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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陽科技大學 110 學年度第 一 學期

綱路教學課程－教學計畫書

臺、琭稈綦本實湉

課程名稱 外語能力輔導課程
課程英文名稱 Forei皿Lan即age Remedial Course 

団非同步遠距教學
教學型態 囝同步遠距教學主播學校，靖填列本門課程之收播學校與系所

(1)學校： 墊墮牡拔大箜 (2)系所： 語言更心
授課教師

黃鬼雯講師姓名及職稱
師資來源 口專業系所聘任口通識中心聘任口以上合聘回其他：語言中心聘任

開諜單位名稱 語了生心 學院 系I所
団學士班（口..:::...年制日間 口二年制進修口四年制日間口四年制進修）

課程學制 口碩士班口碩士在職專班口博士班
口其他，說明：

部別 囝 日間部 口進修部（夜間部）

科目類別 口共同科目 団通識科目 口校定科目
口專業科目 □教育科目 口其他，說明：

部校定
口教育部定
団校定口院定口所／系定口其他，說明：

開課期限
団－學期（半年） 口二學期（全年） 口其他（授課學期菽）

選諜別 口必修 団選修口其他

學分菽 。

每週上課時菽 2 I 星期 四 I 節次,�-4

開諜班級數 校內（開課班級）： 1 班，校外（非開課班級）一班

預計 校內（開課班級）： 100 人，校外（非開課班級）一人 ，總人數：丛2Q_人總修課人菽
全英語教學 口是 団否
國外學校合作 國外合作學校與系所名稱：

遠距課程 口國內主播口國內收播口境外專班口雙聯學制口其他，說明：
（有合作學校情填寫）

課程平台網址
■ httg://tronclass.c四t.edu.tw 口其他，說明：

（非同步教學必填）

教學計畫大綱 httQs://teacher.c四t.edu.tw/Em12MainPage.as12x?s)'.S id=l 695&list=242 
檔案連結綱址

（本學期是否為新開設課程：団是口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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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陽科技大學 110 學年度第 一 學期

網路教學課程－教學計畫書
貳丶瑊稈教學計畫... 

本課程旨在培秦學生基礎英文能力以幫助其通過校內之英語能力檢定，進而達
成本校訂定之畢業門檻標準。課程內容主要在透過各種題型之介緒與分析提升

教學目標
學生的聽力及閱讀基本能力。
1. 提升學生基本聽讀能力。
2. 增加基本字索量。
3. 了解英語檢定考試趨勢

適合
未能通過英語門檻要求之應屆畢業生為優先選課

修習對象
（請填寫每週次的授課內容及授課方式）
週次 授煤內容 授嶧方式

1 本學期課程說明 面授

2 前測十聽力測檢高分策略：聽慬問題 口面授団遠距教學

3 聽力測檢高分策略：聽力嵇訣 1 口面授団遠距教學

4 聽力測檢禹分策略：：聽力秘訣 2 口面授囝遠距教學

5 
綜合測驗高分策略：文法概念詞性與主動詞

囝面授口遠距教學一致

6 
綜合測檢高分策略：文法概念動名詞／不定詞／

口面授囝遠距教學
代名詞

7 
綜合測臉禹分策咯：文法概念比較級／情緒分

口面授団遠距教學
詞

8 
綜合測檢高分策咯：文法概念名詞子句／形容

口面授囝遠距教學
課程 詞子句

內容大綱
9 

綜合測檢禹分策咯：文法概念條件子句／副詞
口面授団遠距教學

子句

10 綜合測檢解題技巧 団面授口遠距教學

11 CSEPT 模擬試題 1 口面授団遠距教學

12 CSEPT 模擬試題 1 口面授団遠距教學

13 CSEPT 模擬試題 2 口面授囝遠距教學

14 CSEPT 模擬試題 2 団面授口達距教學

15 CSEPT 模擬試題 3 口面授囝遠距教學

16 CSEPT 模擬試題 3 口面授団遠距教學

17 後測（線上同步測驗） 口面授団遠距教學

18 綜合複習與檢討 団面授口遠距教學

教學方式
（有包含者請選取，可複選）

囝1. 提供線上課程主要及補充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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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

