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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州科技大學中州科技大學中州科技大學中州科技大學英語英語英語英語文文文文教育教育教育教育政策政策政策政策白皮書白皮書白皮書白皮書 

一一一一、、、、    前言前言前言前言（（（（背景說明背景說明背景說明背景說明））））                                     2010/11/30 

 

目前全世界非英語系國家逐漸將英語視為第二語言(ESL：English as Second Language)，

而非傳統所謂的外語(EFL：English as Foreign Language)。隨著英語文全球化的發展英語更發

展為國際語言(EIL：English as International Language)，英語文能力已成為國際職場必要的工

具。為了提高台灣在全球化衝擊下的國際競爭力，使本校學生在畢業後能以英語做為與全世

界接軌的重要工具。更為配合技職教育發展目標及社會職場需求，提供培育實用外語之專業

人才的教育環境，期符合本校中長程發展計畫的目標，特訂定本校英語文教育政策白皮書。 

多年來，業界對於技職院校學生常有的刻板印象是：技能有餘而人文素養不足，其英文

能力更是明顯落後於一般大學生。技職院校學生實具有發展成為國家工商產業專才的潛力，

然而目前技專校院學生的英語能力顯然比一般大學弱，似乎無法跟上國內產業界追求全球化

及國際化的腳步。因此，本校為因應此一強大世界潮流的衝擊及強烈的社會需求，深覺強化

本校學生之英語能力以至刻不容緩的地步。 

本校通識中心以目標導向目標導向目標導向目標導向與能力指標能力指標能力指標能力指標的英語教育模式擬訂外語教學策略，以教學目標、

課程設計、及設計合適教材相互輔助配合，再訂定合理的教學目標，強調教材與教法與日常

生活與職場需求相互呼應結合。此目標導向可使教學者及學習者了解三個目標：(1)可掌握教

學目標，規劃合適課程內容，訂定學習成效及英檢能力指標。(2)可激發學生學習動機以完成

學習目標，最後達到通過英檢測驗的目標。(3)結合英語教學理論與實務，來規劃實用之課程。

期使學生於畢業時能具備以下適合世界潮流與社會職場需求的英語能力： 

(一)在一般社交場合及工作場所能以淺簡英語溝通表達的能力。 

(二)可閱讀理解不同主題之簡易文章及工作場所文件及說明書之職場能力。 

(三)能以英語開啟發展認識世界之多元文化能力。 

(四)畢業後具備有效自主學習英語或其它外語能力。 

簡言之，本校英語文教育政策為使符合校務發展及國家社會需要，並發展本校辦學特色，

配合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目標在培養學生具有「基本英語知識及一般溝通應用能力、並開

拓學生國際觀、世界觀、及終身自主學習英語」之能力。以實現優質學府的願景，並朝向卓

越科技大學邁進。 

 

二二二二、、、、現況分析現況分析現況分析現況分析（（（（校務發展校務發展校務發展校務發展、、、、學生程度學生程度學生程度學生程度）））） 

(一) 學生英文程度普遍低落： 

 本校從96 學年(2007年)開始實施英語能力測驗，目前以全民英檢初級聽讀模擬測驗

成績做為分級編班上課的依據  (99學年將討論是否改採用公信力較高之測驗如

TOEIC Bridge)。多年測驗結果顯示，本校學生英語文基本能力普遍低落。就以本校

96~97 學年學生為例，一年級一年級一年級一年級新生英語文能力在歐盟共同架構CEF A2級以上聽力測

驗通過率介於6.15%  與7.20%之間，閱讀測驗通過率介於0.69%與2.07%之間。二年二年二年二年

級級級級生在歐盟共同架構CEF A2級以上聽力測驗通過率介於7.42%  與11.62%之間，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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讀測驗通過率介於1.41%與3.05%之間。結果顯示本校學生之英語文基本能力明顯偏

低。參考數據如下表。 

 

(表1) 

96-97學年度大一新生大一新生大一新生大一新生模擬全民英檢之聽力及閱讀平均成績表 

學 年 度 96 下 97 上 97 下 

項 目 別 分數 及格% 分數 及格% 分數 及格% 

聽力平均 52.70 6.15% 

(44/715) 

