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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課程策略及特色 

語文的學習，除了學習者實際地以所學習的目的語文，直接進行語言溝通或

應用於閱讀本文，若需要進行討論或閱讀進階或較深入的英文短文時，則須結合

應用該語文的（長句）文法句型，以求明確的了解文章句意。以應用外語系的課

程安排為例，在大學一年級時，除了安排「大一英文」、「英文文法與句型」等基

礎課程外，在二年級時，為了強化學習者的英文閱讀之專業能力，故在課程安排

內容，無論是英語聽講或英文閱讀文章的長度、字彙應用、使用的詞語搭配與文

法句型等，使用的句子都相對地較長、詞彙語義較深入、文法句型也不只是簡單

句型，而是結合更多且複雜的（形容詞、名詞、副詞）子句，應用於英文句意與

段落中。相對地，由於複合句的使用旨在使英文句意更簡潔精要，故多句組成的

整段文意，不僅詞彙選用詞精準、句子的使用更是簡短且完整，但英文句子的複

雜性，也就相對地提高甚多。因此，對學習者而言，在英文閱讀與理解能力上，

不僅須進一步應用之前所習得的文法句型外，更要持續增強詞彙能力，方能了

解、譯釋出整段英文句義章篇的閱讀能力，這也是應外系課程「英文閱讀與翻譯

習作」的課程目標與特色。  

此外，針對「英文閱讀與翻譯習作」課程，此門課每學期是四學分，是由以

往的英文閱讀二學分，加上基礎筆譯二學分，所組合成的四學分課程。開設於應

外系二年級學年必修課程；分上及下二學期各四學分的「英文閱讀與翻譯習作

（一）」與「英文閱讀與翻譯習作（二）」組合課程。此整合課程，上學期的「英

文閱讀與翻譯習作（一）」課程，不僅使學習者能了解英文短文章篇的閱讀能力，

更能結合翻譯（英譯中）的實際演練與翻譯行為與活動，讓學習者更清楚文章內

詞彙句意的應用，方能以其目的語表達，不僅了解內容，也可以應用所學進行標

地目的語文的轉換。  

由於英文閱讀內容為進階閱讀，雖然文法句型也較複雜，延伸基礎單句型至

複合句型，包括主要句子與各類型片語與複合句；儘管如此，這些英語文法與句

型都早在國中時期的英語文課程即有雛型。此外，對於本系學生而言，英文文法

不僅是從國中開始學習，更已在進入大學一年級時，系上即已安排再上一學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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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文法與句型課程，因此，對應外系二年級學生而言，英文文法的常識已應有

所了解且具備相關知識。只是借由此「英文閱讀與翻譯習作」課程，佐以字彙詞

語的搭配使用，讓學生應用之前所學文法句型時，經由翻譯轉換過程，協助融會

貫通全文意義，進而應用於日常生活及工作職場所需的外語能力。 

然而，對台灣英語文學習者而言，雖然經多年不斷的學習英文文法，但事實

上，許多學習者仍常感困惑。探究因由，除了英語文非廣用於日常生活外，主因

是因為英文文法是門應用的課程，很多學生雖懂英文文法，卻因英文句型了解不

足或練習不夠，導致對語句段落與內容有所困惑或產生錯誤讀解。故此課程採用

創新教學方法，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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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傳統教學方法，以翻轉教學方式，利用現有發達的網路，在老師上課進

行實例解說後，學生自行錄製教學影片，以「做中學、教學相長」，讓學生透過

自行了解，再借由解說方式，達到完全理解與應用英文文法分析段落句意，進而

達到了解通篇短文意義及內涵後，繼之，能以目的語中文翻譯成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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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境式教學法」為架構，以學生為中心教學方式，藉由上課了解教師事先編

