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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福 通往「海外人才寶庫」之門
2012

年 4 月以來，一連串的媒體在報導「臺灣海外
人才庫空了」的相關議題，政府也劍及履及，推

出跨部會的「尖端科技人才培育方案」。談到培育海外人
才，所有的獎勵措施及政策都不得不面對托福考試關卡。
臺灣學生須獲得托福高分，才有機會與中、印、韓等世界
各國的優秀學生競爭，進入美國及其他海外名校深造。過
得了托福門，才有機會讓「人才半成品」源源不絕地流向
海外人才庫，接受國外高等學府的洗禮，畢業後才有機會
投入國際學術、產業服務鏈，參與各項世界前沿的科研或
人文活動，歷經歲月磨練與任務挑戰或有一番成就，而可
稱為臺灣的「海外儲備人才」。
身為 ETS 臺灣區代表，應當盡心盡力做好托福測驗之
服務工作，除妥善辦理托福 ITP、托福 Junior 等試務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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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屆托福獎學金頒獎 10 位學生獲獎
鼓勵青年學子追夢 儲備臺灣海外人才庫
文：張淳育

美

國 教 育 測 驗 服 務 社（Educational

並期望本屆獎學金得主有朝一日能學有所成，成

Testing Service, ETS）公佈了臺灣第二

為臺灣海外人才庫中最有潛能的寶藏，能為人類

屆的「2012 ETS 托福獎學金」得獎名單，此

社會與臺灣做出重大的學術貢獻及產業貢獻。」

次共 10 名學生獲獎，且為鼓勵學生出國進修，
本屆獎學金由原來的每人獲得 3,000 美元提升

臺灣科學教育館館長朱楠賢表示，推廣國際

至 4,000 美元。頒獎典禮由 ETS 全球部執行長

教育與國際接軌是各國提升國際競爭力的核心政

Zoubir Yazid 及臺灣區代表邵作俊共同主持，

策，也是建設海外人才庫的重要環節，在臺灣當

與會嘉賓包括臺灣科學教育館館長朱楠賢，及本

前面臨海外人才庫匱乏時刻，ETS 能提供托福

次獎學金評審代表師範大學英語系主任梁孫傑。

獎學金襄助新一代臺灣之大學菁英出國研習與國
際接軌，確實有雪中送炭的效用，也與教育部的

鼓勵赴外深造 期望未來發揮關鍵作用

「尖端科技人才培育方案」不謀而合，希望能拋
磚引玉，帶動更多的國家預算與社會資源，繼續

特別來臺參加頒獎典禮的 ETS 的全球部執行

投入 21 世紀科學教育工作並進一步與國際接軌

長 Zoubir Yazid 於會中表示 :「托福獎學金設立

的工作，如此才能充實臺灣的國際化人才存糧並

的目的在於表彰有高分托福成績、同時在學術領

提升整體國際競爭力。

域中有優異表現的特殊學生，我們非常高興繼去
年之後，今年又有 10 位表現傑出的同學獲得肯

評審機構代表梁孫傑主任表示，很榮幸受主

定。我們也相信，托福獎學金計畫希望能協助臺

辦單位之邀擔任托福獎學金的評審工作。今年的

灣的各項人才培育計畫，鼓勵越來越多的學生出

評審標準是依照學生的托福及在校成績、課外活

國留學，並對未來在國際學術、文化和科技知識

動，以及一篇以「如何鼓勵學生追求更高的教

的進步發揮關鍵作用。」

育」為題的英文文章等做評分。他表示，學生們
的表現皆相當優秀，對未來的生涯規劃都有明確

ETS 臺灣區代表邵作俊董事長則表示：「感
謝 ETS 在 2012 年再度提供臺灣同學托福獎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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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期望能繼續在國外學業殿堂求知，但任何
比賽都有遺珠之憾，讓老師們十分難以割捨。

金 10 個名額。今年有關『海外人才庫漸漸匱乏』
的問題持續發酵，政府相關單位也研擬了各項方

得獎者關注議題多元化

案，希望能將送國內優秀年輕人出國留學；ETS
臺灣區代表也希望能夠藉由托福獎學金為臺灣的

第二屆托福獎學金的 10 位得主，除了一位

海外人才庫盡一份力量，並期待能與政府及各大

Juhye 同學是韓國籍外，其他皆為臺灣菁英學

學、學術機構共同合作帶動新一波的留學風潮，

生，包括 3 位高中生，5 位大學生及 2 位碩士生。

托福焦點

高中同學分別來自馬禮遜美國學校、竹科實驗高

在頒獎典禮中，每位得獎的同學們皆上臺發表

中、新竹國際學校；大學生來自臺大（4 人）、

了「我的夢想關鍵字」。同學們分別選擇了一個

清大；碩士生則來自新竹交大與北京大學。

與自己夢想有關的英文單字，來表達自己對未來
的期許。他們的精采表現，讓與會者見識到臺灣

得獎同學所選擇的學習領域相當廣泛且多元，

新生代菁英們豐沛創造力與獨立思考力，相信前

有商管行銷、公共衛生、財金、法律、電機等，

往國外留學的經歷，將會讓得獎同學們的夢想種

年齡群與學習主題分散，顯示臺灣已成功地轉型

子成長茁壯，成為能深研並解決各項人文、科研

為開放社會，下一代的菁英同學們都具備獨立思

議題的新世代公民模範。

考能力而有自己的主張，可依個人興趣及所關注
的科研或人文議題做出最佳學術研究選擇。

2012 年托福獎學金得獎名單（依姓名筆劃排序）
姓名

畢業系所

就讀學校

主修科目

Juhye Lee

馬禮遜美國學校

美國格登學院

教育

朱軒平

臺灣大學財務金融學系

英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

財務金融

周岩毅

臺灣大學醫學系

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

公共衛生

林敬倫

科學工業園區實驗高級中學

美國布蘭戴斯大學

文理學院

林霈

新竹國際學校

美國柏克萊加州大學

商學預科

胡毓玲

北京大學經濟法研究所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

反托拉斯法

張顥璇

臺灣大學經濟系

英國劍橋大學

管理科學與營運

陳佩君

臺灣大學電機工程學系

美國史丹佛大學

電機工程

陳宜均

清華大學經濟系

荷蘭鹿特丹伊拉斯姆斯大學

市場行銷管理

黃琳君

交通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

美國史丹佛大學

法律
http://www.toefl.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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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國留學 感受不同文化的學習風暴
第一屆 TOEFL 獎學金得獎者留學分享
文：張淳育

2011

年秋季，第一屆托福獎學金得主出發

院讀的是二年制的研究所，華毅第一年在倫敦學

前往了各自心儀的海外學府追求夢想；

習，第二年則須前往匈牙利了解當地經濟的運

其中有幾位同學選擇了美國以外的地區，展開

作。華毅指出東歐老師和臺灣老師在教學方式上

繽紛多元的留學生活，包括就讀香港大學（The

的不同之處：「在臺灣，老師會一個階段一個階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大 學 部 的 林 韋 安

段帶你前進；在這裡，東歐的老師大概帶領前兩

專研於資訊工程領域、就讀英國倫敦大學學院

步後就會放手，剩下的要靠你自己完成。」有了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二年制研究所

基礎後，一切得自己來。華毅表示，兩種不同的

的林華毅主攻東歐經濟，就讀荷蘭奈梅亨大學

作風各有優點，同樣值得學習。

（Radboud University Nijmegen） 一 年 制 研
究所的張芷淳則選擇語言學作為主修項目。

至於在荷蘭學習語言學的芷淳，讀的是更短
期的一年制研究所。她必須在一年內學習語言

三位同學各自在不同國家，選擇了不同的領域

學相關知識，並且寫出與「語言習得」有關的

研習，學習多元且地緣分散，必定有著相當歧異

論文。為了寫出論文，她也必須經常從奈梅亨

與特殊的生活、學習體驗，見識到不同文化的優

（Nijmegen）花一小時的時間通車前往烏特勒

點。讓我們一同來看看托福獎學金得獎者們這一

支（Utrecht）的兒童語言研究所，透過與小朋

年的留學探索之旅。

友的相處進行語言習得的相關研究，在時間上可
說相當緊湊。

多元學制 學習方式大不同
倫敦奧運當志工 感受難得體驗
在香港大學就讀資訊工程的韋安表示，香港大
學（下稱港大）採全英語教學，一週的修課時數

儘管留學生涯是如此的忙碌，華毅、韋安與芷

大約只有 20 小時，相對而言每個禮拜都有相當

淳仍然利用時間，以自己的方式見識了國外多元

多的時間可以自行運用，換句話說，港大的學習

的風貌。

相當重視自我管理。而熱衷學習資工領域知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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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但把大半的課餘時間用來做自我研習，更

