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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
校至今僅四年的北大高中，是新北市一所

強調雙語學習的公立高中。去（2017）

年，有 37位學生分別在 3月和 9月，參加中

學托福測驗（TOEFL Junior®）專案，後測結

果顯示，全體考生的平均總成績從 807分進步

到831分；其中一位滿分、13位取得金色證書，

佔比超過三分之一。

同時，北大高中對國際教育的推動不遺餘力，

作為新北市模擬聯合國會議（以下簡稱模聯）總

召學校，北大高中積極鼓勵學生參加模聯課程

與活動，去年更在新北市高中組成果發表會上，

連續第二年獲得「最佳文件撰寫獎」的殊榮。

如此亮眼的表現令人不禁好奇，這所成立不

久的年輕高中，究竟是如何推動雙語學習，讓

2018年 2月／發行

文、攝影／陳胤祖

國文課練模聯表述、TOEFL Junior建立學習信心
北大高中藉藝能科落實雙語學習

英語力成為北大高中學生的強項？而除了模聯，

北大高中還發展哪些國際教育的課程與活動，

來培養學生的國際觀呢？

藉模聯專題 培養學生國際思辨力

「全人教育、名揚國際」是北大高中的學校

願景，校長施雅慧希望學生參與國際，「因此英

語力尤為重要。」她強調，透過語言來了解不同

國家文化，學生會產生學習興趣和動機，進一

步促使他們未來繼續自學，「而學習第二外語也

是拓展多元視野的機會。」校內目前便開設法、

西、韓、日及越語等五種第二外語課。

此外，北大高中每年都有國際學生，學校會

安排他們在課暇時間，到各個班級交流、互動。

01／北大高中藉藝能科落實雙語學習
   國文課練模聯表述、TOEFL Junior建立學習信心

04／「聯合國際」透過美式教育 培養全球百大生
   一入學就考中學托福 量身制定學涯計畫

06／強化教學 惠文高中藉托福測驗分階管理
   為國高中生累積學術英語溝通力

07／精誠中學致力英語教學 獲美國 ETS肯定
   全校性檢測英語力 托福測驗成績進步看得見

CCONTENTSONTENTS
08／元智英專班 全英語實戰育成實務人才
   國際研習考驗 畢業學生獲企業認可

10／留學機會多 銘傳學子出國練口說
   申請海外交換 需TOEFL iBT 79分以上

12／紮好基本功 高中生成托福滿百高手
   及早規畫升學目標 興大附中蔡昀軒勤練英語

14／球技×英語力 他和世界高中生一起打球
   Team GDS夢踐美國代表隊中唯一自薦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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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有姊妹校或國外學校到校參訪，學生也會擔

任英語導覽工作，「像是接待丹麥高中、日本東

京都富士高校，就會帶他們去逛三峽老街，用

流利的英語介紹歷史、文化和食物。」

施雅慧提到，學生為了順利表達，事先都做

足功課，例如在接待丹麥高中時，特別介紹了

台灣的烤香腸、麻婆豆腐和地瓜葉等家常菜，

不但訓練英語表達能力，也促進文化交流，讓

國際友人留下深刻印象。

北大高中還開設「英國文化專題」、「英檢專

題」、「國際素養與閱讀」和「模擬聯合國會議」

等四門專題課供學生選修。其中模聯專題課主

要培訓學生撰寫會議文件、表達國家立場等，

不但聽、說、讀、寫的能力全方位進步，也深

入了解到多元的國際議題。

為了讓學生熟悉模聯，其他科目的老師也會

給予指導。施雅慧說明：「例如在公民課，老師

會教導學生認識模聯的議事規則；模聯需要的

口語表達能力，則由國文科的老師來訓練。」也

因此，各科老師都必須先熟悉模聯，「北大高中

十分重視這項課程與活動，所以我們在規畫教

師增能研習的時候，會希望老師進修這部分的

知能。」

就讀語文實驗班（以下簡稱語實班）二年級

的韓欣妤，高一就參加模聯課程，她坦言剛接

觸模聯時，曾因英文能力不足感到挫折，但經

過學校一年來多管齊下的訓練，如今面對模聯

議事已是游刃有餘。她雀躍地分享：「現在養成

了查閱並運用英文資料的習慣，例如之前要查

突尼西亞的國家立場，中文資料會有太老舊或

資料量太少的問題。」

雙語藝能科 中、外師協同教學

對於外界好奇的雙語學習環境，施雅慧坦言，

顧及升學考試壓力和教學進度限制，北大高中

的雙語學習主要設計在藝能科目，結合實作與

英語，學生運用英語表達呈現實作過程，增加

英語學以致用的機會。

雖然致力於創造雙語學習環境，北大高中目前

仍只核配到一名外籍老師。為了有效運用師資，

本地老師會與外師協同教學，分別發揮所長，彌

補學生所短。中師側重字彙和閱讀的訓練；外師

則加強學生普遍較弱的聽力、口說能力。

英文科老師梁家慶分享，每個班級一周會安

排一門外師課，「有一個專題單元的課程設計，

是讓學生下廚做英國鬆餅，學生必須用英語介

紹食材、講述製作過程，並進行食物鑑賞。」北

大高中透過各種管道，增加學生訓練英語力的

機會，英語與生活融合運用就成了習慣。

「外師課真的讓我的口說進步很多！」韓欣妤

興奮地表示。她是在 TOEFL Junior測驗當中

成績進步最多的學生之一，從總分 725分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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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焦點本期焦點

