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國文化大學　函

地址：111臺北市士林區華岡路55號
承辦人：孫于涵
電話：(02)27005858#8524
傳真：(02)27069121

受文者：國立基隆高級中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3月14日
發文字號：校廣字第1110000825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無

主旨：檢送本校推廣教育部終身學習中心辦理「閩南語語言能力
認證【拼音加強班】」、「閩南語語言能力認證【讀寫加
強班】」、「閩南語語言能力認證【考試衝刺班】」研習
訊息詳如說明，轉知邀請有興趣者報名參加，請查照。

說明：
一、本校推廣教育部終身學習中心為配合閩南語語言能力認證
考試需求，加強教師專業素養及學生語言能力，開設「閩
南語語言能力認證【拼音加強班】」、「閩南語語言能力
認證【讀寫加強班】」、「閩南語語言能力認證【考試衝
刺班】」修畢課程並符合出席時數，可取得研習結業證
書。

二、課程資訊：
(一)閩南語語言能力認證【拼音加強班】
１、上課日期與時間：111年05月15日至111年05月29日(星
期日)9:00~16:00；總時數18小時，分三次上課。

２、本拼音加強班透過一系列課程，加強學員在閩南語的
台羅拼音方面，做一全面性的輔導。

３ 、 更 多 課 程 資 訊 ， 請 參 考 連 結 網 頁 ：
https://www.sce.pccu.edu.tw/courses/0K33B1050。

(二)閩南語語言能力認證【讀寫加強班】
１、上課日期與時間：111年06月12日至111年06月26日(星
期日)9:00~16:00；總時數18小時，分三次上課。

２、本讀寫加強班透過一系列課程，加強學員在閩南語的
讀、寫方面，做一全面性的輔導。

３ 、 更 多 課 程 資 訊 ， 請 參 考 連 結 網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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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sce.pccu.edu.tw/courses/0K34B1060。
(三)閩南語語言能力認證【考試衝刺班】
１、上課日期與時間：111年07月10日至111年07月31日(星
期日)9:00~16:00；總時數24小時，分四次上課。

