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 年 10 月／發行

《ETS 公布托福紙筆測驗最新統計報告》

2014 年全球
成績敘述統計報告出爐
整理：編輯部

美國教育測驗服務社（ETS）已於日前公布 2014 年全
球托福紙筆測驗（TOEFL ITP）成績敘述統計報告（Test

and Score Data Summary for the TOEFL ITP ® Test:
2014 Test Data ）。此份報告內容含括 2014 年 1 月至
12 月間全球所有 TOEFL ITP 考生的成績的分類資訊，分
類的成績數據包括：性別、母語別、區域與國家別等，按
表分別呈現考生的聽力、文法結構、閱讀平均分數及平均
總分。
據該份報告的考生性別類成績資訊所示，全球男性考生
總平均成績為 486 分，聽力部分平均總分為 49.4 分，
文法結構部分則為 47.1 分，閱讀部分為 49.3 分；全球
女性考生總平均成績則為 480 分，聽力部分平均成績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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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1 分，文法結構部分則為 46.4 分，閱讀部分為 48.3
分。另外，若依不同母語別來看考生的成績表現，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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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Chinese）為母語的考生之 TOEFL ITP 平均總分為
483 分，其聽力部分平均成績為 50 分，文法結構部分則
為 47 分，閱讀部分則為 48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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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韓人英語力好壞 決定一生成就！
專訪 TOEFL ITP 韓國代表 YBM 總經理李啓榮
ETS 公布 2014 年全球托福測驗暨成績報告摘要
最新參照 CEFR 等級分數進階了解 TOEFL iBT 成績

整份報告所含括的區域與國家分類包括：非、美、亞、
歐、中東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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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非、太平洋地區等六大地理區。

由於各國的英語教育外在因素不盡相同，因此 ETS 不

藉 TOEFL Junior 能力敘述優化課程設計
從 2015 TESOL 年會看英語評量研究 12

為各國考生平均成績進行排名。此報告中之相關資料內

落實國際教育 九成生錄取百大名校
華盛頓中學外語部照亮學生一輩子的能力

國家或說同一語言考生的 TOEFL ITP 成績進行比較。此

發行人／邵作俊

容，僅可用於將 TOEFL ITP 考生成績，與其他來自同一
14

出版者／台灣托福資源中心

處所說的比較不妨視作一種參考概念，不須過度解讀。
文字編輯／陳宛綺·駱克珊·沈愛玲·張淳育·王宥筑

美術編輯／羅瓊慧·楊惠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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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服務台灣區各級學校團體、考生及一般社會
大眾，台灣托福資源中心將編譯中文版之「2014

● 2014 年 TOEFL ITP 考生之分項平均分數及平均總分
參考表

聽力
部分

文法結構
部分

閱讀
部分

平均 *
總分

男性考生

49.4

47.1

49.3

486

女性考生

49.1

46.4

48.3

480

中文為母語
之考生

50

47

48

483

平均成績

年度 TOEFL ITP® 托福測驗暨成績報告摘要」，
完成後將開放於官網供讀者自由下載取閱。欲

考生別

見更多詳細內容請至托福官網（http://www.
toeﬂ.com.tw）查詢。如有任何中譯瑕疵、偏誤，
應以英文原文為準。

* 註：表中托福紙筆測驗的總平均分數並非來自聽力、文法及閱讀等
單項分數的總合。

2015 年 11-12 月考試資訊
托福紙筆測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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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 驗 日 期

報 名 時 間

成績單預寄日

11/29

9/17~10/21

12/21

台北 桃園 新竹 台中
台南 高雄

12/20

10/22~11/18

2016/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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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

區

-More Information

或於上班時間至官方網站線上客服洽詢。

•托福官方網站 http://www.toefl.com.tw

測驗時間及地點依考試通知單為準，

•托福臺灣官方粉絲團「TAIWAN TOEF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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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facebook.com/twTOEFL

TOEFL News

考中學托福變簡單了！

熟悉中學情境的托福題型

作者介紹
吳詩綺 老師
˙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英語科老師
˙教育部英文學科中心研發教師
˙國內目前唯一具備ETS官方認證的
TOEFL iBT Propell講師

www.cavesbooks.com.tw

TOEFL Junior
中學托福測驗
關於中學托福(TOEFL Junior)：
孩子的第一張國際英檢證書
中學托福(TOEFL Junior)是針對11歲以上、以英語為
外語的學生而設計之檢定考試，評量考生在中學校
園與社交情境的聽力、閱讀以及語法能力。

