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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英語文能力的最佳管理工具》

托福 前往夢想國度的護照
整理：賴亭宇

人

資料來源：台灣托福資源中心

生路上有各式各樣的選擇和夢想，而良好的英語文
能力認證，好比是一本前往夢想國度的旅行護照，

不只能讓一個人擁有更廣闊的選擇機會，也能使其在達成
學職涯目標的路途上，走得比別人更寬、更長、更遠。
學習英語，需要根據不同的學習階段、目標，採用不同
的語言評量工具，才能有效掌握個人的語言能力狀況，進
而提升學習成效、針對能力之強弱項重點加強，甚至可用
以協助教師改善教學品質，最終讓學習者取得高分認證。
而始於 1964 年的托福測驗，正好是一項歷史悠久、且具
相當可信度的學術英語文能力評量及認證工具。
自 TOEFL iBT（托福網路測驗）問世以來，托福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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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EFL Junior 中學托福測驗

●

讓孩子的學習表現持續進步
臺灣學子普遍於小學三年級開始學英文，經過
數年的基礎學習後，進入到中學階段，無論在學
術及社交方面，都應具有一定程度的英語溝通能
力，並以此基準持續進步，準備迎向未來高中、
大學階段更深入的學習。然而，過往教師常因缺
乏一致的參考準則，不知應如何評估學生的學習
成效，針對聽說讀寫各項能力的加強也難以確定
方向。
ETS 近年新推出的 TOEFL Junior 便是為 11
歲以上、以英語為外語的中學生所設計，目的是
反映考生在學術及社交方面的聽力、閱讀能力，
以及對篇章中語法與字彙的認知，作為教師現階
段教學及學生未來學習進步的參考指標，更可作
為未來應考 TOEFL iBT、TOEFL ITP 的前測。
其主要提供教師以下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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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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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EFL Junior 另一獨特之處在於，成績單上

提供 Lexile ( 註 ) 閱讀分級級數，教師可藉此為個
別學生的閱讀程度及理解能力定位，並挑選符合
其程度的英文課外讀本，有助於推動閱讀教學。
此外，若是學生本身計畫及早出國留學，TOEFL
Junior 成績亦廣為美國高中申請入學採用。
TOEFL Junior 小檔案
適用對象：11 歲以上，以英語為外語的中學生。
主要用途：掌握學習進度；評估教學成效；能力分班依據；
美國高中入學。
測驗方式：紙筆。
測驗時間：1 小時 55 分鐘。
測驗總分：600 - 900 分。
測驗項目：
聽力測驗
語意測驗
閱讀測驗
時間

●

評量學生三大英語關鍵能力——
聽力測驗：評量考生理解人際上、課業上、
學術上的基本言談之能力。
語意測驗：評量考生是否掌握關鍵的語言能

40 分鐘

25 分鐘

50 分鐘

題數

42 題

42 題

42 題

分數

200 - 300 分

200 - 300 分

200 - 300 分

測驗資訊：目前臺灣地區僅接受學校、學習機構
進行團體測驗之申請，公開測驗日期
將另行於官網擇期公布：
www.toefl.com.tw/Junior/index.jsp

力，例如對文章中文法與字彙之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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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測驗：評量考生閱讀和理解學術與非學
術內容文章之能力。

TOEFL iBT 托福網路測驗
申請全球頂尖大學必備

●

對於學生英語能力的進步情形提供客觀資訊。

●

作為英語語言課程的分班依據。

TOEFL iBT 以學生實際於高等教育環境中，
所需具備「聽、說、讀、寫」四項技能的整合能

托福焦點

註： Lexile 是一個與美國學制同步，全美最具
公信力的閱讀分級系統，由美國孩童健康與人類
發展部門，耗資 250 萬美元，超過 20 年的研究
時間，會請眾多兒童語言發展研究方面的傑出專
家，並配合上萬名學生及老師參與研究，為定位
並提高學生的閱讀理解能力而制定。

力為主要測驗目標，以驗證其能適應日後在英

TOEFL ITP 托福紙筆測驗

語系國家求學時可能遇到的情況，程度為中階

升學加分、交換生加分利器

（intermediate）至高階（advanced）。
TOEFL ITP 為針對 16 歲以上、正接受大學
因其信譽卓著的測驗品質與公平性，及百分之

程度的英語學習者，所設計的紙筆型態學術英語

百採用學術內容的特色，使 TOEFL iBT 廣受全

能力測驗，著重於評量考生的閱讀、文法及聽

世界推崇，目前已成為國際學生申請北美地區所

力三大能力。目前全世界有 50 多個國家、超過

有大學，也是英國、澳洲及紐西蘭等國家幾乎所

2,500 個學校及機構採用，其成績亦於 2006 年

有一流頂尖大學的關鍵入學門檻。

獲行政院列入公務人員英語檢測陞任計分標準對
照表。

由於 TOEFL iBT 採用線上測驗方式進行，因
此考生於口說測驗中不會與評分人員有所接觸，

成績優異者可申請由 ETS 提供的證書，作為

且寫作與口說測驗的答案都需經由三至六位 ETS

自身學術英語能力成就的肯定與證明，為申請學

評分人員給分，相較於部分測驗僅由一位施測地

校加分。同時，TOEFL ITP 也是廣受認可的學

點的評分人員給分而言，TOEFL iBT 的測驗成

術英語文管理工具，在學校所開設的英語課程

績更具公正性與準確度。

中，可作為能力分班之標準，並協助評量學生進
步情況及老師的教學成效。

TOEFL iBT 小檔案
TOEFL ITP 小檔案

適用對象：16 歲以上。
主要用途：全球大學及研究所入學；獎學金；簽證；移民；
英語學程的入學與畢業門檻。

適用對象：16 歲以上。
主要用途：國內外大學及研究所入學；獎學金；簽證；移民；

測驗方式：網路。

能力分班依據。

測驗時間：約 4 小時。
測驗總分：0-120 分。

測驗方式：紙筆。
測驗時間：約 2 個小時。

測驗項目：

測驗總分：310-677 分。（三部份級數之總和 ×10÷3 ＝總分）

聽力測驗

閱讀測驗

時間 60-90 分鐘 60-80 分鐘
題數

說明

分數

口說測驗

寫作測驗

20 分鐘

50 分鐘

34-51 題

36-56 題

6題

2題

聽取一段授
課內容或課
堂討論後答
題。

閱讀文章後
答題。

透過麥克風，針
對常見的議題發
言；或者就就讀
到或聽到的內容
提出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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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0 分

0-30 分

0-30 分

0-30 分

測驗項目：

聽力測驗

文法結構測驗

閱讀測驗

時間

35 分鐘

25 分鐘

55 分鐘

題數

50 題

40 題

50 題

級分

31-68 級

31-68 級

31-67 級

測驗資訊：除了每個月的公開測驗，亦可配合各機構指定日期、
考生人數與場地大小提供客製化服務。
詳見官網：www.toefl.com.tw/itp/，
或與台灣托福資源中心：

測驗資訊：詳見 www.toefl.com.tw/iBT/index.jsp

service@examservice.com.tw
聯繫。

http://www.toefl.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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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福測驗家族面面觀
ETS 英語語言學習評量資深總監 Susan Nissan 現身說
採訪：駱克珊

說

整理：王宥筑

到托福系列測驗，您會想到什麼呢？是出國交換英語證明？讀海外研究所申請備審資料？或
移民語言能力認證準備？如果以上答案都是肯定的，您又是否知道：托福系列測驗其實也可

