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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 108 學年度「提升國民中小學英語教學成效計畫」 

壹、依據： 

一、 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及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 

二、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國民中小學英語教學設備及活動實施要

點。 

三、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縣(市)政府協助公立國民中小學引進外

籍英語教師暨設立英語教學資源中心要點。 

四、 新北市 108-111 年度國民小學推動英語教育工作計畫。 

五、 新北市提升國民中學英語教學品質計畫。 

貳、目的： 

一、 執行國中小英語教育各項工作。 

二、 提升國中小英語教師專業素養。 

三、 厚實國中小學生英語學習能力。 

四、 平衡國中小區域英語學習落差。 

五、 評核國中小英語教育工作成效。 

叁、實施內容： 

    一、子計畫二：舉辦英語學習活動計畫 

    二、子計畫三：英語教學資源中心運作計畫 

肆、組織分工： 

一、推動小組成員： 

本計畫推動小組由教育局長兼任召集人，由副局長兼任副召集人，分

別由中等教育科科長及國小教育科科長擔任執行秘書，統籌本市國中小英

語教育工作，並聘請國內大學英語相關科系學者專家擔任諮詢委員，必要

時可委託研究案進行政策評估，以提供專家建議及政策精進作為；為有效

推動本市國中小各項英語教育工作計畫，本局分別由國民教育輔導團國中

及國小英語領域小組邀集夥伴學校共同組成英語工作小組，並由召集學校

校長兼任工作小組召集人，共同規劃、研商、推動及督導計畫執行，辦理

相關英語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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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組織分工表 

(一) 教育局推動小組 

職稱 負責人員 工作職掌 

召集人 張明文局長 綜理本市國中小英語教育各項政策 

副召集人 
黃靜怡副局長 

蔣偉民副局長 
協助綜理本市國中小英語教育各項政策 

執行秘書 
廖曼雲科長（小） 

何茂田科長（中） 
規劃與協調本市國中小英語教育各項工作計畫 

業務督導 
洪薇雅股長（小） 

謝糧蔚股長（中） 

督導本市國中小英語教育各項工作計畫執行及成效

考核 

幹事 
許育誠輔導員（小） 

黃泰翔科員（中） 
執行本市國中小英語教育各項工作計畫 

(二) 國小英語工作小組 

    職稱 負責人員 工作職掌 

諮詢委員 戴雅茗副教授 提供本市英語教育各項政策諮詢與研究 

召集人 陳俊生校長 綜理本市國小英語教育工作計畫 

副召集人 張明賢校長 協助綜理本市國小英語教育工作計畫 

執行秘書 李美江主任 規劃本市國小英語教育各項工作計畫 

教學輔導組 

陳俊生校長 

張明賢校長 

蔡麗華校長 

李正琳校長 

1.研擬本市國小英語綱要及教科書版本分析。 

2.研發英語教學技巧。 

3.落實英語教學輔導訪視工作。 

4.提升並鼓勵英語教師於課堂上使用英語授課之比

例。 

5.辦理工作坊、教學觀摩等交流活動。 

6.推動教師英語專長加註。 

7.規劃英語教師在職進修。 

課程發展組 
陳佩芝校長 

廖文志校長 

1.統整雙語實驗課程學校 (含共聘)之課程發展進

度。 

2.三大群組總召學校進行校內及校際社群規劃、主

題式冬夏令營、中外師協同公開授課、產出雙語實

驗課程學校示例。 

3.108 課綱各校英語跨領域學習之引導與諮詢。 

4.研發國小雙語職業試探課程。 

5.全英語教案甄選。 

6.試辦 K-E 英語沉浸亮點計畫 

活動推廣組 

黃清海校長 

周德銘校長 

洪國維校長 

1.建置班級經營英語佳句，落實生活英語。 

2.持續運行英速魔法學院。 

3.舉辦國小英語競賽(英語讀者劇場及英語歌曲演

唱)。 

4.英語教師活力體驗營、中小英語教師交流。 

5.辦理國際教育論壇，邀請國外學校經營與課程專

家分享。 

6.結合國內外大專院校進行英語服務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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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國中英語工作小組 

