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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藻單元執行項目名稱

建立畢業生資料庫

執行內容

預期成效

98~99年成效(量化)

98~99年成效(質化)

達成進度%

*校友電話訪談：針對本系97- 藉以建立本系畢業生長期追蹤 (1)98學年度畢業生資料共更新201筆。升學：
98學年度日四技、進四技、日 機制，蒐集並分析畢業生流向 75人。就業：41人。服役：6人。其他(含待
二技、日五專各學制應屆畢業 資料，掌握畢業生就業狀況。 業)：80人。
校友進行電訪。

*校友基本資料更新：針對本系
93-95學年度校友基本資料更新
，包含聯絡基本資料更新、就
業狀況或進修情形，作為日後
本系課程改進及就業輔導工作
之參考。

*針對調查結果之改進機制：定
期彙整更新資料庫中畢業生資
料，另外針對調查結果，於本
系系務相關會議中提出進行課
程規劃檢討及改進之參考。

*已於99年7-8月份以電話及E-mail的方式進行 80%
98學年度畢業學生畢業後三個月的流向調查，
並建置本系98學年度畢業生資料庫。調查結果
可供本系及在校學生參考，依本系可就業之職
業向度及所須之核心能力調整課程內容或課程
架構或實習機制等。同時以為未來成立系友會
做準備，並整合成校務行政系統中校友系統資
料，亦即可提供本校其他相關單位取得本系畢
業生最新資料。
(1)98學年度（
(2)97學年度畢業生資料共更新176筆。升學： *已於98年8-9月份以電話及E-mail的方式進行
98.08.01~99.07.31）
71人。就業：56人。服役：11人。其他(含待 97學年度畢業學生畢業後三個月的流向調查，
業)：38人。
並建置本系97學年度畢業生資料庫。調查結果
可供本系及在校學生參考，依本系可就業之職
業向度及所須之核心能力調整課程內容或課程
架構或實習機制等。同時以為未來成立系友會
做準備，並整合成校務行政系統中校友系統資
料，亦即可提供本校其他相關單位取得本系畢
業生最新資料。
A.針對97學年度日四技、進 (3)96學年度畢業生資料共更新211筆。升學： *校友基本資料更新：針對本系92-97學年度校
四技、日二技、日五專各學制 82人。就業：94人。服役：2人。其他(含待
友基本資料更新，包含聯絡基本資料更新、就
應屆畢業校友進行電訪，預計 業)：33人。
業狀況或進修情形，作為日後本系課程改進及
完成85%畢業生資料建置。
就業輔導工作之參考。

單位

分項子計畫編號

預計完成日

狀態

法文系

2 2010/12/31 填表

法文系

2 2010/12/31 填表

法文系

2 2010/7/31 填表

B.針對93-95學年度校友基本 (4)95學年度畢業生資料共更新145筆。升學：
資料，進行校正更新，預計將 41人。就業：78人。服役：3人。其他(含待
更新750筆以上校友資料。
業)：23人。
(2)99學年度第一學期（
99.08.01~99.12.31）

(5)94學年度畢業生資料共更新149筆。升學：
31人。就業：97人。服役：3人。其他(含待
業)：18人。

針對98學年度日四技、進四 (6)93學年度畢業生資料共更新186筆。升學：
技、日二技、日五專各學制應 19人。就業：137人。服役：3人。其他(含待
屆畢業校友進行電訪，預計完 業)：27人。
成85%畢業生資料建置。
(7)92學年度畢業生資料共更新139筆。升學：
20人。就業：90人。服役：3人。其他(含待
業)：26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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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性專業戲劇競賽

參與全國法語學系五校戲劇聯
展：以積極拓展校際戲劇交
流、促進校際戲劇觀摩與學
習、將校園戲劇推廣至社會大
眾。

積極鼓勵學生參與校外各類專 *1位老師負責此項目之規劃。
業競賽，期以開發學生專業技
術之潛能與創意，進而開發學
生之榮譽感與進取心。
*校內初選-法文系戲劇比賽，共計8個班級參加
，參加總人數共428人。

