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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整體計畫執行成果摘要  

由於此次教學卓越計畫期程為 17 個月，自 98 年 8 月 1 日至 99 年 12

月 31 日止，共跨約 3 個學期；本計畫獲准通過聘任 3 位具英語教學專長

之專案教師，教授「英文（一）：讀本」、「英文（一）：語練」、「英文（二）」

必修課程，以及實用英語學程。 

為因應 97 學年度入學新生有英文能力畢業標準之規定，本中心 9 名

專任教師及 3 位約聘教師，犧牲中午及第九節休息時間，舉辦「義工教師

英語深耕計畫」活動，透過技巧訓練，提升學生聽、說、讀、寫能力，期

能達到相當於全民英檢中級複試之程度。大一、大二學生除了每週至少 2

小時正常課程外，專任暨專案教師另提供每週 4 小時輔導時間，讓大一至

大四學生能依其個人需求，隨時向老師請益，期能透過相關措施，達到逐

步提升學生英語能力之預期成效。 

專案教師須於本中心教學觀摩擔任講者，或於本校校際學術研討會擔

任工作坊發表人，或發表論文，講題皆有助於與其他老師分享教學心得。

其他服務包括：擔任「共通課程『英文（一）、（二）』能力分班計畫」及

本中心「英文（一）：語練」、「英文（二）」之聽力測驗考題之錄音工作；

上線至國家圖書館遠距圖書服務系統，挑選並薦購與英語教學相關之篇

目，以提升教學技巧，並增進研究能量。 

 

計畫聯絡人：張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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聯絡方式：1.電話：(02)28819471 轉 6462 

          2.電子郵件：joycha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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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中心由於專任教師僅有 11 名，兼任教師多達 40 多位，負責全

校性必修課程「英文（一）：讀本」、「英文（一）：語練」、「英文（二）」，

以及全校性選修課程「深耕英文 I」、「深耕英文 II」、實用英語學程之規

畫，亟需專任教師參與，因此本計畫能獲准通過具英語教學專長之約

聘教師 3 個名額，除擔任正式課程外，另提供每週 4小時輔導時間，以

及舉辦「義工教師英語深耕計畫」活動，稍有助於強化全校性共通英文課

程師資，提升教學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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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年度計畫執行內容及成果說明 

（一）計畫目標 

本中心負責全校性共同科目大一至大四英文，其中必修課程為

「英文（一）：讀本」、「英文（一）：語練」和「英文（二）」；

以及 98 學年之「英文（三）」和「英文（四）」全校性選修課程，

由於配合 97 學年度起入學新生之畢業標準訂為相當於全民英檢

中級複試，因此 99 學年改開設「深耕英文 I」和「深耕英文 II」

單學期課程，修畢「英文（二）」必修課程，如未能通過相當於

全民英檢中級複試之英文能力檢測者，尚須修讀 1 年之「深耕

英文 I」和「深耕英文 II」課程。此外，98 學年首次推出「實

用英語學程」，率先於城中校區開設，由於學生選課反應熱烈，

99 學年二校區各開 10 門課，以增強學生英文聽、說、讀、寫能

力，協助獲取專業領域新知以及滿足未來職場工作需求；亦可

深入瞭解國際社會的多元文化，培養國際觀，加強競爭力。為

因應此一全校性外文課程改革所需師資，聘任英語教學專業教

師數名，以強化全校性共通英文課程和實用英語學程之師資。 

 

（二）計畫實施方式 

每學年聘任 3 位具英語教學專長之專案教師，聘期第一年為一

年，第二年配合計畫期程僅聘任 5 個月，由本中心辦理相關事

 5



宜。 

 

（三）人力運用情形說明 

      由於此次教學卓越計畫期程為 17 個月，共跨 3 個學期；聘任 5

位具英語教學專長之專案教師，負責教學、輔導和服務項目。

98學年第1學期末召開有關99學年續聘專案教師暨兼任教師評

估會議，已於 99.1.8 進行本中心 3位專案教師之評估，決定續

聘；99 學年因其中 1 位教師改聘為本中心專任教師，另一位獲

聘至他校任教，故僅 1 位教師續聘，另新聘 2 位約聘教師，其

中 1 位為外籍教師。 

 

（四）經費運用情形說明（含學校配合款及措施） 

5 位教師薪資（含年終獎金）、勞健保費和超鐘點費，共

3,849,883 元，細項如下： 

（1）薪資及年終獎金     3,254,202 元 

（2）勞健保費             264,001 元  

（3）超鐘點費             331,680 元 

 

  
薪資(含年

終獎金) 

