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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為這樣

隨著國際化和全球化的趨勢，本校為了拓展學生視野，培養國際觀並提升外語能力，自民
國90年開始推動全英語授課之課程，根據校務統計，101學年度共開設752門。本校在這塊領
域投入不遺餘力，研擬相關措施與政策，將「強化英語授課發展計畫」納入101至102學年度
特色計畫中，藉以提升本校教師英語授課之專業知能，強化全英語授課成效。
本刊採訪統整規劃本校全英語授課課程的學術副校長虞國興，以及參與全英語授課的6位老
師，還有4位學生，從各個角度看全英語授課。

英變對策－強化英
語授課發展計畫

學術副校長虞國興表
示：「國際化和全球化不
單是口號，而是實際存在
我們這個世代，現在校園
內也到處可見到來自各國
的外籍生。而學校內，能
夠出國的學生畢竟占少
數，學校辦學的目的就
是 要 普 遍 提 供 機 會 給 所 學教中心辦理全校性英語教學助理訓練，由郭岱宗以「『英』該怎
有學生，因此為了培養國 麼說？」小組討論常用英語會話。（圖／學習與教學中心 提供）
際觀，全英語授課是勢在
適當的喘氣空間和斷句的位置相當重
必行的。在推行全英語授課的過程中，也經
要，如果斷句位置不同，將可能使傳達的意思
歷過各方意見的不同，最初採取於大二及大
大不相同。
三之上、下學期強制一門『必修』為全英語
句子中也必須有揭露資訊的標示，例如
授課，但效果不如預期，經過不斷的開會討
change of topic、conclusion，讓學生明白現在
論，決定不再限制，也考量到全英語授課在老
要換主題，或者是即將要總結。
師備課上相對的要花比較多時間，所以採取獎
一段話的字句要注意資訊的流動順序，特
勵的方案，提供誘因，讓更多有熱忱的教師共
別是前因後果都要完整，連接起來才會順暢。
同投入這塊領域。」
教師的肢體語言必須和說話的內容一
虞國興認為，要做全英語授課就要做到百分
致，才能讓學生更加集中注意力。
百的全英語授課，目前首重觀念的養成，雖然
林谷峻也分享他過去8年的教學經驗，他認
科目數還沒有很多，但是一定要做得扎實。且
為：「全英語授課的重點在於啟發學生的英語
祭出獎勵措施，包括：每1學分得減授教師應
學習，而非專業知識的傳授，因此不要一股腦
授時數0.5小時，以及每科配置1位教學助教。
地想教給學生很多東西，要學會控制時間和內
目前本校開設的英語授課學分學程計有：國
容；一定要自己準備教材，別用現成的PPT；
際研究學院「國際關係理論英語授課碩士學
從生活經驗或文化差異所衍生而出的英語笑
分學程」與商管學院「國際商務英語授課學
話，也能在課堂上分享給學生，網路影片則可
分學程」、「財經資訊分析英語授課學分學
以輔助教學；適當的走動，和台下互動也都是
程」、「國際金融英語授課學分學程」、「國
必要的。」
際行銷與貿易實務英語授課學分學程」，103
師培中心助理教授陳劍涵以「『英』該很
學年度國際研究學院將增設「臺灣與亞太研究
簡單—英語教學技巧」為題，於全校性英
全英語碩士學位學程」，工學院資訊工程學系
語教學助理訓練課程中，傳授英語授課的
也將開設「全英語碩士班」。
技巧與要訣

英為有你－師生分享
教學停看聽－師資培訓

會計系副教授林谷峻，以「『英』該很有
趣—英語授課經驗分享」為題，分享其在
102年赴澳洲新南威爾斯大學研習的重點
句子中的重音將會影響強調的重點，學生
可以藉由教師的聲調和語調的起伏變化，感受
教師的情緒和所要表達的東西不同。

