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TCUST LANGUAGE CENTER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語言中心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 ABC 加油站-英語補救教學簡章
108.9.3 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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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9/23-12/11
1. 第 3-14 週為上課週，每週 1 次，每次 3 小時，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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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隨班助教輔助線上軟體學習)
3. 上課日期：每周二或每周三
4. 前測：9/21(六) 08:30 至 12:00
5. 後測：12/17(二)或 12/18(三) 18:00 至 21:00
 報名時間：108/9/9-9/20
 報名對象：限本校在學學生，英語能力前測成績未達英檢初級(多益 225 分)者。
 報名方式：
1. 線上報名。(路徑：中科大/教學單位/全教會/語言中心/報名專區/108-1 ABC 英語補救教學)
2. 線上報名後須於 3 天內(不含報名當日及假日)至語言中心繳交相關費用，最遲應於 9/20(五)17:00 前完
成繳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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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12/23-12/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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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專生符合加分證明者，請於 108/12/23-12/27 領取。
(1) 全勤者：學期總成績加 5 分
▲加分標準： (2) 後測成績較前測成績晉級者：學期總成績加 10 分
(3) 全勤且後測成績較前測成績晉級者：學期總成績加 15 分
▲加分科目： 五專【英文】
▲晉級說明： 未達初級(0-224 分)→初級(225 分)→中級初試(387 分)
3. 下列標準其中一項未達成者將沒收保證金
(1) 完成報名後卻臨時需要退班退費者。
(2) 中途退出或缺席超過 3 小時以上（請假亦列入缺席紀錄）者。
(3) 未依課室規定攜帶食物、飲料進入教室或在教室內吵鬧喧嘩及未依規定就座等。
(4) 未參與前、後測及填寫相關問卷。
(5) 未在規定時間內完成多益測驗線上模考(共 3 回)。
(6) 未在規定時間內完成自學軟體 Rosetta Stone V2 unit1~unit12
(7) 未按時完成課程規定作業(例：背單字、課堂小考、軟體進度、課本習題…等)
(8) 上課時玩電腦、手機、睡覺、說話、不聽教師或助教規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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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本課程前請確認課程時間均可參加，完成分班後，不得要求轉班。
3. 每班預計招生 30 名，約 60 名。
4. 無法配合上課及考試日期者，請勿報名。
5. 為維持上課品質及學員權益，本課程不接受旁聽。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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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如對本課程有任何疑問，請聯絡語言中心 04-2219-5197、aamor@nutc.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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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中科技大學語言中心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 ABC 加油站-英語補救教學/重要時程表
時間

報名

9/9 (一)
至
9/20 (五)

地點

備註
1. 先完成線上報名

中正大樓 4 樓
語言中心

09:00-17:00

2. 報名後須於 3 天內(不含報名當日及假日)至語言中心繳費，
最遲應於 2/22(五)17:00 前繳費完成。
3. 報名完成後即不得要求退班退費，因此無法配合課程時間
者請勿報名。

公布
前測名單

9/20 (五) 18:00

語言中心網站
/最新消息

前測

9/21 (六)
08:30-12:00

中正大樓
3411-3416 教室
8 樓國際會議廳

公布

9/21 (六)

語言中心網站

上課名單

18:00

/最新消息

語言中心首頁公布前測名單及考場教室

1. 請於 08:30 前至所屬教室報到、9 點開始測驗。
2. 前測採「紙本測驗」方式進行
1. 錄取標準：英語能力未達初級(多益 225 分)者。
2. 達英檢初級者，需改參加英語證照課程。
3. 本課程依學生程度(前測成績)分班，分班後不得要求換班。
1. 每週 1 次，每次 3 小時，共計 10 堂課(30 小時)。
2. 班級：(第 5 周及期中考周不上課)

上課時間

9/23~12/11

中正大樓 4 樓

 A 班：週二 9/24、10/1.15.22.29、11/12.19.26、12/3.10

18:00-21:00

3412 語言教室

 B 班：週三 9/25、10/2.16.23.30、11/13.20.27、12/4.11
3. 無法配合課程時間者請勿報名。
4. 每人皆須加入證照班 FB 社團

12/17、12/18
18:00-21:00

中正大樓
8 樓國際會議廳

保證金

108/12/23-12/27

中正大樓 4 樓

退費

09:00~16:00

語言中心

後測

1. 後測採「紙本測驗」方式進行。
2. A 班：12/17 (二)
B 班：12/18 (三)
1. 依結業標準機制辦理
2. 請攜帶「收據或學生證」至語言中心辦理退費
加分標準如下：

五專生

108/12/23-12/27

中正大樓 4 樓

加分證明

09:00~16:00

語言中心

(1)

全勤者：學期總成績加 5 分

(2)

後測成績較前測成績晉級者：學期總成績加 10 分

(3)

全勤且後測成績較前測成績晉級者：學期總成績加 15 分

晉級級距：
(1)

未達初級(未達 225 分)

(2)

初級 (225-386)

(3)

中級初試 (387-549)

(4)

中級複試 (550-669)

(5)

中高級初試 (670-784)

(6)

中高級複試 (785 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