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項次 細部計畫編號 執行活動名稱 活動起迄日 活動內容 預期質化 預期量化 當月已完成之執行進度內容如下 狀態

1 1-3-1 大學英檢
2021/2/1

~ 2021/07/31

舉辦大學英語能力測驗(大學英檢)，檢測

記錄學生英語能力及程度。依據學生大學

英檢測驗結果，給予合適的英語能力診斷

處方建議，結合職場英檢證照測驗補助，

推動學生通過語檢畢業門檻，同時培養職

場英語能力。

大學英檢測驗成績可作為：

1.日四技共同必修英文課程能力分班之參考依

據。

2.註冊組檢視應屆畢業生英檢門檻之依據。

3.學生自我能力檢視及未來學習規劃之依據。

預計大學英檢到考率達85%以上，證照取得

率達9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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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5月2日舉辦109學年度「大學英語能力測驗（第二級）」，參加對象未通過英語畢業門

檻之日四技、五專、日二技在學生參加(含自由報名者)報考人數統計為3,998人。本次考試場

次分為上、下午場，其上、下午場次將分別使用62間及37間教室做為考埸，徵求校內教師或

職員103人擔任監考人員及預備監試人員。本校負責試務行政，兩場次測驗試務工作人員預計

30名、工讀生各33名。試題、閱卷及成績由語測中心(LTTC)負責及提供。

證照取得率： 達CEFR B2(總分240以上者618人)(17 %) 、達CEFR B1(總分180以上者2153

人)(59 %) 、達CEFR A2(總分120以上者3290人)(90 %)。

資料完整

2 1-3-1 Clarity DPT
2021/09/01 ~

2021/11/31

Clarity English DPT為一30分鐘之英語分

級能力測驗，由本校與畹禾有限公司合作

進行試測。此測驗之辦理旨在實驗英語能

力分級之替代測驗，並評估其與大學英檢

(CSEPT)間測驗結果之關聯性。此外，有

別於紙筆測驗，此線上化測驗模式或可提

供另一創新與科技結合之新思維。

Clarity English DPT測驗成績可作為：

1.與大學英檢成績之交叉分析並分析兩者之間是

否為正相關。

2.學生自我英語能力檢視及未來學習規劃之依

據。

3.測驗成績可提供教師了解學生學習狀況並作為

課堂規劃之參考。

1.預計參與測驗考生約1,250名考生(四技部約

1,200名考生)+備用帳號。

2.除請假生(例病公假)外，預計到考率可達

90%以上。

尚無執行進度。

3 1-3-1 英/外語能力診斷輔導老師
2021/2/22

~ 2021/07/30

由駐診老師提供日間部及進修部學生服務

，幫助學生找出學英/外語學習癥結，引

導學生用適性的方式解決問題，藉以提升

學習成效。

1.日/夜間英外語診斷諮商輔導：提供學生預約中

心語言學習診斷諮商師資，由中心駐診老師根據

學生學習優缺點、需求及問題，提供適性的學習

方法及建議。並由輔導老師開立處方簽，以引導

學習方向，並搭配中心現有學習資源，以提升英

外語學習成效。

2.工作坊辦理:透過業師經驗分享及實作帶領，以

提升駐診老師輔導專業知能、服務、輔導品質及

創新教學輔導。

 

1.日/夜間英外語診斷諮商輔導：英文系7名每

週共28小時；英語教學中心14名每週共44小

時；法、德、西、日文系共29名每週共提供

33小時，英/外語駐診老師合計每週提供77小

時駐診服務。預計本學期日間輔導學生人數

可達300人，約500人次; 預計本學期輔導夜

間學生人數可達10人，約12人次。

2.工作坊：本學期預計舉辦4場工作坊，參與

人數約80人，共計100人次。

●109(2)日/夜間英外語診斷諮商輔導：

(1) 日間時段：

英外語診斷諮商輔導:本學期(110/2/1 -110/5/31)，男生 125 人，女生 603 人，累計輔導人

數為 654 人，總人次為 842 人次。

(2) 夜間時段：

英外語診斷諮商輔導: 本學期(110/2/1 -110/5/31)，男生 3 人，女生 4 人，累計輔導人數為

7人，總人次為 8 人次。

資料完整

4 1-3-1 英外語迷你自主診斷處方課程
2020/3/2

~ 2020/12/31

以溝通表達能力為本課程主軸，透過社交學習

策略方式，由通過各語檢測驗CEFR-B2等級之

學生擔任主領角色，幫助其他學生透過與同儕

間相互學習分享，增強溝通表達能力。

本課程經由小老師根據不同主題準備上課教材、課程

設計及撰寫教案，藉以訓練學生聽說讀寫技巧，更進

一步透過小班制的教學，引導學生透過分享與討論的

形式，在有趣、輕鬆的情境下進行課程。另外，透過

小老師的輔導，學生可以建立更具有架構的對話能

力。

(1)英/外語迷你挑戰學習俱樂部課程預計開設8班

，輔導學生人數預計可達30-40人。

(2)課後以問卷形式來確認課程成效，預期學生的

英/外語能力及解決問題能力會於課程結束後提升

，且對課程滿意度達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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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外語迷你自主診斷處方課程：本學期(110/02/01-110/05/31)，累計共開設 8 班，分別為

