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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北市政府教育局自 2019年起推動「國際

文憑計畫 2.0」，盡力協助台北市學生在

台取得國際文憑。去（2020）年成功高中、和

平高中與美國矽谷聖馬特奧三學院合作，辦理

美國大學聯盟認證的國際學分課程。學生若通過

TOEFL iBT®測驗 56分的門檻，即可報名修習

國際學分。

三校於 2020年 11月 6日簽訂合作備忘錄，

未來成功高中與和平高中的學生將以線上授課

方式，修習電腦資訊科技、物聯網、商業、環

境科學、職涯規劃等課程，暑假期間則前往美

國修課，並至矽谷高科技產業中心及公司參訪，

同時校方將爭取學生就業實習的機會。

2021年 2月／發行

文／編輯部

北市高中與美國學院辦理國際學分課程

在台接軌全球 先通過TOEFL iBT門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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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此國際學分課程將採全英語授課，必須

通過一定英語門檻，方可報名課程。學生除了

可先修聖馬特奧三學院提供的四周密集英文課

程並完成檢定，也可選擇以其他英語檢定證照

代替。ETS®所設計開發的 TOEFL iBT測驗即

為認可的檢定之一，可檢驗考生在學術領域的

聽說讀寫英語技巧，通過 TOEFL iBT測驗 56

分的門檻，始可報名此國際學分課程。

兩校於今年一月開辦第一學期課程，和平高

中另外邀請 TOEFL iBT臺灣區資源中心忠欣

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技術支援，開設 TOEFL iBT

測驗閱讀與聽力課程，使學生能更順利爭取到

國際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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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確切資訊一律以官網公告為準

TOEFL® Young Students Series

TOEFL Junior ®and

※ TOEFL系列測驗成績可登錄【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習歷程資料庫】，作為學生的多元表現認證之一。

2021 測驗日期公告

TOEFL Young Students Series包含TOEFL Junior與TOEFL Primary測驗，
為國際兒少英語能力評量標準；可依孩子的年齡層、學習階段，

選擇適合的測驗，幫助老師和家長了解孩子的英語能力，引導他們邁向英語學習的下一階段。

www.toefl.com.tw/junior
www.toeflprimary.com.twTOEFL Primary™ Tests

TOEFL Junior® Tests

2020/9/30~
2021/3/16 5/10 台北 桃園 新竹 台中 

台南 高雄 宜蘭 台東4/18
測驗日期 報名期間 成績預寄 考區

TOEFL Junior® Tests TOEFL® Primary™ Te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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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EFL Junior® 臺灣區總代理 忠欣股份有限公司TOEFL® Primary™

TOEFL® Primary™ Te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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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好TOEF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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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政治大學

