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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教育局臺北市政府教育局臺北市政府教育局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100100100100----103103103103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提升學生英語學習成效計畫提升學生英語學習成效計畫提升學生英語學習成效計畫提升學生英語學習成效計畫    
 

一一一一、、、、緣起緣起緣起緣起 

    「我們希望臺北市的孩子，不僅僅是居於全臺灣的領先角色，未來，我們

更希望他們可以和來自東京、上海、倫敦、紐約的孩子一起競爭…」。 

    近幾年來，臺北市不僅是國內雜誌評選為最幸福的城市，在國際評比上也

有非常大的突破，2010 年倫敦全球金融城市的調查，本市已經進入全球前 20 大

金融城市，超越了阿姆斯特丹，也超越了首爾。 

    在 2011-2016 臺北市全球教育白皮書中，「以國際化與全球觀，強化城市競

爭力」，要強化城市的競爭力，首重國際人才培育。希望透過教育，擴展孩子的

世界觀，培養孩子具備適當的知識、態度和技能，有效參與世界事務，能欣賞

多元，接納異同，並尊重自我與他人，成為良好的世界公民，並進而提升城市

國際競爭力。而外語能力是與世界接軌的重要途逕，加強外語教學，並強調將

學習語言置於其背後的歷史與文化脈絡中，以進一步看見該語言背後的文化，

尊重與欣賞國際文化的多樣性與差異性，是本市全球教育努力的重要方向。 

    本市自 91 學年度起國小一年級至六年級全面實施英語教學，審慎規劃執行

英語教學工作，歷經 92 至 95 年、96 至 99 年兩輪四年計畫，目前進入 100 至

103 年新的一輪四年計畫，在近 10 年之推動過程中，成立國教輔導團國小英語

教學輔導小組、訂定本市國小英語課程綱要及各年段之學習能力指標、逐年充

實各校英語專科教室、增加本市國民小學各校英語圖書 1000餘冊、積極挹注經

費辦理各項師資培訓、研發出版英語教學補充教材、辦理英語教學訪視及英語

基本學力檢測，為本市英語教學品質把關，期能提供本市國小學生軟、硬體均

備且優良之教學品質。 

    99年因應教學需求進行課綱微調，本次課綱微調乃考量教學現場狀況及實

際需求，在微調過程中為使能力指標之解讀更為明確，因此做了指標文字及重

點意涵的必要修訂，使其更符合教學內涵；另 100年本局因應國小三至六年級

增加一節英語課程，業修訂本市英語課程綱要，各校英語課程內容應依據微調

後之內涵與精神進行教學，並以加強英語閱讀與聽說教學為主軸。 

    近年國際學生學術能力評比，更著重於閱讀、溝通及創作能力之展現，因

此如何加強學生英語閱讀、英語口說及創造力能力，成為我們教育當局首當其

衝思考之問題，也因此我們集結現場多年經驗及專家建議，擬訂系列提昇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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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英語能力創新提案，為全國 23 縣市之先，維持本市教育領頭羊優勢，並提

供市長列入市政白皮書重要施政項目，從國小學生著手，打造本市雙語國際城

市。 

二二二二、、、、依據依據依據依據 

（一）教育部九年一貫課程綱要。 

（二）臺北市國民小學英語課程綱要。 

（三）市長市政白皮書教育篇。 

三三三三、、、、教學目標教學目標教學目標教學目標 

（一）培養學生學習英語的興趣及正確的學習態度與方法。 

（二）培養學生正確、清晰的英語發音能力。 

（三）培養學生基本英語聽、說、讀、寫能力。 

（四）增進學生多元文化的基本認識與尊重，開展地球村的世界觀。 

四四四四、、、、實施時程實施時程實施時程實施時程 

    100至 103年。 

五五五五、、、、各工作組之組織及任務各工作組之組織及任務各工作組之組織及任務各工作組之組織及任務 

執行期程 
組別 具體方案 

100年 101年 102年 103年 

1.推動 100學年度國小英語 3至 6年級增加 1節課 ● ● ● ● 

2.推動本市國小全面設置外籍英語教師計畫 ● ● ● ● 

3.推動增置英語情境中心計畫（101年度增設 4間） ● ● ● ● 

4.推動英語課後卓越實驗課程計畫 ● ● ● ● 

5.設置英語文教學資源中心 ● ● ● ● 

6.98、99英語童書繪本出版 ● ●   

7.與外僑學校合作辦理英語體驗營隊 ● ● ● ● 

8.編印手冊 ● ● ● ● 

9.定期召開會議 ● ● ● ● 

10.彙整國小全面實施英語教學簡報 ● ● ● ● 

11.開放國外學生來臺短期就讀 ● ● ● ● 

12.英語教學及加強學生英語能力方案訪視 ● ● ● ● 

13.訂定英語教科書評選流程 ●    

行 

政 

規 

劃 

組 

14.建置英語教學資源網站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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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期程 
組別 具體方案 

100年 101年 102年 103年 

1.辦理英語師資現況調查及輔導 ● ● ● ● 

2.推動教師參加英語能力檢定，取得 CEF架構 B2級以

上證明 
● ● ● ● 

3.與外僑學校合作辦理英語師資研習 ● ● ● ● 

4.與英國文化協會合作辦理英語師資研習 ● ● ● ● 

5.英語教學研討會 ● ● ● ● 

6.推動教師英語專業學習社群計畫 ● ● ● ● 

7.整合全市國小英語教學人力資源 ● ● ● ● 

8.辦理英語閱讀教學及讀者劇場專業成長工作坊 ● ● ● ● 

9.規劃辦理英語命題種子教師研習工作坊 ● ● ● ● 

10.規劃辦理校長、行政人員培訓課程 ●    

11.英語教師 GEPT英檢班  ● ● ● 

師 

資 

資 

源 

組 

12.英語教學模組化課程（初階、進階）72小時研習班  ● ● ● 

1.編印英語補充教學教材 ● ● ● ● 

2.規劃辦理英語攜手激勵計畫補救教學教材－中高年段 ● ●   

3.辦理學生競賽、彙整學校英語標示、圖示及範例 ● ● ● ● 

4.推動學生英語聽、說能力評量 ● ● ● ● 

5.規劃辦理國小英語領域基本學力檢測工作 ● ● ● ● 

6.配合 100學年度英語增加 1節課，調整本市英語課程

綱要 
●    

7.規劃臺美姐妹校交流計畫  ● ● ● 

8.推動學校試辦英語教學媒體或線上系統協助英語教學 ● ● ● ● 

9.辦理英語教師教學輔導工作 ● ● ● ● 

10.研發本市英語數位教學教材（配合英語學習情境中心

之電子白板教學） 
● ● ● ● 

課 

程 

教 

學 

組 

11.規劃外師運作計畫 ● ● ● ● 

1.研擬英語專科教室基本施作項目、選擇施作項目 ●   環 

境 2.分就大、中、小型學校研擬英語專科教室理想模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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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期程 
組別 具體方案 

100年 101年 102年 103年 

3.依英語授課節數及班級規模，分析本市國小各校英語

專科教室施作量體 
● ● ● 

4.函文各校申請 ● ● ● 

5.審核專科教室申請計畫及圖說 ● ● ● 

6.試辦學校進行施作 ● ● ● 

7.評選績優學校並辦理成果觀摩會 ● ● ● 

空 

間 

組 

8.訪視英語專科教室施作情形及運用狀況 ● ● ● 

 

六六六六、、、、實施原則實施原則實施原則實施原則 

（一）生活化：教學內容與生活密切結合，以生活實用、簡單有趣為原則。 

（二）適性化：教學實施兼顧學生程度差異，以聽、說、讀、寫為基本目

標，實施適性教學。 

（三）統整化：課程規劃及教材內容注重前後年級之銜接，及其他領域之

統整。 

（四）多元化：教學方法以溝通式為原則，靈活運用各種教學法；教學評

量採用多元方式，並兼顧形成性、總結性評量。 

（五）彈性化：教學時間自 100學年度起，每週增加 1節，正式課程為 3

節，並得自主彈性安排上課時間實施英語教學。 

七七七七、、、、師資規劃師資規劃師資規劃師資規劃 

（一）各校應配合員額編制，妥善規劃師資人力並安排具備符合教育部英

語教學專長資格者擔任學校英語教學。 

（二）各校應鼓勵英語教師參加英語能力認證或檢定，俾因應教育部推動

國小英語教師教師證加註英語教學專長政策。 

（三）各校若校內合格英語教師不足，應妥善調整校內師資職務分配，依

教師法、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中小學兼任

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辦法、臺北市立中小學遴聘兼任教師實施要點

等相關法令辦理代理、代課、兼任教師甄選、聘任事宜。 

（五）各校得依教育部國民小學與國民中學班級編制及教職員員額編制準

則等規定，遴聘英語教學兼任教師，但其兼任教師總人數不得超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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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教師編制員額八分之一。 

（六）各校辦理教師甄選時，得遴聘學者專家、國民教育輔導團輔導員或

具英語教學專長之教師等參與教學演示或口試之評審，以符專業掄

才之原則。 

（七）各校得依教育部推動國民中小學英語教學合作團隊第二期實施計畫

辦立聘僱外籍英語教師事宜。 

（八）專業成長部分，鼓勵英語文教師參加英語文能力檢測、專業學習社

群、在職進修學分班等，以強化在職英語文教師英語文教學能力。 

八八八八、、、、課程課程課程課程規劃規劃規劃規劃 

    依部頒課程綱要及本市訂定之英語課程綱要實施教學。 

九九九九、、、、教學方式教學方式教學方式教學方式 

（一）聽、說、讀、寫的教學應配合分段目標進行之。其教學活動概要分

佈比例大約如下： 

 

       各年段聽說、讀寫教學活動概要分佈比例表 

各年段各年段各年段各年段 聽聽聽聽      說說說說 讀讀讀讀      寫寫寫寫 

低低低低 80﹪ 20﹪ 

中中中中 60﹪ 40﹪ 

高高高高 50﹪ 50﹪ 

    各年段字母、應用字詞、生活用語及簡易句型學習參考指標 

各年段各年段各年段各年段 字母字母字母字母 應用字詞應用字詞應用字詞應用字詞 生活用語生活用語生活用語生活用語 簡易句型簡易句型簡易句型簡易句型 

低低低低 26個字母 35  22  3 

中中中中  130 (共計 165) 23 (共計 45) 15 (共計 18) 

高高高高  155 (共計 320) 24 (共計 69) 12 (共計 30) 

（二）多運用教具、有聲教材，如童謠、歌曲、節奏韻文（chants）、兒歌

童謠（nursery rhyme）及律動、TPR等，培養學生聽、說、讀、寫

的興趣與能力。 

（三）運用故事、卡通、多媒體等教學媒體，增進聽、說、讀、寫與理解

能力。 

（四）教學時，儘量以英語進行，增加學生聽與說的機會以及適當的教學

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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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聽力教學應以語意理解為主，口語教學應以生動活潑的表達方式。 

（六）教師可配合教學內容、學生的程度及興趣，設計有意義的聽、說、

讀、寫互動（interactive）的學習活動，如：圖文對應、代換練習、

遊戲、比賽、聽唱活動、角色扮演、腦力激盪（brain storming）…

等。 

（七）教師可運用字母拼讀法（phonics）、閃示卡、實物或情境圖片…等來

幫助辨識/強化字母、字、詞或理解字、詞與句子的意義，及其適當

用法。 

（八）閱讀活動宜以跟讀、朗讀循序漸進，可以配合多媒體教材強化記憶

及精熟度，培養基礎閱讀能力；跟讀與朗讀時，應注意發音、語調、

斷句與速度。 

（九）運用熟悉的童話故事，提高閱讀興趣，增強基本閱讀能力。 

（十）運用菜單、時間表、行程表、地圖、指標等各種實際生活資料，活

用英文能力。 

（十一）書寫活動應依摹寫、拼寫、聽寫、書寫、創作，循序漸進。 

（十二）每次上課應適時適量複習已學過的教材，並加深加廣內容。 

十十十十、、、、教學評量教學評量教學評量教學評量 

    英語學習評量應針對教學目標，以生活化、趣味化及多元化為原則，重視

形成性評量，設計適當的評量內容與方法，以提高教與學的成效。 

（一）多元評量 

1.運用指認、圈選、配合、連連看等方法，評量學生對字母、單字、短

句等英文與圖片間對應關係的理解。 

2.評量宜採過程評量，瞭解學生的學習起點，評量其個別進步的情形，

其結果以質的評量方式呈現（如檔案評量，portfolio assessment）。 

3.以遊戲、比賽、聽唱活動、角色扮演、配對、小組互動等方式，進行

聽、說、理解與表達之評量。 

4.適時、適量做總結性之閱讀能力評量。 

5.以寫作檔案評量寫作能力。 

（二）小學一、二年級學習評量方式儘量配合聽、說評量方式（唱遊、過

關等方式），少用紙筆測驗方式實施。 

（三）鼓勵國中小各校定期評量考試加考英語聽力及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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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辦理國中小教師多元評量研習，鼓勵教師以多元的評量方式（如：

英語短劇、小劇本寫作、小專題研究報告、英語歌曲演唱…等），減

少紙筆測驗。 

十十十十一一一一、、、、其他其他其他其他行政規劃行政規劃行政規劃行政規劃措施措施措施措施 

（一）各校應透過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或成立工作組規劃推展英語教學計畫

並據以執行。 

（二）各校得配合學校日辦理英語教學家長說明會，定期檢討英語教學辦理

成效，並提供英語教學教師實施教學活動之必要協助與支援。 

（三）規劃其他行政配合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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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臺北市臺北市臺北市 100-103 年度提升學生英語學習成效年度提升學生英語學習成效年度提升學生英語學習成效年度提升學生英語學習成效 

行政規劃組行政規劃組行政規劃組行政規劃組 101 年度工作計畫年度工作計畫年度工作計畫年度工作計畫 
 

文化國小文化國小文化國小文化國小、、、、三玉國小三玉國小三玉國小三玉國小 

 

一一一一、、、、依據依據依據依據：：：：依臺北市 100-103年度提升學生英語學習成效計畫辦理。 

二二二二、、、、目標目標目標目標：：：：整合英語推動小組分工與資源、彈性增加學生英語學習節

數，提升學生英語學習成效充實各項軟硬體設施，建構良

好的英語學習環境。 

三三三三、、、、具體方案具體方案具體方案具體方案 

（一）整合英語教學推動小組專業方工及資源 

1英語教學資源網站維護及充實 

2.規劃各校選用英語教科書標準流程及評估指標 

3.編印手冊 

4.定期召開會議 

5.彙整國小全面實施英語教學簡報 

6.英語教學及加強學生英語能力方案訪視 

（二）彈性增加學生英語學習節數，提升學生英語學習成效 

1.協助各校推動英語加課事宜 

2.推動英語課後卓越實驗課程計畫 

3.開放國外學生來臺短期就讀 

（三）逐年充實各校英語教學資源，建構英語學習體驗情境 

1.推動本市國小全面設置外籍英語教師計畫 

2.推動增置英語情境中心計畫（101年度增設 4間） 

3.99年英語童書繪本出版 

4.辦理兒童英文圖書創作競賽 

5.與外僑學校合作辦理英語體驗營隊（例如美國學校、

伯大尼美國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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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四、、、、工作項目與內容工作項目與內容工作項目與內容工作項目與內容 

編

號 
工作項目 工作內容 工作期程 備註 

1 

規劃各校選用

英語教科書標

準流程及評估

指標 

為配合國民小學教科圖書開放政

策，輔導本市國民小學妥適選用教

科圖書，提升教學效果，促進教育

正常發展，規劃各校英語教科圖書

評選標準流程及評估指標，提供各

校選用英語教科圖書時參考。 

101年 1

月至 6月 

文化

國小 

2 編印手冊 
印製 101年度英語推動小組工作計

畫分送各校。 

101年 1

月至 6月 

文化

國小 

3 定期召開會議 

定期召開英語督導會議，統整各工

作組推動進度及討論各項工作計畫

之運作，每 4個月開 1次會議，全

年計 3次。 

101年 1

月至 12月 

文化

國小 

4 

彙整國小全面

實施英語教學

簡報 

彙整本市全年國小全面實施英語教

學簡報及成果，向局長及市長進行

報告。 

101年 11

月至 12月 

文化

國小 

5 

英語教學資源

網站維護及充

實 

為有效整合本市國小英語教學相關

資源，協助推動本市國中小英語教

學工作，充實國小英語教師知能，

建置英語教學資源中心網站，並委

外維護網站功能及設計充實網頁內

容，將本市國小全面實施英語教學

工作小組歷年成果建置於網站中供

全市國小教師參考。 

101年 1

月至 12月 

文化

國小 

6 

推動英語加課

及課後卓越實

驗課程計畫 

延續 99、100學年度試辦國小英語

卓越實驗課程計畫，評估各校辦理

成效，作為 101學年度是否賡續辦

理之依據。 

101年 3

月至 12月 

文化

國小 

7 

評估規劃推動

本市國小全面

設置外籍英語

教師計畫 

英語情境中心學校將配置外籍英語

教師，除與本國籍教師共同擔任英

語情境中心教學工作，亦需擔任校

內及全市英語課程協同教學與參與

101年 1

月至 12月 

文化

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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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工作項目 工作內容 工作期程 備註 

