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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rse Description Second 2020

科目名稱
Course Title

英文口語訓練
Oral Training in English

課程簡
碼
Course
No.

JOUR-333-01-A2

開課系級
Dept 新聞系三年級

學分數
Credit(s) 2 時數

Hour(s) 2

選別
Required or
Elective

7-選修
開課別
Duration 全年 第二學期

授課教師
Instructor 林紫玉

扣考規定
Attendance Policy

校定時數：缺課達 14 小時發布預警 達 18 小時執行扣考
     University Attendance Policy

中文課程概要
Chinese Course
Description

本課程目標在於訓練學生熟悉「溝通策略」，使其能夠融入美式或外國的社交
場合。 本課程主要目標在於提昇學生之語言及非語言技巧，組織能力以及辯
論技巧。 學生必須能夠有條不紊地表達自己，不管是在呈現他們的想法，或
在新聞記者會中專訪外國來賓，或向外來友人介紹中國文化，抑或是在社交場
合、工作面試等場合中作自我介紹。 繞口令的練習在於加強學生的發音，而
廣告的演練則是幫助他們加強說話的重音與速度。 學生必須用英文自己介
紹，示範與講解，並用說明的形式來介紹自己珍藏物，生命中難忘的人物，喜
愛的事物等。 英文模擬記者會及英文短劇有助於學生將課堂所學實際地應用
出來，也讓他們的口語變得更富活力。 學生將學到加強演說能力之各項要
點；此外，學生也必須投入相當的時間去閱讀，觀察周遭人事物、參與各類活
動、並聽取任何能增長見聞之資料。 因此，他們的演說在造句上必須具體、
生動、清晰，且不是偶發性的，更是經過仔細規劃及詳盡準備的結果。 因
此，隨堂演說將有助於使學生對自我及其主題建立自信，並且使學生有效地用
英語表達理念。

英文課程概要
English Course
Description

This course aims at training and acquainting the students of communicative
strategies designed to help them adapt to American or foreign social
situations. The main objectives include enhanced verbal skills, improved non-
verbal skills, better organization skills, and increased argumentation skills.
Students are expected to able to express themselves clearly and coherently,
whether presenting their ideas, interviewing foreign guests in a news
conference, introducing Chinese culture to foreigners, or introducing
themselves in different situations such as social gathering, job interviews as
such. Tongue-twisters aim at helping students improve their pronunciation;
while advertisements aid them in stressing their points and pacing. Students
are then required to provide a self-introduction in English, a show-and-tell
and stage a press conference in English either introducing a new product or
interviewing foreign guests. English skits also help them put into practice
what they have learned in class and learn ways to make their speaking more
dynamic. Students are acquainted with a number of guides toward increased
speech effectiveness. They are asked to devote a considerable amount of
time to reading, observing people and things around them, participating in
various activities, and listening to any source which will increase their
knowledge. Their speeches are likewise required to be specific, vivid and
clear in their phrasing, not an accidental occurrence but rather the result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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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eful planning and meticulous preparation. Eventually, in class presentation
will help them become confident speakers, feeling sure of their subjects and
having a real desire to communicate effectively in English.

基本核心能力 /  系
核心能力
Core Competency

核心能力 核心能力說明

採訪寫作能力

(1)訓練學生基礎性採訪寫作技巧，讓學生了解新聞是什麼，
以及新聞價值判斷的不同面向，進而學到新聞採訪和寫作的
基本原則及要領。 (2)訓練進階採訪寫作的技能，循序漸進，
讓修課學生在已有的基礎採訪寫作訓練下，接觸各種不同型
態的採訪，練習重要的寫作要領、原則及技巧，了解實務界
的現況和要求。 (3)依基礎及進階的練習，以媒體屬性分別提
供採訪寫作的實務訓練。

新聞編輯能力

(1)訓練學生基礎性編輯技巧，引領同學透過動手實作、搭配
編輯理論、實踐新聞編輯的技藝、實習新聞編輯的角色，達
到「實驗、實習、實踐」的三大目標。 (2)讓學生對報刊版面
構成相關的美學、道德、實務等面向有清楚的概念，並具備
基礎的執行能力。 (3)依媒體屬性分別提供編輯的實務訓練，
藉此為同學奠定未來從事新聞編輯工作的基本能力。

