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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ETS®公布「2020年度 TOEFL ITP®

測驗暨成績報告摘要（Test and Score 

Data Summary for the TOEFL ITP®  Test: 

2020 Test Data）」。內容包括 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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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表分別呈現考生

的聽力、文法結構、閱讀平均分數及平均總分。

以華語為母語考生平均總分514分

根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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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5分，聽力部分平均

總分為 49分，文法結構部分為 46分，閱讀部

分為48分；全球女性考生總平均成績為456分，

聽力部分平均成績為 48分，文法結構部分則為

文／編輯部

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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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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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EFL 

ITP測驗平均總分為 514分，其聽力部分平均

成績為 54分，文法結構部分則為 49分，閱讀

部分則為 51分。若以不同區域與國家別來看考

生的成績表現，台灣考生的 TOEFL ITP測驗平

均總分為 48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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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分。

整份報告所含括的區域與國家分類包括：非、

美、亞、歐、中東／北非、太平洋地區等六大

台灣考生總平均成績480分
2020年全球TOEFL ITP ®測驗成績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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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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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中的相關資

料內容，僅可用於將 TOEFL IT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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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P測驗

成績比較。此處所說的比較是一種參

考概念，不需過度解讀。

三大項目 評量考生英語理解力

TOEFL ITP測驗主要評量考生對學

術英語的理解程度，測驗結果可作為

能力分班，以及課程學習成果評量。聽力測驗

評量考生對學術情境口說英語的理解程度，考

生需先聽一段錄音內容後，再回答所聽到的問

題。錄音內容包含口語表達的典型語言特徵。

所問的問題包含詢問內容主旨、重要細節，以

及某些明確或隱含的資訊。

文法結構測驗評量考生對於標準的書面英

語句型結構正確與否的判斷能力。針對文法題

（Structure）部分，考生需先讀一段句子，再

選出能使該句子文法正確的選項。至於文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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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TOEFL ITP測驗考生分項平均分數及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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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均註

總分

男性考生 49 46 48 475

女性考生 48 44 46 456

華語為母語之考生 54 49 51 514

平均成績
考生別

註：  表中平均總分並非來自聽力、文法及閱讀等單項分數
的總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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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ritten Expression）部分，考生需由句子

中的畫線部分選出錯誤的單字或片語，測驗內

容則是以一般學術主題為主。閱讀測驗評量考

生對英文學術文章的閱讀理解能力，文章的主

題和複雜性與一般的學術教科書相似。考生需

閱讀數篇內容包含各類型學術主題的文章，再

回答與文章有關的問題，問題都是從文中已陳

述或隱含的資訊而來，以及透過文章中特定單

字所代表的意義出題。

TOEFL ITP測驗考生不須具備特定學科知

識，所有問題都能根據題目內容來作答。測驗

主要是評量考生的英語整體使用能力，此一能

力的進步必須經過長時間的練習與學習。

為服務台灣區各級學校團體、考生及一般社

會大眾，TOEFL ITP臺灣區總代理忠欣公司編

譯中文版的「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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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EFL ITP測驗藉由聽力、文法結構、閱讀三大測驗項目評量考生對英語的
理解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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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報告

日
前ETS®公布「2020 年度 TOEFL iBT®

測驗暨成績報告摘要（Test and Score 

Data Summary for TOEFL iBT® Tests）」，

內容含括 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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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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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說平

均分數則均為 20分、寫作分項平均分數則為

21分，平均總分為 8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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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分，各部分平均成績分

別為閱讀 23分、聽力 22分、口說 21分、寫

作 21分對照右表可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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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測驗目的不同

而表現各有差異。

2020年全球TOEFL iBT ®測驗成績統計
台灣考生聽說讀寫平均成績達CEFR 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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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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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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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每周投入英語學習的時間也不同，並且參加

測驗的考生成績並不能完全代表一個國家或特

定族群所有英語使用者的英語程度。

因此報告中相關資料內容，僅可用於將

TOEFL iBT測驗考生成績與來自同一國家或者

是說同一語言考生的 TOEFL iBT測驗成績進

行比較。

TOEFL iBT臺灣區資源中心 忠欣股份有限

公司經 ETS授權許可，編譯中文版之「2020

年度 TOEFL iBT ®測驗暨成績報告摘要」，供

讀者下載參閱。欲見更多詳細內容，請至網站

查詢（http://www.toefl.com.tw/）。如有任

何翻譯瑕疵、偏誤，應以英文原文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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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年來隨著雙語教育盛行，出國留學也成為