教師專業成長工作，並兼負巡迴教

學之功能。另本局將評估逐年於全

市學校設置外師之可行性。 

8 

推動增置英語

情境中心計畫

（101年度增設

4間） 

101年於預計於 4個行政區各擇 1

校設置英語學習情境中心，並配置

外籍英語教師，除提供校內英語課

程與社團教學延伸學習使用外，亦

提供同一行政區內學校英語教學課

程延伸學習使用。並於寒暑假辦理

冬夏令營提供弱勢學生免費學習體

驗。 

101年 1

月至 12月 

文化

國小 

9 
99年英語童書

繪本出版 

編印 99年度英語圖書創作競賽得

獎作品，發送本市各國小作為班級

英語共讀套書，以充實各校英語圖

書資源，提升本市國小學童英語閱

讀興趣。 

101年 3

月至 12月 

三玉

國小 

10 

與外僑學校合

作辦理英語體

驗營隊 

除由本市 2所英語情境中心各辦理

2梯次英語體驗營隊外，101年度將

賡續與本市外僑學校合作辦理暑期

英語體驗營。 

101年 3

月至 8月 

三玉

國小 

11 
開放國外學生

來臺短期就讀 

為促進本國學生與國外學生之語言

及文化交流，增進與國外學生互動

機會，開放國外學生來臺可短期就

讀學區學校。 

101年 1

月至 12月 

文化

國小 

12 

英語教學及加

強學生英語能

力方案訪視 

為瞭解本市國小英語教學現況與加

強學生英語能力方案，包含英語加

課課程規劃、閱讀推動、教學評量

情形及專科教室建置等，進行實地

訪視。 

101年 6

月至 12月 

文化

國小 

13 
兒童英文圖書

創作競賽 

鼓勵本市師生根據學生學習年段與

課程主題共同創作適合兒童閱讀的

英文圖書。 

101年 5

月至 12月 

文化

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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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五五、、、、工作期程工作期程工作期程工作期程（（（（101 年年年年）））） 
               月份 
工作項目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1 

規劃各校選用英

語教科書標準流

程及評估指標 
      

      

      
2 編印手冊 

      

      

            
3 定期召開會議 

            

  
4 

彙整國小全面實

施英語教學簡報 

          

  

            
5 

建置英語教學資

源網站             

          
6 

推動英語實驗課

程計畫 

  

          

            

7 

推動本市國小全

面設置外籍英語

教師計畫 
            

            

8 

推動增置英語情

境中心計畫(101
年度增設 4間) 

            

          
9 

99年英語童書繪

本出版 

  

          

      

10 

與外僑學校合作

辦理英語體驗營

隊 

  

      

    

            
11 

開放國外學生來

臺短期就讀             

       

12 

英語教學及加強

學生英語能力方

案訪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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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臺北市臺北市臺北市 101101101101 年度英語教學資源中心年度英語教學資源中心年度英語教學資源中心年度英語教學資源中心網站充實網站充實網站充實網站充實計畫計畫計畫計畫    
 

壹、依    據：臺北市 101 年度英語教學資源中心運作計畫。 

貳、目    的：有效整合本市國小英語教學相關資源，協助推動本市國中小英

語教學工作，充實國小英語教師及對英語教學有興趣之一般教師

英語教學知能。 

參、主辦單位：臺北市政府教育局（以下簡稱本局） 

肆、承辦單位：臺北市北投區文化國民小學 

伍、計畫內容 

一、網站環境維護與內容充實：委外維護網站功能及設計充實網站網頁，期望

網站內容可達活潑、美觀、符合功能需求及使用者友善介面之目標，並將

本市國小全面實施英語教學工作小組歷年成果建置於網站中供全市國小

教師參考。 

二、網站推廣與應用：將利用各項會議、研習及各項活動向全市教師，以達推

廣及應用之目的。 

陸、執行進度 

 

               月份 
工作項目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一 

網站環境維護與內

容充實             

            
二 網站推廣與應用 

            

 

柒、預期成效 

本網站係有效整合本市國小英語教學相關資源，協助推動本市國中小英語教

學工作，充實國小英語教師及對英語教學有興趣之一般教師英語教學知能。 

捌、經費：本網站環境維護與內容充實相關經費並入英語教學行政規劃組各項

會議與活動經費編列。 

玖、本計畫奉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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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國民小學全面實施英語教學臺北市國民小學全面實施英語教學臺北市國民小學全面實施英語教學臺北市國民小學全面實施英語教學 

101 年度自製兒童英文圖書印製工作計畫年度自製兒童英文圖書印製工作計畫年度自製兒童英文圖書印製工作計畫年度自製兒童英文圖書印製工作計畫 
 

一、依據：依臺北市國民小學全面實施英語教學計畫辦理。 

二、目標：為推動充實各校英語學習資源，營造優質英文閱讀學習環境，鼓勵

教師設計創作英文圖書教材，並結合圖書出版印製、教學教案設計

及搭配資訊化數位與網路使用之有聲數位電子教材等之呈現方式，

供教師教學、班級共讀及學生自學等學習使用。 

三、工作項目 

（一）自 99年徵件得獎優秀作品挑選共計 10件進行出版。 

（二）書面紙本出版印製一套 10本，依據教育局規劃分配： 

1.學校班級數 24班以下，每校給予 1*30套， 

2.學校班級數 25-48班，每校給予 2*30套， 

3.學校班級數 49-65班，每校給予 3*30套， 

4.學校班級數 66班以上，每校給予 4*30套， 

5.教育局預留公務用預計 100套， 

 預計共需印製 8,800套，共 132,000本。 

（三）邀請創作教師設計教案、學習單及教學指引等教學素材。 

（四）製作素材資料電子檔，以利教師自行修改搭配教學使用。 

（五）製作數位媒體有聲書格式之均質化電子數位教材檔，以利流通。 

四、經費概估：印製總經費約需 2,160,700元 

（一）書本印刷部分印製得獎作品，每套含 10本書及教學指引，預估總共印製

8,800套，預估費用約 1,782,000元。 

（二）數位媒體有聲書光碟部分以英文配音錄製書本內文朗讀之播放檔，含可

供教學使用之數位化之書本內頁檔案，共 10本書之數位內容，每錄製製

作一本約需 30,000元，10本預估費用約 300,000元（含壓製一千片光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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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國民小學臺北市國民小學臺北市國民小學臺北市國民小學 101101101101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提升學生英語能力方案提升學生英語能力方案提升學生英語能力方案提升學生英語能力方案訪視實施計畫訪視實施計畫訪視實施計畫訪視實施計畫    
 

一一一一、、、、依據依據依據依據    

    臺北市 101 年度國民小學全面實施英語教學計畫。 

二二二二、、、、目標目標目標目標    

（一）瞭解各校英語教學情形，推動本市英語教學工作。 

（二）督導各校英語教師素質，進用英語專長教師授課，以維護學童受教權益。 

（三）瞭解各校英語課程發展，包含英語加課課程規劃、閱讀推動情形，及教

學評量情形。 

（四）瞭解各校雙語環境建置情形，督導各校營造英語教學環境。 

三三三三、、、、辦理單位辦理單位辦理單位辦理單位    

（一）主辦單位：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二）承辦單位：臺北市北投區文化國民小學。 

四四四四、、、、實施實施實施實施方式方式方式方式    

由教育局聘請學者專家成立英語訪視小組，依據行政區、學校規模、英語

教學現況及閱讀推動情形等原則，擇定 24 所學校，由學校進行自我評鑑後，再

由訪視小組至校進行實地訪視。 

五五五五、、、、訪視輔導內容訪視輔導內容訪視輔導內容訪視輔導內容    

（一）行政支援及英語圖書使用情形。 

（二）英語師資安排、教師專業能力及研習進修情形。 

（三）英語課程規劃、教材選用、教學活動實施、評量及補充教學實施情形。 

（四）英語情境佈置、專科教室規劃與設備資源使用情形。 

六六六六、、、、實施期程實施期程實施期程實施期程    

階段 工作項目 期程 實施對象 實施方式 備註 

擬定 101 年度英語

教學及加強學生英

語能力方案訪視實

施計畫 

101 年

4~6 月 

訪視委員及

相關工作人

員 

擬定 101 年英語教學及加強

學生英語能力方案訪視實施

計畫。 

 
前置

作業

階段 

擇定訪視學校 
101 年 

9 月 

本市公私立

國民小學 

擇定101年度受訪視之24所

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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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 工作項目 期程 實施對象 實施方式 備註 

各校進行英語教學

活動 

101 年 

1~8 月 

本市公私立

國民小學 

各校進行英語教學，並鼓勵

教師利用英語圖書進行班級

閱讀教學及各項相關活動。 

 

自我

評估

階段 受訪學校提出自我

評估報告 

101 年 

9 月 

本市公私立

國民小學 

受訪學校於101年 9月 30日

前將自我評估報告一式三份

及電子檔傳送至承辦學校彙

整。 

 

召開 101 年度英語

教學及加強學生英

語能力方案訪視籌

備會議 

101 年 

9 月 

訪視委員及

相關工作人

員 

討論英語教學及加強學生英

語能力方案訪視內容及項

目，並排定訪視日程。 

 

進行英語教學及加

強學生英語能力方

案實地訪視 

101 年

10~11

月 

依各訪視小

組日程，訪

視本市公私

立國民小學 

1.遴聘大學校院英語教學領

域學者專家、國小校長及英

語教師擔任訪視委員。 

2.訪視分三組進行，每組成

員包含含兩位教授及一位國

小教育人員，共三人。 

 實地

訪視

階段 

召開 101 年度英語

教學及加強學生英

語能力方案訪視檢

討會議 

101 年 

12 月 

訪視委員及

相關工作人

員 

1.訪視委員完成訪視受評

表，並提出綜合意見及相關

建議。 

2.英語教學及加強學生英語

能力方案實地訪視輔導檢討

與意見交流。 

 

訪視

後續

階段 

完成 101 年度英語

教學及加強學生英

語能力方案訪視報

告 

101 年 

12 月 

訪視委員及

相關工作人

員 

1.訪視委員完成訪視總結報

告，送交承辦學校彙整。 

2.承辦學校印製英語教學及

加強學生英語能力方案訪視

報告，並提送教育局。 

 

 

七七七七、、、、訪視流程訪視流程訪視流程訪視流程    

上午時段上午時段上午時段上午時段    下下下下午時段午時段午時段午時段    訪視項目訪視項目訪視項目訪視項目    工作項目工作項目工作項目工作項目    

8:30 

以前 

13:30 

以前 
訪視委員到校 

1.學校協助設置標示指引與接待事宜。 

2.安排訪視簡報與資料檢閱場地。 

8:30 

︱ 

9:00 

13:30 

︱ 

14:00 

簡報及資料檢

閱 

1.學校提供提升學生英語能力方案相關簡

報及書面資料（含行政支援、師資資源、課

程規劃、情境建置等）。 

2.由學校行政人員或英語教師說明各校英

語教學及加強學生英語能力方案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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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時段上午時段上午時段上午時段    下下下下午時段午時段午時段午時段    訪視項目訪視項目訪視項目訪視項目    工作項目工作項目工作項目工作項目    

3.請學校準備英語授課教師課表及三至六

年級學生名冊，提供訪視委員抽樣晤談名

單。 

9:00 

︱ 

9:20 

14:00 

︱ 

14:20 

雙語情境及圖

書館參觀 

參觀與檢視校園英語情境佈置、英語專科教

室、圖書館利用，及其他教學設備及相關活

動。 

9:20 

︱ 

10:40 

14:20 

︱ 

15:40 

教學現場觀摩 

1.訪視委員到當節（共 2 節）英語授課教學

現場進行教學參觀。 

2.各班按照教學進度，延伸運用及整合閱讀

或聽說教學於課程內容中。 

3.請當節授課教師提供教學簡案共 4 份。 

10:40 

︱ 

11:00 

15:40 

︱ 

16:00 

學生/家長晤談 

1.抽取三至六年級學生若干位（人數由委員

自訂），並請學校預先邀請家長 6 位（一至

六年級各 1 位）。 

2.請學校安排三個獨立晤談場地（中年級、

高年級、家長），分組同時進行。 

11:00 

︱ 

11:20 

16:00 

︱ 

16:20 

英語教師晤談 

1.請所有英語教師與訪視委員以多對多方

式進行晤談。 

2.請學校準備晤談場地。 

11:20 

︱ 

11:40 

16:20 

︱ 

16:40 

綜合座談 

1.安排校長、教務主任、行政人員、英語教

師及家長代表參與綜合座談。 

2.委員提出有待進一步瞭解學校英語教學

之處，並與學校進行意見交流。 

3.英語教學推動相關問題審議與討論。 

4.學校派員進行綜合座談會議紀錄並提供

電子檔留存。 

11:40 以

後 

16:40 以

後 
訪視委員離校 學校協助訪視委員離校。 

八八八八、、、、經費來源經費來源經費來源經費來源    

                由臺北市教育局 101 年度全面實施英語教學專案經費項下支應。 

九九九九、、、、獎勵辦法獎勵辦法獎勵辦法獎勵辦法    

（一）公開表揚英語教學及閱讀推動績優學校。 

（二）執行本計畫有功人員從優敘獎，以資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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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國民小學臺北市國民小學臺北市國民小學臺北市國民小學 101101101101 年年年年度兒童英文圖書創作競賽實施計畫度兒童英文圖書創作競賽實施計畫度兒童英文圖書創作競賽實施計畫度兒童英文圖書創作競賽實施計畫    
 

壹壹壹壹、、、、依據依據依據依據    

    臺北市 101 年度國民小學全面實施英語教學工作計畫。 

貳貳貳貳、、、、目標目標目標目標    

  一、鼓勵國民小學教師參與英文圖書創作，激發英語教學創新思維。 

  二、鼓勵國民小學師生共同創作，發展多元主題之英語教學特色。 

  三、發展兒童英文圖書設計方案，統整教師專業能力。 

  四、落實英文圖書閱讀融入教學，誘發學生學習共鳴。 

參參參參、、、、辦理辦理辦理辦理單位單位單位單位    

    主辦單位：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承辦單位：臺北市北投區文化國民小學 

肆肆肆肆、、、、實施方式實施方式實施方式實施方式    

 一、參賽組別及對象 

   （一）教師組：本市國小教師（含代理代課教師及實習教師）。 

   （二）師生組：本市國小教師（含代理代課教師及實習教師），須與同校學

生共同創作。 

       ※以上兩組所提交之作品，每件作品至少需有一位為本市國小現職專任

教師，每件作品至多 4位作者，不得跨校組隊參加。 

 二、徵件原則 

   （一）作品不限主題，鼓勵師生創作主題與校本課程或地方本土特色相結

合，惟必須是自行創作。 

   （二）繪本創作應衡量國小學生英語能力及需求，掌握生活化、實用化及趣

味化原則，並配合學生學習階段及英語課程主題。 

   （三）使用材料不限（水彩、蠟筆、水墨……皆可），以利於教學展示及印

刷表現為原則。 

   （四）作品圖文必須尚未發表，且不得有抄襲、剽竊、竄改情事，學生創作

內容不可由家長或親友代勞。 

   （五）作品須依繳交資料項目及作品規範製作，經審查委員會審查登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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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不符者，不予評選。相關規定請詳閱競賽活動須知（附件 1）。 

 三、作品規範 

   （一）作品形式務求完整：包含封面（書名、作者、插畫者中英文）、內文

及封底，裝訂於左側。 

   （二）尺寸：A4 大小，直橫不拘。 

   （三）文字部分一律橫式（由左至右）書寫。 

   （四）圖文並茂，文字限 1000 字以內，每一作品內文不得少於 10 頁，最多

30 頁。 

   （五）手繪作品自行電腦輸出者，應自行保留手繪原稿。 

   （六）作品請掃描成圖檔，並提供文字檔，製作成光碟形式乙份，連同紙本

一起送件。 

   （七）為利日後得獎作品印製出版，作品版面建議事項如下，惟其他規格不

影響比賽成績，但列入得獎作品是否印製出版之參考依據。 

      1.勿設計翻頁、拉頁、立體或有活動的部件。 

      2.內頁為 4的倍數（包含第 1頁書名頁和最後 1頁版權頁）。 

      3.材質與顏色以符合印刷表現為佳（金、銀、螢光等特殊材質無法印刷）。 

      4.版面四邊外加 0.5cm 空白（裝訂裁切用）。  

      5.電腦製作之檔案解析度至少 300DPI 以上，並請自留原始圖檔。 

 四、評選標準 

     主辦單位聘請相關領域專家學者組成評審小組，依下列項目進行評審： 

   （一）文字內容（占 80%）：含創作文體運用（20％）、用字語法正確性（20

％）、內容主題創新表現（30％）與教材之相關性（10％）等。 

   （二）製作形式（占 20%）：含繪畫美編、整體藝術表現（包括版面、裝訂）

等。 

 五、收件方式 

   （一）收件日期：101 年 9月 17 日（星期一）至 101 年 9月 28 日（星期五）

下午 3 時 30 分截止，收件方式以掛號寄送或親自送件，寄送以郵戳

為憑，逾期不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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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收件地點：臺北市北投區文化國民小學 

