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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國際人才斷層的話題延燒至今，人才流失的問題

深受社會大眾所關切。2013年底，教育部長蔣偉

寧和中研院院士劉兆漢公布耗時 10個月的「人才培育白

皮書」。該白皮書的人才培育藍圖上，教育部期許從今年

至 112年共 10年的時間內，為臺灣培養出具備「全球移

動力」、「就業力」、「創新力」、「跨域力」、「資訊力」、

「公民力」等關鍵能力的人才，以提升臺灣的國際競爭力。  

在全球化競爭中，培育國際人才是刻不容緩的任務，其

中，具備「全球移動力」更是重要的關鍵能力，唯有走出

國際、深入體驗不同的各國文化，才能不受熟悉的本土觀

點所侷限。但是該如何培養下一代學子的「全球移動力」

呢？關鍵在提升「學術英語力」。本期專訪到來自日、港、

臺等多位學者專家，分享提升學術英語力的方法及策略。

日本 CIEE國際交流促進部部長掘越敏明（Toshi 

Horikoshi）分享日本政府推動的MEXT全球化人才培育

計畫如何以 TOEFL ITP提升學生的學術英語力；香港城

市大學校長郭位也分享培育國際人才的獨到策略，他提出

以英語為工具，呼籲重視國際溝通涵養教育；另外還有南

臺科技大學校長戴謙，主張大規模派遣師資至海外培訓，

創造該校未來的全英語教學環境；葳格高中校長張光銘則

是談高中生國際化理念的重要，分享他是如何培養出健全

的「世界公民」；國際扶輪 3480區副主委陳品棋，透過

「國際扶輪青少年交換計劃」，提供青年學子出國機會。

在 2013年舉辦的托福迷你留學展中，我們亦特別邀請

到 ETS多益全球總監余峰博士來臺座談，他藉由分享過

去留學美國的經驗，讓年青學子們更能掌握海外留學的成

功秘訣。其他還有更多關於托福測驗的最新消息以及留學

心得分享，在本期為各位讀者做一系列的詳細報導。

臺

《善用托福評量工具 培育學術英語力是關鍵》

人才白皮書提升下一代國際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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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推動 MEXT 全球化人才培育計畫
日本 CIEE 國際交流促進部掘越敏明談
大學採 TOEFL ITP 為學術英語力評量標準
編譯：呂思穎、駱克珊

可否請您告訴我們 :日本考生的 TOEFL iBT可否請您告訴我們 :日本考生的 TOEFL iBT

（托福網路測驗）和TOEFL ITP（托福紙筆測驗）（托福網路測驗）和TOEFL ITP（托福紙筆測驗）

平均成績分別為何？依據該成績，您認為目前日平均成績分別為何？依據該成績，您認為目前日

本學生的學術英語能力是否足以面對全球化的本學生的學術英語能力是否足以面對全球化的

挑戰？挑戰？

（2012年）日本考生的 TOEFL iBT平均

成績為 70分，而 TOEFL ITP則是平均 460分。

無論是要往國外繼續深造，或是應用在未來的職

場上，我認為這樣的成績並不足以讓考生面對全

球化的世界。一般來說，TOEFL iBT至少需要

50分，而 TOEFL ITP則需要達到 550分，才

能具備足夠的學術英語力，以面對全球化的挑戰。

您於 2013年 4月在靜宜大學的演講中，曾您於 2013年 4月在靜宜大學的演講中，曾

提及自 2004年以來，出國留學的日本學生人數提及自 2004年以來，出國留學的日本學生人數

已大幅度減少。您認為是什麼原因造成此現象？已大幅度減少。您認為是什麼原因造成此現象？

日本政府如何因應？制定了哪些鼓勵學生出國留日本政府如何因應？制定了哪些鼓勵學生出國留

學的政策？學的政策？

我認為有以下三個原因：第一，少子化的

影響，年滿 18歲的人數正在減少；第二，日本

學生的英語程度普遍不高；第三，年輕學生的心

理動機不足。多數日本年輕人容易滿足於現況，

主要歸因於長期生活在自己的國家，生活習於安

逸，他們認為不需要努力念書，也沒有特別必要

出國留學，去追求更好的生活。

日本政府認為，此一趨勢可能會削減國家

的競爭力，因此展開「MEXT計畫」，又名

「全球化人才培育計畫（Project for Promo-

tion of Global Human Resource Develop-

ment）」，希望能藉以培育出更多全球化人才。

請問「MEXT計畫」的主要目標是什麼？在請問「MEXT計畫」的主要目標是什麼？在

該計畫中，TOEFL ITP的角色是什麼？計畫實該計畫中，TOEFL ITP的角色是什麼？計畫實

行以來的成效如何？行以來的成效如何？

推行「MEXT計畫」主要有三個目標。一，

希望可以克服日本年輕世代的「內向趨勢（in-

ward tendency）」；二，鼓勵人力資源單位更

加積極、成功地向全球化市場邁進；三，提升日

本的全球競爭力，增加國與國之間的互動聯繫。

在MEXT計畫中，大部分的日本大學皆採用

TOEFL ITP成績，來衡量大學生的學術英語力，

評估學生是否符合在全球化學術環境中學習的

標準。

MEXT計畫從 2012年開始進行，計畫將持

續 5年，目前只過了 1年，所以尚未見及顯著

的成果，大約還須 2至 3年的時間，較能說明

確切成效。但我們發現，和此計畫合作的大學，

學生出國留學進修的意願或提升個人學術英語力

的動機，皆已明顯提升。

雖然出國留學的日本學生愈來愈少，但另一雖然出國留學的日本學生愈來愈少，但另一

方面，近年選擇到日本留學的國際學生似乎愈來方面，近年選擇到日本留學的國際學生似乎愈來

愈多。就您觀察，這些選擇日本留學的國際學生愈多。就您觀察，這些選擇日本留學的國際學生

有何特色？有何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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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福焦點托福焦點

各大學為拓展國際化面向，許多日本大學

接受國際學生前來當交換生，並且提供學分。這

些國際交換生主要來自亞洲，此外，也有許多亞

洲年輕人為了學習語言，申請日本的語言學校就

讀，這是非學分制的。不過，從另一方面來看，

來自歐洲、美國以及其他英語系國家的國際學

生，其實在這幾年間是逐漸減少的。

據了解，目前已有超過 300間的日本大學據了解，目前已有超過 300間的日本大學

採用 TOEFL ITP作為校內學術英語能力評量工採用 TOEFL ITP作為校內學術英語能力評量工

具，例如東京大學、日本醫科大學等。請問這些具，例如東京大學、日本醫科大學等。請問這些

日本大學廣泛使用 TOEFL ITP的目的是什麼？日本大學廣泛使用 TOEFL ITP的目的是什麼？

在日本，TOEFL ITP確實十分廣泛地為各

大學所使用，主要的關鍵因素在於，托福是以學

術內容為取向的。為提升大學國際化，目前日本

各所大學大致有以下幾點目標：

1. 強化大學畢業生的學術英語力

2. 以學術英語內容優化通識教育

   （托福是學術英語力評量標準）

3. 增進出國留學學生人口比例

4. 鼓勵學生發表國際研究論文及參與國際 

    學術活動

在上述目標背景之下，各大學日漸廣泛運用托

福測驗，特別是日本的一流大學。

您曾經提到 CIEE協助的國際交流促進計您曾經提到 CIEE協助的國際交流促進計

劃，主要含括三面向，分別是：出國交換（LSA劃，主要含括三面向，分別是：出國交換（LSA
註１註１）、海外工作（國際志工），及專業計畫（如）、海外工作（國際志工），及專業計畫（如

