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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梯次「提昇大學基礎教育計劃」九三年度計劃執行成果報告 

總計劃名稱：提昇資訊化時代大學生中文與英文讀寫能力 

 

計劃編號：乙—91—FA04—4  

執行單位：國立清華大學 

分項計劃一：設置中文閱讀寫作資料庫並培訓中文寫作諮商教師 

分項計劃二：提昇資訊化時代大學生之英文讀寫能力 

全程計劃執行年限：自民國 91 年 09 月至民國 95 年 8 月 

本年度計劃執行年限：自民國 93 年 09 月至民國 94 年 8 月 

 

一、年度計劃執行成果摘要（中文） 

甲、分項計劃一： 

    本計畫因應中文閱讀寫作教育的需求，進行「高階中文閱讀寫作電子資料庫」

建置工作，同時編寫大學中文寫作教材，開辦中文寫作師資培訓研習課程，並開發

中文教學線上工具。 

今（93）年度工作為上兩年度之延續。具體成果如下： 

1. 新增 100 萬字典範作品電子檔； 

2. 新增今年度學生習作電子檔； 

3. 開設「大學中文寫作」課程，提供中文系以外大學部學生選修； 

4. 設置「大學中文寫作」師生線上討論區； 

5. 開辦大學寫作教師培訓課程； 

6. 修改「基礎閱讀寫作」資料庫架構； 

7. 設計「線上編輯」工具； 

8. 完成「大學中文寫作」詴用版，為 93 學年度同名課程指定教材。 

 

乙、分項計劃二： 

關鍵詞：大一英文、線上輔助教材、英文寫作交友社群平台 

    分項計畫二的第三年目標仍著重於大一英文學生的英文能力提昇，針對本年度

所使用的指定教材編撰了線上輔助教材，以期能配合大一英文課程，加強學生的讀

寫能力。另外，本計劃的年度重點包含：1) 強化英語教學、2) 提供全校性英語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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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3) 充實並更新大一英文網站、4) 編撰大一英文線上輔助教材、5) 新增英文寫

作交友社群平台「E 世代羅密歐與茱麗葉」、以及 6) 協助舉辦教師研習成長活動。 

    本年度的計畫內容根據以上重點方向執行，主要成果如下：1) 除了持續開放

既有的語言實習教室供上課以及自學之用，更與多系洽商新增硬軟體，以期提供更

多英語教學空間；2) 提供多種不同程度的英文選修課，供全校學生選擇增進英文

能力；3) 大一英文網站改版，以更清新並實用的版面提供大一英文師生使用；4) 編

撰大一英文線上輔助教材，根據本年度使用的指定教材，共編寫十二單元的內容，

配合課程列入評分考量，讓學生加強讀寫能力；5) 新設計英文寫作交友社群平台

「E 世代羅密歐與茱麗葉」，挑選有興趣的大一英文學生加以配對成小組，推行線

上匿名寫作交友的平台，來鼓勵學生練習英文寫作；以及 6) 協助舉辦英文教師的

成長研習座談，提供大一英文教師多元的英語教學相關演講或軟體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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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度計劃執行成果摘要（英文） 

Sub-project I： 

This is third-year report on the progress of a four-year project granted by Ministry of 

Education to promote college’s basic education. The goal of this sub- project per se is to 

strengthen the capacity of college students on the Chinese reading and writing skills. 

The following is what has been achieved in the third year: 

(1) Add selected texts of around 1,000,000 characters to the electric corpus; 

(2) Add the students’ writing assignments to the electric corpus, 

(3) Set off “Basic Writing” courses for non-Chinese major students, 

(4) Set up online discussion board for the “Basic Writing” courses, 

(5) Hold seminars for training Chinese writing instructors, 

(6) Revise the index system of the electric corpus, 

(7) Design “Online Editing” tools, 

(8) Complete the trial edition of the textbook for “Basic Writing”. 

