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6 年英語文先修營(Pre-Arrival Program)報名資訊及課程介紹
恭喜你成為亞洲大學/世界百大的一份子!
身為大學新鮮人的你想在開學前先認識世界百大的亞洲大學，體驗大學教學模式，抵免英文學分
嗎？想把握亞洲大學 3+1，8+1 等各項海外研習、交換、實習及志工的機會嗎?亞洲大學「英語文
先修營」結合各項好康活動，竭誠歡迎你來參加。名額有限，欲報從速!

招生對象:
106 年度「繁星推薦」、「個人申請」錄取之亞洲大學新生，學測英文成績 8 級分以上，對英
文學習有興趣，並期待於大二、三出國研習/交換或赴海外實習或擔任國際志工之新生。
*鼓勵 8 級分以下積極學習之學生將開設「培力班」一班，名額有限，敬請把握!

學分抵免:
亞大新生完成本先修學程，將授予 128 小時學習證明，同時符合下列兩項要求者，可辦理英
文學分抵免：
(1) 6 週線上課程完成至少 48 小時線上練習，並於 7 月 17 日(始業式當日)通過線上測驗。
(2)完成 4 週校園實體課程，並通過多益(TOEIC) 700 分抵免門檻，可抵免大一通識英文 6
學
分。

授課方式:
4 週實體課程以外師全英語教學為主，中師多益解題為輔。強調口語表達能力及 email 寫作技
巧，並安排戶外文化與生態教學。

費用收取:
亞大提供 4 週免費中外師課程、講義教材、線上學習軟體帳號和正式多益專案考試一次(僅提
供成績訊息供學分抵免使用，恕不提供個別成績單及證照)，學員只須負擔半價住宿費、餐費
及教科書費用。
自費項目:
項目
價格
備註
住宿費(半價優惠)
2,100 元
7/16~8/12(含星期六、日)
餐費
3,400 元
7/17~8/12(不含星期六、日)，
170 元/日
保險費
169 元
保險期間 7/16~8/12
戶外參訪門票
100 元
亞洲現代美術館優待票
教用書
-依實際購買價格而定(約$1000~1200)
保證金
2000 元
實體課程出席率達八成以上，並參與正式多益
專案考試取得成績者，保證金將全額退還
總計
7769 元(未含教用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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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arrival Program 重要日程
日期

活動

備註

即日起~ 5 月 19 日(五) 線上報名
5 月 24 日(三)
6 月 02 日(五)
(1)
(2)
(3)
(4)
(6)

6 月 07 日(三)～
7 月 14 日(五)
7 月 03 日(一)～
7 月 12 日(三)
7 月 16 日(日)
7 月 17 日(一)
～8 月 10 日(四)

8 月 11 日(五)

線上公告錄取名單，並開
始繳費
下午 17:00 前繳費截止
線上課程開始

名額 240 名，擇優錄取，額滿為止。
線上報名網址：https://goo.gl/wp2BWk
錄取者始收到繳費通知
逾期未繳費視同放棄
繳費完成始收到線上課程帳號

(5) 線上公告住宿相關事項

住宿相關事項亦寄至個人報名時所留之電
子郵件帳號
(7) 下午 3:00~晚上 6:00 為提
(8) 未於報名時提出提前住宿需求者，須於 7
前住宿之報到時間
月 14 日(五)前另通知本中心。
實體課程開始 (於亞洲大學上課)
7/17 早上 9:00~10:50：辦理報到(登記入住並繳交鑰匙保證金 100 元)
11:00~12:00:始業式
下午 13:00~15:00：線上課程後測
15:10~17:00:校園導覽
9:00~12:00 亞大 TOEIC 測驗(專案測驗)
13:00- 14:00: 結業式

報名方法:
至報名網址填寫報名資料或至亞洲大學語發中心(M201)現場填寫報名表，並於期限內完成繳
費後，本中心將以 e-mail 回函確認。收到本中心之回函，始完成手續。

報名網址：https://goo.gl/wp2BWk
**更多課程資訊，請上語發中心網頁查詢: http://cltr.asia.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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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大學~2017中區大學新生英語強化營~
Asia University~2017HEAD START English Summer Camp for College
Freshmen
一、 活動目的
亞洲大學為中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開設「大學新生英語強化營」，期利用新生入學前
進行為期兩週，共計90.5小時之密集英語能力訓練課程，培養學生具備通過英語文能
力畢業條件，亦體驗全英語授課的環境與大學生活，提前為大學做準備。

二、 課程目標
1.

針對即將就讀亞洲大學之106學年度大一新生規劃，三大課程目標分別為：
通過進階級英檢程度：透過聽、說、讀、寫全方面英語訓練，加強英語檢定練習與應考
實力，通過多益550分校訂英語能力畢業門檻。

2.

提升實用英語溝通與表達能力：由國內外優質師資共同授課，提供全英語授課的學習環
境，透過聽、說、讀、寫全方面英語訓練，提升準新鮮人英語口語溝通與表達能力。

3.