         地址：11253 臺北市北投區文化三路 1號（聯絡箱號碼：111） 

         聯絡電話：28933828 分機 613  陳彥伶老師 

 六、評選結果公布 

     暫訂於 101 年 11 月底公布獲獎名單於臺北市政府教育局網頁

（http://www.edunet.taipei.gov.tw/）。 

 七、頒獎典禮：暫訂於 102 年 1月局務會議中舉辦頒獎典禮。 

 

伍伍伍伍、、、、獎勵獎勵獎勵獎勵方式方式方式方式    

 一、錄取名額 

   （一）擇優錄取優等作品 12 件（含教師組及師生組），得依評審結果調整得

獎名額。 

   （二）預定錄取佳作作品若干件。 

 二、獎勵 

   （一）優等：每件作品頒發 5,000 元圖書禮券，每件作品每人嘉獎 2次，獎

狀乙張。 

   （二）佳作：每件作品每人嘉獎 1次，獎狀乙張。 

 三、得獎作品之內容（圖文），須授權由臺北市政府教育局建置於臺北市英語

教學資源網站，並彙集出版印行，提供所有教師公開使用。 

 

陸陸陸陸、、、、審查流程審查流程審查流程審查流程    

程序 工作流程 作    業    內    容 

1 
各校填寫報名

表、送件 

投稿之報名表（附件 2）以及智慧財產權著作授權書

（附件 3）須經學校行政程序核章。 

2 送件 

1.請全校統一收齊後，依序裝袋，填妥檢核表（附件

4）及收據（附件 5），依收件日期及地點送達。 

2.承辦學校按件編碼，製發收執聯。 

3 初審 
1.由評審委員會進行初審。 

2.初審錄取比例由評審委員視作品品質決定。 

4 決審 由評審委員會就初審結果進行審議，確定得獎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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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得獎名單報局 承辦學校將得獎名單呈報教育局。 

6 得獎名單公告 由教育局公告於網站最新消息項下。 

7 
評審結果函送

各校 
由教育局函送各校。 

8 頒獎 獲獎作者安排於局務會議公開頒獎。 

 

柒柒柒柒、、、、經費來源經費來源經費來源經費來源    

    由臺北市全面實施英語教學專案經費項下支應。 

 

捌捌捌捌、、、、承辦本活動之有功人員從優敘獎承辦本活動之有功人員從優敘獎承辦本活動之有功人員從優敘獎承辦本活動之有功人員從優敘獎。。。。    

 

玖玖玖玖、、、、本計畫呈報教育局核本計畫呈報教育局核本計畫呈報教育局核本計畫呈報教育局核定定定定後實施後實施後實施後實施，，，，修正時亦同修正時亦同修正時亦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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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臺北市臺北市臺北市 100-103 年度提升學生英語學習成效年度提升學生英語學習成效年度提升學生英語學習成效年度提升學生英語學習成效 

師資資源組師資資源組師資資源組師資資源組 101 年度工作計畫年度工作計畫年度工作計畫年度工作計畫 
 

東門國小東門國小東門國小東門國小、、、、大湖國小大湖國小大湖國小大湖國小 

 

一一一一、、、、依據依據依據依據：：：：依臺北市 100-103年度提升學生英語學習成效計畫辦理。 

二二二二、、、、目標目標目標目標 

（一）辦理教師專業成長，提供教師進修機會，提升英語教學品質。 

（二）與外僑學校合作規劃教師交流，增進教師國際瞭解，深化教學內涵。 

三三三三、、、、具體方案具體方案具體方案具體方案 

（一）精進英語教師教學專業，提升教師素質 

1.推動教師參加英語能力檢定，取得 CEF架構 B2級以上證明（配

合教育部英語教師證書加註英語教學專長政策）、辦理 GEPT英

語檢定研習班 

2.與外僑學校合作辦理英語師資研習 

3.與英國文化協會合作辦理英語師資研習（分英語及非英語科任教

師） 

4.英語教學觀摩暨研討會 

5.推動教師英語專業學習社群計畫 

6.辦理英語閱讀教學工作坊，促進臺北市英語閱讀策略的有效發展 

7.規劃辦理英語命題種子教師研習工作坊，遴選英語教學種子教師

參與，負責推動校內英語教師成長，協助指導英語命題技巧；擇

優聘任為本市英語基本學力檢測命題種子教師 

8.推動試辦英語教學線上互動軟體，訂定學校申請英語教學線上互

動軟體試辦計畫，並開放學校進行申請 

9.英語教學模組化課程（初階、進階）72小時研習班 

10.錄製績優英語教師教學觀摩影帶 

（二）掌握英語教師進聘用及專長情形，輔導學校進行改善 

1.辦理全市英語教師進用及專長現況 

2.針對英語師資未符資格學校進行瞭解及輔導改善 

3.整合全市國小英語教學人力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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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四、、、、工作項目與內容工作項目與內容工作項目與內容工作項目與內容 

編

號 
工作項目 工作內容 工作期程 備註 

1 
辦理英語師資現況

調查及輔導 

辦理全市學校進用英語教師之英語教學專

長現況調查及彙整，並針對英語師資未符

資格學校進行瞭解及輔導改善。 

101年 3月 

至 11月 
大湖 
國小 

2 

推動教師參加英語

能力檢定，取得

CEF架構 B2 級以

上證明 

依據全市學校英語教學專長師資調查結

果，配合教育部英語教師證書加註英語教

學專長政策，鼓勵本市教師參加英語檢

定，取得 CEF架構 B2級以上證明。 

101年 1月 

至 11月 
大湖 
國小 

3 
與外僑學校合作辦

理英語師資研習 

與美國學校、歐洲學校洽談合作，兩校兩

梯次同時辦理。 

101年 4月 

至 5月 
東門 
國小 

4 

與英國文化協會合

作辦理英語師資研

習 

與英國文化協會合作辦理英語教學專業成

長工作坊，預計人數 65人。本研習對象為

現任英語教師及非英語教師為主，著重教

學理論與實務研討及提升教國際交流能

力。 

101年 2月 

至 11月 
大湖 
國小 

5 
英語教學觀摩暨研

討會 

教學觀摩主題目前構想分別為「專科教室 E

化學」（以電子白板為主）、「英語情境體驗

教學」、「中外籍教師協同教學」、「自製童

書繪本教學」及「線上體數位學」等。 

101年 10

月 

至 11月 

東門 
國小 

6 
推動教師英語專業

學習社群計畫 

配合本市 100 年度補助國民中小學辦理教

師學習社群實施計畫，鼓勵各校教師發展

英語教學學習社群，原則 6 人 1 組，教師

自行擇定主題，透過教師間的專業對話，

分享討論學科專業、課程與教學、班級經

營與輔導、學習與評量等議題，共同致力

於促進學生獲得更佳的學習成效。 

101年 1月 

至 12月 
東門 
國小 

7 
整合全市國小英語

教學人力資源 

整理本市國小之英語人才資料庫（輔導

團、教師）、本市國小之英語專家資料庫（教

授、行政人員）、本市國小之英語專長替代

役男資料庫及本市國小每學期調查學校定

期評量加考聽力、口說及書寫比率之調查。 

101年 1月 

至 12月 
大湖 
國小 

8 
辦理英語閱讀教學

工作坊 

透過工作坊的形式，提升國小英語教師的

教學力，並將研習心得與學校老師分享。 

101年 3月 

至 12月 

天母 
國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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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工作項目 工作內容 工作期程 備註 

英語
科輔
導團 

9 

規劃辦理英語命題

種子教師研習工作

坊 

1.遴選本市英語教學績優種子教師參與此

研習。 

2.研發與建立國小英語評量題庫，協助指導

英語命題技巧。 

3.擇優聘任為本市英語基本學力檢測命題

種子教師。 

101年 3月 

至 5月 

天母 
國
小、 
英語
科輔
導團 

10 
辦理 GEPT英語檢

定研習班 

規劃 2場研習，一場次 80人，教導現場教

師如何考取 GEPT中高級以上。 

101年 7月 

至 9月 
大湖 
國小 

11 
推動英語教學互動

軟體試辦計畫 

1.規劃教師研習工作坊並辦理教學觀摩

會，每校薦派一名種子教師，由教師示

範線上互動軟體教學。 

2.訂定學校申請英語教學線上互動軟體試

辦計畫。 

3.開放學校進行申請。 

101年 1月 

至 3月 
東門 
國小 

12 

英語教學模組化課

程（初階、進階）

72小時研習班 

英語教學模組化課程分為 36小時初階課程

及 36小時進階課程，精進英語教師專業知

能。 

101年 1月 

至 12月 

英語
科輔
導團 

13 
錄製績優英語教師

教學觀摩影帶 

錄製表現優異英語教師教學觀摩影帶，以

提供各校觀摩學習。 

101年 1月 

至 12月 
東門 
國小 

 

五五五五、、、、工作期程工作期程工作期程工作期程（（（（101010101111 年年年年））））    

    

                    月份 

工作項目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1 
辦理英語師資現況調

查及輔導 

  

         

 

           

2 

推動教師參加英語能

力檢定，取得 CEF 架構

B2 級以上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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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與外僑學校合作辦理

英語師資研習 

   

  

       

          

4 
與英國文化協會合作

辦理英語師資研習 

 

          

 

  

5 
英語教學觀摩暨研討

會 

         

  

 

            

6 
推動教師英語專業學

習社群計畫             

            

7 
整合全市國小英語教

學人力資源             

          

8 
辦理英語閱讀教學工

作坊 

  

          

   

9 
規劃辦理英語命題種

子教師研習工作坊 

  

   

       

   

10 
辦理 GEPT 英語檢定研

習班 

      

   

   

   

11 
推動英語教學互動軟

體試辦計畫    

         

            

12 

英語教學模組化課程

（初階、進階）72 小時

研習班 
            

            

13 
錄製績優英語教師教

學觀摩影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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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臺北市臺北市臺北市 101 年度國民小學英語教師與臺北歐洲學校年度國民小學英語教師與臺北歐洲學校年度國民小學英語教師與臺北歐洲學校年度國民小學英語教師與臺北歐洲學校 

交流研習活動實施計畫交流研習活動實施計畫交流研習活動實施計畫交流研習活動實施計畫 
 

一一一一、、、、依據依據依據依據：：：：臺北市國民小學全面實施英語教學工作小組 101年度工作計畫。 

二二二二、、、、活動目標活動目標活動目標活動目標：：：：提升教師英語教學之專業素養，加強教師英語教學之專業知能。 

三三三三、、、、主辦單位主辦單位主辦單位主辦單位：：：：臺北市政府教育局（以下簡稱本局） 

合作單位：臺北歐洲學校 

承辦單位：臺北市中正區東門國民小學 

四四四四、、、、參加對象參加對象參加對象參加對象 

    本市公私立國民小學擔任英語教學之現職教師（不含外聘兼任教師），並經

本局聘請學者專家組成之小組審查通過者。97-100 年參加過本研習活動的教師

請勿再報名。 

五五五五、、、、參加人數參加人數參加人數參加人數 

    本活動以錄取 20 位教師為原則（備取若干人，並得視情況增減之）。參加

人員由承辦學校依專家評定之成績依序錄取，錄取人員因故不克參加時，由備

取人員遞補之。 

六六六六、、、、辦理期程辦理期程辦理期程辦理期程 

（一）報名時間：101年 4 月 12日（星期四）前將報名表及備其相關證明文件

影本送東門國小校長室（臺北市仁愛路一段 2~4號，聯絡箱 47 號），逾

期不受理。若以聯絡箱方式送達，請務必將第一張報名表傳真至東門國

小：2351-7673，並以電話聯絡確認：2341-6198，以免聯絡箱延遲傳送。 

（二）學者專家審查：101年 4 月 13日（星期五）下午，假東門國小會議室舉

辦理。 

（三）公布錄取名單：101年 4月 16日（星期一），公告於東門國小網站－行政

公布欄。 

（四）研習時間：101年 4月 23日至 4月 27日，共 5天，假臺北歐洲學校文林

校區進行（臺北市士林區文林路 727號）。 

（五）行前說明會：101年 4 月 20日（星期五）下午 14時 00分，假東門國小

會議室舉行，未參加者恕不核予研習時數未參加者恕不核予研習時數未參加者恕不核予研習時數未參加者恕不核予研習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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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開訓典禮：101年 4月 23日（星期一）上午，假臺北歐洲學校舉行。 

（七）結訓典禮：依研習課程安排 101年 4 月 27 日（星期五），假臺北歐洲學

校舉行。 

（八）檢討會：101年 5月 2日（星期三）下午 14時 00分，假東門國小會議室

舉行，未參加者恕不核予研習時數未參加者恕不核予研習時數未參加者恕不核予研習時數未參加者恕不核予研習時數。。。。 

七七七七、、、、實施原則實施原則實施原則實施原則 

（一）全程以英語進行，並以英文撰寫參訪心得。 

（二）以進入班級參觀教學方式相互交流，提升教師教學技巧及語言基本能力，

課程計畫表詳附件 1。 

（三）教師以公假方式前往臺北歐洲學校進行交流活動，活動期間應遵守該校

相關規定，維護本市教師專業形象，全程積極主動參與本案活動。 

（四）活動開始前、結束後本局將辦理座談會，以說明溝通實施方式，並瞭解

本案辦理成效。 

（五）臺北歐洲學校、本市東門國小指定聯絡人，負責活動期間相關事宜之聯

絡及協調。 

（六）活動期間，臺北歐洲學校負責本市參與教師教學之輔導等協助事宜，並

不定期與該校教師保持溝通，協助本案順利進行。 

（七）參觀教學期間若需拍攝請務必至少一天前告知上課教師，並徵求同意方

可為之。 

（八）交流期間教學期間若意欲參訪所配對以外之班級上課情形，請務必至少

一天前與所配對教師溝通，並由其介紹其他年級之參訪班級。 

（九）參加本案活動及會議一律給予公假(研習五日，會議兩個半日)，並由學校

安排代課。 

（十）協同教學期間，如無特殊狀況請勿隨意請假，若需請假請事先告知東門

國小學務處鄭自修主任（電話：2341-2822轉 56）或林宛榆老師（電話：

2341-6198）。承辦學校於學校結束後，詳列清單通報學校。研習時數亦依

照實際出席時數核發。 

（十一）參加本研習之老師應於研習結束後二週內完成研習心得報告 3000字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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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全英文）以 A4 橫式書寫，俾利彙整成果專輯，提供各校實施英語

教學之參考。 

（十二）參加本次交流研習活動之教師，有義務協助本局辦理相關英語教學能

力提升之活動及研習等。 

（十三）全程參與並繳交研習心得報告之教師，核發 35小時之研習證書。 

（十四）請欲報名此活動之英語教師，請依審核表項目之順序排列以便審核。 

八八八八、、、、經費經費經費經費：：：：由本局 101年度相關經費項下支應。 

九九九九、、、、獎勵獎勵獎勵獎勵：：：：辦理本項工作得力人員從優敘獎。 

十十十十、、、、本計畫經陳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核准後實施本計畫經陳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核准後實施本計畫經陳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核准後實施本計畫經陳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核准後實施，，，，修正時亦同修正時亦同修正時亦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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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1 

臺北市臺北市臺北市臺北市 101年度國民小學英語教師與臺北歐洲學校交流研習課程計畫表年度國民小學英語教師與臺北歐洲學校交流研習課程計畫表年度國民小學英語教師與臺北歐洲學校交流研習課程計畫表年度國民小學英語教師與臺北歐洲學校交流研習課程計畫表 

堂 時間 4/23  4/24  4/25  4/26  4/27  

 7:00-8:00 報到 

1 8:00~8:40 開訓典禮 成果分享 

2 8:40~9:20 教室觀察 
教室觀察 

教室觀察 

休息 9:20~9:40 休息 

3 

4 
9:40~11:00 教室觀察 

休息 11:00~11:20 休息 

5 

6 
11:20~12:40 教室觀察 

午餐 12:40~13:40 午餐 

7 課程介紹 

8 
13:40~15:00 

學校參觀 
教師會議 教室觀察 教室觀察 

結訓典禮

(14:00~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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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臺北市臺北市臺北市 101 年度國民小學全面實施英語教學年度國民小學全面實施英語教學年度國民小學全面實施英語教學年度國民小學全面實施英語教學 