MEXT）。就增進日本學生的學術英語能力而言，MEXT）。就增進日本學生的學術英語能力而言，

這些專案計畫是否有效？為什麼？這些專案計畫是否有效？為什麼？

答案當然是肯定的。即使是面對那些安於

現狀的學生，我們只需要清楚說明出國留學的準

備方法與流程，就能夠激發學生想要出國進修的

動機。出國會得到很多在日本沒有辦法直接獲得

的寶貴經驗，所以，不論學生想要短期或長期進

修，偏愛吸收學術知識，或只想增進語言技巧，

甚至從事個人或團體旅行，這些經驗對他們來說

都是很好的！總而言之，CIEE為年輕人創造更

多的機會！

面對世界日益全球化的挑戰，您會如何建議面對世界日益全球化的挑戰，您會如何建議

英語教育專家或是政策制訂者，以增進日本學子英語教育專家或是政策制訂者，以增進日本學子

的學術英語力？的學術英語力？

首先，我希望他們能協助將更多的學生送出

國，不論是出國念書、工作或是旅遊，讓他們知

道出國的益處。我也建議在政策上建立可降低出

國留學門檻的機制，例如，提供獎學金，或是以

更彈性的制度授予學分。一旦學生踏出日本，就

能親身體會外面的世界有更多的事物等著他們去

探索，取得這些國際經驗能夠更加有效、積極地

改變年輕世代。我相信日本年輕學子並不是真的

如此內向，而作為國際交流促進部的一份子，就

應該以燃起年輕學子的熱情為目標，並且告訴他

們如何邁向那美好的世界！

人物簡介

掘越敏明 Toshi Horikoshi

˙日本 CIEE（The Council o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al Exchange）國際交流促進部 部長

˙日本托福代表（TOEFL Representative in Japan）

◎註 1：LSA，即 Language Study Abroad Program 

in Japan；日本以 LSA 統稱「海外語言學習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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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張淳育

香港，只要搭港鐵到九龍塘，出了地鐵

站就是香港城市大學（以下簡稱香港

城大），緊鄰熱鬧繁華的大商場，可說是最接

近香港鬧區的大學院校之一。此外，該校也在

2013年國際高等教育機構 QS（Quacquarelli 

Symonds）所公佈的亞洲大學排名榜中位列第

12，在建校未滿 50年的全球 50所最佳大學排

名榜中，則位列第 4。能獲得這樣的評比成果，

應歸功於香港城大大學國際化、教研合一、創新

能力培養的重視。

比如說，QS排序亞洲大學排名榜的多項指標

中，香港城大的論文發表平均數量以及學生到外

地交流人次等兩項指標，在香港幾所大學中是最

高的，而國際化教師的數量一項則排名第 2。

香港城大校長郭位指出，該校授課教師約有一

半是外國學者，而且交換學生風氣相當盛行，近

幾年大力遣送學生赴海外研習 ，並希望全校半

數以上學生能夠於 4年求學期間內至少有一學期

到其他國家見見世面。為此，香港城大已與 28

個國家和地區共約210個學校建立了友好關係，

合作項目達 336項之多。香港城大簽約合作的

對象中有英國的劍橋大學、美國的馬里蘭大學、

科羅拉多大學、日本的東北大學、台灣的台灣大

學等知名大學。

保持好奇心  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

香港城大期望把學生培養成「具備創新能力、

能以問題導向進行研究，且研究成果具有社會實

質影響力（impact）」的人才。對郭位校長來說，

所謂創新就是保持一顆好奇心，不停地探索。

他表示，時代日新月異，新科技帶來便利的同

時，往往也會衍生新的問題，留待我們去解決，

所以大家都應該想辦法「做好準備，利用現在還

沒有發明的技術，從事目前可能還不存在的工

作，解決現在看來還不是問題的問題」。要創新，

就要多問問題、多思考，保持好奇心，活在當下。

「比如說，二氧化碳一直被視為全球暖化的

元兇，但科學家正研究在二氧化碳中加入催化劑

或透過光合作用，使之變成能源，轉化為汽車燃

料，就像是植物產生能源的方式。目前，科學家

已能從發電廠的廢氣中獲取二氧化碳，將來更可

能從空氣中直接提取二氧化碳。如果成功，不僅

可以減少空氣中的二氧化碳，改善環境，還可以

同時紓緩能源緊張問題。到時候，誰又能說二氧

化碳不好呢？」郭位舉例說明。

在

香港城市大學校長郭位認為，大學國際化要先以自身文化

為根基，使英語溝通更有內涵。

從香港城市大學看台灣大學國際化政策
專訪香港城市大學校長郭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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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位認為，學生要具備創新能力，「讀萬卷

書不如行萬里路」，讓學生到世界各地去看看走

走、增加閱歷是最實際的做法。「將學生送出國，

主要是希望他們藉以體會不同的環境，看看當地

人面對社會環境的智慧，實地學習人家做事的方

法，進而重新了解我們所生存的地球。」

「比如送學生到沙漠地區或到南極冰原地區考

察，就能激發出不一樣的靈感，能對學生的創新

思維帶來好的影響。」對於積極送學生出國的方

針，郭位解釋了背後的用心。

除此之外，香港城大的大部分課程都是以英語

授課，台灣高中畢業生要去城大念書，只要有學

測 68級分以上及英文頂標成績便有資格申請。

如要報讀碩士課程，學生則得具備 TOEFL PBT 

550 分或 TOEFL iBT 79 分以上的基本英語能

力。

英語是工具  內涵更重要

雖然香港城市大學對學生有上述基本的英語能

力要求，但郭位強調，大學的國際化不等於英語

化，並以韓愈「文以載道」做比喻，指出英語是

表達「內容」時所須具備的「工具」，然而「內容」

是否實在有物，才是重點。「英語是溝通工具，

可以幫助我們說出想表達的『內容』、與人進行

溝通；語言讓我們能被聽見、看見，但首先要有

內涵、懂得溝通，這樣一來，溝通工具才能發揮

真正功效。」

他表示，在韓國和中國的上海、北京，已經可

以看到許多國際學生，這代表中國和韓國具備國

際學生想要學習的特色內涵，而不僅僅是因為英

語環境。他建議，台灣也應該根據現況，仔細想

一想「有什麼吸引國際學生的條件、目前的國際

學生是被甚麼因素吸引來台留學的」。他認為，

國際學生要不要到台灣學習，優先考慮的會是台

灣的文化底蘊、教研成果等「內容」，其次才會

考慮該間學校的英語環境。

實踐大學國際化  先了解本身特色

同樣地，溝通的「內容」是很重要的元素。有

些學生英語說得很好，周遭也不乏來自國外的留

學生，但彼此見了面，除了見面說聲 Hi、轉身

說聲 Bye，就不知道要說甚麼特別的，徒有好的

英語能力卻不能達到交流的目的。郭位認為，這

樣的人在溝通上就應該進一步思考說話的內涵，

否則即使英文好，說出來的話沒有意義，不能就

事論事，自然也達不到文化交流的效果。

對於大學國際化，郭位認為並不是一股腦地模

仿、人云亦云，而是要先了解本身的特色，以自

身的文化為根基，並虛懷若谷、海納百川，虛心

接納其他文化之所長，不斷革新、進步，同時做

到教學與研究結合，讓師生從事原創探索，充實

內涵後，再利用「英語」這個世界上通用的溝通

工具，與人溝通交流，這才是「實踐大學國際化」

的真諦。

從香港城市大學看台灣大學國際化政策
專訪香港城市大學校長郭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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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訓赴澳  TOEFL ITP為全英語師資把關
南臺科大校長戴謙談國際化新願景