執行策略

無論何種教學語言，老師都要去思考教學
的本質以及個人教學風格，也就是能不能讓學
生主動參與在學習中，因此教學上除了提問和
舉例，建議可以分組討論，不論討論結果如
何，都要總結，並加強不確定的部分，提醒學
生最初的問題為何，以增強記憶及連貫性。
讓多數學生平均參與，可以融入很多生活
上的事物及媒材，如時事、網路資源、影片

101至102學年度特色計畫
執行策略與具體做法
具體做法

英語授課種子教 ˙選派種子教師參加海外培訓課程。

子計畫一 師海外培訓計畫 ˙教師返國後開設工作坊，分享學習經驗與成果。
英語授課教師校

˙延聘國際姊妹校專業教師，於假期間來校開設英語

子計畫二 內專業知能培育
授課教學技巧工作坊。
子計畫三

計畫
英語授課科目教
˙辦理英語授課助理輔導講習。
學助理輔導講習
（資料：國際暨兩岸事務處與學習與教學中心提供）

等，讓學生去感受、連結與增加記憶。
在講解課程內容時，速度不要過快，要能
兼顧學生的需求。
英文專有名詞等內容，建議不要用中文
翻譯，中文翻譯對學生來說依舊還是專有名
詞，應以英語去說明及舉例，用多樣角度連結
讓學生理解。
讓學生回饋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這可以
讓老師去調整自己的教學方式、內容，以達到
最好的教學效果。
建議學校可以讓英語授課教師們多一點實
體的教學觀摩，以思考如何讓學生加強語言能
力又加深專業能力，雙邊兼顧。
陳劍涵分享關於英語授課師資培訓的想法：
「不論是用哪種語言教學，課程內容才是最
重要的本質，也就是『內容為主，英語為
輔』。除了課堂教師以外，助教也是其中一
環，雙方應該思考該如何運用教學設計，讓學
生增加學習意願。此外，讓學生參與也是很重
要的，學生有主動學習的精神和動機，才能促
成學習的發展。」

老師經驗談

蘭陽校園全創學院院長劉艾華強調

和來自世界各地的學生上課，除了可以體
驗不同的文化差異之外，還可以互相切磋學
習。例如來自歐美的學生，他們雖然在文法寫
作方面比較弱，但他們在口語表達部分，則是
非常的強；而日本籍的學生，他們則是非常的
用功，時常在下課之後，看見他們去向老師請
教，假日也常在圖書館看到他們的身影；大陸
學生不管在口語還是寫作上，真的是非常的厲
害，在課堂上也能夠跟老師對答如流，彷彿任
何問題都難不倒他們似的，因此和他們一起上
課，是最感壓力的。
還有，這裡上課的方式，和臺灣有很大的不
同。課堂上老師希望和學生有互動，也希望學
生能積極的參與課程，所以如果沒有在課堂上
舉手發言或表示自己的看法，則分數會被老師
打很低的喔！德國老師也喜歡鼓勵學生走出教
室，只要是天氣好的時候，老師就會帶著我們
在戶外上課。

來自非洲布吉納法索的國企三陶
瑞珊認為
對外籍生而言，若是用中文上專
業課程，許多專有名詞較難深入了
理解，因此全英語授課可以讓我們
更清楚正確的意思，現在學校提供
很多全英語授課的選擇，未來如果
能增加課程量更好。

曾出國一年的英美語四陳易霆說
蘭陽校園採取全英語授課非常
好，一般臺灣學生除了課堂以外很
難會用到英語，但在蘭陽可以把自己沉浸在英
語的環境中，對我而言相當有幫助，在大三出
國留學的初期能夠很快的融入當地學習。對想
要就讀的同學，我建議還是需要有基本的英語
概念和濃厚的興趣。