職稱 負責人員 工作職掌 

諮詢委員 林子斌教授 提供本市英語教育各項政策諮詢與研究 

召集人 郭月秀校長 綜理本市國中英語教育工作計畫 

副召集人 呂治中校長 協助綜理本市國中英語教育工作計畫 

執行秘書 陸韻萍專輔 規劃本市國中英語教育各項工作計畫 

行政規劃組 郭月秀校長 

1.辦理年度國中英語教育計畫說明會議 

2.規劃年度國中英語教育工作計畫 

3.召開各季國中英語工作小組會議 

4.辦理審查各校申請補助計畫事宜 

教學活動組 陳玉芬校長 

1.規劃國中英語教師策略增能研習 

2.辦理全市國中英語冬夏令營活動 

3.結合各校特色辦理校際英語推廣活動 

輔導訪視組 曾靜悅校長 

1.規劃年度英語輔導訪視工作計畫 

2.辦理年度英語輔導訪視經驗分享 

3.彙整推動國中英語教育計畫執行成果 

伍、經費需求編列： 

子計畫 名稱 
申請本署補助經費 

縣(市)自籌經費 

(請參考分級比率自籌編列) 備註 

經常門 資本門 經常門 資本門 

子計畫二 

舉辦英語

學習活動

計畫 

672,000  448,000   

子計畫三 

英語教學

教學資源

中心運作

計畫 

262,276  174,850   

總計 934,276  622,850   

整體計畫總額(含自籌款)：  1,557,126  元（含經常門 1,557,126 元，資本門  0  元） 

申請本署補助金額：  934,276  元（含經常門 934,276 元，資本門  0  元） 

本署補助比率：  60  ％(依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財力分級級次表) 

陸、預期成效： 

一、 整體計畫 

(一) 透過正式課程、非正式課程或潛在課程，以及各項活動，讓學生於

學習過程中提升英語能力，進而涵養英語學習興趣。 

(二) 結合多元師資來源以及強化辦理國中小英語教育師資研習課程，提



 4 

升教師專業素質，達成國中小英語課程專長授課目標。 

(三) 妥善營造英語學習情境，建構英語教學資源網絡，以協助學生掌握

自我學習英語之能力。 

(四) 藉由本市國教輔導團國中小英語領域小組及夥伴學校共同組成本市

國中及國小英語教育工作小組，由召集學校擔任英語教學資源中心

之角色，整體提升本市國中小英語課程、教學、師資、教學資源、

環境等之品質。 

二、 國中 

(一) 厚實學生英語能力 

1、辦理多元創意英語學習活動，提升學生英語聽說能力。 

2、辦理各項英語競賽，提昇學習興趣及提供練習與應用之機會。 

3、國中英語教育會考 C級比率逐年降 1%。 

(二) 促進教師專業發展 

1、辦理國中英語教師教學策略增能研習、分區教學研習工作坊。 

2、辦理分區英語中外師協同公開課研習，運用全英語公開課流程，

引導並優化英語教學。 

3、推動英語閱讀教師專業社群，強化教學成效。 

(三) 營造英語學習環境 

1、補助學校充實英語情境教室內英語教材、圖書及教具，建構英語

教學資源網絡。 

2、規劃學校建構「雙語生活情境學習園區」，包含校園標誌雙語化、

建置雙語閱讀學習角、生活化英語學習步道及 AR/VR互動式英語

情境。 

三、 國小 

(一) 有效執行英語教育各項工作 

1、順利推動各項英語工作、每年定期召開會議進行工作簡報，包括

期初說明會、期中檢討會及期末檢討會等，追蹤各組計畫進度以

及交流分享。 

2、有效管理外籍英語教師並定期訪視及教育訓練，提升外籍英語教

師教學品質，亦藉由評估國小設置外籍英語教師之研究案，發揮

外籍教師資源配置之最大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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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提昇英語教師專業素養方面 

1、達成英語課程 80%由英語文專長教師（含代理代課教師）擔任授

課，並逐年提高由專長教師授課的比率。 

2、配合教師證英語專長加註要點，鼓勵本市所屬國小英語教師踴躍

參加英語能力檢測，並通過 CEF 架構 B2 級以上達 35％。 

3、持續推動系統化教師專業成長制度，辦理各階段教師研習以及國

外短期訓練。 

4、提升並鼓勵英語教師於課堂上使用英語授課之比例，其教案課堂

觀摩提供至少 50 位教師研習交流。 

5、增加辦理座談、工作坊、經驗分享、教學觀摩等專業交流活動之

規模、場次及人次。 

6、每學年持續辦理外師教學輔導訪視，完成外師 30%之外部考核。 

(三) 厚實學生英語能力方面 

1、辦理各項英語競賽每學年各 1 次，提昇學生學習興趣及提供練習

與應用之機會。 

2、持續執行英速魔法學院之運作及積極與其他單位合作辦理各項營

隊，實施新方案，提供更多學生體驗機會。 

3、降低國小能力檢測待關心率逐年達 1%。 

4、學生畢業時能使用英語完成所屬階段指定任務：用英語自我介紹 1

分鐘。 

5、每分區成立一所 K-E 英語沉浸式亮點學校。 

(四) 平衡地區英語學習落差方面 

1、提升偏鄉地區學生每周英語主題式授課比率達 80%。 

2、提高參與英語教學強化模組計畫之偏遠學校數，協助取得更多資

源。 

3、提供低收入戶學生免費體驗英速魔法學院英語生活營以及偏遠學

校弱勢兒少雙語冬夏令營達 100%。 

4、提供弱勢學生補救教學之機會、逐步發展系統化補救教學教材，

實現不放棄每一位孩子之理念。 

(五) 檢視與回饋各項英語教育工作成效方面 

1、彙整各項英語工作成果並於工作小組會議討論修正年度工作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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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 

