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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教育的成果有…

除了增進學生在社會的競爭力和生存能力﹐

還有培養學生自主思考、學習和行事的能力
(the capacity to think, learn and behave 
autonomously Stephenson and Laycock qtd in Fazey and Fazey 1)．
如何培養大學生的自主學習英語的能力？

提供自學的動機、資源﹐以培養自主的習慣和
學習能力(motivation + resources 
autonomy + learning abilities)．
校內的英語自學資源和遠距教學是兩種資源．



課程 自學．遠距教學 終身學習

外 加 結 構 和 動 機 自 發 學 習

遠距教學－運用
自學能力

終身學習網
路
學
習

課程 半自
主學習



校內的英語自學資源（例）

實體實體︰︰
My English Corner (My English Corner (濟時樓濟時樓))
Your English Corner (Your English Corner (理圖劇場理圖劇場))
視教中心自學中心（提供英語自學軟體視教中心自學中心（提供英語自學軟體))
等等等等

網路網路︰︰
圖書館線上資料庫圖書館線上資料庫︰︰TERCTERC留學資訊與考試資留學資訊與考試資
源參考中心（含托福源參考中心（含托福﹐﹐GRE, GRE, 多益多益, GMAT, GMAT等等
模擬考題）模擬考題）
卓越線上英語自學中心卓越線上英語自學中心



線上英語自學中心線上英語自學中心

http://ce.etweb.fju.edu.tw/self_learning.html

或由「教學卓越計畫」首頁連結進入



線上英語自學中心
(A) 執行目標與方法

為鼓勵與支持輔大學生積極持續自修英文，不斷改
進，以臻卓越：

提供多方位學習資源與運用機會：製作全方位
（包含聽說讀寫）、有互動性的英文自修教材，
提供自修指導﹔

Push and Pull: 
Pull: 舉辦競賽活動 (「網路英語自修秀」) 和各種宣
傳，吸引學員前來學習 (pull)；
Push: 每月推出自學報，將英文教材送到學員的 email 
信箱。

More Pulling Forces –歡迎各位主管和教師加入監督和
鼓勵學生（半）自主學習。



線上英語自學中心
(B) 英語學習資源(0): 網站架構

自我挑戰自我挑戰



線上英語自學中心
(B) 自修教材(1)＋自修路徑＋學習單



線上英語自學中心
(B) 自修教材(2)自修單元-目錄

常用俚語、常用會話、線上文法書、 新聞字彙 、準備GRE、文
化訪談、詩與歌等等．



線上英語自學中心

(B) 自修教材(3) －－American Idioms
內容新增單元



線上英語自學中心

(B) 自修教材 (4) －－文化經驗談

目錄



線上英語自學中心
(B) 自修教材(4)－－文化經驗談



線上英語自學中心
(B) 自修教材(5) －－線上文法書

內容目錄



線上英語自學中心
(B)自修室 自修教材 (6)－－新聞字彙

目錄 字彙說明



線上英語自學中心

(C) 自學網的互動學習
功能包括︰

A.自修室 ── 提供自修之
課程或舉辦自修活動。

B.寫作室──學生上傳作
業，小老師修改作文以及提
供學生文章和練習。

C.日用會話室──小老師提
供會話主題、常用字句、會
話預約時間，以及聊天室。

D. 教師服務區－－ 便利教
師了解學生自修狀況



「自學網」
(1)自修課程

含多媒體教材，可交作
業

共計8門︰

1. English for Fun
2. English for Fun (2)
3. English for Fun (3)
4. 英語正音班

5. 新聞英語閱讀與聽力

6. American Culture 123
7. 陽光燦爛的詩與歌

8. [高級] Cities, Cultures 
and Peoples 

英語正音班

趣味多媒體
英語



「自學網」 (1) 自修課程範例︰

American Cultures 123

新聞英語
閱讀與聽力



「自學網」(2)－－寫作室

小老師批改作文，提出
錯誤類型﹐以及修改建
議﹐

回答問題﹐建議練習題
加強印象。

修改範例

討論範例



「自學網」(3)－－日用會話室

提供日用會話用語﹐供學生預習並與小老師
在線上微風聊天室或MSN練習。

學習記錄

預約時間



線上英語自學中心

(D) Push: 寄送自學報

1. 每期包含 9 個單元

2. 「自學報」至三月
共出版 14 期；
2006/9 起增加美籍
教師 (Thomas Nash) 
校稿，以求正確；增
加自我挑戰頁，以鼓
勵互動．



「自學報」

首頁

日用會話

新聞字彙



自學報範例：
電子報格式

多媒體教材



線上英語自學中心

(E) Pull: 推廣活動
提供自修路徑、自修室解說、設計自修活
動，以帶動自修英文之風氣。

a. 宣傳和引導: 推廣自學中心：

1.  製作「英語自修活動」說明、教師服務方案、自
學書籤等宣傳文件；

2.  每學期初舉辦自學活動說明三場、並到不同系所
或班級說明

b. 提供動機: 舉辦「網路英語自修秀」，本年度為第三
屆。

c. 發揮隨時隨地的特性:「微風聊天室」－－ 每天晚
上提供會話練習服務，並鼓勵學生利用「微風聊天
室」進行訪談。



線上英語自學中心
(F) 推廣活動

b. 舉辦「微風聊天室」師生交流訪談．

1. 12/29 (19:45-20:45) 與Fr. Bauer 鮑端磊神父對
談：耶誕及新年習俗

2.  01/05 (19:45-20:45)與Fr. Bauer 鮑端磊神父對
談：新聞專欄與ICRT

3. 本學年度將繼續進行教師與小老師專題訪談。



線上英語自學中心

(F) 推廣活動 (2)：自學書籤提醒
假日前。。。



線上英語自學中心

(F) 推廣活動 (3)： 微風聊天室
吸引晚上上網聊天者
提供不需預約的聊天會話空間；_23_人參加。

錄影記錄

時間表

早
tutor

日

Kevin 
& 
Evelyn

三

早
tutor

六

鮑神
父

Tutor
Paul

Tutor
Christine

LynnHost
8:00-
10:00

五四二一



線上英語自學中心

線上自學教材的製作和自學報發刊已有成果。

小老師訓練：不論是會話、寫作小老師和聊天室主持人
的訓練和溝通均充分；

自學中心宣傳與學生參與度：

仔細設計的宣傳方案有效，尚未獲得許多教師支持．

自學報和自學網的註冊人數不斷增加；

寫作室學生加入人數遽增（可能是有老師要求）；

會話練習室加入人數較少；微風聊天室的參與程度最
差．

主動持續、積極練習的學生是鳳毛麟角（約十位） ，
這些學生有明顯進步；但另有碰到作文抄襲者一位．



更多助力︰系所教師
自學中心提供教師服務



自學中心︰教師可以
了解學生自修的數量和內容



AIEDL 英語遠距課程

學生需要更具體的誘因(學分)﹐更明確的學習
結構。

遠距教學不是放牛吃草﹐而是利用網路互動和
不受時空限制的特性﹐仔細設計教材與教案﹐
頻繁互動﹐以引導學生充分學習。

AIEDL 現有課程

目前狀況︰中級課程即將擴充服務對象﹐高級
課程仍須尋找適合學生。

AIEDL課程



英語自學與遠距教學

自主學習是終身學習的必備能力；
英語自學中心和遠距老師仍在不斷學習和改進﹐

盼望各主管支持﹐
一起協助學生培養自發學習的精神和
持續改進英語的方法和興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