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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國教育測驗服務社（Educational Testing 

Service，簡稱 ETS®）臺灣區總代理忠欣

公司委託世新大學知識經濟發展研究院民調中

心所做的〈台灣兒少英語教育調查報告〉註 1顯

示，台灣的家長想要了解孩子的英語程度，多數

只能透過「觀察孩子的口語表現（50.2％）」，

和參考「學校英語成績（46.5％）」。另有七成

一的受訪家長認為，學校英語考試成績不足作

為判斷孩子英語能力的依據。受訪家長認為，

英語檢定必須具備國際認證、有助升學、專業

性三要素，才能有效幫助他們掌握孩子學習英

語的進度。

2018年 8月／發行

整理／賴亭宇 攝影／吳宸

TOEFL Primary助家長掌握孩子英語學習成效
托福為兒童量身打造英語檢定

13

談到具備國際認證及專業性，且在孩子各

個學習階段都能對升學有幫助的英檢要件，

忠欣公司在今（2018）年 5月 27日正式向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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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家長介紹托福測驗針對兒童及

少年所設計的「托福兒少系列測

驗（TOEFL® Young Students 

Series）」，包括適合 11 歲以上

中學生的中學托福測驗（TOEFL 

Junior®），以及評量八歲以上學

童英語能力的TOEFL Primary®。

同一天，TOEFL Primary也在全

台舉辦測驗，這是擁有 50年歷史

的老字號托福測驗，首度在台灣推

出為八歲以上學童設計的國際兒童英語能力認

證標準，正好滿足了台灣家長的需求。

為深入了解台灣中小學家長對孩子英語學習

的重視，忠欣公司委託世新大學知識經濟發展

研究院民調中心所做的〈台灣兒少英語教育調

查報告〉也於當天發表。世新大學知識經濟發

展研究院執行秘書鍾岳勳指出，42%的家長在

孩子進入小學前，就讓他們開始學英語，每周

平均學習英語時間約 6.3小時；而家長們期待

孩子學英語的目的，最多人回答「國際化（人

際溝通）」占 39.9%，其次是「未來就業」有

37.9，「國內升學」則占 32.2%。

家長們期待如此，但卻有約 64.2%的家長認

為學校的英語教育並不足夠，因此除了學校的

英語課之外，有 69.2%的家長還安排孩子到補

習班、安親班學習英語；更有接近五成的家長

認為，他們的孩子在補習班學英語幫助最大。

此外，調查結果更顯示，在孩子的英語學習投

資上，包括補習、購買學習產品等，有 29.2%

的家長每年花費超過四萬八千元，更有一成家

長花費在九萬六千元以上。家長們投入了許多

時間、金錢，想讓孩子有更好的英語學習環境，

但究竟該如何掌握孩子的學習效果？

對此，忠欣公司營運長吳紹銘表示，托福兒

少系列測驗能夠協助家長和英文老師，找出孩

子英語能力的強、弱項，成績單上更提供詳細

的英文能力敘述以及具體的學習建議，包括對

照 CEFR（Common European Framework 

of Reference for Languages，歐洲語言學習、

教學、評量共同參考架構）、美國藍思閱讀分級

（Lexile®），並建議考生加強哪些情境主題字彙

等等。老師、家長們可以藉此為孩子量身制定

英語學習方針，為下一階段的學習做準備，作

為未來持續進步的基石。

善用診斷功能 提升兒少英語學習成效

Lexile則是用以標示書本的難易度，是一個

與美國學制同步，全美最具公信力之閱讀分級

系統。家長和老師們可藉由 Lexile找到適合

學童程度的書籍和文章，以提升其閱讀能力。

TOEFL Junior可作為 11歲以上中學生能力

分班、申請先修課程和評量進步幅度的參考指

標；TOEFL Primary則有助於掌握八歲以上孩

童的英語學習進度、擬定未來授課計畫等。兩

項測驗皆適用於一般英語課程、以英語授課的

國際學校或雙語學校、以及著重英語教學的學

校運用。

台灣家長對英語測驗的三大期待
〈台灣兒少英語教育調查報告〉調查台灣家長選擇英語檢定的考量因素

多數受訪家長表示，在為孩子選擇英語檢定時，會以「國際認證」、「幫助升

學」、及「專業性」為優先考量

資料來源／ ETS臺灣區總代理忠欣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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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焦點

吳紹銘進一步說明，TOEFL Primary適合

已學習英文一年以上的學生，評量其在學術、

社交方面的聽力和閱讀能力，以及篇章中的語

法和詞彙知識。問世至今八年，已在全球 47個

國家施測，是具有公信力的標準化英語測驗。

ETS英語學習及評量中心 Ikkyu Choi博士

說明，兒少階段有其獨特的認知及學習特性，

必須藉由具體題目及主題性的學習任務來產生

共鳴。加上這階段的學習需要老師及家長為他

們做決定，因此，ETS研發了托福兒少系列測

驗，希望協助師長了解孩子的英語程度；當孩

子的學習獲得足夠的引導和協助，其自身的學

習動機也會被激發，進而獲得更好的學習體驗

與成效。

藉TOEFL Primary 創親子共學美好時光

5 月 27 日親身與孩子一同體驗 TOEFL 

Primary測驗的家長邱幼椿便表示，她發現

TOEFL Primary的命題活潑、不死板且深具

水準，題幹皆為具體情境主題，用字都不難，

但需要考生綜合多方面資訊才能判讀。她認為，

這樣的測驗能夠真正地培養孩子使用英語文思

考的能力，對未來持續進步非常有幫助。

此外，在〈台灣兒

少英語教育調查報告〉

中也顯示，有五成一

的家長會利用閱讀英

語書籍、教材來協助

孩子增進英語力。像

是師大附中英文科教

師、同時也是三個孩

子母親的吳詩綺，平

常就會利用 Lexile閱

讀級數挑選適合孩子程度的英文書籍或繪本，與

孩子一起共讀。她認為，親子共讀是讓孩子願意

持續閱讀的關鍵。

吳詩綺建議，父母可以善用書中的圖片與孩

子對話、引導孩子的思考，或是用提問的方式引

起孩子的好奇心、練習說明自己的想法與理由等

等。過程中若是遇到關鍵的英文單字，可以放慢

速度重讀，也不要直接告訴孩子單字的中文意

思，而是透過圖片讓孩子聯想。藉由親子英文共

讀的過程，不僅進行英語的學習，也能讓孩子有

更多的思考、練習表達能力。

正因為考量到兒少的英語學習，需要家長高

度的投入、當孩子的學伴，TOEFL Primary此

次首度由忠欣公司引進台灣，也特別推出限定版

「親子考」專案，5月 27日在全台六個考區（台

北、桃園、新竹、台中、台南、高雄）舉行，光

是台北考區就有近千名家長和孩子一起走進考

場，一起體驗英語學習旅程，充份體現親子共學

的精神。

註 1：完整調查結果請見
     http://bit.ly/2xHtddg

〈台灣兒少英語教育調查報告〉及「托福兒少系列測驗」同步發表，盼滿足台灣家長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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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
從 TOEFL Primary開始，將來再循序漸

