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項

次

1 10801000649 10809 外語教學系 4  4-3  4-3-0  專業服務學習

課程(外語專業

服務尖兵)

2019/3/1 ~

2019/11/30

55800 否 開設「教學實習與服務學習課

程」課程，鼓勵學生進行社會

關懷相關活動，培養社會關懷

精神與承擔社會責任之態度。

除招收學員至校內學習英語外

，活動另將配合「畢業專題」

課程以暑期營隊方式進行，每

梯次約1~2個禮拜、組織外教

服務尖兵，進行校外服務跟關

懷活動。

透過結合本系四年所學之英語教學技巧與社會

實踐精神融合，除讓學生培養社會責任、訓練

團隊合作能力外，也藉以提升教學專業力，並

從學員習得英語的成果中得到教學自信心與成

就感。

108年3月至6月，本系「教學實習與服務學

習」課程，共計開設2班兒童組、1班成人組及

1班國中組，招收並教授計60位兒童、36位成

人及142位國中生進行英語課程服務。 108年7

月至9月，本系共計規劃6組暑期營隊進行英語

教學服務(其中1組活動預計於9月底結束)。

108年10月至109年1月，本系「教學實習與服

務學習」課程，共計開設2班兒童組、2班成人

組，學員同步招生中。

新進度 更新【量化成

效】： 1.108

年7月至9月，

本系共計規劃6

組暑期營隊進

行英語教學服

務(其中1組活

動預計於9月底

結束)。 2.108

年10月至109

年1月，本系

「教學實習與

服務學習」課

程，共計開設2

班兒童組、2班

成人組，學員

同步招生中。

否 資料完整

2 10801000648 10809 外語教學系 2  2-2  2-2-2  專題教材製作

及發表

2019/11/1 ~

2019/11/30

44189 否 辦理本系第14屆畢業成果展示

，期望學生藉此展現於本系所

學之相關知能與技能。活動將

分為動態展及靜態展方式呈現

，動態展(口語發表)預計於校

內辦理、靜態展預計於校外進

行學生研發之教材作品展出。

激發學生創新及批判性思考，將其創新思維分

享給同儕，促進提升自主學習與同儕合作學習

態度與習慣之養成。

1.靜態展日期：預計於民國108年11月23至24

日辦理(地點：台鋁MLD)； 2.動態展日期：預

計於民國108年11月29日辦理(地點：本校文園

W211)； 3.本系第14屆畢業成果展，預計產出

7件教學組作品及1件研究組作品，另計6件學

期海外實習暨交換生心得分享組作品。

新進度 更新【量化成

效】：靜/動態

展日期及地

點。

否 資料完整

3 10801000646 10809 外語教學系 1  1-3  1-3-2  全國性/國際性

競賽

2019/5/3 ~

2019/11/30

12600 否 將專業課程結合各項相關活動

，鼓勵學生組隊參加各項展演

與競賽活動。

提升學生在校外(創意)競賽成績與能見度，並

加強本系所學生與外校學生切磋學習之機會，

展現在校學習成果。

107學年度第2學期： 108.04.27外教系4年級何

羽同學參加「2019全國大專院校解決社會問題

英文演獎比賽」(台北扶輪社)入圍決賽，憾未

獲得前三名次； 108.04.30外教系4年級(4組作

品計30位同學)參加「2019全國技專校院學生

實務專題製作競賽」(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共

計1組入圍決賽，並於108.05.23-25出席決賽暨

成果展(指導老師：梅馨云老師、龔萬財老師)