詧理系統

師生互動
討論方式

作業
級交方式

成績
評量方式

上課

注悉事項

団2. 線上線上非同步教學，週數： 11 週，總時tt : __l?___小時
団3. 線上教師或線上助教
団4. 提供面授教學，週數：�，總時數： 10 小時
団5. 提供線上同步教學，週數：_l__週，總時藪： 4 小時
口 6. 其它，說明：
（附註：依據本校遠踩教學T旄霽法，每一科目授緤時菓需達=-分之一 以上以遠踩
教學方式進行）
呈現內容是否包含以下角色及功能
（有包含者請選取，可複選）
1. 提供給系統管理者進行學習管理系統資料庫管理

団個人資料
団課程資訊
団其他相間資料管理功能

�2. 提供教師（助教）、學生必要之學習管理系統功能
団最新消息發佈、瀏覧
団教材內容設計、襯看、下載
囝成續系統管理及查詢
囝進行線上測驗、發佈
団學習實訊
団互動式學習設計（聊天室或討論區）
団各種教學活動之功能呈現
口其他棓關功能，說明：

1. 教師時間(Office Hour) : 星期三16:30-18:20
2. 教師E-mail信箱： phoebehuang@cyut. edu. tw.
3. 辦公室地點及校內分機： D208; Ext. 7528
4. 助教連絡方式： Ext. 7525
5. 教師提供 2 個主題供學生進入討論區討論，且能適時回應學生的問題，並

提供良好回饋，預計全學期參與討論學生共有 100 人次。（附註：每個討
綸主是慮有50!16以上之侈諜學生參興）

6. 其他：
（有包含者靖選取，可複選）

団1. 提供線上說明作業內容
団2. 線上即時作業填答
回 3. 作業檔案上傳及下載
団4線上測驗
団5. 成續查詢
口 6. 其他做法：
平時參與及出席(in-class notes-taking) : 20%
線上自學練習（單字認證）：10%
單元小考測驗(super-testing線上測驗）：40%
課堂成磧（課堂作業或練習題）：30%
1. 需準時上線學習
2. 箝需請假請務必完成靖假流程
3. 出席與參與課堂活動是必須
4. 善用課程時間將學習最大化Try your b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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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陽科技大學 110 學年度第__ 1_ 學期
綱路教學課程－教學計畫書

臺、鑲稈綦本實料

課程名稱 外語能力輔導課程
課程英文名稱 Forei皿Lan印1age Remedial Course 

·非 同步遠距教學
教學型態 ·同步遠距教學主播學校，靖填列本門課程之收播學校與系所

(I)學校： (2)系所：
授課教師

林雅文搆師姓名及職稱
師實來源 口專業系所聘任口通識中心聘任口以上合聘·其他 語言中心

開課單位名稱 人文 學晓 語言中心 系I所
·學士班（口二年制日間 口二年制進修·四年制日間 口四年制進修）

課程學制 口碩士班口碩士在職專班口博士班
口其他，說明：

部別 ·日間部 口進修部（夜間部）

科目類別
口共同科目 ·通識科目 口校定科目
口專業科目 口教育科目 口其他，說明：

部校定
口教育部定

·校定口院定口所／系定口其他，說明：
開諜期限

·一學期（半年） 口二學期（全年） 口其他（授課學期數）

選諜別 ·必修 口選修 口其他

學分教 2

每週上課時敖 2 I 星期 1四 節次 1-2 

開諜班級菽 校內（開課班級）： 1 班，校外（非開課班級）＿＿－班

預計 校內（開課班級）： 70 人，校外（ 非開課班級） 0 人 ，總人藪： 70 人總修課人數
全英語教學 口是 ·否

國外學校合作 國外合作學校與系所名稱：
遠距課程 口國內主播口國內收播仁l境外專班口雙聯學制口其他，說明：

（有合作學校琇填寫）

課程平台網址
■ http://tronclass.cvut.edu.tw 口其他，說明：（非同步教學必

填）

教學計畫大綱
htt12s://cts C):'.l!t edu tw/CTS0006/Re四rt/Courselnfo?ac立11O&sem= I &crs no=O 13 9&lang::zh-TW 

