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4年度英語自學說明會

線上英語自學中心&

104-1英語自學活動

第三場 2015/10/7(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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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1 英語自學活動-HUNGRY ENGLISH

• 時間: 12:20-13:30

• 地點: 濟時樓 SF338



線上英語自學中心&英語自學活動

• 報到、開場12:20-12:30

• 線上英語自學中心簡介12:30-12:40

• 自學網與行動學習12:40-12:55

• 自學中心FB粉絲專頁、大陸網站12:55-13:00 

• 與SLC小老師線上練習-- (Skype會話) &

(Joinnet寫作)
13:00-13:15

• 104-1 英語自學活動 & 相關操作13:15-13:25 

• Q&A13:25-13:30



線上英語自學中心
劉紀雯 老師



“AUTONOMY IN LEARNING (學習自主）IS 

CONSIDERED TO BE A VALUABLE ASSET 

FOR ACHIEVEMENT (成就的資產) AND 

AN OUTCOME OF HIGHER EDUCATION" 

(FAZEYAND FAZEY, 2001),

Introduction to Self Learning Center 

課堂學習

自主學習

終生學習



MOTIVATION, INTEREST AND 

PURPOSE (學習動機、興趣&目的)

Methods (學習方法)

Resources (學習資源)

How to 

Achieve it?

Learning with

學習成果



AUTONOMOUS 

LEARNING 

(自主學習)

Multiple Resources (多重資源)

ONLINE Tutors (線上輔導) 

&

Self-Learning Activities

(自學活動）

How to 

Achieve it?

With



自學中心與自學網

自學活動

自修教材

自學網

http://ce.etweb.fju.edu.tw/self_learning.html
http://ce.etweb.fju.edu.tw/slw/default.htm


SLC: English Learning Resources for 

College Students

• Visit SLC

Site Map

Four Skills

Units

Self-Challenge & 
Themes

網站結構介紹

1. 聽說讀寫︰多達30
種免費的自修教材

2. 自修單元︰文法書、
常用俚語

3. 自我挑戰

http://ce.etweb.fju.edu.tw/self_learning/map.htm
http://ce.etweb.fju.edu.tw/self_learning/study/skill.htm
http://ce.etweb.fju.edu.tw/self_learning/study/units.htm
http://ce.etweb.fju.edu.tw/sln/themepark.asp
http://ce.etweb.fju.edu.tw/self_learning/map.htm


英語自學中心資源：自學網
Zoe助理



自學網學習資源



SLW：Tutors and Interactive Learning 

Materials
自學網 (不須登入)

需申請帳號使用

•自修室
•會話室
•寫作室

• Self-Learning Web

• Self-Learning Courses 

• Conversation Tutors 

• Writing Tutors  

http://ce.etweb.fju.edu.tw/slw/default.htm


自學網架構
自學網架構

http://ce.etweb.fju.edu.tw/slw/default.asp

自修室 提供自修課程，104年上學期共開設14門自
修課程。（e.g. 新聞閱讀與英文聽力）

日用會話室 採預約制，學生於自學網預約後，登入線上
Skype練習會話。

寫作室 學生上傳作文，線上小老師批改。

教師服務區 提供校內老師學生於自學網內的學習點數記
錄和學習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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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ce.etweb.fju.edu.tw/slw/default.asp


線上英語自學網介紹

自學網互動

聽說讀寫實用自修課程

自修室

提供學生寫作輔導

寫作室

供學生會話練習

日用會話室

14



1. 註冊

15



1. 多樣性課程 （共14門可以選擇）

2. 自學的方式進行，可以以此得到自選點數！

自修室

1.登陸SLW

2.選擇自修室

3.選擇想要修的課程

4.點選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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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小老師

• 在這裡你可以請老師教你改進作文（以一段為重點），

也可以討論作文主題。

• 時間︰你隨時可以上傳文章，或提出你要寫的主題問題。

老師會儘可能在三天之內回答你的問題．

寫作室



如何繳交作文？

19



• 1. 申請帳號登入

• 2. 點選日用會話室

• 3. 點選本月開設課程

• 4. 點選左上方-課程會話1

• 5.選擇適合自己上課時間

•

會話室



會話室



1. 寫作練習 (輔導改作文，不是幫忙改作文)

2. 日用會話

3. 全民英檢中高級(GEPT)、托福口語寫作(TOEFL)、雅思(IELTS)