印度金德爾全球大學 TOEFL iBT 90分

韓國全南大學 TOEFL iBT 80分

瑞典克里斯蒂安斯塔德大學 TOEFL iBT 88分

國立臺灣大學

新加坡國立大學 TOEFL iBT 100分

美國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分校 TOEFL iBT 95分

日本東京大學 TOEFL iBT 90分

國立中央大學

加拿大道格拉斯學院 TOEFL iBT 83分

芬蘭圖爾庫大學 TOEFL iBT 82分

美國夏威夷大學馬諾阿分校 TOEFL iBT 68分或 TOEFL ITP 520分

國立交通大學

德國愛爾朗根紐倫堡大學 TOEFL iBT 95分

芬蘭漢肯經濟學院 TOEFL iBT 87分

法國巴黎第十二大學 TOEFL iBT 87分

淡江大學

澳洲西雪梨大學 TOEFL iBT 82分（L18 R18 S18 W21）

日本立命館亞洲太平洋大學 TOEFL iBT 79分

瑞典斯德哥爾摩大學 TOEFL iBT 79分

國立臺北大學

英國愛丁堡大學 TOEFL iBT 92分

美國加州大學河濱分校 TOEFL iBT 79分或 TOEFL ITP 500分

日本關西學院大學 TOEFL iBT 71分或 TOEFL ITP 500分

實踐大學

法國巴黎藝術學院 TOEFL iBT 92分

墨西哥伊達爾戈州自治大學 TOEFL iBT 79分

美國威斯康辛大學河瀑分校 TOEFL iBT 78分

長榮大學

美國聖道大學 TOEFL iBT 79分

加拿大聖保羅大學 TOEFL iBT 86分

印尼彼得拉大學 TOEFL iBT 65分或 TOEFL ITP 513分

大同大學

澳州紐卡索大學 TOEFL iBT 80分

美國愛荷華州立大學 TOEFL iBT 79分

法國韋恩州立大學 TOEFL iBT 79分

中原大學

韓國崇實大學 TOEFL iBT 79分

美國天普大學 TOEFL iBT 79分

法國 SKEMA商學院 TOEFL iBT 79分

國立高雄大學

馬來西亞馬來亞大學 TOEFL iBT 80分

奧地利北部應用科技大學 TOEFL iBT 78分

韓國加圖立大學 TOEFL iBT 60分或 TOEFL ITP 500分

輔仁大學

德國雷根斯堡大學 TOEFL iBT 85分

澳大利亞聖母大學 TOEFL iBT 84分（L17 R17 S17 W21）

墨西哥安納華克梅亞柏大學 TOEFL iBT 84分

國立中山大學

加拿大維多利亞大學 TOEFL iBT 90分

加拿大渥太華大學 TOEFL iBT 86分（W22）

哥倫比亞拉薩瓦那大學 TOEFL iBT 72分

◎本表僅供參考，正確資訊依各校官網公告為準。

資訊看板

※ 確切資訊一律以官網公告為準

TOEFL® Young Students Series

TOEFL Junior ®and

※ TOEFL系列測驗成績可登錄【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習歷程資料庫】，作為學生的多元表現認證之一。

2021 測驗日期公告

TOEFL Young Students Series包含TOEFL Junior與TOEFL Primary測驗，
為國際兒少英語能力評量標準；可依孩子的年齡層、學習階段，

選擇適合的測驗，幫助老師和家長了解孩子的英語能力，引導他們邁向英語學習的下一階段。

www.toefl.com.tw/junior
www.toeflprimary.com.twTOEFL Primary™ Tests

TOEFL Junior® Tests

2020/9/30~
2021/3/16 5/10 台北 桃園 新竹 台中 

台南 高雄 宜蘭 台東4/18
測驗日期 報名期間 成績預寄 考區

TOEFL Junior® Tests TOEFL® Primary™ Te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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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EFL Junior® 臺灣區總代理 忠欣股份有限公司TOEFL® Primary™

TOEFL® Primary™ Tests



TOEFL Newsletter No.18

4

TOEFL iBT測驗的研發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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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驗考生成績與其他來自同

一國家或說同一語言考生的 TOEFL iBT測驗

成績進行比較。

TOEFL iBT 臺灣區資源中心經 ETS授權許

可，編譯中文版之「2019年度 TOEFL iB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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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至網站查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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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度

TOEFL iBT®測驗暨成績報告摘要（TOEFL iBT® 

Test and Data Summary 2019），此份報告

內容含括 2019年 1月至 12月間所有 TOEFL 

iBT測驗考生的成績表現。其中，台灣考生的

平均總成績為 83分。

依區域分類，台灣 TOEFL iBT測驗考生的

閱讀、聽力分項平均分數均為 22分，口說、寫

作分項平均分數則均為 20分，平均總分為 83

分，根據 ETS「參照 CEFR註等級之 TOEFL 

iBT測驗分數表」，皆相當於CEFR B2等級（高

階級）。

若依照母語分類，母語為中文（Chinese）

的考生之平均總分為 81分，各部分平均成績則

為閱讀 21分、聽力 20分、口說 20分、寫作

20分，皆相當於 CEFR B2等級（高階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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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考生在 TOEFL iBT測驗的閱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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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驗平均分數。

根據不同列表資料，也可看出男性及女性考

生的 TOEFL iBT測驗分數，以及各類考生因

測驗目的不同而表現各有差異。

2019年全球TOEFL iBT測驗成績統計
台灣考生平均成績達CEFR B2等級
整理／編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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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度 TOEFL iBT®測驗暨成績報告
摘要」，請參見：http://www.toefl.com.tw/
iBT/news_iBTreport.j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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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照CEFR等級之TOEFL iBT測驗分數表參照CEFR等級之TOEFL iBT測驗分數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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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報告

由於各國的英語教育外在因素不盡相同，

因此 ETS不為各國考生平均成績進行排名。

TOEFL ITP臺灣區總代理編譯中文版的「2019

年度 TOEFL ITP®測驗暨成績報告摘要」，並

開放於官網供讀者自由下載。欲見更多詳細內

容請至 TOEFL系列測驗官網（http://www.

toefl.com.tw）查詢。如有任何翻譯瑕疵、偏

誤，應以英文原文為準。

美
國教育測驗服務社（Educational Testing 

Service，ETS®）已於日前公布 2019年

TOEFL ITP®測驗暨成績報告摘要（Test and 

Score Data Summary for the TOEFL ITP® 

Test）。內容包括 2019年 1月至 12月間，全

球所有 TOEFL ITP測驗考生的成績分類資訊。

分類的成績數據包括性別、母語別、區域與國

家別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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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6分，聽力部分平

