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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根據教育部於 103 年 10 月頒布之「專科以上學校維護教學品質注意事項」，學校應
依國家社會產業發展、學校特色定位、資源條件、系科教育宗旨與目標、師資專長及學
生就業等面向，建立教學品質確保機制，內容包括學習成效核心能力之規劃、學生畢業
時應具備專業知識、技能及態度項目之訂定、學生學習成效評估機制之訂定及學習支援
系統之提供。
本校依據「教育部試辦認定大學校院自我評鑑機制及結果審查作業原則」、「大學評
鑑辦法」、以及「大學自我評鑑結果及國內外專業評鑑機構認可要點」，推動本校辦理系
所自我外部評鑑。本校系所自我評鑑辦法參見【附件學 0-1-1】及校內作業時程參見【附
件學 0-1-2】。
本自我評鑑報告乃依據「東海大學自辦外部評鑑」辦法撰寫，內容涵蓋八個評鑑項
目：教育目標、課程設計、師資教學、學習資源、學習成效、生涯追蹤、整體改善、及
SWOT 分析。前七個自我評鑑項目又分別就現況描述、特色、問題與困難、及改善策略
等四議題逐一探討，從過程面評鑑本系所建立之學生學習成效評估機制，落實教育目標
與核心能力的作為與成果，旨在確保提供學生一個優質學習環境。

壹、導論
近二十年來國內教育經過多次教改，伴隨全球化及台灣少子化的衝擊，高等教育已
由菁英教育演變為普及教育，如何因應「學用落差」已成為台灣當務之急。有鑑於此，
本次評鑑重點也從「教學本位」導向的評鑑轉為「學習成效」導向的評鑑，本系除了繼
續努力確保教學品質及延續系所特色，對於學生學什麼、如何學、學習成效的評估、以
及如何培育本系學生提升競爭力等等，都是本系極為重視的課題。
本系依據本校定位及校、院發展目標，訂定本系教育目標及核心能力，擬訂課程地
圖，並透過多種管道向師生宣導。100 學年度本系修訂教育目標及學生核心能力，教師
再依此兩大方向重新審視所有課程的規劃及設計，擬訂學生學習評量的多元方法。本系
師資員額、結構、專長，多能符合本系教學需要，教師亦能應用多元教學及多元評量方
法滿足學生學習需求，促進學習成效。

一、系所之歷史沿革
東海大學外國語文學系於民國 44 年創校時同步成立，成立之初僅設大學部日間部，
民國 61 年，首度招收夜間部學生。民國 84 年，將日、夜間部更名為第一部與第二部。
94 年停止招生第二部學生。民國 89 年，為因應社會英語師資培訓的需求，成立英語教
學碩士班。98 年度大學校院系所評鑑，聽取評鑑委員之建議後，100 學年度成立歐洲語
言學分學程、102 學年度成立英美文學組碩士班、104 學年度成立口筆譯學分學程，以利
學生開拓視野，增加就業競爭力。
【學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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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大學部一向著重教學，不僅重視學生的語文能力訓練，更堅持透過文學文化的
薰陶，培養學子語文能力、獨立思考、及人格養成。儘管隨著社會觀念的變遷，不少人，
其中不乏學者專家認為文學已「不合時宜」
，主張以實用英語或所謂專業英文取代傳統的
英美文學教育，以更符合功利的需求。然而本系堅信，文學裡豐富的語彙與內容蘊含文
化、歷史、社會、經濟、心理及個人生活經驗各層面的書寫，提供了解人類社會的最佳
文本，其中的人文關懷和經驗傳承不但可陶冶學子的身心，幫助了解自我學習他山之石，
豐富的面貌更是學習不同場域語言的最佳教材，也可訓練學子分析、批評及整合組織的
能力，養成獨立思考的習慣，對日後職場發現與解決問題的能力都具有莫大的助益。同
時，在既有嚴謹的語言文學與文化訓練基礎上，本系近年亦陸續開設應用英語相關課程、
歐語學分學程及口筆譯學分學程，並設置職涯跨領域導師，協助學生職涯發展。
值得一提的是，為了培育學生未來的競爭力、鼓勵學生況展國際視野、及增加對西
方世界主流文化政經社會的了解，103 學年度起本系將德語、法語、及西班牙語列為大
一的必修課，六十年來，本系秉持「求真、篤信、力行」校訓精神，致力於語文教育及
人才培育，貫徹創系之初即奠定之教學特色，即，系內所有課程皆以全英語授課，語言
及討論性課程皆採小班制教學，因而每位學生都能得到充分指導，師生間之情感亦特別
濃厚，以培育出具有專業能力及博雅素養的人才之目標。
【碩士班】
本系碩士班分為英語教學組與英美文學組：
英語教學組：創立於 2000 年，課程兼顧理論與實作，規劃宗旨在於：(1)提供機會更
進一步探索台灣英語教學現況；(2)提供有志於在台灣中等學校從事英語教育者學習
機會，成為合格教師。
英語教學組延續本系優良傳統，具有以下特色：
1. 教師具有多樣相關的學術專長領域；
2. 所有課程皆以全英語授課，讓學生浸淫在全英語的環境，裨益其學習，為全台
少數以全英語授課之英語教學研究所；
3. 課程強調理論與實作並重；
4. 課程與校內其他研究所與單位多有互動與合作，例如教育研究所，本校附屬中
學與小學，以及校內大一英文課程；
5. 與中臺灣多所國高中與小學建教合作，提供學生實作機會；
6. 開始成為外籍生學習專業的場域。
英美文學組：本系成立英美文學組織構想已討論多年，但未有共識，在聽取第一週
期大學系所評鑑委員的意見後，於 2013 年秋成立碩士班英美文學組，提供對英美文
學領域有興趣的學子進修的機會，深度學習文學與文化理論，並培養獨立思考及批
判能力。該組於 102 學年度開始招生，目前運作進入第 3 年。藉重既有的教學組就
業專長和新增的口筆譯師資，英美文學組學生更可以增加未來職場的競爭力。
【第二外語課程】
本系的第二外語課程也有悠久的歷史，本系現有德、法及西班牙文專任教師各一
名，及第二外語兼任教師數名，共同執教外文系大一必修及全校共選修第二外語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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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外語教師與本校國際教育處合作，負責暑期歐洲異國文化學習計畫，每年提供獎學
金，讓學生們有機會可以在歐洲(例如法國、德國和西班牙)深度學習語言及深切地體驗
文化。
為鼓勵學生深入學習第二外語課程，100 學年度成立歐洲語言學分學程，凡學生通
過三年 18 學分的訓練、完成第三年的 4 小時歐洲語言教學輔導，以及至少參加三場歐語
學分學程的講座，便可獲頒歐語學分學程證書。
第二外語原本為外文系之選修課程，103 學年度起本系將法文、德文及西班牙文列
為外文系大一必修課程，以增加學生外語技能，拓展學子就業競爭力。

二、自我評鑑過程
有關本系之自我評鑑過程，本校教學資源中心每年定期辦理全校性課程外審作業，
本系均配合辦理，以落實校內系所自我評鑑機制。本校課程評鑑實施辦法參見【附件學
0-1-3】。
100 學年度本系大學部實施「個別課程外審評鑑」，101 學年度舉辦「課程整體結構
外審」，102 學年度辦理「個別暨學用合一課程外審」，103 學年度辦理「101-103 學年度
系所課程結構外審」
，希望藉此敦促各系評估學生學習成效及確保教學品質，實現教育目
標及幫助學生具備核心能力；也期藉由提前搜集課程評鑑資料、準備佐證資料，有助 104
年順利通過第二週期系所評鑑。

1、100學年度外文系辦理個別課程外審，參見實地訪評【佐證資料編號1號】，個別課
程外審實施時程如下表：
辦理時間

100 學年度外文系「個別課程外審」作業項目內容

2012/3/23

個別課程評鑑實施辦法草案提教學評鑑委員會討論

2012/5/15

確定個別課程受評科目：
100 學年度本系必修八門課、選修四門課

2012/7/15

繳交「系所課程自我評鑑報告書」及「個別課程教學內容及方法
自我評鑑表」

2012/8/1~9/15

資料送外審委員提供審查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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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9/16~30

外審委員（高師大張逸帆及東吳大學王安琪教授）審查意見回覆

2012/10/1~15

本系教師回應及外審委員審查意見追蹤

2、101學年度辦理課程整體結構外審，參見實地訪評【佐證資料編號2號】。實施時程
如下表：
辦理時間

101 學年度辦理「課程整體結構外審」作業項目內容

2013/4/25

課程整體架構外審說明會

2013/7/15

繳交課程整體架構外審自填報告書及佐證資料，及課程整體架
構外審委員名單

2013/8/1~9/15

教學資源中心寄送資料至外審委員處，並請委員提供審查意見

2013/9/16~30
2013/10/1~15

外審委員（南臺科技大學應用英語系講座教授鐘榮富教授及國
立台灣師範大學英語系陳秋蘭教授）審查意見回覆
本系回應及外審委員審查意見追蹤

3、102學年度辦理「個別暨學用合一課程外審」、及整理「外文系提升學生學習成效
檢討及改善建議書」，本系教師開始著手進行系所外部自我評鑑報告撰寫。「個別
暨學用合一課程外審」資料參見實地訪評【佐證資料編號3號】，實施時程如下表：
時間
2013/10/17

102 學年度「個別暨學用合一課程外審」及外部自我評鑑報告撰寫
作業項目內容
邀請校外委員吳蕚洲（靜宜大學英文系）針就課程改進及畢業生評
鑑項目提供意見

2014/1/8

系務會議討論大學部及碩士班評鑑報告撰寫分工及討論

2014/4/21

東海大學自辦外部評鑑說明會

2014/4/ 30

外文系自我評鑑籌備小組會議(江丕賢主任及本系共 12 位教職員參
與)，擬訂各項評鑑效標。

2014/5/20

中正大學自我評鑑與確保學生學習成效之具體作法楊士隆副校長
主講

2014/6/13

系務會議通訊投票通過「外文系提升學生學習成效委員會設置辦
法」【附件學 0-1-4】

2014/6/18

系務會議通過本系自辦外部評鑑之評鑑效標與認可要素評鑑效標

2014/6/25

系所自辦外部評鑑知能研習--「課程地圖與品質保證機制：核心能
力設計與學生學習成效檢核」

2014/6/25

「個別暨學用合一課程外審」實施

2014/7/30

「個別暨學用合一課程外審」三門課程及外審委員名單確定

2014/9/30

「102 外文系提升學生學習成效檢討及改善建議書」呈院，大學部
參見【附件學 0-1-5】，碩士班參見【附件學 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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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10 月底 「個別暨學用合一課程外審」報告完稿
2014/11 月初

「個別暨學用合一課程外審」寄給委員(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英語系
張玉玲教授及彰師大兒童英語所莊俐玲副教授擔任)

2014/11 月底 「個別暨學用合一課程外審」委員建議
2014/11 月底 「個別暨學用合一課程外審」教師意見回覆
4、103學年度辦理「101-103學年度系所課程結構外審」，並著手進行系所外部「系所
評鑑報告」撰寫，參見【佐證資料編號3號】，實施時程如下表：
辦理時間

「101-103 學年度系所課程結構外審」及「系所評鑑報告」
作業項目內容

2014/12/3

碩士班系所評鑑工作小組討論報告進度

2014/12/5

東海大學 103 學年度第一次系所評鑑工作小組會議

2015/1 月底

大學部、英語教學組碩士班系所評鑑報告初稿完成

2015/2 月底

評鑑報告初閱(張雅惠、江丕賢)

2015/3 月

系所自評校外評鑑委員名單系內提名

2015/3/31

第二週期課程整體架構外審作業說明

2015/04/02

系所自辦外部評鑑報告整合稿一修(全體教師)

2015/04/27

系所自辦外部評鑑報告整合稿二修(全體教師)

2015/04/15

系所自辦外部評鑑報告整合稿提交學校

2015/5/4

第四場系所自辦外部評鑑知能研習

2015/06/17

校長/副校長及一級單位主管聽取系所評鑑報告進度

2015/5-7 月

自我評鑑實地訪評佐證資料檔案建立

2015/5-9 月

自我評鑑實地訪評手冊編輯

2015/06/01

第二週期課程整體架構外審委員名單確定

2015/07/03

外文系提升學習成效及改善建議書提交文學院
大學部建議書參見【附件學 0-1-7】
，碩士班建議書參見【附件學
0-1-8】
第二週期課程整體架構外審報告提交課務組

2015/07/15

系所自辦外部評鑑報告整合稿三修(全體教師)

2015/07/31

課務組寄送第二週期課程整體架構外審報告資料至外審委員

2015/09/04

第二週期課程整體架構外審報告外審委員寄回回覆意見表

2015/06/29

除了配合校內教學資源中心每年辦理的定期課程外審作業，本系定期邀請系友、學
者或業界代表參與系課程委員會議或課程外審，例如 100 學年度邀請逢甲大學外文系主
任邱源貴及系友暨業界代表陳封平先生出席課程委員會議，102 學年度邀請靜宜大學英
文系主任暨系友吳萼洲先生擔任課程外審，旨在提升本系教學品質，強化學生學習成效，
提供更優質的外語教學環境。
101-103 學年度本系系所發展及自我評鑑相關會議時程表參見【附件學 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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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自我評鑑項目
一、教育目標
(一)現況描述
1-1 系所之教育目標、核心能力擬訂之作法與結果為何？
(1) 整體性作法
本系依據東海大學五大校教育目標(專業及跨領域知能、人文素養、服務關懷熱
忱、國際視野、創新能力)，及博雅學習七大核心能力(主動學習、溝通思辨與解決
問題、人文與美感、尊重及關懷生命、服務精神與公民責任、全球視野與多元文
化、開創實踐與團隊合作)為基礎，並對應學院教育目標(培育學生之人文素養與國
際觀)及學院核心能力(理解與表達之能力、獨立思考之能力、外語能力、多元文化
之認知能力)，訂定出本系之教育目標及核心能力。本校、院教育目標、核心能力
修訂時程參見【附件學1-1-1】。學士班及碩士分別說明如下：
(2) 各班制獨特性作法(學士班、碩士班)
【學士班】
1. 擬定及定期修正教育目標、核心能力：
在落實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的作法上，本系課程委員會功能形同於本系自我評
鑑機制之核心機制，系課程委員會100學年度數次開會討論修訂系教育目標與核心
能力，101學年度將「推動教學品質」保證納入課程委員會職掌，102學年度再將「提
升教學品質」及「學生學習成效機制」列入課程委員會職責。系課程委員會每學期
均定期召開會議，擬訂並修正系教育目標、核心能力及發展計畫，課程委員會會員
除本系專任教師代表，亦邀請大學部及研究所學生代表各一人參加，並不定期邀請
校外委員或系友參加。系課程委員會議通過之提案，再呈到系務會議討論，全體教
師共同參與、腦力激盪，討論的過程也讓教師重新審思，透過四年基礎語文及專業
文學課程的培育，如何幫助學生畢業時能具備應有之專業知識、技能及態度，同時
也提醒教師個別課程設計時，應將系教育目標及學生核心能力納入課程設計及學生
學習評量。
本系系課程委員會職掌及完整規章參見【附件學 1-1-2】，大學部近三年本系修
訂教育目標及核心能力及系所評鑑相關會議清單參見【附件學 1-1-3】。
2. 定期辦理課程外審，聽取外界建議：
除了系課程委員會及系務會議系所內部的運作，大學部也定期辦理課程外審，
邀請校外委員檢討本系課程架構及審查系所教育目標、核心能力，作為課程改進及
系所發展之參考。101-103學年度系所發展計畫相關會議清單如【附件學0-1-9】，外
文系大學部歷年學生核心能力修正時程列表參見【附件學1-1-4】。
3. 修正教育目標、核心能力之結果：
隨著103學年度將第二外語納入必修課綱，教育目標及核心能力也隨之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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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本系培育學生德、法、或西語之第二外語基本能力。
本系大學部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關聯性對應表如下：

【碩士班-英語教學組】教育目標、核心能力擬訂之作法與結果：
1. 教育目標乃根據本所之設立宗旨以及學校的發展定位訂定之。再根據教育目標之
精神及內涵，訂定學生核心能力，制訂過程廣納利害關係人之意見。在制定前期，
委請各專業領域之教師思考學生核心能力項目，並請其與學生討論畢業時所期待需
具備之能力項目，進而提系務會議經由討論而凝聚共識，並經決議通過後訂出為期
7

所制定之核心能力，能完整包含學生專業知識及專業技能，制定過程諮詢校外專家
學者、業界代表、畢業生代表及學生代表，在得到更妥適的建議及討論後加以修訂，
逐步確立本組學生核心能力。
*下表顯示本組教育目標與院級以及校級教育目標相互呼應
東海大學校教育目標
專業及跨領域知能

人文素養

服務關懷熱忱

學院教育目標

碩士班-英語教學組教育目標
整合學生在英語教學方面的相關知識及實
務經驗
培養學生獨立研究、以科學方法探索教育
現象的能力

培育學生之人文 提昇學生分析、批判及獨立思考能力
素養與國際觀
培養具反思能力以及致力於專業成長的英
語教師

國際視野

培育學生跨文化的認知及適應能力

創新能力

培育足以勝任各種教學處境的中等教育英
語教師

2. 訂定學生核心能力之機制: 除前述根據教育目標及廣納利害關係人之意見外,本
所亦參考本校建置各項問卷調查及各項校務行政系統平台及機制，如：校友資料庫、
校友就業滿意度與雇主對校友滿意度等相關問卷調查平台、學生 e-portfolio、課程地
圖系統、系課程委員會納入外部委員機制等，在進行內外部評估及制定前期作業後，
經系務會議決議修訂學生核心能力之內容，並提院務會議討論通過，確保系級與院
級、校級目標相呼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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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透過六項教育目標的達成，畢業生發展出相對應的六種核心能力。包括
了解並應用能提昇語言學習與教學和語言評量的原理與實踐；(2)教導不同級別的學
生英文，特別是中學生；(3)進行教學反思及專業成長；(4)進行分析、批判、獨立性
的思考；(5)獨立進行教育現象研究；(6)適應不同文化情境下的英語教學。本組教育
目標與核心能力之相對應關係如下圖所示：
【碩士班-英美文學組】
本系碩士班文學組創始於2013年秋，目前營運才剛進入第3年。當初，為了積
極回應2009-2010教育部評鑑委員的意見，本系文學組教師持續尋求國內外系、
院、校級學者之建議，經過多方努力，正式成立此一學位學程，並於102學年度對
外公開招生。
本組之教育目標、核心能力，以及整體課程之組織特色，皆由系內教師成員在
經過密集討論後，共同形塑而成。本組不僅全面檢視、討論了2009-2010年教育部
評鑑的成果報告，以之為本，甚且將島內其他大學的外語文學碩士學程一併納入考
量，作為參酌之範例。此外，2010年秋，本組特別邀集4位英美文學領域相關的資
深教授，為學程計畫草案把關；他們分別是：李有成博士(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
特聘研究員)、廖炳惠教授(美國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文學暨批評研究博士，現任
該校川流台灣研究講座教授)、彭鏡禧教授(輔仁大學客座教授暨國立臺灣大學榮譽
教授)，以及王儀君教授(國立中山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主任)。4位之中，有1
位是東海外文系的畢業系友，另外3位則長期擔任教育部的大學評鑑委員。由此足
見本組對於設置此一碩士學程所持之嚴謹態度。
本組之營運，方才進入第3個學年，但已有一位學生於103學年度畢業，本組碩
士班所招的學生，都有良好的學習動機和文學造詣。不少本系大學部的學生探問進
入本組繼續研修的可能。再者，2013-14年間，本系邀請傅爾布萊特訪問學者席博
安(Robert Siegel)(北卡羅萊納大學副教授)駐校一年，其研究專長為美國小說；席博
安教授在本組開授2門課「二十世紀美國主要作家」及「美國南部當代文學」，並參
與系務與所務相關會議，提出對學程發展、課程改造，以及學生輔導等事項之建
議，使本組課程的各項機制更趨完善。
本組善加利用類似機會，繼續延攬國際學者，104學年度另一位傅爾布萊特訪問
學者(Robert Davidson)即將前來駐校一年，除了於大學部執教「美國文學」及「文討：
小說創作」，也將於本組開設一門「當代亞美文學」。
本 組 教 育 目 標 及 核 心 能 力 乃 由 文 學 組 碩 士 班 工 作 委 員 會 (MAWorking
Committee)共同訂定，並經系課程委員會及系務會議核定之。
本組教育目標：
a. 能夠廣泛理解英美文學。
b. 能夠掌握文學批評及理論重要的議題和觀念。
c. 能夠熟習學術及載錄書目的規範，發展良好的寫作、研究及批判特定學術題目的
能力。
d. 能夠以東西方觀點，將英美研究在地化，例如：納入台灣/亞太的脈絡，發展新
的比較、批判或跨領域的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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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組教育目標與本校教育目標關聯性對照如下表：
碩士班-英美文學組
教育目標 a 能夠廣泛理
解英美文學

學校教育目標
1.專業及跨領域知能



2.人文素養



b 能夠掌握文

c 能夠熟習學

學批評及理論

術及載錄書目

重要的議題和

的規範，養成

觀念

學術研究能力





d 能夠以東西
方觀點，將英
美研究在地化




3.服務關懷熱忱



4.國際視野



5.創新能力





本組教育目標與文學院教育目標關聯性對照如下表：
碩士班-英美文學組
教育目標

a

b

c

d









文院教育目標
培育學生之人文素養與
國際觀
本組學生核心能力：
a. 廣泛理解英美文學。
b. 掌握文學批評及理論重要的議題和觀念。
c. 熟習學術及載錄書目的規範，發展良好的寫作、研究及批判特定學術題目的能
力。
d. 以東西方觀點，將英美研究在地化，例如：納入台灣/亞太的脈絡，發展新的比
較、批判或跨領域的研究方法。
1-2 系所之發展方向與特色是否配合系所擬訂之教育目標?
(1) 整體性作法
本系依據所定之教育目標，參據外部審查意見及內部回應機制，訂出發展方向
並適時調整課程，開設特色學分學程，以求與時俱進培育出符合時代需求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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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各班制獨特性作法(學士班、碩士班)
【學士班】
本系除了持續維持小班教學、全英語授課等特色，教育目標與系所之發展方向與特
色對應表:
學系教育目標
a. 培育學生良好英語語文能力。

發展方向與特色
語文訓練進階系列課程
文學討論課程
成立口筆譯學分學程

語文訓練進階系列課程
b. 培育學生以英文有效溝通表達。 開設文學討論課程
成立口筆譯學分學程
c. 增進學生西洋文學與文化的知
識。

開設文學討論課程與選修課程
第二外語列入必修
成立歐語學分學程

d. 培育學生分析、批判與獨立思考 增加選修學分以俾學生多跨領域修課
能力。
e. 培育學生國際觀。

開課文討課程
開設文學討論課程
成立口筆譯學分學程

f. 培育學生德、法、或西語之第二 第二外語列入必修
外語基本能力。
成立歐語學分學程
1. 課程整合：
全英語授課及小班教學始終是本系大學部的辦學特色，有助本系學生奠定良好
外語語文能力，培養溝通表達技巧及西洋文學與文化的知識。
在課程整合方面，除了延續全英語授課及小班教學，本系審視5年課程整體之
架構，聽取課程外審委員多方意見，103學年度大學部必修課架構再次調整，除了
降低系專業必修課程（從66學分降至57學分），增加選修學分（從34學分升為43學
分），以俾學子有更大空間修習跨領域課程、雙主修、輔系、及修習學分學程課
程，並將第二外語列為大一必修以及增設歐語學分學程。透過英語語言訓練及文學
教育，再加上第二外語教育以及交換生計畫(Exchange Program)，落實本系培育學
生德、法、或西語之第二外語基本能力之教育目標，增加學生未來競爭力，使本系
系名外國語文學系實至名歸，也符合培育國際觀之教育目標。
經過多年學生及多方意見調查，為了時事之趨，增進學子職場就業力，本系於
103學年度起增開實用性選修課程（如商用英文、觀光英文、新聞英文、留學生活英
文等課程）。103學年度隨著大學部必修課程的再度變革，課程地圖也隨之更新，更
新後之課程地圖已建置完成並公告於系網頁。線上課程地圖系統也於104年3月20日
更新，含能力分析圖、就業分析圖、 產業、職務、證照與課程對應、以及課程花
絮等功能。課程地圖的建置作用在於使學生了解課程規劃，學程領域，選課要領及
畢業要求，幫助學生理解本系整體教學內容及課程重點，有助輔導學生選課，使學
生於在學期間，充分了解本系整體內涵，作為修課指南及規劃未來生涯發展之參考

11

依據。
本系103學年度大學部課程地圖參見【附件學1-2-1】
學年度

畢業專業
學分數必修

畢業專業 畢業通識共同 其他畢業
學分數選修 學分數必修 學分數選修

畢業
總學分數

100

66

22

28

12

128

101

66

22

28

12

128

102

66

22

28

12

128

103

57

22

28

21

128

2. 歐語學分學程：
本系開設英語以外之第二外語課程(德語、法語、西班牙語)，並於103學年度列
為大一必修課程，學生修習任一第二外語達18學分，即可取得歐語學分學程證書，
一則認識此3種語系國家與文化，開拓國際視野，二則在全球化浪潮，多一項語言能
力可增強學生未來的職場競爭力。
早在成立歐語學分學程之前，第二外語每年定期辦理歐洲文化活動，例如96年
起每年承辦歐洲魅影影展、98年起每年辦理西班牙美食節、德文歌曲歌唱比賽 (96
年11月、98年11月、100年5月和102年5月)、德文廣告比賽(102年5月)、德文閱讀比
賽(99年12月)、參與學術期刊Interplay(103年成立)的審訂，審查與諮詢有關歐洲語
言和文化的問題，以及102學年度西班牙文三的學生出版西班牙文中譯繪本「Eres mi
destino緣來是妳」一書。除了課堂教學，過去兩年中本系西語教師也指導學生西班
牙文自主讀書會、輔導西班牙文檢定、以及西班牙文學習角落等活動。西班牙文學
習角落在103學年度第一學期更獲學校頒獎肯定。此外，第二外文部門教師也致力
於 促 成 東 海 和 許 多 歐 洲 學 校 ， 如 Münster University ( 德 國 ) 、 Université de
Montpellier (法國) 和 Universidad Castilla la Mancha (西班牙)的交換學生計畫。
除了繼續辦理上述之第二外語學習活動，歐語學分學程定期舉辦研討會議及講
座，整理如下，103學年度歐語學分學程講座成效參見【附件學1-2-2】：
學期

100 上

講者

演講日期

講題

曾麗蓉

2011/10/20

西班牙文化之旅

Chris Merkelbach

2011/10/20

食物和跨文化交流食物在德國和台灣文化
中扮演的角色

苑倚曼

2011/10/25

歐洲危機

Alain Monier

2011/10/26

淺談當代法國歌曲

吳萬寶

2011/10/27

德國與歐洲

孫素靜

2011/11/03

演講主題-出走異鄉-西班牙節慶&景點分享

林劉惠安

2012/12/07

Radu

2012/11/03

Paco Ho

2013/05/16

墨西哥的歷史文化及其與台灣的政經關係

Violeta Li

2013/05/02

我所認識的西班牙

鼓動的世紀：談鈞特‧葛拉斯的作品《我的
世紀》
The Templar Knights in Spain 西班牙的聖殿
騎士團

101 上

101 下

12

102 上
102 下

103 上

Radu

2013/04/25

邀請講師來談西班牙的聖殿騎士團

Jema Pamintuan

2013/04/28

邀請講師來談菲律賓的兒童文學

Susanne Schäfer

2013/06/05

多元文化寫作：多和田葉子：”語言之母”

洪智揚、傅顯恆、
廖佳玲、陳恒安
Javier González
Roldán

103 下

2014/05/13

鄭元真

2014/10/24

Jesús Sandoval

2014/10/28

Frank Muyard
梅豪方

第一屆歐洲文化觀點研討會: 科學、景觀、
音樂與設計：以跨領域角度看歐洲
¡VEN A ESTUDIAR A ESPAÑ A! 來西班牙
讀書吧！
學外語到底重不重要? 學德文對我未來的職
涯會有幫助嗎?

