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等教育深耕執行計畫成果(111年 2月、111年 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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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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3-1 
英/外語一對一小

老師 

111年 3月 1日 

至 

111年 7月 30日 

1. 徵選校內語言表現優異學

生擔任小老師角色，以學

生選擇較感興趣的語言檢

定、日常生活、時事探討

等為主題，帶領同儕進行

一對一或小班制的口說練

習，進而訓練聽、讀、寫、

文法、單字等各方面  技

巧，並發揮本校國際校園

特色，透過多樣化的主題

拓展學生國際視野。自 

110(1)學期開始，配合小

老師獎助學金作業要點，

每位小老師皆須完成教學 

時數達 35 小時(不含課前

課後準備時間)。 

2. 若小老師有意願且時間允

許，將增設夜間/週六白天

線上教學時段，因週間 課

程衝堂無法使用本資源的

學生，可利用其他時段學

習。 

小老師根據不同主題編列課程

教材，透過教學規劃、撰寫教

案、實際教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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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老師的客製化課程加強

自身口說能力，進而訓練聽、

讀、寫、文法、單字 等各方面

技巧，並藉由討論及分享的形

式，建立更具架構的對話及思

考能力。 

1. 小老師會依據學生大學英

檢/其他語言檢定等及給

予相對應的前測評量， 評

量方式將依學生程度做適

性調整，並根據學生前測

結果進行輔導。針對一對

一輔導療程的學生，預約

同一位小老師滿四次時，

將以同樣方式進行後測 

評估學生學習成效；針對

小班制輔導療程的學生，

須於最後一堂課進行後 

測，進而檢視課程結束後

之語言程度是否有進步。

預計全體學生平均進步達 

8 分以上，教學滿意度達

80%以上。  

2. 本學期預估總輔導人數

230人，約 510人次(人數 

*2+50)，實際人數/人次數

將依實際狀況為主。 

1. 本學期(110/03/01-110/03/31)，累計輔導人數共計 

57 人，男生 6 人，女生 51 人，總人次為 112 

次 

2. 統計資料 

 3月：57人(男生：6人、女生：51人)，112

人次 



狀態：資料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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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3-1 
英/外語能力診斷

輔導老師 

111年 2月 7日 

至 

111年 7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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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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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間時段 

1) 本學期(111/2/1 -111/3/31)，男生 57人，女生

256人，累計輔導人數為 313人，總人次為 397

人次 

2) 統計資料   

 2月：男生 9人、女生 45人，共輔導 54人，55

人次 

 3月：男生 48人、女生 211人，共輔導 259

人，342人次 

2. 夜間時段 

1) 本學期(111/2/1 -111/3/31)，男生 2人，女生 8

人，累計輔導人數為 10人，總人次為 12人次。 

2) 統計資料 

 2月：男生 0人、女生 1人，共輔導 1人，

1人次 

 3月：男生 2人、女生 7人，共輔導 9人，

11人次。 



狀態：資料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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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1-3-1 
英/外語密集處方

達陣課程 

111年 2月 7日 

至 

111年 7月 29日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預計開設

2門課程:  

1)大學英檢衝刺班、文法養成

密集班-課程開設目的為輔助

學生通過大學英 檢之準備。 

2)2 門課程分別於每週上課 1

次，共計 8週，每次上課 2.5小

時，共 20小時; 20 個學生即可

開班，每班學生人數最多 35

人。中心規劃邀請校內專案或

兼任老 師擔任授課教師，課程

安排於週間進行，2 門課程分

別開設於不同時段，以 提供學

生多樣化選擇，課程內容主要

為協助同學熟悉英檢題型、文

法與增進 英語文法認知。 

預期學生可從大學英檢秘笈衝

刺班與文法養成密集班中習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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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大學英檢衝刺班，預計前後

測成績進步 10 分以上達

50%；文法養成密集班比 

對前後測結果，預計成績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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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英語診斷處方自學軟體課程 

1) 本學期(111/02/01-111/03/31)，累計使用人數為

149人，共計 979人次 

2) 統計資料 

 2月份：12人，計 18人次 

 3月份：140人，計 965人次 

2. 英語達陣系列課程 

1) 本學期開設 2門課程，參與人數為 77人。 

2) 各班課程內容如下： 

 大學英檢 CSEPT衝刺班：111/3/11-

111/5/6，參與人數共計 47人 

 英文文法養成班：111/3/11-111/5/6，參與

人數共計 30人 



狀態：資料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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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1-3-1 大學英檢 

111年 3月 1日 

至  

111年 5月 31日 

本學期將於 5/7(六)及 5/8(日)

兩天辦理大學校院英語能力測

驗(第二級) (CSEPT)，對象為日

四技、二技及五專(含外籍生)

未通過英檢畢業門檻之全 年

級在學生，詳細測驗項目及應

試對象如附件 1。 

大學英檢測驗成績可作為日四

技共同必修英文課程能力分

班、註冊組檢視應 屆畢業生英

檢門檻、以及學生自我能力檢

視與未來學習規劃等之依據。 

預計應考人數為 4,658人(不含

自由報名之人數)，預計到考率

達 85%以上，證 照取得率達

90%以上。 

1. 本次大學英檢名單已完成初步整理(篩掉已通過畢

業門檻、交換或實習生、休學及延修生)，預計於

3/25(五)提供給語測中心處理 

2. 公告大學英檢相關資訊 

3. 為確實將大學英檢資訊傳達至各班，本中心透過

生輔組於 2/23(三)下午 15:00辦理之班級幹部訓

練，向學藝股長們說明以下事項：學校及中心網

頁的大學英檢公告位置(現場用電腦操作)、大學英

檢考試相關規定、登錄英檢成績、考試請假、應

試資料發放等時程 



狀態：資料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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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4-2-1 
文藻外語學習專

車團對服務 

111年 2月 7日 

至 

111年 7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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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名工作人員為 2 名中心

人員、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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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場校

外英外語學習推廣活動，

預估本學期參與人數達 

150 人。預期 80%參與者

對活動內容感到滿意。 

本學期(111/02/01-111/03/31)，至今辦理__2__場

「Wenzao E-Car文藻外語學習專車」校內外推展活

動，參與人數共_52_人，場次為： 

1. 第 1場(校外)三民高中：活動時間 111/03/04(五) 

14:20-16:05，參與人數 26人 

2. 第 2場(校外)三民高中：活動時間 111/03/11(五) 

14:20-16:05，參與人數 26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