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4年度 英語自學說明會
校內英語自學資源

第二場 2015/10/5(一)

12:20-13:30



104年度英語自學說明會

10/2(五) 英語檢定介紹: 托福、雅思、多益

10/5(一) 校內英語學習資源 : LiveABC、F2F
寫作中心、英語工作坊、圖書館資料庫、電
子書

10/7(三) 線上英語自學中心資源&104-1 英語
自學活動 HUGRY ENGLISH

 時間: 12:20-13:30

 地點: 聖言樓 SF338



校內英語自學資源介紹

 12:20-12:30 報到、開場

 12:30-12:50圖書館資料庫、電子書—Miffy助理

 12:55-13:00Live ABC學習平台—Emily助理

 13:00-13:05 圖書館寫作中心F2F —Avon小老師

 13:05-13:20英語工作坊—Avon和Sandy小老師

 13:20-13:25 圖書館輔導員及第三場說明會宣傳—Nina

 13:25-13:30Q&A  



圖書館電子資料庫
Miffy助理



圖書館電子資料庫

Step 1. 圖書館首頁→電子資源→電子資料庫



圖書館電子資料庫

Step 2. 選擇分類

按筆劃排序

語言/自然/心理/藝術/商業/科學…

文學院/外語學院/民生學院/傳播學院/法律學院…

雲端圖書館/中研院數位典藏系統/空中英語教室學習系統…

統計調查/法規條文/報紙/百科辭典…



圖書館電子資料庫

UDN 或 Hyread *建議先下載閱讀軟體

Press Display 全球報紙資料庫

The Vogue Archive 《時尚》雜誌

Worth Global Style Network 

 iBT托福模擬測驗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Online

牛津英語大辭典線上版



UDN 數位閱讀電子書庫

http://reading.udn.com/libnew/Index.do?U_ID=fju
http://reading.udn.com/libnew/Index.do?U_ID=fju


HYREAD EBOOK

http://fju.ebook.hyread.com.tw/index.jsp
http://fju.ebook.hyread.com.tw/index.jsp


PRESSDISPLAY 全球報紙資料庫

4000+ newspapers from 100 countries in 60 

languages!

依主題分類: 新聞、財經、運動、娛樂、社論

依國家選擇

線上收聽、即時評論、分享、列印、翻譯

過去三個月每天的報紙



IBT托福模擬測驗



THE VOGUE ARCHIVE

《時尚》雜誌 (美國版)

所有期數的完整可檢索檔案庫

全球領先時尚與潮流趨勢預測分析資料庫

Worth Global Style Network 

http://search.proquest.com/vogue/index?accountid=11005
http://search.proquest.com/vogue/index?accountid=11005
http://www.wgsn.com/home/?lang=en
http://www.wgsn.com/home/?lang=en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ONLINE

輔大圖書館資料庫牛津英語大辭典線上版

字的歷史、發展、相關用語

http://www.oed.com/
http://www.oed.com/


圖書館英語學習資源
TERC & EBOOK

圖書館首頁→電子資源→英語學
習資源



TERC

首次使用者要申辦帳號(才能記錄成績)

圖書館首頁→電子資源→英語學習資源



TERC



英文履歷
(Resume)

GRE

(美國研
究所考試)

TOFEL 、
TOEIC



英文履歷(RESUME)



首先設定
履歷形式



依照指示
填入
個人資料



考試準備



EBOOK

圖書館首頁
→電子資源
→英語學習資源



圖書館英語學習資源
空中英語教室 & 電子雜誌

圖書館首頁→電子資源→英語學
習資源



圖書館首頁→電子資源→英語學習資源







不同難度



不同主題



圖書館首頁→電子資源→英語學習資源



LIVE ABC 平台介紹(待更新)

Emily助理



LIVEABC英檢與學習資源平台

http://140.136.202.58/login/login.php
一定要使用IE瀏覽器
A)輔大首頁圖書館英語學習
B)線上英文自學中心網站→LiveABC英檢資源網
系統安裝與帳號申請說明
資源網介紹 :LiveABC、CNN、學習資源
英檢網介紹:學生練習區、考試區
學習紀錄

http://140.136.202.58/login/login.php
http://ce.etweb.fju.edu.tw/self_learning.html
http://140.136.202.58/login/login.php


