許多學生及家長，在規畫未來學涯時重要

的一環，而許多學成歸國的學生都發現，台灣

與國外學生最大的不同，就是缺少批判性思維。

因此，英語教師聯誼會在 2021年 10月 23

日，邀請ETS® 認證 TOEFL iBT® 測驗專業發

展工作坊講師范雅筑以「拓展國際視野──開

一堂培養批判性思維的閱讀課」為題，舉行線

上工作坊，邀請國高中老師學習如何藉由英語

閱讀培養學生的批判性思維能力，並分享可以

帶到課堂中讓學生實際操作、練習的活動設計、

模板與學習單等素材。

運用「放聲思考」 了解學生理解程度

范雅筑解釋，批判性思維指的是要讓學生

清楚而且具體地知道，思考的範圍是哪裡到哪

裡、要做什麼，才能夠聚焦思考，而要做到這

一點，就是要「learning visible、thinking 

visible」。安靜的閱讀課堂上，老師常常不知

道學生到底有沒有在思考，或者思考了什麼，

這時候就必須利用一些教學技巧讓學生「放聲

思考」。例如，教學生將學習歷程表現在學習

單上，以圖表或文字的方式，讓老師透過活動

的產出了解學生的理解程度和學習成果。

因此在活動進行前，老師可以用小活動或

目標點出，從這個活動可以學習到哪些能力，

形成學生參與活動的動機與目標，開啟自主學

習能力。例如，先讓學生知道今天這堂課要學

「cause and effect」的文章結構，學生在活

動的過程中，就會不斷地尋找文章中哪裡有用

到這種組織結構方式，思考要如何尋找、分析

文章的結構，這就是批判性思維能力的養成過

程，一旦學生意識到了，就容易內化成習慣。

范雅筑運用 KWL 閱讀策略：K（What I 

know）、W（What I want to know）、L（What 

I learned）三個步驟，首先了解參與講座老師

的先備知識，以及老師想學習到哪些東西，她

也推薦參與老師將上述策略，運用在課堂中。

為了讓老師用結構性的方式，引導學生英語

閱讀，范雅筑推薦選用學術文章。這類文章邏

輯清晰、架構明確，非常適合用來訓練學生的

文章組織和推論能力。她提醒，學術文章中的

學術情境並不局限於學校，只要有結構性、系

統性地闡述一件事情的報導或文章，都可以列

為學術文章，包含新聞報導或公告訊息等。

融入TOEFL ITP®測驗 培養批判性思維
師生共構互動 訓練推論及結構分析
文／黃家麗　

在英語閱讀中培養批判性思考，能幫助學生釐清學習的目標
與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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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論壇

其中，TOEFL ITP ®閱

讀測驗中的文章，段落較

短、問題更細緻，更能放

大並幫助老師清楚掌握學

生的閱讀理解情形，作為

培養批判性思維能力的練習文章，再適合不過。

因此，范雅筑就以 TOEFL ITP閱讀測驗中的文

章，讓參與老師實際操作，訓練英語閱讀的推

論、組織分析的兩大重點能力，讓老師能輕鬆

套用在課堂中。

此外，在養成批判性思維的過程中，學生也

同時要具備在推論能力和文章的組織分析能力。

范雅筑建議，訓練學生的推論能力時，可先提

供學習單要學生將文章段落中的代名詞標出來，

推導出推論文章中的代名詞指稱，判斷單複數、

性別，還要運用上下文的概念，前後語意推敲，

導出推論文章中的代名詞指稱，如果前後句所

提供的資訊不夠充足，就引導學生找更遠的句

子，直到推論出來。

加入學習單和圖表 強化與文字的連結

范雅筑也在講座中示範文章組織分析能力

的教學方式。老師可以先提供數篇文章讓學

生閱讀，再給文氏圖（Venn Diagram）、

組織結構圖（Organizational Chart）、魚

骨圖（Cause-and-Effect Chart）、時間軸

（Timeline）等圖表工具，並簡要說明各個圖

表如何對應不同的文章結構。舉例來說，當發

現文章內容是在比較兩個觀念或理論，就可以

用文氏圖圖表分析其異同。

使用 Organizational Chart時，則需列出

主旨（main idea）和支持細節（supporting 

detail），學生分析文章結構後，必須摘要出重

點填寫於圖表中，雖然不要求寫出完整的長句，

但是抓住重點、理解前後文意、熟悉句型及片

語用法等的摘要能力，同時是閱讀與寫作上重

要的能力。學生之間比較筆記差異、分享成果

的過程中，又會有更多想法被激盪、延伸出來

討論。而且，最後產出的圖表不管是作為真實

性評量，或是由小組評量轉為個人的總結性評

量，都有助於檢視學生的學習歷程。

這個過程對於不善用文字思考的圖像式思考

學生特別有幫助，可以加強他們對文字的連結，

進而深入理解及思考。最後再透過小組討論，

降低活動難度、就算學生的英語程度不夠好，

還是能輕鬆操作完成。范雅筑強調，教學並不

是個人秀，而是師生共同架構的過程，「看到

學生一筆一畫所產出的作品，比起展現教學技

巧，更讓我感動。」她鼓勵老師可以運用學習

單及圖表工具，增加師生間的互動，架構出學

生批判性思維的能力。

講座一開始，范雅筑透過KWL閱讀策略中的K（What I know）了解參與老師的先備知識。

融入TOEFL ITP®測驗 培養批判性思維
師生共構互動 訓練推論及結構分析

照
片
提
供  

范
雅
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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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入TOEFL®系列測驗 訓練判讀能力
大同高中國際英語專班 培養語言人才
文／程芷盈　照片提供／大同高中