以做為「學習診斷」（Assessment for Learning）的評量工具？且聽 ETS 英語語言學習評量部
門之資深總監 Susan Nissan 娓娓道來，或許能幫助大家更加掌握這項評量工具、提升英語學習
成效。
透過這則難得的訪談內容，本文將為讀者介紹：「托福紙筆測驗（TOEFL ITP）與托福網路測
驗（TOEFL iBT）究竟有何不同特色」以及「中學托福測驗（TOEFL Junior）的研發緣起及評
量特點為何」。
Susan Nissan 資深總監負責管理約 100 名托福測驗、多益測驗（TOEIC）以及其他新英語測
驗的測驗研發人員。在 ETS 效力 25 年的經歷中，Susan Nissan 曾主持眾多研究發展計畫，其
中包含 TOEFL iBT 的標準制定、聽力測驗設計、效度研究及題庫建立。本篇借重 Susan Nissan
的測驗研發專業以及深厚的語言教學經驗，盼能使考生更了解托福系列測驗，也有助於教師運用測
驗工具評量教學成效。

Newsletter 問（以下簡稱

）：托福測驗

所以，當有人說托福系列測驗是專為學術領域

是全球知名的評量工具，您會怎麼建議英文老

之教與學所設計的測驗，這並不盡然正確；更精

師利用它來為學生的英語文學習成效進行診

確地說，托福是為了「評量、反映出學術領域之

斷、進而提升個人英語力呢？

英語文教與學的概況」。雖是專為學習者而設計
的測驗，然而對教學者而言也有益處，因為教學

Susan Nissan 答（ 以 下 簡 稱

）： 在

過 去， 教 師 們 往 往 將「 要 求 學 生 回 答 提 問 」

4

者能夠藉由學生的測驗成績得知「課程應該如何
調整」。

視 為 一 種 教 學 方 式（Asking questions for
teaching），但實際上，這樣的教學方式並非

在此必須釐清一個觀念，托福系列測驗考取滿

以學生為中心，無法讓學生成為學習的主人。

分，並不代表一個人的英語能力很完美；而是證

因 此， 長 期 從 事 語 言 教 學 研 究 的 ETS 希 望 托

明此人的英語能力「足以理解學術情境的溝通

福系列測驗是專為「學習」所設計的，也就是

對話內容」。

“Assessment for Learning”（學習診斷）。

托福焦點

但據我所觀察，要學生完全配合考試、接受學

Susan Nissan

習診斷並非易事。尤其是青少年，你很難說服他

簡
介

們相信取得測驗的成績，僅是單純作為教學成效
評估之用，他們寧願相信分數，所以有些學生甚

威斯康辛大學（University of Wisconsin）
應用語言學學士

至會為了拿高分而作弊。其實這是沒有必要的，

特拉維夫大學（Tel Aviv University）

因為一旦他們作弊，反而是欺騙了自己，在面對

應用語言學碩士

需以相應的學術英語能力表達意見或與他人溝通

Susan Nissan 在加入 ETS 團隊前，曾於以色列

時，卻拿不出實力。因此我建議教師給學生受測

教育科技中心負責協調電腦化測驗及 EFL 課室教

時，應多給予學習回饋（feedback），學生面
對評量時的接受度會相對較高。

材計畫。她也曾在以色列、義大利（羅馬、薩沙里、
薩丁尼亞島）以及在美國教授英語課程，具有約
15 年的海外教學經驗。此外，Susan Nissan 也
發表多篇關於第二語言測驗的論文及書籍著作，

能否請您試比較 TOEFL iBT 與 TOEFL ITP

並受邀出席多場大型研討會、發表演說。

二項測驗，除了測驗形式上的差異（網路和紙
筆形態）之外，還有哪些不同之處？

兩者相較之下，TOEFL ITP 對考生而言，的確
是比較容易「自行準備」的測驗。

事 實 上， 此 兩 種 測 驗 的 能 力 級 別
（proﬁciency level） 是 一 致 的。 但 由 於

若說 TOEFL iBT 的特色是檢測考生聽說讀寫

TOEFL iBT 多了口說、寫作的測驗項目，所以

四項技能的整合能力（integrated skills），也

我 們 確 實 可 以 說「 試 題 量 」 比 較 多 的 TOEFL

就是“productive skills”
（語言產出能力）；

iBT 自然是比 TOEFL ITP 多了一些難度。

TOEFL ITP 則 可 以 說 是 較 偏 向 檢 測 考 生 的
“receptive skills”
（語言接收能力）。

另一方面，口說和寫作能力對語言學習者而
言，也是比較難以訓練的兩項能力。有一派教育

而這就是為什麼 ETS 會在全球各代表國家舉

者推崇以學習母語的方式，主張讓語言學習者自

辦 TOEFL 教師工作坊，因為 TOEFL iBT 會考

然習得外語，但這種方式，在學習環境能提供給

口說和寫作，所以英語教師也自然產生教學需

學習者的 input 不足的情況下，非但不容易，甚

求。ETS 經觀察後也了解到，亞洲的英語教師

至是不太可能。

們普遍對於口說和寫作能力的課程設計感到手足
無措，因此我們希望透過工作坊的導引，助教師

相對的，聽力和閱讀之所以比較簡單，是因為
它們有內容可以考據（像是語音及文字）。所以

一臂之力，使之對於課程的設計能有更多想法和
對策。
http://www.toefl.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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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福測驗的 CEFR 對應程度
及使用方法。