2013/10/29

阿兜仔不教美語！
The Rise of Taiwan Studies as a New Field of
Area Studies in Europe:How Do European
Academics Look at Taiwan
比利時文化面面觀

2014/12/29

Kris Vicca

2015/05/04

Francisco
Flores

2015/05/21

LAS CANCIONES DE MIS ABUELOS 《西
班牙爺爺奶奶的歌》

Till Dietsche

2015/05/26

短片作為跨文化溝通

3. 設立口筆譯學分學程：
本系深切瞭解當代不同學科跨界流動的必要以及對跨語言、跨文化溝通人才的
需求，因此在現有的研究基礎及師資上，104學年度設立口筆譯學分學程，讓學生
能透過學程的訓練，觀察學習國際社會事務，轉化所學，培養跨語言、領域、及文
化的溝通能力，增進就業競爭力。口筆譯學分學程為本系中、短程之發展方向，符
合本系之教育目標，未來將逐步增聘相關領域師資，開設口筆譯理論、實務、與科
技等課程，提供學生專業的能力訓練。待口筆譯學分學程運作上軌道後，下一目標
擬朝成立口筆譯研究所準備。口筆譯學分學程辦法參見【附件學1-2-3】。
4.發行期刊及承辦研討會：
103學年度本系發行Interplay: A Journal of Languages, Linguistics, and Literature
「語言、語言學暨文學」期刊，期有助本系奠定學術研究之聲譽，創刊號於2014年
秋季出版，參見該網站http://interplaylanglinglit.wordpress.com/。
5. 舉辦學術研討會：
本系近年辦理學術研討會如下：英語教學國際研討會(2013年11月)、歐洲文
化研討會(2013年12月)、兒童文學研討會(2013年12月)、亞洲人文聯盟研討會(2014
年3月)、語言學研討會(2014年5月)；另本系將承辦2016年中華民國比較文學學會「第
三十八屆全國比較文學會議」，藉此以提升本系教師學術研究風氣。
【英語教學組】
本組碩士班發展方向之規劃可分為四項相關課題詳述如下：
1. 驗證英語教學理論：
現今台灣的英語教學，無論是師資培育、教材編撰、教學方法皆取材或立基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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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美系統。此法是否適切於台灣的英語教學情境值得所有英語教學工作者深思。因
此本所的課程除了引介與討論教學理論、語言學習過程、社會語言現象、認知發
展、及學習者個別差異等主題之外；也強調以檢視的角度，探究挪用西方英語教學
理論於非西方國家的適切性。
2. 應用語言教學理論於實際英語教學：
除語言教學理論的驗證，本碩士班亦強調將課堂所學習之理論整合、應用於英
語教學實務中。課堂教學法及活動設計是教學理論應用的具體結果，應用有效的教
學法與具創意的教學活動於課堂中，乃是現今提倡多元學習之教學理念下，教師必
備之專業素養；故應用理論於英語教學實務，以發揮最佳之教學成效，亦為本碩士
班發展重點之一。
3. 建立服務學習模式：
配合及發揮前二項發展，本碩士班另一長程規劃著重於跟鄰近中學建立服務學
習的合作模式，一方面幫助鄰近學校英語課程之設計與規劃、英語師資職前及在職
之訓練、學生評量系統之規劃整合等；另一方面則增加本碩士班學生實作之機會，
及拓展教師教學及研究之領域與資源。目前本所有三門課皆與鄰近中小學建立長期
穩定的合作關係，分別是研一的「教育心理學」和「英語教材教法」，以及研二的
「外語學習評量及測驗」。透過服務學習的模式，不僅本所研究生透過早期實習接
觸課堂實境，建立教師效能感；鄰近中小學也獲得額外的英語教學資源，可謂雙贏
的合作模式。
4. 培育符合時代需求英語師資：
在前三項發展逐漸落實紮根後，中學英語師資之培養亦為本碩士班之發展重
點。為因應國內中學對英語教學師資之需求，本碩士班課程發展著力於將革新及實
用之語言教學理論融入實際課堂教學活動與師生互動中，使中學英語教學更為生動
活潑及多元化。同時，本碩士班對中學英語師資之培育，也強調結合教學與研究實
為相輔相成之一體，藉此提倡課室行動研究風氣，提升教師於教學中探索及解決問
題之能力，以提升教學品質及裨益學生英語學習之成效。
下圖顯示本組發展方向與教育目標相契合。首先，藉由全英語學習環境，學生
以英語學習及溝通，加深對語言習得的理解學以致用；第二，透過不同的實習，學
生們有多樣性的機會去驗證適合於台灣英語教學現況的教學理論，將理論應用於實
際的課室當中。第二、在不同的課堂中藉由服務學習的模式，學生能夠養成反思習
慣並且能夠提升他們的專業成長。亦能夠幫助學生提昇分析、批判、獨立思考的能
力。第三，本組學生有機會與外籍學生及他國的語言教師互動，培育學生跨文化的
認知及適應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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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碩士班-英美文學組】
本組之教學目標有四：
1. 廣泛理解英美文學
2. 掌握文學批評理論的重要議題和觀念
3. 熟悉學術研究方法及規範、並能用進階英語在口說及寫作上對文學文化作學
術討論
4. 具從事跨領域（如文學與歷史）及跨地域（如將英美文學研究納入亞太脈絡）
研究的能力
為達此四目標，本組的課程及教學正朝以下幾點發展：
1. 提供多元課程
2. 全英語授課
3. 邀請國內外知名學者授課及訪問
1-3 系所擬訂之教育目標是否結合專業學習與博雅學習?
(1) 整體性作法
本校博雅重視學習溝通、思辨與解決問題的能力、培養人文素養與美感、尊重
及關懷生命、拓展全球視野與接納多元文化的能力；而文學賞析及語文培訓一直是
本系大學部課程的教育主軸，旨在透過文學文化的薰陶，培養學子語文能力、獨立
思考、及人格養成。本系教育目標不僅與系所專業的學習密切結合，也與本校博雅
學習理念相互呼應。
學系教育目標與專業學習/博雅學習對應表
a. 培育學生良好英語語文能力。

專業學習

b. 培育學生以英文有效溝通表達。

專業與博雅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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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增進學生西洋文學與文化的知識。

專業與博雅學習

d. 培育學生分析、批判與獨立思考能力。

專業與博雅學習

e. 培育學生國際觀。

專業與博雅學習

f. 培育學生德、法、或西語之第二外語基本能力。

專業與博雅學習

(2) 各班制獨特性作法(學士班、碩士班)
【學士班】
1.課程規劃與博雅理念呼應：
本系提供學生多樣而豐富的文學研究與文化研究課程，與本校博雅教育呼應，
學生在大一、大二時必修文學作品導讀，大三、大四修習英國文學及美國文學，並襯
以一系列豐富精彩的選修課，像是歐洲文學、女性文學、兒童文學、小說選讀、英詩
選讀、戲劇選讀、莎士比亞、認識電影、文化研究導讀等課程。為了進一步深耕學生
的語文實力，本系開授文學討論課，此課程限修人數為 15 至 20 人，課程包含女性文
學、偵探文學、西方之台灣書寫、文學翻譯、新聞翻譯、童話故事研究等。本系近四
年開設文學討論課程高達 40 餘門，課程名稱參見【附件學 1-3-1】。
2.五年一貫強化專業學習：
本系也鼓勵成績優良之學士班學生修習五年一貫課程，即以五年時間一貫攻讀
學、碩士學位，以讓學生有效率地深化自己有興趣的專業領域。學生申請情形逐年
增加，102學年度上學期本系英語教學組及英美文學組，各只有1位學士班學生修
習；102學年度下學期修習人數大增，共有6名學士班學生修習英美文學組碩士課
程，2位修習英語教學組碩士班課程；103學年度本系大學部共9位高年級學生修英
美文學組碩士課程(參下表)，2位修習英語教學組碩士班課程，在這11位修習五年一
貫課程的學生中，其中1位錄取本系104學年度教學組碩士班，2位錄取本系文學組碩
士班。102-103學年度大學部修碩士班課程學生名單參見【附件學1-3-2】。
103 學年度修習五年一貫課程之學生名單
學號

姓名

備註

1001228

張景皓

1001028

張人主

1001224

蔣媛卉

1001035

卓瑋恩

錄取本系碩士班文學組

1001050

邱千真

錄取本系碩士班文學組

991011

胡家瑋

1001060

陳冠吟

1001244

蘇主禎

1001236

陳怡蕙

錄取本系碩士班教學組

3.跨領域學習補強博雅技能：
本系大學部鼓勵學子跨領域學習，包括雙主修、輔系、及教育學程，以及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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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程。除本系歐語學分學程、文學院的文創學程，以及104學年度即將設立的口筆
譯學分學程外，本校校內尚有十二門學分學程，學生可依興趣申請修習。跨領域修
課除可培養學生全球及多元化的視野外，亦呼應本校推動博雅學習之精神。本校學
分學程包括： 文史哲學程、 文化創意產業學程、 歐洲語言學程、 生態產業學
程、 綠能產業學程、創意與創業碩士學程、 資訊安全管理與應用學程、 都市計畫
學程、 公共服務學程、 議會助理學程、 企業與社會學程、以及104學年度本系所成
立之口筆譯學分學程。
【碩士班-英語教學組】
本組擬訂之教育目標結合專業與博雅學習。前三項教育目標(整合學生在英語教
學方面的相關知識及實務經驗、培育足以勝任各種教學處境的中等教育英語教師、
培養具反思能力以及致力於專業成長的英語教師)注重專業的養成；後三項教育目
標(提昇學生分析、批判及獨立思考能力；培養學生獨立研究、以科學方法探索教
育現象的能力；培育學生跨文化的認知及適應能力) 則立基於博雅人的培養。本組
六項教育目標當中， 目標三(培養具反思能力以及致力於專業成長的英語教

師)、目標四(提昇學生分析、批判及獨立思考能力)、以及目標六(培育學生跨
文化的認知及適應能力)與全校性博雅學習核心能力當中的二(溝通、思辨與解決
問題)以及六(全球視野與多元文化)高度符合。
【碩士班-英美文學組】
本組的主要目標為提供學生全方位的英美文學相關知能，包括文學批評和文化
理論。一方面，歡迎對英美文學有興趣的學生前來就讀；另一方面，課程內容尤其
能夠滿足意欲聚焦於文學之文化、社會、政治等面向的研究者。本組學生不僅應該
在文藝美學上有所涉獵，而且也不能遺漏文學作品所展現的價值、觀點、意識形
態，以及特定之文化歷史脈絡。除此之外，本碩士學程的重要核心規範尚且涵括：
充分掌握學術研究之傳統與方法、依循適當之參考書籍引用模式，以及靈活運用與
研究相關的大眾傳媒及網路資源。再者，本組極其重視培養研究者的書寫能力、於
特定領域中從事學術性和批判性研究的能力，以及在討論會、研討會或其他學術場
合中，流暢表達研究內容之能力。
本組之全英文授課期望學生在全球化情境下能用進階英文表達及溝通，此教學
方向與全校性博雅學習欲培育學生溝通思辨能力及全球化視野的期望相吻合。
1-4 師生對系所之教育目標、核心能力與發展特色瞭解程度為何？
(1) 整體性作法
本系教育目標及核心能力的擬訂及修訂，均透過課程委員會的討論，再提到系
務會議，經全體教師討論及通過。通過之後，本校線上授課大綱系統便於次學期將
教育目標及核心能力更新，供任課教師參照填寫授課大綱。此外，本系也擬定系內
學習成效表，教師於每學期開學前所填寫的「課程綱要表」，需逐一檢核所開課程
之授課內容及教學進度是否呼應學系教育目標，學期結束後填寫的「教師自評表」，
亦須檢核該課程是否有助學生培養核心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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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將系教育目標及核心能力印製海報張貼系館，也公告於系網頁，亦在迎新
場合宣導，並於每學期末實施學生學習成效自評問卷，以了解學生是否認同系所發
展特色以及是否認為課程有助他們達到核心能力。
(2) 各班制獨特性作法(學士班、碩士班)
【學士班】
大學部於甄試入學當天舉辦說明會，向考生及家長介紹本系課程、教育目標、
核心能力及發展特色，也利用新生歡迎會、大學入門系所時間及家長日座談會向學
生及家長宣導。以101學年度為例，於2012年9月12日舉行「2012大學入門活動-系所
時間」，介紹本系課程、師資等內容，會後發放問卷調查學生的了解程度。填寫該
問卷的新生共112人(男生22人，女生90人)，問卷結果顯示，101學年度本系新生經過
大學入門介紹活動，對於本系課程目標、課程架構有初步之了解，也對於本系學生
畢業後未來職場上的發展有概念。又如，2013年4月13第二階段甄試入學系主任與
陪考學生家長座談，於系所介紹簡報時說明系目標、核心能力及發展特色。2012大
學入門新生問卷調查結果參見【附件學1-4-1】。
此外，畢業生離校前也實施學生學習成效問卷調查。由101及102學年度兩屆畢
業生所填寫的問卷結果顯示，同學均認同本系教育目標及特色，也認為所學課程有
助達到核心能力。畢業生問卷調查結果參見【附件學1-4-2】。101-103學年度大學部
宣導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之活動參見【附件學1-4-3】。
【碩士班-英語教學組】
除系所網站外，本組更積極透過下列方式，使學生能瞭解教育目標、核心能力
及發展特色：
1. 在新生說明會的場合介紹。
2. 透過研究所迎新的場合由研二生向新生傳達本組教育目標、特色及核心能力，以
落實與增進本系學生對此之瞭解。
3. 本組於學年期末請各課程修課之學生填寫問卷，調查學生對教育目標、核心能力
及發展特色的瞭解程度。問卷結果顯示本組訂定之核心能力在教師授課成果與學
生回饋反映之兩者間呈現相當的一致性。
本組亦將學生之核心能力回饋問卷結果與資訊交予該課程授課教師，做為教師書
寫課程大綱之參考。
【碩士班-英美文學組】
就如同本系之碩士班英語教學組，本組亦透過網頁、新生說明會及研究所迎新
場合，向學生傳達本組之教學目標、核心能力及發展特色。
1-5 依據第一週期系所評鑑結果與建議，確定教育目標並擬訂發展計畫之結果為何？
(1) 整體性作法
本系聽取教育部第一週期系所評鑑委員建議後，調整部分大學部課程，並於
102學年度增設碩士班英美文學組以及將第二外語列為必修以符合本系系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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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各班制獨特性作法(學士班、碩士班)
【學士班】
1. 103學年度起將第二外語列入系必修，以突顯本系為外國語文學系的特質。
2. 調降必修課程學分，使學生有更多時間研習雙主修、輔系等跨領域課程及學
分學程。
3. 增加ESP及實用性強之選修英文課程，如103學年度起開設商用英文、觀光英
文、留學生活英文、新聞英文。
4. 104學年度增設口筆譯學分學程，以提供本系學子更多元的選擇及提升就業
力。
【碩士班-英語教學組】
依據第一週期系所評鑑結果與建議所訂定的發展計畫如下：
1. 持續傳達英語教學所之教育目標及發展方向，使教師與學生確實明瞭，形成
教育共同體。
2. 持續舉辦國內外大師級專題講座，以開拓學生國際視野並加深學生在英語教
學專業領域的涵養。
3. 促進與姊妹校實質交流合作。
4. 訂定與外國學生交流之辦法及鼓勵學生短期出國進修學分，使學生具國際觀
並提昇其未來競爭力。
5. 舉辦國際及國內校際學術研討會，促進學術交流並提升教師研究能量。
6.

爭取產學合作之機會。

【碩士班-英美文學組】
回應教育部第一週期系所評鑑委員之建議，本碩士班於102學年度成立，發展
計畫如下：
1. 為使學生具專業知能、進階口語及寫作能力，採全英文授課，並邀請國內外
知名學者訪問授課。
2. 為使學生具跨領域知能，提高就業競爭力，必修學分少，選修學分多，鼓勵
教師輪流授課，讓選修課多元化。

(二)特色
(1) 整體性作法
如前所述，本系之課程設計著重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之結合，強化學生面對就
業市場的需求為發展特色，並針對就業市場需求調整發展特色。除系網頁及文宣
外，亦透過說明會場合介紹，並利用問卷檢核。
(2) 各班制獨特性作法(學士班、碩士班)
【學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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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在大學入門活動-系所時間宣導本系課程及核心能力，幫助新生認識本系，
101學年度應屆畢業生離校前的問卷結果顯示，本系69%畢業生認同甚至極度認同
本系課程有助學生聽說讀寫的能力；59%畢業生認同甚至極度認同本系課程有助學
生溝通及表達能力；64%畢業生認同甚至極度認同本系課程有助學生獲得相關領域
基礎專業知識；63%畢業生認同甚至極度認同本系課程有助學生學術寫作能力；
54%畢業生認同甚至極度認同本系課程有助學生獨立及思考批判力；56%畢業生認
同甚至極度認同本系課程有助學生拓展國際觀。
參見【附件學1-4-1】2012大學入門新生問卷調查結果，及【附件學1-4-2】、【附
件學5-1-3】、【附件學5-1-4】、【附件學5-1-5】等101-103學年度畢業生相關問卷
結果。
【碩士班-英語教學組】
1.提供學生多元機會驗證英語教學理論並應用語言教學理論於實際英語教學中。
2.與鄰近中學建立服務學習模式，創造雙贏學習機會。
3.培育切合時代需求的英語師資: 多元智能，全球國際觀，多元文化。
【碩士班-英美文學組】
就現階段而言，英美文學組於教育目標、核心能力與系院及校發展特色不謀而
合。本組深化學生文學訓練的目標與系目標「增進文學文化知識」及院校目標「培
育人文素養」相呼應，而因本組之選修課程豐富，授課之文本富含文化歷史背景，
有助拓展學生之國際觀(系院校共同目標)。本組對學生具進階英語口語及書寫能力
之要求呼應系目標(具良好英文能力)及校目標(具專業知能)。而本組要求學生多元
選修有助達到校目標(具跨領域知能)。

(三)問題與困難
面對全球化、少子化及學用落差的多重衝擊下，如何維持傳統並隨時代需求創
新課程並調整系所定位及教育目標，實為課題。
【學士班】
有鑑於各校碩士班甄試日期逐年提前舉行，本系於98學年度起將大學部專業文
學必修課程架構往前開課，目的乃幫助學生大四時有更多時間做生涯規劃，避免因
專業課程未修完，影響升學的競爭力。此外，本系101學年度起辦理「外語優異學生
系內課程免修施行要點」，旨在讓語文能力優異的學生免修基礎語文課程，善用時
間選修其他有興趣的課程，增加多元學習的機會。又，本系採納第一週期系所評鑑
委員建議，要求103學年度新生必修第二外語，實施一學期下來，有少數僑生及英語
語文能力較弱的同學反應，英文尚未純熟之下，增加第二外語，雖提供多元學習的
機會，但仍有顧此失彼之慮，因此本系仍待研議是否該將第二外語修課年級彈性放
寬，讓同學得以選擇在畢業前修畢即可。
【碩士班-英語教學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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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之發展方向與特色與本所之教育目標相契合；惟在跨文化知能方面尚待加
強。針對少子化的衝擊，現行教育目標及核心能力是否能永續實行，仍待評估與討
論。
【碩士班-英美文學組】
台灣社會輕忽人文學習的風氣始終是文學領域的挑戰，加上國內文學研究所僧
多粥少競爭激烈，雖本所力求教育目標及核心能力與系院校發展特色符合，但因自
102學年度成立迄今才兩年，本所之教育目標及核心能力尚有修正討論的空間。

(四)改善策略
(1) 整體性作法
廣納各方意見並建立回饋機制，適度調整課程，降低必修學分，鼓勵學生多元
學習，提高學生就業競爭力。
(2) 各班制獨特性作法(學士班、碩士班)
【學士班】
1. 本系大學部傳統之課程文學比重較高，但有鑑於時勢之趨、學生家長之期望、
及系友之意見回饋等，於103學年度增開實用性及應用性較強的語文課程（觀光
英文、商業英文、留學生活英文及新聞英文），供本系學生選修，修習情形十
分踴躍。
2. 103學年度起英美文學等專業必修課程由18學分變成12必修學分，西洋文化
史、研究方法、英語閱讀實習及英語聽力課程也由必修變為選修，用意是讓學
生有更充裕的時間選修感興趣之課程。但此改變之效果，尚待時間評估。
【碩士班-英語教學組】
1. 建立學分抵免機制，積極鼓勵學生參與一學期的異地學習，以落實第六項教育
目標(培育學生跨文化的認知及適應能力)。
2. 針對教育目標、核心能力部分，本所可以對學生多做溝通與宣導(例如透過標語
文宣等)，進而有助於其生涯規劃。
3. 推動五年一貫學碩士學位，鼓勵優秀學士班學生直升碩士班。
4. 面對少子化帶來之招生問題以及為提升學生就業競爭力，本系將規劃電腦及數
位教學，並結合跨領域課程以因應時代變化。
【碩士班-英美文學組】
1. 積極鼓勵大學部直升或報考。
2. 結合既有英語教學組課程，鼓勵學生修習，增加多元學習。
3. 利用既有口筆譯師資，增加生學習窗口，結合文學課程，增加學生就業競爭
力。
4. 將持續關注學生之學習情況及廣納建言，以適度修正調整教育目標、核心能

21

力、及發展特色。

(五)總結
本系所之教育目標乃根據本系所之設立宗旨以及學校的發展定位訂定之。本系
所根據教育目標之精神及內涵，訂定學生核心能力，其妥適性佳。在制定前期，委
請各專業領域之教師思考學生核心能力項目，並請其與學生討論畢業時所期待需具
備之能力項目，進而提系務會議經由討論而凝聚共識，並經決議通過後訂出。

22

二、課程設計
(一)現況描述
2-1 依據教育目標、核心能力與發展特色進行課程規劃與架構設計之運作與結果為何?
(1) 整體性作法
本系依據教育目標、核心能力、發展特色與聘任具有專長之教師，進行課程規
劃與架構設計。
(2) 各班制獨特性作法(學士班、碩士班)
【學士班】
1. 課程設計呼應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大學部畢業學分共 128 學分，含校共同必修
14 學分、通識 14 學分、系專業必修 57 學分、系選修 22 學分，及其他選修 21 學分，
課程包括語文訓練及英美文學兩大主軸、五大範疇：
1) 語文訓練課程：藉由英語口語訓練、英文作文，以及英語閱讀實習等課程，培養
學生閱讀、寫作、討論及批判性思考的能力，訓練學生用英語口語及寫作表達想法，
以深化英語技巧及對議題的了解。這些課程設計對應本系教育目標中期望學生具備
的四項核心能力：具有良好的英文聽、說、讀、寫能力；具有相關領域之基礎知識
具有溝通及表達能力；具有獨立及批判思考能力。
2) 英美文學：開設英、美文學及主題式文學討論課程，呼應「增進學生西洋文學與
文化的知識」及「培育學生分析、批判與獨立思考能力」的教育目標。
隨著103學年度將第二外語課程納入必修，並增開應用類英語課程，新課程設
計涵蓋五大範疇，基礎語言課程、第二外語課程、核心文學課程、應用課程、及統
整性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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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教育目標、核心能力與課程架構設計之運作，本校要求教師每學期開學
前，學生預選課程之際，須將該課程授課大綱、週課表、教材、以及評分方式等資
料上傳，以方便學生選課參考。線上授課大綱系統均列出每課程所需具備之核心能
力，教師設計學習評量時，亦根據此原則設計適當之評量及配分方式。101-103學
年度外 文 系 開 課 課 程 授 課 大 綱 建 檔 完 成 率 參見下表，本系學生核心能力/基本
素養與課程規劃之對應表參見【附件學2-1-1】。
100-103學年授課大綱上網率
學年
100

101

102

103

學期

開課總數 已建檔課程數

完成率

1

131

131

100%

2

131

131

100%

1

129

129

100%

2

130

129

99%

1

132

132

100%

2

130

130

100%

1

122

122

100%

2

133

133

100%

2.成立歐語學分學程及口筆譯學分學程：
為凸顯本系發展特色及提升學生升學就業競爭力，本系 100 學年度成立歐洲語言
學分學程、104 學年度成立口筆譯學分學程。成立歐洲語言學分學程，旨在鼓勵學生
深度學習外語，通過三年 18 學分進階的外語訓練、完成第三年的 4 小時歐洲語言教
學輔導，以及至少參加三場歐語學分學程的講座，便可獲頒歐語學分學程證書。
口筆譯學分學程則結合口筆譯理論、實務與科技，提供學生專業訓練，強化本系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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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能力。本系有 5 位以翻譯為專長之專任師資。口筆譯學分學程共計 15 學分，每
期學程招收 20 位學生（外文系學生 18 名保障名額）。口筆譯學分學程培育目標與本
系教育目標關聯情形如下表：
外文系教育目標
口筆譯

A 良好英

B 以英文

C 增進

D 分析

E 國際

Ｆ第二

語能力

有效溝

西洋文

批判獨

觀

外語能

通

學及知

立思考

識

能力

學程教育目標
1.培養雙語思考與表達的習慣





3.訓練專業口譯與筆譯的能力




2.開拓跨領域與跨文化的視野


力







3. 學生學習成效問卷結果
本系大學部依據教育目標、核心能力與發展特色，進行課程規劃與架構設計之
參照，結果可由本系大學部所實施系內學生學習成效問卷結果得到印證，該問卷旨
在了解師生對於教育目標、核心能力與課程規劃的了解及認同程度，供任課教師及
系所自我檢核。由回收的問卷結果顯示，學生均肯定課程有助他們達到各項核心能
力。101學年度上學期4門課程首次實施學生自評表問卷填寫，101學年度下學期25
門課程配合實施，102學年度上學期18門課程配合辦理，102學年度下學期23門課程
輪流實施，部分問卷統計結果參見【附件學2-1-2】，其餘課程問卷結果參見實地訪
評【佐證資料編號6號】。
為確保教師教學有助學生達到學習成效，101學年度本系大學部制定三項學生
學習成效檢核表：「外文系課程綱要表」（參見【附件學2-1-3】）提醒教師在期初擬
定授課大綱時，確實檢核授課內容及進度有效幫助學生學習；期末時再填「教師自
評表」
（參見【附件學2-1-4】），檢視該學期課綱規劃是否幫助學生達到學習成效；
再由學生填寫「學生自評表」（參見【附件學2-1-5】），落實學生學習評量的實施。
【碩士班-英語教學組】
本組承襲大學部優良傳統，以小班教學、全英語授課，培養學生獨立思考、跨
文化認知並以英語進行批判討論之能力，並依據本所所訂立之發展方向：驗證英語
教學理論；應用語言教學理論於實際英語教學中；建立服務學習模式以及培育英語
師資，規劃相關課程。本所學生以英文學習探討英語教學相關領域之理論與實務，
對專業議題進行深度的討論與分析，並進行研究以專業英文撰寫及發表論文。
其次，本所課程注重教學實作，與鄰近之中等學校如東大附中、西苑高中、華
盛頓中學、以及安和國中等建立服務學習的合作模式，安排學生至上述學校進行實
作教學，藉此幫其累積實務經驗。另外，本所也與國內外多所大學保持密切交流，
不定期邀請國內外知名學者到本所演講，此些活動也都鼓勵學生參加，以充實其研
究能力。以下詳細說明本組課程規劃架構、品質保證機制、及跨領域學習:
1. 本組在課程規劃與架構設計上均致力於實踐本組教育目標、核心能力，並透過此
來展現特色。除了提供學生整合理論與實務經驗的學習機會，也培育台灣優秀的中
等教育英語師資，並使其具備反思能力、分析、批判、獨立思考能力、獨立研究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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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及跨文化之適應能力。碩士班英語教學組-教育目標與課程架構對應圖請參圖 1。

圖1：碩士班英語教學組-教育目標與課程架構對應圖
2. 本組所核定之必修課程及提供之選修課程(含英語教學、文學、以及學術基礎能力
訓練三大類)，均以上述架構進行課程安排，碩士班英語教學組-課程地圖請參圖2。

圖2：碩士班英語教學組-課程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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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修課程：
(1)第二語言習得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本課程內容探討具影響力之第二語言習得的理論，主題含括語言學、心理語言學、
社會文化語言學，並從母語習得觀點來剖析其與第二語言習得的相互關係及其在外
語教學的影響。藉由閱讀實證研究論文及摘要撰寫，學生得以了解主要研究方法、
提升學術閱讀理解能力、並發展文獻整理及分析之能力；透過小型研究提案作業，
學生將思考有興趣之研究議題、培養獨立研究、以科學方法探索教育現象的能力。
(2)英語教學法 TEFL Methodology
本課程的重點放在現今英語教學法的應用及技巧。主題包括英語教學法的歷史演進
及此種演進在語言課堂上應用的結果。透過閱讀、與同學老師的互動、教學演練、
課室實境教學、以及個人反思，學生將發展出個人的英語教學信念。鑑於實地教學
實習對於日後教職生涯的重要性，本課程也安排研究生在鄰近中學(安和國中)進行
服務學習。另外本課程要求所有修課的研究生以團隊的方式進行課程安排、討論、
設計；擬出課程計畫。過程當中學生會從講課、講義、試教、教學觀摩、討論、同
儕回饋得到指引及方向。
(3)應用語言學研究方法 Applied Linguistics Research Method
本課程重點在於介紹應用語言學研究方法，其應用的領域涵蓋第二語言習得及外語
教學。課程內容先介紹第二語言研究之主要研究方法及基礎統計學；然後針對研究
設計部分，分別闡述質化及量化研究步驟，研究問題、假設、測量工具的發展製定，
以及測量工具的信度及效度確認；最後談及資料收集與資料分析等課題。本課程亦
融入相關研究實例及實作作業，以幫助學生了解課堂所學內容，並進而加以應用。
(4)外語學習評量及測驗 Foreign Language Assessment
本課程的目的在幫助學生學習語言評量的各個面向（内容涵蓋測驗設計、執行、分
析、及測驗的改進）
，以及常用測驗的評估和對測驗倫理的認識。大體來説，本課程
極爲強調評量與教學應用間的關係；尤其重要的是：本課程也安排學生至中學(東大
附中、西苑高中、華盛頓中學)執行歷程檔案評量，讓學生能夠應用所學，實踐服務
學習。
(5)碩士論文 MA Thesis
在本所老師指導下，學生必須在英語教學相關領域擇一主題，進行文獻回顧與實證
研究，完成碩士論文。本課程與個別指導課程相結合。
選修課程(英語教學領域)：
(1)學習心理學 Psychology of Learning
為增加本所學生修課自主性，本課程自 102 學年度起由必修改為選修。此課程廣泛
引介學習心理學中主要的理論、研究方法、及如何應用這些理論了解，教與學的關
係。主要的理論包括行為學、認知學、資訊處理、知識習得、動機過程、課室管理、
及學習評量等主題。另外，並探討學習心理學與語言學習之間的關係。該門課也提
供至安和國中服務學習的機會，幫助研究生了解如何運用學習心理學來解釋、分析
課室中觀察到的現象，進而提出提升學習的方案。
(2)應用語言學與外語教學 Applied Linguistics and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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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課程廣泛探討應用語言學在英語教學上的應用。主題包括文法、語用學、語料庫
語言學、社會語言學等在英語教學上的使用。
(3)語言研究中調查與統計之應用 Using Surveys and Statistics in Language Research
課程包括以下七個主要議題：規劃研究計畫、設計調查工具、收集和彙編調查資料、
分析統計與質性資料、報告所進行中的研究與評論研究報告。為了幫助學生理解以
及應用所學，本課程將提供研究樣本與實際練習的作業供學生參考。由於為進階課
程，欲修課的學生必須先修畢「應用語言研究方法」。
(4)寫作教學之理論與實作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eaching Writing
本課程提供第二語言寫作教學的概括介紹。學生將檢視第二語言寫作理論的發展，
並且探討將寫作理論應用於實際教學上的案例。課堂上討論及探索寫作教師所面對
的教學議題。包括第一語言與第二外語言兩者間的關係、寫作過程、寫作歷程教學
法、閱讀與寫作間的連結、教師的回饋、同儕的回饋、改錯以及寫作測驗評量等等。
研究生將比較與分析各種不同的寫作理論及方法，設計屬於自己的個人寫作研究計
畫和完成針對台灣學生學習英文的寫作教案。
(5)EFL 發音教學：理論與實務 Teaching EFL Pronunciation：Theory and Practice
本課程介紹中文及英語語音學的基本知識，在理論及實務上幫助學生熟悉這兩種語
言正確的發音方式，並將這些知識應用在 EFL 發音教學中
(6)網路科技與外語教學 Internet Technologies and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本課程介紹外語教學相關領域的網路科技使用概況，透過讓學生閱讀及討論電腦語
言輔助教學 (CALL)及電腦傳達溝通(CMC)等方面之文獻，探索不同 Web 2.0 工具及
最新技術，並批判分析這些技術在語文練習及語言教育上之影響。學生將可透過本
課進行網路傳遞研究計劃，學習如何創造及開發數位教材。
(7)英語閱讀教學之理論與實務 Reading Instruc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本課程探究第二語言閱讀研究中重要的議題，包括閱讀模型、識字發展、第一語言
跟第二語言閱讀之相關性閱讀障礙、閱讀策略及閱讀教學，如何將研究發現應用於
課室教學也會一併探討。學生亦可透過本課程進行網路教學資源搜尋、分享與評估，
以學習如何適當運用網路資源。
選修課程(文學領域)：
(1)美國短篇故事鏈 The American Short Story Cycle
短篇故事鏈常被當成短篇故事和小説的混和體，此乃因短篇故事鏈的獨立故事可以
被單獨閱讀及瞭解，可是卻又可以和其他章節連貫而成為小說。本課將教導學生閱
讀具代表性的美國短篇故事鏈，以此讓學生體驗及享受此文體之多樣性與美感。
(2)偵探小說 Detective Fiction: Form and Content
本課程教導學生閱讀代表性作家如 Edgar Allan Poe, Sir Conan Doyle, Agatha Christie,
Raymond Chandler, Ed McBain, Ellis Peters, Patricia Cornwall, and Henning Mankell 等
之偵探小說作品，透過探究這些作品的情節設計、敘述之聲音、角色、主題、及偵
探之刻劃等方式了解現代偵探小說的發展。本課亦探討偵探小說如何呼應社會及歷
史變化，除介紹社會組織及科技發展的特徵（例如治安維持、鑑識科學、電腦科技）
，
也探討上述特徵如何影響偵探小說的鋪陳。本課甚至將視野延伸至當代的非英語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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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小說。課堂討論之主題包括：英雄 vs.惡棍、個人 vs.社群、性別、離間、排斥、
及文化衝突等。
(3)文學翻譯 Literary Translation
本課除教導學生實用翻譯技巧，讓學生透過英譯中的訓練，學習處理在翻譯上常面
臨之複雜的語言及文體問題，跨越在翻譯學裡的文化鴻溝外，並能探究相關之翻譯
理論。
學術基礎能力訓練課程：
(1)進階口語練習 Advanced Oral Communication
本課程旨在提高研究生在英語口語表達之能力及信心。雖然只有一學分，為了讓學
生擁有更多口語練習機會，學生必須每週上課兩小時。
(2)學術論文寫作 I Academic Writing I
本課程為研究生的學術寫作做準備，特別強調研究所程度的寫作技巧。透過這個課
程，學生可以熟悉典型學術寫作的文體、規範，和學習如何撰寫不同目的的文章，
如：摘要、資料分析、評論和研究計劃。不論是宏觀層面（如：組織、架構、轉折）
或微觀層面（如：修正學術寫作中常見的的文法錯誤）的寫作技巧都會涵蓋在本課
程中。
(3)學術論文寫作 II Academic Writing II
此課程延續學術論文 I，更進一步提供研究生進行研究並撰寫研究報告的機會。研究
生將學習為自己的研究主題寫一份提案，預備並撰寫文獻探討，整合與研究主題相
關的資料，使用不同的修辭方式（敘述，說明，論述，論證）
，及使用不同的寫作技
巧（例如：比較/對比，因/果，定義，過程，分類）。
(4)專題討論 MA Research Seminar
本課程以專題研討方式提供學生觀摩及參與論文發表之機會。論文發表者包括國內
外研究學者、本所教師與研究生（教師根據專長領域分享最近之研究成果，而高年
級研究生則發表與其畢業論文相關之內容）
。本課程透過師生分享與討論之方式，提
昇本所學術研究之文化。
(5)個別指導 Independent Study
本課程透過與學生固定的面談，協助學生擬定研究題目與釐清問題，讓學生能順利
撰寫論文。
【碩士班-英美文學組】
英美文學組碩士班必修課僅3門：「文學理論與批評」(3學分)、「研究方法」(3
學分) 和「碩士論文」(6學分)，其他24學分則全是選修以及個別指導的課程。這樣
的規劃，乃是參考了許多台灣英美文學研究所學生的意見，其中有不少人認為，太
多的必修課程將導致學生無法深入鑽研個人感興趣的主題，或者不能開展本身獨立
性的研究。「文學理論與批評」和「研究方法」這兩門必修課，除了可以奠定學生
從事研究的基礎能力外，還能從一開始就協助他們追求個人興趣及發展特定研究主
題，此與本所「培育學生具備文學批評與獨立研究」之教育目標一致。自102學年度
上學期成立以來，本碩士班所開之選修課(皆為3學分)如下：20世紀美國主要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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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南部當代文學、歷史小說、美國願景：探索二十世紀書寫、偵探小說、烏托邦
文學、莎士比亞在亞洲、美國哀歎文學、歌德傳統文學、當代亞美文學。另外，本
所將於104學年度上學期開設「個別指導」課程，視研究生需求調整上課內容。另考
量本組畢業生有可能從事英語教學工作，故本組開放學生選修本系碩士班英語教學
組之課程。本組課程地圖如下：

