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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修習中正大學應用英外語學程學生在學術

英 語 課 程（English for Academic Purposes, 

EAP）的學習成效，中正大學與美國教育測驗服務社

（Educational Testing Service, ETS）台灣區代表簽署

產學合作備忘錄，將由 ETS台灣區代表提供托福紙筆測

驗（以下簡稱 TOEFL ITP）做為檢測工具並分析成績，

分析結果除了可作為學生修課自評及授課教師的教學診斷

之用，更可當作課程設計、教材內容的參考。

中正大學應用英外語學分學程以英語學習屬性為課程目

標，分為「英語技能導向課程」（English for General 

Purposes, EGP）、「專業英語」（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 ESP）、 以 及「 學 術 英 語 」（English for 

Academic Purposes, EAP）等目標導向課程。在歷經

ETS台灣區代表多次南下嘉義觀察，並瞭解中正大學課程

內容，再與該校語言中心主任林麗菊溝通協調後，ETS台

灣區代表忠欣公司總經理王星威與中正大學校長吳志揚乃

於日前簽署合作備忘錄，雙方將共同推動學術英語學程教

學績效產學合作計畫。

此外，中正大學亦在本學期試辦一次 TOEFL ITP，共

計 100位學術英文導向課程學生參與檢測。未來三年，

中正語言中心將在其學術英文導向課程中，以 TOEFL 

ITP作為課程的前測與後測，持續檢驗學生的學習成效。

「國內各大學正在推動全英語授課，我相信，必須以學生

具備一定英語文能力為前提，才能實際發揮成效。」中正

大學校長吳志揚表示，該校自 93學年起推動英語文能力

畢業門檻，校外英檢通過率已從第一年的 16%大幅提升

至目前 68%，而他也期許未來能透過此次產學合作計畫，

持續提升中正同學的國際學術研究力。（整理：沈愛玲）

為

《中正大學採用 TOEFL ITP  檢視學術英語教學績效》

提升學子國際學術研究力

中正大學校長吳志揚（左）與 ETS 台灣區代表忠欣公司

總經理王星威（右）簽署合作備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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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們三兩成群，穿過 S型的川堂，紛紛往

那窗明几淨的辦公室前去，櫃台後方的助

教熱絡接應，只為悉心回答學生的問題。

一大片的油綠草地斜倚著室外的半開放空間，

窗外陽光透亮的程度，一如充斥在這間辦公室裡

工整透明的教學環境。原來這兒是中正大學語言

中心自成一格的桃花源境，只要到了中正師生口

中的「語中」，再沉重的英語學習氣氛，彷彿都

變得理所當然的陽光氣氛。中正大學語言中心主

任林麗菊笑著說：「我們好像不用逼學生學習，

相反地，老師像是被學生推著來上課的，老師太

有壓力感了！」

貫徹 EGAP 教學  打通學習任督二脈

今年五月，計有 100 位修讀「應用英外

語學程」之學術英文導向課程（English for 

General Academic Purposes, EGAP） 的 中

正大學學生，自願參與托福紙筆測驗（TOEFL 

ITP）檢測，結果平均高達 545分，學習成效

學

用 EGAP 教學新思維  奠定學術英語力
專訪中正大學語言中心主任林麗菊

卓 著。 林 麗 菊 表

示：「近十年來才

開始有人清楚定義

EGAP，過去英語教

學界常說的EAP（學

術英語）內容，事實

上都是 EGAP。」

她強調，所謂的

EGAP，其實就是進入英語主流國家學習學術

領域知識所需具備的英語技能。換言之，學習

者在接觸 EAP內容或是全英語教學（English 

Medium Instruction, EMI）之前，必須擁有

良好的 EGAP能力，才能以英語有效吸收學習

內容，「但直到目前為止，台灣的英語教師或許

具有 EGAP的概念，但未必清楚 EGAP的內涵

以及教學技巧，這是相當可惜的一件事。」林麗

菊說。

在應用英外語學程設計之初，和林麗菊主任緊

密討論學程教學內容框架的，還有另外兩位語言

中心的專業英文教師，分別是楊岳龍、李佳家。

楊岳龍老師補充說明：「英文老師若不具備相當

程度的領域專業知識，其實稱不上 EAP授課。」

語言中心的老師們經過多次的討論及思辯，終於

有了共識，亦即認為「學程教授的重點不是英文

的專業知識內容，而是掌握『專業領域學術課

程』的各種英語技巧，包含學術溝通、學術讀寫、

演講語言等等。」儘管越是到了進階的內容，英

語教師難免須面臨專業知識內容（contents／

中正大學語言中心主任林麗菊（右三）表示，該中心要

求的不只是老師的教學能力、英文素養，更須具備「教

學熱忱」及樂於和學生溝通、討論的正向態度。

EGP
一般英語

EAP
學術英語

EGAP
基礎學術英語

跨入 EAP 領域前，須先

累積 EGAP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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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main knowledge）的問題，但「思考如何

使學術內容與英語結合」，才是作為一個 EGAP

老師應思考的重點。

就中正大學的應用英外語學程而言，李佳家

老師表示：「學生的組成多元，來自各個不同學

術專業背景，加上學習目標不同，就會有不同的

英語文溝通模式。」這是學程內容與一般英語

（EGP）課程很不一樣的地方。

建立氛圍的三要件：學生、老師、教材

中正大學的應用英外語學程開辦至今已有五

年，在開課之初，的確未如今日的盛況，跟近來

語言中心經常不得不拒絕學程申請件的情況相

較，剛開始申請學程修課的人數並不算多。林麗

菊說明：「促使一個學程課程模式的成功運作，

並有效提升學生的學習成效，必須具備三個面

向的準備：學生、老師、教材。」而語言中心之

所以要嚴格把關學程的申請資格，目的便是在於

「讓學生清楚地瞭解自己的學習目標」及「要把

資源用在最需要的學生身上」。

這份循序漸進的教學準備功夫，亦讓語言中

心承接起中正大學全校性的「大一英文」課程。

在林麗菊負責統籌大一英文課程之前，其所帶領

的語言中心「應用英外語」學程，已讓校內學生

的語言門檻通過率明顯提升，由公認英檢通過率

16%提升至 52%。而在校長的支持之下，中正

大學語言中心更開始肩負起提升中正大學整體學

生英語文能力的重任，從大一的第一哩路開始改

革大學英語之學習內涵與學習模式，大一學生的

公認英檢通過率更進一步提升到 68%。

分級概念  提升學習動機

透過大一英文及應用英外語學程，語言中心

的老師們在中正大學為學生建立了「分級」的概

念，並讓學生理解「一般英語（EGP）」、「專

業英語（ESP）」、「學術英語（EAP）」的內涵。

直到帶入大一英文的第四年起，中正大學學生對

英語學習的態度皆已隨之變得更積極、有想法。

林麗菊形容：「像現在學程的課程，都會在課

程大綱上明列課程屬性，好比 EBCP（ESP）、

EGAP（EAP）。」這麼一來，學生不僅知道自

己要學習的目標為何，同時也要清楚本身具備的

分級程度。「學生都知道這些課程的差異性，

很令人驚訝。他們多數瞭解自己修的這門課是

EGAP的內容，甚至會主動要求自己就是要上

EGAP的課。」分級制度確實讓學生更清楚自己

欲達到的學習目標及需付出的努力。

任用好老師  引導學生批判性思考力

至於授課教師的準備，林麗菊強調：「一個『好

老師』，比擁有高超教學技巧的老師更重要！」

她進一步解釋，應用英外語學程的EGAP課程，

全部是以全英語授課（EMI），但除了以「英語」

作為教學的媒介之外，師生之間更重要的互動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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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助（facilitate）」以及引導學生「批判性思