2、定期更新及維護英語教學資源網，有效促進教學資源之運用與交

流。 

3、發揮輔導訪視功能，藉由專家教師到校輔導機制，每年度進行外

師外部教學評鑑，協助解決英語教師於教學上面臨之問題並提升

其教學成效。 

柒、督導與評鑑： 

一、 本局國中及國小英語工作小組定期召開工作小組會議，適時辦理輔

導訪視計畫，進行各項計畫成效檢核，並彙整成果及回饋建議，據

以修正下一年度計畫內容。 

二、 執行並建立本市國小學生英語基本學力檢測工具，分析本市英語課

程綱要及能力指標，並持續檢討及更新評量方式，以確實提升教師

教學及學生學習成效。 

三、 持續更新及整併國中小英語輔導團教學資源網站內容，建置教師交

流平台及連結教育部線上學習平台及本市英語輔導團自編補充教

材、圖書繪本、軟體運用等資源，豐富課堂教學設計。 

四、 發揮英語領域輔導訪視功能，結合校務評鑑計畫，協助學校檢視自

身英語教學成效，提供學校解決教學現場之問題及專家學者建議，

適時投入專家教師到校協作能量，協助教師專業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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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 108 學年度「提升國民中小學英語教學成效計畫」 

子計畫二：舉辦英語學習活動計畫 

壹、計畫目標： 

一、 全面提升語文能力，縮短城鄉學習落差。 

二、 符應時代人才需求，培養國際接軌能力。 

三、 多元英語學習活動，激發學生學習興趣。 

四、 發展學校特色課程，強化學生關鍵能力。 

五、 培養學生閱讀習慣，啟發創造思考能力。 

貳、規劃策略： 

分國中、國小分別依中程計畫規劃多元之學生學習活動，提升學生英語學

習動機與多元展能，並促進團體分工合作精神，達成自發互動與共好。 

參、執行方式： 

一、 辦理雙語實驗課程計畫，引進優質外籍教師參與英語課堂教學，進

行中外師混搭協同教學或分區巡迴教學，並推動英語教師專業社群

及學習共同體，藉由各校分享及教學演示，以及外聘專家諮詢，有

效提升英語教師專業知能及教學品質。 

二、 辦理各項學生英語競賽及活動，如：英語讀者劇場比賽、英語歌曲

演唱比賽、英語演說比賽、英語作文比賽、KIDS READ 閱讀專案計

畫及英語繪本創作發表競賽，透過團隊參與及創作思考，增加學生

英語學習樂趣。 

三、 結合教育部及民間資源辦理本市各項英語學習營隊，包括教育部

108(2019)海外華裔青年暑期英語服務營、與慧智文教基金會合辦英

語輔學計畫及本市英速魔法學院冬夏令營及平日體驗營隊等，藉由

多元英語學習活動，激發學生學習興趣。 

四、 試辦國際劇團戲劇及說故事融入英語教學工作坊，藉由戲劇生動活

潑的演出來激發學生無限想像力，並透過團員與參訓教師的工作

坊，訓練教師可透過生動的肢體語言元素，融入英語課堂教學活

動，提升學生學習成效。 

五、 建置國中小英語情境教室，運用英語情境、多媒體素材、組合式課

桌椅及雙語學習空間，培養學生運用英語對話體驗學習，加強聽說

能力，並藉由各種浸潤式情境，拓展學生國際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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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辦理國中小英語日相關活動，並納入本市推動英語教育工作計畫，