寫及親自解說的範例，再佐以日常生活用語會話與正確的英語文詞語搭配使用

說明，以協助學習者了解詞彙及應用文法句型，進而應用於英文短篇讀解與釋

譯。之後，學習者再自行錄製影音教學影片，鼓勵學生先了解其所自選短文章

篇，檢閱內中相關字彙詞組與應用欲加強的句型，以模擬或模仿的方式，進行

英語口說及文法講解與練習，藉由應用所學於教學的「主動學習方式，加強學

生自我對英文的理解能力，最後以口說解釋或文稿翻譯呈現。 

此創新教學成果，可以提供學生無時空障礙的學習環境，除了教師事先錄製

的教學影片讓學生於課堂或課後期間可隨時進行學習外，學生也可應用此創意

教材，實際模擬情境，應用文本詞句於類似場景情境中可能使用的溝通話語，以

英語對話或書信進行實踐性的演練，佐以正確使用英文文法句意於日常生活應

用。更可以讓學生藉由實際演練分析句子段落，真正地應用且實踐英譯中的過

程，了解及提升英文單字或片語的詞彙能力外，結合文法句型應用，了解短文全

義。更可於日後於日常生活或職場中，快速回想或應用所學於實際英語文於英語

對話中或日常英文書寫或短文說明，正確應用文法句型於英語文應用。 

  

2. 教學計畫 

 

 

 

 

 

 

 