新聞場域實作
能力

(1)透過採訪、編輯、攝影等業界專業師資的經驗傳承與教
學，讓學生及早熟悉電子、平面、網路媒體環境。 (2)媒體實
習與實作課程培養學生實務工作能力，讓理論與實作經驗結
合，縮減學用落差。 (3)提供多元課程，訓練學生培養新聞技
能，成為全方位新聞人才與業界接軌，未來能順利進入職
場。 (4)強化學生於各領域之專業知能與認識，具備社會、經
濟、政治、心理等基本常識與認知，增加新聞實作能力，並
依其所學發展新聞領域之專業。

跨媒體能力

(1)透過小世界周報發行的實際運作來提升並整合整體採訪寫
作與編輯能力。 (2)讓學生透過社區的參與瞭解社區刊物的獨
特功能，訓練團隊運作模式，創造多元學習成效。 (3)透過一
個學期「深耕式」、「師徒式」的實習方式，學生可將學校
所學在媒體中確實驗證，亦可習得實戰的媒體經驗。 (4)提供
觀摩機會，教導學生重視新聞的時效性。以超越文字描述的
寫實及非虛構景象，忠實反映新聞事項的紀錄。

文化批判能力
(1)透過對傳播媒介、傳播學理與文化素養的培養，促進學生
對議題的關懷能力，奠定研究的根基，進而能養成敏銳的觀
察力與文化思辨能力。 (2)深化、健全教學與實務間之聯結。

國際化能力
(1)透過英語授課與專業新聞訓練課程，培養學生新聞寫作、
口說、編譯能力 (2)以新聞系英文學程為課程主軸，強化學生
英語能力，躍升國際舞台。

『註:該課程之核心能力以紅色表示.』

教學目標
Course Objectives

透過不斷得演練使學生懂得與外國人以英語應對並以英語介紹台灣的點滴，成
為更稱職的新聞從業人員。

授課方式
Approach to
Instruction

1.老師將逐一糾正同學英語發音及用字詞語2.同學將以話劇、口頭報告、模擬
記者會等方式訓練說英語的能力。

成績評定
Grading 平時40%、期中30%、期末30%

參考書目
Textbooks and
References

1.家常美語，張美霞著，文鶴出版2.英文自我介紹，楊淑美著，學習出版3.中
國學生英語會話常犯錯誤解析，Joseph and Linda Boyle著，文鶴出版

週次
Week

進 度 內 容 
Syllab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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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6~2/22) 英文習語講授
Lecture on English Idioms

2(2/23~2/29) 英文習語講授
Lecture on English Idioms

3(3/01~3/07)
教師講授：環島旅遊
Lecture: Round Island Trip
Students’ presentation: Show & Tell

4(3/08~3/14) 學生演練：「展示和講述」
Students’ presentation: Show & Tell

5(3/15~3/21) 教師講授：紀念品與禮物
Lecture: Buying souvenirs & gifts

6(3/22~3/28)
教師講授：中國人的節慶學生演練：「展示和講述」
Lecture: Chinese holiday
Students’ presentation: Show & Tell

7(3/29~4/04) 世新週放假
Holiday

8(4/05~4/11)
教師講授：美國節慶學生演練：「展示和講述」
Lecture: American holiday
Students’ presentation: Show & Tell

9(4/12~4/18) 期中考：英文模擬記者會(一)
Mid-term Exam: Simulated Press Conference(I)

10(4/19~4/25) 期中考：英文模擬記者會(二)
Mid-term Exam: Simulated Press Conference(II)

11(4/26~5/02)

教師講授：電視節目
學生演練：「展示和講述」
Lecture: Television
Students’ presentation: Show & Tell

12(5/03~5/09)

教師講授：電影
學生演練：「展示和講述」
Lecture: Movies
Students’ presentation: Show & Tell

13(5/10~5/16) 英語習語測驗
Quiz on English Idioms

14(5/17~5/23)

教師講授：愛情與婚姻
學生演練：「展示和講述」
Lecture: Love & marriage
Students’ presentation: Show & Tell

15(5/24~5/30)

教師講授：天氣
學生演練：「展示和講述」
Lecture: Weather
Students’ presentation: Show & Tell

16(5/31~6/06)

教師講授：運動與娛樂
學生演練：「展示和講述」
Lecture: Sports & recreation
Student’s presentation: Show & Tell

17(6/07~6/13) 期末考：英文短劇(一)
Final Exam: English skit or drama

18(6/14~6/20) 期末考：英文短劇(二)
Final Exam: English skit or dra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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