，憾未獲獎。 108.05.28外教所碩專班2年級巫

玉君同學參加「2019第11屆校際傑出博碩士論

文授權發表暨競賽」(國家圖書館、南台科技大

學學)，榮獲「最佳儀態獎」(指導老師：陳佳

吟老師)。 108.06.01外教系4年級何羽同學參

加「2019大專校院英文簡報大賽」(今周刊)，

決賽成果於108.06.01公布，憾未獲獎。

108.06.05外教系1年級計24位同學參加「108

年全國技專院校英語童書創作競賽」(德霖科技

大學)，提出10件作品，共計4組作品入圍，其

中2組作品分別榮獲「最佳藝術設計」及「最

佳人文關懷」獎項(指導老師：陳念霞老師)。

無進度 -- 否 資料完整

4 10801000645 10809 外語教學系 1  1-3  1-3-2  外語教學盃 2019/9/1 ~

2019/11/30

61200 否 為提升英語教學在課堂上的品

質，特規劃英語教學比賽，期

望能夠啟發更多優秀的未來英

語老師投入創新創意的教學發

想，提升教學創意能力。

1.善用創意學習輔導策略及辦理外語教學競賽

，增進學生主動學習之動力，運用學生之教學

專業並激發學生教學創意，進而養成其終身自

主學習之良好學習態度與創新思維。 2.藉由外

語教學競賽分享經驗及與他校參賽同學相互觀

摩與學習。

預計於民國108年9月1日至11月18日辦理

「2019全國大專校院文藻外語教學盃英語創意

教學競賽」，預計至少10件作品參賽，並邀請

3位評審從中評選出優秀作品。

無進度 -- 否 資料完整

5 10801000644 10809 外語教學系 1  1-1  1-1-2  專業證照課程

(TKT)

2019/9/30 ~

2019/11/30

65700 否 為提高本系學生「劍橋英語教

師認證(TKT)」證照考試通過率

，本系預計開設TKT證照研習

班，協助學生準備並通過TKT

證照考試，以通過Band 3(含)

以上的成績為目標，強化學生

專業能力的認證並達到畢業門

檻的要求。

學生藉由報考TKT證照，檢視並強化自我專業

知識；透過證照成果提升教學自信心。

1.課程預計安排本系1位老師自民國108年10月

7日至12月9日止，共計10週課程，每次課程預

計執行2小時(預計上課模組：Module2、3)，

每個模組預計12人上課。 2.擬輔助本系學生學

習並提升其外語教學專業知識，報考TKT證照

考試的學生通過率(Band 3)達70-80%。

無進度 -- 否 資料完整

6 10801000527 10808 外語教學系 2  2-2  2-2-1  補助學生進行

海外實習暨導

師訪視活動

2019/1/31 ~

2019/11/30

72000 否 系上積極開發海外實習機會，

鼓勵學生踴躍參與，與東南亞

國家及大陸的學校或廠商合作

推動海外實習機會。

透過創新的校外實習課程以及雙師輔導機制增

加學生的實務經驗與專業知能，並使學生將所

學理論與實務結合，增加就業競爭力。

1.本系張雅惠老師108/7/31-108/8/2暑期赴印

尼進行海外實習訪視。 2.預聘請2位工讀生(5

月、6月)協助處理海外實習相關行政庶務。

新進度 1.【量化成

效】：(1)本系

張雅惠老師

108/7/31-

108/8/2暑期

赴印尼進行海

外實習訪視(2)

聘請2位工讀生

(5月、6月)協

助處理海外實

習相關行政庶

務； 2.【達成

進度】：13.33

%； 3.【本月

已執行數】：

9,597元。

否 資料完整

7 10801000524 10808 外語教學系 1  1-3  1-3-2  國內實習訪視 2019/1/31 ~

2019/11/30

43320 否 積極鼓勵學生赴校外實習，將

於本校所學之專業知識與業界

實務結合。安排實習訪視指導

老師，了解學生實習近況及評

估實習環境，以作為未來學生

實習延續合作之依據。

透過創新的校外實習課程以及雙師輔導機制增

加學生的實務經驗與專業知能，並使學生將所

學理論與實務結合，增加就業競爭力。

1.民國108年7月5日安排本系陳念霞老師赴嘉

義實習機構(嘉義縣竹崎鄉中和國小)進行實習

訪視。 2.預聘請兩位工讀生(5月、6月)進行國

內實習訪視相關行政庶務。

新進度 1.【量化成

效】：(1)民國

108年7月5日

安排本系陳念

霞老師赴嘉義

實習機構(嘉義

縣竹崎鄉中和

國小)進行實習

訪視(2)聘請兩

位工讀生(5

月、6月)進行

國內實習訪視

相關行政庶

務； 2.【達成

進度】：

41.71%； 3.