那麼既然有了 TOEFL iBT 與 TOEFL ITP，

TOEFL Junior 和 TOEFL ITP 的 成 績 一 樣

請問為什麼還會研發 TOEFL Junior 這項測驗

是採用 CEFR 參考架構之能力分級（如上圖所

呢？ TOEFL Junior 的特色為何？主要考生族

示），但各自相應的能力程度範圍不同（same

群為何？英語教師要如何應用該測驗以提升學

scales but different levels），因此測驗內容

生學習成效？

難度有異，考題的方向亦會針對各自的考生族
群，設計出適合該年齡層的主題。

其實，全球有許多年輕人早在中學時期
就已經開始思考他們的學涯，能及早規劃、準

您本身既有豐富的教學實務經驗，針對提

備，對他們來說是百利無一弊，TOEFL Junior

升學生的學習動機，能否給予臺灣的 EFL 教

即是為這些較年輕的英語學習者所開發。

師一些建議？

一般而言，TOEFL Junior 的題型內容以及

學生一旦待在學校，且有教師帶領著，

難易度主要是為雙語學習環境的國中生所設計，

在學習上難免會較被動。若能了解學生的興趣、

但也要視實際情況而定，像是日本的學生，平均

善用各種不同的教學媒材，就能事先針對學生感

較晚開始接觸、學習英語，因此則適用於他們的

興趣的主題，評估教學內容應如何與之整合、調

高中階段。

整，學生自然會更加投入。

托福紙筆測驗

6

TOEFL ITP 的七大用途

1

分級測驗

2

檢視成效

3

畢業門檻

作為英語文學程修課結業標準。

4

入學許可

申請進入英語系國家之短期、非學位學程。

5

入學許可

申請進入非英語系國家（英語非主要授課語言）之大學或碩士學位學程。

6

入學許可及分級測驗

7

申請獎學金

為參加密集英語課程學習者進行能力分級。
（協助教師或學生）掌握學習進度。

申請進入跨校國際學位學程並作為能力分級依據。
提供學術英語能力證明。
（資料來源：Susan Nissan

編譯：王宥筑、駱克珊）

測驗資訊

2016 年 3-12 月托福測驗資訊
托福紙筆測驗
測 驗 日 期

報 名 期 間

成績單預寄日

考

區

3/20

1/7-2/10

4/11

台北 桃園 新竹 台中 嘉義 台南 高雄

4/24

2/11-3/9

5/16

台北 桃園 新竹 台中 台南 高雄

5/29

3/10-4/13

6/20

台北 桃園 新竹 台中 台南 高雄

6/26

4/14-5/11

7/18

台北 桃園 新竹 台中 嘉義 台南 高雄

7/24

5/12-6/8

8/15

台北 桃園 新竹 台中 台南 高雄

8/28

6/9-7/13

9/19

台北 桃園 新竹 台中 台南 高雄

9/25

7/14-8/10

10/17

台北 桃園 新竹 台中 台南 高雄

10/23

8/11-9/7

11/14

台北 桃園 新竹 台中 嘉義 台南 高雄

11/20

9/8-10/5

12/12

台北 桃園 新竹 台中 台南 高雄

12/18

10/6-11/2

2017/1/9

台北 桃園 新竹 台中 台南 高雄

中學托福測驗
測 驗 日 期

報 名 期 間

成績單預寄日

考

區

3/20

1/7-2/10

4/11

台北 台中 高雄

10/23

8/11-9/7

11/14

台北 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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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測驗時間及地點依應考資訊查詢為準，將不另行寄發通知單，考生需於考前一周自行上官網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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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e Information
•台灣托福資源中心：
http://www.toefl.com.tw

•托福台灣官方粉絲團「TAIWAN TOEFL」：
https://www.facebook.com/twTOEFL

http://www.toefl.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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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得雙語中小學
藉 TOEFL Junior 把關教學品質
輕鬆生活在英語中 教出自信好學的孩子
文：Yu Lai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 TOEFL World 第 5 期

甫

踏入校園，正是下課時間，小朋友在走廊
開心嬉戲的模樣，看起來與其他學校的小

學生並無二致。但留神一聽，孩子們彼此交談用
的卻是「英語」，連玩猜拳都自然而然地喊著英
語口訣，這群八、九歲上下的孩子是在沒有老師

有得校長汪體臺
認為理想的雙語
教育是語言力與
文化力並重。

監督的情況下，自在地使用英語。
這所學校是位於桃園中壢地區的有得雙語中小
學（以下簡稱有得），2010 年成立至今短短幾
年，好口碑卻慢慢發酵，近年逐漸崛起，成為重
視英語能力的家長們，為孩子挑選就學環境的優
先選擇。面對十二年國教來臨的焦慮，有些父母
甚至不惜中途為孩子轉學，在中壢買房、搬家，
就是要讓孩子到有得唸書，為未來鋪路。

有得國際部主任
謝一正建議及早
挑戰各種英語檢
定，為未來做好
準備。

著眼於優秀的雙語學習環境，不僅台灣家長

去（2015）年，有得更模擬“Cafe”形式，

搶著把孩子送進有得，更吸引了不少外僑子弟就

布置了一間溫馨宜人的「英語情境教室」，裡面

讀，因此學生國籍十分多元，「我們有來自美國、

擺著舒適的桌椅，準備了各式孩子們喜愛的點

英國、南非、愛爾蘭、法國等國家的小朋友，上

心、飲料，由英語好的職員客串服務人員，與學

起課來簡直就像是聯合國！」有得雙語中小學校

生進行英語會話，「在輕鬆的氛圍下，一邊聊天

長汪體臺笑著說。

也能一邊自在學英文。」汪體臺說。

英語就是生活！注重情境學習

「有得的孩子之所以不怕開口說英語，除了
使用英語的機會頻繁之外，更重要的是學校秉持

8

「有得的校園生活可以說處處充滿英文。」汪

『適才適性』的英語教育理念。」有得雙語中小

體臺解釋，為了營造優良的英語學習環境，有得

學國際部主任謝一正補充，由於學校鼓勵學生多

雙語中小學訂定每週二及週五為英語日，「一到

元化發展自己的長處，不刻意去強迫或糾正學

英語日，不分上、下課時間，全校一到九年級都

生，從而培養出孩子對語言表達的自信。「在有

要說英語。」

得，老師扮演的是從旁陪伴、引導的角色，而不
是監督者。」

校園脈動

有得雙語中小學圖書館館藏豐富，皆以 Lexile 閱讀分級級數分類。

運用 TOEFL Junior 提升英文閱讀風氣

註： K-12：指美國基礎教育的通稱，指從
幼稚園（Kindergarten，通常為 5-6 歲）
到十二年級（Grade 12，通常為 17-18 歲）
階段的教育，多為美國、加拿大及澳洲部分
地區採用。

導師各一名，並由外籍教師任英文導師，細心照
料每位學生的學習需求。

汪體臺進一步說明，為了確實瞭解每位學生的
英語能力，並按照個別不同需求，安排合適的學

這些外籍教師也開設各種特色英語選修課程，

習內容，有得也特別針對五到九年級的學生實施

像是環保科學、3D 列印、模擬國會、莎士比亞

中學托福測驗（TOEFL Junior）。成績除了作

劇場、甚至還有種田，讓孩子「動手做、做中

為英語選修課程分組及中學入學分班的依據，更

學」。同時，定期舉辦全校活動，發表學習成果，

會依照成績單上所附的 Lexile 閱讀分級級數為

以訓練孩子的口語表達能力。

學生挑選合適的英文讀物。

探索異文化 玩出國際觀
「尤其是我們早已用 Lexile 分級為學校圖書
館藏書分類，同學因而能找得到適合自己程度的

「理想的雙語教育，不應只教孩子語言，文

英語文讀物，讀起來沒有挫折感，也會比較願意

化素養與國際觀更是不可或缺的一環。」汪體臺

閱讀英文。」謝一正說。

強調。也因此，為了拓展學生的國際視野，自
2012 年起，有得年年開辦海外冬令營與夏令營，

不只如此，有得學子在小學二年級、七年級、

由謝一正親自帶領到國外進行深度遊學。

九年級等不同教育階段，也必須分別接受適齡的
評量，透過不同屬性的英語文能力測驗，了解個

「像是 2015 年夏天我們去美東，參加了迪士

人的英語文能力程度，也讓老師方便掌握學習狀

尼科學營、魔術隊籃球營、海洋生物科學營，更

況。「小朋友學了英文後，其實也會想知道自己

以步行及搭乘大眾交通工具的方式，全程英語導

實力在哪裡，有什麼需要加強的地方！」謝一正

覽，讓同學以道地『紐約客』的角度來探索紐約

表示，從小開始挑戰各種英語能力測驗，讓孩子

市。」謝一正分享。

未來不管是要出國或升學，都有所助益，無形中
更提升了孩子學習英語的風氣。

他也指出，「可以和來自世界各地的孩子交朋
友，是這些遊學活動最可貴的地方。」像是今年

在課程規劃上，有得也採取十分特別的策略，

的海外冬令營，他就準備帶同學前往猶他州鹽湖

「我們不是只單純增加英語科的時數，而是數

城，入住當地摩門教寄宿家庭，讓同學與美國家

學、自然科學等科目也用英語授課，更引進美國

庭一起生活，深入體驗不同文化，「相信透過生

K-12 ( 註 ) 教材，落實美式教育。」謝一正說明，

活體驗所學到的英文和知識，會成為孩子們一輩

特別是小學一到六年級，每班都配置中文、英文

子的寶藏。」
http://www.toefl.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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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明中學以托福進行策略教學
打造中學生的英語力、升學力、國際力
文：賴亭宇

