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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ching is a lifetime calling! 



教學經驗分享 

以實證為基礎的教學方法 
激發學生學習動機 

熱愛教學 

教學
理念 

學生學習成果 
教學評量 

學生反應與評語 

教學
方法 

教學
成果 

從學生的興趣與學習需求出發 
營造活潑具挑戰性的課堂氣氛 
給予即時適切的回饋與增強 



開設課程 

英語教學研究所:職前與在職英語教師、國際學生、
英語教育相關從業人士 

 英語教學理論與方法、兒童第二語言與閱讀發展 

 閱讀理論與教學、研究方法 

 音韻學與外語教學、心理語言學 

 

語言中心:交大大學部及研究所學生 

 英文閱讀(50-57人)、英文會話、進階口語訓練、中級
英文閱讀與寫作(英語榮譽學程) 

 推廣教育學分班:科技英文論文寫作 

 

教學成果 



教學理念與方法 
 Points are earned not given.  

 “People love to learn but hate to be taught.” 

給予學生獨立學習與同儕合作學習的機
會 (Examples) 

 “The best learning happens in real life with 
real problems and real people and not in 
classrooms.” (Charles Handy) 

學習輔助工具 (Examples) 

給予即時適切的回饋與增強(Examples) 

 



同儕合作學習 

教學方法 



學習輔助工具: 英語閱讀 

 

 

 

 

 

 



學習輔助工具:英語寫作 

 

 

 

 

 

 



1.覆誦完點擊
Stop 

2. 點選三角形圖
示繼續練習下一句 

評語和 

得分點數 

發音評鑑 

綠色-正確；黃色-錯誤 

紅色-系統未感應到聲音 

學習輔助工具:英語口說 



通過認證後,系統會發
送一封email的 認證

信 

1. 到email信箱收取認證
信 

2. 點選「認證信」
中所附的連結 

完成認證 

3. 到email信箱收取電子報；
點選電子報裡所附的連結 

開始練習 



即時適切的回饋與增強 



即時適切的回饋與增強 

期末學習獎頒獎 

課堂參與與課後
英語學習印章 



英文閱讀課程: 「認知策略閱讀法（A Cognitive 
Strategies Approach）」(Olson & Land, 2007) 

 帶領學生運用、練習、內化閱讀研究所歸納出
的有效閱讀策略 (Example) 

英文口說課程: 「口語溝通策略教學 (Oral 
Communication Strategy Teaching)」(Dörnyei & Scott, 1997) 

 根據情境，運用特定的英語句型及溝通技巧，
幫助學生克服用英文表達想法的困難 (Example) 

英文寫作課程: 「過程式寫作教學 (Process 
Writing Approach」& 「篇章分析 (Text Analysis」
(Example) 

教學方法 

以實證為基礎的教學方法 
(Evidence-Based Teaching Practice, EBP) 





Text Analysis (電機系大二) 



研究所:理論與實務的結合 

Teacher-Researchers 教師即研究者  
 From Theories to Practices 

語言教學 
理論 

教學觀察、 
反思 

教學設計 
執行 

教學方法 



使用e3及協作平台紀錄學習歷程 





閱讀心得、線上討論、 
網路資源分享、個人學習紀錄 

台灣全美語幼稚園 
紀錄片討論 



安排校外參觀、課堂觀察、專家座談 



結合理論與實務，應用所學 

「閱讀理論與教學」 

 根據閱讀教學研究，設計教案，並作課堂教學演練 

 分析國際閱讀學會(IRA)所提供的課堂閱讀教學影片 

 進行為期一個月的閱讀教學，依據學生英語閱讀需求
設計課程、定期的作教學評鑑、改進教學，並忠實紀
錄並觀察學生的學習，最後匯集成一個完整的閱讀教
學檔案 

「兒童第二語言與閱讀發展」 

 至全美語幼稚園作兒童語言學習觀察研究與報告 

 搜尋網路兒童英語學習資源，依據課堂中閱讀的相關
研究與理論，簡介並評鑑相關網站 

 設計英語說故事的活動，到幼稚園或國小進行英語說
故事，並分析活動成效 

教學方法 



教學成果:學生學習成果 



教學成果 



研究生學術發表 

教學成果 

與研究生國際期刊發表 

Lin, L.-C.*, & Cheng, C.-P. (2010). Research trends in selected M.A. TESOL programs in Taiwan: A 

preliminary content analysis of master's theses from 2003-2007. Asian EFL Journal, 12(4), 

126-139. 

