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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同學， 
 

恭喜你加入輔大英文系這個大家庭！我們相信你的選擇是正確的﹔身為綜合大學，輔大

共有 11 個學院，學習環境優良。輔大英文系更是全國知名系所，提供紮實又活潑的全英語

教學。茲列舉一二輔大優良教學的事實列舉如下︰ 
 
教學環境 1. 輔大系所完整, 學生有充分之機會跨系選課, 或選修跨領域學程, 輔系, 

或雙學位.  
2. 捷運新莊線已經通車，出口鄰近本校大門。 

教學品質 1. 輔大系所評鑑全數通過，連續 12 年蟬聯教學卓越大學, 自有教卓計畫以

來即備受肯定. 
2. 輔大榮獲教育部 2010 年度品德教育績優學校 

國內排名 1. 2013 年遠見雜誌「2013 全台大學聲望調查」高三學生篇，輔大於人文

社會科學領域為第四名，為私立大學第 1 名。(102 年 1 月) 
2. 2016 年 1111 人力銀行 2016 雇主最愛大學，輔大居私立龍頭。(105 年 1

月) 
3. 2016 年輔大獲選《Cheers》調查全國「TOP 20」辦學績優學校。(105 年

2 月) 
4. 2016 年遠見調查上市上櫃公司「2016 企業最愛大學生」 輔大名列前十。

(105 年 2 月) 
國際合作 豐富的國際網路及夥伴關係，目前共有 358 所姊妹校，2009 年成立臺灣歐

洲聯盟中心。 (2016 年 7 月) 
國際排名 1. 2016 年獲英國《泰晤士高等教育》專刊評為亞洲大學排行前 200 名。(105

年 6 月) 
2. 英國高等教育調查機構 QS2013 年 5 月 9 日公布的「全球大學學科前 200

大排行榜」報告指出，台灣的大學在人文與社會科學表現較弱，但"...
輔大的英語系表現不俗。" 

 
由現在到九月入學，還有一段時間。你打算如何運用呢？輕鬆旅遊，增廣見聞？打工或志

工服務，增加社會經驗？這些都是很好的想法，但是不要忘了持續學習和改進英文喔﹗這

裡我們由教學的角度，在此提供一些自主學習的建議，希望藉此豐富你的假期︰ 
 
   （如果你還沒有考過英語能力測驗）針對一個特定語測1，買些參考書來

                                                 
1入學學生如已通過全民英檢中高級複試，入學後即逕修讀第二外國語課程（校訂必修），如未通過，則須修讀

外國語文(英文)課程。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ENGLISH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New Taipei City 242, Taiwan, R.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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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並設定考試日期，積極準備。 
  多看英語書籍(如簡易小說)、多聽英語發音之廣播、電影或電視節目，試著

閱讀一些英文的文學作品。 
  學習以英文寫日記，可以自選主題，記下生活上有趣或讓你感動之人、事、

物，每週至少3篇；盡量利用機會思考並以英文表達想法。 
  開始發展自己的專長和興趣，擬定讀書計劃，自由地閱讀你一向想讀的書，

如世界名著、心理學、藝術欣賞、電影理論等書籍。中文書籍亦不可偏廢，

畢竟中文是我們母語。 
 
自己學習很無聊？來利用下面的學習資源吧﹗ 
I. 線上英語自學中心(http://ce.etweb.fju.edu.tw/self_learning.html)︰有開放資

源、自學課程，還有小老師帶領會話與作文練習。 
II. AIEDL 中高級英語數位課程︰暑期課程課表請見網站

（http://www.etweb.fju.edu.tw/elite/aedl/aedl.htm）或參考附件。建議你修中級課

程，這些課程可以算入畢業的「一般選修」學分，報名時間及課程資訊，請見推廣部網站。 
 
八月放榜之後，學校的註冊組會將新生註冊與選課等相關須知上傳至新生專

區：http://www.fju.edu.tw/article.jsp?articleID=7，請自行上網瀏覽相關資料。如未收到資訊

或是表格不知如何填寫，請逕與註冊組連絡（2095-2221、2905-2222）。暑假期間學長姐

會舉辦迎新茶會，本校會於開學前舉辦新生訓練（9 月 15 日）及新生家長日，開學後本

系學會將舉辦迎新生活營。希望這些活動可協助你與父母親認識學校環境、系上的老師與

學長姐、了解系上的課程與相關活動，請踴躍參加給予支持。 
 

再次歡迎你的加入，願你擁有豐富的四年！ 
 
耑此，祝 
 

  平安健康、學業順利！ 
 

 