配
合 108課綱核心素養，培育學生能將知

識運用在生活中，實現自我探索、終身學

習等目標，創立英語專班、密集課程、營隊活

動等成為高中英語教學新趨勢，期望讓學習更

貼近生活，培養能使用全球語言溝通的人才。

全英語授課 培養獨立思考的能力

因應新趨勢，臺北市立大同高中在校長莊智

鈞及家長會熱烈支持下，於去年（2021）開設

「TOEFL ITP國際移動力英語專班」，搭配專

業外籍教師授課，並輔以 TOEFL®測驗教材，

累積學生英語實力。

為同步提升國中部學生英語能力，校方也專

為七、八年級學生開設「TOEFL Junior國際

移動力英語專班」，中師以雙語教學授課，讓

英語能力不足的學生也能漸進式習慣英語環境，

提早培養語言競爭力。

教務處教務組組長葉怡君表示，「國際移動

力英語專班」的課程宗旨緊扣校方致力培養學生

具備成為未來領袖與社會菁英的 5C重要核心能

力：文化理解（Culture Understanding）、

創意力（Creativity）、批判性思考（Critical 

Thinking）、合作（Collaboration）、溝通力

（Communication）。透過課程設計與教學方

式，訓練學生具備獨立思考、判斷的能力。

老師會根據 TOEFL教材的主題，引導學生探

索課文內容，詢問學生的意見與看法，提供學生

自我思考的機會，培養他們判讀資訊的基礎能

力，讓英語學習不再只是單向式教學，為了考試

而上課。

葉怡君分享，老師在課堂中會詢問學生「針對

這個議題，你會如何處理？」將問題拋給學生，

以互動式學習方式，快速加強英語聽說實力，也

讓學生逐漸養成「思考、思辨」的能力，符合

108課綱宗旨「學習不再只是應付考試，而是

可以運用於生活各方面的能力」。

除了課程設計，葉怡君強調「成立這堂課程

的初衷是希望學生可以獲得證照，證明自己的

英語能力。」

她表示，過去曾邀請外籍老師到校舉辦英文

營，期望增進學生英語聽說能力，但因缺乏「取

得證照」的明確目標，學生找不到學習的意義，

學習成效落差大。有了前車之鑑，「國際移動
去年五月疫情擴大，課程以線上方式進行，以緊密的互動式
教學，鼓勵學生表達意見，教學成效不受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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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英語專班」招生時，以「獲得

國際英文檢定」的目標做為吸引

學生的主要誘因，因此報名熱

烈，迅速額滿。

國際英文檢定 為學習歷程檔案增色

葉怡君表示，TOEFL ITP ®測驗的證書在國

際上具有公信力，可為高中學生的學習歷程檔案

添色，學生也可依據檢測結果，了解個人英語程

度及學習狀況，為未來的英語學習路程設定更明

確的目標，「有個進步的方向在前方，學生是看

得到的。」她肯定測驗的成效與影響力。

高中部三年級學生許程翔分享，當初因受「獲

取證照」的吸引，以及課程標榜全英語授課而

報名；相較一般傳統英語課較制式化的教學方

式，外籍教師更注重聽說能力，不僅課文內容，

還會從文章及議題延伸相關問題，鼓勵學生思

考，脫離寫題目對答案的填鴨式授課模式，教

師會搭配生活化的情境，帶領學生學英語，也

透過分享自己國家或歐洲當地的風土民情，拉

近學生與國際之間的距離。

許程翔指出，「聽力上的進步尤其明顯」。

外籍老師是荷蘭人，口音也非他從小習慣的美

式口音，「但接受不同口音，比在家裡看英文

影集還有效」。老師的語速一開始也是讓他較

難適應，但逐漸習慣後，就可以慢慢接受，到

後來暑假他自行報名TOEIC®聽力與閱讀測驗，

還認為聽力題目有點慢。一個學期累積下來，

他不僅聽力能力大幅提升，自己對英文也更加

有信心。

近三個月的學習，許程翔成功考取具國際認

證的 CEFR B1等級成績，對自己英語能力的

進步十分有感，更感謝課程豐富的內容讓他在

短期內快速增強英語實力。身為 108課綱第一

屆學生的他認為，「這些證照對學習歷程檔案

有幫助，因為英文是很重要的科目，若擁有別

人所沒有的經歷，能為學習歷程大大加分。」

課程六月結束後，國、高中部英語專班分別

以 TOEFL Junior®測驗、TOEFL ITP®測驗檢

測成效，因受疫情影響，八月時採用遠端線上

考的方式進行。

國中部九年級的龔世安表示，這是他第一次

參加國際認證的英語測驗，並且以遠端線上版的

方式檢測，「在家考試，不用熟悉環境，較無壓

力。」他說上完十堂課後不僅字彙量大增，考後

對自己的英語能力也更有自信，還獲得 TOEFL 

Junior測驗銀色證書，驗收英語專班的學習成

果，也證明自己的英語實力。他推薦家中環境許

可的學生可參與學校團體報名並線上應試。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English OK》第30 期）

大同高中國際移動力英語專班以外師授課，課程強調訓練學生思考能力，符合 108
課綱核心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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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iterion®

TOEFL® Practice Online (TPO™)

