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JCU
線上英語自學中心主辦；外語教學資源與自學中心協辦

Join Eng-Credible to Increase your English Credentials
(Credentials: abilities and experience that make one suitable for a job or ac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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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bit.ly/2E50y2O
活動時間： 108/3/4 (第三週) 至 108/6/7 (第十六週結束)
１０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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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語測練功坊: 1. 線上報名活動並參加實體模擬考 2. 試後參加題解講座 3. （可選項）利用 Global Exam 或
Easy Test 考英文語測模擬考（練習題不算）
。預約自學導航員登記成績後可納入評選標準（必要情況下，需配合提
供本人考試證明）
活動報名需填寫線上報名表
博思實體模擬考 地點: SF340

模擬考試後題解講座 地點: SF130
5/8 (三) 13:40-15:30

5/1 (三) 13:00-15:30

多益實體模擬考 地點: 依活動網站公告
時間: 12:15-15:00

模擬考試後題解講座 地點: SF130

模考一: 3/11 (一)、3/13 (三)、3/15 (五)、3/18 (一)

3/20 (三) 13:40-15:10

模考二: 5/10 (五)、5/13 (一)、5/15 (三)、5/17 (五)

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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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出席率及模擬考成績為依據；兩種模擬考成績將換算為百分比計算。

3000、1000 元各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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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3/4 (第三週) 至 108/6/7 (第十六週週五午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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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臉書留言，或
到輔仁英語網路學院之自修室製作自學筆記(請勿抄襲或不當引用─複製貼上或未註明出處)，累積點數！
一分鐘英文 One Minute English 口語簡答，改進英語發表能力。
─ 針對問題錄製一分鐘英文回答（影像可辨識身份即可；不須編輯）
，可獲自學點數一點，
─ 「聲音」作品（可不含影像）獲選刊登於臉書粉絲團者得兩點。優秀作品還可獲得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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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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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學好手：2,000 元 (5 名)

質：自學筆記內容。

特別獎(點數累積 500 點): 5000 元獎金

One Minute English

第一名 2,000 元、第二名 1,000 元

活動聯絡人: 蘇子芸 Iris 助理 (02)2905-2164; ceweb.admin@gmail.com
線上英語自學中心 107-2 英語自學活動 Eng-Credi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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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 世代就業競爭力: 製作多媒體影片




活動時間 108/3/4-108/5/10 (繳件期限，收件至 108/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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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B 僅限個人報名)
主題 A.B.：影片須提供字幕或音樂等等（字幕請同時提供 Word 檔）
，影音編輯軟體不拘，不得抄襲（引用者請在
講稿上加上引用刮號，並在影片中註明出處）
。網路報名時請附上 100 字英文影片簡介。
主題 C.：5-10 分鐘影片（其他規定與說明請見下表）
主題 A. 【E-News 在地關懷、放眼世界】
製作 4-8 分鐘影片，以英文報導國內外新聞，影片須含括新聞報導與評論之
旁白，須提供播報文字檔和出處，不得抄襲（引用他人看法者須加刮號並註
明出處）
。採訪長度不得超過總片長之 1/3；採訪前後宜加入製作小組之引介
與評論。
主題 B. 【E-Resume 線上履歷，展示英才】
製作 3-7 分鐘英語特色個人履歷，搭配 Resume、PPT、動畫，和自錄影片
說明等方式呈現。必要成分：Name (English & Chinese), Objectives,
Education and Experience *此影片為競賽而作，請勿放入個人聯絡方式。
主題 C. 【English Project Report 英語專題報告】
用英文報告專題研究或創作成果。主題不拘，內容須包含以下四項：主題及
背景、研究目的或創作理念、分析方法或創作過程、預期結果與專題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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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內容結構完整、切題 50%
聽眾理解度 25%

（報告對象請預設為一般大學生。）

3. 英語表達能力 25%

性。拍攝影片時請務必包含作者（個人或團對）影像，並附上影片講稿
Word 檔。若需自學中心幫忙錄製，請與圖書館自學導航員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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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名); 第二名：5,000 元(3 名); 第三名：2,000 元(6 名)

