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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整體計畫執行成果摘要 

  本年度持續建置《SAMMI 英語互動學習資源網》、《SOSA 英語影音學習資

源網》課程內容，充實外語學習資源，讓本校師生有充分而容易取得的網路線上

學習資源，提升自主學習的動機跟風氣，並能維持每月大量學習者需求。 

 

  因應課程必須能夠放置三年之會計採購規定，擴增了《SOSA 英語影音學習

資源網》伺服器硬碟容量，能夠容納三年之課程。 

 

  為充實外語學習資源，業務費以採購語言測驗類、有聲書和看影集學英文等

教材，進而培養學生之聽、說、讀、寫之能力，奠定通過語言檢定考試之能力基

礎。 

 

關鍵詞： 

英語學習、自學、線上學習平台、電腦輔助學習英語、電腦 

 

 

計畫聯絡人聯絡方式： 

語言教學中心 王海康主任 

(Office) 28819471 ext.6461 or 2653 

(Email) haikang@sc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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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年度計畫執行內容及成果說明： 

1. 計畫目標： 

配合本校外語教學政策，為滿足初級、中級、高級等不同程度之學生需求，

並因應外語檢定之趨勢及就業之準備，持續建置自學資源網與充實外語學習

資源，運用活潑多樣化的網路學習單元、光碟影音、書籍以及測驗題套等教

材，提升學生學習興趣及意願，樹立本校學生自主學習的特色，提升外語能

力，通過外語檢定測驗。 

 

2. 計畫實施方式： 

配合本計畫目標，購置軟硬體設備。採購線上學習資源及硬體如下： 

(1) 《SAMMI 英語互動學習資源網》： 

LiveABC：商業課程 80 單元；初級、中級、高級課程 80 單元；

CNN 新聞互動英語：50 單元。 

 

(2) 《SOSA 英語影音學習資源網》： 

《空中英語教室》、《大家說英語》、《Advanced 彭蒙惠英語》各

一年份線上影音課程，按月寄達，由本中心上傳至伺服器。 

 

(3) 《SOSA 英語影音學習資源網》硬碟容量擴增： 

總計新增 584GB 伺服器硬碟，容量足以容納三年課程。 

 

本年度採購光碟影音教材、測驗題套為全民英檢、多益測驗、TOEFL-iBT、

IELTS 雅思測驗、BULATS 劍橋職場英語測驗等 CD、DVD、CD-Rom 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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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人力運用情形說明： 

約聘專任助理 1 名，負責本計畫之執行及支援並管理雙溪校區語言教室軟

硬體設備。 

 

4. 經費運用情形說明： 

(1) 人事費按月支付專任助理。 

(2) 以業務費購置光碟影音教材、測驗題套。 

(3) 軟硬體設備費則購置本中心所需之線上課程、伺服器硬碟。 

 

5. 年度計畫執行成果： 

(1)《SAMMI 英語互動學習資源網》、《SOSA 英語影音學習資源網》

之線上課程及硬碟擴充，於 97 年 3 月底前完成，達成率 100%，預

算達成率 99.28%。 

 

自 94 學年建置到 97 年 7 月 29 日為止，《SAMMI 英語互動學習資

源網》使用人次總計為 29,937 人次，學期間每月份使用人數大約

300～400 多人；《SOSA 英語影音學習資源網》使用人次總計為

523,191 人次，學期間每月使用人數大約在 15,000~20,000 之間，偶

有突破 2 萬人次以上。 

 

《SAMMI 英語互動學習資源網》建置教師授課班級管理表，教師

可利用它做為學生課後輔助學習，頗受教師好評。另外，本中心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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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語自學小組活動常使用外語自學網資源做為其自學主題教材。只

要是主題與英語相關，幾乎都採用本項資源。 

 

(2) 雙溪校區聘任專任助理一名協助執行卓越計畫，並於每學期開學

前，舉辦語言教室設備使用說明會，上傳每月份之線上課程，協助

管理雙溪校區夜間課程、教室等事務。 

(3) 課程網址如下： 

《SAMMI 英語互動學習資源網》：http://sammi.idc.scu.edu.tw/ 

《SOSA 英語影音學習資源網》：http://sosa.idc.scu.edu.tw/ 

 

(4) 購置語言測驗類、有聲書和看影集學英文教材： 

A. 因應 97 年多項語言測驗新措施，例如：全民英檢新制計分方

式以及多益測驗聽力閱讀新版題型等，同時並鼓勵學生至兩

校區外語自學室運用多媒體教材準備相關語言檢定，共計購

置全民英檢、多益測驗、TOEFL-iBT、IELTS 雅思測驗、

BULATS 劍橋職場英語測驗等 CD、DVD、CD-Rom 教材 160

套，均已完成驗收，目前正進行編目上架作業，同時並於 97

年寒暑假期間舉辦多益冬夏令營，帶領學生試作新進多益模

擬教材。 

 

B. 為 培 養 學 生 廣 泛 閱 讀 (Extensive Reading) 的 能 力 ， 購 置

Macmillan Readers 有聲讀本與 Penguin Active Reading 互動光

碟 版 讀 本 100 套 ， 級 數 涵 蓋 Beginner 、 Elementar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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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intermediate、Intermediate、Upper-intermediate，可配合「英

文（一）：讀本」教學內容，作為延伸閱讀教材。 

 

C. 為提升學生之英文學習動機，並配合 96 學年第 1 學期舉辦之

「Christmas Carol Singalong 耶誕歡樂 Song」活動，購置英語

耶誕聖歌 CD 教材 2 套，以輕鬆歡樂的方式，帶領參加學生

熟悉相關字彙發音、瞭解聖歌意境與英美耶誕節慶文化，藉

以達到寓教於樂以及提升語文應用之能力。 

 

