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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整體計畫執行成果摘要 

本校於 97 學年開始實施校定東吳英檢畢業門檻，為協助同學有效規劃大學四

年的英語學習，提升英語素質並順利通過畢業門檻；另一方面剛入學新生很難掌

握本校提供一系列英語課程內容、選課規定及各單位建置的學習資源與支援，故

於 97 年 7 月至 98 年 6 月花費一年時間編篡「東吳大學英語學習手冊」。 

 

  手冊介紹本校英語課程之特色、選課規定及各項語言檢測指標，並強調學習

資源、自主學習、以及學習策略，更邀請資深教師撰文如何精進聽、說、讀、寫

等技巧，彙整問卷訪問成功學習者的經驗，最後並含括學生未來就業英文求職信

的書寫要點等等。不但力求內容實用活潑，也要版面生動有趣，希望這本長達 90

頁彩色印刷的小冊能在大學四年指引同學的學習，更幫助他們從事自主學習以及

培養他們勤於學習的態度習慣。 

 

  本手冊經費有限，原預計只發給 98 學年入學近 3000 名新生，但由於內容多

由主持人及參與本計畫案老師義務提供以及經費嚴格管控，所以最終可以印製給

給修習「英文（一）」及「英文（二）」近 6000 名學生（這些 97 及 98 學年入學學

生必須通過東吳英檢才能畢業），讓多一倍的學生受益，同時原先規劃彩色印刷

40-50 頁的內容也增加到彩色印刷 90 頁。為增加手冊使用成效，要求教授英文

（一）、英文（二）課程教師指導學生學習使用手冊。 

 

  本計畫執行策略成功，執行率高達 200％以上。 

 

關鍵詞：英文學習手冊、學習資源、能力檢測、畢業門檻 

計畫聯絡人：語言教學中心 余綺芳主任 

(Office) 28819471 ext.6461 or 6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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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ail) cynthiay@scu.edu.tw

mailto:cynthiay@sc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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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改進教學計畫及提升教學品質相關配套措施 

「東吳大學英語學習手冊」能夠有效幫助同學學習英語如下列： 

1. 幫助他們瞭解學校所提供的一系列英語課程，諸如各種必、選修課

程以及實用英語學程等。 

2. 幫助他們找到適合自己的學習英語方式，例如參加本中心所提供的

義工老師諮詢、外語諮詢員口說能力訓練、外語自學小組活動，或

參加教學資源中心的英語角活動等。 

3. 幫助他們瞭解各種英語檢定考試的形式與要求，自己規劃模擬考試

期程並設定目標，以便能順利通過各項考試要求。 

4. 幫助他們明瞭四年大學學習英語的內容及目標，可降低他們學習英

語之壓力，並掌握及評估自我的學習進度。 

5. 藉由反覆練習資深教師介紹學習英語聽、說、讀、寫的技巧，有助

於吸收修習英語課程的內容。 

6. 藉由同儕成功學習經驗，更能有效運用學習策略，掌握自主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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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年度計畫執行內容及成果說明 

1. 計畫目標 

(1) 幫助同學提升英語能力： 

手冊包括東吳大學為非英文系同學所規劃的英語教學目標、各項課

程特色、詳細課程介紹、修課須知、英語學習策略、以及東吳大學

校定檢測相關規定及各項能力指標、等同東吳英檢的各種檢測方

式、各項考試應試指引、以及東吳大學語言教學中心、教學資源中

心學生學習資源組及遊藝廣場等單位所提供的實體或線上的學習資

源。 

(2) 幫助同學通過畢業門檻： 

由於 97 學年開始實施英語檢定畢業門檻，學生必須通過東吳英檢才能畢

業，因而必須利用有限時間加強學習，由於校內各項英語學習課程及

線上實體的學習支援與資源繁雜，因此藉著這本手冊可以完整介紹

校內所有學習支援與資源，同學可按圖索驥尋找利用不同時段、不

同校區、針對不同需求、不同程度同學所提供的服務及支援。如果

同學如果遵照手冊指引，必能通過門檻順利畢業。 

(3) 幫助同學陪養良好學習習慣、自主學習： 

協助同學規劃大學四年課內、課外的英語學習，以及培養他們的學習策略

與自主學習的習慣，最終能評估掌握自己的學習成效。 

(4) 推廣校內各種學習支援，讓同學有效利用 

藉著這本手冊整合校內各項英語學習課程及線上實體的學習支援與

資源，可讓更多同學有效利用，也提升了這些設施機置的使用率，

讓它們發揮更大效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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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計畫實施方式 

(1) 為適切學生需求，本手冊由任教東吳大學相關英語課程近二十年之余綺芳

老師收集彙整資料並書寫編輯有關英文課程、英語能力檢定、英語學習資

源、以及學習閱讀技巧、書寫英文履歷、應徵信等文章等相關資料。 

(2) 特別邀請語言教學中心趙佳音及林香美老師參與計畫案，撰寫有關規劃英

語學習類文章、並請施雅俐老師提供自學理念及本校自學資源等內容。 

(3) 訪談十多位英文系同學他們成功的學習經驗。訪談外語自學室工讀生有關

學生使用教材自學的心得。 

(4) 加入所有美工，包括版面設計、攝影、插圖、編排等等。為幫助同學瞭解

手冊內容，例如修課規定及學習目標規劃等，特製作流程圖等多樣設計。 

(5) 然後交由「英文（一）教學小組」和「英文（二）教學小組」審定，以臻

完善。 

(6) 印製手冊。 

(7) 發放「東吳大學英語學習手冊」給 97、98 學年入學學生。 

(8) 本手冊之推行與「英文（一）」、「英文（二）」等課程配合，委請相關任課

教師於課堂上指導學生使用本手冊，以達最大效益。 

(9) 瞭解同學們使用手冊後心得，以利日後改版。 

 