中文四陳品錞分享

已超過10餘年英語教學經驗的化學系教授
陳幹男以課程〈生活中的化學〉舉例分享
其教學方法

財金四林家榛覺得

從說故事開始，讓同學藉此了解專業的科學
語言，接著理解其中的英語意涵；透過許多生
活化的例子，舉凡與化學有關的生活用品和食
物，以這種方法增加同學學習的興趣，也經由
一個單字延伸出其他單字，傳授給同學，並規
定上課中一定得使用英語回答問題，也在課堂
外請同學以英文書寫作業，目的是讓同學在寫
作業的過程中，培養英語的能力。

基於要訓練自己聽力，因此選擇全英語授課
的〈小說選讀〉。開始有點不適應，必須非常
認真聽講，不像平常聽中文那麼順暢，也覺得
自己有很多不足的的方，進而去加強自己的英
文；最大的收穫就是看英文速度比以前快很
多。因此，陳品錞很願意再上全英語授課的課
程，覺得英語能力增進不少。
有些專業課程，老師在解釋專有名詞時，舉
例未必生活化，而艱深部分也無法以簡單的英
語說明，所以林家榛聽起課來很辛苦。在這樣
的狀況下，老師不得已會用中文來解釋課程內
容；因此覺得對英語能力的加強沒有預期中的
成效。不過，林家榛對於文學類或者語文類的
課程，尤其是英文系的全英語授課非常感興
趣，認為那真的可以幫助英語能力的加強，且
課程內容也不會這麼艱深困難。

赴紐西蘭參與「英語師資 下：陳幹男在全英語授課中，以許多與化學相關的生活小故事串
培訓課程」的種子教師之 連。下圓圖：張勝雄也是使用生活化的例子加強學生的英語觀。
一，中文系副教授陳大道 （攝影／賴意婕）
指出
他所開設的課程是「選
修」，同學們積極且良好
的上課態度，令人印象深
刻。陳大道會在教學平台上
提供講義、單字表，將每次
上課內容中較困難的單字整
理給同學看，請同學們預
習；而同學們也會在課前查
單字、練習。

赴澳洲新南威爾斯大學研習的國企
系助理教授張勝雄表示
在第一堂課時會先詢問修課的同學
對於這門課有什麼期望，並蒐集大家
的意見做統整，而每堂課程中都會請大
家分組討論個案，或是探討一些模擬問
題，讓外籍生和本籍生共同作討論。在使用

文／德文四吳若瑀

除了學校的課業外，在波昂這
一年，我也參加了學校的Buddy
Pr ogr am ， 藉 此 認 識 許 多 的 當 地 學
生。在課業之餘，我們會見個面、喝
喝咖啡，聊著彼此的文化差異，有幾
次還有和這些朋友們一起烤蛋糕、參
與生日聚會，讓我更深入的體驗當地
生活。另，在一次偶然機會，我認識
了一位德國大叔，並和他每星期語言
交換一次，就這樣持續了一年。在
我要回臺灣前，他還帶著了他的妻 吳若瑀即將離開德國前，她的語言交換伙伴，帶著他的
小一起來，和我見面道別，這真是 太太及小孩一同與吳若瑀喝咖啡。（圖／吳若瑀提供）
一個難忘的經驗！
一年的時間很快就過了，雖然說剛開始時遇
費，且成長了不少，這是相當難得的機會。我
到了許多的困難、瓶頸，但當離開前夕，回
要謝謝父母，讓我有機會擁有這樣的體驗，也
首檢視在德國的這段生活，卻是開心且難忘
謝謝學校及系上，提供了這樣的機會！讓我的
的。因為自己在國外遇到許多的問題，卻能夠
德國留學生涯，能夠這樣圓滿、難忘！
一一的克服並完成，讓這一年的生活沒有白

全民英檢秘笈
一、實用字彙
1.羊肉 mutton
2.小羊肉 lamb
3.牛肉 beef
4.小牛肉 veal
5.瘦肉 lean (後面加pork或其他肉類)
6.肥肉 fat (後面不用加字)
7.腥羶的 gamy
8.點心 snack

