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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

全面提昇教師教學成
效評量、檢討改進及
輔導

邀請校外專家針對現有教學意 第一套(通用類課程)及第二套 已整理99學年度及100學年度第一套(通用類課程)及 目前現行第一套(通用類課程)及第二套 5%
見調查之內容進行檢討及修正 (操作類課程)教學意見調查成 第二套(操作類課程)教學意見調查結果，將送由外校 (操作類課程)教學意見調查結果更能反
，使調查結果更具公正性。 果具高度信效度。
學者專家進行分析，以確定目前現行二套教學意見調 應學生需求及教師待改進面向。
查表題目具高度信效度。

5-1-1

五專菁英班

針對五專精英班語言課程實施 五專菁英班英文、法文、德
小班教學。
文、西班牙文、日文等課程
皆分為二小組授課，每小組
人數以不超過25人為原則。

截至100年08月23日止，99學年度第2學期一年級菁
英班學生共11門課程進行小班教學，課程分屬英文
系、法文系、德文系、西班牙文系、日文系。 截至
101年02月16日止，100學年度第1學期一年級及二年
級菁英班學生共17門課程進行小班教學，課程分屬英
文系、法文系、德文系、西班牙文系、日文系。 截
至101年03月22日止，100學年度第2學期一年級及二
年級菁英班學生共17門課程進行小班教學，課程分屬
英文系、法文系、德文系、西班牙文系、日文系。
截至101年09月26日止，101學年度第1學期一年級、
二年級及三年級菁英班學生共29門課程進行小班教學
，課程分屬英文系、法文系、德文系、西班牙文系、
日文系。

5-1-1

第二外語重點課程小
班教學

針對全校寫作、會話、教學實 提高教學品質，兼顧每位學
習與演練、翻譯、實作等大班 生學習需求。
課程進行分組教學，增加學生
練習機會，讓授課教師能針對
學生個別程度差異進行加強。

3-3-4

建立完善之課程地圖

結合「課程地圖系統」與「學
生學習歷程檔案系統」之職涯
與就業輔導機制，學務處與教
務處於期中及期初針對全校學
生(教師)召開使用說明會。

● 每學期針對全校師辦理
「課程地圖系統」及「學生
學習歷程檔案系統」說明會
各1場。 ● 預計全校90%學生
皆能建立起自己的生涯與學
習規劃圖。

經費執行進度

累計執行數

累計執行率%

19 教務
處課
務組

2012/12/31

0

0.00%

0

0%

4000

教師針對個別學生於教學過程裏的每一 75%
步驟對行評估與修正，因而增進教學效
果，更能進一步提高教學品質及學習成
效。

19 教務
處課
務組

2012/12/31

0

0.00%

1859290

62.47%

2976480

截至100年08月23日止，99學年度第2學期全校共有 因教師更能針對學生個別性差異進行教 75%
57門寫作、會話、教學實習與演練、翻譯、實作等相 學，使學生更能提升學習成效。
關科目進行小班教學，共計拆分為244小班授課。 截
至101年02月16日止，100學年度第1學期全校共有 62
門寫作、會話、教學實習與演練、翻譯、實作等相關
科目進行小班教學，共計拆分為266小班授課。 截至
101年3月22日止，100學年度第2學期全校共有61門
寫作、會話、教學實習與演練、翻譯、實作等相關科
目進行小班教學，共計拆分為265小班授課。截至101
年9月26日止，101學年度第1學期全校共有58門寫
作、會話、教學實習與演練、翻譯、實作等相關科目
進行小班教學，共計拆分為268小班授課。

19 教務
處課
務組

1.已於100年6月1日針對校內師生舉辦乙埸「課程地 培養種子教師及學生，在志工的推動下 25%
圖系統暨學生學習歷程檔案系統工作坊」。 2.99學 ，使學生更能結合生涯規劃與選課規
年度第2學期共計2,133門課程可供規劃。100學年度 劃。
第1學期共計2,211門課程可供規劃。100學年度第2學
期共計2,119門課程可供規劃 3.99學年度在課程地圖
系統中，已做升學與學習規劃者454人，工作與學習
規劃662人。100學年度第1學期已做升學與學習規劃
者411人，工作與學習規劃668人。100學年度第2學
期已做升學與學習規劃者428人，工作與學習規劃678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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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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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救/補充教學

針對未通過語檢檢定門檻之應 預計每學年下學期可減少約
屆畢業生同學開立補救教學， 10%至15%參與語檢替代課程
將針對日間部同學開設兩期課 學生人數。
程，每期2學分2小時，每位同
學需參加2期共4學分課程。