倫敦奧運即將開幕，讓熱愛運動又熱衷志工

加入了系上教授的研究室，在其下跟著學習作業

活動的華毅開心前往擔任倫敦奧運的開閉幕志

系統（Operating System, OS）的研究，相當

工。「倫敦奧運的開閉幕志工共有 800 多人，

認真。

甚至表演活動也大半是志工負責。有的負責跳
舞，有的負責化妝，有的負責舞臺設計或會場

而主修東歐經濟的華毅，在英國倫敦大學學

布置等等，林林總總，我則是這些志工的協助者

托福焦點

第一屆托福獎學金得主（左起：林韋安、張芷淳、林華毅），為了自己的理想在世界各地
體會留學生活。

（Volunteer's Assistance）。」華毅指出，以

一般人可能覺得歐洲人不喜歡開口說英語，芷

他而言，主要是維持現場車輛的停放事宜，以及

淳則認為荷蘭人對英語的態度相當開放。「不管

休息區的打理維護及動線管理等等。除了能夠見

男女老少，當他們發現你不會說荷蘭話時，他們

識到世界各國的人湧進倫敦外，他並期待能於倫

基本上不太會介意。他們會跟你說 sorry，並且

敦奧運開幕時，在能容納 80,000 席的體育館現

改以英語跟你對談。」芷淳說，這樣的開放心態

場親眼見到各式各樣盛大的演出活動，他相信一

值得學習。

定會是難得的體驗。

認清夢想 托福幫您成就卓越
韋安則表示，由於歷史因素，香港接連受到
英國及中國的治理，兩種不同的文化都在這裡留

第一屆托福獎學金得主，為了自己的理想在世

下了明顯的痕跡，就像是馬賽克玻璃藝術一樣呈

界各地體會留學生活，每天在新知與新文化的的

現東西方拼貼的色彩；此外，他也覺得香港人做

衝擊中度過，所見所聞都是新鮮事，看到這裡，

事很有條理，他並以香港完善的地鐵規劃作為例

你還在猶豫要不要到國外留學嗎？或是已經選擇

子，韋安表示，「由此可知，香港人在進行整體

好目標學校了？要到國外留學除了要具備英語力

規劃時，一定想得相當長遠。」

作為溝通能力外，第一屆托福獎學金得主韋安也
以過來人的身分建議大家不妨思考 2 個問題：第

而芷淳在交通網路發達的荷蘭，則常常利用
周末假日前往歐洲各地遊覽。「在荷蘭，坐飛機

一，為什麼要前往目標學校留學；第二，畢業時
想達成什麼樣的目標？

30 分鐘就能到達英國，搭車 2 小時就能到達德
國或是比利時，好像世界變得更小了。我總是坐

或許想清楚了，也就代表可以開始準備留學的

著火車越過無形的邊境，只有靠著發現人們的穿

事宜了。「莫等閒，白了少年頭」，時間是不等

著、長相、語言以及文化不同了，我才確實感覺

人的，追求夢想的人生最閃耀，如果準備好了，

我到了另一個國家。」芷淳帶點詩意的形容正好

就昂首出發吧！

點出了歐洲文化的多元風貌。
芷淳也在奈梅亨大學認識了不少的國際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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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e Information

有日本人、瑞士人、德國人和希臘人等等，和這
些人彼此溝通都是使用英文，芷淳覺得自己很幸
運能夠和他們交流，並且也表示，能夠在荷蘭見
識這些人，她覺得很高興。

•托福官方網站 http://www.toefl.com.tw
•托福臺灣官方粉絲團「臺灣托福 TOEFL」
https://www.facebook.com/TOEFL.com.tw

http://www.toefl.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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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福資源中心在臺成立
在地提供托福考試、留學和旅遊資訊
文：謝宜君

托

福 考 生 們 有 福 了！ 美 國 教 育 測 驗 服 務
社（Educational Testing Service，

ETS）正式在臺灣成立托福資源中心，提供考生
及考生家長全方位的服務；托福考生們可經由專
人服務更清楚考試相關資訊，考生家長也可藉此
中心了解托福測驗報名和準備資料的流程，協助

ETS 臺灣區代表舉辦「托福資源中心成立記者會」，董
事長邵作俊（左二）、總經理王星威（左一）共邀嘉賓
（右起）靜宜大學外語教學中心主任周惠那、GEAT 協
會理事長陳超明與 ETS 全球部門執行總監 Mohammad
Kousha 一同蒞臨現場。

孩子申請程序，順利留學！
術交流最好的夥伴，希望托福資源中心的成立，

推動國際學術

打造臺灣海外人才庫

能鼓勵更多青年學子赴海外留學，增廣見聞，進
而提升臺灣的國際人才競爭力。

2012 年 6 月 6 號，ETS 臺 灣 區 代 表 舉 辦 托
福資源中心成立記者會，ETS 全球部門執行董

ETS 臺灣區代表忠欣公司董事長邵作俊表示，

事 Mohammad Kousha 特地來臺宣布此一訊

托福資源中心為提升學生與學者的遊、留學風

息。Kousha 表示，托福資源中心設立的目的是

氣，日後將積極推動國際學術研究及交流活動，

鼓勵臺灣年輕人出國留學、改善臺灣學術英語文

未來還將與教育部、國科會、中研院及學校等各

能力，及促進國際學術交流與合作。除此之外，

級教育學術機構合作，一同為打造「臺灣海外人

ETS 還將在臺灣提供更多資源，包括持續在臺推

才庫」而努力。

動托福獎學金和托福三大測驗（TOEFL iBT、
TOEFL ITP、TOEFL Junior） 等， 希 望 促 進

托福資源中心

資訊寶庫千萬別錯過

臺灣整體學術英文能力之提升，對臺灣政府、學
校及科研單位推動學術國際化有所助益。

ETS 臺灣區代表總經理王星威表示，托福資
源中心提供了完整的托福測驗相關資訊與考前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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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會當天特別邀請到教育部國際文教處長

備、報名指導服務，也有遊、留學相關資訊及學

林文通蒞臨。林處長提到，近三年來，根據教育

術英文等相關書籍、軟體，更為臺灣考生建立專

部的統計，海外留學人數竟每況愈下，因此如何

屬的托福資源中心網站及小型托福圖書室。

鼓勵青年學子留學深造，是教育部責無旁貸的重
任。

此外，每年也將以提升臺灣學術英文能力為主
題，與臺灣的研究所、大學、高中及英語教師社

林處長更表示，ETS 臺灣區代表一直致力於
國際教育交流，長久以來都是教育部推動國際學

群合作，舉辦一系列的托福講座，屆時也歡迎有
興趣的學生們一同共襄盛舉。

托福資源中心在臺成立

托福資源中心 助臺灣學子啟航國際
專訪 ETS 臺灣區代表托福資源中心主任黃衍熾
文：謝宜君

ETS

正式在臺灣成立托福資源中心，全方面

以協助孩子申請程序，可以讓考生大大減少辛苦

地服務考生及考生家長。本刊特別專訪

查詢資料的時間。

ETS 臺灣區代表托福資源中心主任黃衍熾，請
他談談托福資源中心的角色定位和未來規劃，讓

我們也成立了托福小型圖書館，館藏學術英語

有志報考托福測驗出國遊、留學的考生們能更了

類書、考試工具書和留學旅遊資訊書等；另外也

解托福資源中心所能提供哪些服務。

考生提供了托福獎學金的申請諮詢服務，希望能
協助考生在海外求學上能更順利。

1

請黃主任談談 ETS 為什麼會在臺灣設立福
資源中心？

3

在 2012 年下半年度托福資源中心將會舉
辦哪些活動和研討會？

在托福資源中心成立前，以往想報名托福測驗
的考生，大多是透過網路資訊或是坊間留學代辦

我們為了讓想出國留學的考生們能更了解海外

來收集考試資訊，但由於這些資料經非官方單位

留學的實際狀況，托福資源中心會定期舉辦「我

釋出，所以也無法確保資料的正確性；托福資源

的迷你留學展」邀請有出國留遊學經驗的學生，

中心的成立最大的優點，就是可以帶給考生最完

將自己的心得感想分享給其他學生。

整、正確的第一手資訊。
托福資源中心預計在今年秋季舉辦留學講座，

2

托福資源中心可為考生及家長提供哪些服

邀請美國各大學校招生單位負責人，告訴考生們

務及資訊？和馬來西亞的托福中心又有甚

申請學校要附上甚麼文件最有利於申請學校；未

麼不同？

來我們也希望能和教育部國際文教處合作交流，
舉辦大型留學研討會，為想要出國留學的青年學

以往，臺灣考生若是要詢問托福測驗的相關
事項，是可以撥打免費電話至馬來西亞的托福報

子提供更多資訊，歡迎有興趣出國留學、遊學，
甚至是旅遊的同學們多加利用托福資源中心。

名中心，但該報名中心提供的語言大多為英語，
所以常讓想協助孩子卻對英語不熟悉的考生家長

-More Information

感到困擾，對托福測驗的細節程序更是摸不著頭

托福網站：http://www.toeﬂ.com.tw

緒；臺灣托福資源中心可以提供專人以中文服

托福資源中心位置：

務，相較之下，面對面的洽詢服務，更能讓考生

臺北市大安區復興南路二段 45 號 7 樓

及家長們更清楚了解托福測驗的細節。考生家長

客服專線：02-2701-7389 或 02-2701-8008 分

也可藉此中心了解留學資訊和準備資料的流程，

機 179、550、555
http://www.toefl.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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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國際化與全英語學程
精進策略論壇紀實
美 ETS 董事：托福 ITP 是廣受認可的學術英語管理工具
文：張淳育

2012

年 6 月 7 日，臺灣全球化教育推廣協

其中兩間學校各修兩年的學分即可取得雙學歷，

會（GEAT） 於 政 治 大 學 公 企 中 心 舉

不但使學生資歷更加充實，同時也讓學生體驗多

辦了一場「大學國際化與全英語學程精進策略論

元文化，為踏進國際化的職場環境加分。

壇」，為此，政大英語系教授暨全球化教育推廣
協會理事長陳超明，不但邀請到前教育部長、現

逢甲大學

任佛光大學校長楊朝祥先生、逢甲大學副校長

規定一定要出國修業的雙學程

李秉乾、政治大學商學院副院長陳春龍及銘傳大
學國際學院院長劉國偉等人前來就各校的大學國

逢甲大學目前開設了國際經營管理碩士學位

際化及全英語學程現況進行分享，也邀請到了

學程（IMBA）以及國際企業管理學士學位學程

美國教育測驗服務社 ETS 全球部門的執行董事

（BIBA）兩項全英語學程，並規定至少要出國

─ Mohammad Kousha 對於學術英語的評量

修業一年以確保學生水準。李秉乾表示，為讓學

工具選擇做了評估上的建議。陳超明、李秉乾、

生具有足夠的語言能力，逢甲英文安排分級教

陳春龍與劉國偉四位並以「大學國際化之挑戰」

學、深度外語學程、自學中心課程，此外師生亦

為題進行了一場座談會，相當精采。為讓未能親

可在 EZ Café 語言交換，更有一連串英語學習

臨現場的讀者也能感受到此場論壇振奮人心的魅

活動與外語能力檢定獎勵機制，便利學生使用。

力，本刊記者茲將各場演講精華收錄在後。
並且，逢甲更與中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靜宜大

佛光大學

學合作，開設暑期英語密集班，期望在短期提高

三大洲四校一體大學系統

學生英語實力。

「在臺灣，高等教育學府要如何從少子化的市
場中殺出一片活路？」甫演講沒多久，佛光大學

政治大學
亞洲管理課程吸引國際學生

校長楊朝祥便如此問道。楊朝祥表示，佛光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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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良策便是整合佛光山創辦，分別位於亞洲、澳

