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校名稱： 真理大學  開課期間：＿106＿學年度＿1＿學期 

壹、 課程基本資料 (有包含者請於□打) 
 

1. 課程名稱 觀光英語(一) 
 2. 課程英文名稱 Tourism English I 

3. 教學型態 ■非同步遠距教學 

■同步遠距教學主播學校  
 請填列本門課程之收播學校與系所：  

(1)學校:           系所： 
4. 授課教師姓名及職稱 白狄藍/講師 Dylan Black 

5. 師資來源 ■專業系所聘任 □通識中心聘任 □以上合聘 

□其他 
6. 開課單位名稱 

(或所屬學院及科系所名稱)  人文學院 教務處 

7. 課程學制 ■學士班 □進修學士班 □學士班在職專班 

□碩士班 □碩士班在職專班 □博士班 

□學院（□二年制 □四年制） 

□專科（□二年制 □四年制） □進修專校 

□進修學院（□二技 □四技 □碩士在職專班） 

□學位學程（□二年制 □四年制 □碩士班） 

□學分學程 
8. 部別 ■日間部 □進修部(夜間部) □其他 
9. 科目類別 □共同科目 □通識科目 □校定科目 

■專業科目 □教育科目 □其他 
10. 部校定 

(本課程由那個單位所定) 
□教育部定 

□校定 □院定 □所定 □系定 ■其他 
11. 開課期限(授課學期數) ■一學期(半年) □二學期(全年) □其他 
12. 選課別 □必修□■選修□其他 
13. 學分數 2 
14. 每週上課時數 2 
15. 開課班級數 1 
16. 預計總修課人數 40 
17. 全英語教學 ■是 □否 
18. 國外學校合作遠距課程 

(有合作學校請填寫) 
國外合作學校與系所名稱:   

□國內主播 □國內收播 □境外專班 □雙聯學制 

□其他 
19. 課程平台網址（非同步教學必填） http://moodle.au.edu.tw 
20. 課程教學計畫檔案連結網址 http://moodle.au.edu.tw 

http://moodle.au.edu.tw/
http://moodle.au.edu.tw/


貳、課程教學計畫 
 

一 教學目標 Course Description: The purpose of this course is to (a) improve 
students` ability in travel service English, which will be beneficial 
to them especially if they go on to careers in the travel/tourism or 
hospitality industries; (b) enable students to introduce Taiwan`s 
sights, scenery, culture and cuisine to the foreign visitor; (c) 
introduce global tourism and its most popular destinations, in 
English. 

二 適合修習對象 大學部學生(無特殊限制) 
三 課程內容大綱 （請填寫每週次的授課內容及授課方式） 

 週次 授課內容 授課方

式 
 

1 
Introduction to the course 
 

 

面授 

2 Travel Documents 面授 

3 Hotels/Accommodations  遠距教學 

4 Airline Vocabulary (1) 遠距教學 

5 Airline Vocabulary (2) 遠距教學 

6 Taiwanese Cuisine (1) 遠距教學 

7 Taiwanese Cuisine (2) 面授 

8 Review 遠距教學 

9 Midterm Exam 面授 

10 Global Tourism (1) 遠距教學 

11 Global Tourism (2) 遠距教學 

12 International Destinations: New York 面授 

 13 International Destinations: London- 遠距教學 



14 International Destinations: Beijing 遠距教學 

15 International Destinations: Sydney 遠距教學 

16 International Destinations: Canada 遠距教學 

17 Review 面授 

18 Final Exam  面授 

四 教學方式 This course will be lecture-based, and the instructor`s lectures will be 
video recorded for students at other campuses to access online.   
*Note:  Long-distance learning students from other campuses are 
required to attend class on campus 3 times in the semester, in 
addition to the Midterm and Final Exam days 
（有包含者請打，可複選） 

□ 1.提供線上課程主要及補充教材 

□ 2.提供線上非同步教學 

□ 3.有線上教師或線上助教 

■4.提供面授教學，次數： 7 次，總時數： 14 小時 

■5.提供線上同步教學，次數： 11 次，總時數： 22 小時 

□ 6.其它：（請說明） 

 

教科書 
書名 作者 出版社 

Talk About Travel (2nd Ed.) Rob & Terry Jordens Compass Publishing 

參考書 
書名 作者 出版社 

Any English Dictionary 
   



五 學習管理系統 呈現內容是否包含以下角色及功能 

（有包含者請打，可複選） 

1.提供給系統管理者進行學習管理系統資料庫管理 

□ 個人資料 

□ 課程資訊 

□ 其他相關資料管理功能 

2.提供教師(助教)、學生必要之學習管理系統功能 

■ 最新消息發佈、瀏覽 

■ 教材內容設計、觀看、下載 

□ 成績系統管理及查詢 

□ 進行線上測驗、發佈 

□ 學習資訊 
□ 互動式學習設計(聊天室或討論區) 
□ 各種教學活動之功能呈現 
□ 其他相關功能（請說明） 

六 師生互動討論方式 教師課輔時間：請透由電子郵件方式進行討論 

E-mail 信箱及分機：dyl617@hotmail.com 

七 作業繳交方式 （有包含者請打，可複選） 
□ 1.提供線上說明作業內容 
□ 2.線上即時作業填答 
■ 3.作業檔案上傳及下載 
□ 4.線上測驗 
□ 5.成績查詢 
■ 6.其他做法（請說明）：報告 

八 成績評量方式 ■期中考試(報告)： 40 ％ ■期末考試(報告)： 40 ％ 

□口頭報告：    ％     ■出席出勤/作業： 20 ％ 

□線上互動：    ％ □其他： 

九 上課注意事項  

 

mailto:dyl617@hot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