位

道明中學國際文
教中心主任賴珈
蓁認為托福測驗
有助於規劃教學
內容。

於高雄市的天主教道明中學，過往年年
皆締造亮眼的升學率，關鍵就在其英語

文教學策略領先許多學校。然而，近年來臺灣中
學階段的英語教育水準日益提升，入學制度不時
更迭，不只學生、家長對英語學習產生了更多疑

ITP，最後於高三再考一次 TOEFL ITP。」最終

惑，學校在面對教學策略及特色經營方針時，也

目的是期許經過高中三年的學習後，學生能養成

同樣地面臨著挑戰。

扎實的英語文能力，同時也備妥國際認可的英語
文能力證照，作為未來申請大學的加分依據，實

有鑑於此，為了更有效地檢視學生的英語文能

為一舉兩得。

力，道明中學於兩年前開始採用 TOEFL Junior
（中學托福測驗）及 TOEFL ITP（托福紙筆測

個別化分析英語文能力 對症下藥

驗），作為全校性的學術英語文評量工具，並藉
此幫助學生獲得明確的能力診斷指標，進而提供

「尤其高一新生入學時正是打好基礎的重要階

英語老師作為教學應用的參考，以及學校設計特

段，分別實施前、後測，便是希望能幫助老師、

色課程的依據。

學生，深入瞭解個別英語能力需要加強的方向，
並建立值得信任的學習成就檢核機制，真正落實

負責統籌此一計畫的道明中學國際文教中心主

有效教學。」賴珈蓁表示。

任賴珈蓁說明：「我們採用 TOEFL Junior 作
為高一入學時的前測及第一年結束的後測，升

因此，針對學生在前測中表現較弱的語言能力

上高二則安排學習表現優異的班級接受 TOEFL

面向，英文老師們會視班級學習狀況，在課堂上
進行補強。週六輔導課

道明中學先採 TOEFL Junior 普測，再用 TOEFL ITP 為精英學生衝刺英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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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級別

教 學 管 理 策 略

高一

針對高一新生，採用 TOEFL Junior 作為入學時的英語文能力
前測，並於第一學年結束時，再以 TOEFL Junior 做一次後測。

高二

高三

時間，則聚焦於聽力與
閱讀能力的訓練。
此外，也會根據前測
成績，運用能力分組進

針對英語學習表現較優異的 5 個班級，以 TOEFL ITP 作為英
文進階能力的前測與後測。

行差異化教學，讓學習

上述表現較佳之班級，於升上高三後再接受一次 TOEFL ITP，
作為申請大學之用。

在個人英語能力基礎上

進展不同的學生，都能
取得進步成效。

校園脈動

「譬如針對英語程度較需加強的班級，老師可

的有用嗎？』」賴珈蓁笑說：「就看老師有沒有

以放慢聽力教材的速度、減少試題的數量，不要

能力將實際情境與課堂教學結合，讓學生瞭解到

求趕進度，先帶大家反覆練習，如此也能提升同

『這些文法是會用到的』，並從『運用』中完成

學的學習意願。」賴珈蓁說。

學習。」

賴珈蓁也指出，TOEFL Junior 可針對每一

運用托福測驗 激發自主學習熱忱

個學生在閱讀測驗題型的個別表現，結合美國
Lexile 閱讀分級系統提供參考指標，「老師可以

目前道明全校約有 4 千多名學生，在現有的教

藉此推薦同學符合其程度的英文課外讀本，而日

學制度下，要做到全面實施托福測驗，還要依據

後學校計畫開設英文閱讀選修課程，也具有相當

測驗成果分析學生學習需求、設計英語文課程，

的參考價值。」

確實是一大挑戰。賴珈蓁坦言，執行初期難以面
面俱到，「像是有家長質疑考試會不會太多？老

已 有 多 年 教 學 經 驗 的 賴 珈 蓁 認 為，TOEFL

師們也擔心會增加學生課業上的負擔。」

Junior 與 TOEFL ITP 的題型設計，能夠較全
面地測驗出學生在社交及學術方面的英文程度，

然而她也強調，在道明中學落實採用托福系列

對於體制內的國、高中英語文學習，無論聽、說、

測驗進行教學管理的最大目標，不外乎是「為了

讀、寫，都能有相輔相成的作用。

讓道明學子未來都能就讀理想學校。」賴珈蓁不

依據實際溝通情境 設計學習策略
「道明的特色課程與坊間英檢班、托福班有很
大的區隔」，賴珈蓁強調：「我們不希望侷限在
教同學怎麼考試，而是教他們更實用、更有效率
的學習策略。」比方說英文閱讀課，可引導學生
分析文章的大綱、細節與字彙等，從中扎實提升
閱讀能力；英文寫作課則可用「回覆 email」等
任務為單元目標，讓學生及早熟悉各種國際溝通
情境。

諱言，一般中學生畢業後直接面臨的首要挑戰便
是升學，而未來無論打算申請就讀國內大學，或
是想到海外遊學、留學、當國際交換生，都可運
用到托福成績。
「更進一步來說，我思考的是：老師要如何
教出能為社會所用的孩子？」賴珈蓁觀察，現今
社會愈來愈注重多元及跨領域能力，擁有專業之
外，還要有語文能力的加乘，才有辦法脫穎而
出。因此她深深期許：「道明學子若能藉助於國
際性的英語測驗資源，誘發以踏上國際舞台、發

「其實現在英文課要教的內容，和過去並沒

揮自身專長為目標，深入瞭解自己需要具備什麼

有太大的不同，只是現在的學生比較懂得提問，

程度的英語文能力，便足以激發學生自主學習的

會主動問老師：『學這麼多文法是為了什麼？真

動機。」
http://www.toefl.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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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EFL ITP 卓越生獎勵專案 AD

（本頁尺寸怪怪的，我得檢查，
內容已跟 Ryan 確認過，先請至 L 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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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脈動

精誠中學模擬聯合國 促進自主學習
特色化的國際教學 打通學子整合力
文：Abby Wang、Roxanne Kuo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 TOEFL World 第 5 期