均總分為 49分，文法結構部分則為 46分，

閱讀部分為 48分；全球女性考生總平均成績

則為 463分，聽力部分平均成績為 48分，文

法結構部分則為 45分，閱讀部分為 46分。

TOEFL ITP測驗總成績的計算方式是，三部分

級數之和乘以 10再除以 3而得，最低分至最

高分為 310至 677分。各測驗項目最高及最低

分可見右方表格。

另外，若依不同母語別來看考生的成績表現，

以華語（Mandarin）為母語的考生之 2019年

的 TOEFL ITP測驗平均總分為 491分，其聽

力部分平均成績為 51分，文法結構部分為 48

分，閱讀部分則為 49分。若以不同區域與國家

別來看考生的成績表現，台灣考生 2019年的

TOEFL ITP測驗平均總分為 485分，聽力部

分平均成績為51分，文法結構部分則為46分，

閱讀部分為 48分。

2019年全球TOEFL ITP測驗成績統計
台灣考生總平均成績485分  
整理／編輯部

註：  TOEFL ITP測驗總成績是以聽力、文法結構與閱讀三
部分級數之和×10÷3=實際所得總分，最低至最高
為 310至 677分。

TOEFL ITP各測驗項目最低與最高分及總成績TOEFL ITP各測驗項目最低與最高分及總成績
項目 最低分 最高分

1. 聽力測驗 31 68

2. 文法結構測驗 31 68

3. 閱讀測驗 31 67

總成績 310 677

2019年TOEFL ITP測驗考生分項平均分數及2019年TOEFL ITP測驗考生分項平均分數及
平均總分參考表平均總分參考表

聽力
部分

文法結構
部分

閱讀
部分

平均
總分

男性考生 49 46 49 481

女性考生 49 46 48 474

中文為母語之考生 51 47 49 491

平均成績
考生別

2019年全球TOEFL iBT測驗成績統計
台灣考生平均成績達CEFR B2等級

「2019年度 TOEFL ITP®測驗暨成績報告
摘要」，請參見：http://www.toefl.com.tw/
itp/news_itpreport.j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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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覺英語退步而加入國際學伴組織，是就讀