必修課程：
(1) Literary Theory and Criticism「文學理論與批評」
本課程針對文學理論與批評領域中的重要人物與運動、學說，提供精細的綜
述。內容以形式主義為始，一路述及結構主義、心理分析、馬克思主義、後結構主
義、解構主義、後現代主義、女性主義、性別研究、同志理論與批評、歷史相對
論、種族與後殖民論述，以及文化研究等等。修課學生必須詳閱以上所列理念之相
關文本，並進行析判、思辨；同時，也要學會將文學理論，套用於文本和概念的評
析之上。本課程極重視學生如何在核心概念的輔助下，習得文學理論與批評之方法
運用和實作演練。
(2) Research Methods「研究方法」
修課學生必須學會如何利用圖書館進行基本研究，包括圖書資源與電子資料庫
之取得及運用、文獻回顧、MLA書寫規格、建立附註解的參考書目，以及針對美國
文學和英國文學相關的研究論題，來書寫論文計畫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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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課程規劃與架構設計之品質保證機制為何?
(1) 整體性作法
透過課程委員會、課程外審機制及學生學習成效評估等回饋機制，確保課程規
畫與架構之品質。
(2) 各班制獨特性作法(學士班、碩士班)
【學士班】
1、100-103 實施課程評鑑：
為確保課程品質，本系大學部依照本校「課程評鑑實施辦法」，每兩年辦理一
次課程評鑑，該評鑑分為課程整體架構、個別課程教學內容及方法兩類。課程整體
架構之外審意見及系所因應措施須提報課程委員會審議，個別課程教學內容及方法
之外審意見則供授課教師與系課程委員會參考。
本系大學部於100學年度下期實施「個別課程評鑑」，擇八門必修課程及四門選
修課程做評鑑。個別課程評鑑要旨：
1)、課程內涵及教學活動內容符合系、所、中心、室教育目標、核心能力；或通
識課程內涵及教學活動內容符合通識教育基本素養。
2)、課程設計涵蓋相關領域之最關鍵知識與觀念、技術。
3)、學生學習成效評估機制。
4)、檢核學生學習成效後發現之問題，即時反映教學活動之改善。
5)、整體課程內涵、教學方式與教學活動之妥適性。
6)、教師其他提昇教學品質事項。
100學年度個別課程外審委員為高師大英文系張逸帆教授及東吳大學英文系王
安琪教授。個別課程教學內容及方法審查要點，以課程授課計畫內容符合系、所、
中心、室教育目標、核心能力為判斷基礎，每課程檢附「個別課程教學授課大綱、
課程內涵與核心能力的對應、教學方法、教師自我評鑑表、學生學習評量、期中末
考試題試卷或期中末報告題目」等資料，供審查委員評鑑，十二門課程教師對於委
員的寶貴意見均予回應及納入改進之參考。100學年度個別課程評鑑資料參見【附件
學2-2-1】及實地訪評【佐證資料編號1號】。
修習
系級

必修
選修

授課教師

人數

基礎
課程

大一英文

1

必修

Daniel
Cothran

20



英語閱讀實習

1

必修

廖敏旬

28



口訓、作文一

1

必修

吳凱琳

18







口訓、作文二

2

必修

郭宜蕙

16







語言學概論

2

必修

江丕賢

50



英國文學一

2

必修

蔡奇璋

英國文學二

4

必修

Henk
Vynckier

課程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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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
課程

小班
教學

全英語
授課










67





63





修習
系級

必修
選修

授課教師

人數

美國文學

4

必修

John Shufelt

50





聖經文學

1-2

選修

張雅惠

41





英語教學:服
務與學習

3-4

選修

尤菊芳

16







文學討論：英
語教學議題語
言測驗與評量

3-4

選修

劉美惠

12







女性文學

3-4

選修

郭士行

49



課程名稱

基礎
課程

專業
課程

小班
教學

全英語
授課



101學年度本系辦理「課程整體結構外審」，課程整體架構審查要點為:
1)、系所教育目標、核心能力及發展特色；或通識教育基本素養及具體辦學特色。
2)、課程整體架構符合系所教育目標、核心能力；或通識課程整體架構符合通識
教育理念與內涵及基本素養。
3)、課程地圖建置之完整度。
4)、課程結構、必選修比重、畢業門檻、畢業條件或其他畢業要求等。
5)、專、兼任教師之學術專長與授課科目之相符程度。
6)、依據內外部回饋資訊，系所協助教師教學設計、教材教法具體回應情況。
7)、學生學習成效評估機制。
8)、系所、中心其他提昇教學品質措施。
101學年度本系邀請南臺科技大學應用英語系講座教授鐘榮富教授，及國立台
灣師範大學英語系陳秋蘭教授擔任整體課程架構外審委員，委員提出一些建議，也
肯定本系課程架構紮實，101學年度課程整體結構外審本系回應參見【附件學2-2-2】
及實地訪評【佐證資料編號2號】。
102學年度本系辦理「個別暨學用合一課程外審」，擇102學年度三門課程實施
外審，兩門必修課程分別是大一必修「英語閱讀實習」（2-2學分）、大二必修「英
文作文二」（2-2學分），以及大三、四選修「英語教學」（0-2學分）作為學用合一
的課程。外審委員為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英語系張玉玲教授及彰師大兒童英語所莊俐
玲副教授。透過外審委員給予任課教師意見、也供系課程委員會參考，最重要的是
有助本系落實學生學習成效評估機制，審視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的情形，以確保提
供學生一個優質學習環境。「個別暨學用合一課程外審」本系教師回應參見【附件
學2-2-3】，完整資料參見實地訪評【佐證資料編號3號】。
必修課
序號

選課代號

課程名稱

修習系級

學分數

授課教師

選課人數

1

0124

英語閱讀實習

大一

2-2

邱嘉慧

27

2

0142

英文作文二

大二

2-2

江丕賢

22

0-2

劉美惠

19

學用合一課程
3

0175

英語教學：進階

大三、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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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學年度下學期在課務組的統籌下，本系辦理101-103學年度課程整體結構外
審，此乃依據本校課程評鑑實施辦法第二條辦理，課程評鑑以每兩年辦理一次為原
則，各開課單位均須檢送課程外審。第一輪101學年度課程整體架構外審業已於102
年完成，第二輪課程整體架構外審內容則以101-103學年為主，主要是搭配高教評鑑
中心提供「第二週期大學校院系所評鑑實施計畫」所列之與課程相關的評鑑項目，
共擬定六大類別的課程整體架構外審項目（見下表）。送審及審查時間為104年
7/20~9/4，完整資料參見實地訪評【佐證資料編號4號】。
104年課程整體架構外審項目
類別

題項

一、發展計畫

1. 運用適合的分析策略以擬訂發展計畫之結果為何？

二、核心能力

2. 依據教育目標與結合大學人才培育功能與國家產業人才需求，訂
定學生核心能力之作法與結果為何？
3. 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之宣導機制與師生對其瞭解程度為何？
4. 依據第一週期系所評鑑結果與建議，確定教育目標並擬訂發展計
畫之結果為何？

三、課程結構

5.
6.
7.
8.

四、師資結構

9. 專、兼任教師之數量與學術專長，符合系所及在職專班教育目標
及滿足學生學習需求之情形為何？
10. 教師依據課程所欲培育之核心能力，進行教學設計與應用多元教
學方法之情形為何？
11. 教師自編講義、編製數位媒材做為教學輔助，提升學生學習成效
之情形為何？
12. 教師依據課程所欲培育之核心能力，設計學習評量之情形為何？
13. 依據教學評鑑結果，協助教師改進教學設計、教材教法與多元學
習評量方法之情形為何？
14. 教師配合課程需求，進行實務教學之成果為何？

五、學生學習成效

15. 學生學習成效表現為何？
16. 學生學習成效評估機制之運作與成效為何？

六、整體規劃

17. 自行規劃機制或結合學校之機制，蒐集內部利害關係人、畢業生
及企業雇主對學生學習成效意見之情形為何？
18. 根據內部利害關係人、畢業生及企業雇主對學生學習成效意見之
分析結果，進行檢討修訂核心能力之設計、課程規劃與設計、教
師教學與學習評量，以及學生輔導與學習資源提供之情形為何？

依據核心能力進行課程規劃與設計之機制運作與結果為何？
課程地圖建置與實施情形為何？
跨領域學習之課程規劃與執行為何？
系上開設學用合一及整合性課程之課程執行成果為何?

2、辦理系內課程外審
除了每年辦理課程外審，本系也定期邀請業界代表、系友或學者參加課程委員
會議，例如101學年度邀請陳封平系友（業界代表）及逢甲大學外文系邱源貴主任參
加課程委員會議，102學年度則邀請靜宜大學英文系主任吳萼洲教授擔任課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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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針就本系教育目標、核心能力、課程設計及學生就業力等議題進行交流，委員
均肯定本系的辦學嚴謹，也適時給予建議，101-102學年度系內課程外審委員意見
參見【附件學2-2-4】及【附件學2-2-5】。
【碩士班-英語教學組】
為確保本所開設之課程與架構設計有一定之品質,本組採取下列二種機制:
1. 本組設有碩士班工作委員會 (MA Working Committee)，為本組之課程提供品質保
證。該委員會由本組之所有專任教師及系主任組成;負責課程之規劃、提案與疑義處
理，也指導碩士班科目之發展、革新與檢討。101 至 103 學年度期間，該委員會成
員有六位教師。委員會根據學生研究興趣及其在英語聽、說、讀、寫、字彙、發音、
文法等方面之教學需求，來規劃課程。每年該委員會根據教師之授課意願，達成內
部共識後，送交外文系課程委員會表決。近三年來本組開授的選修課程參見【附件
碩 2-2-1】
，以語言教學的七大技巧(聽、說、讀、寫、字彙、發音、文法)平衡發展為
原則，旨在全力輔導、訓練本所學生在教學技巧上全面發展，以勝任日後教學生涯
之需求。
2. 本組授課教師亦將授課大綱提前公佈於學校網站，學生藉此了解課程教學目標與
內容並進行課程篩選。自 102 學年度起，本校的課程大綱上網時程，已提前到授課
前一學期末，此舉目的在讓學生有更充裕的時間，可以思考衡量其想修之課程。課
程大綱上網在本組教師全力配合下，自 101 學年度起均已達 100%。除上述兩項品質
保證機制之外，本組為進一步確保學生能充份了解所修課程的教學目標與內容，除
要求教師在第一堂上課時，詳細解釋外，並鼓勵學生提問。
【碩士班-英美文學組】
本組課程設計之特色：
1. 必修學分少，選修學分多，鼓勵學生依興趣及需要跨領域修課。本組學生亦可
選修本系碩士班英語教學組之課程。
2. 鼓勵教師輪流開課，以豐富選修課之多元性。
3. 所有課程均以英語授課，以養成學生用英語思考及溝通表達的習慣。
4. 本系每年保留一名專任教師名額給國內外訪問學者，該學者可支援本組授課。
本組以下二種機制來確保所開設之課程：
1. 碩士班文學組工作委員會(MA Working Committee)，委員們依據學生的興趣與
需求來規劃課程。
2. 本組授課教師亦將授課大綱提前公佈於學校網站，提供課程大綱，學生藉此了
解課程教學目標與內容並，進行課程篩選。
本組透過導師與學生間的個別討論，來理解學生的修課興趣，藉以提供符合學
生需求的選修課。在接下來的幾年內，隨著本碩班學程逐年成熟，將邀請他校同儕
針對本組的課程進行評量，據之作適當修正。此外，東海大學外文系也已決議以暨
南大學外文系做為參考對照系所，本組將會深入觀察該校的碩士班課程內涵，期能
就核心能力、教育目標和課程內容等三大面向，持續檢討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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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跨領域學習之課程規劃與執行為何?
(1) 整體性作法
本系大學部及碩士課程，均不乏跨領域之學習，大學部培育雖主要以英美文學
以語言培訓為主軸，選修課程涵蓋跨領域學習之課程也很多，例如「英語教學」
、
「聽
障學童英語口語教學」等學用合一的課程，提供學子師資培育的技能，
「新聞翻譯」、
「新聞英文」
、
「觀光英文」
、
「商用英文」等也是跨領域之課程，再者如「兒童繪本」、
「劇本創作」、「戲劇展演」等結合文創元素之課程，跨領域俯拾即是。
除了開設實用性課程等作法推動跨領域學習，本系也鼓勵學生跨領域修課。此
外，本系定期舉辦研討會，不僅提供教師學術交流的平台、也提供學子參與跨領域
學術講座的機會，本系近三年舉辦學術研討會一覽表：
時間
101 學年度
2012.10.26-27

地點

研討會主題

求真廳

第六屆臺灣西洋古典、中世紀暨文藝復興國際研討
會：『方室之內富無窮』：收藏之為古代、中世紀、
文藝復興時期文化習俗與文學主題

102 學年度

人文大樓

102.10.29

H106

102 學年度

語文館

102.11.22
102 學年度

LAN007

第一屆歐洲文化觀點研討會--科學、景觀音樂與設
計：以跨領域角度看歐洲
第一屆英語教學國際研討會：全球化下的英語教學

茂榜廳

103.3.7-8
102 學年度

2014 第 11 屆亞洲新人文聯網會議

語文館

第 15 屆全國語言學論文研討會
103.5.23-24
LAN007
本系近三年舉辦學術研討會議議程等資料參見【附件學2-3-1】，辦理研討會校
內相關新聞報導參見【附件學2-3-2】。另，104學年度本系將承辦中華民國比較文學
學會「第三十八屆全國比較文學會議」。
(2) 各班制獨特性作法(學士班、碩士班)
【學士班】
1. 鼓勵本系學生跨領域修課：
本系鼓勵學生跨領域修課，舉凡雙主修、輔系、教育學程、文創學程、歐語學
分 學 程等校內學分學 程，皆有本系大學部 學生 修習 。根據本校 教務資料庫 ，
100-102學年度本系學生跨領域修習狀況及人數如下表：
學年度

校際選課
輔系人次
人次

雙主修
人次

教育學程

其他學分
學程

小計

100(上)

0

19

11

41

0

71

100(下)

1

0

2

33

124

160

101(上)

0

31

11

68

133

243

101(下)

2

43

8

20

52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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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年度

校際選課
輔系人次
人次

雙主修
人次

教育學程

其他學分
學程

小計

102(上)

0

4

3

19

28

54

102(下)

5

32

4

14

128

183

小計

8

129

39

195

465

836

102學年度本系針對大學部學生修習跨領域學習之情形進行調查，結果如下
圖，跨領域之科系以管院人數最多，其次是社科院，接下來分別是創意學院及文學
院。101-103學年度本系學生雙主修及輔系修習名冊參見【附件學2-3-3】。

6

5
2

3

文學院
理學院
管理學院
社科院

11

農學院
28

創藝學院

2. 增開實用性課程：
103學年度起本系將第二外語納入新生必修課程，期能增強本系學子就業力及
國際觀。另外，經過在校學生及畢業生意見之調查，順應他們的要求及家長的期
待，本系也邀請英語中心之外籍專任教師在103學年度於本系開設「商用英文」，以
及邀請餐旅系的教師支援開設「觀光英文」，亦有開設「留學生活英文」及「新聞
英文」等應用性英文課程，一來滿足學生的需求，二來增加他們就業的能力。增開
實用性課程讓學生有機會將所學的語言、文學知識運用在例如商業、觀光、新聞領
域上，這些都與深層的文學素養有關，實際上也符合了教育目標。
3. 學分學程：
除了校內既有的十餘門學分學程，100學年度本系設立歐洲語言學分學程，
104學年度增設口筆譯學分學程。該口筆譯學分學程結合口筆譯理論實務與科技應
用，提供學生口筆譯與跨文化能力訓練，目前已有70餘位學生申請。
本校文學院也於99學年度起推出文化創業產業學分學程，透過跨學科的課程設
計，擴展學生學習領域，並奠定學生未來投入文化創意產業市場之基礎，以提高文
學院畢業生的就業競爭力。第一屆文創學程共25位學生修習，外文系學生佔6名，
約為24%。第二屆學程共29名，本系學生17名，約為58%。此外，文學院並於102及
103學年度辦理職涯學苑，供文學院學生更多的職前培訓課程。文學院職涯教育課
程「就業即戰力」授課大綱內容參見【附件學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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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碩士班-英語教學組】
為落實跨領域學習，本組除了要求學生修習英語教學專業課程，提供下列二種
選修課程:
1. 文學選修課程旨在培養學生擁有宏通器識，其目標符合本校辦學所注重之博雅教
育精神。101~103 學年度間本組所提供之跨領域文學課程有:偵探小說、美國短篇
故事鏈、文學翻譯、口譯研究導讀與實戰等。
2. 有鑑於電腦科技應用於語言教學之影響力與日俱增，本組自 101 學年度起提供電
腦輔助語言教學的理論與應用課程(如:網路科技與外語教學)，期使學生能透過對
電腦語言輔助教學 (CALL)及電腦傳達溝通(CMC)之認識，探索批判分析不同 Web
2.0 工具在英語教學上之影響，並在未來能夠廣泛應用電腦科技於教學工作中。
【碩士班-英美文學組】
本碩士班提供多元的選修課程以利學生跨領域學習。本碩班之課程規劃，乃是
由所內老師定期開會、凝聚共識，形塑而成；不論師資專長為文學、理論或文化研
究，每位老師皆為課程委員會之當然成員，且有參加會議之義務。開會之前，研究
生導師會先和學生聚談，理解其修課興趣；專任老師也會私下徵詢學生各別的研究
興趣或主題，以做為開課之參考。此外，教師輪流開課，提供不同領域的選修課程
以滿足學生的需求。再者，本碩士班亦鼓勵學生選修碩士班英語教學組之課程，除
能拓展其跨領域知識外，亦可增加就業競爭力。本系碩士班之英語教學組已有超過
十五年之歷史；資歷較淺的文學組碩士班與經驗豐富的英語教學碩士班師生互動良
好，受益甚多。

(二)特色
(1) 整體性作法
本系課程規劃兼具專業學習與博雅學習兩大領域，輔以多元學習管道，擴展學
生視野。
(2) 各班制獨特性作法(學士班、碩士班)
【學士班】
本系大學部培育主要以英美文學以語言培訓為主軸，但亦開設涵蓋跨領域學習
之課程，例如「英語教學」、「聽障學童英語口語教學」、「新聞翻譯」、「逐步口譯」、
「同步口譯」
、
「文學翻譯理論與實踐」等等課程，103學年度增開實用課程（觀光英
文、商用英文、新聞英文、留學英文），104學年度成立口筆譯學分學程，另本系教
師支援文創學程所開的課程（兒童故事創作：繪本製作、劇本創作、戲劇展演）
，並
邀請各界人士舉辦專題演講(參見【附件學2-3-5】)，皆提供學生多元學習的機會。
【碩士班-英語教學組】
本組課程設計之特色為以下四點:
1. 結合理論與實務提供學生驗證及反思機會：必選修課程(如:英語教學法、外語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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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量與測驗、學習心理學、寫作教學之理論與實務、英語閱讀教學之理論與實務
等)均強調學生能深入探討英語教學相關理論並要求學生應用理論於實際教學或
教案設計中，提供學生驗證理論、同儕學習及反思機會。
2. 透過服務學習模式培育英語教學師資：為培養學生日後成為優秀的中等教育英語
教師，必選修課程(如:英語教學法、外語學習評量與測驗、學習心理學)以人文關
懷與社區服務之精神，與鄰近之中等學校如東大附中、西苑高中、華盛頓中學、
安和國中等建立服務學習的合作模式，安排學生至上述學校進行實作教學，累積
實務經驗。透過早期實習接觸課堂實境，建立教師學效能。
3. 培育學生獨立探究教育現象之能力：必選修課程(如:第二語言習得、應用語言學研
究方法、應用語言學與外語教學、語言研究中之調查與統計之應用、專題討論) 強
調英語教學議題之深入探討、研究方法之正確了解與運用，並透過受邀學者、教
師及高年級研究生分享研究成果，培養學生獨立研究、以科學方法探索教育現象
的能力。
4. 培養具博雅精神跨領域學習人才：本所提供之文學領域選修課程(如:偵探小說、美
國短篇故事鏈、文學翻譯等) 著重博雅學習及跨文化認知，旨在提升學生思想層
面，培養文化底蘊。英語教學領域之選修課程、電腦輔助語言教學課程，旨在培
養跨領域英語教學人才，使本所學生未來能夠廣泛應用電腦科技於教學工作。
【碩士班-英美文學組】
1. 本組的主要目標，為提供學生全方位的英美文學相關知能，包括文學批評和文
化理論。一方面，歡迎對廣義英美文學有興趣的學生前來就讀；另一方面，課
程內容尤其能夠滿足意欲聚焦於文學之文化、社會、政治等面向的研究者。
2. 本組課程之規劃培育學生不僅在文藝美學上有所涉獵，而且必須重視文學作品
所展現的價值、觀點、意識形態，以及特定之文化歷史脈絡。
3. 本組課程的重要核心規範尚且涵括：充分掌握學術研究之傳統與方法、依循適
當之參考書籍引用模式，以及靈活運用與研究相關的大眾傳媒及網路資源。再
者，本組極其重視培養研究者的書寫能力、於特定領域中從事學術性和批判性
研究的能力，以及在討論會、研討會或其他學術場合中，流暢表達研究內容之
能力。
4. 本碩班之課程規劃，乃是由所內老師定期開會、凝聚共識，形塑而成；不論師
資專長為文學、理論或文化研究，每位老師皆為課程委員會之當然成員，且有
參加會議之義務。開會之前，研究生導師會先和學生聚談，理解其修課興趣；
教師也會私下徵詢學生各別的研究興趣或主題，以做為開課之參考。此外，教
師輪流開課，期能提供不同領域的選修課程，如英國文學、美國文學、莎士比
亞、主題研究、型類小說相關課程等等，以滿足學生的需求。再者，東海大學
外文系設有英語教學暨應用語言學之研究所學程，已有超過十五年之歷史；資
歷較淺的文學組碩士班與經驗豐富的英語教學碩士班師生互動良好，受益甚多。
5. 本組並借重訪問學者駐校，增加課程的多元化，及學生直接接觸學者及其學術
研究成就。於 2013-14 年間，本系邀請傅爾布萊特學者北卡羅萊納大學訪問學者
席博安(Robert Siegel)駐校一年，其研究專長為美國小說；席博安教授在本組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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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 2 門課「二十世紀美國主要作家」及「美國南部當代文學」。2015-2016 年另
一位傅爾布萊特學者(Robert Davidson)也將到系上任教，嘉惠學子。

(三)問題與困難
面臨少子化伴隨生源減少及招生壓力，小班教學開課成本高，影響開課多樣
性，如何兼顧成本效益及滿足學生需求，並持續發展特色，為一大困難。
【學士班】
本系堅持小班教學，一門必修課程往往分成兩或三個小班級上課，因此每學期
總開課學分（授課時數）相對地兩倍或三倍增加，每學期本系大學部開課總時數為
全校之冠，遠遠超過校方之規定。雖本系願意增加選修課程的數量及類型，但校方
礙於人事鐘點成本現實之考量，並不鼓勵。本系103學年度已增開實用性選修課
程，但依照本校教務處開課規定，雙班制的學系每學期開課總學分（時數）上限為
119學分（見下表），因此未來朝輪流開課作業。
大 學 部

全學年總學分

共同必修

學系全學年
開課總學分

系每學期
開課總學分

單 班

150

28

122

61

雙 班

294

56

238

119

3班

428

84

344

172

隨著少子化的衝擊及成本考量，本校教務處修正課程開課最低選課人數下限，
大學部由10人變為15人，本系自創系以來始終堅持的小班教學特色首當其衝。文學
討論課程系上原本規定修課人數上限15人，如今因應校方措施，每班修課人數增加
為18至20人。
【碩士班-英語教學組】
本組之課程設計雖已盡力滿足學生需求，並持續發展特色，仍面臨下列問題:
1. 因少子化及學歷貶值現象，本組近年就讀之學生人數有減少趨勢，選修課程
人數不若以往熱絡；教師擔心需開設選修課程可能無法達到本校規定最少三
人始得開課之門檻，故開設選修課程之意願隨之降低，因此造成近年本所開
設之選修課程和早期相比，不若以往多樣，學生在選修課的選擇也較受侷
限，此現象就長遠而言，將影響本組學生學術研究表現。
2. 本校自102學年度起要求教師須在欲授課之前一學期末將授課大綱上傳學校
網站，供學生在選課前有更充分之選課資訊，此舉立意雖佳，對學生帶來更
多便利，卻也因教師平日已努力埋首於教學、研究及各式校內外服務，有時
教師為了在學校規定之期限內上傳，無法仔細撰寫或更新授課大綱內容，無
形中影響學校本來創立此舉的美意。
【碩士班-英美文學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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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組努力建構具有特色的課程，但起步稍晚，加上國內文學研究所多及社會
對人文課程的偏見，招生誠屬不易。
2. 雖本組欲提供多元的選修課，但因本組學生人數少，再加上校方規定研究所
課程至少要三人才能開課，有些課因選修人數不足無法開課。

(四)改善策略
(1) 整體性作法
透過數位化及創新教學模式、申請計畫爭取補助等方式，降低開課成本並增加
課程多樣性。
(2) 各班制獨特性作法(學士班、碩士班)
【學士班】
儘管私校經費不若公立學校充裕，本校教務處在提升本校教學品質、強化學生
學習成效上不遺餘力，103學年度的「亮點計畫」補助系所基礎核心課程、統整性課
程、跨領域課程及創新教學課程，以落實學生學習、院系特色發展、提昇國際視
野、跨領域學習為主軸，進而培養學生思考、批判、創造及解決問題的能力，建構
獨特且卓越的多元優質教學環境。本系大學部教師雖有提出申請，惜未通過審查，
未來將再接再勵繼續申請。
【碩士班-英語教學組】
本組工作委員會在課程會議上持續鼓勵同仁開設選修課程，工作委員會召集人
也積極鼓勵學生選修不同教師所開設之選修課程。為讓學生在修課上有更多自主
性，自102學年度起將原本必修之「學習心理學」改為選修。
有關教師須提前將授課大綱上傳供學生預選參考一事，本組工作委員會盡力配
合，並協助新進教師或有任何需協助的同仁完成並準時上傳授課大綱。
碩士班英語教學組課程教導學生熟稔相關之教學理論、語言學習過程、社會語
言現象、認知發展、及學習者個別差異等主題，並引導學生透過論文研究探討西方
的英語教學理論運用在本地英語教學的適切性。一方面將課堂所習得之理論整合應
用於英語教學實務中，另一方面透過服務學習模式之建立，實現多元化學習環境。
本組採取跟鄰近中學建立服務學習的合作模式，透過幫助鄰近中學英語課程之設計
與規劃、英語師資職前及在職之訓練、學生評量系統之規劃整合等，來增加本組學
生實作機會，拓展教師教學及研究之領域與資源。目前本組有三門課與鄰近中小學
建立長期穩定的合作關係，分別是「英語教學法」、「外語學習評量及測驗」以及
「學習心理學」。此服務學習的特色，可謂雙贏的合作模式，除使學生能在多元化
學習環境下培養教師效能感，也使鄰近中學的英語教學資源更加豐富。此外，本組
課程另一特色為與現今科技發展相結合，運用電腦網路科技提升英語教學。 除聘
請電腦輔助語言教學相關專才之教師教授電腦輔助語言教學的理論與實務，也鼓勵
其他教師應用各式相關技術如數位教學平台、e-portfolio等於教學上，使學生藉由
多元的上課方式讓其學習更生動活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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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碩士班-英美文學組】
1. 本組將秉承原有的教育理想，培育優質的學術人才，也將借助教學組的課程，運
用既有的口筆譯師資開設相關選修課程，將深度的文學文化專業知識與實際運用
結合，讓學生具有更多元的能力，以吸引更多學生入學。
2. 為達校方規定研究所課程至少要三人開課之門檻，藉由推動五年一貫學碩士學位
學程，及開放碩士班英語教學組之學生選修本組課程，以增加選修學生來源。

(五)總結
本系學士班及碩士班課程設計嚴謹，均依據教育目標、核心能力而進行課程架
構設計及規劃，英美文學組碩士班雖成立時間很短，已經培育一位畢業生，這位學
生原為本系大學部系友，以英文為母語的南非籍外國學生，肯定本系紮實之教學，
大學畢業一年後選擇報考本系英美組文學所，已於 103 學年度完成學業。
本系大學部及碩士課程均秉持全英語授課及小班教學之堅持，每年大學部暑轉
不乏公立大學學生報考，此外，本系大學部和研究所均吸引許多優秀外籍學生申請
就讀，103 學年度應屆畢業的兩位大學部畢業陸生，一位考取台灣大學外文所，一
位打算申請英國研究所，除了正規入學的陸生，短期境外生交換生申請至本系修課
的人數更是逐年增加，然而，為顧及小班教學之理念， 本系僅開放以英文系、外
語系以及翻譯系所為主修的境外生修課，以 104 學年度為例，目前通過本系審核至
本系修課之大陸交換生有 15 名，足證本系課程及教學奠下良好口碑，吸引彼岸及
外籍優秀境外生之申請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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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師資教學
(一)現況描述
3-1 專、兼任教師之數量、結構與學術專長，符合系所之情形為何？
(1)整體性作法
本系共計23位專任教師及11位兼任教師，23位專任教師中，10位教師具備英美
文學專長，8位教師為英語教學專長，5位教師則具語言學專長。其師資的數量及專
長皆有助於本系發展方向特色及課程規劃，並有效落實本系傳統之全英語教學。
專、兼任教師聘任皆依據課程規劃之需求與教學目標等多重考量，並參考課程委員
會意見循教師評審委員會會議程序加以審議後徵聘，專、兼任教師之數量與學術專
長符合實際教育目標及學生學習需求。
1.師資聘任符合學術專長：
教師專業領域是本系相當重視的資產，教師依專長開課，提供學子多元選擇。
本系教師專業研究計畫及授課課程均有關聯，100至103學年度本系教師科技部專題
研究計畫及授課課程關聯對照參見【附件學3-1-1】。有關本系專兼任教師學經歷基
本資料請參見【附件學3-1-2】。
2.教師之數量合適、結構穩定：
本系生師比符合教育部之規定，專兼任教師人數結構穩定、流動小。
1). 100-103學年度專、兼任教師人數統計及生師比一覽表：
學年度

100 上

100 下

101 上

101 下

102 上

102 下

103 上

103 下

專任教師數

24

23

24

24

24

24

22

23

兼任教師數

13

17

9

9

9

9

10

10

大一

114

110

115

110

113

109

112

105

大二

104

103

109

105

112

112

113

111

大三

97

98

101

100

104

104

109

109

大四

135

131

115

112

124

114

126

119

16.51

16.22

16.76

16.27

17.26

16.72

18.78

16.39

學
生
人
數

師生比

註：依教育部規定，生師比計算方式為學生總人數除以專任教師加上兼任教師人數，
其中兼任教師人數計算方式為：以4名兼任教師折算1名專任教師，且兼任教師折算數
不得超過實際專任教師數1/3，超過部分不計。又，大學部生師比須小於25。

2). 本系教師結構表：
職級
專任
教師
數與
職級

101 上

101 下

102 上

102 下

103 上

103 下

教授數

0

1

2

3

3

2

副教授數

11

10

11

10

8

8

助理教授數

8

8

7

8

8

10

講師數

4

4

4

3

3

3

小計

23

23

24

24

22

23

19

20

20

19

19

20

專任教師具博士學位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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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任
教師
數與
職級

教授數

1

1

0

0

0

0

副教授數

0

0

0

0

0

0

助理教授數

0

0

0

0

1

1

講師數

8

8

8

8

9

9

小計

9

9

9

9

10

10

3).近五年師資流動情形：
學年度

專任師資數

說明（遞補/離職）

104

24

聘客座教授 Dr. Robert Davidson (傅爾布萊特學者)

103(下)

23

續聘客座教授童元方一學年
新聘彭貴絹助理教授（遞補 Kathleen Seaton 副教授）
聘陳玫樺助理教授（遞補陳心怡助理教授）

103(上)