還

記得中學的時候，你最喜歡的團體活動

程中強化分析力、思辨力和整合力，「除了學習

嗎？臺灣中學生的校內社團活動不外乎管

語文外，更重要的是『換位思考』，站在該文化

弦樂團、球隊、童軍等……。除了這些，你知道

的立場，去研究他們的中心思想，更能了解到層

時下的中學生還會扮演各國聯合國代表、商討國

次更深入的國情。」

際議題嗎？這就是近年來風靡高中生的「模擬聯
合國」（Model United Nations，

MUN 同儕效應

讓學生主動學習

簡稱 MUN）。
CCMUN 指導老師陳靜盈則補充，私校往往較
已邁入第二屆的精誠

少機會與他校接觸，藉由這樣的活動，同學們可

中學模擬聯合國（Ching

以跟年齡相仿的同儕切磋、刺激學習欲望，她笑

Cheng Model United

稱：「與他校優秀的高中生交流，學生就會更想

Nations, 簡稱 CCMUN）
，

增進自己的實力，受同儕影響的效果遠遠超過老

去年（2015）的大會已

師一再耳提面命。」

圓滿落幕，模聯的魅力更
在中臺灣地區引起陣陣波

精誠中學校長郭伯嘉鼓勵
學生學習「換位思考」。

陳靜盈透露：「同學

瀾，此次特邀該校師生，

們在接觸 MUN 以前，

分享其辦理 CCMUN 的動機、目的、過程以及

本來很擔心自己英語能

心得，一窺中學國際教育的精神及理念。

力不足以應對，後來才
發現 MUN 並不是英語
資優生才有資格參與，

正向概念＋逆向思考

只要有勇氣開口，學習
「精誠中學鼓勵多元發展、有效教學。」精誠

如何有條理、有邏輯地

中學校長郭伯嘉認為，教育必須「正向概念」與

提出想法，任何人都能

「逆向思考」並重。也就是說，小至課本、大至

參與討論，並逐漸看到

媒體，學生接收到的許多資訊，都需要個人內在

自己的成長。」陳靜盈

的批判性思考來整合。「批判力固然重要，但未

分享，起初她只是鼓勵自己導師班（語資班）的

經思辨的批判可就不好了！」

學生去參加其他學校的 MUN，沒想到幾位學生
去了一趟惠文高中的中台灣模聯 CentMUN 後，

他解釋，學生在籌備 MUN 的過程中，不僅能

竟啟發了對 MUN 的興趣，不但主動參加更多校

訓練時間管理能力、培養責任感，更因為需要深

外會議，提升了自信心，甚至實現了精誠能自己

入研究特定國家之背景，學生可以在找資料的過

主辦模聯的夢想！
http://www.toefl.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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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 MUN 可以訓練哪些能力？
▲

語言能力

▲

資料蒐集、統整能力

▲

陳述意見、表達能力

▲

溝通合作、策略結盟能力

▲

領導能力

▲

思辨能力

其實這樣的情況也反應於同學們在托福紙筆
測驗（TOEFL ITP）的表現，陳靜盈指出，許
多平日在英語測驗中表現不特別突出的學生，
卻能在 TOEFL ITP 中也能獲得高分，即是因為

但他相信且持續發展特色化的國際教育，對於強

TOEFL ITP 的得分關鍵在於「邏輯力」和「抓

調特色課程且即將上路的 107 課綱有利無弊。

重點」。
另外，參加過 MUN 的學子，也能以此經驗作
CCMUN 之所以以「推廣模聯」為出發點，不

為申請入學的能力證明。郭伯嘉特別分享，他曾

設立英語能力門檻來篩選學生，也是因為 MUN

請教過一位美國名校招生組主任：「每年這麼多

的目的不是要選拔出「符合傳統英美主流文化」

優秀學生申請貴校，你們的審核標準是什麼？」

的語言資優生。以往詞藻華美、文法精確，甚至

對方的答案是「人格特質」及「領導能力」，「而

是口音標準等等英語文競賽的標準，都不是成為

這些外顯能力，皆來自於內在修為的積累，與學

優秀模聯人的前提；反而是在現今資訊爆炸、學

生的課外學習經驗息息相關。」郭伯嘉說，一

歷膨脹時代中最需要的「統整資料、陳述意見、

如參與 MUN 的學子，其所培養的上述能力和特

溝通合作、策略聯盟」等能力，才是模聯希望培

質，在升學階段多有加分效果。

養高中生具備的素養。也就是說：大家在 MUN
的學習機會都是平等的，只要願意挑戰自己，人

沒有大人 我們就像外交官

人都能獲得舞台，都有成長、發聲的機會。
「參加 MUN，就像是在演繹國家外交官的角

學習視角越廣 成效越高

色，國際情勢的資料蒐集一定要足夠，接下來的
表現，就是各自發揮了。」去年 10 月底剛參加

「學生加入 MUN 能夠延伸學習觸角，不只跨

完 CCMUN 的高一同學賴佑帆如此形容著。

學科，也跨出臺灣，還能訓練語言能力。」郭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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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以自己學生時期的經驗打個比方，他在背化學

究竟 CCMUN 跟一般的 MUN 有什麼不一樣？

週期表時，故意把化學元素融合《倚天屠龍記》

目前就讀精誠中學高二、並擔任 2015 CCMUN

的故事來幫助記憶，直到現在都記得一清二楚，

總召的郭子瑀說：「CCMUN 是為從沒參加過

「學習就是要廣納多元資訊，必要時提取、與其

MUN 的彰化地區學生而存在的！」她分享，因

他知識結合，學習效果益彰且持久。」

為受到老師的啟發，而自己也參加過五、六次的
MUN，所以這回利用課餘時間擔任活動總召，

郭伯嘉表示，推廣 MUN 對於校方及學生皆有
所助益。雖然目前 CCMUN 才發展到第二屆，

「 想 讓 CCMUN 延 續 下 去， 讓 更 多 同 學 感 受
MUN 有趣的地方。」

校園脈動

精誠模聯成員代表各國外交官，
正熱烈地討論世界重大議題。

賴佑帆說：「平常的我們很欠缺對世界重大
議題的關注，但現在卻開始懂得從不同角度關心
國際議題。」他以自己參與 CCMUN 所代表的
西非國家「馬利」為例說明，「這類國家的相關
資料很少、不好找，但透過國際 NGO 團體就會

訓練思辨力 從多元角度看待事情

發現，馬利的難民人口比例極高，很需要世界的
幫助，我們從中學習『如何為自己的國家爭取權

其他幾位參與過 CCMUN 的學生紛紛不約而

益』。」

同地說：「看到其他人都能用英語流利地表達自
己的看法，真的很震驚！」擔任副召的黃芳律補

見識到的更多 機會也更多

充，在 MUN 的討論，主要是看一個人有沒有想
法、思考是否有邏輯，所以就算一時不知道該用

郭子瑀則認為，找國際新聞不能單方面地光看

哪個精確的英文字，也沒關係，「試著換句話說，

CNN、BBC 的文章，因為這些媒體多半是以「歐

能把自己的想法說出來最重要。」

美國家」的立場為出發點，「至於像西亞、非洲
等其他國家的新聞，應該試著查找當地的新聞報

精 誠 中 學 主 辦、 台 灣 托 福 資 源 中 心 協 辦 的

導」，了解事件的角度才不會有所侷限。

2015 CCMUN，活動為期共三天（10 月 31 日∼
11 月 1 日），由 11 位精誠中學的高二學生組織、

因 MUN 體驗而拓展國際視野的郭子瑀還說：

籌畫而成。主要幹部花了約莫半年左右的時間密

「 如 果 不 是 因 為 參 加 MUN， 我 也 許 不 會 知 道

集討論、安排，邀請中部地區的其他中學一同參

UNHCR（聯合國難民營）這個組織，甚至發現

與盛會，目的正是為了學弟妹、也為彰化的中學

只要年滿 16 歲，高中生的我也能爭取機會到非

生爭取更豐富且多元的學習管道與機會。

洲去當志工、工作。」

2015 CCMUN 最 後 吸 引 了 共 約 165 名

延續 CCMUN 的精神，第三屆的活動也預訂

“MUNers”學生代表，「活動辦完很有成就感，

將 在 2016 年 10 月 間 舉 辦， 而 創 造「MUN+1

感覺我們真的很厲害呢！」而事實上，精誠中學

（MUN Plus One）」 則 是 新 一 屆 幹 部 們 對

確實也是第一間在彰化推廣 MUN 概念的學校，

自 己 的 期 許，「 希 望 下 屆 的 CCMUN 不 只 是

學生們參加完 CCMUN 後的感想是，「我們開

equal， 也 是 chance； 不 但 保 有 既 有 MUN 的

始更有思辨能力，也了解到不能只站在自己的立

用意，甚至可以真的學習如何為國家、為自己而

場看事情。」

發聲！」
http://www.toefl.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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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橋高中以 TOEFL ITP 奠定學術英語力
前進港大、史丹佛 在世界頂尖大學上課
整理：編輯部
板中特地從美國邀請
專業教師，蒞校指導
「創客」課程。

