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TCUST LANGUAGE CENTER / 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語言中心
103 學年度第一學期 ABC 加油站-英語補救教學簡章
103.9.05
 課程名稱：103-1 ABC 加油站-英語補救教學課程
 課程內容：針對英語文基礎能力需加強之學生，由語言中心老師擔任補救教學師資，應用英語系

同學協助線上軟體學習教學工作，引導學生提升個人英語文實力。
 課程資訊：103/10/20~11/28
1. 第 6~11 週為上課週，共 5 週(期中考週暫停)。每週 2 次; 每次 3 小時，共 30 小時。
2. 上課時間 18:00~21:00。
(18:00~20:00 中心老師授課；20:00~21:00 線上軟體學習/TA 輔助; 每週課外線上練習時數至少 4~6 小時)
3. 本課程依程度(前測成績)分 3 班
(1) A 班(初級以上未達中級初試)：週二及週四 18:00-21:00 / 地點 3413 教室
(2) B 班(未達初級)：週三及週四 18:00-21:00 / 地點 3412 教室
(3) C 班(未達初級)：週三及週四 18:00-21:00 / 地點 3415 教室
 報名時間：103/9/15~10/2
 報名對象：

1. 限本校在學學生。
2. 9/15 開放四技及二技優先，如有剩下名額，將於 9/23(二)上午九點開放其他學制報名。
3. 英語能力未達英檢中級初試(多益 387 分)者。
 報名方式：
1. 線上報名。(路徑：中科大/教學單位/全人教育委員會/語言中心/報名專區/ABC 英語補救教學)
2. 線上報名後須於【三天內】至語言中心繳交相關費用，未如期繳費者視同棄權，報名系統將自動刪除
之，名額逕行開放給其他同學。
3. 費用說明：1,000 元。
(1) 課程費用 0 元。
(2) 保證金 1,000 元。(課程結束後依結業標準退還)
(3) 書費(含講義)另計，開課後收取。
 結業標準：
1. 符合規定者請於 1/6~1/8，攜帶「學生證及收據」至語言中心辦理保證金 1,000 元退還手續，否則將其

保證金歸語言中心管理。
2. 下列標準其中一項未達成者將沒收保證金
(1) 中途退出或缺席超過 3 小時以上（請假亦列入缺席紀錄）者。
(2) 未依課室規定攜帶食物/飲料、吵鬧喧嘩及未依規定就座等。
(3) 未參與前、後測及填寫相關問卷。
 其他注意事項：
1. 本課程免學費 0 學分，教材講義費需自行負擔，不得使用非法影印書籍。
2. 本課程依測驗成績程度分班，報名本課程前請先自行確認各課程時間均可參加，一旦完成分班後，不

得要求轉班。
3. 每班預計招生 25 名，共 75 名。
4. 本課程不接受旁聽。
5. 課程相關資訊若有任何變更或其他說明事項，將隨時公告於語言中心網頁。
6. 如對本課程有任何疑問，請聯絡語言中心 04-2219-5150/6417、lc00@nutc.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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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中科技大學語言中心
103 學年度第一學期 ABC 加油站-英語補救教學/重要時程表
時間

報名

前測

9/15(一)~10/2(四)
09:00~16:00

10/4(六)
09:00~12:00

地點

備註

中正大樓 4 樓 1. 先完成線上報名
語言中心
http://language.nutc.edu.tw/files/87-1033-2347.php
(3410 辦公室) 2. 三天內至語言中心繳費
中正大樓 4 樓
3411-3415 教
室

1. 測驗當日需攜帶「學生證」
2. 後測採「紙本測驗」方式進行
1. 錄取標準：英語能力未達英檢中級初試(多益 387
分)者。

公布
錄取名
單

10/7(二) 16:00

語言中心網站
/最新消息

2. 達英檢中級初試者，需改參加英語證照課程。
3. 本課程依程度(前測成績)分班
(1)初級以上未達中級初試：開設 1 班
(2)未達初級：開設 2 班
4. 分班後不得要求換班。

退班退
費
公布
上課名
單

上課時
間

10/8(三)~10/9(四)
09:00~16:00

10/14(二) 16:00

10/20~11/28
18:00~21:00

中正大樓 4 樓
語言中心
(3410 辦公室)

1. 如無法配合上課時間者，請於時間內辦理退班
(1000 元全額退還)。
2. 持「學生證及收據」辦理退班事宜。
3. 逾期不受理。

語言中心網站
/最新消息

中正大樓 4 樓
3412、3413、
3415 教室

1. 每週 2 次; 每次 3 時，共 5 週/30 時。
每週課外線上練習時數至少 4~6 小時
2. 第九週為期中考週，該週不上課。
3. 班級(依前測成績)
(1) A 班：週二及週四 18:00-21:00 / 地點 3413 教室
(2) B 班：週三及週四 18:00-21:00 / 地點 3412 教室
(3) C 班：週三及週四 18:00-21:00 / 地點 3415 教室

後測

保證金
退費

11/29(六)
09:00~12:00

1/6~1/8
09:00~16:00

中正大樓
3411-3415 教
室

1. 測驗當日需攜帶「學生證」
2. 後測採「紙本測驗」方式進行

中正大樓 4 樓
語言中心
依結業標準機制辦理
(3410 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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