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大語言中心外語進修班 44期課程簡介 
 

 

課程名稱 授課教師 開課日期 上課時間 學費

（元） 

征服新多益:550-850 林玉書 
110年 9月 15

日 
每週三 19:00~21:00 

由本中心

填寫 

【使用教材】書名：Score High On The TOEIC Listening and Reading Test 3 

出版社：寂天出版社 

ISBN：為特制版無 ISBN 

【課程簡介】本期課程因應疫情關係，如果採取線上授課的話，會提供更多元的學習方法如先錄製好

小短片可方便學員吸收，放慢上課步調等等。本課程已經幫助許多學員達到理想的多益成績，內容涵

蓋英文單字、文法、聽力、閱讀、慣用語。課程內容與時俱進會針對 2018 新制多益變革加重聽力及英

文的整合能力、整理資料，幫學員做觀念的釐清來加強多益實力。前半部分為教導學員觀念及技巧累

積實力，後半部分為做試題演練。適合想在短期內加強自己的英文實力和多益解題技巧的您。靠著老

師教授的文法及邏輯解題技巧就能在短時間內大大增進多益文法成績。老師會幫學生整理及教授如何

背單字和補充講義。傳遞英文文法、聽力技巧及邏輯概念給學生，把觀念做釐清並讓學生一起做題目

的方式。上課老師會播放英文歌曲、廣告和新聞。本課程很適合想把英文文法學好的學生且想要提升

英文聽力工作忙碌的上班族，較不適宜喜歡上課速度慢的學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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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清華大學語文中心外語進修班(非學分班)第45期授課大綱(110年9月15～111年1月12) 

課程名稱 征服新多益:550-850 

授課教師 
(中文名) 林玉書 

(英文名) Coco Lin 
教師性別 

 男 

 女 

上課時間 

 

每週三 

 

19:00～21:00 (中間休息10分鐘) 

 
開課日期 2021年9月15日 

先修條件或學

員程度要求 

學員需有基本的英文基礎。這門課是屬於中級(以上)課程。希望來上課的學生是英

文無法自己短期內大大進步的學生。本課程只針對多益會考試的內容，不會教授過

於複雜不實用的英文。但由於課程較緊湊(涵蓋英文單字+慣用語+文法+閱讀+聽

力)，不太適合喜歡上課速度慢的學生。學員如上課聽不懂，請務必來問老師。 

課程摘要或課

程說明 

(※本期「18

堂課的課程內

容及進度」詳

見「第2頁」) 

教學目標 

1. This course aims to help students get familiar with TOEIC question types. 

2. This course will enable students to ace TOEIC through the instructor’s effective 

guidance.  

3. This course will help students memorize TOEIC vocabulary more efficiently. 

 

授課方式 

本期課程因應疫情關係，如果採取線上授課的話，會提供更多元的學習方法如先錄

製好小短片可方便學員吸收，放慢上課步調等等。傳遞英文文法、聽力技巧及邏輯

概念給學生，把觀念做釐清並讓學生一起做題目的方式。靠著老師教授的文法及邏

輯解題技巧就能在短時間內大大增進多益的文法成績。老師會幫助學員做單字、文

法、英文慣用語的整理加深學生的英文基本功。上課老師會播放英文歌曲、廣告和

新聞加深學生的聽力練習。因應2018多益變革，上課文法比重為1/4，聽力和單字

2/4，閱讀占1/4。會多加強英文的整合能力。前半部分為教導學員觀念及技巧累積

實力,後半部分會多做試題演練。 

使用教材 
老師自編講義+ Score High On The TOEIC Listening and Reading Test 3(為特

制版無 ISBN) 

是否需要使用

筆電 

   是  否 (因應疫情關係而採取線上上課的話，建議學員上課使用筆電或桌

電打開老師的講義另外搭配平板或手機聽老師上課及互動) 。 （一種方法就是把

老師上課的講義印紙本出來，打開筆電或是平板聽老師上課及互動）。 （如採實體

上課的話學生，不需要帶筆電過來教室） 

教師 

最高學歷 

最高學歷： 博士    碩士   學士 

畢業學校/系所：美國印第安那大學布魯明頓~語言教育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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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 

擅長領域 

英語發音與正音/ 英文文法與寫作/英文生活(商業)會話/多益考試技巧/托福口說/

托福寫作/英文聽力技巧訓練/中英文翻譯/北一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英文寫作批閱

老師/經濟部專業人員研究中心教授商務英語溝通等課程 

New TOEIC: 985 (聽力滿分) 

教師 

e-mail 
teresa.indiana@gmail.com 於開課後會寄電子郵件檔案給學員 

 

本期課程 

內容及進度 

 

(※經本中心

考核通過者，

授課教師擬於

「 第 18 堂 課

(結業日)」協

助頒發結業證

明及成績單，

全勤者另頒發

全勤獎獎狀，

以資獎勵。) 

【※注意：本中心保留教師異動權利，教師可視學員學習狀況適時調整進度。】 

週次 日期 課程內容及進度 （進度會視學生程度吸收而為調整） 

第1週 110.9.15 
Introduction to 2018 TOEIC(如何考多益高分秘技 ); 

TOEIC 範例介紹+你不得不知的多益單字整理 

第2週      110.9.22 
常見多益一字多義+英文相似字,混淆字及觀念+如何背單

字+多益單字 ppt整理+介系詞 

第3週      110.9.29 

多益聽力的養成+介紹英文聽力訓練及練習+ Part 1導論

+Part1 學生演練+講解(帶上課課本)+英文相似音混淆音

+多益文法(可數,不可數名詞+定冠詞) 

第4週 110.10.6 Part 2+3+4導論+解題技巧介紹及演練(帶上課課本) 

第5週 110.10.13 
字的家族和基本文法解題技巧+比較級+不定詞+動名詞+

情態助動詞+英文聽力訓練:多益聽力100題(A) 

第6週 110.10.20 
2個字動詞片語+英文五大句型+使役動詞+多益聽力100題

(A)講解 

第7週 110.10.27 
連接詞，副詞子句+轉承詞+開始考多益 Day1 Day2單字書

小考  

第8週 110.11.3 
多益整合能力複習+英文省略+多益聽力100題(B)+Day3 

Day4單字書 

第9週 110.11.10 連接詞+介係詞釐清+時態全部+Day5 Day6單字書 

第10週 110.11.17 

命令語句，現在分詞，過去分詞，形容詞子句，part5 

part 6演練,講解(從開始都要帶課本上課)+Day7 Day8單

字書 

第11週 110.11.24 
多益閱讀導論(第一回閱讀)+多益文法整合+考多益 Day9 

Day10+形容詞子句，名詞子句，副詞子句概念 

第12週 110.12.1 
多益單篇閱讀(多益第二回閱讀)+考多益 Day11 Day12單

字書 

第13週 110.12.8 
多益多篇閱讀(多益第三回閱讀)+part5 part6演練+考多

益 Day13 Day14單字書 

第14週 110.12.15 
試情況調整進度: Part 2講解+Part2 學生演練+part6+英

文連音，弱化音 

第15週 110.12.22 
Part 3講解+Part3 學生演練+part5 part6 +美式英式發

音 

第16週 110.12.29 Part 4講解+Part4 學生演練+part5 part6 

mailto:teresa.indiana@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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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週 111.1.5 
(第十回) part5 part6模擬考(含講解,45分鐘) +多益聽

力模擬考 

第18週 111.1.12 (第十回) 閱讀 part7模擬考(含講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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