文：張淳育

年 6月，南臺科技大學（以下簡稱南臺科

大）為了提高校內全英語授課課程數量，

共選送了 27位專業教師前往澳洲西雪梨大學

（University of Western Sydney）進行研習，

白天在學校上課，晚上則住宿接待家庭，在全英

語環境下徹底學習，好為接續開設的全英語授課

課程做準備。

此次南臺科大規畫的「澳洲移地師訓計畫」

相當嚴謹。早從 4月開始，50位預計開設全英

語授課課程的專業教師就開始了每周六一次、一

次 4小時的國內研習。西雪梨大學的Michael 

Singh教授也特別受邀來台，傳授以英語進行專

業授課的訣竅。

透過對出席率、上課表現以及托福紙筆測驗

（TOEFL ITP）成績進行綜合評比，南臺科大

共選出 27位教師前往西雪梨大學研習，其中工

學院佔 10位、商管學院佔 12位，數位學院則

有 5名教師獲選。對比多數學校選派 1至 2位

種子教師赴外受訓、回國辦理教師工作坊的模

式，南臺科大的移地師訓計畫可說聲勢驚人。

4年師培  逾百位全英語授課師資

南臺科大校長戴謙表示，該校原本已有 5個全

英語授課班級（見右頁表一），主要授課對象多

為國際學生，而考量到國際化對台灣學生的重要

性，原本就預計要加開全英語授課課程；幸運的

是，100年6月時，南臺科大曾接受教育部「100

年度全英語學位學制班別訪視」，5個班級全部

獲得「極力推薦」評比，因而也獲得 480萬元

的補助款執行這次的師訓計畫，減輕學校不少財

務負擔。 「台灣的未來就在國際化」，戴謙解釋：

「全英語授課課程不該只開放給國際生，更應該

讓台灣的學生一起學習。」在日漸全球化的台灣

社會，年輕人早已須用英文在國際上闖蕩了，因

此，在學的台灣學生是最需要接受全英語訓練

的人。

此項教師全英語授課能力培訓計畫預計執行 4

年，按照今年選送人數估計，4年後南臺科大將

有超過 100位的全英語授課師資；教師申請時

必須同時提出一份全英語授課計畫，屆時全校的

大學生都能選擇感興趣的全英語課程。

「我打算規定，每位南臺的大學生畢業前都至

少要修一門全英語授課課程。學生一定要有這樣

的上課經驗。」他強調，新規定下，學生修過了

能拿到學分；即使修了沒過，只是拿不到學分，

仍然能照常畢業；但若是沒修，就不能畢業。

成立國際學院  打造國際化新願景

南臺科大不只計畫逐年選送教師進行培訓，戴

校長還透露，近期將成立國際學院，組成單位包

括：原有的 5項全英語授課班、國際企業系中以

英語進行授課的課程、較熱門的數位設計學院，

以及未來陸續開設的全英語授課課程等。藉由國

際學院的成立，除希望能吸引國際學生以學位為

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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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訓赴澳  TOEFL ITP為全英語師資把關
南臺科大校長戴謙談國際化新願景

目標來臺就讀外，也希望建置出該校的國際化運

作架構，讓南臺科大的校園國際化願景更加清晰

可期。配合一連串課程的改變，南臺科大也將嘗

試減少獎學金名額，以提高自費國際學生人數為

新目標，改將資源分配到與姊妹校的互動上，加

強校際間的互動與宣傳。

至於全英語授課課程的學生來源，戴謙表示，

除了每位大學生都規定要修一門全英語課外，南

臺也預計和台南高工等學校合作，在高中階段即

開設專門針對全英語授課課程設計的「預修班」；

而主打雙語教學的南科國際實驗高中畢業生，也

是南臺科大國際學院期望招徠的學生。

學英語  能聽、能說最重要

在戴謙侃侃而談下，南臺科大的國際化願景逐

漸成形，而現實與理想是否能如願銜接？全英語

授課課程能不能帶給學生幫助？戴校長很清楚，

關鍵就在於學生對英語能力有沒有正確的認知、

能不能持續自我提升英語力。

他進一步表示，台灣的英語教育太重視文法，

教到最後許多大學生仍然不懂怎麼開口，甚至因

此染上了莫名的英語恐慌症，相當可惜。他認

為，英語是國際場合的溝通工具，能聽、能說最

重要，他甚至也不要求學生記太多單字，只要能

把 1,500字的 Globish以及基本的文法靈活運

用就好。而南臺科大提升學生英語能力的祕密

武器就是 Live DVD線上電影英語自學系統。 

這套系統功能完整且強大，具備線上英語字

典、實用對話片段反覆播放練習與收藏、多重語

言字幕選擇、英語檢定單字標示等功能，不但能

以影片進行自我學習，且資料庫龐大，平台內持

續更新數十部影片，還能進行關鍵字幕檢索。

比如學習者對「like」的用法有興趣，就可以

搜尋「like」，找到所有影片中出現過「like」的

片段進行學習；平台也記錄了使用者的學習資

訊，教師只要從後台就可以知道學生的使用狀

況，或者也可製作成數位教具進行互動教學。南

臺科大推行至今，受到不少學生與老師的肯定。

「進步相對論」台灣要再提升進步速度

從 Live DVD到移地師訓、到國際學院、再到

廣設全英語授課課程，南臺科大積極為學生串起

一條連向國際的線，戴校長表示，南臺科大是產

學型大學，學生畢業就是要接軌到企業端。經營

這樣一間學校，自然要好好把學生的國際職場生

存力、競爭力備齊。

「近幾年台灣的英文能力整體上有進步，但

『進步』是相對而論的，韓國和大陸進步的速度

比我們還快許多，我們不可忽視。」他繼續說：

「就像不可逆的化學反應過程一樣，時間點很重

要，一旦錯過了，在國際上可能就會永遠被邊緣

化。」曾任國科會副主委的戴校長憂心忡忡地說，

現階段台灣已經慢了，要和鄰近國家在經濟上拼

輸贏，就必須要加緊努力才行。

表一、南臺科大獲教育部推薦的全英語授課班表一、南臺科大獲教育部推薦的全英語授課班

企管系國際學生組碩士班

電機工程系博士班

電機工程系碩士班

機械工程系機電科技博士班

機械工程系碩士班
南臺科大校長戴謙憂心臺灣整體英文程度進步

速度不夠快，勉勵師生加緊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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葳格中學引進 TOEFL Junior 
檢測學生學習進度
專訪葳格中學校長張光銘
文：John Chen