*已安排本系雍宜欽主任協助活動之規劃。舉辦 100%
時間為99年5月28日，於台北輔仁大學舉辦
「兩岸十校戲劇聯展」。
*已於99年5月23日舉辦校內初選-法文系戲劇比
賽，參加對象為本系五專部1~3年級及四技部
1~2年級之班級，從中選出優勝班級，本次獲
勝班級為五專部3年級B班，並代表本系到台北
輔仁大學參加兩岸十校戲劇聯展。

*「兩岸十校戲劇聯展」師生共計51人參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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落實系本位課程規劃， *邀請國內、外產官學專家1-2
並開設模組課程
人擔任課程規劃研究顧問。檢
視現有課程做適度修正，俾使
本系課程更符合社會多元化之
需求。

邀請國內、外產官學專家擔任 *7位系課程委員老師協助此項目之規劃與邀請 *已安排本系課程委員會之教師：雍宜欽、黃彬 100%
課程規劃研究顧問。檢視現有 校外委員。
茹、王秀文、（徐落茲）/華駿川、紀欣萍、
課程做適度修正，俾使本系課
郭美宏、傅可得老師協助此項目之計畫。聘請
程更符合社會多元化之需求，
國內、外產官學專家1-2人擔任課程規劃研究顧
亦期使系本位課程架構更完善
問，檢視現有課程做適度修正，俾使本系現有
，也更能掌握社會的脈動、更
課程更符合社會多元化之需求。
符合業界用人需求及產業之趨
勢。
(1)98學年度（
98.08.01~99.07.31）

*舉辦場數：1場。

預計舉辦1場系本位課程規劃 產業界人士參與人數：共計2人次。
座談會，每場除系內課程委員7
人外，並邀請國內、外產官學
專家1-2人，參與本系課程規劃
及改革。
系上教師代表：4人。

*已於99年5月13日召開課程規劃委員會，邀請
業界林永第先生及程芸生小姐擔任課程規劃研
究顧問，針對本系課程進行檢核及提出建議，
俾使本系現有課程能更符合社會多元化之需
求

附件

4

9901000818

9908 2-2

2-2-2

提高法語畢業門檻通過 開設法語檢測密集班：讓學生 預計可增加百分之10~15%的語 *98學年度第1學期：
率
熟悉法語檢測題型、出題方向 檢門檻通過率。三年內，系訂
，以期提高本系學生法語語檢 畢業門檻通過率達70~80%為目
標。參加密集班學生，平均每
通過率。
位同學法語能力將可以進步
15~20分，並提高本系TCF法語
語檢中級通過率至70％。
(1)98學年度（
98.08.01~99.07.31）

開班數：2班

*98年10月7日至98年11月18日開設「法語檢測 60%
密集班-中級班」2班，讓學生能熟悉題型、出
題方向，以期提高本系學生法語語檢通過率。

法文系

2 2010/12/31 填表

法文系

2 2010/12/31 填表

法文系

2 2010/10/31 填表

*99年3月22日至99年4月30日開設2班「法語檢
測密集班」（中級班及進階中級班各1班)，讓
學生能熟悉題型、出題方向，以期提高本系學
生法語語檢通過率。

每學期各開設2班法語檢測密 學生人數：82人
集班（中級及進階中級各1班）
，每人接受密集輔導時數12小
時，一學年共計開設4班。
(2)99學年度第一學期（
99.08.01~99.12.31）

報考數：80人、報考率：97.56%

開設2班法語檢測密集班（中 通過門檻數：45人、通過率：56.25%
級及進階中級各1班），每人接
受密集輔導時數12小時。
*98學年度第2學期：
開班數：2班
學生人數：31人（中級班22人；進階中級班9
人）
報考數：31人、報考率：100%
通過門檻數：26人、通過率：8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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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同教學

舉辦與本系專業相關領域之協
同教學：為使學術與實務密切
結合，透過產官學界優秀師資
的共同教學，提升學生的學習
興趣，提升其就業競爭力。

期使學術與實務密切結合，?並 *2位老師負責此項目之規劃。
讓授課內容跟上社會脈動，學
生可獲得業界經驗及知識。期
以提升學生學習風氣，強化學
生學習動機與就業競爭力。

