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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
府以 2030雙語國家為目標，陸續推動相

關政策，推動雙語教育也是目標之一，因

此各地區高中職免試入學紛紛採計英語檢定，

做為超額比序中多元學習表現的積分採計項目。

其中台南市將針對 109學年入學的新生增加

TOEFL Primary®作為語言認定參考，若分數

達一定標準即可加分，最多採計 5分。

為了減輕國內學子的升學壓力，教育部推動

高中職免試入學，學生填寫的志願序、國中會

考成績與多元學習表現綜合得出總積分，作為

學生選填志願後分發以及超額比序的依據，並

將全國各縣市劃分成 15個就學區，幫助學生就

近入學。其中多元學習表現的參考項目以及占

分皆由各區自訂，而且國中會考成績不可占總

積分三分之一以上。

2020年 8月／發行

文／謝維容

採認TOEFL Primary®、TOEFL Junior®

台南高雄免試入學 托福可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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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一縣市就學區的台南市多元學習表現採計

競賽成績、獎勵紀錄、社團參與、服務學習及

語言認證，今（2020）年的語言認證將增加

TOEFL®Young Students Series，繼 TOEFL 

Junior®後，新增 TOEFL Primary®。若其中

一項測驗的分數達到歐洲語言學習、教學、評

量共同參考架構（簡稱CEFR）相當A2級以上，

就採計 5分。

同樣採計 TOEFL® Young Students Series

作為多元學習表現依據的還有高雄市，若學生

的 TOEFL Primary®閱讀分數達 107分且聽

力達 105分，或者 TOEFL Junior®達到聽力

225分以上、語意 210分、閱讀 210分以上，

三項標準滿足其中兩項，就可在超額比序項目

中加 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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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度效度相同 成績可被大學機構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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純德小學導入檢定掌握學童英語力 
幫學生打好基礎 建立面對英文的自信心
文／張秋蓮  照片提供／新北市淡江高中附設小學部純德小學

新
北市淡江高中附設小學部純德小學（以下

簡稱純德小學）向來致力於推動雙語教

育，在教學上採取「雙導師制」，每班除了本

國籍老師，還配置一名外師，從小學一年級開

始為學生創造英語溝通環境，去（2019）年起

更選擇 TOEFL Primary®作為學校的英語檢測

工具。

純德小學外師組組長蕭穎熙表示，TOEFL 

Primary®是令人安心的國際英檢，Step1、Step2

的分級測驗模式，可依學生能力循序漸進測

驗，而星星、獎章的成績等級認定，對學生來

說沒有通不通過的問題，較不易產生挫折感；

待英語能力提升，也有利於學生挑戰 TOEFL 

Junior®，不但方便家長了解孩子的學習進度、

適時從旁協助，學校也能掌握教學成效。

由於去年是第一次試行 TOEFL Primary®測

驗，純德小學先讓三到六年級的學生體驗，今

（2020）年則開始要求二到六年級學生都要參

加測驗。蕭穎熙表示，因為學校設有雙導師制，

學生從一年級就開始接觸英文，到了二年級學

期末，二年的充分紮根之後讓學生參加測驗，

時機上正恰當；若是接觸時間不夠，硬推孩子

參加測驗，導致成績不理想，恐怕適得其反。

今年，純德小學二到六年級一共 366人報

考 TOEFL Primary®，學校並從五、六年級

中挑選去年表現優異的學生進階體驗 TOEFL 

Junior®。成績顯示，有二位學生的英語程度 透過外師的互動式教學，學生能快速融入英語生活情境。

為歐洲語言學習、教學、評量共同參加架構

（CEFR）等級 B2、55位 B1，而二年級也有

將近 70位學生拿到 A2。

蕭穎熙認為，不僅部分五、六年級生考出好

成績，即使是初次參加測驗的二年級也有不錯

的表現，透過這套英語檢測工具能驗證出純德

小學的雙語教育是成功的。

透過英語檢定 調整學習質量  

雖然學校要求二到六年級的學生都要參加

英語檢定，「但我們的目的不是要考學生的程

度。」蕭穎熙強調，很多家長或小朋友會把檢

定當作考試，但實際上學校希望藉此讓學生

知道自己的英語程度，以調整學習質量；同

時，TOEFL Primary®可對照藍思閱讀分級

（Lexile®），方便家長從落點分析，隨著孩子的

英語學習情況，適度添購合適的教材、逐步增

加閱讀量。就學校而言，也可藉此檢視教學狀

況，因此是一套教學上必要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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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穎熙分享學生參加英語檢定的心境，由於