 

Sub-project II： 

Keywords: Freshman English, online supplementary materials, online English writing 

platform “E-Generation Romeo and Juliet” 

 

This report documents the achievements of the project sponsored by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in its third year. The aim of the project for the past year was to enhance Freshman 

English students’ reading and writing ability. In addition to continuing the development of 

online supplementary materials for the Freshman English uniform textbook used this year, 

the project designed and implemented a new online platform, “E-Generation Romeo and 

Juliet,” for students to practice English writing and make new friends. Students who were 

willing to participate in this special project were grouped according to similar interests. They 

were each asked to select a celebrity to represent themselves and conduct anonymous 

communication with other group members. The platform was planned to arouse students’ 

interest in making new friends and encourage them to practice English writing at the same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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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度計畫執行內容及成果說明 

1. 計畫目標： 

甲、分項計劃一：設置「高階中文閱讀寫作電子資料庫」 

現階段的中文教育，寫作訓練是最弱的一環。今日寫作教育的問題，主要出

自以下幾項因素：（一）中學國文課程過度偏重記憶知識，忽略寫作訓練；（二）

傳統大一國文課程偏重文化教育，而非表達訓練；（三）網路通訊發達，大學生多

習於網上即興式的文字交流，以致難以較嚴謹的面對文字。這些因素導致許多大

學畢業生連起碼水準的寫作能力都不具備，更何況專業或學術寫作能力。 

現今中學乃至大學的寫作教育的缺失，也跟國內學院沒有積極發展專業寫作

訓練的教材與教法有關，這背後所隱含的是語文教育的認知歧見。目前仍有許多

中文教育工作者不贊同語文即如數學，是一種「工具」；多數中文教師仍傾向引領

學生從美學或文化的角度進入文字的世界。就人文教育而言，文化與美學教育的

重要性無可懷疑，但是我們必頇承認語文的工具本質，唯有具備良好的語文表達

能力，才能有效傳遞訊息。在人際疏離而專業高度分化的現代社會裡，良好的文

字表達能力是造就社會發展的基本條件。 

我們主張正視語文的工具性，積極提昇大學生的表達和寫作水準。最理想的

狀況是寫作教育通過精讀指導活動來進行，在訓練文字能力的同時也能深化思考

內涵，這是語文教育的最高理想。 

基於以上思考，我們開始建置「高階中文閱讀寫作電子資料庫」（簡稱「讀寫

資料庫」）。規劃中的「讀寫資料庫」最終將有「基礎閱讀寫作」、「論文閱讀寫作」、

「實用閱讀寫作」三個次資料庫。其中「基礎閱讀寫作」是專為大學階段的「大

一國文」、「基礎寫作」、「大學中文寫作」等課程而建置。本計畫四年執行期限內，

將集中人力物力充實這個次資料庫，同時也優先開發線上教學工具。 

過去兩年我們完成「基礎閱讀寫作」的架構與檢索系統，初步訂立典範文字

標準，同時邀集多位中國文學研究所的研究生，從事典範作品的選文工作並進行

師資培訓。今年度完成了「大學中文寫作」詴用版，也為中文系以外的大學部學

生開設「大學中文寫作」選修課程，由本計畫培訓第一批寫作教師負責授課，中

文系指派專任教授負責督導管理。 

 

乙、分項計畫二：提昇資訊化時代大學生英文讀寫能力 

本計劃之目的為提昇本校大學生之英文讀寫能力，主要透過專屬網站的架構

與發展，以及全校英文課程的配合，繼續落實加強學生英文讀寫能力的目標。本

計劃第一年度添置硬軟體設備，並架設全校英文課程的網站。第二年主要建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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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英文的輔助教學網站，以及架設安裝 LiveABC 英文教學軟體。今年邁入第三年，

除了持續協助大一英文師生使用改版的輔助教學網站以及推廣 LiveABC 英文教學

軟體的運用，更新增加設計一項英文寫作交友的社群平台，以供有興趣的學生練

習英文寫作。 

 

2. 總計劃與分項計畫，各分項計畫間的整合架構與互動關係： 

本計畫總體目標是提昇清華大學大學部學生的中文與英文讀寫能力。具體施

行步驟包括更新教學設備、發展教學工具以及編寫適當的教材。由於中文與英文

教學情況有別，因此採取子計畫分立並行的方式執行，由計畫總主持人周懷樸教

務長負責查核。 

本計畫的規劃與執行係配合教務處近年積極改革的全校「大一英文」與「大

一國文」課程。「大一英文」已經於 91 學年度由六學分提高為八學分，分項計畫

二所建置的「網路英文讀寫資源中心」，將網路學習環境的特性與現行的教學課程

結合，以提昇本校大學部學生英文方面的讀寫能力。 

中文方面，「大一國文」的設計是以「文化經典」教材選讀為主，目的是加深

大學生對傳統經典的認識。自 93 學年度起增設「大學中文寫作」，作為「大一國

文」的配套課程，強化本校大學部學生中文寫作訓練。由於現階段師資來源不足，

先把「大學中文寫作」列為選修科目，等到教師數量充足之後，再考慮改列為共

同必修科目。分項計畫一建置的「基礎閱讀寫作」資料庫是教材以及相關參考書

的編輯工具，未來「大一國文」、「大學中文寫作」教師可依據實際教學需求，自

行上線編輯補充教材。 

 

