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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活動名稱

執行內容

為提升學生英語能力，增強學生英文學
習興趣，並鼓勵創意與團隊默契等能力
，本系透過辦理文藻盃全國英語競賽及
校際交流，以觀摩彼此口語演說技巧、
創作能力及語言學習成果。
文藻盃高中職組全國英語演說比賽:108年
提升學生學習成效與
10月11日(五)上午9:00-下午4:00文藻盃高
競賽成果-文藻盃
中職組全國英語團體說故事比賽:108年10
月12日(六)上午9:00-下午4:00文藻盃大專
組全國英語即席演講比賽：108年5月10
日(五) 上午11:00-下午4:00文藻盃大專組
全國英詩團體朗誦比賽：108年5月11日
(六) 上午11:00-下午4:00

開設40人為上限的英語證照班，邀請本
系專業老師授課，107學年度第2學期由
王馨苓老師擔任多益證照班授課教師，
開課期間為108年3月20日至5月22日每個
專業證照課程/講座 星期三的16:30-18:30，108學年度第1學期
(TOFEL/ILETS/TOEIC 由何姿瑩老師擔任托福證照班授課老師
，開課時間為108年9月25日至108年11月
)
27日，提供學生每學期10周的課程訓練
，並鼓勵學報考英語證照考試，充實學
習領域。

【因Rollins College無法如期到學校進行
訪問，故申請更改為對外華語能力檢定
證照班】「教育部對外華語教學能力認
證考試」是教育部舉辦的國家認證考試
，旨在執行國家對外華語教學政策，提
升對外華語教學人員之教學能力，確立
其專業地位。從2007年起，每年於五月
左右報名，七月底舉辦考試，獲得認證
的考生華語教學專業能力受到肯定，不
論在國內外尋求相關工作都相對容易。

預期成效

本系辦理文藻盃全國英語
競賽已屆十年以上，活動
辦理聲譽良好，每次皆吸
引全國高中、職及大專校
院學生躍躍欲試。參賽同
學不僅可從準備比賽之過
程稱增強團隊合作之默契
及英語能力，更能透過觀
摩各校隊伍比賽狀況進一
步提升英語能力。

1.奠定並拓展學生的職涯
準備與規劃。
2.提升學生國際競爭力與
專業素養。
3.提升學生一般知能(軟能
力)。

成效(質化)

成效(量化)

執行情形

1.參賽人/組數預計20人/組(各4項
競賽)。2.上午之複賽預計淘汰12
人/組，下午決賽以8人/組取1~5
名，並頒發獎金及獎狀。3.４場
比賽共邀請14位來自不同大學的
教授擔任評審，提供參賽者最公
平、公正並專業的意見。

已執行

1.全數同學皆認真聽講為期8
周的課程。
80%的學生對於課程規劃感到滿
2.經調查，多益班大約有22 意，學生本身學習慾望強烈，故
位同學於107學年度自行報 課程參與率及反應都相當良好。
考多益考試

已執行

2項競賽共19組隊伍報名，
來自全台各個學校的選手皆
相當優秀，比賽競爭十分激
烈，而文藻代表隊再創佳績
，2項競賽皆勇奪前3名！
英語即席演講比賽第三名：
UT4B 何羽 指導老師：外教
系孫韵芳老師
英語即席演講比賽第四名：
UE4C 葉珍善 指導老師：英
文系喬惠芝老師
英詩團體朗誦比賽：UE4C
葉珍善、周姵辰 指導老
師：英文系胡志祥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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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辯論競賽

本課程是為有志參加「教育部對外華語
教學能力認證考試」的同學設計的密集
課程。總計36個小時，課程內容依據考
試科目分為五大部分：
1.華語文教學（8小時）：介紹華語文教
學所需具備的教學觀、專業知識 以及教
學方法。
2.漢語語言學（8小時）：介紹漢語的語
言學理論，包括漢語的特徵、構詞法、
句法，以及語用現象。
3.華人社會與文化（8小時）：介紹社會
文化與語言習得之關係，以及華人社會
文化之發展。
4.國文（4小時）：介紹中文的語文知
識、古典文學作品、現代文學作品、文
學常識，以及名句名篇。
5.華語口語與表達（8小時）：介紹華語
的標準發音，提升學生華語發音的準確
度和流利度。

由於許多文藻學生畢業後
都會出國升學，如能於文
藻就學期間準備這項認證
考試，考上證照後再出國
，於國外期間將可累積相
關工作經驗，對於生涯規
劃將會是一大助益。尤其
文藻學生在學期間大多修
習兩種外語，如果未來有
意朝華語教職發展，相對
於大多數只懂一門外語的
競爭者，將具有更大的優
勢。

由於許多文藻學生畢業後
大部分都直升職場，如能
於文藻就學期間準備這項
認證考試，準備證照期間
將可累積相關工作經驗，
對於生涯規劃將會是一大
助益。尤其文藻學生在學
期間大多修習兩種外語，
如果未來有意發展，相對
於大多數只懂一門外語的
競爭者，將具有更大的優
勢。

由於許多文藻學生畢業後都
會出國升學，於文藻就學期
間準備這項認證考試，考上
證照後再出國，於國外期間
可累積相關工作經驗，對於
生涯規劃會是一大助益。

本系白豐碩老師規畫一系列為期
12周的課程，提供本校學生學習
除日常課程外的考證技巧，有助
於學生爭取赴國外任教或實習的
機會。
參與此課程學生約30人，有80%
學生將在課程結束後報考證照考
試，90%學生擁有基本教學華語
知識

已執行

由目前於業界的畢業校友對
學生進行此證照班課程，提
供實際的專業知識幫助學生
在日後參與檢定更順利，且
校友依照書目主題另外邀請
擔任空服的同事一同教學此
證照班課程。後續學生考照
率及通過率，陸續會以月報
填報。