2012年成立高中職部的葳格中學，其教

育體系含括幼兒園、國小、國高中，並在

創辦人袁昶平先生與國際接軌的治學理念下，在

2013年更設立了國際處，招收 7到 12年級的

學生；2014年該校並計畫引進托福測驗做為學

生學術英語能力的評量指標，培養學生成為未來

國際化的領導人才。

談到國際化人才，葳格高中校長張光銘（曾任

台中市教育局長），認為國際人所需具備的特質，

語言是第一，其次是資訊能力，再來就是培養廣

泛國際視野，「其他像溝通協調能力的話，只要

語言能力到一定程度後就會自然的延伸出來。」

從不同階段落實英語教育

定位在國際學校的葳格中學將「語言」視為

學生核心的基本能力，這樣的想法也反應到葳格

教育體系中從幼兒園到高中不同階段的教學方式

上。因為外語能力難以速成，最好的方式就是從

小打好基礎，所以葳格從幼兒園開始，一周便有

6成的課程是英語，到今年更調整到 9成是由外

師上課、中師協同教學的課程。

在小學的英語教學上，則是從每周的的 12節

增加到 20節，包含了科學、體育、音樂等不同

課程，「目的就是讓他們能自然的融入英文情境

中。」張光銘校長如此強調。

英語句型 300句 
埋下將來學習的種子

但到國、高中階段時，因為面臨到升學壓力，

在既定課綱的限制下，需兼顧升學相關的課程，

畢竟英文再強，其他科目不好還是難以進入理想

的學校。

即便如此，葳格高一和高二上每周 6節的英文

課仍有 4節是由外師上課；到高二下時基於升學

考量則調整成 2節由外師上課，另 4節則是針

對課綱內容教學，以符合學生未來升學的需求。

對張光銘校長來說，教育是要讓學生的「進

路」更廣。除了升學外，葳格高中對有就業需求

的觀光、餐飲與應用外語科也相當注重語言能力

的培養。

尤其對英文程度較弱的餐飲科，如果未來想在

在

葳格中學校長張光銘強調，未來的競爭將在國際，

而不僅止於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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葳格中學引進 TOEFL Junior 
檢測學生學習進度
專訪葳格中學校長張光銘

五星級的飯店工作的話，不只是對外的服務人員

要有外語能力，就連在內場工作也可能會遇到外

籍廚師，在在都需要用到英語。

為了加強餐飲科同學的英語能力，張光銘校

長把班上同學分成 A、B、C三級，然後像英語

900句型一樣，要求老師從網路或其他管道，針

對餐飲產業整理出 300句最常用到的句型。一

學期的上課時間讓學生就背 50句，然後反覆的

練習熟悉對話，有了這 300句的基礎，「即使

在五星級飯店工作，簡單的應對已經 OK」，張

光銘校長如此認為。

其實這樣的做法不但能減少學生對英語學習

的恐懼，並讓學生在未來的職場工作上具備基本

的應對能力，張光銘校長認為更重要的是透過這

300句，只要之後在工作時有用到一句，學生就

會受到激勵而對英語產生興趣與信心，埋下將來

學習進修的種子。

推動參加托福測驗 
就業升學進路更廣

葳格高中的特色在透過國際化的教學方式，

為學生打下良好的基礎提供未來更多的進路。在

這樣的理念下，學校計畫在這學期舉辦 TOEFL 

Junior以評估學生之英語能力。

之所以會選擇 TOEFL Junior是因為不少人

都認為 TOEFL測驗難度較高，所以先從針對中

學生所設計的 TOEFL Junior開始，讓學生熟

悉考試內容且培養信心，為將來參加 TOEFL測

驗做好準備。

張光銘校長當然也了解到並不是每個家庭都

有能力將孩子直接送到國外大學深造，但現在國

內有許多大學有與國外締結姐妹校，所以學生或

許也可考慮選擇雙聯學位，以二年在台灣，二年

到國外就讀的方式，用較少的負擔來取得國外文

憑。

張光銘校長認為，即便留在國內就學，高中生

可先取得托福成績，在大學時也能用來抵免英文

學分，將時間用來充實其他技能，甚至未來在就

業時，好的托福成績也讓學生更有機會進入外商

公司。

為了協助學生準備托福測驗，葳格也規畫相

關的配套措施，像是與校外的托福補習班配合，

由有托福教學經驗的講師先為學校的老師進行講

習，讓老師了解托福考試的題型與方向來協助學

生做好準備。

張光銘校長強調，未來的競爭將在國際，而不

僅止於台灣。因此除了具備語言能力外，還要培

養國際視野，才能在這個知識經濟的時代，直接

跳入國際與世界接軌，迅速取得最新資訊成為自

己的核心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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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扶輪交換生體驗不同文化
RYE 青少年交換計劃採 TOEFL ITP 為甄選交換生語言力之標準

文：John Chen

了增進學生的國際觀並體驗各國文化的

差異，國際扶輪青少年交換計劃（Rotary 

Youth Exchange，簡稱 RYE）提供青少年在學

習能力與可塑性最強時期，以交換遊學的方式到

不同國家生活學習，培養學生開放包容的心態。

國際扶輪 3480地區副主委陳品棋表示，RYE

與一般交換生計畫最大的不同在於「雙向」，不

單單只是將學生送出國，也會接待來自國外的

學生；而所有接待家庭都會先經過國際扶輪社

的認證，一次只接待一人，讓交換學生除了語

言學習外，在生活上也能與接待家庭有更好的互

動交流。因此，國際扶輪 3480地區自 2012年

起開始鼓勵報名者檢附托福紙筆測驗（TOEFL 

ITP）成績，且在 2013年更進一步以此成績做

為甄選青少年交換學生的標準，確保出國交換的

學生具有一定的國際溝通能力。

TOEFL ITP如實反映學生英語程度

國際扶輪青少年交換計劃是以 15.5-18.5歲

學業成績中等且品行良好的學生為甄選對象，整

個流程先進行個人資格的初審，像是年齡是否符

合規定、學科成績不能有超過 3科不及格、在校

不能曠課太多等。

第一輪資格審查完後，接著就是面試。2013

年面試甄選的評分分為四大部份：學生本身的語

言能力占 30分、人際關係表現占 20分、環境

適應力占 20分，其餘 30分則是看甄選學生的

家庭在日後接待他國交換生的配合能力。

其中，在語言能力部分，TOEFL ITP成績與

口語面試成績各占 15分。陳品棋表示，根據歐

洲語言能力分級架構（CEFR）B1等級的能力

描述，TOEFL ITP 460分到 542分具備「在一

般職場、學校、休閒等場合，常遇到的熟悉事物，

在收到標準且清晰的信息後，能了解其重點」的

能力，而交換生皆應具備此一能力，因此學生只

要取得 TOEFL ITP 510分以上，即可取得 15

分滿分。

國際扶輪 3480地區之所以會選擇 TOEFL 

ITP做為語言能力的評量標準，是因為以往單靠

老師面試評分的話，每個人的標準不同，成績也

就難以客觀；而 TOEFL ITP分數則是透過一個

客觀公正的評量標準，立即就能了解學生的語言

能力。而從此次甄選者在英語面試時的表現來

看，其語言程度確實與其 TOEFL ITP的成績相

當吻合，「TOEFL ITP能有效衡量出學生的語

言能力。」陳品棋如此表示。

儘管此次採 TOEFL ITP分數做為甄選標準引

為

國際扶輪 3480 地區副主委陳品棋表示，雖然對交

換生而言，語言能力不是唯一，但沒有卻萬萬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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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部分家長的抱怨，但該計畫委員會仍認為有其