郭岱宗（英文系副教授）

9.貧血 (n.) anemia
10.貧血的 (adj.) anemic
11.傻笑 giggle
12.冷笑 sneer
13.苦笑 force a smile
14.流浪狗 stray dog
15.中國大陸 mainland China
16.一胎化政策 One Child Poling
17.放棄 abandon

淡水校園：25137新北市淡水區英專路151號

二、請填入英文，訂正後大聲唸3遍
1.羊肉味道好腥。_____ is _____.
2.飯前不要吃零食。Do not eat _____
before _____.
3.我貧血，常頭暈。I`m _______ and
often feel _____.
4.聽到她要去，他傻笑了。________
that she is going,he _____.
5.天冷了，她想到那麼多的流浪狗在

臺北校園：10650臺北市金華街199巷5號

◎本校美研所校友容繼業，也是國立高
雄餐旅學院校長，於上月27日參與臺灣
綠色大學聯盟揭牌。台灣綠色大學聯盟
是台師大邀請全臺52所大專院校共同成
立，該聯盟通過內政部立案許可，宣誓
臺灣各大學院校環境保護以及永續經營
的綠色理念。
（文／校友服務暨資源發展處提供）

學生有話說

英語授課是要學生努力去提升自己實力，老
師是從旁協助的角色。劉艾華認為，推動英語
授課至今，還是有很多學生無法接受，有時不
得不以中文輔助，無法全面以英語教學。所以
對學生而言，至少要聽懂一半以上的課程，否
則對知識的吸收是種挑戰；對教師而言，就得
以不同的方法，像是提問題增加互動、利用圖
解或小活動等來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

克服挫折 夢想起飛
望著淡水河，距離
上一次踏進淡江校
園，已經是一年前的
事了！2012年9月份，是我大學生涯中重要的
里程碑之一，就在那一個月，我前往了德國並
展開了為期一年的外國留學生活。
踏上德國土地的第2天，大家紛紛從不同的
宿舍，自行搭車前往學校，我跟著其他外籍學
生，一起參加分班考試，這個考試算是非常的
重要，因為關係到接下來的一年所分配到的
班級。雖然在臺灣，已經有學過兩年的德文基
礎，但到了德國之後，卻覺得非常的喪氣。在
臺灣學德文時，老師為了要讓學生清楚的了
解，所以都會放慢講話的速度。然而，在德國
不管是課堂上、還是生活上，都得適應一般德
國人的講話速度，這對剛到德國生活的我，無
疑是一大挑戰，直到一個月後，才逐漸適應了
當地人的講話速度。

PPT上會以圖表詮釋，取代過多的文字，或是
拉出重點再加以解釋，抑或是使用生活化的例
子加強印象，搭配適當的肢體語言，以及語調
的重音和起伏，皆有助於學生吸收知識。課堂
上主動丟問題給學生或是出作業，也能幫助學
生思考。

態

受苦難，就哭了。_____ that so many
_____ dog _____ in the cold, she cried.
6.大陸將放棄一胎化政策。The
_______ _______ in going to _______
the“One Child Poling”.
三、答案
1. Mutton; gamy
2. snacks; meal
3. anemic; dizzy

4. Hearing; giggled 因為前後句是
同一個主詞，所以可使用「分詞
構句」。
5. Thinking; stray; suffer 因為前
後句是同一個主詞，所以可使用
「分詞構句」。
6. mainland; China; abandon