3. 計畫管理以及合作與整合推動之機制： 

甲、分項計劃一：設置「高階中文閱讀寫作電子資料庫」 

由中文系劉承慧教授整合計畫內人力，並掌握執行進度。計畫內研究生助理

固定每兩週舉行一次工作會議，針對選文相關問題交換意見。另聘請資訊系所學

生設計程式，聘工讀生從事選文的輸入與校對。本計畫專任助理鄭雅娣小姐負責

計畫整合事宜，同時協助分項計畫一的教材編務以及各種檔案管理工作。 

 

乙、分項計畫二：提昇資訊化時代大學生英文讀寫能力 

本分項計畫乃由外語系徐憶萍教授擔任計畫主持人，負責規劃計畫之年度方

向，以及推展計劃之執行。參與計畫的老師包含陳詵雯老師和吳文舜老師，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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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大一英文線上輔助教材的製作與推行，以及新增英文寫作交友之社群平台的

設計與推展。另有一位專任助理和兩位兼任助理協助計畫的行政事務與網頁建置

等工作。 

 

4. 計畫具體實施策略： 

甲、分項計劃一：設置「高階中文閱讀寫作電子資料庫」 

本分項計畫工作包括（一）建置「基礎閱讀寫作」，（二）開發線上工具，（三）

編寫「大學中文寫作」教材，（四）培訓大學寫作教師，（五）開設大學寫作課程。

具體施行策略如下。 

（一）今年度繼續選文、輸入、校對、標記工作，新增約 1,000,000 字的當代典範

作品電子檔以及今年度學生習作電子檔。今年度新增當代作品篇目見於附

件一。 

（二）配合上年度選文標準的修訂，今年度修改資料庫架構，修改後的首頁見於

附件二。今年度並開始設計線上教材編輯工具，線上編輯程式網頁見於附

件三。 

（三）93 年 9 月間完成「大學中文寫作」詴用版，並於 93 學年度同名選修課程詴

用兩學期。「大學中文寫作」目錄及導言請參見附件四。 

（四）94 年寒暑假期間開辦「大學寫作教師培訓課程」。94 年 8 月將開辦的培訓

課程表請參見附件五。 

（五）93 學年度起開設「大學中文寫作」，並設置師生線上討論區。討論區首頁

見於附件六。 

 

乙、分項計畫二：提昇資訊化時代大學生英文讀寫能力 

4.1 強化英語教學 

A. 全校大一英文持續採小班教學，每班 30-35 人，並採用共同讀寫能力教材- 

Reading for Real: High-intermediate，並統一期中期末考。 

B. 大一英文課程仍採四技統合教學，以期均衡提昇學生的英文聽說讀寫能力。課

程規劃仍延續基礎英文零學分、大一英文八學分，以及主題式進階英文四學分

的制度。 

C. 本年度除了平均分配所有大一英文和進階英文老師使用語言實習教室，也開放

語言實習教室的部分自學時段，配合添購 LiveABC 英文教學軟體，鼓勵學生自

主多元學習。除此之外，更與各系聯絡新增語言實習教室，希望能開放更多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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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教學空間給不同系所的大一英文老師。 

D. 持續舉辦課外英文活動，例如即席演講比賽訓練學生的口語表達能力，並開放

寒假作業的限制，讓所有大一英文老師更加自由設計學生的英文練習活動。 

E. 保持與國外專業英語教學機構的合作，免費提供學生線上寫作練習。 

F. 與交通大學合作舉辦數場台聯大英語教學座談會，以期提供大一英文老師更多

元的英語教學相關資源與新知，並鼓勵教學相長。 

 

 4.2 提供英語環境 

A. 語言中心持續推廣鼓勵學生參與各種外語能力檢定測驗，凡在學期間通過所列

測驗即可領取獎金。（詳情請見

http://my.nthu.edu.tw/%7Elanguage/ForeignTestAward.htm） 

B. 語言中心延續開設不同主題與程度的英文選修課共 26 門，以配合全校學生不

同的英文學習需求。 

C. 寫作中心舉辦多梯次短期英文學術論文寫作課程，提供全校學生修習論文寫作

的方法與技巧。 

 