英語教師專業培訓計畫英語教師專業培訓計畫英語教師專業培訓計畫英語教師專業培訓計畫 
 

一、依據：臺北市國民小學全面實施英語教學師資資源組工作計畫。 

二、目標 

（一）增進英語教師專業知能，提昇教學專業素養。 

（二）提供本市英語教師進階研習的機會，增進國際文化交流的能力。  

（三）培訓英語種子教師協助推動英語教學。 

三、培訓時間 

（一）本培訓採密集培訓，為期七天： 

         培訓日期：101年 7月 16日至 7月 24日，共 7天（扣除例假日）。 

（二）培訓時間：每日上午 9：00至下午 5：00。 

四、培訓地點：英國文化協會臺北總辦公室：臺北市信義路五段 106號 2樓之 1。 

五、培訓對象：本市國小現職英語教師具教育專長及教學熱忱者共 25名。 

六、報名資格 

（一）於本市服務滿兩年以上之現職合格教師。（年資預計至 101年 6月 30

日止） 

（二）100學年度實際擔任本市各公私立國民小學英語教學工作之現職合格

教師。 

（三）具英語聽、說、讀、寫能力，口語表達清晰。 

（四）已參加過 98年度、99年度及 100年度「與英國文化協會合作辦理之

英語教師專業培訓」之教師列為候補學員。 

（五）由於研習資源取得不易，培訓課程若無法全程參與者，請勿報名。 

（六）錄取者若無法參加本次研習，請務必於研習前三天告知承辦人員，俾

便通知候補教師。 

七、課程與師資 

（一）課程內容：包含各種英語教學法研究、自我教學檢視與評量、教師訓

練課程規劃、介紹英語教師認證 TKT 等。 

      http://www.cambridgeesol.org/exams/teaching-awards/tk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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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授課方式：為期 7天之密集培訓，採全英語方式進行。 

（三）師資：由英國文化協會延請英國專業資深之教授擔任培訓講師。 

八、報名時間與方式 

（一）敬請上網報名，教師研習中心網址：http：//insc.tp.edu.tw，並請於 5

月 18日（星期五）前完成報名。 

（二）報名表請於 5月 18日（星期五）前送達大湖國小，連絡箱號碼 143。 

（三）依報名先後順序，擇優錄取。  

（四）研習聯絡人：大湖國小註冊組長張朱利老師（27915870＃25） 

（五）錄取名單預定於 5月 25日（星期五）公佈於大湖國小行政公告欄，大

湖國小網址：http：//www.dhps.tp.edu.tw/ 

九、培訓任務 

（一）講座指定及培訓需要，學員須在 101年 8月 30日（星期四）前，繳交

以英文撰寫 1,000字以上之培訓報告。（含上課實況之拍攝記錄及教

案，部分培訓任務得視課程與講座要求加以調整） 

（二）接受培訓的學員須在 101年 8月 30日（星期四）前繳交培訓報告及教

案之電子檔至 englishcourses@britishcouncil.org.tw，研習成果資料將由

大湖國小彙集成冊供各校英語教學參考。 

（三）培訓學員須全程參與課程，若無法參與課程，請依規定請假。公假期

間請假，承辦學校將於研習結束後，詳列清單通報貴校。 

（四）培訓合格之學員應在校內協助推廣英語教學，或受邀到各校分享相關

議題。 

（五）未於研習結束前完成第一項培訓任務，或請假超過總時數十分之ㄧ之

學員，將不核發研習證書或研習時數。 

十、經費：本培訓經費由臺北市政府教育局相關經費項下支付。 

十一、本計畫經陳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核准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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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 101年度國民小學全面實施英語教學 

英語教師專業培訓報名表 

姓 名  性 別  服 務 學 校  

出 生 日 期       年 月 日 身分證字號  

畢 業 學 校  畢 業 系 所  

住 址  

電 話 (公)                (宅)               (行動) 

電 子 信 箱  

是否為現職 

合格教師 

□是，任教年資    年。 

自   年   月至   年   月  

□否 

目前學

校職務 

□教師兼組長 

□英語科任 

□其他            

英語任教資

格 

（可複選） 

□ 88年通過教育部英語師資檢核 

□ 英語相關系所畢業 

□ 通過全民英檢中高級或托福 213分以上 

□ 其他                                 

近三年參加

過之英語研

習 

1. 

2. 

3. 

※※※※注意事項注意事項注意事項注意事項：：：： 
欲報名參加研習者，電子護照報名後請填妥本表格，並請於 5月 18日（星期五）前送交大湖

國小（連絡箱號碼 143），始完成報名手續。 

申請人簽名 教學組長 教務主任 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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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臺北市臺北市臺北市 101 年度國民小學全面實施英語教學年度國民小學全面實施英語教學年度國民小學全面實施英語教學年度國民小學全面實施英語教學 

普通普通普通普通（（（（非英語科任非英語科任非英語科任非英語科任））））教師英語能力培訓計畫教師英語能力培訓計畫教師英語能力培訓計畫教師英語能力培訓計畫 
 

一、依據：臺北市國民小學全面實施英語教學師資資源組工作計畫。 

二、目標 

（一）增進普通教師英語應用知能，以達到英語教育普及的目的。 

（二）提供本市普通教師英語研習的機會，增進國際文化交流的能力。 

（三）有意將英語融入日常教學工作之現職合格教師進修機會，以國小學童

強化英語能力，健全國小師資。 

三、培訓時間： 

（一）本培訓採密集培訓，為期七天（扣除例假日）。 

（二）培訓日期： 

    A班：101年 7月 26日至 8月 3日，每日上午 9：00至 12：00。 

    B班：101年 7月 26日至 8月 3日，每日下午 2：00至 5：00。 

四、培訓地點：英國文化協會臺北辦公室：臺北市信義路五段 106號 2 樓之 1。 

五、培訓對象：本市國小普通（非英語）教師具教育專長及教學熱忱者共 40名。 

六、報名資格 

（一）於本市服務滿兩年以上之現職合格教師。（年資預計至 101年 6月 30

日止） 

（二）100學年度未擔任本市各公私立國民小學英語教學工作之現職合格教

師。 

（三）具中初級以上英語聽、說、讀、寫能力。 

（四）對於有心增進英語應用知能教師。 

（五）由於研習資源取得不易，培訓課程若無法全程參與者，請勿報名。 

（六）錄取者若無法參加本次研習，請務必於研習前三天告知承辦人員，俾

便通知候補教師。 

七、課程與師資 

（一）課程內容：包含英語聽、說、讀、寫等英語能力提升。 

（二）授課方式：為期 7天之密集培訓，採全英語方式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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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師資：由英國文化協會延請英國專業資深之教授擔任培訓講師。 

八、報名時間與方式 

（一）請於 5月 18日（星期五）前上網報名並填寫報名表，教師研習中心網

址：http：//insc.tp.edu.tw。 

（二）報名表請於 5月 18日（星期五）前送達大湖國小，連絡箱號碼 143。 

（三）為課程品質及課程需要，學員需於 101年 6月 4日（星期一）至 6月

7日（星期四）期間至英國文化協會參加分級測驗。（預約電話

02-87221000） 

（四）依英語程度編為兩班，並依報名先後順序，並擇優錄取。  

（五）研習聯絡人：大湖國小註冊組長張朱利老師（27915870＃25） 

（六）錄取名單預定於 5月 25日（星期五）公佈於大湖國小行政公告欄，大

湖國小網址： http：//www.dhps.tp.edu.tw/ 

九、培訓任務 

（一）講座指定及培訓需要，學員須在 101年 8月 30日（星期四）前，繳交

以中文或英文撰寫 800字以上之培訓報告。（部分培訓任務得視課程

與講座要求加以調整） 

（二）接受培訓的學員須在 101年 8月 30日（星期四）前繳交培訓報告及教

案之電子檔至 englishcourses@britishcouncil.org.tw，研習成果資料將由

大湖國小彙集成冊，供各校英語教學參考。 

（三）培訓學員須全程參與課程，若無法參與課程，請依規定請假。公假期

間請假，承辦學校將於研習結束後，詳列清單通報貴校。 

（四）培訓合格之學員應在校內協助推廣英語教學，或受邀到各校分享相關

議題。 

（五）未於研習結束前完成第一項培訓任務，或請假超過總時數十分之ㄧ之

學員，將不核發研習證書或研習時數。 

十、經費 

    本培訓經費由臺北市政府教育局相關經費項下支付。 

十一、本計畫經陳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核准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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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 101年度國民小學全面實施英語教學 

普通（非英語科任）教師英語能力培訓報名表 

姓 名  性 別  服 務 學 校  

出 生 日 期       年 月 日 身分證字號  

畢 業 學 校  畢 業 系 所  

住 址  

電 話 (公)                (宅)               (行動) 

電 子 信 箱  

英語能力 

檢定證明 

□ 無，尚未考過 

□ 通過全民英檢初級   

□ 通過全民英檢中級 

其他                                   

是否為現職 

合格教師 

□是，任教年資    年。 

自   年   月至   年   月  

□否 

目前學

校職務 

□級任老師 

□科任老師(非英語) 

□教師兼行政 

※※※※注意事項注意事項注意事項注意事項：：：： 

欲報名參加研習者，電子護照報名後請填妥本表格，並請於 5月 18日（星期五）前送交大湖

國小（連絡箱號碼 143），始完成報名手續。 
 

申請人簽名 教學組長 教務主任 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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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臺北市臺北市臺北市 101101101101 年度國民小學英語教學年度國民小學英語教學年度國民小學英語教學年度國民小學英語教學觀摩暨觀摩暨觀摩暨觀摩暨研討會實施計畫研討會實施計畫研討會實施計畫研討會實施計畫    
 

一一一一、、、、依據依據依據依據    

    臺北市國民小學全面實施英語教學工作小組 101 年度工作計畫。 

二二二二、、、、活動目的活動目的活動目的活動目的    

（一）為促進臺北市英語教育的有效發展，協助英語教教學師專業成長，提升

未來英語教學的品質成效。    

（二）透過專家學者之分享與英語老師研討，針對當前臺北市英語教學現況及

政策、課程設計、教材教法、師資培訓等議題集思廣益，以提升英語教

學之品質。    

（三）藉由參觀臺北市英語教學卓越之學校，進行英語教學觀摩與交流分享，

以提升英語教學的國際競爭力。    

三三三三、、、、活動主題活動主題活動主題活動主題：：：：臺北市英語教學觀摩暨研討會 

四四四四、、、、活動時間活動時間活動時間活動時間：：：：101 年 11 月(日期未定，平日一整天) 

五五五五、、、、活動地點活動地點活動地點活動地點：：：：新竹市矽谷雙語小學（暫定） 

六六六六、、、、辦理方式辦理方式辦理方式辦理方式：：：：藉由專家學者座談、教學實務經驗分享、教學觀摩、學校英語

教學理念與經驗分享等方式進行。 

七七七七、、、、參加對象參加對象參加對象參加對象：：：：英語教學專家學者、臺北市國小英語輔導團、臺北市英語教師

約 150 名，採取學校薦派、邀請參加和自由報名等方式。    

八八八八、、、、主辦單位主辦單位主辦單位主辦單位：：：：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九九九九、、、、承辦單位承辦單位承辦單位承辦單位：：：：臺北市東門國小    

十十十十、、、、活動報名活動報名活動報名活動報名：：：：請本市公私立國民小學各薦派一位英語教師於 101 年 11 月--日

前上教師在職進修研習網站報名。    

十一十一十一十一、、、、活動經費活動經費活動經費活動經費：：：：由教育局相關年度預算經費支應。    

十二十二十二十二、、、、獎勵獎勵獎勵獎勵：：：：推動本活動工作有功人員報請教育局從優敘獎。 

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其他配合事項其他配合事項其他配合事項其他配合事項    

（一）凡參加本研討會之工作人員或研習教師，請准予公假派代，全程參與者

核給六小時研習時數。 

（二）為響應環保政策，敬請參加研習老師自行準備茶杯、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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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十四十四十四、、、、活動議程活動議程活動議程活動議程（（（（暫定暫定暫定暫定））））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101101101101 年年年年 11111111 月月月月--------日日日日（（（（平日平日平日平日一整天一整天一整天一整天））））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新竹市矽谷雙語小學（暫定）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活動活動活動活動    人員人員人員人員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08:00-08:30 
報到報到報到報到、、、、領取領取領取領取

資料資料資料資料    
與會人士  

08:30-08:50 開幕式開幕式開幕式開幕式    教育局長官、與會貴賓 

08:50-09:50 
英語教學英語教學英語教學英語教學 

專題講座專題講座專題講座專題講座    
線上體數位學 

09:50-10:10 茶敘茶敘茶敘茶敘    與會人士 

10:10-11:10 
英語教學英語教學英語教學英語教學 

專題講座專題講座專題講座專題講座    
「專科教室 E化學」（以電子白板為主） 

11:10-12:10 
英語教學英語教學英語教學英語教學 

專題講座專題講座專題講座專題講座 
自製童書繪本教學 

 

12:10-13:30 午餐午餐午餐午餐    與會人士 會議室 

校園參觀校園參觀校園參觀校園參觀    

課程介紹課程介紹課程介紹課程介紹    

教學觀摩教學觀摩教學觀摩教學觀摩    

13:30-16:30 

 

綜合座談綜合座談綜合座談綜合座談    

1. 英語情境體驗教學 

2. 由外師或中師進行英語電子白板示

範教學 

3. 中外籍教師協同教學 

會議室 

 

十五十五十五十五、、、、本計畫經陳報教育局核准後實施本計畫經陳報教育局核准後實施本計畫經陳報教育局核准後實施本計畫經陳報教育局核准後實施，，，，修正時亦同修正時亦同修正時亦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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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國民小學全面實施英語教學臺北市國民小學全面實施英語教學臺北市國民小學全面實施英語教學臺北市國民小學全面實施英語教學    

101010101111 年度英語閱讀教學策略專業成長工作坊計畫年度英語閱讀教學策略專業成長工作坊計畫年度英語閱讀教學策略專業成長工作坊計畫年度英語閱讀教學策略專業成長工作坊計畫 
 

一一一一、、、、依據依據依據依據：：：：臺北市國民小學全面實施英語教學 101 年度工作計畫規劃辦理 

二二二二、、、、研習目標研習目標研習目標研習目標 

（一）促進臺北市國小英語閱讀教學策略有效發展，提升現任國小英語教師

閱讀及故事教學專業能力。 

（二）協助臺北市國小英語教師專業成長研習，提供教師進修機會，提升教

學品質。 

（三）針對英語閱讀教學策略與實務進行專業探討，以期有效增進學生英語

的聽說能力，提升英語教師精進課堂教學能力。 

（四）優化教師課程設計與有效教學能力，提升未來英語教學的品質成效與

國際競爭力。 

三三三三、、、、研習對象研習對象研習對象研習對象：：：：臺北市公私立國民小學英語教師 

四四四四、、、、研習日期研習日期研習日期研習日期：：：：分二梯次辦理。 

    第一梯次：101年 7月 2日、3日，每日上午 9時至下午 4時 30分。 

    第二梯次：101年 7月 4日、5日，每日上午 9時至下午 4時 30分。 

五五五五、、、、研習方式研習方式研習方式研習方式：：：：講授、討論、實務經驗分享、實作與綜合座談。 

六六六六、、、、研習重點研習重點研習重點研習重點    

（一）深入探討閱讀教學技巧，現場示範閱讀教學策略。 

（二）透過閱讀理解、提問技巧、方法運用、課前中後的策略引導，有系統

的運用閱讀理解策略，達成教學目標。 

七七七七、、、、研習地點研習地點研習地點研習地點：：：：臺北市長春國民小學(臺北市中山區長春路 165 號)    

八八八八、、、、研習課程研習課程研習課程研習課程    

（一）本次研習是依據“Reading Skills ”這本書中所提的六項閱讀理解教學策

略：Facts、Sequence、Context、Main Idea、Conclusion、Inference，

以實際的繪本故事書為實例，來分享給與會的研習老師。 

（二）敬請參加本研習的老師，盡可能先自行準備課程內容所提及的故事

書，以利研習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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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習課程內容如下 

日期 時間 課程內容 

09:00-12:00 英語閱讀理解策略探究 

7月 2日 

7月 4日 13:30-16:30 

閱讀理解策略在英語教學上的運用－以 

“This is the way we go to school”&“The 

Grouchy Ladybug ”為例 

09:00-12:00 
閱讀理解策略在英語教學上的運用－以 “ No 

David ”為例 

7月 3日 

7月 5日 
13:30-16:30 

閱讀理解策略在英語教學上的運用－以 

“Love You Forever” & “Guess How Much I 

Love You”為例 

綜合研討 

九九九九、、、、報名方式報名方式報名方式報名方式 

    採網路報名，各校有興趣參與研習的教師於報名截止日前逕登入電子護照

網站（http://insc.tp.edu.tw/index/DefBod.aspx）報名，並列印報名表，經學校行

政程序核准後，再由學校研習承辦人進入系統辦理薦派報名，為簡化作業程序

無須再傳回報名表。 

十十十十、、、、報名日期報名日期報名日期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101 年 6月 22 日（星期五）止    