測驗日期 2016年3月20日
報名期間 2016年1/7~2/10
測驗內容 共 3 單元：聽力、語意、閱讀
合計 126 道選擇題，總分 900 分
報名費用 890元
測驗時間 約 2 小時
http://www.toefl.com.tw
測驗單位 ETS臺灣區總代理
忠欣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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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台灣地區托福紙筆測驗
TOEFL ITP 考生成績敘述統計報告
報告單位 : ETS 臺灣區總代理 忠欣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台灣地區報考參
加托福紙筆測驗

（TOEFL ITP）的考生，其聽力
部分成績平均為 51 分，文法結
構部分成績平均為 48 分，閱讀
部分成績平均為 49 分，總成績
平均為 498 分。
另就分項統計內容敘述如
下 : 考 生 的 年 齡 以 15-17 歲
最 多， 比 例 約 佔 38.9%，
18-21 歲以上居次，比例約佔

● 2014 年托福紙筆測驗平均成績—依性別
單項分數

總分

60

600
501

493
450

55
51

50

50

50

48

48

300

49

150

45

40

女

0

男

性別

31.7%；男女應考人次比例為
1:1.51，女性應試者人次比男
性應試者人次多出 51%。女性
的總成績平均為 501 分，男性

● 2014 年托福紙筆測驗平均成績—依年齡

的總成績為 493 分。

單項分數
60
50

4

閱讀

聽力
文法結構

509
484
52
46 46

53

49 50

489
50

4748

4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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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49

總分

總分

490

494

49 4750

4849 50

500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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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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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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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歲以下 15~17 18~21 22~24

25~30 31 歲以上

年齡

聽力
文法結構

閱讀
總分

統計報告

● 2014 年托福紙筆測驗報考目的人數分布

● 2014 年托福紙筆測驗考生年齡人數分布
31 歲以上
9.10%

14 歲以下
1.47%

25~30 歲
8.49%

分班需求
25.25%

其他
1.81%
15~17 歲
38.91%
自我評量
46.38%

22~24 歲
10.29%

課程成果評估
17.85%
18~21 歲
31.74%

工作需求
8.71%

● 2014 年托福紙筆測驗各項目分數級距人數累進百分比
聽力

文法結構

閱讀

總成績

分數

人數
百分比

累積
百分比

分數

人數
百分比

累積
百分比

分數

人數
百分比

累積
百分比

分數

人數
百分比

累積
百分比

31~

0.6%

0.6%

31~

3.6%

3.6%

31~

3.8%

3.8%

310~

1.1%

1.1%

35~

2.5%

3.2%

35~

7.6%

11.2%

35~

6.2%

10.0%

350~

5.6%

6.6%

40~

10.3%

13.5%

40~

18.0%

29.2%

40~

12.3%

22.3%

400~

15.4%

22.1%

45~

26.4%

39.8%

45~

26.1%

55.4%

45~

20.8%

43.1%

450~

25.6%

47.6%

50~

27.5%

67.3%

50~

24.7%

80.1%

50~

28.4%

71.5%

500~

30.0%

77.7%

55~

21.6%

88.9%

55~

13.9%

94.0%

55~

20.9%

92.3%

550~

16.9%

94.5%

60~

8.7%

97.6%

60~

4.6%

98.6%

60~

6.5%

98.8%

600~

4.8%

99.3%

65~

1.4%

99.0%

65~

0.7%

99.3%

65~

0.8%

99.6%

650~

0.6%

99.9%

68

1.0%

100.0%

68

0.7%

100.0%

67

0.4%

100.0%

677

0.1%

100.0%

總計

100.0%

總計

100.0%

總計

100.0%

總計

100.0%

註：
圖表資料來源 : ETS 臺灣區總代理
總考生人數 : 6,670 人次 ( 報名人次 ) 有效樣本數 : 5,782 人次 ( 應考人次 )
* 本統計資料樣本來源為臺灣地區托福紙筆測驗公開考及校園考統計

http://www.toefl.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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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托福紙筆測驗 TOEFL ITP 能力敘述表
● 聽力測驗
聽力測驗
分數

歐洲能力分級架構
(CEFR) 等級

能力敘述

此等級的考生通常能夠：

68
I
64

C1

• 整合訊息並理解短篇學術講座或長篇對話之主題或目的
• 記住學術議題討論中的重要細節
• 理解簡短對話、短篇學術講座或長篇對話中複雜的時間描述和時間關係
• 理解一些困難抽象的字彙
• 在未完全理解所有資訊的狀況下，掌握長篇對話或學術講座中的重點
此等級的考生在聆聽簡短對話時，通常能夠：

63
I
54

B2

• 從兩句話中整合出其隱含的意思
s probably for the best”、“ all I can say is...”）
• 理解各種成語和口語說法（如：“ it’
聆聽簡短學術講座或長篇對話時，能夠：
• 清楚說明或理解要強調的大意主旨或目的
• 理解被強調或被標註重要的細節
此等級的考生在聆聽簡短對話時，通常能夠：

