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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整體計畫執行成果摘要 

語言教學中心在課程方面負責全校共通英語課程「英文（一）：讀本」、「英

文（一）：語練」、「英文（二）」，自 99 學年起增加「深耕英文 I」、「深耕

英文 II」課程，目標加強未通過英語畢業標準學生的英語能力。為了能更

全方位照顧全校學生的英語學習需求，架構「共通英文補救教學－語言教

學中心義工老師深耕英語計畫」，建置與課程結合的「英文補救教學」以

及輔導課程「義工老師深耕英語計畫」。 

 

「英文補救教學」與「英文（一）：讀本」、「英文（一）：語練」初級班課

程結合，整合傳統教室與網路教學，利用兩種不同的教學模式/學習環境

（課堂上老師面對面授課＋網路教學平台輔導學習）。不但保持了傳統的

教室教學，並輔以網路的學習活動，例如課堂教學後，另在學習平台設置

電子教室/線上教室，備有延伸自主學習教材，以及各種機制讓同學提問、

討論、測驗，甚或繳交作業等互動性功能，讓教師可追蹤同學的學習情況。

從「量」而言，每學年約 700 位初級班學生參與補救教學且約有 13~14 位

專兼任教師除了課堂教學外，並不定期利用網路平台督導班上學生的學

習。 

 

「義工老師深耕英語計畫」特別針對學生需求，提供課外輔導，由 10~13

位本中心教師在兩校區由週一至週五輔導學生，其內容包括文法、閱讀、

會話及發音等各式課程，輔導方式以一對一，一對多，小班輔導進行。全

校學生皆可依個人學習需求報名參加，以提升英語能力。98 學年至 99 學

年第 1學期提供共約 330 輔導時數，而參與人數達 2,023 人次。 

關鍵詞： 

補救教學、課外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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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年度計畫執行內容及成果說明 

(一) 計畫目標 

本計畫是為了提升東吳大學學生英語聽、說、讀、寫能力，以通過

校定英語能力畢業標準。本校學生雖然已有「英文（一）：讀本」、

「英文（一）：語練」及「英文（二）」之必修課程，但囿於課堂中

學生人數眾多，個別學習困難不一，故語言教學中心針對「英文

（一）：讀本」、「英文（一）：語練」初級班的學生建置「英文補救

教學」機制，結合課堂教學、課後線上學習及補救助理輔導，特別

加強初級班學生的英語學習；另本中心資深教師特別針對全校學

生，提供課外輔導，開設「義工老師深耕英語計畫」活動/課程，

提供學生多元化的學習。  

 

(二) 實施方式 

1.結合實體課程與線上學習－「英文補救教學」： 

  將「英文（一）：讀本」及「英文（一）：語練」初級班課程結

合線上學習機制，整合傳統教室與網路教學，利用兩種不同的教

學模式/學習環境，除了課堂上老師面對面授課，課後利用東吳

大學「網路學園」平台建置學習教材及測驗，還有不同機制讓同

學提問、討論、測驗、繳交作業等互動性功能，讓教師追蹤同學

的學習情況。 

     

2.開設「義工老師深耕英語計畫」英語輔導課程/活動 

由本中心資深教師於週一至週五中午休息時間或下課後第 9

節，針對各種程度學生的英語學習需求，開設各式不同英語課

程，如英語會話、文法課程、發音練習、英語閱讀等，且活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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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多元，有一對一個別輔導、小組討論、開班重點授課等，以期

協助學生提升英語能力。 

98 學年第 1、2 學期及 99 學年第 1學期「義工老師深耕英語計畫」宣傳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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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人力運用情形說明 

本計畫案總共編列 49,875 元工讀費支應雙溪、城中兩校區 98-99

年度共 3學期「義工老師深耕英語計畫」活動。工讀生主要工作內

容：(1)協助報名作業之各項庶務、(2)整理、繕打資料等。 

 

(四) 經費運用情形說明 

「共通英文補救教學－語言教學中心義工老師深耕英語計畫」總經

費為 178,500 元，其中 169,875 元為業務費；8,625 元為雜支。 

1. 業務費支應項目： 

(1) 按日按件計資酬金－ 

    a.教師製作並更新「英文（一）：語練」初級班、「深耕英

文 I」、「深耕英文 II」線上教材及測驗。 

    b.教師製作課程教案、課程手冊等。     

(2) 資料收集費－購置教師教學、研究用書。 

(3) 印刷費－ 

a.印製教材、講義給參與輔導同學。 

b.印製「義工老師深耕英語計畫」宣傳海報。 

(4) 工讀費－負責協助、支援本中心教師各項事務。 

2. 雜支用於購置基本文具用品或誤餐費，以支援本計畫活動之所

需。 

 

