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臺中科技大學語言中心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語言中心第 1 次中心會議暨教學準備會議紀錄
開會時間：109 年 9 月 11 日（五）9:00
開會地點：中正大樓 3409 會議室
主持人：徐 0 梅主任
紀錄：林 0 雪
出席人員：語言中心專任老師、兼任老師、大一英文、大二英文、五專英文老師
列席人員：林 0 雪、張 0 屏、陳 0 臻、陳 0 甄、趙 0 淩(如簽到簿)
壹、主席致詞:略
貳、宣達暨宣導事項
一、教務處事項宣達：
(一) 請於 109 年 10 月 5 日前完成教學大綱與 Office Hour 之填寫。
(二) 108 學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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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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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請各授課老師配合辦理。
(四) 教師之授課時段業已配合教學及各方面需要排定，為避免影響學生加退
選課，請勿隨意變更。
(五) 109 年 9 月 14 日(一)請依課表正式上課，並請指導學生至中商大樓 1 樓
圖書館大門對面的空間領書。
二、語言中心活動宣導:
(一) 109 學年度第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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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傳閱填寫)，請各授課老師推薦或安排學生參加，本中心將頒
發感謝狀予推薦老師。
(二)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英語證照班、ABC 加油站-英語補救教學」課程，
相關訊息如下表，請各位老師協助宣導，鼓勵同學報名。
加分科目
課程

英語證照班

報名期間

9/14-9/26

參加對象

全校學生

對象

科目

標準

大一

英文

如附件 2

大二

英語聽力與閱讀
如附件 3

ABC 加油站
英語補救教學

9/14-9/26

全校學生

1

五專

英文

五專

英文

如附件 4

(三)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語言中心各項外語活動如下(詳如附件 5:行事曆)
類型
課程
競賽

名稱

戳章樣式

英語證照班、ABC 加油站-英語補救教學、越南語 A 級、印尼語
初級、泰語初級、生活韓語
英文自我介紹比賽、英文闖關比賽、東南亞特色服裝比賽
享夜國際-我與世界面對面、英日語電影欣賞、跨校國際講座、外

講座

師口語訓練工作坊、English Lunch、English Corner、Western
Festival、English Free Talk、東南亞語跨國視訊 Free Talk、東南亞
語言文化冬令營等
外語門診(英文寫作、英、日、越、葡萄牙語)

諮詢
湯馬丁外籍老師諮詢門診(Martin’s consulting time)
Video 教學

A Phrase A Day、Short Story、Western Culture 置於中心網頁

1.戳章樣式：

無

每參加 3 次，學期總成績加 1 分；
每參加 1 次，學期總成績加 1 分。

兩類相加合併計算，最多以 10 分為上限。
2.加分科目：限「五專英文」、「大一英文」、「英語聽力與閱讀(大二英
文)」，英聽或其他科目不在其列。
3.外語學習護照需完整填寫活動之日期及名稱，才能做為加分依據。
叁、語言中心業務報告:
一、中心業務事項
(一) 本中心歐洲與亞洲語言組組長 109 學年度由康 0 晴老師擔任；新進高教
深耕助理趙 0 淩小姐。
(二) 請老師儘速使用新版教師評鑑系統進行評鑑資料填料及預評程序，中心
預計 109 年 10 月初召開中心教評會審查。
(三) 劉 0 安老師、柯 0 婕老師、劉 0 榮老師、康 0 晴老師及湯 0 丁老師於 108
學年度下學期進行語言中心出版的單字書改版，將單字重新分類並增加
片語部分，並已申請 ISBN 出版印刷，專任/專案教師可列入教師評鑑計
分佐證資料。
(四) 109-1 中心辦理之活動中，12/9(三)英文闖關比賽及 12/23(三)英文自我介
紹初賽，每項比賽各需 2 名評審，屆時請各位老師務必幫忙協助辦理。
(五) 請本中心專任/專案教師確認「外語門診諮詢輔導時間」，如附件 6。
二、大一英文業務事項
(一) 日間部同學重補修前須至語言中心作前測及分班，請各授課老師不要簽
署學生「特殊加退選」選課單，授權語言中心依據學生前測成績進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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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及分班。
(二) 109 學年度大一英文主教材用書為「Effective Communication」，補充教
材為「臺中科大 New Toeic 單字片語寶典」及「臺中科大 New Toeic 文
法解析」，請各班指派學生至中商大樓 1 樓圖書館對面校內書局領書(每
套 3 本 580 元)。
(三) 大一英文評分項目較為繁瑣(詳如提案討論)，請各授課老師謹慎核算學
生成績，依語言中心的 excel 統一評分標準之比重計算學期成績；成績
計算錯誤將影響專任教師之評鑑或兼任老師續聘，請務必再次確認無誤
後再上傳。
(四) 請日夜間部各組確實遵照大一英文評分標準，切勿自行加分，以免造成
評分不公平及學生反彈之情形；如有任何困難請於會議中提出或向中心
反映，亦敬請各組組長協助，勿自行調整課程授課進度。
(五) 期中期末考課本教材佔總分 75 分(聽力 25 分，閱讀 50 分，約 40 題)，
單字文法佔總分 25 分(25 題)，總題數以不超過 65 題為原則，請各組小
組長幫忙檢查課內題目之百分比，並要求書商配合辦理。
期中期末考試主教材、其他教材及 New Toeic 單字、文法出題比重如下:
組別