TOEFL® Primary™ English Learning Center
TOEFL Junior® English Learning Center

ETS提供多元的線上學習產品，
滿足不同英語程度、各年齡的學習需求

TPO Criterion
TOEFL Primary

English Learning Center
TOEFL Junior

English Learning Center

正在準備TOEFL iBT測
驗的準考生
想要知道自己在TOEFL 
iBT測驗的程度

正在準備各式英文寫作
測驗的學習者
想 要 訓 練 寫 作 邏 輯、
提升寫作能力

適合8歲以上學習者
著重加強閱讀、聽力與
口說能力。

適合11歲以上學習者
著 重 加 強 閱 讀、聽 力、
口說與寫作能力。

聽力、閱讀、
口說、寫作

適用
對象

訓練
項目

聽力、閱讀、
口說、寫作聽力、閱讀、口說寫作

官方線上學習產品

由ＥＴＳ研發的線上英語學習平台，分別為TOEFL Primary測驗和TOEFL Junior
測驗的年輕學習者所設計，提供生動的互動式練習，寓教於樂，幫助學生找到
學習動機，輕鬆加強英語，是教師提升教學成效的新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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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江國際中小學將英語融入學科
TOEFL®系列測驗 推動雙語教育的得力助手
文／羅思雅 照片提供／鹿江國際中小學

走
進彰化鹿江國際中小學校園，映入眼簾的

除了占地近七公頃，綠意盎然的寬闊校景

外，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那宛如鹿港老街般的

紅磚校舍與斜屋頂建築，獨樹一格的設計風格，

讓鹿江中小學從創校之初就獲得有「工程界奧

斯卡獎」之稱的公共工程金質獎。不只校園建

築別具特色，鹿江更是彰化縣第一所公辦公營

的實驗學校，校方期盼透過跳脫傳統教育框架

來激發孩子天賦，培養帶得走的能力，幫助每

位學生成為獨一無二的自己。

幫助學生融會貫通英語聽說讀寫能力

「鹿江中小學以傳藝傳承、雙語教育、科技

展能、國際教育為辦學四大核心，藉此設計出

具有鹿港文化特色的跨領域主題課程。」校長

黃俊偉一語道出鹿江的教育理念，由於學校位

於歷史悠久的鹿港小鎮，因此如何結合在地文

史優勢與特色來傳承鹿港美好的傳統文化，一

直是教育團隊重要的核心理念。

此外校方也透過教學模組設計，培養學生具

備基礎能力與人文等素養，並藉由雙語教育與

現代科技等跨域實作課程，以「做中學」的方

式協助學生接軌世界、擴展國際視野，以體現

108課綱精神、邁向 2030雙語國家之路。

為此，學生從七年級就開始進行在地探索課

程，並結合雙語教育訓練獨立思考與實作能力。

黃俊偉表示，學校目前聘任三位外籍老師，學

生每周十堂英文課中，就有三堂是由外師授課，

藉由全英語教學方式，不只為學生打造情境化

的英語學習環境，更能透過外師之眼引領孩子

看見不一樣的異國觀點與教育風景。

教導主任李亞珊認為，國中英語教學不需要

很難，但要能活用，因此鹿江的本國籍各科教

師會與外師共同備課、協同教學，思考如何透

過生活經驗的融合與課程模組設計，幫助學生

融會貫通英語聽說讀寫能力，塑造一個自然學

英語的環境。

結合時事設計主題課程，學生在實作過程中激發主動學習
的能力。

▓    鹿江國際中小學
雙語學科： 國、英、數、自、社等學科，以延伸議題的

方式雙語教學

教學模式： 外師與本國籍老師共同備課、協同教學；聘
有三位外師

課程特色： 傳藝傳承、雙語教育、科技展能、國際教育
能力培養： 美感創造力、溝通表達力、思辨精進力、人

際合作力、數位科技力、全球競合力

評量方式： 英語實作與口說、作品成果展示、TOEFL系
列測驗

課綱核心素養：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校園脈動

Criterion®

TOEFL® Practice Online (TPO™)

TOEFL® Primary™ English Learning Center
TOEFL Junior® English Learning Center

ETS提供多元的線上學習產品，
滿足不同英語程度、各年齡的學習需求

TPO Criterion
TOEFL Primary

English Learning Center
TOEFL Junior

English Learning Center

正在準備TOEFL iBT測
驗的準考生
想要知道自己在TOEFL 
iBT測驗的程度

正在準備各式英文寫作
測驗的學習者
想 要 訓 練 寫 作 邏 輯、
提升寫作能力

適合8歲以上學習者
著重加強閱讀、聽力與
口說能力。

適合11歲以上學習者
著 重 加 強 閱 讀、聽 力、
口說與寫作能力。

聽力、閱讀、
口說、寫作

適用
對象

訓練
項目

聽力、閱讀、
口說、寫作聽力、閱讀、口說寫作

官方線上學習產品

由ＥＴＳ研發的線上英語學習平台，分別為TOEFL Primary測驗和TOEFL Junior
測驗的年輕學習者所設計，提供生動的互動式練習，寓教於樂，幫助學生找到
學習動機，輕鬆加強英語，是教師提升教學成效的新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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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本國籍與外籍教師就以知名國定古蹟