２、本拼音加強班透過一系列課程，加強學員在閩南語的
聽、說、讀、寫方面，做一全面性的輔導。並掌握解
題要領與作答技巧。

３ 、 更 多 課 程 資 訊 ， 請 參 考 連 結 網 頁 ：
https://www.sce.pccu.edu.tw/courses/0K35B1070。

以上課程目標皆以通過閩南語認證中高級(B2)，以期在就
業或者個人價值提升，都能有顯著的效果。

三、上課地點：本校推廣教育部(建國本部)-台北市大安區建國
南路二段231號。

四、若有相關問題請洽詢承辦人員：孫于涵小姐 02-2700-5858
分機8524或總機1；郵件信箱yhhsun@sce.pccu.edu.tw

正本：臺北市松山區松山國民小學、臺北市松山區西松國民小學、臺北市松山區敦化
國民小學、臺北市松山區民生國民小學、臺北市松山區民權國民小學、臺北市
松山區民族國民小學、臺北市松山區三民國民小學、臺北市松山區健康國民小
學、臺北市信義區興雅國民小學、臺北市信義區永春國民小學、臺北市信義區
光復國民小學、臺北市信義區三興國民小學、臺北市信義區信義國民小學、臺
北市信義區吳興國民小學、臺北市信義區福德國民小學、臺北市信義區永吉國
民小學、臺北市信義區博愛國民小學、國立臺北教育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
臺北市大安區龍安國民小學、臺北市大安區大安國民小學、臺北市大安區幸安
國民小學、臺北市大安區建安國民小學、臺北市大安區仁愛國民小學、臺北市
大安區金華國民小學、臺北市大安區古亭國民小學、臺北市大安區銘傳國民小
學、臺北市大安區公館國民小學、臺北市大安區新生國民小學、臺北市私立復
興實驗高級中學、臺北市私立立人國際國民中小學、臺北市私立新民國民小
學、臺北市中山區中山國民小學、臺北市中山區中正國民小學、臺北市中山區
長安國民小學、臺北市中山區長春國民小學、臺北市中山區大直國民小學、臺
北市中山區大佳國民小學、臺北市中山區五常國民小學、臺北市中山區吉林國
民小學、臺北市中山區懷生國民小學、臺北市中山區永安國民小學、臺北市中
山區濱江國民小學、臺北市中正區螢橋國民小學、臺北市中正區河堤國民小
學、臺北市中正區忠義國民小學、臺北市國語實驗國民小學、臺北市中正區南
門國民小學、臺北市中正區東門國民小學、臺北市中正區忠孝國民小學、臺北
市立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臺北市大同區蓬萊國民小學、臺北市大同區日新
國民小學、臺北市大同區太平國民小學、臺北市大同區永樂國民小學、臺北市
大同區雙蓮國民小學、臺北市大同區大同國民小學、臺北市大同區大龍國民小
學、臺北市大同區延平國民小學、臺北市大同區大橋國民小學、臺北市萬華區
新和國民小學、臺北市萬華區雙園國民小學、臺北市萬華區東園國民小學、臺
北市萬華區大理國民小學、臺北市萬華區西園國民小學、臺北市萬華區萬大國
民小學、臺北市萬華區華江國民小學、臺北市萬華區西門國民小學、臺北市萬
華區老松國民小學、臺北市萬華區龍山國民小學、臺北市萬華區福星國民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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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臺北市私立光仁國民小學、臺北市南港區南港國民小學、臺北市南港區舊
莊國民小學、臺北市南港區玉成國民小學、臺北市南港區成德國民小學、臺北
市南港區胡適國民小學、臺北市南港區東新國民小學、臺北市南港區修德國民
小學、臺北市內湖區內湖國民小學、臺北市內湖區碧湖國民小學、臺北市內湖
區潭美國民小學、臺北市內湖區東湖國民小學、臺北市內湖區西湖國民小學、
臺北市內湖區康寧國民小學、臺北市內湖區明湖國民小學、臺北市內湖區麗山
國民小學、臺北市內湖區新湖國民小學、臺北市內湖區文湖國民小學、臺北市
內湖區大湖國民小學、臺北市內湖區南湖國民小學、臺北市內湖區麗湖國民小
學、臺北市士林區士林國民小學、臺北市士林區士東國民小學、臺北市士林區
福林國民小學、臺北市士林區陽明山國民小學、臺北市士林區社子國民小學、
臺北市士林區雨聲國民小學、臺北市士林區富安國民小學、臺北市士林區劍潭