Chiang, Y.-C., & Lin, L.-C.* (2010). Morphological and syntactic abilities in Taiwanese EFL 

preschoolers' oral narratives. Asian EFL Journal, 12(4), 80-96. 

與研究生國際研討會發表 

Yu, W.-Y., & Lin, L.-C. (2012). Relationships between English proficiency, reading proficiency, and reading strategy use in 

Taiwanese EFL college students: A think-aloud study. Paper submitted to 2012 Annual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Language, Literature and Linguistics, Singapore. 

Lin, L.-C., & Cheng, C.-P. (2010). Research trends in selected M.A. TESOL programs in Taiwan: A preliminary content 

analysis of master's theses from 2003-2007. Paper presented at the 2010 Asian EFL Journal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Providence University, Taiwan. 

Chen, H.-L., & Lin, L.-C. (2010). Learning to spell unfamiliar words: The relevance of literacy skills and phonological 

awareness to Taiwanese EFL children's spelling. Paper presented at the 2010 Asian EFL Journal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Providence University, Taiwan. 

Chiang, Y.-C., & Lin, L.-C. (2010). Morphological and syntactic abilities in Taiwanese EFL preschoolers' oral narrative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2010 Asian EFL Journal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Providence University, Taiwan. 

Lin, L. C. (2008). Preschool English vocabulary development in relation to vocabulary input. Paper presented at the 2008 

Japan Association for Language Teaching, Tokyo, Japan. 

Chiang, Y. –C. & Lin, L. C. (2008). Morphological and Syntactic Development in Taiwanese EFL Children’s Storytelling. 

Paper presented at the 17
t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and Book Fair on English Teaching, Taipei, Taiwan. 

Chiang, Y. –C. & Lin, L. C. (2008). Morphosyntactic Development in EFL Kids’ Narration. Paper presented at the 2008 Japan 

Association for Language Teaching, Tokyo, Japan. 

Lin, C.-H. & Lin, L. C. (2008). Narrative Development of Taiwanese EFL children: A First Glance at Children’s Chinese and 

English Frog Storie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17
t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and Book Fair on English Teaching, Taipei, 

Taiwan. 



歷年教學反應問卷平均得點 

教學成果 



學生反應與評語 

• 從不缺席也捨不得缺席，
讓我不怕開口說英文。 

• 聽了老師的 “學習方法”
真的會想 如果我高中是這
樣學習 我的英文應該就不
會這麼慘了 

• 這堂課是我在交大四年來
覺得最溫暖的課…(老師)
成為我日後為人師的典範 

• The way you teach is so 
amiable that I absorb 
what you taught easily. 

 

 

教授上課的方式及內容我
能完全接受且非常希望下
學期能繼續在此教授下修
習此門課程 

這門課不僅僅是教閱讀，
還學到許多教育哲學，好
老師精神守則。 

老師提供的reading教法和
idea很實際有用，上課的
討論活動也很有趣 

 

教學成果 



NCTU BBS Teacher版 



NCTU BBS Teacher版 

寫作的技巧和架構，讓文章不再是東湊
西湊 

Regine老師的上課方式感覺很親切，課
堂上總是充滿歡樂，而且老師真得很關
心學生，是我這學期最喜歡上的一門課
之一 

老師可以記住所有同學名字，互動超級
頻繁 

修過她一次課，走在路上她都還認得我 

 



Give thanks that I am a teacher 

One hundred years from now 
It won't matter 

What kind of car I drove 
What kind of house I lived in 

How much money I had in the bank 
Nor what my cloths looked like 

 

BUT 
The world may be a little better 

Because I was important 
In the life of a child. 



THANK YOU 



感謝 
 感謝我的學生豐富了我的生命 

感謝語言中心、英教所、 

人社院同仁的推薦 

感謝交大提供的教學資源與舞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