政大商學院相當重視國際人才的培育。陳春

洲及美洲的佛光大學、南華大學、南天大學（Nan

龍指出，除以英語商管學程（English Taught

Tien Institute）以及西來大學（University of

Program, ETP）建立英語學習環境、以國際交

the West）四所大學成為一大學系統。

換 學 程（International Exchange Program,
IEP）建立校內國際學習環境外，安排本地生協

楊朝祥指出，除資源整合外，佛光山大學系統

助國際生適應生活的「學友制度」，則讓臺灣學

更輔以「2+2 雙聯學制」，學生只要在系統內的

生從朝夕相處中質變成具有多元文化包容力的國

活動剪輯

「大學國際化之挑戰」座談會上，主持人陳超明教授（右）
與李秉乾（中）、陳春龍（左）、劉國偉三位教授進行了
精采的討論，並回答了現場來賓的各式問題。

際化人才。在辦學成績上，政大商學院的學生，

而在全英語學程的管理上，他建議臺灣的教師思

從 94 到 96 年多益平均皆高於 850 分，而托福

考幾個問題：什麼樣的評量工具符合學術英語

則在 89 分以上，多少可看出其辦學成效。

（English as an Academic Purpose, EAP）
的情境？是否具有足夠的信度與效度？又是否能

至於全英語學程，為讓教學更全面，在師資上

夠兼顧測試管理方便性以及實惠的價格？

除 1/3 本國籍教師外，特意將名額的 1/3 安排
為他國老師，另則安排 1/3 業界前輩老手進行

對於這些問題，他認為 ETS 針對學術機關語

指點。此外，亞洲管理課程則讓想了解亞洲情勢

言管理需求而開發的 TOEFL ITP 紙筆型態測驗

與風格的學生能夠一窺廟堂。

是不錯的答案。TOEFL ITP 除已受到全球超過
2500 間學術機關認可外，並有如日本關西外語

銘傳大學

大學（Kansai Gaidai University）以托福 ITP

美國品牌打造友善大學英語環境

作為學生出國進修前英語能力管理的良好釋例。

銘傳大學劉國偉表示，銘傳大學除通過「美
國 中 部 各 州 校 院 高 等 教 育 評 審 會 」（Middle

大學國際化之挑戰
不同學校 不同考量

States Commission on Higher Education,
MSCHE）認證外，他們更打造「國際生友善環

在「大學國際化之挑戰」此一座談會上，主持

境」讓國際生更加肯定銘傳，並設立國際學生顧

人陳超明與李秉乾、陳春龍、劉國偉三位與談人

問室解決生活上的各種疑難問題。

就國際化策略與全英語學程的開辦事宜進行了精
采的討論，可知不同學校需要思考的問題不盡相

劉國偉指出，銘傳大學的全英語學程相當徹

同。劉國偉表示，在建立特色時，要先思考國際

底，計有 9 學程、1 學群、1 學系、3 碩班及 1

學生為什麼要選擇臺灣，再來思考如何吸引國際

博班，這些課程不但讓國際生能夠更自在享受大

學生。李秉乾則指出，在構思國際化策略上，須

學生活，也讓本地生能與世界有更好的接軌。

先認清入學的學生英文實力起點在哪裡，再進一
步擬定國際化方針；如果起點不夠，則不建議設

托福 ITP 測驗

立全英語學程。陳春龍則建議可以「學校強項特

管理全英語學程的優良測驗

色」為起始點考量，再進一步考量「市場需求」
此一切入點，如此才能推出有利商品，在激烈的

Mohammad Kousha 指 出， 臺 灣 要 與 世 界

競爭中生存下來。

的學術領域接軌，全英語學程的設立非常必要。
http://www.toefl.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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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福家族有哪些測驗？
TOEFL iBT、TOEFL ITP、TOEFL Junior
資料整理：臺灣托福資源中心

托福測驗的種類及用法— 您需要何種托福測驗？
英語能力等級
初中階

重要的技能，優良的英語能力不僅僅能幫

助學生擁有更廣闊的教育機會，也可增加未來就

• (大學及研究所)入學申請
• 獎學金
• 簽證
• 移民

分數可對照CEFR之A2,
B1, B2, C1 四個等級

業上的競爭力。

有鑒於全球英語學習市場的需求與趨勢，美國
教育測驗服務社（ETS）早在 60 年代起，陸續
發展出 TOEFL、TOEFL ITP 等測驗，最初旨在
協助美國各級教育單位應用於評估國際學生使用

The TOEFL® ITP test
• 掌握學習進度
• 評估教學成效
• 能力分班分級
• 英語學程入學申請

能力分班分級
評估教學成效
掌握學習進度

最與時俱進的學術英語標準 TOEFL 測驗

高階
The TOEFL iBT® test

入學申請

英

語能力之於全世界的學生來說是一項日益

中階

分數可對照CEFR之A2,
B1, B2, C1 四個等級

The TOEFL® Junior™ test
• 掌握學習進度
• 評估教學成效
• 能力分班分級

分數可對照CEFR之A2,B1及
B2三個等級

11-15 歲

16 歲以上

英語的能力及程度，並作為入學、選課及排課之

以下將針對托福測驗家族逐一介紹，如您欲進

依據。由於 ETS 對於測驗設計的嚴謹程度與測

一步了解各項測驗詳細資料，請直接與臺灣托福

驗本身的準確性與公正性，托福測驗至今已成為

資源中心 toeﬂservice@toeﬂ.com.tw 聯繫。

世界性的英語能力測驗，全球超過 2,700 萬人

10

次參加過托福測驗，更有 130 多個國家，超過

TOEFL iBT 網路型態測驗

8,500 個機構接受托福測驗成績。

最受全球頂尖大學推崇的測驗

2011 年 底，ETS 針 對 托 福 相 關 測 驗 逐 步 進

托福測驗問世至今，從最傳統「紙筆測驗型態

行大規模的整合行動，先是針對 TOEFL ITP 提

PBT」歷經改制成「電腦測驗型態 CBT」，再

供 測 驗 成 績 證 書， 且 發 表 針 對 11 至 15 歲 之

到目前全面使用的「網路測驗型態（Internet-

中 學 學 生 所 適 用 的 TOEFL Junior 測 驗， 宣

Based Test, iBT）」已屆滿 47 年之久。因其

佈 自 2012 年 6 月 份 起 逐 步 取 代 舊 有 的 SLEP

信譽卓著的測驗品質與公平性，及百分之百採用

（Secondary Level English Proficiency

學術內容的特色，使得托福測驗廣受全世界推

Test）測驗，並將 TOEFL iBT、TOEFL ITP 及

崇，托福 iBT 測驗強調以評量學生實際於高等教

最 新 的 TOEFL Junior 三 大 測 驗 整 合 成「The

育環境中，所需具備「聽、說、讀、寫」四項技

TOEFL Family of Assessment」， 期 望 能 提

能的整合能力為主要目標。托福 iBT 測驗目前已

供教育界更完整且更多元的托福測驗選擇，能針

成為國際學生申請北美地區所有大學，及幾乎英

對不同程度的學生提供更多英語能力的評估方

國、澳洲、美國、加拿大及紐西蘭等國家之一流

案。

頂尖大學之關鍵入學門檻。

托福測驗家族

由於托福 iBT 測驗採用網路線上測驗方式進

兩種程度的測驗，考試題數較多且時間較長的為

行，因此考生就口說測驗的部分不會與評分人員

Level 1（TOEFL ITP）及考試時數少且時間較

有所接觸，且寫作與口說測驗的答案都需經由 3

短的為 Level 2（Pre-TOEFL），學術機構可視

至 6 位 ETS 評分人員給分，相較於部分測驗僅

學生程度的需求高低進行選擇 （目前臺灣地區

由一位施測地點的評分人員給分而言，托福 iBT

只提供 TOEFL ITP Test 的公開測驗）。學術機

測驗成績更具公正性與準確度。

構也可申請直接於機構內利用現有的硬體設備進
行施測。施測單位將可配合各機構指定的日期、

TOEFL ITP 紙筆型態測驗

考生人數與場地大小進行施測規劃。

針對大學程度之英語學習計畫量身設計
此外，學生的測驗成績亦可比對歐洲語言能
TOEFL ITP Assessment series （又稱托福

力分級架構（CEFR），成績優異者更可申請由

ITP 測驗）為針對 16 歲以上、正接受大學程度

ETS 提供的成績證書為自己的英語能力表現加

的英語學習計畫者，所設計的紙筆型態學術英語

分。全球至今已有超過 47 個國家及 2,500 個學

能力測驗，著重應用於學員之閱讀、文法及聽力

校或英語機構採用托福 ITP 測驗進行學生之英語

三大英語能力之分級檢定。托福 ITP 測驗共有

能力評估，其成績可應用於以下七種用途：

1

交換學生申請標準

作為申請交換學生計畫中申請者的英語能力門檻。

2

英語課程能力分級

在大學、研究所或語言學校開設的英語課程中，可使用托福 ITP 測驗成績
來對學生進行能力分班教學，以提升學習成果及教學績效。

3

學生英語能力進步的
管理指標

在英語教學課程的管理中，可使用托福 ITP 測驗作為評量學生進步情況及
老師教學績效的指標性工具。

4

英語畢業門檻

作為修習英語課程中英語聽力和閱讀能力之結業門檻，或作為大學及研究
所學生的畢業條件之一。例如大學的英語課程的結業測驗或研究所學生畢
業條件。

5

短期大學或學程的入
學英語標準

做為英語系國家短期且非學位課程，之申請依據。

6

非英語系國家大學或
研究所的入學依據

作為非英語系國家申請大學和研究所入學之依據，例如日本的國際大學。

7

申請獎學金的條件

在獎學金計畫中作為申請人英語能力之證明文件，例如申請遊學、短期留
學獎學金計畫之必備文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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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EFL Junior 紙筆型態測驗
針對中學程度所設計的測驗