進考 TOEFL Junior、TOEFL iBT等，

比較不會產生挫折感。」說這句話的，是和女兒

張嘉凌一同考 TOEFL Primary®全台第一場、

也是限定場「親子考」的家長考生邱幼椿。她認

為，參加 TOEFL Primary能有助於女兒了解學

習成果。而自己參與了這場空前絕後的 TOEFL 

Primary五月限定親子考，讓她有機會親自了

解試題，「對於掌握孩子的學習狀況很有幫助。」

有個就讀體育班女兒的邱幼椿表示，「球要打

得好，得要夠聰明！」目前就讀民族國中七年

級、同時也是體育班籃球隊成員的張嘉凌，在去

（2017）年獲得第 49屆全國少年籃球錦標賽亞

軍，而她的英語能力更是出色，印證了媽媽一再

強調的：「不是成績不好才會去讀體育班！」

和小孩共學 建立成就感也釐清觀念

邱幼椿對女兒的英語教育格外重視，她希望建

立一套「沒有壓力」的親子共學法，將英語融入

孩子的日常生活。平常會和女兒一起讀英文小

說、繪本、看影集，「要挑孩子有興趣的主題，

才不會覺得無聊。」

另外女兒非常喜歡聽西洋流行歌曲，「最近聽

她在唱〈Havana〉，是真的可以唱出歌詞！」

就連練球時也會播音樂一邊聽，「其實球隊裡有

好幾個英文都不錯。」邱幼椿也會將英語和生活

連結，讓女兒明白「英語是實用的工具」，例如

「How can I buy the ticket to Tainan?（我

要怎麼買到台南的票？）」，藉由各種情境教導實

用英文句型。有些家長自認英文不好而不敢和孩

子共學，邱幼椿建議，可以請孩子教父母英文，

如果父母聽不懂，表示孩子也沒真正弄懂，「這

時我會請女兒到學校問清楚，再回來教我。」透

過這樣的方式，不但有助於小孩釐清不懂的觀念；

教會父母英文，也能建立孩子的成就感。

對於女兒選讀體育班，邱幼椿坦言：「起初確

實有點遲疑。」但她知道女兒的運動細胞好，再

加上學校教練對於學生的成績要求格外嚴格，讓

她放心不少。「尤其是教練特別重視球員的英文、

數學能力。球要打得好，思考策略的邏輯很重要；

英語能力好，對於球員將來到國外發展的幫助也

很大。」 

用行動證明 英文好、球打得更好
母女藉英文小說、繪本共學 赴考TOEFL Primary零壓力
文／陳胤祖　照片提供／邱幼椿

▓  邱幼椿
現職：板橋高中英文科老師、校長室秘書

著作：《主題式學測歷屆試題大解碼：英文考科》

英語程度：TOEFL Primary聽力115／閱讀115分（滿分）

▓  張嘉凌
出生：2004年
學校：民族國中七年級

興趣：打籃球、讀英文小說和繪本、聽英文歌

活動經驗：第 49屆全國少年籃球錦標賽亞軍
英語程度：TOEFL Primary聽力 113／閱讀 108分

邱幼椿（左）與女兒一起看英文讀物、影集，讓孩子養成每天

接觸英文的習慣。

「



主辦單位

TOEFL Primary®
國際兒童英語能力認證標準
TOEFL Primary是由專業、老字號的
托福測驗研究團隊研發
專為8歲以上學童設計的國際兒童英語檢定
·找出孩子英語能力的強、弱項
·掌握孩子的英語學習進度
·提供英文能力敘述與下一階段學習建議
讓孩子的英語學習更有目標和方向性！

2018測驗公告

測驗日期：11/11（日）上午
報名期間：7/1～10/11
成績單寄發：12/3
考區：台北、桃園、新竹、台中、台南、高雄

國際兒童英語能力認證標準

報考對象：現就讀國中小未滿16歲之學生
報名費用：1,500元

確切資訊一律以官網公告為準 www.toeflprimary.com.tw/

服務專線：施小姐 (02)2701-8008 分機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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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提升英語閱讀能力」向來是許多老師

的教學難題。劉慶剛歸納，最大的問題在於學

生並沒有融會貫通，往往只學會「假閱讀（fake 

reading）」。換句話說，或許學生能大聲朗誦課

文，對於單字、句型、文法亦能暢然無礙地作答，

但對內文所要傳達的意義卻沒有太深刻的印象。

 

劉慶剛表示，「真閱讀（real reading）必

須能真正理解內文意義（Can comprehend 

the text）。」這並非否認課堂上教授單字與句

型的重要性，除了理解文意，更關鍵的是要能

整合原有知識，激起對閱讀的興趣、享受閱讀

過程。

「除了傳統引導式、解說式閱讀外，更應該

養成自發、廣泛閱讀的能力，閱讀時應留意教

材難度」，劉慶剛提醒：「教材最好是簡單到

讓學生們毋須查單字，不熟悉的單字最好要少

於 5%。」

「若發現學生看了一本書並自然地微笑時，

那便是成功地找到他們的 Home run book

了。」劉慶剛說，若能有效培養良好的英語閱

讀能力，對於提升學生的聽力、口說、文法、

寫作能力也有幫助，四項技能將會一起進步。

那麼該如何掌握學生的英語能力是否進步

呢？Ikkyu Choi指出，多數老師教學時可能遇

到「怎麼設定教學目標」、「該教些什麼」、「怎

麼幫助他們學好英文」等問題，而這些問題的

為
了讓英語教育有效向下紮根，也為延攬海

外人才，讓台灣人或外國人的子女能就近

就讀雙語學校，去（2017）年底教育部國教署

表示將成立專案小組，並研擬在公立中小學增

設雙語專班，也因此帶來了台灣中小學推動雙

語教學的風潮。

培養自發性閱讀樂趣 生難字要少於5%

在中小學雙語教育風氣驅使之下，2018年 5

月 28日在台北市幸安國小舉辦的一場「如何有

效提升國中小學生的英語閱讀力」教師研習活

動中，台北大學應用外語系教授劉慶剛、ETS

英語學習及評量中心研究員 Ikkyu Choi，以及

師大附中英文科老師暨 ETS認證托福網路測驗

專業發展工作坊（Propell® Workshop for the 

TOEFL iBT® Test）講師吳詩綺等學者專家，

分別從閱讀的動機、成效與教學方法等三面向

與現場的英文老師們分享。

培養兒少英語閱讀力 先從簡單著手
提升雙語教學成效三關鍵：真閱讀、評量、跨科應用

文、攝影／林郁宸

Ikkyu Choi建議可用托福兒少系列測驗輔助教學，制定學習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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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答會因學習者的年齡、對英語的精熟程度而