51.31 6.41% 

(51/795) 

53.23 7.20% 

(59/819) 

閱讀平均 35.74 0.69% 

(5/715) 

35.09 1.88% 

(15/795) 

34.91 2.07% 

(17/819) 

平均 44.22  43.2  44.07  

 

(表2) 

96-97學年度大二學生大二學生大二學生大二學生模擬全民英檢之聽力及閱讀平均成績表 

學 年 度 96 下 97 上 97 下 

項 目 別 分數 及格% 分數 及格% 分數 及格% 

聽力平均 54.08 

 

7.42% 

(42/566) 

53.12 8.46% 

(58/685) 

38.81 11.62% 

(76/654) 

閱讀平均 38.35 1.41% 

(8/566) 

35.37 1.6% 

(11/685) 

36.91 3.05% 

(20/654) 

平均 46.21  44.24  37.86  

 

(表3) 

全球英檢測驗成績分析統計表 

學年度 95上 96 下 97上 97下 98上 98下下下下 平均平均平均平均 

通過/報名人數 13/238 11/79 4/18 6/11 77/129 229/791  

A1通過率 5.46% 13.92% 22.22% 54.55% 59.69% 28.95% 30.8% 

通過/報名人數 32/174 2/66 4/15 7/34 6/32 15/47  

A2通過率 18.39% 3.03% 26.67% 20.59% 18.75% 31.91% 19.89% 

 

 

 

 

 

 



 3 

 (表4) 

至98下全校日四技及日二技通過英檢證照人數(證照處資料) 

年度 95年 96年 97年 98年 目前全校通過 報考通過率 

CEF A1 4 21 8 303 336 30.8% 

CEF A2 7 34 11 19 71 19.89% 

小計 11 55 19 322 407 24.91% 

(本校於實施英檢初期為鼓勵同學參與，提高報考率，增強同學信心故採全球英檢測驗) 

(二) 學生學習英語文動機及興趣薄弱。 

 技專院校大多數學生的數理英文學業成績欠佳，更欠缺學好英文的自信心，導致學

習動機薄弱，學習績效不彰。在英語文學習上又將英文視為一門學科(subject)或為營

養學分，而非可實際用於與人溝通的語言工具 (tool)。加之，有些教材之學習內容常

見只是演練僵硬的文法或生字，實在難以培養學生對英語文的學習興趣，且學習評

量的方式又太枯燥僵化，導致學生容易喪失學習的動力，更難以培養學生良好的溝通
與表達能力。 

(三) 培養學生具備最基本的外語能力，適切地彰顯其專業技能，為本校發展的首要任務。

本校於 97學年度制定英文能力檢定證照審核作業規定。旨在使本校日間部學生於畢

業前，英語能力要達到一定程度以增強其英語基本能力，更要在畢業前取得最基本畢業前取得最基本畢業前取得最基本畢業前取得最基本

的英語能力證照的英語能力證照的英語能力證照的英語能力證照，以提高其職場競爭力。 

 

三三三三、、、、工作目標工作目標工作目標工作目標（（（（設定短設定短設定短設定短、、、、中中中中、、、、長期任務長期任務長期任務長期任務）））） 

(一) 建立畢業門檻英文能力英檢要求，確保進階及補救教學之效果提升全校英文證照通

過率。(98學年完成修改) 

1. 本校於97學年度已定英語能力畢業門檻規定，其中規定凡97學年後入學之學生

於畢業時均要達到本校最基本之英檢英文能力。於98年修訂標準為等同於

CEF-A1級之聽讀能力(對照表如下)。99年修訂學生該具有之綜合語言能力之門

檻為等同於多益普級TOEIC Bridge 92-132分)(1)能理解有關身邊人、事、物的常

用語句（如談論自己與家人、工作、上街購物等）。(2)能就例行或熟悉事物與

人溝通、交換簡單資訊。(3)能用簡單語句描述個人出生背景、週遭環境、以及

日常生活起居等。 

  學生於四年內結合主軸課程、網路學習平台、進階及補救教學課程，學校

逐步營造有效、活潑、多元的英語學習環境，以提昇本校學生英語聽說讀寫各

方面的能力。依目前本校學生之素質暫定目標為目標為目標為目標為每年每年每年每年達到達到達到達到等同等同等同等同CEF-A1級人數以級人數以級人數以級人數以

10%成長成長成長成長，，，，A2級人數以級人數以級人數以級人數以10%成長成長成長成長。。。。量化指標如下表量化指標如下表量化指標如下表量化指標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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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度量化指標 