必要性。陳品棋表示，雖然對交換生而言，語言

能力不是唯一，但沒有卻萬萬不行。「一方面是

因為國外會要求交換學生應具備一定英文能力，

以免交換生與國外接待家庭無法溝通；再者，即

使在非英語系的國家，各國交換生間也都是以英

語來交流，若沒有一定基礎，日後在環境適應上

必然會很辛苦，因此將 TOEFL ITP成績納入甄

選評量的項目對學生與接待家庭雙方其實都有益

處。」

國際扶輪社重視交換生的行前培訓

在面試的過程中，國際扶輪除了會邀請專業

老師來評選之外，也會邀請之前擔任過交換生的

學長姐們，依據自身經驗所發生的一些狀況來詢

問受試者，藉此評量甄選者對事件的處理反應能

力，以評估其是否適合出國進行交流。

在通過面試後，主辦單位會公布「備取」名單，

接著國際扶輪會陸續安排備取生接受講習訓練的

課程，像是英文申請書填寫、如何做好自我介紹

的簡報，甚至是國際禮儀、用餐禮儀等，且會要

求學生進行英文簡報驗收，課程結束後還會頒發

結業證書，如果期間無故缺席者還可能會被取消

交換資格。

在國際扶輪交換生的申請流程中，會先請學

生填寫希望到哪些國家擔任交換生的志願表；而

學生最後能夠到哪一個國家則依照分數高低來決

定。在 2013年，台灣學生申請交換的國家還是

以英語系國家為主，但國際扶輪則鼓勵同學可考

慮一些較少人選擇的國家，去體驗當地生活，像

巴西、墨西哥這些國家的人民熱情，反而讓交換

生更容易融入當地生活，也往往給人意想不到的

效果。

不同文化體驗有助培育全球移動力

對有意參加甄選的交換學生，除了基本的語言

能力外，國際扶輪建議學生在心態上要有接受挑

戰的準備，畢竟出國後到當地會發生什麼狀況難

以預料。「目前台灣學生對於交換計劃的目的，

還是停留在語言學習方面，但其實不同文化的體

驗才是最重要。」陳品棋表示，從一開始面對異

國文化的衝擊，到逐漸適應國外的生活方式並融

入當地文化，這段轉變的過程相當特別，更有助

於未來求學、求職之路。

有一些家長擔心孩子回國後可能會有課業無

法銜接而影響未來升學的情況，但從許多例子來

看，大部份交換生自國外回來後會更清楚自己未

來的方向，而在課業學習上更努力積極，因此升

學表現通常更為亮眼。

由於 2013年採用 TOEFL ITP做為甄選評量

項目有達到超乎預期的效果，國際扶輪 3480地

區目前正考慮是否提高 TOEFL ITP成績所佔的

比重，希望藉此能讓交換生更快適應國外生活，

也能透過彼此交流讓世界更了解台灣。

初審條件初審條件 面試甄選面試甄選

年齡限定

15.5-18.5歲

語言能力 30%

不及格學科

不可超過 3門

在校不可太多

曠課紀錄

人際關係表現 20%

環境適應力 20%

甄選學生家庭未來可接待

交換生的配合能力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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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證照佔優勢  繁星、推甄必勝心得
「托福 + 益分」達人分享英語學習

文：編輯部

應「學術研究全球化」與日益盛行的「就

業國際化」之趨勢與挑戰，教育部已推動

大學國際化策略多年，各大專院校也早已落實到

課程安排與篩選新生資格規範中。對於想報名參

與「繁星推薦」或「個人申請」入學的高中職生

而言，了解志願學校對新生的期許，則成了首要

步驟。即使各校招生的需求特色不盡相同，卻一

致重視學生的國際英語溝通能力與學術英語文能

力。因此，在備審資料中檢附英語雙證照來證明

自己兼具兩種英語實力，將更容易獲得審查推甄

資料老師的青睞，幫自己從眾多候選的學生中脫

穎而出。

ETS 台灣區代表為輔助學生盡早取得國際學

術英語力證照，在 2013 年特別規畫「托福 +益

分」專案考。凡持有 2011年 3月 1日至 2013

年 12月 10日多益成績的高中職生，皆可獲國

際學術證照補助金之資格，報考托福紙筆測驗

（TOEFL ITP）。屏科大應外系江育慈、文藻

外語大學英文系陳勁宏，是兩位參與專案考的優

秀學生代表，且看他們分享準備托福紙筆測驗、

提升個人學術英語力的學習心得：

因

英語雙證照推甄達人　

江育慈分享經驗談

 

江育慈
多益測驗 775分／托福紙筆測驗 553分

屏科大應用外語系　     推甄成功

考量到大學推薦甄試的需要，畢業於國立嘉義

高商應用外語科的江育慈，參加 2013年 4月

28日舉辦的「托福 +益分」專案考。

之前已取得多益 775分的她，在此次的托福

紙筆測驗也拿到 553分的佳績，並將多益與托

福紙筆測驗的成績放入大學推甄備審資料中，順

利通過推薦甄試，現已是屏科大應用外語系的新

鮮人。

談到自己如何準備托福紙筆測驗，江育慈

說，主要是閱讀此專案所贈送的《TOEFL ITP 

Practice Tests》衝刺寶典。她覺得托福紙筆測

驗不管在題型或內容角度上，都和其他英語測

驗不大一樣，像統測或校內的考試比較重視字

彙背誦；但托福則著重於對文章整體的理解，須

通篇了解篇章結構後，才有辦法應答，「因此，

《TOEFL ITP Practice Tests》中對測驗題型

的解析介紹，對自己幫助很大！」。

另外，由於托福紙筆測驗的題目相當多，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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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曾經過一段艱辛歷程。他提到，自己剛讀小學

時，其實對英語完全不感興趣，英語程度甚至是

全班最差的，但在小學四年級時，有位英文老師

卻看出陳勁宏在語言上的潛力，在不斷地諄諄引

導及鼓勵下，讓他開始學會用新的態度面對

英語。

例如在文法時態的使用上，這位老師不是用傳

統單純死背的方法教授，而是用更符合邏輯的方

式，引導學生自己歸納出文法使用規則，這套方

法為陳勁宏打下良好的英語基礎。

陳勁宏更以自身經驗強調，單字是英語學習的

基礎，背好單字就像是幫建築物打地基一樣，但

還需要透過文法、句型，來組織成完整的句子，

進而表達出語意。 

若想自行提升英語力，陳勁宏建議同學可多

利用網路的免費資源。例如看《英文中國郵報》

（The China Post）的網路新聞，不但可以增

加閱讀能力，還能從中觀察編輯如何撰寫新聞，

以培養自己的寫作能力。

在聽力部份，他則推薦可以從網路上去找

一些英語雜誌提供的線上課程，比方說，彭蒙

惠 英 語（StudioClassroom.com） 的 Radio 

Programs。陳勁宏覺得：「英文不一定要學得

精，但重點是要『大膽用它』！」只要多利用各

種資源與機會，加上不斷練習，就能有效地增進

自己的英語能力。

時間又長，她建議考生們在考前一晚一定要充分

休息，才有辦法長時間集中注意力，全力應對

考試。

為理解更進階的課程內容，考上應外系之後的

江育慈，懂得善用開學前的時間看英文小說，來

加強自己的閱讀能力，她尤其喜歡像《波西傑克

森》（Percy Jackson）這類的英語科幻小說。

江育慈也建議大家，可多看美國的喜劇影集，或

是用字遣詞較簡單且生活化的電影，對提升英語

能力都會有所幫助。

走出棄英族　

陳勁宏大膽用英文

陳勁宏
多益測驗 705 分／托福紙筆測驗近 490 分

 