53
I
47

B1

• 理解常用的字彙，且可以猜測出低頻率字彙的字義
“ I don’
t feel up to it”、“ Maybe some other time”）
• 理解常見成語和口語說法（如：
• 理解清楚強調的暗示（如：在陳述中隱含的問題或間接的建議）
• 知道常用語法（如：邀請、道歉及建議）
• 辨認不同代名詞所指稱的對象（如：
“ their”、“these”、“one”）
此等級的考生在聆聽每日情境的簡短對話時，有時能夠：

46
I
38

A2

• 理解對話的大意主旨
• 理解基本字彙
• 理解強調或重複清楚表示的重點
“it”、“they”、“yours”
）
• 理解基本代名詞的先行詞（如：

● 文法結構測驗
文法結構
測驗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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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I
64
63
I
53

歐洲能力分級架構
(CEFR) 等級

能力敘述

此等級的考生通常能夠：

C1

• 理解較不常見的動詞時態、假設語氣和省略子句，如：
“ while eating”、“how to go”
• 掌握複雜句中的多種元素，如單複數一致等
• 使用成語和多種用法的字，如：“ so”和“ as”
• 辨認不同程度的抽象概念或句子結構，如：
“in an agreement”
“in
/
agreement”、
“The star was just discovered recently”/ “Only recently was the star discovered”
此等級的考生通常能夠：

B2

• 用字尾 (sufﬁxes) 和其他語素 (morphemes) 組成適當的字詞型式
• 加入分詞、關係子句和同位格等來修飾名詞
• 熟悉常見字的多種用法與其較罕見之用法
• 理解特定字彙的限定用法，如動詞片語“ refer to”，動詞後必須連接特定介係詞
• 辨認基本文法規則中可接受的變化，以及規則中的例外

統計報告

文法結構
測驗分數

52
I
43
42
I
32

歐洲能力分級架構
(CEFR) 等級

能力敘述

此等級的考生有時能夠：

B1

•
•
•
•
•

正確使用動詞時態，包含被動式
輕鬆使用連綴動詞並使用虛詞，如在沒有另一個主要動詞時使用“ there is”
辨認動詞需要受詞的時機，如不定詞，動名詞或以“ that ”為首的子句
用常見字造子句，如“before”或“ if ”
辨識句子或子句的正確結構，即使主詞和動詞不相連

此等級的考生有時能夠：

A2

•
•
•
•
•

熟知常見動詞最常使用的時態
在簡單的文句中，正確使用單複數名詞作為句子的主詞
使用常用的連綴動詞將主詞與名詞或形容詞連結
辨認需要名詞作受詞的常用動詞
正確使用簡單的比較級、常見的連接詞和介係詞

● 閱讀測驗
閱讀測驗
分數

67
I
63
62
I
56
55
I
48
47
I
31

歐洲能力分級架構
(CEFR) 等級

能力敘述

此等級的考生通常能夠：

C1

• 理解文章的意思，包括明示和暗示的細節和主旨，即使：
– 文中有較不常見的學術字彙
– 言談標記未能明確說明或指出比較、對比、因果關係和例證等
– 文章內容為抽象主題，如音樂作曲和電腦動畫
此等級的考生通常能夠：

B2

• 理解典型學術文章中的資料，理解明示和暗示的細節及主題，當文章內容：
– 包含常用學術字彙和典型學術之言談標記
– 主體具體，討論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如：冰河形成、月球地層、兒童發展等）
此等級的考生通常能夠：

B1

• 理解說明標記清楚之學術文章中相對簡單的步驟和敘述
• 理解常用字彙與辨認出改寫的資訊
、
“or”
、
“but”
• 瞭解句子中的比較與對照，理解常見連接詞所要表達的意義如“and”
• 理解常用字彙組成的簡單句子間的關聯性

7

此等級的考生有時能夠：

A2

• 理解以簡單、日常字彙組成的句子之大意
• 理解貫穿許多句子中，以重要字彙的重覆強調來說明的文章主旨
“it”
、
“they”
）推定代名詞所指稱的對象
• 根據簡單句子之指稱（如：
• 根據直接指出的文章段落（如：在第 x 行，或第 y 段），找出需要的資訊

http://www.toefl.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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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韓人英語力好壞 決定一生成就！
專訪 TOEFL ITP 韓國代表 YBM 公司李啓榮總經理
編譯：王宥筑