「鹿港龍山寺」為主角，不只設計出「祥獸秘

密」、「藻井科學」、「建築結構」、「與神同行」

等多元主題，攜手研發課程內容，還運用 VR

實境科技拍攝影片，讓學生戴上 VR眼鏡探索

躍然紙上的龍山寺之美，藉此認識鹿港在地信

仰文化。

不只培養學生世界觀 也點燃學習動機

外師還會引領學生進行「不同宗教文化的思

辨」，像是希臘與台灣都是屬於多神信仰，在

台灣每逢考試會去拜文昌帝君，而希臘則是以

雅典娜作為智慧之神；並在課堂上介紹復活節

的由來，帶領學生找蛋、彩繪蛋，利用東西方

信仰的比較來達到國際連結。

也有外師重視對社會議題的探討，會帶著七

年級生探究海洋保育課題、引導八年級生思考 

風電科技議題，從課堂討論與對話，激盪學生

的多元觀點。李亞珊笑著說，有時外師也會發

想創新課題，學校必須即時反應、提供所需素

材。像是有外師希望讓學生在課堂上檢測土壤

的酸鹼值，校方得知後就趕緊通知總務處提供

園藝資源，並結合自然科老師來進行跨領域教

學，讓雙語教育可以對應到國文、數學、自然、

社會等學科，使學習更加全面。

除了從在地文化出發的龍山寺主題課程外，

英語科教師李瀅涓表示，重視國際教育的鹿江

團隊也融合時事設計「擁抱奧運」主題課程，

藉由「模擬奧委會」的分組實作，讓學生從代

表國家的角度發想，如何爭取到奧運主辦權。

透過這樣的學習歷程，也讓學生在培養世界

觀的同時，進一步點燃學習動機。校方談到，

當各組學生在台上報告時，坐在台下的老師和

其他學生會一起透過電腦投票，不只能展現師

生共同參與評分的民主精神，成果發表更會促

進見賢思齊、自主學習的正面成效。

學生陳芊蓉的分組是以法國巴黎為代表，為

獲得奧委會青睞，她和另外兩位夥伴分工合作

努力尋找資料，從巴黎的歷史、地理位置、資

源等面向切入來介紹，並拍攝英語影片加以行

銷。多管齊下的方式讓他們獲得全校第三名，

攝
影  

羅
思
雅

\

鹿江國際中小學以主題式雙語教育，培養學生跨文化思維及素養整合能力。（左起：英語科教師李瀅涓、教導主任李亞珊、校長黃俊
偉、學生黃品彥、陳芊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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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從中學到許多運動相關的專業英語詞彙。更

重要的是，藉由實作過程也激發他們主動學習

的能力。

陳芊蓉認為，鹿江的雙語教育並非只是打開

課本教文法、單字，而是將課程結合眾多國際

議題，讓她愈來愈熱愛閱讀國際新聞，針對自

己感興趣的議題也會再瀏覽 BBC等國外媒體報

導，並加入自身想法，藉此掌握國際動態。

特色主題課程理解多元文化思維

這樣的成長也顯露在學生黃品彥的自信臉龐

上。還是國中生但說起話來落落大方的他談到，

「鹿江不是只有在英語課才學英語，而是將英

語融入各個學科中」。藉由學校主題課程的帶

領，也讓他更加喜歡英語，不只學到如何用英

文搜尋資料、整合資訊，還學會不少抑揚頓挫

的英語口說技巧，分組作業的方式也培養他團

隊合作能力。

對此，李瀅涓表示，對鹿江老師而言，「英

語不單是語言工具，也是引領孩子認識這個世

界與理解多元文化的思維模式。」以這學期為

例，就是以 TED Talk為主題，透過影片來引

導學生有所思、有所得。

除了課程創新有特色，鹿江也依照學生年級

來結合 TOEFL®系列測驗進行評量，七年級新

生考 TOEFL® PrimaryTM 測驗 Step 1、八年

級考 TOEFL Primary 測驗 Step 2、九年級考

TOEFL Junior®測驗，藉此了解學生的學習程

度。李亞珊表示，國中部學生在就讀鹿江的三

年期間，平均會進行四次 TOEFL系列測驗，

透過評量結果也讓校方了解到鹿江學生普遍是

英語聽力比閱讀能力來得好。

此外，隨著未來愈來愈多屆學生參加 TOEFL

系列測驗，校方希望可以逐漸將評量結果歸納

整理成可以和國中會考成績相互對照的統計資

料庫，讓 TOEFL系列測驗可以發揮更好的效

益，進而達到因材施教、適性學習的成效，成

為校方推動雙語教育的得力助手。

對此，家長會會長陳志昇也談到，當時家人

在討論是否要讓孩子去讀鹿江時，心裡其實有

些舉棋不定，畢竟這是一所新創立的公辦公營

實驗學校，在無法得知過往教學評價的情況下，

難免有些疑慮。但隨著時間日積月累下來，他

看見孩子的蛻變，尤其是孩子每天放學後回來

開心分享上課收穫的神情，更讓他確定當初的

選擇沒有錯。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English OK》第27 期）

鹿江國際中小學將國際議題融入課程，讓學生分組討論、蒐集資料、展示作品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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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家菘
出生：2003年
學校： 臺北醫學大學藥學系一年級
英語程度： TOEIC® Listening and Reading 