【本月已執行

數】：11,962

否 資料完整

8 10801000502 10808 外語教學系 1  1-1  1-1-2  專業證照課程

(TKT)

2019/9/30 ~

2019/11/30

65700 否 為提高本系學生「劍橋英語教

師認證(TKT)」證照考試通過率

，本系預計開設TKT證照研習

班，協助學生準備並通過TKT

證照考試，以通過Band 3(含)

以上的成績為目標，強化學生

專業能力的認證並達到畢業門

檻的要求。

學生藉由報考TKT證照，檢視並強化自我專業

知識；透過證照成果提升教學自信心。

1.課程預計安排本系1位老師自民國108年10月

7日至12月9日止，共計10週課程，每次課程預

計執行2小時(預計上課模組：Module2、3)，

每個模組預計12人上課。 2.擬輔助本系學生學

習並提升其外語教學專業知識，報考TKT證照

考試的學生通過率(Band 3)達70-80%。

無進度 -- 否 資料完整

9 10801000501 10808 外語教學系 1  1-3  1-3-2  外語教學盃 2019/9/1 ~

2019/11/30

61200 否 為提升英語教學在課堂上的品

質，特規劃英語教學比賽，期

望能夠啟發更多優秀的未來英

語老師投入創新創意的教學發

想，提升教學創意能力。

1.善用創意學習輔導策略及辦理外語教學競賽

，增進學生主動學習之動力，運用學生之教學

專業並激發學生教學創意，進而養成其終身自

主學習之良好學習態度與創新思維。 2.藉由外

語教學競賽分享經驗及與他校參賽同學相互觀

摩與學習。

預計於民國108年9月1日至11月18日辦理

「2019全國大專校院文藻外語教學盃英語創意

教學競賽」，預計至少10件作品參賽，並邀請

3位評審從中評選出優秀作品。

無進度 -- 否 資料完整

10 10801000500 10808 外語教學系 1  1-3  1-3-2  全國性/國際性

競賽

2019/5/3 ~

2019/11/30

12600 否 將專業課程結合各項相關活動

，鼓勵學生組隊參加各項展演

與競賽活動。

提升學生在校外(創意)競賽成績與能見度，並

加強本系所學生與外校學生切磋學習之機會，

展現在校學習成果。

107學年度第2學期： 108.04.27外教系4年級何

羽同學參加「2019全國大專院校解決社會問題

英文演獎比賽」(台北扶輪社)入圍決賽，憾未

獲得前三名次； 108.04.30外教系4年級(4組作

品計30位同學)參加「2019全國技專校院學生

實務專題製作競賽」(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共

計1組入圍決賽，並於108.05.23-25出席決賽暨

成果展(指導老師：梅馨云老師、龔萬財老師)

，憾未獲獎。 108.05.28外教所碩專班2年級巫

玉君同學參加「2019第11屆校際傑出博碩士論

文授權發表暨競賽」(國家圖書館、南台科技大

學學)，榮獲「最佳儀態獎」(指導老師：陳佳

吟老師)。 108.06.01外教系4年級何羽同學參

加「2019大專校院英文簡報大賽」(今周刊)，

決賽成果於108.06.01公布，憾未獲獎。

108.06.05外教系1年級計24位同學參加「108

年全國技專院校英語童書創作競賽」(德霖科技

大學)，提出10件作品，共計4組作品入圍，其

中2組作品分別榮獲「最佳藝術設計」及「最

佳人文關懷」獎項(指導老師：陳念霞老師)。

無進度 -- 否 資料完整

11 10801000499 10808 外語教學系 2  2-2  2-2-2  專題教材製作

及發表

2019/11/1 ~

2019/11/30

44189 否 辦理本系第14屆畢業成果展示

，期望學生藉此展現於本系所

學之相關知能與技能。活動將

分為動態展及靜態展方式呈現

，動態展(口語發表)預計於校

內辦理、靜態展預計於校外進

行學生研發之教材作品展出。

激發學生創新及批判性思考，將其創新思維分

享給同儕，促進提升自主學習與同儕合作學習

態度與習慣之養成。

1.靜態展日期：預計於民國108年11月23至24

日辦理(地點：台鋁MLD)； 2.動態展日期：預

計於民國108年11月29日辦理(地點：本校文園

W211)； 3.本系第14屆畢業成果展，預計產出

7件教學組作品及1件研究組作品，另計6件學

期海外實習暨交換生心得分享組作品。

新進度 更新【量化成

效】：靜/動態

展日期及地

點。

否 資料完整

12 10801000498 10808 外語教學系 4  4-3  4-3-0  專業服務學習

課程(外語專業

服務尖兵)

