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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 105 年度國小英語教師週三進修增能—主題式教學設計工作坊 

實施計畫 

105 年 9 月 9 日新北教國字第 1051756479 號函 

壹、依據： 

新北市 104-107 年國民小學推動英語教育工作計畫。 

 

貳、目的： 

一、藉由工作坊形式，透過分享與討論，協助本市英語教師之專業成長。 

二、分區廣開研習場次，提供本市英語教師就近增能研習機會。 

三、透過主題式教學設計，並融入差異化教學之精神，產出可行之教學方案。 

 

參、辦理單位： 

一、主辦單位：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二、承辦單位：新北市國教輔導團國小英語領域輔導小組（鷺江國小） 

三、協辦學校：蘆洲區鷺江國小、新莊區中信國小、新店區新店國小、汐止區崇德國小、

三峽區龍埔國小、中和區光復國小。 

 

肆、研習場次： 

分區 6 場次同時進行，每場 4 次，日期為 9 月 28 日、10 月 12 日、11 月 9 日、12 月 7

日（皆為週三，下午 1:30~4:30)，詳細場次表及課程內容請見附件一。請擇一場次參加，

並全程參與 4 次研習。 

 

伍、參加對象： 

本市各公立國小正式及代理代課英語教師。 

 

陸、報名方式： 

有意願參加之英語教師請逕上本市校務行政系統/教師研習（https://esa.ntpc.edu.tw）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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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每場次以錄取 20人為限，並以報名先後順序錄取。 

 

柒、研習證明及假別： 

一、參與研習之學員核予公假，須全程 4次皆參與方核發研習時數 12小時，遲到或早退

酌予扣減研習時數。 

二、所有講師研習當天核予公假、課務派代方式出席。講師名單請見附件一。 

三、各協辦學校之工作人員，以公假課務派代方式參與。 

 

捌、注意事項： 

一、為配合本市節能減碳政策，請參與研習者自備環保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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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玖、承辦及協辦單位獎勵： 

承辦及協辦學校有功人員依新北市政府所屬各級學校及幼兒園辦理教師敘獎處理原則

附表第 2項第 2款規定辦理敘獎，工作人員嘉獎 1次以 4人為限，含主辦人 1人嘉獎 2

次。 

 

拾、經費來源： 

由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105年度推動英語教育工作計畫-教學輔導組-子計畫五項下相關

預算支應。 

 

拾壹、本計畫奉核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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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新北市 105年度國小英語教師週三進修增能-主題式教學設計工作坊 

研習場次 

一、鷺江國小場次 (主題：Animals) 
  

第一次：105 年 9 月 28日（星期三） 

時間 活動內容 主持人 / 講座 

13：30～13：45 
Ice-Breaking & Grouping 

社群共識建立及小組破冰 

李美江主任(鷺江國小) 
陳雯宜主任(北新國小) 
林鈺文老師(竹圍國小)
林健怡老師(中信國小) 
Julie Lattka (鷺江國小) 

13：45～14：00 
Goals/ Expectations 

工作坊目標與課程規劃 

14：00～15：00 
Philosophy of Differentiated 

Instruction 

差異化教學的理念與精神 

15：00～15：10 
Break 

茶敘/休息 

15：10～15：40 
Misconceptions About DI 

差異化教學的迷思 

15：40～16：30                   
Lesson Planning 

小組教案討論 

 

 

 

第二次：105年 10月 12日（星期三） 

時間 活動內容 主持人 / 講座 

13：30～14：00 
Think-Pair-Share 

字彙教學活動腦力激盪與分享 

李美江主任(鷺江國小) 
陳雯宜主任(北新國小) 
林鈺文老師(竹圍國小)
林健怡老師(中信國小) 
Julie Lattka (鷺江國小) 

14：00～14：50 
DI Strategies 

差異化教學策略 

14：50～15：00 
Break 

茶敘/休息 

15：00～15：20 
Jigsaw Sharing 

拼圖式合作學習分享 

15：20～16：30 
Lesson Planning 

小組教案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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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105年 11月 9日（星期三） 

時間 活動內容 主持人 / 講座 

13：30～13：50 
Sharing DI Experience in the 

Classroom 

差異化教學實務分享 

李美江主任(鷺江國小) 
陳雯宜主任(北新國小) 
林鈺文老師(竹圍國小)
林健怡老師(中信國小) 
Julie Lattka (鷺江國小) 

13：50～14：50 
What Do My Students Need? 