指標名稱 
目前人數 

98學年 

目標值 

99學年 

目標值 

100學年 

目標值 

101學年 

目標值 

102學年 

目標值 

103學年 

A1 303 333人 366人 403人 443人 487人 英語檢

定 A2 19 21人 23人 25人 28人 31人 

補救教學 3班 3班 3班 3班 3班 3班 

進階課程 3班 3班 3班 3班 3班 3班 

 

2. 修改中州科技大學英文能力檢定獎勵要點，通過 A2級者給予獎勵金一千元，

通過 B1級者給予獎勵金參千元，以提高學生報考意願及獎勵通過英檢測驗的

學生。(98學年完成修改) 

3. 針對學生需求改進補救教學課程，教師依學習者需求設計規劃符合其能力的外

語學習目標，以求有效提升外語能力及學習信心。(98學年每年實施) 

4. 加強課外自主性學習機會，優質多元化語言學習環境，建構語言學習互動平台

與語言自學區，並提供語言學習者新穎適時的語言學習軟硬體設備。(99學年逐

年增加 20%) 

5. 英檢工具、測驗種類多元化。 

(二) 提高外語能力，確保英語文教學品質，增加職場英文教學內容。 

1. 實施英文能力前後測，分析學生之語言能力，以設計不同程度之課程及自編教

材。(99學年完成編撰使用 CCUT Starter之教材) 

2. 在教材中逐步加入各職場英文內容，使教學能與符合職場能力需求讓所學能有

所用。(99學年完成編撰使用) 

3. 規劃全校性之通識英文並協助各系規劃專業英文課程。推動全校性外語學習分

級實施教材自編(98學年完成，99學年使用)；專業英文課程專業英文課程專業英文課程專業英文課程部分部分部分部分請各科系請各科系請各科系請各科系討論討論討論討論

自定自定自定自定，課程是否為必選修，內容為何，於何學年開課。至於教學上必要時可採

行協同教學方式，使本校專業英文課程更具特色，也更可符合各系需求。(99學

年完成修改/100學年實施) 

(三) 追蹤考核英語教與學之成效。 

1. 實施期末英語能力測驗會考，並將評量成績依比率納入課程成績計算，此考試

可做為評量課程內容及分析學生能力之基礎。(99學年實施) 

2. 研發數位輔助教材與學習成效追蹤系統，與廠商合作開發網路學習平台及自學

功能，記錄學習過程及成效追蹤考核學習成果。(99學年完成) 

 (四)推動多元英語學習。 

1. 能力分班後針對學生能力，開辦英語能力進階班及英文能力補救班，增加學生

適材適所學習機會。(99學年每年實施) 

2. 配合課程內容及學習目標，每學期編列預算經費舉辦各相關之全校性英語能力

競賽活動計畫。(99學年每年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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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除正規課程以外，每學期編列預算經費辦理語言學習相關之工作坊、職場講座，

增加學生課外學習機會全方位英語培訓課程。(99學年每年實施) 

 (五) 激發自主學習動能 

1. 營造英語自然學習情境，逐年充實更新語言學習園地之設備及增加可運用資

源，讓學生覺得好學方便有用，以激發自主學習動機。(98學年逐年增加) 

2. 語言學習園地辦理小型學習活動及提供多種外語諮詢服務，包括學習方法策

略、課業輔導、留學諮詢服務等。(98學年每年實施) 

 

四四四四、、、、課程規劃與課程規劃與課程規劃與課程規劃與教學策略教學策略教學策略教學策略（（（（具體措施具體措施具體措施具體措施、、、、執行方案執行方案執行方案執行方案）））） 

