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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108英語文領綱的重點及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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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素養涵義

核心素養是指一個人為適應現在生活及面對未來挑戰，

所應具備的知識、能力（技能）與態度。

核心素養應關注學習與生活的結合，透過實踐力行而

彰顯學習者的全人發展。

引自〈總綱〉第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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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素養涵義(續)

本書中所指「素養」，同時涵蓋 competence 及

literacy 的概念（蔡清田，2014:2-3），是指一個人

接受教育後學習獲得知識（knowledge）、技能/能力

（skills）與態度（attitudes），而能積極地回應個人

或社會生活需求的綜合狀態（同上，p.18）。素養中

擇其關鍵的、必要的、重要的，乃為「核心素養」

（同上，p.34）。
范信賢(2016)教育脈動，5。
http://pulse.naer.edu.tw/content.aspx?type=H&sid=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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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SA 2018 「全球素養」評量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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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https://www.oecd.org/pisa/aboutpisa/Global-competency-for-an-inclusive-world.pdf

Background 



OECD：邁向2030年的教育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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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https://www.oecd.org/pisa/aboutpisa/Global-competency-for-an-inclusive-world.pdf



核心素養的滾動圓輪意象

社會參
與

核心素養三面九項

1. 核心素養的學習、教學、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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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文領綱：課程目標

培養英語文聽、說、讀、寫的能力，應用於日常生活溝通。 B1

提升學習英語文的興趣並涵育積極的學習態度，主動涉獵各領域知識。A1

建構有效的英語文學習方法，強化自學能力，奠定終身學習之基礎。A3

尊重與悅納多元文化，培養國際視野與全球永續發展的世界觀。C3、C1

培養以英語文進行邏輯思考、分析、整合與創新的能力。A2

范信賢(2016)教育脈動，5。
http://pulse.naer.edu.tw/content.aspx?type=H&sid=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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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養導向教學的四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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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養導向評量的三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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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整合知識、技能與態度

1.（語言知識＋）語言技能

2. 經由活動或任務，融入生活，反覆使用，養成習慣，身體力行，養成態度

3. 評量涵蓋成果與歷程，兼重總結性與形成性（尤其是「態度」）的評量

(二)情境化

1. 教學與評量應營造自然的語言使用情境

2. 融入（1）語言的篇章結構概念 (coherence and cohesion) 

及（2）非語言的情境連貫性

3. 評量：performance-based, portfolio assessment

(三）學習方法與策略

1. 隨時提點學習方法與語言使用策略，提升學習效率與自主學習

2. 提升「後設認知」(meta-cognitive)技能

(四)實踐力行

1. 應造應用、實作的機會

2. 透過力行，順勢培養習慣、態度

評量重歷程

素養導向的教學與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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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mething NEW? 

核心素養承續過去課程綱要的基本能力、核

心能力與學科知識，但涵蓋更寬廣和豐富的

教育內涵。

14



II. 107年研究測試進程與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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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擬研究方法與研究設計

3-4月

• 釐清素養的定義

• 分析歷屆試題及蒐集各國大學入學考試題目

5月

• 發想可能的新題型

• 開始進行命題、修題

6-7月初

• 7月中下旬 微型測試與問卷

(高三與大一學生共計 5 名)

7月中下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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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準備研究用試卷

• 聯繫施測學校

8月

• 研究用試卷施測 (高三學生共約280名)
9月初

• 評分標準訂定

• 簡答題及作文閱卷

9月中

• 擬定各題型測驗目標、能力指標、命題原則

• 繼續新題型的研發

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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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科研發重點
評量考生閱讀理解
1. 取材著重生活中常見的真實文本，強調主題多元。
2. 體裁多樣性，包含讀者投書、廣告，以及短篇故事等。
3. 作答方式不限於傳統選擇題的框架，反映學生學習或生

活中會應用的技能，如：綜合整理文本之重要訊息，以
更全面地檢測學生的閱讀理解能力。

評量考生寫作能力
1. 任務導向，反映日常生活寫作的情境
2. 可設計一個或兩個寫作任務，分別處理不同面向的寫作

能力



研究用試卷測試

◦時 程：107年9月
◦測試學生：高三學生，約280人
◦題 型：

以今年研發的新題型為測試重點，
包含填充題、簡答題、勾選題等的
混合題型，以及新型寫作任務（如：
圖表描述、陳情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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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研發試題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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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題型

除了傳統選擇題型外，試題設計有填充、簡答、
勾選等作答方式，全面性評量考生閱讀理解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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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請閱讀以下選文，並根據選文內容回答問題。第6-7題為選擇題，第8-9題為簡答題，
請將答案寫在答案卷上。

22本試題為研究測試專用，尚需經評估與調整，並非大考中心正式考試之確定型式。

文本比較



6. What are the original report articles about?
(A) Longevity. (B) Friend-making.
(C) How to face death. (D) The meaning of life.

7. Which of the following is the most likely source of the articles?
(A) A local health journal.
(B) An international magazine.
(C) An editorial of a community newspaper.
(D) A special feature of a national fashion magazine.