辨認學生需求 

14：50～15：00 
Break 

茶敘/休息 

15：00～15：20 
Suggested Reading 

文章導讀與討論 

15：20～15：40 
Brainstorm: Sentence Pattern 

Activities 

句型教學活動腦力激盪與分享 

15：40～16：30 
Lesson Planning 

小組教案討論 

 
 
 

第四次：105年 12月 7日（星期三） 

時間 活動內容 主持人 / 講座 

13：30～14：00 
Personality and Learning Styles 

辨認每個人的學習風格與樣態 

李美江主任(鷺江國小) 
陳雯宜主任(北新國小) 
林鈺文老師(竹圍國小) 

林健怡老師(中信國小) 
Julie Lattka (鷺江國小) 

14：00～14：50 
 Same Information, Different 

Outcomes 

差異化教學的評量方式 

14：50～15：00 
Break 

茶敘/休息 

15：00～16：30 
Lesson Planning 

小組教案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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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信國小場次 (主題：Anti-Bullying)  

第一次：105年 9 月 28日（星期三） 

時間 活動內容 主持人 / 講座 

13：30～13：45 破冰活動 John Strain(乾華國小) 

13：45～14：00 工作坊目標與課程規劃 劉芳如老師(中信國小) 

14：00～14：40 差異化教學的理念與精神 工作坊主持群 

14：50～15：20 差異化教學教案實例分享 工作坊主持群 

15：20～16：30 分組/討論時間 

劉芳如老師(中信國小) 

張順宜老師(樹林國小) 

鍾馨慧老師(復興國小) 

李怡馨老師(集美國小) 
 

第二次：105年 10月 12日（星期三） 

時間 活動內容 主持人 / 講座 

13：30～14：30 差異化教學專文分享 劉芳如老師(中信國小) 

14：40～16：30 小組教案討論 

劉芳如老師(中信國小) 

張順宜老師(樹林國小) 

鍾馨慧老師(復興國小) 

李怡馨老師(集美國小) 
 

第三次：105年 11月 9日（星期三） 

時間 活動內容 主持人 / 講座 

13：30～14：30 差異化教學專文分享 張順宜老師(樹林國小) 

14：40～16：30 小組教案討論 

劉芳如老師(中信國小) 

張順宜老師(樹林國小) 

鍾馨慧老師(復興國小) 

李怡馨老師(集美國小) 
 

第四次：105年 12月 7日（星期三） 

時間 活動內容 主持人 / 講座 

13：30～14：30 差異化教學專文分享 鍾馨慧老師(復興國小)   

14：40～15：40 各組教案分享與回饋 工作坊主持群 

15：40～16：30 各組教案修正與繳交 工作坊主持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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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龍埔國小場次 (主題：Places & Countries) 

第一次：105年 9月 28日（星期三） 

時間 活動內容 主持人/講座 

13:30～14:00 
Ice-breaking & Grouping 

社群共識建立及小組破冰 
甯麗娟老師(永和國小) 

劉儒蓁老師(新店國小) 

  吳佳倩老師(青山國中小) 

林佳慧老師(濂洞國小) 

James Wax (鷺江國小) 

14:00～16:00 

Differentiated Instruction in the 

Classroom: Concept & Examples 

差異化教學概論及課堂實務分享 

16:00～16:30 

Experience Sharing & Group 

Discussion 

教學經驗分享與小組討論時間 

 

第二次：105年 10月 12日（星期三） 

時間 活動內容 主持人/講座 

13:30～14:30 
Extended Reading 1- Discussion 

專文導讀(1)與小組討論 甯麗娟老師(永和國小) 

劉儒蓁老師(新店國小) 

  吳佳倩老師(青山國中小) 

林佳慧老師(濂洞國小) 

James Wax (鷺江國小) 

14:30～15:30 
Anchor Activities & LP Examples 

定錨活動設計與課堂實例分享 

15:30～16:30 

Group Discussion & Classroom 

Activity Development 1 

小組討論與教案實作(1) 

 

第三次：105年 11月 9日（星期三） 

時間 活動內容 主持人/講座 

13:30～14:30 
Extended Reading 2- Discussion 

專文導讀(2)與小組討論 
甯麗娟老師(永和國小) 

