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痛英語腦聽講會話班
課程名稱

授課老師

徐曼菲 老師
課程說明

如果您是…
1. 口說能力約略為初級~中級左右；或是擁有此種以上的程度，但覺得開口「說英語的能力」和自身所學
程度「不成正比」者
適
合 2.
對 3.
象 4.
5.
6.

遇到要開口時即將所學拋諸腦後，開始吃螺絲?
曾上過英語會話課，但仍然覺得表達欠缺重點，時常卡卡，辭不達意?
自認英語表達力尚可，但難脫「中翻英」的說話模式？
喜歡徐曼菲老師無痛英語學習獨特新穎教學風格與內涵的你/妳
想在短時間之內，對英文有新的認識、獲得嶄新的學習方法，與口說技巧突破的你/妳

學歷:
◎英國倫敦大學雙碩士畢業
英國倫敦大學國王學院 (King's College London, University of London) 莎士比亞研究
英國倫敦大學教育學院

(Institute of Education, University of London) 英語教育研

究
◎榮獲英國倫敦大學國王學院 2009 年亞洲區(僅四名得主)傑出獎學
金 現任: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進修推廣學院 英語講師
知名企業內訓英語講師
曾任

文化大學國際語文中心 講師

專長 台式發音矯正、英美口音分析、生活應用與商用會話、聽力口語訓練、英語口語與閱讀寫作邏輯、英
講國戲劇文本源流、分析與欣賞
師
。
介
紹
◎ Faye

徐老師「菲英文不可」粉絲專頁:

1.學長姐課後心得分享，點我:
https://m.facebook.com/story.php?story_fbid=1021509721269231&id=442241532529
389
https://m.facebook.com/story.php?story_fbid=987266338026903&id=4422415325293
89 https://www.facebook.com/fayehsu.engfun/?ref=aymt_homepage_panel#
https://www.facebook.com/fayehsu.engfun/?ref=aymt_homepage_panel#
2. 任何課程或選課相關， 學習相關問題， 歡迎上專頁和老師聯繫!
請搜尋:Faye’s Book。菲英文 BOOK
定期分享生活口說實用表達法
或 網址: https://www.facebook.com/fayehsu.engfun
(若出現網頁錯誤訊息，表示 您必須先登入自己的臉書帳號，方可順利連結到老師的專頁! 若還是無法連
結，建議使用搜尋以上關鍵字。)

如果過去總是花了時間、努力與金錢，但對於眼前的目標卻難以達成，這種無力感，人人皆不愛 。
踏入師大徐曼菲老師課程的學生，有的跟著老師一學就是將近三年的時間(比以前在學時期學習時間還長、
還認真)，以往對於增進英語力這樣的目標，也常感無力倦怠；但是，加入課程開始，他們終於理解，好的
引導、對的方針、活的氛圍，讓增進英語再也不是無力，而是驅動力! 2017 年的一半即將過去，今年稍縱
即逝，但就在這個時節，你/妳可以種下驅動力的種子，讓英語學習的芽從此向上成長!
不同於一般會話課，本課程將帶大家一探語言的本質，列出中式英文思考下的英文產物，和實際上的英文
有何落差?

以及如何立即修正!

並且將其帶入生活實用會話當中，加以演練揣摩，力求根除中式英文!

每次上課均有生動有趣的中式英文與道地英文對比與習慣翻轉，將配合生活與工作情境主題進行（主題請
見下方「課程大綱與進度」欄位）。
請看以下的例子，是否感到似曾相識? 老師將會 使用現在下方句子的成列邏輯，套用至每週預定的主題，
編寫中式英文對該主題表達的影響層面、口說實例、以及解決方法!
1. 我的工作是老師。
My job is a teacher. (X)
I’m a teacher. / My job is teaching . (O)
課
(job 並非「人」去執行教學動作)
程 2. 他的身體健康。
特
His body is healthy. (X)
色
He’s in good health./ He’s healthy.
(O) (「身體」健康為中式英文，健康的是
「人」)
3. 轉角有一家百貨公司。
There has a department store around the corner.
(X) There is a department store around the
corner. (O)
(中文的「有」，很容易直接翻成 “have”! 別忘了英文裡表示「位置」或「客觀存在」
是用 there is/ there are ，沒有 there has / there have 這樣的
說法喔!) 4. 價格太貴/便宜了。
The price is too expensive/ cheap.
(X) The price is too high/ rather
low (O)
(「價格」應說高或低，「物品」才是貴或便宜)
5.

你方便嗎?
Are you convenient? (X)
Is it convenient for (to) you? (O) 在中文裡，「方便」可以用來形容「人」，也可
以形容「事」。但在英文裡，convenient 代表「某事令人感到方便」，所以主詞應該是
「事」而非「人」!

中英文的說話用字遣詞的落差還可以由以下例子來窺知一二。
猜猜看，請選擇以下粗黑體部分的意思是 A 或是 B:
6. Wasn’t France amazing?
You are telling me.
A. 你/妳正在告訴我。
B. 這還用說。
7. Would you like to grab a coffee (<去某地方>來杯咖啡)?
You bet.
A. 當然，沒問題。
B. 你/妳可以打賭。
8. She’s really green，she looks
nervous. A. 她臉都綠了，看起來很
緊張。
B. 她是新手，看起來很緊張。

(Answer: B, A, B)
第六句 You’re telling me. 代表「你正在說的就是我所想的」，也就是“I fully agree with you”
的意思， 但 “you’re telling me” 當然道地許多囉!

第七句字面意思是「你打賭」，實際上是百分百確定，你要打賭都絕對沒問題的意思，原句是 You can
bet money on it.

也就是「沒問題!」。

最後一句 green 這裡是當形容詞，描述的是一項活動或組織中的新手，不是臉都綠了唷!

課
程
目
標 1. 能在不同情境當中能跳脫中文的限制和框架, 運用英文的思維與邏輯來表達。
學 2. 能在不同情境當中正確選擇用字遣詞、句型結構。
習 3. 不論在語音及用字遣詞，能提升整體英語口說的準確度，以及突破對英文口說的學習或心理障礙。
成
果
無痛英語課程強調並非 chalk and talk (老師一直說話和書寫，學生低頭抄)，師大徐曼菲老師擅長以溝
通 式(communicative approach)教學法打造輕鬆有趣的高互動學習氛圍，彷彿在國外上課一般，充分的
課堂 口說活動，現場活學活用，成效立竿見影，讓每一堂課都是滿載而歸。
上
課 每堂課均包含:
方 ４０% 中式英文與道地英文: 語句表達及發音習慣實例對比與修正
式 ３０% 幫助改掉中式英文習慣的好用片語及慣用語加強
３０% 聽力提升及對談與描述能力養成訓練

每堂課均有「中式英文思考大翻轉」，搭配以下情境主題，列出中式英文的盲點，各個擊破!
並搭配簡單好用的詞彙與句型，主題影片觀賞及問答，深度與廣度兼具，大幅提升中英語言判斷與正確使
用的能力!

Week 1: Overview on NG Chinese English made by Taiwanese students 台灣同學常見中式英文總覽
Overview on common listening and pronunciation mistakes 台灣同學聽力發音問題實例總覽
與矯正方法
Week 2 Talk about work and leisure or work-life balance 談論工作與休閒或兩者平衡
課
程 Week3: Describe places you’ve visited and vacations you went for 描述地方及旅行度假經驗
大
綱 Week 4 : Talk about weekend plans and respond to invitations properly 週末安排與適當回應邀約
及
進 Week 5: Talk about educational and career plans & describe your personality
度
職涯(芽)向上長與自我特質認識與描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