考（critical thinking）」的能力。也就是說，

中正大學語言中心要求的不只是一位老師的教學

能力、英文素養，更重要的，應為其是否具備「教

學熱忱」，以及是否具有樂於和學生溝通、討論

的正向態度。

在中正大學的語言中心，老師之間還有一項有

趣的創舉：每周固定的教學討論時段。無論是準

備新課程、設計期末專題發表、正式測驗評量之

設計等，老師們會彼此討論、分享相關教材之想

法，藉以腦力激盪 ;老師們可以自由選擇想要深

入探究的內容或提出思考。

楊岳龍老師說：「我們也會主動去觀摩另一位

老師的上課情況，觀課一整個學期，可以更完整

地交流及學習彼此教學經驗。」

EGAP 為 EMI 成功關鍵

為了籌備九月開學後的新課程，語言中心的老

師通常在半年前開始啟動備課。在三四月即開始

蒐集新教材、規劃及設計新教材如何融入學程課

程系統，五月底確定上課教材內容 ;針對教學目

標、課程內涵以及授課模式，老師之間還會互相

良性詰問，以確保彼此間的授課內容有所區隔，

且符合學生所期待的學習目標。

林麗菊表示，近十年來，EGAP的系列教材已

因其理念愈辯愈明而更蓬勃發展，可見全球已有

愈來愈多專家學者注意到培養 EGAP能力的重

要性，而對於英語為外語的高等教育情境而言，

EGAP是 EMI課程成功最關鍵的因素。

一股正面、積極的學習能量，充滿於中正大學

的應用英外語學程中，無論主任、老師、學生，

人人都為了證明自己可以更好，向前努力著。就

像為了釐清不熟悉的專業學術知識，老師願意看

無數個鐘頭的影片、專業教材或網路資料備課；

為了達到更專業的英語文程度，學生甘願付出更

多的學習時間，解構比一般英語課程艱深的學術

英語內涵。中正大學語言中心的應用英外語學程

證明了，EGAP的教學思維已為學生的學術英語

力穩穩扎根。

中正大學應用英外語學程

全國首創「20學分」的應用英外語學程，

不分學制、不另行收費，內容包含學術英

語、專業英語、一般英語等，學生依英語文

能力程度分級上課。

依 據 語 言 學 習 理 論 之 Input+1 的

progression學習理念設計而成，面對大學

生英語文程度明顯的雙峰現象，希望能藉以

讓程度高階者有更精進之學習機會，同時提

供課程讓低階程度者有機會在此階段加以補

強。

※更多資訊請見中正大學語言中心官網：

http://cls.cc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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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修讀中正大學應用英外語學程的動機，

嘉義大學附設實驗小學學務主任沈桂枝

說：「因為我有十分明確的目標，希望未來可以

到英語系國家工作！」

今年 45歲的沈桂枝，在國小從事教育工作已

有 20年的資歷，由於抱持堅定的學術熱忱，決

心讓學術生涯更上一層樓，因此申請報名了中正

大學語言中心所開設的應用英外語學程課程。沈

桂枝說：「這門學程課有很多人搶著上，不容易

申請，而申請者不見得須具備校外英檢高分，卻

一定要真正認識自己、了解學習的需求目標，並

說明自己為什麼一定要申請這門課。」

四年前剛修完博士班一年級課程的沈桂枝，曾

陪同先生一同去美國住了一年，除了帶小孩去上

課，好學不倦的她，也特別到伊利諾香檳分校，

旁聽學術內容的專業課程。那段經歷令她深切感

受到：「原來自己的英文還是不夠好」、「到了

談

矢志學術之路
學務主任沈桂枝  勤練學術英語力

當地還是不夠用」。沈桂枝說：「如果只是日常

生活，英文無須太好也能生存。」但是進入學術

領域，就完全不一樣了。

投入 EGAP 課程  提升英語力

回台之後，沈桂枝萌生了要增強學術英語力

的念頭，於是在博三時就修完所有的課，到了博

四，甚至申請留職停薪，全心投入該學程的「學

術英文導向（EAP : EGAP）」課程，被分級到

進階程度的她笑著說：「修中正大學語言中心的

課，比我的博士班課程還重呢！」

僅管如此，沈桂枝還是義無反顧地連修兩年

的 EGAP課程，並透過該學程紮實的訓練，大

幅提升了學術英語口說與寫作能力，認為自己口

說能力不足的沈桂枝說：「過去我會擔心語法結

構，覺得很難自己主動造出句子，也根本無法在

教室裡發言，但現在卻可以很自然地主動提出意

見。」她認為，這是參與學程最大的改變與收穫。

沈桂枝舉例，為了訓練學術演說技巧，她

曾修讀一門中階程度的「口語簡報（Oral 

Presentation）」課程，她形容，老師在課

堂上特別說明什麼是「演講語言（Lecture 

Language）」，也教導大家如何善用肢體，「其

實修哪個程度的課都是其次，更重要的是所學課

程內容的實質功用。」看來中正大學語言中心的

EGAP課程，緊緊地抓住了學習者的心聲與實際

需求。

沈桂枝
現職：嘉義大學附設實驗小學學務主任、 
           中正大學課程研究所在職班博士生

TOEFL ITP 成績：557 分

TOEIC 成績：85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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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中正大學 EGAP 傑出學生經驗談
應用英外語學程成功教學案例選