薪資(含年

終獎金) 
超鐘點費 小計 

98 學年勞

健保費 

99 學年勞

健保費
總計 

江逸琳助理教授 715,995 68,190 75,600 859,785 63,126 0 922,911

潘千惠講師 633,133 110,110 69,000 812,243 60,670 0 872,913

劉春玉講師 633,133 474,273 164,080 1,271,486 60,670 26,935 1,359,091

柯博仁講師 0 309,684 23,000 332,684 0 26,300 358,984

張素貞講師 0 309,684 0 309,684 0 26,300 335,984

合計 1,982,261 1,271,941 331,680 3,585,882 184,466 79,535 3,849,883

備註：1.傅雅雯專任助理 99 學年勞健保費不足 60 元，由該子計畫經費流用 60 元，

故總計 3,849,943 元。 

      2.核定金額為 3,990183 元，核銷 3,849,943 元，餘額 140,240 元，執行率

為 96.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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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8 學年新聘江逸琳約聘助理教授，續聘潘千惠約聘講師和劉春玉約聘講師；99 學年

續聘劉春玉約聘講師，新聘柯博仁約聘講師和張素貞約聘講師。                  

 

（五）年度計畫執行成果 

1. 本計畫獲准通過聘任 5 位具英語教學專長之專案教師，於 98 年 5

月 21 日辦理 98 學年度專案教師甄選，98 年 8 月 1 日起續聘劉春玉

講師和潘千惠講師 2 位專案教師，98 年 9 月 1 日起，將兼任教師江

逸琳助理教授改聘為約聘教師，聘期至 99 年 7 月 31 日止。99 學年

江逸琳助理教授改聘為本中心專任教師，潘千惠約聘講師離職，故

新聘柯博仁約聘講師和張素貞約聘講師，續聘劉春玉約聘講師，三

位教師聘期配合本期程僅聘至 99 年 12 月 31 日。 

2. 教學部分： 

（1）98 學年：劉春玉老師每週排課 16 小時，擔任「英文（一）：讀

本」、「英文（一）：語練」中、高級班和「英文（二）」高級班

課程，以及實用英語學程「英語口語溝通技巧」課程；潘千惠

老師每週 14 小時，擔任「英文（一）：讀本」、「英文（一）：語

練」中、高級班和「英文（二）」中級班課程，以及實用英語學

程「英文寫作技巧」課程 2 班；江逸琳老師每週排課 12 小時，

擔任「英文（一）：讀本」、「英文（一）：語練」初級班和「英

文（二）」高級班課程。 

（2）99 學年第 1 學期：劉春玉老師每週排課 12 小時，擔任「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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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讀本」、「英文（一）：語練」和「英文（二）」中級班課

程，以及實用英語學程「英語口語溝通技巧」課程；柯博仁老

師每週 12 小時，擔任「英文（一）：讀本」、「英文（一）：語練」

和「英文（二）」高級班課程；張素貞老每週排課 10 小時，擔

任「英文（一）：讀本」、「英文（一）：語練」和「英文（二）」

中級班課程，以及實用英語學程「英文寫作技巧」課程。 

 （3）5 位教師亦須負責「英文（一）：語練」、「英文（一）：讀本」

課程之期中、期末統一考試之出題和審題工作，和「英文（二）」

課程期中、期末統一考試之出題。 

（4）實用英語學程 

98 學年：劉春玉老師和潘千惠老師均擔任本學程課程，透過

99.5.12 之實用英語學程 98 學年第 1 次教師會議，分享教學上

遇到的困難及經驗分享，會後並參與由書商所提供之演講＂Get 

Ready for the Global Workplace＂。 

99 學年：劉春玉老師、柯博仁老師和張素貞老師亦均擔任本學

程課程，99.12.3 召開 99 學年第 1次教師會議，討論 99 學年實

用英語學程教學相關問題，並進一步規劃 100 至 101 年本學程

即將舉辦之教學工作坊暨學程講座相關事宜。 

（5）98 學年請劉春玉老師擔任「共通課程『英文（一）、（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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力分班計畫」聽力測驗考題之錄音工作，以及 99 學年擔任「英