國民小學、臺北市溪山實驗國民小學、臺北市士林區平等國民小學、臺北市士
林區百齡國民小學、臺北市士林區雙溪國民小學、臺北市士林區葫蘆國民小
學、臺北市士林區雨農國民小學、臺北市士林區天母國民小學、臺北市士林區
文昌國民小學、臺北市士林區芝山國民小學、臺北市士林區蘭雅國民小學、臺
北市士林區三玉國民小學、華興學校財團法人臺北市私立華興高級中等學校小
學部、臺北市私立薇閣國民小學、奎山學校財團法人臺北市奎山實驗高級中等
學校、臺北市北投區北投國民小學、臺北市北投區逸仙國民小學、臺北市北投
區石牌國民小學、臺北市北投區關渡國民小學、臺北市湖田實驗國民小學、臺
北市北投區清江國民小學、臺北市泉源實驗國民小學、臺北市北投區大屯國民
小學、臺北市北投區湖山國民小學、臺北市北投區桃源國民小學、臺北市北投
區文林國民小學、臺北市北投區義方國民小學、臺北市北投區立農國民小學、
臺北市北投區明德國民小學、臺北市北投區文化國民小學、國立政治大學附設
實驗國民小學、臺北市文山區景美國民小學、臺北市文山區武功國民小學、臺
北市文山區興德國民小學、臺北市文山區溪口國民小學、臺北市文山區興隆國
民小學、臺北市文山區志清國民小學、臺北市文山區景興國民小學、臺北市文
山區木柵國民小學、臺北市文山區永建國民小學、臺北市文山區實踐國民小
學、臺北市博嘉實驗國民小學、臺北市文山區指南國民小學、臺北市文山區明
道國民小學、臺北市文山區萬芳國民小學、臺北市文山區力行國民小學、臺北
市文山區萬興國民小學、臺北市文山區萬福國民小學、臺北市文山區興華國民
小學、臺北市文山區辛亥國民小學、靜心學校財團法人臺北市私立靜心高級中
等學校附設國小部、臺北市私立中山國民小學、臺北市私立再興國民小學、新
北市私立及人國民小學、新北市私立竹林國民小學、新北市永和區永和國民小
學、新北市永和區永平國民小學、新北市永和區秀朗國民小學、新北市永和區
網溪國民小學、新北市永和區頂溪國民小學、新北市中和區中和國民小學、新
北市中和區光復國民小學、新北市中和區復興國民小學、新北市中和區景新國
民小學、新北市中和區秀山國民小學、新北市中和區積穗國民小學、新北市中
和區自強國民小學、新北市中和區興南國民小學、新北市中和區錦和國民小
學、新北市新店區中正國民小學、新北市新店區北新國民小學、新北市新店區
大豐國民小學、新北市新店區安坑國民小學、新北市新店區屈尺國民小學、新
北市新店區新和國民小學、新北市新店區新店國民小學、新北市新店區直潭國
民小學、新北市新店區雙城國民小學、新北市新店區雙峰國民小學、新北市新
店區青潭國民小學、新北市新店區龜山國民小學、新北市板橋區中山國民小
學、新北市板橋區信義國民小學、新北市板橋區國光國民小學、新北市板橋區
埔墘國民小學、新北市板橋區大觀國民小學、新北市板橋區實踐國民小學、新
北市板橋區後埔國民小學、新北市板橋區文德國民小學、新北市板橋區文聖國
民小學、新北市板橋區新埔國民小學、新北市板橋區板橋國民小學、新北市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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橋區江翠國民小學、新北市板橋區沙崙國民小學、新北市板橋區海山國民小
學、新北市板橋區溪洲國民小學、新北市板橋區莒光國民小學、新北市板橋區
重慶國民小學、新北市汐止區汐止國民小學、新北市汐止區秀峰國民小學、新
北市汐止區白雲國民小學、新北市汐止區長安國民小學、新北市汐止區北峰國
民小學、新北市汐止區保長國民小學、新北市汐止區北港國民小學、新北市汐
止區樟樹國民小學、新北市汐止區東山國民小學、新北市汐止區崇德國民小
學、新北市汐止區金龍國民小學、新北市新莊區新莊國民小學、新北市新莊區
昌平國民小學、新北市新莊區興化國民小學、新北市新莊區中信國民小學、新
北市新莊區昌隆國民小學、新北市新莊區國泰國民小學、新北市新莊區中港國
民小學、新北市新莊區思賢國民小學、新北市新莊區榮富國民小學、新北市新
莊區丹鳳國民小學、新北市新莊區裕民國民小學、新北市新莊區豐年國民小
學、新北市新莊區光華國民小學、新北市新莊區新泰國民小學、新北市新莊區
民安國民小學、新北市新莊區頭前國民小學、新北市蘆洲區蘆洲國民小學、新
北市蘆洲區鷺江國民小學、新北市蘆洲區成功國民小學、新北市蘆洲區仁愛國
民小學、新北市蘆洲區忠義國民小學、新北市淡水區文化國民小學、新北市淡
水區新興國民小學、新北市淡水區淡水國民小學、新北市淡水區鄧公國民小
