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北市 105 年度雙語實驗課程成果發表工作坊實施計畫 

105 年 11 月 16 日新北教國字第 1052193765 號函訂定 

一、依據： 

新北市 104-107 年度國民小學推動英語教育工作計畫 

二、目的： 

 （一）各校提供雙語課程教學活動設計，雙語課程及教學多向度的創新，

分享教學經驗，以開發教學潛能，增進教學專業知能。 

 （二）藉由雙語社群學校教師分享經驗，增進中外教師協同教學策略，提

升學生學習成效。 

 （三）強化教師對英語課程綱要的理解與教學活動的規劃，以及透過工作

坊實作將教學原理轉化並進行綜合討論提升教學省思的能力。 

三、辦理單位： 

 （ㄧ）指導單位：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二）主辦單位：新北市淡水區新市國小 

 （三）協辦單位：新北市雙和區光復國小、新北市三鶯區龍埔國小、 

                 新北市七星區白雲國小、新北市淡水區新市國小、 

                 新北市新莊區昌平國小。 

四、辦理時間：分 5 個場次進行，各場次時間如下： 

 （ㄧ）白雲國小：105 年 10 月 27 日（星期四）13:00~17:30 

 （二）光復國小：105 年 11 月 10 日（星期四）8:30~11:30 

 （三）昌平國小：105 年 11 月 25 日（星期五）8:30~13:00 

 （四）新市國小：105 年 12 月 2 日（星期五）8:30~12:30 

 （五）龍埔國小：105 年 12 月 21 日（星期三）9:00~13:00 

五、參加對象： 

（一）本市各公立國小正式及代理代課教師。 

（二）本市雙語實驗課程學校計畫參與教師（包括外籍教師）。 

（三）本市英速魔法學院各院區外籍教師。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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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依各場次開放報名人數報名，以報名先後



順序錄取，各場次分區及人數如下： 

 （ㄧ）白雲國小：七星分區、瑞芳分區、文山分區【已辦理完畢】。 

 （二）光復國小：板橋分區、雙和分區、文山分區【已辦理完畢】。 

 （三）昌平國小：新莊分區、三重分區【報名上限 70 人】。 

 （四）新市國小：淡水分區、三重分區【報名上限 70 人】。 

 （五）龍埔國小：三鶯分區、板橋分區【報名上限 45 人】。 

 

七、研習證明及假別： 

  （一）參與研習之教師核予公假、課務派代方式出席，全程參與方可核

發研習時數（除白雲國小、龍埔國小場次 4 小時外，其餘 3 場次

均為 3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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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注意事項： 

 （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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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工作人員獎勵： 

 （ㄧ）承辦人員依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長成績考核辦法及公立高級

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規定給予敘獎，敘獎額度參照「新

北市政府所屬各級學校辦理教師敘獎處理原則」附表第 2 項第 2

款規定，主辦學校主要策畫執行人員嘉獎 2 次，餘協辦 7 人依功

績程度嘉獎 1次；協辦協學校工作人員 5人依功績程度嘉獎 1次。 

 （二）校長部分提報教育局人事室辦理敘獎，教師部分則授權學校依規

定辦理敘獎事宜。外師部分請納入年度考核表現。 

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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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發展組-子

計畫相關預算支應。 



十一、預期效益 

 （ㄧ）透過交流，分享雙語課程研討成果，提供參考模式，廣納意見。 

 （二）透過中外師公開觀課，呈現協同教學模式實驗階段性成果。 

 （三）呈現教師雙語教學活動設計與學生學習成果。 

十二、本計畫奉核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一 

新北市 105 年度雙語實驗課程小學成果工作坊研習場次 

一、白雲國小場次：105 年 10 月 27 日（星期四）13:00~17:30 

註：已辦理完畢【白雲國小 105年 10月 25日新北汐白小教字第 1055746229號函】 

 

時間 活動內容 

13:00-13:20 報到 

13:20-13:30 教育局長官致詞 

13:30-13:50 

雙語實驗學校經驗分享 

主持人：劉耿銘校長 

分享者：瑞芳國小 沈美慧主任  

        白雲國小 陳妤涵主任 

13:50-14:00 茶敘暨學生學習成果作品展 

14:10 

│ 

14:50 

主題式教學工作坊-中外師協同教學觀摩 

主題 1:主題式英語教學

1-Halloween 

分享者:Teacher Frankie 

主持人:李豐展老師 

地點：501 教室 

主題 2 :情境式校本英語課

程體驗 

分享者: Teacher Richard 

主持人: 周彥君老師 

地點：502 教室 

15:10-15:50 
分享與回饋 

主持人：陳妤涵主任 

15:50-16:20 綜合座談 

16:30-17:30 節慶教學活動-萬聖節變裝派對 

17：30 賦歸 



二、光復國小場次：105 年 11 月 10 日（星期四）08:30~11:30 

 