4. 跨文化移動力：全球文化與小組討論 Global Culture and Group Discussion


臉書影片：留言討論
Facebook 影片涵蓋兩大主題：Culture Observations and Movies 看電影談文化 與 From Canada to the World
2019 由加拿大看世界。每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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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跨文化雲端討論室：小組會話
開設「英美次文化」及「加拿大文化」雲端討論室，透過 Zoom 系統，讓你零時差、零距離與在德國和加拿大講師
及同學共同探討多元文化議題及時事，藉此開拓國際視野！

活動聯絡人: 蘇子芸 Iris 助理 (02)2905-2164; ceweb.admin@gmail.com
線上英語自學中心 107-2 英語自學活動 Eng-Credi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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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點 自 學 學 分 課
什麼是自學學分課？



40 點自學學分課可抵免 2 學分的大二外語。自學課程除了讓同學在時間運用上更加彈性外，更可以在過程中加強
自我管理並培養自行規劃及檢視學習進度的精神與方法。
然而，「自主學習」並非由學生自己進行而沒有老師教導的學習模式，學習之所以「自主」是因在老師變成提供資
源及適時給予協助的諮商人員，而學生除了學習外還需制定計劃來善用資源來達到學習成效的主導者。
如何報名？



為了力行「自主學習精神」以及讓學習過程順利，同學們在評估自己能力擬定學習計畫後，務必注意以下三點：
1. 同學必須於 3/31 前正式報名本課程 （請上活動網站報名）
。已報名學生可繼續學習，其他同學請於 1081 期待
全新課程與改進後課程。
2. 學習總時數應該要有 55 個小時，而且不能少於四週、或者超過兩學期。
也就是說，在 107 年第二學期註冊本課程的同學，必須在 108 年第一學期的 11 月結束學習（12 月第一個禮拜檢
核成果）
；而在 108 年第一學期參加的同學，必須在 109 年的 4 月結束所有課程單元（5 月第一個禮拜檢核成
果）
。因此，我們建議同學們每週固定安排約 3-4 小時的單元學習。
3. 在所有內容完成後，學生與自學中心確認學習成果。由自學中心繳交「學生學習成果檢核表」給全人中心英文
認證小組檢視。一旦成果確認無誤，同學就可以獲得二學分。

自主學習：英文文法與段落寫作
林政憲 Emile
目標/適合對象：本自學課程為初級英文文法與寫作課，學習對象設為大學生（日間部及進修部英文系學生除外）
；適合大
一中級英文及高級英文修課通過之學生或具 CEFR B1-B2 級、通過全民英檢中級或多益聽讀成績 550 分以上學生。）。



課程共有 17 單元。
-

第 1 到 13 單元為「文法句型」。逐步引導同學解決英文寫作常見問題，培養自我檢測與更正文法錯誤的能力。

-

第 14 到 17 單元為「閱讀與寫作」。透過四個單元的閱讀練習，瞭解閱讀方法與段落寫作要素。每單元均含小考
與作業各一份，同時要製作段落大綱並完成段落寫作。

除英語學習外，「自主學習」為本課程另一個核心。學生需制定讀書計畫，於學期中段評估學習狀態、並在學習結束前
完成總檢討。學習過程中會有兩次的學習審核，學生要到指定教室考試。

自主學習：多益與新聞英語聽讀
李靜怡 Jenny
目標/適合對象：本自學課程為中級英語自學課程，以「多益考試」準備為主軸，輔以「線上新聞英語聽讀」
，協助同學循
序漸進地掌握此項測驗要訣，並提升英語綜合聽讀能力。學習對象為大學生（日間部及進修部英文系學生除外）
；適合大
一中級英文及高級英文修課通過之學生或具 CEFR B1-B2 級、通過全民英檢中級或多益聽讀成績 550 分以上學生。



課程共有 15 單元。
-

每項多益單元皆提供影音教材練習，課後均需參與單元測驗、檢試學習成果，以及實際進行三回多益模擬考。

-

課程中間穿插四回、共八則主題新聞英文，協助同學培養實用聽讀能力。

「自主學習」為本課程另一核心。學期初將要求學生理解學習目標並制定讀書計畫，學習結束前完成總檢討。

活動聯絡人: 蘇子芸 Iris 助理 (02)2905-2164; ceweb.admin@gmail.com
線上英語自學中心 107-2 英語自學活動 Eng-Credibl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