學校從去年開始將 TOEFL® Young Student 

Series測驗題型放入月考，因此學生考完

TOEFL Primary®後，普遍認為測驗題目比月

考簡單，自信心大幅提升；而首批體驗 TOEFL 

Junior®的學生，「每個人都既期待又怕受傷

害。」蕭穎熙笑著說：「TOEFL Junior®的閱

讀量對小學生來說真的很大。」

他說，其實學生看得懂內容，但也許應試經

驗少，多數孩子乖乖按部就班讀完文章才作答，

最後發現時間不夠用。「但我覺得這樣很好，

小朋友才知道要學的東西還很多。」蕭穎熙認

為，當學生適應 TOEFL Primary®之後，自

信心提升之餘或許會有點鬆懈，此時進階挑戰

TOEFL Junior®，稍微挫挫銳氣也是一種心態

學習。

相對地，對於考出 B1、B2等級的學生，蕭

穎熙也會用幽默的方式激勵他們。由於台灣規

定英文老師要達到 CEFR等級 B2，他就開玩

笑跟學生說，「你們只要再加強文法、修辭，

就跟老師一樣了！」所以即使進階測驗讓學生

受挫，他也不忘帶給學生希望：「原來自己跟老

師只差一點點距離。」

考試其次 能用英文溝通更重要

在導入 TOEFL Primary®英語檢定之餘，純

德小學也同步將其融入學校考試。從去年開始，

校園脈動

學校請外師團隊將 TOEFL Primary®、TOEFL 

Junior®考古題等相關測驗，融入學校的月考

或日常小考，除了提前讓學生接觸難度較高的

TOEFL Junior®題型，另一方面，也讓學生熟

悉英語國際考試的測驗模式，將來升上高中、

大學，接續考多益或托福，都不會有太大問題。

除了要求學生每年測驗一次TOEFL Primary®，

英語的情境生活應用也是純德小學未來的發展

重點。蕭穎熙表示，學校將持續與日本、韓國

姊妹校進行交流、爭取企業體驗活動，讓學生

知道學英文不只是為了考試，能用英文溝通更

重要。

蕭穎熙將英語學習比喻為才藝，「就像練綱

琴，你學會了就是比別人多一樣工具。」他希

望學生能體認到英文是生活上的重要工具，學

會了，無論日常生活場合、參加各式各樣與外

籍生交流的活動，都能用英文完整表達自己的

想法、與人溝通；相反地，如果覺得學英文就

是為了考試，那會很痛苦。

綜觀學校這些年推行雙語教育，蕭穎熙胸有

成竹地認為極具成效。為了掌握學童的英語學

習力，他自製分析圖表，可看出學生普遍擁有

A2以上的程度。同時，小學六年的紮實基礎，

讓升上國中的學長姐驕傲地說「國中三年的英

文都不用念」。這些成果，讓蕭穎熙更加認同

學校的英語教學走向，「我們就是幫學生做好

準備，讓他們未來更有信心面對英文。」

二年級學生與外師的晨間閱

讀時光，英文繪本拉近學童

與英語之間的距離。



測驗日期 報名期間 應考資訊查詢 網路查詢成績

11/1 3/25∼ 9/29 10/29 11/20

測驗日期 報名期間 應考資訊查詢 網路查詢成績

11/1 3/25∼ 9/29 10/29 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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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考資訊查詢 網路查詢成績

9/27 6/24∼ 8/25 9/24 10/21

10/25 8/26∼ 9/22 10/22 11/13

11/29 9/23∼ 10/27 11/26 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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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EFL ITP®