十一十一十一十一、、、、遴選方式遴選方式遴選方式遴選方式：：：：依照報名順序先後，每梯次錄取 35 名(學校需在報名截止日

前完成薦派報名作業)。    

十二十二十二十二、、、、注意事項注意事項注意事項注意事項    

    本研習於 101 年 6月 27 日（星期三）公布遴選確定之研習名單，函知各校，

並以各教師於研習電子護照中登錄之電子郵件信箱通知可參與研習之教師及其

所屬學校，請參加研習教師自行列印研習通知並準時至長春國小參加研習。 

十十十十三三三三、、、、研習時數核發研習時數核發研習時數核發研習時數核發    

    研習請假時數超過研習總時數之五分之一者，不給予研習時數；全程參與

者核發 12 小時研習時數。 

十十十十四四四四、、、、聯絡方式聯絡方式聯絡方式聯絡方式：：：：長春國小學務處李奕寬主任，電話：25024366＃131； 

E-mail：davidkuan2006@gmail.com 

十五十五十五十五、、、、其他配合事項其他配合事項其他配合事項其他配合事項：：：：參與本計畫研習之人員，各校請配合准予公假參加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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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國民小學全面實施英語教學臺北市國民小學全面實施英語教學臺北市國民小學全面實施英語教學臺北市國民小學全面實施英語教學    

101010101111 年度英語讀者劇場專業成長工作坊計畫年度英語讀者劇場專業成長工作坊計畫年度英語讀者劇場專業成長工作坊計畫年度英語讀者劇場專業成長工作坊計畫    
 

一、依據：臺北市國民小學全面實施英語教學 101 年度工作計畫規劃辦理。 

二、研習目標 

（一）增進國小英語教師對英語讀者劇場的認知，方便應用於實際的課堂

教學中，提升學生的英語口語表達能力。 

（二）透過工作坊的形式，提供教師進修機會，提升國小英語教師的教學

能力，並將研習心得與學校老師分享。 

（三）提升英語教師劇本創作及改編能力，以期教師「活化英語教學」，能

將英語繪本或課本的內容融入英語「讀者劇場 Reader’s Theater」教

學情境中。 

三、研習對象：臺北市公私立國民小學英語教師。 

四、研習日期：101年 09月 17至 10月 08日，計 4天，分成二梯次。 

   第一梯次：101年 09月 17日、09月 24日（2天） 

   第二梯次：101年 10月 01日、10月 08日（2天） 

五、研習方式：講授、討論、實務經驗分享、實作與展演觀摩。 

六、研習重點 

    （一）深入探討讀者劇場教學技巧，現場示範讀者劇場教學策略。 

（二）邀請國內對於讀者劇場（RT）學有專長之專家學者，針對讀者劇場

加以解說分析指導，並提供參與研習之各校英語老師實作與觀摩之

機會。 

七、研習地點：臺北市士林區天母國民小學視聽教室(臺北市士林區天玉街 12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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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研習課程 

日期、時間 課程內容 

101年 09月 17日（一） 
09:00-12:00 

Motivation for Applying RT 

101年 09月 17日（一） 
13:30-16:30 

Classroom Activities for RT 

101年 09月 24日（一） 
09:00-12:00 

Internet Resources for RT 

101年 09月 24日（一） 
13:30-16:30 

Pluses & Challenges 
for RT in EFL 

101年 10月 01日（一） 
09:00-12:00 

Motivation for Applying RT 

101年 10月 01日（一） 
13:30-16:30 

Classroom Activities for RT 

101年 10月 08日（一） 
09:00-12:00 

Internet Resources for RT 

101年 10月 08日（一） 
13:30-16:30 

Pluses & Challenges 
for RT in EFL 

九、報名方式 

採網路報名，各校有興趣參與研習的教師，請擇ㄧ梯次報名，自即日起至 9

月 10 日報名截止日前，逕登入電子護照網站（http://insc.tp.edu.tw）

報名，並列印報名表經學校行政程序核准後，再由學校研習承辦人進入系

統辦理薦派報名，為簡化作業程序無須再傳回報名表(學校需在報名截止日

前完成薦派報名作業)。 

十、注意事項 

報名截止後，請自行上臺北市教師研習電子護照查詢錄取與否，天母國小

將以教師於電子研習護照中登錄之電子郵件信箱通知可參與研習之教師及

其所屬學校，請參加研習教師自行列印研習通知並準時至天母國小參加研

習。 

十一、研習時數核發 

研習請假時數超過研習總時數之四分之一者，不給予研習時數；全程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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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核發 12 小時研習時數。 

十二、聯絡方式 

天母國小生活輔導處潘同泰主任、黃雅苓老師 

電話：28723336＃9301，E-mail：sciencepan@gmail.com 

十三、其他配合事項 

（一）參與本計畫研習之人員，各校請配合准予公假參加研習。 

（二）為響應環保政策，現場備有茶水，請自備環保杯。 

（三）本校停車空間有限，不提供停車位，請參加研習的老師，搭乘大眾

運輸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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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臺北市臺北市臺北市 101 年度國民小學全面實施英語教學年度國民小學全面實施英語教學年度國民小學全面實施英語教學年度國民小學全面實施英語教學 

辦理辦理辦理辦理GEPT 英語檢定研習班英語檢定研習班英語檢定研習班英語檢定研習班實施計畫實施計畫實施計畫實施計畫 
 

一一一一、、、、依據依據依據依據：臺北市國民小學全面實施英語教學師資資源組工作計畫。 

二二二二、、、、目標目標目標目標 

（一）推動教師參加英語能力檢定，取得CEF架構B2級以上證明 

（二）增進英語教師專業知能，提升教學專業素養。 

（三）提升本市教師英語能力，增進國際文化交流的能力。 

三三三三、、、、主辦單位主辦單位主辦單位主辦單位：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四四四四、、、、承辦單位承辦單位承辦單位承辦單位：臺北市大湖國小 

五五五五、、、、協辦單位協辦單位協辦單位協辦單位：財團法人語言訓練測驗中心 

六六六六、、、、研習日期研習日期研習日期研習日期：101年 5月 19日（星期六）、5月 20日（星期日）、5月 26日（星期

六）每日上午9時至下午4時30分，計3日。 

七七七七、、、、研習研習研習研習地點地點地點地點：臺北市內湖區大湖國小活動中心 3樓階梯教室（臺北市內湖區大湖山

莊街170號）。 

（一）公車：紅 2、小 3、247、267、278、284、287、617、620、630、677等，「大

湖站」下車。 

（二）捷運：捷運文湖線「大湖公園站2號出口」。 

八八八八、、、、研習研習研習研習對象對象對象對象：臺北市公私立國民小學教師，計錄取 160名，其優先順序如下： 

（一）本市國小現職英語教師未取得CEF架構B2級以上證明。 

（二）本市國小現職教師，欲提升英語能力者。 

九九九九、、、、課程與師資課程與師資課程與師資課程與師資 

（一）課程內容 

    1.全民英檢中高級測驗聽、說、讀、寫說明及準備方向。 

    2.英語專業能力提升。 

（二）師資：財團法人語言訓練測驗中心專任講師（中、外籍教師）。 

十十十十、、、、報名時間與方式報名時間與方式報名時間與方式報名時間與方式 

（一）採網路報名，各校參與研習的教師請於 101年 5月 3日（星期四）前逕登入臺

北市教師在職研習網（http://insc.tp.edu.tw）報名，並填寫報名表（附件一），再



 45

由學校研習承辦人辦理薦派，並將報名表核章後以連絡箱送回或傳真至大湖國

小（連絡箱號碼143，傳真號碼27915793），始完成報名手續。 

（二）報名截止後，承辦學校將依據優先順序擇優錄取，請教師自行上臺北市教師研

習電子護照查詢錄取與否，本研習錄取名單訂於 101年 5月 8日（星期二）函

知各校，請參加研習教師準時至大湖國小參加研習。 

（三）如有相關問題，請逕洽大湖國小教務處張朱利組長，聯絡電話：(02)27915870

轉25。 

十一十一十一十一、、、、研習時數核發研習時數核發研習時數核發研習時數核發 

  研習請假時數超過研習總時數之五分之一者(三小時)，不給予研習時數；

全程參與者核發 18小時研習時數。 

十十十十二二二二、、、、經費經費經費經費：由教育局相關年度預算經費支付。 

十十十十三三三三、、、、其他其他其他其他： 

（一）為珍惜資源，加強環境保育，請自行攜帶環保杯。 

（二）本校停車空間有限，不提供停車位，請參加研習的老師，搭乘大眾 

      運輸工具。 

十十十十四四四四、、、、本本本本計畫經陳計畫經陳計畫經陳計畫經陳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核准後實施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核准後實施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核准後實施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核准後實施，，，，修正時亦同修正時亦同修正時亦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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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習課程表研習課程表研習課程表研習課程表 

第一天：5月19日（星期六）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內容內容內容內容 主講人主講人主講人主講人/主持人主持人主持人主持人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 

08:50-09:00  
報到、領取研習手冊及研習

教材 
大湖國小李華隆主任 

09:00-10:30   英檢測驗說明 
講師及助教：財團法人語言訓練

測驗中心專業講師 

10:30-10:40 休  息 

3樓階梯教室 

10:40-12:00  
英語檢定能力培訓(一) 

聽能力之培養 

講師及助教：財團法人語言訓練

測驗中心專業講師 
3樓階梯教室 

12:00-13:30 午餐時間 大湖國小工作團隊   1樓視聽中心 

13:30-15:00 
英語檢定能力培訓(二) 

聽能力之培養 

講師及助教：財團法人語言訓練

測驗中心專業講師 
3樓階梯教室 

15:00-15:10 休  息  

15:10-16:30 
英語檢定能力培訓(三) 

聽能力之培養 

講師及助教：財團法人語言訓

練測驗中心專業講師 
3樓階梯教室 

16:30~ 賦歸 

 

第二天：5月20日（星期日）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內容內容內容內容 主講人主講人主講人主講人/主持人主持人主持人主持人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 

08:50-09:00  報到 大湖國小李華隆主任 

09:00-10:30   
英語檢定能力培訓(四) 

說能力之培養 

講師及助教：財團法人語言訓練

測驗中心專業講師 

10:30-10:40 休  息 

3樓階梯教室 

10:40-12:00  
英語檢定能力培訓(五) 

說能力之培養 

講師及助教：財團法人語言訓練

測驗中心專業講師 
3樓階梯教室 

12:00-13:30 午餐時間 大湖國小 工作團隊 1樓視聽中心 

13:30-15:00 
英語檢定能力培訓(六) 

讀能力之培養 

講師及助教：財團法人語言訓練

測驗中心專業講師 
3樓階梯教室 

15:00-15:10 休  息  

15:10-16:30 
英語檢定能力培訓(七) 

讀能力之培養 

講師及助教：財團法人語言訓

練測驗中心專業講師 
3樓階梯教室 

16:30~ 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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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天：5月26日（星期六）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內容內容內容內容 主講人主講人主講人主講人/主持人主持人主持人主持人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 

08:50-09:00    報到 大湖國小李華隆主任 

09:00-10:30  
英語檢定能力培訓(八) 

寫能力之培養 

講師及助教：財團法人語言訓練

測驗中心專業講師 

10:30-10:40 休      息 

10:40-12:00  
英語檢定能力培訓(九) 

寫能力之培養 

講師及助教：財團法人語言訓練

測驗中心專業講師 

3樓階梯教室 

12:00-13:30  午餐時間 大湖國小工作團隊   1樓視聽中心 

15:00-15:10 休       息  

13:30-16:10 
英語檢定能力培訓(十) 

寫能力之培養 

講師及助教：財團法人語言訓練

測驗中心專業講師 
3樓階梯教室 

16:10-16:30  綜合座談 大湖國小    楊柳淳校長 3樓階梯教室 

16:30~ 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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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臺北市臺北市臺北市 101 年度國民小學全面實施英語教學年度國民小學全面實施英語教學年度國民小學全面實施英語教學年度國民小學全面實施英語教學 

GEPT 英語檢定研習報名表英語檢定研習報名表英語檢定研習報名表英語檢定研習報名表 

姓 名  性 別  服 務 學 校  

出 生 日 期       年 月 日 身分證字號  

畢 業 學 校  畢 業 系 所  

電 話 (公)                (宅)           (行動) 

電 子 信 箱  

是否為現職 

合格教師 

□是，任教年資    年。 

□否 

目前學

校職務 

□英語科任 

□非英語科任 

□其他            

英語認證 

資格 

（可複選） 

□英語相關系所畢業 

□未取得 CEF架構 B2級以上 

□其他                                 

近三年參加

之英語研習 

1. 

2. 

3. 

 

※※※※注意事項注意事項注意事項注意事項：：：： 

欲報名參加研習者，電子護照報名後請填妥本表格，並請於 5月 3日前送交或傳真大湖國小

（連絡箱號碼 143，傳真號碼 27915793）始完成報名手續。 
 

 

申請人簽名 教學組長 教務主任 校長 

    

附件一附件一附件一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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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臺臺臺北北北北市市市市國民小學運用英語教學互動軟體試辦國民小學運用英語教學互動軟體試辦國民小學運用英語教學互動軟體試辦國民小學運用英語教學互動軟體試辦計畫計畫計畫計畫    
 

壹、依據：臺北市國民小學全面實施英語教學 101年度工作計畫。 

貳、目標 

一、運用英語互動教學軟體，提供多元英語學習環境。 

二、評估英語互動教學軟體，增加師生互動機會，精熟英語學習。 

三、提升英語教師 E化教學與課程發展能力，深化教師專業內涵。 

四、落實英語互動教學專業對話，分享討論課程與教學經驗，改進教學技

巧。 

參、指導單位：臺北市政府教育局（以下簡稱本局） 

肆、主辦單位：臺北市中正區東門國小 

伍、試辦單位：臺北市公立各國民小學 

陸、試辦期程：101年 9月 1日至 102年 7月 31日 

柒、實施內容 

一、辦理優良英語教學互動軟體發表會：由各家出版社自由報名參加軟體

發表會，供有意試用之學校現場瞭解、操作，俾返校評估是否符合校內

學生需求。 

二、開放學校申請試辦運用英語教學互動軟體：由學校依據「臺北市國小

英語課程綱要」及校內英語課程計畫，選用適合之英語教學互動軟體，

做為學生補充學習教材，擬訂實施計畫報送本局，以發展適性英語課程

與教學活動。 

三、辦理英語教學互動軟體議價：依據學校選擇採用之英語教學互動軟體，

由各試辦學校自行依採購法相關規定與廠商議價。 

四、試辦期間學校應隨時掌控執行情行，適時評估成效，並接受本局督導。 

捌、經費補助 

一、本局補助軟體使用費，不足部分由各校自籌或以使用者付費方式解決，

惟須做好各項溝通工作並列入記錄。 

二、經費補助標準，每生每年軟體使用費最高以 1千元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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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實施期程 

 

               月份 
工作項目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一 

公告英語教學互動
軟體試辦計畫 

   

 

        

 
二 

辦理優良英語教學
互動軟體發表會 

    

 

       

  
三 

開放學校申請試辦
運用英語教學互動
軟體 

     

  

     

 
四 

審查及公告補助各

校名單 

      

 

     

     
五 

學校採用英語互動
式軟體 

       

     

 

拾、經費 

    本經費由臺北市政府教育局相關經費項下支應。 

拾壹、獎勵 

      辦理本項工作得力人員從優敘獎。 

拾貳、本計畫經陳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核准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51

錄製績優英語教師教學觀摩影帶錄製績優英語教師教學觀摩影帶錄製績優英語教師教學觀摩影帶錄製績優英語教師教學觀摩影帶實施實施實施實施計畫計畫計畫計畫    
 

一一一一、、、、依據依據依據依據    

（一）教育部九年一貫課程綱要。 

（二）臺北市國民小學英語課程綱要。 

二二二二、、、、目的目的目的目的：：：：因應本市國民小學各級英語教師專業發展需求，結合網路影音科技

與教學實務訓練，建立國小英語教學影音資料庫，俾益國小英語教學實務

及學生學習成效，特辦理本市 101 年國民小學英語教學影音範例甄選活動。 

三三三三、、、、實施時程實施時程實施時程實施時程：：：：101年 4月至 12月 

四四四四、、、、主辦單位主辦單位主辦單位主辦單位：：：：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五五五五、、、、承辦單位承辦單位承辦單位承辦單位：：：：臺北市天母國民小學、臺北市東門國民小學、臺北市龍山國民

小學 

六六六六、、、、協辦單位協辦單位協辦單位協辦單位：：：：臺北市英語科輔導團、濱江國民小學、蓬萊國民小學 

七七七七、、、、實施內容實施內容實施內容實施內容    

 

