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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期課號當期課號 0414 中文科名中文科名 科技產業英語

授課教師授課教師 蔣豐維 開課單位開課單位 通識教育中心

學分數學分數 2 修課時數修課時數 2 開課班級開課班級 日間部四年制0年級 5班

修習別修習別 校訂選修

類別類別 一般課程

本課程與系所培養學生能力指標關聯度本課程與系所培養學生能力指標關聯度

核心能力核心能力 能力指標能力指標

高高
度度
關關
聯聯

中中
度度
關關
聯聯

低低
度度
關關
聯聯

以英語或其他外語參與社交活動、工作溝通之能
力

以英語或其他外語瞭解並進行日常生活或工作方
面的語句或會話。

✔

閱讀並理解日常生活資訊及不同主題文章之能力
以英語或其他外語閱讀日常生活或工作方面的段
落或文章。

✔

以英、外語認識世界多元文化之能力 欣賞多元文化的態度與能力。 ✔

有效自主學習英、外語之能力 運用各項語言學習資源。 ✔

本課程培養學生下列知識：本課程培養學生下列知識：

本課程旨在配合現今學生與科技產業需要，藉由情境練習，整合提升相關英語知識與能力。 

1.增進科技相關產業之英語溝通能力
2.提升科技相關英語知識
3.提升科技相關英語使用信心

This course aims to equip students with basic understanding of the technology and the ability of English
communication. Through topics commonly seen in technology related fields , the course will help students to get
familiarized with English used in different occasions -- and cultivate their confidence in engaging in English
conversation naturally. The course objectives are: 1. to cultivate students' understanding and interest in technology
related fields. 2. to strengthen students' ability and confidence in English communication.

每週授課主題每週授課主題

第01週：Introduction and Warm-up
第02週：Unit 1. What's the Job? -- Jobs and Duties
第03週：Unit 2. Is That Correct? -- Measurements and Defec
第04週：Unit 3. What Are the Numbers -- Project Planning
第05週：Unit 4. How Does It Work? -- Cause and Effect
第06週：Unit 5. What Happened? -- Rises and Falls in Chart
第07週：Unit 6. Can You Fix It? -- Troubleshooting
第08週：Unit 7. I Need Some Information -- Questions
第09週：Midterm and Review
第10週：Unit 8. What Should We do? -- Rules and Damage Con
第11週：Unit 9. Take Care! -- Safety Hazards
第12週：Unit 10. What's It Like? -- Shapes and Classifying
第13週：Unit 11. How Do You Do It? -- Testing
第14週：Unit 12. Watch out! -- Making Suggestions
第15週：Unit 13. Out and about -- Giving and Getting Direc
第16週：Unit 14. Tell Me about It -- Dimensions and Quanti
第17週：Unit 15. What's the Schedule? -- Making Arrangemen
第18週：Final and Reivew

成績及評量方式成績及評量方式

期中考：25%
期末考：25%
課堂參與及出席：30%
口語及寫作：15%
隨堂模擬測驗：5%

證照、國家考試及競賽關係證照、國家考試及競賽關係



■全民英檢(GEPT)
■多益(TOEIC)
■大學校院英語能力測驗(CSEPT)
■雅思(IELTS)
■托福(TOFEL)

主要教材主要教材

1. 書名：Tech Talk -- Pre-Intermediate 作者：Vicki Hollett 出版社：Oxford UP ISBN：978-0-19-457458-7 (教科書)

參考資料參考資料

本課程無參考資料!

建議先修課程建議先修課程

本課程無建議先修課程

教師資料教師資料

教師網頁：http://www.cyut.edu.tw/~avalon/
E-Mail： avalon@cyut.edu.tw
Office Hour： 
分機:

[關閉] [列印] 
尊重智慧財產權，請勿不法影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