長榮大學大眾傳播系五年級林品儀的學涯

轉捩點。接待許多國家的留學生、活躍參加校內

各種活動後，如今她擁有跨國文化的交流視野，

不但用 TOEFL ITP®測驗成績爭取到赴法國留

學一年的機會，並且確立自己對於外交領域的興

趣，期待未來成為一名外交尖兵。

從幼兒園開始，林品儀就進入雙語學校就讀，

國小之後持續補習英語。雖然因此打下了良好的

英語基礎，卻也因為填鴨式的教育，讓她討厭

「被逼著念書、為了考試而讀英語」。直到國中

時迷上國外明星，在 YouTube上觀賞脫口秀，

她發現英語其實可以很好玩。「因為想要知道喜

歡的明星、網路影片中的人物在說些什麼，讓我

找到了學習英語的動力。」

多元學習接觸 積極參與活動

林品儀開始將英語與生活興趣結合，想要學習

美妝，就尋找歐美 YouTuber上傳「Get Ready 

with me」類型的影片；想要

聽歌紓壓，也會上網聽歐美流

行樂曲，一兼二顧地慢慢累積

英語實力。擁有豐富 YouTube

觀影經驗的她最推薦「Jenn 

Im」的影片，是少數會打上字

幕的外國 YouTuber，影片中使

用很多美國的通俗用語，還可

以學習生活實用知識。

進入大學後，林品儀發現大眾傳播系會學習新

聞、廣播、電視、廣告、行銷等專業領域，造就

學生有多元專長的優勢。她說，「學得多，未來

的出路比較廣。」

有些領域就算沒有興趣，也因為系上要求必修

而一定要接觸。「像我原本對於行銷無感，但因

為課程，學會撰寫行銷企畫書、參加競賽，漸漸

磨練出行銷能力。」

除了課堂上的學習，她也積極參加各式校內外

活動，包括擔任寒假清寒學生教育營總召集人、

以及「國際周─衣動呈寶活動」的副召集人，邀

請校內來自全球各地的國際學生穿上國家的特色

服裝走秀，推廣校園國際化。她也善用影片製作

專長，參加教育部大專校院學生原住民族文化特

色數位影音競賽（簡稱MATA獎），獲得紀錄

片組佳作。優秀的英語實力更讓她多次擔任大英

國協教育資訊中心（UKEAS）遊學展翻譯員，

還考取會議展覽英文分析師證照。

以TOEFL ITP赴歐交換 為外交目標鋪路
因電影開啟法國夢 接待國際學伴練溝通
文／樊語婕 照片提供／林品儀　

▓   林品儀
出生：1998年
學歷： 長榮大學大眾傳播學系五年級
經歷： 長榮大學國際周副召集人、

2019年教育部 MATA獎紀錄
片組佳作、中央通訊社業務行

銷中心實習生

英語程度：TOEFL ITP 557分

與海外留學生接觸後，林品儀更堅定留學

心意，也想往外交領域發展。



7

http://www.toefl.com.tw

托福學習

由於大傳系應用英語的機會較少，

一段時間後林品儀驚覺自己的英語

能力退步了，於是在大二下學期參

與校內的國際學生學伴組織，協助

坦尚尼亞、捷克、韓國等國的外籍生選課、添購

日用品、融入台灣生活，也墊高自己的英語溝通

實戰力。

對於林品儀來說，英語能力好，讓她能夠輕鬆

自在地與外國人交流、交談，更使履歷增色不

少、帶來了許多機會，也為她爭取到擔任中央通

訊社業務行銷中心實習生的機會。進入職場實習

後，深刻體會到上班族的忙碌。她認為，上班之

後真的很忙，沒有時間進修、考試，要趁著學生

時代多元嘗試，找到自己的熱情所在，更須早點

練好英語、考到相關證照。

如今可流利地與外國人溝通，林品儀自認是因

為學習英語的方式較為生活化，經常接觸脫口秀

與 YouTube影片，因此，與一般台灣學生較擅

長讀寫不同，聽說能力較佳。為了強化自己的讀

寫能力，除了多看英文雜誌、小說，並善用英

漢字典、多鄰國（Duolingo）等 APP，更參加

Lingoda外語馬拉松，多方強化自己的實力。

心懷法國留學夢 二度挑戰TOEFL ITP

林品儀還從小懷抱留學夢想，因為看了電影

《刺蝟的優雅》、閱讀《簡約與優雅：法國女

人的生活美學》而嚮往法國。得知學校有法國

ICES旺代天主教大學交換學生機會、只要成績

達標且通過英語鑑定門檻就可以申請後，她開始

積極準備 TOEFL ITP測驗，以達成學校要求的

550分門檻。

她在去（2020）年兩度報考，一月在沒有準

備的情況下應考，只考到 535分。之後她上網

學習其他考生分享的應考經驗，買《托福紙筆測

驗官方全真試題指南》，勤練試題、強化應考實

戰力。TOEFL測驗的單字十分廣泛，包括天文、

地理、藝術等多元面向，她跟同學相約每天一起

念書背單字，以一天專注在一個領域的一個章

節為目標持續努力。考前一個月更進行模擬考，

了解自己的實力。三月二度報考時，林品儀順利

取得了 557分的成績，拿到法國交換的門票。

林品儀八月赴法國 ICES旺代天主教大學，展

開為期一年的交換學生生活，除了深入法國生

活、學習法文，她也計畫以影片記錄在法期間

的點滴。由於曾經參加MATA獎，製作她深入

屏東排灣族部落，入住頭目家中、參加豐年祭

的紀錄片，再加上國際學生學伴組織的多國交流

經驗，開啟了她對於外交的熱血。明年回國後將

全力衝刺外交部三等特考，或進入外交研究所就

讀，期待成為國家的外交尖兵，為台灣的國際地

位打拚。

林品儀（左）因為想練習英語加入國際學伴組織，不僅語言能力變好，也交到來

自坦尚尼亞的好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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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宜大學以TOEFL預備學生競爭力
培養國際化人才 營造英語環境接軌世界
文／黃筱珮　照片提供／靜宜大學

自
國家發展委員會宣布以 2030年為目標，

預計打造台灣成為雙語國家，不少學校也

跟進推出雙語課程。靜宜大學「超前部署」，

多年來不斷努力提升學生英語力，以培養國際

化人才為教學目標，除國際學院採全英語授課，

也開設多樣化的專業英語課程，為學子打造優

質的雙語環境，鼓勵學生與國際接軌、增加未

來就學、就職的國際移動力。

靜宜大學外語教學中心主任趙毓銓表示，靜

宜大學注重學生的英語力，不只開設多樣課程

提供學習，也深化學生的英語素養，讓學生不

只是注重考試能力，更能與國際議題接軌。

趙毓銓舉例，大一英文必修課程已全面改革，

融入環境、氣候變遷等全球關注議題，學生能

夠開拓國際觀。比如以 2015年聯合國制定的

永續發展目標為課程主軸，除幫助學生強化英

文知識及技能之外，更培養出良好的國際素養，

加深加廣世界公民的態度與價值。

而隨著網路科技、人工智慧的發達，趙毓銓

說，現在職涯環境和以前大不相同，跨國工作

也將成為常態，英語力更形重要，有好的英文

溝通及表達能力，才能因應各項工作的需求。

靜宜大學是 ISEP（International Student 

Exchange Programs，國際學生交換計畫）組

織評選台灣惟二的會員學校，締結 400多所海

外合作學校，校內境外學生超過十分之一，並

榮獲教育部「學海飛颺」、「學海惜珠」、「學

海築夢」及「新南向學海築夢」共四項計畫，

補助總額在全國名列前茅，擁有全國最豐沛的

國際化資源。

引進TOEFL學習課程 幫助學生出國研修

因應全球化趨勢，靜宜大學首創「411出國

遊留學」制度，即四年大學生涯，至少寒暑假

出國遊學一次，並留學當交換生一次。目前全

校超過四分之一學生，有雙聯或三聯學位、海

外實習、參訪交流、參加國際競賽等出國學習

經驗，落實「把世界都當成教室」的理念，學

生只要繳交靜宜學費、膳宿費，即可在研修學

校享免學費與膳宿費的優惠，免除學生出國研

修的經濟負擔。

為了讓學生能具備出國留學的英語能力，趙

毓銓表示，外語教學中心依學生程度和需求規

畫課程。大一英文新生入學施予英語分級能力

經過課業輔導、英語強化營等活動，不少學生順利考取英
語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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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脈動