22

新聘林宜玲助理教授（遞補 Anjan Nath 副教授）
蕭季樺助理教授（遞補尤菊芳助理教授）
續聘客座教授魏淑珠一學期（陳心怡助理教授離職）

102(下)

24

新聘客座教授童元方一學年
尤菊芳助理教授請假一學期後退休
續聘客座教授魏淑珠一學期 (Anjan Nath 副教授退休)

102 (上)

24

聘客座教授 Dr. Robert Siegel (Fulbright Scholar)
續聘客座教授魏淑珠一學年(David Decker 副教授離職)

101

23

聘陳心怡助理教授(遞補尹慕群助理教授職缺)

100

24

聘客座教授 John Rodden；尹慕群助理教授離職
續聘客座教授魏淑珠

99

24

聘客座教授魏淑珠

98

24

聘助理教授張雅惠

專任教師每週授課時數約10-12小時，平均授課時數約10小時。教師教學之餘亦
著手學術研究及學生學習輔導。本系專任教師100-102學年度平均每週授課時數表
參見【附件學3-1-3】。
3.專業教學成長及獎勵：
教學專業成長方面，本校訂定有教學研究卓越獎勵機制，並針對新進教師設有
多項獎勵機制，例如「新聘助理教授減授鐘點辦法」及「東海學術獎暨年輕學者傑
出獎」辦法見【附件學3-1-4】。
101-103 學年度教師減授鐘點統計表
序號

教師

職稱

101 上 101 下 102 上 102 下 103 上 103 下

1

廖敏旬

副教授

1

1

2

2

2

2

執行專題研究計畫

2

劉美惠

副教授

1

1

1

1

1

1

執行專題研究計畫

3

邱嘉慧

助理教授

-

-

1

1

-

-

執行專題研究計畫

4

陳心怡

助理教授

-

-

3

3

-

-

新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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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101-103 學年度教師減授鐘點統計表
序號

教師

職稱

5

蕭季樺

助理教授

-

-

-

-

3

3

新聘

6

林宜玲

助理教授

-

-

-

-

3

3

新聘

2

2

7

7

9

9

合計

101 上 101 下 102 上 102 下 103 上 103 下

備註

為了鼓勵教師致力教學，本校也設立多項獎勵機制，包括：「教師特優教學
獎、教學創新獎」、「東海大學彈性薪資實施辦法」、「榮譽講座、東海大學特聘
教授設置辦法」。另獎勵與協助學術論文發表、獎勵研究卓越之教師，建立「獎勵
與協助以及評鑑機制」，訂有：「專任教師學術研究獎勵辦法」、「產學合作獎勵」、
「新聘助理教授減授鐘點」、「出席國際會議補助」、「研發能量啟動專案」、「獎
勵專任教師申請研究計畫辦法以及教師進修與研究」等等。102學年度本系劉美惠副
教授獲頒「教學優良獎」，103學年度邱嘉慧老師獲頒「特優教學優良獎」。相關鼓
勵教師獎勵辦法參見【附件學3-1-5】。
此外，本校教務處及教學資源中心也常定期舉辦教師專業成長工作坊、英語授
課教師社群、創新教學社群及教學策略社群等活動，供教師汲取他人經驗，增進專
業知能。近年校內其他單位舉辦專業成長工作坊活動參見【附件學3-1-6】。
4.新進教師輔導制度：
本校自95學年度起實施新進教師輔導制度，校方除了編制新進教師手冊及建置
新進教師專屬網站外，並舉辦新進教師知能研習、交流暨歡迎茶會，及建立傳習制
度（指派系上資深教師為新進教師的mentor），這些制度使新進教師快速融入東海
大家庭，縮短新進教師適應大學校園、提高新進教師在教學及研究上的生產力、增
加新進教師向心力。
學年度

新進教師

Mentor

103上

蕭季樺

郭宜蕙

103上

林宜玲

Mieke Desmet

103下

彭貴絹

林淑琴

103下

陳玫樺

廖敏旬

5. 短期客座教授講學：
為擴展學生學習視野及強化師資陣容，本系積極延聘國外學者至本系進行短期
講學，包括100學年度客座教授John Rodden，上學期教授「公共知識份子的視野、價
值與職志」、「喬治歐威爾及其評論家」兩門課，下學期教授「東方及西方公共知
識份子」、「歐洲生活及書寫」兩門；102學年度本系延聘傅爾布萊特學者Robert
Siegel教授「20世紀美國主要作家 」及「文學討論：美國短篇小說美國南部當代文
學」，並聘請小說家Karen Bender執教「 文學討論：生命歷程創寫」及「小說選讀」
等課程，104年度將聘請另一傅爾布萊特學者Robert Davidson開授當代亞美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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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教師研究、專業服務與輔導表現之情形為何？
(1)整體性作法
1. 教師學術研究不輟
本系教師教學之餘，亦投注於研究及輔導。本系教師研究成果數量逐年增
加，專業服務亦受肯定，輔導表現斐然。98-103學年度本系專任教師學術研究
情形請參見如下附件：
期刊論文發表細目參見【附件碩3-2-1】；
專書出版細目參見【附件碩3-2-2】；
專書論文發表細目參見【附件碩3-2-3】；
研討會論文及論文發表細目參見【附件碩3-2-4】；
研討會論文或工作坊發表細目參見【附件碩3-2-5】；
教師其他著作發表細目參見【附件碩3-2-6】；
執行國科會計畫案細目參見【附件碩3-2-7】。
項目

學術類別

件數

科技部計畫

19

非科技部計畫

5

期刊論文

34

研討會論文

21

專書

1

專書部份章節

9

藝術設計創作及展演

3

國內外講學/研究/演講

10

參與國際學術活動

15

舉辦學術藝文活動

2

研究計畫

學術著作

學術活動及獲獎
系所學術活動概況

合計

119

並於103學年度發行本系期刊Interplay: A Journal of Languages, Linguistics, and
Literature「語言、語言學暨文學」創刊號【附件學3-2-1】。
2. 專業服務永續：
教師專業服務又分為校外服務與校內服務兩類。近三學年本系專任教師校外
服務情形參見【附件學3-2-2】，本系專任教師支援本校跨領域單位開授專業課
程情形一覽表參見【附件學3-2-3】；教師除積極參與院校各項行政工作，也配
合學校教學資源中心規劃，與英語中心合作，每週一至二次利用午休時段，推
動English Corner活動。同時本系教師亦配合文學院，籌設文化創意產業學程，
支援開課，帶領學生將所學運用於影像、文本、及戲劇等創作。101-103學年度
English Corner時段及教師排班表見【附件學3-2-4】。
3.輔導表現紮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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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輔導表現方面，本系為雙班制，大學部共八個班級，大一班級則為雙導師
制度，所以每學年約十餘位教師教學之餘，亦擔任班級導師之職務。關於導師
輔導表現，請參見項目四之4-1「提供學生一般學習輔導，資源應用之作法」。
導師時間及輔導紀錄，請參見實地訪評【佐證資料編號15號】
3-3 教師評量之執行情形為何？
(1) 整體性作法
本系教師評審委員會委員組成：系主任為當然委員，選任委員共計六名，由在
本系服務滿一年以上之專任教師組成，包括四位大學部課程代表、一位碩士班課程
代表以及一位第二外語課程代表。其任期一年，連選得連任一次。教師每四年均需
接受評鑑，包括教學、研究、服務及輔導四大項目，升等通過者或榮獲傑出教學獎
者視同通過評鑑，得免評乙次。
本校為鼓勵專任教師進修汲取學術新知，提升研究品質，凡於校內連續服務滿
三年以上之專任教師，均得依照辦法申請辦理進修研究。申請者需提出具體進修計
畫，每學期結束後二個月內填繳進修研究報告單，修讀學位者則另需繳交成績單。
本系近年內已有兩名教師依照辦法申請留職停薪，進修獲得學位；另一名資深專任
講師也已提出申請，以儘速完成博士學位。
教師評量相關資料參見【附件學3-3-1】東海大學文學院外國語文學系教師評審
委員會組織章程、【附件學3-3-2】東海大學教師評鑑準則、【附件學3-3-3】教師評
鑑施行細則暨共同基準評分標準表，及【附件學3-3-4】東海大學教師進修辦法。
(2) 各班制獨特性作法(學士班、碩士班)
【學士班】
如前所述，大學部教師評量除了校內每學期期末實施教學評量問卷調查，100學
年度下期本系大學部實施「系所個別課程評鑑」，以8門必修課程及4門選修課程做
為該個別課程評鑑的科目。12門課程均檢附「個別課程教學授課大綱、課程內涵與
核心能力的對應、教學方法、教師自我評鑑表、學生學習評量、期中末考試題試卷
或期中末報告題目」等資料，由2位校外審查委員評鑑。102學年度辦理個別暨學用
合一課程外審，共3門課程配合實施，委員之意見給予任課教師改進及教學之參
考。
【碩士班-英語教學組】
為穩定本組教師之教學品質，本組執行以下雙重評量管道:
1. 教師四年評鑑：本所教師每四年需進行校內教師評鑑，此評鑑項目包括教學、研
究、服務、與輔導四大項目，評鑑項目細項參見【附件碩 3-3-1】。101~103 學年
度，有 1 位教師接受校方之四年教師評鑑，為教授選修課程之林淑琴老師，其餘
教師則將陸續在 104 與 105 學年度受評。
2. 學生教學評鑑：學生於修課之該學期末對所修之課程填寫線上教學評量表，參見
【附件碩 3-3-2】
。101~103 學年度間，本所學生填寫教學評鑑之比率分別為 89.4%
(101 上)、80.9% (101 下)、59.6% (102 上)、35.9% (102 下)、79.2 % (103 上)。本

46

所同仁為讓學生有滿意的學習經驗，無論是在授課知識之更新、授課方式之改善、
或師生關係之維持，均盡心竭力，學生們也大都給予本組同仁正面的評價。評鑑
成績最高分為 100 分，本組學生教學評鑑平均成績為 94.4(100 上)、90.05(100 下)、
93.3(101 上)、96.2(101 下)、92.1(102 上)、93.4(102 下)。此教學評鑑成績代表本
組教師提供追求高品質課程與卓越教學之努力。
【碩士班-英美文學組】
1. 如同碩士班英語教學組，本組教師亦須接受四年評鑑。
2. 學生學期末對所修課程填寫之線上教學評量表結果作為修正教學之參考。
3. 學生亦可直接向教師反應意見。
3-4 教師教學設計、多元方法應用及教學評量成效之情形為何？
(1) 整體性作法
1.教學設計融入授課大綱：
整體而言，教師教學設計、多元方法應用均列於線上課程大綱，包括課程概
述、晤談時間、地點、課程目標、課程內涵、多元教學方式、主要參考書籍/資
料、教學進度、學習活動與作業說明 、評分方式、教師教材上網網址、課程內涵與
學生核心能力之對應、課程內涵與學生就業力之對應等項目。其中課程內涵與學生
核心能力之對應，以及課程內涵與學生就業力之對應，有助教師設計規劃教學內容
及進度時確實檢核其關聯性。
2.結合教學平台 學習數位化：
本校數位教學平台自95學年度正式上路，提供教師另一種與學生課後互動的輔
助教學管道。教學平台提供之功能包含課程訊息的發佈、教材檔案下載、作業上
傳、討論區交流等。本校教學資源中心為推廣數位教學平台，96學年度起，設立教
學科技助理獎助學金機制，供系所及個別教師申請，不僅提供在學學生另一種獎學
金管道，同時協助教師教材上網及利用科技輔助教學，以提升系所學生學習之成
效。惟教學平台的普及化仍有待推廣 。 以下為101-103學年度外文系使用教學平台
情形：
學年度

學期

開課總數

建檔課程數

建檔完成率

101

上

103

56

54.4%

101

下

106

63

59.4%

102

上

102

57

55.9%

102

下

97

54

55.7%

103

上

96

60

62.5%

103

下

100

74

71.1%

本校於103年9月起啟用新版數位教學平台，現已升級至2.8.2版。「新版數位教
學平台」改進舊版之缺點，更能以學習者為中心。不論是教師端班級經營或是學生
端紀錄學習歷程，都能有效引導學生學習及提供教師對課程狀況的掌握 。103學年
度新舊版同時併用，預計104學年度第二學期將全面改用新版數位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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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定期舉行教學評量：
本校重視教師教學之品質與內容，為使教師了解教學過程須注意之問題及須改
善之事項，鼓勵教師參加各類教學座談會或研習活動，以協助教師改進教學設計與
教材教法。
本校每學期期末均由教務處實施「期末教學意見調查」，學生針對自己在修讀
此門課時之出席狀況、對此課程教學目標的瞭解程度、課程內容與興趣等項目進行
滿意度線上評量。此教師教學意見調查的作用有三：
1). 激發教學回饋、評估教學成效及提升教學品質。
2). 聆聽學生聲音、讓學生意見有效反映在教學活動。
3). 改進教學、激發教學回饋的參考。
教務處於每學期課程結束後，將教學意見調查結果送給系所主管參考，同時亦
開放各專兼任教師於教務資訊系統網路上查詢學生對教師個人之教學反應與課程意
見。教學評量結果之應用有四：
1). 任課教師了解學生學習情形並調整教學內容及授課方式，以提升教學品質。
2). 各院系課程委員會得依評量結果提出教學改進方案，作為各院系教學改善及
課程調整依據。
3). 作為教師升等、教師評鑑、進修、改聘、續聘及延長服務之參考。
4). 作為教學創新獎勵、教師優良教學及教學傑出獎選拔之參考。
4.教學評量機制及改善措施：
教師教學評量成績不佳之改善方式，專任老師方面：
1). 教師檢視學生意見後提出課程改善計劃，經系主任、院長、教務長根據教師提供
改善計畫進行輔導，並由教學資源中心提供相關教學支援。
2). 單科未達 60 分累計二次者得由教務長邀請專家學者組成輔導小組進行必要的教
學協助。
3). 專任教師教學評量成績介於 60 分至 70 分之間者採支持性輔導：由系主任進行教
學輔導，並須出席教學資源中心舉辦之教師專業成長相關活動，該學年度至少出席
5 次以上。
4). 單科成績介於 60 分至 70 分之間，三年內累計三次者，依前條處理。
5). 本系設有 mentor 機制，由資深教師擔任新進教師之導師。兼任教師教學評量成
績不佳：單科未達 60 分者不予續聘。單科成績介於 60 分至 75 分之間，兩年內累計
二次者，不予續聘。
有關本系100學年度至102學年度教學意見調查統計表資料，參見實地訪評【佐
證資料編號5號】。有關本校教學評量辦法參見【附件學3-4-1】及成績未達60分之教
師處理流程參見【附件學3-4-2】。個別教師個別教學設計、多元方法應用及教學評
量成效，可參見實地訪評【佐證資料6】個別教師教學檔案。
(2) 各班制獨特性作法(學士班、碩士班)
【學士班】
本系大學部多數文學課程教學方法及評估學生學習成效均採傳統教學評量，即
由任課教師評量、分組同儕評量、或學生個別進行自我評量。部分課程則安排實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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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校外教學，語文訓練課程較多採用多元之教學法，或是實施雲端教學，例如大學
部的英語教學課程，邀請校外提供訓練工作坊之專家、還有參加雲端教學之學童針
對修習課程同學之教學表現作成效評估。又例如「英語閱讀實習」課程，學生須至
Pearson Technologies所開發之線上家教系統閱讀選文進行摘要撰寫練習，於線上送
出後取得立即反饋，並依據反饋內容修正摘要，授課教師則於線上提供指導，協助
學生選用適當策略進行修正。又如英文作文一課程，有教師使用免費線上寫作軟體
WriteToLearn (http://www.writetolearn.net/)，幫助學生提升文法及寫作能力。
【碩士班-英語教學組】
為使教學評量之結果具體提升教學品質，本組自97學年度開始實施執行紙本式
「教師授課學生意見調查」
，參見【附件碩3-4-1】
，及自100學年度開始實施「學生學
習成效自評」問卷，參見【附件碩3-4-2】
本組於97學年度依據課程內容之獨特性，設計「教師授課學生意見調查」問卷,
除了32項李克特量表題目外(李克特量表: 1表示完全不同意；2表示不同意；3表示
同意；4表示完全同意)，還有三項開放式問題，由學生表達對課程感到滿意、困難
的地方，並提供建議給授課老師。問卷調查結果除了更能具體反映學生對本所教師
教學滿意程度，開放式回答的結果也能提供教師改進教學之參考。103學年度上學
期問卷調查結果顯示學生對本所教師教學滿意程度為3.7以上，開放式回答普遍反映
本所教師教學認真充滿熱忱，課程內容充實，授課方式多元有趣，課程具挑戰性，
結合理論與實務，啟發思考。超過半數的學生也列出在課程當中所面臨的挑戰，主
要為學術文章閱讀理解困難以及課後作業偏多，本所教師也針對學生回應在未來授
課時會提供適當協助或補充輔助教材。【附件碩3-4-3】羅列103學年度上學期的學生
意見反應以及授課教師預定調整授課內容和方式的具體措施。
本組自100學年度開始實施紙本式「學生學習成效自評」問卷，包含13項李克特
量表題目(李克特量表: 1表示完全不同意；2表示不同意；3表示同意；4表示完全同
意)，由學生於學期末課程結束當週填寫。自評表主要目的為檢核學生認同本所課
程內容與本所所訂立之核心能力之程度。本組學生101-103學年度之自評平均成績
介於3.5與3.8之間。代表學生認同本組教師所設計之課程內容符合所訂立之教育目
標。
【碩士班-英美文學組】
1. 設立mentor制度，由資深教師協助新進教師。
2. 編輯期刊提升研究能量、與學術交流。
3. 舉辦學術研討會。
4. 學生「期末教師授課學生意見調查」及「學生學習成效自評問卷」結果供本組作
為建立評量機制的參考。
3-5 提升教師教學、研究、服務與輔導之成效為何？
1.新進教師輔導：安排資深優秀教師為新進教師提供諮詢，不但讓新進教師受同事
情誼與關懷，亦能使其快速適應工作環境，致力於教學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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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學術著作獎勵：教師亦致力於學術研究，每年均有數件著作榮獲學校學術著作獎
勵。
3.研究獎勵：本系教師積極申請科技部研究獎勵，每年均有數件申請案榮獲科技部
補助。未獲科技部獎勵之教師，本校研發處另有研究獎勵供教師申請。
4.教學傑出優良獎：教師追求高品質教學，除了學生教學評鑑之肯定，亦獲學校獎
勵。102學年度劉美惠老師獲頒教學優良獎，103學年度邱嘉慧老師獲教學傑出獎殊
榮。
5.舉辦學術研討會：為提升教師研究能量，本所積極舉辦研討會，邀請國內外知名
學者演講，促進學術交流。
6.產學合作：本系所教師透過產學合作(如：大英百科、英語夏令營、冬令營)，提供
業界專業諮詢，亦提供學生運用所學之機會。

(二)特色
(1) 整體性作法
本校所有課程每學期均接受學生期末教學評鑑意見調查，本系教師教學評鑑成
績平均值幾乎為全校之冠，足見本系教師教學認真、專業均滿足學生期望也符合學
校規定之評鑑標準。
期末教學評鑑

100 上

100 下

101 上

101 下

102 上

102 下

103 上

外文系

89.4

89.2

90.5

89.1

90.7

91.2

91.6

文學院

86.1

86.3

88.1

87.4

86.2

88.5

89.3

評量平均分數

85.5
85.9
86.3
86.3
86.7
87.2
86.5
本系教師學有專精，教師之專長均符合教學需要。教師除教學之餘，也進行個
別研究，也參加校內外舉辦教師成長講座與教學工作坊，或於國外研究充實自身專
業知識，例如本系副教授林淑琴老師於2012年度暑假前往美國夏威夷大學口譯教學
領域進修。本系教師出席校內講習或教學成長工作坊紀錄參見【附件學3-5-1】。新
進教師輔導制度也提供新進教師更快融入東海教學團隊的功能。
全校

本系教師除支援本校通識、共選修及第二外語課程，也協助教務處所辦理之
English Corner活動，服務全校對英文有興趣的師生免費口語會話。此外，教師們多
被各界教育單位所應請擔任委員、評審或提供講座，造福更多青青子衿。
(2) 各班制獨特性作法(學士班、碩士班)
【學士班】
教材：本系教師均使用英文原文書籍授課，多數教師也輔以PPT投影資料補充教
材。為因應數位化時代趨勢，本校鼓勵教師自編講義，也鼓勵教師充份運用網路教
學資料，以豐富教學內容。本系部分教師將自編講義或編製數位媒材上傳於教學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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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moodle，也已Facebook為教學媒介和學生互動，討論上課內容，以提升學生學習
成效，教師自編教材請參見實地訪評【佐證資料編號7號】。
此外，外文系網頁建置 YouTube 視頻專區，發表國際知名講員的講題或訪談內容，
https://www.youtube.com/user/FLLDTunghai/videos，目前已上傳之講員包括 John
Rodden (Un. of Texas), Robert Bickers (Bristol Un.), David Konstan (Brown Un.), and
Philippa Maddern (Un. of Western Australia)，本系將陸續建置更多視訊教材，師生教
與學均受益匪淺。
教學法：大學部文學課程除了採傳統教學法，教師事先上傳線上課綱，多數教師也
在開學第1堂課提供紙本的上課大綱(Syllabus)，也輔以視聽及網路材料供同學參考，
方便同學對課程進度的預習和研習。文學教師也善加利用教學平台、Facebook及
Skype實施試題演練、繳交作業、考試面談及其他線上活動，並藉由PPT投影片、戲
劇表演、影片欣賞，提升學習興趣及成效。語文訓練課程教學方法及評量也很多
元，學習活動包括部分參訪、演練、辯論、演戲、田野調查、人物訪談、演講比賽，
提供學生語言學習與實用的機會，增進獨立思考及英語溝通表達能力。以英語教學
課程為例，教學內容如下豐富而多元：
小組討論與撰寫教案報告
邀請來賓(例如: 網路視訊教學專家)進行專題演講
安排實習演練
實際英語教學演示
期末教案報告/於平台發表英語教學演練內容
配合使用東海數位教學平台(Moodle)
配合使用JoinNet 多媒體視訊系統進行「線上實習」教學活動

實作課程：本系大學部部分課程重視理論與實作，例如選修課程「聽障兒童英文口
語教學課程」，透過紮實的課程專業教學，及嚴謹的服務學習實施步驟，讓學生以
外文系專業進一步結合聽力學、語言學及教育學領域，學習自製教學教材、進行教
學演示以確保教學品質，並以密集式的服務方式於寒暑假與台中承輝聽語中心合
作，實際應用專業知識，協助聽障兒童，拉近他們與一般兒童的英文能力差距，本
系教師教學設計用心由此可見。該課程更榮獲103年度教育部服務學習績優課程教
案佳作獎。參見【附件學3-5-2】。
另一例為「英語教學」課程，除了使用教科書以及提供整理各章節教學法理論重
點之相關ppt檔案外，教師提供補充教材以強化學生應用教學法於實際教學之能力 (例
如: 溝通式、全語言、多元智慧、合作學習等等教學法)。該課程也善加結合數位學習
平台，除了使用東海平台之外，教師於另一個網路學習社群平台中蒐集與上傳自民國
99年至今學長姐於各國、高中實習或校內修習英語教學相關課程時所拍攝之教學影
帶，並包括中學全職英語教師之課室教學錄影，以提供學生於課餘時間上網路進行課
室觀摩以及在討論區根據教師之引導問題進行英語教學之相關討論活動。 此外，學生

於期中或期末上傳教學演練錄影實況至東海教學平台之後，除了同儕之間互相觀摩
與給予意見之外，教師亦逐一觀看所有影片並進行評量與提供意見。該課程根據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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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之核心能力所設計之學習評量內容能有效地提昇學生英文聽、說、讀、寫能
力、溝通及表達能力、獨立及批判思考能力，以及英語教學專業能力；所有以英文
進行評量之項目如下：
平時：小組討論與報告；線上觀摩學長姊教學影片並進行討論
期中：筆試測驗各項英語教學理論
期末：設計與撰寫教案報告、錄製英語教學演示影片並上傳至Moodle 教學平
台以進行「自我評量」、「同儕評量」與「教師評量」
【碩士班-英語教學組】
如(一)現況描述所言，本組師資教學之特色為以下四點:
1. 提供全英語學習環境：為持續提升學生英語能力以培養優秀英語師資，本組教師
承襲學士班一貫傳統，多年來均使用英文原文書籍並全程以英語授課。透過教師
營造之全英語環境的浸潤，學生得以精進英語聽說讀寫能力並強化學術研究所需
之英語能力，為將來的英語教師生涯奠定良好基礎。此外，教師更致力於指導學
生以英語完成碩士論文，學生所學充實，學術研究能力佳。
2. 開設多元課程：本組教師除開設專業核心課程，因應時代趨勢亦致力於開設多元
的選修課程(如:電腦輔助語言教學的理論與實務、網路學習社群與外語教學)。近
年來，因應學生對質性研究的學習興趣，本組教師開設相關課程，教授學生所需
知識和技能。另外，鑑於學生無法完全掌握碩士論文研究過程，本組教師亦適時
開設 Brown Bag Seminar，邀請校外學者及本組畢業的學長姐與學生報告論文研
究主題與分享研究過程。
3. 教學方法多元：本組教師教學方式多元，輔助學生學習多管齊下，除了上課使用
ppt 講授教科書內容，及提供補充教材強化學生學習之外，教師在課堂上廣泛進
行討論提升學生批判思考能力，常以分組報告模式鼓勵互助學習，進行課堂英語
教學演示並安排校外實習(如:教育心理學及英語教學法課程教師多年來均安排學
生至安和國中實習)，有效幫助學生應用理論於教學實境。此外，本組教師亦邀
請校外專家進行專題演講(如:英語閱讀理論與實習課程教師多次邀請補習班名師
分享實作教學經驗)。教師亦充分使用東海線上教學平台(新版 t-moodle 與舊版
elearning)上傳教學相關資訊與教學錄影影片，提供學生反省思考與互評互學的機
會。
4. 評量方式多元: 除了傳統筆試測驗，本組教師多以個人或分組報告的方式評量學
生學習成效，學生必須對部分教科書、研究論文內容或特定之研究主題深入報告
與引導討論，教師提供即時反饋增進學習效能。此外，本組教師亦要求學生撰寫
文章摘要或反思報告或進行線上討論評量學生學習成果。
【碩士班-英美文學組】
短期客座教授講學：為擴展學生學習視野及強化師資陣容，本組102學年度延
聘傅爾布萊特學者Dr. Robert Siegel來授課，教授「20世紀美國主要作家」及「美國
南部當代文學」；104學年度則延聘Dr. Robert Davidson，教授「當代亞美文學」。
使本組更具實質吸引力，不但學生受益無窮，更落實本組的核心能力「以東西方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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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將英美研究在地化，例如：納入台灣/亞太的脈絡，發展新的比較、批判或跨
領域的研究方法」。

(三)問題與困難
(1) 整體性作法
1. 儘管學校不斷提出各種嘉惠新任教師方案，但國人認定私校代遇不如公
校，因而造成部分師資流動情形，影響開課規劃。
2. 為鼓勵本校專任教師開發新教材、新教具，以提升教學品質、建立教學特
色，本校於100學年度實施專任教師教材教具製作費補助辦法，專任教師
得於每學年第一學期申請補助平面出版品之新教材印刷費為主，新教材須
具備ISBN國際標準書號編碼、未公開販售，補助以一次為限；再版或部
分內容修訂或調整再版者，不予補助。惟，本系課程多採用原文書籍，此
獎勵方案，幫助比較小。教材教具製作費補助辦法參見【附件學3-5-3】。
3. 持續與校方溝通，力圖維持小班制，以保持優良的教學品質。
(2) 各班制獨特性作法(學士班、碩士班)
【學士班】
傳統文學教室偏重課堂講解、討論文本，配合優良的教學品質、視聽材料賞析
以及話劇演出，但文學素養的養成仍有賴學生投注時間大量閱讀，在講求速成的功
利社會，文學系所的教師面臨的挑戰日益嚴峻，如何將多元學習融入現代的文學課
堂，引導學子善用網路資源，紮下深厚的文學根基，思索人生的課題，都是文學教
師新的功課。
校方每學期期末由教務處辦理「期末教學意見調查」，惟學生參與情形仍待推
廣。100-103學年度教學評量填寫比率如下：
學年度

學期

碩士班

大學部

100

上

83.8%

58.3%

100

下

77.4%

71.0%

101

上

89.4%

74.6%

101

下

80.9%

66.2%

102

上

59.6%

61.2%

102

下

44.9%

103

上

35.9%
55.6%(文學組)；79.2%(教學組)

103

下

100%(文學組)；73.1%(教學組)

66.3%

62.2%

【碩士班-英語教學組】
如前文所述，校方與本系對教師教學嚴格要求，雖然旨在透過層層把關方式將
教師教學品質與成效提升，立意甚佳，但也有其問題。如學生們是否有據實並仔細
填寫「教學評鑑」及「教師授課學生意見調查」，有待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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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碩士班-英美文學組】
因本組方成立，學生人數很少，但學生評鑑反應甚佳，尚看不出問題。

(四)改善策略
(1) 整體性作法
有鑑於網路數位資訊的發達，老師的角色不再只是書本知識的傳遞，學生也不
單單為知識的接受者，除了利用傳統教科書外，還有更多新的方法及媒介，供教師
選擇，因此本系教師多方嘗試不同的教學模式，以提升學生對於語言及文學的學習
興趣。
本系屆退休年齡之教師已陸續申請退休，如何能在師資遞補的過程中延攬優秀
語言及文學專才教師，以傳承本系六十年來優良之語文教學風氣，同時加入應用課
程，是本系的使命。
(2) 各班制獨特性作法(學士班、碩士班)
【學士班】
本系德文教師Manfred Sablotny和Daniel Cothran老師自編德文教材實地訪評【佐
證資料編號7號】。本系半數以上教師也透過教學平台將教材及講義上傳，透過教學
平台與學生互動。硬體設備方面，本校教室多已電腦化，102學年度起語文館教室亦
已設置電子講桌，方便教師使用數位媒材作為輔助教學，有助於提升教學成效。
為了提高期末教學評量問卷調查之完成率，校方絞盡腦汁，一度嘗試紙本問卷
與線上問卷雙管齊下，也一度調度電算中心安排各班級能全班至電腦教室上網填寫
問卷，但填答率仍不高。本系自行設計之學生學習成效問卷亦有相同問題。本校教
學資源中心也為此數度召開會議，新版教學評量問卷修訂歷程參見【附件學3-5-4】，
新版教學評量問卷內容參見【附件學3-5-5】。如今學生幾乎人手一台智慧型手機，
上網填寫期末教學評鑑本非難事，惟參與度仍有待加強宣導。或許應該考慮學生缺
乏填寫動機的理由，通盤檢討這項活動的意義。
【碩士班-英語教學組】
如前所言，目前本校及本組在有關教師評量之執行均是以問卷方式進行，但其
填答率尚待加強，本組未來考慮舉辦師生雙方面對面會談，學生及教師雙方各自彙
集、整理意見及反應後，以真誠互信態度互相溝通，達到雙贏模式。至於校方所執
行之「四年教師評鑑」，其評鑑項目若有不合理之處，也希望教師能匯整意見與校
方協調溝通做適當的修正。
綜觀上述，本組在教師教學設計、多元方法及教學評量成效等項目上採取多管
齊下方式， 按步就班執行各式評鑑。多元的評鑑管道包括「四年教師評鑑」、「教
學評鑑」、「教師授課學生意見調查」，本組教師再根據這些評量結果調整其授課
內容及授課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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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總結
本系於師資教學面，依據系所發展方向、教育目標及課程規劃聘任教師，運用
學校各項教學資源，增進教學多元化，提升學生學習成效，並參考各項評鑑結果回
饋調整教學設計，以建立永續發展之優質教學為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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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學習資源
(一)現況描述
本系從大一開始到大四不同年級都有對應的輔導機制，透過新生歡迎會、系主
任時間、導師時間及授課教師，分別針對本系教育目標、學生生活、學習及職涯給
予輔導。學習資源及學習輔導機制如下圖所示：