有所不同。

與一般學習者不同，青少年與兒童因處於成

長階段，學習時需對注意力不集中的問題多費

心思，因此多設計情境式的教學，成效也會來

得較好。會中他特別以兩位英語精熟程度達到

80%以上的兒少學習者為例說明，已有一定英

語程度的兒少學習者，仍會有記憶範圍短、無

法具體描述題意等狀況發生。

排除注意力問題 檢視兒少英語學習成效

對此，他建議可利用托福兒少系列測驗

（TOEFL® Young Student Series） 輔 助。

此系列測驗是專為兒少英語學習者設計，包括

中學托福測驗（TOEFL Junior®）及 TOEFL® 

Primary™。其中 TOEFL Primary是用以評測

八歲以上孩童的英語能力，至今已在超過 47個

國家施測。

Ikkyu Choi 在會中詳述 TOEFL Primary

的測驗內容，閱讀與聽力測驗 Step 1與 Step 

2，可據英語能力基礎選擇。此外，由成績單

理解孩童的具體學習狀況，藉對照成績單上

CEFR（Common European Framework of 

Reference for Languages，歐洲語言學習、

教學、評量共同參考架構）與藍思閱讀分級

（Lexile®），能更有效幫助老師、家長及學生制

定學習計畫，激發學習動機。

擅長跨學科教學的吳詩綺則分享現場的第一

手經驗說，過去學生們對國中英文課的印象不

外乎三種反應：太簡單、太無聊、太安靜。這

促使她希望英文課不只是英文課，甚至顛覆傳

統課程教學。她認為，思考如何激發學生對學

習好奇的動機最重要（Why to learn）。

她以自己構思設計化學英文課的過程為例，

剖析如何結合科學素養與人文關懷，並跳脫課

程進度的框架，引導學生產生興趣。同時，她

也分享了幾個有助於教材設計的實用關鍵字詞，

如：easy and fun、Science experiment、

You can do、At school，來確保跨科學習的

英語課程內容，不僅簡單、有趣且富教育意義。

好比她在課堂上所做的「鐵釘除鏽實驗」，

請學生記錄下五根生鏽鐵釘投入五種不同溶液

的變化，並整理高一課文中各種重要英文句

型，讓學生得以應用所學寫下鐵釘變化，同時

也可透過活動培養思考與探究的能力。她提醒

跨學科的重點在於：善用關鍵字、難度定錨、

情境判斷。如善用國外實用網站：sciencebob.

com、education.com，或國外化學課本等資

源，並根據學生普遍程度，可用以改寫成適合

自己學生的課堂學習教材。

會後來自龍安國小的羅怡萍分享，講座內容

充實，讓她獲益匪淺，其中吳詩綺老師的教學

方法讓她覺得印象最深刻，對往後該如何推動

英文跨學科也更有方向。

焦點追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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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GO English!國際徵件計畫」邀請

學生打造自己的時光膠囊，由老師帶領班上學

生組成團隊，一起討論、策畫要放進時光膠囊

的元素，讓未來的自己一窺此時此刻的生活樣

貌。吸引全球來自25個不同國家、557所學校、

超過 14,000位學生參與，上傳超過 2,300件

作品，運用英語聽說讀寫的能力，發揮創意及

想像力，打造出各式各樣的時光膠囊。

台灣參與人數激增 大展英語力

台灣學生也積極參與這項全球性的英語學習計

畫，從去年約 1,500位學生參與，到今年有 94

所學校機構、146位指導老師、超過 3,500位學

生，提交 500多件作品，透過影片、廣播、海報

或新聞專欄等方式來呈現平日的英語學習成果。

忠欣公司也代表美國 ETS，至參與的學校機

構舉辦授證儀式，授予指導老師及參與學生證

書、獎牌等獎勵。ETS今年也將繼續舉辦「GO 

English!國際徵件計畫」，2018至 2019年度

主題為「讓世界更美好（Make the World a 

Better Place. In Your Words.）」，鼓勵全球英

語學習者持續致力於英語學習。

為
鼓勵全球學子練習並精進自己的英語能

力，美國教育測驗服務社（Educational 

Testing Service, ETS®）連 續 第 四 年 舉 辦

TOEFL® Young Students Series托福兒少系

列測驗「GO English!國際徵件計畫」，來自

世界各地的英語學習者，一起用英語「打造你

的時光膠囊（Your Time Capsule. In Your 

Words.）」。今年台灣有超過 3,500位學生參與，

從小學生到大學生，都用英語讓自己走向國際。

根據英國文化協會（British Council）針對

64個國家所做的調查顯示，全球兒童學習英語

的年齡不斷下降，許多國家兒童在接受小學教

育前就開始接觸英語，台灣的孩子也不例外。

ETS臺灣區總代理忠欣公司委託世新大學知

識經濟發展研究院所做的〈台灣兒少英語教育

調查報告〉指出，有 42%的家長在孩子進入小

學之前，就讓他們開始學英語，每周平均學習

英語的時間約 6.3小時。而大部分家長期待孩

子學習英語的目的，除了未來就業和升學外，

最多家長希望孩子能夠養成國際化及人際溝通

的能力。

ETS的托福兒少系列測驗就是針對八歲以上

的年輕英語學習者而設計，「GO English!國

際徵件計畫」更是為了鼓勵學生透過團隊合作

及實作方式，練習並精進英語能力，世界各地

的學生透過這項全球性的英語學習計畫，能讓

自己的作品走向國際，被世界看到。

台灣3,500位大小學生用英語走向國際
美國ETS托福向全球徵件 一起打造時光膠囊
文／ ETS®臺灣區總代理忠欣股份有限公司

美國ETS特別委託忠欣公司至參與學校機構授證，鼓勵台灣大
小學子持續寓教於樂學英文。

照
片
提
供  

必
揚
英
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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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盛頓中學打造海外升學尖兵
藉托福系列測驗管理學習成效 錄取率幾近百分之百
文／林郁宸　照片提供／華盛頓中學

