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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ag: slang for being fashionable and confident in appearance or behavior 

活動目的：鼓勵同學參與多元化的英語自學活動，培養規律的自學方法、 

增進英語能力並展現學習成果。活動網站: (https://goo.gl/E4ggzD)  

活動時間：107/3/12 (第三週) 至 107/6/3 (第十四週結束) 

自學實踐方法 

1. 語測練功坊：準備或參加語測，更上層樓 

  a) 報名參加多益英語聽讀模擬考試和試後題解講座並回傳正式多益考試成績，以檢定商用英語程度。 

  b) 參加自學課程—語測準備自學組：1）多益模考，一次累積 10 點！ 

2. 雙管齊下自學組 : 自學點數累積 

a) 英語自學點數：充分利用校內各種英語學習資源學習英語，並在輔仁英語網路學院和臉書「SMART 輔大英語自

學俱樂部」粉絲專頁展現學習成果。NEW! 一分鐘英文 One Minute English 臉書分享短片活動，針對問題用英

文回答，並錄製成一分鐘小短片可獲自學點數一點，作品獲選刊登於臉書粉絲團者得兩點。 

b) 參加自學課程—能力養成組：1) 文法寫作/段落寫作 2) 多元能力，一次累積 10 點！ 

３. E 世代就業競爭力 : 製作多媒體影片 (107/3/12-107/5/11) 

a) 【E-News: Our World 我們的世界】：以英文拍攝國際新聞題材，影片需含括新聞報導與評論之旁白，需提供播

報文字檔和出處，不得抄襲 （引用或照唸者請在文稿上加上引用刮號，並在報導上以 according to 等用詞指出

出處）。 

b) 【The Life of a Fan 粉絲文化】：Fans--粉絲？愛好者？（可以指你自己，你的朋友，或是一群特定的人。）你

們、或他們怎麼追求所愛好的人或物？Fans 可能會造成任何問題嗎？將你的想法與觀察（影片需包含這兩部分）

以英文拍攝成影片分享。需包含英文對話或旁白。 

4. 全球文化與新聞 Global Culture and News 

涵蓋兩大主題：International News and Fun 國際新聞與趣事 與 From Canada to the World 2018 由加拿大看

世界。每 1-2 週一次 Facebook 粉絲團線上影片，同學可一同觀看影片留言，增廣見聞、訓練批判性思考賺知識，

得點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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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6－2 英 語 自 主 學 習 方 案 

1. 語測練功坊: 準備或參加語測，更上層樓 

 多益練功坊:  1. 線上報名並參加實體模擬考  2. 試後參加題解講座   

3. 在試後掃描成績並於 107/6/3 (Sun.) 前 回傳正式成績單至 ceweb.admin@gmail.com 登入成績。  

 10點自學課程: 參加自學課程—語測準備自學組：多益模考  

多益實體模擬考: 地點: LE404B (暫訂)  模擬考題試後解講座 地點: 進修部 ES317 (暫訂) 

模考一:  3/21 (三)、3/28 (三) 時間: 星期三 12:15-3:00 4/11 (三) 13:40-15:10 

模考二:  4/18 (三)、5/2 (三) 時間: 星期三 12:15-3:00 5/9 (三) 13:40-15:10 
 

成果回饋與獎勵： 語測奪冠組 評選標準 

語測奪冠自學組：參加語測更上層樓 

3000 元、1000 元各一人 

同時計算模擬考(進步程度)和正式考回傳成績  

*語測奪冠組的獲獎同學，不得同時申請校內其他語測獎勵 
 

2. 雙管齊下自學組: 自學點數累積 

 英語自學點數競賽 活動時間 107/3/12 (第三週) 至 107/5/25 (第十三週)； 活動報名請填寫線上報名表 

利用校內提供之英語自學資源(含輔仁英語網路學院、圖書館英語工作坊、F2F 寫作室等)持續學習，在臉書或輔仁英語網

路學院之自修室製作自學筆記(請勿純粹複製貼上教材來源或是抄襲)，累積點數。 

NEW! 一分鐘英文 One Minute English 臉書分享短片活動，針對問題用英文回答，並錄製成一分鐘小短片可獲自學

點數一點，作品獲選刊登於臉書粉絲團者得兩點。 

 參加自學課程—能力養成組：1) 文法寫作 2) 多元能力 
 

成果回饋與獎勵： 英語自學點數競賽 評選標準 

英語高手：5,000 元 (1 名) 

自學好手：2,000 元 (5 名) 

