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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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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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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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

 

活動時間： 
  111   年   02   月   21   日   08   時   00   分  至 

  111   年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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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2 人 （男： 83 人 女： 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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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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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名講者 6 名工作人員； 

活動主持人： 

 

（簡略文字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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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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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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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預計針對各語言駐診老師及

學生舉辦 3場教師暨學生工作坊，本中心預計以外語行銷實務、英語閱讀技巧養成、學習

素養導向、遊戲式外語學習工具設計等主題進行工作坊規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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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日/夜間英外語診斷諮商輔

導： 

工作人員 4名:其中包含 3位中

心助理與 1位工讀生，工讀生協

助駐診輔導老師簽到對、排除預

約系統問題與臨時協助處理行政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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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庶務(如:協助傳遞公文與回答師

生關於診斷輔導相關問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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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化成效：1)日/夜間英外語

診斷諮商輔導：英文系、英語教

學中心與外語教學系合計提供

20名英文駐診老師，每週提供

66小時;法、德、西、日文系合

計提供 24名歐亞語文駐診老

師，每週共提供 29小時，英/外

語日夜間駐診老師合計每週提供

1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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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人，約 10人

次。2)工作坊：本學期預計舉辦

3場工作坊，參與人數約 60

人，共計 7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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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2/21-111/03/31)，累計

輔導人數為 335人，總人次為

422人次。英語駐診老師輔導人

數 261人，313人次；法語駐診

老師輔導人數為 14人，17人

次；德語駐診輔導人數為 16

人，共計 21人次；西語駐診老

師輔導人數為 21人，共計 42人

次；日韓語駐診老師輔導人數為

13人，共計 17人次。 

2)夜間英語諮商輔導： 

本學期 02~03月英語駐診老師共

計輔導人數為 10人，人次數為

12人次。 

無 

 

(3)活動成效 - 附件列表 

 

項次 
文件

類別 
文件說明 檔案名稱 

1   附件二、日語駐診老師班表  日文班表.pdf   

2   附件三、西語駐診老師班表  西文班表.pdf   

3   附件四、法語駐診老師班表  法文班表.pdf   

4   附件六、德語駐診老師班表  德語班表.pdf   

5   附件一、歐亞語駐診老師班表  歐亞班表.pdf   

6   附件五、英語駐診老師班表  英文駐診老師.pdf   

7   
附件十二、夜間英文駐診活動

紀錄  
S__24977415.jpg   

8   附件八、法文駐診輔導照片  LINE_ALBUM_三月 LDCC_220413_22.jpg   

9   附件七、2-3月活動花絮  110-2駐診老師活動花絮(02-03月).pdf   

10   
附件十、英文駐診輔導療程紀

錄  
LINE_ALBUM_三月 LDCC_220413_4.jpg   

https://info.wzu.edu.tw/wtuc/zpe_download/99663_12219_20220413165317000158_000.pdf
https://info.wzu.edu.tw/wtuc/zpe_download/99663_12219_20220413165332000167_000.pdf
https://info.wzu.edu.tw/wtuc/zpe_download/99663_12219_20220413165344000188_000.pdf
https://info.wzu.edu.tw/wtuc/zpe_download/99663_12219_20220413165424000106_000.pdf
https://info.wzu.edu.tw/wtuc/zpe_download/99663_12219_20220413165300000102_000.pdf
https://info.wzu.edu.tw/wtuc/zpe_download/99663_12219_20220413165407000182_000.pdf
https://info.wzu.edu.tw/wtuc/zpe_download/99663_12219_20220414153358000132_000.jpg
https://info.wzu.edu.tw/wtuc/zpe_download/99663_12219_20220414152716000171_000.jpg
https://info.wzu.edu.tw/wtuc/zpe_download/99663_12219_20220414092401000149_000.pdf
https://info.wzu.edu.tw/wtuc/zpe_download/99663_12219_20220414152837000190_000.jpg


11   
附件十一、英文駐診輔導老師

療程紀錄  
LINE_ALBUM_三月 LDCC_220413_15.jpg   

 

https://info.wzu.edu.tw/wtuc/zpe_download/99663_12219_20220414152905000142_000.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