Test 845分、TOEFL ITP® Tests 
603分

競賽參與： 高三參加新北數理及資訊學科
能力競賽（地球科學科）佳作

英
文對你來說扮演什麼樣的角色呢？去年

（2021）畢業於板橋高中的張家菘認為，

英語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工具，多學一種語言就

可以看到更廣大的世界。

張家菘高三就考取 TOEIC® Listening & 

Reading Test 845分以及 TOEFL ITP ® Test 

603分，優秀的英語成績背後，也曾經因為看不

懂雜誌上的單字備感挫折。然而，現在英語不僅

是他上網獲取最新資訊的實用工具，TOEIC、

TOEFL®測驗雙證照也幫助他在大學申請入學

面試時抓住教授的目光，順利錄取臺北醫學大學

藥學系。

獲取知識 用英語無往不利

雖然台灣主要以中文為溝通語言，但是張家菘

認為，日常生活中仍需要有第二個語言來輔助，

他舉例說明，自己好幾次在火車站遇到外國人問

路，這時如果可以用英語應答，就可以多幫助一

個人。

英語也是張家菘拓展知識量的好幫手，他分

享，在網路上獲取知識或尋找答案時，有些資料

都是用英文呈現，「如果我多學會一種語言，我

的資訊量就會是別人的好幾倍。」張家菘舉例，

自己曾經為了買一款尚未在台灣上市的藍芽耳機

而上網找資訊，他透過國外的 YouTube開箱影

片提前了解該款耳機的規格與使用心得，在沒有

任何中文資源可參考的情況下，會英語就能觸及

更龐大的世界。

張家菘小時候就讀雙語幼稚園，學習英語對他

來說已經成為習慣，但之所以能持之以恆，靠的

是好奇心與挫折感兩大動力。他說明，看到一個

不會的單字，就會想要把它學會，了解這篇文章

在說什麼，而有時候一整篇英文文章有很多單字

看不懂時就會產生挫折感。

剛上高中時，因為國中與高中英文詞彙量的落

差，他幾乎看不懂整本英文雜誌，但挫折反而成

為驅動力，他會抄下所有不認識的單字並背完。

他堅定地說，「不會的就把它學會，會了就是你

自己的， 別人也拿不走。」對於

英語的閱讀，他也建議，看到陌

生單字時不要急著查字典，先從

文章脈絡猜測大概的意思後再查

詢字義，印象會更深刻。

在學習英語的過程中，張家菘

也養成自己的一套觀念，他說學

習的發展性要從點、線延伸到面。

點線面學習法 學英語更扎實
TOEFL ITP ®測驗助攻 他錄取理想校系
文／楊旻蓁 照片提供／張家菘

▓ 

張家菘不僅對英文學習有一套方法，也熱衷於

分享天文知識。



13

http://www.toefl.com.tw

托福學習

點就是單字，線就是句

子，面是文章，從每一個

小點建構出單字基礎後，

往後的學習才能穩固又踏

實。他會利用通勤到學校半小時的時間，每天

背下 20個單字，並且運用同義詞的聯想，當背

到某個單字時，就回想列出有相同意思的單字，

加深記憶力。

平時他也看 TED Talk影片精進英語聽力與口

說，他強調記住發音的重要性。一來是熟悉發

音之後就能較快反應出聽到的單字是什麼意思；

此外，熟悉外國人常用的連音也可以幫助自己多

記下幾組片語，增加腦海中的英文資料庫。

雙證照加持 他讓教授留下印象

張家菘認為，不要害怕開口說英文才能不斷進

步，很多人因為害怕自己文法上的錯誤而不敢開

口，「但試想我們平常聽外國人說中文時，儘管

口音用語不協調我們還是會覺得可愛」，張家菘

以這樣的角度思考，就算自己開口說錯也不再感

到恐懼了。

除了出色的英文表現，張家菘也透過社團活動

豐富高中生活。他擔任天文社的社長兼教學，過

去曾與其他學校一起籌備社團寒訓到玉山塔塔

加進行觀測訓練，初次看到沒有光害的星空讓他

印象極為深刻；也曾和同學早起殺到嘉義觀看日

環蝕，親身體會天體的轉動變化。

熱衷於天文學的他，更在師長的鼓勵下於高三

參加新北數理及資訊學科能力競賽（地球科學

科），獲得佳作。

去年大學個人申請入學，張家菘申請了臺北醫

學大學與中國醫藥大學兩所學校的藥學系。北

醫藥學系面試一開始，教授就請他用英語自我

介紹，張家菘不僅能夠侃侃而談，還能用英語回

覆問題，雖然有些醫學專有名詞太過艱深，讓他

用部分中文回答，但自信的口條也加深教授對

他的印象，尤其當教授看到履歷表上 TOEIC、

TOEFL測驗雙證照成績後，更肯定他優秀的英

語能力。

另一方面，在面試中國醫藥大學藥學系時，張

家菘也因為流利的英語口說與臨場反應，受到教

授的稱讚。兩次的個人申請面試經驗，使得張家

菘的英文能力備受肯定，並且讓教授眼睛為之一

亮，他也認為 TOEIC、TOEFL測驗雙證照可

以為備審資料與面試加分。

「用自己的能力製造話題展現優勢。」良好的

英語能力讓張家菘獲得理想科系的入場券，他鼓

勵學弟妹，面對很難的科目不要害怕，只要努力

去讀就能收獲甜美的果實。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English OK》第28 期）