考量本校學生特質及技職院校英語文教育之特性，將本校英語文課程規劃英語文課程規劃英語文課程規劃英語文課程規劃為下列幾類： 

(一) 英語補救課程：透過能力分級測驗，針對過去語言學習成就較低者，提供補救課程。

此課程結合網路教學、課業輔導等方式，企圖強化學生聽讀能力增加其單字量提高

簡單之聽讀能力。 

(二) 通識英文(一) (二)：為全校必修之課程，以實用能力為主，從聽力及閱讀開始提升

學生相關之理解能力，並強化口語表達，教授英語基本句法，但不講授艱深的文法

規則，以單字量及文章難易度來規範此課程之內容。(CCUT-English Starter) 

(三) 通識英文(三) (四)：為全校必修之課程，以英語文技巧(聽、說、讀、寫)為課程指

標，注重聽讀能力訓練，提供學生各種情境之練習，加上職場英文(CCUT-English for 

Life & Work)，本課程以聽讀能力訓練為主，口說能力訓練為輔。 

(四) 精英課程：針對本校英語能力較強學生，開設進階之語言與實用課程，如英文寫作、

進階英語會話、時事英文聽講等。 

(五) 網路課程：針對以上各項課程或英文能力檢定之要求，借助網際網路無遠弗界之特

性，增加補充教材及輔助課程，提供學生相關學習資源，提供模擬英文能檢定，幫

助考取證照。 

(六) 專業英文：結合專業課程與語言學習，提升學生學習動機與學習方向，教材如各科

系之專業基本英文單字，課程可由各系專業教師與或英語教師擔任。 

 

英語文課程規劃英語文課程規劃英語文課程規劃英語文課程規劃與課程重點內容與課程重點內容與課程重點內容與課程重點內容 

 課程重點 教學情境 字彙量 

英語補救課程 

(非正規課程) 

發音字詞之正確性，音標

或自然發音法 

簡易之生活化英語應

用情境 

1000字以內 

通識英文通識英文通識英文通識英文(一一一一) (二二二二) 

一年級上下學期 

各2學分 

增加單字量，強化片語句

意結構等概念 

基礎日常英語應用情

境 

低分1000字 

中分1500字 

高分2000字 

通識英文通識英文通識英文通識英文(三三三三) (四四四四) 

二年級上下學期 

各2學分 

增加單字量，進階之文章

結構與功能性對話等概念 

基礎日常及職場英語

應用情境 

低分1500字 

中分2000字 

高分25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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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英課程 

(非正規課程) 

進階之語言應用，加強英

文寫作、會話、聽講能力 

開設進階之語言與實

用課程，如英文寫作、

進階英語會話、時事英

文聽講 

3000字 

網路課程 

(非正規課程) 

增加補充教材及輔助課

程，提供學生相關學習資

源 

提供模擬英文能檢

定，幫助考取證照 

依學生個別能力 

 

語言學習的成敗與環境的接觸面(exposure)及教學品質息息相關，如何營造學生多接觸

(expose)英語文的機會及提高教學品質為提升學生英語文能力之不二法門。為全面提升本

校學生良好的英語文溝通表達能力，本校提出因應策略如下： 

1. 訂訂訂訂定各年級英語能力指標定各年級英語能力指標定各年級英語能力指標定各年級英語能力指標：：：：透過課程評估及前後測或相關英檢成績，合理訂定本校

學生英語能力指標，作為學習目標、課程考評及成效評估之依據。 

2. 實施能力分班實施能力分班實施能力分班實施能力分班、、、、課課課課程分級程分級程分級程分級機制機制機制機制：施行新生英語文能力分級分班，藉由精確的分級，

拉近同班上課學生的素質，並依不同的程度，訂定應達成之學習目標。 

3. 實施適性教學實施適性教學實施適性教學實施適性教學： 依學生程度設計選用課本，針對低成就學生開辦英語發音及文法加

強班以補強發音及培養句子概念為主，中高階學生則加強聽讀能力的訓練為目標。 

4. 自編教材或與業界合作編撰合宜教材自編教材或與業界合作編撰合宜教材自編教材或與業界合作編撰合宜教材自編教材或與業界合作編撰合宜教材：與廠商產學合作設計職場英文教學內容，融