碩士班英語教學組旨在培育教學理論與實務兼顧的中等學校英語教育人才，在
學習資源上，本所根據所務會議訂定之學生核心能力，開設各種課程，透過用以英
語授課、實地教學、合作學習、參與研究計劃等多元方式，提供研究生多面向的學
習機會。本所亦努力為研究生開闢其他國際學習活動管道，例如至美國姐妹校就
讀、邀請知名學者蒞校演講、鼓勵學生參加學術性研討會等。
4-1 提供學生一般學習輔導、資源應用之作法為何？
(1) 整體性作法
本系透過導師制度、教師晤談時間、教學助理、學長姐制度、勞作教育、住宿
學習及諮商中心等機制，給予學生生活、課業及生涯等多元輔導。另外，與英語中
心合作的English Corner由本系大學部學生領導對談活動，增加他們學以致用的機
會，累積專業能力。
(2) 各班制獨特性作法(學士班、碩士班)
【學士班】
1.大學入門活動 開啟新生輔導機制：
大學入門為本校重點活動，旨在輔導大一新生安心就學並快速適應大學生活與
學業學習，從101學年度的「進大學門，爬人生樹」主題，102學年度「我與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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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真‧篤信‧力行的每一天」，到103學年度「It’s time」等漸進式主題規劃，除了
安排「東海巡禮」、「真人講堂」等演講，整個活動更大量動員各系所培訓有素的
學長姊擔任Alpha leader 及小隊輔，引導所有四天三夜的團隊活動，幫助新生自我
探索、建立團隊精神，有助新生對大學四年生涯的規畫與實踐。
四天三夜的行程中，學校特別挪出一個下午的系所時間，供各系介紹系所教學
理念、課程設計、培育目標及核心能力，課程選課、課程地圖、畢業學分，導師介
紹、及選課注意事項，使學生及早熟悉系所及本校相關教務及學務規範，以及認識
師長等，開啟新生輔導的契機。
除上述全校性的新生研習活動，本系小班教學師生互動密切，而系學會除了在
新生入學引導事務扮演重要角色，每學期舉辦的外文之夜、外文週、球賽聯誼、期
中期末考進補等等活動，都予學生課餘提供人際交流學習機會。
2.教師 office hours 及導師機制：
專任教師於授課大綱中須排定晤談時間(office hours)，以供學生個別諮詢課業
疑義。此外，每班級也設有導師一名，大一新生則每班兩名導師，協助各年級學生
在生活適應、學業輔導等的相關問題。101-103學年度本系導師分配名單參見【附件
學4-1-1】，本校及本系導師職責規章參見【附件學4-1-2】，預警學生名單及輔導記
錄參見實地訪評【佐證資料編號8號】。
導師得利用學生課暇時段與全班進行團體學習輔導或小組輔導，並對輔導內容
作成紀錄，作為往後輔導之參考依據。專任教師晤談時間表參見【附件學4-1-3】，
主任與學生輔導紀錄參見【附件學4-1-4】。
3.預警輔導機制：

本校重視學生預警輔導制度，每學期期中考後，任課的教師對學習狀況不佳之
學生提出預警，對半數科目遭預警的學生，導師必須進行後續輔導晤談，並於導師
系統中線上填寫紀錄表，系統中會呈現該生歷年成績、輔導記錄與預警輔導紀錄，
也包括了授課老師預警的主要原因。導師經輔導晤談後，參酌學生狀況及相關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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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勾選後續建議的輔導方案，讓學生得到更進一步的協助。若導師認定該生有
學習負擔過重或對某一科目有學習障礙之情形，得向教務處申請停修。本校註冊組
針對預警科目學分數達二分之一以上的學生作以下處理﹕(1)專函通知學生家長(2)
電子郵件通知學生本人(3)簡訊通知學生(4)電子郵件通知系辦學生名單及家長通知
信件之內容(5)將被預警學生資料送交教資中心納入學生學習輔導機制。預警停修辦
法見【附件學4-1-5】，預警學生名單及輔導記錄參見【佐證資料編號8號】。
4.教學助理輔導機制：
本系每學期安排教學助理(tutorial assistant)，提供低年級學生在教師課堂教學之
外，課業學習的管道，其主要為以一對一個別的形式對學生進行輔導。教學助理是
從系上遴選出的優秀高年級生，他們多半在課後對學生進行輔導，輔導對象為全系
課業需要加強的學弟妹，通常由低年級課程老師提供需被輔導名單給教學助理。另
外教師亦可在自己的課堂上挑選優秀的學生來幫助教學工作，這類助理又稱「課後
輔導TA」、「小班課後輔導課程TA」。此外，系上也安排以英文為母語的外籍學生，
提供Free Talk的時段，協助學生課餘英語口語練習的機會。以103學年度為例，上學
期4位、下學期3位教學助理，協助課業學習輔導，每位教學助理輔導時數平均約25
小時。下學期並增加1位美籍研究生Stephanie Cothran擔任輔導。
學年學期

學號

助理姓名

103 上學期

1011209

林盈惠

22

1011246

郭春宏

22

1001001

成泓劭

22

991011

胡家瑋

22

1011209

林盈惠

29

991011

胡家瑋

29

1011016
美籍研究生

黃衍豪

29

103 下學期

輔導時數

柯美恩

32
此外，本校教資中心陸續增設「系所小班課後輔導」、「大班教學助理」、「學
習輔導Tutor」等獎助學金，增加學生接受更多課業輔導的資源和機會，並定期舉辦
教學助理知能講習，鼓勵擔任各項教學助理的學生聽講、學習。其中「大班教學助
理」供授課班級學生人數超過80名之教師申請。本系系內課程多以小班教學為主，
但部分課程因教師開授同性質課程，兩班班級人數加起來超過80人，學校在經費允
許的情況下皆接受教師之申請。 例如，大一必修課程「西洋文化史」每班各約55位
學生，由同一位老師執教，學校尊重教師專業之需求，同意其大班教學助理之申
請。本系教師對於大班教學助理制度的推行，抱持十分肯定的態度，教師表示，大
班教學助理的設置，除了提高教師大班教學時的效率，亦能輔助教師深入瞭解學生
的學習狀況，並作為教師及學生間的溝通橋樑。101-103教學助理名冊及教學助理
相關辦法參見【附件學4-1-6】，教學助理輔導紀錄請參見實地訪評【佐證資料編號
14號】。
5.學習資源及應用：
本系硬體資源與教學設備逐年汰舊替新，輔助教學之器材堪稱充足。系所也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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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學生專屬電腦教室、學生休閒室、讀書室等空間，本校師生均能珍惜系上資源，
並依據本系教學設備管理要點使用，有效維護本系之器材設備。
本校教室的借用及維護主要由本校課務組及教學資源處共同維護，儀器採購及
財產管理則由本校總務處負責，以確保學習資源的正常提供利用，並適時增添設
備，。除本校電算中心外，本系於101學年度採購電腦一批，建制專屬學生之電腦
教室，供本系學生使用；102學年度本系重新裝修一間外文系專屬演講廳，供教師
上課及學生辦理活動；值得一提的是，本系擁有一處珍貴的空間名為Carpe diem，學
生稱之為Cafe’，學生在此討論功課、休息、交流，許多課堂外的學習活動都在此進
行。103學年度已重新整修這個學生深愛的交誼廳，讓外文系學生、國際學院學生、
華語中心的外國學生及英語中心的學生共同使用，希望藉此增加本系生與外系生之
交流。
圖書資源方面，本系每年圖書經費約100萬元，教師均能適時提供購置期刊與
書籍清單，並統一由本校圖書館採購、典藏與管理。本系雖至有系圖書室，但其功
能主要是學生讀書空間。本系鼓勵學生至本校總圖書館借閱書籍。本校圖書館提供
中外文圖書、中外文期刊，並設有多媒體服務中心，備有視聽資訊及視聽設備，供
師生使用。除本校圖書館自有館藏及電子資料庫外，師生可利用館際合作及鄰近的
中央圖書館滿足研究要求。
6.各項獎助學金機會 提供學習支援：
本系及校內外有各項獎助學金機會，除了獎勵學業優良的學生，也給予家境清
寒的學生提供學習支援。本系101-103學年度大學部學生獎學金獲獎情形參見【附件
學4-1-7】。
【碩士班-英語教學組】
碩士班教師之多元學習輔導包括以下各點：
1. 教師晤談時間：本所要求教師在校 4 天，教師每週皆安排 2-4 小時的固定晤談時
間，除公告於教學平台、發給學生的課程大綱、並張貼在教師的辦公室門口。同學
可在固定晤談時間詢問課業問題，或與老師另覓時間，進行學業諮商或生涯輔導。
2. 導師制度：本所透過導師進行生活與學習輔導，導師每學期皆定期與適時的與研
究生見面晤談。學校編列有導生活動補助經費，以每人 150 元為原則，予導師統籌
運用。導師在面談後，將活動日期、時間、地點、內容填寫在「導師時間記錄表」，
呈報系上上與校方。除透過導師，各任課教師亦就學生的出席及學習狀況，與導師
保持密切連繫，提供適時之輔導。此外，本所透過導師制度和所務會議建立學生意
見反應與回饋之機制。學生將意見反應給導師，導師在統整各方意見後，提報所務
會議上討論。
3. 課程以英語授課討論：教學組師生側重以英語討論教學理論與實務，激發學生用
英語思考與批判之潛力。全英語教學為本所最大特色之一，教師以卓越的專業知識
及英語能力帶領學生學習，學生進一步提升英語文能力，更得以使用英文學習英語
教學專業知識，並以專業英文發表及撰寫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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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多元媒體教學：本所多數課程以英文簡報方式呈現，輔以課堂實境錄影。校方並
鼓勵老師使用 Moodle 教學平台，製作並上傳數位化教材，學生藉由教學平台下載作
業和上傳習作，老師使用教學平台做書面建議回饋或互動討論。
5. 專題報告：本所研一下學期安排有「專題討論」課程，邀請研究所教師與高年級
之研究生發表論文提案或論文，除讓研究生有發表論文或論文提案的實際經驗，也
協助研一生熟悉各研究領域之主題與研究方法。
6. 論文計畫書口試：檢驗學生研究進度及論文品質，本所為協助研究生論文之順利
進行及確保論文品質，明訂研究生需先行撰寫論文計畫書並進行口試，計畫書口試
需經指導老師及兩位助理教授以上教師評審，通過後始得進行研究與撰寫論文。
【碩士班-英美文學組】
本組成立時間短，入學學生人數少，五年一貫的學生成為重要的生源。因為學
生人數不多，師生互動頻繁，對學生的學習興趣和進步都能清楚掌握。
1.透過導師和學生會談。了解其修課興趣，作為開課依據，所以學生的學習意願相
對很高。
2.第一年的研究方法課」教師鼓勵學生以自己有興趣的題材作為學習的題材，逐步
思想撰寫論文的可能範圍。結果證明方法奏效，第一屆入學的學生已經及時在預
期的兩年內，撰寫出高水準的畢業論文。
3.鼓勵學生利用館際合作跨校獲得研究資料。
4-2 提供學生課外學習活動之作法為何？
(1) 整體性作法
本系透過辦理研討會、工作坊、校友講座、校外參訪、讀書會、交換生計畫、
系學會等活動，提供學生課外學習的機會。

(2) 各班制獨特性作法(學士班、碩士班)
【學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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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舉辦學習講座

增加學習視野：

本系定期舉辦學術研討會、邀請傑出系友返校卓越講座，也常舉辦語文類競
賽，例如英語演講、對話及作文競賽，此外，尚有校外教學活動、實習觀摩活動以
及學習輔導講座等，內容多元，成效良好。101-103學年度本系所舉辦卓越校友講
座校內相關報導參見【附件學4-2-1】。
此外，本校就友室以及卓越計畫也經常透過各系所舉辦課外學習及生涯講座，
均為學生課外最佳的充電器，尤其本校就業輔導及校友聯繫室每學期辦理職涯興趣
量表測驗及諮商講座、舉行各種職涯規劃、自我探索講座、研習營活動、還有辦理
各大知名企業參訪活動、執行職涯志工服務團招生、培訓及服務、辦理大型校園徵
才博覽會、企業雇主徵才說明會、求職求才登記、實習與工作機會徵詢等等。本系
所舉辦學習輔導講座參見【附件學4-2-2】，校內其他單位舉辦之學習輔導講座參見
【附件學4-2-3】。
2.校外實習觀摩 理論與實務結合：
本系部分課程理論與實務並重，教師除撰寫課程大綱、編排課程進度，部分教
師亦安排校外教學或實習觀摩機會，適時安排學生至相關機構進行參訪，使教學更
多元化。 例如「聽障學生英語口語教學」安排學生實習觀摩，有助學子了解相關領
域的實務經驗。又如「兒童文學」、「從西方看台灣」及第二外語課程也定期安排
校外教學，活化理論知識。101-103學年度本系校外教學及實習觀摩清單參見【附件
學4-2-4】，學生參與校外參訪或觀摩活動名單參見【附件學4-2-5】，101-103學年度
本系所舉辦校外教學參訪校內相關報導參見【附件學4-2-6】。
大學部另一門「英語教學」，學生參與「線上實習」，模擬補教業(例如:Tutor ABC)
介面練習如何透過即時視訊輔導弱勢學童加強其英語能力。此經驗能使參與學生熟
悉未來在職場上如何將網路科技實際運用於教學與課後輔導。修習一整學年「英語
教學 (入門) & (進階)」課程之大三或大四學生，除了學習英語教學相關理論之外，
並於上學期利用課餘時間接受如何使用雲端平台之訓練，以模擬補教業(例如: Tutor
ABC)介面之方式於下學期實際進行為期十週 (每週兩小時)之「線上實習」，以透過
即時視訊與運用多媒體之方式輔導弱勢學童加強其英語能力。此經驗能使參與學生
熟悉未來在職場上如何將網路科技實際運用於教學與課後輔導。
3.學生自主讀書會

提升學習風氣：

除了校外教學或實習及觀摩活動，本系學生亦依本校補助「學生自主學習讀書
會」辦法【附件學4-2-7】主動申請讀書會小組，藉由同儕互動與分享的方式，增進
學術知能與自我成長。101及102學年度本系大學部學生均有申請，成效反應良好。
以103學年度為例，外文系三位教師指導學生自主讀書會，師生均樂在其中，學生自
主讀書會辦理情形，請參見實地訪評【佐證資料編號13號】：
學期
103上

指導老師
路昇融

讀書會社群名稱

社群負責人及成員
社群負責人：蔡孟軒
社群成員：江欽倫、呂文月、劉宸
聿、吳奕陞

西班牙小角落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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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期

指導老師

讀書會社群名稱

社群負責人及成員

戴絲美

Great Books Reading Club

社群負責人：葉綺
社群成員：吳沛承、張景皓、林廷
岳、孔妍婷、陳怡蕙

103下

蔡佳蓉

非裔美國文學之文化生活研究
(The Discourse of AfricanAmerican Lives Through the
Lens of Literary Analysis)

社群負責人：陳書怡
社群成員：成泓劭、鍾華、陳良毅、
林家玉、胡敏

103下

魏淑珠

A Wizard of Earthsea

外文系- 簡郁婷、林郁翎、胡家瑋
歷史系- 徐瑞鎂
中文系- 林怡秀

103上下

4.海外交換研習

提高國際移動能力：

本校辦理教育部學海計畫成效良好，而本系學生因語文之優勢，每年都有十幾
位學生甄選本校與國際姐妹校之海外交換參訪活動，短至暑假研習，長至兩年的雙
聯學位都有本系學生錄取，99-100學年度楊晧瑋同學獲取學海飛颺補助，至Temple
University 完成雙聯學位；99至103學年度參加長期(至少一學期以上)之研習交流人
次如下表，長期交換學生名冊參見【附件學4-2-8】。
出國長期
進修情形

學年度

99

人次

12

100 101 102 103
6

3

9

3

99至103學年度參加短期(寒、暑假)之研習交流人次如下表，短期交換學生名冊
參見【附件學4-2-9】。99至101學年度參加短期研習交流學生名冊參見【附件學
4-2-10】。
出國短期
進修情形

學年度

99

人次

16

100 101 102 103
7

5

1

8

5.海外學校參訪 增加學子交流機會：
除了上述定期舉行的出國交換，本系也竭力促成與海外大學生學術交流的機

62

會。美國賓州查塔姆大學（Chatham University）海外學程學生於101及102學年度兩
度至本系學術交流，該活動旨在拓展修習亞洲研究的美國學生國際觀，透過實際生
活體驗台灣文化，行前兩系學生即透過部落格及網路視訊，本系透過吳凱琳教授的
文學討論課程「東亞飲食文化與書寫」的學生，與Chatham University海外學程的學
生以英文互相交流並發表文章回應，及至該校師生蒞臨東海停留本校期間，本系
「東亞飲食文化與書寫」課程師生善盡地主之誼，除了介紹本校建築，並由本系學
生策劃一日遊。相關報導參見【附件學4-2-11】。103學年度 North Park University,
Chicago共九位師生於5月15日至本校，與本系大二學生學習交流，除了參與課堂討
論，課後與本系學生餐敘，並且在學生的引導之下認識校園。
此外，本系優異學生除了參與本校國際處甄試，參加短至寒暑假，長至兩年的
海外交換研習活動，少數同學也獲邀出國進行學術交流。例如兩位同學因102學年
度修習本校通識課程跨領域「數位互動音樂劇場」，103學年度上學期本系學生與本
校師長代表本校至泰國Silpakorn大學為期一周的音樂劇演出，下學期5月29日八位
泰國DPU教育研究所博士生參訪本系進行語言文化體驗營，相關報導參見【附件學
4-2-12】。
6.外文系學會組織 培養學生公民意識：
系學會也扮演學生課外學習活動的重要角色，在學生自主自治的原則下，舉辦
各種活動讓系上學生互動參與，建立對本系的認同感，增進同儕間的情誼。除此之
外，系學會更是學生與師長之間溝通的橋樑，可以為同學們發聲，讓全系的運作更
加活絡。
【碩士班-英語教學組】
每年學期本組均舉辦小型系列專題演講，邀系所教師發表研究成果，或舉辦教
學工作坊，讓研究生有觀摩學習的機會。
1. 舉辦國際研討會
日期

研討會

The 1s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
ELT in a Globalization Era
第十五屆全國語言學論文研討會
103.5.23-24
The 15th National Conference on Linguistics
102.11.22

2. 學者專題演講
日期

講者

102.5.31. Paul Matsuda
102.5.31

Paul Matsuda

102.5.20

Sabrina Priego

專題演講
Globalization and the Teaching and Learning of EFL
Writing in Asia
英語寫作教學與學習：全球化時代的挑戰與新思維
Thesis/Dissertation Writing as a Collaborative Process
研究生論文寫作與指導：撰寫過程的要點
Using Web 2.0 Technologies to Promote Graduate
Students’ Co-construction of Knowl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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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本所師生專題演講
日期

演講者

演講題目

102.10.17

陳心怡老師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 in Social
Networking Communities: A Case Study of a
Multilingual Writer

102.10.24

尤菊芳老師

The Effectiveness of Different Types of
Online Diagnostic Grammar Test Feedback
on University EFL Freshmen’s Grammar Proficiency

102.10.31

高加州
本所研究生

English Idiom Identification and Comprehension Strategy
Usage by Taiwanese EFL Learners

102.11.21

蔡承均
本所研究生

University EFL Freshmen’s English Oral Competence
Developments and Attitudes toward Their Freshman
English In-class Oral Activities

102.11.28

黃培媁
本所研究生

The Relationship Among Chinese Phonological
Awareness, English Phonological Awareness, and English
Word Reading of the Third and Fifth Graders.

102.12.12

潘學慈
本所研究生

The Effects of Kindle-mediated Reading on
English-major Freshmen’s Reading Behavior, Reader
Response and Self-Efficacy in Reading

102.12.19
102.12.26

邱劉恩
本所研究生

EFL English Major Freshmen’s Expectations of
Teacher –Student Writing Conferences

王崧名
本所研究生

A Study of the Construct Validity of the Tunghai English
Placement Exam from 2006 to 2011

4. 課外實習活動：本組教師與台中市中學(包括東海附中、西苑高中、華盛頓中學、
安和國中等)合作，讓學生有教學實習的經驗，在實地教學實務中驗證理論。
【碩士班-英美文學組】
1.本組要求教師定期安排與學生晤談之時間，以進行學業諮商或生涯輔導。本組亦
透過導師進行生活與學習輔導，導師每學期皆定期與適時的與研究生見面晤談。
2.本組現有專任教師 8 人，其中本籍 4 人外籍 4 人，每人每學年依據研究所入學人
數及學生研究興趣，透過碩士班工作委員會的討論，平均分擔研究生論文指導工作。
3.指導教授可透過「個別指導」課程跟研究生探究不同文學領域之內涵，亦可根據
學生之需求進行論文提案之撰寫。104 上學期是本組成立以來第一次開此課程。
4.本系將於 104 學年度舉辦國際研討會--中華民國比較文學研討會，所有研究生即將
參與盛會，藉此擴張學生的視野。
5.本組學生 Nicholas Sumares(宋明達)於 104 年 5 月 8 日參與「第四屆英美文學與文
化研究生論文發表會」，並發表論文「The Suburban Dream, The American Nightmare:
John Cheever and Twentieth Century Post-War American Suburban Fi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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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提供學生之學習資源及其管理維護機制為何？
本系所每學年的經費來源分別是學校的圖書儀器設備費、文學院補助。本系所
教師可透過圖書館委員會代表，購買本所學生需要的書籍，存放於校級圖書館中，
供師生借閱。以下將就圖書、空間、設備之數量逐項說明參見【附件碩4-3-1】。
100-103學年度的經費來源與金額，請見下表：
學年度

圖儀費

文學院

總金額

100

607,000

555,655

1,162,655

101

613,000

420,000

1,033,000

102

643,000

300,000

943,000

103

517,000

298,689

815,689

1. 圖書：總圖書館避免浪費資源，善用他校既有藏書及資料，提供經費讓師生利用
館際合作影印資料及借閱書籍，以補不足。本所教師依據研究及教學需求推薦請購
的英語教學專業圖書、期刊、電子資料庫，皆存放於校級圖書館中。以下為外文系
圖書數量和類號一覽表：
外文系相關類號館藏統計(至 104 年 2 月 4 日止，不限館藏地)
類號

圖書(冊)

非書(件)

中文 804-808

3,917

3,439

中文 870-889

12,949

264

西文 400-499

6,056

871

西文 800-899

28,142

226

共計

51,064

4,800

2. 空間、設備：本系有專屬上課研討室 2 間（LAN-211; LAN-214）及研究生研究室
1 間（LAN-005），每間研討室皆配備有投影機等周邊設備，供師生上課使用。儀器
設備如手提電腦、投影機、錄影機、錄音筆、及錄放音機等，由系所辦公室行政助
教管理，以方便學生借用。詳細之系所共用軟硬體設備，參【附件碩 4-3-1】系所設
備一覽表。
4-4 指導教授的研究生指導負擔與提供學習和生涯輔導之情形為何？
本所現有專任教師7人（教授1人，副教授2人，助理教授4人）
，依照每年入學人
數平均每位教師為1-2位研究生指導論文。研究生與論文指導教授互動密切，為讓
學生在論文撰寫的每一階段得到協助，經常安排時間與研究生面對面指導論文。此
外，指導教授亦透過電話及e-mail等方式關心論文寫作進度。在本所教師的努力
下，在100-102學年間共有35位學生完成畢業論文。本所教授指導研究生論文寫作
題目與進度，參【附件碩4-4-1】教師指導研究生及論文題目一覽表。
4-5 系所提供學生生活與生涯輔導之作法為何？
(1) 整體性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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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課業學習的輔導，學生生活輔導機制，主要也是透過導師功能來運作；各
班導師定期為小組、團體、或個別學生進行輔導。導師與也與學生諮商中心配合，
學生諮商中心提供多種心理諮商及學習輔導講座，供導師申請舉辦。
(2) 各班制獨特性作法(學士班、碩士班)
【學士班】
1.生活輔導 無所不在：
近三年，導師透過諮商中心舉辦班級講座清單參見【附件學4-5-1】，諮商中心
定期舉辦之講座參見【附件學4-5-2】，此外導師也可以依據個別學生特殊狀況，包
括兩性關係、人際關係、生涯規劃、情緒管理、時間管理、學習策略、心理測驗、
自我肯定、壓力管理等，提出申請由學生輔導中心對學生進行輔導，使學生獲得問
題之解答與諮詢服務。從本校諮商中心提供的數據顯示，所有學院中，文學院學生
求助諮商中心專業輔導的人次最高，本系每學期平均約十位左右同學接受心理諮商
輔導（見下表）：
接 受 心 理 諮 商 輔 導 人 次
學年度/學期

外文系學生

文學院學生

院百分比

101 上

8

39

23%

101 下

9

34

26%

102 上

14

50

28%

102 下

12

44

27%

103 上

11
49
38%
本系導師生活輔導記錄參見實地訪評【佐證資料編號8號】。
2.職涯導師 強化輔導：
學生職涯輔導上，本校就友室定期提供實習機會並舉辦各級政府機關及企業參
訪、就業博覽會，升學就業演講，及職涯相關課程（參見附件【附件學4-2-3】）。
本系於102學年度起也設有職涯跨領域導師專職，職涯跨領域導師辦法參見【附件學
4-5-3】。
有鑑於現今台灣年青人就業率偏低，求職意願不高，偏好選擇到海外做低階勞
力的打工渡假，或乾脆不就業，專家建議系上職涯講座，不必著重邀請已在各界成
名之年長校友，而可考慮找尋畢業數年內並有在就業的年輕系友回來分享其經驗，
藉此提升學生就業意願。本系遵循專家建議，舉辦職涯講座，並邀請有國際工作經
驗的美國大學生來分享其如何發展自己的國際觀，並將此應用於其職涯發展。本系
101-103學年度舉辦之升學、就業、學習講座參見【附件學4-2-2】。
此外，文學院於102學年度辦理職涯學院，供文學院學生更多的職前培訓課，並
積極為文學院系所與產界媒合，如102學年度與聯合報合辦「英文課程師資招募養
成」計畫，目的在於招募與培訓中小學英文寫作師資。該計畫讓本系學生運用聯合
報全台校園通路(包含國小、國中及高中)赴校園授課，有助本系學生提早作好就業
準備。該項計畫本系共三位學生參加。此外，文學院也在102學年度下學期推出職
涯課程，旨在幫助文學院學生提高就業力，本系共六位同學修習該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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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特殊學生 特別照顧：
對於其他管道入學學生之輔導，例如身心障礙生、僑生、外籍生、交換生、陸
生、成人入學學生等等非一般管道入學之學生，本系教師及導師均一視同仁照顧，
本校也有相關單位協助這些學生的輔導，例如資源教室，提供身心障礙生的身心照
護；國際教育對於陸生、僑生及外籍生有專人承辦各項業務及輔導。本系每年招收
1-3名身心障礙學生，以103學年度為例，大學部特殊學生在學共11人。本系10學年
度起每學期也與資源教室辦理「資源教室個別化支持服務計畫討論會」。對於患有
憂鬱症之學生，導師均確實瞭解其生活情況，並給予適切之關懷。若需專業身心科
之介入，則轉介至本校諮商中心，由社工師提供專業輔導。此外，本系亦將外籍
生、僑生、陸生列入特別加強輔導對象，由國際處協助境外學生生活輔導，以加強
學生生活穩定性。
4.學生校外賃居 生活輔導不留白：
除了系所的教師及導師，教官更是扮演重要的輔導守護工作。本校各系教官提
供24小時的巡邏服務，每年均定期訪視賃居校外的學生，訪視以大學部二年級學生
為主，旨在落實學生校外賃居輔導，以了解學生住宿環境安全、生活情況，並發
掘、處理及反映困難問題，以期使學生均能安心就學。尤其103學年度更擴大訪視
對象範圍及延長訪視時程，時間自10月1日至11月30日止，為期9週；採到府訪視及
賃居生座談方式實施。訪視重點著重在關懷學生生活及學習概況，協助檢視學生賃
居處所之環境、消防、瓦斯及用電等安全，並宣導重要安全須知與緊急處置要領，
以強化學生自我安全意識與緊急應變能力。
103 學年度 班級
校外賃居實
施成效(粘 二A
展章教官)
二B

校外賃居 訪視人數 訪談人數 輔導人數
人數 a
b
c
d=b+c

總執行率
d/a

33

15

17

32

97%

26

12

13

25

96%

宿舍方面則有男、女生活指導室督促，特殊身心礙障礙生有專屬之資源教室予
以照顧，陸生、僑生及外籍生也由國際處協助輔導，此外，本校諮商中心也提供心
靈諮商熱線，藉由晤談與學生溝通，了解學生當前所面臨之問題，協助同學調適壓
力，增進生活適應能力。
除了導師機制，本系教師教學及研究之餘，對於學生職涯的輔導也不遺餘力。
教師為學生撰寫推薦函、課後輔導已是常態，在生涯輔導方面，為協助學生做好生
涯規劃，本系製作有課程地圖及生涯進路圖，以提供學生瞭解本系課程所培養核心
能力、教育目標的關係，以及生涯進路之方向。

(二)特色
(1) 整體性作法
本系鼓勵學生多元進修，每年均有學生修習教育學程、雙主修、輔系、以及校
內其他跨領域學程，以增加第二專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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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各班制獨特性作法(學士班、碩士班)
【學士班】
101學年度本系學生修習他系作為輔系的學生共74人，修習他系為雙主修的人
數共19人。102學年度本系大學部，學生修習教育學程28位、雙主修及輔系54位。
為提升學生競爭力，本系101學年度通過開設歐洲語言學分學程，鼓勵學生修習第
二外語，並於103學年度將第二外語列為大一必修課。
本校文學院於99學年度起推出文化創業產業學分學程，透過跨學科的課程設
計，擴展學生學習領域，並奠定學生未來投入文化創意產業市場之基礎。第一屆文
創學程共25位學生修習，外文系學生佔6名，約為24%。第二屆學程共29名，本系
學生17名，約為58%。
104學年度本系設立口筆譯學分學程，為本系學生又提供另一生涯規劃的門路。
【碩士班-英語教學組】
如(一)現況描述所言，本組在提供學習資源方面之特色為以下三點:
1. 課程以英語授課討論，結合多媒體教學
2. 以教學實習，整合英語教學專業知識及實務經驗。
3. 鼓勵學生發表論文，參與研究計畫，提升論文品質。
【碩士班-英美文學組】
本組初成立，但學習資源應屬充足：
1. 課程以英文進行，讓學生習慣以英文思考表達
2. 學生人數少，能得到教師充分指導
3. 鼓勵學生利用圖書館館際合作，獲取所需研究資料
4. 鼓勵學生發表論文，第一屆學生 Nick Sumare 宋明達於 104 年國立中興大學
外國語文學系所主辦之第四屆英美文學與文化研究生論文發表會發表研究論
文;同年 6/24 舉行學位考試，並以 95 高分通過論文口試，該生論文題目為:
市 郊 夢 ， 美 國 夢 魘 : 約 翰 . 契 佛 與 戰 後 小 說 (The Suburban Dream, The
American Nightmare: John Cheever's Postwar Short Fiction)，該生兩年即完
成碩士學位，實屬不易，目前正擬於英國申請就讀博士學位。
本組多透過導師與任課教師與學生晤談，針對學生之課業及生活予以輔導，比
如研二學生陳虹之為在職生，因此本組在開課時間上盡量配合她。該生又因程度跟
不上而考慮休學，經過輔導後已排除困難，導師並安排她於104學年度修「個別指
導」課程，更多給予引導。另一學生Nicholas Sumares(宋明達)，也在指導老師密集
關懷下只花2年的時間就提學位考試，於今年順利畢業，成為本組成立2年來第一位
畢業生，該生擬繼續於英國攻讀博士班。

(三)問題與困難
【學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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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大學部課程乃以語言訓練及英美文學培育為主軸，不少家長對於英文系學
生畢業後的職場廣度不甚有信心，認為應用語言課程比較實際，本系每年針對畢業
系友問卷調查，不少系友也反應增開實用性課程之需要，本系廣納各方建議，作為
課程改進之參考。
依照學校規定，雙班制學系每學期開課總學分（時數）上限為119學分，惟因本
系堅持小班教學，每學期開課總時數已為全校之冠，遠遠超過學校教務處之規定，
校方並不樂見本系再增開選修課程，因此在既有的開課學分數之內，本系朝增開實
用性選修課程之際，相對地，文學及文化性選修課程數量也須酌予輪流調整數量，
以免增加學校支出。
【碩士班-英語教學組】
本組在學習資源方面所面臨的困境，主要有以下三項：
1. 未來發展重點之一是培育中學英語教師應用電腦網路提升英語教學，但在圖書
儀器設備經費有限的現狀下，此願景面臨考驗。
2. 維護軟硬體設備人力不足。
3. 在生涯輔導方面仍缺乏有效的機制協助並追蹤畢業生就業現狀。
【碩士班-英美文學組】
本組學習資源軟硬體都算充分，不須太多儀器設備，若有圖書不足也可透過既
有制度取得，但在大環境不佳之下，招生困難是事實。