配合本市英語生活化政策，落實生活英文，建置生活班級經營英語

手冊，鼓勵教師推展學校人員平日使用簡單英語會話。 

肆、預期效果： 

一、 提升學生英語學習能力，拓展國際視野，體驗國際文化學習。 

二、 提供多元英語學習活動，激發學習興趣，增加英語學習樂趣。 

三、 培養學生英語閱讀習慣，啟發創意思考，建立閱讀行趣習慣。 

四、 發展各校本位特色課程，展現自有優勢，建立學校優質品牌。 

五、 降低家長教育經濟負擔，照顧弱勢學生，弭平城鄉學習落差。 

伍、工作組織及職掌： 

一、 本計畫分別由國中及國小英語教育工作小組之教學活動組及活動推

廣組負責辦理。 

二、 各項活動競賽承辦學校如下【暫訂】： 

（一） 國小英語讀者劇場比賽： 

1、市賽：白雲國小 

2、區賽：文聖國小、瑞芳國小、鄧公國小 

（二） 國小英語歌曲演唱比賽： 

1、市賽：集美國小 

2、區賽：深坑國小、昌平國小、龍埔國小 

（三） 國中英語演說及作文比賽：漳和國中、淡水國中、汐止國中、土

城國中 

（四） 國中英語歌曲競賽及話劇比賽：三和國中 

（五） 海外華裔青年英語服務營：俟教育部國教署核定 

（六） KIDS READ 閱讀專案計畫：與英國文化協會洽談中 

（七） 國中英語繪本創作發表競賽：雙溪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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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 108 學年度「提升國民中小學英語教學成效計畫」 

英語教學資源中心運作計畫 
江翠國中【國教輔導團國中英語領域小組召集學校】 

鷺江國小【國教輔導團國小英語領域小組召集學校】 

壹、計畫目標： 

一、 配合本市及教育部英語教育計畫，妥善規劃教學資源之運用。 

二、 彙整本市及教育部英語教學資源，提升英語教學成效。 

三、 建置本市英語教學資源網，提供市內教師英語教學使用。 

四、 鼓勵國小教師取得英語專長加註，逐年提高國小英語專長師資比例。 

五、 結合本市外師人力資源，建立雙語教學回饋機制，研發中外師協同教

學。 

六、 辦理系統化教師研習制度，增進國中小英語教師專業知能。 

貳、規劃策略： 

成立國中小英語教學資源中心，統籌規劃英語教育工作，並以英語輔導團

專業人力為後盾，進行外師管理考核與訓練，並落實本市雙語學校之輔導與訪

視，蒐集資料作為未來英語教育工作修正之參考。 

參、執行方式： 

一、 定期召開工作小組會議，全面性規劃、協調、執行及檢核本市各項英

語教育計畫辦理情形，並研擬英語教育年度工作計畫，針對重要英語

教育政策及輔導訪視結果提出研究報告。 

二、 更新及維護本市英語教學資源網，整合本市英語教育相關資源網站至

本市國中小英語輔導團網站，彙集各項英語活動競賽成果，並提供優

良教案及相關研習內容或計畫成果予市內英語教師教學使用之參考。 

三、 建置英語教育人力資料庫，包括：學者專家、本市英語輔導團、英語

師資、專家教師到校協作等線上資料庫，並鼓勵本市國小教師取得英

語專長加註證書，並補助教師英檢報名費用。 

四、 調查及推廣本市國中小英語教學資源、教學設備、資訊軟體、圖書繪

本等相關資源維護及使用狀況，適時採購英語閱讀優良圖書或辦理線

上軟體應用等相關研習。 

五、 辦理外師管理考核及教育訓練，藉由外師研擬課程教學計畫，採中外

師協同教學方式活化英語教學，並提供學生國際文化體驗學習的機

會。 

六、 辦理中小學英語輔導團對話與交流，探討英語教學策略及中小學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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銜接。 

肆、預期效果： 

一、 結合本市國中小英語輔導團人力資源，達成本市英語教育工作計畫。 

二、 配合教育部各項英語計畫融入本市年度計畫，並彙整相關成果報告。 

三、 召開各季工作小組會議，並於本市校長會議凝聚英語學習政策共識。 

四、 建構本市國中小校園雙語情境，提供學生英語會話學習機會之功能。 

五、 有效管理外師定期訪視及辦理教育訓練，提升中外師協同教學品質。 

伍、工作組織及職掌： 

一、國中 

（一） 計畫諮詢委員：林子斌教授 

（二） 召集人：江翠國中郭月秀校長 

（三） 副召集人：中和國中呂治中校長 

（四） 執行秘書：陸韻萍專輔 

（五） 工作小組分行政規劃、教學活動及輔導訪視共計 3 組 

（六） 英語重點學校外籍教師計有 26 人、22 所學校 

 二、國小 

（一） 諮詢委員：戴雅茗副教授 

（二） 召集人：鷺江國小陳俊生校長 

（三） 副召集人：光復國小張明賢校長 

（四） 執行秘書：鷺江國小李美江主任 

（五） 專家教師：鷺江國小鍾昌益教師、甯麗娟教師 

（六） 工作小組分教學輔導、活動推廣及課程發展共計 3 組 

（七） 雙語實驗課程學校（外師配置計 25 人）計有 18 所學校 

 

※ 參採 104 年度教育部英資中心輔導訪視委員意見，且考量本市自升格後分

別由中教科及小教科處理國中及國小英語教育工作，爰國中及國小英語輔導團   

共同組成本市英語資源中心，由輔導團召集學校分別擔任中心之國中領域、國

小領域召集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