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臺中科技大學語言中心大一英文教學小組會議記錄
開會時間：102 年 9 月 6 日（週五）上午 10:00
開會地點：中正大樓 3401 會議室
主持人：程○美主任、大一英文召集人 許○芬老師
記錄：林○雪
出席人員：王○妃老師、蔡○燕老師、吳○娥老師、李○芷老師
馬○萱老師、陳○玲老師(請假)、謝○華老師(請假)
李○文老師、徐○梅老師(請假)、謝○瑩老師(請假)
許○芬老師、龔○珊老師、程○美老師、廖○玲老師
熊○亮老師(請假)、王○音老師(請假)、楊○麗老師(請假)
蕭○涓老師、沈○君老師、林○伶老師、林○敏老師
趙○莉老師、劉○榮老師、洪○瑩老師(詳如簽到簿)
列 席 者：林○雪
壹、主席致詞:略
貳、語言中心業務報告
一、轉達教務處宣導事項：
(一)依教育部大學法及專科學校法施行細則規定：專科學校每學期
授課時間不得少於 18 週，本校專兼任教師領有 18 週鐘點費
或超支鐘點費；卻有教師缺課未補課，甚至期中考週、期末
考週未實施考試也未授課，嚴重違反規定，請各授課教師確
實履行授課義務，並維護教學品質，以免影響學生受教權。
(二)教務處發現有教師出差、請假(含公假)未調課(當日有課)，以
致衍生諸多困擾，如學生於該節課發生狀況，老師沒上課，
卻查不到老師任何出差、請假或調(補)課記錄。請各授課教
師確實依課表上課，如需調課，務請先行於教師資料管理系
統填寫調課申請，並將網路 Key in 之調課申請單，隨同出差、
請假單送交陳核，以利審核。
二、倘若教務處發現授課教師未依規定授課者，本中心將另行安排其
他教師授課。
三、102 年 12 月 12-13 日(星期四、五)將舉辦 102 學年度科技大學
評鑑，當日委員將與教師進行晤談，有課之老師當日請勿調課。
叁、提案討論
案號一：
案由：有關 102 學年度起大一英文課程配分比例案，提請討論。
說明：為提升學生英文能力，協助學生順利通過畢業門檻，擬將英
檢融入大一英文課程，並統一制定學期成績配分比例，建議
方案如附件，提請討論。
擬辦：擬依會議決議事項辦理。
決議：上學期英文自我介紹、下學期英文面試修正為第 14 週;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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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益模考時間修正為第第 2-3 週做第 1 回模考、第 4-6 週做
第 2 回模考、第 10-11 週做第 3 回模考、第 12-14 週第 4 回
模考；其餘照案通過，詳如附件一:102 學年度日間部大一英
文課程評分標準表。
案號二：
案由：有關遴選大一英文教學小組召集人、各組小組長案，提請討
論。
說明：擬由大一英文各授課老師投票遴選 1 人擔任大一英文教學小組
召集人；各組小組長由各組自行推派 1 人擔任。
擬辦：擬依會議決議事項辦理。
決議：依得票數推選許○芬老師(7 票)擔任大一英文教學小組召集
人；經各組推派李○芷老師擔任 A 組小組長、馬○萱老師擔
任 B 組小組長、許○芬老師擔任 C 組小組長、沈○君老師擔
任 D 組小組長。
肆、散會:上午 11 時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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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02 學年度日間部大一英文課程評分標準表
102.9.6 大一英文教學小組會議決議

上學期

下學期

期中考 20%

期中考 15%

期末考 20%

期末考 20%

平時成績 60%

平時成績 65%

包含
1.多益模考 20% (第 15 週考試)
2.小考 20%
(4 回線上多益模考 10%、
教材小考占 10%)
3.字彙王考試 5%
4.英文自我介紹 10% (第 14 週)
5.出席率 5%

包含
1.正式多益考 25% (第 15 週週六考)
2.多益模考 10% (後測-第 13 週考試)
3.小考 15%
(2 回線上多益模考占 5%、
教材小考占 10%)
4.英文面試 10%(第 14 週)
5.出席率 5%