(四)改善策略
【學士班】
本系103學年度起將文學必修學分調降，將第二外語納入必修，以及增開應用
性英文課程，例如觀光英文、基礎商業英文、留學生活英文、新聞英文等，期能增
加學生第二外語的能力及滿足學生對於實用性英文課程的需求，另增加口筆譯學分
學程，以拓展就業力及國際觀。
此外，本系於104學年度增設口筆譯學分學程，擴大學子修習跨領域的專業技能
以及增加就業競爭力。在學習資源方面，本系空間堪稱小而美，系演講廳、系電腦
教室，以及系學生活動室Café，常見學生蹤影。學生自治管理使用系學生活動室
Café，也由學生自行營運提供簡易輕食服務，不僅讓學生學習商業經營管理、也培
養負責自主的生活態度，更凝聚同學的向心力。103學年度在總務處整體空間的規
劃統籌下，重新整修系學生活動室Café，期望給予學生更優質的學習交流空間。
【碩士班-英語教學組】
提供多元與充足的學習資源，以提升學生在校學習成效及職場之競爭力，是英
語教學組努力的目標。本組除發展目前特色，亦將繼續改善與爭取學生學習資源，
建立有效生涯輔導機制，以期能培育出作育英才之英語教師。以下就圖書儀器、硬
體設備、生涯輔導三方面提出改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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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圖書儀器設備經費方面，對內向學校積極爭取圖書儀器設備經費，對外申請教
育部或國科會計畫，補充經費之不足。
2. 在維護軟硬體設備人力方面，除繼續與英語中心共用唯一技士外，未來可經由提
供工讀機會的方式，聘用資訊系學生或本所有電腦專長的學生，與助教協力維護
設備。
3. 在生涯輔導方面，定期安排在中學及補教業任職的畢業生，回校分享教學經驗和
應徵教職的面試技巧。
【碩士班-英美文學組】
鼓勵學生善用學校資源、多元學習，厚植跨領域實力。

(五)總結
本系採全英授課及小班教學，輔以多元輔導機制，提供學生課業、生活及職涯
全方位學習資源，持續更新教學設備及空間，開設跨學科學分學程，鼓勵學生自主
多元學習，兼顧專業與博雅教育，以培養學生終身學習意願為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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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學習成效
(一) 現況描述
5-1 學士班學生學術與專業能力、學習成果表現為何？
本系學士班學生語文專業能力及學習成果均佳，在其他領域也表現出色。
1.升學與就業多元
半數學士班學生在學時均跨領域修習課程，因此畢業時升學進修與就業的領域
極廣，除了語文類的研究所(如語言學、人文、英語教學、翻譯、華語文教學)外，
亦跨足其他人文領域(如哲學、戲劇)、自然及社會科學領域(如認知神經科學、政治
學、教育學)、管理學領域(企業管理、國際貿易、行銷)、及藝術文化領域(如插
畫、工業設計、博物館管理)等的研究所。每年均有學生考上國內外頂尖公立研究
所，亦有學生申請國外大學研究所，此多元的升學成果顯示本系的教育有達到其目
標中的「培育學生良好英語語文能力」及「培育學生分析批判與獨立思考能力」，
才能通過與學科相符甚至跨領域的研究所領域進修。
以103學年度應屆畢業生為例，16位(15%)應屆畢業生已考上國內外研究所，其
中7位錄取公立研究所，包括台灣大學外文所、中山大學外文所、中央大學認知神
經科學研究所、師範大學國際人力資源發展所及國立台南藝術大學-藝術史與藝術
評論研究所；考取私立研究所中，四位申請上本系研究所，一位至輔仁大學跨領域
攻讀，四位將赴國外深造。例如The University of Kansas、Delaware University的語言
所，以及Durham University商學院。
近三年大學部畢業生國內外研究所升學情形如下表：
畢業學年度

學號

姓名

國內外研究所升學情形

103

1001257

陸

103

1001001

成泓劭

103

1001003

Delaware MA in Linguistics and Cognitive Science
陳柏豪 國立中山大學-外文系語言組

103

1001060

陳冠吟 國立中山大學外國語文學系研究所

103

1001209

吳宗儒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_國際人力資源發展所

103

1001219

林俞君 國立中山大學外國語文學系研究所

103

1001059

黃靖茜 國立台南藝術大學-藝術史與藝術評論研究所

103

1001028

張人主 東海大學外文系英語教學組

103

1001035

卓瑋恩 東海大學外文系文學組

103

1001041

詹前臻 東海大學外文系文學組

103

1001050

邱千真 東海大學外文系文學組

103

1001220

辛茼豊 輔仁大學 大眾傳播所

103

1001047

鍾

103

1001057

李彬揚 英國研究所 Marketing

103

1001014

邱莨真 Hotel Institute Montreux

越 國立台灣大學外文所
國立中央大學認知神經科學研究所/University of

華 LIM College Fashion Merchandising and Retail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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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學年度

學號

姓名

國內外研究所升學情形

103
102
102
102
102
102

1001243
991206
991226
991232
991239
991240

陳亭妤
陳芷姮
鄭嘉齡
黃怡甄
俞 箴
蔡宜伶

102

991246

陳姝妤 英國 University of Edinburgh 語言學碩士班

102

991004

蕭季瑄 Newcastle University 進修

102

991016

白舒婷 輔大翻譯研究所

102

991020

顏秀玲 輔仁大學英國語文學系碩士班多媒體英語教學組

102

991026

劉盈廷 國立清華大學語言所碩士班

102

991045

巨筑瑄 中央大學英美研究所

102

991047

陳

102

991048

亭 University of Birmingham, International Marketing
關蕙芯 台師大英語教學

102
101
101
101
101
101
101

991050
981209
981210
981226
981234
981007
981011

呂宜瑾
曾維翎
魏英潔
蘇筑涵
黃日尹
謝天心
林子君

101

981012

王若樸 武漢大學翻譯所

Durham University, MSc in Marketing
輔仁大學英國語文學系碩士班多媒體英語教學組
國立中正大學政治系碩士班
英國讀書
西班牙讀書
台師大

國立嘉義大學數位學習設計與管理學系碩士班
雪梨大學互動藝術與電子設計
紐約大學外語教育
Birmingham Univeristy, Marketing
Langara College, Canada
台北教育大學兒童英語教學研究所
彰化師範大學英文教學研究所

101
981023 蕭妤珍 交通大學暨語言研究所
101
981041 賴文清 東海大學外國語文學系文學組
101
981037 王新雅 東海大學教育所
101
991056
南金 Tilburg University, Marketing and Communication
就業方面，學士班畢業生就業領域也極多廣泛，每年均不乏修教育學程考上英
文教師檢定的畢業生（參見下表)，除了至中等學校教書或實習，代課老師、美語補
教界是最主要的就業領域，其次是國貿秘書或業務助理，近年來航空、海運地勤或
空服職務也吸引不少社會新鮮人，本系畢業生從事這些行業者也大有人在，還有法
律事務所、劇場技術專員、舞台管理等也都見本系畢業生涉足擔綱。近五年畢業生
流向調查結果參見實地訪評【佐證資料編號9號 】。
年度

人數 100-104年度大學部畢業生通過教師檢定名冊

100

5

丘婉玉、林妘潔、歐睿媛、張育寧、陳巧潔

101

9

陳靜儀、呂凱雯、劉紋綾、陳宜琳、詹可馨、蔡佩容、
林信雄、周昀瑩、吳欣穎

102

5

李萃、張佩愉、高佩君、江禹昕、陳薪如

103

1

林子君

104

6

蔡佳蓁、劉盈廷、林子馨、江佩儒、邱宜賢、陳姿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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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學生不少均於在學時跨領域修課，就業時往其他領域發展者也不少，
100-102學年度跨領域修課情形如下表，近五年學士班學生升學及就業狀況參見【附
件學5-1-1】及【附件學5-1-2】。

100-102學年度外文系學士班
學生跨領域修課情形
250

200
150
100

50
0
100上

100下

101上

校際選課

輔系

雙主修

101下

教育學程

102上

102下

其他學分學程

2.畢業生肯定學習成效：
扣除因修習教育學程、輔系、雙主修，或出國交換，加上少數重補修的延畢生，
每年約七成五應屆畢業生如期畢業，本系101學年度起每年針對應屆畢業生實施學生
學習成效滿意度調查，結果顯示，本系畢業生極為肯定本系的課程及教學，同意四
年所學有助提升學生核心能力。101學年度92%畢業生肯定本系教學有助學生語文
能力提升，85%認同本系課程有助學生相關領域的基礎，84%認為有助學術寫作能
力，72%認為有助獨立及批判思考力的提升，74%肯定有助提高國際觀。
102學年度應屆畢業生94位學生填寫問卷，部分學生因修習教育學程、輔系、
雙主修，或出國交換，加上少數重補修的延畢生，每年約七成五應屆畢業生如期畢
業，這些畢業的學生，以102學年度為例，升學佔18%，54%表示將準備公職或升學
考試，對於即將步入職場，會受到肯定的能力為何，半數學生最肯定的是外語能
力、其次是學習態度。至於哪項能力最需加強，答案是電腦應用技能。
103學年度101位應屆畢業填寫的問卷，在核心能力與學習成效的滿意度，94%認
同甚至極度認同本系課程有助學生聽說讀寫的能力；96%認同甚至極度認同本系課
程有助學生溝通及表達能力；91%認同甚至極度認同本系課程有助學生獲得相關領
域基礎專業知識；94%認同甚至極度認同本系課程有助學生學術寫作能力；95%認
同甚至極度認同本系課程有助學生獨立及思考批判力；87%認同甚至極度認同本系
課程有助學生拓展國際觀，足證本系教育目標、核心能力與整體課程規劃具關聯
性。
本系學生對於外語能力相當有自信，其次是對於理解與掌握閱讀重點的能力，
再則對於具有國際視野（如國際社會及文化的了解），也相當有自信。101-103學年
度畢業生學習成效滿意度調查結果參見【附件學5-1-3】、【附件學5-1-4】及【附件
學5-1-5】。另本系101-102學年度畢業生通過英檢成績情形參【附件學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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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畢業公演統整學習成果：

畢業公演儼然已經成為外文系的優良傳統，學生自主整合大一至大四之學習經
驗，以舞台方式呈現四年專業所學，同學發揮專業及高度的團隊精神，從選劇本，
角色詮釋，以及幕後分工等等繁複的作業，為本系學生學習成果最佳實例，也呼應
本系的核心能力（具有良好的英語聽書讀寫能力、具溝通及表達能力、具文學相關
領域基礎知識、具獨立批判思考能力、具國際觀）。畢業公演課程吸引對戲劇表演
有興趣的大四學生選修，即便畢業公演不見得每年有開課，也還是會有大四學生自
主籌備畢業的演出。100學年度「戲劇：表演」的課程，結合動畫科技展現俄國名家
契科夫的經典作品《櫻桃園》，並受邀至靜宜大學演出。102學年度則因本系多位資
深教師陸續退休，其餘專任教師在授課時數已多的情況下，一群喜愛戲劇的應屆畢業生
秉著「外文系怎可無畢業公演？」的信念，短短不到四個月內，王爾德喜劇「理想丈夫」
靈活演出，更令人驚豔的是，配樂樂曲創作及現場彈奏的都是本系大四同班同學。該劇
也參加第八屆兩岸華人大學院校數位聯合畢業展，與政大英語系成為當年度全國英
文系所全程以英文演出的兩部參展影片。本系學生學習成效及畢業公演校內報導參
見【附件學5-1-7】及校外獲獎報導參見【附件學5-1-8】。
4.學術研究 積極追求：
本系於大四下學期開設 2 學分之論文選修，以 103 學年度為例，本系大四學生成
泓卲在郭士行老師的指導下，其畢業論文 Perception of High Frequency Fricative
Consonant of Mandarin Chinese and English: A Case-Study of Hearing-Impaired
Children 投稿通過成功大學所主辦之「2015 第一屆校際文學、語言學、英語教學學
生論文研討會」審核，受邀發表。該論文也收錄於東海大學館藏數位報告及中區區
域教學資源中心的學生優質學習報告數位典藏平台。100-103 學年度本系大學部學生
修習畢業論文名單參見【附件學 5-1-9】。另外，本系學士班學生擔任科技部計畫案
助理人數逐年增加，103 學年度有五位同學擔任科技部計畫案助理。
計畫主持人 計畫助理 計畫名稱
江丕賢

成泓邵

江丕賢

楊亞璇

馮翰士

許棽婷

蕭季樺

許邦碩

蕭季樺

張人主

英語為二語的成年華人在非作格與非賓格動詞的習得
歐威爾的中國：從《緬甸歲月》到《一九八四》
Language and Youth Identity: Translating Ethnicity within
Subtitle Groups
Language and Youth Identity: Translating Ethnicity within
Subtitle Grou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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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提升大學部學生研究之風氣，103學年度本系大力宣導師生申請「科技部大
專學生參與專題研究計畫」，共有五位學士班同學透過兩位本系指導老師及一位外
系指導老師的協助，申請104年度的「科技部大專學生參與專題研究計畫」，其中兩
件申請通過審查，參見下表。
指導教授

學生

戴絲美

簡郁婷

申請計畫名稱

審查
結果

Life Emerging from Conflict and Uncertainity:
Lyra’s Feminine Quest through Breaking Boundary

戴絲美

黃衍豪

Gay Teenage Image Analysis in Young Adult
Literature and Translation of American and
British Gay Young Adult Literaure in Taiwan

劉美惠

張容瑄

探究以中文為外國語言者如何表達請求與拒絕:
分析不同語系學習者之表現

劉美惠

魏銘誼

Exploring the Pragmatic Compentence in EFL
Learners with Different Majors

姜文斌
(哲學系)

林郁翎

從譬喻之說到善的理型—柏拉圖「國家篇」之
研究

通過

通過

103 學年度第二學期 68 位修習「研究方法」的大二同學，在指導老師陳玫樺指導
下，分組報告投稿並錄取本校典藏學生優質學習報告數位永久典藏 OAPS，值得喝
采。
同組學生姓名

報告題目

鄭育雯、謝宜佑、許伊婷、 Favoritism of Parents’ Love
文 甄

關於父母親給予小孩的愛
Investigating the Trend of McDonald’s - From the aspects of

洪千喻、謝詠婷、蔡俞宣

Culture, Health and Marketing Strategies 論麥當勞風潮-從文
化，健康與行銷策略面向探討

林建宇、吳冠鋐、顏廷澔、 Will Combat and Shooting Video Games Affect People’s
王韋仁、鄭至亨

Personality 戰鬥與射擊型電動是否會影響人的性格

陳姿璇、林詩寶、邱冠晴、 How to Do Facial Exfoliation Correctly
陳姿伶、王雅萱、廖育安

如何正確去角質

蔡依玲、蔡采恩、何 璦、 Smoking among College Students
崔文娟

大學生抽煙習慣調查

廖恩瀚、甄鵬威、施敬恆、 Internet Addiction
謝孟儒

網絡成癮

顧凌安、呂映萱、趙唯婷、 The Pros and Cons of the BRT in Taichung
賴晨心、吳競方、雷惠慈
林力杰、邱

台中快捷公車的利與弊

嘉、陳彥廷、 Music Preference and Personality

劉郁涓、黎嘉敏

音樂偏好與性格關係探討

翁煥蕾、吳宜芬、林宛臻、 The Effects of Smartphones on Tunghai Students
洪羽庭

智慧型手機對東海大學學生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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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組學生姓名

報告題目

林家德、洪庭筠、周念依、 Advertisement Preference of Public: Through the Perspective of
游昕頤

Gender and Age 大眾對廣告之偏好：從性別及年齡層面來看

陳佳穗、詹鈐心、郭旻柔、 College Students’ Housing Choice and Reasons
梁嘉容、黃于真

大學生住宿選擇及原因

劉力琦、戴書琳、謝宛盈、 From Original Mulan Ballad to Disney's Adaptation in Feminist
楊育旻、杜昀叡、黃靖雅、 Perceptions 以女性主義的角度探討木蘭詩與迪士尼改編動畫
朱祐嫺

花木蘭的關係

黃千慈、陳禹含、簡佳妤、 Progress on Homosexual Rights in the United Kingdom since
廖育鈺、張宇萱

WWII 二戰以降，同志權利在英國的發展

白紹筠、王妍親、陳璿甯、 The Viewpoints of iPhone Users and Non-iPhone Users iPhone 使
柯月茹、侯雅筑、林芷安

用者跟非 iPhone 使用者對於 iPhone 的觀點

5-2 碩士班學生之學術與專業表現為何？
【碩士班-英語教學組】
過去六年以來，本所英語教學組研究生積極耕耘於專業領域中的研究，表現不
俗，成果參見【附件碩5-2-1】及統計圖表【附件碩5-2-2】。

本所鼓勵研究生積極參與國內外研討會發表研究成果，每年皆有相當數量的論
文獲得發表。自98到103年，本系每年平均有6篇研究論文於國內及國際研討會發
表，研討會地區涵蓋日本、美國、希臘、越南、香港、泰國、馬來西亞，論文產量
豐富，並受國際學界肯定。例如：98年度研究生李貞儀赴日本研討會發表研究成
果；99年度共有3位研究生曹孟君、王貞蘭、及蔡秀君於越南及香港與國內研討會發
表學術論文；100年度共有4位研究生朱駿騰、洪雅慧、梁智晴、及林宛頤參與泰國
與國內研討會並發表論文；101年度因大部分研究生仍在擬稿其研究計畫案，未能有
成果發表，但是於102年度成果大豐收，為本系研究生論文發表產量與質量最令人
刮目相看的一年，根據統計，總共有13位研究生個別或共同於海內外發表共16篇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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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論文；103年度共有13位。
英教組研究生所發表之研究論文主要研究對象包含大學生、中小學生、與其他
年齡層之受試者或參與者；就研究主題而言，論文題目涵蓋多元化領域，例如：英
語聽說讀寫的能力、字彙習得、學習動機、母語與英語的語音相關研究、以及文學
導讀；除此以外，更有許多研究著重於結合科技與教學、根據學生多元化背景設計
教學以提昇其學習成果。本系所近年來之研究內容，多元且豐富之學術成果，有利
學生將其成果發表於國內外研究論壇。
英教組一直以來不斷鼓勵研究生申請校內學術研究成果獎勵，從98年度開始，
每年都有學生榮獲優選或佳作。例如：98年度共有6位，99年度共有5位，100年度
共有2位，101年度共有6位，102年度共5位。這五年來，平均而言每年有5篇論文獲
獎肯定。
【碩士班-英美文學組】
本組第一屆學生 Nick Sumare 宋明達於 104 年國立中興大學外國語文學系所主辦
之第四屆英美文學與文化研究生論文發表會發表研究論文；同年 6/24 舉行學位考
試，並以 95 高分通過論文口試，該生論文題目為：市郊夢，美國夢魘：約翰.契佛
與戰後小說(The Suburban Dream, The American Nightmare: John Cheever's Postwar
Short Fiction)，該生兩年即完成碩士學位，實屬不易，目前正擬於英國申請就讀博
士學位。
5-3 碩士班學生之數量與品質如何？
【碩士班-英語教學組】
本組許多招募之研究生畢業於國內優秀公私立大學，例如：99學年度學生黃雅
婕為國立宜蘭大學學士班畢業生、100度學生田秀桃畢業於國立中央大學、101年度
學生施勇廷為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畢業學生、102年度學生陳思純為國立屏東教育大
學學士班畢業生。英語相關科系畢業生以外，本系亦招募其他領域之畢業學生，以
提升學生跨領域之學習成果表現。
本組承襲學士班全英語授課的特色與優勢，自創立以來不僅吸引國內大學畢業
生報考，也吸引國外學生就讀，學生之來源呈現多元化，本國籍學生不需出國即有
機會與歐美或亞洲地區之國際生共同學習，此全國際化及英語之學習環境有助研究
生語文專業能力持續進步，為日後的學術研究奠下根基。本所英語教學組國內外學
生數量參見【附件碩5-3-1】；外籍生學生資料參見【附件碩5-3-2】。
【碩士班-英美文學組】
本組學生人數不多。但第一屆入學學生已如期兩年畢業，並將申請英國博士班，
令人鼓舞，至於五年一貫學生的表現，尚待評估。

(二)特色
(1) 整體性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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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大學部及研究所均堅持全程英語授課，大學部個人申請第一階段學測英文
門檻為頂標，因此入學的學生英文均達一定之水準。經過四年的語文培育，學生的
專業能力上也有一定的增長。本系97學年度(含97學年度)以後入學之學生，須通過
等同「英檢中高級複試」或新制多益785分的成績當做畢業的門檻，97學年度入學畢
業的學生（即101學年度畢業生），通過率是98%，102學年度畢業生通過率是94%，
僅極少數幾位學生（主要是僑生）未能達到本系畢業門檻標準。為此，101年4月18
日系課程委員會議通過英檢替代方案，凡選擇此替代案的同學，須於本系修課期間
至少報考三次英檢測驗（須提供該三次測驗成績證明），方可報名暑修一學分之「個
別指導」，撰寫一篇研究論文，以替代畢業英檢門檻。此替代辦法一出，即有一位
本地生及兩位僑生報名，如今均已順利畢業。102學年度有兩位本地學生及兩位僑
生申請英檢替代方案。101-102學年度畢業生通過英檢成績統計圖表參見【附件學
5-1-6】。100-103三個學年度個別畢業學生英檢通過情形參見實地訪評【佐證資料12
號】。
在學生學術研究的質與量上，本系教師無論在學士班或碩士班的課程，皆以專
業能力與教學熱忱帶領學生自主性學習，透過全英語授課方式激發學生思辨與批判
能力，在需用英語表達的情境都能發揮所學，也因豐富的人文素養，在跨領域時不
論是學術或職場，都能表現不俗，碩士班學生也可以用專業英文發表及撰寫論文。
碩士班文學與語言並重的多元課程設計，小班教學師生緊密的互動和自由開放鼓勵
學習的環境，師生在學術與專業表現都有極高之效能與產量。
除了每年畢業公演成功的演出，顯示出大學部課程設計具有連貫性，逐步培養
學生成為全方位人才。本系學生多才多藝，在跨領域上野’有傲人的學習成果。例
如，本系大學部「繪本研究」及「三年西班牙文」兩門課程，學生曾將所學的專業
知能，作品結集成書，是學習成果的最佳實例，並躍登東海新聞頭條版面，相關報
導參見【附件學5-1-7】。
(2) 各班制獨特性作法(學士班、碩士班)
【學士班】
文學討論課程是開給本系三、四年級學生的專業課程，強化深度學習，每學期
均開設十門左右，課程主題多樣化，人數每班15人以下，小班教學。本系近四年開
設文學討論課程多達40門，內容多樣，鼓勵學生觸探相關知識的領域，近四年文學
討論課程名稱參見項目一之【附件學1-3-1】。
此外，大學部學生課外學習表現出色，多才多藝，積極參與或校外暑期實習與
校外競賽，近三年學士班學生參加暑期校外實習情形如下：
學年度

學生姓名

實習機構

103 暑期

黃靖茜

高雄市立美術館

103 暑期

楊亞璇

國立台灣美術館教育推廣組

102 暑期

關蕙芯

慈濟傳播人文志業基金會新聞部-英語新聞組

101 暑期

黃意婷

高雄市政府文化局總營分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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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三年學士班學生及校外獲獎情形如下，或參見【附件學 5-1-8】：
學年度

獎項名稱(類別)

作品名稱

名次

學生

101

2012 年英國倫敦國際
發明展

電子冰盤

團體第一名

卓瑋恩

101

2012 科技美學精品展
設計美學加值獎

拉一把（A
Gentle Tug）

團體

許怡玫

101

第十八屆東方錶盃全
國網球排名賽

女子雙打

團體第二名

紀宜君

101

富邦青少年發聲獎

昨天發生一件事 團體特優

余宛樺

102

東海文學獎

小說類

銀質獎

高博倫

102

2013 德國 iF 設計獎/iF 拉一把（A
Product Design Awards Gentle Tug）

團體

許怡玫

102

2013 年國際青年大使

青年大使

入選

朱峻甫

103

2014 年國際青年大使

青年大使

入選

卓瑋恩

103

文藻大學全國大專盃
英語即席演講比賽

英語即席演講

第四名

胡 敏

103
103
103

2015 全國學生音樂比
路思義合唱家
賽-大專混聲合唱決賽
「2015 兩岸
財團法人艾森豪獎
青年領袖研
金中華民國協會
習營」
東海文學獎

小說類

團體優等

卓瑋恩/朱珮瑜/
文瀞儀/何雨蓉

入選

王芝元

銀質獎

高博倫

【碩士班-英語教學組】
本組外籍學生逐年增加，自98學年度開始，平均每年都有1-2位國際學生，到了
103年度，外籍生共有8位，佔了極高的比例，這些學生分別來自印尼、韓國、南
非、美國、厄瓜多、匈牙利，並有兩位交換生來自大陸。本碩士班近年來有更多學
生來自不同的文化背景，所以在課堂上有更多精采的討論與切磋，不但增進台灣籍
與外籍學生的英語思辨能力，也使雙方有更優秀的學習效果，學生整體的品質與學
習成效有明顯地提升。除本校國際處對於國際學生的輔導與照顧，本所也盡全力幫
助國際學生能在短期之內適應生活、學習、以及文化差異，例如導師與論文指導老
師會定期與國際學生聚會並適時予以密切的關注。
【碩士班-英美文學組】
101學年度文學組第一屆的外籍研究生學習狀況優異，目前已畢業。另一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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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職教師的研究生，之前已取得英國特教碩士文憑；儘管擔任特教的工作繁重，但
她依然保持極高的學習動能，研究進度良好。至於另一位身份為系友的學生，則在
修課一年後暫時休學，待服完兵役後，將會回來完成學業。

(三)問題與困難
大學部的畢業公演為本系學生整合學習成效例證之一。無論開課與否，熱愛戲
劇表演的大四學生都會積極籌措演出，惟因經費有限，本系學生每年均主動籌畫公
演義賣活動，全系師生也報以熱烈響應，慷慨提供物品供學生義賣，以資助公演的
經費。相較於公立校系經費資源，實是明顯窘困。
碩士班英教組前幾屆部分學生因所修習之必修學分較多或專業寫作能力仍待加
強，因而延長其畢業年限，且較無足夠時間與精力將其研究成果投稿於研討會；近
年招收的部分外籍碩士生，可能於受限於其在台灣求學之經濟壓力，需花上較多時
間工讀或家教，因此在學術研究產能上稍受影響。
碩士班英美文學組之營運，方才進入第三個學年，已有一位畢業生，在大環境
敵視人/文學領域、少子化及就業出路的疑慮下，本組與他校同樣面臨招生困難的問
題。102學年度，文學組碩士班錄取了四名學生，其中三位報到入學，分別是一位
東海大學外文系大學部畢業生，一位同為畢業系友的外籍生，以及一位在職教師。
103學年度，雖然錄取了幾名學生，但最後都沒報到就讀。然而，本所仍持審慎樂
觀，因截至目前為止，碩士班英美文學組所招的學生，都有良好的學習動機和文學
造詣。短短兩年，本所已奠下良好口碑，吸引不少本系大學部的學生踴躍申請五年
一貫，積極為進入碩班文學組繼續研修做準備。

(四)改善策略
【學士班】
畢業公演為本系統整性課程(capstone course)，103學年度向學校申請經費補助
獲允，並應允亦將補助104學年度畢業公演，除此，輔導學生經營Carpe diem Café，
以期透過固定營收，穩定持續挹注戲劇公演建立永續發展。
為鼓勵學士班學生提升學術研究風氣的措施有三：
1. 每年五月份的文學院學術研究獎學金機會，優先給修習畢業論文的學生申請，以
資鼓勵。
2. 本校圖書館於 103 學年度參與「中區學生優質學習報告數位典藏聯盟」
，推動「跨
校學生優質報告數位典藏推動方案」
，藉由任課教師推薦優良學生報告，透過線上報
告發表、優質評選、公開表揚、永久典藏等獎勵措施，增進校際教師教學經驗、促
進學生學習成果的交流，進而逐漸擴大跨校優質知識產出的傳播與共享。本系將加
強宣導此方案，鼓勵教師推薦優良學生報告作品，提高大學部學生論文寫作及研究
的風氣。
3. 本系加強宣導教師及大學部學生申請「科技部大專學生參與專題研究計畫」，以
提升學生研究之風氣。目前已經有 5 位學士班學生透過 3 位指導老師的協助，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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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年度的「科技部大專學生參與專題研究計畫」。
【碩士班－英語教學組】
碩士班的部分，作法有五：
1. 自 102 學年度開始，本所部分課程已做如下調整，以提供研究生更廣面之學習機
會。原兩門必修課程「學習心理學」與「應用語言學與外語教學」已更改為選修課
程。原選修課程「學術寫作」已更改為必修課程。
「獨立研究」課程已納入畢業學分
之選修課程。
2. 針對面臨經濟壓力之外籍生，本校設有多項研究生獎助學金機制，另外，本所主
任與導師也盡力協助學生申請校內獎學金，系所行政人員更協助外籍生尋求其他工
讀機會。
3. 積極鼓勵學業成績優良之學士班學生參加「五年一貫攻讀學、碩士學位」學程，
使學生可以提前規劃專業學習或研究領域，以利提早完成碩士學位。102 學年度申
請的同學共有 3 位，分別為張人主(S1001028)、張景皓(S1001228)、及蔣媛卉
(S1001224)，該 3 位同學都已通過本系「研究所教師委員會」審查核可，並由校方
核定。其中張人主同學已於 103 學年大四期間選讀研究所課程，並於 103 學年參加
碩士班甄試考試，104 學年度正式成為碩士班學生。
4. 為使研究生儘早畢業，研究所召集人及研究所導師會適時調查學生想要研究的領
域【附件碩 5-3-3】，協助與可能配合的教授約談；待指導老師確定後，即正式進行
論文寫作，並修習「個別指導」課程。爾後，亦積極督促論文的進度，每位學生於
學期末都要繳交 MA Annual Academic Progress Report 【附件碩 5-3-4】
，給指導教授
簽名及評核，以督促學生檢視進度並盡速完成論文寫作。研究所方面，在師生共同
努力下，99-102 學年度畢業生人數遞增如下：
學年度

98

99

100

101

10

103

畢業生人數

8

8

8

10

17

5

5. 本所於 102 年 11 月 13 日的所務會議中訂定「 The Advisor-Advisee Ethics
Guidelines」【附件碩 5-3-5】，俾使指導老師與指導生之間權責分明，亦督促學生的
論文進度。而且，為提升學生論文寫作水準，積極鼓勵學生投稿，並於 103 年 4 月
1 日的所務會議中決議學生在學期間，必須至少參與 2 次研討會，及至少發表 1 篇
文章。自 99-102 學年共有 18 篇次發表在研討會上。另外，為避免日後關於論文使
用權的爭議，特訂「東海大學指導教授與研究生發表研究成果協議書」【附件碩
5-3-6】，以劃分指導教授及指導生的權責。協議書內容如下：
指導教授（甲方）與研究生（乙方）雙方同意甲方在擔任乙方指導教授期間，針對
雙方研究計畫成果發表權協議如下，並自雙方簽署之日起生效。
□ 研究架構出自指導教授（甲方）且研究對象為指導教授（甲方）之授課班級，則
研究成果發表權歸屬指導教授（甲方）所有。
□ 研究架構出自研究生（乙方）且研究對象為研究生（乙方）自行招募，則研究成
果發表權歸屬研究生（乙方）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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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架構為指導教授（甲方）與研究生（乙方）共同合作，則雙方可共同發表研
究成果。
【碩士班－英美文學組】
本系碩士班文學組 102 學年度首屆招生，目前營運方才進入第 2 個學年，很難
針對學生學習成效逕下斷論。然而，就積極面而言，截至目前為止，本組學程所招
的學生，都有良好的學習動機和文學造詣。鼓勵大學部學生加入可以解決部份生源
不足的困境，因不少人有興趣進入本組繼續研修。102 學年度下學期申請五年一貫
課程之學生經審查後共錄取 2 名，這 2 名學生決定於 104 學年度攻讀本組碩士學位；
另有 4 位學生將於 105 學年度攻讀碩士學位。
本組將思索如何推陳出新，結合既有多元的師資，創新課程，以吸引學生，例如
結合文學與口筆譯課程，多元學習。