到 800分。「口說能力持續進

步，讓我更喜歡找國際學生聊

天。」

作為台北大學共同教育園區

的中學，發展大學與高中間的

資源共享，也是北大高中的優

勢之一。同樣就讀語實班二年

級的吳祥億，分享他上「觀光

英文」課的經驗，在北大應外

系師生的幫助下，以全英語的

學習模式，了解本地觀光產業，並且將英語實

際運用在導覽、分享生活上，令他受益良多。

科際整合、TOEFL Junior建立學生成就感

針對正規英文課的教學，梁家慶也有一套特

別的做法。「我希望學英文就像小時候學中文一

樣，可以再走一遍學母語的過程。」梁家慶不但

準備了橫跨各領域、圖文並茂的 K12英文百科

全書，供學生課餘閱讀；也針對課程設計學習

單，讓科際整合和多元能力的培養成為可能。

舉例來說，有個學習單元主題是「搞笑諾貝

爾獎」，其中提到「啄木鳥在啄木時為何不會腦

震盪？」梁家慶便結合 YouTube、TED影片，

將科普常識和語言技能訓練整合在一起。課程

採分組學習模式，要求其中一組學生先研讀百

科全書的鳥類頭部結構圖，並聽一段影片解說，

熟習生物領域的英文詞彙、用語；接著，讓該

組學生在班上用英語解說給大家聽，而台下同

學則利用學習單上的心智圖，完成筆記並提問。

梁家慶也認為，英語教學搭配 TOEFL Junior

進行評量，「有助於老師修正教學方向，學生也

能考核學習成效。」而 TOEFL Junior強調在英

語文學術環境的應對能力，恰能與北大高中平時

的跨科學習和多元能力訓練結合。此外，「有些

學生的信心不足，認為自己無法應付國際性語言

檢定，鼓勵他們參加 TOEFL Junior，先熟悉

這類檢定的形式，有助於建立信心。」

參加專案的學生也表示，TOEFL Junior不

但可檢測自己的程度在哪、什麼能力要再加強；

當看到後測成績進步，也更有動力繼續努力。

語實班二年級的昂君義，便在後測拿到 885分

的好成績，欣喜之餘更自我期許：「學英文是一

個慢慢累積的過程，未來我會透過更多方式加

強自己的不足，英文讓我走向國際！」

透過前、後測，TOEFL Junior有助於師生雙方檢視教學成效。（圖左至右依序
為吳祥億、英文科老師梁家慶、韓欣妤、昂君義）

語言力

1. 模擬聯合國專題
2. 藝能科雙語學習
3. 中、外師協同教學
4. 北大應外系專題
5. 第二外語課（法、西、韓、日、越）

跨文化溝通力

1. 國際交換生各班交流活動
2. 外賓導覽介紹本地歷史、文化
3. 英國文化專題
4. 國際素養與閱讀專題

北大高中多管齊下培育國際溝通力
北大高中的國際教育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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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
算不出國，也能在台灣接受正規的美

式教育！由財團法人聯合國際教育基金

會所成立的聯合國際實驗教育機構（United 

Education U.S.A Morning Star Christian 

School, UEUSA），以獨特的在地留學設計，

與美國同步的師資、教材、課程及學制，成為全

台灣唯一擁有美式中學教育環境的實驗學校。

2017年的 18個畢業生中，申請國外大學的錄

取率百分之百，其中更有 13位學生成功獲全球

百大名校錄取。

分階段進行教學管理 為留學做準備

UEUSA在課程安排上重視多元發展，興趣選

修課開設專業課程，如：3D列印、Photoshop

課。對體育課的安排也不馬虎，「品格要做好、

身體要練好、課業要顧好。」UEUSA的執行

長吳美霖堅持，從球類運動到瑜珈、有氧舞蹈，

皆聘請專業教練授課，供學生自主選擇，均衡

成長。學校更定期安排戶外活動，從浮潛、泛

舟到路跑和淨灘，各式活動樣樣俱全，適度釋

放壓力，讓學生們能夠養精蓄銳，充滿電後繼

續認真念書。

「我不希望孩子在學英語時受到台式的思考

模式影響」，吳美霖表示，除了多元學習外，

英語能力的好壞，也影響學生能否適應留學後

的海外生活。她希望透過美式教育，培養學生

的英文邏輯思考力。同時考量到未來考取托福

（TOEFL®）及其餘英語文檢定時需要以理解反

應的速度取勝，若學生習慣以英文思考，自然

能取代相對傳統且緩慢的思考方式。

以培養學生進入國外理想校系為目標，為避

免學生進入國外大學後與其餘學生落差太大，

學校會替學生安排主科課程，針對美國中學的

主科設計必修課，如：文學、數學、自然及社

會科，依照年齡層分班，並以全英語授課。 

而為了讓學生及時養成與美國同年級生程度

相當的英語文能力，UEUSA要求學生一入學

便接受中學托福測驗（TOEFL Junior®），一

方面是了解程度，並將其成績作為程度分班標

準，並根據學生不同的能力現況，採取初階或

進階等不一樣的英語教學管理方式。

初階的 Pre-TOEFL課程依學生能力分成三等

級，主要是為出國念書及考取英語文證照做準

備，配合聽說讀寫的加強訓練，老師會從如何

「聯合國際」透過美式教育 培養全球百大生
一入學就考中學托福 量身制定學涯計畫 
文／林郁宸　照片提供／聯合國際實驗教育機構

執行長吳美霖期望能替台灣學生創造真正的美式教育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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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脈動校園脈動

