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藻外語大學 

活動執行成效表 

 

活動名稱： 1-3-1英/外語能力診斷輔導老師(110學年度第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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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培訓)課程  

活動地點： ■校內



英外語能力診斷輔導中心3樓、歐亞能力診斷輔導中心、Google Meet、Zoom
□校

外  

活動時間： 
  110   年   09   月   13   日   08   時   00   分  至 

  110   年   10   月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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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4

人 （男：
52

人 女：
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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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4

人    （原預計參加人數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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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名講者 

13
名工作人員； 

活動主持人： 

教務長 周宜佳 

（簡略文字敘述）： 

9名工作人員為英/外診中心人員 4名及工讀生 2名，處理日/夜間診斷

諮商預約/報到等行政相關業務內容，2名老師協助法/西語日間駐診，1

名老師協助日/夜間英語駐診。 

1)日間英/外語診斷諮商輔導： 

英法德西日韓駐診教師每週各提供 1~4小時診斷諮商輔導。初診針對學

生個人學習風格及學習策略問卷之填寫狀況說明，複診針對個別技巧

如：聽力、口說、閱讀、寫作、單字量、文法、發音等面向進行深入診

斷，加上其口述學習概況等判斷，開立客製化處方籤並給予學生應學習



之學習單，提醒學生利用相關資源時須完成，回診時針對學生學習相關

資源之情形進行檢核，評估其學習成效。另有諮商、口語、簡報、詩歌、

寫作、閱讀等教師輔導項目，提供學生個別技巧加強及其他學習問題等

輔導。 

2)夜間英語診斷諮商輔導： 

1位英文駐診老師每週提供 2小時，提供診斷諮商輔導。針對進修部同

學語言學習上之問題，提供學生個別技巧加強及其他學習問題等輔導。

另聘工讀生 1名，進行夜間輔導前後之場地整理、及處理預約/報到等

事宜。 

3)為提升中心駐診老師之服務品質及學生英/外語能力，110(1)預計針

對英/法/德/西/日/韓駐診老師舉辦 3場輔導教師暨學生工作坊，本中

心預計邀請 3名業師針對駐診老師及學生們辦理跨國英語表達實務、學

習素養導向等工作坊內容，以利後續教師及學生可透過工作坊內所學，

實際運用在教學及學習上。 

 

預期成效： 實際成效： 成效檢討： 

(1)質化成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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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透過平台預約駐診老

師進行診斷、諮商輔導等

其他項目，老師針對學生

語言學習上的問題，提供

適合其學習之方法與建

議。由老師開立處方簽，

包含自學軟體以及口語小

老師等，並搭配中心提供

的學習資源，以提升學生

在語文能力上的成效。 

2)工作坊辦理： 

10月已辦理 2場工作坊，

10月 23日(六) 