訪談背景：
韓流能延燒全球，在國際市場占有一席之地，總讓人
聯想到近年來韓國人快速進步的外語能力。而一直以來，
南韓政府確實在推動英語教育方面不遺餘力，堪稱是領先
亞 洲 地 區 各 國， 每 年 的 TOEIC、TOEFL 應 考 人 次 皆 不
容小覷。TOEFL Newsletter 這次相當榮幸，特別越洋邀
訪到韓國托福紙筆測驗（TOEFL ITP）代表 YBM 公司大
學市場行銷團隊總經理（General Manager, University
Market Sales Team）李 啓 榮 （Kye-Young Lee），希
望能透過他的第一手觀察，了解韓國各界應用 TOEFL ITP
的概況及成果，以提供台灣的各級學校團體、機構或個人，
作一參考。

TOEFL Newsletter（以下簡稱 NL）：托福

TOEFL ITP 的使用者已意識到該兩測驗皆為托福

網路測驗（以下簡稱 TOEFL iBT）和 TOEFL

家族的系列測驗，因此也帶動 TOEFL ITP 的考生

ITP 考生的報考動機、目的是否分別有所不

人數增長。

同？
NL： 許多學生以 TOEFL iBT 成績申請就讀北

8

YBM 公司大學市場行銷團隊總經理李啓榮

美地區高等教育院校。反觀 TOEFL ITP 的使用單

（以下簡稱李）：TOEFL iBT 和 TOEFL ITP 考

位有哪些機構？他們之所以選擇使用 TOEFL ITP

生的受測動機、目的確實是有些差異。以韓國來

成績的主要原因是什麼？

說，報考 TOEFL iBT 的考生的目的大多是為了
能夠申請海外大學，以及參與國際交換學生計畫；

李： 根據美國教育測驗服務社（ETS）官網公

而 TOEFL ITP 的考生則是為了能在國內研究所分

布的資料，英語系國家中約有 400 所大學和教育

班時被分派到與之程度相符的班級、通過論文提

機構為 TOEFL ITP 使用者。不僅如此，包括韓國

交資格等用途。當然，TOEFL ITP 成績亦可用來

在內的 50 餘國，每年共計約有 650,000 名考生

申請國際交換學生計畫。近期許多 TOEFL iBT 及

接受 TOEFL ITP 測驗。

借鏡國際

在韓國境內就有約 55 所大學透過 TOEFL ITP
測驗，來提升學生的英語程度、作為程度分班指

人，為了求職、升遷、國考或其他目的而參加多
益英語測驗（TOEIC）。

標、篩選國際交換學生計畫申請者，以及判定研
究生論文提交資格。

由於許多韓國企業要求應徵者遞呈 TOEIC 或
是多益口說測驗（TOEIC Speaking Test）的成

TOEFL ITP 在韓國大學之所以會如此廣泛地被
使用，可就三個面向討論：

績，因此韓國的 TOEIC 考生人次往往居高不下。
一些在職者也必須因應公司內部升遷、工作調動
等人事考量，再次報考 TOEIC。而英語能力對於

1 方便性

韓國上班族的影響不只在於企業面，韓國政府將

TOEFL ITP 測驗可在任一時間、地點舉行。

在 2017 年起，採用如 TOEIC 這類的英檢成績於
報考七級公務員的篩選流程中。

2 效度
ETS 經由開發測驗題組、試務行政及評分流
程確保了施測的公正和效度。

NL：如人們所知，ETS 設計的托福系列測驗是
為了評量考生的學術英語能力。您認為，韓國學
子是否具備足夠的學術英語能力？他們的平均分

3 信賴度

數表現如何？韓國政府和大學院校是否曾提出相

憑著 YBM 在測驗服務方面行之有年的經驗。

關的英語政策，來提升學子的學術英語力？

不僅如此，合理的報名費也吸引了更多的成績
使用者。

李： 根據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所 推 動 的「 國 際 學 生 能 力 評 量 計 畫 」

NL：持有英語檢定證照，對於想要尋求學術深

（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造的韓國學生是否有重大的益處？另一方面，尤

Assessment, PISA）之結果，韓國學生在教育方

其是在國際職場的工作者，英語檢定證照的重要

面的表現是首屈一指的。先略看教育的部分，一

性為何？

項指標顯示 25 ∼ 34 歲的韓國人具有最高的學術
成就。這些結果透露了韓國家長對於其子女的學

李：在韓國流行的一句話可以印證英語之於這

涯給予高度關注。

個國家的重要性：「你的數學好壞將決定你會上
哪所大學；你的英語好壞將決定你一生能成就什

2007 年時，韓國 TOEFL iBT 考生的平均成績

麼。」這並非危言聳聽，韓國一年就有約 2 百萬

為 77 分，但到了 2013 年時就成長至 85 分。除
http://www.toefl.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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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印度和菲律賓這些以英語作為第二語言的國家，
韓國是英語程度最高的亞洲國家之一。

