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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級
針對熟悉的議題(如旅遊、娛樂、運動、天氣等)，在收到清晰的信息後，能過濾不必要之
資訊並節錄其重點；具備理解與提出問題之能力來應付日常生活可能出現之狀況如點餐、
問路、購票、訂房等，並針對實際需要表達不同的情緒或反應。

課程目標

This course aims to enable students to communicate in English with adequate
competence and confidence to grasp key information. Also, they will be able to develop
essential skills in listening, speaking, reading and writing at English intermediate level
about different daily topics, such as ordering food, asking for directions, booking tickets
and rooms, etc.

主教材

American English File

(Book 3)

學生須於課後自行於線上閱讀自學範圍

自學範圍

FUNDAY
1. Android creator is making the “Essential” smartphone
Android 之父自立門戶 打
造 Essential 智慧型手機
(Business 商業 / B2 中高級)
2. World’s first solar panel road opens in France
世界第一條太陽能道路在法國
(Technology 科技 / B2 中高級)
3. President Tsai’s meetings during US stopover irk Beijing
蔡英文過境休士頓 與
美參議員會面觸怒北京
(Politics 政治 / B2 中高級)
4. New report finds 40% of transgender people have attempted suicide
研究：40%

5.

6.

建議活動
(教師自選
形式及自訂
主題，請學
生於期末繳
交成品)

(各教師自行出題，須計分)

跨性別者曾自殺未遂
(Health 健康 / B2 中高級)
Small schools proliferate as national birthrate falls
少子化日益嚴重 小規模學校
比率上升
(Education 教育 / B2 中高級)
Whiplash director’s new movie：La La Land 《進擊的鼓手》導演最新力作：
《樂來
越愛你》
(Entertainment 娛樂 / B2 中高級)

影音 (口說)
1. 英語說故事
2. 英語短劇
3. 英語微電影
4. 英語簡報
圖文 (寫作)

Story-telling in English
Short Play in English
Microfilm in English
Presentation in English

1. 英文明信片
2. 英文短篇故事

Postcard in English
Short Story in English

3. 英文海報
Poster in English
4. 主題式英文圖文創作設計
Topical Diagram Text Creation in English

評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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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it 6-A ：Shot on location
Unit 6-B ：Judging by appearances

考試範圍

Unit 7-A ：Extraordinary school for boys
Unit 7-B ：Ideal home
Unit 8-A ：Sell and tell
Unit 8-B ：What’s the right job for you?
Unit 9-A ：Lucky encounters
Unit 9-B ：Too much information!
Unit 10-A：Modern icons
Unit 10-B：Two crime stories
Classes are on Mondays
Week 1

(2/18)：Course introduction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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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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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