TOEFL Junior®



5

http://www.toefl.com.tw

托福新聞

試場前看到系統預估的閱讀測驗與聽力測驗分

數，做為是否取消本次成績之參考依據。選擇

TOEFL iBT® Special Home Edition 的考生

一樣能享有上述服務。ETS每周提供多個測驗

時段，目前開放登記報名的測驗時段至 9月底

為止，ETS將密切觀察疫情，再決定是否延長

TOEFL iBT® Special Home Edition服務時間。

信度、效度、安全均符合最高標準

ETS全球高等教育部執行總監 Alberto 

Acereda表示，學校的申請手續都有時間限制，

提供即時、彈性且可靠的解決方案，讓需要

TOEFL iBT®成績的考生可以考試，取得成績

繼續學涯。

而 TOEFL iBT® Special Home Edition 的

信度、效度都與到考試中心考試相同，且都能

被大學及機構接受。ETS結合人工智慧科技以

及即時真人線上遠端監考系統，採取最高規格

的嚴格安全措施，確保安全符合最高標準，不

影響測驗的公正性及一致性。

報名 TOEFL iBT® Special Home Edition，

考生可先至 www.ets.org/mytoefl註冊並登

入，選擇線上測驗付費後就會收到 ProctorU即

時真人線上遠端監考系統寄出的 email，依照

指引選擇考試的日期和時間。報名流程及家中

電腦設備規格、考試環境等規定，請見 www.

ets.org/s/cv/toefl/at-home/。

新
型冠狀病毒肺炎肆虐全球，為了防疫需

求，美國教育測驗服務社（Educational 

Testing Service, ETS®）今（2020）年4月推

出 TOEFL iBT® Special Home Edition。

TOEFL iBT® Special Home Edition結合人工智

慧科技與即時真人線上遠端監考系統ProctorU。

TOEFL iBT® Special Home Edition的內容、

形式與螢幕顯示界面，都與TOEFL iBT®一樣，

信度、效度、計分及測驗費用也相同，成績同

樣可被大學及機構接受。

過去 ETS陸續推出提升 TOEFL iBT®考生

體驗的服務措施，包括減少考試時間 30分鐘，

成績單自動列出考生於過去兩年內聽說讀寫最

高分及總分的MyBest™ Scores，並新增免費

學習資源－TOEFL iBT®Free Practice Test。

ETS最近更宣布，考生可於完成測驗且離開

TOEFL iBT  Special Home Edition 
信度效度相同 成績可被大學機構接受 
文／編輯部

為協助考生無需出門也能應考，ETS® 推出 TOEFL iBT® 
Special Home Ed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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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好托福成績 海外交換夢想啟程 
大學生申請國際交換學校語言程度需求選例

大 學 名 稱 交 換 學 校 語 言 標 準

輔仁大學

美國匹茲堡州立大學 TOEFL iBT 79分

澳洲聖母大學 TOEFL iBT 84分（L17 R17 S17 W21）

德國雷根斯堡大學 TOEFL iBT 85分

國立清華大學

日本北海道大學 TOEFL iBT 79分

加拿大蒙特利爾大學 TOEFL iBT 90分

德國柏林洪堡大學 TOEFL iBT 80分

東吳大學

美國西維吉尼亞州衛斯理學院 TOEFL iBT 61分

墨西哥馬德羅大學 TOEFL iBT 72分

香港教育大學 TOEFL iBT 80分

淡江大學

美國加州州立大學長堤分校 TOEFL iBT 78分

法國巴黎第七大學 TOEFL iBT 72分

韓國梨花女子大學 TOEFL iBT 70分

國立台灣科技大學

奧地利林茲大學 TOEFL iBT 80分

挪威科技大學 TOEFL iBT 90分

日本福井大學 TOEFL iBT 65分

元智大學

美國奧克拉荷馬大學 TOEFL iBT 61分

法國思凱瑪高等商業管理學院 TOEFL iBT 79分、TOEFL ITP 550分

荷蘭葛洛寧恩大學 TOEFL iBT 80分（S19 W19）

長庚大學

美國韋恩州立大學 TOEFL iBT 79分

香港城市大學 TOEFL iBT 79分

日本立教大學經營學部 TOEFL iBT 85分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美國聖地牙哥州立大學 TOEFL iBT 61分