文藻外語大學英國語文系　     申請入學

為了想了解一下自己長久學習英語的成果，已

具備多益成績 705分的陳勁宏，才剛從復興高

工畢業，就在沒有特別準備的情況下，報名參加

2013年 4月舉辦的「托福 +益分」專案考，結

果一舉取得托福紙筆測驗近 490分的佳績，並

於 2013 年申請到文藻外語大學英國語文系

就讀。

雖然就讀英文系，但陳勁宏過去在英語學習上



行 越

復興高中文湘玲老師
分享中學生托福教學法

* 文 : 謝宜君

來越多的中學生參加托福測驗，為了能協

助英語老師們紓解學生面對考試的壓力，

ETS台灣區代表特別邀請目前任職於復興實驗

中學的英文老師文湘玲，於 2013年 11月 8日

一年一度的中華民國英語文國際研討會（ETA-

ROC）中的 ETS Session系列講座上以「中學

生托福教學分享」為題，托福測驗的教學方法。

她演講中特別分享了多種托福考試技巧與教學方

法，讓與會的老師們收獲良多。

在文湘玲老師主講的「中學生托福教學分享」

講座中點出托福測驗的考試技巧：「聽力測驗時

勤做筆記」。文湘玲指出，TOEFL iBT的聽力

測驗得分不易，冗長的對話考題容易讓考生分

心，因此在聽力測驗時寫下考題對話關鍵字做為

筆記，是測驗中不可或缺的技巧。

文湘玲老師另提供兩種教學方法：「揣摩考試

情境」、「練習英打」。由於 TOEFL iBT測驗時

間長達 4.5小時，為了讓學生能掌握時間、揣摩

考試情境，她使用「TOEFL Practice Online」

線上擬真測驗作為學生的平時訓練；另一個最容

易被忽略的考試訣竅是打字速度，由於 TOEFL 

iBT是電腦作答，打字速度是提升答題關鍵之

一，她建議平常要讓學生多使用英打來練習手

感，在測驗答題時能更為流暢。

江揆促結合民間資源
推廣英語文教育

* 本文出處：中央社

政院長江宜樺今天指示教育部研議結合民

間資源共同推廣英語文教育，且注意城鄉

差距現象，普遍提升民眾英語能力。

江宜樺上午在行政院會聽取教育部「提升學生

英語文能力方案」報告後表示，提升英語文能力

是台灣進一步國際化、提升競爭力的重要條件。

他指出，政府已積極投入經費推動多項提升學

生英語文能力的作為，但與其他國家比較，仍有

改進空間。

江宜樺說，政府預算畢竟有限，請教育部研議

結合民間資源共同推廣英語文教育，並增加學生

更多接觸及使用英語文的機會。

他指出，在各級學校中，高職技職體系的英語

文程度相對較低，要透過師資改善，提升生活應

用的英語使用，不要讓學生只知道應付考試，這

也是「提升學生英語文能力方案」的工作重點。

江宜樺也說，社會上相當重視偏鄉地區學童

的英語能力普遍較都會地區低，不利區域均衡發

展及社會階層流動，請教育部注意城鄉差距的現

象，並可參考及推廣辦理成功學校的案例，以普

遍提升民眾英語能力。

˙行政院院長江宜樺：英語能力是台灣提升競爭力的重要條件

˙ETS 台灣區代表在 2013 ETA 舉辦 ETS Session

教育最前線

結合民間資源 共推英語文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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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驗內容：

托福系列測驗與CEFR參照表

項目 題數

31-68級

31-68級

31-67級

310-677分

級數/分

35分鐘

25分鐘

55分鐘

115分鐘

時間

聽力

文法結構

閱讀

總計

50題

40題

50題

140題

測驗日期、場地以考試通知單為準，
若有任何疑問請洽線上客服：
www.toefl.com.tw

校園到考服務洽詢專線：
(02) 2701-8008＃551

測驗簡介：
TOEFL ITP是由美國教育測驗服務社ETS
所研發。其沿用托福PBT測驗設計而
成，目前已有47個國家、2500多個機
構採用TOEFL ITP，每年實施多達60萬
人次以上，至今已有超過50年歷史。

測驗時間：
約2小時 (不含30分鐘背景問卷)

測驗型式：
紙筆測驗

報名費

7/14 

成績單寄送日

台北、桃園、新竹、

台中、台南、高雄

考      區測驗日期

6/22

網路報名：$1,160 (含40元網路處理費)     通訊報名：$1,420元

報名期間 

4/17-5/14 

3/17 2/23 2013/12/19-
2014/1/15 

台北、桃園、新竹、台中、

嘉義、台南、高雄
4/21 3/30 1/16-2/19 

台北、桃園、新竹、

台中、台南、高雄
5/19 4/27 2/20-3/19 

台北、桃園、新竹、

台中、台南、高雄

台北、桃園、新竹、台中、

嘉義、台南、高雄

8/18 7/27 5/15-6/18 台北、桃園、新竹、

台中、台南、高雄

6/16 5/25 3/20-4/16 

國際學術英語能力評量

測驗單位：       台灣區代表   忠欣（股）公司    地 址：台北市復興南路二段45號2樓

上半年度測驗日期公告

2014

TOEFL ITP托福紙筆測驗

基礎級 進階級 高階級 流利級 精通級

名    稱
CEFR等級參照門檻分數

A2 B1 B2 C1 C2

627

110

28

26

28

28

310-677

0-120

0-30

0-30

0-30

0-30

總分
分數範圍

TOEFL ITP

TOEFL iBT（網路型）

測驗
項目

337

29

13

11

460

57

8

13

19

17

543

87

22

21

23

21

閱讀

聽力

口說

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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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S 全球報

托福測驗應用廣泛 提升學生學術英語力

土耳其重視學術英語，

舉辦教師研習營

駐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的美國大使館（the U.S. 

Embassy）近來推行學術英語系列活動，邀請

ETS全球部（ETS Global）開設系列 TOEFL 

iBT 師訓課程，分別在位於土耳其伊斯坦堡

（Istanbul）、安塔利亞（Antalya）、安卡拉

（Ankara）、依茲密爾（Izmir）等城市的四所

大學中，舉辦為期四天的學術英語研習營，總共

吸引了土耳其全國各地逾150名英語教師參加。

舉辦該學術英語研習的主要用意，在於協助土

耳其當地的英語教師更加了解提升學生學術英語

力的方法。除此之外，透過此研習營也讓與會的

老師們能協助已獲得土耳其教育部（MEB）及

高等教育委員會（YOK）補助獎學金的獲獎生，

進一步掌握如何準備托福

測驗，進而順利出國留

學。對多數獲獎生來說，

參加托福或是其他學術英語

能力評量，是在出發前往英、

美等國家留學的必要環節之一。為了幫助學生快

速累積學術英語力，土耳其美國大使館藉由師訓

的方式，提供英語教師 TOEFL iBT等學術英語

相關教學資源，以協助更多學生順利出國留學。

ETS全球部學術及政府關係處（Academic 

& Government Relations Director at ETS 

Global）處長Maria Victoria Calabrese表示：

「這類合作計畫不僅協助當地英語教師更加了

解托福測驗，也有助於促進美國及土耳其之間

的關係」。

ETS Global發起「Pens for Success
計畫」 為受難學童帶來希望

ETS全球部（ETS Global）近日透過「Pens 

for Success計畫」公益活動，提供敘利亞受難

學童 300份文具套組，讓當地孩童也能享有基

本的教育資源。

「Pens for Success計畫」是由 ETS全球部

主動發起的一項社會服務計畫，希望藉由該計畫

提供日常基本學習用品給資源貧困地區的學校與

教育中心，以幫助當地學童的教育所需。ETS

全球部計畫每月捐助上百份文具套組給真正需要

資源的學校，每份文具套組皆包含原子筆、鉛

筆、尺和橡皮擦。

近日，有鑑於敘利亞的

教育資源相當匱乏，當地

受難兒童多半來自流離失

所尋求庇護的家庭；而位

於北約旦的學校儘管已將

白天上課時間一分為二，採

資料來源：台灣托福資源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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輪班制的方式授課，但仍然還有許多學童無法