為

拓展學生國際觀及競爭力，板橋高中與
ETS 臺灣區總代理忠欣公司合作，將在

今（2016）年執行三次托福紙筆測驗（TOEFL
ITP），作為遴選數理、語言資優班的標準，更

只要托福成績達
到門檻，板中學
生就有機會前往
港大見學。

要從中選拔英語程度佳的學生，前往美國首屈一
指的學府史丹佛大學進修，與來自世界各地的
「創客」（Maker）相互切磋。

板中教務主任張肇祥說明，香港多數大學都
以全英語授課，普遍會設立英檢入學門檻，像是
港大今年的標準就從 TOEFL iBT 83 分或 ITP

板橋高中位處新北市，是基北區高中前五志

500 分，提高至 TOEFL iBT 93 分或 ITP 583

願，更被教育部選為高中職優質化計畫的全國總

分。而 TOEFL ITP 成績也已被多數海外大學承

召集學校。早在五年前，板中就開始設立許多特

認，因此板中今年特別透過 ETS 臺灣區總代理

色課程，讓學生可以依自己感興趣的領域自由選

安排、舉辦 TOEFL ITP 測驗，便於讓學生順利

修。而近年掀起風潮的「創客運動」（Maker

取得申請海外大學的英檢門檻。

Movement），鼓勵學生從「實作」中自主學習，
更催生了板中此次的旗艦計畫，要讓具備優秀英
語能力的學生，前往創客發源地──加州舊金山
Maker Faire 及相關高中參訪。

海外逐夢 以托福紙筆測驗試身手

小班教學 英語口說、聽力雙向提升
而為鼓勵學生學習多國語言並提升口說力，板
中除了開設第二外語如日語、德語、法語等選修
課程外，更將高一英語口說課（Oral Class）每
班分成兩組，實施小班教學，由一位外籍教師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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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橋高中校長高栢鈴表示，已有愈來愈多的海

領 20 位同學練習英語口語表達。張肇祥表示，

外大學來台招生搶人才，近幾年板中畢業生出國

此一專任外師小班制的授課模式，不但首開全國

念大學的人數也從個位數逐年攀升，去年已有近

公立高中先例，也已達到國際化雙語高中的標準

20 位學生畢業後赴海外深造。

之一。

為讓學生更瞭解全球頂尖大學的學習環境，板

張肇祥強調，口說課除了讓學生能夠大方開口

中更與世界排名前 30 的香港大學合作，只要托

說英語，同時也能夠訓練聽力。今年板中高三應

福成績達到門檻，就有機會申請獎學金或參加海

屆畢業生參加大學英聽測驗，就有近三成學生達

外見學團，在學期中由師長帶領，到港大各學院

到 A 級，六成學生達到 B 級，皆高於全國標準（A

體驗全英語課程。今年已甄選出 32 位團員，將

級 17.03%、B 級 43.42%），表現亮眼，不用

在四月下旬前往港大。

在外補習也能在英聽測驗考取好成績。

TOEFL Info

國內大學國際交換生

語言能力標準選例
※ 資料來源：各校官網
測
學

校

驗

型

態

TOEFL Paper-based
（托福紙筆測驗）

TOEFL Internet-based
（托福網路測驗）

國立政治大學

550

79

國立清華大學

550

79

國立中山大學

550

79

國立中興大學

550

80

國立中正大學

550

80

國立臺北大學

550

79

國立陽明大學

527

79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550

79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457

47

國立東華大學

500

61

國立金門大學

523

69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530

71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550

67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550

80

元智大學

550

79

東海大學

500

61

逢甲大學

500

61

銘傳大學

550

80

淡江大學

500

61

靜宜大學

500

61

文藻外語大學

520

68

◎本表僅供參考，正確性依各校公告之申請條件為準。

http://www.toefl.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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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學習者為中心 解放學生創意表達力
美國 ETS 資深總監 Susan Nissan 的托福教學工作坊
文：張淳育

在

2015 年 11 月 16 日，ETS 臺 灣 區 總 代
理於臺北文創大樓舉辦了一場托福教師教

學工作坊，特別邀來當時在臺訪問的美國 ETS
英語語言學習評量部門資深總監 Susan Nissan
擔任特別講師，與臺灣第一線教師分享托福紙筆
測驗（TOEFL ITP）的教學策略。
該工作坊以“Using the TOEFL ITP Test to
Inform Teaching and Learning”為題，全程
以英語進行，除了在臺北舉行外，也在臺中與高
雄各舉行了一場工作坊。以下將把焦點著重在
「以學生為中心」（student-centered）的教
學活動設計上。

｜ 閱讀力 ｜ 加強多元學術英語閱讀力
TOEFL ITP 的閱讀部分題型，測試的是考生
對英語學術文章的閱讀理解力，Susan Nissan
指出，這可細分為對文章主題、細節、組織架構、
段落關聯、字彙與根據內容衍生推論的能力等，
針對這些學習目標，教師可自行設計學習活動，
在過程中診斷學生是否能夠真正掌握學習目標。
Susan Nissan 舉例，以一篇談論科技革新趨
勢的文章來說，就能根據「學習目標」設計出如
下的學習診斷流程。

｜ 暖身活動 ｜ 開放性問題 討論沒壓力
教學活動
學習目標

Susan Nissan 指 出 在 EFL（English as a

．辨認文章主旨

．請學生舉出科技革新的例子

Foreign Language）教室中，「以學生為中心」

．辨認支持主旨
的文章細節

．閱讀文章中出現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s”
的句子

的學習活動能引導學生自我表達，並逐漸熟練該

．根據文章內容
歸納結論

．根據文章線索，兩兩一組完
成設計過的圖表

語言的使用。在以學生為中心的課程活動中，教
師只會花很少的時間、說很少的話來進行引導，
大部分時間都是讓學生自行交互練習。
進行主要的語言學習活動前，為了讓學生更進

學習診斷
根據活動結果
準備下次課程

．兩組互換，檢視彼此答案，並
改正圖表上的資訊
．活動過程中，教師在各組之間
穿梭，並評估學生的完成度

入狀況，Susan Nissan 建議可先拋出一些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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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題目，如：「你較喜歡去山上或是海邊」、

｜ 聽力 ｜ 應同時留意非語言的線索

「餐後你較喜歡散個步或是打個盹」等暖身問
答，重點不在求出答案，而在於「讓學生更樂於

就 聽 力 部 分 而 言，Susan Nissan 表 示，

表達」個人想法。如果學生程度較低，可以只問

TOEFL ITP 的聽力部分題型主要為評量「學生

學生喜好；如果程度夠，則可以追問該想法背後

在大學學術情境」的聽力表現，評量項目包括：

的理由。

能否了解學術情境下的對話與短篇獨白，像是學

教學論壇

生間的對話、師生間的對話，或是老師對學生說

驗文法規則，而是在於測驗學生是否熟悉文法結

明的一段話等等；能否了解（明示或暗示的）主

構，並能否據以進行有效的英語溝通。

旨、細節等。
對於英語文法結構的學習目標，Susan Nissan
與閱讀能力的培養相同，教師也可以擬定下列

認為包括：
‧ 認出一定範圍的文法結構

的英語聽力能力：

‧ 認出句子中字彙與文法的關係

▲

的學習目標，來加強學生在大學學術情境所需要

▲
▲

‧ 能舉一反三，用適當的字句組合來表達上述字
句的關係性

▲

‧ 理解對話與短篇獨白的主旨
▲

‧ 理解對話與短篇獨白的重要細節

▲

‧ 使用正確的字序（word order）

▲

‧ 理解一定範圍的詞彙
▲

‧ 能把話題中的重要資訊連結在一起
▲

‧ 推論說話者的意圖、態度以及對內容的肯定程度

Susan Nissan 表示：「文法結構無法在聽說
讀寫之外獨立教給學生，因此必須透過這四項技

▲

‧ 根據說話的內容，預測後續發展

能的練習活動，使學生更加熟悉，我們期望學生
「除了內容本身，聽者也必須留意說話者的
非語言資訊，好比說當我把說話速度放慢，那可
能代表我希望你們能注意聽我接下來說的話。」
Susan Nissan 指出，語言或非語言線索，都能
幫助聽者理解說話者表達的意思，使聽者更易抓
到重點。「幫助學生了解這些線索，也能讓他們
在聽到英語時，不那麼感到焦慮。」