日本佐賀大學 TOEFL iBT 72分、TOEFL ITP 530分

國立中興大學
美國密西西比大學 TOEFL iBT 84分

義大利威尼斯大學 TOEFL iBT 72分

世新大學

美國朱尼亞塔大學 TOEFL iBT 80分

墨西哥塔毛利帕斯自治大學 TOEFL iBT 57分

韓國成均館大學 TOEFL iBT 80分

國立台南大學
荷蘭異爾瑞思應用科技大學 TOEFL iBT 79分

法國巴黎高等電子學院 TOEFL iBT 79分

義守大學
美國西來大學 TOEFL iBT 69分

澳洲陽光海岸大學 TOEFL iBT 76分（W18）

國立屏東教育大學 美國奧特本學院 TOEFL iBT 79分

中山醫學大學 美國聖馬丁大學 TOEFL iBT 80分

◎本表僅供參考，正確性依各校官網公告為準。



歡迎國小、國中、高中的哥哥姐姐帶弟弟妹妹，大手

牽小手一起來報考，英語學習的路上開心齊步走！ 

TOEFL® Young Students Series包含 TOEFL Junior®

與 TOEFL Primary®，是托福系列測驗中呼應素養導

向教學的國際兒少英語能力評量標準；可依孩子年齡

層、學習階段，選擇適合的測驗，幫老師和家長了解

孩子英語能力，引導他們邁向英語學習的下一階段。

TOEFL Junior® TOEFL Primary®

測驗對象 11 歲以上 8歲以上

測驗項目 聽力、語意、閱讀 閱讀、聽力

測驗用途
申請交換學生；臺灣中學英語課程

入學或分班的評量標準。

掌握孩子的英語學習成效，

找出孩子英語能力之強、弱項。

測驗簡介

報名期間  

成績預寄 11/1 11/23

考區：台北 桃園 新竹 台中 彰化 台南 高雄 

2020年測驗日期

確切資訊一律以官網公告為準

www.toefl.com.tw/junior
www.toeflprimary.com.twTOEFL Primary®

TOEFL Junior®

即日起~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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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拿台加學歷 先考TOEFL  免筆試
百齡、陽明、明倫高中組博雅盟合作

文／蘇怡和

台
北市百齡高中、陽明高中與明倫高中三所

學校組成博雅盟，共同推出台北、加拿大

兩地高中的雙聯課程。學生完成加拿大薩克齊

萬省教育局的高中課程及加拿大認證的台灣課

程後，即可獲得加拿大高中畢業文憑。

台加雙聯學制計畫，為明倫高中校長洪金英

在擔任陽明高中校長期間啟動，與同樣英文老

師出身的百齡高中校長邱淑娟有志一同，兩人

皆對推廣國際教育與文化交流活動充滿熱忱，

也願意投入時間與精力，一起推動這項計畫，

地理位置相近的明倫高中也加入，促成雙聯學

制課程的合作。

三校合作一來可引進三校師資團隊共同研究

備課、二來加強三所高中學生間的交流、也讓

更多有意願參與雙聯學制的高中生受惠，一個

計畫創造三贏。對於未來有意赴海外求學的高

中生，雙聯學程無疑是個跳板；而對於尚未將

海外升學列入藍圖的學生，也可自我加值。

遠距視訊教學 意外超前部署

博雅盟台加雙聯學制課程首屆招生，從百餘

位報名學生中錄取 32名，篩選過程需經過筆試

及面試兩關。

筆試檢核學生的英文程度是否足以接受全英

語授課環境，而面試除了解學生的英語聽說能

力外，也要找出具有企圖心及表達力佳的學生。

因為唯有具備強力動機的學生，才能不放棄完

成挑戰。學程中加拿大的教材、課程、繳交作

業都是線上教學形式，學生利用線上資源修課，

部分課程由老師帶領實體課程。雙聯課程的老

師須事先研究且熟悉加拿大的課綱、教材，並

通過加拿大師培認可才能成為雙聯師資。 

百齡高中一年級的郭汝芳參與雙聯的契機是

想提升自己的語言能力，也想藉此了解外國文

化的生活方式，以便評估未來是否要到國外讀

書。她以 TOEFL Junior®810分成績申請雙聯

學制，從去年九月到現在，明顯感受到自己的

英語口語表達進步了。

郭汝芳說，以往會懼怕在眾人面前發表意見，

更遑論用英語，但接受雙聯國外教育後，外師

提出的都是開放式問題，不是要學生答出正確

答案，而是鼓勵自主思考，說服別人聆聽自己

範疇 意義

計畫目的
提供學生多元國際化課程及雙語學習機
會，以增進未來選擇性與競爭力

報名資格
會考英語成績須達 A（含）以上，數學 B++
（含）以上

備查文件

學習情況暨參與計畫自我評估表、參與動
機說明及學習規畫、英語鑑定證明（TOEFL 
Junior® 745分、TOEFL ITP® 460分、
TOEFL iBT® 42分以上者免筆試）

上課模式
周一至周四由外師在台灣以線上教材授課；
周六搭配加拿大教師視訊直播課程，高一
升高二暑假前往加拿大上課

台加雙聯學制小檔案台加雙聯學制小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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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脈動