去
（2017）年天下雜誌的調查中，華盛頓中

學應屆畢業生赴海外就讀的人數為全台灣

第四名。這所座落於台中、山景秀麗的完全中學，

自 1998年創校至今辦學成果斐然。華盛頓中學

相當注重英語教育，近兩年來升學榜單亮眼，校

內外語部學生申請國外名校的錄取率幾近百分之

百，且往往都能獲得高額獎學金。

由於外語部學生皆以留學海外為志向，為了讓

學生畢業後能順利接軌國外的教育環境，華盛頓

中學外語部比照國外K-12（指幼稚園到12年級）

的學制和課程規畫教學內容，基本學科有美國文

學、數學、科學等，另也有選修課程如西班牙文、

美術、商學等，學生可依興趣修讀。

以海外升學為目標 採用TOEFL做能力管理

為強化學生英語力，華盛頓中學外語部更採用

托福網路測驗（TOEFL iBT®）、托福紙筆測驗

（TOEFL ITP®）作為評量學生英語程度的工具。

老師會參酌學生測驗分數後，針對弱項進行補

強，華盛頓中學外語部主任郭喬雯舉例，「若學

生的閱讀分數落差大，就需要在平時課堂中增加

閱讀量。」

對學習者來說，紙筆測驗型態的 TOEFL ITP

正好可視為參加 TOEFL iBT的前哨練習。因

此，當學生達到 TOEFL ITP 600分時，外語

部老師便會鼓勵學生接著挑戰 TOEFL iBT；而

當 TOEFL iBT考到 80或 90分時，就能嘗試

考 SAT（Scholastic Assessment Test），也

就是中學生申請海外學校必備的美國大學入學測

驗。郭喬雯說，學生努力地在考試中獲得好成

績，「為了將最新的資訊提供給學生，就連老師

們也會非常關注考試的題型與內容。」

為了兼顧全方位英語能力的發展，該校為國內

部國一、高一的學生開設 ESL（English as a 

Second Language）課程，針對聽、說、讀、

寫能力加強，並按照英文程度分成十個班級，透

過小班教學有效學習。「希望學生學得更快樂，

也避免課程過於工具導向，我們近幾年更開始嘗

試不一樣的教學主題。」

郭喬雯接著說明原由，多益英語測驗

（TOEIC®）中常出現國際溝通常見情境相關的

考題，為了讓學生使用英語溝通時更加得心應

手，外語部老師特別設計各種生活化課程主題，

如各國茶文化、麵食文化等。郭喬雯表示：「透

校園脈動

華盛頓中學外語部近幾年升學榜單亮眼，校友李苙榕透過校

內教學打好基礎，獲美國賓州大學錄取。（左至右為外語部主

任郭喬雯、校長吳榕峯、校友李苙榕、升學輔導副主任林佳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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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這些課程可明顯發現，過去因英文程度比較跟

不上、或是較沒自信的學生，參與度變高了。」

「雖然許多老師的備課時間都因而增加，但大

家都很享受『共學』的過程。」未來學生實際考

托福時，考驗的是學術英語溝通能力，因此透過

英語課來學習跨領域學科知識也是必要的，比如

說：學習茶葉文化時，除了基本英語力，也需具

備地理、歷史知識。

客製化輔導 生活經驗為升學加分 

現就讀外語部高一的許存鈞分享，校內課程很

活潑，「像是文學課時，老師會請我們演出一

首詩的內容，用全英文上課，也能認識很多不

同領域的專有名詞。」同時，藉由課堂上的小組

活動、口頭報告等，也增加許多使用英文的機

會，更讓他在今（2018）年 3月份題型更新後

的 TOEIC取得 990滿分。

他認為校內英語學習資源繁多，想學好英文並

不難。熱愛饒舌樂（rap）的他，平時還會查詢

歌詞中的生難字，逐漸將英文內化成自己的一

部分，「其他朋友表演英文 rap時，往往需要

花很多時間準備；但對我來說，其實跟中文 rap

沒有太大差別。」

除了打好語言基礎，生涯規畫也是成長歷程中

不容忽視的一環。對此，外語部設有生涯規畫課

（Career Planning），為學生進行客製化輔導；

另外升學輔導組每年也會舉辦大學博覽會。

以去年為例，參與學校共有 32所，美國華

盛頓大學（University of Washington）、加拿

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等來自世界名校的代表皆齊聚一堂、

與學生一對一面談，讓他們對未來更有方向。

「想成功申請海外大學，除了英文能力要好，

豐富的課外學習經驗也非常重要。」華盛頓中

學外語部升學輔導副主任林佳佳舉例，申請學

校時須提交的作文題目多樣，往往需與生活

經驗連結。像去年美國華盛頓大學西雅圖分校

的論述題是：「作為青少年最困難的部分是什

麼？（What is the hardest part of being a 

teenager now?）」

這與 TOEFL ITP評量學習者是否能在各種校

園生活情境中應用英語文能力，似也有異曲同工

之妙，顯見若能及早累積多元情境的學習經驗，

更能替自己的未來加分。

每年寒暑假，外語部都會開設海外課程，帶學

生到美國、日本等國實地參與課程，時間長度從

十天到三周不等，每期至少都有 20到 30個學

生參加，課程皆為跨學科內容，如：英語結合商

學的營隊課程，就適合對商領域有興趣、未來想

從事相關工作的學生。

已在國際教育深耕多年的郭喬雯說明：「實際

到國外體驗交流，看看不同世界，孩子們會更加

了解語言溝通的實用性及學科的重要性。」 

許存鈞（右）善用校內的全英語課程資源提升英語力，在題

型更新後的 TOEIC測驗中取得 990滿分佳績。（圖左為校長
吳榕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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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早備好托福成績 海外交換不是夢
大學生體驗跨國文化交流管道在這裡

大 學 名 稱 交 換 學 校 語 言 標 準

國立臺灣大學

美國康乃狄克大學 TOEFL iBT 79分
美國華盛頓大學 TOEFL iBT 83分（Graduate：9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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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BT 68分