英文 4 班，法文 1 班，西文 2 班，德文 0 班，日文 1 班，報名人數共 34 人(男生：4人、女

生:30人)，累積人次數為 34 人次。
資料完整

5 1-3-1 英/外語一對一小老師
2021/03/01~20

21/07/31

徵選校內語言表現優異學生擔任小老師角色，

以一般日常生活及校園情境為主題，引導同儕

進行練習。每位小老師每週提供2-3小時，透

過學生於Dr. E-learning預約平台上所預約之主

題，準備相關課程講義、學習評量考卷及設計

主題教案，每次輔導為1小時，主題教案及相

關紀錄填寫為0.5小時。

小老師可透過輔導同儕學習語言的實際教學，同時精

進自己的教案設計能力、活動設計能力與未來的就業

競爭力。學生則透過中心小老師客製化的課程加強自

身口說能力，進而訓練聽、讀、寫、文法、單字等各

方面技巧，同時培養雙方深入主題內容，進行思考、

探討能力。

1.因每週授課對象可能非固定，為更準確了解教學

成效與追蹤學生的語言學習發展，將分3種程度進

行評量：第一次課程時，小老師會依據學生共英等

級給予不同前測內容，如Level 1-2的學生朗讀英

文篇章、Level 3-4看圖敘述、Level 5以上則口述3

分鐘與上課主題相關的個人想法與意見。根據前測

結果判斷學生目前需要加強的弱項。當同一位學生

預約同一位小老師滿四次時，將以同樣方式進行後

測，幫助小老師判斷學生學習成效及後續學習規劃

，預計平均進步分數達10分以上。

2.預計輔導學生人數達180人，約400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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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對一輔導練習：本學期(110/02/01-110/05/31)，累計輔導人數共計 124 人，男生 30 人，

女生  94 人，總人次為 302 人次。

資料完整

6 1-3-1 英外語秘笈處方達陣課程
2021/03/01~20

21/07/31

課程內容主要為協助同學熟悉英檢題型、增進

英語文法認知及針對就業前的準備，授於英語

面試技巧及正確的英語履歷/自傳撰寫觀念。

英語達陣系列課程之目標成效:

預期學生可從大學英檢秘笈衝刺班中習得大學英檢相

關字彙、正確的英文文法觀念及解題技巧，進而幫助

學生提升英語證照取得能力;而透過實務職場英語密集

班預期學生能習得正確的英語履歷/自傳撰寫觀念與英

語面試技巧。

1.大學英檢密集衝刺班，預計成績進步率(進步60

分以上)達50%;實務職場英語密集班(含履歷健診)

比對前後測結果，預計成績進步率(進步10分以上)

達70%。

2.問卷結果預期成效:預計70%學生同意英語達陣系

列課程對於自身英語學習提升有實際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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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英語診斷處方自學軟體課程：本學期(110/02/01-110/05/31)，累計使用人數為 98 人，共

計98 人次。

(2) 英語達陣系列課程：本學期開設1門課程，報名日期至110年03月03日截止，參與總人數

共49人，共計49人次。各班課程內容如下：

A. 大學英檢(第二級)衝刺密集班：110/03/08 -110/04/30，參與人數共計39人。

B. 英語求職力養成密集班：110/04/15 -110/06/17 ，參與人數共計  10  人。 資料完整

7 4-2-1 文藻外語學習專車團隊服務
2021/2/22

~ 2021/07/30

本學期「文藻外語學習專車」將於文藻校外進

行外語學習推展服務，透過活動增進學生外語

學習興趣，分享本校外語學習診斷與輔導機制

，同時也提供校內學生「教」與「學」之服務

學習機會。

為校外學生安排英語學習互動體驗，推展中心特色英

語學習數位學習遊戲及教具遊戲，使參與學員透過

Dr.E-Learning診斷輔導，以多元外語學習形式，提升

學生對外語學習的興趣與動機。

1.14名工作人員為4名中心人員、10名小老師及2

名工讀生，進行專車活動規劃執行辦理。

2.本學期預計辦理8-10場校外英外語學習推廣活動

，預估本學期參與人數達270人。預期80%參與者

對活動內容感到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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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學期(110/02/01-110/05/31)，至今辦理6場「Wenzao E-Car文藻外語學習專車」校內外

推展活動，參與人數共 153 人。

(1)第1場(校外)三民高中：活動時間110/3/19(五) 14:20-16:05，參與人數23人。

(2)第2場(校內)文藻外語大學：活動時間110/04/17(六)9:00-16:00，參與人數32人。

(3)第3場(校內)左營高中：活動時間110/04/22 (四) 10:00-12:00，參與人數13人。

(4)第4場(校外)高雄高中：活動時間110/04/27(二) 10:00-12:00，參與人數34人。

(5)第5場(校外)三民高中：活動時間110/04/30(五) 14:20-16:05，參與人數23人。

(6) 第6場(校外)三民高中：活動時間110/05/13(五) 10:00-11:50，參與人數28人。

資料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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