做筆記及腦力激盪教

起，幫助學生跟上進

度。每學期固定舉辦

兩到三次的 TOEFL 

Junior 測 驗， 若 測

驗分數達到 TOEFL 

Junior 825分，便可

升級至進階的TOEFL

專班；若托福網路測驗（TOEFL iBT®）達到

70分以上，則可加入 ACT專班註。

跟不上進度的學生也不必擔心，暑期開設的

托福魔鬼營，以全天式的密集英語文訓練，透

過一個月衝刺，至今已有效地提升許多學生的

托福成績。

興趣領進門 不放過每個細節

「七到十二年級，對學生而言是很重要的一

個階段。」吳美霖表示，UEUSA每學期都循

序漸進地安排課程，幫助學生了解自我潛能，

善加利用每學期，一切都是為了避免學生在申

請學校的最後階段感到徬徨。

協助學生制定完整學程規畫，從一入學便開

始關心學生的未來計畫，視學生及家長的需求，

替學生量身制定學習計畫。校內的學務主任每

學期都會親自和孩子面談，而升學規畫部也同

時身兼輔導老師，協助學生先由了解自己的興

趣性向著手，提供升學諮詢的管道，確認每位

學生都能往自己的就學目標邁進。雖然學校規

模小，人數不到百人，採小班教學制，老師能

注意到每個孩子的需求和狀況，就算遇到仍未

摸索清楚未來志向的學生，也應鼓勵他們先多

元培養個人能力。

教務主任文湘玲建議，以對學生有吸引力的

事物將他們領進門，再延伸引領他們找到未來

方向。文湘玲以自己的課堂為例，播放一些經

典英文老歌及電影，讓每位同學都能在玩中學

習。面對三分鐘熱度、叛逆的孩子，也有方法

可以對付他們，「比較有趣的處罰方式，是叫

孩子們當場念一段英文饒舌，或唱英文歌」，

不僅可讓課堂更有趣，學生也不會因懲罰而感

到受傷。

「我一直都覺得，台灣的孩子不比別人差，

只是沒有環境和教育。」吳美霖堅毅地說，

UEUSA替學生安排充實緊密的課程，為了將

學生培養到最佳狀態，不浪費一點時間。

UEUSA透過豐富的校內外活動安排，培養學生的多元能力發展。

  註   美國大學入學測驗（American College Test, 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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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教學 惠文高中藉托福測驗分階管理
為國高中生累積學術英語溝通力