林欣蓉
中正大學生科系四年級

TOEFL ITP 成績：560 分

TOEIC 成績：605 分

主修生科，同時輔修財經系的林欣蓉，已在中

正大學語言中心修了 2年的應用英外語學程，

未來希望到外商公司工作的她表示，中正 EGAP

的寫作課尤其讓她感到獲益良多，林欣蓉說明：

「自己剛開始寫的英文作文毫無架構可言，閱讀

速度也很慢，而上了學程一年的課之後，程度明

顯進步了！」

林欣蓉剛進學程時，原是分配到基礎班，經過

一年半的修習，直接升到進階班上課，她形容：

「剛開始上課不太敢開口講英語，被老師點到也

會很緊張，但在經過課堂密集的累積、訓練後，

現在可以較輕鬆地在大家面前說英語。」

將學習目標設定為多益 900分以上的林欣蓉

分享，若具備專業相關的背景知識，對於吸收學

習內容會更有幫助，她舉例，自己就曾碰到不熟

悉的經濟、行銷相關的學術英語內容，「但這些

可以請教老師，或是跟其他來自管院、行銷所的

同學分享、討論。」如此一來，學術英語的學習

難度就不再是問題。

王康亘
中正大學生科系四年級

TOEFL ITP 成績：560 分

TOEIC 成績：790 分

因為想挑戰稍有難度的英語文課程，從馬來西

亞來台讀書的王康亘，在大二時便報名申請了應

用英外語學程。今年大四的他，已經在語言中心

上了三年的學術英語課（以下簡稱 EGAP）。自

認為英文不夠好的他表示：「從前上英文課就是

背單字，但成績總是不好，這就說明了死背單字

的學習方式，不會使英文進步。」

對王康亘來說，英語不只是興趣，更是實用

的工具，他認為：「只要懂英文，能接觸到的資

訊內容就會更多更廣。」因此雖然這門學程的課

程內容很繁重，卻未曾令他心生退卻，王康亘發

現，「會來申請學程的人，都很有企圖心，而學

程的課正好滿足了具備旺盛企圖心的學習者。」

EGAP課程裡最令王康亘印象深刻的，是許多

課程皆須仰賴同儕之間的「團隊合作」。王康亘

說：「同學之間會有小組討論，課堂上經常分享

彼此想法。」另一方面，他也覺得，學程採用非

教條式的教材內容，很能激發學習者不同面向的

想法，這跟一般的英文課程很不相同。

位不是英語文科系背景的學生，為提升學術英語（English for Academic Purposes, EAP）

能力，不約而同地申請了中正大學語言中心的應用英外語學程。面對全英語的嚴謹訓練，不

僅沒有令他們心生畏懼，反而使其愈戰愈勇，在今年五月接受托福紙筆測驗（TOEFL ITP）時，

他們甚至皆取得了優異的成績，可見該校鎖定 EGAP的教學訓練模式成效斐然。想了解中正大學

提升學生學術英語力的成功經驗，不妨看看以下幾位優秀學生的學習心得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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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皓哲
中正大學經濟系四年級

TOEFL iBT 成績：102 分

TOEFL ITP 成績：597 分

TOEIC 成績：905 分

大三申請上中正大學飛鷹計畫的徐皓哲，很早

就希望能出國讀書，因此也有著考托福的壓力，

剛好透過飛鷹計畫順利取得應用英外語學程的修

讀資格，「本來沒想過要申請這門學程，但一般

的英語課品質卻不夠好，感受不到同學為學習而

努力付出的態度。」徐皓哲說：「或許沒修過課

的人都會直覺認為語言中心的課很吹毛求疵，但

實際上，來上課的人都是自願學習者，造就出來

的學習風氣很不一樣！」

徐皓哲有看英文電影、讀英文小說的習慣，但

過去背單字的學習效果很差，透過中正語言中心

EGAP的訓練，他更能掌握文章的內容架構，閱

讀時也較能找出實用資訊，進一步有效學習。他

分享：「閱讀課學的不只是文章本身，還有文章

架構，這些都對英文寫作能力幫助很大。」

此外，像是字彙閱讀的課程，也要在課前寫出

摘要大綱（outline），如果遇到太多專業字彙，

他就會一一查字典，把字義搞懂再通透練習。

「語言中心的課程真的很紮實，老師也會針對

聽、說、讀、寫能力分別提出建議。」徐皓哲希

望，接下來可以繼續挑戰 TOEFL iBT達到目標

110分。

蔡佳君
中正大學會資系四年級

TOEFL ITP 成績：627 分

TOEIC 成績：930 分

從高中開始就很喜歡英語的蔡佳君，在升上大

三之前，即把多數系上的主要課程修畢，並決定

利用大三、大四的閒暇時間，修讀語言中心所開

設的應用英外語學程。蔡佳君說：「因為覺得自

己的英語程度還不到目標，希望可以更好！」

在進入學程前已有多益 750分水準的她，在

上了一年課之後，去年 11月再次挑戰多益，結

果取得 930的高分。蔡佳君認為，自己的英語

口說能力進步得最快，「因為助教會直接遞上

麥克風，有點像半強迫式地要求同學發言，而

且幾乎每堂課都有說話的機會。」然而，這也是

EGAP課程讓學習進步神速的原因之一。蔡佳君

笑說：「上課到最後，同學紛紛想發言表達意見，

還得老師安撫制止！」

增進團隊合作的能力，是蔡佳君肯定參與應用

英外語學程的一大優點，「通常 4至 5人一組，

大家來自不同的領域，共同完成一個題目。」她

覺得，同儕之間互助的學習方式不僅可以更有效

率，還能藉以磨練社交技巧，適應跟不同領域背

景的人共事。現在的她目標申請國外的研究所就

讀，也期望自己未來能取得更理想的托福成績，

以實現夢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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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載自《English Career》第 48 期

日本英語教改政策的過去、現在和未來
「培養日本人英語能力行動計畫」 強調「實用英語」

應全球化，日本自 2003年開始了英語教

育改革計畫，今年 2014年又設定目標，

要在 2020年東京奧運時，實施新一波英語教

改，本篇報導綜觀 21世紀日本教改的過去、現

在與未來，希望能對讀者有所幫助。

全球化趨勢

強化英語力勢在必行

過去二十年，日本經濟始終停滯不前，日本各

界不斷努力尋找能夠提升經濟的方法，有不少人

建議，日本必須要接受全球化的趨勢，以便在國

際上與其他經濟強國競爭，其中所要做的改變之

一，就是強化日本國民的英語溝通素養。

日本社會不少人認為其英語教育問題，在於

過度強調文法細節與翻譯的「文法教學法」，以

及只為通過考試而學習的「受驗英語」（juken 

eigo）觀念。為徹底根絕受驗英語的影響，日本

政治家平泉涉（Hiraizumi Wataru）甚至主張

讓英語教育與大學入學考試脫鉤。著名的評論家

船橋洋一（Funabashi Yoichi）則提出，應該

重新檢視入學考試所採用的評量工具及標準，並

建議大學入學採計托福測驗等標準化測驗，不要

讓英語全盤消失於入學考試中。

從保留日本傳統文化面來看，日本社會也擔心

過於注重英語教育將導致傳統的日本語言與文化

難以為繼，日本東京外國語大學名譽教授井上史

雄（Inoue Fumio）即曾撰書《日本語能生存

嗎？從經濟語言學角度觀察》（日本語は生き残

れるか - 経済言語学の視点から）探討此一問題。

日本英語教改行動計畫實施

著重「實用英語」

為了回應政經面與文化面看似對立的輿論，日

本政府認為在強化英語溝通教育的同時，有必要

加強國民日語能力。2002年文部科學省（以下

簡稱文科省）發布了《培養日本人英語能力行動

計畫》（「英語が使える日本人」の育成のため

の行動計画）（以下簡稱《行動計畫》）。當時

的文部大臣遠山敦子（Toyama Atsuko）並明

確地在計畫中表示，由於英語能力不足，導致外

國人無法對日本人產生適當的評價，因而日本人

的英語溝通力有加強的需求。同時，日本人也必

須先涵養日語的表達能力，做為將來以英語和外

國人士溝通的表達基礎。

於 2003年正式實施、2008年結束的《行動

計畫》十分強調「實用英語」，希望在五年之內

高中畢業生必須可以「用英語溝通」，而大學畢

業生則要能夠「在職場上應用英語」。《行動計

畫》規劃了七大改善方針，內容概要見表一。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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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此表根據日本文部科學省 2003 年所發布之《培養能使用英語的日本人行動計畫》（「英語が使え
         る日本人」の育成のための行動計画）製成。

