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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會議程
I. 報到、開場（12:00-12:15）
II. 自主學習的重要（12:20-12:25）
III. 自主學習與規劃（12:25-12:35）
IV.自主學習課程說明（12:35-13:10）

A. 英文文法與段落寫作 (招生已額滿)
B. 商務英語閱讀與寫作
C. 多益與英文新聞聽讀
D. 生活英語發音與會話

V. VoiceABC (13:10-13:15)
VI.自學中心資源與協助（13:15-13:20）
VII.Q&A



學生甲：「學校不用開課成本
然後學費照收 根本變相漲學費啊！」

自主規劃、終身學習

不是！
學校多年投入人力與金錢資源
建構英語自學平台，累積教學資源與
經驗，以支持學生進行

「課內外」英語自學

自主學習學分課程

無邊界大學

未來大學



I. 自主學習課程的法源依據

1。輔仁大學自主學習學分實施辦法 （請見此；105學年度通過）
為「發展特色課程及教學創新，．．．創造多元學習環境，本校特設自主學習學分制
度，以利學生於在學及休學期間自主安排學習活動，其特色如下：（寒暑假亦可）
一、學習場所不排定教室。（語言學習：有雲端教室）

二、學習方式不排定授課老師，得視需要排定輔導老師。

三、修習方式不採預先選課，而以事後申請認證方式，經審核通過認證者取得學分，列為畢業學
分。（語言學習：須報名，自行設定學習時間）

四、自主學習學分不列入學期成績計算，且不影響每學期最低修習學分數及計算退學之標準。

第五條 學生完成自主學習後，得填寫自主學習學分課程認證申請書，並檢具相關證明文件或資
料，每學年英語自學中心將於 -- 第一學期於 12 月 10 日前、第二學期於 5 月 10 日前(例假日順
延一日)，向開課單位提出申請。

http://docs.academic.fju.edu.tw/edulaw/%25E8%25BC%2594%25E4%25BB%2581%25E5%25A4%25A7%25E5%25AD%25B8%25E8%2587%25AA%25E4%25B8%25BB%25E5%25AD%25B8%25E7%25BF%2592%25E5%25AD%25B8%25E5%2588%2586%25E5%25AF%25A6%25E6%2596%25BD%25E8%25BE%25A6%25E6%25B3%2595.pdf


I. 四門課程屬性

乙類（全人教育課程中心）、學習護照類、抵免大二英文

http://www.hec.fju.edu.tw/article.jsp?articleID=90

自主學習學分課程開課計畫書

全人教育中心網站

http://www.hec.fju.edu.tw/article.jsp%3FarticleID=90


自主學習

自學 ≠ 自己學
• 教師：彙整學習資源並搭建學習環境與流程
• 學生：運用資源及平台學習「學習」(learn to learn)與英語

自主 (autonomy)
• 學生有學習主導權(control); 
• 負責(be responsible for yourself)、自我檢視(monitor yourself)、

評估(evaluate yourself)與展現成果、修正方向繼續學習
• 教師轉變為學習的顧問(counselor) 及協同者 (facilitator)



學習策略

• 規劃學習(planning)：請參考自學規劃表

• 瞭解學習模式(awareness)

• 調整學習策略(re/strategizing)