*已安排盧安琪老師及紀欣萍老師，協助邀請產 60%
官學界相關之實務專家學者，配合本系專業課
程，至課堂中進行協同教學。

(1)98學年度（
98.08.01~99.07.31）

*截至99年5月26日，已舉辦6場協同教學講座，
演講主題結合課程內容，不僅使學生了解業界
發展現況，亦讓同學了解在未來面對職場時，
該具備的能力與態度。

*協同教學專家人數：6人。

邀請國內外產官學者專家來 舉辦場次：6場，共12小時。
校協同授課，規劃7場主題講座
，估計約14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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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生成果發表

(2)99學年度第一學期（
99.08.01~99.12.31）

參加教師數：19人。

邀請國內外產官學者專家來
校協同授課，規劃3場主題講座
，估計約6小時。

參加學生數：416人。

*舉行專科部畢業戲劇公演。

於每學年度第一學期，學生藉 *98學年度3位老師負責五專部第40屆戲劇畢業 *98學年度，已安排盧安琪老師、鐘美薽老師及 60%
由畢業班戲劇公演檢視學生法 公演之指導工作。
嚴松德老師，協助指導法文科第四十屆畢業公
語學習成效及提昇展演參與度
演「插曲」
，讓觀眾更加了解法語世界的
多樣面貌。並於學期末時，藉
由畢業班專題發表提升學生專
業知識與實務知能，將其所學
應用於實務問題之研究與探討
，並從專題發表會中擇優良作
品給予獎勵。

*舉行大學部畢業專題成果發
表。

(1)98學年度（
98.08.01~99.07.31）

*98學年度五專部法語戲劇畢業公演，2場演出 （L’intermeizzo），已選角色定裝，並於暑假
密集排練。藉由五專部畢業班的畢業戲劇公演
共計1,879人次參加。
，一方面檢視學生法語學習成效，另一方面提
昇展演參與度，讓參與觀眾更加了解法語世界
的多樣面貌。

A.五專部年度法語戲劇畢業 *99學年度2位老師負責五專部第41屆戲劇畢業 *99學年度，安排雍宜欽老師及羅安莉老師，協
公演2場。
公演之指導工作。
助指導法文系第四十一屆畢業公演，戲碼訂為
「八美圖」（HuitFemme）。
B.日四技應屆畢業班年度畢 *第三屆畢業生畢業專題發表會6位學生發表。 *大學部畢業專題成果發表，已於99年5月13日
業專題成果發表會1場。
共計103人參加。
舉辦。藉由畢業班專題發表提升學生專業知識
與實務知能，將其所學應用於實務問題之研究
與探討，並從專題發表會中擇優良作品給予獎
勵
(2)99學年度第一學期（
99.08.01~99.12.31）
五專部年度法語戲劇畢業公
演2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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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班教學

針對各學制會話、閱讀與寫
作、口語訓練及翻譯之大班課
程，實施小班教學：大班人數
一分為二，進行小班教學。

為實質降低每班學生人數至25 *98學年度上學期，課程數：共26班（原班級有 *98學年度上學期，已於小班教學之科目為本系 60%
人，實踐精緻化法語教學目標 13班，每班各分成2小班）
五專部3年級之會話課；日四技1-2年級會話、
，期以提高學生口說與寫作練
寫作課，以及3年級閱讀與寫作課；進四技3年
習機會及學習成效。
級口語訓練課實施小班上課，以提高學生口說
與寫作練習機會及學習成效。
(1)98學年度（
98.08.01~99.07.31）

法文系

2 2010/12/31 填表

法文系

2 2010/12/31 填表

法文系

2 2010/12/31 填表

*98學年度下學期，課程數：共28班（原班級有 *98學年度下學期，已於小班教學之科目為本系
14班，每班各分成2小班）
五專部3年級之會話課；日四技1-2年級會話、
寫作課，以及3年級閱讀與寫作課；進四技1年
級法語發音與聽力練習課，以及3年級口語訓
練課實施小班上課，以提高學生口說與寫作練
習機會及學習成效。

