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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臺科技大學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課程資訊 

課程代碼 C0N11901 

課程中文名稱 英語教學概論 

課程英文名稱 Introduction to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 

學分數 2.0 

必選修 選修 

開課班級 夜二技英語三甲 夜四技英語三甲 

任課教師 康雅禎  

上課教室(時間) 週三第 13 節(W0604) 

週三第 14 節(W0604) 

課程時數 2 

實習時數 0 

授課語言 1 華語 

授課語言 2  

輔導考照 1  

輔導考照 2  

課程概述 This is an introductory TESOL course designed to familiarize students with 

fundamental concepts, terms, and commonly applied teaching methods in 

EFL/ESL contexts.  

先修科目或預備

能力 

 

課程學習目標與

核心能力之對應 

※編號 , 中文課程學習目標 , 英文課程學習目標 , 對應系指標 

-------------------------------------------------------------------------------------- 

1.熟悉英語教學理論 , Familiarize the fundamental theories in TESOL , 3 專業

英文 

2.了解英語教學法的基本原則 , Understand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various 

teaching methods  , 3 專業英文 

3.了解口說與寫作教學方法 , Understand methods for teaching speaking and 

reading , 1 英文表達能力 

4.了解聽力與閱讀教學方法 , Understand methods for teaching listening and 

writing  , 2 英文聽讀能力 

5.執行示範教學 , Teaching demonstration , 4 就業實務 

6.了解現今台灣的英語教學法及議題 , Understand current English teaching 

practices and issues in Taiwan , 4 就業實務 

中文課程大綱 本課程的主要內容如下： 

1. 課程介紹 

2. 語言教學之內涵與要素 

3. 台灣之英語師資訓練與檢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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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文法翻譯法 

5. 直接教學法 

6. 聽說教學法 

7. 默示教學法 

8. 身體動作回應教學法 

9. 期中考 

10. 溝通式教學法 

11. 任務導向教學法；全語言教學 

12. 字母拼讀法 

13. 語言教學之跨語言觀點 

14. 語言教學之心理學觀點 

15. 語言教學之社會文化觀點 

16. 語言學習之評量 

17. 複習與回顧 

18. 期末考  

 

英/日文課程大綱 1. Introduction to the course  

2. Major components of language teaching 

3. English teacher training and certification in Taiwan 

4. The Grammar-Translation Method 

5. The Direct Method 

6. The Audio-Lingual Method 

7. The Silent Way 

8. Total Physical Response 

9. Midterm Exam 

10. Communicative Language Teaching 

11. Task-based Approach and Whole Language Approach 

12. Phonics instruction 

13. Cross-linguistic perspectives on language learning and teaching 

14. Psychological factors in language learning and teaching 

15. Sociocultural factors in language learning and teaching 

16. Assessing language learning 

17. Review 

18. Final Exam  

 

課程進度表  

教學方式與評量

方法 

※課程學習目標 , 教學方式 , 評量方式 

-------------------------------------------------------------- 

熟悉英語教學理論 , -- , -- 

了解英語教學法的基本原則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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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口說與寫作教學方法 , -- , -- 

了解聽力與閱讀教學方法 , -- , -- 

執行示範教學 , -- , -- 

了解現今台灣的英語教學法及議題 , -- , -- 

指定用書  

參考書籍  

教學軟體  

課程規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