托福 Junior 測驗與托福 ITP 測驗同樣採用紙
筆測驗的方式進行，測驗總分介於 600 至 900
分，目前臺灣地區僅接受學校、學習機構進行

隨著語言教學實施的年齡層下降，年輕學子比
以往更加需要一套設計完善且客觀的英語能力評

團體測驗之申請，公開測驗日期將另行於 www.
toeﬂ.com.tw 網站擇期公佈。

量工具。TOEFL Junior（又稱托福 Junior 測
驗）為 ETS 新推出，針對 11 至 15 歲於全英語

托福測驗家族應用更廣更具彈性

教學環境中學習之中學學生所設計的英語能力評
量，並已宣佈自 2012 下半年起逐步取代 SLEP

由右頁比較表不難發現，托福測驗應用層面不

測驗，成為美國高中接受國際學生申請入學的主

但更廣也更具彈性了。不僅考生可以自行選擇合

要英語能力評量標準。托福 Junior 測驗作為一

適的測驗，一般中學、高等教育機構甚至相關英

項評量工具，反映在英語授課的教學環境中，考

語學習機構也可依照學生程度與場地需求，以不

生在學術及社交方面的英語程度。托福 Junior

同的托福測驗來評量學生的英語學習表現。如托

測驗可提供老師下列協助：

福 ITP 及 Junior 測驗以紙筆型態測驗進行，具
備方便、彈性與價格合理的優點，並可針對考生

1 評量考生三大英語關鍵能力：
聽力測驗

評量考生理解人際關係上、學校課業上
及基本言談之能力。

語意測驗

評量考生是否掌握關鍵的語言能力，例
如對高中程度的英語文章中文法與字彙
之認知。

閱讀測驗

評量考生閱讀和理解高中程度學術與非
學術內容文章之能力

2 能對於學生英語能力的進步情形提供客觀資訊

12

3 可作為英語語言課程的分班依據
4 測驗結果的分項成績，可供作教學及學習上的實用
參考資訊

5 反映考生需要加強之處，作為預備未來學習英語的
參考指標

人數進行彈性的客製化服務。
而托福 iBT 測驗目前在全球 165 個國家，超
過 4,500 個測驗場地，方便考生可就近接受測
驗，其場地數量更為其它測驗的五倍之多。
托福測驗家族各項成績皆可與歐洲語言能力分
級架構表（CEFR）進行比對，成績使用單位可
以依據 CEFR 參照不同測驗的結果。
此 外， 托 福 ITP 測 驗 於 2012 年 起， 提 供 由
ETS 所核發的成績證書，學生可藉由自身的努
力，得到托福證書的肯定與榮耀，以強化自信心
和成就感。

托福測驗家族

托福測驗家族比較表

TOEFL Family

TOEFL iBT

TOEFL ITP
（Level I）

TOEFL Junior

測驗時間
（不含基礎資料填寫）

4.5 小時

115 分鐘

110 分鐘

聽力

•時間：60-90 分鐘
•題數：34-51 題
•分數：0-30 分

語意 /
文法結構

測
驗
項
目
與
內
容

X

•時間：35-40 分鐘
•題數：50 題
•分數：31-68 分

•時間：35-40 分鐘
•題數：42 題
•分數：200-300 分

•時間：25 分鐘
•題數：40 題
•分數：31-68 分

•時間：25 分鐘
•題數：42 題
•分數：200-300 分

•時間：55 分鐘
•題數：50 題
•分數：31-68 分

•時間：50 分鐘
•題數：42 題
•分數：200-300 分

閱讀

•時間：60~80 分鐘
•題數：36~56 題
•分數：0-30 分

口說

•時間：20 分鐘
•題數：6 題
•說明：透過麥克風，針對
常見議題發言；或者就讀
到或聽到的內容提出討論
•分數：0-30 分

X

X

寫作

•時間：50 分鐘
•題數：2 題
• 說 明： 閱 讀 一 段 文 章，
接著聽取一段錄音內容，
然後以鍵盤打入回應

X

X

測驗總分

•0-120

測驗費用

US$165（約 NT$5,000）

•310-677
•成績計分方式：以三
部 份 級 數 之 和 × 10 •600-900
÷ 3 = 實際所得總
分。
NT$1,120

NT$850
http://www.toefl.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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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宜大學拉近學生和留學夢想的距離
專訪靜宜大學外語教學中心主任周惠那
採訪、撰文：C.J.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 English Career《大學國際化與學術英文教學管理專刊》

到更寬廣的視野，並為將來的職場競爭力做好準
備。

周惠那

因此，靜宜大學外語教學中心會依學生程度
和需求規畫課程。學生所參與的英文課程除了大
一英文之外，進階英語的部分依照難易度（比照
CEFR 程度）和不同主題可分為四大課群──扎
根英語課群（CEFR A1-A2）、英語能力檢定

現任

課群（CEFR A2-B1）、生活英語課群（CEFR

靜宜大學英文系副教授兼外語教學中心主任

A2-B1）、 職 場 英 語 課 群（CEFR B1-B2），

學歷

每個課群包含了 4 至 5 個科目。

美國密蘇里大學哥倫比亞校區高等與成人教育
博士、美國中央密蘇里州立大學英語教學碩士

由於有許多大一新生在入學時已經達到多益測

經歷

驗 550 分、托福 ITP 457 分等畢業門檻的標準，

101 年中區大學新生英語強化營計畫主持人、

在同學辦理免修大一英文時，外語教學中心便會

教育部 100、101 年度暑期英語密集訓練班計

為同學安排進階英語課程。

畫主持人、靜宜大學教學卓越計畫「適才教學
英文升級」計畫主持人、中區區域教學資源中
心「中區外語中心」計畫主持人

周主任補充，進階英語中的菁英英語課程又可
分為針對職場情境和多益等英檢所設計的「職場
菁英英語課程」，和為有意出國當交換生的同學
設計，課程內容與學術英文和托福 ITP 測驗相關

「國
14

際化、世界觀不應該只是個口號。在學

的「寰宇菁英英語課程」。兩門課程皆為每週上

生接受國際化的洗禮之前，外語中心所

課 6 小時，其中 4 小時為外師上課，上課內容

扮演的角色就是為學生裝備好語言能力、落實出

著重在學生的聽說讀寫能力，2 小時由中師分別

國留、遊學的夢想，以及出國前的心理準備和輔

針對多益或托福 ITP 測驗考題進行解析。

導等。」靜宜大學外語教學中心主任周惠那說。

寰宇菁英英語課程
以「英語四年 • 成就無限」為宗旨的靜宜大
學外語教學中心，希望能讓學生在大學四年內增

語言能力是準備出國留、遊學時的關鍵，然

進英文能力，讓學生透過英文的這一扇窗，看

而卻有部分同學可能會礙於語言能力有限而無法

英語特色教學名校巡禮

實現出國夢。 為減少這樣的遺憾，靜宜大學本

靜宜大學的姐妹校眾多、交換學生資源相當

學期開設了為期 18 週、一班 50 人的寰宇菁英

豐富。周主任表示，靜宜大學為基督教聯盟的一

課程供校內大一到大三的學生、具托福 ITP 450

員，該聯盟學校散佈在世界各地；此外，靜宜

分以上或相當語言程度，以及前一學期學業成績

大學也是國際性非營利組織國際學生交換計畫

達系排名前 50% 的學生修課。

（ISEP， International Student Exchange
Program）在臺灣的唯一會員，該組織廣納全世

「參與『寰宇菁英英語課程』的學生會接受托

界 347 所大學會員學校，其中美國會員學校約

福 ITP 的前、後測，其後測成績會直接送國際事

150 所，學生僅需支付靜宜大學學費、住宿費及

務處，也就是學生在上學期參與課程，若達到交

膳食費，即可享受在交換學校免學費、免膳宿費

換生所需的語言能力標準，下學期就可以直接出

的優惠。

國了。」周主任說。
除了鼓勵學生出國遊留學，靜宜大學也積極推

暑假開辦英語密集訓練班

動校園國際化，讓學生即使不出國也能有機會接
觸到不同國家的文化及英文口音，並且能帶動學

因為在英語課程規劃上的用心，靜宜大學到國

生自然開口說英語的習慣。

外當交換生的學生眾多，以 100 學年度為例，
共有 106 位學生參與交換生計畫。為了讓全國

靜宜大學共有 28 位分別來自於美國、德國、

大專院校的學生也能提升語言能力並到國外拓展

澳大利亞、印度、南非等 10 個國家的外籍教師

學術視野，靜宜大學也預計在今年暑假開設由教

（含專任及約聘）。

育部補助、為期 4 週、一班 30 人的暑期班，供
全國大專院校學生申請。

此外，也廣招國際學生，目前有正式學籍的國
際學生（含碩班）共 118 位，外國交換學生目

「我們希望透過這種為期一個月住宿式的學習

前則有 41 位。國際學生和交換生分別來自美國、

方法，學生所上的課程、討論的內容都是學術英

法國、加拿大、印度、俄羅斯等共 15 國；僑生

文，另外也有教學助理協助學生的英文學習；此

則是 105 人，分別來自馬來西亞、越南等 7 個

外，因為我們將參與學生之托福 ITP 門檻設為

國家。周主任表示，未來希望全校 12,000 多位

435 分，學生的程度相當，也就能有效地在短期

學生中，能夠有 10% 是國際學生，藉此讓靜宜

內讓學生的語言程度提升至托福 ITP 510 分以

大學的學生能擁有更多元、豐富的校園環境。

上，並達到姐妹校的交換學生語言能力標準。」
周主任說。
http://www.toefl.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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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基督書院師生共譜出國留學夢
深耕品格陶冶

培訓英語能力

文：謝宜君

秉

持著幫助學生建立世界觀和人生觀的信

躍進

基督書院一步步的改變

念，以臺北基督書院一直以來深耕於人

文、藝術及傳播領域，更致力於學生外語溝通能

臺北基督書院目前主要設有三個系所，分別

力的提升，臺北基督書院以校園的雙語環境和跨

是英語主修、音樂主修、大眾傳播主修等系所，

文化的理念為發展基礎向下扎根。

其中，英語系的教學重點主要在培養學生的英語
能力，但李主任直言，過去他們也曾遇到教學瓶

貼近 師生間零距離的緊密關係

頸，「基督書院本著教育之核心精神，希望讓更
多孩子們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權利。」