註：已辦理完畢 

 

 

 

時間 
活動內容 

08:30-09:00 報到 

09:00-09:10 教育局長官致詞 

09:10-09:50 

雙語實驗學校經驗分享 

分享者：光復國小 林曉玲組長 

        文聖國小 謝孟君老師 

09:50-10:10 茶敘暨提問發表 

10:10 

│ 

11:00 

 

 

主題式教學工作坊 

授課學校:光復國小 

授課講師:Abbey 

教學研討主題 1:字母拼讀 

地點:光復國小 B1 專書中心  

主持人: 林曉玲 

授課學校:文聖國小 

授課講師:Andrew 

演講主題 2:中外師協同教學 

地點:光復國小 B1 會議室 

主持人:劉浩恩 

11:00-11:10 休息時間 

11:10-11:30 分組綜合座談 

11:30 賦歸 



三、昌平國小場次：105 年 11 月 25 日（星期五）8:30-13:00 

 

時間 活動內容 

08:30-09:00 報到 

09:00-09:10 教育局長官致詞 

09:10-10:10 雙語實驗學校經驗分享(每校 20 分鐘) 

10:10-10:30 茶敘 

10:30-11:10 

觀課 1 : 

主題: 

shopping 

授課人 

Dale Robin Cappelli 

協同師: 黃婉鈴 

班級 4 年 8 班 

教室: 273 

觀課 2 : 

主題: 

eating smart  

smart eating 

授課人 

Lance Pohl 

協同師:陳世鵬 

班級：5 年 2 班 

教室:274 

觀課 3 : 

主題: 

People can reduce, 

reuse and recycle to 

help the Earth. 

授課人:Julie Lattka  

協同師:呂昭慧 

班級：6 年 5 班 

教室:271 

11:10-11:20 休息 

11:20-12:00 

議課 1 : 

主持人: 黃鈺涵 

教室: 273 

議課 2 : 

主持人:張婷婷 

教室:274 

議課 3 : 

主持人：呂昭慧 

教室:271 

12:00-12:40 

20 分鐘發表  

20 分鐘座談 

發表及綜合座談  

12:40 賦歸 



四、新市國小場次：105 年 12 月 2 日（星期五）08:30-12:30 

 

時間 活動內容 

08:30- 

09:00 
報到 

09:00- 

09:10 
教育局長官致詞 

09:10- 

10:10 

雙語實驗學校經驗分享 

(新市國小、淡水國小、竹圍國小) 

10:10- 

10:30 
休息 

 中外師協同教學觀摩暨主題式教學工作坊 

10:30- 

11:10 

協同教學主題: 

Tamsui now and 

then 

授課教師: 

Ben Harper &   

楊京儒 

地點:英語教室 A 

協同教學主題: 

Froggy gets 

dressed 

授課教師: 

Joseph Bartolo &

吳燕昀 

地點:502 教室 

協同教學主題: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授課教師: 

Thomas  & 

李逸慧 

地點:英語教室 B 

11:10-  

12:00 

差異化教學分享

與分組研討 

主持人:林妙英 

地點:英語教室 A 

有效英語教學 

分組研討 

主持人:曾蘭仙 

地點:高年級教 

師研究室 

差異化教學分享

與分組研討 

主持人:李逸慧 

地點:英語教室 B  

12:00- 

12:30 
分組發表及綜合座談  

12:30 賦歸 



五、龍埔國小場次：105 年 12 月 21 日（星期三）9:00-13:00 

 

時間 活動內容 

08:30- 

09:00 
報到 

09:00- 

09:10 
教育局長官致詞 

09:10- 

10:10 

雙語實驗學校經驗分享 

(龍埔國小、頂埔國小) 

10:10- 

10:30 
茶敘暨學生學習成果作品展 

10:30- 

11:10 

觀課教室 A(15 人) 

領域：英語 

主題：countries. 

課程：We are the 

world. 

 

 

地點：Lion 教室 

(頂埔國小雙語中

外師協同教學) 

觀課教室 B(15 人) 

領域：英語 

主題：Global 

Warming 

課程：Animals 

 

 

地點：Shark 教室 

(龍埔國小雙語中外

師協同教學) 

觀課教室 C(15 人) 

領域：英語 

主題：Friends from 

other Nations 

課程：Different 

cultures - different 

habits 

地點：Dragon 教室 

(龍埔國小雙語中外

師協同教學) 

11:20- 

12:00 

議課(各教室) 

給予回饋與建議 

12:00- 

12:30 

世界咖啡館 

分組討論模式，產出成果簡報 

12:30- 

13:00 
發表及綜合座談 

13:00 賦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