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學海展翅計畫
「英語全集中! 2021 展翅研習營」
報名簡章
~蟄伏是為了等待展翅高飛~
一、 計畫目的：
本校學海展翅計畫（SOAR English Program）（以下稱本計畫）為培養本校學生具
備國際溝通的語言能力、展現合宜的溝通行為，藉由體驗外國文化，能夠尊重及欣賞文
化差異，擴展國際視野。以提升學生英文能力為主軸，著重培育學生具備「溝通力」與
「適應力」，厚植學生國際移動競爭力。
二、 計畫簡介：
學海展翅計畫啟動至今已邁入第五個年頭，雖然 2020 年爆發新冠肺炎（COVID19）影響全球旅遊疫情之際，學生赴海外交流活暫緩辦理，國際學習腳步卻不能停歇!
今（2021）年我們秉持展翅 S.O.A.R 核心精神，移地至國內辦理「英語全集中! 2021 展
翅研習營」
；本營隊除規劃掌握國際脈動之專業英語課程外，更首創與菲律賓姊妹校外
籍教師合作開設線上主題式講堂，並安排國際生共同參與文化體驗活動，以及舉辦英
語成果分享競賽，期望藉由實地參與、即時互動及反思回饋，營造英語多元學習環境，
全方位提升學生英語聽、說、讀、寫、思的能力。
三、 營隊特色：
(一) 沉浸式情境教學：語言的發展跟情境認知的發展是平行的，採用將語文融入日常生活
情境的教學方式，建構自然英語溝通學習情境。
(二) 多元課程設計：以語文教學、小組學習活動、角色扮演、專題探討等課程單元組合，
引發學員學習動機及樂趣。
(三) 專業英語師資：除由本校外語中心嚴選具豐富教學經驗的專業英語認證師資，另外首
創與菲律賓姊妹校外籍教師合作開設線上主題式講堂。
(四) 國際時事參與：課程主題涵蓋國際時事脈動，關心全球議題如 SDGs、COVID-19 等，
深入淺出引導學員建立國際化的英文思維。
(五) 國際學伴交流：招募本校英文語系國家之外籍生擔任國際學伴，與本籍生學員運用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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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進行互動交流，增進國際理解並尊重不同文化間的異同。
四、 活動日期：2021 年 6 月 28 日（星期一）至 7 月 3 日（星期六），每日上午 9 時至下午
5 時，共計 6 日。
五、 活動地點：建工校區（教室地點另行公告）
六、 參加對象：本校專科部、大學部及研究所（不含在職專班）在學學生。
七、 活動人數：
(一) 本籍生每班 25 人，預計招收四班共計 100 人。
(二) 國際生（學伴）每班 2 人，預計招收四班共計 8 人。
八、 營隊費用及補助規定：
(一) 每人新臺幣 9,750 元（含學費、教材講義、活動材料、校外體驗活動及車資/旅遊平安
險、及結業證書等），獲錄取學生可全額補助。
(二) 獲錄取學生請於公告錄取後一周內繳納 1,000 元保證金，只要符合退費規定，就可於
營隊課程結束後，辦理退費。具中低收入者身分者提出證明則無須繳交保證金。
(三) 除最後一日之校外活動外，營隊上課期間之個人食宿及交通請自理，若有需要，請向
住宿服務組申請「暑期住宿」，住宿費用由個人負擔。
(四) 獲核定補助學生，應於營隊課程結束後一周內繳交「展翅研習心得報告」及活動意見
調查表。
九、 計畫期程與營隊課程規劃：
(一) 2021 展翅計畫期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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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營隊課程規劃

*本課表可能依錄取學員人數及實際狀況調整。

十、 展翅英語成果分享競賽：
展翅 SOAR 核心精神最終價值在「R」- Rise 提升自我，為鼓勵學生展現所學成果，
預計於 2021 年 10 月辦理「微電影競賽」及「英文競賽」
，邀請全校師生共襄盛舉。此
兩項競賽可分別報名參加，優勝者將獲頒獎金及獎狀。成果分享競賽說明如下：（參賽
簡章另行公告）
(一) 超「展」開微電影創作競賽：
參賽資格為個人或團體（2-4 人）組隊，可本籍生與外籍生組隊參加，影片類型可
以「紀實」或「劇情」擇一形式拍攝。參加影片經評審評定獎勵如下：
1.

