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藻外語大學文藻外語大學文藻外語大學文藻外語大學 

活動執行成效表活動執行成效表活動執行成效表活動執行成效表 

 活動名稱： 4-2-2 英外文處方密集課程  活動負責單位：  ■主辦單位 英外語能力診斷輔導中心  
□合辦／協

辦單位  經費來源：  104教-教學卓越提前申請  活動目標： A 與 B 各至少勾選一項 

 A 主要目標    □提升專業核心

能力 □提升基本核心

能力 ■提升教學/學生

學習成效   □提升教師實務

能力 □精進教學品質

管控 □提升教學研究

設施環境   □提升教師研究

能力 □提升行政效率

與效能 □推動社會服務   □強化學生輔導 □建構核心價值/

特色  

 B 次要目標    ■提升專業知能 □提升一般知能

(軟能力) □培養三創能力   □營造友善/特色

校園 □強化品德與公

民教育 □提昇工作品質

與績效   □提升環境適應

能力 □推動服務學習 □推動勞作教育   □宣導時事教育

政策 □促進身心靈健

康/成長 □促進環境保護

與安全   □促進國際化 □提升體育教育 □輔導學生職涯/

就業   □培養人文素養 
   活動類別： 其他  活動方式： (培訓)課程  活動地點： ■校內

Q202,Q307,A501,A502,Q805
□校外  活動時間：   104   年   02   月   24   日   08   時   00   分  至 

  104   年   04   月   30   日   22   時   00   分  



實際參加對象及人數： 
□校內教師

0
人 （男：

0
人 女：

0
人） □校外

教師
0

人 （男：
0

人 女：
0

人）  

□校內職員
0

人 （男：
0

人 女：
0

人） □校外

職員
0

人 （男：
0

人 女：
0

人）  

■校內學生
129

人 （男：
12

人 女：
117

人） □校外

學生
0

人 （男：
0

人 女：
0

人）  

□社會人士
0

人 （男：
0

人 女：
0

人）  
共計

129
人    （原預計參加人數

100
人）  活動性質： ■教學/課程 □證照/競賽 □學生生涯 □交流/參訪 □教師

成長 □其他  

活動內容： 

0
名講者 

4
名工作人員； 

活動主持人：  
（簡略文字敘述）： 

(工作人員為中心人員負責課程學生招募、時間與教室安排，課程掌控及

課後資料彙整) 

針對學生英/外語學習需求於寒假開設二大系列課程。 

1.聽/說/讀/寫/文法及字彙策略技巧密集訓練課程。 

課程時間: 104/01/19-104/01/30，2 週共計 20 小時。 

課程內容:預計辦理 4 門課程，內容將包含 1)單字語音記憶力技巧特訓

課程、2)寫作組織聯結技巧特訓課程、3)口說應對流利技巧特訓課程、

4)Bulats 英檢闖通關考試技巧特訓課程。課程將邀請英文系、英語教學

中心、外教系等專業師資授課。 

2.雲端英/外語軟體自主學習課程。 

課程時間: 104/01/19-104/02/13，4 週 40 小時(由學生自選) 

課程內容: 預計辦理 6門課程，內容將包含 1)英語口說寫作自學軟體

課程、2)英語口說自學軟體課程、3)法語單字記憶自學軟體課程、4)德

語單字記憶自學軟體課程、5)西語單字記憶自學軟體課程、6)日語單字



記憶自學軟體課程。課程將由中心提供學生學習大綱、軟體進度表及自

學帳號密碼，運用雲端學習概念，讓學生在家即可進行英外語自學，不

受地點限制。   預期成效： 實際成效： 成效檢討： 
(1)質化成效：預期學生將

可從此二大系列課程中獲

得英外語聽說讀寫技巧，

並將技巧融入其實際學習

過程，同時提升自我學習

能力、學習興趣及成效。 
英外文處方密集課程於

104/03/09-104/04/30期

間辦理 4 門課程，內容包

含 1)TOEIC英檢考試技巧

密集課程，敬邀英語教學

中心 陳毓雯老師授課，針

對多益英檢測驗技巧，包

含掌握聽力關鍵字、預測

聽力內容、閱讀段落大義

理解、增進閱讀速度、培

養分析題型答題能力等測

驗考試技巧指導、2) 

TOEIC英檢考試高分技巧

密集課程，敬邀英文系 楊

芾亞老師授課，針對多益

高分考試技巧，練習聽力

掌握關鍵字，學習判讀及

精準回答技巧，預測聽讀

內容及出題方向等、3)法

語檢定聽力閱讀考試技巧

密集課程，敬邀法文系 德

赫曼老師授課，訓練法語

檢定聽力與閱讀考試技

巧，如掌握、理解文章閱

讀段落大意及答題技巧、

4)英外語自主學習實用英

語全方位學習技巧課程，

由英外診中心小老師 羅

晶安授課，課程全方面聽

說讀寫訓練敏銳度，藉著

模仿英語口說語調、字彙

及句型表達增強自己英文

符合預期成效。 



通說讀寫能力。 
(2)量化成效：預計開設二

大系列寒假英外文處方密

集課程，參與人數預估 100

人。 辦理 4 門課英外語密集處

方課程，參與人數共計129

人： 

(1)TOEIC英檢考試技巧密

集課程

(104/03/09-104/4/10，每

週二及四 18:00-20:00，5

週課程，共 20 小時)，參

與人數 49 人。根據問卷調

查結果顯示，97%學生認為

透過此課程有獲得口說發

音自然流暢相關技巧，並

有意願繼續參加類似課

程。 

(2)TOEIC英檢考試高分技

巧密集課程

(104/03/09-104/4/10，每

週五 17-20，5週老師 15

小時授課+5小時線上

Etesting 多益模擬考練

習)，共 20 小時課程，參

與人數 49 人。根據問卷調

查結果顯示，84%學生認為

透過此課程有獲得口說發

音自然流暢相關技巧，並

有意願繼續參加類似課

程。 

(3)法語檢定聽力閱讀考

試技巧密集課程

(104/03/16-104/4/17 星

期三 15-17及星期四

13-15，5週 18 小時)，參

與人數 20 人。根據問卷調

查結果顯示，54%學生認為

透過此課程有獲得口說發

音自然流暢相關技巧，並

有意願繼續參加類似課

符合預期成效。 



程。 

(4)英外語自主學習實用

英語全方位學習技巧課程

(104/03/09-104/04/17週

二 10-12，6週課程，小老

師授課 12 小時+學生使用

自學軟體 Tense Buster 

+Study Skills Success

線上練習 6小時，共 18 小

時)，參與人數 11 人。根

據問卷調查結果顯示，99%

學生認為透過此課程有獲

得口說發音自然流暢相關

技巧，並有意願繼續參加

類似課程。  
(3)活動成效 - 附件列表 項次 文件類別 文件說明 檔案名稱 
1   

多國語自

主學習學

習課程-

實用英語

全方位學

習技巧課

程上課情

形  

 



2   

TOEIC英

檢考試技

巧密集課

程上課狀

況  

 

3   

TOEIC英

檢考試高

分技巧密

集課程上

課狀況  

 

4   

法語檢定

聽力語閱

讀考試技

巧密集課

程上課狀

況     
活動建議： 

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