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一英文 多元評量活動說明
溝通訓練 I - Level C 多元評量 含以下 2 部份
I 學期中參加以下活動並取得 2 點自學點數 50%
活動項目

自學點數計算方式

備註

英文學習講座

1場1點

線上預約

1 小時 0.2 點

線上預約
5 週連續課程，不可同時報名其他校區，報名
成功後，需連續參加 5 次課程，每請假/曠課
一次，都將列入缺席紀錄，學期缺席紀錄累
積超過 3 次者，將無法預約本學期其他活動。

TOEIC Test

1份1點

自行至中心網頁觀賞 TOEIC 線上影片，觀賞
完畢後再至中心進行測驗達 60 分，即算 1 點
(活動要點請查閱中心網頁公告)

Listening Test

1份1點

至中心進行聽力測驗達 60 分，即算 1 點
(活動要點請查閱中心網頁公告)

活動競賽觀賽

1場1點

線上預約

2點

本學期第 14 週前將校外標準化成績單送至所
屬校區語言中心登記(請於成績單上註記英文
班級、姓名、學號、聯絡電話)
(測驗時間自 106.8.1 起算)

多益基礎&進階課程

於本學期參加並通過 CEF
B1(含)以上之校外標準化測驗

備註：請依照上述規定參加活動，可自行搭配組合(如 1 次活動競賽觀賽+1 場英文學習講座)。各項
活動實施日期及報名方式將陸續於開學後，公告於中心網頁，請隨時注意語言中心網頁訊息，除
TOEIC Test 及 Listening Test 不需預約報名，其他活動皆需事前報名，報名時請查看活動內容，參加
各項活動時需出示學生證。
各項活動於參加後一週內，中心將會將其參與活動登錄至學生 E 化校園行政系統，如出席狀況登錄
有任何問題，請於活動後兩週內向中心提出複查，逾期視同放棄申覆資格。
II 在課堂上針對以下主題做分組報告 (50%)

Creative Video Competition
1.

Work in a group of 4-5 people (No more than 5!) and make a 3-5 minute video in English on any of
the themes related to the units you’ve learned in class.
Let’s Talk 2 (Level C)

2.

Getting to know you
Making a good impression
Food and cooking
Weather
Working for a living

You should:


have English subtitle and voice-over to make the video more viewer-friend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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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show your film editing skills and do not make the video in one full-length shot.
show your creativity and English proficiency as much as possible in the video.
use your own materials for this video competition. Do not copy-and-paste any ready-made
information or text that is not created by you.
You will be evaluated based on the following evaluation form. Please look it over so that you know
exactly how you will be evaluated and scored.

附表 1

Scoring Rubric of Video Competition
Group Members:
CREATIVITY
Originality
Plot
Communicating something new

RATING
20
20
20

COMMENTS
______ ____________ _________
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

ENGLISH EXPRESSION
Accuracy
Fluency

RATING
10
10

TECHNICAL PRESENTATION AND QUALITY

20

COMMENTS
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
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
_
___________

TOTAL SCORING ____

__________

ADDITIONAL COMMENT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Items with an asterisk (*) are important to final score and are worth more points.

重要事項：
本活動以組為單位，初賽評分標準(如附表 1)，請於本學期第 11 週的星期四 (11/30) 前將班級初賽
得獎者(如附表 2)電子檔繳回 ，以便中心確認初賽得獎者資料，另姓名(英譯)欄請確實填寫，勿提供
個人英文簡稱(例 Ana)，以便中心製作雙語獎狀，如資料繳交時未填寫完整或正確，將由中心自行
翻譯，事後不得因此要求重新製作獎狀。
班級初賽得獎名單電子檔請寄至語言中心外語組信箱：flgc@mail.ncyu.edu.tw
寄件標題請註明：大一英文
院
班 創意英語短片班級初賽得獎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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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意英語短片班級初賽得獎名單
學院：
名稱

英文班別：
系所

學號

英文教師：
姓名(中文)

姓名(英譯)

附表 2

題目：
性別

聯絡電話

E-Mail

隊長
隊員
隊員
隊員
隊員
創意英語短片班級初賽得獎名單，由各班任課教師於 106 年 11 月 30 日前遞交至語言中心，請將所有資料填寫完整，逾期將視
同放棄。中心收到後，將頒發初賽優勝獎狀乙紙，以茲鼓勵。
班級初賽得獎影片，請老師於 106 年 12 月 7 日前上傳至中心網路硬碟：http://140.130.179.7，系統帳號/密碼請查閱開學通知信
件，或是請學生將檔案送至中心，由中心人員代為上傳，請老師切「勿」將網路硬碟的帳號提供學生，以避免檔案流流或毀損，
一切上傳之動作請由老師或 TA 協助處理，如上傳過程有任何問題，可隨時向中心人員詢問。
配合個資法實施及學生比賽觀摹所需，本組同意此得獎影片供語言中心放置於中心網頁或教學使用，繳交得獎名單視同意此規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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