文（一）：語練」中級班期中、期末考統一考試之審題工作；99

學年請柯博仁老師擔任「英文（一）：語練」期中考聽力測驗考

題。 

3. 服務暨輔導表現： 

（1） 輔導時間，由學生自行與老師約定。 

98 學年：劉春玉老師每週安排於城中校區星期一 7、8 堂和星

期三 3、4 堂；潘千惠老師每週安排於雙溪校區星期四 3、4、5、

6 堂；江逸琳老師每週安排於雙溪校區星期二 5、6 堂和星期四

3、4 堂。 

99 學年：劉春玉老師每週安排於城中校區星期五 7、8 堂和雙

溪校區星期四 5、6 堂；柯博仁老師每週安排於雙溪校區星期

三、四午休和第 5 堂；張素貞老師每週安排於城中校區星期二

7、8堂和星期三 5、6 堂。 

（2）有關「義工教師英語深耕計畫」活動：服務二校區日間部和

進修學士班學生，學生須至本中心外語自學室報名，再依選

定時間前往。 

98 學年：3 位老師主題分別為「英語聊天室」、「寫作一點靈」

和「實用英語會話」，劉春玉老師之時段為星期一 17:30~1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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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千惠老師之時段為星期一 12:30~13:20；江逸琳老師之時段為

星期四 12:30~13:20；總計約 323 人次。 

99 學年：3 位老師主題分別為「英語聊天室」、「Current Affairs 

English」和「歌唱學英語」，劉春玉老師之時段為星期三

17:30~18:15；柯博仁老師之時段為星期一 12:30~13:20；張素

貞老師之時段為星期四 12:30~13:20；總計約 112 人次。 

        （3）教學觀摩活動：98 學年劉春玉老師於 98.10.14 本中心教學

觀摩主講”Needs analysis in an EFL setting --the what, why and 

how”；潘千惠老師於 99.3.27 東吳大學外國語文學院 2010 年

校際學術研討會擔任工作坊發表人，講題為「大一英文與學

習動機之啟發」；江逸琳老師 99.3.8 至美國亞特蘭大市參加

美國語言學學會研討會，並發表論文”The functions and 

effectiveness of code-switching in the native language class of a 

bilingual program”，且於 99.3.31 擔任本中心教學觀摩講者，

講題為＂Theme-based instruction＂。 

(4) 98 學年 3 位專案教師上線至國家圖書館遠距圖書服務系統，

挑選並薦購 56 篇與英語教學相關之篇目，以提升教學技巧，

並增進研究能量。 

(5)成立讀書會：99 年 6 月首次組成本中心教師讀書會，專案約聘

教師皆積極參與，截至目前已舉辦 3 次，分別為 99.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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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9.8、99.11.10，首次邀請師大張瓊惠教授提出有關如何申請

國科會研究計畫案，第 2次由本中心余綺芳主任分享透過多元

管道蒐集研究資料，第 3次由 2 位教師以其研究論文向與會者

分享研究心得；總之，讀書會增加本中心教師交流機會，並實

質提升研究風氣。 

 

（六）其他 

由於此次教學卓越計畫期程為 17 個月，自 98 年 8 月 1 日至 99

年 12 月 31 日止，跨 3 個學期，與本校學年制之起迄時間未完

全相符，教師聘任時必須向受聘者說明，建議計畫結束日期至

少應以學期切分，如：第一學期於 7 月 31 日止，第二學期於 1

月 31 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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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經費收支結算（及學校配合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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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請

說明） 

資本

門（軟

硬體

設施

費） 

合計 
人事費 業務費

其他（請

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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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強

化

共

通

英

文

課

程

師

資

計

畫 

3,990,183 0 0 0 3,990,183 3,849,883 0 60 

由於勞

健保費

調漲，從

人事費

移出 60

元支應

「充實

外語自

學資源

計畫」之

專任助

理健保

費。 

0 3,849,943 96.48% 0 96.48%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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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預期成效指標及評估機制達成狀況 

(一) 預期成效指標：每學年聘任具有英語教學專長之教師 3

名，擔任「英文（一）：語練」（每週授課 2小時、1學分）、

「英文（一）：讀本」（每週授課 2 小時、2 學分）、「英文（二）」

（每週授課 2 小時、2 學分）必修課程之教學，98 暨 99 學年

陸續開設實用英語學程、「深耕英文 I」和「深耕英文 II」全

校性選修課程，輔以「義工教師英語深耕計畫」活動等相關

措施，以提高教學成效，以期達到逐步提升學生英語能力之

預期成效。 

(二) 直接的受益學生對象或人數：一學期 3 位約聘教師二校區

上課學生約 650 人次，本期程達 2,000 人次，輔導學生約 450

人次。 

(三) 檢討分析：由於本中心負責之全校性課程日益增多，除「英

文（一）：讀本」、「英文（一）：語練」、「英文（二）」必修科

目， 98 學年起開辦「實用英語學程」，99 學年配合 97 學年

入學新生英文能力畢業標準之規定，尚須為未能通過等同

CEF 語言能力參考指標 B1 級或東吳英檢者，另開設「深耕

英文 I」和「深耕英文 II」補救課程，本中心所需教師更須

聘任具相關專長之專案教師，以符合學生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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