NL：TOEFL ITP 作為英語能力管理的工具之一，
您會如何建議教育專家、政策制訂者善加運用，

如今，韓國當局已採計諸如 TOEIC 和 TOEFL

以提升畢業生的學術英語力及就業競爭力呢？

等英語測驗成績於公務員考試中。此外，韓國許
多大學也使用 TOEIC 與 TOEFL 於「學分核可」
及「畢業門檻」等用途。這些努力皆有助於韓國

李：由於韓國企業界在招募及升遷等人事管理
上皆會要求 TOEIC 成績，因此韓國許多大學便廣
為使用 TOEIC。大部分的韓國大學皆會盡其所能

學子的英語進步。

地幫助畢業生獲得更多、更好的工作機會，所以

NL：據了解，韓東國際大學（Handong Global
University）現已採用 TOEFL ITP 作為入學分級
測驗，檢測大一新生的「一般學術英語能力」
（English for General Academic Purposes，以 下
簡稱 EGAP）。除此之外，是否還有其他所高中
或大學有類似的個案？這些學校又是如何藉由

大一新生都能分派到與其能力相對應的班級。目
前 TOEFL ITP 在各大學多用於分班測驗，尚未安
排在課程設計或教學中。同樣是韓國知名教育機
構的高麗大學（Korea University）和西江大學
（Sogang University）也使用 TOEFL ITP 作為
分班測驗用途。
另 外， 像 是 韓 國 基 督 教 國 際 學 校（Korea
及

Dream School 這一類所謂的「教會學校」，則
採用 TOEFL ITP 來做教學評量。

相當多元的，然而我們卻注意到 TOEFL ITP 被導
入於檢測學子的學術能力的需求日增。在採用這
項由 ETS 開發的產品── TOEFL ITP 以前，大
英語能力，在過去這是相當具有挑戰性的工作。

李：韓東國際大學使用 TOEFL ITP，是為了讓

International Christian School, KICS）

在大學的課程設計中，英語教學及評估辦法是

學教授只能自行設計測驗，才能檢視學生的學術

TOEFL ITP 提升學生的 EGAP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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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會在英語課的課程設計中導入 TOEIC 測驗。

TOEFL ITP 不僅可用來檢測本國學生的英語技
巧，也適用於生活在韓國的國際學生。我們相信
使用 TOEFL ITP 的大學和教育機構能夠因此有效
增進其國際競爭力與教育品質。

托福焦點

ETS 公布 2014 年
全球托福測驗暨成績報告摘要
最新參照 CEFR 等級分數表進階了解 TOEFL iBT 成績
整理：編輯部
欲見「2014 年度 TOEFL iBT 托福
測驗暨成績報告摘要」請至網站：

美

國教育測驗服務社（ETS）已於日前公布

大眾，台灣托福資源中心經 ETS 授權許可，編譯

「2014 年全球托福測驗暨成績報告摘要

中文版之「2014 年度 TOEFL iBT® 托福測驗暨

（Test and Score Data Summary for TOEFL

成績報告摘要」，供讀者自由下載取閱。欲見更

iBT®

多詳細內容請至托福官網查詢。如有任何中譯瑕

Tests）」，此份報告內容含括 2014 年 1

月 至 12 月 間 所 有 TOEFL iBT 考 生 的 成 績 表

疵、偏誤，應以英文原文為準。

現。其中，去（2014）年台灣考生的托福平均
總成績為 80 分，較 2013 年度平均總分 79 微

此外，近日 ETS 所公布最新的「參照 CEFR
等級 TOEFL iBT 分數表」（詳見附表），乃根

幅提高。

據關注 TOEFL iBT 成績使用者的需求，以及從
台 灣 TOEFL iBT 考 生 的 聽、 說、 讀、 寫 各

多所大學與英語教師身上得到的許多回饋而來；

分項平均分數皆為 20 分，平均總分為 80 分，

ETS 再調整了 TOEFL iBT 的對照分數，使得各

根 據 ETS 官 方 最 新 公 布 之「 參 照 CEFR 等 級

分項托福分數更貼近於 CEFR 各等級的英語能

TOEFL iBT 分數表」，皆相當於 CEFR B2 等級。

力敘述。茲將對照於 CEFR 等級參照的 TOEFL

註

iBT 分數調整如下，欲了解更多詳情也可至網站
此份報告可查閱歐、亞、美、非、中東

北非、

太平洋地區等六大地理區域所有考生的托福聽

（http://www.ets.org/toefl/institutions/
scores/compare/#cefr）查詢。

力、口說、閱讀、寫作各分項平均分數及平均總
分，也可依考生的母語別來理解世界不同母語者
的托福平均分數。根據不同列表資料，也可看出

附表：參照 CEFR 等級 TOEFL iBT 分數表：

男性及女性考生的托福分數，因測驗目的不同而

CEFR
等級

閱讀
(0-30)

聽力
(0-30)

口說
(0-30)