(五)總結
學士班學生專業能力及學習成果均不容置疑，學術研究方面隨著 104 年度五位學
生申請「科技部大專學生參與專題研究計畫」
，兩位申請案通過審查，此外，103 學
年度第二學期，本系 68 位大二同學在指導老師陳玫樺指導下，投稿 14 篇小組報告
並獲錄取，收藏於本校典藏學生優質學習報告數位永久典藏 OAPS。佳績頻傳，成
為本系在學學生得好榜樣，對提升學士班的研究風氣具有正面的意義。本系欣見學
生學術研究有好的開始之際，仍鼓勵博雅教育、開拓視野，培養學子基本研究能力，
急於累積理工思維產生的研究點數是否為當，仍待評量。
研究生之學術與專業表現與所招募之學生數量和品質息息相關，除積極吸引國內
各公私立大學畢業生就讀外，也期藉五年一貫課程留住優秀的本系學生，加上近幾
年配合教育部措施多招收來自歐美與亞洲外籍生及陸生，希望藉全英語學習環境的
熔爐淬鍊，不同國籍之研究生能展現其學術研究能量。且，透過五年一貫大學部四
年級生選修研究所課程管道之建立，文學組碩士班希望能增加入學的報到率。104
學年度文學組錄取了四名大學部四年級的學生，其中三人表明將報到就讀，除此之
外，也還錄取了兩名曾於 2014 學年度下學期在本碩班修過課的學生。他們透過東海
大學教育推廣部至本所隨班修課，其中一位將本所修習的學分，轉至德州休士頓大
學，以利早日於當地取得美國研究所碩士文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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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生涯追蹤
(一) 現況描述
6-1 畢業生生涯發展追蹤機制落實之情形為何？
(1) 整體性作法
1.全國外文系畢業生狀況：
根據2013-05-09由104人力銀行履歷資料庫資料，以全國外國語文學系大學部畢
業生(含日／夜間部)為對象，有效樣本數10,210筆，距今十年內的工作經驗統計調
查結果顯示，畢業後直接升學的比例是21%，10%選擇先工作再進修，69%選擇直接
進入職場。選擇升學的外文系畢業生，升學比例56%為國內升學，44%出國深造；選
擇投入職場者，外文系畢業生從事的工作領域為：國外業務人員、語文補習班老
師、業務助理、行政助理、秘書、國貿人員、中等學校教師、業務人員、文編/校
對/文字工作等行業。該調查對象雖非針對本系畢業生，但也反應普遍外文系畢業生
就業分布狀況及升學攻讀領域。104人力銀行履歷資料庫外文系畢業生統計結果參
見【附件學6-1-1】。該調查結果也呼應本系學士班畢業生的生涯狀態。
2.本校就友室追蹤機制：
本校就業輔導暨校友聯絡室(簡稱就友室)每年針對應屆畢業生流向以及畢業生
畢業後一年流向進行調查。近三年則逐年調整不同之調查機制，時程參見下表：

畢業年度
2014
2013

調查時機

調查日期

調查系統

應屆畢業時 2014.02-2014.08 畢業生離校問卷系統

畢業生離校時填寫

應屆畢業時 2013.02-2013.08 畢業生離校問卷系統

畢業生離校時填寫

畢業後一年 2014.10

電話訪問

校內民調中心電訪系統

應屆畢業時 2012.02-2012.08 畢業生離校問卷系統

畢業生離校時填寫

畢業後一年 2013.08-2013.11 全球東海人資訊系統

寄信及電話通知至
系統填寫

畢業後一年 2012.08-2012.11 教育部問卷平台

寄信及電話通知至
系統填寫

2012

2011

問卷回收方式

(2) 各班制獨特性作法(學士班、碩士班)
【學士班】
本系大學部至今已有六十屆畢業生，畢業生追蹤雖是本校就友室的專責，隨著
系所評鑑的實施，本系在系友生涯發展追蹤也不敢稍有懈怠，除定期配合學校校慶
邀請系友「回娘家」餐敘，每年五月份在畢業生離校前發放畢業生學習成效及生涯
動向調查問卷，此外，還自行透過郵寄、Facebook、電話及Email等方式針對畢業
五年內系友進行問卷調查，並寄發雇主滿意度問卷調查，期望以系友及業界雇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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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饋作為調整課程之開課時間或加開課程，以為調整核心能力及相關課程之參考。
惟雇主滿意度問卷回收率極低。
企業雇主滿意度調查的實施困難度高，本校就友室103年實施全校企業雇主滿
意度調查，對凡與東海大學經由活動、課程及參訪接觸的廠商（包括企業主、公司
管理階層及人力資源人員端），調查其對於東海大學畢業校友就業的評價與滿意
度。該問卷調查時程從民國103年8月到12月共計五個月，主要透過以下管道蒐集問
卷：
1.廣發電子郵件：由於紙本寄發問卷，寄發郵資負擔過大，回收不易、行政成本過
高，故除了原先電話、少量紙本郵寄、E-mail方式進行資料蒐集外，另新增QR碼、
電子問卷（填答網址：http://cdc.thu.edu.tw/question/），並透過網路郵寄方式讓調查
的廣度擴大，並與院系所合作，由院系所邀請校友或校友任職之單位進行問卷調
查。
2.親自拜訪：因辦理相關活動發送之問卷，無法及時回收，或因時間關係填答率不
完全，易造成遺漏值較大，故直接透過本校與優質企業廠商建教合作的機會，以及
至企業廠商參訪之同時親自請其協助填寫。
3.意見回饋︰經由企業雇主說明會、校園徵才博覽會的管道，協請參與活動的企業
廠商在活動結束後連同意見回饋表一同填寫。
該問卷調查題目共26題，包含23題單選題及3題複選題，調查期間為民國103年
8月至12月。共成功回收319份有效樣本，其中外國語文學系也僅回收4份，足見企
業雇主滿意度調查的實施實在困難。
2014年五月份本系應屆畢業班透過線上民調系統實施流向及學生學習成效滿意
度問卷調查，僅76位學生填寫，2015年五月份再次實施，101位應屆畢業生填寫。

【碩士班-英語教學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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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蹤畢業生生涯發展之機制主要為透過電子或書面問卷調查，此外並透過網路
或電話社交社群 (例如Facebook與Line) 與畢業生持續互動以關切其最新生涯規劃
與提供適時之協助。
【碩士班－英美文學組】
文學組目前有一位畢業生，日後將與其維持聯繫，追蹤生涯發展。
6-2 研擬畢業生整體學習成效評估機制之情形為何？
(1) 整體性作法
1.教育部畢業生升學及就業調查結果：
本系學士班取得教育部畢業後一年及畢業後三年等線上問卷的結果進行分析，
以掌握學生畢業後生涯發展規劃畢業生對本系課程、制度的回饋，以茲修改本系大
學部課程與發展方向。
根據教育部100學年度本系畢業生升學及就業調查結果顯示，本系學士班百分
之55畢業系友投入職場，其中以民營單位或企業為多，從事之最主要工作所屬職業
類別為事務性質工作，若以工作機構的屬性來區分，多數系友選擇投身於美語補教
界，而近年投身於空服地勤或空服行業的學子也有增多的趨勢，所以，整體而言，
最主要工作機構的屬性為教育服務業，其次為運輸及倉儲業；百分之8同學於國內
外研究所繼續深造，該屆畢業生畢業後陸續升學的人數共15位，其中國內研究所深
造者11位，出國讀書者4位。
該項問卷的100學年度本系學士班畢業生就業相關職能自我評估項目結果顯
示，多數同學對於本系培養之主修專業知識技能以及學科基礎能力十分肯定，學生
十分認同系上教學有助培養思辯及探究能力，也非常肯定本系教學對學生創新或創
造力培養的重視。此外，本系畢業生非常肯定本系師生間的互動、教師素質及教學
表現，但認為硬體設備有待加強。對於學校整體滿意度，調查結果顯示學生認為學
校各項收費稍貴，但學生也肯定學校外語學習機會與環境，如提供國外修課、實習
或交換學生機會、提供與外籍人士或國際社群互動交流的機會、提供瞭解外國政
治、經濟、社會、文化情況的機會。對於學校聲譽，則有過半的滿意度。教育部
100學年度本系畢業生升學及就業調查結果參見【附件學6-2-1】、教育部99學年度本
系畢業生升學及就業調查結果參見【附件學6-2-2】。
2.就友室畢業生升學及就業調查結果：
本校就友室針對每年應屆畢業生實施升學及就業線上調查，98學年度學士班應
屆畢業生，有85位是考試分發入本系就讀，6位是透過推薦甄試管道，3位為申請入
學。該屆畢業生對於系上整體的師資專長、教學表現，以及學習輔導都予肯定，對
於系所空間及硬體設備則比較不滿意。就課程方面，學生均十分肯定，只是課程為
就業準備這方面，學生較不認同。該屆畢業生對於學校整體的選課機制、本校通識
課程、教學品質及課程內容、課程規劃大致也都滿意。該屆畢業生對於學校提供外
語學習機會及環境、以及出國交換學習機會都高度肯定，學生反應在生涯及就業輔
導這區塊資源較不足。41%畢業後最主要的計畫為就業，29%希望繼續進修。如果
可以重來，將近半數表示仍會選擇目前相同的主修領域，也仍會繼續選擇就讀本
85

系，更有過半數同學表示，願意推薦他人就讀本系及本校。98學年度應屆畢業生升
學及就業調查結果參見【附件學6-2-3】
(2) 各班制獨特性作法(學士班、碩士班)
【學士班】

本系取得98學年度至100學年度教育部大學部畢業流向問卷之結果並完成分
析，結果顯示本系畢業生均肯定本系之教學理念及成果，問卷統計結果也供本系修
訂核心能力、課程規劃、教師教學與學習評量，以及學生輔導與學習資源之參考。
本系每年五月底於大肆同學畢業考之際實施畢業流向調查，以102-103兩年畢業的學
生為例，畢業後繼續升學者佔16%，尚未畢業即找到工作者佔22%，因重補修學分、
雙主修、教程實習或出 國交換而未如期畢業者佔13%。
教育部每年定期對大專院校生畢業後一年進行流向調查，本校就友室對2010及
2012年（即98及100學年度）畢業生畢業後一年所填寫的問卷結果進行分析，其顯示
本系學生畢業後就業及升學比例均高，系友認為在協助學生瞭解就讀領域的就業市
場狀況的幫助，文學院五系所中，外文系系友認同度最高。本校就友室2010及2012
年（即98及100學年度）畢業生畢業後一年所填寫的問卷結果分析參見【附件學
6-2-4】。近五年畢業生流向調查結果分析參見實地訪評【佐證資料編號10號】。
【碩士班－英語教學組】
為了解畢業生整體學習成效，本英語教學組設計一份問卷供畢業生填寫，問卷
參見【附件碩6-2-1】，以瞭解本系所畢業學生的升學就業狀況以及對系所的滿意情
形。下表將本所英教組畢業生動態以統計圖表呈現。
該問卷主要調查對畢業生現況、整體評價、課程規畫、教學設備、整體師資，
以作為英語教學所檢討課程安排以及改進未來本系課程與教學發展決策之參考依
據。本調查問卷採 Likert 五點量表，以「非常不滿意、不滿意、尚可、滿意、非常
不滿意」分別給予 1、2、3、4、5 計分。依據填答所得的數據資料進行描述性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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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英語教學組畢業生總人數為31人。其中已就業比例為74%；實習中比例為
16%；服役中人數比例占3%；待業中人數為3%；目前未就業(包括準備國家考試、
準備國內外升學……等因素)有4%。調查結果顯示畢業生對本系所課程之規畫滿意
度平均數值為4.19。68%的畢業生滿意系所規劃之課程；在整體師資層面，整體平
均數為4.39。顯示畢業生對於系上整體師資滿意度介於非常滿意及滿意之間。幾乎
百分百的學生非常滿意英教所的師資陣容(97%)；對外文系的整體評價超過90%的
畢業生是滿意的。詳細結果參見【附件碩6-2-2】。

自100至103學年度7月份為止，本組實際畢業學生共42位，平均每年畢業生之
人數為10.5位。根據生涯追蹤之統計結果，自本組畢業之學生目前僅有2位畢業生選
擇繼續深造，其中一位就讀於中央大學網路學習科技研究所，另一位就讀於東海大
學教育研究所，其目前主修之領域皆延續本組之教學方向。
針對畢業生之就業狀況而言，大部分皆符合本組之教學目標（亦即培育中等教
師為主）。例如：其中3位目前為大專院校之專任教師，22位畢業生擔任於中等學校
之正式老師（高中職教師共7位、國中教師共9位、國小教師共6位），而尚未找到正
式中小學職缺之畢業生，目前共有7位於其他教學機構服務（補習班老師2位、代理
老師4位、私人家教1位）。此外， 除了101到103學年度分別有2位畢業生在一般公
司服務，以及另1位目前仍在中學實習，其餘年度之5位畢業生尚未就業，包括1位
正在服役中。
6-3 自行規劃機制或結合學校之機制，蒐集互動關係人、畢業生及企業雇主對學生學
習成效意見之情形為何？
(1) 整體性作法
本校為了解畢業校友進入職場之狀況，以及企業用人雇主與主管對於校友僱用
的情形與滿意程度，進行各年度之雇主滿意度調查，作為未來系所教學、課程規劃
之參考依據。發送問卷之方式過去以電話、郵寄、廠商活動、e-mail方式進行資料
蒐集，目前則因應資訊電子化的趨勢，除了以原本調查方式外，另外增加EDM與
QR CODE的部份讓調查的廣度擴大；從96年度開始調查以來，直至101年度全校回
收問卷累計808份，102年度一度委任104人力銀行辦理調查，當年度總份數為全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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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份。今年度則回到由校內就友室自行調查，從九月迄今累積全校110份，惟本系
雇主問卷回收率達仍不高。
為了解畢業生整體學習成效，碩士班英語教學組也自行設計相關問卷以瞭解雇
主對本系所畢業生表現之評價及企業需求，冀望藉由此調查結果，檢視教育方針，
以作為本系所職涯輔導與未來教學課程規劃或教學改進之參考，以期提供學生適切
的教學內容，有效提昇學生職能，培育符合企業需求之人才並提昇企業對本系所畢
業生之評價。主要調查內容包括： (一) 瞭解雇主對本系所畢業生工作表現的評
價；(二) 探討雇主甄選人員的考慮與不考慮因素；(三) 探討雇主對本系所人才培育
的建議；(四) 瞭解雇主招募人才會注重應徵者哪些額外經歷；(五) 瞭解本系所畢業
生所學的專業知識與能力是否符合企業所需；(六) 瞭解雇主是否願意再聘用本系所
畢業生。
(2) 各班制獨特性作法(學士班、碩士班)
【學士班】
本系學士班於120學年度11月中旬自行寄出約110份企業雇主問卷調查及300份近
五年畢業系友問卷調查，但企業雇主問卷回收率僅一成，畢業系友問卷調查回收率
也不到兩成。本系學士班企業雇主問卷調查表參見【附件學6-3-1】。
【碩士班－英語教學組】
本所針對100至 103 學年度之畢業生所服務或任職的企業機構進行調查。訪問
對象為各企業機構的單位主管或主任組長。於民國103年8月初發函並郵寄各企業雇
主，共計23位廠商。調查期間為 103年8月至104年1月，經催收後有13 份樣本填
答，回覆率約56.5%。本系所畢業生投入產業別情形，雇主一致為「教育機構」占
100% (N=13)。根據雇主在工作表現量表之回饋，雇主對於本系畢業生工作表現評價
皆在皆於中等以上的，（該工作表現量表項目主要以校院系的教育目標做分類），
在畢業生專業能力滿意度方面，全部的雇主對本系所畢業生的資訊科技運用能力和
理論運用於實務之能力感到滿意，有92.3%(N=12)的雇主對本系所畢業生的專業知
識與技能、外語能力和發掘及解決問題能力感到滿意；受訪雇主在僱用員工時的優
先考量因素，最主要為「有專業知識與技術」 21.34%(N=9)；其次是「良好的工作
態度」占 17.78%(N=7)；第三是「擁有團隊合作能力」占 16.07%( N=6)；84.6%的
雇主表示未來若有機會，願意再僱用東海外文系英教所的畢業生，其中包括「非常
願意」
（23.0%, N=3） 與「願意」
（61.5%, N=8）。而有 15.3% (N=2)的雇主表示「會
考慮，但會看個案情況來決定」。由此可知，大多數的雇主若有機會，都願意再僱
用東海外文系英教所的畢業生。
6-4 系友與母系合作提升畢業生就業力情形為何?
本系學士班成立至今已將近六十年，早期畢業系友多數事業有成，系友飲水思
源，不僅捐贈獎學金、提供實習機會，更樂意接受母校邀約現身說法，定期舉辦學
術或生涯規劃之講座。研究所英語教學組畢業系友與母系之主要合作關係與情形主
要為: 1) 回研究所與學弟妹分享其報考教師檢定和教師甄試之成功經驗；和2) 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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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ebook 或Line 中提供中學職缺訊息供同屆同學或學弟妹參考，以讓全體研究生
洞悉未來職場就業機會。系友與本系合作情形如下：
1.捐款設置獎學金：
100學年度起透過各界系友的捐款，籌措新生績優入學全額獎學金，吸引優秀
學子報考本系，每年提供五名全額獎學金，至今已邁入第四個年頭，這一切都歸功
於本系系友的凝聚力及對母校感恩的心。本系專屬系友捐獻成立的獎助學金名目
有：柯安思暨謝培德獎學金、波力體事獎學金、蔡清華獎學金、外文系教師捐贈獎
學金、第21屆外文系系友獎學金、黃素月教授紀念獎學金等。新生績優入學獎學金
辦法參見【附件學6-4-1】。
103學年度本校鄭清河系友與本系共同簽署Zhao-he Tunghai Fund兆禾東海基金
專案進行共同募款，自2014年5月1日至2016年4月30日止，依本系該年底申報募款
所得，基金會將相對捐款，兩年200萬元為上限，合計以400萬元為共同募款之目
標，這些都是系友與母校合作提升畢業生就業力之例證。參見【附件學6-4-2】。
2.提供企業實習機會：
除了捐贈母系獎學金，也有系友主動提供實習機會，協助本系學生培養第二專
長，實地學習企業經營、職場協調及溝通能力，例如第18屆系友洪進山先生所經營
的波力體事公司，2011年暑假提供為期三週在杭州廠的實習機會，本系十餘位同學
參與該實習活動，實習期間自7月初至8月底，第一個月為教育訓練課程，第二個月
為實習，食宿由波力體事公司全額負擔，與臺灣幹部同宿舍，生活方面由杭州廠當
地臺灣幹部協助與管理，學生個人自行負擔臺灣至杭州之來回機票及生活零用金。
該實習活動持續辦了兩年，有助提升畢業生之就業力。該實習辦法參見【附件學
6-4-3】、實習成果參見【附件學6-4-4】。
3.提升教學資源：
本系99學年度向系友募款，加強合作事宜，除向康寧顯示玻璃募得10萬元舉辦
全國高中英語新聞播報比賽，也向飛狼露營體育募得5萬元作為畢業公演專款用。
100學年度Asia Graph台灣代表本系系友陳封平先生，贊助本系30萬元的動畫軟
體與捐款，作為產學合作課程教學用途，該支援資助100學年度上學期「戲劇：表
演」課程，其最後結合動畫與真人戲劇演出俄國名家契科夫的經典作品《櫻桃園》。
Reallusion捐款契約資料參見【附件學6-4-5】，產學合作成果參見【附件學6-4-6】。
4.舉辦講座經驗分享：
本系定期邀請卓越系友返系演講，藉由相關企業人才、考上公職或選擇升學之
系友現身說法，適時導引學生預作生涯規劃，系上學生對於系友現身說法反應都很
熱烈，例如102學年度下學期邀請袁承華學姊演講「發揮優勢掌握機會」，演講滿意
度問卷分析結果顯示同學受益很大。近三年系友返系演講清單參見【附件學6-4-7】，
102學年度下學期「系所職涯演講相關滿意度」參見【附件學6-4-8】。

(二)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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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教組碩士班問卷調查顯示，教育界雇主幾近百分之百對本系所畢業生工作表
現表示非常滿意，由此觀之，本英語教學組大部分課程之規劃有助培育職場需求之
中等學校教師，本組學生於就學期間接受全英文授課、以學生為中心之教育訓練，
其所培育出之口說與思辯能力足以讓學生在非教育界之職場脫穎而出。
學士班綜合教育部、本校就友室、以及系內畢業生問卷結果，修訂核心能力
之、課程規劃、教師教學與學習評量，以及學生輔導與學習資源。例如學士班畢業
生建議本系應增開課程，其中以商用英文需求最大、其次為翻譯及口譯課，第三是
應用性語言課程。口筆譯課程本系歷年來均開設於文學討論課程，供學生修習，至
於商用英文、新聞英文及留學生活應文等實用性英文課程，已於103學年度起陸續
增開，修課情形踴躍。104學年度也將設口筆譯學分學程。

(三)問題與困難
本系大學部至今已有六十屆畢業生，系友追蹤不易，往年多賴本校就友室的協
助，就友室定期進行校友追蹤電訪及線上問卷調查、本系也配合教育部實施應屆畢
業生流向調查及教育部畢業一年及畢業後三年之線上問卷調查，並將取得之問卷結
果予以分析，持續追蹤畢業生情況。近年本系學士班也自行定期展開畢業生生涯追
蹤及雇主滿意度調查，本系除了每年五月定期針對應屆畢業生做問卷調查、102學
年度上學期也對畢業五年內之系友寄出紙本問卷調查，期間也透過郵寄方式著手雇
主滿意度問卷調查，惟成效有限。

(四)改善策略
本校就友室在校友流向追蹤及雇主滿意度調查的專業運作，提供各系在系友聯
繫及追蹤的後盾，有鑑於不少校友反應問卷題目冗長，103學年度開始，就友室將
各項線上問卷題項精簡化，並將調查分為兩階段，第一階段(8月14日至9月19日)將
問卷建置於網頁上，並透過發送電子郵件和其它各種通訊管道請校友上網填寫。第
二階段則加入電話訪查方式，藉以提高問卷回收率。此外，就友室也配合教育部委
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研究與評鑑中心每年辦理的畢業後一年大專、碩士、博士
畢業生流向調查，近年也透過該中心建置之「臺灣高等教育整合資料庫-線上分析系
統」取得的分析資料，提供給各系，作為系所及校方進行校務分析、系所學生學習
改善參考及評鑑之需。
此外，本系103學年度下學期與1111人力銀行合作，結合職場導航專頁Campus
Book服務，其服務有九大職能星、科系領航員、薪資情報、社會新鮮人找工作、學
生工作職缺等職涯探索工具。透過與該網頁進行網路串聯，期能提升本系未來畢業
生就業競爭力，協助學生及早做好職涯規劃。職涯導航網頁：
http://www.1111.com.tw/college_tnu
碩士班方面，綜觀問卷分析之結果，未來改進本英語教學所行政與教學發展決
策之方向為：
1. 本系所行政人員與教師應多與學校或企業界互動，藉此讓雇主們能相信本系所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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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生之英語實力能勝任大部分與英語相關之職務。
2. 本所於未來之課程規劃與學生輔導活動，將與企業雇主所建議之相關職場必備知
識相符合，例如安排教學/企業實務講座，實務操作與訓練，電腦應用軟體相關課
程，並且與學校/企業建教合作以加強研究生之實務教學經驗等等。除專業能力之
訓練之外，更需將雇主所期盼之「良好的工作態度」與「擁有團隊合作能力」納
入全體教師教學過程與導師輔導學生之重要項目內容。

(五)總結
綜觀以上分析顯示，本系學士班及碩士班畢業生對於母系培育的專業能力均表
認同，儘管聯繫不易，本系仍將持續投入畢業生的學習成效滿意及生涯追蹤調查，
至於雇主滿意度的部份，雖然截至目前回收情況極不理想，本系仍將盡力執行。
碩士班部份，本所重視畢業生於中等學校或非教育界職場之就業能力，全體教
職員團隊不僅注重學生專業能力之加強，更需培育學生各項軟實力，例如EQ、抗
壓性、工作態度、與團隊合作能力等，如此方能有助於畢業生提昇其百分之百的職
場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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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整體改善
(一)現況描述
7-1 行政管理機制運作與定期自我改善之情形為何？
(1) 整體性作法
1.行政管理 人事精簡：
本系設有學士班兩班、英語教學組碩士班及英美文學組碩士班各一班，全校共
選修第二外語課程，100 學年度成立歐洲語言學分學程，及 104 學年度增設翻譯學
分學程等項業務。行政組織精簡，包括系主任 1 人，專任教師 22 名，兼任教師 15
名，行政人員 3 名。
在行政管理機制運作上，由系主任統籌執行常態性之系務，對於系上之重要決
議，則視業務性質，依程序提交系務會議、課程委員會、教師評審委員會及其他相
關工作會議進行討論，以集思廣義，並符合法定程序。助教、職工每學期末接受考
核，考核辦法參見【附件學7-1-1 】。
2.行政委員會議 各司其職：
本系設有各項行政管理委員會機制，定期開會，各項委員會會議資料請參見實地訪
評【佐證資料編號 11 號】。
1). 系務會議 (Departmental Council)
系務會議每學期至少召開兩次，針對本系發展、課程改革、學生學習成效、研
討會、校務發展、評鑑等議題，均於本系之系務會議中提出討論，由教師充分
討論後作成決議，有效達成系務之運作。
2). 課程委員會 （Curriculum Committee）
諸多委員會中，對於課程整體定期檢討、學生學習成效檢討、檢核教師所開課
程是否與其專長符合、以及研擬學生畢業前基本專業能力提升之相關措施的重
要組織，首推系課程委員會，堪稱全系課程發展的導航器。課程委員會職掌除
了每年遴選卓越系友返系短期講學，並定期檢討大學部主修課程、碩士班課程
及第二外語課程的課綱、審核新開課程名稱及授課大綱的內容。
3). 教師評審委員會 (Faculty Affairs Committee)
每學期均至少舉行一次以上之系教師評鑑委員會議，負責人事聘任、升等、評
鑑、留職進修等與教師相關議題，針對有關教師之評鑑、甄選、升等等提出討
論，期使教師之教學、研究能符合辦學之需求。
4). 總務委員會（General Affairs Committee）
處理系上一切關於儀器設備及採購的重大決議。
5). 招生委員會（Admission Committee）
協調本系校內轉系考、校外轉學考、大學部及碩士班甄試入學及考試分發等校
內外招生事宜。
7-2 針對第一週期系所評鑑之改善建議，進行品質改善之計畫與落實的情形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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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標、特色與自我改善
第一週期系所評鑑之改善
建議

系所自我改善/執行成效

【系所共同部分】
1. 宜重新考慮 第二外 語
課程在課程規劃中的定
位，以維持「外國語文學
系」的特色，或考慮依系
務發展現況，申請更名為
「英國語文學系」或「英
美語文學系」。

￭本系 100 學年度設立歐洲語言學分學程。
￭本系 103 學年度必修科目表將第二外語納入必修，本
系之外國語文學系實至名歸。

2. 宜規劃一套 畢業生 專
業知能檢核與補救教學的
完整機制。

￭本系自 97 學年度起實施英檢畢業門檻。
￭本系 100 學年度通過「未達英檢畢業門檻替代方案」。
101 學年度畢業生通過率 98%，102 學年度畢業生英檢
通過率是 94%，參見【附件學 5-1-6】。

3. 宜設置常態 之自我 評
鑑機制，提出自我改善措
施，並據以執行。

本系 100 學年度舉辦個別課程評鑑以及系內課程外
審；101 學年度舉行課程整體架構外審；102 學年度舉
行學用合一暨課程外審。參見實地訪評【佐證資料編號
1、2、3、4】。

4. 目 前 24 名 專 任 教 師
中，僅有 1 名客座教授（98
學年度新聘）宜在師資結
構上加以平衡，並訂定配
套措施，積極鼓勵教師升
等。

￭本校要求新聘助理教授需於 6 年內升等至副教授，新
聘副教授則需於 8 年內升等至正教授，並訂定減授鐘點
獎勵，本系依此積極鼓勵教師升等。
￭100 學年度本系 John Shufelt 講師升等為副教授。
￭100 學年度聘國際知名學者 Prof. John Rodden 擔任客
座教授一年。
￭101 學年度下學期江丕賢副教授升等為正教授。
￭101 學年度下學期劉美惠升等副教授。
￭102 學年度聘傅爾布萊特 Fulbright 訪問學者 Prof.
Robert Siegel 至本系客座講學一年。
￭102 學年度下學期 Miguel R. Lastra 升等為助理教授。
￭104 學年度將聘傅爾布萊特 Fulbright 訪問學者 Dr.
Robert Davidson 至本系客座講學一年。

【學士班部分】
1. 宜有效降低 教師授 課
時數，並鼓勵教師提升研
究質量。

￭本系專任教師平均授課時數逐年調降，新進教師減授
鐘點 3 小時，以鼓勵教師提升研究質量。
￭近五年本系專任教師科技部研究計畫共 19 件，非科技
部研究計畫共 5 件；學術著作(含期刊論文、專書、研
討會論文、藝術設計創作及展演等）共 58 件，研究質
量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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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碩士班部分】

￭99.11.24 所務會議中，開放學生可以選 2 科文學課程，

1. 宜充分利用 該系文 學
師資，發展出以「文學教
學」為特色的英語教學碩
士班，進而強化研究能
量。
2. 目前國內中、小學英語
文教學市場日漸萎縮，宜
針對教育目標思考因應改
善之道。

當成畢業學分。99-103 學年間陸續開了「青少年文學」
、
「美國短篇故事鏈」
、
「偵探小說」
、
「文學翻譯」等文學
課供學生選讀，並共有 44 位學生選修文學課。
￭碩士班英美文學組成立後，學生選讀空間更大、課程
更多，凡文學組所開設的必修或選修課程，都可以選讀。
￭102 學年 Kyle Mullaney 同學選讀文學組所開的選修
「美國南部當代文學」課程，103 學年有張人主同學選
修「烏托邦文學」。
￭102 學年度英語教學組開設「文學翻譯」課程，讓學
生有不同的選擇，期盼學生就業多元化。

二、課程設計與教師教學
第一週期系所評鑑之改善建議

系所自我改善/執行成效

【系所共同部分】
1. 課程委員會目前總攬學士班
與碩士班課程事宜，若配合目前
碩士班之教師專長與課程發展，
以及規劃中擬成立之文學組，如

￭本系原本大學部及碩士班課程委員會分別設置，惟
聽取各界意見後，才將兩者綜合（成員包括學士班及
碩士班教師），但英語教學及文學組碩士班各有工作
委員會，碩士班工作委員會的決議經由系主任及(或)
研究所教師代表向課程委員會提出報告。

能考慮分設學士班與碩士班兩組
的課程委員會，將更有助於該系
發展。

￭本系 102 學年度成立英美文學組碩士班，目前已一
人畢業。

2. 課程委員會宜擬訂相關機
制，蒐集學生開課需求、系友與
業界等意見，以作為規劃課程之
參考依據。

￭除配合校教學資源中心每年定期舉辦個別課程或整
體課程架構外審，本系也廣納校友、學術界以及業界
人士意見，例如 100 學年度邀請陳封平(業界暨系友)
及邱源貴(逢甲外文系主任)擔任課程外審；102 學年
度邀請靜宜大學英文系吳萼洲教授擔任課程外審，聽
取系友與業界等意見，以作為規劃課程之參考依據。
￭本系課程委員會議及系務會議均邀請大學部及研究
所學生代表各一名列席參加，以瞭解學生開課需求。
￭本系對畢業生離校前填寫問卷、及教育部每年對於
畢業後一年的問卷結果，廣納系友意見做為課程規劃
之參考，於 100 學年度增設歐洲語言學分學程；103
學年度增開實用性英文課程（商用英文、留學生活英
文、觀光英文、新聞英文）
，學生反應踴躍；104 學年
度設立口筆譯學分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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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課程委員會宜定期審視小班

￭本系共同課程之教師常針對課程進度、綱領及考

課程之共同課程綱領，以及教師
依照課程綱領授課程度，以免因
不同教師授課而產生教學落差的
問題。

試、評分方式定期討論，相關課程內部都有協調，例
如大一英文，文學作品導讀、英語與與訓練及英文作
文一二三系列課程，都各有一個協調者，各組教師依
照課程綱領授課、評分，分享資源及心得，並避免評
分高低落差過大。

4. 宜積極爭取大型教學計畫，獲
取資源，增加教師進修機會，提
升研究發展，增添圖儀設備，並
增加學生參與計畫機會。

￭本系 2012 年與臺灣西洋古典、中世紀暨文藝復興學
會合作籌辦研討會。校內部分，目前已向校方申請 100
學年度系所發展重點獎勵，校方酌予部分經費 30 萬
元整支援教學計畫。
￭台北市東海大學校友會「科技的饗宴」100 及 101
學年度亦各補助 30000 元。
￭外文系近年申請各項獎勵/計畫一覽表
學年度