針對學習方法與學習成效而論，上圖(及下面活動照片圖 1) 所示的是世界著

名的「學習金字塔」；基本上，以學習者的「主動」與「被動」的學習方式與態

度加以區分，將學習方式對學習成效可能產生習得的百分比例，依各種主被動的

學習方法，清楚且明顯的以圖示說明七種學習方法。由上圖可以得知，藉由左半

邊七種方式，學習方式可讓學習者獲得知識習得的百分比率；例如，在同樣花費

的時間上，最上面「課堂講授」的被動學習方式，學習者只能獲得約 5%的學習

成效，但是若是藉由學習生親自且「主動」的「教導他人」方式，則可達到 90%

的學習成效。 

由上圖可知曉，若學習者可以藉由自身親自「教導他人方式（即時應用所學

知識）」的方式，所習得的成效會是最大。因此，此次的教學創新即是應用此教

學方法，讓應外系學生能夠藉由應用之前所習得的詞彙與文法知識，以「教導他

人（應用所學）」的方式，讓學習者不僅了解及應用先前習得的文法句型，更能

正確地結合字彙語義，應用所學及藉由解析與翻譯，以教導方式來增進自身「閱

讀英文」學習成效。 

在教學課程設計部份，由於是外語學習，有些內容是學生本身的英文能力無

法自學或對教導方式少有自信，故本課程先在正常安排的課堂時間內，先以少部

份時間，學習者以被動的學習為主要方式，包括，採用學習者只能習得的 5%成

效的「課堂講授」方式，先聽老師上課講解。在課程進行時，更同時佐以英文原

文「閱讀」（10%）學習方式，配合相關的英語文「視聽教材」的語言輔助教材及

工具（20%）方式，更在下課前或在上課教授各單元的字彙片語、詞語搭配、文

法句型等概念，進行教師教學的學習活動，並進而給了「示範」（30%）分析教學

方式。之後，請學生在課堂或回家進行「小組討論」（50%）或「實作演練」（75%）

的主動學習英文文法、詞彙了解與使用方式，以提升學生的英文閱讀能力，全方

位地提升英文閱讀的理解能力及學習成效，進而為教導式學習與教材做準備。  

然而，由於後二者，「小組討論」及「實作演練」的方式歸屬於「主動」學

習，若學生不主動在課後自主進行或從事，其學習成效亦有其難度。因此，此課

程以「教導他人方式（應用所學知識）」，要求每一位學生以錄製教學影片方式，

自己重新檢閱英文課本內容、親自準備授課講義，結合授課教師所提供的短文語

（影）音「視聽教材」的輔助教材，學生自行依其自選教材與內容，以中英語文

錄製相關英文短文中文章內容之文法句構、句型與時態之說明與解析，以協助每

位學生可真實且正確的應用其在課堂所學，促使學生採用主動學習方式，以達到

90%的學習成效。 

因此，此創新英語教學實踐課程，除了教師先針對實際英語使用文法句型，

結合情境與文章內容脈絡說明外，再應用創新教學法中，學生學習者以主動學習

方式中的「教導他人」的教學為目的方法。冀望借由英文閱讀指定教材課文中，

學習者自選的段落短文，進行文法分析及句子，了解語意，再遂一翻譯成中文，

完成段落短文的英翻中的翻譯活動。此閱讀與翻譯活動，由每位學生以影片方式

進行個別教學，不僅應用語文學習五大原則——聽、說、讀、寫與譯，更強化及



加深自己在英文文法的應用與句子段落與章篇閱讀與翻譯的實際範例說明。   

在了解如何使用這些英文文法、使用場景與與短文內容、文意脈絡與書寫

情境後，學生更於課堂期間及課後親自讀解短文，實際參與訓練自己的文法分

析與解說能力，以達成完全理悟且無誤地應用正確英語文句型與說明文章內文

與翻譯句意。同時，教師以協助者的角色，除了鼓勵外，也給予必要且事先且

時地糾正與解說，培養其正確且清楚的英文文法時態、句型與語詞表達和相關

的英語文溝通及書寫應用文法能力。 

經由學生自行錄製過程中的自學、教導與應用的創新教學方式，讓學生自主

學習，以「教學相長」的方式，讓學生不僅可以自主學習與應用英語文字彙詞組

與相關文法句型外，更能借由個別錄製文法句型與詞彙句讀閱讀、短文段落的翻

譯解說與分析之教學影片，學習者經由發掘問題、完全理解、清楚解說，融會貫

通等方式，了解且正確使用英文詞彙、結合文法於英文句子分析、構句，促使學

生的閱讀能力，再以正確的中文翻譯全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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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理解，故在一學期上課期間共 18 週，扣除期

初課程簡介、期中及期末考試時間，故每 1 至 2 週即針對一篇特有主題及相關應

用詞彙、文法句型主題，由授課教師先在課堂解說、提供範例及說明後，同學們

在課堂中分小群組，自行以英譯中方式，完成類似主題的短文內容，以正確文法

句型與時態的應用，譯述單一長句與段落。  

針對學生的教學影片錄製部份，學生實際模擬角色扮演，身體力行地使用不

同情境的英文文法句型於英語對話或數段句的小短文中。在教學內容部份，同學

們可以依自己的時間及安排，決定自己一人或是 2 至 3 人為一組的主題短文，依

每人皆須各別負責部份，與同組同學共同參與「討論」，完成個人教學解說影音

的錄製。為了鼓勵學生真正參與主動學習，此錄製教學影片，占每位學生的平時

成績（25%），而且即使是多人組成一組，每位學生仍須「個別」為其所負責部份

自行進行教學解析文章段落與通篇閱讀，故每人都須為一主體，身體力行講解錄

製主題章節。在經由影片上傳到作業區後，再由同班同學自行觀賞他人影片，並

給以評分及建議；當然學生自己也須自評，並完成下列問卷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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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文故事閱讀翻譯與文法解說，除了可

以立即提供意見或看法外，也可促使每位學生能了解他人不同之英語發音及語調

的使用，以及增加不同主題詞彙與文章故事內容。同儕的個別評量分數與建議，

亦當成每位同學的平日表現成績評量參考。  

 

    此課程的成績評量方式如下： 

1. 出席與課堂參與 15％ 

2. 平時成績 25% (學生從指定閱讀選材中的短文內容中，自行決選特定主題



的短文且自製內容段落解析的翻譯教學影片) 

3. 期中筆試 30％ 

4. 期末筆試 30％  

 

  由於影片眾多，下文僅選用數位學生成果當範例，以供參考最终成果。  

 

4. 具體成果 

結合主動與被動的學習方式，學習者除了藉由被動學習方式在課堂聆聽，更

在課後採用主動的學習，以促使學習成效極大化。此外，結合溝通式、情境化與

任務型的教學，讓真正有意學習英語閱讀之學生，藉由其自己參與行動且實踐使

用英語文於現實生活中。學生們應用常用教材、英文卜詞組語彙、文法句型、正

確的英語文詞語搭配，於任何日常英語文用法外，更可促使應用外語系學生應用

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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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語文活動或文法應用及書寫。有了自信開口說英語之後，鼓勵學生參與課堂活

動，擴大親自個別解說英文閱讀與翻譯應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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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閱讀分析能力，並適切地應用於英語文溝通與書寫模式之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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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學生能完全理解與獨立解析閱讀英文，正確地使用英文文法句型於實際