學、新北市淡水區天生國民小學、新北市淡水區新市國民小學、新北市淡水區
水源國民小學、新北市淡水區興仁國民小學、新北市淡水區中泰國民小學、新
北市淡水區坪頂國民小學、新北市淡水區竹圍國民小學、新北市淡水區屯山國
民小學、新北市三重區二重國民小學、新北市三重區三重國民小學、新北市三
重區碧華國民小學、新北市三重區光榮國民小學、新北市三重區修德國民小
學、新北市三重區厚德國民小學、新北市三重區三光國民小學、新北市三重區
光興國民小學、新北市三重區集美國民小學、臺北市立介壽國民中學、臺北市
立民生國民中學、臺北市立興雅國民中學、臺北市立仁愛國民中學、臺北市立
大安國民中學、臺北市立懷生國民中學、臺北市立弘道國民中學、臺北市立螢
橋國民中學、臺北市立南門國民中學、臺北市立萬華國民中學、臺北市立雙園
國民中學、臺北市立建成國民中學、臺北市立忠孝國民中學、臺北市立民權國
民中學、臺北市立蘭州國民中學、臺北市立新興國民中學、臺北市立誠正國民
中學、臺北市立內湖國民中學、臺北市立景美國民中學、臺北市立興福國民中
學、臺北市立木柵國民中學、臺北市立實踐國民中學、臺北市立北政國民中
學、臺北市立士林國民中學、臺北市立桃源國民中學、臺北市立至善國民中
學、臺北市立格致國民中學、臺北市立北投國民中學、臺北市立新民國民中
學、臺北市立明德國民中學、臺北市立永吉國民中學、臺北市立蘭雅國民中
學、臺北市立龍山國民中學、臺北市立中山國民中學、臺北市立麗山國民中
學、臺北市立中正國民中學、臺北市立福安國民中學、臺北市立五常國民中
學、臺北市立三民國民中學、臺北市立景興國民中學、臺北市立信義國民中
學、臺北市立敦化國民中學、臺北市立西湖國民中學、臺北市立東湖國民中
學、臺北市立石牌國民中學、臺北市立金華國民中學、臺北市立長安國民中
學、臺北市立北安國民中學、臺北市立古亭國民中學、臺北市立重慶國民中
學、臺北市立成德國民中學、臺北市立明湖國民中學、臺北市立天母國民中
學、臺北市立關渡國民中學、臺北市立瑠公國民中學、基隆市立中山高級中
學、基隆市立安樂高級中學、基隆市立暖暖高級中學、基隆市立明德國民中
學、基隆市立銘傳國民中學、基隆市立信義國民中學、基隆市立中正國民中
學、基隆市立成功國民中學、基隆市立南榮國民中學、基隆市立正濱國民中
學、基隆市立建德國民中學、基隆市立百福國民中學、基隆市立武崙國民中
學、基隆市立碇內國民中學、臺北市立龍門國民中學、新北市立文山國民中
學、新北市立新莊國民中學、新北市立淡水國民中學、新北市立汐止國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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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新北市立鶯歌國民中學、新北市立三峽國民中學、新北市立三芝國民中
學、新北市立中和國民中學、新北市立明志國民中學、新北市立五峰國民中
學、新北市立板橋國民中學、新北市立瑞芳國民中學、新北市立永和國民中
學、新北市立土城國民中學、新北市立坪林實驗國民中學、新北市立泰山國民
中學、新北市立五股國民中學、新北市立八里國民中學、新北市立石門實驗國
民中學、新北市立貢寮國民中學、新北市立平溪國民中學、新北市立蘆洲國民
中學、新北市立林口國民中學、新北市立萬里國民中學、新北市立欽賢國民中
學、新北市立光榮國民中學、新北市立積穗國民中學、新北市立重慶國民中
學、新北市立碧華國民中學、新北市立江翠國民中學、新北市立新泰國民中
學、新北市立柑園國民中學、新北市立漳和國民中學、新北市立福和國民中
學、新北市立中山國民中學、新北市立福營國民中學、新北市立深坑國民中
學、新北市立新埔國民中學、新北市立頭前國民中學、新北市立中正國民中
學、新北市立溪崑國民中學、新北市立自強國民中學、新北市立義學國民中
學、新北市立正德國民中學、新北市立中平國民中學、新北市立鳳鳴國民中
學、新北市立尖山國民中學、新北市立三和國民中學、新北市立育林國民中
學、新北市立大觀國民中學、新北市立二重國民中學、新北市立安溪國民中
學、新北市立崇林國民中學、新北市立忠孝國民中學、新北市立鷺江國民中
學、新北市立佳林國民中學、新北市立三多國民中學、桃園市立文昌國民中
學、桃園市立青溪國民中學、桃園市立桃園國民中學、桃園市立建國國民中