工作項目 內容 實施期程 備註 

一、規劃準

備階段 
1. 成立作業小組 
2. 擬定年度作業流程 
3. 擬定國小英語教學影音範例甄選及獎勵辦法 
4. 辦理國小英語教學影音課程製作工作坊 

101.4-101.5 

二、公佈及

宣 導 階

段 

1. 公開甄選英語教學影音範例 
2. 多元管道宣導 
3. 評選優秀範例 

101.6-101.9 

三、評審階

段 
1. 評審資格及須知 
2. 評審回饋 

101.9 

四、錄製績

優 英 語

教 師 教

學 示 範

影音檔 

 

1. 延續 100 年英語教學開發研究成果，本年度

進一步將教學內容轉化為影像，幫助教師掌

握英語教學要點。 
2. 教學內容：爲使教師能於平時課程中運用本

方案，錄製教學內容兼採 1.Reading2.理解

3.phonics，共 3 個主題，每個主題的教學以

不同方式呈現。重視學生反應，強調老師如

何回饋。 
3. 教學年級：不限 

101.9-101.11 

東 門 國

小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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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項目 內容 實施期程 備註 

4. 教學老師：外籍教師或本國籍優秀英文教師

擔任 
5. 影片呈現 

(1) DVD 光碟一片，60~80分鐘 
(2) 內含影片及 PDF檔文字解說 
(3) 文字部分概略說明：A.策略定義 B.策略

功能 C.如何教學？D.實施流程 E.教學準

備 F.材料 G.教學常見問題與解答 
6. 製作流程 

(1) 聘請專家指導 
(2) 召開拍攝小組會議 
(3) 討論教案、撰寫教學腳本 
(4) 與導演溝通鏡頭呈現方式 
(5) 教學場地勘查 
(6) 實際教學與拍攝 
(7) 簡易手冊編輯 
(8) 剪輯 
(9) 討論定稿 
(10) 壓片發行 

7. 成果分享：光碟提供每校一片（一套一片） 

五、網路影

音 資 料

庫 建 置

與 發 展

階段 

1. 網路影音資料庫建置 
2. 充實與維護網路影音資料庫 
3. 公開發表成果 

101.11-101.12 

 

八八八八、、、、預期成效預期成效預期成效預期成效    

(一)行銷本市推動英語開發研究經驗，作為各縣市之參考 

(二)透過英語教學推廣研習，有效提升教師英語指導能力。 

(三)製作英語教學策略影帶，提升教師英語教學能力。 

(四)建置英語教師人力資源庫，促進英語教學經驗傳承及交流。  

九九九九、、、、經費預算經費預算經費預算經費預算：：：：由教育局相關經費支應。 

十十十十、、、、獎勵獎勵獎勵獎勵：：：：推動錄製績優英語教師教學觀摩影帶績計劃有功單位之相關行政人員

及教師，依辦理成效從優敘獎，以資鼓勵。 

十一十一十一十一、、、、本計畫陳報教育局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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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臺北市臺北市臺北市 100-103 年度提升學生英語學習成效年度提升學生英語學習成效年度提升學生英語學習成效年度提升學生英語學習成效 

課程教學組課程教學組課程教學組課程教學組 101 年度工作計畫年度工作計畫年度工作計畫年度工作計畫 
 

天母國小天母國小天母國小天母國小、、、、長春國小長春國小長春國小長春國小 

 

一一一一、、、、依據依據依據依據：：：：依臺北市 100-103年度提升學生英語學習成效計畫辦理。 

二二二二、、、、目標目標目標目標 

（一）充實現場英語教師教學資源，編印英語補充及補救教學教材，作為

教師教學參考之用；另彙整學校英語標示、圖示及範例，提供各校

英語學習情境布置，以協助孩子提升英語學習興趣與成效。 

（二）瞭解學生英語學習成效，全面重視學生英語聽、說、讀、寫能力，

協助英語教師善用英語聽說評量手冊診斷學生的學習效果，作為規

劃補救教學及課程銜接等相關措施之依據，以奠定學生學習英語之

基本能力。 

（三）規劃辦理國小英語領域基本學力檢測工作，瞭解全市國小 6年級學

生英語學習狀況，培育基本學力檢測命題種子教師研發英語試題，

增進教師教學評量專業知能，提升學生學習成就。 

（四）辦理國民教育輔導團國小英語教學輔導小組到各校進行多元教學輔

導工作，輔導教師的專業成長、精進教師教學能力，以提升教學品

質。 

（五）研發本市英語數位教學資源，配合英語學習情境中心之電子白板教

學，增進教師教學之成效。 

（六）訂定外籍英語教師運作計畫，規劃外師至輔導團具體協助事項及內

容；與「中華全球視野交流協會」合作辦理推動臺灣導覽員計畫。 

三三三三、、、、具體方案具體方案具體方案具體方案 

（一）充實現場英語教師教學資源 

1.編印英語補充教學教材第七集，賡續編印英語補充教材「English 

Easy Go VII」；依據臺北市國小英語課程綱要與英語能力指標之

範圍編輯；以繪本故事閱讀教學為主，特別針對教與學不同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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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互動加以編寫，幫助教學者發展提問技巧、提供學習鷹架，兼

顧學生語言學習及思考訓練，作為教師實施補救教學參考之用，

以協助孩子提升英語學習興趣與成效。 

2.辦理英語攜手激勵計畫補救教學教材－高年段，賡續辦理及編印

英語攜手激勵計畫補救教學教材－高年段，於 101年 7月份辦理

英語補救教學教材工作坊，聘請英語教學專家學者擔任講座，遴

選臺北市具高年段教學經驗之英語教師約 40位參與，並產出適

合第一線教師使用之教材。 

3.彙整並推薦各英語標示、圖示及範例，提供各校布置英語學習情

境持續彙整並推薦各英語標示、圖示及範例，輔以各校學生英語

標示、圖示比賽得獎作品，提供各校布置英語學習情境及英語教

學參考運用，相關檔案製作成文字檔及圖檔，建置於本市益教

網、英語教學資源網及天母國小網站。 

4.研發英語數位教學教材，配合英語學習情境中心之電子白板教

學，與臺北市立教育大學合作，辦理產出型的工作坊，研發英語

聽力線上評量系統及數位化教材，並針對各個主題，設計出電子

素材、影音檔等，提供現場教師教學使用。 

（二）瞭解學生英語學習成效，全面重視學生英語聽、說、讀、寫能力 

1.提升學生英語聽、說能力，請國小英語教學輔導小組到校服務或

於定期抽查各校英語紙筆評量試卷分析中，協助瞭解教師是否已

將聽、說能力納入定期評量，並於相關研習中加以宣導，各校定

期評量需加考學生聽、說能力。持續推廣將「英語聽說評量手冊」

融入教學活動中，搭配教師教學或親子英語學習，鼓勵各校教師

採生動、無壓力方式，善用本手冊進行學生英語聽說評量。 

2.辦理國小英語領域基本學力檢測工作，瞭解全市國小 6年級學生

英語學習狀況。遴選本市優秀之英語教師參與「英語命題種子教

師研習工作坊」研習，聘請專家學者指導英語命題技巧，推動本

市英語教師成長。辦理「命題審題工作坊」，聘請專家學者審題



 55

及建立示例題本、編輯試卷，進行抽測並做施測後之試題結果分

析。 

（三）辦理英語教師教學輔導工作，調查各校英語教學輔導需求，進行多

元教學輔導工作。結合國小英語輔導小組以專題座談、專題演講、

教學演示等方式，進行戲劇教學、節慶活動設計、字母拼讀、故事

教學、溝通式教學、歌謠與韻文、多元評量等活動；輔導教師的專

業成長、精進教師教學能力，以提昇教學品質。 

（四）訂定外籍英語教師運作計畫，聘請張武昌教授指導，規劃外師至輔

導團具體協助事項及內容。 

（五）推動臺灣導覽員計畫，與「中華全球視野交流協會」合作辦理本計

畫，規劃教師研習工作坊及學生營隊活動。 

肆肆肆肆、、、、工作項目與內容工作項目與內容工作項目與內容工作項目與內容 
編號 工作項目 工作內容 工作期程 備註 

1 
編印英語補充教學

教材第七集 

1.製作「English Easy Go」第七集提供教師實

施補充教學參考之用，以協助孩子提升英語

學習興趣與成效。 
2.將電子檔案上網公開供有需求之師生下載

運用。 

101年 1月 
至 11月 

天母國

小、英

語科輔

導團 

2 
辦理英語攜手激勵

計畫補救教學教材 

1. 編製英語補救教學教材－高年段 
2. 於 101年 7月份辦理英語補救教學教材工作

坊，聘請英語教學專家學者擔任講座，遴選

臺北市具高年段教學經驗之英語教師約 40
位參與，並產出適合第一線教師使用之教

材。 

101年 3月 
至 11月 

天母國

小、英

語科輔

導團 

3 

彙 整 學 校 英 語 標

示、圖示及範例，提

供各校布置英語學

習情境 

1.國民教育輔導團國小英語教學輔導小組將

根據 101年度蒐集、製作之學校英語標示、

圖示及範例進行推廣。 
2.將英語標示、圖示製作成文字及圖片檔置於

臺北市益教網、英語教學資源網及天母國小

網站，提供各校教學、環境建置使用。 

101年 1月 
至 11月 

天母國

小、英

語科輔

導團 

4 

提升學生英語聽、說

能力，善用學生英語

聽說學習評量手冊 

1.國民教育輔導團國小英語教學輔導小組於

到校服務或舉辦之各項研習中，瞭解教師是

否已將聽、說能力納入定期評量中，舉辦相

關研習加以宣導。 
2.持續推廣「英語聽說評量手冊」融入教學活

101年 1月 
至 11月 

天母國

小、英

語科輔

導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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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工作項目 工作內容 工作期程 備註 

動中，搭配教師教學或親子英語學習，鼓勵

各校教師採生動、無壓力方式，善用本手冊

進行學生英語聽說評量。 

5 
辦理國小英語領域

基本學力檢測工作 

1.辦理「英語命題種子教師研習」工作坊，遴

選本市英語教學績優種子教師參與、研發與

建立國小英語評量題庫、聘請專家學者協助

指導英語命題技巧。 
2.辦理「英語基本學力檢測評量命題」工作

坊，進行英語命題工作：101年度預試後試

題分析與修正、聘請專家審題及建立評量示

例 題 本 、 施 測 、 抽 測 後 試 題 結 果 分    

析 

101年 1月 
至 12月 

天母國

小、英

語科輔

導團 

6 
辦理教師教學輔導

工作 

1. 調查各校英語教學輔導需求，進行多元教

學輔導工作。 
2. 結合國小英語輔導小組以專題座談、專題

演講、教學演示等方式，進行戲劇教學、

節慶活動設計、字母拼讀、故事教學、溝

通式教學、歌謠與韻文、多元評量等活動。 

101年 1月 
至 12月 

天母國

小、英

語科輔

導團 

7 
研發本市英語數位

教學教材 

配合英語學習情境中心之電子白板教學，與

臺北市立教育大學合作，辦理產出型的工作

坊，研發英語聽力線上評量系統及數位化教

材，針對各個主題，設計出其電子素材、影

音檔等，類似電子教材包，可以供現場教師

教學使用。 

101年 1月 
至 12月 

天母國

小、英

語科輔

導團 

8 
訂定外籍英語教師

運作計畫 

100學年度下學期維持每二週一次至輔導

團，從 101學年度起每週一次至輔導團；聘

請張武昌教授指導，規劃外師至輔導團具體

協助事項及內容。 

101年 1月 
至 12月 

天母國

小、英

語科輔

導團 

9 
推動臺灣導覽員計

畫，研發本市國小英

語古蹟導覽教材 

與「中華全球視野交流協會」合作辦理本計

畫，協會將提供資料庫（內容類似臺灣古蹟

的英語版教材），規劃教師研習工作坊，由種

子教師回校推廣，並結合輔導團研發本市國

小英語古蹟導覽教材。 

101年 1月 
至 12月 

天母國

小、英

語科輔

導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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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五五、、、、工作期程工作期程工作期程工作期程（（（（101010101111 年年年年））））    

               月份 
工作項目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1 
編印英語補充教學

教材第七集            

 

         

2 
辦理英語攜手激勵

計畫補救教學教材 

  

         

 

           

3 

彙 整 學 校 英 語 標

示、圖示及範例，提

供各校布置英語學

習情境 

           

 

           

4 

提升學生英語聽、說

能力，善用學生英語

聽說學習評量手冊 
           

 

            

5 
辦理國小英語領域

基本學力檢測工作             

            

6 
辦理教師教學輔導

工作             

            

7 
研發本市英語數位

教學教材             

            

8 
訂定外籍英語教師

運作計畫             

            

9 

推動臺灣導覽員計

畫，研發本市國小英

語古蹟導覽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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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國民小學臺北市國民小學臺北市國民小學臺北市國民小學全面實施英語教學全面實施英語教學全面實施英語教學全面實施英語教學課程教學組課程教學組課程教學組課程教學組    

英語教學補充教材研發工作計畫英語教學補充教材研發工作計畫英語教學補充教材研發工作計畫英語教學補充教材研發工作計畫    
 

一一一一、、、、依據依據依據依據：：：：臺北市國民小學全面實施英語教學課程教學組 101 年度工作計畫辦

理。 

二二二二、、、、目標目標目標目標 

（一）賡續編印製作英語教學補充教材「English Easy Go」第七集。 

（二）挑選優良英語繪本，配合英語課程綱要及各項英語學習主題，設計英

語繪本教學教案及相關學習單，提供教師教學補充及應用。 

（三）提供教師實施英語教學參考之用，以協助孩子提升英語學習興趣與成

效。 

（四）基於教學資源共享原則，將電子檔案上網公開供各校之師生下載運用。 

三三三三、、、、辦理單位辦理單位辦理單位辦理單位    

一、主辦單位：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二、承辦單位：臺北市國民教育輔導團國小英語領域輔導小組、 

 臺北市士林區天母國民小學。 

四四四四、、、、辦理方式辦理方式辦理方式辦理方式    

（一）納入輔導團年度計畫，依據臺北市英語課程綱要與學生能力指標探討

編輯方向與主題。 

（二）由臺北市立教育大學英語教學系楊麗中教授指導，輔導團成員以繪本

故事閱讀教學為主，分工蒐集資料、撰寫教材內容、合作編輯完成。 

（三）此教材特別針對教與學不同角度的互動加以編寫，幫助教學者發展提

問技巧、提供學習鷹架，兼顧學生語言學習及思考訓練。 

（四）編製完成後印發臺北市各校，提供教師實施英語教學參考使用，以增

進教學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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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五五、、、、實施期程實施期程實施期程實施期程    

 

執行期程執行期程執行期程執行期程((((月月月月))))    
項次項次項次項次    工作項目工作項目工作項目工作項目    

1111    2222    3333    4444    5555    6666    7777    8888    9999    10101010    11111111    12121212    

一 組織工作小組 █ █                     

二 
課程綱要與能力分

析 
    █ █ █ █             

三 補充教材編製             █ █          

四 補充教材審定               █ █       

五 補充教材完稿                   █ █   

六 計畫經費核銷                       █ 

 

六六六六、、、、經費需求經費需求經費需求經費需求    

  所需經費由臺北市教育局相關經費支應。 

七七七七、、、、預期效益預期效益預期效益預期效益    

（一）編製完成英語教學補充教材「English Easy Go」第七集。 

（二）提供教師實施英語教學參考之用，以協助孩子提升英語學習興趣與

成效。 

（三）電子檔案上傳臺北市益教網公開供各校下載運用。 

八八八八、、、、本計畫陳報教育局核可後實施本計畫陳報教育局核可後實施本計畫陳報教育局核可後實施本計畫陳報教育局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修正時亦同修正時亦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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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臺北市臺北市臺北市 101 年度國民小學英語補年度國民小學英語補年度國民小學英語補年度國民小學英語補充充充充教材研習工作坊實施計畫教材研習工作坊實施計畫教材研習工作坊實施計畫教材研習工作坊實施計畫 
 

一、依據： 

（一） 臺北市國民小學全面實施英語教學課程教學組 101 年度工作計畫辦

理。 

（二） 臺北市 101年度國民小學攜手激勵學習潛能計畫。 

二、目標： 

（一） 辦理英語補充教學教材研發人員進修研習，增進教師英語補充教學

與教材編製之專業知能。 

（二） 進行國小高年級英語課程綱要與能力指標分析，研發國小中年級英

語學習基礎能力之補充教學教材，提供教師進行補充教學參考。 

三、預期效益： 

（一） 增進本市國小英語教師補充教學專業知能，提升學生英語學習成效。 

（二） 編製本市國小高年段英語補充教學教材，提供教師進行補充教學參

考。 

四、辦理單位：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臺北市國民教育輔導團國小英語輔導小組、 

              臺北市立教育大學英語教學系 

              臺北市士林區天母國民小學 

五、辦理時間：101年 7月 9日至 7月 13日。 

六、研習對象：臺北市公私立國民小學英語教師。 

七、研習方式：由本市國民教育輔導團國小英語輔導小組、市立教育大學英語

教學系以及本市國小英語教師，透過產出型工作坊之研習活動，設計國小高

年級補充教學教材。 

八、研習地點：臺北市立教育大學電算中心（臺北市中正區愛國西路 1號公誠

樓 5樓 G509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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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研習課程： 