韓國外國語大學
TOEFL ITP 550分
TOEFL iBT 80分

國立政治大學
美國州立布蘭奇沃特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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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分
美國天普大學 TOEFL iBT 7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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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臺北大學
美國墨瑞州立大學

TOEFL ITP 527分
TOEFL iBT 71分

韓國京畿大學
TOEFL ITP 560分
TOEFL iBT 79分

國立東華大學
香港教育大學 TOEFL iBT 8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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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北帕克大學 TOEFL iBT 80分
美國聖法蘭西斯大學 TOEFL iBT 80分
巴西聖保羅大學 TOEFL ITP 500分

菲律賓馬尼拉雅德雷歐大學
TOEFL ITP 550分
TOEFL iBT 7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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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國西北大學

TOEFL ITP 600分
TOEFL iBT 79分

日本西南學院大學 TOEFL ITP 550分
◎本表僅供參考，正確性依各校官網公告為準。

資訊看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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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庚大學力推國際化 先從師資著手
近十年耕耘 打造逾百門全英語授課專業課程
文／樊語婕　照片提供／長庚大學

去
年由《遠見雜誌》發表的「2017年台灣

最佳大學排行榜」中，長庚大學榮登第七

名，搶下私立大學榜首。長庚大學擁有台塑、長

庚醫院等豐沛的產學合作資源，更積極推動國際

化，不僅致力全英語教學、幫助學生出國研修，

也引進外師、吸引外國學生就讀，讓學生以各種

方式強化國際視野，成為世界公民！

兩倍時薪鼓勵教師 推動全英語授課

長庚大學國際化的推手為副校長陳君侃，早在

十年前擔任教務長時，就已經將國際化視為首

要的校務發展重點，並在八年前正式啟動相關

計畫。「大學要想國際化，就必須要落實英語教

學」，陳君侃表示，為了提升老師們的英語教學

能力，長庚大學舉辦英語教學工作坊，開始積極

訓練教師能夠以全英語教學。

透過暑期密集訓練、小班制的方式，長庚大學

逐漸強化教師的英語教學能力。教師在受訓後可

取得英文教學認證，同時校方也開始要求，「只

要班上有一名外國學生，老師就必須以全英語授

課。」並且祭出兩倍的時薪，鼓勵老師進行全

英語教學。這樣的努力，經過多年已開花結果，

「現在長庚大學所有的研究所都有能力招收外國

學生！」陳君侃笑著說。

提升全英語課程的比例是長庚大學的目標，國

際學術交流中心主任宮大川分享，以管理學院為

例，已有半數師資通過英文教學認證，將逐年提

高全英語授課比例，以 106學年度為基準，計

畫五年後大學部全英語授課比例將由目前的 2%

提升到 25%，研究所的比例則計畫由 32%躍進

到 50%。

為了確保英語教學的品質，長庚大學在招聘新

進教師時，除了以英語面試外，也要求面試者進

行英語即席演講。近三年也前後選派了將近 40

位教師，前往美國中央佛羅里達大學（University 

of Central Florida）、韋恩州立大學（Wayne 

State University）、密西根大學（University 

of Michigan）、威斯康辛大學密爾瓦基分校

（University of Wisconsin-Milwaukee）、 新

加坡南洋理工大學（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等校進行研究交流與訪問。
長庚大學副校長陳君侃認為，全英語教學是大學國際化不可

或缺的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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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脈動

長庚大學與美國賓州州立大學合作，送學生出國參加暑期學程。

除了各系的全英語授課，長庚大學也注重學生

的一般英語文學習，校內共有 12位專任英文老

師，分為普通班、進階班、菁英班來進行分級教

學。語文中心也提供許多英語線上自學資源，包

括英語線上模擬測驗、Live ABC英語學習系統、

英語字彙能力測驗等等。

而為確保學生的英語能力能夠順利銜接國外學

習環境或求職需求，自 95學年度起，長庚大學

大學部各院系皆設下英文畢業門檻，要求學生必

須具備托福網路測驗（TOEFL iBT®）61分以上

或多益英語測驗（TOEIC®）600分以上等水準。

雙聯學位、交換實習 海外學習管道多

除了在校內打造國際化環境之外，長庚大學也

積極推動移地教學，期望讓學生擴充海外學習

經驗。宮大川表示，長庚大學目前已與全球約

200所優質大學簽訂姊妹校合作計畫，更與其

中約 100所學校的師生，透過學術交流拜訪、

雙聯學位等方式，頻繁聯繫互動。

以雙聯學位為例，長庚大學工學院與管理學院

便攜手韋恩州立大學，簽訂「3+2學碩士雙聯

學位」及「1+1雙碩士雙聯學位」合作計畫；

工學院更與新加坡科技設計大學（Singapore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and Design）合作，

設立「奈米工程及設計碩士學位學程」，已在今

年開始招生；未來更將與威斯康辛大學密爾瓦基

分校合作雙聯學位，讓學生能有更多選擇。

至於醫學院，自 2016年起已有六位學生

至美國賓州州立大學（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埃伯利理學院（Eberly College of 

Science）參加暑期學程。

今年 6月，長庚大學醫學院更邀請新加坡國立

大學（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生命

科學系教授蒞校舉行座談，對生醫系大學部學生

演說，介紹該校課程與研究細節，預計下半年將

啟動兩校間的暑期研究交換實習計畫。屆時會有

四名新加坡學生來到長庚大學生醫系，明年則輪

到長庚學生前往新加坡學習。

長庚大學各院系皆積極為學子拓展國際交流學

習管道，包括交換、雙聯等機會眾多，想要申請

的學生，包括學業成績和英語能力都需具備一定

水準。宮大川說明，除了學業成績必須達到歷年

班／系排名的前 25%，或歷年學業成績平均達

80分以上，還要求TOEFL iBT需達61分以上；

若是國外合作學校訂有更高的英語能力門檻，就

必須符合該校的語文要求標準。

早在創校時，長庚大學就定下要成為「東方哈

佛大學」的願景，陳君侃深信，唯有強化全英語

教學品質，才能讓學生站上世界舞台，也吸引外

籍學生就讀。他欣慰地表示，當初校內外籍生人

數僅有三名，現在長庚大學擁有 100多門全英

語授課的專業課程、超過 30個全英語學程，吸

引來自 26個國家、176名國際學生就讀，成功

為長庚學子打造了優質的國際化學習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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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托福紙筆測驗
台灣地區考生成績統計報告
報告單位／ ETS®臺灣區總代理忠欣公司 報告日期／ 2018.08.09