情境中，並結合已會的英語文詞句，實融入不同角色及場景的英語會話與

句子書寫與應用。 

2. 能讓學生能藉由學習正確的英語發音、詞組語彙及文法句型，學生們在多

次口語實際演練、自行分析書寫的英文句子段落後，再藉由影片解析文法

或語音錄製英語會話或英文句子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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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文段落解析，協助自己更了解或精進英語

文使用與閱讀外，也可藉由其自行閱讀了解文中編寫情境中可能使用的英語對

話或書寫句義外，更可實際藉由影音錄製翻譯過程了解不同英文詞組、句型使

用情境與內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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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日後重複觀看。更可提供英文字句文稿以供同儕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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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文法、閱讀、翻譯、口語聽講等相關語文課程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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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彙與情境，協助不同系所學生的英語文學習。 



  

 

活動照片 

 

圖 1：學習金字塔 圖 2：學生課堂講解 

 
圖 3：學生錄製影片成果 圖 4：學生影片解說 

 

 

 

 

 

 

 
圖 5：學生課堂解說錄製 

圖 6：學生課堂逐句解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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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V 課程教材：講義、投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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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文閱讀與翻譯習作(一) 

學    期 109 學年上學期 

授課教師 徐菊清 

應收份數 （   49   ）份 

實收份數 （   43   ）份 

有效份數 （   43   ）份 

回饋結果 

激發更多想法 4.93 

提升學習興趣和動機 4.91 

對於學習有顯著幫助 4.90 

教學內容有達到預期 4.93 

創新教學比傳統式教學生動活潑 4.93 

希望能有更多類似創新創意課程 4.95 

上述結果整體平均 4.93 

（5 級距，5 分為非常滿意，1 分為極不滿意） 

課程意見 

優  點 

1.自我解說探索途中可以學習到更多東西，師生

皆可以了解學生是否能真正吸收；2.做影片有記

憶性；3.可藉自主學習得到更深刻的印象；4.課程

豐富、電子輔助教材多、上課補充很多課本外的

資訊很實用，做報告讓我學到很多；5.可以增加

印象，讓自己比較不會容易忘掉所學的；6.認真

做創新教學影片的話，會有很多收穫；7.學習到

更多思考及認識更多單字；8.自己翻譯能強迫自

己閱讀更多文章；9.可以更了解課文的內容並增

加翻譯後的自信心；10.增加了看懂課文的能力；

11. 做報告讓我學到很多；12.學到很多文法，第

一次自己翻整篇文章學習到很多，老師翻譯解說

不會像課本一樣死死的；13.教學方式能進步，學

習課外知識；14.課程緊湊，不會像部分課程過於

鬆懈，教學方式創新，不會死氣沉沉；15.學到很

多延伸字彙；16.能讓我更了解上課課文的內容；

17.課程難度高，配合文法教學，相得益彰；18.我
非常喜歡老師上課內容豐富；19.用心教學，學到

很多同反義字；20.老師認真，很細心講課很易懂，

補充的都會上傳到數位平台。 



缺  點 

1.若較被動學生可能助益不大；2.花較多時間及

精力且有一點累；3.翻譯作業內容份量的多少大

家差不多，但無法確認大家翻譯品質不同；4.若
晚到會錯失很多東西；5.學習意願低的學生會有

反效果；6.自己本身認知太少；7.一次上太多東

西頭腦轉不過來；8.有很多沒看過的單字； 9.翻
譯的中文可能會和實際翻出來的不一樣；10.雖
然老師一開學即說，也給了一學期的期限在期

末考前交，但比較緊張自己做不完做不好。  
 

其他建議 

1.多看例句，可加深印象，可以再多加一些翻譯

些；2.建議讓學生可以自由選擇是否做教學影

音，並用加分方式；3.學生自己本身應花更多時

間複習及吸收 (自我要求) ；4.或許可以制定由

每人翻譯二到三個小段落確保每人的量；5.有時

講太多東西來不及做筆記，希望能將更多課程

中額外補充提到的內容都放到教學平台；6.在做

翻譯的時候語意比較特別的句子不太確定，雖

然都有老師時間可以問，但希望有更多時間或

更即時的回覆，另外謝謝老師做這個 ppt 教學的

做業；7.多開其他課程；8.講慢一點；9.作業細

節講得更深入，更能淺顯易懂一點；10.文法部

分再多上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