C1 或以上
流利級

24

22

25

24

95

B2
高階級

18

17

20

17

72

B1
進階級

4

9

16

13

42

A2
基礎級

n/a

n/a

10

7

n/a

表現各有差異。
托福測驗的研發機構 ETS 在此份報告中並未依
照托福成績進行各國分數排名。基於每個國家考
生人數不同、開始學習英語的時間不同，因此，
此報告中之相關資料內容，僅可用於將 TOEFL
iBT 考生成績與其他來自同一國家或說同一語言

寫作
總分
(0-30) (0-120)

考生的 TOEFL iBT 成績進行比較。
為服務台灣區各級學校團體、考生及一般社會

註：CEFR（Common European Framework of Reference for
Languages），「歐洲語言能力分級架構」，是可用來描述
外語學習者不同學習成就的國際通用標準。

http://www.toefl.com.tw

11

TOEFL Newsletter No.07

藉 TOEFL Junior 能力敘述優化課程設計
從 2015 TESOL 年會看英語評量研究
口述：吳紹銘（ETS 臺灣區總代理忠欣公司營運長）
整理：駱克珊

TOEFL iBT 測驗，TOEFL Junior 是一項更適合
用於中學階段、供身處英語教學環境中的年輕學
子所使用的評量工具，可用以檢視中學生以「英
語」學習其他專業知識能力程度。尤其特別的，
是在閱讀測驗部分，TOEFL Junior 提供了成績
對應的 Lexile 閱讀分級級數，以便於讀者根據這
項全美最具公信力的閱讀難度分級系統，來搜尋
符合個人需求的英文讀物，進而促進英語閱讀力。
ETS 臺灣區總代理忠欣公司營運長吳紹銘（左
一）和 TESOL 國際年會參與學者合影。

TOEFL Junior 主要評量考生在三個關鍵層面
年一度的 TESOL 國際年會，可說是英語

上的英語能力表現：一、聽力；二、語意；三、閱讀。

教學領域中的國際學者專家匯聚一堂的年

各分項的量尺分數區間皆是 200 ∼ 300 分（總分

度盛會，作為 ETS 臺灣區總代理代表，筆者相

量尺分數區間 600 ∼ 900 分）。透過 ETS 官方

當榮幸在今年能夠親赴加拿大多倫多一同參與

研究提供的 CEFR 等級參照說明，以及其相應的

這場盛會。其中特別值得一提的，除了這次是

能力敘述說明（詳見表一），測驗使用者可以得

TESOL 多年以來罕見地再度選擇非美國境內的

知受試者的英語文能力表現情形。

一

地點舉行國際會議 ，突顯「英語」是世界共通
註1

語言的事實，且暗喻了英語教學專業在全球所

依據能力敘述

扮演的角色須因時制宜；另一特色，則是美國

搭建評量與教學間的橋梁

ETS 在今年的 TESOL 年會正式開幕之前，特
別安排了一場聚焦於談論中學托福測驗（以下簡

筆者此回再赴 TESOL 國際年會取經，從美國

稱 TOEFL Junior）、為時足足有 6 小時的工

ETS 官方講者的研討內容中，再次印證了一項

作坊，堪稱史無前例。

事實，那就是：「測驗評量（assessments）」
與「 教

12

學（teaching

learning）」 之 間 所

TOEFL Junior

存在的本質差異，必須仰賴「能力敘述」（level

更適於評量中學生的學術英語力

descriptors）來作為二者間的橋梁。換句話說，
無論面對「教學」、「學習」，甚至是「訓練」，英

於 2012 年 正 式 啟 用 的 TOEFL Junior， 是

語教學者皆必須透過仔細檢視不同分級程度的能

托福測驗家族中一項獨特的測驗產品。相較於可

力敘述，進而設計出合乎養成該能力敘述的課程、

作為全球高等教育程度學術英語能力評量標準的

學習單、教學內容等，才能不致使教學淪於「考

觀點頗析

表一：中學托福測驗 (TOEFL Junior) 的總分等級、量尺分數總分、相對應之能力敘述及 CEFR 等級參照說明：
總分
等級
5
精通級
4
純熟級
3
進階級
2
基礎級
1
入門級

