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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語言中心 E+外語自主學習坊 

目的：為培養學生自主學習能力並鼓勵本校同學善用各項語言學習資源，語言中心提

供各式豐富多元外語學習活動、講座、競賽及線上學習軟體，讓課餘想學習語言的學

員能有更多資源提升學習興趣與成效，透過參加競賽展現自己的語言學習成果！以下

為語言中心各式外語學習資源一覽表，歡迎同學踴躍報名參加。 

一、集戳章活動項目表： 

活動類別 活動項目 戳章 加分機制 

外語學習系列活動 

(每參加 1場次) 

English Free Talk 

英語口語訓練工作坊 

英/日語電影欣賞 

享夜國際-我與世界面對面講座 

外語學習講座 

1枚 

每集 3枚戳章 

學期成績加 1分 

外語多元語種課程 

(每參加 1種課程別) 

900gogogo 金色證書衝刺班(暑假) 

New TOEIC 英語證照班 

ABC 加油站英語補救教學班 

印尼語初級檢定班 

泰語初級檢定班 

1枚 

外語諮詢門診 

外師門診 

1枚 

每集 1枚章 

學期成績加 1分 

一般外語門診(中師、小老師) 
每集 3枚戳章 

學期成績加 1分。 

外語競賽 

上學期： 

東南亞特色服裝比賽 

英文闖關競賽 

全國英文自我介紹比賽 

1枚 
每集 1枚章 

學期成績加 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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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學期： 

東南亞語朗讀比賽 

全國商用字彙比賽 

職場英文面試比賽 

東南亞系列活動 

東南亞語視訊 Free Talk 

東南亞語(越/印/泰)諮詢門診 

東南亞語競賽 

1枚 

(1)凡參加東南亞活動

(含檢定班)或競賽，東

南亞語學分班學期成績

加 3分。 

(2)於東南亞競賽獲得

名次，學期成績再加 3

分。 

(3)凡參加東南亞語諮

詢門診，一個時段加 1

分，全數併計上限加

10分。 

註：加分科目限東南亞

語學分課程。 

特殊加分項目 
TumbleBooks 互動英語電子書 

VoiceTube Summary 挑戰 
1枚 

(1) 每完成 2本 Tumble 

Books Quizzes 憑測驗完

成達 70 分以上之 PDF

檔可得 1 枚戳章。 

(2)完成一篇 VoiceTube

影片 Summary 挑戰(需

任課教師批改)得 1枚戳

章。 

註： 僅列入禮品獎勵

機制，不列入加分機

制。 

 注意事項： 

(1) 戳章統一蓋於語言中心外語學習護照，需自行提供相關佐證文件供任課教師審核加

分，如尚未申請護照者，請至語言中心申請，使用規定請見第四點說明。 

(2) 外語諮詢門診預約相關規定請詳見語言中心網站說明。 

(3) TumbleBooks 請將測驗結果另存 PDF 檔，需有證明本人姓名等資料以利核對身分(範

例圖示請見第七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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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VoiceTube 影片 Summary 挑戰表格請下載附件。表格完成後需繳交給欲在該堂課加分

的任課老師批改，請任課老師親筆簽名後學生本人親送至語言中心繳交，期末加分以

此為憑，如有偽造文書行為，將取消加分資格及按校規處分。 

(5) 加分課程項目僅限「五專英文(英語文)、大一英文、大二英文(英語聽力與閱讀)及東

南亞語(越/印/泰)學分班」課程，其他課程均不在其列。 

(6) 一學期 10 分為加分上限，所有活動別戳章合併計算(東南亞系列活動另計)，僅限當

學期期末作為加分使用，不累計至下學期。 

(7) 如發現外語學習護照(含活動紀錄和戳章)與本人實際參與活動事實不符(含偽造文書

之不實行為等)者，當學期不予加分並將該名學生列為黑名單，此後不適用任何加分

機制且依校規處分。 

(8) 為落實英語學習成效，同學務必準時與會、全程認真參與活動及完成活動回饋問卷為

前提，如發生學習態度不佳(滑手機/睡覺/不配合團隊活動/閱讀與活動課程無關之讀

物…)或多次遲到早退等情事，主辦單位有不給予戳章之權利。 

  

二、集戳章競賽額外獎勵： 

 

戳章數 獎勵項目 備註 

當學期集 3枚戳章 英語學習雜誌乙本 每 6枚章兌換兩本學習雜

誌…(以此類推) 

當學期集 10枚 (1)精美禮品乙份 

(2)英語學習雜誌 3 本 

 

當學期集 15枚 (1)精美禮品乙份 

(2)英語學習雜誌 5 本 

(3)LINE POINTS 點數 15點 

 

當學期集 20枚(含)以上 (1)豪華禮品乙份 

(2)英語學習雜誌 N 本 

(3)LINE POINTS 點數 30點 

英語學習雜誌依照兌換規則，

無上限。 

 

說明： 

1）上述獎勵統一於學期【第 16週】結算，請持學習護照至語言中心審核兌換。 

2）LINE POINTS 於審核通過後請留下信箱，統一由 e-mail 寄發點數兌換序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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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語言中心線上語言學習資源 