備註:
上學期:
1. 9/2(一)-9/6(五)新生英文大會考(大一英文能力分級考試)為前測，
各級統一教材與範圍，期中、期末考題、多益模考與多益線上模考統一
考題考試。
2. 期中考和期末考占 20%，考試內容比重如下:
主教材--Let’s Fly 占 15% (75 分)
補充教材--職場英文大躍進 1000 實用句占 5% (25 分)
3. 補充教材-職場英文大躍進 1000 實用句考試範圍如下:
上學期:
期中考:U1-2、期末考:U3-4
寒假作業: U5-6
4. 上學期第 15 週舉辦多益模考占 20%。
5. 小考 20%包含 4 回線上多益模考占 10%，加上教材小考占 10%，
線上多益模考(自行上網考試)時間與回數如下:
期中考前(第 2-3 週做第 1 回模考、第 4-6 週做第 2 回模考)、
期末考前(第 10-11 週做第 3 回模考、第 12-14 週第 4 回模考)。
線上多益模考登入路徑:學校首頁/my portal/語言中心外語自學軟體/常
春藤英語線上測驗系統，帳號:S+學號、預設密碼:學號
6. 字彙王考試，所有大一日間部學生都必須參加，考試時間安排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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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6 中午和下午 5:30-6:30，語言中心將另行公布考試日期與
考場。
7. 字彙王考試內容，學生可以參考以下資料:
a. LTTC (語言訓練測驗中心)
http://www.lttc.ntu.edu.tw/wordlist.htm
(全民英檢 GEPT 中級參考字表)
b. 澎湖灣英文線上測驗 http://61.219.112.16/default.asp?dt=22
(英檢中級字彙)
c. 語言中心自學室--VQ 軟體
(技術學院等級-技術學院 1 年級 5000 字)
d. eportal 語言中心外語自學軟體--Easy Test 單字學習系統
(英檢中級字彙課程)
8. 多益模考 20%，成績計算方式如下:
(1) 多益分數 387(聽力須達 110 分、閱讀須達 115 分)等於英語能力畢業
門檻英檢中級初試
若學生多益考試為 225 分
換算成績 225/387=0.58(為 58 分)
58*20%=11.6
(2) 若學生考試成績超過多益 387，
換算成績分數為 100 分
100*20%=20
9. 建議多益模考不及格學生給予補考兩次機會，於第 17 週補考，
補考第一次不及格的學生，給予補考第二次機會，
若模考和兩次補考都不及格(60 分)，以三次考試中最高分計算。
10. 學校成績輸入系統--分別是期中考、期末考、平時成績；
請老師先輸入各欄位百分比，平時考成績由老師將所有細項成績換算
加總後，再輸入平時總成績。
11. eportal 語言中心外語自學軟體提供 Live ABC(多益 16 回)和
常春藤線上多益模考練習，提供同學上網練習考題。
下學期:
1. 期中考占 15%，考試內容比重如下:
主教材--Let’s Fly 占 12% (80 分)
補充教材--職場英文大躍進 1000 實用句占 3% (20 分)
2. 期末考占 20%，考試內容比重如下:
主教材--Let’s Fly 占 15% (7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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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5.

6.
7.

補充教材--職場英文大躍進 1000 實用句占 5% (25 分)
補充教材-職場英文大躍進 1000 實用句考試範圍如下:
期中考:U7-8、期末考:U9-10
下學期第 13 週舉辦多益模考(後測)占 10%。
小考 15%包含 2 回線上多益模考占 5%，加上教材小考占 10%。
期中考前(第 2-3 週做第 5 回模考、第 4-6 週做第 6 回模考)
教材小考 10% (包含補充教材寒假作業小考:U5-U6)
下學期正式新多益考試將在第 15 週週六上午舉行多益校園考。
正式新多益考試成績占 25%，
計算方式如下:
(1)學生考多益
a.多益分數 387 分(聽力須達 110 分、閱讀須達 115 分)
等於英語能力畢業門檻英檢中級初試
學生多益考試為 225 分
換算成績 225/387=0.58(為 58 分)
58*25%=14.5
b.若學生考試成績超過多益 387 分，
換算成績分數為 100 分
100*25%=25

(2)學生考全民英檢
成績計算方式:
a.中級初試(聽力加閱讀總分達 160 分，任一項目不得低於 72 分)
學生英檢成績為 100 分，
換算成績 100/160=0.625 (為 62.5 分)
62.5*25%=15.625
b.若學生全民英檢考試成績超過 160，任一項目不低於 72 分)
換算成績分數為 100 分
100*25%=25
8.請老師提醒學生，正式新多益考試(全民英檢)成績單須在期末考週前交
給老師，以計算總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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