的觀點。她指出，台灣考試多數要經過背誦才

能寫出正確答案；但雙聯的線上考試，都是訓

練思考能力或寫作技巧的申論題，能分段落有

條理地寫出自己的觀點最重要。

明倫高中一年級的胡宸嘉，國中時就讀雙語

班，參與雙聯課程讓她感到生活變得忙碌且充

滿挑戰，「雙聯的作業量很大，就像是同時念

兩所高中，一定要懂得有效率地安排時間。」

她說，一開始曾在心中思考為何要如此忙碌，

犧牲課餘時間；但深入參與後，很快就發現有

捨必有得，雖然少了參與社團的機會，但長遠

看來收穫更大。

她認為，外籍教師的教學風格跟台灣教學的

方式很不一樣，多了許多共同討論議題的空間，

老師會持續拋出問題，倘若分心就會接不上話，

「加拿大的課程讓我覺得老師不是課程的主體，

學生的互動才是。」

有一個單元以「電影」作為教材，胡宸嘉原

以為就是看電影後寫下心得，沒想到老師不僅

帶領學生探討人物角色、情節細節所隱含的意

義，還引導學生用電影內容來寫新聞報導，以

及練習為電影設定宣傳標語，宛如在上行銷課。

她也觀察到，外師不會特別教文法，而是注

重口說。過去自己寫作業都是先想好中文再翻

譯成英文，句子像翻譯軟體翻出來般不通順；

現在發現完成作業的時間縮短了，因為她開始

以英文的思考方式去撰寫文章。

CP值高 但要有堅定的意志

陽明高中一年級高靖暄直言，在高中三年多

拿個加拿大的高中畢業文憑，就算未來不出國

念大學，「擺在家裡也好看啊！」畢竟是經過

考試後脫穎而出，「感覺自己還滿厲害的。」

外師的授課風格鮮明，也讓高靖暄有所改變。

她說台灣老師多偏向講解課程，但外師就不一

樣了，他們會花時間回答學生的個別問題，讓

她較敢說出自己的想法，也感到自在。另一個

收穫就是「單字量增加了」，台灣的英文課教

的單字使用率低，常考試後就忘記。雙聯的課

程中有大量英文作業要寫，天天得用到，她形

容，「單字就像從字典上的陌生人變成自己擁有

的東西。」 

她們對學弟妹的建議是：「如果只是玩票性

質，還是不要來吧！」因為這是兩年的長期抗

戰，課業壓力重、閒暇時間少；但學習的成就

感大，適合有自制力，且能做好時間管理的人。

一旦錄取了就要相信自己有能力完成學業，雖

然辛苦，但收穫一定會比預期更多。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English OK》第21 期）

百齡、陽明與明倫高中組成博雅盟，有

多項課程計畫讓三校學生可共同學習。

照
片
提
供  

百
齡
高
中
主
任
邱
淑
娟

\



2019年TOEFL ITP®台灣地區考生成績

統計報告出爐。其中，聽力部分

平均成績為51分，文法結構部分平均成績為47

分，閱讀部分平均成績為48分，總分平均成績

為487分（詳見說明1）。

2019年TOEFL I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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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08.14

另就分項統計內容敘述如下：考生的年齡以15

至17歲最多，比率約占32.6%，18至21歲以上

居次，比率約占22.7%；男女應考人次比例為

0.99 : 1。男性總分平均成績為485分，女性總

分平均成績為489分。詳見以下統計圖表。

圖 1.  2019年TOEFL ITP®應試者平均
成績—依年齡

圖 2.  2019年 TOEFL ITP®應試者平均  
成績—依性別

聽力 文法結構 閱讀 聽力 文法結構 閱讀

圖 3.  2019年 TOEFL ITP®應試者之
年齡比率

圖 4.  2019 年 TOEFL ITP®應試者之
測驗目的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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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分

