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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整體計畫執行成果摘要 

本案分為硬體及軟體二類，採購及建置數位錄音室設備、伺服器、外語

學習課程軟體、外語學習教材。 

硬體類：數位錄音室設備、伺服器 

數位錄音設備自建置完成後，即正常運作使用，縮短三天一個版本的後

製時間為一天，大幅提升工作效率。 

伺服器是搭配《Easy Test 線上英語能力測驗評量》線上測驗課程使用，

自建置完成後，運作迄今正常，無重大故障。 

軟體類：外語學習課程軟體、外語學習教材 

外語學習課程軟體方面，本學年除繼續充實《SOSA 英語影音學習資源網》

及《SAMMI 英語互動學習資源網》之外，並增加 TOEIC 及 GEPT 之線上測驗課

程二套，名為《Easy Test 線上英語能力測驗評量》，兩套題數總計超過一千

題以上。 

本中心透過海報、網站、本校校訊電子報廣為宣傳本中心之線上資源，

並於兩校區舉辦總計四場資源使用說明會。《SOSA 英語影音學習資源網》為

每月線上影音點選即時課程，為本中心最受歡迎之課程，每月點閱率達 1.2

萬到 1.5 萬左右，學期間，甚至達 2 萬人次。《SAMMI 英語互動學習資源網》

在本學年開放校外家中使用，每月平均大約有 1000 人次的使用率。《Easy Test

線上英語能力測驗評量》為新增之線上評量測驗，亦開放校外、家中使用，

學生可隨時上網做 TOEIC 或 GEPT 線上模擬測驗。自 98 年 3 月開放使用迄今，

使用人次已達 3600 多人次，超乎原先預估每月至少有 200 人次之使用率。 

外語學習教材方面，現今社會語言能力日趨重要，英語更為各大企業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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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人才評估之指標性能力，本計畫案針對廣大的英語學習者各種不同的英語

學習目的及需求，添購語言測驗類、有聲書和看影集學英文教材等外語自學

教材，服務不同學習狀況及學習興趣的學子。總計購買 3 大類，共 461 套教

材，再加 1 本教材。 

計畫聯絡人：余綺芳 

聯絡方式：02-2881-9471 分機 6461 

關鍵詞: 

線上資源、英語學習、伺服器、錄音、聽力測驗、考題製作、GEPT、TOEIC、VOD、英

語教材 

二. 改進教學計畫及提升教學品質相關配套措施 

97 學年「外語自學室等相關軟硬體設備」計畫分為四大類：購買錄音室

設備、購置伺服器、採購外語學習課程軟體、添購語言學習教材。預計可提

升考題製作效率及增加學習資源。 

1. 購買錄音室設備： 

錄音室設備已於 97 年 12 月完成建置並正常運作，大幅縮短考

題錄音製作時間，提昇工作效率，從原本每一版本需時數天的製作

時間，縮短在一天即可完成。符合預期提升教學品質之目標，改善

考題製作效率。 

2. 購置伺服器： 

購置伺服器亦於 97 年 12 月底完成建置，並正常運作，本伺服

器是搭配《Easy Test 線上英語能力測驗評量》課程系統使用，同

時間可容納 300 人同時上線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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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採購外語學習課程軟體： 

