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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基本資料 

單位 應用外語系 授課教師 徐菊清 

聯絡電話 5726 E-mail chsu@uch.edu.tw 

課程基本資料 

課程名稱 英語聽講訓練(二) 課號 AF9127/甲 

授課學期 106 學年下學期 授課班級 (進)應外系一甲 

授課人數 39 必／選修 V 必修  □選修 

1. 課程策略及特色 
 
此教學方式突破既有或舊有的單一英語學習方式及老師教、學生聽的教學

方法，以翻轉教學方式，利用現有發達的網路，提供學生無時空障礙的學習環

境，讓學生於課堂期間應用此創意教材，實際模擬情境，開口說英語，進行類

似場景情境中可能使用的溝通話語，以英語對話進行實踐性的演練。 
故此實踐型教學，採用已被多國外語教育學者與專家認可，當今最有效的

「情境式溝通教學法」為架構，以學生為中心教學方式，藉由瀏覽教師事先編

寫的日常生活用語會話或錄製的影音影片範例，鼓勵先以模擬或模仿的方式進

行英語口說練習與學習，在了解如何使用這些英語對話句意與場景情境後，學

生更於課堂期間親自涉入情境並實際參與角色扮演，訓練英語口說能力。同時，

教師以協助者的角色，除了鼓勵外，也給予必要且及時地糾正及解說，培養其

正確且清楚的英語表達和溝通能力。待學習者熟悉基礎的相關情境之口說英語

後，再給予相關任務，以擴大、延伸或洐生方式，另組或創出另一個類似主題

或不同情境對話內容，讓學生藉由實際演練，真正地實踐英語口說過程，再以

以英語進行溝通或完成指派任務方式，協助學生克服開口說英語的畏懼，以利

往後在日常生活或職場中，遇到類似情境，即可快速回想或應用所學於實際口

語溝通的英語對話中。 
 

2. 教學計畫 
 
此創新英語教學實踐課程，教師先針對實際英語使用情境中，常用的日常生

活對話六大主題與社會工作場景中用以溝通的英語對話，結合在國內外日常生活

中，可能使用的英語情境為主要場景，研發書寫新教材。依據國內及海外（如美、

英、加、澳洲、新加坡等）使用英語的國家社會，教師事先設計且書寫一問多答

表格 2-4 



的對話，提供不同以往單一方向的對話內容，另增反面性及其它可能產生的對答

方式或溝通話語。簡言之，此教材內容設計之目的旨在清楚且明白地呈現一般以

英語為主要溝通語言的社會中，可能使用（正、反、認同、拒絕、未知等）多樣

的對話應答與內容，提供學生或學習者全面及多面向的思想模式，以因應現實社

會中英語使用對話模式及句型。 
之後，在學生自行書寫的對話文稿中，教師在協助編修學生書寫的內容時，

會著重於國內學生常犯錯的句子，特是是英語文「詞語搭配(collocation)」的使

用，另外，更會將中國學生常依中文直接翻譯的英文句子與其所對應之正確的英

語句型，二者進行對應比較，以協助台灣學生了解這些常犯的錯誤，避免學習者

產生中式英語的詞組或語句。以正確的英語文對話及本文內容為範本，促使學生

學習基礎且常用的英語溝通句意。之後，再利用「任務型」的學習方法，以協助

不同程度學生的進階學習；例如，英語文程度較好的學生者，他們可學習自行擴

充對話內容及利用更多且更深的字彙詞組，依不同任務型態，應用或擴充學習內

容。反之，若有學習者的英語文基礎能力較差或學習成效較低落者，他們可以藉

由教師事前錄製的語音，配合自行空暇時間，在上課前事先利用時間瀏覽及練

習，在課堂中多次且實際演練，以助了解。同時，任何同學對教材內容有任何不

解之處，可利用課堂期間或課後，向教師或助教詢問因由或協助，以學習基礎教

材中，廣為應用英語對話與內容，培養學生應付基本英語溝通能力，提高學習動

機與態度，進而提升使用英語的自信。 
最後，學生以其所需，藉由自行編組的英語會話，了解不同面向中可能產生

的英語字句。之後，再藉由影音錄製成果過程中，多次的演練，以熟悉相關英語

會話內容。最後，藉由在班上進行分享模擬英語使用的情境式溝通方式，不僅可

以藉由現場及時呈現或事先錄下影音，讓同儕能學習正確的英語對語及聽力訓練

外，相關英語對話的文字，更可在現場或事後提供給其他檢閱者，以了解全文會

話內容及句型詞組。 
 

3. 評量施實方法（學生學習成效說明） 
 
由於此課程著重學生的參與，故在上課期間共 18 週，扣除期初課程簡介、

期中及期末考試時間，故每 2 至 3 週即針對一個主題，由授課教師提供範例及說

明後，同學們在課堂中分小群組，自行以英文書寫編寫在真實社會生活中，同主

題的英對話（例如，下文即是學生針對「住」的部份，學生可就觀光旅行中的住

的訂房或在旅居在外時，在入住房間時，可能遇到的問題及處理方式等情境），

進行英文對話書寫。教師在課堂中，可立即協助修改英文或提供可能的字彙。學

生實際模擬角色扮演，身體力行地使用不同情境的英語會話。 
同學們自行分組，以一對一或 2 至 4 的英語對話書寫，進行英語口語會話內

容的編構。下文是學生學習成效的範例之一，學生自行建構故事對話，在經由教

師在課堂中及課後協助修改英文後之完稿如下： 
 



    Conversation on Lodging  