(五) 年度計畫執行成果 

1.教師協助「英文補救教學」：  

(1) 學生除了課堂上的學習，線上補救教學提供更多元的學習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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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讓學生利用課後之餘，進行線上自我評量及練習，同時

培養初級程度同學的自律讀書習慣，能夠每週定期學習，檢

視個人英語學習成效。對教師而言，則讓老師能更有效掌握

學生學習概況。 

(2) 持續提供「英文（一）：讀本」、「英文（一）：語練」初

級班的線上學習機制，整合傳統教室與網路教學，利用兩種

不同的教學模式/學習環境，除了課堂上老師面對面授課，

課後利用東吳大學「網路學園」平台建置學習教材及測驗，

還有不同機制讓同學提問、討論、測驗、繳交作業等互動性

功能，讓教師追蹤同學的學習情況。 

(3) 本中心約 13~14 位專兼任教師參與輔導工作，協助督導教學

助理做好輔導工作，以提升教學效益。老師除了平時於課堂

中授課教學外，同時利用補救教學線上平台批改學生繳交的

作業，隨時、隨地、隨機的便利性來輔導初級的同學，並鼓

勵班上學生多參與助教的實體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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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98 學年第 2 學期本中心召開 99 學年教材選書會議，會議中

確定 99 學年「英文（一）：語練」初級班教材更換為 Open Mind 

Level 1。之後則請張淑彩老師著手開始製作相關課後補充教

材及練習題等，以便於新學年開學前上傳至網路學園，供所

有初級班師生使用。 

 

2.於兩校區開設「義工老師深耕英語計畫」活動/課程： 

透過計畫之執行，於兩校區週一至週五開設每學期為期 10 週的

「義工老師深耕英語計畫」活動，由本中心 10~13 位教學經驗豐

富的專任暨專案老師提供一對一、一對多或小班教學的英語課

程，主題以英語能力之四大主軸為發展基礎，分別包括： 

(1) 文法/寫作指導： 

a.余綺芳老師「實用文法班」：利用網路學習平台效率及分

享互動之特性，於東吳大學網路學園建置了數課文法教

材，讓學生循序漸進學習，並進行前測及後測，立即驗收

學習成果，目前已進行了近 10 個單元的文法課程學習，

此外，老師利用遠距教學突破實體教學時空限制，錄製文

法教學影音檔放置於東吳大學網路學園，若有學習者想強

化每週文法重點或因故無法參與課程皆可上網學習，深化

文法概念。 

b.趙佳音老師「文法句型加強課」：每週逐步練習基礎文法

句型，以強化學生文法概念並建立學習自信心。 

c.潘千惠老師「寫作一點靈」：以文章組織架構講解為切入

點，提供寫作技巧訓練及指導修辭觀念，幫助參與者掌握

寫作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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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閱讀加強： 

a.陳淑芳老師「閱讀與討論」：以文章閱讀輔以閱讀理解測

驗方式進行，希望學生能經由按部就班的練習，加快閱讀

速度及增強對於文章的理解。 

b.李玉華老師「閱讀與文法句型」：透過文法挑錯題目的實

作及檢討，針對問題對症下藥，當下導正學生文法觀念。 

(3) 會話/口語練習： 

a.呂信老師「閱讀與發音練習」：課程將教學重心設定於發

音技巧訓練，配合重音、語調及短文閱讀練習，提升學習

者發音的準確性，讓學生明白發音原則後，加強聽音拼字。 

b.江逸琳老師「實用英語會話」：以生活化的主題為學習重

點，有趣的實境對話演練讓同學在愉快的學習環境中累積

英語實力。 

c.劉春玉老師「英語聊天室」：針對各類議題進行探討及分

享想法，老師整理學習者之口語錯誤並於活動尾聲給予提

點。 

d.邱美和老師「哈啦英文」：針對學生選定之主題進行討論，

採老師與學生一對一對談方式，大幅增加學生練習口說之

機會，開放性主題也讓同學有足夠發揮空間，並著重於提

升口語流暢度。 

e.蔡佩如老師「會話與發音」：引導同學從自身先備之英語

知識出發、結合台灣本土生活情境，以簡易之口語英語表

達深刻之思想。 

f.張素貞老師「唱歌學英語」：以唱歌方式讓學生學習片語、

單字，更進一步矯正學生發音，同時採 90%以上英語授課，

使學生逐漸適應全英語學習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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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綜合訓練： 