改進標的範圍 目標 主要行動

1. 英語課
重複進行運用英語之活動以培養溝通能

力

‧ 上英語課主要以英語講述

‧ 採小組教學∕依學生程度分組

‧ 推廣創新制度，如「超級英語高中」

‧ 分享有效教學法資訊

2. 教師教學能力

‧ 幾乎所有英語教師均須具備高英語能 

    力（如托福 ITP 550 分、多益 730 分）

‧ 改進在地人才英語能力

‧ 聘用教師時加強對英語口說能力評估

‧ 提供教師各種支援和升遷制度

‧ 增加聘用語言助教

‧ 多運用在地的英語流利人才

3. 鼓勵學習英語 提高學生學習英語動機

‧ 每年有萬名高中生將出國遊學

‧ 增加在課堂外使用英語的機會

‧ 推廣與世界各地的國際交流

4. 評量制度
‧ 適當評估含聽說之溝通能力

‧ 高中及大學入學考加考聽力

‧ 大學入學考試加考聽力測驗（2006 年起）

‧ 高中及大學入學考加重聽說能力，含採用托福、 

    STEP、多益、劍橋 ESOL 等測驗

‧ 英語能力列入錄用員工考量

5. 國小英語活動
約 1/3 英語活動由外籍老師、國中英語

老師、英語流利者主持

‧ 支持以革新教學法進行英語會話活動

‧ 加強教師訓練

‧ 善用各種人力資源為師資，含外籍人士、國中英

    語教師及其他個人

‧ 鼓勵國小階段英語活動之研究

6. 日語能力 促進日語為一切智力活動的基本語文

‧ 改進學習指導要領（2002 年生效）及日語示範 

    計畫內容

‧ 推廣兒童閱讀活動

‧ 提高家庭及社區語言意識

‧ 實行日語老師訓練

7. 實務研究 促進對國高中及大學英語教育之研究
促進對英語教學法、師生英語能力、及他國英語教

育的各種研究

※資料來源：Current Japanese Reforms in English Language Education : The 2003“Action P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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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計畫的三大特色

在施行上，參照計畫原文與飯野公一（Iino 

Masakazu）、Yuko Goto Butler（バトラー後

藤裕子）等兩位學者於《Current Japanese 

Reforms in English Language Education : 

The 2003“Action Plan”》當中所提出的見解，

此計畫有以下特色值得一提：

一、目標的量化指標與具體化：

訂定具體達成目標的量化指標，使得計畫執行

管理能夠更加確實。包括國中畢業生應該具備相

當於 STEP測驗（註）第三級（對照 CEFR為

A1等級）的程度、高中畢業生應具備 STEP測

驗準第二級或第二級（對照 CEFR分別為 A2等

級與 B1等級）的程度；英語老師應取得相當於

托福 ITP 550分、多益 730分或 STEP測驗準

第一級（對照 CEFR為 B2等級）以上的英語程

度；每年至少萬名高中生至海外遊學等等。

二、給予教師、地方政府和社區更大自主權：

由於自主彈性的關係，使得該行動計畫充滿

了鼓勵嘗試的新興風氣。例如使用創新密集式

英語教育的「超級英語高中」（Super English 

Language High Schools, SELHi），文科省原

本規劃要在 5年內指定 100所高中為「超級英

語高中」；然而到了 2009年時，總共指定了約

多達 150所高中，並且研究計畫不受官方課程

所限制，課程本身在執行上也有較大的自由空間

可發揮。

三、國小可自行決定引進外語活動：

文科省表示，小學階段接觸英語，並非提早開

始英語文教育，而是進行「適合國小學生的實驗

性學習活動」。藉著提供學童愉快接觸外語會話

的機會，讓他們熟悉外國文化與生活方式，並促

進以英語溝通的正面態度。

實行初期遭遇的挑戰

《行動計畫》是文科省企圖改變長久以往「以

考試為導向」的英語教學方式，所進行的第一次

改革計畫，因此在實行初期，凡事講究的日本社

會，尤以第一線的英語教師，對於計畫背後隱含

的理念，以及對行動計畫細節的語意不清都有所

疑惑，因此最初在落實計畫時便也顯得遲疑。飯

野公一與 Yuko Goto Butler便指出了日本第一

線教師以下的疑惑：

   要朝「英語化」

   或是「多語化」邁進？

就日本的情況而言，雖然多語理念在政策制

定層級日益受到重視，但是多語理念本身大多被

理解為等同於英日雙語化。一般似乎認為，在日

益多語化的社會，日英雙語化是解決溝通問題的

辦法。以日本群馬縣太田市為例，飯野公一與

Yuko Goto Butler指出，太田市面對市內居住

愈來愈多不會說日語的外國人，推出了從學前到

高中（K-12）的創新英日語混合教學計畫，但

是太田市的外國居民很多是非英語背景，太田市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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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

所提的日英語混合計畫，顯然是針對講日語的學

生；似乎並非服務當地日漸增多的非日、英語移

民學童的需要。

   對於「國際了解」及「英語教育」的關係 

   語意模糊不清

《行動計畫》中所闡述的政策，並未對英語教

育與國際了解做概念上的區隔。負責英語活動的

國小老師，因概念模糊而對此項政策的用意不明

所以。例如，「英語活動」指的是「教英語」，

還是「不要教英語」？至於「國際了解」，是否

應與語言學習分開來教？可以知道的是，根據文

部省的統計，在 2006學年，已有 95.8%的公

立學校引入了英語活動，並逐年遞增；在國小的

英語活動中，也主要採用歌曲、故事、遊戲等方

式，以社交活動為目的、以玩耍的方式讓學生獲

取基礎的英語技能，並且有些小學定期會組織英

語活動，要求小學生以英語介紹日本的風俗傳統

等等。

   「教育平等」觀念及「因材施教」需求

    之間的矛盾

《行動計畫》的目標雖是為全體日本人而設，

它卻也鼓勵學校和地方政府推動特別化、個別化

英語教育以達到這些目標。

然而，此類能力分班在日本社會一直被視為是

「有菁英主義傾向而無法接受」的。英語能力在

高中及大學入學考試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因此

老師對於將學生分組或提供特定族群學生及學校

特別的英語教學，便會出現某種程度的遲疑，因

為這似乎與「教育平等」的精神有所出入。

改變與成果

《行動計畫》實行的五年間，也許沒有真的達

成該計畫所訂定的最高目標：「所有高中畢業生

應該可以使用英語溝通、所有大學畢業生應當能

夠在職場上應用英語」，但它確實為日本的英語

教育指出了一個可能的方向，並讓日本的英語教

育有所改變，從大學入學測驗的內容調整上即可

看出差異。

在目前的大學入學英語測驗上，文法題目的

數量已明顯降低，即使出現在試題中，通常也會

是與社會互動、溝通交流有關的題目；此外，日

本於 2006年時起，便在各所大學的入學考試中

陸續加上英語聽力測驗。至於富教學實驗性質的

「超級英語高中」表現則相當令人驚艷。文科

省指出，透過超級英語高中所進行的多項教學實

驗，已幫助改進了英語聽、說、讀、寫等技能與

其他方面（如以英語表達意見）的教學實踐，且

學生也對英語表現得更有學習動機與熱忱，且更

能敏銳地察覺日本文化與世界其他文化的異同。

延續行動計劃的建議與施策

2011年時，文部省感到全球化的日漸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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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對於英語的需求不再只限於大企業與部分工