劉儒蓁老師(新店國小) 

  吳佳倩老師(青山國中小) 

林佳慧老師(濂洞國小) 

James Wax (鷺江國小) 

14:30～15:30 

Group sharing: LP Examples & 

Feedback 

小組教案實作分享與意見回饋 

15:30～16:30 

Group Discussion & Classroom 

Activity Development 2 

小組討論與教案實作(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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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次：105年 12月 7日（星期三） 

時間 活動內容 主持人/講座 

13:30～14:30 
Extended Reading 3- Discussion 

專文導讀(3)與小組討論 

甯麗娟老師(永和國小) 

劉儒蓁老師(新店國小) 

  吳佳倩老師(青山國中小) 

林佳慧老師(濂洞國小) 

James Wax (鷺江國小) 

14:30～15:30 

Group Sharing: LP Examples & 

Feedback 

小組教案實作分享與意見回饋 

15:30～16:30 

Group Discussion & Classroom 

Activity Development 3 

/Wrap Ups 

小組討論與教案實作(3)/ 

修正與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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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崇德國小場次 (主題：Food) 

第一次：105年 9月 28日（星期三） 

時間 活動內容 主持人 / 講座 

13:30～14:00 
相見歡 

工作坊目標介紹 

Willem Christiaan Minnaar 

(昌平國小) 

14:00～14:40 差異化教學概念與精神 
方淑鳳老師(蘆洲國小) 

曾筱涵老師(蘆洲國小) 

14:40～14:45 茶敘 / 休息 講師群 

14:45～15:40 差異化教學的實施與實作分享 
鍾佳慧老師(五股國小) 

陳麗月老師(五股國小) 

15:40～15:45 茶敘 / 休息 講師群 

15:45～16:20 小組教案討論與分享 
方淑鳳老師(蘆洲國小) 

曾筱涵老師(蘆洲國小) 

16:20～16:30 建議閱讀文章 
方淑鳳老師(蘆洲國小) 

曾筱涵老師(蘆洲國小) 

 

第二次：105年 10月 12日（星期三） 

時間 活動內容 主持人 / 講座 

13:00～13:30 報到 / 領取資料 講師群 

13:30～14:10 文章研討與教學實例分享 
方淑鳳老師(蘆洲國小) 

曾筱涵老師(蘆洲國小) 

14:10～14:15 茶敘 / 休息 講師群 

14:15～14:40 定錨活動的設計 
鍾佳慧老師(五股國小) 

陳麗月老師(五股國小) 

14:40～15:10 低年級差異化教學教案分享 
鍾佳慧老師(五股國小) 

陳麗月老師(五股國小) 

15:10～15:15 茶敘 / 休息 講師群 

15:15～16:20 小組教案討論與分享 
Willem Christiaan Minnaar 

(昌平國小) 

16:20～16:30 建議閱讀文章 
方淑鳳老師(蘆洲國小) 

曾筱涵老師(蘆洲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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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105年 11月 9日（星期三） 

時間 活動內容 主持人 / 講座 

13:30～14:00 文章研討與分享 
Willem Christiaan Minnaar 

(昌平國小) 

14:00～14:25 中年級差異化教學教案分享 
方淑鳳老師(蘆洲國小) 

曾筱涵老師(蘆洲國小) 

14:25～14:30 茶敘 / 休息 講師群 

14:30～15:00 高年級差異化教學教案分享 
Willem Christiaan Minnaar 

(昌平國小) 

15:00～15:50 小組教案討論 
鍾佳慧老師(五股國小) 

陳麗月老師(五股國小) 

15:50～15:55 茶敘 / 休息 講師群 

15:55～16:20 小組教案分享 
鍾佳慧老師(五股國小) 

陳麗月老師(五股國小) 

16:20～16:30 建議閱讀文章 
鍾佳慧老師(五股國小) 

陳麗月老師(五股國小) 

第四次：105年 12月 7日（星期三） 

時間 活動內容 主持人 / 講座 

13:30～14:00 文章研討 
鍾佳慧老師(五股國小) 

陳麗月老師(五股國小) 

14:00～14:50 小組教案討論 
方淑鳳老師(蘆洲國小) 

曾筱涵老師(蘆洲國小) 

14:50～15:00 茶敘 / 休息 講師群 

15:00～16:00 小組教案分享 
Willem Christiaan Minnaar 

(昌平國小) 