寫作練習指導

4. 本學期共12門課程可供選擇

注意

• 1.一個月最多預約四堂課

• 2.預約最晚前一天預約

• 3.課程的skype帳號也請記得加喔
•

會話與寫作室說明



選擇學習模式
（遠距課程

AIEDL/自學模式）

選擇英文課程的
難度（初級/中級

/高級）

已經根據選擇篩
選出課程，選擇
自己喜歡的課程！



自學中心
行動學習與E-BOOK 



English Learning on the Go 
行動學習 ‧學習行動在輔仁

http://ce.etweb.fju.edu.tw/mobile/
http://ce.etweb.fju.edu.tw/mobile/


New! Mobile Learning

• 校園導覽與會話

• 這學期新活動:

• 趣味與實用英語

English for Fun and Practical Use

http://ce.etweb.fju.edu.tw/myfju_2013/map/
http://ce.etweb.fju.edu.tw/mobile/lesson_index.asp
http://ce.etweb.fju.edu.tw/mobile/lesson_index.asp


E-book
• http://ce.etweb.fju.edu.tw/ceweb/e-book/

• 觀光餐飲英語

• 商務英語

• 時尚英語

• 生活英語

• 新聞英語

• 英語歌曲

• 主題式英語

• 中英翻譯基礎

• 旅遊英語單字

• 文法與寫作

http://ce.etweb.fju.edu.tw/ceweb/e-book/


E-book內容
• 單字以及文章學習

• 網上自我檢測



英語自學中心
FACEBOOK粉絲專頁!



Facebook Fanpage
SMART 輔大英語自學俱樂部



FACEBOOK  內容
• 餐飲，新聞，旅游，商務，翻译，语法（E-book）

• 英語自學中心最新資訊

• 英語自學活動

• ….

• 每日都會更新哦！每日也內容不同！





實用大陸學習網站



大陸學習網站--滬江英語
• 滬江英語是全方位資源的英語資源網站。我觉得沪江的资
料更新比较快一点，貌似沪江有很多小编。而且內容也很
豐富，聽說讀寫，雅思，托福…国内外新闻的更新速度很
快啊，而且美剧什么的娱乐新闻更新也很快，都是双语的，
翻译也还可以

• 更新快

• 資源多

• 分類多

• http://www.hjenglish.com/



普特英語聽力

• 這個網站是主要以聽力為主。裡面的聽力資源非常多，而
且都是線上免費的！有雅思，託福，BEC考試聽力。也有
其他的，比如BBC廣播，或者是一些美劇的音檔等等…應
該算是聽力為主的學習網站中最為知名的一個了。

• 英語聽力資源網

• 內容豐富，領域廣

• 專業性聽力多

• http://www.putclub.com/



Coursera
• 這個網站非常推薦。裡面有非常多國外知名大學的課程，
而且科目也很多。之前看過，很多課程都很有趣，而且都
是全英文的。然後有文字版的字母可以看。視頻應該可以
在台灣播放，我之前有試過。

• MOOC 學習

• 課程多且有趣

• 著名大學課程

• 持續更新

• http://c.open.163.com/coursera/home.htm?referered=http

%3A%2F%2Fopen.163.com%2F



１).有方法、有目的、主動學習，持之以恆

－－設定好目標（改善某方面技巧、以主題進行兼

顧聽說讀寫，或針對考試和找小老師輔導﹚，自修

時間，不要忘了作筆記

２).互動學習，記點數！－－進入自學網進行自

修，交作業或找小老師討論，可以記點數；小老師

的會話、作文指導可以讓你在課上表現更好。

Site Map

自修方式建議

37

http://ce.etweb.fju.edu.tw/LearningMap/map.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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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t’s go meet 

the tutors!!!

WRITING TUTOR &

CONVERSATION TUTOR



現場連線:線上會話小老師
(SKYPE)

Sandy老師示範



現場連線:線上寫作小老師
(JOINNET互動)

Vincent小老師示範



如何使用JOINNET
TMI Joy



搜尋 輔仁大學Weboffice

• 連結網址:http://140.136.242.131/weboffice/zhtw.php

http://140.136.242.131/weboffice/zhtw.php




下載JoinNet (從Weboffice 頁面下載)

• 網頁的左下方有JoinNet的下載

• 下載並安裝 JoinNet 之後，請直接在Weboffice頁面，點選指定
討論室。

點此下載

http://www.joinnet.tw/download_joinnet.php
http://www.joinnet.tw/download_joinnet.php
http://www.joinnet.tw/download_joinnet.php


進入WebOffice

看到「有人」 的符號,就可. . .