量尺分數
總分範圍

能力敘述

歐洲語言能力分級架構 CEFR 等級與成績參照

（以下各項能力敘述適用於以英語授課的中學，

（達到該成績等級的學生在聽力、語意、

（單位：分）

達到該成績等級的學生具備下述能力）

閱讀等三測驗部分之 CEER 等級對照）

845-900
785-840

能完全理解複雜的書面及口語內容，

三部分皆為 B2。

並掌握複雜的語言文法和字彙。
能夠大致理解複雜的書面及口語內容，

三部分皆為 B1。

並掌握複雜的語言文法和字彙。
能理解部分複雜的書面及口語內容，

730-780

三部分皆達 B1，但有時出現 A2。

對基本程度的書面及口語內容理解力較佳，
並能掌握基本的語言文法和字彙。

655-725

偶能理解一些基本的書面及口語內容，

三部分大致皆達 A2，

並適度運用基本的語言文法和字彙。

但聽力與閱讀測驗有時為 A1。

僅能理解一些極基本的書面及口語內容，
600-650

聽力與閱讀測驗大致為 A1；

並稍微使用基本的語言文法和字彙，

語意測驗則大致達 A2。

但語言技能與理解能力皆須進一步提升。

試領導教學」。在這樣的前提之下，學習者勢必得

制訂完成的。因此，其中的能力敘述說明可供全

為達到該「能力（proﬁciency）」程度而學習，也

球不同國家的英語教學者、學習者參考，並不會

將因符合該能力程度表現而取得 TOEFL Junior

因為考生所屬國別、文化有異，而失去參考價值。

成績高分。
為 了 方 便 TOEFL Junior 的 測 驗 使 用 者 分
舉例來說，當學生能力達到「They can make

項檢視聽力、語意及閱讀的能力程度表現，在

inferences based on a speaker’
s intonation

ETS 官 網 上 公 布 的「TOEFL Junior 能 力 分 級

or stress.」聽力訓練的分數表現，會比起僅做到

敘 述 」（TOEFL Junior Standard score level

「They can make inferences in short spoken

descriptors）註 2，的確可清楚了解不同測驗成績

texts where the language is simple and the

分數所分別代表的英語能力狀況。不過，正如

context is clear.」聽力技能的表現來得更好。

同 包 含 聽、 說、 讀、 寫 四 項 技 能 的 整 合 式 評 量
（integrated assessments）才是全球英語教育

因此，只要對照測驗評量成績對應的能力敘述說

專家公認的趨勢，英語教學者在理解學生分項能

明，便可以得知受試者具備何種程度的英語能力。

力的同時，也應思考如何以整合式技能訓練的方

以 TOEFL Junior 來說，大致是分成入門級、基礎

式鍛鍊其英語力，才是能促使英語力全面性提升

級、進階級、純熟級、精通級等五等級（如表一）。

的根本之道。

善用 TOEFL Junior
能力分級敘述檢視教、學績效
ETS 為 TOEFL Junior 所量身設計出的「能力
分級敘述」，都是經過來自不同國家的英語教育

註 1 ： TESOL 年會在 1978 年首度於美國
境外的國家（墨西哥）舉辦；接著分
別在 1983、1992、2000 年於加拿
大舉行。2015 年是 TESOL 二度於
加拿大多倫多舉行。

註2：
「TOEFL Junior 能力分級敘述」
（TOEFL Junior Standard score
level descriptors）可於線上查閱。

代表，在同一時間、地點中，共同會議、研擬而
http://www.toefl.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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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實國際教育 九成生錄取百大名校
華盛頓中學外語部照亮學生一輩子的能力
文：駱克珊

學教育應該要培養孩子三年？六年？還是一

中

可更快速地適應海外的學習環境。至於針對國、

輩子有用的能力呢？為了培育青年學子「帶

高中部學生的英語力培育，外語部則是同時設有

得走」的能力，成立至今已有 11 年歷史的華盛頓

ESL（以英語為第二語言）課程，採取小班制、全

中學（以下簡稱華中）外語部，近年來十分積極落

英語的方式，在校內落實雙語教學。

實「國際教育」，將其概念融入每一堂課程中。華
盛頓中學外語部主任郭喬雯表示，國際教育不該只

「我們有九成以上的學生進入世界百大名校就

是一堂「課」而已，而是每位教師都該有的「觀念」
！

讀，六成學生錄取高額獎學金。」在華盛頓中學
服務已有近 14 年資歷的郭喬雯深知，落實國際

養成國際觀

教育，是華盛頓中學多年來演變進程的結果，並

不能只是口頭禪

非一蹴可幾；她表示，雖外語部學生人數與全校
學生人數相較之下，佔比不高，卻有九成以上都
郭喬雯說：「養成國際觀

能成功申請上世界名校，並獲得高額獎學金，相

很重要，但卻不能只是口

當難得。

頭 禪。 因 此， 不 管 是 地
理、數學、音樂，都可以

華盛頓中學升學輔導副主

將國際教育的概念融入。」

任林佳佳補充說明，「要

她舉例，如果數學課可以運

為孩子找出亮點，就有成

用不同國家的國旗，一邊教學生如何計算國旗顏

功 的 起 點！」 因 此， 外

色的比例，一邊讓他們認識國家旗幟，就等於讓

語部特設有「生涯輔導課
（Career Planning）」， 一

學生「在不知不覺中習得國際教育知識」。

方面安排不同領域的國際學者到華中演講，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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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台中地區，以培育青年學子赴國外留學頗