2019/3/1 ~

2019/11/30

55800 否 開設「教學實習與服務學習課

程」課程，鼓勵學生進行社會

關懷相關活動，培養社會關懷

精神與承擔社會責任之態度。

除招收學員至校內學習英語外

，活動另將配合「畢業專題」

課程以暑期營隊方式進行，每

梯次約1~2個禮拜、組織外教

服務尖兵，進行校外服務跟關

懷活動。

透過結合本系四年所學之英語教學技巧與社會

實踐精神融合，除讓學生培養社會責任、訓練

團隊合作能力外，也藉以提升教學專業力，並

從學員習得英語的成果中得到教學自信心與成

就感。

108年3月至6月，本系「教學實習與服務學

習」課程，共計開設2班兒童組、1班成人組及

1班國中組，招收並教授計60位兒童、36位成

人及142位國中生進行英語課程服務。 108年7

月至八月，本系預計規劃6組暑期營隊進行英

語教學服務。

無進度 -- 否 資料完整

13 10801000389 10807 外語教學系 4  4-3  4-3-0  專業服務學習

課程(外語專業

服務尖兵)

2019/3/1 ~

2019/11/30

55800 否 開設「教學實習與服務學習課

程」課程，鼓勵學生進行社會

關懷相關活動，培養社會關懷

精神與承擔社會責任之態度。

除招收學員至校內學習英語外

，活動另將配合「畢業專題」

課程以暑期營隊方式進行，每

梯次約1~2個禮拜、組織外教

服務尖兵，進行校外服務跟關

懷活動。

透過結合本系四年所學之英語教學技巧與社會

實踐精神融合，除讓學生培養社會責任、訓練

團隊合作能力外，也藉以提升教學專業力，並

從學員習得英語的成果中得到教學自信心與成

就感。

108年3月至6月，本系「教學實習與服務學

習」課程，共計開設2班兒童組、1班成人組及

1班國中組，招收並教授計60位兒童、36位成

人及142位國中生進行英語課程服務。 108年7

月，本系預計規劃6組暑期營隊進行英語教學

服務。

無進度 -- 否 資料完整

14 10801000388 10807 外語教學系 2  2-2  2-2-2  專題教材製作

及發表

2019/11/1 ~

2019/11/30

44189 否 辦理本系第14屆畢業成果展示

，期望學生藉此展現於本系所

學之相關知能與技能。活動將

分為動態展及靜態展方式呈現

，動態展(口語發表)預計於校

內辦理、靜態展預計於校外進

行學生研發之教材作品展出。

激發學生創新及批判性思考，將其創新思維分

享給同儕，促進提升自主學習與同儕合作學習

態度與習慣之養成。

預計於民國108年11月底辦理本系第14屆畢業

成果展，共計產出7件教學組作品及1件研究組

作品，另計6件學期海外實習暨交換生心得分

享組作品。

無進度 -- 否 資料完整

01 - 高等教育深耕計畫執行成果

狀態預期量化 活動執行進度內容當月已完成之執行進度內容如下活動已結束執行活動名稱 活動起迄日 活動經費 統籌單位 活動內容 預期質化流水號 填報年月 填表單位 分項計畫編號 子計畫編號 細部計畫編號



15 10801000387 10807 外語教學系 1  1-3  1-3-2  全國性/國際性

競賽

2019/5/3 ~

2019/11/30

12600 否 將專業課程結合各項相關活動

，鼓勵學生組隊參加各項展演

與競賽活動。

提升學生在校外(創意)競賽成績與能見度，並

加強本系所學生與外校學生切磋學習之機會，

展現在校學習成果。

107學年度第2學期： 108.04.27外教系4年級何

羽同學參加「2019全國大專院校解決社會問題

英文演獎比賽」(台北扶輪社)入圍決賽，憾未

獲得前三名次； 108.04.30外教系4年級(4組作

品計30位同學)參加「2019全國技專校院學生

實務專題製作競賽」(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共

計1組入圍決賽，並於108.05.23-25出席決賽暨

成果展(指導老師：梅馨云老師、龔萬財老師)