入本校自製教材。 

5. 採用溝通式教學法採用溝通式教學法採用溝通式教學法採用溝通式教學法(Communicative Competence)：採用溝通式教學法，融入各種創

意教學法，設計各種語言使用情境或相關活動，使學生有機會使用生活化英語及增

加課堂練習機會。 

6. 實施大學英文課程實施大學英文課程實施大學英文課程實施大學英文課程學習成效測驗學習成效測驗學習成效測驗學習成效測驗：每學年至少舉辦一次學習成效測驗，針對一、二

年級施測，並將評量成績依比率納入課程學期成績計算，此考試可做為評量課程內

容及分析學生能力之基礎。 

7. 增聘專案外籍教師增聘專案外籍教師增聘專案外籍教師增聘專案外籍教師：依教學需求增聘專案外籍教師授課，尤其是針對英語文能力已

達歐盟共同架構(CEF)語言能力參考指標 A2 以上之學生，藉由外籍教師活潑的教

學，營造優質的英語環境, 提高學生學習英語文的誘因。(99學年依實際教學需求增

聘) 

8. 培養外語大使培養外語大使培養外語大使培養外語大使、、、、教學助理教學助理教學助理教學助理：：：：學生既已分級教學，若要使教學成果更好需要培養教學

助理教學，因語言教學主要在於互動而產生練習機會，教學助理、外語大使可有效

增強此一教學模式，增加學生主動學習機會及強化學生練習成效。(100學年實施) 

9. 建置優良的建置優良的建置優良的建置優良的數位數位數位數位自學環境自學環境自學環境自學環境：善用網路科技，強化網路學習平台之內容及功能，提供

學生影音及其他相關之語言學習資源，將此學習納入正式課程的一部分。(99學年配

合教材設計實施) 

10. 加強加強加強加強語語語語言言言言學習學習學習學習園地功能園地功能園地功能園地功能：充實語言學習資源，購置各種軟硬體設備，以吸引學生前

來充分利用，並安排教師及工讀生負責使用記錄與設備維護。(99學年每年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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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五五、、、、資源資源資源資源（（（（經費經費經費經費））））需求表需求表需求表需求表-請詳閱附件二請詳閱附件二請詳閱附件二請詳閱附件二：：：：100-101年度教學卓越計畫申請書經費表年度教學卓越計畫申請書經費表年度教學卓越計畫申請書經費表年度教學卓越計畫申請書經費表 

 

六六六六、、、、工作進度規劃表工作進度規劃表工作進度規劃表工作進度規劃表 

月 份 99.11~100.10 

執行項目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召開英語教育諮詢委員會     ●      ●  

2.依委員意見修改白皮書      ●      ● 

3.提請教務或校務會議討論通過       ● ●    ● 

4.辦理英文能力檢測      ●   ●  ●  

5.辦理學生英語文補救教學課程   ● ● ● ●    ● ● ● 

6.辦理英語文學習競賽    ● ●      ●  

             

 

七七七七、、、、附錄附錄附錄附錄（（（（英語文課程規劃相關資料英語文課程規劃相關資料英語文課程規劃相關資料英語文課程規劃相關資料）））） 

英語文基本能力指標 

基本能力指標項目 檢定機制 改進措施 

1. 歐盟共同架構(CEFR) 

語言能力參考指標A1 

(1) 能了解最切身相關領域

的句子及常用辭( 例

如：非常基本的個人及

家族資訊、購物)。 

(2) 能夠針對單純例行性任

務進行溝通，對熟悉例

行性的事務作簡單直

接的信息交換。 

(3) 能以簡單的詞彙敘述個

人背景、周遭環境、及

切身需求的事務等面。 

2. 聽說讀寫四種一般英語力 

 指標： 

(1) 在聽力方面：能聽懂與

日常生活相關的淺易

談話，包括價格、時間

及地點等。 

(2) 在閱讀方面：可看懂與

日常生活相關的淺易

英文，並能閱讀路標、

交通標誌、招牌、簡單

菜單、時刻表及賀卡

等。 

1. 課程與英檢成績結合( 英檢成績

占60%)，學生須達到CEFR A1語

言能力指標。 

2. 採用教育部認可的英語文檢定驗。 

(1) TOEIC 新制225 分( 舊制350)