2017年 1至 12月台灣共有 6,634人

次考生報名參加托福紙筆測驗

（TOEFL ITP®），有效統計人次為 5,823人次。

其中，聽力部分成績平均為 52分，文法結構部

分成績平均為 48分，閱讀部分成績平均為 50

分，總成績平均為 501分註 1。

另就分項統計內容敘述如下：考生的年齡以

15至 17歲最多，比例約佔 41%；18至 21歲

 

圖 1.  2017年托福紙筆測驗台灣地區考生平均成績—依性別

圖 2. 2017年托福紙筆測驗台灣地區考生平均成績—依年齡 

以上居次，比例約佔 31%；男女應考人次比例

為 1比 1.37，女性應試人次佔總人次 58%，

男性應試人次佔 42%，女性較男性多出 37%；

男性總成績平均為 501分，女性總成績平均為

500分。詳見以下統計圖表註 2、3。

考生的測驗目的則以「自我評量」最多，約

佔 40%，其次「分班需求」約佔 30%，「課程

成果評估」約佔 19%。

聽力 文法結構 閱讀

總分

性別（人次）

女（3,368）

男（2,454）

0 100

52

52

200

47

47

300

49

50

500

501

400 500 600

聽力 文法結構 閱讀

總分

年齡

25-30歲

22-24歲

18-21歲

15-17歲

14歲以下

31歲以上

0

50 

51

51

51

53

52

100

48

48

47

46

49

45

200

50

50

49

48

51

46

499

501

495

487

514

484

300 400 500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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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報告

註 1： TOEFL ITP測驗總成績係以聽力、文法結構、閱
讀三部分級數之和×10÷3來計算，考生實際所
得總成績為 310至 677分。

註 2： 以上統計數據皆採四捨五入進位法，故圖表中不
同項目數據之加總，可能會因此產生出入。

註 3： 圖表資料來源為ETS臺灣區總代理忠欣公司《2017
年 1至 12月台灣地區托福紙筆測驗公開測驗及
企業／校園考統計》（統計數字不含缺考人數）。

圖 3.  2017年托福紙筆測驗台灣地區考生
年齡統計

圖 4.  2017年托福紙筆測驗台灣地區考生
測驗目的統計

總分 人次 百分比%

310~ 1 0.0%

350~ 25 0.4%

400~ 358 6.2%

450~ 858 14.7%

500~ 1,531 26.3%

550~ 1,607 27.6%

600~ 1,089 18.7%

650~ 323 5.5%

677 29 0.5%

總計 5,821 100.0%

表 1.  2017年托福紙筆測驗台灣地區考生
成績級距人次統計表

自我評量 40.3%

分班需求 29.8%

課程成果評估
19.1%

工作需求 8.5%
其他 2.3%

15-17歲 41.0%

18-21歲 31.0%

22-24歲 8.0%

25-30歲 8.0%

31歲以上 8.0% 14歲以下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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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就分項統計內容敘述如下：考生的年齡以

0-11歲最多，比例約佔 61.8%，15-17歲以上

居次，比例約佔 38.0%；男女應考人次比例為

1.12:1，男性應試者人次比女性應試者人次多出

12%。女性的總成績平均為 755分，男性的總成

績平均為 744分。詳見以下統計圖表。

2017年 1至 12 月台灣共有 2,898 人

次考生報名參加中學托福測驗

（TOEFL Junior®），有效統計人次為 2,789

人次。其中，聽力部分成績平均為 251分，語

意部分成績平均為 247分，閱讀部分成績平均

為 250分，總成績平均為 749分。

2017年中學托福測驗
台灣地區考生成績統計報告
報告單位／ ETS®臺灣區總代理忠欣公司 報告日期／ 2018.08.09

圖 1.  2017年中學托福測驗台灣地區考生
平均成績—依性別

圖 2.  2017年中學托福測驗台灣地區考生
平均成績—依年齡

表 1.  2017年中學托福測驗台灣地區考生
成績級距人次統計表

總分 百分比%
600~ 6.8%
625~ 9.0%
650~ 7.1%
675~ 6.5%
700~ 8.7%
725~ 9.4%
750~ 9.5%
775~ 10.5%
800~ 10.7%
825~ 8.3%
850~ 7.3%
875~ 5.5%
900 0.8%
總計 100.0%

聽力 語意 閱讀 聽力 語意 閱讀
性別 年齡

女

男

分數0 100 200 300

755

744

400 500 600 800700

253 249 253

250 246 248

23歲以上

18-22歲

15-17歲

11歲以下

分數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800700

255 245

245 259 775

265 765

247

248

248 742

252 754255

246

271

註： 圖 3因樣本數不足，故不含「18-22歲以上」及「23
歲以上」考生之統計。

圖 3.  2017年中學托福測驗台灣地區考生
年齡統計

11歲以下 62%

15-17歲 38%

圖表資料來源為ETS臺灣區總代理忠欣公司《2017年中學托福測驗台灣地區成績統計報告》（統計數字不含缺考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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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EFL iBT的研發機構 ETS在此份報告中

並未依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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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大眾，台灣托福資源中心經 ETS授權許可，

編譯中文版之「2017年度 TOEFL iBT®托福

網路測驗暨成績報告摘要」，供讀者自由下載

參閱。欲見更多詳細內容，請至 TOEFL官網

查詢（http://www.toefl.com.tw/）。如有任

何中譯瑕疵、偏誤，應以英文原文為準。

美
國教育測驗服務社（Educational Testing 

Service,ETS®）於日前公布「2017 年

度 TOEFL iBT®托福網路測驗暨成績報告摘要

（Test and Score Data Summary for TOEFL 

iBT® Tests）」，此份報告內容含括 2017年 1月

至 12月間所有托福網路測驗（TOEFL iBT®）

考生的成績表現。其中，台灣考生的平均總成績

為82分，較2016年度平均總分81分微幅提高，

且相當於全球整體考生平均程度。

依區域分類，台灣 TOEFL iBT考生的閱讀、

聽力分項平均分數皆為 21分，口說、寫作分

項平均分數則均為 20分，平均總分為 82分，

根據 ETS「TOEFL iBT與 CEFR註等級參照

表」，皆相當於 CEFR B2等級（高階級）。若

依照母語分類，母語為中文的考生之平均總分

為 79分，各部分平均成績則為閱讀 21分、聽

力 19分、口說 19分、寫作 20分。閱讀、聽

力、寫作成績相當於CEFR B2等級（高階級），

口說成績 19分，則相當於 CEFR B1等級（進

階級）。

如上所述，此份報告共可查閱歐、亞、美、

非、中東／北非、太平洋地區等六大地理區域

中，所有考生在 TOEFL iBT的閱讀、聽力、口

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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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EFL 

iBT平均分數。根據不同列表資料，也可看出

男性及女性考生的 TOEFL iBT分數，因參加

測驗的原因不同而表現各有差異。

2017全球托福網路測驗成績報告出爐
台灣考生平均總分相當於全球考生平均程度

整理／陳胤祖

註： CEFR（Common European Framework of Reference 
for Languages），「歐洲語言學習、教學、評量共同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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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欲見「2017年度TOEFL iBT®托福網路測驗
暨成績報告摘要」，請至網站：