廠，加上 311大地震後，受到來自台灣與世界

各國的援助，感激之餘，日本人也再度明確感到

自己是全球社區的一份子。

當時，文部省提出了一份名為「發展英語國際

溝通能力的五項建議與具體施策」（「国際共通

語としての英語力向上のための５つの提言と具

体的施策」），希望能建基在以往《行動計畫》

的成果上，透過新提出的建議與施策補足行動計

畫的不足。2013年底，文部省又進一步提出了

「對應全球化英語教學改革實施方案」，希望透

過迎接 2020年舉辦的東京奧運這個具體目標，

階段性全面提升日本學童的英語力。

2014 年對應全球化英語教學改革實施方案

這份新提出的方案以「培養英語溝通能力」為

目標，將在日本的國小、國中與高中實施，並各

有具體的預期目標，且在國中階段要求英語教師

原則上要使用英語授課。最終希望高中生以英語

討論各種議題時，能理解對話當中的抽象內容，

同時具備流暢的英語溝通力。因此預計在高中英

語課上進行演講、討論、協商等語言活動，

對於高中畢業生英語能力的期望，也從 CEFR 

A2~B1提升至 CEFR B1~B2。為確保師生都

有足夠的英語聽、說、讀、寫等技能，2014年

新方案對於教師與學生英語能力的評量，也特別

表示可以活用 TOEFL等標準化測驗，為此，文

部省也設定了高中畢業生應有 TOEFL iBT 57

分或 STEP 二級等以上程度的標準，並評估討論

TOEFL等標準化測驗在大學入學考試中實際應

用的可能性，如成績的換算制度如何設立等。

在進度時程的安排上，2014年到 2018年間

由部分學校先行實施實驗教學，並將根據實驗教

學成果，於 2018年進行課綱的修訂與新課綱的

階段性實施，最後，則計畫於 2020年進行新課

綱的全面實施。

不管是「發展英語國際溝通能力的五項建議與

具體施策」，還是近期實施的「對應全球化英語

教學改革實施方案」，都可說是延續《行動計畫》

精神的後續改革提案，日本針對全球化而進行的

英語教育改革，值得後續持續觀察。

註：STEP 測驗是日本自行研發的英語能力分級測驗，

      與 CEFR 的參照請見下表。

STEP 等級 CEFR 等級

第一級 C1

準第一級 B2

第二級 B1

準第二級 A2

第三級 A1

第四級 A1

第五級 A1

參考資料：「英語が使える日本人」の育成のための行動計画、

国際共通語としての英語力向上のための５つの提言と具体的施

策、グローバル化に対応した英語教育改革実施計画、Current 

Japanese Reforms in English Language Education: The 

2003“Action Plan”、Assessing the Action Plan: Reform in 

Japanese high school EF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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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游凱淇

靜宜大學外語教學中心送教師赴加州
前導課程邀請陳超明教授 分享 EMI 教學策略

提升台灣高等教育的國際競爭力，並配合

教育部高教司「大學專業領域英語教學種

子人員培訓暨英語教育資源分享計畫」，由教育

部中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規劃，靜宜大學外語教

學中心所主辦的「加州大學全英語專業課程教

學暑期精進課程」甄選已於日前結束，並從全國

大專院校遴選出了來自 13所大學院校、20名

專任教師，於今年暑期至美國加州大學爾灣分校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rvine）參與暑期

密集全英語專業師資培訓課程，期望能藉此提升

大專院校專業課程教師之英語表達及學術英語教

學知能，進而促進大學國際化之教學風氣。

為提供教師們更多關於全英語授課的理念與運

用，靜宜大學在今年 6月 24日特別邀請對相關

領域有所研究與心得的台灣全球化教育推廣協會

（GEAT）執行長暨實踐大學應用外語系講座教

授陳超明，參與此次的前導課程。

陳超明在課程當中先闡述了English Medium 

Instruction（以下簡稱EMI）的涵義，意即「以

英語作為課堂上主要的教學語言」。陳超明表

示，當人們使用一種語言（language）與他人

進行溝通（communicate）時，語言也同時反

映了說話者的內在想法；語言對於人際關係的表

現是複雜且多功能性的，同樣隱含著對國家、文

化的認知。而在「地球村」概念的推波助瀾下，

學好一門外語，尤其是英語，對現今大學生來說

極其重要。然而，當大學教師們在以 EMI授課

時，卻時常遇到一些困難而感到窒礙難行。陳超

為 明舉出幾個教師們普遍會遇到的疑惑：

1  全英語授課是否影響教學效果？

許多教師表示這是他們都遇過的難題，以外語

作為傳授學科的媒介，確實會增加不少教學上的

困難。在 EMI的課堂上，教師們常會有「自己

是否解釋得夠清楚？」、「學生們是否能夠完全

理解？」等疑慮。回歸根本，問題其實來自於教

師自身及學生的英語程度。若是教授者的英語能

力極佳，學生在台下卻是聽得一頭霧水，反而會

造成教學資源上的浪費；相反地，學生的英語能

力足以融會貫通，但傳授者卻無法確切地傳遞學

科內容，也會使課程難以進行下去。

陳超明表示，視雙方的能力，適當地調整語言

的使用是極其重要的。若學生的英語水平夠，教

師的能力也足，EMI的使用在這種情況下對雙方

無疑都是有益的。但若因為語言能力而無法適應

EMI，使用較為淺顯易懂的英文單字、文法進行

授課，也是可行且有效的方法。陳超明認為，老

師該在意的不是「翻譯（translate）」，而是

學生能否「以英語思維理解學科的內容」，這樣

才能真正達到 EMI的用意。

2  以英語授課的目的到底是什麼？

對大部分的台灣人來說，中文的表達及理解

能力，肯定比英語來得好；那麼，為何還要捨近

求遠，以英語當作主要的教學語言呢？陳超明指

出，以英語授課，除了能夠訓練並增進學生的外

語能力外，還能活化思考和激發更多的創意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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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法。舉例來說，日本人的英語發音普遍較不