1.99學年度第2學期截至100年07月23日，期間因通過 降低學生對畢業門檻恐懼感，但也透過
其他同等級檢定或第二套語檢畢業門檻退課，全校共 嚴格標準的課程設計，加強並加深學生
計353位學生參與語檢替代課程：英文加強班206名、 對外語的掌握能力。
英文進階班82名、法文加強班4名、德文加強班21
名、西文加強班40名。 2.100年5月29日已完成英
文、法文、德文及西班牙文替代課程授課，各班別通
過率如下：英文加強班92.58%、英文進階班90.35%、
法文加強班100%、德文加強班79.41%、西班牙文加
強班97.67%。 1.99學年度第2學期截至100年07月23
日，期間因通過其他同等級檢定或第二套語檢畢業門
檻退課，全校共計353位學生參與語檢替代課程：英
文加強班206名、英文進階班82名、法文加強班4名、
德文加強班21名、西文加強班40名。 2.100年5月29
日已完成英文、法文、德文及西班牙文替代課程授課
，各班別通過率如下：英文加強班92.58%、英文進階
班90.35%、法文加強班100%、德文加強班79.41%、
西班牙文加強班97.67%。 3.100學年度第1學期截至
100年02月16日，全校共496位學生參與語檢替代課
程：英文加強班238名、英文進階班187名、法文加強
班5名、德文加強班36名、西文加強班30名。 4.100
學年度第2學期截至100年3月22日，全校共336位學
生參與語檢替代課程：英文加強班168名、英文進階
班114名、法文加強班11名、德文加強班19名、西文
加強班24名。 5.101學年度第1學期截至101年9月27
日，全校共405位學生參與語檢替代課程：英文加強
班203名、英文進階班91名、法文加強班36名、法文
進階班6名、德文加強班20名、西文加強班33名。

3-2-1

預警系統程式

1.教務單位邀請諮輔中心、外
診中心、資教中心及程式設計
廠商共同研商系統架構，並確
認執行流程。 2.教務單位邀
請6位種子教師，請其提供被
預警學生常見原因及學習建
議。 3.執行流程表提供給廠
商，並請其進行估價及系統設
計。 4.請種子教師上線進行
系統測試，並提供其建議給廠
商，以利修正程式。 5. 100
學年度正式上線進行期中預警
系統運行，希望藉由任課教師
提供被預警學生學習建議，或
轉介學生至諮輔中心或外診中
心，學生可得到個別輔導，導
師在此期間負責追蹤被預警學
生是否進行改善學習狀況，教
務單位將於學期結束後彙整輔
導資料及進行學習成效分析，
並提供給各系參考。

1.與種子教師及各相關單位開會確認期中預警系統架
構。 2.提供予廠商及資教中心系統架構需求並已送
申購單。 3.總務處進行採購中。 4.已完成採購，並
由廠商進行程式撰寫中。 5.廠商交付教師設定預警
原因及學習建議功能之程式，完成初步測試後，現由
廠商再進行程式修改中。 6.已完成第一階段系統程
式測試；另採購S2E統計分析軟體。 7.完成第一階段
系統程式驗收，預計舉辦三場期中預警教育訓練說明
會。 8.公告週知全校師生進行期中預警作業，並適
時提醒師生上網查看訊息。進行第二階段程式驗收。
9.彙算統計預警執行情形，完成預警系統驗收。 10.
簽呈核准將結餘款挪至101年度繼續執行此計畫，並
新增學習輔導營，以增進學習輔導成效。 11.將1001
學期各班學期成績提供紙本資料予導師及各系主任存
參。截至3月15日總計舉辦6場學習輔導團體活動，共
計29人次參與活動。 12.3月份總計舉辦9場學習輔導
團體活動，共計45人次參與活動。13.執行期中預警
系統，請任課教師上網填報預警名單並給學習建議，
上網公告同時寄信予每位被預警同學，請其依教師給
予建議改善個人學習情形，同時請導師協助輔導，彙
整各類預警資料寄予各系主任，以作為未來改善學習
輔導之依據。 14.填報學習輔導團體活動成效表並進
行請款作業。 15.提供1002學期每位學生學業成績予
各班導師及各系主任，敬請導師協助輔導學習成效不
佳之同學。

學生經由擬定讀書學習計畫
反思個人學習狀況不佳之原
因，並提出修正方案再由任
課教師適時協助輔導以期達
到學習及輔導雙贏之成效。
未來各系可依據此系統彙整
之學習輔導記錄，適時加強
或增加補救教學機制，以降
低學生因學習狀況不佳而休
退學。

1.100學年度第1學期全校總計開設2206
門課程，其中，有1753門課執行預警設
定約80%，尚有453門課未做預警設定約
20%。 2.100學年度第1學期全校期中預
警人次總計有6,377人次被預警，其中
，有4,523人次學期成績及格，及格比
率為70.93%。 3.100學年度第2學期全
校總計開設2,119門課程，其中，有
1751門課執行預警設定約82.6%，尚有
368門課未做預警設定約17.4%。 4.100
學年度第2學期全校期中預警人次總計
有6,360人次被預警，其中，有4,499人
次學期成績及格，及格比率為70.74%。

75%

19 教務
處課
務組

75% 20 教務
處註
冊組

經費執行進度

預計完成日

小計
本月已執行數 本月執行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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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執行進度