16:00～16:30 綜合座談 講師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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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光復國小場次 (主題：Actions in Daily Lives) 

   第一次：105 年 9 月 28 日（星期三） 

時間 活動內容 主持人 / 講座 

13：30～14：00 
破冰活動 

身心動一動 

 張桂珍老師(光復國小) 

Peter Cicco (光復國小) 

14：00～15：30 
差異化教學理念 

與國內外實務分享 

張桂珍老師(光復國小) 

Peter Cicco (光復國小) 

15：30～15：40 休息再上路 工作坊主持群 

15：40～16：30 
低中高年級動詞教學運用初體

驗(分組活動) 

林妙英老師(頂溪國小) 

顏正文老師(新泰國小) 

張可函老師(樂利國小) 

 

 

 

   第二次：105 年 10月 12 日（星期三） 

時間 活動內容 主持人 / 講座 

13：30～14：00 
暖身 

動詞句型大集合(課綱及延伸) 

林妙英老師(頂溪國小) 

Peter Cicco (光復國小) 

14：00～15：30 
差異化教學之教案及 

實用策略停看聽 

林妙英老師(頂溪國小) 

Peter Cicco (光復國小) 

15：30～15：40 休息再上路 工作坊主持群 

15：40～16：30 
低中高年級動詞教案 

腦力激盪(分組活動) 

顏正文老師(新泰國小) 

張可函老師(樂利國小) 

張桂珍老師(光復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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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105 年 11 月 9 日（星期三） 

時間 活動內容 主持人 / 講座 

13：30～14：00 

暖身 

生活用語中的動詞應用 

(低中年級) 

顏正文老師(新泰國小) 

Peter Cicco (光復國小) 

14：00～15：30 
針對不同學習者的 

多元活動設計與評量 

顏正文老師(新泰國小) 

Peter Cicco (光復國小) 

15：30～15：40 休息再上路 工作坊主持群 

14：40～16：30 
動詞教案分組設計大變身 

(分組活動) 

張可函老師(樂利國小) 

張桂珍老師(光復國小) 

林妙英老師(頂溪國小) 

 

第四次：105年 12月 7日（星期三） 

時間 活動內容 主持人 / 講座 

13：30～14：00 

 

暖身 

教室用語中的動詞應用 

(中高年級) 

張可函老師(樂利國小) 

Peter Cicco (光復國小) 

14：00～15：30 
任務型活動與 

差異化教學的結合 

張可函老師(樂利國小) 

Peter Cicco (光復國小) 

15：30～15：40 休息再上路 工作坊主持群 

15：40～16：30 
教案的評估回饋 

整理豐收再出發 

張桂珍老師(光復國小) 

林妙英老師(頂溪國小) 

顏正文老師(新泰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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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新店國小場次 (主題：Body Parts) 

第一次：105年 9月 28日（星期三） 

時間 活動內容 主持人 / 講座 

13：30～14：00 工作坊目標與課程規劃   鍾昌益老師(樂利國小) 

14：05～15：10 差異化教學的理念與精神 Lauren Hanson(坪林國小) 

15：15～16:30 分組/討論時間 工作坊主持群 

 

第二次：105年 10月 12日（星期三） 

時間 活動內容 主持人 / 講座 

13：30～14：30 
差異化教學之班級經營策略 

與定錨活動 
許歆宜老師(新店國小)   

14：35～15：10 教學實務分享 
吳昭瑩老師(板橋國小) 

許歆宜老師(新店國小) 

15：15～16：30 小組教案討論 工作坊主持群 

 

第三次：105年 11月 9日（星期三） 

時間 活動內容 主持人 / 講座 

13：30～14：00 差異化教學常見挑戰探討 王津老師  (秀山國小) 

14：05～15：10 教學實務分享 

鍾昌益老師 (樂利國小) 

Lauren Hanson(坪林國小) 

王 津老師   (秀山國小) 

15：15～16：30 小組教案討論 工作坊主持群 

 

第四次：105 年 12月 7 日（星期三） 

時間 活動內容 主持人 / 講座 

13：30～15：10 各組教案分享與回饋 
鍾昌益老師(樂利國小) 

吳昭瑩老師(板橋國小) 

15：20～16：30 各組教案修正與繳交 工作坊主持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