3. 人力運用情形說明 

「東吳大學英語學習手冊」由子計畫主持人負責收集、彙整、書寫及編輯大

部分各類資料，工讀同學謝淑芬負責所有美工，包括版面設計、攝影、插圖、編

排等等。此外編審施雅俐撰寫自學理論、介紹自學活動以及練習聽力技巧、共同

主持人趙佳音幫助同學規劃四年英文學習及林香美鼓勵同學未來就業英文的重要

性、專任教師李玉華撰文閱讀技巧訓練，教學卓越計畫專任助理傅雅雯負責計畫

案的各項行政事務，包括聯繫、核銷等庶務。九位工讀同學負責訪談有效使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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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自學室同學；十一位英語學習成功者提供學習分享。最後並於「東吳大學英語

學習手冊」初稿完成時，由語言教學中心教學委員會十一位老師審核通過。 

 

4.  經費運用情形說明 

(1) 業務費支應下列項目： 

A. 工讀費－彙整學習訪談資料、編輯英語課程簡介檔案、「東吳大

學英語學習手冊」美編及排版、拍攝用圖等臨時工資。 

B. 印刷費－印製「東吳大學英語學習手冊」發放給受畢業門檻影響

的 97 及 98 學年入學學生，幫助同學規劃英語學習，善用學習資

源，以期於修業年限內通過畢業英文門檻。 

C. 撰稿費－「東吳大學英語學習手冊」內容編寫費用。 

D. 資料蒐集費－印製「東吳大學英語學習手冊」相關資料。 

(2) 雜支用於進行編撰工作所需之文具用品、彩色碳粉夾、召開相關會議之

誤餐費等。 

 

5.  年度計畫執行成果 

這本彩色印刷 90 頁的手冊介紹本校英語課程之特色、選課規定及各項語言檢

測指標，並強調學習資源、自主學習、以及學習策略，更邀請資深教師撰文如何

精進聽、說、讀、寫等技巧，彙整問卷訪問成功學習者的經驗，最後並含括學生

未來就業英文求職信的書寫要點等等。不但力求內容實用活潑，也要版面生動有

趣，希望能指引同學大學四年的英語學習，幫助他們從事自主學習以及培養他們

勤於學習的態度習慣。 

  手冊的印行將使總計約六千名修習「英文（一）」及「英文（二）」課程的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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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受益，幫助這些 97 及 98 學年入學必須通過東吳英檢才能畢業的學生，同時藉

由教授「英文（一）」、「英文（二）」課程教師指導學生有效使用手冊，讓這本手

冊發揮更大效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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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東吳大學英語學習手冊」內頁精華節錄及編撰過程照片 

【封面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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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錄頁】 

這本費時一年所編撰而成的「東吳大學英語學習手冊」內容包含： 

1. 「英文課程介紹」：簡介本校英文課程，讓師生能夠更加了解各種課程內容及修課方式。 

2. 「校內外英文檢測須知」：簡述英文畢業門檻及各大英語檢定。 

3. 「英語自學途徑」：有效運用資源，訂做自己的學習模式，歡迎加入自學的行列！ 

4. 「成功者經驗分享」：提供英文老師的獨門秘笈和學生的英語竅門分享。  

5. 「就業及進修方向」：進修求職寶典讓你ㄧ路過關斬將，打通英文任督二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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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課程介紹」 

 提供全校英文課程架構及英文課程內容介紹，讓同學能夠更有效規劃並掌握自我

的英語學習。 

 



計畫編號：97D32207                                      製作「東吳大學英語學習手冊」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2

 

「校內外英文檢測須知」 

 介紹校定英文畢業門檻及各大類英語測驗檢定，幫助同學更加瞭解考試方向，在

英語學習之路上更上一層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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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自學途徑—自學方式及資源」 

 提供各項英語學習資源及活動，讓同學入寶山絕對滿載而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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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自學途徑—自學方式及資源」 

 英語資源這裡找—「裴老師課程網站」整理許多華人易犯的英文謬誤，只要潛心

學習，必能讓你的英文功力大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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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者的經驗分享—老師如是說」 

 

 老師傳授的英文必勝秘笈--「聽、說、讀、寫」教戰手冊讓你樣樣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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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者的經驗分享—同學們的英文撇步」 

 同學的壓箱寶大公開—其他同學都是怎麼學好英文的呢？成功實例來解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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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業及進修方向」 

 實用的履歷撰寫技巧，讓學生在求職路上也能一路過關斬將，拔得頭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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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老師們討論編輯方向】 

【檢視編輯進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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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經費收支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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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製

作

「

東

吳

大

學

英

語

學

習

手

冊」 

0 213,730 10,680 0 224,410 0 213,600 10,680 0 224,280 100% 0 1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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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預期成效指標及評估機制達成狀況 

手冊原規劃 40─50 頁，內容以課程介紹、檢測須知等行政事務為主，但是編輯過

程中發現必須含括學習各層面才能讓手冊真正發揮效益，所以擴大邀稿及收集自

主學習及學習策略等資訊，最後增加篇幅到彩色印刷 90 頁。 

本手冊經費有限，原預計只發給 98 學年入學近 3000 名新生，但由於內容多由主

持人及參與本計畫案老師義務提供以及經費嚴格管控，最終可以印製給近 6000 名

97 學年及 98 學年入學學生，讓多一倍的學生受益，執行率高達 200％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