8. i) Which reader challenges the appropriateness or importance of the
reports?

ii) Which sentence or phrase in the article best supports your answer?
Please copy it down.

9. i) To Peter Snowdon, what place is a good starting point to make
friends?

ii) Which sentence or phrase in the article best supports your answer?
Please copy it down.

作答形式:選擇題及簡答題

23本試題為研究測試專用，仍需經評估與調整，尚非為大考中心正式考試之確定型式。



答案卷樣式

24本試題為研究測試專用，仍需經評估與調整，尚非為大考中心正式考試之確定型式。



請根據幾位讀者的評論內容，勾選()所有符合的陳述。
Check () the reader(s) who make(s) the following responses:

Readers
Responses Andre Girod Patrick Barr Peter 

Snowdon
Showing great appreciation of the 
suggestions mentioned in one of the 
articles

Recommending ways to live a better 
life (based on personal experiences)

Proposing a new perspective to look at 
longevity

Suggesting the inadequacies of the 
discussion in the report articles

作答形式:勾選題

25本試題為研究測試專用，仍需經評估與調整，尚非為大考中心正式考試之確定型式。



英文作文
以引導式寫作為主，包含各樣寫作任務，如：短

函寫作（含個人書信、陳情書等）、看圖/表寫作

（如：依據圖意敘述故事、描述各類圖/表所呈現

的內容等）、主題寫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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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
作
任
務

本試題為研究測試專用，仍需經評估與調整，尚非為大考中心正式考試之確定型式。



28本試題為研究測試專用，仍需經評估與調整，尚非為大考中心正式考試之確定型式。



命題說明：

此寫作任務要求學生自行選擇重要議題，在

一國際陳情網頁上撰寫陳情書。此任務提供

實際應用英語的情境，反映「社會參與」

（運用英語文實踐力行）的核心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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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英語學系 陳秋蘭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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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107年研究測試進程與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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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擬研究方法與研究設計

3-4月

• 釐清素養的定義
• 分析歷屆試題及蒐集各國大學入學考試資料

5月

• 發想可能的新題型
• 開始進行命題、修題

6-7月

• 組卷、進行錄音
• 聯繫施測學校

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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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研究用試卷施測

9月中

•評分標準訂定
•簡答題閱卷

9月底

•大型研究用試卷組卷
•研擬各題型測驗目標、能力指標、命題參考原則

10月初

•大型施測
•繼續新題型的研發
•擬定各題型測驗目標、能力指標、命題參考原則

10-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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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聽力研發重點
 圖片題儘量選用真實照片，增加真實情境感，圖片可
以是場景、人物活動或圖表，內容含不同學科或領域
的主題；可用對話或短文呈現。

 試題內容與學生生活情境相關、貼近校園生活，運用
真實的廣播、新聞等素材，簡化成學生聽得懂的詞彙。

 依試題情境需求，融入不同口音的英語使用者，亦可
含兩人以上的說話者。

 呼應新課綱結合筆記摘要的技巧（note-taking 
skills ），適度融入混合題型（例：填空題、勾選題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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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階段修改第一大題看圖辨義-單選題、第四大題短文聽解，
並新增一大題長篇對話：

一、圖片辨識

A. 短文式：

聽一段短文，根據問題選出合適的圖片。

B. 對話式：

聽一段對話，根據問題選出合適的圖片。

二、對答

三、簡短對話

四、短文聽解

五、長篇對話（含混合題型）



研究用試卷測試
小型：
◦時 程：107年9月
◦測試學生：高三學生，約250人
◦題 型：圖片辨識、對答、簡短對話、

短文聽解、長篇對話（混合題型)

大型
◦時 程：107年10-11月
◦測試學生：高三學生，約800人
◦題 型：圖片辨識、對答、簡短對話、

短文聽解、長篇對話（混合題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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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研發試題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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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力測驗整體測驗目標

評量考生針對不同生活情境中，含公共場所(如: 

學校、電影院、購物中心、公園、機場、車站等)、

私人場域(如: 家人、朋友之間等人際互動)、不同

溝通媒介(如: 網際網路、電話等)出現的對話或短

文之聽力理解或記錄重點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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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辨識示例

40本試題為研究測試專用，仍需經評估與調整，尚非為大考中心正式考試之確定型式。





短文聽解示例
第12、13 題為題組 （請先閱讀試題）

12. What is the purpose of this talk?
(A) To provide guidance to Angela.
(B) To promote a consulting company.
(C) To offer tips to bank account owners.
(D) To announce the opening of a new TV service.
13. Who would most likely check the website of Howard and Holly?
(A) A teacher looking for financial support.
(B) A person planning to apply for university.
(C) A businessman trying to start a new business.
(D) A child looking for interesting YouTube channels.

41本試題為研究測試專用，仍需經評估與調整，尚非為大考中心正式考試之確定型式。





長篇對話示例

42本試題為研究測試專用，仍需經評估與調整，尚非為大考中心正式考試之確定型式。





簡報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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