10:00-12:00、

13:00-16:00講師李昂於

工作坊-經濟學人閱讀基

礎攻略針對本校師生們解

說英語報紙-經濟學人之

閱讀技巧與可配合使用資

源，並搭配實務閱讀練

因新冠肺炎影響，10月 2

場工作坊以線上方式舉

辦，授課語言為英文。為

保有學生學習品質與學習

內容，兩場工作坊時雖各

為 5小時，但講師會在 5

小時課程中隨時與學生互

動(向各學生提問、設計語

言情境，讓學生做練習)。 



習，讓本校師生們瞭解目

前美國、中國及台灣政治

與經濟情勢; 講師周佳慶

於 10月 30日

(六)10:00-12:00、

13:00-16:00於工作坊-基

礎學術英文寫作觀養成則

是針對本校師生們解說學

術英文寫作文體，並搭配

實務閱讀練習，讓本校學

生們更加瞭解各寫作文體

應在哪些情況做運用。 

(2)量化成效：1)日/夜間

英外語診斷諮商輔導：英

文系 6名每週共 24小時；

英語教學中心 8名每週共

22小時；法、德、西、日

文系共 26名每週共提供

34小時，英/外語駐診老

師合計每週提供 80小時

駐診服務。預計本學期日

間輔導學生人數可達 250

人，約 500人次; 預計本

學期輔導夜間學生人數可

達 5人，約 8人次。 

2)工作坊：本學期預計舉

辦 3場工作坊，參與人數

約 80人，共計 100 人次。 

1)日間英外語診斷諮商輔

導： 

英外語診斷諮商輔導:本

學期

(110/9/13-110/10/29)，

累計輔導人數為 195人，

總人次為 257人次。英語

駐診老師輔導人數 141

人，184人次；法語駐診

老師輔導人數為 13人，15

人次；德語駐診輔導人數

為 10人，共計 12人次；

西語駐診老師輔導人數為

20人，共計 31人次；日

韓語駐診老師輔導人數為

11人，共計 15人次。 

2)夜間英語諮商輔導： 

本學期 09~10月英語駐診

老師共計輔導人數為 9

人，人次數為 10人次。 

3) 工作坊：10月舉辦 2

場線上英語閱讀/寫作工

作坊，報名人數為 71 人，

實際參與人數約 28人。 

因新冠肺炎疫情仍不穩

定，10月工作坊決定以線

上方式舉辦，報名人數雖

達 71人次，但可能因線上

方式辦理之緣故，且工作

坊時數較長等原因，實際

參與人次數不高。為使報

名者如期上線參與活動，

在活動前與活動當天，也

透過無數次 LINE、簡訊、

E-Mail等方式提醒通知參

與人員線上會議連結與活

動期程。倘若非因疫情因

素，工作坊仍會依實體辦

理方式為準。 

 

(3)活動成效 - 附件列表 



項

次 

文

件

類

別 

文件說明 檔案名稱 

1   
附件九、1030簽到

單  
1030簽到單.pdf   

2   
附件十、1023簽到

單  
1023簽到單.pdf   

3   
附件八、1023、1030

工作坊影片  
影片.pdf   

4   
附件一、工作坊文

宣  
工作坊_工作區域 1.png   

5   
附件七、110-1駐診

老師活動花絮  
110-1駐診老師活動花絮.pdf   

6   
附件四、1023活動

滿意度問卷結果  
1023活動滿意度問卷結果.pdf   

7   
附件五、1030活動

滿意度問卷結果  
1030活動滿意度問卷結果.pdf   

8   

附件六、1030基礎

學術英文寫作觀養

成  

基礎學術英文寫作觀養成

_20211027(final)_compressed.pdf   

9   

附件二、1023經濟

學人閱讀攻略工作

坊 PPT  

文藻 LDCC 經濟學人閱讀攻略工作坊 

(20211022版) (最終

版)_compressed.pdf   

10   

附件三、1023經濟

學人閱讀攻略工作

坊 Study Pack  

文藻 LDCC 經濟學人閱讀攻略工作坊 

Study Pack (20211010

版)_compresse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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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663_11719_20211116141632000167_000.pdf
https://info.wzu.edu.tw/wtuc/zpe_download/99663_11719_20211116141654000177_000.pdf
https://info.wzu.edu.tw/wtuc/zpe_download/99663_11719_20211115165942000126_000.pdf
https://info.wzu.edu.tw/wtuc/zpe_download/99663_11719_20211115112205000145_000.png
https://info.wzu.edu.tw/wtuc/zpe_download/99663_11719_20211115162326000108_000.pdf
https://info.wzu.edu.tw/wtuc/zpe_download/99663_11719_20211115112303000142_000.pdf
https://info.wzu.edu.tw/wtuc/zpe_download/99663_11719_20211115112709000137_000.pdf
https://info.wzu.edu.tw/wtuc/zpe_download/99663_11719_20211115145633000139_000.pdf
https://info.wzu.edu.tw/wtuc/zpe_download/99663_11719_20211115145633000139_000.pdf
https://info.wzu.edu.tw/wtuc/zpe_download/99663_11719_20211115145414000124_000.pdf
https://info.wzu.edu.tw/wtuc/zpe_download/99663_11719_20211115145414000124_000.pdf
https://info.wzu.edu.tw/wtuc/zpe_download/99663_11719_20211115145414000124_000.pdf
https://info.wzu.edu.tw/wtuc/zpe_download/99663_11719_20211115145532000169_000.pdf
https://info.wzu.edu.tw/wtuc/zpe_download/99663_11719_20211115145532000169_000.pdf
https://info.wzu.edu.tw/wtuc/zpe_download/99663_11719_20211115145532000169_000.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