標準，往往排斥於開口說英語，但事實上，許多

日本公司規定在開會時只能使用英語作為溝通的

媒介，這因為使用母語會讓交流者處於放鬆的狀

態，非母語的接觸反而更能幫助創造性思考的發

展與提昇。

在 EMI課程環境中，除了能拓展學生的國際

觀及跨文化整合力外，對促進語文的發展與組織

能力也是大有幫助。有鑑於此，陳超明建議學校

及老師們，不僅是在課內，也要在校園中創造出

學科、外語平衡的學習環境，讓學生除了在課堂

上習慣大量地使用英語交流之外，下課後也願意

繼續沉浸在外語環境中，同時也要允許甚至鼓勵

學生多表達自己的意見。

知識和語言的整合

EMI教學的理念不是在於教學（teaching），

而是更偏重於管理（management），陳超明

表示，要有效利用 EMI教學，前提是要有良好

的管理及組織能力，尤其是在知識與語言的整

合。他強調：「EMI不是讓學生透過間接性的

『翻譯』來理解內容，而是直接讓學生接受英語

思維，以英語的方式來領會課程內容（The way 

you use language to think）。」

因此，教師的整合力就顯得格外重要，傳授

知識者必須熟悉英語的使用目的性，例如依情

境使用「學術英語（English for Academic 

Purposes, EAP）」 及「 全 球 英 語（Global 

English）」，並要有技巧地挑選合適的字詞、

文法。

此外，教授者也需要培養學生對「教室用語

（common classroom language）」的熟悉度，

建議可透過參考教材、分享故事和經驗等方式來

實踐。建立學生的自信心也是非常重要的，由於

學生們並非英語為母語者，大多會有不敢開口

說英語的恐懼；對此，陳超明說：「溝通與交流

的重點，並非在於能流利地說出一口正統英語，

而是該如何使用英語來正確地表達自己的學科專

業。」他建議，教師可以藉由分組討論來減低學

生對英語的焦慮，並引導學生主動學習的興致。

語言學習須建立於內容之上

不過，陳超明也表示，EMI課程雖能幫助學

生提升競爭力，但也必須配合其在期中、期末評

量的表現來做彈性調整；除此之外，以問卷調查

及學生在課堂上的表現來進行評估，也是另一種

有效改善 EMI課程的方式。

在課堂的尾聲，陳超明提醒，語言的學習必

須在「有內容」的基礎上進行，教師必須清楚地

了解到自己是在「傳授知識」，而不是在「教英

文」。跨文化及多元社會的洞察力也是 EMI很

重要的一環。想要透過 EMI課程更有效率且完

整地學習，教師及學生都必須持續地吸收知識，

並培養獨立且批判的思考能力。

台灣全球化教育推廣協會（GEAT）執行長暨實踐大學應用外語系講座教授陳超明

闡述，EMI 教學重點在於要讓學生以英語思維理解學科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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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蔡欣怡

雄市天主教道明中學為強化學生英語競爭

力，於今年 5月開全台高中之先例，與

美國教育測驗服務社（ETS）台灣區代表簽訂合

作備忘錄，該校將採用中學托福測驗（以下簡稱

TOEFL Junior），要求所有高一新生入學時參

加考試，以做為學生了解自我英語文能力的參考

依據，並且提供英語文專科老師做為教學調整參

考指標。

道明中學校長林耀隆表示，道明中學的創辦人

為天主教道明會的神父，而道明會本身是屬於國

際修會，因此讓學生具備國際觀、和全球各地校

友連結，自始至終是學校的教育使命之一。有鑑

於此，英語文能力的培育不能怠慢，校方此次決

定採用 TOEFL Junior測驗系統，也是宣示強

化英語教學的堅定決心。

提早熟悉全球化競爭  為留學鋪路

林耀隆指出，近十年來，台灣學生留美人數

已下降約 22%，社會普遍憂心國際人才出現斷

層危機，但事實上，仍有不少學生期望能出國念

書，以增加自己的競爭力。以道明中學為例，目

前除了一般國內升學以外，不少歷屆畢業生會直

接申請國外大學，甚至是世界各大名校。

因此，以「南台灣深耕語言教育」聞名的道明

中學，決定在教學上採用 TOEFL Junior測驗

系統，提供學生豐富的英語文能力培育管道，未

來學生面對升學時，選擇不同科系管道，都能因

為英語文能力的提升而擁有更多元的機會。

英語教學經驗已十年的道明中學國際文教組組

長賴珈蓁表示，她從國內大學畢業後，也申請赴

國外進修，從她個人求學歷程當中，更深刻體認

到留學對學生的重要性。

許多家長相當重視孩子的教育，計畫讓孩子高

中畢業後出國進修的家長人數這幾年持續增加，

若趁孩子們在校時期能先行實施 TOEFL Junior

情境導向的課程，可讓學生及早面對並了解自己

的學術英語程度，藉此縮短他們英語文能力的差

距，學生也能在出國前，提早規劃明確的學習方

向與目標，以提升自己的學術英語能力。

依前後測成績  調整學習課程與進度

道明中學經過審慎評估後，事先請校內專任

英文老師以及各年級學生代表，針對 TOEFL 

Junior中學托福測驗的內容、方式以及難易程

度等面向進行測試後，再召集全校英文老師，

針對測試後的成績進行開會研討，確認 TOEFL 

Junior中學托福測驗對學生具有一定的挑戰性，

並適合目前校方的高中教育，最後才決定普遍採

用 TOEFL Junior中學托福測驗，做為道明中

學的英語文教學評量工具。

 於此同時，校方也設定了兩大主題方向：未

來透過測驗成績，老師可修正教學方向；學生可

針對自身英語文程度的強弱項，調整學習進度。

高

道明中學開全台高中先例

採用 TOEFL Junior 培育學子與國際接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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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103年度開始，道明中學約會有上千位高

一新生，入學前將需參加 TOEFL Junior，其稱

做「前測」；這些學生在期末時將再經過一次測

驗，以評量學生該學期的進度幅度，其稱為「後

測」。

校方評估，老師平時的教學內容，可透過

TOEFL Junior成績檢視成果，能夠提升校內英

語教學環境與品質，一方面可以保障菁英班學生

以最有效率方式快速學習，並根據後測成績篩選

高二英語資優班之菁英學生，以確保資優班學生

的素質。

另一方面，校方也計畫朝向同步鼓勵平時成績

較為普通的學生，若他們有意願，也能透過測驗

了解如何改善英語文聽、說、讀、寫等能力，藉

此減緩學生程度逐年M型化趨勢，以達到道明

中學均衡教學的理念，盡可能讓每一位學生畢業

前均能奠定英語文能力基礎。

專為中學生設計  已成美國升學標準

參與推動此次合作計畫的 ETS台灣區代表忠

欣公司測驗事業部總經理吳紹銘表示，隨著近

年來語言教學實施年輕化趨勢，2012年推出的

TOEFL Junior，其主要針對母語非英語國家、

11至 15歲的國高中生所研發的英語文能力測

試，更能針對該階段學子達到最客觀的評量，如

今已可做為申請美國國中升高中的入學許可評量

標準。

吳紹銘強調，TOEFL Junior是專為中學生

所設計，包括評量學生的聽力、閱讀能力以及語

法和詞彙知識，因此透過前測與後測成績對照，

更能及時反應學生接受英語授課教學後，在學術

以及生活上的英語文程度是否提升，也能提供校

方關於英語課程的分班教學方向。

採 TOEFL ITP  追蹤學生進步指標

除此項國際亮點合作計劃，自 104學年度

起，校方也計畫再增加托福紙筆測驗（TOEFL 

ITP）為評量工具，作為追蹤學生的學術英語進

步量化指標，以強化學生進入大學、研究所後所

需之學術競爭力。

吳紹銘表示，目前在全球 130個國家、超過

8,500所學校與機構，都是使用托福測驗成績

做為大學新生入學標準，在學術界具有高度公信

力，讓學生從小培育英語文能力，已是提升學子

國際競爭力的先決條件。

道明中學期許未來還能夠提升同學們的國際觀

與競爭力，讓台灣成為國際學術亮點不再只是口

號，更能夠造就年輕學子擁有更多出國深造的機

會，與世界接軌。

道明中學校長林耀隆（左二）與 ETS 台灣區代表忠欣公司測驗事業部總經理吳紹銘（右二）簽訂國際亮點計畫，

以提升學生英語文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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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翁潤澤