臺北基督書院位在關渡清幽的半山腰，綠意盎
然且與世無爭的校園，建立了善良的書香風氣，

然而，部分學生入學後，可能會產生英語程度

該校致力於博雅教育，教導學生如何將所學奉獻

跟不上基督書院內課程的進度，所以臺北基督書

給社會，臺北基督書院以培育學生優秀英語能力

院建立起英語補救課程與措施，希望能讓英語程

為目標，由賈嘉美博士宣教士創校至今已 53 年，

度不足的學生趕上進度，例如加開暑期英語輔導

一直為臺灣的青年學子高等教育默默耕耘。

課程、提供老師個別輔導，和增加課後活動使用
英語的機會，例如莎士比亞經典戲劇排演等等。

原名關渡基督書院，半世紀以來全心培養臺灣

16

學生的英語教育，終於在今年 2012 年正式獲教

為了讓學生們能在生活中靈活地運用英語溝

育部立案更名為臺北基督書院。在臺北基督書院

通，基督書院更與竹圍國小自強分校及坪頂國小

服務十年的教務主任李介立談到臺北基督學院的

合作，英語系學生以每個禮拜三、五的早上花

獨特教學理念，他們與其他學校最大的不同在於

80 分鐘的時間教小學生英文。基督書院的學生

學生和教職人員的在校共同生活；師生們一起聚

們皆會精心策畫的這些英語課程，引發小學生們

餐玩樂、在老師宿舍中觀賞電影、一同解決學生

學習的樂趣，讓小學生們充滿精神地朗誦英語，

課業與生活所面臨的各種困擾，因此連接了師生

在在獲得合作學校的一致好評。這些故事和學生

間的緊密關係。

們的進步，讓基督書院的師長們感動不已。

「當你走在基督書院的校園中，所遇到的每個

要求 程度好壞都要開口說英語

人幾乎都能讓你喊得出名字，這是讓我們最驕傲
的地方。」李主任表示，基督書院讓學生從教室

臺北基督書院擁有超過全體教職團隊半數的

中、課堂外都能學習到如何與人互動，人與人之

外籍教師比例，為全臺第一多，自 1994 年來臺

間一點也沒有陌生的疏離感。

教書到至今的臺北基督書院英語系主任 Joseph

英語特色教學名校巡禮

臺北基督書院教務主任李介立（左圖）
與英語系主任 Joseph Sorell（右圖）
皆相信，拓展學生國際視野的方向、培
養學生卓越的品格，就是基督書院貢獻
臺灣社會的使命。

Sorell，在臺灣居住了 18 年，Sorell 主任表示

Baptist University）的 MBA Program、阿茲

臺北基督學院的學生來自各種不同背景，有的只

薩太平洋大學（Azusa Paciﬁc University）的

有基本的英語會話能力，也有學生會說超過四種

M.A. TESOL Program，或是瑞金大學（Regent

以上的語言，學生英語程度相當不一致，這對每

University）的 Master of Communication ，

一位老師都是挑戰，因此，每位老師必須具備因

共三間學校三種學程提供給該科系的準碩士生。

材施教的能力。
李主任進一步解釋，他們採 TOEFL ITP 450
Sorell 主 任 舉 例， 一 個 班 級 可 能 同 時 有

分做為「2+2 學士學程」和「1+1 碩士學程」

TOEFL ITP 成 績 600 分 和 350 分 的 學 生， 因

的入選標準，達到此一標準方可加入此二學程；

此老師就必須按照每一個人的程度給予不同的作

若完成在臺修習的學程之後，必須達到 TOEFL

業和指導。「但不管學生英語程度好壞，老師們

ITP 525 分，才能赴美完成第二部分的學程。

對學生唯一不變的要求的原則就是：勇敢開口說
英語。」

基督書院內大部分的教師都是外籍人士，李
主 任 提 到， 之 所 以 以 TOEFL ITP 為 入 選 該 學

起飛 圓孩子們的出國夢

程以及赴美留學之標準，是因教師們一致認同
TOEFL 測驗對要前往海外留學的學生們是實際

臺北基督書院重視學生的雙語能力，更重視培

受用的。

養學生的國際觀，因此積極提供學生出國留學的
機會。臺北基督書院目前與國際基督教大學院校

「TOEFL 系列的考試內容多以在大學課程上

協會 TRACS 合作，開設「2+2 合作學士學程」

的理解教材、課堂討論以及校園情境等學術環境

和「1+1 合作碩士學程」，該學程的內容是將四

為主，因此老師們皆認為該項測驗能精準評量

年的學士學程和兩年的碩士學程分為兩個部分，

出學生的英語程度是否足以應付國外的課堂環

前半年度皆是在臺北基督書院接受課程。

境。」

而「2+2 合作學士學程」的後半年度可前往美

今日，經教育部正式立案的臺北基督書院，依

國貝翰文學院（Belhaven University）或日內

舊以深愛臺灣這片土地、矢志傳愛的目標，持續

瓦學院（Geneva College）就讀，有企業管理、

深耕基督書院的莘莘學子，他們相信，以目前全

會計、藝術設計、生物醫藥、化學、傳播、哲學

球國際化的發展情勢，拓展學生國際視野的方向

心理和聖經研究主修可供選擇；而「1+1 合作碩

航向新世紀、培養學生卓越的品格，就是基督書

士學程」則是以美國達拉斯浸信會大學（Dallas

院貢獻臺灣社會的使命。
http://www.toefl.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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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高中引領學生成為國際人
姐妹校遍及歐亞美加地區
文：沈家如

新

民高中外語中心成立於民國 78 年，歷年

步，對其未來發展是有好處的。」黃主任如此說

來提供新民高中學生參與語言輔導課程的

道。

機會，協助學生與姐妹校進行學術交流，赴美、
英、日、加等國留學逾 500 餘人，亦定期舉辦

除了語言，黃主任認為外師也帶給學生文化方

寒、暑假遊學活動，讓學生在融入國外生活的過

面的刺激，對學生的文化體驗和視野的拓展帶來

程中，外語的聽、說能力均能有顯著進步。

更深一層的影響。在學生的英語聽、說能力得到
強化後，讀跟寫的能力也能夠得到進步。

依程度分班的小班制英語教學
藉由托福 ITP 評量學生學術英語力
在語言課程規劃上，新民高中外語中心主任黃
俊銘認為，「語言學習若能按照學生的程度和能
力來安排，學習的成效會更好。」

外語中心所規畫的課程不僅兼顧學生英語聽、
說、讀、寫的能力，在英文評量的安排的部分，
也規畫了一套漸進式的系統，會設定初階課程、

以新民高中外語中心為應用外語科英文組所設

進階課程，像是托福 ITP 課程即為進階課程，學

計的課程為例，如閱讀、會話課等課程都是依程

生需具備相當於全民英檢中級的程度才能參與該

度分班、平均每班 20 人的小班制教學，由外籍

課程。

老師授課，因為班級人數較少，同學在課堂上的
練習機會也增多了。

黃主任解釋，在高一開學時，外語中心會讓新
生進行聽、讀的英文能力分級測驗，在了解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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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主任指出，聘任外籍老師對學生英語的聽、

程度後，會依學生的程度分班，並分別針對聽、

說能力有最直接的幫助，為了讓學生奠定良好的

說、讀、寫的能力加強。在一年半的語言訓練後，

英語聽力和口說能力，新民高中聘任了 21 位分

在高二下學期會透過其英語相關之學業成績和英

別來自美、英、加、澳等國的外籍教師，而日文

檢考試，將分數較高的學生分配到 50 至 60 人

組也有日籍教師授課，黃主任笑言，這樣的學習

為一班，為期一學年的托福班。

環境讓學生宛如置身聯合國一般。
談到設立托福 ITP 課程的原因，黃主任表示：
「通常學生最習慣的是美式英語，但事實上

「大多數的人都認為托福是以出國為目的的英語

英語系國家彼此間的英語口音不盡然相同，現今

能力檢定工具，但實際上無論是托福 ITP 或是

國際交流往來頻繁，若能接觸到像是英國和澳洲

iBT 的測驗內容皆以學術英文為主，能夠讓已擁

等腔調的英語口音，對於學生而言是種成長和進

有一定程度的同學之英文能力更上一層樓，這也

英語特色教學名校巡禮

新民高中外語中心主任黃俊銘表示，
語言學習若能按照學生的程度和能力
來安排，學習的成效會更好。

是學校會鼓勵學生參與托福 ITP 課程和測驗的原

University、 英 國 牛 津 The Oxford English

因。」

Centre、 加 拿 大 溫 哥 華 Bodwell College &
High School 等 17 所學校。此外，也會定期在

黃主任強調，當學生在高中時期就奠定了學術
英文基礎，未來假如想當交換生，國外有許多大

寒、暑假舉辦遊學活動，讓學生培養國際視野及
跨文化溝通的能力。

學皆以托福 ITP 測驗作為交換生的語言能力評定
標準；若想出國留學，因為已熟悉托福 ITP 測驗

高分托福 ITP 成績有助推甄

的方式，參加托福 iBT 測驗的過程將會更順利。
除致力於拓展學生的國際觀外，語言特色教學

姐妹校學術交流 拓展視野

無疑是新民高中的一大特色。黃主任表示，學校
為英文組和日文組的同學制定了相關語言檢定標

新民高中先前獲得了教育部「增進高級中等學

準，英文組的教學目標為多益測驗成績達 500

校學生國際視野方案」補助，與在 2009 年締結

分、托福 iBT 61 分或托福 ITP 450 分等，日文

為姐妹校的美國 Utah Summit Academy 進行

組的同學則需達到日本語能力測驗 N2 級合格。

學術交流活動，自 2009 年起，每年都會安排英

「替學生制定語言能力標準，主要目的是激勵學

文學業成績優秀的學生到美國參與 3 至 4 週的

生朝目標前進。」黃主任說。

課程學習，Utah Summit Academy 的學生亦
會來臺進行 2 週的參訪。

值得一提的是，新民高中語言班的學生在畢
業前都能夠達到這樣的語言標準之上。黃主任表

在 2009 年 4 月 29 日至 5 月 28 日期間，有
1 位新民高中老師和 6 位學生至 Utah Summit

示，新民高中最終的教學目標是讓學生培養主動
積極的學習習慣，並考取心目中的理想學校。

Academy 融 入 課 程 學 習， 在 2009 年 5 月 28
日 至 6 月 10 日 期 間 則 有 2 位 Utah Summit

黃主任建議同學在推甄時要盡可能附上相關

Academy 的老師和 13 位學生來到新民高中訪

能力證明，讓師長了解自己的語言程度和專業能

問學習。

力，他說：「以高分的托福 ITP 等測驗成績作為
多元入學的備審和申請資料，將會是推甄的一大

除 了 與 Utah Summit Academy 互 為 姐 妹

加分利器。」他也勉勵同學，現為全球化時代，

校，新民高中的姐妹校還包含了韓國京畿體育

畢業後勢必要與來自世界各地的人才競爭，除了

高 中、 日 本 德 島 文 理 大 學 等， 其 海 外 合 作 學

重視專業能力，更要強化自己的語言能力才足以

校 包 含 了 美 國 舊 金 山 San Francisco State

面對未來的挑戰。
http://www.toefl.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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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護學習權益是政大附中的原則
專訪政大附中校長吳榕峯
文：John Chen