年齡

25-30歲

22-24歲

18-21歲

15-17歲

14歲以下

31歲以上 54

52

51

50

52

50

48

47

46

45

48

48

48 495

48 499

48 470

46 481

50 493

50 499

6000 100 200 300 400 500 總分

性別

女性

男性

52

51

47

46

48

48

489

485

6000 100 200 300 400 500

自我評量 25.4%

分班需求 24%

課程成果
評估 9.9%

申請交換學生
7.4%

非英語系國家學位
學程 6.5%

英語系國家短
期學程 6.1%

其他 20.7%

15-17歲 32.6%

18-21歲 22.7%

22-24歲
20.2%

25-30歲
8.2%

31歲以上
9.1%

14歲以下
7.1%



總分 百分比%

310~ 0.6%

350~ 8.4%

400~ 20.0%

450~ 29.0%

500~ 24.5%

550~ 12.7%

600~ 4.3%

650~ 0.5%

677 0.0%

總計 100.0%

分數 百分比%

31~ 7.0%

35~ 9.9%

40~ 23.2%

45~ 25.9%

50~ 19.5%

55~ 9.8%

60~ 3.7%

65~ 0.4%

68 0.6%

總計 100.0%

分數 百分比%

31~ 0.3%

35~ 1.6%

40~ 10.8%

45~ 27.9%

50~ 29.8%

55~ 18.4%

60~ 9.1%

65~ 1.4%

68 0.6%

總計 100.0%

分數 百分比%

31~ 3.8%

35~ 9.6%

40~ 19.3%

45~ 23.1%

50~ 24.0%

55~ 13.6%

60~ 5.6%

65~ 0.7%

67 0.4%

總計 100.0%

表 1.  2019年 TOEFL ITP®台灣地區
考生各分數百分比

表 3.  2019年 TOEFL ITP®台灣地區
考生文法結構分數百分比

表 2.  2019年 TOEFL ITP®台灣地區
考生聽力分數百分比

表 4.  2019年 TOEFL ITP®台灣地區
考生閱讀分數百分比

說明：

1.  TOEFL IT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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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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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圖表及資料內容：《2019年 1至 12月台灣地區
TOEFL ITP®公開測驗及企業／校園考統計》（統
計數字不含缺考人數）。

表 5.  2019年 TOEFL ITP®應試者平
均成績

項目 聽力 文法結構 閱讀 總分

最高分 68 68 67 677

最低分 31 31 31 310

平均分 51 47 48 487

11

http://www.toefl.com.tw

統計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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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海外團隊擬定商業方案、越洋至各零售商

總部接取訂單、策畫美國參展活動，現任

職於特力集團國外銷售主管的陳柔家全都經歷

過。攤開她華麗的履歷，先後在台灣、中國大陸、

越南等地工作，不到 30歲就累積豐富海外資歷

的她，其實早在高中就透過國際教育累積走跳世

界的能力，並早早考取 TOEFL iBT®103分，

到美國天普大學取得國際關係學位，站穩海外競

爭實力。

跳脫框架 練就尋找問題的能力

陳柔家將自己出色的職場成就與語言能力歸功

給她在高中階段所受的國際教育，「就讀華盛頓

高中國際部可以說是我人生最大的轉捩點，讓我

有發掘更多可能性的機會。」她說，國際部帶給

她的不僅僅是學術知識上的幫助，還有各種國際

交流的機會，更拓展了她的國際觀，給予她出走

世界的勇氣和決心。

校內的國際課程與台灣傳統的

填鴨式教育不同，不只是單純以

課本上的內容為主。陳柔家以高

中時的必修課Social Science（社

會科學）為例，課堂上的考試會

以申論的方式進行，對於議題如

果沒有全面性了解便容易失分。

像學到工業革命時，絕不能只

記年代，而是應理解其後續可能

帶來的效應等，甚至有時候還需要自己額外查資

料、做研究。此外，老師還會藉由模擬聯合國及

辯論，鼓勵他們針對議題延伸思考，也因而培養

了陳柔家遇事思考的深度及廣度。

國際部全英文授課的模式對陳柔家來說，不單

單只有語言能力的提升，反而令她學會如何以不

同角度看待議題。

以微積分為例，體制內教育勢必會從背誦公式

教起，但當題目轉個彎時，過去的學習方式反而

會成為困住自己的框架。「社會科部分更顯著，

通常我們習慣以亞洲角度切入，卻容易忽略若站

在其他國家的角度思考，反而會有不一樣的立場

與做法。」

陳柔家很感謝高中時所受的國際教育，訓練她

學會批判性思考以及危機處理時的應變能力。她

相信，擁有解決問題的能力固然重要，但訓練自

高中考托福 她征戰海外家具市場
國際課程開啟視野 課堂辯論拓寬思考深度
文／林郁宸　

▓ 
    陳柔家
出生：1991年
現職：特力集團國外銷售主管

經歷： 基勝集團 Patiologic台灣區
銷售主管、越南凱勝家具公

司副理、外貿協會企畫財務

處專員

學歷： 美國天普大學國際關係學
系、台中市私立華盛頓中學

英語程度：TOEFL iBT® 103分

陳柔家認為，要帶領團隊面對各種挑

戰，除了統籌能力，執行力也很關鍵。

照
片
提
供
／
陳
柔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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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福學習