測驗，比照 CEFR國際語言能力參考標準，分

為B1、B、A2、A1四級，提供適切的學習內容。

凡學生英語能力達 CEFR B1等級，外語教

學中心針對這些英語能力較優生提供菁英英語

課程，為六學分課程，以 TOEFL®系列測驗驗

內容為授課主軸，搭配 Criterion®線上寫作系

統供練習使用，提升學生的英語檢定能力，讓

學生可以達到 411出國研修的目標。

趙毓銓進一步說明，獲選進入菁英英語課程

就讀的學員，除可優先選擇姊妹校交換生名額

外，並能優先評選獲得獎學金補助，且如通過

TOEFL ITP®測驗成績達到 500分以上者，更

能獲得全額測驗報名費補助。為提升全國大專

校院學生的英語檢定實力，靜宜大學外語教學

中心也提供課後以及暑假期間免費的英語檢定

學習課程，包括 TOEIC®以及 TOEFL iBT®課

程，校內外學生皆可報名，共同增進英語力。

多元英語環境 開展寬廣國際視野

趙毓銓表示，靜宜大學落實英語學習不間斷

的理念，依照學生程度及其自我英語學習課程

規畫多元發展，大一學生在既定正課外，另階

段性搭配不同目標配套的活動、課程與學習資

源，例如多元文化英語角、跨文化交流國際角、

一對一助教課業輔導等，幫助學生激發潛能，

逐步成就自我英文學習歷程。

在每年暑假期間，靜宜大學外語教學中心也

開設「新生英語強化營」，利用新生入學前進

行為期十天、共計 86小時的密集英語能力訓練

課程，讓大學新鮮人體驗全英語授課環境、小

組團隊合作與大學團體住宿生活等，培養學生

自主學習態度，期能透過密集課程安排與校特

色課程規畫，以提升自我英語力與專業度。

趙毓銓分享，透過新生英語強化營完成全方

面訓練，加強英語檢定練習與應考實力，通過

靜宜大學校訂英語能力畢業門檻，提升英語口

說能力，經十天密集訓練一次達到雙證照目標

因應未來就業需求，2019年參加新生英語強化

營後，通過 TOEIC測驗的學生高達 61%。

趙毓銓表示，靜宜大學致力培養學生成為具

有競爭力的國際人才，也吸引海外各國學生就

讀，目前校內國際生超過全校學生的一成，使

靜宜具備「國際化校園」優勢，也透過產、官、

學資源合作，提供學生前往中南美洲、杜拜等

地區進行企業實習的機會，為學生開展寬廣的

國際視野。

靜宜大學每年辦理新生英語強化營，提升學生的英語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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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入資訊科技 創造多變有趣的英語課 
運用TOEFL測驗情境 學習素養力
文、攝影／張秋蓮

