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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62學期學期  課程基本資料課程基本資料

系所系所  / 年級年級 會資系  2年級 課號課號  / 班別班別 81U00129 / A

學分數學分數 2學分 選選  / 必修必修 必修

科目中文名稱科目中文名稱 英語聽講(二) 科目英文名稱科目英文名稱 English listening and speaking II

主要授課老師主要授課老師 唐嘉憶 開課期間開課期間 一學期

人數上限人數上限 63 人 已選人數已選人數 63人

起始週起始週  / 結束週結束週  / 上課地點上課地點  / 上課時間上課時間

第1週 / 第18週 / H314 / 星期3第03節 
第1週 / 第18週 / H314 / 星期3第04節 
第1週 / 第18週 / H314 / 星期3第01節 
第1週 / 第18週 / H314 / 星期3第02節 

請各位同學遵守智慧財產權觀念；請勿非法影印。

教學綱要教學綱要

一、教學目一、教學目
標標 (Objective)

This course puts an emphasis on the acquisition of listening ability. It offers students board exposure
to larget language through updated thematic models and oral exercise. Students will be able to apply
the target language spontaneously in their lives.

二、先修科目二、先修科目 (Pre
Course)

三、教材內三、教材內
容容 (Outline)

The textbook of this course contains 15 units to help student learn academic word, improe listening
comprehension and acquire the knowledge of different cultures.

四、教學方四、教學方
式式 (Teaching
Method)

This course puts an emphasis on the acquisition of listening ability. It offers students board exposure
to larget language through updated thematic models and oral exercise. Students will be able to apply
the target language spontaneously in their lives.

五、參考書五、參考書
目目 (Reference)

2008/2/27 Introduction 唐嘉憶

2008/3/5 Unit 8 唐嘉憶

2008/3/12 Unit 8 唐嘉憶

2008/3/19 Unit 9 唐嘉憶

2008/3/26 Unit 9 唐嘉憶

2008/4/2 Unit 10 唐嘉憶

2008/4/9 Unit 10 唐嘉憶

C:query.asp
http://webap.asia.edu.tw/courseinfo/
http://www.asia.edu.tw


六、教學進六、教學進
度度 (Syllabi)

2008/4/16 Review All 唐嘉憶

2008/4/23 Mid-Term 唐嘉憶

2008/4/30 Unit 11 唐嘉憶

2008/5/7 Unit 11 唐嘉憶

2008/5/14 Unit 12 唐嘉憶

2008/5/21 Unit 12 唐嘉憶

2008/5/28 Unit 13 唐嘉憶

2008/6/4 Unit 13 唐嘉憶

2008/6/11 Review All 唐嘉憶

2008/6/18 Final 大會考 唐嘉憶

2008/6/25 唐嘉憶

七、評量方七、評量方
式式 (Evaluation)

八、講義位八、講義位
址址 (http://)

九、教育目標九、教育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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