，憾未獲獎。 108.05.28外教所碩專班2年級巫

玉君同學參加「2019第11屆校際傑出博碩士論

文授權發表暨競賽」(國家圖書館、南台科技大

學學)，榮獲「最佳儀態獎」(指導老師：陳佳

吟老師)。 108.06.01外教系4年級何羽同學參

加「2019大專校院英文簡報大賽」(今周刊)，

決賽成果於108.06.01公布，憾未獲獎。

108.06.05外教系1年級計24位同學參加「108

年全國技專院校英語童書創作競賽」(德霖科技

大學)，提出10件作品，共計4組作品入圍，其

中2組作品分別榮獲「最佳藝術設計」及「最

佳人文關懷」獎項(指導老師：陳念霞老師)。

無進度 -- 否 資料完整

16 10801000386 10807 外語教學系 1  1-3  1-3-2  外語教學盃 2019/9/1 ~

2019/11/30

61200 否 為提升英語教學在課堂上的品

質，特規劃英語教學比賽，期

望能夠啟發更多優秀的未來英

語老師投入創新創意的教學發

想，提升教學創意能力。

1.善用創意學習輔導策略及辦理外語教學競賽

，增進學生主動學習之動力，運用學生之教學

專業並激發學生教學創意，進而養成其終身自

主學習之良好學習態度與創新思維。 2.藉由外

語教學競賽分享經驗及與他校參賽同學相互觀

摩與學習。

預計於民國108年9月1日至11月18日辦理

「2019全國大專校院文藻外語教學盃英語創意

教學競賽」，預計至少10件作品參賽，並邀請

3位評審從中評選出優秀作品。

新進度 新增量化說

明：活動辦理

日期。

否 資料完整

17 10801000385 10807 外語教學系 1  1-1  1-1-2  專業證照課程

(TKT)

2019/9/30 ~

2019/11/30

65700 否 為提高本系學生「劍橋英語教

師認證(TKT)」證照考試通過率

，本系預計開設TKT證照研習

班，協助學生準備並通過TKT

證照考試，以通過Band 3(含)

以上的成績為目標，強化學生

專業能力的認證並達到畢業門

檻的要求。

學生藉由報考TKT證照，檢視並強化自我專業

知識；透過證照成果提升教學自信心。

1.課程預計安排本系1位老師自民國108年10月

7日至12月9日止，共計10週課程，每次課程預

計執行2小時(預計上課模組：Module2、3)，

每個模組預計12人上課。 2.擬輔助本系學生學

習並提升其外語教學專業知識，報考TKT證照

考試的學生通過率(Band 3)達70-80%。

新進度 新增量化說

明：課程規劃

日期。

否 資料完整

18 10801000384 10807 外語教學系 2  2-2  2-2-1  補助學生進行

海外實習暨導

師訪視活動

2019/1/31 ~

2019/11/30

72000 否 系上積極開發海外實習機會，

鼓勵學生踴躍參與，與東南亞

國家及大陸的學校或廠商合作

推動海外實習機會。

透過創新的校外實習課程以及雙師輔導機制增

加學生的實務經驗與專業知能，並使學生將所

學理論與實務結合，增加就業競爭力。

（目前尚在規劃中） 無進度 -- 否 資料完整

20 10801000289 10806 外語教學系 1  1-3  1-3-2  國內實習訪視 2019/1/30 ~

2019/11/30

43320 否 積極鼓勵學生赴校外實習，將

於本校所學之專業知識與業界

實務結合。安排實習訪視指導

老師，了解學生實習近況及評

估實習環境，以作為未來學生

實習延續合作之依據。

透過創新的校外實習課程以及雙師輔導機制增

加學生的實務經驗與專業知能，並使學生將所

學理論與實務結合，增加就業競爭力。

1.民國108年1月30日安排本系陳念霞老師赴雲

林縣實習機構(長宏補習班)進行實習訪視。

無進度 -- 否 資料完整

21 10801000287 10806 外語教學系 2  2-2  2-2-1  補助學生進行

海外實習暨導

師訪視活動

2019/1/31 ~

2019/11/30

72000 否 系上積極開發海外實習機會，

鼓勵學生踴躍參與，與東南亞

國家及大陸的學校或廠商合作

推動海外實習機會。

透過創新的校外實習課程以及雙師輔導機制增

加學生的實務經驗與專業知能，並使學生將所

學理論與實務結合，增加就業競爭力。

（目前尚在規劃中） 無進度 -- 否 資料完整

22 10801000210 10806 外語教學系 1  1-1  1-1-2  專業證照課程

(TKT)

2019/9/30 ~

2019/11/30

65700 否 為提高本系學生「劍橋英語教

師認證(TKT)」證照考試通過率

，本系預計開設TKT證照研習

班，協助學生準備並通過TKT

證照考試，以通過Band 3(含)