本次採購外語學習課程軟體為有三大類：線上測驗評量、VOD

隨選視訊英語課程、互動英語課程。 

(1) 線上測驗評量： 

《Easy Test 線上英語能力測驗評量》2 套測驗課程，GEPT

與 TOEIC，兩套題目合計有一千多題，並開放學生在校外或家

中使用，學生可隨時上線做 TOEIC、GEPT 模擬測驗。自三月

開放使用以來，使用人數已達 3,467 人次。 

(2) VOD隨選視訊英語課程： 

《SOSA 英語影音學習資源網》是以《新托福》影音課程及三

種雜誌當月之線上課程組成，分別為《大家說英語》、《空中英

語教室》、《Advanced 彭蒙惠英語》所組成之 VOD 隨選視訊英語

課程，為本中心最受歡迎線上英語課程，限校內使用，每月使

用人次均在 1 萬 2 千到 1 萬 5 千人次，學期間甚至可達 2 萬人

次點閱率。 

(3) 互動英語課程： 

《SAMMI 英語互動學習資源網》線上互動英語課程有三種，

本次購買 LiveABC 課程 80 單元、BIZ 商業課程 80 單元、CNN

新聞課程 50 單元。含本次採購之課程單元，總數已達 930 單

元，及 4 套電影英語學習單元。此課程包含影片、測驗、發音

練習等多元學習方式，本學期試辦開放校外使用，每月平均使

用人次超過千人。下學年將與「英文（一）」課程結合，預計

使用人次將更大幅提昇，同學也將更受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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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英語課程資源相關配套措施，本中心採取宣傳推廣及輔助

教師使用為主軸。在宣傳推廣方面，本中心於學期間針對任課教師

及學生，在二校區各舉辦 2 場資源使用說明會，總計 4 場；並於本

中心網頁、校園電子報刊登相關資訊。在輔助教師使用方面，為「英

文（一）」、「英文（二）」任課教師建置班級管理對應表，總數有 70

多班，便利教師搭配使用線上課程資源做為課後輔助學習教材。 

為使同學有更多機會使用本中心線上資源課程，開放同學在家

中或校外即可連線使用《Easy Test 線上英語能力測驗評量》及

《SAMMI 英語互動學習資源網》兩項課程資源。大幅提升教師備課

及同學使用上的便利性。 

 

4. 添購語言學習教材： 

添購語言測驗類、有聲書和看影集學英文教材，學生可透過多元而活

潑的學習教材設定目標、安排自我英語學習進度。語言測驗類教材提供學

生模擬英語檢定考題，循序漸進訓練，學生經由模擬考試，能夠更加了解

自我英語實力，並能熟悉考試方向及增進對考題掌握程度。有聲書教材能

有效增進使用者英語聽力能力，並可透過模仿以熟悉各種英語腔調，培養

對英語聽、說能力之敏銳度。看影集學英文教材提供學習者娛樂中學習之

平台，減低學生學習英語壓力，能夠更促進學習英語意願。添購多樣化、

實用之語言學習類教材，嘉惠更多英語學習者有效運用資源。同學可依據

提供建議之學習路徑及教材使用方式實際操作，針對自我需求調整英語學

習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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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年度計畫執行內容及成果說明 

1. 計畫目標：提升考題製作效率、充實線上課程資源。 

聽力考題製作一向花費本中心人力、成本甚鉅，為提升工作效

率，採取數位錄音作業將大幅提升工作效率。 

充實線上課程資源為本中心努力之目標，預計持續充實線上資

源，將讓學生有更多機會接觸及培養個人英語能力，讓教師有更多

的教學應用便利。今年度除繼續充實原有之《SOSA 英語影音學習資

源網》及《SAMMI 英語互動學習資源網》以外，新增 GEPT、TOEIC

測驗課程，讓同學能夠做相關模擬測驗，瞭解自己的英語能力程度，

並擬定相關學習策略。老師能利用《Easy Test 線上英語能力測驗

評量》題目編輯製作「能力測驗」試題，減少老師工作負擔。 

 

2. 計畫實施方式:購買錄音室設備、購置伺服器、採購外語學習課程軟

體、添購語言學習教材。 

為達計畫目標，本案陸續購買錄音室設備、購置伺服器、採購

外語學習課程軟體、添購語言學習教材。 

於 97 學年第 2 學期起進行相關宣傳推廣及輔助使用活動。在

98 年 3 月及 4 月針對任課教師及學生，在兩校區各舉辦 2 場，總計

4 場資源使用說明會。並且開放校外家中即可連線使用《SAMMI 英語

互動學習資源網》及《Easy Test 線上英語能力測驗評量》兩種線

上課程，提高使用便利性。 

為鼓勵教師使用線上課程做為課後輔助學習資源，特地為「英

文（一）」、「英文（二）」任課教師建置班級管理對應表，約 70 多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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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教師可應用《SAMMI 英語互動學習資源網》及《Easy Test 線上英