身為天文社的社長兼教學，張家菘（中）經常帶領社團參與各項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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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育慧
出生：1998年
現職：兒童美語教師

學歷：靜宜大學食品營養學系

英語程度： TOEIC ® Listening and 
Reading Test 650 分、
TOEFL ITP ® Tests 513分

從
小受家庭觀念影響，將「出國生活」設定

成未來必體驗與經歷之事，畢業自靜宜大

學的郭育慧從小就專注「把英文底子打好」，學

前就開始接觸英語繪本，就學後則會與母親一起

討論合適的英語課外讀物。

由於小時候打下扎實的基礎，郭育慧國小與國

中階段英語表現都不錯，但到了高中，英語難度

增加許多，加上少有機會與外國人互動，她開始

對聽力和口說感到吃力。當時為了專心一致準備

學測，首先加強的是聽力和閱讀能力，口說能力

則是維持基本日常會話程度而已，高中時一直沒

有機會提升口語表達能力，因此較無法用英語進

行更深入的討論、對話。

備妥英語檢定 如願申請交換

準備學測需大幅增加單字量，郭育慧把單字抄

寫在小冊子上隨身背誦，並搜尋哪些大學有較完

善的出國交換機制。她發現靜宜大學有很完整的

交換生獎學金制度，便選擇自己感興趣的學系，

進入靜宜大學食品營養學系就讀。

大學期間，郭育慧積極補強中學時鬆懈

的英語聽力和口說能力，她會利用每日通

勤時間收聽 BBC的「六分鐘英語」（6 

Minute English），從基礎版開始練習，

再逐漸選聽進階版；同時，她也在大一積

極參加校內英語學習社團，創造與外籍教

師對話的機會。

除了抓緊課餘時間補英語進度，郭育慧也充

分利用學校提供的學習機會。靜宜大學開設

TOEIC® 測驗、TOEFL® 測驗等英語檢定相關

課程，參與學生的成績若達到學校標準，校方會

全額負擔考試費用。為了在未來申請交換學校時

有多一點選擇，郭育慧每項測驗都參加，並藉此

了解各測驗的題型、訓練快速擷取重點的能力及

熟悉不同腔調的英語。「為了免報名費，怎麼樣

都得撐下去。」從小的英語底子加上大學積極參

加英語社團、報考各類英語檢定，讓她如願在大

四時獲得至美國賓州印第安納大學交換的機會。

擁有TOEFL ITP ® 測驗 513分的好成績，

讓郭育慧如願申請到國外當交換生。她認為，

TOEFL ITP測驗報名費不高，可透過備考過程

了解自己的聽讀能力；且許多歐美學校都接受以

TOEFL ITP測驗成績申請入學，是大學期間值

得投資的一項國際英語能力檢定。

為了準備 TOEFL ITP測驗，她除了晚間參

加學校英語社團，回家仍繼續下功夫，像是收

聽 CNN接觸國際新聞，聽英語廣播訓練多元

擁TOEFL ITP ®測驗好成績 她圓夢出國
多元管道累積英語力 充實自己抓住機會
文／蘇怡和　照片提供／郭育慧

▓ 

長期累積英語力、積極準備英語檢定，

讓郭育慧順利出國當交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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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聽力，以及追蹤 Instagram中一些英語