此證照班依照書目Aviation
English航空英文共9章節，一章節
3小時授課時數，參與此課程學
生為20人。
1.80%學生對於講師的上課內容
能理解及運用 2.85%學生結束課
程後擁有基本航空英文知識

已執行

由於報考資格規定必須取得學士學位或
大學同等學力，本課程主要提供研究所
碩士班，以及四技四年級的本地學生修
讀。因目前教育部尚未公布2020考試日
期參照今年時程，本課程結束後同學預
計會於5月中(5/15-5/22)開始進行報名此
證照考試7月正式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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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今航空專業的重要性不可言喻，無論
出入境旅遊、國際貿易、交流等皆必須
仰賴航空交通運輸，航空屬於一個專業
性高，國際性十分強的產業，且航空產
業市場的發展在台灣、中國大陸，更甚
於亞洲，都處於高速蓬勃的發展狀況，
但國人對於此領域的專業英文，著實了
解不多，希望藉由此證照考試，能夠強
化各種航空、地勤及旅遊專業知識，並
跨領域彈性課程-航 增加對話與面試技巧內容，提升應用與
空英語證照班
研讀的廣泛性。可藉由航空英文證照考
試，鑑定自我學習結果，有助於從事航
空、觀光、領隊與導遊相關領域之工作
，並期望對同學升學有所俾益。此證照
班之參考書目為-Aviation English航空英
文，台灣航空教育發展協會、文藻外語
大學英國語文系編審，華立圖書股份有
限公司。並邀請業界之畢業校友，羅俊

限公司。並邀請業界之畢業校友，羅俊
翔目前任職於長榮航空及本系陳怡婷老
師教學本證照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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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公演

國內實習訪視

畢業公演戲劇演出，由英文科專科部五
年級學生，於10月21日進行展演。
公演主題為謊然大悟The Importance of
Being Earnest，故事的主人翁-傑克.沃森
和好友亞伯特.麥斯威爾為了追求兩位自
稱只愛「恩斯特」的女人，各自使出奇
招。傑克愛上八夫人之女-關，並準備向
她求婚;亞伯特則愛上了傑克的被監護人西希莉。在一個偶然的機緣下，關到鄉
下拜訪傑克，卻意外遇見西希莉，還在
言談間發現他們都和一位名為「恩斯
特」的男人訂婚了。一行人就此展開了
一段荒唐的鬧劇.....

1.80%同學因公演而學習到
藉由戲劇表現結合專業能
如何相互溝通及團隊合作的
力使學生習得團隊合作、
重要。
展現所學、同學互助等優
2.預計校內外於200人參與此
質素養表現。
盛事。

1.108學年度「畢業公演」課程共
有55位學生修課。
2.90%同學因公演而學習到如何
相互溝通及團隊合作的重要。
3.校內外共計1928人參與此盛
事。

透過實地訪視與該機人事
補助本系實習輔導老師訪視國內實習機 部主管討論後續合作，可
構。
增加實習生名額，已經如
何讓雙方合作的更順利。

學生實習滿意度，依照實習
報告書內的五點量表呈現，
可看出以下幾點:1.學生實習
過後對於自己有能力解決實
補助學生進行海外實
藉由選送學生參與海外實 務問題表示:非常肯定。2.透
定額補助海外實習生機票費一人一萬元
每位學生補助10,000元，共
習，深化其專業知能，促 過實習的機會學生非常了解
習暨實習輔導老師訪
整，總共6家實習廠商，實習生共14位。
140,000元整。
進國際觀。
職場的工作型態。3.經過實
視活動
習經驗，非常建議學弟妹出
國實習。4.認為經過此次實
習對於未來找尋工作非常有
幫助。

已執行

已執行

已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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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參訪實地了解3家願意
提供本系學生實習機會之機
因應系上實習及第二外語課程及學生實
構，及洽談了實習相關工作
習需求，本系積極開發適合之實習機
內容等，再加上看到當地在
會。海外實習除了能提供學生體驗實際 透過將學生送至海外實習 雙語人才上所具有之發展和
海外實習機構合作簽
職場工作之經驗之外，還能讓學生生活 機構實習，拓展學生國際 需求，以及企業們對台灣學
約
於不同文化之環境，實際應用所學之外 觀。
生及人才之期待。薦此，此
語能力、培養專業能力、拓展國際觀、
次實習機會將會是一個好的
及學習不同國情。
開始，期望日後能為系上學
生帶來更多在當地實習或就
業之機會。
本計畫表目的為申請辦理客座教授之場
地費與印刷費，本系於11月至12月分別
辦理了兩場客座教授工作坊活動。
客座教授(國內外專 (依照學校規定辦理活動需支付場地費，
業學者)
相關規定與校長判行之公文，請撥空查
看附件檔案)

1. 增進師生對國際企業環
境之了解。
2. 拓展師生國際視野。
3. 提昇教師教學技巧。
4. 修正教材之適切性，使
學生能增加對課程內容之
吸收。

1. 增進師生對國際企業環境
之了解。
2. 拓展師生國際視野。
3. 提昇教師教學技巧。
4. 修正教材之適切性，使學
生能增加對課程內容之吸
收。

1.簽訂兩份MOU(上海精橋/上海
富樂夢)
2.富樂夢相關機構於108學年度第
1學期提供實習生缺額共20名，
目前尚在招募階段，是否能補足
所有缺額要等面試全部結束。

1.共6場學校性演講，校內學生預
計250名，增加學生國際視野。
2.本學期共邀請4所國外大學學者
蒞校辦理工作坊。
4.來訪學者人數為5位。
3.將與該學者建立國際研究之合
作。

已執行

已執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