隨
著資訊科技時代來臨，數位工具大幅影響

每個人的生活，而懂得善用這些工具，已

成為這個時代不可或缺的關鍵能力。在學校課

堂上，每天面對一群被稱作「數位原住民」的

學生，其實老師可以試著將數位工具融入教學，

不僅能讓英文課變好玩，也能有效提高學生的

學習興趣。

將資訊科技融入教學，是近年相當流行的課

堂互動模式。透過各式各樣的線上工具，老師

不但能隨心所欲設計合適的英語學習課程，也

能透過帶領學生使用新的學習工具，在學習英

文的過程中，同時培養學生跨領域的素養能力。

為了幫助老師掌握資訊科技融入教學的概念、

學習快速融入課堂的數位教學工具，英語教師

聯誼會去（2020）年 12月舉辦「運用資訊科

技融入英語課程設計」研習工作坊，邀請到專

長為跨領域特色課程設計、多元選修課程設計

的台北市西松高中老師黃加明，運用 10種以上

的教學工具，循序漸進帶領學員從頭發想，設

計課程並實際體驗教學工具，感受數位工具結

合英語學習的魅力及趣味。

黃加明先以去年 11月微軟大中華區總裁柯睿

杰（Alain Crozier）與台灣、中國兩地師生直

播對談的一席話開場。柯睿杰發現許多學生雖

然身處數位時代，面對鏡頭時卻往往不知道要

說什麼，表達力與視訊會議主持力明顯不足。

由此可知，當資訊科技已完全融入生活之際，
課堂上老師分組腦力激盪，於九宮格填入數位工具進行課程
設計。

數位工具的使用能力，等同於學生素養力的展

現，這時老師便可透過課程設計，帶領學生一

起探索學習。

活用數位工具 讓英文變好玩

在逐一介紹多種熱門的數位教學工具之前，

黃加明以幽默口吻說，「現在的高中生都是數

位原住民，如果老師不會用，不就被看低了

嗎？」藉此表明資訊科技之於教學的重要性。

他指出，所有數位工具的操作使用，自己也是

從零開始自學，較少接觸數位工具教學法的老

師完全不必擔心。

他先拋出一個九宮格課程設計的互動引導題，

讓現場老師透過分組腦力激盪，「若想將資訊

科技融入教學，哪些工具是我可以使用融入課

堂的？」引導老師先設計一個英語教學主題，

再搭配合適的工具。例如，有一組老師發想出

照
片
提
供  

忠
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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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論壇

英文閱讀學習，透過 Google Slides發派學生

作業，再上傳給老師。

黃加明進一步解釋透過數位工具指派學生作

業、即時查驗學習成果的做法。他分享，老師

可將 TOEFL ITP®、TOEFL Junior®測驗中的

閱讀題作為文本，搭配 Google語音輸入、學習

吧智慧語音辨識等數位語音錄製工具，讓學生

錄製並上傳朗讀內容。在這個過程中，不僅能

培養學生的聽力、閱讀和口說能力，同時也累

積跨領域、跨學科的素養能力。

接著，他整合分享數位工具融入教學的優點。

首先，是有利於分組作業時的「共編」（共同

編輯）功能，如 Google Slides、Google Docs

皆有此功能。他強調，以往的分組作業，老師

時常無法得知每位學生的投入程度，但開啟記

名的共編功能之後，每一位學生的足跡紀錄便

一清二楚，而老師也可隨時進入添加註解、追

蹤修訂，方便師生同步線上作業。

其次，數位工具也可為課堂創造師生互動的

趣味性。如教學活動平台 Nearpod，就是最近

十分火紅的教學工具之一，透過線上互動教學，

學生輸入老師給予的學習碼之後，便可多人即

時參與單字填空等小遊戲，提高學生的參與度

與學習興趣。

黃加明強調，這個優點在於讓學生從情境中

學習，甚至激起學生的鬥志。像是「學習吧」

線上學習平台，於 2019年首創 AI語音辨識學

語文功能，他就曾於課堂上，讓學生進行口說

輸入的評分測試，當學生獲得低分，便會燃起

鬥志加強英語口說，直到獲得高分為止。他笑

說這個方法很有用，因為沒有人想要拿低分。

創造學習任務 一舉二得增進英語力

黃加明最後強調，面對琳瑯滿目的數位工具，

如何聚焦、巧妙融入並設計出適合學生的課程

形式才是重點。他知道很多老師聽到資訊科技

會害怕，因為不常接觸，但只要願意嘗試，就

會多一些武器、工具，發現原來英語課可以這

麼多變、有趣。

宜蘭中道高中英語教師張汶婷已擁有超過

10年的教學資歷，她坦言自己很少使用數位

工具教學，經過這堂課，她對於「學習吧」、

Google Slides、Google Docs都很感興趣，尤

其共編功能更是讓她躍躍欲試，以前都不知道

有這個功能，真的很方便。此外，她也對於口

語輸入即時產出回饋的功能印象深刻，意識到

透過科技工具輔助，確實有助於學生的口說訓

練，她笑著說自己要先趕快體驗摸索再置入課

堂引導學生使用。

西松高中老師黃加明以Google 
Slides、Google Docs 為例，
說明如何融入課堂讓分組學生
進行共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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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
讀宜蘭大學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碩士班二

