件 實習內容 

1 
法

國 

聖丹尼斯國際學校 

St. Denis Int'l School 
2019/09~2020/02 

1.修習過華語教學相關課

程。 

2.通過法語檢定 A2-B1級

者佳(請檢附證明) 

3.須能正確使用「漢語拼

音」，掌握一定數量簡體

字。 

1.住宿免費 

2.餐費部分免費 

(周一至周五供餐，周末或假期需自

理。) 

1. 擔任該校華語課程教學助教，無單獨授課 (21 小時/

週)。 

2. 協助輔導：晚間輔導，以複習、讀寫練習為主，每周

時間不定，約 3~4小時。 

3. 負責中國文化社團課程(如:手工藝、書法、繪畫、遊

戲、棋藝、折紙等課程)(1.5小時*2次/週)。 

4. 實習生可於該校選修法文課程。 

5. 華語教學部分可向應華系申請認證後，由應華系發給

華語實習合格證明書，並可申請抵免「華語文教學實習」

學分。 

*欲申請華語合格證明書者，教學期間每週必須撰寫實習

心得日誌(請以應華系規範之格式為準) 

6. 法語選修部分可申請抵免法文課程學分。                                                                         

7.教授對象：初中低年级學生，無漢語基礎，需能以基礎

法語交流 



名

額 
 學校 實習期間 優先語言/條件要求 膳宿條件 實習內容 

2 
法

國 

法國中央布爾日天

主教教育集團 

Ensemble Scolaire 

Bourges Centre 

(ESBC) 

一學年 

2019 年 8 月 30 日至

2020年 7月 4日 

1.法文系同學及應華系二

技或大學四年級學生各

一位優先。 

2.輔修華語教學者優先 

3.法文系法語程度 B1 以

上，應華系法語程度 A1-

A2 (請檢附證明) 

4.須能正確使用「漢語拼

音」，掌握一定數量簡體

字。 

5.教授對象：小學至二專

學生，各漢語程度。 

6. 對華語教學有熱忱者；

個性樂觀、開朗、主動、

獨立、負責、合群。 

7.電腦及文書處理能力強 

1.ESBC 學校提供宿舍及學餐伙食

(周一至周五供餐，周末或假期需自

理)及健康保險 

*若無法配合學校規定或安排，可自

行於校外租屋，法語系助教也可直

接申請寄宿家庭以增進法語能力。

(費用自理) 

1.擔任該校華語課程教學助教 

2.可獨立擔任晚間以華語授課之成人班華語課程 

3. 與同行華語助教一同負責中國文化校內活動(如:手工

藝、書法、國畫、遊戲、棋藝、折紙、太極拳等課程，

或如農曆新年活動) 

4.華語教學部分可向應華系申請認證後，由應華系發給

華語實習合格證明書，並可申請抵免「華語文教學實習」

學分。 

*欲申請華語合格證明書者，教學期間每週必須撰寫實習

心得日誌(請以應華系規範之格式為準) 

5.實習生可於該校選修法文外語課程。 

*以華語教學為主，法語學習為副。 

6.法語選修部分可申請抵免法文課程學分。 

名

額 
 學校 實習期間 優先語言/條件要求 膳宿條件 實習內容 

1 
捷

克 

克拉羅夫大學 

University of Hradec 

Kralove 

September 2019 and 

finishes at about 31st 

January 

共 19週 

1.大專英檢 240分(或同等

程度)以上 

2.修習過華語教學相關課

程。 

提供一個月 US$350-400 津貼(視授

課時數 )*須自行負擔宿舍費每月

US$130                                     

*需自行負擔餐費每天 US$10-12(金

額僅供參考) 

實習部門：國合處(文藻桌) 

1. 協助華語課程教學。 

2. 學生也可於該校選課。 

The student is expected to teach the Chineese courses, she/he 

can also join in some of our classes to study. 



名

額 
 學校 實習期間 優先語言/條件要求 膳宿條件 實習內容 

2 

菲

律

賓 

德拉薩大學 

De La Salle 

University-

Dasmariñas 

2nd week  of August. 

(2nd or 3rd week of 

August to 1st week of 

Dec.) 

IELTS 5-5.5;  

TOEFL, 45-46/450-453; 

Certificate of English 

Proficiency ; or English as 

Medium of Instruction 

提供宿舍預定，膳宿自費 

a) To be in charge of administrative or clerical affairs 

assigned by the host institution, job rotation among different 

offices may be possible in order to gain diverse on-hand 

experiences;  

b) To provide information to faculty and students of the 

host institution about Wenzao and Taiwan in terms of visiting 

and oversea study; 

c) To act as teaching assistant and relevant culture 

programs whereas necessary. 

名

額 
 學校 實習期間 優先語言/條件要求 膳宿條件 實習內容 

2 

須

為

兩

名

男

生

或

兩

名

女

菲

律

賓 

聖博達學院 

San Beda College 

Alabang 

詢問中 

1. 大專英檢 240分 
2. 選修實習課程 

 

1. Interns will not receive 

any financial 

remuneration in 

exchange for free room 

and board provided by 

the host institution. 

However, the host 

institution can provide 

alternative subsidy in the 

event of limited supply of 

housing facilities”. 

1. Assigned to teach/handle Mandarin classes in a grade 

level/s which need Mandarin teachers. 

2. Execute established activities and responsibilities 

agreed upon with his or her students and respective 

subject area chair. 

3. Evaluate students’ work namely; Performance Task/s, 

Written Works, and Quarter Test.   

4. Demonstrate excellent level of professionalism (in the 

observance of official time, dress code, compliance of 

requirement, policies and procedures). 

5. Adhere to the mission-vision of San Beda College 



生 Alabang in the performance of work. 

6. Communicate effectively with immediate or school 

head/s (Subject Area Chair, Vice-Principals, School 

Principal and other members of the school community.  

7. Appreciate and respect school culture, diversity, and 

religious viewpoints. 

8. Uphold moral code in an ethical manner on and off- 

campus. 

9. Conduct team teaching with other members of the 

faculty.  

10. Help review, critique, and improve the existing 

Mandarin program 

名

額 
 學校 實習期間 優先語言/條件要求 膳宿條件 實習內容 

備註： 

1.各單位[名額]欄若未註明性別，表示不拘性別，但泰國曼谷大學因住宿問題，錄取者將以同一性別優先考量(例如兩名皆女性或皆男性)。 

2.實習內容提供參考，實習學校仍可依實際狀況需求調整實習生之職務內容。 

3.為適用於「學生科目學分免修與抵免辦法」，申請本海外實習者，實習期間需滿4.5個月(18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