語能力測驗評量》於課後輔助學習，管理學生之學習情況。 

此外，本次購買外語自學教材如下：「劍橋英文讀本有聲書及

IELTS 教材 150 套」、「知英文化 GRE 字彙、新多益、雅思及全民英

檢教材 34 套」、「全民英檢、多益教材以及 Scholastic ELT Readers

電影讀本 38 套」、「劍橋主流英語測驗、職場英語測驗、字典及文法

教材 85 套」、「全民英檢、多益、IELTS 及托福教材 24 套」、「公播

版看電影學英文教材 22 套」、「敦煌全民英檢中級、TOEIC 及 IELTS

教材 12 套」、「英語 DVD 影集 12 套」、「看電影學英文教材 10 套」、

「penguin readers 企鵝讀本 Audio CD Packs36 套」、「penguin 

active reading/penguin readers 企鵝有聲讀本 28 套」、「劍橋英

語常見錯誤專解文法教材 1 本」。多樣化而實用的各類型英語學習資

源，協助學生規劃並檢視自我英語實力，讓學生不論在課業上抑或

自我英語進修都能有長足進步。 

 

3. 人力運用情形說明 

本計畫案由子計畫主持人余綺芳督導，協同參與之人員有王鵬

順（編審）、施雅俐（編審）、林宇軒（約聘組員）、傅雅雯（卓越計

畫專任助理）。由王鵬順負責相關硬體、線上外語課程軟體採購及建

置作業，施雅俐編審協助添購外語自學教材，林宇軒同仁協助外語

學習軟體使用順利，傅雅雯專案助理則負責資料彙整及提醒相關作

業流程規定及時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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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經費運用情形說明（含學校配合款及措施） 

相關經費運用內容分述如下： 

(1) 經常門經費支應下列項目： 

A. 人事費－聘任專任助理一名協助教學卓越計畫進行：包括各階段計

畫執行、辦理經費核銷、召開相關會議、聯繫配合人員、彙整資料

及報告、處理教學卓越計畫之疑問、掌握計畫案執行進度、每月上

傳購置之軟體課程並協助授課教師及學生使用添購之外語學習互

動軟體。 

B. 業務費－添購語言測驗類、有聲書和看影集學英文教材以充實外語

自學室英語學習資源，鼓勵學生使用不同途徑規劃英語自學。 

(2) 資本門經費支應下列項目： 

A. 購置外語學習課程軟體，以增加學生英語學習之多元性。包含下列

三項教材軟體： 

a.) 《Easy Test 線上英語能力測驗評量》課程購買 GEPT

及 TOEIC 各一套測驗課程。 

b.) 《SAMMI 英語互動學習資源網》課程購買 LiveABC 生

活英語課程 80 課、BIZ 商業英語課程 80 課、CNN 互

動英語課程 50 課。 

c.) 《SOSA 英語影音學習資源網》VOD 線上課程購買 15

個月份三種線上即時影音英語學習課程。 

B. 購買搭配使用《Easy Test 線上英語能力測驗評量》線上測驗

課程之 IBM 伺服器。 

C. 購買數位錄音設備，以提高錄製考題之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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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年度計畫執行成果 