人是初中學歷的高齡水電工，未曾上過任

何高中，對於學校的英語教學也一無所

知，只知據報載台灣學生的英語程度有雙峰、甚

至多峰現象，本人曾參加中學托福測驗（TOEFL 

Junior） 二 次 考 試， 成 績 為 870/900 和

885/900，第二次聽力部分為滿分 300/300。

兩相對照，學校英語教學應有其短，而本人的學

習方式應有所長，願以所長與英語學習者或中學

托福測驗考生分享。

三大學習心法：聽力、音標、文法

首先是英聽。TOEFL Junior的聽力測驗速度

快、內容長、作答時間短，而且只唸一次，這些

對考生而言都是艱難的挑戰，加上又不限主題，

用字用詞更加大了深度。因此，考生平時須養成

聽英語廣播教學的習慣，使用卡式的錄音帶和簡

單型的錄音機效果最好，可以走到哪聽到哪，也

最經濟，創造了隨時隨地都可學習的環境。很多

人都以沒時間為藉口不學英語，其實時間是可以

創造出來的。

其次，音標一定要熟，聽到不懂的字立刻用音

標寫下來，再以音標還原為字，接著再以字查字

典，配合文法、詞性，了解整個句意後，反覆倒

帶多聽幾次。最後，基本文法一定要懂。中、英

文法差異很大，初學者要克服一些困難才能達到

聽到一個句子即時寫下的程度。總而言之，要學

好英文的不二法門有三，一為把音標學好，再來

要懂基本文法，最後搭配隨時隨地聽錄音帶練習

聽力。

熟諳考試流程  從容應試拿高分

古云：知己知彼，百戰百勝。當準備妥當，真

正要上考場之前，熟悉考試流程也是取得佳績的

不可或缺因素。熟悉流程、胸有成竹，就能從容

應試，結果會顯現在成績上。相反的，不熟悉流

程便容易犯錯、影響心情，稍有閃失，表現就不

如預期。

TOEFL Junior的第一階段是聽力測驗。錄

音品質極佳，在允許打開試題本後，播放考題之

前有數秒的空檔，務必要利用這數秒的時間預覽

題目及選項，這對答題非常有幫助。真正開始播

放題目後要專心聽，不會的就猜，不要猶豫，也

不要浪費時間思索不會的題目，留時間預覽下一

道題更實在。在第三或四題，會有一段具有濃厚

口音的聽力題，對於考生是一大挑戰，考生可在

考前上網聽中東或非洲腔調的英語作為練習。第

二階段是語意測驗，類似填空測驗，考的是文法

概念。因時間緊迫，平時需多閱讀增加字彙能

力，才能因應此種考題。

本

TOEFL Junior 聽力滿分秘訣
水電工阿伯教你三招搞定英語學習

高齡水電工翁潤澤，把英語學習當畢生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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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階段是閱讀測驗。常出現的考題類型是

代名詞的用法，要仔細看前面的句子，才能判定

正確的答案。其次是同義字和替代字，最困擾的

是在一開始就問本篇的主旨為何？或者是上一篇

或下一篇會討論什麼這類聯想題。我的方法是先

跳過這類題目，等其他題目做完再回頭來答第一

題，會更有把握。我的做法通常是由每篇文章的

第一個句子來判斷上一篇文章的內容，再由最後

一個句子來判斷下篇文章的內容。

最後建議考生，考前能上網做模擬測驗最好，

不過臨場表現還是最重要，要有充足的睡眠，大

腦才能發揮最佳效果。一切準備就緒後，深呼吸

放鬆一下，好好地享受兩小時的挑戰吧！

帶你認識中學托福測驗（TOEFL Junior）！
中學托福測驗（TOEFL Junior）是 TOEFL 英語能力測驗家族當中，較為獨特的測驗產品。過去 ETS 研發

符合大學程度的 TOEFL iBT 線上測驗，作為學術英語能力的全球性評量標準，而 TOEFL Junior 測驗則是

一項更適合身處英語教學環境中的年輕學子所使用的評量工具。

TOEFL Junior 主要評量考生在三個關鍵層面的英語能力：
•聽力測驗：

   共計 42 題，測驗時間為 35-40 分鐘。評量考生理解人際上、課業上以及學術上基本言談之能力。

•語意測驗：

   共計 42 題，測驗時間為 25 分鐘。評量考生是否掌握關鍵的語言能力，如對文章中文法與字彙之認知。

•閱讀測驗：

   共計 42 題，測驗時間為 50 分鐘。評量考生閱讀和理解學術與非學術內容文章之能力。

另 外 也 可 參 考 TOEFL Junior 與 歐 洲 語 言 能 力 分 級 架 構 參 照（Common European Framework of 

Reference for Languages, CEFR），以更加了解該測驗可檢視之英語程度：

項目 總分
CEFR 等級

A2 B1 B2

聽力 200-300 225–245 250–285 290–300

語意 200-300 210–245 250–275 280–300

閱讀 200-300 210–240 245–275 280–300

註：TOEFL Junior 成績所呈現 A2-B2 的英語能力，僅能代表該學生目前於中學英語程度，並不等於成人 A2-B2 等級的

      英語能力。                                                                                                      《 資料來源：台灣托福資源中心》

每本字典，都是翁潤澤的最佳學習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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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沈愛玲