課內

其他

單字、文法

A
B

30%
30%

45%
45%

25%
25%

C
D

30%
30%

45%
45%

25%
25%

E
F

75%
75%

25%
25%

(六) 日間部期中期末考試統一考試時間為 9:10，日夜間部考試時間均為 1 小
時，切勿自行延長，以免造成不公平；期中、期末考試，統一採取電腦
閱卷。
(七) 單字文法平台線上測驗時間為指定週次星期一至星期日。考試發生問題
者，申請補考截止日統一為隔週星期五前；單字文法測驗皆可重複考
試，採計最高一次之分數，建議學生測驗完成後拍照存檔，列為佐證資
料。敬請授課老師務必宣導，以免影響學生測驗分數計算。
(八) 請將「英文自我介紹」列入 109 學年度上學期第 12 週教學大綱，「英
文職場面試」列入 109 學年度下學期第 12 週教學大綱，讓學生實地模
擬練習。
(九) 本中心將提供 109 學年度大一英文聽障生科系、學號、姓名、性別等資
料給授課老師，請多加關心聽障生學習情形，考試項目勿列聽力題目(請
老師另外出題目)；學期成績以期中考 30%、平時成績 30%、期末考 40%
計算為原則，聽障生沒有畢業門檻。
(十) 本中心為英文畢業門檻承辦單位，一旦學生考過正式英檢或校內英文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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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考試，請學生務必立即將多益或英檢成績證明繳交至中心審核，才算
通過畢業門檻。
(十一)108 學年度大一英文下學期，期末成績及單字文法(總分 25 分)成績分
析如下：
組別