小班教學之科目為本系五專
部3年級之會話課；日四技1-2
年級會話、寫作課，以及3年級
閱讀與寫作課；進四技3年級口
語訓練課實施小班上課。共計
13大班，以同時段分為26小班
上課。
(2)99學年度第一學期（
99.08.01~99.12.31）
小班教學之科目為本系五專
部3年級之會話課；日四技1-2
年級會話、寫作課，以及3年級
閱讀與寫作課；進四技3年級口
語訓練課實施小班上課。共計
13大班，以同時段分為26小班
上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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聘任教學助理

遴選本系在學學生協助教師進
行教學活動，負責分組討論之
工作。或以排班方式，於系辦
駐守，協助教師準備授課資
料、製作多媒體數位教材或研
究等工作，並提供服務、帶領
補救教學，回複學生及解答問
題。

協助教師準備授課資料、將授 *98學年度上學期，8位教學助理，每週分擔80 已聘任大學部三、四年級學生擔任教學助理， 60%
每週分擔40-80小時T.A.工作。協助教師準備授
課大網與內容上網、製作多媒 小時T.A.工作。
課資料、將授課大綱與內容上網、製作多媒體
體數位教材及研究等工作，以
數位教材及研究等工作，以期減輕教師負擔，
期減輕教師負擔，讓老師有更
讓老師有更多時間研究，檢視及掌控教學進度
多時間研究，檢視及掌控教學
，期能運用教學助理制度，提昇教師的教學效
進度，期能運用教學助理制度
能及學生的學習績效。
，提昇教師的教學效能及學生
的學習績效。此外，透過教學
助理的制度，培育教學助理成
為未來的教學或研究人才。
*98學年度下學期，10位教學助理，每週分擔40
(1)98學年度（
98.08.01~99.07.31）聘任高年 小時T.A.工作。
級學生共10人次T.A.，每週分
擔80小時T.A.工作。
(2)99學年度第一學期（
99.08.01~99.12.31）聘任高年
級學生共10人次T.A.，每週分
擔80小時T.A.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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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典閱讀

*與閱讀課程結合，由系上教師 *鼓勵學生積極參與「經典閱
*98學年度上學期，「經典閱讀－讀書會」每週 *98學年度上學期，於98年10月6日開始，每週 60%
推薦語言經典閱讀及專業經典 讀」相關活動，期以培養學生 2次，每次1.5小時，共3小時。截至99年01月 二、三下午開設「經典閱讀－讀書會」，由法
書籍。
閱讀之風氣。
15日，共計127人次參加。
國籍助教Alice老師帶領讀書會導讀活動，以期
培養學生閱讀風氣，增進學生學習興趣。
*推動相關活動：如閱讀小組／ (1)98學年度（
自學團體／讀書會／老師導讀 98.08.01~99.07.31）
會。

*98學年度上學期，截至99年01月15日，「法
國圓桌會TABLESRONDES」共計8人次參加。

*98學年度上學期，於98年12月14日至99年1月
8日開設「法國圓桌會TABLESRONDES」，由法
國籍助教Alice老師及5位交換生帶領。讓學生
利用課餘時間與法籍交換生進行圓桌會談，增
進學生法語口語會話，促進彼此文化交流。

*開闢學生自學小組圓桌會談， l預計進行4-6場閱讀相關活動 *98學年度下學期，「經典閱讀－讀書會」每週 *98學年度下學期，於99年3月9日開始，每週
由老師或法國助教帶領導讀或 ，及不定期開闢學生自學小組 2次，每次1小時，共2小時。截至99年05月26 二、三下午開設「經典閱讀－讀書會」。
鼓勵學生成立讀書會。
圓桌會談。
日，共計134人次參加。
(2)99學年度第一學期（
99.08.01~99.12.31）

l預計進行2-3場閱讀相關活動
，及不定期開闢學生自學小組
圓桌會談。

*98學年度下學期，截至99年05月26日，「法
國圓桌會TABLESRONDES」共計43人次參加。

*98學年度下學期，於99年3月22日至99年5月
31日，每週二、三、四下午開設「法國圓桌會
TABLESRONDES」，由法國籍助教Alice老師帶
領。讓學生利用課餘時間與法國籍助教進行圓
桌會談，增進學生法語口語會話，促進彼此文
化交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