己尋找問題的能力更是關鍵。例如

工作時她必須在開國際會議前先模

擬買方與賣方的角度，讓她練就了

更廣泛的思維模式，也能夠更有自

信地表達自我，不致在與客戶談判

時因對方的討價還價而語塞。

此外，比起許多學生往往到了大學階段才開始

接觸第二外語課程，陳柔家認為，高中階段選修

的西班牙文也很有幫助，尤其對於在國際職場接

觸各國客戶時。「有時工作上會需要與來自墨西

哥、阿根廷或西班牙的客戶開會，溝通上除了英

文，如果再加上西班牙文的輔助，能夠更有效且

更具體的和他們溝通。」

深究國際議題 啟蒙學職涯之路

高中時在一次機緣下，陳柔家代表學校參與國

際外交小尖兵，過程中不僅對於國際議題有所

認識，更了解到外交及國際之間的重要性，也

因而啟蒙她大學選擇就讀國際關係的志願。「我

理解到，如果對各國之間的關係不太了解、不為

自己發聲，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就會顯得相對

薄弱。」

她強調，華盛頓教會她一件很重要的事，那便

是要懂得爭取，不同於過去所受的教育總說應秉

持謙卑、不出風頭的態度行事，而是要適度推

銷自我。「國際部引導我應該要學著行銷自己，

才能創造更多機會。」

高中階段每周一次的上台演說讓陳柔家體會最

深刻，每人都有上台演說 40分鐘的機會，不侷

限內容、可自行選擇任何有興趣的議題。她補

充，由於需針對一項議題做深入的研究，從查找

資料、組織及分析觀點、到準備上台演說的過程

中，不僅提升語言能力，自信心、表達、統籌能

力及國際視野都會有所增長，也是日後成長時最

大的養分。因此她到美國念大學後，主動創辦國

際學生會，為校內較弱勢的國際學生提供學術及

工作上的管道資源，更爭取到阿富汗駐日大使館

實習，逐步朝著自己的國際夢前進。

身為一位銷售主管，陳柔家認為要領在於一定

要很會溝通，且要能主動找有深度的話題與客戶

聊天。「像是在一場商務晚餐的會議上，大家談

論的話題可能是，美國貿易戰打下來後局勢會有

什麼影響？該如何應對？」

陳柔家很感激自己的背景和經歷，促使她能從

容應對國際商業場合，過去培養出的領導統籌能

力、有計畫的執行力，也使得才不到30歲的她，

能夠在現在的工作中自信地帶領團隊迎向各種

挑戰。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English OK》第15 期）

高中階段的國際教育，是陳柔家（中）今日成就的基石，令她十分感激，不時會回

母校向學弟妹分享求學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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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
業自輔仁大學財經法律系的劉慎遠不曾到