申請獎勵/
計畫名稱
系所發展重
點獎勵

經費來源

核准經費

研發處

300,000 元

100

科技饗宴

臺北市校友會

30,000 元

101

系所發展重
點獎勵

研發處

300,000 元

101

科技饗宴

臺北市校友會

30,000 元

102

亮點計畫

教務處

224,000 元

100

5. 在課程改革後，宜更積極提供 ￭本系定期將研討會徵稿來函公告於系網站，供教師
並鼓勵教師申請教育部各項相關 申請計畫案或教育部相關教學改進計畫參閱。
教學改進計畫，以落實該系教學
特色，並凸顯教師專長。
6. 第二外語課程屬全校性共同
選修，宜增加開設之班級數，降
低每班選修人數之上限，以提升

￭本系第二外語課程僅三位專任師資，其餘皆兼任教
師，開課時段儘量配合兼任教師的時段，而第二外語
課程為全校性共同選修，無法避免全校 34 系所大二

學生學習成效。

以上學生不衝堂，因此每年總會有許多學生反應衝堂
或網路選不到第二外語課程。
￭99 至 100 學年度每年均開 25 班第二外語課程。
￭101 及 102 學年度各增開一門西班牙文。
￭103 學年度再增開一門西班牙文及一門法文，共 29
門第二外語課程。
￭103 學年度本系增開三門第二外語課程，供本系學生
修習，以釋出名額給全校學生共選修之第二外語課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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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宜再做更縝密的課程規劃及 ￭本校實施新進教師減授鐘點獎勵，101 學年度新聘陳
相關配套措施，例如輪教制度、 心怡助理教授、103 學年度新聘蕭季樺及林宜玲助理
減授鐘 點辦法 ，以 減 輕教學負 教授即採用此減授方案。
擔，加強教師研究與專業成長。 ￭本校實施專任教師學術研究獎勵，及專任教師學術
著作獎勵。102 學年度劉美惠副教授優良教師獎，103
學年度邱嘉慧助理教授獲頒特優教師獎。
8. 在保有系所發展特色的原則
下，該系後續宜考慮如何配合中
長程規劃與教師專長，精簡必修
課程，搭配選修與文學討論課程。

￭本系依照教師研究領域及專長，每學期開設許多選
修課程以及文學討論課程。102 學年度隨著文學組碩
士班成立，大學部學生申請五年一貫，得以上修碩士
班課程。
￭103 學年度課程架構小幅精簡，除了減低文學必修學
分，將第二外語納入必修，也增開實用系選修英語課
程。
￭結合既有的 5 位具有口筆譯專長的專任師資，本
系於 104 學年度設立口筆譯學分學程。

9. 宜更積極鼓勵教師發表教學 ￭ 專任教師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及授課課程均與其
以及研究成果，並鼓勵其將研究 研究內容有關聯。
成果納入教學內容中。
￭ 103 學 年 度 本 系 期 刊 Interplay: A Journal of
Languages, Linguistics, and Literature「語言、語言學
暨文學」創刊號已出版，鼓勵本系教師發表教學及研
究成果，也有助本系奠定學術研究之聲譽。參見該網
站 http://interplaylanglinglit.wordpress.com/。
￭104 學年本系將承辦中華民國比較文學學會「第三十
八屆全國比較文學會議」，也提供本系教師參與學術
討論的機會。
【學士班部分】
1. 課程改革後，選修課程變更為
一學期 2 學分，宜有較大空間依
據課程 改革後 之六 個 項目（文

￭依照校方規定，雙班制的學系每學期開課總學分（時
數）上限為 119 學分，惟因本系堅持小班教學，每學
期開課總時數為全校之冠，遠遠超過學校教務處之規
定，因此並非本系不願意增加選修課程的數量及類

學、戲劇、文化、電影、語言、 型，而是本系每學期所開的課程總學分已遠超過校方
語言學）規劃增加選修課程的數 之規定，校方並不樂見本系增開太多選修課程。加上
量與類型。
通識課程選擇多樣，可供學生學習機會。
￭103 學年度起增開應用性語文課程。
2. 文學類課程偏重傳統文學作
品分析，宜增加文化批判與文學
理論課程，以加強學生批判性思
考的養成。

￭本系開設文化研究及文學理論及批評之選修課及文
學討論課，以加強大三及大四學生批判性思考的養
成。
￭本系文學討論課程推陳出新，近四年開設近 40 餘門
文學討論課程，參見【附件學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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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因應學生需求，宜增加口筆譯 ￭本系大學部每年開設「文學翻譯理論與實踐」、「逐
課程。

步口譯」
、
「同步口譯」及「新聞翻譯」等口筆譯課程。
￭104 學年度本系增設翻譯學分學程為短程發展目
標，以利提升就業競爭力和更多元的升學進修管道。

4. 宜考慮設置碩士班與學士班
共構課程，或承認學士班學生選
修碩士班課程之學分，以培育優
秀學生。

￭本系實施五年一貫攻讀學、碩士學位辦法，承認學
士班學生選修碩士班課程之學分。102 學年度上學期
本系英語教學組及英美文學組各有 1 位學士班學生修
習課程，102 學年度下學期有 5 名學生修習英美文學
組碩士班課程。103 學年度上學期本系大學部共 11
位高年級學生上修英美文學組碩士課程。

【碩士班－英語教學組部分】

￭99 學年開放學生可以選 2 科文學課程(99.11.24 所務

畢業學分數宜考慮承認一至兩門
外系或外校選修課程，以減輕教
師開課壓力，並開拓學生跨領域
視野。

會議)，
￭ 103 學年讓原來不納入畢業學分的必選課程—「個
別指導」與「學術論文寫作」正式納入畢業學分。這
兩科，本所師生均投注極大心力，但過去一直沒把這
兩科納入畢業學分，主要是因為期待學生選修更多英
語教學方面的專業課程，以穩固學生的實力，經與學
生溝通後，了解學生的需求，是希望既能穩固實力，
又可多承認學分，因此做出調整學分的改變。藉以上
措施，減輕教師開課壓力，並使學生可以盡早著手於
論文寫作，以利畢業。

三、學生學習與學生事務
第一週期系所評鑑之改善建議

系所自我改善/執行成效

【系所共同部分】
￭本校學務處每學期編列教學助理經費，本校教學資源
1. 校方宜固定補助教學助理方 中心也提供各種教學助理獎學金辦供學生申請。
面之經費，不宜仰賴教育部短期
就業方案應急。
2. 校方宜提撥專款，協助改進及
更新教學與研究相關之電子期刊
與書籍、電腦等教學所需之硬體
設備。

￭校方與文院每年編列經費，院圖儀經費也有編列，可
專案申請，本系已自學校申請 40 萬元改善電腦設備，
文學院亦已撥款 17 萬 7,225 元。
￭總圖書館提供館際合作經費，供師生使用，鼓勵善用
分享資源。

3. 校方宜積極設法解決教學與 ￭語文館所有教室均已面裝設 e 化電子講桌。
學生自習空間不足，以及教室老 ￭本系繼 101 年寒假整修系辦公室後，102 年暑期本校
舊與淹、漏水等問題。
提撥專款協助改進語文館 LAN007，LAN004 以及
LAN005。預計 103 學年度將朝學生交誼廳 LAN003
Café 重新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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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士班部分】

￭在本校教務處主導之下，本系以及英語中心教師合辦

1. 除 現 有 之 英 語 區 （ English
zone）之外，宜考慮成立英語俱
樂部（English club）
，更有效營造
英語整體環境。

全校 English Corner 活動，每週一次中午提供學生英語
學習的機會，除動員老師之外，本系也動員十餘位語
文能力優良的學生參與活動，有助學校營造英語學習
環境的提升，也給本系學生實習教學培養領導能力的
機會。
￭本系師生也組織自主讀書會，每週定期聚會討論。
以 103 學年度為例，103 學年度學生學習社群成果發
表會競賽於 104 年 3 月 10 日辦理，邀請中部夥伴學校
教資中心主任擔任評審，評選結果前 2 名均為本系教
師指導：
獎項

社群名稱

金獎

西班牙小角落社群

銀獎
2. 除輔系與雙主修之外，可更積
極鼓勵學生參與社團和國際交流
活動，並且尋求與業界合作的實
習機會，以培養具備活躍創意思
考、良好工作態度與企業倫理之
人才。

指導教師

Miguel Rubio
Lastra
Great Gooks Reading Club Mieke Desmet

￭本系每年均有十餘位學生參與國際交換學生計畫。
￭101-102 學年度起連續兩年 Catham Univeristy 的學生
至本系交流學習。
￭實習方面，本系 100 年起與波力體事合作兩年，遴選
優秀學生至大陸杭州廠進行兩個月的企業實習計畫。
￭本 100 學年度起選修課「聽障學生英語口語教學」，
每年寒假或暑假安排至聽能復健中心實習。

3. 宜積極向校友以及企業機構 ￭本系 99 學年度向系友募款，並加強合作事宜，向康
籌募畢業公演以及其他各種活動 寧顯示玻璃募得 10 萬元舉辦全國高中英語新聞播報
比賽。向飛狼露營體育募得 5 萬元作為畢業公演用。
之經費。
￭100 學年度起各方系友捐款做為新生績優入學獎學
金，每年頒發 5 名，每學期 5 萬元，以吸引優秀學生
前來就讀。
￭100 學年度 Reallusion 募得價值 30 萬元的軟體與捐款
作為課程教學用。
【碩士班－英語教學組部分】

￭關於研究生的自習空間上，地點已由 LAN006 改到

學生希望增購教學與研究相關之
電子期刊與書籍，以及擁有更寬
敞之自習空間。另因該系與語言
中心人力分開編制之故，碩士班
學生可能產生缺少指導教授之狀
況。
1. 宜設法有效解決論文指導教
授人力不足的問題，以免造成學
生延遲畢業。

LAN005，空間面積由原來的 6 坪擴大為 10 坪，設有
無線基地台，並附 4 台電腦及 1 台印表機供學生全天
候使用，另有電腦教室約 11 坪，課餘時間學生均可自
由使用。關於電子期刊與書籍的增購上，教學、語言
與研究相關之書籍 98-103 年增購約 400 冊，電子期刊
目前總量則約為 600 冊。
￭關於論文指導教授人力不足的問題，本系持續聘請語
言中心陳中漢、郭俊銘、吳素恵、及 James Sims 等 4
位老師擔任指導教授協助指導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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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102 學年期間，共有 4 位研究生畢業，分別為謝
依伶、洪于婷、蕭佩欣、王崧名。
四、研究與專業表現
第一週期系所評鑑之改善建議

系所自我改善/執行成效

【系所共同部分】
1. 教師研究及著作目錄宜以學
年度順序編排。

￭已依照委員建議改善。

2. 宜再鼓勵教師將研究成果發
表於具外審制度的期刊。

￭本系定期整理出國內各期刊徵稿日期及相關網址供
教師參考；此外，本系每月以電子郵件發佈各研討會
及期刊徵稿啟事數回，供老師參考；校方亦訂定學術
著作獎勵辦法，每年均依辦法獎勵研究成果通過外審
發表之教師。
￭本系教師研究成果九成均發表於具外審制度的期刊。

3. 宜增聘高階教師 1 至 2 名， ￭101 學年度邀請國際知名學者 Prof. John Rodden 擔任
以減輕教師授課及指導論文的負 客座教授一年，以及本系江丕賢副教授升等正教授。
擔，使其有較多從事研究的時間。 ￭102 學年度延攬 Fulbright 學者 Robert Siegel 及小說家
Karen Bender 至本系客座講學一年。
￭102 學年度聘童元方講座教授。
￭102-103 上期聘魏淑珠客座教授。
￭104 學年度將延攬傅爾布萊特學者 Robert Davidson 至
本系講學 1 年。
【碩士班－英語教學組部分】
碩士班學生的研究論文撰述能力
有加強之必要。
1. 宜加強訓練碩士生研究論文
撰述技巧的能力，提升論文的質
與量。
2. 宜考慮教師教學負擔與研究
工作之執行，在論文指導人數上
宜儘量平均分配。

￭碩士班的課「進階文法寫作」於 101 學年正式更名為
「學術論文寫作」
，另有「專題討論」
、
「個別指導」等
藉這些課程與指導加強訓練碩士生研究論文撰述技巧
的能力。
￭藉由鼓勵學生於研討會發表論文，提升寫作能量。在
99-102 學年期間，共 23 位同學參與國內外論文的發
表；其中 10 位同學投稿 3 處，全被錄取；
另有 1 位同學獲得國科會補助差旅費之殊榮，顯見在
論文的質與量上已顯著提升。
￭為減輕教師教學負擔與研究工作之執行，在論文指導
人數上已於 99 及 102 學年所務會議提及每位教師指
導的學生不得超過 5 人。
99-102 學年期間指導生畢業人數如下表：
廖 尤 吳 尹 劉 邱 陳 幸 郭 吳
敏 菊 凱 慕 美 嘉 中 雅 俊 素
旬 芳 琳 群 惠 慧 漢 各 銘 恵
5

16

99

5

3

4

3

3

2

2

1

103 學年度指導的學生人數如下表：

廖
敏
旬

郭
宜
蕙

吳
凱
琳

劉
美
惠

邱
嘉
慧

陳
中
漢

蕭
季
樺

唐
一
安

2

2

2

3

3

2

2

1

五、畢業生表現
第一週期系所評鑑之改善建議
【系所共同部分】

系所自我改善/執行成效
￭本系每學期安排不同領域的系友返系演講，與在

1. 宜思考如何因應大環境之變 學學生分享就業及升學的準備。
遷，使畢業生在就業市場上更有 ￭本系 100 學年度設立歐洲語言學分學程，103 學年
競爭力。
度將第二外語納入必修，並增開實用性英文課程，
104 學年度增設口筆譯學分學程，盼能使畢業生在
就業市場更有競爭力。
2. 除仰賴該校之校友暨就業輔
導室外，該系宜建立常態機制，
針對畢 業系友 的動 態 ，定期追
蹤、了解。

￭教育部每年針對畢業後一年及畢業後三年之畢業
生線上問卷調查，填寫率高的系所可以取得問卷結
果。私校填寫率通常比公立學校高，本系曾取得問
卷結果並加以分析。
￭本系除了持續與校友暨就業輔導室合作之外，也
在系上網頁規劃系友相關版面，並透過社群網站如
Facebook 等管道，加強與系友聯繫。

3. 宜增設翻譯相關課程，並鼓勵
程度較好的學生、研究生、畢業
生報考 教育部 翻譯 能 力檢定考
試，增加就業競爭力。

￭本系近年每學期均開逐步口譯、同步口譯、新聞
翻譯以及文學翻譯等口筆譯課程。
￭104 學年度本系增設翻譯學分學程為短程發展目
標，中程目標乃增設口筆譯研究所，吸引程度好的
學生就讀。

【學士班部分】
￭本校教官室每年均提供外語替代役等相關資訊做
1. 宜鼓勵應屆畢業生申請外語 為學生申請參考。
替代役，增加歷練。

￭102 學年度本系一位應屆畢業生至航空警察局服
替代役（朱峻甫 991032）
；一位至外交部替代役（許
博智 991036）。

【碩士班－英語教學組部分】
宜儘早思考相關措施，以因應少
子化之後英語教學市場萎縮，導
致碩士班學生就業出路縮減的問
題。

￭英語教學組學生在學期間除了接受英語教學的相
關知識及訓練之外，期間英語文能力也大大提升，
除了可以擔任中小學及補教的教師之外，亦可於外
商及貿易公司擔任要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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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期評鑑委員建議增設文學研究所，於是外文系
於 99 學年向教育部提出申請增設文學研究所，101
學年核准設立，並於 102 學年開始招生。核定招生
後，適逢全國研究所招生荒，以致 103 學年招生率
下降至 33%。為解決文學組招生率低之問題，外文
系已計畫轉型，籌設口筆譯研究所，目前有相關的
師資如彭貴絹、童元方、林淑琴、蕭季樺等師資，
外文系將先於 104 學年開始設立口筆譯學程，為口
筆譯研究所鋪路。

(二)特色
大學部課程架構，繼98學年度課程架構大改變之後，歷經5年的課程運作及評
估，加上綜合評鑑委員、學者專家、系友、業界代表及在學學生的建議，103學年
度本系大學部課程架構再次整合降低系專業必修課程（從66學分降至57學分），增
加選修學分（從34學分升為43學分），以俾學子更多時間修習跨領域課程、雙主修、
輔系、及修習學分學程課程，並將第二外語列為大一必修課程，落實本系具有國際
觀之教育目標。此外，增開實用性選修課程（如商用英文、觀光英文、新聞英文、
留學生活英文等課程），因應時勢之趨，增進學子職場就業力。104學年度增設口筆
譯學分學程，盼能提供對翻譯有興趣的學子增加就業競爭力。
在改善硬體教學及學習資源方面，短短幾年內本校教室幾乎已全面架設e化電子
講桌，99學年度汰舊換新外文系學生專屬電腦教室電腦一批，100學年度重新裝潢
整修外文系系辦公室及教師研究室，101學年度完工語文館小劇場及外文系專屬演
講廳， 103學年度整修學生活動專屬空間Café。
本所英語教學組學生在每科都全英文的教學之下，不僅專業知識提升，英文程
度更是無形提升很多；也因全英文教學，廣吸外籍人士前來就讀，103學年甚至多
達11位申請，至於就讀人數，102、103學年各有3位外籍生，來自美國、印尼、厄
瓜多、匈牙利。在本籍生與外籍生的互動下，不僅更提升本籍生的英文程度，也擴
張本籍生的跨文化的認知及適應能力(本所教育目標六)。

(三)問題與困難
學士班方面，103學年度將第二外語納入大一必修，原以為是造福新生，但實
施一年下來，不少同學卻反應，英文主修課程課業已經很重，還被要求需重新學習
另一種第二外語，少數學生認為應該回歸選修課程，或是允許讓同學高年級時再修
第二外語。畢竟實施才第一年，少數同學的聲音也不表示大眾的意見，本系將繼續
觀察並定期調查學生意見，以做為課程規劃的參考。
碩士班部份，第一週期系所評鑑委員們建議增設文學研究所，於是外文系於99
學年向教育部提出申請增設文學研究所，101學年核准設立，並於102學年開始招
生。核定招生後，適逢全國研究所招生荒，以致103學年招生率下降至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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碩士班英語教學組在課程上、空間需求上、論文指導上、學生輔導上都已盡力
滿足學生需求，但因不敵公立學校的優勢、及少子化衝擊，以致面臨學生報考及報
到率下滑或不穩的現象，甚至102學年只有3個學生就讀(招生名額8人，報到人數
5，就讀人數3)。
本所希望招收程度佳的大學畢業生入學，研究生論文也堅持須以英文撰寫，但
隨著台中教育大學英語教學碩士班的成立，加上逢甲大學碩士班論文可以中文撰
寫，優秀的考生將優先選擇公立的教研所就讀，中下游的私立大學畢業生則傾向選
擇可以中文撰寫論文之系所，未來本所招生恐面臨雙重窘境。

(四)改善策略
大學部方面103學年度起必修課程架構異動，大致反應良好，至於對於學生學
習成效是否有助益，將有待四年後再驗證。104學年度將推出的口筆譯學分學程，
若反應良好，本系將朝口筆譯組研究所規劃，並積極鼓勵本系大學部優秀學生申請
「五年一貫攻讀學碩士學位」繼續研讀本所，辦法參見【附件碩7-1-1】。甚至，為
吸引優秀語文人才至本系大學部及碩士班就讀，本系向外募款提供全額績優入學獎
學金給五位學士班新生，本校也提供第一名入學獎學金給五年一貫攻讀學碩士學位
的學士班學生，以留住優秀學生，並提升就讀率。

(五)總結
依照第一週期系所評鑑之改善建議，本系將103學年度學士班課程架構再次精
簡，第二外語納入大一必修，使本系系名更名符其實。此外本系增開實用性選修課
程，降低專業必修學分，以俾學士班學生更有充分時間修習跨領域課程。且，為確
保課程架構及教育目標、核心能力結合，本系100學年度實施「個別課程外審評
鑑」，101學年度舉辦系所大學部「課程整體結構外審」措施，102學年度辦理「個
別暨學用合一課程外審」，藉此落實學生學習成效評估及落實教學品質保證機制，
實現教育目標及教導學生具備核心能力。
在系所中長程的發展上，繼103學年度學士班課程整合，發行期刊Interplay: A
Journal of Languages, Linguistics, and Literature「語言、語言學暨文學」，104學年度
將增設口筆譯學分學程，105年將承辦中華民國比較文學學會「第三十八屆全國比較
文學會議」，未來朝增設口筆譯研究所為目標，以提升學生就業競爭力和更多元的
升學進修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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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與他校同質系所分析比較（SWOT 分析）
本系選定與暨南大學外國語文學系作為同質性學系之比較，以下針就設施設
備、師生比、研究成果、課程（及學分學程）等面向作SWOT分析。

(一) 設施設備
下表比較兩校面積、外文系設備及交通資源。校面積部分，教育部「專科以上
學校總量發展規模與資源條件標準」之法規訂立了學生人數與相對應校舍面積應有
之比例，東海及暨南大學皆於103學年度提出其資源條件超過法定標準的數據(前者
於103年10月28日舉行的第201次校務會議提出，後者於103年12月17日舉行的第424
次行政會議提出)，因此可利用兩校會議提出的數據及總務處的統計資料作進一步
的評比，如下表所示。1
校舍建築物總樓地板
面積
依教育部公式計算應
有校舍建築面積
校舍建築物總樓地板
面積大於應有校舍建
築面積之差額
外文系系屬電腦教室

東海大學

暨南大學

324,000 (平方公尺)

212,229.66 (平方公尺)

152,222 (平方公尺)。

78,379 (平方公尺)。

324,000-152,222=171,778
(平方公尺) 。

212,229.66-78,379=133,850.6
6(平方公尺) 。

￭有 20 台桌上型電腦及 1 台印表

￭無系屬電腦教室。

機供本系學生使用。
強點 (S)

￭校地及校舍面積廣大，學生有
較大的活動空間。
￭新設之公立大學，建築、設
￭位於台中，近朝馬及中港轉運
備較新。
站，校門口即有公車站牌，交通
便利。

弱點 (W)

￭ 教育部對私校補助較國立學 ￭南投埔里地處偏遠，交通不
校少減少，因此私校之經費設備 便。
與研究資源不及國立學校。

機會 (O)

￭新設之公立大學，校舍較
￭ 較 暨南 大 學鄰 近中部 科 學 園
新。
區，有較多產學合作機會。

威脅 (T)

￭周遭生活環境缺乏大都會
區生活型態。

￭學生傾向捨私立就國立。

1

東海大學於第 201 次校務會議提出的數據為實有校舍建築面積及應有校舍建築面積，但暨南大學第 424 次行政會議提出的數據為校
舍建築物總樓地板面積及應有校舍建築面積，為求評比之基準相同，引用東海大學總務處對校舍建築物總樓地板面積的統計資料。
但因東海總務處尚未公布 103 年的統計資料於其網頁上，表格中所列校舍建築物總樓地板面積為約略估計值。根據東海總務處的統
計，其校舍建築物總樓地板面積自 100 至 102 年(每年)分別為 324,731、324,906、及 324,810 平方公尺，故將東海 103 年校舍建築物
總樓地板面積保守估計為 324,000 平方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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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師生比
校系

東海大學外國語文學系

暨南大學外國語文學系

師生數

￭專任教師人數：23
(本國籍 16，外國籍 7)
￭兼任教師人數：10
￭學生人數：學士班 450
碩士班 37 人

￭專任教師人數：12
(本國籍 10，外國籍 2)
￭兼任教師人數：17
￭學生人數：學士班 232
碩士班 20 人

強點 (S)

￭本系外籍教師比例較高有助外語學
習。
￭大學部師生比合乎教育部要求。

￭公立學校學費較便宜，教育部補
助多，獎學金較多，教授福利佳。

￭全程英文授課，有利學生提升英文聽
說理解能力。
弱點 (W)
機會 (O)

￭私校學費較貴。

￭外籍師資較少。

￭碩士班招生率偏低。

￭文學課程多以中文講解。

￭本系之全英文授課環境讓學生較具英 師資與新生往往捨私立就國立。
文優勢。
￭學士班提供五名全額獎學金給個人申
請甄試前五名日學學生，吸引優秀學生
入學。
￭學士班招收外籍生、僑生、及陸生，
有利營造國際化學習環境。
￭實施五年一貫課程，鼓勵成績優異之
大學部學生申請。
￭本校附設之中小學教師在職進修意願
高，為本系研究所學生來源之一。

威脅 (T)

￭本系碩士班希望招收程度佳的學生入 台中教育大學成立英語教學碩士
學，研究生論文也堅持須以英文撰寫， 班，勢必也將影響暨大英教所的
優秀的考生將優先選擇公立的教研所
招生。
就讀，中下游的私立大學畢業生則傾向
選擇可以中文撰寫論文之系所，未來本
所招生恐面臨雙重窘境。
￭大學數量增加的競爭壓力。
￭退輔制度及福利不及國立大學，人才
易流失。
￭優良師資有流失的傾向，新聘師資與
新生往往捨中就北，捨私立就國立。
￭學生素質普遍降低之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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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研究成果
校系

東海大學外國語文學系

暨南大學外國語文學系

期刊
論文

本系專任教師於 98-103 學年度於國內
及國際性期刊論文發表共計 58 篇，其
中 12 篇論文發表於國際性 SSCI 期刊，
6 篇則發表於 THCI 期刊。

專任教師於 98-103 學年度於國
內及國際性期刊論文發表共計
49 篇，其中 8 篇論文發表於國
際性 SSCI 期刊，5 篇則發表於
THCI 期刊。

專書
出版

本系專任教師於 98-103 學年度專書發
表合計共 7 本。

專任教師於 98-103 學年度專書
發表合計共 5 本。

專書
篇章

本系專任教師於 98-103 學年度專書篇
章發表共計 25 篇。

專任教師於 98-103 學年度專書
篇章發表共計 21 篇。

研討會論

本系專任教師於 98-103 學年度會議研

專任教師於 98-103 學年度會議

文集論文

討會論文集論文發表合計為 13 篇。

研討會論文集論文發表合計為
14 篇。

研討會論
文或工作
坊

本系專任教師於 98-103 學年度會議研
討會論文或工作坊發表共 135 篇。

專任教師於 98-103 學年度會議
研討會論文或工作坊發表共 128
篇。

其它

本系專任教師於 98-103 學年度其他著

專任教師於 98-103 學年度其他

著作

作發表共 2 篇。

著作發表共 3 篇。

國科會研
究計劃

本系專任教師於 98-103 學年度執行國
科會研究計畫共 26 件。

專任教師於 98-103 學年度執行
國科會研究計畫共 21 件。

政府或民
間委託計
畫

本系專任教師於 98-102 學年度執行產
學計畫共 0 件。

專任教師於 98-102 學年度執行
產學計畫共 2 件。

強點 (S)

本系教師研究成果無論在質與量上穩
定成長。

公立學校福利佳，吸引私校教師
跳槽。

弱點 (W)

產學計畫案有待加強。

新設之公立大學，師資普遍年輕
化，研究及升等壓力大。

機會 (O)

地理位置佳、交通便利、生活機能優， ￭新設之公立大學，校舍較新，
為吸引教師至本校執教之處。
吸引新進教師申請。

威脅 (T)

公立學校福利較好，造成本系教師的聘 ￭教師往都會公立大學跳槽。
任常在開學之際仍有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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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大學部課程及學分學程
校系
歷史

東海大學外國語文學系

暨南大學外國語文學系

1955 年成立學士班。
1996 年成立學士班。
2000 年成立英語教學組碩士班；2013 1999 年成立外國語文學系碩士班。
年成立英美文學組碩士班。

入學英文門 個人申請：學測英文頂標 (名額:55 個 人 申 請 ： 學 測 英 文 前 標 ( 名
檻
名) 。
額:15) 。
修課學分
畢業學分： 128 學分
(103 學年度 全校共同課程 14 學分

畢業學分： 134 學分
全校共同課程 14 學分

起)

通識領域課程 17 學分
系專業必修 71 學分
系內選修 20 學分
自由選修 12 學分

通識領域課程 14 學分
系專業必修 57 學分
系內選修 22 學分
自由選修 21 學分

畢業英檢門 等同全民英檢(GEPT)中高級複試
檻
或新制多益(TOEIC)785 分

全民英檢(GEPT)中高級初試或中
級複試，或多益(TOEIC)650 分

學分學程

￭設有歐洲語言學分學程。
￭104 學年度成立口筆譯學分學程。

￭設有文學學程、語言學學程、及
應用英語學程。

強點 (S)

￭本系學生語文素質較佳。

￭應用英語學程提供進階語言訓練

￭歐洲語言學分學程培養學生之多一
項外語能力及更廣的國際觀，提升學
生多元競爭力。
￭ 口 筆 譯學 分學 程 能培 養 學 生跨 語
言、領域、及文化的溝通能力，增進
就業能力。

的課程(會話及寫作)、語言教學類
的課程、專業英文類的課程(新聞
英文、銀行英文及商用英文)、及
口筆譯類的課程，因此此學程之實
用性強，有助於學生就業。

弱點 (W)

￭中南部學測英文頂標之優秀學生， ￭雖為公立學校，由入學門檻及畢
寧可選擇至北部就讀，或是至公立學 業門檻之標準可見學生語文能力
校就讀。
較弱。
￭畢業學分偏高、學生跨領域多元
學習空間小。

機會 (O)

￭兩種學程皆有助因應我國產業全球
化的人才需求，有助提升學生就業
力。

威脅 (T)

￭家長或以為英文已成普遍能力，或
以為文學不實用，以致英文優秀之考
生放棄就讀本系，改選擇日文系或國
際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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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學程及語言學程只是讓學生
集中修習該兩個領域的課，而這些
課都是傳統的外文系課程，並無創
新及特別之處。

參、總結
本系歷經一甲子的耕耘，不斷思索教育的價值與社會的需求，創新、調整課程及教
育目標，加強師資，不僅傳授學生專業的知識，並努力培養他們內在的涵養，至今培育
了近 5000 名畢業生，足跡遍及世界各地，在各行各業表現傑出，深獲各界肯定。
本系的專業課程以全英語授課，學生擁有最多的機會，以最自然的方式學習，培
養優良的語言能力；因小班教學，師生互動密切，更鼓勵學生學習的熱忱，同時養成學
生討論、溝通、表達意見的能力和習慣；藉由學習文學和文化，學生不僅訓練思考的邏
輯和批辯的能力，反省自己生命的課題，更因學習的內容，對國際事務產生好奇心和興
趣，進而與瞬息萬變的世界接軌；第二外語必修，學生在學習另一種語言和文化之際，
國際視野更寬闊，也能增加競爭力。
為順應社會期待和學生出路考量，本系課程經過多次調整。近期一是減少必修專
業學分，以便學生增加多元及跨領域的學習。二來減輕文學課程的比重，增加應用語言
和口筆譯課程。雖然面臨校方因經費考量的壓力，本系仍然努力堅守小班制教學，鼓勵
學生深度學習。除了語言培育課程都以小班方式授課外，也開設多樣的討論課，不僅涵
蓋各類型文學，也包括電影、文化議題、語言學、教學。
面臨公校較優的待遇，儘管校方努力改善，提供各種獎勵，但面對公校的召喚，
一有機會，本系教師往往流向公校，以至於本系必須時時招聘新人。在教師升等的「賬
冊」上無法看來亮麗。儘管如此，本系師資的聘任一向配合課程調整的需要，例如為了
發展口筆譯課程，本系優先聘任有此專業的教師。本系傳統上以教學為主，教師優質的
教學反應在學生高度認可的教學評鑑和他們的表現上。教師的研究質量逐年都在上升，
論文發表及國科會/科技部計劃執行也有增加。但文學研究很難量化，學界校方習以理工
思維論英雄，以 CI 論成敗。文史學者重要的工作，例如撰寫專書、編纂註釋典籍曠日費
時，翻譯原是傳播文化的重要媒介，卻都得不到應有的尊重和認可。
儘管囿於有限的經費，校方和本系都戮力為學生提供最大的學習資源，更新硬體
設備，設立各種輔導學習和生活的機制，提供獎助學金，創造學習機會，以鼓勵和幫助
學生安心向學。學生學習的成效可以反應在學生出色的畢業公演、進入優良研究所深造
和順利就業的人數上。畢業後生涯追踪耗時耗力，與畢業生的意願不無關係，他們甫方
踏出社會，充滿焦慮，恐無暇思索回饋母校之事，但本系會繼續努力。
近十年來高教快速擴張，伴隨少子化現象，直接衝擊私校的招生，儘管如此，本系
仍秉承初衷，以博雅為綱，文學為領，輔以樸實勤懇的學風，同時為因應快速變化的新
世紀，從課程設計、師資教學、學習資源、學生學習成效、生涯追踪等各個面向調整策
略，以期蛻變出嶄新樣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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