金獎一名：獎金新臺幣 12,000 元。

2.

銀獎一名：獎金新臺幣 10,000 元。

3.

銅獎一名：獎金新臺幣 8,000 元。

4.

佳作三名：獎金新臺幣 2,000 元。

(二) SOAR Talks 英語競賽：
分為作文與口說兩種競賽項目，作文項目參賽資格為個人，口說項目參賽資格為
團體，分別說明如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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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筆戰組：參加學生（限本籍生）撰寫一篇英語作文，每篇作文字數二千字以上，

評分標準為內容、結構、文法、修辭、標點與拼字等。經評審評定獎勵如下：
(1) 特優一名：獎金新臺幣 5,000 元。
(2) 優等三名：獎金新臺幣 3,000 元。
(3) 佳作三名：獎金新臺幣 1,000 元。
2.

團體舌戰組：參加學生以 2-4 人組隊（可本籍生與外籍生組隊），發表時可 1 人或
多人上台，發表時間為 6-8 分鐘，評分標準包括演講內容、英語表達能力及台風等。
經評審評定獎勵如下：
(1) 特優一名：獎金新臺幣 15,000 元。
(2) 優等三名：獎金新臺幣 10,000 元。
(3) 佳作三名：獎金新臺幣 5,000 元。
(4) 台風獎數名：獎金新臺幣 300 元。
敘獎名額依據參與學生人數及表現審酌，各獎項必要時得從缺或以增加名額之方式

辦理。
十一、 營隊報名須知：
(一) 報名方式：採線上報名 https://pse.is/3cz57e
(二) 報名期間：2021 年 4 月 1 日至 2021 年 5 月 9 日下午 23 時 59 分止。(延長)
(三) 審核期間：2021 年 5 月 10 日至 5 月 13 日。(順延)
(四) 錄取結果：2021 年 5 月 14 日國際處網頁公告及 Email 通知。(順延)
(五) 保證金繳交期限：2021 年 5 月 21 日下午 5 時止。(順延)
十二、 辦理單位：
(一) 主辦單位：本校國際事務處
(二) 協辦單位：本校外語教育中心、菲律賓大學迪里曼分校（University of the Philippines
Diliman）
、菲律賓遠東科技大學（FEU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萊希姆大學八打雁分校
(Lyceum Bats)、菲律賓理工大學(PUP)。
十三、 退費規定及結業標準 (務必詳閱!!)
本營隊課程屬於「非學分班」
，須全程參與，完成課程者發予「結業證明」
。為避免
資源浪費，保證金退費需符合以下退費資格，方可退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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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退費資格：缺（曠）課不得超過 3.5 小時，且完成繳交「展翅研習心得報告」及活動意
見調查表。
(二) 缺（曠）及請假規定：
1. 未在每堂課上課 15 分鐘內進教室者，計曠課半日（3.5 小時）。
2. 如需請假，依下列規定辦理，違者一律不予退費：
（1）病假：可受理，須附上醫院或診所收據正本，限請假當天日期收據 ，則不算
曠課。
（2）喪假：可受理，須附相關證明，則不算曠課。
（3）事假：不受理，一律以曠課計。
（4）公假：不受理，一律以曠課計。
3. 請學員報名前，務必考量其他可能影響出席率之因素。如因系所課程、暑修、實習
或參加其他校內活動，導致無法如期上課，則視為事假或公假處理。
十四、 注意事項：
1. 如遇颱風、地震、天災等不可抗力因素，停課標準依據當日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公
佈之高雄市停課公告，補課事宜另行通知。
2. 主辦單位將隨時注意 COVID-19 疫情變化，依據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CDC）及
教育部發布訊息或管制措施，保有課程期間及上課方式最終調整權，參加本營隊之
同學視同承認本規定之效力。
3. 依據 CDC 規範，教室應保持通風並開啟門窗，上課期間請佩戴口罩，並養成勤洗
手、咳嗽禮節等衛生習慣，以降低感染風險，保護自己與他人。相關資訊請查閱本
校防疫專區網頁 https://2019-ncov.nkust.edu.tw/。
十五、 聯絡資訊：
國際事務處國際合作組 吳靜思 專員
07-3814526 分機 19012｜joywu@nkust.edu.tw
國際處網站 https://oia.nkust.edu.tw/
國際處臉書 https://www.facebook.com/nkusto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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