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藻外語大學 

活動執行成效表 

 

活動名稱： 1-3-1大學英檢(109學年第二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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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教-高教深耕計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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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活動地點： ■校內 約100間考場教室□校外  

活動時間： 
  110   年   02   月   01   日   08   時   00   分  至 

  110   年   07   月   31   日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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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55 人 （男： 831 人 女： 2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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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55 人    （原預計參加人數 4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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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 名工作人員； 

活動主持人： 

教務處(英/外語能力診斷輔導中心)/周宜佳教務長 

（簡略文字敘述）： 

5月 2日舉辦大學英檢考試： 

一、應考資格 

1.補助未通過英語畢業門檻之日四技、五專、日二技在學生參加大學校



院英語能力測驗。 

2.本次測驗日四技、五專、日二技等各學制在學生凡以「大學校院英語

能力測驗」或其他相等同測驗(包含托福測驗-電腦、托福測驗-紙筆、

托福測驗-網路、全民英檢 GEPT、多益測驗 TOEIC、雅思測驗 IELTS、

劍橋領思職場英語測驗 Linguaskill Business)通過本校英文畢業門檻

者，無需參加 5月 2日舉辦之「大學校院英語能力測驗」。 

3.日四技、五專、日二技等學制在學生以「修習替代課程及格」或以

「大學校院英語力測驗進步分數」視同英文能力檢定通過者，仍須參加

5月 2日「大學校院英語能力測驗」。 

4.上述「大學校院英語能力測驗進步分數」視同英文能力檢定通過者，

其相關分數規定請參照本校教務處註冊組網頁「文藻外語大學各系語言

能力檢定一覽表」。 

二、防疫措施 

1.因應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在維護師生健康安全為前提下，考試當天將

會建立相關防疫流程措施，包含: 

(1)CSEPT施測活動當天於學校前、後門安排紅外線體溫檢測裝置測量

所有與試人員體溫是否為正常值; 如遇現場人員體溫高於 37.5˚ C時，

請其稍休息後再複驗，若體溫過高時(≥38˚ C)，將禁止該人員入場，請

其盡速就醫。考試主辦單位將於「額溫超標登記表」紀錄該人員資料，

並通知本校衛保組及校安單位。 

(2)所有參與考試人員全程佩戴口罩，未戴口罩者不得進入試場。 

(3)針對校外人士參與考試(試務)人員進行疫調，防堵可能造成疑慮人

員參與考試。 

(4)考前於每間試場教室以酒精消毒考生桌面，並於考生入場前消毒考

生手部。 

三、考試場次應考對象人數: 

為未通過英語畢業門檻之日四技、五專、日二技在學生及自由報名之應

考人數為 4,0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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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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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期成效： 實際成效： 成效檢討： 

(1)質化成效：一、大學

英檢測驗成績可作為： 

1.日四技共同必修英文課

110年 5月 2日英檢成績

作為 109學年度註冊組檢

視五專、四技、二技及其

符合原本預期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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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學制在校生及應屆畢業

生英檢門檻、學生自我能

力檢視及未來學習規劃等

參考之依據。取得紙本認

證成績後提供予各系所，

由各系所掌握學生取得英

檢證照比例。此外，也將

成績與本中心診斷輔導流

程結合，以利規劃更符合

學生程度及需求之相關課

程及活動。 

4月聘用 1位工讀生協助

110年 5月 2日整理大學

英檢上/下午場之紙本資

料填寫編號及整理身分證

補證通知單裝入至 99個

試場資料袋;5月聘用 3

位工讀生分別協助整理核

算大學英檢各試場考生個

資使用同意書張數及內

容、統合大專英檢缺考名

單資料、檢查整理畢業生

地址、清點大專英檢紙本

成績單數量及協助整理/

發放大學英檢相關資料。 

(2)量化成效：1.去年

(109年度)考試因應新冠

肺炎疫情影響，109年 4

月 26日僅開放給應屆畢

業生，故到考人數為 384

人，其他學制學生，如日

二技、日五專及日四技未

達畢業門檻之學生，則因

疫情趨緩後，開放自由報

名 109年 9月 20日的大

學英檢考試場次，到考的

人數僅有 1,112人。以致

今年(110年度)未達畢業

110年 5月 2日本次測驗

總報考人數 3998人，到

考人數 3655人，缺席人

數 343，另有 5位考生未

於期限內補驗身分證件

者，成績將不計分亦不退

費,到考率達 91%；共計

94名工作人員：30名試

務相關工作人員及 64名

監考人員，本次證照取得

率統計 A2以上證照取得

率為 90%,達 CEFR B1以

以程度有 59%。 

符合原本預期成效 



門檻學生及自由報名之應

考學生人數增加為 4,026

人。 2.預計到考率達

85%以上，證照取得率達

90%以上。 

4-5月投入人力:中心人

員 3人、4名工讀生，整

理五專、日二技、日四

技、進四技、碩士班共

144個班級學生資料。 
 

(3)活動成效 - 附件列表 

項

次 

文件類

別 
文件說明 檔案名稱 

1   工讀情形  

110502大學英檢

活動花絮(工讀生

Part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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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info.wzu.edu.tw/wtuc/zpe_download/89031_11349_20210624104207000110_000.pdf
https://info.wzu.edu.tw/wtuc/zpe_download/89031_11349_20210624104207000110_000.pdf
https://info.wzu.edu.tw/wtuc/zpe_download/89031_11349_20210624104207000110_000.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