學、桃園市立中興國民中學、桃園市立慈文國民中學、桃園市立福豐國民中
學、桃園市立同德國民中學、桃園市立大有國民中學、桃園市立會稽國民中
學、桃園市立經國國民中學、桃園市立內壢國民中學、桃園市立大崙國民中
學、桃園市立新明國民中學、桃園市立龍岡國民中學、桃園市立興南國民中
學、桃園市立自強國民中學、桃園市立東興國民中學、桃園市立龍興國民中
學、桃園市立過嶺國民中學、桃園市立中壢國民中學、桃園市立平鎮國民中
學、桃園市立平南國民中學、桃園市立平興國民中學、桃園市立東安國民中
學、桃園市立八德國民中學、桃園市立大成國民中學、桃園市立楊梅國民中
學、桃園市立仁美國民中學、桃園市立富岡國民中學、桃園市立瑞原國民中
學、桃園市立楊明國民中學、桃園市立瑞坪國民中學、桃園市立大竹國民中
學、桃園市立山腳國民中學、桃園市立光明國民中學、桃園市立南崁國民中
學、桃園市立大溪國民中學、桃園市立仁和國民中學、桃園市立大園國民中
學、桃園市立竹圍國民中學、桃園市立青埔國民中學、桃園市立大崗國民中
學、桃園市立龜山國民中學、桃園市立幸福國民中學、桃園市立凌雲國民中
學、桃園市立龍潭國民中學、桃園市立石門國民中學、桃園市立武漢國民中
學、桃園市立永安國民中學、桃園市立大坡國民中學、桃園市立觀音國民中
學、桃園市立草漯國民中學、臺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臺北市立成功高級中
學、臺北市立第一女子高級中學、臺北市立中山女子高級中學、臺北市立景美
女子高級中學、臺北市立中正高級中學、臺北市立復興高級中學、臺北市立松
山高級中學、臺北市立內湖高級中學、臺北市立大同高級中學、臺北市立麗山
高級中學、臺北市立華江高級中學、臺北市立明倫高級中學、臺北市立和平高
級中學、臺北市立永春高級中學、臺北市立陽明高級中學、臺北市立成淵高級
中學、臺北市立大安高級工業職業學校、臺北市立松山高級工農職業學校、臺
北市立士林高級商業職業學校、臺北市立南港高級工業職業學校、臺北市立木
柵高級工業職業學校、臺北市立內湖高級工業職業學校、臺北市立松山高級商
業家事職業學校、臺北市立西松高級中學、臺北市立大理高級中學、臺北市立
大直高級中學、臺北市立萬芳高級中學、臺北市立百齡高級中學、臺北市立南
港高級中學、臺北市立南湖高級中學、臺北市立中崙高級中學、臺北市立育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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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級中學、國立基隆高級中學、國立基隆女子高級中學、國立基隆高級商工職
業學校、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臺北市私立再興高級中學、臺北市
私立南華高級中學職業進修學校、臺北市私立惇敘高級工商職業學校、臺北市
私立稻江高級商業職業學校、臺北市私立喬治高級工商職業學校、臺北市私立
東方高級工商職業學校、臺北市私立稻江高級護理家事職業學校、開南學校財
團法人臺北市開南高級中等學校、臺北市私立華岡藝術學校、臺北市私立衛理
女子高級中學、臺北市私立靜修高級中學、臺北市私立泰北高級中學、國立政
治大學附屬高級中學、臺北市私立開平餐飲職業學校、臺北市私立志仁高級中
學職業進修學校、新北市立樹林高級中學、新北市立明德高級中學、新北市立
永平高級中學、新北市立三民高級中學、新北市立雙溪高級中學、新北市立金
山高級中學、新北市立清水高級中學、新北市立海山高級中學、新北市立秀峰
高級中學、新北市立石碇高級中學、新北市立安康高級中學、新北市立錦和高
級中學、新北市立三重高級中學、新北市立丹鳳高級中學、新北市立鶯歌高級
工商職業學校、時雨學校財團法人新北市私立時雨高級中學、清傳學校財團法
人新北市清傳高級商業職業學校、新北市私立開明高級工業商業職業學校、基
隆市立八斗高級中學、新北市私立樹人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新北市私立豫
章高級工商職業學校、新北市私立南強高級工商職業學校、新北市私立復興高
級商工職業學校、天主教崇光學校財團法人新北市崇光高級中學、新北市私立