JoinNet’s  WebOffice

有什麼功能？



小組人員/
參加人員名單

對話框

麥克風等視訊功能

個人圖片
/視訊



如何發言？麥克風等視訊功能

• JoinNet上方的一排視訊功能

收聽音量 麥克風音量

未說話/沒有發言權 –1. 申請發言，2. 打開麥克風

說話時

麥克風關我要發言

麥克風開 麥克風音量有綠色橫條



發言權
三種身分：

• 主持人 -- 名字前有星號(*) 並
顯示紅色。

• 觀眾 -- 名字顯示黑色。

• 發言者 – 有麥克風符號

發言狀態–

• 舉手發言

• 發言者有音訊傳出



其它注意事項

•配備: 耳機和麥克風是必備的。請事先準備好，
強烈建議是耳罩式的。

•電腦連線狀態：讓電腦處於良好的頻寬連線狀
態。不要在用JoinNet的同時下載其他檔案，會
讓電腦連線變慢，以至於一些操作無法同步(如
共同瀏覽網頁)。



104-1 HUNGRY ENGLISH
NINA



餓了嗎?來吃英文吧!

•活動時間: 104/10/2-104/11/30

•活動目的: 鼓勵同學參與多元化的英語自學
活動，培養規律的自學方法、增進英語能力，
並展現學習成果。

•參加辦法: 於活動時間線上報名即可參加

•活動網站: 線上英語自學中心

104-1 Hungry English



活動說明及報名方式

• 搜尋 英語自學中心網站連結至活動

利用簡章資訊或搜尋104-1 Hungry English

詳細活動內容請見:活動說明

線上報名請進入活動網頁後點選 “檔案與連結”

內有電子版簡章及各項報名表!

填寫線上報名表即算報名完成!

http://ce.etweb.fju.edu.tw/self_learning_show/2015f/html/2-intro.html
http://ce.etweb.fju.edu.tw/self_learning_show/2015f/html/3-file_links.html


1. 語測奪冠自學組

• 活動對象: 準備TOEIC語測考試的同學。

• 簡單四步驟:

1.報名線上模擬考進入LIVE ABC多益模考評台

2.試後參加題解講座。

3.在104/10/2-11/30期間報考TOEIC正式考試

4.試後掃描成績並回傳至ceweb.admin@gmail.com 做成績
登入。

• 在104/10-11月期間報考TOEIC正式考試。

做成績登入。(成績回傳請在11/30以前完成)

mailto:並回傳至ceweb.admin@gmail.com


語測奪冠時程

LiveABC多益線上

模擬考

• 第一場

• 104/10/15-104/10/25

• 第二場

• 104/11/13-104/11/22

解題講座時間

• 第一場104/10/28(三) 

13:40-15:10

• 第二場104/11/25(三) 

13:40-15:10

地點

• SF130



2. 雙管齊下自學組

• 英語自學點數競賽

• 活動時間104/10/2-104/11/30； 活動報名請填寫線上報名
表

• 【自主學習不限時空】利用校內提供之英語自學資源(含線
上英語自學中心資源、F2F 寫作室、圖書館英語工作坊等)

持續學習，在臉書或英語自學網製作自學筆記(請勿純粹複
製貼上教材來源或是抄襲)，累積點數。(筆記繳交方式請見
網站)

• ※各種累積自學點數管道和點數計算方式，請見活動網站。



點數計算方式

• 請見活動網頁” 活動說明 “

• 參加步驟

填寫線上報名表>>下載表單1.2.3.>>參考點數表記錄自學狀況>>
截止日前回傳點數記錄表!

表單(請務必下載):

1.制式自學點數記錄表(活動截止前回傳)

2.點數累積對照參考表

3.心得類筆記累積點數上傳自學網方法

• 如有問題,請來信至

• ceweb.admin@gmail.com 或 ceweb.point@gmail.com

http://ce.etweb.fju.edu.tw/self_learning_show/2015f/html/2-intro.html


3. 在地化與國際移動力
• 活動時間: 104/10/2-104/11/30(繳件期限)

MY CC (Cross-Cultural Experience & Expression) 跨文化經驗談
活動目的: 以英文拍攝影片介紹與跨文化交流相關之學習心得（旅遊、
遊學、交換學生、與外國友人交流、文化差益比較、跨文化行銷
等）。

MY MRT 2015

活動目的: 以英文介紹台北捷運沿線景點及文化特色

• A)與B)活動方式: 皆需填寫線上報名表，兩項活動均為小組以三人
為限， 需繳交作品照片、2~5分鐘英文影片、100~200字英文影片
介紹。在截止以前完成繳件(可寄連結至ceweb.admin@gmail.com,
或是將作品檔案或光碟繳件請至外語學院LC206，記得註明組別)。
作品範例、檔案格式、拍片內容說明與相關注意事項，請見網站

說明。

mailto:ceweb.admin@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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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有方

Learning 

Regularly and 

Efficiently!

Kate Liu 

Nina Chen

Tel: 02 2905-2164  

E-mail: ceweb.admin@gmail.com

有任何建議與問題，

歡迎跟我們連絡:

mailto:ceweb.admin@g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