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臺中科技大學語言中心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大一英文教學小組第 1 次會議紀錄
開會時間：107 年 2 月 23 日（五）12:00
開會地點：中正大樓 4 樓 3409 會議室
主持人：程 0 美主任
出列席人員：詳如簽到簿
主席致詞:略

記錄：林 0 雪

貳、語言中心業務報告
一、轉達教務處宣導事項：
(一)請於 107 年 3 月 19 日前(開學後 3 週內)完成教學大綱。
(二)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教師教學意見調查業已順利完成，請授課教師自
行上網查詢，以作為增益教學之參考。
(三)請謹慎核算學期成績，倘若學期成績有誤影響學生領取獎學金權益，
將送各級教師評審委員會議審議兼任老師是否不予續聘，敬請各授課
老師配合辦理。
(四)2 月 26 日(一)請依課表正式上課，並請指導學生依排定時間至翰英樓
5102 教室領書。
二、修正 106 學年度下學期日夜間部大一英文課程評分標準表如附件 1、2，
請各授課老師於學期期初前 2 週詳細逐項向學生說明各項評分標準及考
試時間。
三、106 學年度上學期中考及期末考單字文法(總分 25 分)成績分析如下:
A 組單字平均 8.1 分，文法 8.9 分，多益班平均 16.9 分
B 組單字平均 6.7 分，文法 7.7 分，多益班平均 14.4 分
C 組單字平均 6.6 分，文法 7.6 分，多益班平均 14.2 分
D 組單字平均 5.1 分，文法 6.3 分，班平均 11.4 分
E 組單字平均 8.6 分，文法 6.2 分，多益班平均 14.8 分
F 組單字平均 8.8 分，文法 6.1 分，多益班平均 19.1 分
四、請轉達大一英文修課同學第 7、14 週依各班排定時間準時到語言教室
參加單字文法線上複習考試，各班考試時間如附件 1；本項測驗佔平常
成績 10 分，請轉達同學務必準時參加考試，以免影響個人成績。
五、106 學年度下學期日間部 5 回多益線上模考時間及指定考試回數如下，
請轉達同學依指定範圍準時完成考試，作錯回數不予以計分。
1.第 2-3 週第 1 次模考:常春藤第 12 回【107/3/4(日)-3/17(六)】
2.第 4-5 週第 2 次模考:Easytest 第 14 回【107/3/18(日)-3/31(六)】
3.第 6-7 週第 3 次模考:常春藤第 11 回【(107/4/1(日)-4/14(六)】
4.第 10-11 週第 4 次模考:常春藤第 9 回【107/4/29(日)-5/12(六)】
5.第 12-13 週第 5 次模考:Easytest 第 20 回【107/5/13(日)-5/26(六)】
六、106 學年度下學期進修部 2 回多益線上模考時間及指定考試回數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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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轉達同學依指定範圍準時完成考試，作錯回數不予以計分。
1.第 5-7 週第 1 次模考:常春藤第 13 回【107/3/25(日)-4/14(六)】
2.第 11-13 週第 2 次模考:Easy test 第 17 回【107/5/6(日)-5/26(六)】
七、日間部第 12 週英文面試(107/5/17)占學期成績 10% ，請各班授課老
師列入教學大綱並於課堂中舉行，並推薦學生參加 5/30 職場英文面試。
八、電腦閱卷還是有少數同學畫錯學號、畫太淡、未塗滿格子及未使用 2B
鉛筆等情形，為避免類此情形，期中、期末考試畫錯者扣 10 分，後測
畫錯者扣總分 10 分之 1。
九、再次重申大一英文課程評分表已明確載明期中考、期末考、平時成績
之比重，請各授課老師務必遵守統一之評分標準，切勿自行加分，以
免造成評分不公平及學生反彈之情形。
十、本中心會提供各項線上測驗或紙本考試成績，因攸關學期成績，請各
授課老師收到成績後確實轉知同學確認，如有疑問，請同學親自至語
言中心查證。
十一、106 學年度上學期第 14 週單字文法線上測驗時發現部分同學使用
google chrome 翻譯軟體作答，作弊者一律零分計算，請老師轉達