檔案連結網址

（本學期是否為新開設課程：·是口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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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方式

學習
管理系統

師生互動
討論方式

Listening: Listening: Part 3 Short 
11 conversations 口面授·遠距教學

Grammar and Reading: nominal clauses 
Listening: Listening: Part 3 Short 

12 conversations 口面授·遠距教學

Grammar and Reading: relative clauses 

13 
Listening: Listening: Part 4 Short talks 

口面授·遠距教學
Grammar and Reading: relative clauses 

14 
Listening: Listening: Part 4 Short talks 

口面授·遠距教學
Grammar and Reading: passages 

15 
Listening: Listening: Part 4 Short talks 

口面授·遠距教學
Grammar and Reading: passages 

16 
Listening: Listening: Part 4 Short talks 

口面授·遠距教學
Grammar and Reading: passages 

17 Post-exam 口面授·遠距教學

18 Final exam □面授·遠距教學

（有包含者靖選取，可複選）
■ 1. 提供線上課程主要及補充教材
■ 2線上線上非同步教學，週數： 12 週，總時數： 24 小時
口 3線上教師或線上助教
口 4. 提供面授教學，週數： 週，總時敖： －小時
■ 5. 提供線上同步教學，週教：�，總時數： 12 小時
■ 6. 其它，說明：學生可預約導航與教師以線上或實體面授方式踏詢

（附註：依搣本校遠迂教學T旄瓣法，每一科目授琭時菓需達=-分之一以J:.以遠踞
教學方式進行）
呈現內容是否包含以下角色及功能
（有包含者請選取，可複選）
I. 提供玲系統管理者進行學習管理系統資料庫管理

• 個人資料
• 課程資訊
• 其他棓關資料管理功能

2. 提供教師（助教）、學生必要之學習伶理系統功能
■ 最新消息發佈、瀏覧
■ 教材內容設計、櫬看、下載
■ 成續系統管理及查詢
■ 進行線上測駮、發佈
■ 學習資訊
■ 互動式學習設計（聊天室或討論區）
口 各種教學活動之功能呈現
口 其他棓閽功能，說明：

1. 教師時間(Office Hour) : 星期四第七節。
2. 教師E-mail信箱： zoelin@畑. cyut. edu. tw
3. 辦公室地點及校內分機： #7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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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

級交方式

4. 助教連絡方式： 待聘，之後公告在 Tronclass
5. 教師提供 2 個主題供學生進入討論區討論，且能適時回應學生的問題，並提

供良好回饋，預計全學期參與討論學生共有 70 人次。（附註：每個討論主遁
愿有5096以上之修琭學生參興）

6. 其他：
（有包含者請選取，可旗選）

- 1. 提供線上說明作業內容
口 2. 線上即時作業填答

3. 作業檔案上傳及下載
4線上測驗

- 5. 成續查詢
口 6. 其他做法：
1. 出席與課堂表現 Attendance and participation 20%
2. 期中測檢 Midtenn exam: 20 %

成綠

評量方式
13 

上課

注意事項

期末測驗 Final exam: 20 % 
4. 線上小考 Quizzes: 20%
5. 線上互動及作業 Assignments : 20%

本課程採取翻轉教學法。學生需事先完成線上非同步課程內容，有較困難之處
也可多次重複襯看，之後再參與線上同步試題解說。

同時，學生亦需於拉定時間之前完成線上學習進度，準時上傳作業，並且參加
線上同步課程的討論與試題檢討。作業繳交情況亦會列入課堂表現計算。

43


	01商用程式設計(1314)-熊杏華
	02高等會計學(1327)-楊維如+張淳堅
	03綠色休閒研究(7615)-黃有傑
	04工程數學(1882)-張迪惠
	05建築物理環境(一)(2016)-陳炯堯
	06綠建築及生態社區(2033)-郭柏巖
	07設計素描(2069)-蔡佳玟
	08設計程序與方法(2100)-黃裕哲
	09互動媒體設計(一)(3226)-郭原昌
	10嬰幼兒音樂專題研究(7370)-李玲玉
	11資料探勘(7416)-李金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