4.3 建置大一英文網站：本年度重點發展項目 

A. 大一英文網站架構改版： 

由於大一英文網站已運行至第三年，網站的內容資訊相當豐富。為了讓使用者

更方便閱讀，我們於這年度完成網頁改版，提供使用者清新舒適的感受，也增

加使用者於網站的停留時間，以期達到提升大一英文學生讀寫能力的便利性。

（見圖一與圖二） 

 

B. 持續充實線上輔助教材網頁： 

由於本年度統一教材改為 Reading for Real: High-intermediate，為了讓學生配合教

材所學來提昇讀寫能力，本年度計畫繼續聘請美籍教師製作輔助教材，每單元

仍包含以下四項目： 

I. Warm-up discussion questions 

II. Interesting background information 

III. Jokes, puns, quotes related to the topic 

IV. Related readings 

http://my.nthu.edu.tw/~language/ForeignTestAward.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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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也同時設計了 Group projects 和 Individual projects，鼓勵學生針對不同議

題發表意見於討論平台，並練習聽說讀寫各種能力。（見圖三） 

C. 新增英文寫作交友社群平台「E 世代羅密歐與茱麗葉」(E-generation Romeo and 

Juliet)： 

本年度的計劃設計一個新的英文寫作平台，讓學生藉由匿名的方式，利用網路

平台和英文對話認識新朋友，我們共挑選三十位學生，其中包含十五位男生、

十五位女生，分成五組，每組藉由學生基本資料配對成三男三女，男女分散在

各個班級、系級，在彼此完全不知身份下進行討論，並有管理者監督是否有不

當的發言，本平台的特色修條列如下： 

 根據星座、血型或興趣等資訊進行配對分組 

學生在限期內登入網站進行登錄，填寫自己的相關資訊，並選擇喜歡的明

星圖片做為代表，學生所填寫的相關資訊會做為之後分組的依據並公開給

其他同學瀏覽，登錄資訊為，血型、星座、興趣、喜歡食物、喜歡電影、

喜歡顏色和自我介紹，自我介紹不可透露自己身份。（見圖四） 

 完全匿名進行英文對談，以明星照片、姓名做為稱呼 

為增加學生的討論興趣，利用對異性未知的神秘感，網站設計為資訊完全

不公開，無法藉由文章回覆或任何資訊得知對方的身份訊息，只能藉由照

片姓名稱呼，在文章對答上也只能用英文，在討論題目上可以進行任何健

康主題的對談，大家都可參與討論。（見圖五） 

 根據所累積的回覆文章分九宮格顯示學生的真實照片 

為了鼓勵學生能踴躍參與討論，參與同學必頇上傳一張真實生活照片，經

過九宮格處理後，若此同學得到五篇文章的回覆將自動呈現一格真實照片，

為避免投機行為，回覆的文章數目至少必頇含五十個英文字。（見圖六） 

 可在網站上發送私人訊息給對方 

有時同學想對有好感的人說些悄悄話，系統也提供私人訊息的功能，可將

不好意思公開的內容利用私人訊息傳遞給對方，對方在登入系統後將立即

收到提示，馬上回覆對方的訊息。（見圖七） 

 回覆文章透過 Email 即時通知被回覆人，可馬上登入網站回應 

考慮到學生並無法時刻注意網站的動態，系統設計若收到別人的回覆文章，

將自動發送 email 通知同學上站回覆，如此便不會因為太忙而漏掉別人的訊

息。（見圖八） 

 學生使用情形系統自動記錄成 excel 檔，可作為評分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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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提供老師能掌握學生使用網站的情形，系統將學生的登入次數、最近上

站時間、發表(回覆)文章數動態產生為 excel 檔，老師根據記錄內容做為評

分參考，並對網站使用情形進行檢討改進。（見圖九） 

 