http://ce.etweb.fju.edu.tw/self_learning_show/FJUSLC_self_learning_plan.doc


自主學習規範＆修課須知
與自學中心

確認學習成果
自主規劃、管理

與自我學習

須在4/3前正式報名本課程

全程親自參與學習＊有人數上限

（逾期請待暑假第1~4週再行報名）

學習總時數應該要有55個小時

不能少於四週

不得超過兩學期

＊期中、期末需預約實體到校考試

在5/15(開學順延兩週)或11/30前，

完成所有內容後，

填寫學分認證查核表

在 EngNet 輔仁英
語網路學院報名



申請修課步驟
進入EngNet > 左上角「英語自學中心」>「自修課程＆筆記」

務必先閱讀課程介紹，再填寫修課申請表，

課程檢核部分須達滿分，方可進入審核程序。

http://engnet.fju.edu.tw/SLC-course-list.asp


修課步驟

注意事項

• 修課期間：不得超過兩學期，並在4月底或11月底前完成學習

在108-2選課：必須在109-1（109年11月底）結束學習

＊若欲在本學期申請抵免，需在5/15前提出（開學順延兩週）

在109-1選課：必須在109-2 （110年4月底）結束學習

• 點數統一在修課學期的下學期統一匯入

在108-2修課：點數將統一於 109-1 一次匯入

1. 同一門課不可重複申請修習。
2. 若未通過，可得自學點數，不得抵免學分。



課程介紹

A. 英文文法與段落寫作 -- Emile
B. 商務英語閱讀與寫作 -- Emile
C. 多益與英文新聞聽讀 -- Jenny
D. 生活英語發音與會話 -- Jenny



英文文法與段落寫作

學習目標

文法句型
• 複習及強化基礎英文文法、
• 培養自我檢測與更正文法錯誤的能力、
• 對寫英文句子更有把握

段落寫作 • 瞭解寫作架構與要素、
• 擬大綱並發展段落

閱讀策略
• 經由瀏覽及檢視掌握閱讀主旨與細節、
• 在脈絡中推敲文意與字彙、
• 歸納文章要點

I． 初級英文文法與寫作課。
II．開課對象：大學部學生(非英文系) 。
III. 適合學習者：通過全民英檢中級或多益聽讀成績550分以上。

×本學期招生已額滿，歡迎
暑假再行報名本課程。



英文文法與段落寫作
學習地圖

擬定讀書計畫

第一～七單元：文法複習

學習審核（一）：需預約，每週一、三下午

第八～十三單元：句型演練

學習審核（二）：需預約，每週一、三下午

第十四～十六單元：段落與寫作

學習狀態評估：完成下載表單並上傳

第十七單元：閱讀策略

段落寫作練習

期末評估：完成下載表單並上傳



英文文法與段落寫作：學分認證要件
學習活動總計：英語自學點數40 點；包含

1) 文法句型13個核心單元（每單元含練習題）

2) 「段落閱讀與寫作」4單元（每單元含練習題）

3) 考試（一）：選擇題和句型改寫

4) 考試（二）：選擇題和段落寫作

5) 期初自學規劃、期中自我檢討，期末總檢討

6) 期末段落寫作作業：一篇大綱和作文 （500字）

7) 完成學分認證查核表



英文文法與段落寫作

進入教室

每週學習時數約3-4小時
(視個人學習狀況有所不同)，
學習總時數約55小時。

http://engnet.fju.edu.tw/SLC-course_engsite.asp%3Fsub_no=1761


商務英語閱讀與寫作

學習目標

溝通語境

• 辨別一般與商務英語的差異
• 認識會議、商旅及通信等情境
• 學會各類溝通情境的關鍵字

書信寫作
• 學習書信架構及撰寫方式
• 認識道謝、道歉、請求和抱怨信等類型
• 按照預設情境完成適當的書信

I． 初級英文文法與寫作課。
II．開課對象：大學部學生(非英文系) 。
III. 適合學習者：通過全民英檢中級或多益聽讀成績550分以上。



商務英語閱讀與寫作
學習地圖

擬定讀書計畫

第一～五單元：從閱讀中學習溝通語境及其關鍵字彙

期中測驗：需預約，每週一、三下午

期中檢討

第六～十單元：認識商務寫作原則及撰寫不同類書信的方法

期末測驗：需預約，每週週一、三下午

期末檢討



英語閱讀與寫作：學分認證要件
學習活動總計：英語自學點數40 點；包含

1) 商務閱讀5單元（每單元含練習題）

2) 商務寫作5單元（每單元含練習題）

3) 期中考試：選擇與填空題

4) 期末考試：照不同狀況完成兩篇不同類書信

5) 期初自學規劃、期中自我檢討，期末總檢討

6) 完成學分認證查核表



商務英語閱讀與寫作

進入教室

每週學習時數約3-4小時
(視個人學習狀況有所不同)，
學習總時數約55小時。

http://engnet.fju.edu.tw/SLC-course_engsite.asp%3Fsub_no=1741


多益準備/
新聞英語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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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同學循序漸進的掌握此項
測驗要訣，並提升英語聽讀能力。