文、攝影／林郁宸

為
打造最具國際教育特色的高中，臺中市立

惠文高中採用托福系列測驗作為英語教學

評量工具，前測成績作為分班依據，經課程學

習後再進行後測，檢視教學成果。

目標期望藉學生學術英語力的提升，建立未

來競爭力，同時也可藉此強化英語教學成效，

將托福系列測驗成績做為老師英語特色教學時

的參考依據。惠文高中於 2017年 9月 16日

與 ETS®臺灣區總代理忠欣公司簽約，2017

年起共同執行為期三年的「HI-WE：High 

Intelligent Worldwide Elite合作夥伴計畫」，

以期幫助學生提升學術英語溝通力。

能力專班分級管理 創造雙倍成效

此計畫將開設三個學術英語能力班，將托

福系列測驗分數作為國、高中生分級管理的

利器。國中階段採用中學托福測驗（TOEFL 

Junior®）為國中會考做準備；高中階段則以托

福紙筆測驗（TOEFL ITP®）預先替學生累積學

術英語力。

其中，學術英語初階班以達 CEFR A2為目

標，期望學生能了解相關領域句意，並能簡單

溝通、敘述背景及周遭環境需求。學術英語

中階班以 CEFR B1為目標，希望學生面對熟

悉環境時，能清楚理解重點，同時可簡單撰

稿、簡短說明事件。而學術英語中高階班則把

CEFR B2當目標，學生應能理解複雜的文字重

點、討論專業技能、即時口語應答、撰寫完整

文章及論述優缺點。這次的合作計畫，除了期

望幫助學生取得托福成績，為升學預作準備，

同時也希望藉著測驗成績進步獲取成就感，增

進學生的學習動機。此外，程度分級的教學能

有效幫助學習與教學，創造雙贏局面。

ETS臺灣區總代理忠欣公司的董事長邵作俊

說明，現代許多人學習英語只為應付考試，但

英語其實是工具，希望這次合作能幫助惠文的

學生跨向國際。惠文高中校長王沛清表示，推

行國際教育能拓展學生視野，提升國際溝通力，

期望透過全球通行的英語文能力評量機制，將

惠文打造成具國際教育特色的學校。 

惠文高中與忠欣公司簽署合作夥伴計畫，幫助學生提升學術

英語溝通力。（左起：ETS臺灣區總代理忠欣公司董事長邵
作俊、惠文高中校長王沛清、家長會輔導會長柯銘哲、家長

會副會長王大榮）

惠文高中藉 TOEFL練就學生學術英語力

學術英語
初階班 

學術英語
中階班

學術英語中
高階班 

評量
工具 TOEFL Junior  TOEFL Junior TOEFL ITP 

分級
標準 780 分以下 785分以上 500分以上

教學
目標 

TOEFL Junior
輔助教學，以
達CEFR A2等
級為教學目標。

TOEFL ITP輔
助教學，以達
CEFR B1等級
為教學目標。

TOEFL ITP輔
助教學，以達
CEFR B2等級
為教學目標。

HI-WE：High Intelligent Worldwide Elite計畫概要

資料來源／惠文高中、忠欣公司



7

http://www.toefl.com.tw

精誠中學致力英語教學 獲美國ETS肯定
全校性檢測英語力 托福測驗成績進步看得見
文、攝影／陳胤祖

將
競爭舞台放眼國際，外語力被視為全球化的

關鍵，彰化縣精誠中學致力栽培每位學生

都有立足國際的能力。為此，精誠中學建立多元

化的英語教學情境，並以托福系列測驗作為評量

工具，全校性參加托福紙筆測驗（TOEFL ITP®）

和中學托福測驗（TOEFL Junior®），成績亮

眼，ETS®美國教育測驗服務社（Educational 

Testing Service, ETS）肯定學校對英語教學的

付出，並由台灣托福資源中心於 2018年 1月

16日頒發 Community Ambassador獎章。

進步幅度顯著 教學搭配前後測相得益彰

精誠中學與 ETS臺灣區總代理忠欣公司簽

約，由國中部參加 TOEFL Junior、高中部參加

TOEFL ITP，分別在去年 2月和 12月進行前、後

測，成績明顯提升。其中，有 87%的高中部學

生取得進步，高三阮子銘同學更一舉摘下滿分

的好成績。國中部學生的進步同樣顯著，除了

聽力、語意、閱讀等分項測驗的滿分人數倍增，

總成績獲得滿分的人數，更從前測的零人達到

後測的三人之多。

精誠中學因以托福測驗作為評量工具，並搭

配 ETS教材幫助學生提升英語能力，而獲頒

Community Ambassador獎章。代表授證的

忠欣公司業務部協理邱愉湘表示：「有別於透過

傳統補習的方式加強托福成績，精誠中學能夠

就體制內教學促使學生進步卓越，實屬可貴，不

但與有榮焉，也希望未來能有更密切的合作。」

教務主任林憶君認為，藉由前、後測，學生能

了解自己的程度落點、加強較弱的項目；當後測

成績有所進步，學生也會更有信心，產生繼續學

習的動力。此外，托福系列測驗是具有公信力的

國際性檢定，在國、高中階段先準備好國際證

照，對往後的升學也會很有幫助。

林憶君也提到，精誠中學雖不是雙語學校，

但英語教學情境的多元營造，是學生取得亮眼

成績的原因。英文科老師劉君苑和孫若雯皆表

示，平常會透過聽寫雜誌 CD、YouTube或

TED影片做筆記，幫助學生加強聽力。精誠中

學還有五、六位外籍老師，針對各班學生程度

分組教學，訓練口說能力。

未來，林憶君期許精誠中學高中部學生，都能

達到 CEFR的 B1級水準，托福系列的表現則

能夠達到全台平均分數之上，面對國際競爭毫不

畏懼！ 

校園脈動校園脈動

精誠中學致力打造學生絕佳英語力，獲美國 ETS肯定，
由忠欣公司業務部協理邱愉湘（前左三）頒發 Community 
Ambassador獎章予教務主任林憶君（前左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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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學校。張玉萱解釋，因為元智管院通過全

球僅 5%商學院擁有的 AACSB（國際商管學院

促進協會）國際權威認證，有利於和國外好的

大學洽談合作，能給學生較好的學習環境。

張玉萱說明，申請攻讀雙聯學位，基本上

GPA 需達 3.0，英語文能力則需有托福網路

測驗（TOEFL iBT®）79 分或多益英語測驗

（TOEIC®）800分、雅思（IELTS）6.5以上程度。

大三的陳芷嫻便是以 TOEIC 815分通過申

請，準備前往德國佛茨海姆大學攻讀雙聯學位，

畢業以後除了拿到兩個學士學位，還可獲得一

學期的在地實習經驗，「之所以選擇這所學校，

是看中它知名度高，較有機會進 Benz、BMW

等大公司！」她興奮地表示。

就算是無法出國交換的學生，也能選擇花費

較低的海外企業實習，涵括不同產業及領域，

元
智大學管理學院學士英語專班（以下簡稱

元智英專）提供四年全英語授課的商學院

教育，強調國際研習經驗是每位畢業生的必修

學分，成立不到十年，已培育不少國際事務人

才，成為中學生心目中相當熱門的升學選擇。

「最近我們有學生去 Agoda實習，企業特別

讚許他們英文好、踏實肯學，說想再多找一些

元智英專的實習生。」元智英專班主任張玉萱分

享，在全球化浪潮下，元智大學管理學院一直

在思考大學人才培育和企業需求脫軌的問題，

2007年便成立國企系英語專班，2010年正式

轉型為現在的管院學士英語專班，希望就實務

面改善教學品質，培育英語溝通力和國際企業

管理知識兼備的人才，幫助企業打國際市場。 

練移動力 必修國際實務經驗

為了讓畢業生皆具有國際實務經驗並符合企

業的英語招募標準，元智英專特別將國際研習

設為畢業門檻，包括海外交換、海外企業實習、

國際會議或競賽等等，並且必須選修一門第二

外語，學生可以自由選擇、適性發展。

若目標是出國念書，元智管院和許多海外知

名學府簽訂雙聯合作，學生只要繳交台灣學費，

就能夠以較省時的方式，同時攻讀台灣與海外

的學位。其中包括今（2018）年啟動第一屆德

國佛茨海姆大學（Pforzheim University）學

士 3+1雙聯學位，成為該校在亞洲唯一雙聯合

元智英專班 全英語實戰育成實務人才
國際研習考驗 畢業學生獲企業認可
文／賴亭宇　照片提供／元智英專

就讀元智英專和各國學生一起學習，英語溝通力成長快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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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馬來西亞威利集團、泰國／馬來西亞長榮桂