總平均

單字

文法

單字文法平均

A
75.54
9.14
8.87
18.02
B
62.89
7.15
7.40
14.55
C
56.54
6.62
6.46
13.09
D
47.72
5.35
5.17
10.51
E
46.40
8.45
5.62
14.07
F
40.43
6.84
4.31
11.16
(十二)109 學年度各組小組長為日間部 A 組劉 0 安老師、B 組康 0 晴老師
、C 組楊 0 麗老師、D 組劉 0 榮老師、進修部 E、F 組馬 0 萱老師。
(十三)大一英文老師發現學生借用其他同學的外語學習護照，偽造參加外
語門診的紀錄要求加分，經本中心查證屬實;為避免日後再有此類情
形，訂定處罰機制，違規者扣學期成績 10 分。
三、大二英文業務事項
(一)本校 109 學年度英文畢業門檻標準為多益 550 分或全民英檢中級複試之系
科如下:
應用中文系、應用日語系、應用英語系、國際貿易經營系、會計資訊
系、保險金融管理系、企業管理系、財政稅務系、財務金融系、應用
統計系、休閒事業經營系、資訊管理系、流通管理系計 13 個系。
(二)為協助英文畢業門檻為多益 550 分之學生通過畢業門檻，109 學年度上
學期開設英語聽力與閱讀課程(2 學分 2 小時)，共開設 14 個班。
(三)大二英文評分項目較為繁瑣(詳如提案討論)，請各授課老師謹慎核算學生
成績，依語言中心的 excel 統一評分標準之比重計算學期成績；成績計算
錯誤將影響專任/專案教師之評鑑或兼任老師續聘，請務必再次確認無誤
後再上傳。
(四)109 學年度上學期大二英文教材用書為「Advance on the NEW TOEIC
Test」(每本 420 元) ，請各班指派學生至中商大樓 1 樓圖書館對面校內
書局領書。另補充教材為「臺中科大 New Toeic 單字片語寶典」及「臺
中科大 New Toeic 文法解析」，學生可視個人需求至語言中心購買。
(五)請柯 0 婕老師擔任大二英文小組長，統籌用書、授課進度及期中期末出題
等各項教學事宜。
四、五專英文業務事項
(一)109 學年度五專前 3 年英文期中期末考試規定(如附件 7)，公告中心網頁
https://language.nutc.edu.tw/ezfiles/33/1033/img/1743/96689631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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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中心湯 0 丁老師錄製一系列線上數位影音「A Phrase A Day (每日一句)」
及「Short Story (英文短篇故事選集)」教學課程，並放置語言中心網頁
http://language.nutc.edu.tw/bin/home.php，請教授五專前 3 年英文之授課教
師要求學生運用本項英語學習資源，充實英文學習，並列入期中期末考試
範圍。108 學年度起又加入「Western Culture」影音教學 16 個單元，請老
師多加參考利用，此單元並不列入共同考試範圍。
(三)五專英文「A Phrase A Day」 及「Short Story」，由授課老師輪流出題，
出題老師如下，再請各班老師由 7 份考題中選出題目，以防止考題外洩。
學期
出題老師
製作影片
109-1 王 0 妃老師、張 0 琪老師、許 0 芬老師、吳 0 祺老師、
沈 0 君老師、廖 0 斐老師
湯 0 丁老師
109-2 謝 0 娥老師、張 0 評老師、趙 0 莉老師、林 0 容瓦老師、
柯 0 慈老師、高 0 如老師
(四)請五專英文授課老師鼓勵學期成績較差之同學參加 ABC 加油站-英語補
救教學，每班最少推薦 3-5 人。
(五)請劉 0 榮老師擔任五專英文小組長，統籌用書、授課進度及期中期末出題
等各項相關事宜。
五、兼任老師宣達事項
(一)如無法確實完成 18 週課程(如學期中需要請事假)或無法配合中心會議，請
勿接任兼任老師聘書；又每學年度排課確定後，若無法配合課程時間，請
於 2 週內回覆中心，以免造成困擾。
(二)教授日夜間部四技、二技老服、護理、會資、保金系英文檢定課程之老師，
請依據英文畢業門檻標準審慎選擇教用書，以輔導學生通過檢定考試。
(三)提醒所有借用語言教室的授課教師，依據「國立臺中科技大學語言教室管
理要點」：不遵守語言教室使用守則之班級，該任課老師不得再提出語言
教室申請，或不再享有優先排用語言教室之權利。不遵守語言教室使用守
則之個別學生，一經發現違反規定，須提供「語言中心環境整潔維護服務」
每次 2 小時；如不履行或累犯者，依本校「學生獎懲辦法」第 10 條規定
記小過壹次處分。
(四)敬請各位老師確實遵守個人資料保護之相關規定，如係利用 LINE 群組記
事本功能或 mail 發送成績者，請隱藏學生姓名(中間字以 0 替代)，以免觸
法。
(五)本中心每學期固定於開學前一周的星期五召開期初會議，每學年 2 次，會
中宣導重要之教學訊息。出席中心會議、參加教學研習出席狀況、教學表
現及中心重要業務配合度(如推薦同學參加海外遊學課程)，將作為優先排
課之參考依據。無法配合者將不予續聘，敬請所有授課老師配合。
(六)本中心為充實師資，陸續會聘任專案教師，如因排課需要，會調整兼任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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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授課時數。
肆、提案討論:
案由一：有關本中心採購多益單字文法學習平台之「iSpring suite 教材編輯軟體
升級」所需經費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本中心、電算中心與博識通資訊有限公司於 105 年共同研發「多益單
字文法學習平台」作為大一、大二英文課程、英檢證照班線上測驗及
英文畢業門檻輔導課程學生使用；本中心亦陸續更新單字文法教材內
容，；並上傳至學習平台供學生練習及作為各項課程測驗之用。
二、原先於 105 年採購單字文法學習平台之 iSpring suite 教材編輯軟體過於
老舊，與 windows 系統會有不相容問題，也會影響教材編輯及學生測
驗的進行。
三、為免影響教材設計編輯及學生測驗，擬請學校增撥經費准予採購升級
版軟體，所需經費約 18,900 元，擬由 109 年度資本門項下支應。
四、依規定申請增撥資本門經費需先經語言中心會議通過始得提出申請，
因適逢暑假期間召集會議實屬不易，已先於 109 年 7 月 16 日簽准校長
同意核撥經費，為使程序完備，擬請同意提案追認。
擬 辦：擬依會議決議事項辦理。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二：有關擬訂 109 學年度「日間部大一英文課程評分標準表(草案)」及「進
修部大一英文課程評分標準表(草案)」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為統一大一英文各級教材、評分方式及期中、期末統一命題之原則，
擬訂詳細評分標準如附件 8、9，提請討論。
二、大一英文評分標準表攸關學生學期成績計算，本中心會後將公告於語
言中心網頁，請各班老師務必於學期期初前 2 週詳實逐項向學生說
明；並請特別注意多益模考及單字文法考試時間(評分標準公告中心網
頁日間部:https://language.nutc.edu.tw/ezfiles/33/1033/img/1743/967266760.pdf；
進修部: https://language.nutc.edu.tw/ezfiles/33/1033/img/1743/160649911.pdf)。
擬 辦：擬依會議決議事項辦理。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三：有關擬訂「109 學年度日間部大二英文(英語聽力與閱讀)課程評分
標準表(草案)」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為統一大二英文教材、評分方式及期中、期末統一命題之原則，擬
訂詳細評分標準如附件 10，提請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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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二英文評分標準表攸關學生學期成績計算，本中心會後將公告於
語言中心網頁，請各班老師務必於學期期初前 2 週詳實逐項向學生
說明；並請特別注意多益模考及單字文法考試時間(評分標準公告中
心網頁 https://language.nutc.edu.tw/ezfiles/33/1033/img/1743/10606670.pdf)。
擬 辦：擬依會議決議事項辦理。
決 議：照案通過。
伍、教育部特色躍升計畫業務說明:柯 0 婕組長
陸、散會:10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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