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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教學相關之研究計劃

National Science Council Projects
Related to English Teaching and Learning, 2010-2011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National Changhua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莊別玲合作複述學習對英語閱讀理解及態度之研究

郭鳳蘭字母拼讀教學與電腦輔助重複閱讀對台灣國小學童早期

英文讀寫發展之影響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Chengchi University)
鍾曉芳英文詞叢中Verb-Particle結構於學術論文語料庫之分析研

究:探討 On 與 In 在此結構中之意涵

黃怡萍台灣高等教育「全英語授課」教師之專業發展

國立成功大學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簡華麗臺灣英語學習者之言談溝通能力解析:臨場修改及互動模

式

鄒文莉有效益的大學理工學術英文課程規劃及教學研究

閔慧慈英語教師寫作評語:信念、實作、及對同儕評語與寫作之

影響

黃淑妙學習者語料庫改善作業暨利用自然語料庫、學習者語料庫

開發線上輔助學習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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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 (National Chiao Thng University)
譜、于智 SSCI 現象的省思:從隱性社群、教師學術發展構成因素

看 SSCI 對台灣英語教學學術場域之影響

張靜芬建構與評估互動式網路英文教師寫作評語系統:以活動理

論探討教師寫作評語之多面向分析(II)

林律君重複聆聽故事及詞義解釋對國小低年級學生英語單字學

習的影響

葉修文線上註記與英文字彙習得之整合性研究:以互動學習理論

為基礎

鄭維容台灣學生與美國學生的碩士論文致謝詞之比較研究

國立中正大學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
紀鳳鳴探究研一生之學術英文寫作學習歷程:以角色界定、規範

採用、衝突協商與情境轉化為主軸之研究

葉純純大學英文寫作教學中的師生寫作日吾談

陳月妙互動式廣泛閱讀與英語能力

國立中興大學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張玉芳道歉之表達與認知發展研究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National Formosa University)
沈明月玲養技職大學學生的字義推衍能力:學習成效評估與教學

建議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 (National Hsinchu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周秋惠探究國小英語職前教師的專業成長一以課學研究模式及

合作探究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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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National Kaohsiung First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洪秀婷藉由多元素養教學模式提升大專英語學習者溝通能力之

研究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National Kaohsiung Normal
University)
廖明姿對話式日誌寫作對學生問題提出、讀者醒覺、及同儕回績

之效益

張玉玲大學生拼貼故事寫作及創意說故事對國小學童英語學習

之效益研究

林患芬應用電腦為媒介溝通技術與外語教學研究之後設分析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National Kaohsiung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
王佩玲歸納式及演繹式文法教學於不同認知風格大學生之成效

比較

國立中山大學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歐淑珍成知訓練對台灣大學生之英語字重音習得研究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National Taichung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廖美玲專業英文(ESP)課程規劃與學生能力評估研究一運動與休

閒領域

洪月女閱讀研究議題七:科學性多重表徵文本閱讀之基礎眼動與

差其分析研究

王雅茵英語學科教學知能內涵:國小英語教師的形塑表述與自我

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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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能評估

臺北市立教育大學 (Taipei Municipal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楊麗中當代英語圖畫書中的多重模式文本與遊戲型態探討(1)

胡潔芳探討外語詞彙形義快速配對學習之語料與學習者變數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何東憲社經地位對台灣新住民與本國住民其國小六年級孩童之

自我效能、三重成就目標、求助信念、求助行為、避免求

助與英語學習成就影響差異性之對比研究

陳淑患從雙軌模式探討臺灣學童英文拼字發展:語音及構詞相關

策略再探究

國立臺東大學 (NationalTaitung University)

沈富源、運用「分組討論」提昇大學生的高層次英語閱讀理解能

力: I 讀書會」、「文學圈」、「教學性會話」的學習效

益比較研究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劉宇挺第二語初學年齡對字義理解過程中雙語字彙系統運作與

互動之影響:台灣地區超高程度英語學習者長期研究

張武昌專業英文(ESP)課程規劃與學生能力評估研究一跨國比較

曾文鏈運用試題回應理論建構一圖形化英語詞彙量測驗

許月貴提昇「學習者自主」與「教師專業自主J .國小英語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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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探究社群之實踐

陳秋蘭專業英文(ESP)課程規劃與學生能力評估研究一法律政治

領域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National Taiwan Ocean University)

林綠芳多媒體問題導向英語教學對篇章理解、單字字意推測、知

識轉移與英語學習態度影響之研究

黃馨週以網路及電子閱讀器為媒介之電子書閱讀初探

國立臺灣大學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廖彥禁全民英檢中高級閱讀測驗之結構效度研究:多組結構方程