    Dialogue 3.1 

Staff: Welcome! May I help you? 
Guest: I would like to check in. 
Staff: Do you have a reservation？ 
Guest: Yes, I do. My name is Xing-Lin Wu and my phone number is 0900-123-456. 

This is my passport. I booked the room with a window. 
Staff: Ok, please wait a minute; let me check our book records. 
Guest: No problem. 
Staff: Your reservation is from the May 7 to the May 10, four days three nights 

right？ 
Guest: Yes, it is. Do you offer breakfast? 
Staff: Yes, there are keycards for your room and breakfast coupons. 
Guest: Thank you. When does breakfast start and on which floor is breakfast served? 
Staff: Breakfast is served on the second floor at 6 AM. 
Guest: Okay, that’s great! 
Staff: Do you need a wake-up call? 
Guest: Yes. Please give me a wake-up call at seven-thirty tomorrow morning. 
Staff: All right, we’ll give you a call in the morning. 
 
～Call the information desk～ 
Staff: Hello, it is information desk. Is there anything I can do for you? 
Guest: Um... I got two problems. One is the air-conditioner in my room seems broken 

and the other is that there is no hot water in my bathroom. 
Staff: Sorry, we will send someone to take care of that for you immediately. 
Guest: Okay, thank you. 
 
～Staff comes to see the problem～ 
Staff: Hello, Is there any problem with your hot water? Let me check if there is a 

problem. 
Guest: Yes, thank you for your kind assistance. 
Staff: I’m sorry, we need some time to solve the problem, and we will set up another 

room for you right away. 
Guest: Okay, what about my luggage? 
Staff: Ok, we’ll take care of them. 
Guest: Thank you. 

 
最後，將完稿以影音錄製撥放或現場實際演練呈現，由同儕給予評分及意



見，以鼓勵每位同學可能專心聆聽其他群組的英語對話，除了可以立即提供意見

或看法外，也可促使學生能了解不同他人之英語發音及語調的使用。同儕的個別

評量分數，亦當成每位同學的平日表現成績。  
 

    此課程的成績評量方式如下： 
1. 出席 15％ 
2. 平時成績 25% 
3. 期中口試 (依學生創意內容，進行全英的英語聽講口語考試）30％ 
4. 期末筆試 30％ 

 
 

4. 具體成果 
 

結合溝通式、情境化與任務型的教學，讓真正有意學習英語之學生，藉由其

自己參與行動且實踐使用英語於現實生活中。學生們應用常用教材句型、正確的

英語文詞語搭配，以未來應用外語系學生未來可能進行實習或就業之專業場域、

結合相關行業之專有詞彙，利用教師課堂教學中，協助同學親自身體力行地以角

色扮演 (role play) 或 team work 小群組參與活動。有了自信開口說英語之後，鼓

勵學生參與課堂活動，擴大改編基本對話與文本語詞，以團隊導向學習

(team-Based Learning, TBL)一起完成任務或相互協助，達成學生們具有完整表達

之英語會話能力，並適切地應用於英語溝通模式之情境。 
基本上，對所有的參與課程活動的學生，會有下列二種具體成果： 
• 學生能實際以英文自設情境，自創角色扮演使用英語詞句，實融入不