冠酒店、中國上海康程醫院管理諮詢有限公司

等等，讓學生有更多機會踏出舒適圈，在多元

的文化背景下學習獨立與團隊合作。

「作為大學教育者，最期盼的就是學生畢業

之後能找到好工作。」張玉萱說，元智英專所有

的老師都為此目標努力，像是一位具有業界經

驗的老師就特別開設履歷健診服務，提供一對

一的履歷診斷建議，系上也安排模擬面試，希

望幫學生做好求職準備，展現出自己的亮點和

價值。

校友分享 掌握未來就業趨勢

不僅如此，「我們的另一個優勢，就是校友和

系上關係緊密，能給同學最貼近現在職場的指

引。」張玉萱舉例，日前元智英專舉辦「改變世

界的商業模式──跨境電商崛起」工作坊，就

邀請在蝦皮購物、微軟、Agoda、eBay工作的

四位學長姊分享個人職涯經驗，講解跨境電商

產業的發展與職場眉角。

新加坡商蝦皮購物行銷專員賴政宇就說，自

己剛入學時英文並不好，但經過元智英專四年

的英語溝通與實戰訓練後，不僅憑藉著實務能

力進入外商公司，現在和來自世界各地的客戶

和夥伴也都能用英語溝通無礙，「語言就是要用

才能學會！」

此外，學生也可以選擇在國內參與國際會議

或競賽，「我們鼓勵學生主動尋求機會，學到的

東西都是自己的。」像是大四的張沁瑜，就是自

己找到「尤努斯獎：社會創新與創業競賽」的

訊息，自行找同學組隊報名參加，以「改善食

物浪費」的創業計畫獲得亞軍殊榮。

張沁瑜表示，參與國際競賽的經驗，讓她能

夠應用所學，和其他優秀的大學生交流，透過

團隊合作產出創新創業專案，並獲得業界評審

的指導，「會後還有公司私下來找我們談合作，

過程中讓我更了解企業想要什麼。」而英專班

的全英語訓練，讓她見到尤努斯博士時能侃侃

而談，向大師請益，不浪費大好機會。

回歸根本，元智英專最大的特色就是全英語

授課的教學方式，張玉萱表示，外語能力對於

商學院的學生而言特別重要，如果能夠在大學

期間就讓自己熟悉並且養成使用英語的習慣，

對於未來升學、就業都非常加分。「就讀元智英

專，不僅能夠學習到商管知識同時增強語言能

力，也能夠提升抗壓性，養成面對挑戰的信心

與勇氣！」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English OK》第7期）

就讀元智英專和各國學生一起學習，英語溝通力成長快速。

校園脈動校園脈動

把學生送出國！元智英專培養學生國際移動力

管道 申請／通過條件 優點

海外企業實習
備語言能力證明文件、中英履歷
表與自傳

花費較低，學校會協助租賃住處，
並視情況提供獎助學金

海外雙聯學位
GPA 3.0以上；TOEFL iBT 79分／
TOEIC 800分／IELTS 6.5以上

繳台灣學費、拿海外學位，更有機
會在當地實習

海外移地教學 TOEIC 750分／IELTS 6.0以上 參訪海外知名大學與企業

    國際競賽、
    國際會議

視主辦單位規定，需包含三個國
家／地區以上參與者

不一定要出國，也能與不同國家的
菁英切磋，並接受業界專家指導

元智管院英語專班必修國際研習四大選擇管道

資料來源／元智英專官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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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讀銘傳國際學院傳播學程大四的劉克薔分

享，為了順利出國交換，從大一便要儘可能多

修學分並準備英文檢定。前往阿姆斯特丹應用

科學大學交換的她說，由於荷蘭人的英語能力

非常好，在阿姆斯特丹多半使用英語溝通，一

學期下來英語口說能力大幅進步。

 

此外，出國留學更能訓練邏輯思考能力和表

達能力。劉克薔解釋，國外大學討論風氣興盛，

像是她修了一門行銷課程，大大小小的小組討

論、報告、作業都必須開口發言；國外同學只

要對教授講授的內容有疑問或意見，都不吝提

出自己的觀點。而因隻身在異鄉，生活瑣事也

常需要運用英語溝通處理，也讓她變得更獨立。

 

就讀銘傳國際學院國貿學程大四的林品君，

希望藉由海外交換走出教室、接觸國際事務來

充實自己，同時也想嘗試旅居異鄉的自由生活。

她分享，銘傳國際學院的全英語教學環境，對

於提升英語文能力很有幫助，讓她在比利時托

馬斯莫爾大學學院和世界各地的國際學生一起

上課時，能大方開口。也交到許多不同國家的

朋友，一起運動、參加舞會，更從談天交流中

獲得許多新的啟發。

銘
傳大學是國內大學積極推動國際教育的先

驅，早在 2001年便成立全台灣第一所全

英語授課的國際學院，至今每年平均吸引四千

多名外籍生來台，與銘傳學子一同學習。多年

來，銘傳也積極締結海外姊妹校，更為幫助學

生善用在校時間拓展國際視野，推動「菁英留

學計畫」，與歐、美、亞洲 40多所姊妹校合作，

每年提供 15個國家的交換機會供學生選擇。

銘傳國際事務組老師林詠薇說明，目前銘傳

學生可前往交換的學校包括美國南卡羅來納大

學、韓國東亞大學、波蘭華沙經濟大學、法國

巴黎商業學院、瑞士當代藝術學院等，像是

106學年度上學期，就送了 54名學生出國交

換，分別來自不同學院。

目標除希望鼓勵不同專業的學生出國學習相

關課程，體驗國外教育氛圍、提升外語能力、

建立國際觀並提升移動力與競爭力外，同時也

加深加廣銘傳與姊妹校的學術交流。 

儘早備戰英檢 出國讀書刷新價值觀

至於申請條件，只要是銘傳在校學生，歷

年學業成績總平均 75分以上、托福網路測

驗（TOEFL iBT®）79分以上或是雅思測驗

（IELTS）6.0以上，就可以申請赴海外交換，

僅需繳交台灣學雜費。為了鼓勵學子把握機會

申請，銘傳國教處也邀請交換返校的學長姊來

分享心得，台北場吸引了近 40位同學參加。

留學機會多 銘傳學子出國練口說
申請海外交換  需TOEFL iBT 79分以上
文／賴亭宇

去荷蘭交換的劉克薔（中）分享，歐洲大學生較敢表達意見。

照
片
提
供  

劉
克
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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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荷蘭交換的劉克薔（中）分享，歐洲大學生較敢表達意見。