模式與差異試題功能分析

高照明從中英雙語平行語料庫自動擷取中英雙語搭配語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王世平以語料庫為本探討格式化語言的建構與教學

陳聖傑運用黑板課程管理系統於混合語言口譯教學一台灣個素

研究

駱藝瑄教育夥伴中的共修:以學校本位課程為導向之專業英文課

程發展與評量的

國立清華大學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劉顯親再探第二代網路科技及大專生英文寫作教學之研究

張鋪容全球化了沒?台灣大專生之語言學習、身份認同與想像共

同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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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National Yunli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楊育芬建置互息式學習象統輔助教師提昇大學生英文閱讀能力

黃息玲故事文法對口說表現的影響

中臺科技大學(Central Taiw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黃怡靜 Text-to-Speech(TTS)與線上測驗網路學習環境對英文學習

之研究

正修科技大學 (Cheng Shiu University)
莊蜈縷提升大學生的英語口說能力:大學英語課堂中口語教學與

活動之研究

中國文化大學 (Chinese Culture University)
劉振蘋從語詞的搭配觀點探討本國大學生使用英文同義字之研

，而

.tu

中房、大學 (ChungYuan Christian University)
劉蔥君任務型評量第二語言學習者在學術情境下之同儕口語互

動:解開任務設計和成果之間的複雜關條

宋正邦融入美國文化於英語教材對台灣大學生學習動機之影響

徐文正建構英語教師自主性量表

曾明怡英語教師身分認同之論述建構歷程:探究兩個教師專業學

習社群

錢景宵英語教師應如何幫助大學生學英文:臺灣學生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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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葉大學 (Dayeh University)
曹秀蓉利用線上個別指導提升英語學習者口語流暢度

輔英科技大學 (Fooyin University)
張王夏文專業英語文教師教學信念與行為之研究-專業知識不足困

境的因應

李貞瑩英語學習角言談互動模式之探討(II)

輔仁大學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葉麥克第二外語學習者於「策略式方法」教學課程與互動式策/

技巧教學課程之聽力發展

醒吾技術學院 (Hsing Wu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錢?青香探討不同輔助聽力棋式對外語學習者聽力與語言之增進

義守大學 (I-Shou University)
蔡雅茹累進析句策略在科技英文閱讀課程中之應用與系統研發

景文科技大學(Jinwe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于第技專校院學生職場導向的e-Portfolio 內容與拈標建構之研究

高苑科技大學 (Kao Yuan University)
張宏宇詞彙語用學:雙語詞典語用訊息分析與描寫準則研究

(新制多年期第 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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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華科技大學 (Lunghw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連維志導引作用(washback)分析:大學生通過英檢測驗列入畢業

門檻之政策對技職院校英語課程及學生英語程度的影響

研究

陳祐莉順應多元文化校園環境:臺灣大專外語系學生之跨文化

包容度研究

銘傳大學 (Ming Chuan University)
唐蓮、文運用層級分析法打造最佳化的浸潤式全英語學習課程

南華大學 (Nanhua University)
許維真台灣學生對英語重音之習得:用優選理論的觀點分析英語

單字重音

靜宜大學 (ProvidenceUniversity)
陳怡伶台灣日治時期莎劇之研究及其在英語教育中所扮演的角

色(1895-1945)(1)

實踐大學的hih Chien University)
莊維貞透過線上檢索提升基礎英文寫作用字錯誤之自我改正率

聖約翰科技大學 (St. John's University)
越美聲應用 MoodIe教學平台於英文寫作教學之研究

淡江大學 (TamkangUniversity)
蔡瑞敏本外籍英語教學老師之協同教學及專業成長:運用線上討

論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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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海大學(Tunghai University)
劉美惠透過網路討論「教學實況錄影案例」對提昇英語職前教師

專業成長之研究

廖敏旬運用電子書於提昇英語閱讀:探討其在閱讀動機、閱讀理

解、及線上回饋討論的成效

邱嘉慧使用摘要撰寫科技於英語閱讀實習課

文藻外語學院 (WenzaoUrsuline College of Languages)
張雅意一個學習動機高的班級:來自語言教師以及語言學習者的

看法

元智大學 (Yuan Ze University)
張玉櫻國內大學教授以英語授課的言談特色:一個以語料庫為基

礎的研究(2)

柯宜中全球英語能教嗎? NNS-NNS 線上交流與多樣化英文取材

對大學生英語角色認知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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