光華高級商業職業進修學校、新北市私立莊敬高級工業家事職業學校、南山學
校財團法人新北市南山高級中學、剛恆毅學校財團法人新北市天主教恆毅高級
中學、康橋學校財團法人新北市康橋高級中學、新北市立竹圍高級中學、新北
市立板橋高級中學、新北市立中和高級中學、新北市立新店高級中學、新北市
立新莊高級中學、新北市立泰山高級中學、新北市立林口高級中學、新北市立
瑞芳高級工業職業學校、新北市立淡水高級商工職業學校、新北市立三重高級
商工職業學校、新北市立新北高級中學、新北市立新北高級工業職業學校、智
光學校財團法人新北市智光高級商工職業學校、新北市私立聖心女子高級中
學、金陵學校財團法人新北市金陵女子高級中學、新北市私立竹林高級中學、
新北市私立徐匯高級中學、二信學校財團法人基隆市二信高級中學、新北市私
立及人高級中學、新北市私立醒吾高級中學、新北市私立淡江高級中學、天主
教光仁學校財團法人新北市光仁高級中學、東海中學學校財團法人新北市東海
高級中學、穀保學校財團法人新北市穀保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能仁學校財
團法人新北市能仁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新北市立光復高級中學、新北市立
北大高級中學、中華中學學校財團法人新北市中華高級中學、臺北市私立大誠
高級中學、臺北市私立文德女子高級中學、臺北市私立方濟高級中學、臺北市
私立延平高級中學、臺北市私立東山高級中學、臺北市私立金甌女子高級中
學、臺北市私立強恕高級中學、臺北市私立景文高級中學、華興學校財團法人
臺北市私立華興高級中等學校、臺北市私立達人女子高級中學、臺北市私立滬
江高級中學、臺北市私立薇閣高級中學、臺北市私立大同高級中學、國立華僑
高級中等學校、輔仁大學學校財團法人基隆市輔大聖心高級中學、辭修學校財
團法人新北市私立辭修高級中學、韻鏗學校財團法人臺北市協和祐德高級中等
學校、裕德學校財團法人新北市裕德高級中等學校、新北市立樟樹國際實創高
級中等學校、鄭義燕學校財團法人新北市私立格致高級中等學校、光隆學校財
團法人基隆市光隆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龍騰學校財團法人新北市林口康橋
國際高級中等學校、崇義學校財團法人新北市崇義高級中學、靜心學校財團法
人臺北市私立靜心高級中等學校、新北市私立中華商業海事職業學校、基隆市
七堵區七堵國民小學、基隆市七堵區華興國民小學、基隆市中正區中正國民小
學、基隆市中正區正濱國民小學、基隆市中正區忠孝國民小學、基隆市中正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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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國民小學、基隆市中正區八斗國民小學、基隆市信義區東信國民小學、基
隆市信義區中興國民小學、基隆市信義區深澳國民小學、基隆市信義區東光國
民小學、基隆市仁愛區仁愛國民小學、基隆市信義區信義國民小學、基隆市仁
愛區成功國民小學、基隆市仁愛區南榮國民小學、基隆市安樂區安樂國民小
學、基隆市安樂區西定國民小學、基隆市安樂區武崙國民小學、基隆市中山區
中和國民小學、基隆市中山區仙洞國民小學、基隆市中山區中山國民小學、基
隆市中山區港西國民小學、基隆市中山區中華國民小學、基隆市中山區德和國
民小學、基隆市七堵區五堵國民小學、基隆市七堵區堵南國民小學、基隆市七
堵區瑪陵國民小學、基隆市七堵區復興國民小學、基隆市七堵區尚仁國民小
學、基隆市安樂區建德國民小學、基隆市暖暖區八堵國民小學、基隆市暖暖區
暖暖國民小學、基隆市暖暖區暖江國民小學、基隆市暖暖區碇內國民小學、基
隆市安樂區隆聖國民小學、基隆市七堵區長興國民小學、基隆市安樂區長樂國
民小學、基隆市信義區深美國民小學、基隆市暖暖區暖西國民小學、二信學校
財團法人基隆市二信高級中學國小部

副本：本校推廣教育部、推廣教育部終身學習中心電 子 公 文
交 換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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