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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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2 主題式英語口語練習小老師(9、10 月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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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年教學卓越計畫(經常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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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外語能力診斷輔導中心 2樓

□校外  

活動時間： 
  102   年   09   月   09   日   08   時   00   分  至 

  102   年   10   月   31   日   17   時   00   分  

實際參加對象及

人數： 

□校內教師
0

人 □校外教師
0

人 □校內職員
0

人 □校外職員
0

人  

■校內學生
166

人 □校外學生
0

人 □社會人士
0

人  

共計
166

人    （原預計參加人數
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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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名工作人員； 

（簡略文字敘述）： 

* 7 名工作人員為英/外診中心人員 4 名與 ELC 助理 3 名，處理口語練習預約/報到等行政相關業

務內容。 

* 口語小老師為校內學生，擔任老師角色，引導同儕進行口語練習。 

(1)本學期續聘表現優異的 8 位小老師，並預計額外甄選 17 位。小老師課前須準備分級口語練

習教材及針對每位學生口語主題撰寫教案。口語練習期間須請學生填寫「口語練習記錄」，課

後則針對每位學生之學習狀況給予回饋。小老師平均每人每週提供 1-4 小時之口語練習時數，

每週約 42 小時，本學期預估共計 450 小時。 

(2)除一對一口語練習外，另開設有英語迷你口語俱樂部 Mini Oral Club 主題式小組口語練習

課程。由學生自行選擇喜愛的核心主題，每班 4-5 人，自選固定每週 2 小時/8 週，共計 16 小時

課程。課程目的除了由小老師引導學生能開口說英語外，同時培養學生靈活運用閱讀、組織等

其他技巧。本學期預估開設 15 班，約 240 小時。 

*102 年教學卓越計畫「3-2-2 主題式英語口語練習小老師」已於 101 學年度下學期

102/2/18~6/21 執行 59878 元。 

 

預期成效： 實際成效： 成效檢討： 

(1)質化成效：(1)一對一口語練習

輔導：提供學生線上預約中心口語

小老師，進行主題式口語練習。學

生進入英語 Dr. E-Learning 平台

挑選中心所提供主題，預先準備口

語練習內容、思考表達的方式，並

於口說練習時提出問題與小老師

討論。練習過程中，每位學員須記

錄相關字彙、片語、句型等，以加

深學習印象。練習結束後，小老師

將記錄每位學員學習狀況、進行評

分、提出建議，協助學員能於下次

口說練習時，做進一步修正調整。

此口語練習除了訓練同學口語表

達能力外，同時培養同學深入主

題、進行思考、探討，協助學員獲

得更多知識。 

(2)迷你口語俱樂部課程：由學生

自行選擇喜愛的核心主題，每班

4-5 人，自選固定每週 2 小時/8

週，共計 16 小時課程。開課前小

老師將先與同學們進行主題內容

方向討論，以進行適性教學內容規

劃。每週課前學生透過預習課程文

持績招募優秀學生擔任中心英語

口語小老師，提供校內學生英語口

語練習服務。 

(1)一對一口語練習輔導：提供學

生線上預約中心口語小老師，進行

主題式口語練習。學生進入英語

Dr. E-Learning 平台挑選中心所

提供主題，預先準備口語練習內

容、思考表達的方式，並於口說練

習時提出問題與小老師討論。練習

過程中，每位學員須記錄相關字

彙、片語、句型等，以加深學習印

象。練習結束後，小老師將記錄每

位學員學習狀況、進行評分、提出

建議，協助學員能於下次口說練習

時，做進一步修正調整。此口語練

習除了訓練同學口語表達能力

外，同時培養同學深入主題、進行

思考、探討，協助學員獲得更多知

識。 

(2)迷你口語俱樂部課程：由學生

自行選擇喜愛的核心主題，每班

3-5 人，自選固定每週 2 小時/8

週，共計 16 小時課程。開課前小

預約學生反應經常無法於 Dr. 

E-Learning 多國語診斷諮商平台

上選擇口語練習主題，由於個人電

腦系統不同，目前僅能以事先以電

話詢問或使用校內電腦機台預約

方式解決。 



章並記錄生字、問題與重點，藉以

培養閱讀及組織能力。上課過程中

學生進行口說記錄，加深學習印象

及記憶。8 週課程結束後，學生將

填寫課程滿意度問卷，以做為日後

辦理相關課程時改進的參考。本課

程經由應用不同主題，訓練學生結

合運用聽說讀寫技巧，從思考不同

主題的過程喚醒學生在批判性思

考、邏輯組織與重點摘要的能力。 

老師將先與同學們進行主題內容

方向討論，以進行適性教學內容規

劃。每週課前學生透過預習課程文

章並記錄生字、問題與重點，藉以

培養閱讀及組織能力。上課過程中

學生進行口說記錄，加深學習印象

及記憶。8 週課程結束後，學生將

填寫課程滿意度問卷，以做為日後

辦理相關課程時改進的參考。本課

程經由應用不同主題，訓練學生結

合運用聽說讀寫技巧，從思考不同

主題的過程喚醒學生在批判性思

考、邏輯組織與重點摘要的能力。 

(3)期中小老師 Mentor 分享會於

102 年 10 月 30 日舉行，由續聘的

小老師分享教學經驗、甘苦談等，

另由新任小老師提出疑問，藉由本

分享會讓中心小老師相互認識、分

享學習和教學經驗。 

(2)量化成效：(1)一對一口語練習

輔導：預計本學期輔導學生人數可

達 300 人，約 700 人次。 

(2)迷你口語俱樂部課程：預計本

學期可開 15 班，上課人數可達 60

人，約 1000 人次。 

本學期續聘表現優異的 8 位小老

師，至 102 年 10 月 31 日止共招募

12 位來自各系，英語口語表達能

力佳的同學擔任口語小老師。 

(1)一對一口語練習輔導：102 年 9

月 9日至102年 10月 31日共計使

用人數 127 人，196 人次數。 

(2)迷你口語俱樂部課程：至 102

年 10 月 31 日止共開 8 班，參與人

數共計 39 人，119 人次數。 

(3)參與期中分享會的小老師共有

英/外語口語小老師共 26 人參與。 

活動之執行符合預期之成效。 

 

(3)活動成效 - 附件列表 

項

次 

文件類

別 
文件說明 檔案名稱 

1 其它  英語小老師 Alicia 進行一對一主題式口語練習情形  

  



2 其它  
英語小老師 Jovian 進行一對一主題式口語練習與新任口語小老師觀摩學習

情形  

3 其它  口語小老師 Ann 帶領迷你口語俱樂部課程情形  

4 其它  口語小老師 Esther 帶領迷你口語俱樂部課程情形  

  

 

 

活動建議： 

無 

 

備註： 本表請於活動結束後一個月內與核銷請款單一併簽核（請以本表代替活動結案簽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