在

沒有圍牆、沒有制服的自由校園裡，政大

績、志願與登記時間來進行分組，但學生有權利

附中校長吳榕峯用最開放的態度、最彈性

可以選擇轉組；然而，若是過了申請轉組的截止

的做法，來面對他口中這群調皮搗蛋的學生們。

日期，基於同學的權益考量學校還是會讓學生轉

這是吳校長對教育的堅持，也是對自己的承諾。

組，只是會額外要求學生進行愛校服務 8 小時，
為自己未能在時間內提出申請的「後果」負責，

走進位於木柵山坡上的國立政治大學附屬高

這就是兼顧自由與自律的一種做法。

級中學（以下簡稱政大附中），與傳統以牆籬
做為區隔高中明顯不同，政大附中融合於附近

另外，政大附中也會針對不同學生的需求，讓

社區的無圍牆校區，看不到鐵窗的校舍建築，

學生在修課上能有更多彈性。吳榕峯提到，政大

甚至連學生也不用穿著制服的校園，讓政大附

附中的學生家長有不少是來自於歸國學者教授，

中自然的流露出一股自由開放的氣息。而自由

因此同學們多有曾隨著父母在英語系國家生活的

（Freedom）、 自 律（Autonomy）、 創 意

經驗，其英文程度相當好，甚至能用英文來進行

（Creativity）、活力（Energy）這四個英文字

小說的創作，所以部分家長希望校方提供更多元

首所組成的「FACE」，正是政大附中希望展現

性的課程讓程度好的同學選讀。

給外界的一面，也是現任校長吳榕峯對政大附中
學生的一個期許。

針對這些同學，政大附中也提出了相關的課程
免修規定；例如在英文學科方面，依據該校的「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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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管在訪談時吳校長多次用「調皮搗蛋」來

文學科申請免修實施辦法」，國中部學生只要達

形容政大附中的學生，不過仍然清楚的感覺到吳

到 TOEIC 550 分、通過全民英檢中級複試，高

校長對這些孩子的關愛與自豪，也能明顯感受到

中部學生達到 TOEIC 750 分、通過中高級複試，

在自由的氛圍中，學生們的創意與活力。但吳校

即可免修該學年的英文課。免修學生只須每學期

長強調，政大附中所謂自由並不是毫無拘束的放

繳交讀書心得或專題報告書數篇，老師可視學生

任，而是以自律為前提，在學校合理範圍內，透

繳交之作品與表現，酌以加減學期總分；而在英

過活動所展現出有所約束的自由。

語上課的時間，免修學生可在圖書館進行自習活
動。吳校長強調，透過多元評量的方式，達到學

適性發展 多元評量 落實學習自由

生學習自由的目標。

這種對自由的重視尤其表現在選課轉組的學

這種強調適性發展、多元化的評量的做法，

習自由上。吳校長表示，政大附中的學生每學期

難免會引起少部分老師的反彈，吳校長總是願意

開始都有一次轉組的機會，學校會依照學生的成

與老師溝通協調，以維護學生學習權益為最高原

英語特色教學名校巡禮

吳校長非常鼓勵學生出國，甚至愈早出
去愈好，以在其人格養成的探索階段中
建立起接納其他文化的國際價值觀。

則，而教育的堅持就在這一點價值上，而這也正

愈早出去愈好，他認為小朋友的世界沒有國別、

是吳校長對自己的承諾。更重要的是，他也希望

溝通的問題，也更容易融入當地的社區生活，以

當這些學生長大進入社會後，能本著同樣的精神

在其人格養成的探索階段中建立起接納其他文化

去尊重他人的權益。

的國際價值觀。

國際交流能激勵同學向上

吳校長舉出政大附中的一位交換學生為例，這
位同學在出國與國外優秀的學生競爭比較後，感

除了自由、自律的治學理念外，吳校長相當重

到國外世界的不同與自己的不足，回國後整個學

視學生的語言溝通力與國際觀，但政大附中不用

習的態度有很大的轉變，更立下非臺大不讀的志

過於刻意的營造所謂國際化環境，而是在自由的

願，「由此看出，國際視野對學生造成的正面影

學風下，自然產生國際化的結果。

響。」吳校長表示。

吳校長提到因為政大附中的校園較新，整個設

參加 TOEFL Junior 測驗表現亮眼

計規劃上較接近國外的高中，因此常被教育部安
排做外賓參訪的學校，讓學生有更多機會接觸國

為了瞭解學生的英文能力，政大附中今年舉

際賓客。政大附中目前計劃在校內成立禮儀大使

辦 了 一 場 TOEFL Junior 專 案 考 試， 有 部 分

社團，藉此訓練學生擔任接待外賓的工作，讓學

學生參與了此次測驗，表現相當亮眼。TOEFL

生真實接觸外賓，更能瞭解國際禮儀、培養跨文

Junior 是針對 11 歲至 15 歲的學生的英語能力

化的包容心，進而提升語言能力。

測驗，不僅可以做為中小學生赴美留學的英語能
力認證，也可以評量學生之英語能力。

此外，今年日本早稻田高等學院學生來臺與
政大附中的學生們，舉辦一場全程以英文發表化

之所以參與 TOEFL Junior 專案考試，吳校

學、物理、地球科學等領域的專題報告，吳校長

長表示，ETS 是一個長期專注於各種學術評量

表示，政大附中的學生表現相當出色，能用流利

測驗之研發且值得信賴的機構，因此透過 ETS

的英文與日本學生討論專業問題，而透過這樣的

所推出的英語測驗評量可精確的了解到學生之英

交流過程，學生的學習潛能會被激發出來，學習

語程度。對於政大附中的學生在 TOEFL Junior

效果更佳。

測驗中取得不錯的成績，也印證了該校的彈性的
英語教學、國際化的環境的做法有其成效，也對

除了外賓的來訪外，政大附中每年也都有安排
交換學生活動。吳校長非常鼓勵學生出國，甚至

學生能在自由、開放的校風下所展現的良好學習
成效表示肯定。
http://www.toefl.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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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福達人不藏私

托福 ITP 得高分 成美國名校交換生
教育部「學海飛颺」獎學金補助 體驗國外學術生涯
文：張淳育

學「美國文學」課時讀的書中內容，至今都還有
印象。

吳蕙均
- 托福 ITP
580 分

高分秘訣大公開
- 看國外新聞

此外，蕙均也指出，天普大學課程的課後作業
雖然較臺灣多，但整學期要修的學分數較少，因
此仍然有許多的時間可以探索美國。「在那裡，
書讀得多，玩得也多，既充實，又開心。」蕙均
分享道。
她表示，當初本來不知道天普大學接受托福

- 聽線上英文廣播

ITP 成績，是她直接向逢甲大學國際事務處確認

- 作坊間的各家參考書，找出 ITP 題型

後才知道的。相較托福 iBT，蕙均自然選擇了較
便宜、簡便的托福 ITP 應考。她建議，想以托福

你

知道透過托福 ITP 測驗成績能申請美國

ITP 成績前往國外進行交換學生，除了查詢網路

大學的交換學生嗎？目前已經在社會上

資料外，不妨再留一份心，問問看學校國際事務

工作的吳蕙均，大學時就讀逢甲大學外文系，

相關單位，看對方學校是否接受托福 ITP 成績。

在考取托福 ITP 測驗成績 580 分後，透過該成
績順利於大四上學期前往歷史悠久的天普大學

想把托福 ITP 考好，蕙均建議，可以多看國

（Temple University）作交換學生，部分學費

外新聞，體會一下較正式的英文用語，一天看個

則是來自於教育部「學海飛颺」赴外研修獎學金

1-2 篇即可，New York Times、Times、CNN

的補助。

News、CNN Student News 都是她比較常看的
報紙。「時事新聞可能比較嚴肅，但也可以看些

天普大學位於美國第六大城費城，是在費城

健康、經濟、影劇新聞，只要是自己有興趣的話

中學生人數最多科系也最齊全的大學。「那裡設

題就可以了。」除了閱讀新聞，線上英文廣播也

備、資源都很齊全，圖書館館藏超豐富、計通中

是訓練聽力不錯的方式。另外，考前蕙均也會上

心 24 小時不打烊，還有可憑學生證使用的休閒

坊間找托福 ITP 的攻略書籍，以了解 ITP 的題型

康樂中心，」提到天普大學，蕙均不禁侃侃而談。

方向以及可能出現的較少見的單字片語。

「國外的教學方式也與臺灣不同。除了老師會以
引導的方式教學外，學生也都自動自發地發問和
討論。」因此儘管回國多年，蕙均對於在天普大

對國外大學交換生涯心動了嗎？不妨向學校相
關事務處探聽一下，及早準備吧！
http://www.toefl.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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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分托福 ITP 一圓出國夢
靠搞笑短片學好英文
文：蕭裕民

福成績，以雙聯學制管道取得雙學位。」育青
說。正值三年級的育青，目前以臺灣科技大學應
用外語系為第一志願，她說：「聽到學長姐說托
福成績對於推甄有加分作用，於是就去報考托福

林育青
- 托福 ITP
593 分

ITP，希望可以增加自己在推甄的優勢。」
在參加托福 ITP 考試過程中，育青認為閱讀測
驗是最大挑戰。她建議在進行閱讀測驗時，不妨
將文章多看幾次再行作答。累積閱讀實力，育青