以上的成績為目標，強化學生

專業能力的認證並達到畢業門

檻的要求。

學生藉由報考TKT證照，檢視並強化自我專業

知識；透過證照成果提升教學自信心。

(課程尚在規劃中) 擬輔助本系學生學習並提升

其外語教學專業知識，報考TKT證照考試的學

生通過率(Band 3)達70-80%。

無進度 -- 否 資料完整

23 10801000209 10806 外語教學系 1  1-3  1-3-2  外語教學盃 2019/9/1 ~

2019/11/30

61200 否 為提升英語教學在課堂上的品

質，特規劃英語教學比賽，期

望能夠啟發更多優秀的未來英

語老師投入創新創意的教學發

想，提升教學創意能力。

1.善用創意學習輔導策略及辦理外語教學競賽

，增進學生主動學習之動力，運用學生之教學

專業並激發學生教學創意，進而養成其終身自

主學習之良好學習態度與創新思維。 2.藉由外

語教學競賽分享經驗及與他校參賽同學相互觀

摩與學習。

(活動尚在規劃中) 預計辦理「2019全國大專校

院文藻外語教學盃英語創意教學競賽」，預計

至少10件作品參賽，並邀請3位評審從中評選

出優秀作品。

無進度 -- 否 資料完整

24 10801000208 10806 外語教學系 1  1-3  1-3-2  全國性/國際性

競賽

2019/5/3 ~

2019/5/6

12600 否 將專業課程結合各項相關活動

，鼓勵學生組隊參加各項展演

與競賽活動。

提升學生在校外(創意)競賽成績與能見度，並

加強本系所學生與外校學生切磋學習之機會，

展現在校學習成果。

107學年度第2學期： 108.04.27外教系4年級何

羽同學參加「2019全國大專院校解決社會問題

英文演獎比賽」(台北扶輪社)入圍決賽，憾未

獲得前三名次； 108.04.30外教系4年級(4組作

品計30位同學)參加「2019全國技專校院學生

實務專題製作競賽」(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共

計1組入圍決賽，並於108.05.23-25出席決賽暨

成果展(指導老師：梅馨云老師、龔萬財老師)

，憾未獲獎。 108.05.28外教所碩專班2年級巫

玉君同學參加「2019第11屆校際傑出博碩士論

文授權發表暨競賽」(國家圖書館、南台科技大

學學)，榮獲「最佳儀態獎」(指導老師：陳佳

吟老師)。 108.06.01外教系4年級何羽同學參

加「2019大專校院英文簡報大賽」(今周刊)，

決賽成果於108.06.01公布，憾未獲獎。

108.06.05外教系1年級計24位同學參加「108

年全國技專院校英語童書創作競賽」(德霖科技

大學)，提出10件作品，共計4組作品入圍，其

中2組作品分別榮獲「最佳藝術設計」及「最

佳人文關懷」獎項(指導老師：陳念霞老師)。

新進度 新增

108.05.28、

108.06.05競賽

資訊，修正

108.04.30、

108.06.01競賽

結果。

否 資料完整

25 10801000207 10806 外語教學系 2  2-2  2-2-2  專題教材製作

及發表

2019/11/1 ~

2019/11/30

44189 否 辦理本系第14屆畢業成果展示

，期望學生藉此展現於本系所

學之相關知能與技能。活動將

分為動態展及靜態展方式呈現

，動態展(口語發表)預計於校

內辦理、靜態展預計於校外進

行學生研發之教材作品展出。

激發學生創新及批判性思考，將其創新思維分

享給同儕，促進提升自主學習與同儕合作學習

態度與習慣之養成。

預計於民國108年11月底辦理本系第14屆畢業

成果展，共計產出7件教學組作品及1件研究組

作品，另計6件學期海外實習暨交換生心得分

享組作品。

新進度 新增【量化說

明】：增敘學

期海外實習暨

交換生心得分

享組別*6。

否 資料完整

26 10801000206 10806 外語教學系 4  4-3  4-3-0  專業服務學習

課程(外語專業

服務尖兵)