學習目標

II.  開課對象：
大學部學生(非英文系)
III. 適合學習者：
通過全民英檢中級或多益
聽讀成績550分以上。

1. 多益測驗

（7大題逐步學習、3次模擬考）

2. 新聞英語

（4個主題，每主題2篇，4次作業）

3. 期初自學計畫、期末自學檢討



多益準備/
新聞英語

學習地圖

擬定讀書計畫

多益測驗七大題：含影片講課、練習與小考

多益模擬測驗：三次，需預約（一、三下午）

新聞英語：八則，含閱讀/聽力練習、課後作業

期末報告：一分鐘新聞英語（錄音/錄影）

期末自學檢討



多益準備與新聞英語聽讀 學分認證要件
學習活動總計：英語自學點數40 點；包含

1）多益：26點自學點數

7大單元：單元測驗60分↑  

3次模考：第三次550分↑

2）新聞英語：10點自學點數

4回作業+期末報告(皆60分↑)

3）自學計畫、期末檢討：4點自學點數



多益準備與新聞英語聽讀

進入教室

每週學習時數約3-4小時(視個人
學習狀況有所不同)，
學習總時數約55小時。

http://engnet.fju.edu.tw/SLC-course_engsite.asp%3Fsub_no=1764


生活英語/
發音會話

I.  透過圖解一棟四層的百貨公司，同學
將練習日常購物與會話，同時逐步修正
並強化自身的英語發音。

學習目標

II.  開課對象：
大學部學生(非英文系)
III. 適合學習者：
CEFR B1-B2級、多益
聽讀成績550分以上。



生活英語發音與會話 學習地圖





生活英語發音與會話 學分認證要件
學習活動總計：英語自學點數40 點；包含

1）購物商場與發音練習：28點自學點數

14單元錄音作業（朗讀、字彙與發音練習）60分↑

2）期中、期末考：8點自學點數

會話腳本撰寫、錄音，60分↑

3）自學計畫：4點自學點數

自學計畫、期末檢討，60分↑



生活英語發音與會話

進入教室

每週學習時數約3-4小時(視個人
學習狀況有所不同)，
學習總時數約55小時。

http://engnet.fju.edu.tw/SLC-course_engsite.asp%3Fsub_no=1755


Voice ABC 使用方式

下載app/ 使用網站

安卓/ 蘋果都通用 https://www.voiceabc.net/

https://www.voiceabc.net/


申請帳號密碼

Voice ABC 使用方式

帳號密碼
由英語自學中心協助申請

學校信箱 eg. 404110196@mail.fju.edu.tw

（密碼皆輸入信箱，非自己設定的密碼）

帳號密碼
皆是學校
信箱喔!



點入【40點自學學分課程:生活英語發音與會話】

Voice ABC 使用方式

點入課程就可以開始聽課程、做作業



Voice ABC 使用方式

1

2

聽老師講解
課文內容和對話重點

選擇要上的課程單元

3

看完練習指引開始錄音聽課文錄音檔



Voice ABC 使用方式

提交作業

4

5

聽回應

老師回應前
都還可以重

新錄製

同學有兩次繳交機會!
老師回應後可以
再錄製第二次



自學中心資源與協助

自學導航員諮詢
❖ 每個時段為一個半小時

➢ 前一小時：導航員

➢ 一次30分鐘

➢ 最多3人



自學中心資源與協助



自學中心資源與協助

自學中心助理

辜靖淳 Riley

40點自學課程助理: 廖庭卉 Nicole

電話：(02)2905-2164

信箱：ceweb.admin@gmail.com

辦公室：外語學院C棟 LC206

辦公時間：8:30-17: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