a.林香美老師「英語課輔班」：希望協助學習者解決各類英

語學習困擾，依照學習者之個別學習需求，提供諮詢指

導，透過課後指定作業達到有效複習，此外，亦與學生約

定下次輔導時間，鼓勵持續性的學習。 

b.趙佳音老師「英語練習時間」：每週皆有學習重點，如朗

讀、造句、閱讀、摘要、面試等，經由實際練習及教導學

生如何運用所學，提昇個人英語能力。 

c.柯博仁老師「Current Affairs English」: 介紹學生實用的英

語網站，教導學生如何利用這些網站自我學習，並訓練同

學閱讀時事英文、聽英語廣播，加強學生理解力及單字

量，並同時提昇國際觀。  

 

98 學年第 1 學期「義工老師深耕英語計畫」活動時間表 

教師 內容 時間 地點 

潘千惠老師 寫作一點靈 星期一 12:30~13:20 雙溪校區 G201

陳淑芳老師 閱讀與討論 星期三 12:30~13:20 雙溪校區 G202

余綺芳老師 實用文法班 星期四 12:30~13:20 雙溪校區 G102

江逸琳老師 實用英語會話 星期四 12:30~13:20 雙溪校區 G402

呂  信老師 閱讀與發音練習 星期五 12:30~13:20 雙溪校區 G301

李玉華老師 閱讀與文法句型 星期五 12:30~13:10 雙溪校區 G201

邱美和老師 哈拉英文 星期五 12:30~13:20 雙溪校區 G202

劉春玉老師 英語聊天室 星期一 17:30~18:20 城中校區 5314 

趙佳音老師 文法句型加強課 星期四 12:30~13:10 城中校區 5412 

林香美老師 英語課輔班 星期四 12:30~13:10 城中校區 5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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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學年第 2 學期「義工老師深耕英語計畫」活動時間表 

教師 內容 時間 地點 

潘千惠老師 寫作一點靈 星期一 12:30~13:20 雙溪校區 G301

陳淑芳老師 閱讀與討論 星期三 12:30~13:20 雙溪校區 G202

余綺芳老師 實用文法班 星期四 12:30~13:20 雙溪校區 G102

江逸琳老師 實用英語會話 星期四 12:30~13:20 雙溪校區 G402

呂  信老師 閱讀與發音練習 星期五 12:30~13:20 雙溪校區 G301

李玉華老師 閱讀與文法句型 星期五 12:30~13:10 雙溪校區 G201

邱美和老師 哈拉英文 星期五 12:30~13:20 雙溪校區 G202

劉春玉老師 英語聊天室 星期一 17:30~18:20 城中校區 5314 

趙佳音老師 文法句型加強課 星期四 12:30~13:10 城中校區 5412 

林香美老師 英語課輔班 星期四 12:30~13:10 城中校區 5311 

 

99 學年第 1 學期「義工老師深耕英語計畫」活動時間表 

教師 內容 時間 地點 

邱美和老師 哈啦英文 星期一 12:30~13:20 雙溪校區 G202 

Mr. Brent Kelsen 
（柯博仁老師） 

Current Affairs 
English 

星期一 12:30~13:20 雙溪校區 G204 

李玉華老師 英文文法一點通 星期二 12:30~13:20 雙溪校區 G203 

呂  信老師 閱讀與發音練習 星期二 12:30~13:20 雙溪校區 G301 

陳淑芳老師 閱讀與討論 星期二 12:30~13:20 雙溪校區 G202 

劉春玉老師 
英語聊天室 

Chitchat corner 
星期三 17:30~18:15 雙溪校區 G203 

余綺芳老師 流利正確說英語 星期四 12:30~13:20 雙溪校區 G102 

江逸琳老師 Easy Talk 星期四 12:30~13:20 雙溪校區 G202 

葉靜娥老師 從翻譯學英文 星期四 12:30~13:10 雙溪校區 G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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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佩如老師 發音與會話 星期四 12:30~13:20 城中校區 5312 

趙佳音老師 
Learning by 

Doing 
英文練習時間 

星期四 12:30~13:10 城中校區 5412 

林香美老師 英語課輔班 星期四 17:30~18:15 城中校區 5311 

張素貞老師 唱歌學英語 星期四 12:30~13:20 城中校區 5313 

 