受教育。為了讓當地學童擁有基本的文具以助

學習，ETS全球部駐約旦代表與回教慈善協會

（Islamic Charity Center Society）及國家基

督徒使命聯合教會（National Christian and 

Missionary Alliance Church，簡稱 C&MA）

透過「Pens for Success 計畫」，協力提供

300份文具套組給敘利亞受難學童。ETS全球

部表示，藉由「Pens for Success計畫」提供

學童課堂學習所需的文具用品，已對敘利亞當

地教育社群帶來正面影響。回教慈善協會總監

Suleiman Al-Qadi說：「ETS全球部的這項公

益行動，為敘利亞當地的受難兒童及家庭帶來快

樂和希望」。

日本知名國立大學應用 TOEFL ITP

日本 6所知名國立大學目前皆已採用托福紙

筆測驗（TOEFL ITP）做為英語能力測驗或是

大一新生的分班測驗，其中的 2所大學更將此

測驗應用在研究所入學考試上。

這 6所大學皆曾隸屬日本舊制帝國大學體系

（註），是日本地區極負名望的學校，並在大學

排名中名列前茅，與常春藤盟校在美國大學的位

階類似。

採用 TOEFL ITP的這 6所大學，合計共有超

過 18,000名的學生，其中約有 11%的學生曾

在 2009年參加過此測驗。

托福日本代表國際教育交流協會（Council 

o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al Exchange，

簡稱 CIEE）已成功地與數間日本頂尖大學合

作，將 TOEFL ITP納入大學教育的必要條件。

CIEE執行長 Kazu Otake

表示，「對於這些頂尖大學

選擇用 TOEFL ITP來達成其

教育需求，我們感到十分高興。

TOEFL ITP是教育機構用來評測學

生英語能力的一種絕佳方式，而教育機構在評量

方式的選擇上也仍偏好紙筆測驗的形式。」

◎註：

帝國大學狹義上指日本在明治維新之後到第二次世

界大戰前在日本內地（本土）所設立之 7 所國立綜

合大學，廣義上包括兩所外地（殖民地）的帝國大學，

按時間先後分別東京帝國大學（今東京大學）、京都

帝國大學（今京都大學）、東北帝國大學（今東北大

學）、九州帝國大學（今九州大學）、北海道帝國大

學（今北海道大學）、京城帝國大學（今首爾國立大

學）、台北帝國大學（今國立台灣大學）、大阪帝國

大學（今大阪大學）、名古屋帝國大學（今名古屋大

學）。1947 年，帝國大學改為國立綜合大學後，日

本本土的 7 所帝大的名字也拿掉了帝國的部份，但

學制上仍保留舊制，到了 1949 年進行學制改革，

1962 年廢止舊制大學後，帝國大學就再也不存在

了。（資料來源：維基百科）



美國夢留學情 台灣人的美國留學故事展
美國在台協會與靜宜大學合作舉辦留學展

文：謝宜君

外留學人數的多寡，一直以來是台灣人才

競爭力的重要參考指標。因此為了鼓勵

學生勇敢挑戰出國遊留學，美國在台協會與靜宜

大學在 2013年 12月 9日至 2014年 1月 17

日共同舉辦「美國夢‧留學情─臺灣人的美國

留學故事展」，9日由靜宜大學校長唐傳義、

美國在台協會文化新聞組組長周書龍（Joseph 

Bookbinder）、台中市教育局長吳榕峯、逢甲

大學校長李秉乾、ETS台灣區代表策略長暨法

務長甯耀南與敦煌書局董事長陳文良等人共同主

持開幕剪綵儀式，且於靜宜大學蓋夏圖書館三樓

展出。

展覽中回顧台灣學生赴美留學的歷史，展出幾

位重要人物，包括現任總統馬英九、國際科學理

事會會長李遠哲、民進黨前主席蔡英文、中鋼董

事長鄒若齊、詩人余光中等人的留學故事。透過

學生在美的生活事蹟，認識海外學子對國家發展

的重大貢獻，也讓參展的學生看見早期留學生與

現在留學生的美國生活演變。

近幾年台灣的留學人數節節下降，引發社會一

陣輿論及各界的關注眼光。教育部更廣設各類科

獎學金、改變公費留學申請方案，以吸引更多優

秀青年負笈海外。「美國夢‧留學情─臺灣人

的美國留學故事展」活動主要透過留美學生的視

角，闡述台灣學生赴美留學的歷史變遷，以及其

對台灣發展所賦予的意義，藉由陳述這些傑出台

灣人的美國留學足跡，期望能激發台灣年輕一代

積極出國深造的熱情。

靜宜大學校長唐傳義表示，面對全球化競爭，

靜宜大學積極培育具地方感及世界觀的學生，近

年來校方推動「四一一遊留學計畫」，希望讓學

生在大學四年中，至少趁寒暑假出國遊學一次，

或當交換生一次，以完成遊留學的夢想。藉由全

球 150多所姊妹校和教育部、校際聯盟、民間

組織及靜宜大學所提供的獎學金，可讓學生擁有

國際學習經驗，協助其建立國際觀，成為有全球

競爭力的人才。

海

（右起）敦煌書局董事長陳文良、台中市教育

局長吳榕峯、美國在台協會文化新聞組組長周

書龍、靜宜大學校長唐傳義、逢甲大學校長李

秉乾與 ETS 台灣區代表策略長暨法務長甯耀

南等人共同剪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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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中學、交換生申請入學許可

測驗時間：約1小時55分鐘
測驗型式：紙筆測驗

測驗內容

測驗日期、場地以考試通知單為準，若有任何疑問請洽線上客服：www.toefl.com.tw
校園到考服務洽詢專線：(02) 2701-8008＃551

總分項目 題數

200-300

200-300

200-300

測驗總分

35-40分鐘

25分鐘

50分鐘

時間

600-900
聽力

語意

閱讀

42題

42題

42題

TOEFL® Junior™

測驗日期公告

2014中學托福測驗

試題機構

   美國教育測驗服務社ETS於1947年由美國教育委員會、大學入學考試局、卡內基基金會共同成立。
其研發相關測驗包括TOEFL iBT、TOEFL ITP、TOEIC、TOEIC Bridge、SAT、GRE。

SLEP測驗自2012年6月30日已停止研發

測驗價格

3/17 

10/20 

成績單寄送日

台北、台中、

台南、高雄

考區測驗日期

2/23
9/28

網路報名：$890(含40元網路處理費)     通訊報名：$1,150元

報名期間 

2013/12/19-
2014/1/15 

7/24-8/20 

考試通知單查詢日

2/12 

9/17 

測驗單位：       台灣區代表                地      址：台北市復興南路二段45號2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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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留學，千萬不要只聚焦在常春藤聯盟