D. 為使學生有機會接觸不同領域的英文字彙及語句，請購與商

業、犯罪鑑識、醫學及政治等方面相關的美語影集公播版 DVD 

10 套，藉以營造低焦慮的英文學習環境，培養學生的英文學

習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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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 年度教學卓越購置之教材增加使用學習上之豐富度，同學可依照自我進

度及學習狀況作調整。 

 
    卓越計畫購置之《SOSA 英語影音學習資源網》提供《空中英語教室》、《大

家說英語》、《Advanced 彭蒙蕙英語》三種影音學習教材，每月份提供 300～400
位學習者選擇作為英語學習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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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SA 英語影音學習資源網》之多元教學教材提供使用者每日增強英語能力

    學習者利用《SAMMI 英語互動學習資源網》所提供之 CNN 新聞互動英語

掌握知的權利，並同時培植英語實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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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學使用借閱本次卓越計畫購置之影片增進英語學習能力。 

 

 
 
    同學使用外語自學室狀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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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 年首次辦理多益夏令營廣受同學好評，報名熱烈，因此 2008 年也舉

辦多益夏令營，以滿足廣大的英語學習者。 

 
 
    教學卓越計畫購置之「誰是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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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學利用教學卓越計畫購置之「誰是接班人」準備面試、行銷、協商等職

場相關會話。 

 
 

    請購置教材上架以來詢問度極高的「誰是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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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學卓越購置之教材引起同學廣大的迴響 

 
 
 
    同學利用 Macmillan Readers 有聲讀本訓練英語聽力與朗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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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 年度教學卓越計畫購置之 Penguin Active Reading 互動光碟版讀本提供

豐富的題材，增加同學閱讀之深度廣度。 

 

 
 
 
多元化的主題提高同學的學習興趣，塑造一個低壓的英語學習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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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預期成效指標及評估機制達成狀況 

為了充實外語學習資源，讓本校師生有充分而容易取得的網路線上學習資

源，提升自主學習的動機跟風氣，並能維持每月大量學習者需求，本年度持續增

設線上外語學習課程，《SAMMI 英語互動學習資源網》共 210 單元，《SOSA 英

語影音學習資源網》三種線上影音課程各 12 個月。課程建置達成率 100％，預

算運用 99.28％。本項計畫持續讓全校師生於外語自學室及本中心數位化語言教

室上課之使用者皆可直接受惠。尤其以線上外語學習軟體《SAMMI 英語互動學

習資源網》，只要在校內的 IP 網址皆可使用，方便性大為增加，有助於提升本校

教職員生之終身學習。 

此外，業務費的運用也達到 100%。經費使用則購置語言測驗類、有聲書、

以及看影集學英文教材，以提升同學的學習動機。截至 2008 年 7 月 24 日為止，

卓越教材共計提供了 1,863 人次的服務使用。 

因應 2008 年多項語言測驗改制的新方案，請購全民英檢、多益測驗、

TOEFL-iBT、IELTS 雅思測驗、BULATS 劍橋職場英語測驗等 CD、DVD、CD-Rom

教材 160 套，並舉辦系列活動推廣，藉以鼓勵同學參與我國以及國際性英語檢

定；由本單位教學卓越計畫「舉辦外語自學活動」協同主持人施雅俐編審及外語

程度優異學生組成之英語輔導員團隊於 2007 年暑假帶領「英檢中級聽力閱讀夏

令營」、「多益夏令營」，針對全民英檢多變化的考題與新制多益考試設計相關課

程活動，搭配購置之外語檢定相關教材，分享應考策略以及題型分析，強化參與

學員之應答敏銳度，同時提供一個培養英語學習的環境，藉以鼓勵同學善加運用

英語學習資源以培植英文能力，活動獲得熱烈反應，因此又於 2008 年寒假及暑

假舉辦「多益冬令營」、「多益夏令營」輔導營活動，促進本校英語學習風氣。 

為了讓同學能夠透過活動參與，開始培養結合多媒體便利性之英語自學習

慣，本單位於 2007 年 10 月 19 日於雙溪校區舉辦「運用數位學習資源 增進英語

實力」活動，比較所購置之大家說英語、空中英語教室、Advanced 彭蒙惠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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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ve 互動英語之教材特性，分享應用多媒體教材增強聽力、學習會話、發音朗讀

的多面向學習方式；並介紹如何利用各教材之特性增進自我學習模式，結合課業

上的運用，以達到提升英語能力的效果。 

於 2008 年 5 月 9 日舉辦「『英』該怎麼『讀』：Improve Your Reading Skills with 

Audiobooks」活動，由本中心優秀英語推廣專員黃詩惠分享利用有聲書系列

（Macmillan Readers 有聲讀本以及 Penguin Active Reading 互動光碟版讀本）增

進英語聽力的秘訣，並輔以閱讀小技巧，成功達到提升閱讀速度以及理解能力之

推廣目的。 

有鑒於語言能力日漸受到重視的趨勢，為了營造優良語言學習環境亦提高

學習意願，本中心購置了與商業、犯罪鑑識、醫學及政治等方面相關的美語影集

公播版 DVD 10 套，大大增加同學對於各領域英文用語上的了解，也提供了一個

降低學習壓力的學習管道。並同時於 2008 年 5 月 19 日舉辦「The Apprentice 誰

是接班人」的講座活動過程中安排看影片學英文策略，讓同學實際操作演練，增

加同學多元化的英語學習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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