掌握CEFR等級 了解托福成績對應意義

CEFR等級 閱讀
（0-30）

聽力
（0-30）

口說
（0-30）

寫作
（0-30） 總分

C1流利級或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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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EFL iBT與CEFR等級參照表

統計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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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在博學 他獲美國康乃爾大學錄取
托福破百 SAT、AP各三科滿分
文、攝影／林郁宸

在
以色列不論男女都要當兵，且他們得以合

法擁有槍枝，因此在路上常會見到配槍的

人們。」剛從台北市薇閣高中國際班畢業的支少

甫，回憶起他在 2017年暑假時，參加教育部

青年署的「以色列國際環境青年領袖會議」擔

任台灣代表的難忘經驗，有著說不完的體悟。

「到以色列後我才體認到，英文好已不再是

優勢，反而是迎向更高挑戰的必備條件。」與

他一同前往以色列的，還有另外九位台灣高中

生代表，支少甫在過程中雖然沒有遇到太多溝

通障礙，但回想起會中侃侃而談的國外青年們、

以及這趟旅程中所感受到的文化衝擊，讓他暗

自立下以成為一名「博學」的人為志向的目標，

同時也對於他日後申請美國校系時有諸多啟發。

累積閱讀力 從讀英文新聞下手

已錄取美國常春藤盟校康乃爾大學不分系的

他，以「求知若渴」來形容自己現在的狀態，「我

想把時間花在那些之前沒機會念的書、以及過

去無法參與的事情上。」考量到出國念書能夠讓

他從同儕、環境得到更多的資源，從高一開始

便立定出國志向的他說，自己的英語文能力好，

靠的是平時的累積。

支 少 甫 不 僅 在 SAT（Scholastic Aptitude 

Test，美國大學入學考試）中取得數學、化學及

物理三科滿分，在 AP（Advanced Placement，

大學先修課程）中的微積分、化學、物理也同時

取得滿分，更在托福網路測驗（TOEFL iBT®）

中獲得 112分的高分，可說是成績相當優異。

TOEFL iBT得高分的秘訣，除了多做模擬試

題，他分享，「最重要的是單字量的累積」，靠

著平時累積的閱讀量，再加上國際班給予的美

國升學課程，如美國歷史、美國文學史等，都

是讓他順利申請上美國大學的主要原因。

支少甫進一步補充，自己只要一滑開手機裡

的 Facebook、YouTube等 APP，映入眼簾的

幾乎都是英文資訊，可見多閱讀的確是增進英平時養成閱讀習慣，是支少甫累積英語能力的關鍵。

「

支少甫
出生：1999年
畢業學校：台北市薇閣高中國際班

錄取學校：美國康乃爾大學

學習經歷： 教育部以色列國際環境青年領袖會議台灣代
表、Harvard Model Congress Asia、社區英語
教學志工、校內辯論社副社長、外交小尖兵

英語程度：TOEFL iBT 112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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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文能力的最佳途徑。「建議每

天都一定要讀英文新聞，就算只

是瀏覽標題也無妨，對於高中生

來說，了解國際時事很重要。」

除了每天會固定瀏覽 CNN、The Guardian

等新聞頻道外，他還大力推薦 YouTube上的

《Crash Course》教育頻道，裡頭就像是所有

科目的入門課一般，可以幫助觀眾建構學好英

文的基礎，是非常好的自學課程。

參加辯論賽練邏輯、語言力

聽著支少甫頭頭是道、邏輯清晰的口吻，再

加上習慣性的條列式講述重點，不難想像他在

校內所擔任的是辯論社副社長，自國三加入後，

曾打過大大小小的校際練習辯論賽、以及大學

正式盃，社內辯論的議題更是五花八門，如大

學的招生形式應該是聯招或獨招，舉凡社會話

題、國際議題皆有涉獵。

「參加辯論比賽除了可以訓練邏輯思考能力，

還可以練口語表達，這點對於往後參與各種升

學或職場面試，或者是在模擬聯合國中發表見

解時，都很有幫助。」支少甫說明。

不只中文辯論，他也曾參與過由教育局舉辦、

薇閣承辦的英文辯論比賽。他分享，中英文辯

論最大的差異就在於，英文辯論時可能會礙於

對英語不夠純熟，而無法將想法完整表達出來，

他分析：「中文辯論中考驗的是對細節的見解、

以及邏輯表達力，但英文考驗的則是語言的掌

握力。」

除此，支少甫還利用周末時間，自主和朋友

擔任社區的英語教學志工。起因是朋友邀約，

想把在薇閣國際班得到相對多的英文相關資源，

也分享給社區內的國中生。他們會以簡單的影

片、唱歌或是其他有趣的教學方式，幫助學生

提高對英文的興趣。

舉例來說，他們曾利用讀書會的方式，帶國

中生們閱讀縮減版的《哈姆雷特》，讓學生們上

台角色扮演，了解故事內容後，再以國際班教

過的文學欣賞課程為雛形，自己設計學習單，

帶學生們一同深入探討文本的哲學意義和文學

價值。

平時要兼顧課業、課外活動和休閒活動的支

少甫，行程總是排得密密麻麻，能塞多滿就多

滿，但他卻不因此覺得疲倦，「因為我希望可

以嘗試更多別人沒機會做、或是別人不想做的

事。」十分樂在各種忙碌中的他，希望可以繼續

挑戰自我，未來成為一位在知識界的「博學」

鑽研者。

托福學習

在以色列感受到的異國文化，讓支少甫（右一）大開眼界。

照
片
提
供  

支
少
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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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岳龍開宗明義指出，寫作是包含「計畫