請求

拒絕

提出建議

多樣的口頭溝通與寫作溝通。」而在現場，她帶
給教師們的活動則是「句子增寫」。
句子增寫是透過增寫形容詞、副詞等詞語，讓
學生練習「如何更精確地描述一件事的活動」；
可以分組進行，並在最後進行成果分享。現場在
各組形成答案的過程中，可見 Susan Nissan 不

此外，語言溝通常具有功能性，一段話語中
常常隱含了「道歉

最終能夠利用這項工具進行精確、複雜、詳細與

表

示贊同與否」的功能在其中，因此現場 Susan
Nissan 也請與會的教師們直接聆聽 TOEFL ITP
的聽力內容，讓教師們藉以判斷該對話具有怎樣
的功能性，作為教學引導的實務練習。

｜ 文法結構力 ｜ 為學術書寫作準備
TOEFL ITP 的文法結構題型，則主要是評量
考生是否能「辨認英語結構的適當性」，等於間
接評量考生以英語進行學術書寫的能力。Susan

時穿梭於各組之間，與成員交流。如此能讓組員
在增寫過程中思考並樂在其中，而在分享時，如
果成果能讓別組的成員感到驚豔，就能讓整個活
動顯得有趣（活動範例如下表）。
利用右邊句子進行延長

E-mails arrive.

增加形容詞

Long e-mails arrive.

增加副詞

Long e-mails arrive
unexpectedly.

增加情態動詞

Long e-mails might
arrive unexpectedly.

增加介詞

Long e-mails might
arrive unexpectedly from
my ex-boyfriend.

Nissan 並指出，文法結構題型的目的不在於測
http://www.toefl.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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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托福提升英語教學管理成效
2015 中華民國英語文教學國際研討會精華報導
文：沈愛玲、王宥筑

甫

於 2015 年末落幕的「中華民國英語文教

用來為高中升學加分，其中 TOEFL Junior 與

學國際研討會」（以下簡稱 ETA 年會）在

CEFR 對照約相當於 A2 ∼ B2 程度，對於中學

劍潭青年活動中心舉行，主辦單位中華民國英語

而言相當適用。

文教師學會邀請來自英、美、加、日、星、港等
國家地區的講者，從大會主題「多元語言世代之

要想同時準備 TOEFL Junior 和國中會考，

英語文教學與學習」（Teaching and Learning

吳詩綺建議從「設定目標」、「熟悉策略」以及

English for a Multilingual World）切入，展

「挑選教材」等三面向著手。所謂設定目標是指，

開多場專題演說，探討多語言的教學議題。

「可參考對照 CEFR，為不同程度學生設定不同
目標。」至於挑選教材，她建議可在考前採用官

而為幫助更多的英文老師及學習者，ETS 臺

方出版的歷屆考題來實戰練習，另外可搭配使用

灣區總代理忠欣公司也邀請了不同教育階段的第

她所彙整編寫的 TOEFL Junior 參考用書，以

一線中學英語文教師，甚至是遠從美國 ETS 而

了解更多教學及學習策略。

來的專家，就不同面向分享教學應用策略，透過
這些講者的分享，可以得知「如何有效運用評量

吳詩綺透過比較 TOEFL Junior 與國中會考

工具進行英語教學管理」。其中，托福系列測驗

的題型內容分析表示，TOEFL Junior 與國中

的設計重心，正是在於評量學習者的「學術英語

會考難度相近，但就測驗題數及考點來看，卻更

力」，本文茲就托福相關講座內容摘要如下。

能評量出前段班學生的學術英語實力，且內容接
近真實情境語料，若能在日常假以鍛鍊，學生不
僅國中會考更易取得高分，也能及早備妥國際證

採用 TOEFL Junior 的優勢：

照，實為一舉兩得。

□ 證照雙贏，國中會考更易得高分
□ 能力指標搭配學習內容，誘發自學動機

會考英文 A++ 與第一張
青少年國際證照雙贏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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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者：國立師大附中教師

吳詩綺

因應 104 年高中多元入學，北中南多所學校

以 TOEFL Junior
提升中學生英語學習動機
主持人：ETS 臺灣區總代理
忠欣公司營運長 吳紹銘
講

者：ETS 英語語言學習評量部門
資深總監 Susan Nissan

分別設了不同的英文檢定加分條件，國立師大附

ETS 臺 灣 區 總 代 理 忠 欣 公 司 自 兩 年 前 引 進

中教師吳詩綺表示，如 TOEFL Junior（中學

TOEFL Junior 測驗後，獲得許多英語教師的回

托福測驗）、TOEFL ITP（托福紙筆測驗）以

饋，忠欣公司營運長吳紹銘表示，英語評量可以

及 TOEFL iBT（托福網路測驗）等檢定，都可

作為管理教學成效的工具，今年特別邀請 ETS

教學論壇

ETS 臺灣區總代理忠欣公司於 ETA 年會
分享托福系列測驗的教學應用策略。

英語語言學習評量部門資深總監 Susan Nissan

前測及後測，確認其英文讀寫能力是否持續精

來台，和與會者分享 TOEFL Junior 的設計內

進；到高三，會再安排一次 TOEFL ITP 測驗，

涵與應用，相當難得。

以助學生取得國際認可的證明，做為升學加分或
大一抵免等用途。

Susan Nissan 表 示，TOEFL Junior 是 專
為 11 歲以上、以英語為外語的中學生所設計的

除了採用 TOEFL 系列測驗，該校也計畫搭配

測驗，用來檢測青少年學習者是否理解學術環境

測驗發展特色課程，「高一可先針對聽力和口說

中所使用的日常溝通英文，教師採用該測驗時可

設計，高二則是聽、說、讀、寫四技能並進，高

將考生成績對照 CEFR，以確認學生學習進度及

三專攻寫作以及專題製作。」賴珈蓁表示，最終

程度，而考生成績單中所提供的 Lexile 閱讀分

目的還是希望學生透過國際認可的測驗，培養出

級級數，也可讓教師用來為學生選擇適合程度的

扎實的學術英語溝通能力。

英文讀本，進而提高閱讀能力和學習動機。

採用 TOEFL ITP 的優勢：
□ 國際認可、升學加分、大學抵免
□ 階梯式學習，未來應考 iBT 更得力

階梯式英文學習策略：
從 TOEFL ITP 到 TOEFL iBT
講者：國立師大附中教師

吳詩綺

若學生英語文程度較佳，吳詩綺建議可循序

高中語言管理實務分享 :
以高雄道明中學為例
講者：天主教道明高級中學
國際文教中心主任 賴珈蓁

漸進地採用 TOEFL ITP（托福紙筆測驗），做
為鍛鍊英語聽力和閱讀的測驗工具，「相較於
TOEFL iBT，TOEFL ITP 聚焦在聽力和閱讀，
學生接受度較高，也可做為應考 TOEFL iBT 之
前的階段性準備練習。」