硬體方面的成果如下： 

(1) 錄音室設備之成果 

本中心之「英文（一）」、「英文（二）」期中考、期末考

題、「英文（一）」能力分級測驗等聽力題目製作皆透過數位

錄音設備完成考題之收音錄製及事後編輯，大幅提昇工作效

率，由原本需時三天的製作流程縮短為一天。 

(2) 《Easy Test線上英語能力測驗評量》伺服器 

自建置完成後，已正常運作，截至目前為止，並無重大

事故導致無法使用之事情發生。 

軟體方面的成果如下： 

(1) 線上課程資源之成果 

為「英文（一）」、「英文（二）」任課教師全面建置完成

後台管理系統，建置其班級對應表，方便教師備課及鼓勵教

師使用線上英語課程做為課後輔助學習教材。 

線上英語課程以《SOSA 英語影音學習資源網》最受歡迎，

每月平均有 1.2～1.5 萬使用人次。《SOSA 英語影音學習資源

網》自開放校外使用，平均每月約有 1,000 人，使用人次大

約提升三成。《Easy Test 線上英語能力測驗評量》自 98 年 3

月開放使用以來，早已突破原本預估每月有 200 人之使用人

次，截至目前為止已有三千六百多使用人次。 

(2) 添購語言學習教材成果 

本次添購之英語學習教材大致上可分為三大類別：有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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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大型英語檢定的語言測驗類教材、有強調聽力訓練的有聲

書教材、有寓教於樂的看影集學英文教材。各類型教材能夠

有效引導學生，亦步亦趨增進英文，針對英文弱點個個擊

破。學生亦能夠利用資源，打造自己的英語環境，快樂學習，

邁向卓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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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經費收支報告表(提報成果報告時用) 

本年度核定經費（單位：元） 實際執行數（單位：元） 

經常門 經常門 

執行率（％） 
計

畫 

名

稱 人事費 業務費 雜支 

資本門 

（軟硬體

設施費）

合計 

人事費 業務費 雜支

資本門 

（軟硬體 

 設施費）

合計 

經常門 資本門 合計

學校

配合款

備註

外

語

自

學

室

等

相

關

軟

硬

體

設

備 

470,448 329,552 0 2,400,000 3,200,000 390,150 329,077 0 2,400,000 3,119,227 90% 100% 9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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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預期成效指標及評估機制達成狀況 

1.  充實錄音室設備： 

錄音室設備預期成效指標為縮短考題錄製工作時程，本案符合

原先預估之效率，由原本需時三天之錄音帶錄製及後製編輯時間改

由數位錄音技術取代，只要一天即可完成。 

2.  採購外語學習課程軟體： 

線上英語課程預期成效指標在於充實線上英語課程資源及提升

使用率。在充實線上英語課程資源方面已有顯著指標，《SAMMI 英語

互動學習資源網》目前課程已有 930 的單元課程，電影課程有 4 套。

自 98 年 2 月開放校外使用以來，使用人次提升大約三成，平均每月

大約有 1,000 人的使用人次。 

《SOSA 英語影音學習資源網》除了《新托福》影音課程之外，

實際是以《大家說英語》、《空中英語教室》、《Advanced 彭蒙惠英語》

三種即時英語教學影音課程為主，仍持續提供這三種課程當月之英

語教學影音課程，並可溯及既往使用三年內之線上即時英語教學課

程。每月使用率皆 1.2～1.5 萬人次之間，符合原先之預估人數目標。 

《Easy Test 線上英語能力測驗評量》自 98 年 3 月開放使用以

來，已經超過原本預估每月約 200 人的使用人次，目前使用人次已

超過三千六百人。 

檢討本案，在《SAMMI 英語互動學習資源網》及《Easy Test 線

上英語能力測驗評量》使用人次仍有努力之空間。98 學年採行之新

策略是將「英文（一）」課程與《SAMMI 英語互動學習資源網》結合，

「英文（二）」與《Easy Test 線上英語能力測驗評量》結合，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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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利用這些資源學習列為學期成績考評之 10％。這樣不但讓同學更

有效率學習，也能提升使用率。 

3. 添購語言學習教材成果： 

本次添購語言測驗類、有聲書和看影集學英文教材，提供不同學習需

求之學生各式學習途徑，提高學生規劃自我英語學習進程之意願，而教授

英文相關課程老師也能利用教材達到學習整合之目的，提升教材使用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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