資訊看板資訊看板

及早準備 下個交換學生就是你
前進海外 展開跨國學習之旅

大 學 名 稱 交 換 學 校 語 言 標 準

國立臺灣大學

美國康乃迪克大學 TOEFL iBT 79分
美國華盛頓大學 TOEFL iBT 83分（Graduate：92）
日本早稻田大學 TOEFL iBT 100分
韓國國立釜山大學 TOEFL iBT 79分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美國瑞德福大學

TOEFL ITP 520分
TOEFL iBT 68分

韓國外國語大學
TOEFL iBT 80分
TOEFL ITP 550分

國立政治大學
美國布里奇沃特州立大學 TOEFL iBT 61分
日本北海道大學 TOEFL iBT 79 分

國立交通大學
韓國延世大學 TOEFL iBT 100分
比利時魯汶大學 TOEFL iBT 92分
香港理工大學 TOEFL iBT 80分

國立成功大學
新加坡大學 TOEFL iBT 100分
韓國首爾大學 TOEFL iBT 88分

國立中山大學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 TOEFL iBT 90分
加拿大渥太華大學 TOEFL iBT 86分
澳洲國家大學 TOEFL iBT 80分  

國立中央大學
法國蒙貝利耶第二大學 TOEFL iBT 80分
美國天普大學 TOEFL iBT 79分
瑞典林雪平大學 TOEFL ITP 575分

國立中正大學
日本名古屋大學 TOEFL iBT 79分
韓國慶熙大學 TOEFL iBT 82分

國立中興大學
美國亞利桑那大學 TOEFL iBT 79分
美國南卡羅來納大學 TOEFL iBT 77分

國立台北大學 日本關西學院大學
TOEFL ITP 500分
TOEFL iBT 71分

國立東華大學
美國懷俄明大學 TOEFL iBT 71分
韓國東亞大學 TOEFL iBT 61 分

國立金門大學

美國東南密蘇里大學
TOEFL ITP 525分
TOEFL iBT 70分

韓國建國大學
TOEFL ITP 560分
TOEFL iBT 80分

馬來西亞拉曼大學
TOEFL ITP 525分
TOEFL iBT 70分

靜宜大學

德國德和巴沃大學 -斯圖加特
TOEFL ITP 500分
TOEFL iBT 79分

加拿大梅迪辛哈特學院
TOEFL ITP 550分
TOEFL iBT 79分

德國雷根斯堡大學 TOEFL ITP 550分
韓國天主教大學 TOEFL ITP 500分

中原大學
法國 SKEMA商學院

TOEFL ITP 550分
TOEFL iBT 79分

美國舊金山州立大學
TOEFL ITP 500分
TOEFL iBT 61 分

東海大學
日本琉球大學

TOEFL ITP 500分
TOEFL iBT 80分

日本關西外國語大學 TOEFL ITP 550分
◎本表僅供參考，正確性依各校官網公告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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紮好基本功 高中生成托福滿百高手
及早規畫升學目標 興大附中蔡昀軒勤練英語
文／賴亭宇 照片提供／蔡昀軒

日
前 YouTube上有支素人談英語學習法的

影片，點閱人次悄悄破兩千，至今仍在攀

升中。影片中的主角，是就讀興大附中三年級

的蔡昀軒，憑著長期累積的英語實力，考取托

福網路測驗（TOEFL iBT®）100分、多益英

語測驗（TOEIC®）990分，亮眼成績引起身邊

師長、同學的矚目，更獲邀在興大附中和亞洲

大學演講，分享個人準備托福和多益的心得。

「其實，英文並不是我最喜歡的科目，但我

大學想要去國外念管理，不管是學習視野或產

業環境，都比台灣大很多，那就必須要把英文

學好。」蔡昀軒認真地表示，受從事國際貿易的

父母影響，讓她早早規畫好生職涯藍圖，「小時

候家裡堆滿《商業周刊》、《今周刊》，我也想在

商場上運籌帷幄，當個女強人！」

除了對商管感興趣，蔡昀軒也熱愛流行時

尚，因此鎖定全球時尚工作者心目中最嚮往的

學校──紐約 FIT流行設計學院（Fashio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的時尚行銷管理

（Fashion Merchandising Management）

學系，以跨領域的學習為目標。

狂寫作文、跟讀 犯錯才能找出問題

為了準備出國留學的 TOEFL iBT，蔡昀軒高

二時參加了密集式補習課程，她認為由專業教

師輔助練習非常有用，但關鍵還是要「多說」、

「多寫」。好比她自己，雖然補習班沒有硬性規

定，仍堅持每周一定交一篇文章（essay）給老

師批改，「不要怕犯錯，碰壁了才知道自己問題

在哪。」

「學術寫作有很完整且固定的架構，每一

段該寫什麼都有方法可依循。」蔡昀軒分析，

「TOEFL iBT的口說和寫作部分，其實都是在

考我們的思考邏輯，要能具體表達出自己的看

法，所以平常要廣泛吸收知識。」

蔡昀軒和許多年輕人一樣，遇到問題習慣上

網找答案，不一樣的地方是她善用英文網頁搜

蔡昀軒認為英語是學習各種知識的工具，學好很重要。

▓  蔡昀軒

出生：2000年

學校：興大附中三年級

學習經歷： 興大附中英語歌唱比賽英語主持人、興大附中嘻
哈研究社副社長、台中熱舞 12校聯合迎新總召、
興大附中日本教育旅行、加拿大溫哥華短期遊學

語言程度：TOEFL iBT 100分、TOEIC 990分、JLPT N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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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關鍵資訊，不僅增加使用英文的機會，也有