含以上。 

(2) TOEIC Bridge 134 分含以上。 

(3) GEPT 全民英檢初級初試含上。 

(4) GET 全球英檢A1 含 以上。 

(5) CSEPT 大學校院英語能力測驗

第一級170 分含以上。 

(6) NETPAW 全民網路英語能力檢

定初級含以上。 

(7)Cambridge Main Suite劍橋大學英

語能力認證分級測驗Key 

English Test(KET)含以上。 

3. 每學期在校內舉辦全球英檢全球英檢全球英檢全球英檢。 

4. 每年在校內不定期舉辦TOEIC 或

其他英檢測驗。 

5. 推動英語文分級統一會考。 

1. 開設英文課外輔導

班。 

2. 開設強制式及單元

式補救教學。 

3. 提供英語能力輔導

諮詢。 

4. 提供線上英檢模擬

測驗。 

5.舉辦各種英檢說明

會。 

6. 舉辦英檢模擬測驗

及開放各種英語文

檢定考試於校園舉

行。 

7. 補助達到CEFRA2 

語言能力指標的學

生英檢報名費。 

8. 把英檢納入課程教

學中，輔導學生熟

悉英檢試題及應試

技巧。 

9.建議各院開設英語

文檢定選修課程，

由本中心教師支援

授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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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寫作方面：能寫簡單

的句子及段落，如寫明

信片、便條、賀卡及填

表格等。對一般日常生

活相關的事物，能以簡

短的文字敘述或說明。 

(4) 在口語方面：能朗讀簡

易文章、簡單地自我介

紹，對熟悉的話題能以

簡易英語對答，如問

候、購物、問路等。 

 

 

對照基本能力指標，設計各校學生最適切之成效檢核機制及措施辦法。 

 

大學英文(一) (二)英語課程規劃 

課程綱要 ． 以情境溝通教學法為主；著重一般日常生活應用與部分職場相關應用。 

． 依據CEFR 國際英語5 大情境（表1）， 使學生學習到日常生活與職場

常用1000-2000 單字，並熟知其使用情境及用法。 

． CEFR 國際英語5 大情境中語言任務所需的基礎聽、說、讀、寫四種能

力。 

教學目標 1. 通過CEF A1 聽讀能力／全民英檢初級聽讀能力／多益120-200分。 

2. 提高學習興趣與動機。 

3. 加強學習自信心。 

4. 導入職場英文配合職場上的需要，增加就業力。 

字彙量 CEFR 國際英語5 大情境關鍵1000-2000 字 

學分 大學英文(一) / 2學分，大學英文(二) / 2學分 

管考指標 學生通過CEF A1 等級證照，占年級總人數20% 

免修辦法 通過A2 等級（全民英檢初試-聽讀能力；多益 350 分含

以上） 英檢測驗得免修大學英文(四) 

修課規定 

學習目標 熟悉CEFR 職場5 大情境1000-2000單字及其用法；對職

場5 大情境可以做簡短、有效的對話，並在有線索下了

解篇幅不長的談話；能閱讀與生活工作相關的淺易英

文，並能閱讀路標、菜單、時刻表、賀卡等；能寫簡單

的句子、填表格。 

溝通技能 聽 說 讀 寫 

能力敘述 ． 能聽懂EIL情

境中淺易談話。

如：處理服務業

客人需求，餐飲

點單，指引洗手

間或其它場所位

． 對於EIL 情境

中，如人物、生

活或工作條件、

每日例行工作進

行簡單的描述、

接聽電 

． 對英語情境中

具體、熟悉的主

題，能清楚理解

其簡短、簡單的

內容，例如與職

場相關簡易英

． 能寫簡單句子

及段落，如撰寫

便簽留言，注意

事項。 

． 對一般英語情

境相關事物，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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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 話。 

． 能讀誦淺易文

章，並作簡單自

我介紹和簡易英

語對答。 

文：簡易的電子

郵件、機器操

作、手冊閱讀。 

． 了解廣告文

宣、菜單、商品

標籤及內容包

裝。 

以簡單文字敘述

或說明；如工作

日誌，商品或場

地設備描述。 

建議教材 「CCUT English for Starters」 

 