蘭陽校園：26247宜蘭縣礁溪鄉林美村林尾路180號

注意！危險情人出沒
文／諮商輔導組提供
E世代社會風氣的開放、社交網路與
雲端科技的發達，人與人透過網路互動更加
方便與快速，多元的交友平台，輕鬆登入就
能與他人認識聊天，網路戀情和「速食」的
愛情價值觀是現今年輕人的寫照，但對彼此
的生活習性了解缺缺，而遇上危險情人的社
會事件屢有所聞。交往中除了容易遭受不對
等的待遇外，甚至可能演變為親密暴力，因
此交往前彼此的了解及性格習性的辨識，都
是戀愛中找到契合另一半的重要關卡。
Q：誰會是危險情人？
A：危險情人在交往中，會表現權力慾望
來掌控對方，如：要求對方依其思維及方式
來交往，通常這種人內在的自我價值感低
落，需要藉由掌控對方來感受自己存在的價
值，而這些行為也會讓對方感到排斥、厭
惡。危險情人並非只有女性才需要注意。今
日跨性別的社會中，其類型和發展是很多元
的，因而危險情人也不分男與女。
Q：危險情人的特徵？
A：1.緊迫盯人：要求對方任何行蹤都要報
備，也限制其交友空間，沒有個人的自我空
間，凡事都要在他的掌握中。
2.習慣性斥責：認為對方表達的意見幼稚
可笑，習慣反駁、糾正、責罵，認為自己才
是唯一能夠表達正確想法的人。
3.習慣性輕蔑：瞧不起對方的家庭、出
身、學經歷、工作、同學、朋友，認為其身
邊的人都一無是處，甚至認為能和我在一起
是你修來的福分，應該珍惜。
4.過分干預：過分干預對方的生活或工
作，要求以他的意見為意見。如：以各種理
由，要求情人不要接受某工作或加班等情
事。
5.漠視對方：對方提出任何要求全都置之
不理或找藉口推掉，雙方的事情只能由他
（她）決定。
6.言語暴力：言語中習慣夾雜髒話或羞
辱性字眼，習慣施加言語暴力迫使對方屈
服，特別是當2人意見不同時。
Q：交往前有什麼需要注意的地方？
A：從生活的交往中仔細觀察與留意對方
的言行舉止、人際關係。若是以網路認識而
交往，網路中對方雖提供令人印象較佳的片
段訊息，但難看到對方真實的生活情形，因
此初次見面應選擇公共場所，並且結伴而
行，日後再觀察對方的言行是否一致，再決
定是否交往。
Q：如何和危險情人談分手？
A：一旦決定離開就應儘早處理，拖越
久將會越難分開，也可能讓對方有錯誤的
期待，一旦對方覺得被玩弄，可能由愛生
恨。當與危險情人談分手時，態度立場必須
要誠懇堅定，不要藕斷絲連拖泥帶水，也不
要過度激怒對方。因此選擇適當安全的場所
是重要的，避免於隱密或僅兩人獨處的空
間討論，而事前也可先將雙方談分手的時
間、地點，告知身旁的親人好友，以備不
時之需。若身邊已有危險情人，想找人諮
詢，請逕至商管B408室諮商輔導組，我們
會有專業諮商心理師協助您，共同解決問
題，度過這段驚濤駭浪的日子。

編者按：本報開放教職員工來函反映意
見；另與學生會合作，學生若有任何疑問
可向學生會（SG203、校內分機2131，或
E-Mail：tkusablog@gmail.com）表達，學
生會將轉交課外組，並由相關單位提供解
決方案與解答，本報亦將刊登相關答詢，
促進學校和學生之間溝通。

1.（ ）到電腦公司打工，聽從老闆的指示
販賣盜版軟體，老闆和打工的人有何責
任？（1）老板觸犯著作權法，打工的人無
罪。（2）只要賠償損失就沒罪。（3）老
闆、打工的人都觸犯著作權法。
2.（ ）利用德國人的音樂編曲，要不要徵求
著作財產權人的同意？（1）要喔，德國與
我國都是世界貿易組織（WTO）的會員，所
以德國人的著作同受我國著作權法的保
護，除有符合合理使用的情形外，應取得同
意或授權。（2）不需要，因為我們不保護
外國人的著作。
答案：1.（3）2.（1）
網路校園：http://www.cyber.tku.edu.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