助於獲取最新資訊。比方說，為了寫好紐約 FIT

的申請資料，她便事先將學校官網看個爛熟，

並特別研究該系的課表，詳細了解教學內容。

另外，她從美國大學生常用的論壇和 YouTube

上，找到許多該校學生的第一手分享，包括學

習內容和校園生活等，「有人直接拍課本給大家

看、有人教自傳怎麼寫，對我撰寫讀書計畫和

自傳幫助很大，也讓我對美國校園生活有了更

具體的想像。」

蔡昀軒也進一步分享她平時加強聽力和口說

的方法，「不喜歡英文沒關係，可以從個人感興

趣的事物著手。」她喜歡上網看影片，包括英語

流行歌MV、談話節目等，養成不靠中文字幕

的習慣，遇到有趣或不熟悉的句子，就跟著複

誦，透過觀察、模仿來提升發音的準確度。此

外，熱愛日本綜藝節目和動畫的她，也學起了

日文，「雖然英文和日文的邏輯系統差很多，但

同時學兩種語言也可以刺激思考喔！」

閱讀方面，蔡昀軒保持著每天用手機 App收

看 BBC Daily News的習慣，一方面了解國際

趨勢，一方面提升閱讀流利度；至於英文能力

相對不足的階段，她則建議閱讀學校訂的《常

春藤》等英文雜誌，「每天讀一篇，遇到不會的

單字，如果是副詞等修飾作用詞，可以先忽略，

不要查字典，先試著多讀幾遍，久而久之語感

就會變好。」

蔡昀軒也提到，曾有網友在她的 YouTube影

片下方留言詢問，自己有一定的英語能力基礎，

但 TOEIC始終無法拿高分，該如何突破？對

此，她認為唯一的方法只有多練習，而有效練

習的關鍵是「絕不能對自己放水！」

模擬練習不放水 找出弱點再加強

例如 TOEFL iBT的口說測驗有答題時限，

蔡昀軒會要求自己每題只能講 20秒，TOEIC

模擬試題也要在時限內做完，熟悉真正考試時

的強度與情境。並且，考後她會徹底檢討答錯

的題目，掌握常用字彙與易錯題型，再針對弱

點加強練習。

課餘，蔡昀軒也積極參與國際交流活動，增

加應用英語的機會，例如參加興大附中舉辦的

日本教育旅行、擔任英語歌唱比賽的英語主持

人等。升高二的暑假，更曾獨力帶一位朋友去

溫哥華遊學，她回憶，「當下碰到任何問題都只

能用英文解決」，短短二周時間，口說能力便

突飛猛進。

其實，身邊同學都在拚學測，只有自己在準

備出國，同時還要兼顧學校課業，「是會有點寂

寞，但心裡有目標就不會空虛。」蔡昀軒踏實地

說著。善於自我管理的她，笑稱自己是個「計

畫控」，喜歡排定待辦事項後一一完成的滿足

感，這或許正是她能同時做好這麼多事、擁有

多元學習體驗的箇中原因吧！

托福學習托福學習

蔡昀軒（前排左一）參加日本教育旅行，與當地高中生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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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
場中，專注而堅毅的眼神透露出對籃球的