學生確實遵守考試規則。
十二、為鼓勵同學即早通過英文畢業門檻，學期結束前已通過者，學期成
績視同及格。
十三、學生有權利請假，未到課者一律記曠課，除公喪假者，其它假別皆
需扣出席分數，並提醒學生務必依規定完成請假手續，以免影響個
人操性成績及被扣考。
十四、敬請老師再三提醒同學多益模考、單字文法、複習考及後測考試時
間，倘若因個人因素，未參考試者，無法予以補考。
十五、本中心每學期固定於開學前一週週五、期中考週週四及期末考週週
四，召開大一英文會議計 3 次；出席中心會議、參加教學研習出席
狀況、教學表現及中心重要業務(如推薦同學參加東南亞海外遊學課
程)配合度，將作為優先排課之參考依據，無法配合之專任老師將安
排其他非大一英文之課程，兼任老師將不予續聘，敬請所有授課老
師配合。
叁、語言中心活動宣導
一、2018 年 7/8-8/5 舉辦 2018 東南亞海外遊學課程，預計招募 20 位學生
赴越南河內國家大學下屬社會科學及人文大學進行為期一個月進階越
南語學習，課程費用預估 39,600 元，敬請老師協助宣導鼓勵日間部、
進修部一至三年級、二技一年級、五專三、四年級學生踴躍參加，請
同學洽詢語言中心 04-22195154。
二、本中心成立英文閱讀與寫作中心，每週二至週五 15:20-17:00 提供英
文寫作、英文及葡萄牙諮詢服務，請各位老師協助宣導鼓勵學生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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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英語證照班」於 2 月 26 日開放報名至 3 月 16 日
止，大一新生成績未達畢業門檻(英檢中級初試或多益 387 分/英檢中級
複試或多益 550 分)者，參加證照班符合退保證金資格者，學期總成績
加 3 分；於證照班課程結束後的多益考試達畢業門檻者，再加 10 分，
敬請各位老師協助宣導推薦學生參加。
四、配合創新先導計畫問題解決導向(PBL)課程之微型課程學分，教務處推
動自主性學習課程，四技學生參加本中心「享夜國際講座」或「英語口
語訓練工作坊」，每 2 小時核給 0.1 學分，上限為 3 學分，不得與其他
活動重覆加分。
五、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語言中心預計辦理英語證照班、ABC 加油站-英語補
救教學、英檢菁英 900 Go Go GO 班、TOEFL IBT 證照班、職場英文面
試比賽、全國立型盃字彙達人比賽、東南亞語朗讀比賽、外語學習系列
講座、外語門診、外師諮詢(Martin’s consulting time )及口語訓練
工作坊、A Phrase A Day、English Lunch、English Corner 與享夜國
際--我與世界面對面、越南語諮詢服務、東南亞語視訊 Free Talk 等多
項活動，活動排定日期詳如附件 3:行事曆。請鼓勵學生踴躍參加，凡
參加學生請給與加分，以資鼓勵。
六、每參加 1 次外籍老師諮詢門診，學期總成績加 1 分，參加其他外語活動，
每參加 3 次，學期總成績加 1 分；最多以加 10 分為上限，加分科目以
「五專英文」或「大一英文」為限，英聽或其他英文課不在其列。
七、學生曾於師生座談會中反映授課老師將參加講座列為平常成績計算，但
課業繁重無法參加很多講座以致影響個人成績；為免引起學生反彈，建
議授課老師將學生參加各項外語學習活動之表現列為學期總成績額外
加分項目。
八、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語言中心證照課程、競賽活動、外語講座場次時間
如附件 4，請各授課老師推薦或安排學生參加，並提醒學生註明推薦老
師名單。
肆、提案討論:
案由:有關日夜間部大一英文學生上課認真學習且全勤者，擬予以加分
案，提請討論。
說明：為鼓勵全勤學生認真學習的態度，擬針對全勤同學，予以加分。
擬辦：擬依會議決議事項辦理。
決議:日夜間部大一英文學生上課全勤者，依據評分標準規定日間部給
予出席分數 5 分，進修部給予出席分數 10 分；又上課認真學習
態度優良者再外加 3 分。
伍、散會:13 時 2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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