年級的湯士昕，是班上唯一一個申請至美

國密西根大學迪爾伯恩（Dearborn）分校修讀

雙聯學位的學生，他已於去（2020）年修完所

有學分，待論文完成後就能成為跨國雙碩士。

雙聯學制是指在指定時間內分別完成國內、國

外簽有合作協定的學程之後，就能同時獲得兩

校學歷證書的學位制度。

找到自學模式 累積英語力

想出國修讀雙聯學位，不僅學業成績要達標，

英語更是必備能力。湯士昕從小就沐浴在英語

學習的環境裡，父母的身教與英語教材輔助在

潛移默化下讓他慢慢對英語產生興趣，也就此

開啟一段自我探索的過程。他不僅喜歡學校的

英文課，也找到一套自學模式：從興趣出發。

首先，湯士昕透過觀看大量外國影集、YouTube

影片練習英語聽力，同時因為喜歡玩遊戲，他

也熱衷於追蹤外國遊戲玩家的攻略解說。經過

一段時間的累積，他發現自己的英語聽力突飛

猛進，而且各種口音都不怕。回想起這段經歷，

他笑著說：「聽久了，自然就會了。」

其次，他也發揮運動方面的興趣，抓緊機會

練習自己的英語口說力。湯士昕相當熱愛運動，

平日喜歡打網球、也十分關注運動賽事；因此，

他主動爭取於 2017年台北世大運擔任游泳比

賽的計時助理、翻譯員，與不同國籍的外國人

面對面交流，為自己創造一堂超實用的校外英

語課。

透過自學、主動創造機會，湯士昕培養了良

好的英語聽力與口說力。然而一路以來看似順

遂的英語學習歷程，卻在大三那年，迎來人生

中第一次的「卡關」。

在父母的鼓勵下，他決定申請雙聯學制，不

但能擁有出國留學的體驗，還能一次獲得雙學

歷。常見的雙聯學制有 2+2

學士、3+2學碩士、1+1碩

士等合作模式，湯士昕原

先想跟大部分同學一樣選

擇 3+2學碩士的雙聯學位，

沒 想 到 攤 開 GPA（Grade 

Point Average）成績檢查

申請資格，赫然發現自己差

0.2分，在資格不符的情況

下，他決定先暫停腳步充實

克服英語關卡 實現出國留學夢
凡事主動出擊 他成為班上唯一雙聯學制生
文／張秋蓮　照片提供／湯士昕

湯士昕平日喜歡打網球，還曾參加系際

盃網球比賽。

▓ 
   湯士昕
出生：1996年
學歷： 國立宜蘭大學機械與機電工

程學系碩士班二年級、美國

密西根大學迪爾伯恩分校雙

聯學制碩士生

經歷： 2017年台北世大運游泳比賽
計時助理、翻譯員

英語程度： TOEIC (L&R) 865分、
TOEFL iBT 86分



13

http://www.toefl.com.tw

克服英語關卡 實現出國留學夢
凡事主動出擊 他成為班上唯一雙聯學制生

托福學習

自我，轉而將目標放在研究所，再申請 1+1碩

士的雙聯學位。

雖然具備英語聽力、口說力基礎，湯士昕很

快發現若想符合雙聯學位的申請資格，就必須

系統性地加強學術英語能力，光憑過去的累積

是不夠的。於是他自發性擔任學校英語課助教，

一做就是三年，希望能全面性提升英語力。

此外，他也擔任英文助教藉此拉近跟英語老

師之間的距離、私下商請老師指正他的英文寫

作。經過三年的時間，他發現當英文助教不僅

可以練習英文寫作能力，還能賺零用錢，一舉

兩得。

培養勇於發現、解決問題的好習慣　

湯士昕不僅如願考上心目中理想的研究所，

也順利達到 GPA 3.0、TOEFL iBT®測驗 84

分的 1+1碩士雙聯學位申請資格。然而，符合

雙聯學位的資格條件之後，繁複的申請程序、

如何完成修讀計畫又是一個難題。作為班上唯

一一個計畫出國念雙聯學位的人，在沒有前例

可循的情況下，他只能主動發問、查找相關資

料，一切靠自己。

他開始積極上網找資訊、看評論，甚至摸透

美國學校的畢業規則。他發現，美國密西根大

學碩士班規定畢業需修滿 30學分，而每學期上

限是九學分，一年三個學期最多 27學分，如何

利用一年的時間修滿 30學分？所幸他找到「學

分轉移」的方法，確定方法可行之後，他先在

台灣預修學分，再將學分移轉至美國，補足畢

業所需的學分差額，讓自己只花一年就完成美

國碩士班課程。

在美國密西根大學迪爾伯恩分校的碩士班教

室裡，來自美國、印度、中國、韓國等地的學

生齊聚一堂，其中更有八成是上班族，分別來

自福特、UPS、通力等公司。除了老師，這些

同學擁有的豐富經驗跟技術知識，也讓他樂於

主動交流、增廣見聞。

身為一個即將完成雙聯學位的過來人，湯士

昕鼓勵學弟妹一定要養成凡事預作準備、主動

解決問題的習慣。

在台灣，要訓練自己成為「不怕問」的學生，

到了國外更要學會「怎麼問」。他提醒，不要

用台灣人的想法問問題，問題要愈明確愈好，

老師都很樂意回答；出國前有任何問題可善用

Skype，若需要發信，「請在當地的上班時間

寄信」。他笑說，否則可能沒有人會理你。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English OK》第23 期）

湯士昕（左）於 2017年台北世大
運擔任游泳比賽計時助理、翻譯

員，藉此磨練英語口說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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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典文學入課堂 累積閱讀素養 
讀古典文本也能準備大考TOEFL
文、攝影／謝維容