天主教道明高級中學採用了 TOEFL Junior
和 TOEFL ITP 做為檢視學生英語學習成效以及

至於教學方式，吳詩綺表示，同樣要先設定

教師教學情況的測驗工具，該校國際文教中心主

目標，且要以聽力、語意和閱讀等三種考題類

任賴珈蓁表示，「我們讓高一新生應考 TOEFL

型分別設定進步目標，例如：「想要聽力成績

Junior 做為英文能力檢定的前測，高一學年結

從 TOEFL iBT 47 分 進 步 到 54 分， 可 對 應 到

束後，再考一次 TOEFL Junior 後測，即可知

CEFR 程 度 為 B1 進 步 到 B2。」 參 照 相 應 的

道這一年的英語學習成效。」

CEFR 能力敘述表，便能針對須加強的部分多加
練習，取得進步，「另外也建議採以小班制為佳，

學生升上高二時，再讓 TOEFL Junior 測驗

較能照顧到所有學生。」

成績最優異的 5 個班級，接著考 TOEFL ITP 的
http://www.toefl.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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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S 全球報 托福新聞大事紀
資料來源：ETS 全球報、ETS 官網、台灣托福資源中心、日本外務省官網、中華民國外交部官網
整理：沈愛玲、賴亭宇

運用 TOEFL iBT

交部）對於英語談判能力產生危機感，於 2016

申請英國大學入學及學生簽證

年起要求新進職員須具備 TOEFL iBT 100 分以
上的水準（或同等程度英語文能力證明）。報導

根據英國內政部最新公告，自 2015 年 4 月

指出，新進員工入職後，將接受英語、法語、中

起，托福網路測驗（TOEFL iBT）雖已不在英

文等各國外語培訓，無論職務為何，皆須達到此

國內政部移民署（UK Visas and Immigration,

英語程度要求，以因應處理各國外交及溝通談判

UKVI） 頒 布 的 安 全 英 語 語 言 測 驗（Secure

等事務。

English Language Test, SELT） 清 單 中， 但
其成績仍可以用於申請英國大學院校入學，同

觀察日本外務省官網，在平成 28 年度（即今

時也為申請英國一般學生簽證（Tier 4 student

2016 年）外務省專門職員採用試驗實施計畫公

visa）所採用。至於歐盟成員國家之人民因不需

告當中，明文建議要想擔任外務省專門職員者，

申請學生簽證，更可持續使用托福成績。

應有至少 TOEFL iBT 100 分或 IELTS 7.0 以
上的外語能力為佳；無獨有偶，在中華民國外交

依英國內政部規定，如欲以托福成績申請英
國一般學生簽證，需具備 CEFR B2 等級以上分
數，亦即 TOEFL iBT 總分需達 72 分以上，各
項能力成績門檻分別是：閱讀 18 分、聽力 17 分、
寫作 17 分、口說 20 分。
由於 TOEFL iBT 考場遍布世界各地，考生可

部官網所公告的（2014 年）外交領事人員及外
交行政人員考試應考資格當中，其外交領事人
員皆須檢附 TOEFL 或其他英語能力檢定證明達
CEFR B1 ∼ B2 以上 ( 註 ) ，顯見外交領事人員
的英語文能力已是基本必備條件；但外交行政人
員考試則無外語能力要求。

自由選擇距離最近的地點應考，相較於其他英語
測驗受限於少數考場，TOEFL iBT 更具便利性。
此外，美國教育測驗服務社（ETS）也提醒考生

馬來西亞坤成中學創舉

留意，由於不同大學、不同課程對英語能力的要

採 TOEFL Junior 增進學生

求各異，因此在準備申請學校時，最好向招生部

英語力

門先行確認，該校系是否接受 TOEFL iBT 成績，
以及分數門檻為何。

馬 來 西 亞 坤 成 中 學（Kuen Cheng High
School）是一所位於吉隆坡的華文獨立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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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年起即在數理科逐步採用全英語教學，且

想進日本外務省

該校為評估 2016 年入學申請者的英語文能力，

TOEFL iBT 至少要達 100 分

已宣布採用中學托福測驗（TOEFL Junior）作

根據日本媒體報導，因鄰國外交官為歐美留學

坤成中學成為當地首間採用 TOEFL Junior 的

生出身的比例增加，日本外務省（相當於臺灣外

為檢視學生英語文能力程度的依據，此舉同時令
學校。

TOEFL News

註： 英文組 B2 以上；其他外語 B1 以上。

坤成中學之所以選擇採用 TOEFL Junior，

來，為確保獲留學獎助的國際學生具備相當程度

是因其作為一項公正、準確的國際評量工具而享

的英語文能力，公、私立機構也紛紛向 SSRU

負盛名，能有效鑑別中學生的學術英語文能力，

提出需求建議，望能透過學校的英語文培訓課

該校相信透過 TOEFL Junior 的評量機制，能

程，為國際生的英語力把關。

有助於老師以更深入的視角引導學生，並強化學
生的英語文能力。

為把關校內國際研究生、大學部學生的學術英
語文能力，SSRU 採用 TOEFL ITP 做為評量工

目 前 坤 成 中 學 不 但 成 為 受 認 可 的 TOEFL

具，好幫助學生證明自我實力，讓他們未來無論

Junior 測驗中心，同時也是正式的 TOEFL ITP

是面對可能的雇主，或是申請學術後研究課程，

測驗中心，能便於學生自我評估英語文能力。

都能有所助益。

馬來西亞多益代表 Eshia & Associates 執行
董事 Ezani Amir 表示：「作為一項綜合性評量

韓東國際大學

工具，TOEFL Junior 有助於為學生適性分級，

採用 TOEFL ITP 為大一新生分班

且便於老師針對不同程度學生設計課程，能有效
增進學生的英語力。」

致力成為全球領導學府的韓東國際大學
（Handong Global University）， 為 了 提 升
學 生 的 學 術 英 語 力， 宣 布 採 用 TOEFL ITP 做

奠定學、職涯基礎

為大一新生課程分班的依據標準。校方認為，

泰國皇家學府藉 TOEFL ITP

TOEFL ITP 不僅能精確地為學生進行能力分班，

評量學子英語力

也有助於老師為學生量身訂做課程，真正落實適
性教學。

為了便於檢視校內學生的英語文能力，泰國宣
素那他皇家大學（Suan Sunandha Rajabhat

該校自 1994 年成立以來，即致力成為一所

University，以下簡稱 SSRU）於 2015 年初正

「世界級革新的全球領導大學」，長期強調培養

式成為官方認可的托福紙筆測驗（TOEFL ITP）

學生英語文能力的重要性，並分別針對大學部及

測驗中心，同時也是 TOEFL Practice Online

研究所學生，提供多元化的國際學程。也藉採行

（TPO 托福線上全真模擬測驗）中心。

多益測驗（TOEIC）及多益口說測驗（TOEIC

坐落在泰國曼谷的 SSRU 是當地一所位居領

Speaking Test），為在校學生培養國際化思維。

先排名的國立大學，不僅當地學生嚮往就讀，亦

對此，韓國多益代表 YBM/Si-sa 更進一步表

有許多國際學生趨之若鶩。頗負盛名的 SSRU

示：「我們會盡全力協助韓國各大學，透過不同

開設多元化的全英語課程，其中包括針對大學

類型的語言測驗服務，強化年輕學子的全球競爭

部、研究所、博士班等不同教育階段而設計。近

力！」
http://www.toefl.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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