2019/3/1 ~

2019/11/30

55800 否 開設「教學實習與服務學習課

程」課程，鼓勵學生進行社會

關懷相關活動，培養社會關懷

精神與承擔社會責任之態度。

除招收學員至校內學習英語外

，活動另將配合「畢業專題」

課程以暑期營隊方式進行，每

梯次約1~2個禮拜、組織外教

服務尖兵，進行校外服務跟關

懷活動。

透過結合本系四年所學之英語教學技巧與社會

實踐精神融合，除讓學生培養社會責任、訓練

團隊合作能力外，也藉以提升教學專業力，並

從學員習得英語的成果中得到教學自信心與成

就感。

108年3月至6月，本系「教學實習與服務學

習」課程，共計開設2班兒童組、1班成人組及

1班國中組，招收並教授計60位兒童、36位成

人及142位國中生進行英語課程服務。 108年7

月，本系預計規劃6組暑期營隊進行英語教學

服務。

新進度 確認暑期營隊

組數：6組。

否 資料完整

27 10801000042 10805 外語教學系 4  4-3  4-3-0  專業服務學習

課程(外語專業

服務尖兵)

2019/3/1 ~

2019/11/30

55800 否 開設「教學實習與服務學習課

程」課程，鼓勵學生進行社會

關懷相關活動，培養社會關懷

精神與承擔社會責任之態度。

除招收學員至校內學習英語外

，活動另將配合「畢業專題」

課程以暑期營隊方式進行，每

梯次約1~2個禮拜、組織外教

服務尖兵，進行校外服務跟關

懷活動。

透過結合本系四年所學之英語教學技巧與社會

實踐精神融合，除讓學生培養社會責任、訓練

團隊合作能力外，也藉以提升教學專業力，並

從學員習得英語的成果中得到教學自信心與成

就感。

108年3月至6月，本系「教學實習與服務學

習」課程，共計開設2班兒童組、1班成人組及

1班國中組，招收並教授計60位兒童、36位成

人及142位國中生進行英語課程服務。

新進度 截至108.04.30

止，共計招生

招收並教授計

60位兒童、36

位成人及142

位國中生進行

英語課程服

務。

否 資料完整

28 10801000041 10805 外語教學系 2  2-2  2-2-2  專題教材製作

及發表

2019/11/1 ~

2019/11/30

44189 否 辦理本系第14屆畢業成果展示

，期望學生藉此展現於本系所

學之相關知能與技能。活動將

分為動態展及靜態展方式呈現

，動態展(口語發表)預計於校

內辦理、靜態展預計於校外進

行學生研發之教材作品展出。

激發學生創新及批判性思考，將其創新思維分

享給同儕，促進提升自主學習與同儕合作學習

態度與習慣之養成。

預計於民國108年11月底辦理本系第14屆畢業

成果展，共計產出7件教學組作品及1件研究組

作品。

無進度 -- 否 資料完整

29 10801000020 10805 外語教學系 2  2-2  2-2-1  補助學生進行

海外實習暨導

師訪視活動

2019/1/30 ~

2019/11/30

72000 否 系上積極開發海外實習機會，

鼓勵學生踴躍參與，與東南亞

國家及大陸的學校或廠商合作

推動海外實習機會。

透過創新的校外實習課程以及雙師輔導機制增

加學生的實務經驗與專業知能，並使學生將所

學理論與實務結合，增加就業競爭力。

（目前尚在規劃中） 無進度 -- 否 退件

30 10801000012 10805 外語教學系 1  1-3  1-3-2  全國性/國際性

競賽

2019/5/3 ~

2019/5/6

12600 否 將專業課程結合各項相關活動

，鼓勵學生組隊參加各項展演

與競賽活動。

提升學生在校外(創意)競賽成績與能見度，並

加強本系所學生與外校學生切磋學習之機會，

展現在校學習成果。

107學年度第2學期： 108.04.27外教系4年級何

羽同學參加「2019全國大專院校解決社會問題

英文演獎比賽」(台北扶輪社)入圍決賽，憾未

獲得前三名次； 108.04.30外教系4年級(4組作

品計30位同學)參加「2019全國技專校院學生

實務專題製作競賽」(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共

計1組入圍決賽，預計於108.05.23-25出席決賽

暨成果展。(指導老師：梅馨云老師、龔萬財老

師) 108.06.01外教系4年級何羽同學預計參加

「2019大專校院英文簡報大賽」(今周刊)，決

賽成果將於108.06.01公布。

新進度 107學年度第2

學期：

108.04.27外教

系4年級何羽同

學參加「2019

全國大專院校

解決社會問題

英文演獎比

賽」(台北扶輪

社)入圍決賽，

憾未獲得前三

名次；

108.04.30外教

系4年級(4組作

品計30位同學)