學習相關的帳號，包含加強分辨易混淆單字的

「eisland.tw」、主題式介紹慣用語並檢視文法

理解的「doo.english」、每天早晚各提供五個

單字擴大單字量的「english.ig_」等，都有助

於提升英語力。

勇敢開口說 從錯誤中學習

在美國印第安納大學交換的半年期間，郭育慧

選修了多樣化的課程，包括Ceramics「陶藝」、

Human Anatomy「人體解剖學」、Growth 

and development: typical and atypical「特

殊兒童教育」及 Sound design「音效設計」，

每堂課都很精彩，讓她直說交換時間太短了，未

來一定要再找機會到國外生活。

然而交換初期，課堂中的專有名詞常讓她產生

語言障礙，要跟上進度相當吃力，不過她也因

此更認識自己，「雖然我的口音不好、字彙量不

夠，但我很敢聊，錯了就錯了，靠硬聊和肢體動

作還是能讓對方理解。」

初次以全英語簡報時，郭育慧發現自己的口說

進步很多，「臉皮要厚一點，如果怕說錯就會

錯過很多機會，而且錯誤永遠都存在。」她分

享積極和外國人對話的好

處，就是對方會幫你修正

錯誤用法，甚至建議更合

適的詞語。但前提是要先

input提升自我的英文能力，再 output檢視過

去所學是否能有效吸收並加以運用。

作為一名海外交換生，與同學的課餘互動更是

難忘的觀察體驗。譬如她發覺印度朋友特別健談

熱情、日本朋友因為口音緣故，常必須透過打字

筆談；而外國足球風氣盛，所以課後大家經常聚

在一起踢球，就連在場邊看得血脈賁張的她也加

入，「結果第一次踢就帶傷下場，但為了拉近彼

此距離，還是強迫自己融入。」沒想到最後她也

踢出興趣，享受運動的樂趣。

擁有英語檢定考試與國際交流的經驗，郭育慧

建議未來有意爭取跨國多元學習機會的學生，平

時可多累積英語實力，即便近期受疫情影響暫時

無法出國，仍可透過聽廣播、看影集、追蹤英語

學習社群平台等方式自我精進，最重要的是可利

用在台灣期間先參加英語檢定考試，只要取得漂

亮的分數，未來就有更多國外學校可選擇。

郭育慧目前在台灣擔任兒童美語老師，仍一如

既往的持續自我學習，不只是英語教學技能，還

結合對教育的理解和對孩子的敏感度，她希望塑

造一個讓小朋友在學習第二語言路上不感到挫

折的環境，引導學生輕鬆學習。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English OK》第27 期）

利用課餘時間與國際生進行交流，讓郭育慧的英語口說能力大幅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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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學 名 稱 交 換 學 校 語 言 標 準

國立臺灣大學

加拿大多倫多大學 TOEFL iBT ® 89分（L20 R20 S20 W22）

里約熱內盧天主教大學 TOEFL iBT 79分

日本一橋大學 TOEFL iBT 79分

國立政治大學

瑞典哈爾姆斯塔德大學 TOEFL iBT 90分

加拿大卡爾頓大學 TOEFL iBT 86分（L20 S20 W22）

冰島大學 TOEFL iBT 79分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土耳其薩班哲大學 TOEFL iBT 80分或 TOEFL ITP ® 550分

法國昂傑大學 TOEFL iBT 80分或 TOEFL ITP 550分

日本立命館亞洲太平洋大學 TOEFL iBT 79分

國立清華大學

瑞典隆德大學 TOEFL iBT 90分

美國石溪大學 TOEFL iBT 80分

韓國漢陽大學 TOEFL iBT 79分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芬蘭阿爾托大學 TOEFL iBT 92分

日本名古屋大學 TOEFL iBT 79分

布拉格捷克理工大學 TOEFL iBT 72分

國立中山大學

比利時根特大學 TOEFL iBT 90分

加拿大渥太華大學 TOEFL iBT 86分（W22）

澳洲拉籌伯大學 TOEFL iBT 64分（L12 R13 S18 W21）

國立中正大學

韓國慶熙大學 TOEFL iBT 82分

香港教育大學 TOEFL iBT 80分

俄羅斯國立資訊科技機械與光學大學 TOEFL iBT 72分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挪威科技大學 TOEFL iBT 90分

捷克奧斯特拉瓦大學 TOEFL iBT 72分

波莫納加州州立理工大學 TOEFL iBT 71分

世新大學

美國朱尼亞塔大學 TOEFL iBT 80分

韓國成均館大學 TOEFL iBT 80分

美國威斯康辛大學雷河分校 TOEFL iBT 78分

淡江大學

澳洲昆士蘭理工大學 TOEFL iBT 79分（L16 R16 S18 W21）

美國加州州立大學長堤分校 TOEFL iBT 78分

法國巴黎大學 TOEFL iBT 72分

輔仁大學

荷蘭方堤斯應用科技大學 TOEFL iBT 80分

美國匹茲堡州立大學 TOEFL iBT 79分（L15 R15 S15 W15）

墨西哥蒙特雷大學 TOEFL iBT 79分

中原大學

法國雷恩商學院 TOEFL iBT 80分

韓國中央大學 TOEFL iBT 71分

美國夏威夷州立大學希羅校區 TOEFL iBT 61分

東海大學

日本關西外國語大學 TOEFL iBT 80分

美國天普大學 TOEFL iBT 79分

德國明斯特大學 TOEFL iBT 76分

備好TOEFL®測驗成績 海外交換啟程 
大學生申請國際交換學校語言程度需求選例

◎本表僅供參考，正確性依各校官網公告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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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驗日期公告

2022

測驗日期 報名期間 應考資訊查詢 網路查詢成績

5/1 即日起至 3/29 4/28 5/20-6/2

測驗日期 報名期間 應考資訊查詢 網路查詢成績

5/1 即日起至 3/29 4/28 5/2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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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 2021/12/15-2022/1/18 2/17 3/14-3/27

5/29   1/19-4/26 5/26 6/20-7/3

7/31   4/27-6/28 7/28 8/19-9/1

備戰TOEFL系列測驗 先掌握聽力與閱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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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評估兒童英語聽讀能力 幫孩子贏在起跑點

主辦單位：忠欣股份有限公司

TOEFL Taiwan
官方粉絲團www.toefl.com.tw

考TOEFL®系列測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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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Tests 

TOEFL Junior®  Tests 

TOEFL®  Primary™ Test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