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105 學年度 第二學期授課大綱
開課班級

共同英語 一級
能了解並使用熟悉的日常表達方式，適當運用簡單之詞彙進行初步之自我介紹，包括敘述姓
名、出生地、主修科目與就讀之學校等。能在對方語速緩慢、用詞清晰並提供協助的前提下
作簡單的交流。

課程目標
The course is designed to enable students to be familiar with daily communication and to
use simple vocabulary to introduce names, birthplaces, majors, and schools. They will be
able to carry on a simple conversation with people who speak clearly in English.
主教材

Life

(Book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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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rita International Airport has toilet paper for smartphones
專用衛生紙
(Travel 旅遊 / Dialogue 對話 / A2 初級)
2.
自學範圍
3.
4.

5.

Zenbo can play with your kids Zenbo 內建兒童故事 要當孩子的可愛玩伴
(Technology 科技 / Dialogue 對話 / A2 初級)
On a rainy day 雨天的奇蹟
(Modern Writing 寫作類型賞析 / Dialogue 對話 / A2 初級)
Taiwan Blood Services Foundation is making lots of money?
台灣血液基金會營收
超高？
(Local 地方 / Dialogue 對話 / A2 初級)
Office workers’ topic of the day
辦公室今日新聞話題
(Office 上班族英文 / Dialogue 對話 / A2 初級)

影音 (口說)
建議活 動 1. 英語朗讀
( 教 師 自 選 2. 創意英語自我介紹
形式及自訂 3. 英語對話/短劇
主題，請學
生於期末繳
交成品)

評分方式

成田國際機場提供手機

Read-out-loud in English
Creative Self-introduction in English
Conversation; Short plays in English

圖文 (寫作)
1. 英文四格漫畫創作
2. 英文明信片

Comic Strips in English
Postcard in English

3. 英文海報

Poster in Eng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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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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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rk
Unit 8 ：Technology
Unit 9 ：Language and Learning
Unit 10：Travel and Vacations
Unit 11：History
Unit 12：Nature
Classes are on Mondays
Week 1

(2/18)：Course introduction
(2/20)：

課程進度

Week 2

(2/27)：Public Holiday （和平紀念日彈性放假，於 2/18 提前補課）

Week 3

(3/6) ：

Week 4

(3/13)：

Week 5

(3/20)：

Week 6

(3/27)：

Week 7

(4/3) ：Public Holiday （兒童節放假）

Week 8

(4/10)：

Week 9

(4/17)：Mid-term Exam

Week 10 (4/24)：
Week 11 (5/1) ：
Week 12 (5/8) ：
Week 13 (5/15)：
Week 14 (5/22)：繳交學習成果作品
Week 15 (5/29)：Public Holiday （端午節放假，於 6/3 補課）
(6/3)：
Week 16 (6/5) ：TOEIC Test

Week 17 (6/12)：
Week 18 (6/19)：Final Exa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