培育大學入門-第零哩路能力：透過小組教學助理機制、小組合作、住宿體驗等課程安
排，提升準新鮮人應有之主動學習、獨立自主、時間管理、與團體生活等經驗，順利與
大學生活接軌。

三、 招收對象：
符合以下資格者，皆可申請參加「亞洲大學~2017中區大學新生英語強化營甄選」
，待審查後公告入選結果。
(一) 已通過亞洲大學甄試錄取之準大一新生。
(二) 英文成績符合以下其中一項：
1. 建議學測英文科成績8-11級(含)。
2. 高中期間曾考過英語檢定考試，程度等同於多益(TOEIC) 350~550分。(等同於全民英
檢初級複試~中級、托福紙筆測驗(TOEFL ITP) 337~460分、雅思測驗(IELTS) 3~4級等
成績)。
＊成績單/證書有效期間為兩年。

四、重要日程：
日期
5月9日(二)~6月9日(五)

6月16日(五)~6月23日(五)

7月30日(日)
7月31日(一)~8月11日(五)
8月11日(五)

活動
統一採取線上報名，請先下載活動簡章，填寫完
報名表後再進行線上報名，並上傳完整報名資料
電子檔。
*亞大新生選填學校，請以亞大為第一志願，始
在亞大校園進行課程。
繳交活動代辦費1,097元至靜宜大學專款帳
戶。未完成繳費，否則視同放棄，直接進行遞補。
錄取者需上傳以下資料於中區官網各入選學
校繳交資料專區始完成報名：

8/11(五)場次多益報名證明(電子報名確
認信截圖)及繳費收據。

活動代辦費1,097繳費收據影印本
至錄取學校報到
課程進行
早上進行成果發表簡報，下午進行正式多益測驗
考試場地：參與課程之各校場地。
考試時間：14:00~16:30

五、 活動報名
(一) 活動網址：http://www.cttlrc.fcu.edu.tw/(請至中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網站下
載簡章及報名表)
(二) 報名時間：106年5月9日(二)起至105年6月9日(五)止。
(三) 報名方式：一律採線上報名，於報名網頁
http://www.cttlrc.fcu.edu.tw/SignupList.aspx上傳完整報名資料及佐證文件電子
檔，始完成報名程序。
(四) 報名相關事宜
1. 報名應繳資料：各項資料請於報名前確實查核無誤。
(1) 報名表：請詳細完整填寫，以確保自身權益，資料經確認寄出後，即不得以任何
理由要求更改，請審慎填寫。。
(2) 證明資料：
A. 英文成績證明(擇一即可，需與報名表填寫內容相符)：
a. 106學年度學測英文科成績單
b. 英語檢定測驗成績單/證書 (成績須符合規定且有效期間為兩年內)。
B. 大學錄取通知單
(3) 活動切結書，含學生、家長親筆簽名 (缺一擇視為資料不齊全) 。
(4) 中、低收入戶者，請檢附當年度之中、低收入戶證明，以茲參考。
六、 活動費用:共1,097元整(不含多益報名費用，多益報名費請於報名考試時完成繳交)
(一) 課程費用：免費。
(二) 代辦項目：新台幣1,097元整，協助代辦保險及課程教材等項目。
(三) 食宿費用：以亞洲大學公告為原則，於報到時繳交。
(四) 中、低收入戶錄取者，以亞洲大學補助辦法辦理。

七、招生名額:
每班招收40人。報名時請以亞大為第一志願，否則將分發至他校。

英語文先修營(Pre-Arrival Program)與中區英文強化營
對照表
英語文先修營

課程時間

(Pre-Arrival Program)
10 週(6 週線上課程，
4 週實體課程)

中區英文強化營~亞洲大學班
2 週(實體課程)

上課地點

亞洲大學

亞洲大學

在校課程
起訖時間

7 月 18 日~8 月 11 日

7 月 31 日~8 月 11 日
4,972 元

費用

7,769 元
註:含兩千元保證金

註二:1,097 元辦理費用繳交至中區；
$2,675 元食宿費繳交至亞大;$1,200 多益
報名費用繳交至官方考試舉辦公司

測驗工具

多益測驗

多益測驗

考試證明

提供成績供校內學分抵免使用，
專案測驗恕不提供個別成績單

提供多益成績單

報名時間

即日起至 5 月 19 日

5 月 9 日~6 月 9 日

參加人數

240 人(6 班)

40 人(1 班)

錄取標準

8 級分以上，依成績分級授課，8
級分以下參加培力班

8~11 級分

錄取確認

未超過開班名額，亞洲大學學生
原則皆綠取

報名學生將經中區區域資源中心資格
審查，不在 8~11 級分範圍內不予錄
取

報名網址

https://goo.gl/wp2BWk

http://www.cttlrc.fcu.edu.tw/SignupList.
asp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