3.教師繳交期末輔導報告： 

參與本計畫之教師須於每學期末繳交「義工老師深耕英語計畫」

輔導報告，報告中闡述各教師課程規劃理念、輔導方式及內容、學

生學習狀況、本學期整體成效等，同時鼓勵老師於報告內分享輔導過

程中遭遇之困難，以及解決方法。根據老師繳交的報告，檢討並修改

「義工老師深耕英計畫」課程規劃方向，期望下學期各課程更臻於完

善。 

98 學年第 1 學期輔導報告範例： 

老師姓名：林香美 Joyce Lin 活動/課程名稱：英語課輔班 

活動/課程時間：週 四 12點 30分～ 1 點 20分 本學期共進行  10  次活動/課程 

報告內容 

98 學年第 1學期總人次  19 人次 

活動/課程規劃理念 1. 利用 1對 1問診輔導方式，確實找出學生學習障礙和

學習期待。 

2. 全英語問診、治療；建立信心、提高興趣。 

活動/課程輔導方式 A.□開班上課        C.■一對一個別輔導 

 B.■小組討論         D. □其他，請描述               

活動/課程輔導內容 每週每次可輔導三個名額，每次 15 分鐘，學生必須先預

約，並寫下求診問題。 

輔導內容: 

a. 文法解析：當場指導，給予作業練習，並且要求複診，

檢視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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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會話練習：先確認發音，語調正常，並針對學生之興

趣討論主題。若當週有超過一人求診會話練習，則安

排分組 role play、 debate or dialogue practice。

c. 作文批閱：學生須繳交作文作業，當場批閱指導。 

d. 英美小說導讀：喜歡文學的同學，給予參考書單，並

要求學生閱讀，回診時讓學生以英文發表感想，師生

討論。 

e. 新聞閱讀、時事討論：即席與學生討論時事，並給予

報紙新聞，讓學生 read and tell。  

f. 應試、面試輔導：托福考、TOEIC、GMAT、GRE、全民

英檢等各項英文考試，或工作面談準備之個別輔導。

輔導學生狀況 學生主要分為三種狀況，一種是詢問英文相關考試內容以

及準備方向；第二種為一般的文法或是其他英文學習上所

碰到的問題；最後一種則是希望能夠增加口語演練。然而

其實第三種狀況可藉由像是校本部的 English Corner 讓

同學聚集起來互相學習討論進而達到目的，但是城區卻缺

乏類似的空間和 program。目前本人採取的做法是 1-1 與

學生對談，但 peer learning 也是激盪思考，磨練口語

的好方式。 

本學期整體成效 求診者全部都是自願前來，因此在輔導上較能看出學生在

英文學習時所遭遇的困境和期待。由於學生學習動機強，

有心提升英文實力，當場望聞問切，對症下藥，效果突出。

但也由於是每週個人短短 15 分鐘的輔導，使得學生想問

的問題本身成了很單純的直線思考，討論就變得簡短且深

度不足。因此學生固定回診，切實做指定作業，方能事半

功倍。 

遭遇困境及解決方法 如同前二學期之英文健診，本 program 的學生報名情況，

通常是在學期初比較踴躍。然後就門可羅雀，接著期中

考、期末考前，又突然多出一批學生針對大一英文或大二

英文的課程內容前來求援。學習英文是條遙遠的路，學生

應該養成平常習慣接觸英文的習慣，才是王道。提高學生

參與意願，必須有效正確快速的解決學生問題，並且適度

彰顯學生的長處，讓學生從學習中建立信心，並且滿足榮

譽感。 

其他 1.本深耕英語計畫持續運行，成為常態性的學習管道。 

2.於城區部五大樓，建立英語諮詢處。目前本教學研究中

心，統籌大一英文、大二英文、大三、大四英文，實

用英文學程約 150 班級左右的學生人數，而學生在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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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上有問題時，卻時感求助無門。因此抱怨聲四起，