特別獎(點數累積 500 點): 5000 元獎金 

量：輔仁英語網路學院之自修室或臉書上的心得份數、計算自學點數。 

質：自學筆記內容。 

3. E 世代就業競爭力: 製作多媒體影片 

活動時間 107/3/12-107/5/11 (繳件期限，收件至 107/5/11) 活動報名請填寫線上報名表 

活動辦法：接受個別或小組報名參加(每組上限為 5 人)；錄製 4-6 分鐘影片，影片宜提供字幕及音樂等等，影音編輯軟體

不拘，網路報名時請附上 100 字影片簡介。 

主題 A. 【E-News: Our World 我們的世界】 

以英文拍攝國際新聞題材，影片需含括新聞報導與評論之旁白，需提供播報

文字檔和出處，不得抄襲（引用或照唸者請在文稿上加上引用刮號，並在報

導上以 according to 等用詞指出出處）。 

評分標準: 

1. 視覺呈現效果 20%  

2. 主題確切，內容豐富度 40% 

3. 英語表達能力 40% 

主題 B. 【The Life of a Fan 粉絲文化】 

Fans--粉絲？愛好者？（可以指你自己，你的朋友，或是一群特定的人。）

你們、或他們怎麼追求所愛好的人或物？Fans 可能會造成任何問題嗎？將

你的想法與觀察（影片需包含這兩部分）以英文拍攝成影片分享。需包含英

文對話或旁白。 

1.  視覺呈現效果 20% 

2.  主題確切，內容豐富度 40% 

3.  英語表達能力 40% 

繳交、作品範例、檔案格式、拍片內容說明與相關注意事項，請見活動網站。 

※得獎作品影片版權歸線上英語自學中心所有，做為活動宣傳和教材使用。 

成果回饋與獎勵 

第一名：10,000 元(2 名); 第二名：5,000 元(2 名); 第三名：2,000 元(4 名) 
 

4.全球文化與新聞 Global Culture and News 

臉書影片與會話討論：臉書留言討論、參與會話 

涵蓋兩大主題：International News and Fun 國際新聞與趣事 與 From Canada to the World 2018 由加拿大看世界。每 1-2 週一次

Facebook 粉絲團【SMART 輔大英語自學俱樂部】線上影片，同學可一同觀看影片留言，增廣見聞、訓練批判性思考賺知識，得點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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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點 英 語 自 學 組 

參加自學課程，一次累積 10 點！ 

Ａ。語測準備組：1）多益模考 

Ｂ。能力養成組：1）文法寫作；2）段落閱讀與寫作；3）多元能力 

A. 語測準備自學組 

1) 多益模考：李靜怡老師 

目標：本課程目標為透過準備多益語測考試，培養同學的英語聽讀能力以及規律的自學方法。同學必須參與模擬試題考

試、繳交檢討筆記、出席解題講座以及撰寫心得報告。本課程設計約 11-12 週的學習活動。同學必須依照課程設計，

至少取得 10 點自學點數。人數上限：35人 

前測、後測 (共 4 點)；兩次檢討筆記(共 4點)；兩次模考檢討筆記（共 4點；可 2選 1）。 

Note: 參加一次模考與講座點數將各得 2點，但不記為「課內點數」。 

模考時間 解題時間 

模考一: 3/28 (三) (4/4 為彈性放假) 107/4/11 (三) 13: 40-15:10 

模考二: 5/2 (三) 107/5/9 (三) 13: 40-15:10 
 

搭配英文課程老師: 蔡中蓓老師 

B. 英語能力養成組 

1) 1）文法與寫作：林芷涵老師 

目標：複習與加強同學的英語文法基礎，選出了最實用的文法四大單元來培養同學的自我學習能力。本課程設計約 8 到

10 週的學習活動，同學可自行調配時間，循序漸進地完成課程設計的要求，取得 10 點自學點數，分別為文法與寫作四

單元、閱測、段落作文、後測四大類。人數上限：45 人  

─ 四個單元（含一份簡要的讀書計畫）4點。 

閱測 （四個短篇閱測, 每篇有 5題選擇題至少要對 3題）2點。 

後測（根據閱讀的單元練習出題；須達 70分；不及格者可補考一次）2點。 

300字以上的段落作文一篇 2點。 

2) 搭配英文課程教師：蘇文伶老師  

3) 2）英語基礎寫作：林政憲老師 

目標：學習目標（一）、瞭解英語文章架構及寫作要素; （二）、閱讀範文分析寫作成分，並間接從中學習字彙及文法; （三）、

應用英語文章架構及發展模式來訓練有效得到正確資訊的閱讀方法。人數上限：45人 

─ 四個單元 

每個單元小考與作業各一份；四個單元，共 4點。 

完成一個段落並擬大綱，2 點。 

4) 學期初學習計畫、學習末學習心得；共 4點 

5) 搭配英文課程教師：蔡中蓓老師 

6) 3）多元能力組：李靜怡老師 

目標： 10點自學課程，學習時間約 12 週。本課程目標為培養同學的英語聽說讀寫能力，培養規律的自學方法與能力。 

人數上限：35人 

聽說讀寫，八個模組選 2組 閱讀、寫作業、考測驗─2x4 = 8 點 

成果報告─2點 

搭配英文課程教師：曾明怡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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