熱愛，從每次得分、助攻、到抄截、阻擋，

賽中的每個時刻，他都認真以對。

自國一開始打球，打著打著逐漸成為興趣，

進而加入籃球校隊，為了挑戰自我，報名 GDS 

Spotlight（夢踐美國計畫），成為代表隊員之

一，他是來自復興實驗高中的紀晴硯，憑著

身高優勢和穩定的球技，以及托福網路測驗

（TOEFL iBT®）108分的優異英語能力，順

利讓自己得到至美國受訓的門票。

到美國走一遭 適應力大提升

2017年的夢踐美國計畫已是第三年舉辦，此

計畫是只打球運動股份有

限公司（簡稱 GDS）專門

為年輕球員所打造的，為了

讓球員在非球季間能有更

多的磨練而舉辦，今年首度

透過選拔營，評選出表現最

好的球員組成代表隊。

原先便有密切關注 GDS 

Spotlight的紀晴硯，看了

前兩屆活動紀錄片後，內心

十分羨慕，希望有朝一日也

能參與。因為過去都是必

須獲得邀請才能參加選拔

活動，今年活動首度開放

少額大眾自薦報名，讓他既驚訝又開心，他說：

「我覺得不管做什麼事，只要有機會就要把握，

像我這次報名選拔營一樣。」

身為代表隊中唯一非受過體育班專業訓練的

球員，紀晴硯認為，英語文能力是讓自己入選

的原因之一。原來這次選拔營共有四位國外教

練、50位球員，卻只有一位翻譯，訓練過程中

若需要溝通，必須直接用英文和國外教練溝通，

「其實就是不要怕開口，也不要怕和人互動，

只要敢說就好。」

優秀的英語文能力不僅讓他為自己爭取到美

國行的機會，也成為到美國受訓時溝通無礙的

一大利器。此次到美國受訓的 Team GDS同

時 也 參 加 了 NW Premier 

Summer Showcase（美國

西北暑期分齡錦標賽），身為

比賽中唯一的亞洲球隊，球

員們不負眾望地拿下四勝的

好成績，順利在來自美國各地

共 30幾個隊伍中脫穎而出，

拿回第四名佳績。

從美國受訓、參賽回來的

紀晴硯，深刻體會到美國與

台灣在運動風氣上的差異，

他分享，「當地許多參加球隊

的學生其實都沒有把職業籃

球當成未來志向，他們大多

球技×英語力 他和世界高中生一起打球
Team GDS夢踐美國代表隊中唯一自薦球員
文／林郁宸　照片提供／紀晴硯

紀晴硯憑著好英語贏得 GDS代表隊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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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負責邀訪的講者是 Costco的亞洲區總

經理張嗣漢，平時很少有機會能夠和大老闆面

對面，是蠻特別的經驗。」紀晴硯提到，因為

張嗣漢是籃球國手出身，籃球就像是搭上自己

和講者之間的橋梁，相似的背景不僅讓紀晴硯

成功邀訪到張嗣漢前來演講，未來也希望自己

能像他一樣從商，做出好成績。

此外，為了讓高中生涯更豐富多采，他和同

學一起創辦學生會，並選上雙語部學生會會長，

承辦學校活動。他的創辦理念是希望校園風氣

能跟上國際趨勢，由於私立學校的校風都較保

守，為改善現況，他們舉辦全英文的論壇，邀

請來自台灣各地國際學校的學生，分享過去辦

大型活動時的經驗，此論壇不僅促進復興與其

他學校交流，也能藉此共同商議如何向學校提

出訴求，為學生爭取更多到國外遊留學的資源。

英語文能力對紀晴硯而言是不可或缺的助

力，他建議平時透過國外新聞、書籍和影片提

升自己的英語力，從自己有興趣的地方著手最

有效。他說明，由於喜歡籃球，平時他喜歡觀

看國外球賽轉播，透過無字幕影片，從中學到

很多詞彙字句，「從喜愛的人事物培養，才會更

有學習動力。」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English OK》第5期）

是因為興趣，趁自己還有本錢的時候努力挑戰

看看。」

此外，他提到自己對於團隊和環境的適應力

進步最大，原來一開始紀晴硯跟不上球隊的腳

步，也總替自己設限，無法順利發揮實力，這

次經驗讓他學習到如何在團體中找定位，更結

交許多來自不同學校、同樣對籃球抱有極大熱

忱的好友。

「絕對不要放棄」是紀晴硯從打球中體悟出

的哲理，「畢竟和念書比起來，打球耗費更多精

力，如何堅持下去很重要。」認真投入每場比

賽，紀晴硯把握每次展現自我的機會，並希望

自己能夠帶著對籃球的熱愛，即使升學也繼續

打下去。

跨校辦活動 訓練執行力

除了念書、打球，參與各種活動也是高中生

活極重要的一環。未來希望能到美國念大學的

紀晴硯加入了學校社團 TEDxFuhsing，幫忙

規畫講座。他表示，從一開始和美國TED面談、

提案，擬定講者名單、邀請講者，到事後的簽

約等相關事宜，都必須使用英文，讓他的聽說

讀寫能力獲得相當大的進步。

托福學習托福學習

▓  紀晴硯

出生：2000年

學校：台北市復興實中雙語部三年級

學習經歷： 夢踐美國代表隊球員、 
復興實中雙語部學生會長

英語程度：TOEFL iBT 108分

GDS Spotlight夢踐美國計畫簡介

GDS Academy為 GDS所成立的籃球雙
語學院，其中 GDS Spotlight夢踐美國
計畫主要是提供台灣籃球員一個實踐美

國籃球夢的平台和管道，透過選拔營遴

選出表現佳且具優秀外語能力的球員組

成代表隊，於暑假前往美國參加分齡錦

標賽。2015年起，GDS已培育兩屆優
秀球員，2017年首次開放大眾報名，
提供機會給想實現夢想的素人們。

資料來源：GDS Academy粉絲專頁



考托福 增進學術英語溝通力考托福 增進學術英語溝通力
留學、交換、管理學術英語力都實用

測驗日期 報名期間 成績單預寄日 考區

4/15 1/3~3/13 5/8 台北、台中、高雄

10/28 3/14~9/25 11/19 台北、台中、高雄

測驗日期 報名期間 成績單預寄日 考區

5/20 1/1~4/17 6/11 台北、台中、台南、高雄、花蓮

中學托福測驗：搭配美國藍思閱讀分級 有效提升學術英語力

測驗日期 報名期間 成績單預寄日 考區

2/25 2017/11/18~2018/1/16 3/20 台北、桃園、新竹、台中、台南、高雄

4/15 1/17~3/13 5/8 台北、桃園、台中、嘉義、高雄

6/10 3/14~5/8 7/3 台北、桃園、新竹、台中、高雄

8/26 5/9~7/24 9/17 台北、桃園、新竹、台中、高雄

9/30 7/25~8/28 10/23 台北、桃園

10/28 8/29~9/25 11/19 台北、桃園、新竹、台中、台南、高雄

12/23 9/26~11/20 2019/1/16 台北、桃園、新竹、台中、台南、高雄

托福紙筆測驗：備戰托福 先掌握聽力與閱讀基本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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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評估兒童英語聽說讀能力 幫孩子贏在起跑點

台灣托福官方粉絲團
「TOEFL Taiwan」 台灣托福資源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