高分秘訣大公開
- 聽英文歌
- 到 Youtube 看搞笑自製影片
- 勤做托福 ITP 練習題
- 多讀英語學習雜誌
- 多看 CSI 影集

除了會看學校老師為學生訂閱的《空中美語》、
《常春籐解析英語》，除了可應付學校的段考，
更可以同步提升自己的閱讀能力，增加托福閱讀
測驗答題的順暢度。
新民高中除了會提供密集的課程培養學生的
英語實力，學校的外籍老師也會對學生進行全英
語授課，讓學生浸淫在英文的世界。育青在日常

春飛揚的高中少女，普遍為升學、考試壓

生活中也透過各種媒介來精實英語力，例如 CSI

力而蹙眉嘆息。就讀新民高中應用外語科

影集是育青的最愛，她習慣不看字幕，訓練聽

三年級的林育青不一樣，從幼稚園中班開始學英

力。最近她更愛上愛黛兒（Adele Laurie Blue

文，學習英文對她來說像呼吸一樣自然。只要一

Adkins）的專輯，讓自己透過英文歌曲學英文。

青

談起英文，她的眼神充滿自信。喜愛英文的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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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年寒假的托福 ITP 測驗中，拿下 593 分的

最後育青更提供有趣的英文學習方法，打開

優異成績，羨煞多少想當交換生但托福 ITP 未達

Youtube 串流影音網站，尋找搞笑、KUSO 的

門檻的莘莘學子們。

素人自製影片。這些逗趣的影片經常讓育青捧腹
大笑，她發現：「若能找到適合自己輕鬆、有趣

育青心中一直希望升大學後可以出國當交換
生，藉由學校的托福班課程訓練，以及回家不間

的方式來練習英文，對於托福 ITP 考試會有意想
不到的幫助！」

斷地進修英文，育青讓自己的托福 ITP 成績維
持在一定水準。「我希望在大學階段可以藉由托

編案：本文於 3 月採訪，發刊時受訪者已畢業

托福達人不藏私

沒出國也能練出英國腔？！
大量閱讀國際新聞增進語感
文：蕭裕民

除了學校的訓練外，菩怡平常更會收看英國
BBC《福爾摩斯》（Sherlock Holmes）影集
增加英語實力。而菩怡特別鍾情英國腔，她靦

顏菩怡

腆地笑說：「我很喜歡影集中飾演華生的演員

- 托福 ITP
620 分

但長期看了偶像 Martin Freeman 主演的影集

高分秘訣大公開

Martin Freeman。」菩怡坦言起初有些不習慣，
後，不知不覺習慣了英國腔，更體會了英式腔調
的優美之處。

- 看《福爾摩斯》等影集

與一般英語高手不同的是，菩怡在觀看影集

- 勤練習托福 ITP 考古題

的過程中，會習慣先看中英雙語字幕，避免「鴨

- 多閱讀國際新聞

子聽雷」，長久下來對於英文聽力及閱讀都有幫
助。在參加托福 ITP 考試過程中，菩怡認為閱讀
的部分最為困難：「尤其在替換單字的考題中，

臺

灣公私立大學普遍設定的英語畢業門檻為

有時我會看不懂選項，只好憑直覺臆測。」

托福 ITP 500 分，但就讀臺中市新民高中

應用外語科三年級的顏菩怡未曾出國，憑著高三

但這個直覺可不是空穴來風，菩怡平時克服閱

的花樣年紀，勇闖托福 ITP 考試，一舉拿下 620

讀測驗的獨門方式就是博覽「國際新聞」。學校

的高分。得到如此亮眼的成績，菩怡說：「全靠

老師經常會給許多英語新聞資料供學生閱讀，而

學校課程學習和日積月累的學習成果。」

菩怡也經常自行瀏覽國外新聞網站培養語感。大
量閱讀國際新聞的方式，菩怡認為：「對於托福

菩怡就讀的新民高中是一所綜合高中，並設

考試閱讀測驗的部分會很有幫助。」

有「外語中心」為學生安排高一到高三的英語課
程。新民高中會在寒假時為學生以托福 ITP 進行

菩怡過去在學校曾運用流利的英文參與「英文

分級測驗，而菩怡優異的英語成績讓她分到進階

職業職場簡報比賽」獲得全校第一名，也曾經擔

程度的「托福班」，進行每周 4 節、每節 50 分

任過外交小尖兵的志工活動。她希望可以藉由優

鐘的托福集訓課程。外語中心更安排「外師課」

異的托福 ITP 成績，進入臺中技術學院應用外語

讓外籍老師直接以全英語教學方式和學生互動，

系就讀，並於未來從事英語教學相關工作。

增加學生與外國人英語溝通的經驗，這些課程都
讓菩怡的英語實力大幅躍增。

編案：本文於 3 月採訪，發刊時受訪者已畢業
http://www.toefl.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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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的語言學習和進修
文：美國教育基金會（AIEF）
《 本文摘錄自 English Career 第 41 期 》

計

畫到美國進修嗎 ? 不要低估了英文口語

事實上，專家認為在美國的學業表現取決於英

能力的重要性。專家表示，很多國際學生

文溝通的能力，包括寫作和口語能力。但這些技

到美國求學時，往往不太了解何種英文程度才能

巧不一定會反映在你的托福成績上。

應付課業。這些學生認為只要具備基本的英文能
力就能入學。接著，一切都會自然而然的水到渠
成。可惜，這種想法往往會讓他們大失所望。

記住，美國的教授期待你在課堂上能夠主動參
與討論。你的成績取決於你是否能傳達訊息和表
達自我意見。將來你會有期中考也要交報告，所

用正確的態度面對托福考試

以你越能自在的使用英文表達，你的課業表現就
會越好。

學生時常一心只想通過托福考試，因為他們相
信托福在入學審核中扮演了神奇的角色，而且很

此外，在美國英文越好會自然提升你的交友能

多學校也助長了這種錯誤的認知。這些學校似乎

力。事實上，如果你能用日常英文與人溝通，你

暗示，假使學生通過托福考試，往後在國外求學

在美國的整體經歷會更令人滿意也更有收穫。

就沒有問題了。這種觀念完全不正確。達到托福
最低標準（60-70）可能還不足以讓你應付學校

今天就開始準備

的課業。完成托福考試時間只需四個半鐘頭，然
而大學生活卻長達四到六年。不過，托福考試的
確是入學的重要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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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就開始學英文，讓你日後不再傷腦筋。記
住，在上大學前有很多方法可以加強你的英文。

語言是成功的關鍵

ESL 課程

專家提醒學生不要過度依賴托福考試。與其硬

你 可 以 參 加 ESL（English as a Second

記高分秘笈，不如加強下列英文學習的要點 :

Language, 英語為第二語言）課程。以下有許

• 記筆記

多選擇：

• 改寫句子

• 參加語言學校

• 寫文章

• 參加大學開辦的課程

• 多開口說和理解日常英文

• 參加公司行號或公家單位，在寄宿中學或大學

• 多作口頭報告

內所設立的語言課程

• 了解如何運用電腦學習英文

• 參加成人教育中心的課程

• 加強文法能力

• 專為移民人口開辦，非營利性質的英文課

留學文章精選

練習英語技巧上，透過非正式的交談，
一方面可以增進友誼，另一方面又能用
英文來討論有興趣的話題。

如果你計畫到美國念大學，可以選擇大學開辦

近英文，也能吸收得更完整。同時，你也可以增

的 ESL 課程。附設在大學內的 ESL 課程通常是

廣見聞，接收新的概念、新的文化和新的見解。

為了加強學生的語言能力所設計，因此一般會跟
大學課程一起招生。這些課程可能會舉辦校內考

主動學習。聽有聲書、廣播和網站上的演講錄

試，用來區分學生的英語能力。無論你選擇哪所

音 （例如：ted.com 或者你喜歡的大學網站）

學校，都要確認是否得到政府認可。

時要作筆記。將聽到的內容，寫下簡短的摘要。
寫的時候要注意主要的概念或重點，例如：強調

英語密集課程 IEP

相異和相似處，或自己擬出大綱或圖表來統整訊
息。

美國許多大學皆提供外國學生英語密集課程
（Intensive English Programs, IEP）。地點

每天練習溝通技巧。尋找練習英文對話的朋友

的選擇性很多，無論你想在位於鄉間、郊區或市

或組成小組。透過非正式的交談，一方面可以增

區的校園學習，都能找到適合的學校。這些 ESL

進友誼，另一方面又能用英文來討論有興趣的話

課程的授課內容主要針對學術需求，不過他們也

題。

加入部分日常英文和對話技巧。
增加字彙能力對於英文寫作和口說是很重要

增進英文能力的訣竅

的。要增加字彙量，記下新的單字，並從上下文
猜測可能的意思。接著查字典看看自己是否猜對

及早將英文當成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是很重要

了。

的。讓我們看看，如何將英文學術地、社交性地
並專業地融入在你的生活中。

最重要的是，講話時放慢速度。發音不見得要
很完美，但要讓聽人聽得懂。放慢講話的速度，

透過英文擴展你的視野。不要侷限於閱讀教

就可以練習說得清楚一點。

科書或反覆練習模擬試題。閱讀令你感興趣的報
紙、雜誌和線上文章。尋找有意思的新聞或廣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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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聽。看最近的好萊塢電影…… 或甚至是經典
的電影。如果你有喜歡的電影，不妨看個兩遍或
三遍。

編註：本篇文章未收錄〈錄取和簽證〉及〈優
點〉二節，譯文全文請見 English Career 第
41 期。

當你越常讀和聽英文，你的思考模式就會越接
http://www.toefl.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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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福家族測驗之媒體訊息集錦
資料整理：臺灣托福資源中心

美國在臺協會舉辦「美國夢．留學情 - 臺灣

各地區 TOEFL PBT 停測日期，將提供更進一步

學生赴美留學史」特展

的詳盡資訊。

由 AIT 美國在臺協會及中山大學美國中心所主

當 2005 年 網 路 型 態 托 福 測 驗（TOEFL

辦的「美國夢．留學情 - 臺灣學生赴美留學史」

iBT）實施時，ETS 針對部分國家其網路設施有

特展，於今年開始在高雄歷史博物館隆重開展。

爭議以致無法提供托福 iBT 測驗的地區，於過渡

展覽內容使用時光走廊的方式，為臺灣學生赴美

期間仍持續提供紙筆型態的托福測驗。目前約有

國留學的歷史變遷及其對臺灣的發展所賦予的意

96% 托福考生接受托福測驗，因此 ETS 認為此

義為主題，值得對留學美國有興趣的民眾一探究

時正是宣布中止 TOEFL PBT 測驗的時間點。

竟。
然而，由於此一測驗自 1965 年誕生以來，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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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對於所有曾經赴美留學，或是想要到美國