大學英文(三)(四) 英語課程規劃 

課程綱要 ． 以情境教學法為主；著重職場相關應用 

． 依據CEFR 國際英語10 大情境（表2），使學生學習到日常生活及職場常用
1500-2500 單字，並熟知其使用情境及用法。 

． CEFR 國際英語10 大情境中語言任務所需的基礎聽、說、讀、寫四種能力。 

教學目標 1. 通過CEF A2 ／全民英檢初級／多益225 分新版多益 

2. 提高學習興趣與動機。 

3. 加強學習自信心。 

4. 配合職場上的需要，增加就業力。 

字彙量 CEFR 國際英語10 大情境關鍵1500-2500字 

學分 大學英文(三) / 2學分，大學英文(四) / 2學分 

管考指標 學生通過CEF A1 等級證照，占年級總人數50% 

獎勵辦法 通過B1 等級（全民英檢中級；多益550 分以上聽力須達
275 閱讀須達275新版多益）英檢測驗得頒贈獎勵金新台幣
參仟元。(入學後取得) 

通過A2 等級（全民英檢初級；多益225 分以上聽力須達
110 閱讀須達115新版多益）英檢測驗得頒贈獎勵金新台幣
壹仟元。(入學後取得) 

修課規定 

學習目標 熟悉CEFR 國際英語10 大情境1500-2500  單字及其用
法；在國際英語10 大情境場合下，遇到的熟悉事物，能瞭
解清晰且標準信息的重點。在目標語言地區旅遊時，能應
付大部分可能會出現的狀況。 

針對熟悉或私人感興趣的主題，能創作簡單有連貫的篇
章。能敘述經驗、事件、夢想、希望及抱負，而且對意見
及計畫能簡短地提出理由和說明。 

溝通技能 聽 說 讀 寫 

能力敘述 ． 針對英語情境中
常遇到的熟悉問
題，能清楚理解標
準敘述中的重點。
如公司、公共場所
的廣播。 

．針對職場上感興
趣的主題，如電視
節目新聞重點，收
音機的報導能理解 

．聽懂職場相關產

．在英語情境中
能針對熟悉內
容，進行簡短、
事前演練過的
宣佈事項，並可
做出清楚、系統
化的描述。 

． 在英語 情境
中以簡短方式
連結片語闡述
意見或計畫。能

． 在英語情境
中，在熟悉的工
作內容能閱讀
相關文本，操作
使用說明書，例
行文件，手冊。 

．在一般生活．
在一般生活中
對報章雜誌特
定主題能辨認
出論證方式。私

． 對於個人有興趣或
熟悉的主題，能用簡單
的文字表達。 

．在英語情境中，能透
過不同資料來源摘述
訊息；挑出關鍵字詞或
短句書寫摘要。如廣告
文宣，會議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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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簡介與使用說
明。 

對書籍，報導敘
述出內容及描
述感受。 

人信件中能完
全理解事件描
述，並規律書信
往返。 

建議教材 「English for Life & Work」 

 

CEFR 國際英語5 大情境表(表1) 

項 目 個人 公眾 職業 

地點 家庭、房子、旅館房間 公眾空間、大眾運輸、商

店、市場、醫院、娛樂場

所、餐廳、旅館 

辦公室工廠、港口、農

地、機場、商店、服務業 

人員 --- 成員、公務人員、店員、

球員、觀眾、會眾 

--- 

運作 --- 購買與取得、公共服務、

醫療服務、交通工具、娛

樂 

--- 

 

 

CEFR 國際英語10 大情境表(表2) 

項 目 個人 公眾 職業 

地點 家庭、房子、旅館房間 公眾空間、大眾運輸、商

店、市場、醫院、娛樂場

所、餐廳、旅館 

辦公室工廠、港口、農

地、機場、商店、服務業 

人員 --- 成員、公務人員、店員、

球員、觀眾、會眾 

--- 

運作 --- 金錢、表格、貨品、手提

包、餐點、飲料、證件 

--- 

事件 聚會、拜訪、休閒、運動 --- --- 

運作 --- 購買與取得、公共服務、

醫療服務、交通工具、娛

樂 

行政、生產運作、 

辦公流程、銷售運作 

文本 --- 宣佈及通知、標籤及包

裝、說明書、車票、時間

表、注意事項、合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