輔仁大學英國語文學系敬上 

2017 年 5 月 10 日 

http://www.fju.edu.tw/article.jsp?articleID=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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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大的準新生們，歡迎進入輔仁大學的學習殿堂！ 
想要在暑假先修大學課程嗎？ 

炎炎盛夏 
5 門英語數位課程 
學習不限時空！ 

 

 課名 教師 

讀(中) ※ 英文閱讀(二):新聞英文閱讀-網 吳娟 
寫(中) ※ 主題式閱讀與寫作-半網 陳奏賢 

說/應用(中) ※  中英雙向翻譯入門-半網 劉子瑄 
聽讀(中) ※  語測聽讀(TOEIC)-網 李桂芬 
說(中) ※  商務聽力與會話-半網 李欣欣 

 

 

上課時間 105暑期：105年 7月 3日至 105年 8月 11日  

（共六週；每週六小時；到校 3 或 6次）（106/8/21-8/25 全校共休，停課一週） 

上課地點 1、網路學習：「群英網」教學平台（http://ce.etweb.fju.edu.tw/engsite/）。 
實地上課：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 510 號輔仁大學。 
 (上課地點查詢: https://goo.gl/WKbUEP) (網頁打開後按課程旁，地球的圖) 

學分數 一門課 2 學分 

課程介紹 請見 AIEDL 網站 http://www.etweb.fju.edu.tw/elite/aedl/aedl.htm 

上課模式 全網︰到校上課 9 小時 

半網︰到校上課 18 小時(總授課時數一半)  

學分承認︰ AIEDL 暑期課程四門課為主題式課程，每一門課: 

 可抵免一堂全人外語-大二英文課程(2 學分)； 
 皆為輔大「英語菁英學程」承認； 
 ※者為輔大「國際企業管理學程」承認學分； 
 一門課不得重複抵免多堂課。 

修課 

請注意！ 

1) 暑修課程六週相當於學期間 18 週課程；課程緊湊。 

2) 除非非常認真、喜好英文者，不建議於暑期修習兩門課。 

3) 請注意到校時間！如不克出席，須先向課程教師和助教請假。 

 
課程簡介--105暑期課程 

1. 英文閱讀(二)︰新聞英語閱讀--網   2 學分 ; 教師︰吳娟 
上課時間︰禮拜三 上午 9:10 – 12:00 
面授上課時間︰三次；日期 7/5(SF337 教室)、7/12(SF337 教室)、8/9 (教室 JSB16) 
增進同學閱讀英文報紙的興趣和能力﹐並培養宏廣之世界觀。修畢本課程之學生應能 

 藉有效的導讀技巧，掌握英文時事文章之主旨、大意、句型及字彙； 

 獨立閱讀英語週報、商業或運動雜誌期刊；迅速過濾資訊並彙整歸納； 

 迅速掌握正確英語新聞發音、重音及英語新聞播報技巧。 
第一週無法到校上課者，請勿選修此門課。 

https://goo.gl/WKbUEP
http://www.etweb.fju.edu.tw/elite/aedl/aedl.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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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主題式閱讀與寫作-網   2 學分﹔教師︰陳奏賢 
上課時間︰禮拜一 上午 09:10- 12:00 
面授上課時間︰六次；日期 7/3 (SF337 教室)、7/10(SF337 教室)、7/17、7/24、7/31、8/7 (除 7/3、7/10，
其餘上課教室 ES309) 
培養學生英文閱讀之能力，並從基礎開始建立對英語閱讀及寫作的能力及信心。 
 培養同學閱讀英文文章的理解能力； 
 找出文章重點、做筆記，及整理文章大意； 
 分析文章及段落結構； 
 運用上述技巧寫作，並藉由閱讀增進寫作能力。 