日期 時間 課程內容 講座 

101年 7 月 11日 9：00～12：00 
國小高年級學生音韻覺識培

養及教學策略 
英語輔導團 

101年 7 月 11日 13：30～16：30 
國小高年級學生音韻覺識培

養：教案設計與教學演示 
市立教育大學 

101年 7 月 12日 9：00～12：00 

國小高年級學生拼音與認

字：學習問題分析及教學策

略（搭配歌謠、韻文唱讀之

可能） 

英語輔導團 

101年 7 月 12日 13：30～16：30 
國小高年級學生拼音與認字

學習：教案設計與教學演示 
市立教育大學 

101年 7 月 13日 9：00～12：00 

國小高年級學生日常生活用

語暨簡易句型：學習問題分

析及教學策略 

英語輔導團 

101年 7 月 13日 13：30～16：30 

國小高年級學生日常生活用

語暨簡易句型：教案設計與

教學演示 

市立教育大學 

101年 7 月 14日 9：00～12：00 
補充教學教材研發與實作

（一） 
市立教育大學 

101年 7 月 14日 13：30～16：30 
補充教學教材研發與實作

（二） 
市立教育大學 

101年 7 月 15日 9：00～12：00 
補充教學教材研發與實作

（三） 
市立教育大學 

101年 7 月 15日 13：30～16：30 
補充教學教材研發與實作

（四） 
市立教育大學 

十、報名方式：採網路報名，報名期間為 5 月 14日至 6 月 14日止，各校有興

趣 參 與 研 習 的 教 師 於 報 名 截 止 日 前 逕 登 入 電 子 護 照 網 站

（http://insc.tp.edu.tw）報名，並列印報名表經學校行政程序核准後，再由學

校研習承辦人進入系統辦理薦派報名，為簡化作業程序無須再傳回報名表。 

十一、遴選方式：依照報名順序先後錄取 30名（學校需在報名截止日前完成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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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報名作業）。 

十二、注意事項：本研習於報名截止後三天公布遴選確定之研習名單，函知各

校，並以各教師於研習電子護照中登錄之電子郵件信箱通知可參與研習之教

師及其所屬學校，請參加研習教師自行列印研習通知並準時至臺北市立教育

大學參加研習。 

十三、研習時數核發：研習請假時數超過研習總時數之五分之一者，不給予研

習時數；全程參與者核發 30小時研習時數。 

十四、聯絡方式：天母國小生活輔導處黃雅苓老師，電話：2872-3336＃9306；

E-mail：yalinghuang06@gmail.com其他配合事項：參與本計畫研習之人員，

各校請配合准予公假參加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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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國民小學全面實施英語教學課程教學組臺北市國民小學全面實施英語教學課程教學組臺北市國民小學全面實施英語教學課程教學組臺北市國民小學全面實施英語教學課程教學組 

國小英語領域基本學力檢測國小英語領域基本學力檢測國小英語領域基本學力檢測國小英語領域基本學力檢測工作計畫工作計畫工作計畫工作計畫 
 

一一一一、、、、依據依據依據依據 

    臺北市國民小學全面實施英語教學課程教學組 101年度工作計畫辦理。 

二二二二、、、、目標目標目標目標 

(一) 研究英語基本學力檢測方案，增進教師評量知能。 

(二) 建立英語基本學力檢測題庫，評估學生學習成效。 

(三) 分析英語基本學力檢測結果，提供教學發展建議。 

三三三三、、、、辦理單位辦理單位辦理單位辦理單位 

(一) 主辦單位：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二) 承辦單位：臺北市大同區大龍國民小學、臺北市士林區天母國民小學。 

四四四四、、、、檢測規劃檢測規劃檢測規劃檢測規劃 

(一) 題本型態 

1. 評量題目貼近真實生活情境，題型多元且題本多樣。 

2. 試題包含：①「聽、讀、綜合應用」能力指標之封閉性試題。 

             ②「寫」能力指標之開放性試題。 

(二) 施測對象：以全市六年級學生為對象辦理抽測。 

①封閉性試題約抽測 6000名學生。 

②開放性試題約抽測 300名學生。 

(三) 施測時間：封閉性試題 40分鐘，開放性試題 20分鐘。 

五五五五、、、、評量命題評量命題評量命題評量命題 

(一) 命題人員：由天母國小遴聘英語命題種子教師 20名，負責基本學力檢

測命題工作。 

(二) 命題研習：於 101年 3~5月辦理 8次命題研習課程。 

(三) 命題範圍 

1. 以九年一貫國民小學英語課程綱要之國小階段能力指標中「聽」、

「讀」、「寫」及「綜合應用」能力等項目為測範圍。 

2. 評量能力指標命題架構由中國文化大學外語學院院長張武昌教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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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領域專家學者與本市英語教師依據 99年度課綱微調公佈之「臺

北市國民小學語文學習領域英語課程綱要」確定之。 

六六六六、、、、審題審題審題審題 

(一) 審題老師：由天母國小邀聘張武昌教授及臺北市國民小學英語輔導團

教師共同負責審題工作。 

(二) 審題會議：101年 6~8月每週一下午（暫訂）舉行審題小組會議，共 4

次。 

七七七七、、、、閱卷閱卷閱卷閱卷 

(一) 閱卷老師：由天母國小邀聘張武昌教授及臺北市國民小學英語輔導團

教師共同負責開放性試題閱卷工作。 

(二) 閱卷會議：101年 10~12月每週一下午（暫訂）舉行閱卷小組會議，共

4次。 

八八八八、、、、結果分析結果分析結果分析結果分析：：：：由天母國小邀聘專家學者負責結果分析與報告撰寫之工作。 

九九九九、、、、執行期程執行期程執行期程執行期程 

 

執行期程執行期程執行期程執行期程 
項次項次項次項次 工作項目工作項目工作項目工作項目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一 組織工作小組             

1-1  整合工作團隊 █   █   █   █   

1-2  邀聘專家學者 █ █ █  █ █       

 二 檢測工作執行             

2-1  建立評量指標架構 █ █ █          

2-2 預試後試題分析 █ █ █       █ █ █ 

2-3  命題   █ █ █        

2-4  審題      █ █ █ █    

2-5  閱卷          █ █ █ 

 三 評量結果運用             

3-1 抽測結果分析 █ █ █        █ █ 

3-2 報告撰寫 █ █ █        █ █ 

3-3  規劃下期工作計畫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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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期程執行期程執行期程執行期程 
項次項次項次項次 工作項目工作項目工作項目工作項目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四 定期會議檢討             

4-1  出席檢討會議  █   █   █   █  

4-2  召開工作會議   █    █      

十十十十、、、、經費經費經費經費 

由教育部補助臺北市之精進教學計畫經費及教育局相關經費支應。 

十十十十一一一一、、、、本計畫陳報教育局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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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國民小學全面實施英語教學課程教學組臺北市國民小學全面實施英語教學課程教學組臺北市國民小學全面實施英語教學課程教學組臺北市國民小學全面實施英語教學課程教學組 

研發本市數位研發本市數位研發本市數位研發本市數位教材工作坊計畫教材工作坊計畫教材工作坊計畫教材工作坊計畫 
 

一、依據 

（一）臺北市國民小學全面實施英語教學 101年度工作計畫規劃辦理。 

（二）臺北市國民教育輔導團國小英語輔導小組年度輔導計畫。 

二、目標 

（一）以英語輔導團研發之英語教材為基礎，研發國小英語學習數位影音

教材，充實英語數位教材並提供教師教學或學生自學之用。 

（二）落實資訊融入教學及課程發展於實際教學，以達教學創新之目的。 

（三）結合創新教學做為各校未來英語線上教學之推廣應用及參考。 

三、預期效益 

（一）延續並有效利用優良教學資源，以數位化的方式建立線上學習資源，

供教師教學及學生學習之參考。 

（二）充實英語數位教材資源，並配合電子白板等資訊設備之使用，提供

教師多元教學資源，增加英語教學成效。 

四、辦理單位：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臺北市立教育大學 

臺北市國民教育輔導團國小英語輔導小組 

五、辦理時間：101年 7月 2日至 7月 5日。 

六、研習對象：臺北市公私立國民小學英語教師及具資訊專長之教師共 30名。 

七、研習方式： 聘請臺北市立教育大學數學資訊教育學系賴阿福教授指導本市

之英語教師及資訊專長教師，透過產出型工作坊之研習活動，

設計並研發英語數位教材。 

八、研習地點：臺北市立教育大學（臺北市中正區愛國西路 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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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研習課程 
 

日期 時間 課程內容 講座 

101年 7月 2日 9：00～12：00 英語數位教材設計模式研討 
臺北市立教育大

學賴阿福教授 

101年 7月 2日 13：30～16：30 應用軟體操作與運用 
臺北市立教育大

學賴阿福教授 

101年 7月 3日 9：00～12：00 應用軟體操作與運用 
臺北市立教育大

學賴阿福教授 

101年 7月 3日 13：30～16：30 應用軟體操作與運用 
臺北市立教育大

學賴阿福教授 

101年 7月 4日 9：00～12：00 英語數位教材製作 
臺北市立教育大

學賴阿福教授 

101年 7月 4日 13：30～16：30 英語數位教材製作 
臺北市立教育大

學賴阿福教授 

101年 7月 5日 9：00～12：00 英語數位教材製作 
臺北市立教育大

學賴阿福教授 

101年 7月 5日 13：30～16：30 成果發表 
臺北市立教育大

學賴阿福教授 

 

十、報名方式：採網路報名，各校有興趣參與研習的教師於報名截止日前逕登

入電子護照網站（http://insc.tp.edu.tw）報名，並列印報名表經學校行政程

序核准後，再由學校研習承辦人進入系統辦理薦派報名，為簡化作業程序

無須再傳回報名表。 

十一、遴選方式：依領域、專長及報名順序先後錄取 30名（學校需在報名截止

日前完成薦派報名作業）。 

十二、研習時數核發：研習請假時數超過研習總時數之五分之一者，不給予研

習時數；全程參與者核發 24小時研習時數。 

十三、聯絡方式：天母國小生活輔導處黃雅苓老師，電話：2872-3336＃9306；

E-mail：yalinghuang06@gmail.com 

十四、經費：由教育局編列相關預算項下支應。 

十五、實施：本計畫陳報教育局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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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臺北市臺北市臺北市 101 年度國民小學年度國民小學年度國民小學年度國民小學英語教學課程與教學組英語教學課程與教學組英語教學課程與教學組英語教學課程與教學組 

外籍英語教師運作計畫外籍英語教師運作計畫外籍英語教師運作計畫外籍英語教師運作計畫 
 

壹、依據：臺北市全面實施英語教學課程與教學組 101年度工作計畫辦理。 

貳、目標 

一、了解外籍英語教師於英語教學情境中心之教學狀況，並聘請英語教學專

家學者給予指導，以提升其教學成效。 

二、提供外籍英語教師教學交流、相互分享之管道，幫助其解決教學、文化

適應及行政溝通所產生之問題，以增進其教學效能與自信。 

三、善用外籍英語教師之語言及特殊專業知能，協助臺北市英語課程與教學

之補充教材編輯、數位教材研發、協同教學經驗分享等相關業務之推動。 

參、辦理單位 

一、主辦單位：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二、承辦單位：臺北市國民教育輔導團國小英語領域輔導小組 

           臺北市士林區天母國民小學 

肆、辦理方式 

 一、外籍英語教師定期參與英語輔導團之行事，聘請張武昌教授指導，規劃

外師協助臺北市英語課程與教學之業務推動。 

   二、外籍英語教師協助英語輔導團推動英語教育之工作事項： 

       （一）協助英語補充教學教材編輯。 

       （二）協助英語數位教材製作與錄音。 

       （三）協助英語教學經驗分享及教學演示。 

       （四）參與英語輔導團例行輔導會議。 

       （五）其他英語教學之推展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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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實施期程 

執行期程執行期程執行期程執行期程(月月月月) 
項次項次項次項次 工作項目工作項目工作項目工作項目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一 組織工作小組 █ █                     

二 研討相關工作內容 █ █           

三 召開例行會議 █ █ █ █ █ █ █ █ █ █ █ █ 

四 執行工作事項   █ █ █ █ █ █ █ █ █ █ 

五 計畫經費核銷                       █ 

 

陸、日程表 

日期 星期 地點 內容 參加人員 主講人員 

02/13 一 開學預備週 

02/20 一 天母國小 期初團務工作會議 
輔導員 

英語教師 

王慧珠校長 
陳順和校長 

02/27 一 228和平紀念日連假 

03/05 一 天母國小 
輔導員初、進階研習分享 

外籍教師參與研討 
輔導員 

英語教師 

張武昌院長 
鄭茜文老師 
陳健豪老師 

03/12 ㄧ 光仁國小 
讀者劇場教學座談會 
外籍教師參與分享 

輔導員 
英語教師 

張武昌院長 
張齡心老師 

03/19 一 天母國小 英語繪本教學經驗分享 
輔導員 

英語教師 
沈佩玲老師 

03/26 一 天母國小 
英語命題種子教師研習 

英語數位教材彙整及研發 
輔導員 

英語教師 
張武昌院長 
賴阿福教授 

04/02 一 天母國小 
英語命題種子教師研習 

外籍教師參與英語數位教材研發 
輔導員 

英語教師 
張武昌院長 
賴阿福教授 

04/09 ㄧ 東園國小 英語閱讀教學示範教學 
輔導員 

英語教師 
林淑惠老師 

04/16 一 天母國小 
英語命題種子教師研習 

外籍教師參與英語數位教材研發 
輔導員 

英語教師 
張武昌院長 
賴阿福教授 

04/23 一 雙園國小 英語補充教學座談會 
輔導員 

英語教師 
張孝慈老師 

04/30 一 天母國小 
英語命題種子教師研習 

外籍教師參與英語數位教材研發 
輔導員 

張武昌院長 
賴阿福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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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07 一 天母國小 教育參訪（新加坡/香港） 
輔導員 

英語教師 

王慧珠校長 
陳順和校長 

05/14 一 新和國小 
英語閱讀教學座談會 
外籍教師參與分享 

輔導員 
英語教師 

張武昌院長 
殷泰宜老師 

05/21 一 天母國小 英語檢測審題會議 
輔導員 

英語教師 
張武昌院長 

05/28 一 天母國小 
國中小英語輔導團座談會 

外籍教師參與分享 
輔導員 

英語教師 
李訓智督學 
張武昌院長 

06/04 ㄧ 天母國小 英語檢測審題會議 
輔導員 

英語教師 
張武昌院長 

06/11 一 天母國小 
英語檢測審題會議 

外籍教師參與英語補充教材研發 
輔導員 張武昌院長 

06/18 一 天母國小 期末團務工作檢討 
輔導員 

英語教師 

王慧珠校長 
陳順和校長 

 

柒、經費需求 

    由臺北市英語教學課程教學組下經費支應。 

捌、預期效益 

一、確實了解外籍英語教師於英語教學情境中心之教學狀況，以提升其教

學成效。 

二、增進外籍英語教師教學交流、相互分享之機會，以提升其教學效能與

自信。 

三、結合外籍英語教師之語言及特殊專業資源，配合英語輔導團協助臺北

市英語課程與教學之補充教材編輯、數位教材研發、協同教學經驗分

享等相關業務之推動。 

玖、本計畫陳報教育局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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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國民小學全面實施英語教學課程教學組臺北市國民小學全面實施英語教學課程教學組臺北市國民小學全面實施英語教學課程教學組臺北市國民小學全面實施英語教學課程教學組 

推動臺灣導覽員計畫推動臺灣導覽員計畫推動臺灣導覽員計畫推動臺灣導覽員計畫 

 