「E 世代羅密歐與茱麗葉」 英文寫作交友的社群活動進行時有一些狀況。

首先，將參加同學用偶像人物代表他們的真實身份，而用回應張貼文章的累積

數量做為照片逐漸顯現的標準，是一個不錯的創意。但是，說明其過程稍嫌複

雜。其次，當初因為採自願報名參加的方式，並且因為希望能夠挑選興趣相近

的男女在同一組，又必頇男女人數平均，所以我們對報名參加的同學說明要在

挑選之後才會告知是否入選可以參加該活動。之後，因為程式設計及先前準備

作業稍有耽誤，當我們通知學生錄取可以參加該活動時，有些同學回應說因為

通知太晚，他們以為沒有被選上，所以已經安排其他社團活動或營隊活動，可

能會太忙碌而無法專心於此社群活動。所以，我們在人選的挑選過程中並不是

十分順利。尤其，需要顧慮男女生比例，讓我們頗費心思，鼓勵某些報名的女

學生務必參加。其次，為了使「E 世代羅密歐與茱麗葉」這個英文寫作交友的

社群活動能順利進行，我們首先拋磚引玉提出「電影」為第一個討論主題，參

與的同學可以自由發揮，談論自己喜歡的電影類型、最近看過的精彩電影等，

有少數同學對此議題發表或回覆他人的意見。之後，也有幾位同學提出男女宿

舍在同一層樓的議題。然而，不管是電影或男女宿舍在同一層樓的主題，參與

同學的人數都不多。平心而論，此次的「E 世代羅密歐與茱麗葉」英文寫作交

友社群活動沒有預期的理想。 

因為活動不甚理想，我們設計了 4 頁的雙語問卷(見附件七)放在活動網頁

供參與的學生填寫，希望能從學生的意見反應中尋找到失敗的原因。然而，即

使是放在網路上的問卷調查，也只有收到 3 份學生回答的問卷。雖然 28 位參

與的學生中只有 3 位學生填寫問卷調查，在統計上是不具任何實質的意義。我

們也只能就這 3 份回收的有效問卷稍做分析和檢討。我們將問卷的回答和自我

的檢討整理如下： 

1) 大部份的學生是因為好奇心的驅使才參加此次社群活動，想瞭解一下這是

什麼活動。他們並不真的期待藉此機會多認識異性朋友。然而，這次活動

似乎證明單靠好奇心很難將活動順利推廣。  

2) 大部份的學生不曾參加過類似的網路交友活動，這也說明了年輕族群有時

還是頗為害羞。他們並沒有把網際網路視為結交異性朋友的主要管道之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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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至於用男女偶像知名人士暫時來掩飾學生的身份，好像有頗為分歧的意見，

其中一位男同學建議用卡通圖案或簡單圖示表示學生的身份。 

4) 至於用回應他人張貼文章的累積數量做為他人照片逐漸顯現的標準，似乎

也未如我們所預期的能激勵學生去回應別人張貼的文章。有學生反應想看

到對方的相片是不錯的作法，但是“操作介面太難懂”。 

5) 整體而言，學生對於「E 世代羅密歐與茱麗葉」社群活動還是持正面的看

法。然而，在認知和實際行動之間還是有很大的差距。雖然學生們認為「E

世代羅密歐與茱麗葉」是不錯的社交活動，他們並沒有張貼許多文章，主

要的原因包括: (1)太忙碌而沒有時間張貼或回應，(2)有張貼新文章,但沒有

人回應，(3)用英文張貼或回應文章太麻煩。這個詴驗性質、不計算在學期

成績內的社群活動，如果和學生忙碌的學業、社團活動衝突，學生們自然

會放棄這個活動。在交友的過程中，如果只有一方發言(張貼文章)，而沒

有人回話(回應文章)，也很難繼續“對話”下去。 

6) 稍感安慰的是有些學生張貼文章不確定自己所寫的是否正確時，會查字典

或上網找答案。即使他們在查字典或上網後所找到的答案並不一定正確。

但是，至少讓他們學習如何自己尋求有效的解決方式。字典或參考書籍的

介紹與使用技巧，網站搜尋引擎的進階搜尋，是我們應該教導學生的技巧

之一。 

7) 以後如果我們要提供類似活動，有什麼方法可以使學生主動參與活動，幾

項重要的考量因素包括: (1)有來自其他國家的參與者，(2)有更多清華大學

的參與者，(3)學期成績加分，(4)寫作溝通時可以使用中文(或者至少在初期

時可以中、英文夾雜)，(4)希望能有老師幫忙學生改正錯誤。最後，學生們

對於日後如果還有類似社群活動，他們還是很樂意參加，算是對所有參與

此次「E 世代羅密歐與茱麗葉」的老師群和助理們一個小小的鼓勵。 

  