學生近距離與外國大學教授直接接觸的機會；另

負盛名的華盛頓中學，校內教學單位設有國中部、

一方面，華中教師們也悉心交叉討論、為學生進

高中部，以及外語部。國、高中部以國內升學為

行人格特質測驗，以利為其一一作出客製化的升

主要目標；外語部則是以培育學生畢業後能順利

學輔導規劃，找出最合適申請的海外學校。

至海外留學為重點。

找到亮點
郭喬雯表示，從國一至高三，外語部學生六年

九成生錄取百大名校的背後

一貫的課程皆是依照美國的共同課綱（Common
Standard）為準則授課，因此，所培養出的能力

林佳佳舉例分享，曾有個學生很愛看小說，家

教學論壇

華盛頓中學讓學生沉浸在國際化環境中學習。（圖片提供：華盛頓中學）

裡卻禁止，以致於他只能躲在桌子底下看。得知

另一方面，則是便於作為學生參與「國際教育旅

這件事後，她為該學生安排小說選讀課，要他大

行」的表演項目。

方在桌上讀，待其自信心慢慢建立，這位學生不僅
後來當上學生會會長，更義務性地至偏遠小學說英

想不到，華中學生將改編的杯子舞帶到日本

文故事給小朋友聽。「他最後申請上常春藤聯盟

表演後，竟引起日媒關注、深獲好評；更沒想到，

（Ivy League）名校：達特茅斯學院（Dartmouth

用電吉他演奏這首改編歌曲的外籍老師 Simon

College），並榮獲全額獎學金，目前正於大學修

後來因病身卒，為了紀念他，全校都唱起英文

讀關於批判性思考、電影創作方面的課程。」

歌、練杯子舞。

像這樣藉由興趣輔導來提升學習動力的個案，

「先是融入音樂課，接著是將杯子舞融入七

並非少數。另一位，是在今（2015）年七月前往

年級到高三的全部課程中」，林佳佳說：「因

倫敦比賽的「飛盤國手」，以國際班第一名之姿

為練杯子舞，學生之間的團隊精神更融洽了！」

從華中畢業的林昀昀。她剛進學校時並非學業頂
尖，然而，在華中師長漸進式教育的輔佐下，林

郭喬雯表示，規畫國際教育旅行的用意，正是

昀昀憑藉該屆國際班校總成績第一和傑出的運動

希望更多孩子能從實際體驗中感受國際經驗，因

表現，順利申請上美國柏克萊大學。

此全校學生皆可申請參加，目前是往日本交流，
未來也計畫至其他國家參訪。

在華中教書已有 10 年資歷的林佳佳強調，「實
作（hands-on）」能力很重要。即便在華盛頓中學，

她說：「如參觀日本高校、大學，或到企業參

也難免會遇到「學習動機不足」的學生，而這時，

訪等，皆是孩子人生中難得可貴的經驗」，他們

教學成功的關鍵在於「找出學生的興趣」。

到海外體驗生活的同時，也隨機表演才藝，「把
華盛頓的精神帶到國外去，也為台灣爭光！」

杯子舞、國際教育旅行
都從好玩開始

無庸置疑，以落實「國際教育」為核心宗旨的
華中，教學成效良好其來有自；年底，該校更將

國際教育已在華中深耕，同時反映在該校剛製

藉由托福紙筆測驗（TOEFL ITP）來了解學生的

作完不久的「The Cup Song（杯子舞）」影片

學術英語力。誠如兩位老師不約而同所言：「國

剪輯。林佳佳表示，之所以會把國外的杯子舞帶

際教育，不只是學英語，還須累積國際視野，藉

進課程中學習，靈感來自電影《歌喉讚》的片段，

由文化意識、批判思考，累積國際觀。」華中的

她分享：「一開始只是好玩，所以改編了英文歌」；

用心，從實力看得到。
http://www.toefl.com.tw

15

邁向TOEFL iBT 90 分
最佳備考書

本書特別針對托福紙筆測驗三大題型：聽力測驗、
文法結構與文意題，及閱讀測驗，提供詳細的題型
說明、準備方針及大量的練習試題，幫助學習者累
積考試實力並加強學術英語能力。

附有兩套完整的TOEFL ITP 全真模擬測驗試題，提
供學習者模擬真實的托福紙筆測驗，並精確地瞭解
自己英語文能力現況。
所有的題目皆附有中文翻譯及重點解說，幫助考生
在準備托福紙筆測驗之同時，全面加強學術英語實
力，為進修或深造的學習生涯打下必備的基礎。

準備申請國內大學入學加分的高中生、申請國際交換的學生、
欲通過畢業門檻的大專生或碩博士班學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