時考過托福紙筆測驗（TOEFL ITP）和

多益測驗的莊宜蓁，回想起考試經驗時表

示：「多益測驗的考題較偏向國際溝通情境，而

且題目多，解題速度要快；但托福考試則是聽力

測驗較困難。」尤其要能跟上外國人講話的速度，

又要聽得懂範圍包山包海的考題，難度不低。之

所以考托福和多益，主要是為了瞭解自己的英語

文能力程度。莊宜蓁認為，資訊領域所學所寫都

是以英文呈現，因此她向來重視英文，想藉由測

驗來檢視自己需要加強的地方，而這些英文證

照，也成為她推甄錄取臺大資工系的加分關鍵。

莊宜蓁深知英語聽力的重要性，從高一便開始

撥空聽 ICRT的新聞報導，「聽不懂也沒關係，

至少可以習慣外國人的發音和說話節奏。」另外

她也喜歡反覆看喜愛的外國電影，藉由熟悉的劇

情對話，以不看字幕的方式鍛鍊聽力。上了高三

之後，她從 TED網路平台上找喜歡的演說議題

聽，讓聽力更上層樓。

英文閱讀大忌：逐字查

閱讀方面，莊宜蓁平時會讀一些英語雜誌和

外國小說，增加字彙量和閱讀能力，同時鍛鍊解

析文法架構，「閱讀文章時，不要逐字查字典，

看不懂的字就先跳過，有時多看幾次，從前後文

去推測，你會發現你突然看懂了原本看不懂的段

落。」她進一步解釋，「除非我看不懂的字不斷

出現在文章段落裡，表示它是常用字，這時我才

會查字典、記下來。」如此一來，透過推敲前後

文涵意時，便練習到了文法解析，學習和解題也

更有效率。

不過，她最特別的學習法，是把生活周遭常用

的工具和興趣「英語化」，讓自己習慣英語環境，

以潛移默化的方式，提升英語文能力。

翻譯外國遊戲內容  學英文更開心

例如她將常使用的 Facebook、手機介面設定

為英文操作介面；另外她還喜歡玩外國遊戲軟

體，並且時常將遊戲裡的劇情、對話翻譯成中

文，放到該遊戲社群上與其他夥伴交流共享。

通常莊宜蓁和其他同好夥伴會以「認領」的方

式，翻譯各自負責的遊戲內容，「過程中我學到

了許多英文單字和用法，也意識到，即使看得懂

英文，要翻得通順也不容易。」翻譯不僅提升她

的英語文能力，也鍛鍊了她的中文表達能力，這

是讓她最感意外的收穫。

同

結合興趣與環境

推甄上臺大的加分關鍵：托福＋多益

就讀高中：高雄女中

推甄錄取：臺灣大學資訊工程學系

托福紙筆測驗成績（TOEFL ITP）：623 分

多益成績：935 分

莊宜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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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托福家族考試資訊

托福紙筆測驗

測 驗 日 期 報 名 時 間 成績單預寄日 考    區

10/26 8/21~9/17 11/17 台北  桃園  新竹 台中    

嘉義  台南  高雄

11/30 9/18~10/22 12/22 台北  桃園  新竹 台中    

台南  高雄

12/21 10/23~11/19 2015/1/12 台北  桃園  新竹 台中    

台南  高雄

請隨時上網查詢最新資訊：www.toef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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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試通知單將不另行寄發，考生需於考前一周自行上官網查詢。

•托福官方網站   http://www.toefl.com.tw

•托福臺灣官方粉絲團「TAIWAN TOEFL」

    https://www.facebook.com/twTOEFL

-More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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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勵赴美研究　

傅爾布萊特獎學金增加項目並擴大金額

為鼓勵台灣赴美攻讀博士學生與研究學者，學

術交流基金會（Fulbright Taiwan）董事會日

前決議將傅爾布萊特獎學金的項目和額度提高，

以因應物價飛漲，並增加攻讀博士學生及研究學

者赴美意願。

此次除了維持 6項傳統既有獎學金項目，並將

其名額與額度提高之外，還新增共計 3種獎學金

項目，包括與台塑關係企業合作並針對「早期療

育與老人健康促進」的資深學者研究獎助金、專

業人員獎助金，以及攻讀法學碩士學位獎助金等

各 1名。

其中，攻讀法學碩士學位獎助金可獲得含學費

補助、旅費等共計至少 23,000美金（約 68萬

元台幣），但申請者須具備 TOEFL iBT 90分

以上條件，方可提出申請，以確保學生具有學術

研究所需之英語文能力，此一獎學金項目申請截

止日為 2014年 10月 31日。

留澳簽證申請資格　

納 TOEFL iBT 等多元英語檢定證明

澳洲移民部日前宣布，為提供申請簽證者

更多元的選擇，預計自今年底開始，針對臨

托福新聞集錦
整理：沈愛玲

部分資料來源：中央社

時畢業生、技術人員、工作、度假、前居民

簽證等簽證類別，接受申請簽證者托福測驗

（TOEFL iBT）、皮爾森學術英語測試（PTE 

Academic）等兩項測驗資格，做為英語文能力

證明。

TOEFL iBT檢定證明自 2011年起即為澳

洲學生簽證的申請資格之一，此次擴大採納

TOEFL iBT至工作、度假等簽證類別，顯見托

福測驗影響力與信度受肯定。

外交部特考列英檢門檻　

創國家考試先例

即將在九月底登場的外交部特考，今年首創將

托福（TOEFL iBT或 ITP）、多益（TOEIC）

等各項英語檢定列入報考資格，此為國家考試當

中，首次採納外部考試做為應考資格規定。

考選部表示，因外交領事人員工作為處理涉外

事務，諸如參與國際會議、談判、簽屬協定等場

合，皆須使用到英語文能力，因此外交領事人員

需具備一定程度的英語文能力方可勝任。因此，

報考者須在兩年內通過英語檢定測驗，成績達歐

洲語言學習教學評量共同參考架構（CEFR）B2

級（英文組）及 B1級（非英文組）以上，並持

有合格有效之成績證明（含聽說讀寫）才能報名

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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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榮航空招考空服員　

須達英檢資格門檻

長榮航空日前宣布釋出空服員招考訊息，並預

定將在九月底進行筆試和面試。因空服員工作時

須面對各國人士 ，語文溝通能力之重要性無庸

置疑，外語能力更是不可或缺。

有鑑於此，長榮航空設定其空服員報考資格，

將 TOEFL iBT 45分以上、TOEFL ITP 450分

以上、TOEIC 500分以上等英檢資格列入報考

門檻，報考者須具備長榮航空所條列出的任一英

檢資格，並符合學歷、視力、體格等各方面條件，

方可報考。

為彌補制度不足　

日研擬大學考試採托福成績

日本共同通訊社日前報導，為彌補目前考試制

度的不足，日本當局正在研擬大學入學考試採用

托福測驗成績的可能性。

有鑑於日本學校英語教育和台灣類似，較為偏

重在閱讀方面，雖日本還多側重聽力訓練，但口

說和書寫能力都略顯不足。

因此，為了讓學生能夠發展聽、說、讀、寫等

全方位英語文能力，日本文部科學省初步決定，

將詳盡研究在大學入學考試階段，採用 TOEFL 

iBT測驗成績。因托福測驗等各項外部考試多採

用會話能力測驗，可彌補日本現有考試的不足，

但須持續討論實行政策的可能性和相關問題，如

採用各種外部資格鑑定考試，成績該如何換算等

等。另外，為了讓學生在更早期階段提升英語文

能力，目前文部科學省也已決定，日本國中英語

原則上須使用英語授課，以提升國中生英語聽

力。

外交部青年領袖營設門檻　

托福 iBT 90 方可入選

外交部日前宣布，今年 8月舉辦青年領袖國際

事務研習營，因全程以英語進行，因此今年設下

報名門檻，報名者須達 TOEFL iBT考試 90分、

TOEIC 850分以上，方能符合報名資格。

外交部表示，今年 8月所舉辦的「NGO100

第二屆全英語青年領袖非政府組織國際事務研習

營」，目的是期能鼓勵青年積極參與國際事務，

而因研習期間，全程以英語上課，因此將英語文

能力納入評選條件當中。

此次研習營開放 18至 35歲對國際事務有興

趣的青年報名參加，由 35名獲選青年參與領袖

營，共同參與由國內知名學者及外交部非政府組

織（NGO）相關人士所分享的豐富課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