常設性的英語諮詢處，解決學生課程學習，英語檢定

考試、留學深造、工作面談，刻不容緩，常駐人員可

要求專任老師輪值。 

98 學年第 2 學期輔導報告範例： 

老師姓名：江逸琳 活動/課程名稱：實用英語會話 

活動/課程時間：週四 12 點 30分～13 點 20分 本學期共進行 10  次活動/課程 

報告內容 

98 學年第 2學期總人次    52    人次 

活動/課程規劃理念 大一、大二英文課較注重讀與聽，因此想提供一個機會，

讓同學能學到日常生活中實用的會話，並且開口說英語。

活動/課程輔導方式 A.■開班上課        C.□一對一個別輔導 

 B.□小組討論         D. □其他，請描述               

活動/課程輔導內容 除第一次為英語自我介紹和破冰遊戲外，其餘九次課上了

不同主題，有些主題上學期上過，但多數是新加入的學生，

而且他們對這些主題感興趣。主題包括食物種類與點菜、

購物 (衣物配件單字、殺價、換貨、退款)、天氣 (各種

天氣型態與溫度說法)、娛樂(音樂電影等)、中式菜單、

生病症狀、問路與指引方向、訂機票與旅館。 

輔導學生狀況 每次上課前均依主題找相關書籍與網站，製作講義。上課

時先看一小段實境會話，介紹相關字彙與句型，並以我本

身在美國的生活經驗做補充，再讓同學兩人一組練習。若

尚有時間則請一組上台示範，有些同學很有創意，會應用

並延伸，上課氣氛輕鬆愉快，同學之間以及我和學生間的

互動良好。 

本學期整體成效 同學反應良好，覺得學到以前從沒學過的東西，並會主動

提與主題相關的問題，整體成效大致不錯。 

遭遇困境及解決方法 固定出席的同學學習意願高，但這學期學生能持之以恆

的比上學期少。有些學生有空才來，部分人碰到一些單字

顯得退縮，或不好意思開口，或是三分鐘熱度、天氣等因

素，幾次後可能就不來了。碰到這種情形唯有多鼓勵他們，

讓他們有信心，並且讓上課氣氛更活潑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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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學年第 1 學期輔導報告範例： 

教師姓名：余綺芳 活動/課程名稱：流利正確說英語

活動/課程時間：週四12 點 20 分～1點 20 分 本學期共進行 10次活動/課程 

報告內容 

99 學年第 1學期總人次   113   人次 

活動/課程規劃理念 由於「英文一語練」及「英文二」課程強調聽力訓練，

同學沒有機會做長時間的會話練習來培養其流利度，所

以想要利用這門課專門訓練同學的會話能力，建立其使

用英文的自信心。 

活動/課程輔導方式 A.■開班上課        C.□一對一個別輔導 

 B.□小組討論         D. □其他，請描述              

活動/課程輔導內容 1. 12：30-1：00，讓同學分成 2-3 人小組，每週提供一

篇一系列八張圖片的講義，圖片內容為一個完整故事，

讓同學練習看圖說故事來訓練流利度。同學如果碰到問

題，可互相討論，或上網查詢，或請問老師。 

2. 1：00-1：25 讓同學各自書寫故事內容，完成後上傳

網路學園給老師課後批改，以培養正確性。 

3. 適時讓同學輪流上台說已經批改的故事內容，由於同

學都會仔細複習改正錯誤，所以多半能夠正確流利表達

意思，另人激賞。 

輔導學生狀況 學生多和三兩好友一起報名參加，這樣有兩層效益；一

為學員彼此熟悉，課堂積極參與討論，上課氣氛非常好，

而且互相截長補短。另一方面互相鼓勵也較不會缺席。

所以這班出席踴躍，同學如果有事不能來，也會寫電郵

來請假。老師上課非常愉快，也很有成就感。 

本學期整體成效 由於同學多願意配合只用英文來做討論，所以有許多練

習說英文的機會，同學比較適應用英文表達自己，流利

度明顯增加，而且學習動機意願更高。 

近十位同學繳交六篇寫作，經老師批改後，再做訂正。 

遭遇困境及解決方法 不過還是有部分同學缺席或放棄不來，所以期中考後曾

試圖讓候補同學來參加，不過沒有成功，不知是否工讀

同學未能聯絡同學，或是候補同學已將時間另作安排不

克參加。 

所以計畫以後採兩梯次報名，兩梯次皆以五週為限。開

學後第一梯次報名開始上課，期中考後進行第二梯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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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原來學員如願意繼續上課，可優先登記。 

其他 同學學習外語還是太過被動，必須倚賴老師尋找教材，

設計學習方式，比較不會採取自主學習的方式，自己掌

控學習目標、學習內容以及評估自己的學習。如果同學

不能學會為自己的學習負責，學習外語很難有立竿見影

的成效。 

 

4.召開「義工老師深耕英語計畫」教師討論會、研究成果發表會： 

本中心 13 位專任、專案老師於學期間提供中午或第 9堂的「義

工老師深耕英語計畫」服務，必須準備合適教材，來幫助不同

需求的同學，因此召開「義工老師深耕英語計畫」教師討論會、

研究成果發表會鼓勵老師們互相分享參與本計畫的心得、進行

經驗交流。同時屆此機會讓老師們一併思考及規劃未來「義工

老師深耕英語計畫」的各項配套措施，以期與全校共通英語課

程結合，達到相輔相成之效。 

99 學年第 1學期「義工老師深耕英語計畫」教師討論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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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工老師深耕英語計畫」研究成果發表會－趙佳音老師 