同角色及場景的英語會話。 
• 能讓學生能藉由學習正確的英語發音，學生們在多次口語實際演練自

行書寫的英語對話句子後，再藉由影片或語音錄製英語會話成果。 
 

5. 本教學創新課程之後續影響 
 
學生們可以經由實際進行英文編寫出其所預設情境中可能使用的英語對話

外，更可實際藉由影音錄製過程了解可能使用的語調。此外，也藉由同學在課

堂上分享成果，促使其他同學對不同發音與語調之聽力訓練。更可提供英文字

句以供同儕進行文字檢閱。 
此外，藉由此創新課程執行所編輯之文本教材、數位語音影像，不僅可以

繼續延伸且應用於相關英語聽講及口說相關課程教學外，更可以延伸內容在未

來開設符合此研究計畫之新課程於其它系所，應用基本教材與句型，套用或選

用不同系所之專業場景、結合與應用各系所之專業詞彙。 
 



 

活動照片 

 
圖 1：上課情形 

 

 

 

 

 

 

 
圖 2：準備英語口說情況 

 
    
   圖 3：二至三人英語口語練習與應用 

 

 

 

 

 

 

 
圖 4：二至三人英語口語練習與應用 

 
圖 5：二至三人英語口語練習與應用 

 

 

 

 

 

 

 
圖 6：二至三人英語口語練習與應用 

6. 附件檢核 

V 申請表                           V 課程回饋意見表 

V 成果報告（書面）                 V 回饋意見分析 

V 成果報告（影音）                 V 課程教材：講義(word 檔) 

 其他 

 



 

課程回饋意見表 
各位同學大家好： 
    為使學生得到最大效益的學習成果，老師們在本次課程融入最適切的教學創新策

略。希望透過此問卷瞭解創新課程對您的實質協助，以及您對課程的看法，請各位協助

填寫此份問卷。問卷分析結果僅作為教師分析教學成效及未來規劃課務改進依據，請您

安心填寫，感謝您的參與！ 
 

一、 基本資料 

課程名稱：                             學    期：               

班    級：                             學生姓名：               

授課教師：                             性    別：□ 男    □ 女 

二、 教學創新課程回饋調查表 

三、 其他意見： 

    優點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缺點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建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項    目 

同意程度分為五個級距，以 5 分代表非常同意，1

分代表非常不同意。 

5 4 3 2 1 

這門課的上課方式有激發我很多想法 □ □ □ □ □ 

這門課提升我的學習興趣和動機 □ □ □ □ □ 

這門課對於我的學習有顯著幫助 □ □ □ □ □ 

這門課的教學內容有達到我的預期 □ □ □ □ □ 

認為創新教學比傳統式教學生動活潑 □ □ □ □ □ 

希望未來能有更多類似創新創意課程 □ □ □ □ □ 

表格 2-5 



                課程回饋意見調查結果統計表 
課程名稱 英語聽講訓練(二)  課號 AF9127/甲 

學    期 1062 

授課教師 徐菊清 

應收份數 （   39   ）份 

實收份數 （   35   ）份 

有效份數 （   35   ）份 

回饋結果 

激發更多想法 4.69 
 

提升學習興趣和動機 4.71 
 

對於學習有顯著幫助 4.71 
 

教學內容有達到預期 4.77 
 

創新教學比傳統式教學生動活潑 4.77 
 

希望能有更多類似創新創意課程 4.71 
 

上述結果整體平均 4.73  

（5 級距，5 分為非常滿意，1 分為極不滿意） 

課程意見 

優  點 

1.內容實用；2.生活所需；3.加強聽說能力；4.學生

自己準備稿上台；5.能讓學生有獨立思考的能力；6.

內容豐富；7.課程範圍生動活潑；8.引人入勝；9.

印象深刻；10.貼近生活所需的英文會話；11.可以用

英文思考；12.學到很多課程以外的知識；13.簡單易

懂；14.可以學到其它東西；15.增加口說能力；16.

增加很多英文知識；17.增加口語練習機會；18.加強

口說能力；19.學習到很多英語相關知識；20學的多；

21.能發揮創意，自己想台詞。  

缺  點 突然要記太多 

其他建議 課程聽講影片，文字稿建議事先提供給同學參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