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開課班級

105 學年度 第二學期授課大綱

共同英語 二級
能運用與貼身領域相關之語法架構與字彙，進行進階之自我介紹如說明家庭背景、個人興趣
與中、長程生涯目標等；並能讀懂路標及出現在一般日常生活中如車站、商店、餐廳、學校
和辦公場所之告示及注意事項，並作出適切之回應。

課程目標

The course is designed to enable students to understand sentences and frequently used
expressions related to areas of most immediate relevance. They can make a more
developed self-introduction, such as family background, interests, and long-term goals.
They can also read road signs and notices in different places, such as stations, shops,
schools, and offices, and be able to make appropriate responses.

主教材

Life

(Book 4)

學生須於課後自行於線上閱讀自學範圍

(各教師自行出題，須計分)

FUNDAY
1. Taipei is the most “vegan-friendly” city in Asia
2.
3.
自學範圍
4.

5.

6.

台北是亞洲最「素」的城市

(Local 地方 / B1 中級)
Spotify offers Barack Obama a job
Spotify 向歐巴馬招手 邀任「播放列表」總裁
(Culture 文化 / B1 中級)
Misconceptions about networking 關於建立人脈的錯誤關念
(Business English 商用英文 / B1 中級)
Google will run on 100% renewable energy by 2017
Google 將於 2017 年全面使用
再生能源
(Technology 科技 / B1 中級)
How to think strategically about your career development
如何有策略地思考生涯發
展
(Office 上班族英文 / B1 中級)
Ice hockey 101
來認識冰上曲棍球吧！
(Sports 運動 / B1 中級)

影音 (口說)
1. 創意英語自我介紹
建議活動
2. 英語對話/短劇
(教師自選
3. 團體英語簡報

Creative Self-introduction in English
Conversation; Short plays in English
Group Presentation in English

圖文 (寫作)
生於期末繳 1. 英文四格漫畫創作
交成品)
2. 英文明信片
3. 英文平面廣告
4. 英文海報

Comic Strips in English
Postcard in English
Advertisement in English
Poster in English

形式及自訂
主題，請學

教師掌控成績：75%，包含以下部份
1. 期中考（教師自行出題、配分）

評分方式

2. 期末考（教師自行出題、配分）
3. 學期自學範圍（教師自行出題、配分）
4. 其他成績：平時成績、出席率、上課態度、平時小考（教師自行配分）
口說(影音)／寫作(圖文)學習成果作品：10%
多益檢定測驗：15 % (換算公式：測驗總分 x0.0273)
(總分滿 550 分及以上，即可得滿分 15 分，不需再換算。)
本學期授課範圍：
教師得在以下範圍內，自行調整教學進度和內容，但請勿超出此範圍

考試範圍

Unit 7 ：Living Space
Unit 8 ：Weird News
Unit 9 ：Trade
Unit 10：No Limits
Unit 11：Connections
Unit 12：Experts
Classes are on Wednesdays

課程進度

Week 1

(2/22)：Course introduction

Week 2

(3/1) ：

Week 3

(3/8) ：

Week 4

(3/15)：

Week 5

(3/22)：

Week 6

(3/29)：

Week 7

(4/5) ：School Holiday （校慶補假）

Week 8

(4/12)：

Week 9

(4/19)：Mid-term Exam

Week 10 (4/26)：
Week 11 (5/3) ：
Week 12 (5/10)：
Week 13 (5/17)：
Week 14 (5/24)：繳交學習成果作品

Week 15 (5/31)：
Week 16 (6/7) ：TOEIC Test
Week 17 (6/14)：
Week 18 (6/21)：Final Exa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