一一一一、、、、依據依據依據依據：臺北市全面實施英語課程與教學組 101年度工作計畫。 

二二二二、、、、計畫目標計畫目標計畫目標計畫目標 

（一）結合北投公園 100年紀念活動，推廣在地文化之認知，結合英語教師之

英語及教學專業知能，培養具推展臺灣文化之教師與學生。 

（二）推廣推動臺灣文化與國際化之雙軌教育，開拓本土教育並深化英語教育。  

（三）除英語學習外並增進學童對學校、社區、城市特色及臺灣歷史文化的認

知與重視。 

三三三三、、、、實施方式實施方式實施方式實施方式 

（一）由臺北市政府教育局、臺北市國小英語輔導團與「中華全球視野交流協

會」合作辦理，透過此研習工作坊培訓臺灣主題導覽英語種子教師。 

（二）種子教師結訓後返校協助推動臺灣導覽工作，培育學生成為小小導覽員。 

四四四四、、、、研習對象研習對象研習對象研習對象：本市公立國民小學英語教師 30名。 

五五五五、、、、研習日期研習日期研習日期研習日期：101年 6月 9日（星期六）、6月 16日（星期六）及 101年 6月

23日（星期六），計 3個整天進行培訓。 

六六六六、、、、研習方式研習方式研習方式研習方式：講授、討論、導覽實務經驗分享與實作。 

七七七七、、、、研習地點研習地點研習地點研習地點：臺北市士林區天母國民小學電腦教室。 

八八八八、、、、研習課程研習課程研習課程研習課程 

日期 時間 課程內容 講座 

09:30-12:00 

臺灣導覽主題簡介 
主題一：北投溫泉及夜市文化主題介

紹 

101/06/09

（六） 

13:30-16:30 
英語教學設計、導覽技巧解說 

與實務演練 

101/06/16
09:00-12:00 

臺灣導覽員主題簡介 
主題二：臺北 101/臺灣茶文化主題介

紹 

中華全球視野 

交流協會 

陳錦瑜執行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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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時間 課程內容 講座 

（六） 
13:30-16:30 

英語教學設計、導覽技巧解說 
與實務演練 

09:00-12:00 
臺灣導覽員主題簡介 

主題三：孔廟/中正紀念堂主題介紹 
101/06/23

（六） 

13:30-16:30 
英語教學設計、導覽技巧解說 

與實務演練 

九九九九、、、、報名方式報名方式報名方式報名方式 

    採網路報名，自即日起至 101年 6月 1日（星期五）報名截止日前，各校

有興趣參與研習的教師於報名截止日前逕登入電子護照網站

（http://insc.tp.edu.tw）報名，並列印報名表，經學校行政程序核准後，再由學

校研習承辦人進入系統辦理薦派報名，為簡化作業程序無須再傳回報名表。 

十十十十、、、、注意事項注意事項注意事項注意事項 

    報名截止後，請自行上臺北市教師研習電子護照查詢錄取與否，天母國小

將以教師於電子研習護照中登錄之電子郵件信箱通知可參與研習之教師及其所

屬學校，請參加研習教師自行列印研習通知並準時至天母國小參加研習。 

十一十一十一十一、、、、研習時數核發研習時數核發研習時數核發研習時數核發 

    研習請假時數超過研習總時數之四分之一者，不給予研習時數；全程參與

者核發 18小時研習時數。 

十十十十二二二二、、、、聯絡方式聯絡方式聯絡方式聯絡方式：天母國小生輔處黃雅苓教師，電話：2872-3336分機 9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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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國民小學臺北市國民小學臺北市國民小學臺北市國民小學全面實施英語教學全面實施英語教學全面實施英語教學全面實施英語教學課程教學組課程教學組課程教學組課程教學組    

研發臺北市國小英語古蹟導覽教材計畫研發臺北市國小英語古蹟導覽教材計畫研發臺北市國小英語古蹟導覽教材計畫研發臺北市國小英語古蹟導覽教材計畫    
 

一一一一、、、、依據依據依據依據    

    （一）臺北市國民小學全面實施英語教學 101年度工作計畫規劃辦理。 

    （二）臺北市國民教育輔導團國小英語輔導小組年度輔導計畫。 

二二二二、、、、目標目標目標目標 

（一）以臺北市 12行政區每區一古蹟或景點為主，編輯國小英語古蹟導覽

教材，以臺灣在地文化之認知與推廣為基礎實踐國際教育，提供教

師教學或學生自學之用。 

（二）活化並拓展英語學習，增進學童對學校、社區、城市特色及台灣歷

史文化的認知與重視。 

（三）體驗臺灣文化和多元學習，提升生活品質與文化氣息，對推動自身

文化能具備更深入的理解與行動實踐。 

三三三三、、、、辦理單位辦理單位辦理單位辦理單位    

一、主辦單位: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二、承辦單位:臺北市國民教育輔導團國小英語領域輔導小組、 

臺北市士林區天母國民小學。 

四四四四、、、、辦理方式辦理方式辦理方式辦理方式    

（一）納入輔導團年度計畫，依據臺北市英語課程綱要與學生能力指標為基

礎，結合臺北市各區古蹟、景點之介紹，以高年級學童為對象進行英

語古蹟、景點英語導覽編寫。 

（二）由臺北市立教育大學楊麗中教授指導，輔導團成員分工蒐集資料、撰

寫古蹟導覽腳本內容、合作編輯完成。 

（三）辦理國小高年級古蹟導覽徵圖比賽，充實古蹟導覽簡介，增加學童的

參與感。 

（四）此教材透過國小英語生活句型、簡易句型編輯各區古蹟導覽介紹，幫

助學生活用英語能力，兼顧學生英語學習之聽、說、讀、寫之訓練。 

（五）編製完成後印發臺北市各校，提供教師實施英語教學參考使用，以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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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教學成效。 

五五五五、、、、實施期程實施期程實施期程實施期程    

 

執行期程執行期程執行期程執行期程((((月月月月))))    
項次項次項次項次    工作項目工作項目工作項目工作項目    

1111    2222    3333    4444    5555    6666    7777    8888    9999    10101010    11111111    12121212    

一 組織工作小組 █ █                     

二 
各區古蹟資料分

析、蒐集 
    █ █               

三 各區古蹟簡介製作       █ █ █           

四 辦理古蹟徵圖比賽              █ █ █       

五 教材完稿                   █ █   

六 計畫經費核銷                       █ 

 

六六六六、、、、經費需求經費需求經費需求經費需求：：：：所需經費由臺北市教育局相關經費支應。 

七七七七、、、、預期效益預期效益預期效益預期效益    

（一）開拓本土教育並深化英語教育，結合英語教師之英語及教學專業知能，

培養具推展臺灣文化之教師與學生。 

（二）體驗臺灣文化和多元學習，提升生活品質與文化氣息，對推動自身文

化能具備更深入的理解與行動實踐。 

（三）充實本土文化之英語教材資源，提供教師多元教學資源，增加英語教

學成效。 

八八八八、、、、本計畫陳報教育局核可本計畫陳報教育局核可本計畫陳報教育局核可本計畫陳報教育局核可後實施後實施後實施後實施，，，，修正時亦同修正時亦同修正時亦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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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國民小學臺北市國民小學臺北市國民小學臺北市國民小學全面實施英語教學全面實施英語教學全面實施英語教學全面實施英語教學課程教學組課程教學組課程教學組課程教學組    

研發英語閱讀數位教材計畫研發英語閱讀數位教材計畫研發英語閱讀數位教材計畫研發英語閱讀數位教材計畫    
 

一一一一、、、、依據依據依據依據    

（一）臺北市國民小學全面實施英語教學 101年度工作計畫規劃辦理。 

（二）臺北市國民教育輔導團國小英語輔導小組年度輔導計畫。 

二二二二、、、、目標目標目標目標 

（一）以臺北市 97年英語教師英語繪本創作比賽得獎作品為基礎，選出四

冊研發國小英語閱讀數位教材，提供教師教學或學生自學之用。 

（二）結合英語教學資源中心之外籍教師資源，製作閱讀教學影音教材，

以期有效推廣英語閱讀教學。 

（三）發展創新教學做為各校未來英語線上教學之推廣應用及參考。 

三三三三、、、、辦理單位辦理單位辦理單位辦理單位    

（一）主辦單位：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二）承辦單位：臺北市國民教育輔導團國小英語領域輔導小組、 

臺北市士林區天母國民小學。 

四四四四、、、、辦理方式辦理方式辦理方式辦理方式    

（一）納入輔導團年度計畫，依據臺北市英語課程綱要與學生能力指標為

基礎，並結合臺北市英語教師英語繪本創作比賽得獎作品進行研發。 

（二）由私立文化大學外語學院院長張武昌教授指導，輔導團成員及英語

教學資源中心外籍教師分工蒐集資料、撰寫內容、合作編輯完成。 

（三）此教材針對以不同角度進行英語圖書閱讀教學，幫助教學者發展閱

讀提問技巧，兼顧學生英語學習之聽、說、讀、寫以及思考訓練。 

（四）編製完成後印發臺北市各校，提供教師實施英語教學參考使用，以

增進教學成效。 

 

 

 

 



 76

五五五五、、、、實施期程實施期程實施期程實施期程    

 

執行期程執行期程執行期程執行期程((((月月月月))))    
項次項次項次項次    工作項目工作項目工作項目工作項目    

1111    2222    3333    4444    5555    6666    7777    8888    9999    10101010    11111111    12121212    

一 組織工作小組 █ █                     

二 英語繪本資料分析     █ █               

三 閱讀教材製作       █ █ █ █ █          

四 閱讀教材審定               █ █       

五 閱讀教材完稿                   █ █   

六 計畫經費核銷                       █ 
 

六六六六、、、、經費需求經費需求經費需求經費需求：：：：所需經費由臺北市教育局相關經費支應。 

七七七七、、、、預期效益預期效益預期效益預期效益    

（一）延續並有效利用優良英語繪本資源，以數位化的方式建立學習資源，

供教師教學及學生學習之參考。 

（二）充實英語數位教材資源，結合教學資源中心之外籍教師之教學，提

供教師多元教學資源，增加英語教學成效。 

八八八八、、、、本計畫陳報教育局核可後實施本計畫陳報教育局核可後實施本計畫陳報教育局核可後實施本計畫陳報教育局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修正時亦同修正時亦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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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臺北市臺北市臺北市 100-103 年度提升學生英語學習成效年度提升學生英語學習成效年度提升學生英語學習成效年度提升學生英語學習成效 

環境空間環境空間環境空間環境空間組組組組 101 年度工作計畫年度工作計畫年度工作計畫年度工作計畫 
 

國小專科教室精進方案推動小組國小專科教室精進方案推動小組國小專科教室精進方案推動小組國小專科教室精進方案推動小組、、、、英語科輔導團英語科輔導團英語科輔導團英語科輔導團 

 

一一一一、、、、依據依據依據依據 

（一）臺北市政府 2010市政白皮書。 

（二）資訊教育白皮書。 

（三）臺北市 100-103年度提升學生英語學習成效計畫。 

（四）臺北市國民小學 100-102年英語專科教室精實計畫。 

二二二二、、、、目標目標目標目標 

（一）增進學生英語學習興趣、彌平弱勢學生學習落差。 

（二）營造優質英語學習情境、開拓培養學生國際視野。 

（三）活化利用學校空餘空間，優化精緻學校學習環境。 

三三三三、、、、具體方案具體方案具體方案具體方案 

（一）編列 101年度英語專科教室施作學校預算 

1.為配合年度預算編列，業於 100年核定施作學校及間數，並請各

校配合年度會計作業編列預算。 

2.各校與校內教師妥適溝通，瞭解英語教學需求，並據以進行英語

專科教室圖說設計及規劃。 

（二）審核專科教室設計圖說並進行施作 

          101年度審圖期程預定於 2月 23日、3月 22日及 4月 19日辦理審

圖。各校並陸續進行施作。 

（三）評估及推廣英語專科教室 

1.評選績優學校並辦理成果觀摩會。 

2.訪視英語專科教室施作情形及運用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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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四、、、、工作工作工作工作項目與內容項目與內容項目與內容項目與內容 

工作項目 工作內容 工作期程 備註 
編列 101年度英語

專科教室施作學校

預算 

函請學校編列 101年度英語專科教室施

作學校預算，計 76校，140間，並報送

費用明細表 
100年 6月  

施作學校進行圖說

設計及規劃 
施作學校與教師商討建置想法，後續並

進行圖說設計及規劃 
101年 1月 
至 2月 

 

審核英語專科教室

工程圖說 
配合年度專科教室審圖會議，進行計畫

審查 
101年 2月 
至 4月 

 

學校進行施作 學校進行施作 
101年 5月 
至 8月 

 

評選績優學校並辦

理成果觀摩會 

配合專科教室工作期程，進行初審、複

審會議，並就英語類型選出績優學校，

於成果觀摩會發表，並收相互學習之效。 

101年 9月 
至 12月 

 

訪視英語專科教室

施作情形及運用狀

況 

配合校務評鑑或規劃訪視作業，除勘查

施作項目外，並就教室使用率進行瞭解。 
101年 9月 
至 12月 

 

 

五五五五、、、、工作期程工作期程工作期程工作期程（（（（101010101111 年年年年））））    

               月份 

工作項目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1 

編列 101年度英語

專科教室施作學校

預算 

     

 

      

  
2 

施作學校進行圖說

設計及規劃   

          

   
3 

審核英語專科教室

工程圖說 

 

   

        

    
4 學校進行施作 

    

    

    

    
5 

評選績優學校並辦

理成果觀摩會 

        

    

    
6 

訪視英語專科教室

施作情形及運用狀

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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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國民小學全面實施英語教學 101 年度工作小組通訊錄 

職別 校名(單位) 職稱 姓名 電話號碼 電子郵件 

教育局 副局長 曾燦金 2725-6328  

教育局 
主任 

秘書 
何雅娟 2725-6330  

教育局 

國小教育科 
科長 謝麗華 2725-6374 hs1349@mail.taipei.gov.tw 

教育局 

國小教育科 
專員 楊玉珊 2725-6374 carole@mail.taipei.gov.tw 

教育局 

國小教育科 
股長 諶亦聰 2725-6371 guoguo@mail.taipei.gov.tw  

教 

育 

局 

長 

官 

教育局 

國小教育科 
科員 朱盈叡 2725-6373 ying0605@mail.taipei.gov.tw 

國立臺中 

教育大學 
校長 楊思偉 

(04)2218-3199 

＃3129 
swyang@cc.ntnu.edu.tw 

臺北市立 

教育大學 
副校長 劉春榮 2311-3040＃1004 herbert@tmue.edu.tw 

中國文化大學 

外國語文學院 
教授 張武昌 28610511＃23005 t22044@ntnu.edu.tw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英語學系 
教授 陳秋蘭 77341783 clchern@ntnu.edu.tw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兒童英語教育系 
教授 陳錦芬 27321104＃5054 fen@tea.ntptc.edu.tw 

指 

導 

教 

授 

臺北市立教育大學 

英語教學系 
教授 胡潔芳 2311-3040＃4923 cfhu@tmue.edu.tw 

校長 鄒彩完 2893-3828＃101 gary2836@gmail.com 

輔導 

主任 
陳書民 2893-3828＃141 csmchen@tp.edu.tw 文化國小 

專案 

教師 
陳彥伶 2893-3828＃613 yates313@gmail.com 

校長 黃維瑜 2875-2431 holly@tp.edu.tw 

教務 

主任 
黃瑟雅 2875-1369＃750 kelly3880@tp.edu.tw 

行 

政 

規 

劃 

組 
三玉國小 

總務 

主任 
郭保松 2875-1369＃717 kuoapao@gmail.com 

課 天母國小 校長 王慧珠 2872-7048 peral@mail.ccps.tp.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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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輔

導主任 
潘同泰 2872-7751＃9301 sciencepan@gmail.com 

專案 

教師 
黃雅苓 2872-3336＃9306 yalinghuang06@gmail.com 

校長 柯秋蓮 2507-3019 ke009321@ms28.hinet.net 

程 

教 

學 

組 

長春國小 學務 

主任 
李奕寬 2502-4366＃131 davidkuan2006@gmail.com 

校長 陳順和 2341-6198 shunhe7@gmail.com 

教務 

主任 
鄭自修 2341-2822＃56 ellyzeng@gmail.com 東門國小 

專案 

教師 
林宛榆 2341-6198 iamerinlin@gmail.com 

校長 楊柳淳 2791-5993 yanglc@tp.edu.tw 

教務 

主任 
李華隆 2791-5870＃21 andrewli@dhps.tp.edu.tw 

師 

資 

資 

源 

組 
大湖國小 

註冊 

組長 
張朱利 2791-5870＃25 julie@dhps.tp.edu.tw 

校長 陳滄智 8502-1571＃1000 changjyhtaipei@gmail.com 

教務 

主任 
林裕勝 8502-1571＃1100 ethan@mail.bjes.tp.edu.tw 濱江國小 

註冊 

組長 
黃祈穎 8502-1571＃1102 chinying@mail.bjes.tp.edu.tw 

校長 陳培章 25569835＃660 gatorpei@gmail.com 

教務 

主任 
翁嘉聲 25569835＃200 wjs109936004@gmail.com 蓬萊國小 

註冊 

組長 
潘婉茹 25569835＃220 panmizai@gmail.com 

校長 倪雨平 27366330 ni375001@tp.edu.tw 

教務 

主任 
游秀靜 27385488＃10 yoyofeet@yahoo.com.tw 三興國小 

註冊 

組長 
蘇彥怡 27385488＃11 arielsu2002@yahoo.com.tw 

校長 陳素蘭 28912623 lily0531@tp.edu.tw 

英 

語 

學 

習 

情 

境 

中 

心 

逸仙國小 教務 

主任 
張鍾榮 28914537＃34 joinchang@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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