（planning）」、「草稿（drafting）」和「修正

（revising）」三個步驟的過程。在計畫階段，需

要蒐集、整理與題目相關的素材資訊或想法，並

將這些素材組織成大綱；草稿階段則要根據有

效的主題句（effective topic sentences）和立

論來擬訂；撰寫完成後，則需再針對基本問題，

如大小寫、漏字、標點、拼音，進行檢查和修正。

怎樣的主題句算是有效的呢？「有效的主題句

要足夠聚焦、能夠以立論進一步支持。」他舉

例，「比德韋爾小學過於擁擠」屬於有效的主

題句，這句話明確指出是哪一間學校、有什麼

問題等；相對地，「公立學校很棒」就不是有

效的主題句，「過於含糊、廣泛或狹隘的句子

都不適合作為主題句。」

因此，楊岳龍建議教學者在指導學生英文寫

作時，可以先就撰寫的計畫、草稿，識別出裡頭

不
若選擇題只有 ABCD四個選項，作文

因為沒有標準答案，成為許多老師們閱

卷時的難題。為了幫助英語文教師更有系統地

批改學生作文，也讓學習者更快掌握英文作文

訣竅，ETS®臺灣區總代理忠欣公司特別在今

（2018）年 4月 23日舉辦「掌握作文技巧，學

測高分不是夢！」工作坊，邀請中正大學語言中

心講師、ETS認證托福網路測驗專業發展工作

坊（Propell® Workshop for the TOEFL iBT® 

Test）講師楊岳龍前來授課，傳授英文寫作教學

的方法和技巧。

有效的主題句 是作文關鍵第一步

與會者包括來自國中、高中的英文科教師，

或在大學語言中心任教的講師。各方英語教育

工作者藉此齊聚一堂，除了期待透過講者分享

教學經驗、增進教學技巧，亦樂於交流彼此的

作文閱卷經驗和問題，來激盪不同想法。 

掌握英文寫作要領 閱卷不再憑感覺
建立主題句、CLUESS觀念 讓作文言之有物
文、攝影／陳胤祖

五個面向 抓住英文作文高分訣竅
項目／等級 優 可 差 劣

內容
主題（句）清楚切題，並
有具體、完整的細節。

主題不夠清楚或突顯，部
分相關敘述發展不全。

主題不明，多數敘述發展
不全或與主題無關。

文不對題或沒寫。

組織
重點分明，結構完整，前
後連貫，轉承語得當。

重點安排不妥，前後發展
比例與轉承語欠妥。

重點不明、前後不連貫。
全文毫無組織或未按提示
寫作。

文法、句構
全文幾無文法錯誤，文句
結構富變化。

文法錯誤少，且未影響文
意之表達。

文法錯誤多，且明顯影響
文意之表達。

全文文法錯誤嚴重，導致
文意不明。

字彙、拼字
用字精確、得宜，且幾無
拼字錯誤。

字詞單調、偶有不當或錯
誤，但不影響文意。

用字、拼字錯誤多，明顯
影響文意之表達。

只寫出或抄襲與題意有關
的零碎字詞。

體例 格式、標點、大小寫幾無錯誤。
格式、標點、大小寫等有
錯誤，但不影響文意。

基本寫作體例、格式、標
點、大小寫錯誤甚多。

一般考試英文寫作評分項目等級表

資料來源／楊岳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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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哪些主題句，並進一步確認這些主題句的有

效性、是否有過於含糊、廣泛或狹隘的問題。

當學生完成一篇作文，應該依循哪些標準進行

評分，也是許多老師煩惱的課題。對此，楊岳龍

提出「CLUESS」六大原則作為參考，分別為「連

貫性（coherence）」、「語言文字（language）」、

「統一性（unity）」、「重點（emphasis）」、「立

論（support）」和「句子（sentences）」。

與其只寫「drink」 不如直接亮出啤酒名

楊岳龍表示，許多人會將「連貫性」和「統

一性」混淆。他解釋：連貫性指的是句子或段

落之間的順序、條理關係；統一性則是句子和

段落所要說明的內容，必須緊扣著主題來發揮。

舉例來說，在「Exercising improves mental 

health. Exercising makes you healthier and 

stronger. Exercising is physically beneficial.

（運動促進心靈健康。運動使你更健康和更強

壯。運動對生理有益。）」這段文字中，便同時

犯下不連貫、不統一的問題；較正確的寫法應

該 是「Exercising improves mental health. 

It makes you not only stronger, but also feel 

happier.（運動促進心靈健康，不但能使你更強

壯，也讓你感覺更快樂。）」

至於「語言文字」，則不僅須注意文法是否正

確，用字精確與否，也很重要。例如，相較於

「drink」，「soda」較為明確、具體，而「mug 

of root beer（一款啤酒名）」則又比「soda」

來得更精確。

楊岳龍也提到，根據讀者的習慣，結尾和開

頭是最容易令讀者留下印象的段落，因此一篇

作文的重點應該在這兩個段落加以強調。立論

的要點，不僅要針對主題提出支持證據，還必

須具體、有根據可循，比如要說明住宿比住家

裡更方便，「到學校僅需十分鐘的時間」，就會

比「更快到學校」還要來得更有說服力。

要造出正確的句子不難，但若要有效吸引讀

者，就沒那麼容易了。作文的句子需要注意兩

個原則，除了要避免使用過度重複、累贅的字

詞，長句和短句也有不同的功能。短句用以強

調重點、介紹重要概念；長句則適合用在提供

細節、解釋概念之間的關聯性。

在一一介紹過 CLUESS六大原則後，最後楊

岳龍還分享了評分項目等級表，談自己如何按

照內容、組織、文法等五大面向的優劣等級來

評分，幫助教學者建立一套系統性評分標準。

一名在高中任教的英文科老師表示，在教學

過程當中，常面對給分標準不明確的問題，這

次的工作坊釐清了她存在已久的疑問。也有一

名老師分享：「以前改作文比較『憑感覺』，現

在學到這套評分框架，對學生和我都有很大的

幫助。」

工作坊過程中，楊岳龍引導學員釐清教學經驗上遇到的問題。

教學論壇

▓  楊岳龍
現職： 國立中正大學語言中心講師、ETS認證

托福網路測驗專業發展工作坊講師

學歷：國立台灣師範大學英語教學博士班生

專業領域：口語溝通、聽力教學、寫作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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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驗日期 報名期間 成績單預寄日 考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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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 7/1 ∼ 10/11 12/3 台北、桃園、新竹、台中、台南、高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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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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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兒童英語能力認證標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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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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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