D. 使用 E-learning 教學網站： 

本年度上下學期延續使用 E-learning 教學平台。本年度重點在改善多媒體內容

的呈現效果。我們採用 quicktime 的影音壓縮方式，使得多媒體檔容量變小、

畫質提高，讓學生更方便下載觀看。（見圖十） 

 

5. 人力運用情形： 

甲、分項計劃一：設置「高階中文閱讀寫作電子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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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項計畫一由中文系劉承慧教授擔任主持人，中文系蔡英俊教授、專任助理

鄭雅娣小姐以及中文系碩、博士班研究生成立工作小組，建置「中文閱讀與寫作

電子資料庫」並編寫「大學中文寫作」詴用教材。中文系博士班研究生蔡柏盈、

王萬儀、何立行、陳柏伶、蘇虹菱、向懿柔和碩士班研究生薛米鈞負責資料庫的

選文工作。同時蔡柏盈、王萬儀、何立行、薛米鈞、鄭雅娣也負責「大學中文寫

作」的編務。 

蔡柏盈、王萬儀、何立行、向懿柔、陳柏伶是本計畫第一批大學中文寫作的

專業教師，93 學年度起開始教授「大學中文寫作」、「基礎寫作」。 

本計畫資料庫設計、線上工具開發以及網頁維護等工作，由資訊工程研究所

博士班研究生林俊隆以及大學部黃瀚萱同學負責。輸入及校對工作由中文系大學

部學生以工讀方式協助完成。 

 

乙、分項計畫二：提昇資訊化時代大學生英文讀寫能力 

分項計畫二由外語系徐憶萍教授擔任計畫主持人，透過會議規劃年度方向，

並隨時掌握計畫的執行進度。參與的陳詵雯和吳文舜兩位老師則負責線上輔助教

材的編審，以及英文寫作交友社群平台「E 世代羅密歐與茱麗葉」的設計、製作與

推展。專任助理林鴻裕先生除了維護本網站，也重新將網站組織改版成為更加清

晰的介面，兼任助理陳冠廷先生負責新英文寫作交友平台的建置，另一位兼任助

理林嘉瑜小姐則協助計畫的行政事宜。 

 

6. 經費運用情形： 

甲、分項計劃一：設置「高階中文閱讀寫作電子資料庫」 

分項計畫一之經費運用情形大致能符合預定執行率。由於本計畫重點在建置

「高階中文閱讀與寫作電子資料庫」與編寫「大學中文寫」，需要大量人力從事相

關工作，也需要大量的文本資料，因此本計劃經常門部份在人事及書籍上的比例

較高。 

 

乙、分項計畫二：提昇資訊化時代大學生英文讀寫能力 

分項計畫二之經費使用情形，均符合預定執行的項目。 

 

7. 計畫績效執行指標及其執行成效： 

本計劃各分項計劃之第二年執行成果大致能達成預期的內容規劃與目標，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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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述如下： 

甲、分項計劃一：設置「高階中文閱讀寫作電子資料庫」 

分項計劃一本年度計劃之執行成果主要是在撰寫「文類分析寫作指導」、「碩

士論文寫作原則」並且擴充閱讀寫作資料庫之內容。目前我們已完成了四大 文

類的分析寫作指導手冊初稿（詳見附件一），並將已完成校對之文件上傳至電子資

料庫。 

分項計劃一年度查核點 

年度 子計劃一 進度 

91 一、資料庫訂定中文典範文字標準以及設定系統操作程式 

二、編寫中文寫作訹商指導手冊初稿 

一、已完成 

二、已完成 

92 一、資料庫撰寫自動校對程式以及相關應用程式 

二、修訂中文寫作諮商指導手冊初稿 

一、已完成 

二、已完成 

93 一、資料庫撰寫線上編輯程式以及開發統計軟體工具 

二、編寫中文寫作諮商指導手冊定稿 

一、已完成 

二、已完成 

94 一、資料庫完成，大學程度讀寫能力檢定標準 

二、編選大學程度現代中文閱讀資料彙編與範文選讀教材 

 

 

乙、分項計畫二：提昇資訊化時代大學生英文讀寫能力 

分項計畫二第三年度的執行方向著重於大一英文課程部分，主要研發本年度

指定課本的線上輔助教材，以及推展新的英文寫作交友社群平台「E 世代羅密歐與

茱麗葉」。另外，參與計畫的教授與老師根據計劃的執行成果產出以下四篇研討會

論文： 

1) Hsu, A. Y., & Chen, S. (2005). Online discussion boards in Freshman English classes: 

Dialogue between theory and practice. Proceedings of the 2005 Taiwan TESOL 

Conference, 128-138. 