第一週無法到校上課者，請勿選修此門課。 
 

 
3. 中英雙向翻譯入門－網   2 學分﹔教師︰劉子瑄 
上課時間︰禮拜一 下午 13:40 - 16:30 
面授上課時間︰六次；日期 7/3 (SF337 教室)、7/10(SF337 教室)、7/17(教室 ES309)、7/24(SF337 教室)、
7/31(教室 ES309)、8/7(教室 SF337) 
提升學生中、英文寫作能力。 
 培養學生分辨中、英語言異同的能力； 
 了解中／英轉換的策略與藝術； 
 培養翻譯與寫作的技巧； 
 擴充英文字、辭彙和諺語，以及通過全民英檢中級寫作中的翻譯項目。 

第一週無法到校上課者，請勿選修此門課。 
 

 
4. 語測聽讀(TOEIC)--網   2 學分﹔教師︰李桂芬 
上課時間︰禮拜三下午 13:40 - 16:30 
面授上課時間︰三次；日期 7/5、7/19、8/9(教室皆在 SF337) 
模仿多益語測的施測題型，針對聽力、閱讀兩大方面製作語言學習教材。修畢本課程之學生

應可具備下列能力： 

   了解多益測驗要求，增加應試技巧； 

   熟悉商業英文及文章架構； 

   增加字彙量及正確的文法概念； 

 自行準備多益聽力及閱讀測驗。 

第一週無法到校上課者，請勿選修此門課。 
 

5. 商務聽力與會話-半網   2 學分﹔教師︰李欣欣 
上課時間︰禮拜五 (第一週上兩次課星期二(7/4)，星期五(7/7)一次) 上午 09:10- 12:00 
面授上課時間︰六次；日期 7/4 、7/7、7/14、 7/21、 7/28 、8/4(教室皆在 ES309) 
提供密集商務聽力與會話訓練，以 

 增進學生在會議、報告、社交與打電話等場合使用英語能力； 

 增加如推薦、要求、同意、反對、闡述與釐清等英語技巧； 

 改進商務禮儀與了解跨文化差異； 

 增進商務領域之溝通能力。 

第一週無法到校上課者，請勿選修此門課。 
 
■ 報名繳費期間: 106/6/19-106/6/22 下午 3 時止 (錄取以繳費為準)  名額有限，額滿為止。 
■ 報名地點： 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五一Ｏ號──輔仁大學推廣部（舒德樓二樓）。 

報名方式：現場報名--攜帶錄取通知書、國民身份證、一吋相片一張至本部櫃台填寫報名資料卡，並可採用

現金、或以信用卡（VISA 或MASTER）刷卡繳費。郵寄資料--報名表（表單下載>本部學員相關表單>「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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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學分班報名表」）及相關報名資料（身份證影本、錄取通知書、大頭照）、郵政匯票開抬頭「輔仁大學學

校財團法人輔仁大學」。地址：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 510 號 推廣部  戴小姐或翁小姐收。 

網址：http://www.ext.fju.edu.tw 

收費標準：特別優惠新生！免雜費與報名費，一學分 1,386 元。 

( 如欲申請「暑期住宿」請來電登記宿舍，登記起迄時間於 5/24 前逾時不候，本校住宿分

為長住及短住，短住時間為 06/27(二)～07/31(一)；或 08/01(二)～09/07(四)；長住時間為

06/27(二)～09/07(四) )。  

洽詢連絡：  

                                            輔大推廣部：戴靖文小姐 

                                            Tel: (02) 2905-3731 #105，E-mail: 092265@mail.fju.edu.tw 

輔大英文系助理：馬政琪小姐  

Tel: (02) 2905-2164，E-mail: ceweb.admin@gmail.com 

 

http://www.ext.fju.edu.tw/
mailto:092265@mail.fju.edu.tw
mailto:ceweb.admin@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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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同學，

恭喜你加入輔大英文系這個大家庭！我們相信你的選擇是正確的﹔身為綜合大學，輔大共有11個學院，學習環境優良。輔大英文系更是全國知名系所，提供紮實又活潑的全英語教學。茲列舉一二輔大優良教學的事實列舉如下︰


		教學環境

		1. 輔大系所完整, 學生有充分之機會跨系選課, 或選修跨領域學程, 輔系, 或雙學位. 