歐
美的經典文學《安妮日記》、《傲慢與偏

見》、《大亨小傳》因屢屢改編為電影、

影集、電視劇，在世界各地廣為流傳，成為台

灣人也熟知的文學作品，也有不少教科書將這

些文本納入英文課本中。但是這些經典作品，

無論用詞行文、故事背景、人物行為，台灣學

生並不熟悉，教師該如何活用精彩的文學文本，

帶給學生不一樣的教學體驗呢？

台東大學兼任講師游明哲，有國高中與大學

教學經驗，他發現運用經典文學不但能達成教

學目標，還能帶給學生英語之外的收穫。因此

英語教師聯誼會去（2020）年 11月邀請游明

哲分享如何以經典文學的豐富內涵，提升學生

閱讀能力，甚至以此準備學測、指考的英文閱

讀題組、TOEFL®系列測驗等英語考試。

無論是補習班、國中、高中或大學教師，都

有以經典文學當課文或補充閱讀的教學經驗。

不過教師也反應，文學作品的用詞艱深、文法

複雜是教學上的難題，學生在領略文學之美前，

不一定有足夠的語言能力看懂內容。且文學主

題複雜，如《大亨小傳》以 1920年代的紐約

為背景進行社會批判，國中生就不一定能掌握。

對此游明哲表示，「為什麼教英美文學？因

為它好用。」經典文學大多沒有版權問題，且

由於改編素材眾多，教師很容易找到補充資訊。

「但是作品和學生的距離很遠，如何拉近文本

和學生的距離，就是課程設計的重點。」
與會教師彼此分享經典文學教學經驗，發現多數人都曾使用
經典文本，卻多遇到學生看不懂、沒有興趣等問題。

雖然文學作品的主題複雜，但經常不離角色

互動與人際關係。游明哲以英國 19世紀的小說

《傲慢與偏見》為例，在愛情、婚姻等小說主

題前，他帶學生計算未婚男主角的家產，順便

教 inflation通貨膨脹、labour earning階級

收入級距等單字。算出來發現男主角至少有新

台幣三億的資產，再問學生「這種黃金單身漢

妳嫁不嫁？」以此討論適婚年齡女主角與男主

角的互動，使學生對角色產生投入感。

把文本拉到當代 建立學生與作品連結

游明哲進一步解釋，「學生面對經典文學，

最常見的反應是『內容用不到、考試不考』，

但閱讀經典文學，對準備閱讀測驗很有利，而

且學測指考、TOEFL這類英檢都會考閱讀。」

因此他建議使用經典文學時，先不要講單字或

文法，從故事下手。「不要把文本放在遠古的

定位，把文本拉到現代。」撇除歷史背景、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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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論壇

角色互動的情境帶到現代，讓學生快速掌握角

色心理、行動依據，建立學生與文本內容的關

係，學生對文本產生興趣，就有閱讀動力。

即使經典文學的文本原文非英語，也因作品

受各國喜愛、有多種不同翻譯版本，教師能選

擇優秀的英語譯本當素材。不需拘泥於作品原

文，而是以文本是否適合補充教學為選擇依據。

教希臘神話時，他請學生挑一個希臘主神拍

廣告、設計廣告腳本，學生讓海神波賽頓賣海

鮮：「fresh seafood all you can eat」；讓

宇宙之王、雷神宙斯駕駛電動車：「endless 

power」。學生為了設計出更貼近主神形象的

台詞，會主動查單字，產生對英語的興趣。

從主題選文法 跟名作家學單字

文學也能豐富課程內容，讓學生覺得枯燥的

文法與單字，變得饒富趣味。文學作品字字珠

璣，作家多會慎選用詞塑造角色形象，游明哲

建議教師在閱讀文本的過程中與學生討論動詞、

形容詞、副詞等，並解釋單字在句中應用時產

生的效果。

游明哲舉例，《大亨小傳》中男主角 Gatsby

與女主角 Daisy分手、前往外地打仗；隨後

Daisy嫁給擁有龐大家產的Tom。書中以「Tom 

Buchanan of Chicago swept in and stole 

her away」描述 Tom向 Daisy求婚的過程。

游明哲就要學生討論句中「stole」一字，包括：

這個動詞給人什麼感覺？這句話會讓人對 Tom

有什麼樣的印象？若要把 Tom翻轉成英雄形象

的角色，又該換用什麼單字？

在文法方面，游明哲則推薦以文本主題，篩

選對應的文法。比如安妮‧法蘭克的自傳《安

妮日記》講二戰時猶太人被壓迫的經歷，文中

有豐富的被動語態，適合拿來上被動式。法國

小說《小王子》以成長為主題，有許多「如果

我長大」的句子，則能當作假設語氣的教材。

游明哲強調，「文學不只是人類的精神糧食，

它也可以非常接地氣、非常實際。」教師若能

成功建立學生與作品的連結，文學作品在課堂

中的應用，其實非常多樣且有趣。

麗山高中英文科教師袁正玉表示，她對游明

哲以文學作品教文法單字的方法印象深刻，也

認為將故事拉到現代的做法，會讓學生「回來

看文章時更有感」。任職補教業的錢老師則笑

說，以前教《傲慢與偏見》多以女主角的觀點

切入，「我從沒想過可以從男主角是黃金單身

漢這點，建立學生與作品的連結。」

游明哲以《小王子》為例，
說明經典文學也能用來教
單字和文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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