2) Hsu, A. Y., & Chen, S. (2005). Reading academic materials in English:Techniques, patterns, 

and views among Freshman English students. 

Proceedings of the 2005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and Workshop on TEFL & Applied 

Linguistics, 188-196. 

3) Hsu, A. Y., & Chen, S. (2004, November). The effectiveness of online discussion boards in 

language learning. Paper presented at the 13t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Eng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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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ching, Taipei, Taiwan. 

4) Wu, W. S. (2004). Comparison of web-enhanced learning environments in an e-learning ag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Thirteent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and Book Fair on English Teaching, Chien Tan Overseas Youth Activity Center, 

Taipei, Taiwan. (pp.659-6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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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全校英語課程首頁 

 

 

 

 

 

 

 

 

 

 

 

圖二、大ㄧ英文團隊 

 

 

 



 17 

圖三、線上輔助教材 

 

 

 

圖四、「E 世代羅密歐與茱麗葉」平台：配對分組角色扮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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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E 世代羅密歐與茱麗葉」平台：匿名線上對話 

 

 

 

 

 

 

 

 

 

 

 

 

圖六、「E 世代羅密歐與茱麗葉」平台：九宮格顯示真實照片 

 

 

 

 

 

 

 

 

 

 

 

 

 



 19 

圖七、「E 世代羅密歐與茱麗葉」平台：發送私人訊息 

 

 

 

 

 

 

 

 

 

 

 

 

 

圖八、「E 世代羅密歐與茱麗葉」平台：即時 Email 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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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九、「E 世代羅密歐與茱麗葉」平台：學生使用情形之 excel 檔 

 

 

 

 

 

 

圖十、E-learning 教學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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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一、E-learning 教學平台：學生影片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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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度計劃查核點執行情形 

 

計畫序號 

及名稱 
全程計畫查核點 

執行進度 落後原因

說明 超前 符合 落後 

總 

計 

畫 

提
昇
資
訊
化
時
代
大
學
生
中
文
與 

英
文
讀
寫
能
力 

1.資料庫寫線上編輯程式以及開發統

計軟體工具 
 符合   

2.編寫中文寫作諮商指導手冊(定稿)  符合   

3.其中評量網路教學績效  符合   

4.製作維護及更新各項教材  符合   

5.撰寫年度報告  符合   

 

 

五、所面臨問題與因應措施 

甲、分項計劃一： 

現階段讀寫資料庫收入兩種作品，一種是典範文章，主要是作為教學的推荐讀

物之用，另一種是學生習作，是為了教學研究之用。學生習作是不公開使用的中文

教學研究材料，不涉及侵權的問題。典範作品需要向著作權人請求使用權，這個工

作今年度囿於人力及經費短缺，還沒有開始進行，因此讀寫資料庫目前無法對外公

開。 

上年度所收錄之典範文章，多在民初寫成，需耗費大量人力進行輸入與校對工

作。本年度選入的文章多出自近期的報章雜誌，可直接取得電子檔，省去不少輸入

校對人力，但相對則有使用權問題需要解決。 

建置資料庫需要語文與資訊兩方面的人力，資料品質的良窳、檢索工具的便利

與否，都取決於參與建置資料庫的人才素質高下以及人力多寡。本年度的計畫人事

經費不足，由寫作中心其它人事經費代為支應，下年度人事經費上必頇作更有效的

處置。 

 

乙、分項計劃二： 

本計劃承蒙教育部「提昇大學基礎教育計畫」清華大學提昇資訊化時代大學生

之讀寫能力（Improving university-level reading and writing instruction in an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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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e）計畫補助（MOE 乙-91-FA04-4, 2002/9-2006/8），特此致謝。本文屬子計畫二英

文部分，感謝陳詵雯老師在編審大一英文指定課本的輔助教材之餘，也和吳文舜老

師共同催生新設計的寫作平台，吳文舜老師更針對寫作平台的使用設計問卷，本文

由所有參與計畫的老師規劃執行後，共同撰寫完成，在此致上深深的感謝。另外，

對於專任助理林鴻裕先生，以及兼任助理陳冠廷和林嘉瑜的協助，在此也一併致

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