英語自學資源輔導員

濟時樓2樓英語自學資源輔導室

 http://web.lib.fju.edu.tw/chi/SLC%20Guides



圖書館寫作中心
F2F寫作教室 & 實用與活用英語工作坊小老師



FACE 2 FACE 英文寫作室
那是什麼？

協助改善英文作文，包括︰了解文法規則，如何引用文章；

構思主題與主要論點；製作大綱與討論結構；充實內容，

增加文章邏輯連貫性

協助改善英文求職信、自傳和履歷表

對申請碩士班的讀書計畫提出建議

->以寫作輔導為主，不提供改稿、校稿服務

圖書館工作坊網站

http://web.lib.fju.edu.tw/chi/LCs/writing-center/course


怎麼去？
濟時樓二樓

（一、三、五）12:30 – 14:30

一次半小時（視情況可延長為一小時）

星期ㄧ 星期三 星期五

12:30-13:00

Vincent

老師
Emile

老師
Avon

老師
13:00-13:30

13:30-14:00

14:00-14:30



怎麼參加？
1. 預約

 選取時間

 上傳文章

2. 現場討論

3. 後續學習

利用線上英語自學中心

http://slme.dsa.fju.edu.tw/stlcborrow/

http://slme.dsa.fju.edu.tw/stlcborrow/


實用與活用英語工作坊

ENGLISH IN USE WORKSHOP



2015 FALL 英語工作坊總覽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10:10-12:00 實用英語寫作一；
求職與求學
實用英語寫作二_英
文檢定與職涯規劃

林政憲 Emile Lin

13:40-15:30 新聞英語閱讀與會話
一&二

冀道涵 Sandy Chi

多益一: 聽力入門

燕莙 Vicky Yen

15:40-17:30 多益二：閱讀入門

燕莙 Vicky Yen

16:40-18:30 托福寫作一:

獨立題型
托福寫作二：
整合題型

李炳承 Vincent Lee

電影英文與反思：
金錢萬能？ 電影英
文與反思：三個傻
瓜

陳雅芳 Avon Chen



2015 FALL 英語工作坊總覽



2015 FALL 英語工作坊總覽-地點

公博樓1F團體視聽室 (至十月底)



活用英語工作坊

新聞英語閱讀與會話(一)

 4-10週（10/5 ~11/16  共六週，屏除期中考週）

每週一下午1:40-3:30

名額：15名

教師：冀道涵 Sandy Chi



活用英語工作坊

新聞英語閱讀與會話(二)

 11-16週（11/23 ~12/28  共五週，屏除校慶補假）

每週一下午1:40-3:30

名額：15名

教師：冀道涵 Sandy Chi



活用英語工作坊

電影英文與反思(一)：金錢萬能？

 5-11週（10/13 ~11/24  共六週，屏除期中考週）

每週二下午4:40-6:30

名額：15名

教師：陳雅芳 Avon Chen



活用英語工作坊

電影英文與反思(二)：三個傻瓜

 12-16週（12/1 ~12/29  共五週）

每週二下午4:40-6:30

名額：15名

教師：陳雅芳 Avon Chen



實用英語工作坊

托福寫作(一)：獨立題型

 4-10週（10/5 ~11/16  共六週，屏除期中考週）

每週一下午4:40-6:30

名額：15名

教師：李炳承 Vincent Lee



實用英語工作坊

托福寫作(二)：整合題型

 11-16週（11/23 ~12/28  共五週，屏除校慶補假）

每週一下午4:40-6:30

名額：15名

教師：李炳承 Vincent Lee



實用英語工作坊

實用英語寫作(一)：求職與求學

 5-11週（10/14 ~11/25  共六週，屏除期中考週）

每週三上午10:10-12:00

名額：15名

教師：林政憲 Emile Lin



實用英語工作坊

實用英語寫作(二)：英文檢定與職涯規劃

 12-16週（12/2 ~12/30  共五週）

每週三上午10:10-12:00

名額：15名

教師：林政憲 Emile Lin



實用英語工作坊

多益(一)：聽力入門

 4-10週（10/9 ~11/20  共六週，屏除期中考週）

每週五下午1:40-3:30

名額：15名

教師：燕莙 Vicky Yen



實用英語工作坊

多益(二)：閱讀入門

 11-14週（11/27 ~12/18  共四週）

每週五下午1:40-3:30

名額：15名

教師：燕莙 Vicky Yen



趕快報名！
圖書館首頁
首頁 » 學習共享空間 » 濟時樓寫作中心 » 實用與活用英語工作坊
English in Use Workshop (EU Workshop)

http://web.lib.fju.edu.tw/chi/LCs/writing-center/course

http://web.lib.fju.edu.tw/chi/
http://web.lib.fju.edu.tw/chi/LCs
http://web.lib.fju.edu.tw/chi/LCs/writing-center


104年度英語自學說明會
10/2(五) 英語檢定介紹: 托福、雅思、多益

10/5(一) 校內英語學習資源 (LiveABC、
F2F寫作中心、英語工作坊、圖書館資料庫、
電子書) 

10/7(三) 線上英語自學中心&104-1 英語自
學活動-HUNGRY ENGLISH

 時間: 12:20-13:30

 地點: 聖言樓 SF338



線上英語自學中心、
英語自學活動 聯絡人

陳思靜Nina Chen

外語學院LC206

 02 2905-2164

 ceweb.admin@gmail.com

mailto:ceweb.admin@g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