 

「義工老師深耕英語計畫」研究成果發表會－李玉華老師 

 

 

16 
 



(六) 「共通英文補救教學－語言教學中心義工老師深耕英

語計畫」成果照片 

運用多媒體設備教學－余綺芳老師「實用文法班」 

小班制教學－李玉華老師「閱讀與文法練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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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模擬會話練習－江逸琳老師「實用英語會話」 

 
一對一輔導－呂信老師「閱讀與發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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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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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雜支） 

資本門（軟

硬體設施

費） 

合計 
人事費 業務費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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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通

英文

補救

教

學—

語言

教學

中心

義工

老師

深耕

英語

計畫 

0 169,875 8,625 0 178,500 0 169,836 8,623 0 178,459 

(餘 41

元）

99.977% - 99.977% 0  

 

四、預期成效指標及評估機制達成狀況 

（一）英文補救教學： 

1. 補救課程以「英文（一）：讀本」、「英文（一）：語練」初級班

教材為主。「英文（一）：讀本」每學期學生須完成 8 回文法測驗、

8 回字彙測驗等，同時老師也要批改學生造句共 8 次；「英文

（一）：語練」則有 6 次綜合測驗、6 次聽力練習等，並提供學

生提升聽力技巧的方法。 

2. 98 學年第 1、2 學期共有 17 班初級班、學生數約 704 人， 14 位

教師參與補救教學計畫；99 學年第 1 學期共有 16 班初級班、學

生數約 718 人，教師 13 位教師參與補救教學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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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與「英文補救教學」教師名單（依姓氏筆劃排序） 

98 學年 99 學年 

王宥婷  江怡菁  

江怡菁  余綺芳  

江逸琳  林惠美  

余綺芳  施雅俐  

呂 信  高淑婷  

李玉華  張宜珊  

施雅俐  張雅印  

范雅芬  莊元珣  

高淑婷  郭玉芬  

張雅印  郭碩齡  

莊晏甄  陳淑芳  

郭碩齡  楊恩華  

楊恩華  潘崇立 

潘崇立   

 

（二）義工老師深耕英語計畫： 

98 學年至 99 學年第 1學期之「義工老師深耕英語計畫」在兩校區

一共提供約 330 小時的輔導時數（附表），語言教學中心 10~13 位

老師先後輔導學生共計 2023 人次。相較 97 學年「東吳英語健診」

453 人次，98 學年「義工老師深耕英語計畫」參與人次高達 1265

人次，成長率為 179%（圖一）。將 97、98、99 學年第 1學期同期

比較學生參與人次皆有一定的成長（圖二），顯示學生十分肯定並

踴躍參與本計畫，很多活動及課程也快速報名額滿。經費之執行也

依計畫之需要，達成率近百分之百。整體而言，「義工老師深耕英

語計畫」提供多元化的主題，讓學生能夠針對自我欲加強的項目，

做重點學習。冀望透過持續堆動本計畫，以鼓勵同學自願學習，深

耕同學的英文實力，同時提升英語學習動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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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98 學年至 99 學年第 1 學期「義工老師深耕英語計畫」執行時間表 

週一~週五 

12：30~13：20 或 17：30~18：20 

週次 98 學年第一學期 98 學年第二學期 99 學年第一學期 

1、2 宣傳週 

3    

4    

5    

6  春假  

7    

8    

9 期中考週暫停一次 期中考週暫停一次 期中考週暫停一次 

10    

11    

12    

13    

14    

10 週 10 週 10 週 
共計 

30 週 

0

200

400

600

800

1000

1200

1400

453人次

1265人次

758人次

（圖一）97學年至99學年第1學期

學生參與英語輔導課程人次統計圖

97學年(含第1、2學期)
東吳英語健診

98學年(含第1、2學期)
義工老師深耕英語計

畫

99學年(第1學期)
義工老師深耕英語計

畫

98學

 

99 學年 
第 1 學期

97 學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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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97、98、99學年第1學期

學生參與英語輔導課程人次同期比較圖

97學年第1學期

東吳英語健診

98學年第1學期

義工老師深耕英語計畫

99學年第1學期

義工老師深耕英語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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