已成為世界各地大學學術英語教育單位所熟悉，

學習的人來說，托福（TOEFL）測驗是大家共

過去全球至少有 2,500 所大學一直使用考過一

同的記憶。此次 ETS 美國教育測驗服務社也特

次 TOEFL 紙筆公開測驗（TOEFL PBT）之後

別參加此次展覽，展出自 1964 年研發 TOEFL

的題本於機構團體考試（TOEFL ITP）用途，

測驗以來，超過 45 年的重要里程與演進，還有

未來 TOEFL 紙筆測驗新題本研發將完全使用於

首次於國人面前曝光的第一代 TOEFL 測驗報名

機構團體（TOEFL ITP）用途，例如世界各大

表、准考證、以及唱盤版本的 TOEFL 模擬試題；

學為招收外籍生所開設的全英語學程入學英語能

除了 TOEFL 測驗的相關文物展出外，ETS 臺灣

力標準、研究所入學英語能力標準、政府科研機

區代表也在現場提供了參觀者 TOEFL 測驗及獎

關招聘人才英語能力標準、企業研發職位英語能

學金等相關資訊的說明會及諮詢服務，為讀者解

力標準等，預計 TOEFL ITP 將成為世界各國大

開 TOEFL 測驗的秘密。

學推動國際化教學的主要測評管理工具。

全英語學程的普遍應用工具─

首屆 ETS 托福獎學金頒獎典禮 10 留學生

TOEFL ITP

獲獎每人 3000 美金

ETS 於 2012 年 2 月 8 日 發 布 訊 息， 歷 史

美國教育測驗服務社（Educational Testing

悠 久 的 托 福 紙 筆 測 驗（TOEFL PBT） 即 將 於

Service, ETS）於 7 月 14 日公布首屆的「2011

2012 年 6 月起逐步終止，受測考生依舊可以在

ETS 托福獎學金」得獎名單，共有 10 位學生獲

考試日期後兩年內使用測驗成績。ETS 將針對

獎，包括 3 位高中生（江依柔、林韋安、張祐

TOEFL News

（後排左三起）ETS 全球部執行長 Zoubir Yazid、
ETS 臺灣區代表邵作俊，以及 ETS 托福公關經理
Becky Powell 與 2011 首屆 ETS 托福獎學金得獎
者合影。

嘉）、6 位大學生（林華毅、張芷淳、彭心遠、

他與他阿嬤兩人之間的深厚情感作為演說內容基

趙翎雅、鍾彥儒、Gabriela Castro Ayala），

礎，訴說自己的留學念頭，其實是為一圓長輩心

以及 1 位碩士生（江虹儒），每位獲獎同學皆可

中的夢，為父親達成過去未完成的夢想，令人動

獲得美金 3,000 元之托福獎學金。

容的夢想故事深深感動許多人的心。

ETS 臺灣區代表王星威表示：「近年來中國
大陸、印度學生出國留學的比例大增，反觀臺灣

第二屆 ETS 托福獎學金
鼓勵留學風氣再起

出國留學的人數則逐年遞減，本土博碩士生比例
則逐年提高，長久以後，臺灣的學術研究將與國

今年 3 月《世界是平的》一書作者佛里曼先生

際疏離。」為鼓勵一定比例優秀學生赴世界各地

（Thomas Freeman）在紐約時報撰文稱許臺

留學深造，強化高等教育各學科人才之國際學術

灣的「腦礦優勢」，然而嚴長壽先生在監察院演

交流，特別首度舉辦托福 iBT 獎學金計畫。

講警告臺灣的「國際人才匱乏的嚴重危機」，他
認為「腦礦」優勢是過去 60 年來累積的「人才

這 10 位同學選擇留學地點有美、加、英、澳、

存糧」，90 年代末期，臺灣年輕人出國留學人

香港、荷蘭等地區，選擇的學習領域有公共政策

數開始產生驟降現象，公、私部門都缺乏精深的

與國際關係、電影、物理、生物醫學、商管、經

國際人才培養計畫，加上中國大陸、印度、韓國

濟、語言學等，地緣分散且多元，顯示臺灣已成

留學生數量與質量遠遠超過臺灣，臺灣已在吃人

功地轉型為開放社會，新世代菁英同學們都能獨

才老本。

立思考且有自己的主張。
ETS 適於去年開始特別在臺灣推出托福獎學
ETS 全球部執行長 Zoubir Yazid 於典禮中表

金計畫，今年是第二屆，相較去年還特別增加三

示：「托福獎學金設立的目的是希望學生們能運

分之一預算，每名金額由美金 3,000 元增加至

用其英語能力研究各個學科與專業領域，與他國

4,000 元共提供獎學金 40,000 元額度給 10 名

的菁英組成合作團隊，為下一代國際學術與人文

同學。留學地點不限美國，可以是任何國家，留

研究開拓新疆域，也期許所有得獎者能藉以培養

學生的資格也相當有彈性，涵蓋了高中、大專、

全球視野，關心人類也關心臺灣。」

研究所學生皆可。

在頒獎典禮當日，每位得獎人皆以「擁抱世
界，實現夢想」為題，將自己的個人故事與夢想，

詳細辦法請上網址「http://www.toeﬂ.com.
tw/scholarship.html」查閱。

分享給所有與會來賓，而得獎者之一林華毅透過
http://www.toefl.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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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托福資源中心
TOEFL iBT Resource Center

開張了！
為

1. 托福資源中心臺灣專屬網站
- 托福測驗資訊查詢

了提供臺灣地區托福考生更完善的服

2. 活動講座 :

務，美國教育測驗服務社（Educational

- 校園或團體托福測驗說明會

Testing Service, ETS）於 2012 年在臺灣成立托

- 迷你托福留學展

福資源中心。托福資源中心除了提供與各項托福
測驗相關資訊及報名指導服務外，亦有迷你圖書

3. 托福獎學金計畫

室提供遊學與留學相關書籍供欲出國進修之學生
們參考。另外，托福資源中心也將部定期舉辦講

4. 諮詢服務 :

座，除了以提升臺灣學術英文能力為主題與臺灣

- 海外遊學與留學資訊

的研究所、大學、高中及英語教師社群合作舉辦

- 托福各項測驗相關資訊

一系列的托福講座，也預計邀請具有海外遊、留
學經驗的留學生們舉辦迷你留學展，與有興趣出

5. 托福測驗報名指導

國的學生們面對面傳授相關經驗。
6. 圖書閱覽 - 留遊學相關書籍

臺灣地區托福資源中心服務地址：106 臺北市大安區復興南路二段 45 號 7F
托福資訊服務專線：02-2701-7389

官方網站：www.toeﬂ.com.tw

TOEFL News

2012 年 7 ∼ 12 月考試資訊
托福 ITP 紙筆測驗

多益英語測驗
測 驗 日 期

報 名 時 間

考試通知查詢日

網路查詢成績日

7/29

5/17~6/20

7/18

8/17

8/26

6/21~7/18

8/15

9/14

9/23

7/19~8/15

9/12

10/12

10/28

8/16~9/19

10/17

11/16

11/25

9/20~10/17

11/14

12/14

12/23

10/18~11/14

12/12

2013/1/11

多益普級英語測驗
測 驗 日 期

報 名 時 間

考試通知查詢日

網路查詢成績日

8/12

4/2~6/29

8/1

8/30

12/2

7/2~10/19

11/21

12/20

測 驗 日 期

報 名 時 間

考試通知查詢日

網路查詢成績日

7/8

5/24~6/20

7/2

8/7

8/5

6/21~7/18

7/30

9/4

9/9

7/19~8/22

9/3

10/9

10/14

8/23~9/26

10/8

11/13

11/4

9/27~10/17

10/29

12/4

12/16

10/18~11/28

12/10

2013/1/15

請隨時上網查詢最新資訊：www.toeic.com.tw
有關詳細報名方法及各考區報名地點，請上網詳閱，或於上班時間至官方網站線上客服洽詢。
測驗時間及地點依考試通知單為準，需於考前一週自行上網查詢考試通知單。
http://www.toefl.com.tw

31

Publications

TOEFL ITP Official Test-preparation Guide Vol. 1

托福 ITP 測驗官方全真試題指南 I

本書為第一本中英雙語版的托福 ITP 測驗官方指南，特別針對托福
ITP 測驗的三大題型：聽力測驗、文法與結構測驗、閱讀測驗，提
供一套完整的全真模擬試題，提升考前準備工作的效率。書中並附
有題目翻譯與答題說明，CD 之錄音亦比照正式測驗規格，是準備
考試的最佳工具書。

The Official Guide to the TOEFL Test
Third Edition

本書是 TOEFL iBT 測驗研發單位─美國教育測驗服務社 ETS
唯一出版的 TOEFL iBT 測驗攻略指南，本書讓讀者清楚掌握
TOEFL iBT 的測驗題型，提升考前準備工作的效率。書中詳述
測驗的整體概念、測驗方式、題型及應答技巧等，並有數百題官
方提供的擬真試題，能幫助有意報考 TOEFL iBT 的讀者充分掌
握測驗內容，順利在實際測驗中發揮實力。第四版亦即將出版上
市，並有亞洲版本供讀者選擇，敬請有興趣的讀者多多留意。

欲訂購者，可透過網路線上購書或利用通訊方式購買。
網站訂購：http://www.toefl.com.tw
通訊訂購：郵政匯票受款人「忠欣股份有限公司」請用掛號方式將出版品訂購單連同郵政匯票寄至
（106）臺北郵政第 26 之 585 號信箱 發行組 收
平常日現場購買地點：「忠欣股份有限公司」臺北市 106 復興南路二段 45 號 2 樓
購買時間：週一∼週五 9:00~17:30
客服專線：02-2701-73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