參加「2019全

國技專校院學

生實務專題製

作競賽」(國立

雲林科技大學)

，共計1組入圍

決賽，預計於

108.05.23-25

出席決賽暨成

果展。(指導老

師：梅馨云老

師、龔萬財老

師) 108.06.01

外教系4年級何

否 資料完整

31 10801000011 10805 外語教學系 1  1-3  1-3-2  外語教學盃 2019/9/1 ~

2019/11/30

61200 否 為提升英語教學在課堂上的品

質，特規劃英語教學比賽，期

望能夠啟發更多優秀的未來英

語老師投入創新創意的教學發

想，提升教學創意能力。

1.善用創意學習輔導策略及辦理外語教學競賽

，增進學生主動學習之動力，運用學生之教學

專業並激發學生教學創意，進而養成其終身自

主學習之良好學習態度與創新思維。 2.藉由外

語教學競賽分享經驗及與他校參賽同學相互觀

摩與學習。

(活動尚在規劃中) 預計辦理「2019全國大專校

院文藻外語教學盃英語創意教學競賽」，預計

至少10件作品參賽，並邀請3位評審從中評選

出優秀作品。

無進度 -- 否 資料完整

資料完整1.民國108年5月27日安排本系孫&#38901;芳老

師赴台中華盛頓雙語小學實習機構進行實習訪

視。 2.民國108年5月21日安排本系陳念霞老師

赴高雄私立佳昇外語短期補習班實習機構進行

實習訪視。 3.民國108年5月22日安排本系陳念

霞老師赴高雄鈊盛文理短期補習班實習機構進

行實習訪視。 4.民國108年5月24日安排本系陳

念霞老師赴高雄私立第一志願文理短期補習班

實習機構進行實習訪視。 5.民國108年5月28日

安排本系陳念霞老師赴高雄何嘉仁九如分校短

期補習班實習機構進行實習訪視。 6.民國108

年5月310日安排本系陳念霞老師赴高雄長頸鹿

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實習機構進行實習訪

新進度 1.【量化成

效】：107學

年度第2學期說

明內容； 2.

【達成進

度】：

14.10%； 3.

【本月已執行

數】：5,060

元。

否國內實習訪視 2019/1/31 ~

2019/11/30

43320 否 積極鼓勵學生赴校外實習，將

於本校所學之專業知識與業界

實務結合。安排實習訪視指導

老師，了解學生實習近況及評

估實習環境，以作為未來學生

實習延續合作之依據。

透過創新的校外實習課程以及雙師輔導機制增

加學生的實務經驗與專業知能，並使學生將所

學理論與實務結合，增加就業競爭力。

19 10801000383 10807 外語教學系 1  1-3  1-3-2 



32 10801000010 10805 外語教學系 1  1-1  1-1-2  專業證照課程

(TKT)

2019/9/30 ~

2019/11/30

65700 否 為提高本系學生「劍橋英語教

師認證(TKT)」證照考試通過率

，本系預計開設TKT證照研習

班，協助學生準備並通過TKT

證照考試，以通過Band 3(含)

以上的成績為目標，強化學生

專業能力的認證並達到畢業門

檻的要求。

學生藉由報考TKT證照，檢視並強化自我專業

知識；透過證照成果提升教學自信心。

(課程尚在規劃中) 擬輔助本系學生學習並提升

其外語教學專業知識，報考TKT證照考試的學

生通過率(Band 3)達70-80%。

無進度 -- 否 資料完整

資料完整新進度 1.【量化成

效】：107學

年度第2學期說

明內容； 2.

【達成進

度】：

2.42%； 3.

【本月已執行

否2019/1/30 ~

2019/11/30

43320 否 積極鼓勵學生赴校外實習，將

於本校所學之專業知識與業界

實務結合。安排實習訪視指導

老師，了解學生實習近況及評

估實習環境，以作為未來學生

實習延續合作之依據。

透過創新的校外實習課程以及雙師輔導機制增

加學生的實務經驗與專業知能，並使學生將所

學理論與實務結合，增加就業競爭力。

1.民國108年1月30日安排本系陳念霞老師赴雲

林縣實習機構(長宏補習班)進行實習訪視。

33 10801000004 10805 外語教學系 1  1-3  1-3-2  國內實習訪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