（Ivy League）的知名大學，更不要把

全部的生活都放在讀書上！一定要打工！所以

在出國之前一定要具備足以與人溝通的語言能

力！」ETS多益測驗全球管理部總監余峰博士

日前受邀來台參加托福迷你留學展，分享他在美

留學與求職的心得。從留學初期的啞巴留學生、

賣花小弟，直到今日登上 ETS高層，余峰博士

用自身經歷鼓勵在場上百位同學，要勇敢追夢，

更要培養溝通與團隊合作的能力。

慎選指導教授  影響一生

余峰表示，美國的大學約有 2000多所，其中

有相當多優秀且著名的學校，幾乎每間學校都有

自己引以為傲、且投入大量資源的專業科目，學

生無須衝著常春藤的名氣，一股腦地只關注那幾

所大學，而放棄其他更好的學校。他提到，若是

亞洲的學術環境是工業化養雞場，那麼美國就像

是「圈養」、「放養」的教育方式，沒有人會逼

別當啞巴留學生 留學前備妥口說能力
ETS 多益全球總監余峰博士傳授留學秘笈  

著你去念書，只要是有意發展自己興趣的學生，

都可任意使用學校豐裕的學術資源。

除了選擇學校之外，想要到美國就讀研究所的

學生，一定要慎選指導教授，「指導教授絕對會

影響到未來的畢業出路。」余峰以自身的經歷表

示，ETS是全球最大的測驗機構，招募門檻非

常高，應徵者眾多，而他能夠進入 ETS工作，

全是因為指導教授強力的推薦。「對很多企業來

說，儘管你有知名大學的學歷，但若沒有知名教

授推薦你，也都是枉然。」

要如何選擇指導教授呢？余峰表示事先調查該

教授在各大研討會的出席率或近幾年的研究論文

數量，由此就可以得知該教授在學術領域的名氣

與地位。

文：Chloe Hsieh

* 轉載自《TOEIC OK News 多益情報誌》第 42 期

「出

ETS 多益測驗全球管理部總監余峰博士分享他在

美留學與求職的心得。

2013 年 8 月 29 日當天在台北華山藝文特區湧進

大批人潮，與 ETS 多益測驗全球管理部總監余峰

博士共享留學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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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不敢說英語  錯過身邊大小事

儘管求職之途順遂，但其實初到美國時，余峰

也曾經有過慘痛的經驗。余峰是在六四天安門運

動之後，決定到美國留學，當時托福測驗並沒有

考說、寫兩種能力，導致余峰儘管具備了優秀的

英語聽、讀、寫能力，但就是不敢開口說英語。

余峰說，他在美國當了一年的啞巴，上了課沒辦

法跟教授請教、下了課也無法和同學溝通，他錯

過了與整個社會的交流。 

余峰當時知道，要改變狀況，就必須開口說

英語，於是他在租屋處每天關起門來跟著肥皂劇

的字幕一起唸，練習英語口說；為了增加與他人

的互動，他毛遂自薦到花店賣花，嘗試著大膽推

銷、厚臉皮說話，反正客人聽不懂會再問一句，

漸漸地，他克服了開口說英語的恐懼感。

75%時間念書  25%時間交流

至今余峰還是會看到許多亞洲人與他早年的狀

況相同。「如果只是想要念書的話，留在自己的

國家就好了。」他說，很多中國人到了美國唸書

仍喜歡聚在一塊說中文，完全失去了到美國留學

的意義。

此外，他建議到美國讀書別將全部的時間花在

念書上，有一些東西在課堂上學不來的，最好使

用 75％時間讀書，拿到 A-或 B+的成績即可，

剩下的 25％時間要培養交流能力，與老師、同

想成功申請美國留學？想成功申請美國留學？

余峰博士分享申請技巧余峰博士分享申請技巧

美國大學：重視每一個人生經驗歷程

美國大學招生時絕對不是以成績為第一考

量，這世上會考試的學生太多了，每個亞洲

的學生都有交上一張頂尖優秀成績單的能

力，你要如何從中脫穎而出？那就得依靠你

的人生經驗。就算是在麥當勞打工也沒關係，

學校要看的是一份可以勾起他們興趣的簡

歷，所以一定要寫自己的經驗，不要去抄別

人的。

美國研究所：大三跟著教授一起活動做研究

研究所招生與大學不同，研究生的招生人數

和錄取與否，完全掌握在教授手上。想進入

研究所的大學生，應該從大三開始準備。各

項資料都要呈現出自己不是只會念書，還要

說明自己在某個科目是有興趣、有野心的。

例如隨著教授一起做研究，就算是幫教授處

理雜事也行。

學多交流。余峰也建議留學生們，現在的社會，

每件事情都需要團隊合作，學習語言至能彼此交

流的程度、綜合思考問題的能力，皆有助於養成

管理能力，這對未來職涯有絕對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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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幫助想出國留學的學生更加了解美國就

學環境及申請資訊，托福資源中心不時舉

辦「托福迷你留學講座」，2013年 10月，邀

請到於同年度前往美國紐約大學攻讀傳媒科系的

李若瑜擔任講者，她同時也是 2013年托福獎學

金得主中錄取最多間學校的第一人！

一共錄取 11間學校的李若瑜，在講座中公開

她的留學準備過程與撇步，分析自己申請美國大

學的成功經驗，整理了從申請入學、面試到選擇

學校等五大核心實用資訊，不藏私地將經驗分享

給未來也想出國留學的聽眾。

Tip 1
準備申請：思考如何呈現自己

在寫書審資料之前，必須一再地反問自己，

該如何呈現自己？與其不斷苦惱如何呈現自己最

優秀的一面，李若瑜建議同學可以由志願學校的

網站中找出方向。事先調查該校所偏好的學生類

型，例如學校的校旨或願景，找出該校對學生的

期許，將這些資訊融入自傳中，塑造自己成為學

校喜歡的學生，就有可能提高錄取機會。

李若瑜 
Vivien Li

為

一次錄取 11 所美國大學的申請訣竅　
2013 托福獎學金得主李若瑜分享留學五步驟

文：謝宜君

就讀學校：
美國紐約大學（New York University）

攻讀科系：
傳播媒體文化（Media, Communication and 
Culture）

畢業學校：
新竹亞太美國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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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p 2
書審資料：提供 essay內容最重要

並非每間美國大學院校都採用先書審後面試的

程序，通常是私立學校才需要面試，例如常春藤

聯盟；而公立學校只需接受申請資料，例如美國

州立大學系統。所以不需要面試的學校就會憑藉

學生的申請資料來判斷該生是否適合成為他們學

校的一員，如此撰寫 essay就成為了其中最重要

的部分。同學們可以透過 essay來表達出自己

的特色、個性及信念等，學校也才能更加瞭解學

生的文字表達能力；不是只單靠著成績來衡量學

生，因此若是 essay寫得好，就算在校成績不是

頂尖，也有被錄取的機會。

Tip 3
面試階段：想像成與朋友的聚會

大部分的學生一遇到面試常會緊張地手腳發

軟，李若瑜說，首先要給自己心理建設，其實面

試就像是給對方一個了解自己的機會。大部分的

學校不會刁難學生，通常只詢問一些基本問題，

像是為什麼會選擇我們學校？介紹一下最近所看

的書？李若瑜說，盡可能地放輕鬆，當做是和一

位朋友聊天，面試官會喜歡談笑風生的你，而非

面露難色的你。

Tip 4
選擇學校：從不同角度了解學校

從學校的排名、地理位置、班級人數到學費

等都是應該考慮的因素。為了更了解學校，李

若瑜會從學校的一些社團或是學生會網站中認

識該校的學生，請他們分享該校的校園生活，

從在校生的角度能夠得知學校最真實的狀況。

喜歡嚐鮮的李若瑜說，當初在選擇學校時，她

仔細研究了錄取學校的各國姊妹校、實習與交

換計畫，選出其中兩間喜好的學校──美國柏

克萊加州大學以及紐約大學後，而下一步，就

是要實地認識學校。

Tip 5
實地考察：由當地學生協助導覽校園

從學校的學生聯誼會網頁中，李若瑜在這兩

間學校中各邀請了一名學生帶領著她遊覽校園

（Campus Tour），體驗了校園風情。李若瑜

表示，真正到了當地後才能了解當地環境、交

通、氣候和民情等是否適合自己。藉由實地觀

察校園的經驗，李若瑜也在兩間學校中做出決

定，她表示，事前探訪當地學校的方式相當適

合海外學生，也能避免發生到了學校後才發現

與自己想像有出入的遺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