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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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2 英外文祕笈處方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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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103 教-103 年卓越計畫經常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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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內英外診中心 2F □校外  

活動時間： 
  103   年   08   月   01   日   08   時   00   分  至 

  103   年   12   月   31   日   23   時   00   分  

實際參加對象及

人數： 

□校內教師 人 （男： 人 女： 人） □校外教師

人 （男： 人 女： 人）  



□校內職員 人 （男： 人 女： 人） □校外職員

人 （男： 人 女： 人）  

■校內學生 74 人 （男： 4 人 女： 70 人） □校外

學生 人 （男： 人 女： 人）  

□社會人士 人 （男： 人 女： 人）  

共計 74 人    （原預計參加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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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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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1)學期開設課程，依不同的英/外語學習策略與技巧開設包含

聽/說/讀/寫/文法及字彙技巧等軟體密集訓練課程。103 學年度 103/10/01-103/12/31 間預計辦

理 5-7 門學期英/外語密集處方課程。本次處方課程除規劃有英語軟體學習策略技巧課程外，另

將額外推出法/德/西/日語軟體課程。內容將包含 1)英語聽力精鍊口說說流利技巧、2)英語簡報

簡潔口語專業技巧、3)英語邏輯分析致勝文法技巧、4)法語單字活動強化口語表達技巧、5)德語

字彙聯想組織口語表達技巧、6)西語單字活動聽力關鍵技巧及(7)字彙聲態自然口說表達技巧。

課程邀請中心英/法/德/西/日語口語小老師進行課程設計規劃及授課，透過小老師個人學習方法

策略，搭配中心特有的自我學習軟體資源，奠定學生更穩固的英外語學習基礎，達到更佳的學習

效果。 

備註: 

*小老師規劃課程時數:9 小時*6 班<英語邏輯分析致勝文法技巧課程無需小老師規劃>=54 小時。 

*課程時數預估為:上課時數<6 週*每週 3 小時*7 班=126 小時>+前後測時數<每班 2 小時*7 班=14

小時>，共計 140 小時。 

*英語邏輯分析致勝文法技巧課程講義製作時數:3 週*每週 10 小時=30 小時。 

 

預期成效： 實際成效： 成效檢討： 

(1)質化成效：預期學生將可從課

程中獲得英法德西日語中的聽說

讀寫技巧，並將技巧融入其實際學

習過程，提升學習興趣及成效。 

舉辦 5 門英外語軟體密集處方課

程： 

(1)英語聽力精鍊口說流利技巧： 

由英外診中心小老師 陳珍思，搭

配口說軟體設計課程訓練聽力敏

銳度，藉著聽力熟悉模仿英語口說

語調、字彙及句型表達。 

符合原預期成效。 



(2)英語邏輯分析致勝文法技巧： 

由英外診中心小老師 王思婷，搭

配專業駐診師資診斷文法學習上

弱點，利用軟體培養文法邏輯分析

能力，戰勝文法，設計課程文法講

義、前後測考試，評量學生學習成

效。 

(3)德語字彙聯想組織口語表達技

巧: 

由英外診中心小老師 蔡安儀，透

過油漆式單字學習軟體，設計課程

傳授聯想單字學習方法，加強德語

單字字義及運用聯結，強化口語表

達。 

(4)西語單字活用掌握聽力關鍵技

巧: 

由英外診中心小老師 劉佳毓，搭

配西語語言學習軟體資源，設計課

程訓練學員掌握西語單字技巧，並

活用於聽力關鍵字。 

(5)日語字彙聲態自然口說表達技

巧: 

由英外診中心小老師 李天尹，設

計課程訓練學員掌握日語單字聲

音及形態特性，熟悉單字結構組織

關係，並能自然運用於口說。 

英法德西日語自學軟體課程設計: 

邀請英外診中心 英法德西日語小

老師，針對中心自學軟體及線上學

習資源，進行自學課程設計，提供

同學透過自學課程學習，搭配同儕

小老師教學輔助，訓練同學自主學

習的能力。 

英外語學習精進肯定獎: 

依學生參與此課程之出缺席情形

及前後測成績比較後之進步情

形，提供學生「英外語學習精進肯

定獎」，以示對其努力參與學習之

鼓勵。 

(2)量化成效：預計開設 5-7 門學

期英文密笈處方課程，參與人數預

估 100 人。 

舉辦 5 門英外語軟體密集處方課

程，參與人數共計 74 人： 

(1)英語聽力精鍊口說流利技巧：

103/10/7-103/11/18 每週二

本次課程參與人數共計 74 人，未

達原預計之人數，考量可能的原因

來自於有 2 門課程開課時間未符

合學生空堂情形，故學生參與情形



13:00-15:00 六週課程，共 18 小

時，參與人數 18 人。 

(2)英語邏輯分析致勝文法技巧：

103/10/01-103/11/30 六週課

程，在家自學完成課程要求進度，

參與人數 29 人。 

(3)德語字彙聯想組織口語表達技

巧: 103/10/9-103/11/20 每週四

10:00-12:00 六週課程，共 18 小

時，參與人數 6 人。 

(4)西語單字活用掌握聽力關鍵技

巧: 103/10/8-103/11/19 每週三

10:00-12:00 六週課程，共 18 小

時，參與人數 12 人。 

(5)日語字彙聲態自然口說表達技

巧: 103/10/8-103/11/20 每週三

及每週四 16:00-17:00 六週課

程，共 18 小時，參與人數 9 人。 

英法德西日語自學軟體課程設計: 

邀請英外診中心 11 位英法德西日

語小老師，設計規劃 11 門英外語

自學軟體處方課程，提供每位課程

設計小老師 9 小時規劃工讀時

數。英語邏輯分析致勝文法技巧課

程除課程設計 9 小時外，此課程小

老師另投入文法講義及文法前後

測設計。 

英外語學習精進肯定獎: 

本次課程共有 10 名學生獲得「英

外語學習精進肯定獎」，每人各

300 元獎勵金。 

不如預期。日後開課將加強調查了

解學生空堂，以利學生多多參與使

用中心資源。 

 

(3)活動成效 - 附件列表 

項

次 

文

件

類

別 

文件說明 檔案名稱 



1   
日語字彙聲態自然口說表達技巧上

課情形  

 

2   
西語單字活用掌握聽力關鍵技巧上

課情形  

 

3   
英語聽力精鍊口說流利技巧上課情

形  

 

4   
英語邏輯分析致勝文法技巧前測情

形  

 



5   
德語字彙聯想組織口語表達技巧上

課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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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