2. 捷運新莊線已經通車，出口鄰近本校大門。



		教學品質

		1. 輔大系所評鑑全數通過，連續12年蟬聯教學卓越大學, 自有教卓計畫以來即備受肯定.

2. 輔大榮獲教育部2010年度品德教育績優學校



		國內排名

		1. 2013年遠見雜誌「2013全台大學聲望調查」高三學生篇，輔大於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為第四名，為私立大學第1名。(102年1月)

2. 2016年1111人力銀行2016雇主最愛大學，輔大居私立龍頭。(105年1月)

3. 2016年輔大獲選《Cheers》調查全國「TOP 20」辦學績優學校。(105年2月)


4. 2016年遠見調查上市上櫃公司「2016企業最愛大學生」 輔大名列前十。(105年2月)



		國際合作

		豐富的國際網路及夥伴關係，目前共有358所姊妹校，2009年成立臺灣歐洲聯盟中心。 (2016年7月)



		國際排名

		1. 2016年獲英國《泰晤士高等教育》專刊評為亞洲大學排行前200名。(105年6月)

2. 英國高等教育調查機構QS2013年5月9日公布的「全球大學學科前200大排行榜」報告指出，台灣的大學在人文與社會科學表現較弱，但"...輔大的英語系表現不俗。"





由現在到九月入學，還有一段時間。你打算如何運用呢？輕鬆旅遊，增廣見聞？打工或志工服務，增加社會經驗？這些都是很好的想法，但是不要忘了持續學習和改進英文喔﹗這裡我們由教學的角度，在此提供一些自主學習的建議，希望藉此豐富你的假期︰

·   （如果你還沒有考過英語能力測驗）針對一個特定語測
，買些參考書來看，並設定考試日期，積極準備。

·  多看英語書籍(如簡易小說)、多聽英語發音之廣播、電影或電視節目，試著閱讀一些英文的文學作品。

·  學習以英文寫日記，可以自選主題，記下生活上有趣或讓你感動之人、事、物，每週至少3篇；盡量利用機會思考並以英文表達想法。

·  開始發展自己的專長和興趣，擬定讀書計劃，自由地閱讀你一向想讀的書，如世界名著、心理學、藝術欣賞、電影理論等書籍。中文書籍亦不可偏廢，畢竟中文是我們母語。

自己學習很無聊？來利用下面的學習資源吧﹗


I.
線上英語自學中心(http://ce.etweb.fju.edu.tw/self_learning.html)︰有開放資源、自學課程，還有小老師帶領會話與作文練習。


II.
AIEDL中高級英語數位課程︰暑期課程課表請見網站（http://www.etweb.fju.edu.tw/elite/aedl/aedl.htm）或參考附件。建議你修中級課程，這些課程可以算入畢業的「一般選修」學分，報名時間及課程資訊，請見推廣部網站。

八月放榜之後，學校的註冊組會將新生註冊與選課等相關須知上傳至新生專區：http://www.fju.edu.tw/article.jsp?articleID=7，請自行上網瀏覽相關資料。如未收到資訊或是表格不知如何填寫，請逕與註冊組連絡（2095-2221、2905-2222）。暑假期間學長姐會舉辦迎新茶會，本校會於開學前舉辦新生訓練（9月15日）及新生家長日，開學後本系學會將舉辦迎新生活營。希望這些活動可協助你與父母親認識學校環境、系上的老師與學長姐、了解系上的課程與相關活動，請踴躍參加給予支持。

再次歡迎你的加入，願你擁有豐富的四年！

耑此，祝

  平安健康、學業順利！

輔仁大學英國語文學系敬上

2017年5月10日

�入學學生如已通過全民英檢中高級複試，入學後即逕修讀第二外國語課程（校訂必修），如未通過，則須修讀外國語文(英文)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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