2012/12/31

2012/12/31

24.16%

287500

0

0.00%

累計執行數

862500

69225

累計執行率%

72.48%

72.11%

1190000

9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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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能力檢核大學英
語能力測驗(第二級)

日間部所有學生約8250人(四
技、二技、五專全體學生及部
份研究所學生)每學年參加一
次英語能力檢測。

1.四技學生的英語能力成績
作為分班或是施以菁英教學
及補救教學之依據。 2.提供
舊生多次的英語能力檢測，
增加其通過門檻機會。

1.4/24辦理第一次大學英語能力測驗，共計報名4632
人，到考4459人，缺席173人，到考率96.26%。成績
採計總人數4457人，對照GEPT中高級初試1478人
(33.16%)；中級初試1793人(40.23%)；初級初試1010
人(22.66%)，證照總取得率為96.05%；應屆畢業生取
得中高級初試307人，中級初試345人，初級初試203
人，證照取得率為96.28%(參加考試應屆畢業生人數
888人)，已達100學年度指標--60%以上應屆畢業生取
得英語證照；四技各學系通過畢業門檻人數1149人，
通過率為29%（四技總考生人數3967人）。 2.100年8
月9日辦理第二次大學英語能力測驗，共計報名501人
，到考490人，到考率97.80%；100年8月30日辦理四
技新生(聯合登記分發)大學英語能力測驗，共計報名
656人，到考630人，到考率96.04%。成績採計總人
數1120人，對照GEPT中高級初試287人(25.63%)；中
級初試437人(39.02%)；初級初試325人(29.02%)，證
照總取得率為93.66%。 3.100年10月2日辦理第三次
大學英語能力測驗，共計報名2736人，到考2688人，
到考率98.25%，成績採計總人數2687人，對照GEPT
中高級初試1117人(41.57%)；中級初試935人
(34.80%)；初級初試559人(20.80%)，證照取得率為
97.17%；應屆畢業生取得中高級初試504人，中級初
試356人，初級初試177人，證照取得率為97.28%(參
加考試應屆畢業生人數1066人)，已達100學年度指
標--60%以上應屆畢業生取得英語證照；二技各學系
通過畢業門檻人數273人，通過率為69.64%（二技總
考生人數392人）；五專各學系通過畢業門檻人數664
人，通過率為35.19%（五專總考生人數1887人）。
4. 101年4月22日辦理第四次大學英語能力測驗，共
計報名4871人，到考4728人，缺席143人，到考率
97.06%，缺考率2.94%。5/14語測中心通知成績，樞
紐分析如下：成績採計總人數4,726人，對照GEPT中
高級初試1,807人(38.24%)；中級初試1,774人
(37.54%)；初級初試919人(19.45%)，證照取得率為
95.22%；應屆畢業生取得中高級初試492人，中級初
試405人，初級初試193人，證照取得率為94.95%（
應屆畢業生參加考試人數1,148人）；四技各學系通
過畢業門檻人數1,472人，通過率為34.2%（四技總考
生人數4,306人）。5. 101年8月7日辦理101學年度第
一次大學英語能力測驗，共計報名585人，到考570人
，缺席15人，到考率97.44%；101年8月28日辦理四
技新生(聯合登記分發)大學英語能力測驗，共計595
人，到考581人，到考率97.65%。成績採計總人數
1,151人，對照GEPT中高級初試326人(28.32%)，中級
初試395人(34.32%)，初級初試284人(24.67%)，證照
取得率87.32%。

100/4/24成績可作為： 1.四技100學年 88%
度英語課程能力分班之參考依據。 2.99
學年度第2學期英語實力養成班篩選分
級之參考。 3.註冊組檢視應屆畢業生英
檢門檻之依據。 4.學生自我能力檢視及
未來學習規劃之依據。 101/8/9&30及
10/2成績可作為： 1.四技100學年度英
語課程能力分班之參考依據。 2.100學
年度第1學期英語實力養成班篩選分級
之參考。 3.註冊組檢視應屆畢業生英檢
門檻之依據。 4.學生自我能力檢視及未
來學習規劃之依據。 101/4/22成績可
作為(預計5月下旬由語測中心寄送)：
1.四技101學年度英語課程能力分班之
參考依據。 2.101學年度第1學期英語
實力養成班篩選分級之參考。 3.註冊組
檢視應屆畢業生英檢門檻之依據。 4.學
生自我能力檢視及未來學習規劃之依
據。101/8/7&28成績可作為： 1.四技
101學年度英語課程能力分班之參考依
據。 2.101學年度第1學期英語實力養
成班篩選分級之參考。 3.註冊組檢視應
屆畢業生英檢門檻之依據。 4.學生自我
能力檢視及未來學習規劃之依據。

22 教務
處綜
合業
務組

經費執行進度

預計完成日

小計
本月已執行數 本月執行率%

2-1-4

經費執行進度

2012/12/31

496010

6.22%

累計執行數

6627607

累計執行率%

83.07%

79788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