(一)英語 (共 22種線上學習平台) 

名稱          軟體學習內容                   資源位置 

每日英語片語影片教學 

中心網站首頁 

主題式英語小故事影片分享 

認識西方文化影片分享 

英語文法影片教學 

為英文故事資料庫，內容生動活潑，培養

進階閱讀能力的「短篇小說」、搭配遊戲、

測驗及教案，提供多元語言學習方式。 

英語模擬測驗 

語言中心 

自學軟體專區 

綜合英語學習 

英語模擬測驗 

學習者聆聽不同議題後 

後續輔以一系列聽、說、讀、寫、字彙及

文法全方位的延伸練習。 

英語文法 

It’s Your Job 
訓練徵才廣告閱讀、求職附信撰寫，以及

聽力和口說應對進退的能力。 

語言中心 

自學軟體專區 

單字學習、聽力及寫作訓練 

口說學習平台 

口說學習平台 

英語模擬測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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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模擬測驗 

英語閱讀、寫作測驗 

綜合英語學習 

綜合英語學習影音教學 

字彙測驗 

英文寫作批改軟體 

英語故事書提升閱讀興趣 

多益單字及文法 

 

(二)日語 

名稱 軟體學習內容 資源位置 

根據日本語能力試驗(JLPT)的

舊制能力分級所設計的文法學

習軟體 

語言中心自學軟體專區 

模擬試題(N5-N1) 

快速背誦日語基礎字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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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其它語言(越南語、印尼語、泰語、德語) 

名稱 軟體學習內容 資源位置 

綜合外語學習(字彙、影音) 
語言中心 

自學軟體專區 
快速背誦外語基礎字彙 

越南語學習 

中心網站首頁 越南語基礎發音教學 

越南語基礎學習 

 

四、語言中心外語學習護照使用說明： 

   

 

1. 申請外語學習護照後請務必於首頁「個人檔案」將資料填寫完整。 

2. 凡參加外語活動/課程/競賽，請務必先將「活動日期」、「活動時間」、「活動名稱」填寫清楚，再

交給工作人員蓋戳章。 

3. 如於活動當日忘記攜帶護照，憑簽到表可日後於上班時間至語言中心補蓋章。 

4. 首次申請為免費，如為遺失補辦需工本費 30元(語言中心皆有申請歷史紀錄)。如為蓋滿則可免

費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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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欲學期末加分者，請務必將學習護照所有資料填寫正確與完整，如發現外語學習護照與本人實際

參與活動事實不符(含偽造文書之不實行為等)者，當學期不予加分並將該名學生列為黑名單，此

後不適用任何加分機制且依校規處分。 

6. 為落實英語學習成效，集戳章原則為同學務必準時與會、全程認真參與活動及完成活動回饋問卷

為前提，如發生學習態度不佳(滑手機/睡覺/不配合團隊活動/閱讀與活動課程無關之讀物…)或

多次遲到早退等情事，主辦單位有不給予戳章之權利。 

 

五、語言中心自學資源位置介紹 

➢ 語言中心網站 

 

 

➢ E-por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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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VoiceTube 影片 Summary 挑戰表 

(下圖為範例，請從網站上下載空白 Word 檔，請點我)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語言中心 E+外語自主學習坊 

VoiceTube 影片 Summary 挑戰 
                                              

活動說明：  

 於 VoiceTube 平台上任挑一部影片進行影片 Summary 挑戰，完成後請將此表回傳至語言中心承辦人信

箱，每交一篇(需有老師批改紀錄)即得 1 枚戳章，集 2 枚戳章可學期成績加 1 分。(詳細加分規定請見簡章說

明) 

 

一、 學生資料 

1. 姓名  

2. 性別 □男 □女 

3. 班級  

4. 學號  

5. 科系全名  

6. 本次為您服務批改本文的老師是： 

7. 
您本次選擇的影

片分級程度為 
□A1 初級 □A2 初級 □B1 中級 □B2 中高級 □C1 高級 □C2 高級 

8. 
從此活動你學到

的英語能力為 

□聽力 □會話 □口說 □閱讀 □寫作 

□檢定相關知識 □其它： 

9. 影片主題名稱  

10. 影片連結網址  

VoiceTube 影片 Summary 挑戰: 字數限制為 100 字以上，300 字以下，字型 Times New Roman，12pt 

 

                                                    批閱教師簽名：______________ 

挑戰日期：     年      月     日 

https://language.nutc.edu.tw/files/11-1033-11718.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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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TumbleBooks 小測驗(Quizzes)畫面示意圖 

1.點選  

 

2.請打上測驗本人中文姓名並選擇  

 

3.測驗完成請至頁面最下方點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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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請將測驗結果另存為 檔 (姓名需為中文本名)後 e-mail 至承辦人信箱審核。 

 

 

 

 

以上獎勵加分機制有任何問題歡迎詢問承辦人。 

 

 

聯絡人：語言中心∣陳小姐 TEL:04-22195192 信箱：wenly0507888@nutc.edu.tw 

語言中心辦公室(中正大樓 4樓 3410室) 

mailto:wenly0507888@nutc.edu.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