海外留學，在學期間就考出 TOEFL iBT®

破百、TOEIC® Listening and Reading Test

與 TOEIC® Speaking and Writing Test雙滿

分的好成績。他傑出的英語能力來自自律的性格

與對英語的興趣，但這並非天生，而是因為一次

挫折與一次叛逆。

自學成興趣 善用APP隨時練英文

劉慎遠的挫折來自國小三年級時，學校課程難

度突然增加，上課時完全聽不懂，媽媽帶他報

名英文補習班。在分班考試中他錯把 son拼成

sun，老師的表情使他大受打擊。自此他跟隨補

習班與學校的進度，英語能力再也不落人後。

叛逆則是他就讀永春高中時，基測考砸，上課

時常不專心。和教英文的導師溝通後，同意讓他

在上課時自行選擇英文素材閱讀。自主的學習方

式非常適合本就喜歡英語的劉慎遠，強化了他對

英語的興趣。他說「永春高中是我英語進步的搖

籃，孕育出我對英語的興趣與能力。」

而後劉慎遠定期閱讀英文報章雜誌，他下

載 APP「牛津英漢辭書」，豐富的單字解釋與

例句在準備大學考試時大有助益。他也會閱讀

BBC、CNN等，高中畢業後則看《紐約客》、

《華盛頓郵報》。此外他還購買「Audm」，這

個APP中匯集《BuzzFeed News》等媒體報導，

每篇文章都會搭配真人朗讀。大量閱讀不僅讓他

考出多益滿分，也吸收了不少新知。

除了興趣，他學英文的動力還有成就感。「我

覺得學英文的好處，不外乎是讓自己很有成就

感。如果學好了，就感覺自己是個有用的人，而

且這種成就感可以持續一輩子。」

不過劉慎遠並不滿足於提升英語能力，大二

他陪朋友報考 TOEFL iBT®，取得

104分的好成績，讓他信心大增。

「有證照在求學就職都會加深面試

官的印象，遇到要使用英語的情況

時會更相信自己的實力。」

大學期間，劉慎遠報名 2019大

專校院英文簡報大賽，在評審面前

侃侃而談，用棒球隊選擇選手時的

依據──球探的評價以及選手的比

賽數據，敘述自己的人格特質與大

學英語帶來成就感 托福破百
APP查單字聽新聞 簡報大賽獲第三名
文、攝影／謝維容

劉慎遠參加辯論比賽，

鍛鍊英語口說與台風。

▓ 
    劉慎遠
出生：1997年
學歷：輔仁大學財經法律學系

經歷： 2019大專校院英文簡報大賽
第三名、輔大國際法研究社

社長，帶隊參加 JESSUP獲
台灣區初賽第四名

英語程度： TOEFL iBT®104分、
TOEIC® (L&R) 990分、
TOEIC® (S&W) Speaking 
200分,Writing 20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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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英語帶來成就感 托福破百
APP查單字聽新聞 簡報大賽獲第三名

托福學習

學經歷，獲得第三名的佳績。他還

擔任國際法研究社社長，帶領團隊

出席傑賽普國際法模擬法庭辯論賽

（Philip C. Jessup International Law 

Moot Court Competition，以下簡稱 JESSUP），

並在去（2019）年參加台灣地區初選，獲得第

四名。

JESSUP不是一般的辯論賽，使用國際法案

例，且全程以英語進行，每年吸引超過 500個

以上的法學院組隊參賽。參賽者須針對模擬的國

際法庭案件撰寫全英文的訴狀，而後進行全英語

辯論。不僅需具備紮實的法律知識、流暢的英語

口說能力，主張的內容也必須條理分明。

憑著毅力與堅持 完成全英語辯論賽

比賽前，身為國際法研究社社長的劉慎遠帶領

團隊反覆模擬比賽情境、撰寫答辯狀、練習辯

論，投入長達半年以上的準備期。靠著優異的英

語能力，他能輕鬆快速瀏覽大量原文資料，準備

講稿時也能清楚表達自己的想法，大大精簡練習

時間。而參賽除了讓他的的英語口說獲得飛躍性

進步，更鍛鍊毅力。

為了準備辯論賽，成員都得犧牲假日休息的時

間討論、反覆模擬比賽情境，低溫的雨天騎著車

到學校接受老師指導。因此比賽初期雖有許多人

參加，但隨著準備工作日益繁重，原本八人的團

隊有一半以上退出。

劉慎遠雖試著邀新的同學加入，可是他形容

「沒有人會想幫自己找麻煩。」他說，「我也曾

在溫暖的被窩中掙扎，我不想做自己十年後會後

悔的事。」最後憑著毅力與決心完成賽程。

參加模擬法庭辯論賽時，劉慎遠把自己當成律

師，盡力為己方辯護，他也把這個技巧運用在英

文簡報大賽中，在台上落落大方展現自我，獲評

審一致肯定。他認為，沈浸在情境中是培養穩健

台風的關鍵，尤其比賽時，台下的評審都是台灣

知名企業的主管，更要做好充足準備，「不要把

自己當學生，而是真的在應徵工作、向面試官推

銷自己的應徵者。」

成為有用的人「Be a useful person」，不僅

是劉慎遠學英語的感觸，也是他的自我期許與

人生目標。「我想為這個社會帶來正向的改變。」

雖然還不確定未來從事的職涯方向，但他想先從

提升自己開始，最後影響世界。他建議學弟妹在

大學四年間「不要做十年後會後悔的事」。他以

自己參加 JESSUP的經驗為例，「想賴床的時

候，先想想 30歲的時候會不會後悔。」只要是對

自己有益的事情就去做，別之後才後悔沒上哪

堂課，沒做哪些事。這四年好好努力，就可以扭

轉你的人生心態與想法。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今周刊《2020前進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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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慎遠（左）用 APP保持學習英
語的習慣，奪得簡報大賽第三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