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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 
Course Title 外國語文(英文) 授課教師 

Instructor 陳雅卿

學年度
Academic
year

99 學期
Semester 2

課程大綱

學制別（System）： ■日間部（Day School） □進修部（School of Continuing Education）
學年度
Academic year 99 學期
Semester □ 第一學期
（Fall） ■ 第二學期
（Spring） □ 全學年
(Entire Year）
授課教師
Instructor (中) 陳雅卿 教師背景
Background □專任（Full-time）■兼任（Part-time）
 (英)Yaching Chen  職級（Rank）： lecturer
聯絡方式
Contact Information (Phone) 2905-2000 ext. 2839
(E-mail)042624@mail.fju.edu.tw 辦公室
Office (Room)
(Hours)

課程名稱
Course Title 中文
（Chinese） 外國語文-英文 學分數
Credit Units 2
 英文
(English) Freshman English  
課程資訊
Course
Information □社會科學通識    □人文藝術通識    □自然科技通識
□國文  □歷史與文化  ■外國語文-英文  □外國語文-非英文 
□大學入門  □人生哲學  □專業論理  □體育  □軍訓
課程語言Medium of Instruction □中文 □中英文 ■英文
□其他                 課程網站
Course Website 
教材上傳本校iCAN：□是 ■否
教材語言
Language for materials □中文   ■英文    □中英文   □其他            

? 課程目標（Course Objectives）：
? 人生以服務為目的，服務成為人際關係中的首要媒介，然為提供服務所應具備的條件在於個人學養的建立
。為人處事首在具有正確積極的人生觀，這都須要有足夠的學養來做為立己立人的基礎。
? 以「真、善、美、聖」之校訓及「知人、知物、知天」三知論做基礎，落實知行合一在具體生活中，以建
構良好的價值觀，並培養正確、積極的人生觀。
One of the major goals of this course is to assist students to systematically 
develop the reading and vocabulary skills which make students independent, 
efficient readers. 
Through thought-provoking passages, the following reading skills will be 
thought: predicting, reading for the main idea and, implications, 
distinguishing between fact and opinion, scanning for specific details, and 
skimming for the general idea.  
Vocabulary-building strategies, such as finding synonyms, using phrasal 
verbs, and keeping a vocabulary log, as well as language study topics, such 
as reduced clauses, using infinitives, and giving reasons with because and 
since, will also be introduced.
Students are expected to sharpen their reading, vocabulary-building, and 
language analysis skills when skills work is tied directly to the content and 
language of each reading passage.
Appropriate tape recordings will be played.  Cultural background will be 
briefly introduced as appropriate.

? 課程教材（Course Materials）：
* Cover to Cover 1, Richard R. Day and Junko Yamanak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 The Oxford Picture Dictionary, Norma Shapiro & Jayme Adelson-Goldstei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 Word Skit Classics: Idioms, Studio Classroom, Overseas Radio & Television 
Inc., 2007.



* Idioms through Culture Skills, Andrew E. Bennett, Crane, 2003.

? 參考書目（Reference）：
* Get Ready to Read, Karen Blanchard and Christine Root, Pearson Education, 
Inc., 2006.
* WorldView : Book 3, Michael Rost, Pearson Education Ltd, 2005.
* Super Goal: Book 5, Manuel dos Santos, McGraw-Hill, 2003.

? 學習評量（Learning Evaluation）：請說明各評量方法占總成績比率
方法（method） ％ 方法（method） ％ 方法（method） ％
期中考 20 期末考 20 隨堂考（小考） 15
書面報告（含小組或個人） 15 課堂參與 15 心得或作業撰寫 15
口頭報告（含小組或個人） 15 面試或口試 0 自評與小組互評 0
     
備註：若使用其他評量方法，請自行說明。若所列之評量方法未使用，只需於百分比欄位中填0。

? 教學方法（Pedagogical Methods）：請說明各教學方法占總授課時數比率
方法（method） ％ 方法（method） ％ 方法（method） ％
講述 30 影片欣賞 10 討論 30
個案研討 0 服務學習 0 問題導向學習 20
競賽遊戲 10 專家演講 0 專題實作 0
     
備註：若使用其他教學方法，請自行說明。若所列之教學方法未使用，只需於百分比欄位中填0。

? 核心行為（Core Behaviors）：請說明課程學習預期協助學生獲得下列行為的程度
行為（Behavior） 程度
(Degree) 行為（Behavior） 程度
(Degree)
問題分析與解決行為 3 整合與運用資源行為 2
人際溝通行為 5 應變行為 2
團隊合作行為 3 規劃行為 2
創新行為 3 洞察環境（國際化）行為 5
備註：請填寫0-5分，0分代表完全沒有協助此行為，5分代表非常高，請自行依序給分。

? 課程學習與本校宗旨與辦學目標的符合程度（Degree of Conforming with School Mission 
and School Objectives）：
宗旨
（Mission） 程度
(Degree) 目標
（Objectives） 程度
(Degree) 目標
（Objectives） 程度(Degree)
真 5 人性尊嚴 3 宗教合作 0
善 5 人生意義 3 服務人群 0
美 1 團體意識 3 學術研究 3
聖    1 文化交流 5  
備註：請填寫0-5分，0分代表完全不符合，5分代表非常符合，請自行依序給分。

? 課程學習融入下列議題的程度（Degree of Immersing the Following Issues）:
議題
(issues) 程度
(Degree) 議題
(issues) 程度
(Degree) 議題
(issues) 程度
(Degree) 議題
(issues) 程度
(Degree)
性別平等 3 品德教育 5 生命教育 2 人權教育 5
環境保護 2 環境安全 2 智慧財產權 2 法治教育 1
備註：請填寫0-5分，0分代表完全未融入，5分代表融入程度非常高，請自行依序給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