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北市 107 年度 CLIL 雙語課程研討會實施計畫 

107 年 12 月 5 日 新北教國字第號 1072323732 號函 

一、緣起： 

  本市自 101 學年度起試辦雙語實驗課程計畫，至 107 學年度止共計 28 所學

校加入此計畫，在各校穩定發展英語教學後，即定調本市雙語課程之實施理念採

行 CLIL（Content and Language Integrated Learning)模式，意即將學科內容融入

目標語言（英語)的學習，以外語學習新知，讓學生的學習和日常生活直接鏈結，

內化並深化語言學習。 

 

二、依據：新北市 104-107 年度國民小學推動英語教育工作計畫 

 

三、目的：  

(一) 增進本市雙語實驗課程學校中、外籍英語教師對 CLIL 理念的認識與理

解。 

(二) 藉由國外已實施之課程分享及研討，了解 CLIL 教學設計的具體作法，

活絡英語課堂教學。 

 

四、主辦單位：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五、承辦單位：新北市英語教學資源中心 

新北市蘆洲區鷺江國民小學 

 

六、研討會日期與地點： 

（一) 研討會日期：107 年 12 月 19 日（星期三）下午 1:30~4:30 

（二) 研討會地點：鷺江國小研究大樓 6F 視聽中心 

    （地址：新北市蘆洲區民族路 7 號）。 

 

七、參加對象： 

 (一) 本市核定之 107~109 學年度雙語實驗課程學校之外籍英語教師。 

 (二) 雙語實驗課程學校與外籍英語教師進行協同教學之中籍教師（含共聘學

校）。 

 (三) 本市英速魔法學院中、外籍英語教師鼓勵參加。 

 (四) 倘有餘額則開放對 CLIL 教學模式有興趣之本市英語教師報名，惟每校至

多 2 名。 

 

八、課程內容及講師：  

（一) 研討會內容： 

時間 主題 講師 

1:30~3:30 p.m. From EFL to CLIL Dr. Inmaculada Pineda 



(學科內容與語言整合教學實務分享) 

3:30~4:30 p.m. Q & A Session 

(研討座談) 

Dr. Inmaculada Pineda、

雙語學校中外師 

（二) 講師簡介： 

      Dr. Inmaculada Pineda has been a lecturer with the 

Department of English at the University of Málaga since 2007. 

After specializing in African American culture and literature at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such as the University of Málaga, 

Dickinson College (Pennsylvania) or Keele University (UK), she 

has steadily worked from the mid-2000s as an instructor of ESP 

(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 in public and private institutions 

such as Unicaja, Fujitsu, LKS Studio Arquitectos, Club La Costa or the Spanish 

Institute of Architects. During this time she has been a member of research groups in 

American Studies and has helped to plan and organize several conferences, such as 

the first and seco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s on Identity, Migration and Diaspora 

(2008 and 2012), or the 36th International AEDEAN Conference (2012). Inmaculada 

Pineda has a PhD dissertation on the contrast between innovation and tradition in the 

works of Gloria Nayor (2004). 

 

九、研習證明：本局核予參與教師公假、課務派代方式出席，全程參與者核發研

習時數 3 小時。 

 

十、報名方式： 

 (一) 本市教師請逕上校務行政系統/教師研習（https://esa.ntpc.edu.tw/）報名參

加。 

 (二) 請雙語實驗課程學校及英速魔法學院課程負責人員轉知外師相關資訊，並

填妥附件一之報名表後，於 12 月 17 日(星期一)中午前寄至本市英語教學

資源中心電子信箱(englishcenterntpc@gmail.com)。 

 

十一、注意事項： 

（一）配合本市「紙杯減量計畫」規定，參加人員請自備環保杯，共同愛護環境

及珍惜資源。 

 (二) 研習場地不提供停車服務，請盡量搭乘大眾運輸工具前往，交通資訊請參

閱附件二。 

 

十二、經費概算：由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107 年度推動英語教育工作計畫相關預算

支應。 

 

十三、本計畫奉核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一] 

新北市 107 年度 CLIL 雙語課程研討會報名表 

（外籍英語教師報名用） 

學校名稱：新北市_________區____________國民小學 

□ 雙語   □ 英速 

外師姓名 

(請填全名，名+姓) 
電子信箱 (E-MAIL) 

  

  

  

  

  

 

填表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職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備註]：請於 107/12/17(星期一)中午 12:00 前將報名表填畢後寄至本市英語教學資源中心

之電子信箱：englishcenterntpc@gmail.com【信封主旨：○○國小雙語課程研討會

外師報名表】 

 

 

 

 

 

 

 

 

 

 

 

 



[附件二] 

交通資訊 

鷺江國小  

地址：新北市蘆洲區民族路 7 號 

※公車請搭到「鷺江國小站」、「溪墘站」或「捷運三民高中站（復興

路）」下車 

(1)「鷺江國小站」下車：221、261、264、板淡線、紅 9、橘 17、橘

19、1202、1207 

(2)「溪墘站」下車：232、306、225、橘 13、508、659、704、811、

816、927、1205 

(3)「捷運三民高中站（復興路）」下車：橘 16 

※捷運蘆洲線三民高中站 2 號出口復興路左轉三民路，看見頂好超市再

左轉民族路即可看到鷺江國小，步行約 5 分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