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北市110學年度

國小教師全英語教學策略工作坊

研
習
手
冊

主辦單位：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承辦單位：新北市英語教學資源中心

研習日期及地點：

第三梯次 3/28（一）修德國小、4/11（一）線上研習

第四梯次 4/11（一）線上研習、4/18（一）線上研習

（第三、四梯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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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110學年度國小教師全英語教學策略工作坊實施計畫 

（第三、四梯次） 

新北教國字第1110644475號函 

壹、 依據： 

一、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10學年度補助各直轄市、縣(市)辦理「雙語

國家政策-口說英語展能樂學計畫」。 

二、新北市108-111年度國民小學推動英語教育工作計畫。 

三、新北市110學年度英語教學資源中心運作計畫。 

 

貳、 目的： 

一、促進本市教育國際化，營造豐富的英語聽、說學習環境，藉以提昇學

生英語能力。 

二、藉由工作坊之形式，透過實作、討論與修正的歷程，協助本市英語教

師以全英語教學方式授課。 

三、藉由課程實踐及投稿方式，分享實作全英語教學影片，以饗本市其它

英語教師，擴大實施效益。 

 

參、 參加對象： 

本市各公立國小英語教師（含正式及代理代課），以110學年度實際擔任

英語教學工作者優先。 

 

肆、 辦理單位： 

一、主辦單位：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二、承辦單位：新北市英語教學資源中心 

 

伍、 實施方式：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為增能研習，第二階段為

實作分享。 

一、第一階段：增能研習 

(一)研習場次：共 2 梯次，4月11日及4月18日採線上研習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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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第三梯次（3月28日、4月11日） 

研習日期 辦理方式 連結/地點 

3月28日

(星期一) 
實體 修德國小(三重區重陽路三段3號) 

4月11日

(星期一) 
線上 

https://meet.google.com/syb-jaik-ohn 

 

 

2. 第四梯次 （4月11日、4月18日） 

研習日期 辦理方式 連結/地點 

4月11日

(星期一) 

4月18日

(星期一) 

線上 

https://meet.google.com/ubx-dath-ovj

 

(二)課程內容：請見附件一。每梯次共2日研習，請擇其中1個梯次參

加，並全程參與2天研習（無法2天皆參與者，請勿報名）。 

(三)報名方式：請逕上本市校務行政系統/教師研習

(https://esa.ntpc.edu.tw)報名，每場次以錄取30人為限，並以報名

先後順序錄取。未報名成功者無法參加研習。 

(四)注意事項： 

1. 請報名成功之教師第2天準備本學年度任教年級之教科書與

會（110學年度第2學期教材為佳）。 

2. 本工作坊將持續辦理，本市所屬之英語教師皆須擇一梯次參

加，請各校追蹤及記錄英語教師參與情形。 

3. 線上研習期間08:40~09:00開放進入線上會議室，09:10後不

再開放進入。每堂課程未準時入場者視為缺席，研習時數不

予核發。 

4. 請確保網路環境之連線速度穩固，且視訊配備充足（如：耳

機、麥克風、鏡頭）。 

5. 桌上型電腦可於瀏覽器網址列貼上或輸入上述連結；若使用

手機、平板裝置連線，需先安裝 Meet APP，再透過照相功

能掃描 QR Code進入視訊研習。 

https://meet.google.com/syb-jaik-ohn
https://meet.google.com/ubx-dath-ovj
https://esa.ntpc.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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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請以新北市的教育帳號登入 Google Meet；若使用私人帳

號，務必在研習開始前更改顯示名稱為 OO國小 OOO老

師。 

二、第二階段：實作分享 

(一) 實踐時間：110學年度第2學期（即日起至111年6月30日）。 

(二) 實踐方式： 

1. 運用第一階段所學之至少其中一種全英語教學策略，實際

運用於課堂教學活動中，並錄製成影片投稿，影片並授權

掛載本市英語教學資源中心，分享予本市教師互相觀摩學

習。 

2. 請擇一節課其中一個教學活動錄製即可（例如：句型教

學），影片可無須剪輯，但所運用之全英語教學策略須加上

字幕說明，長度以不超過10分鐘為原則。 

3. 錄影時請聚焦於教師教學及與學生互動，若涉及學生正面

影像拍攝，則需請家長簽署「學生著作、影像使用權授權

同意書」並留校備查，同意書格式可參考附件二。 

4. 承辦單位將聘請實務工作者組成甄選委員會，並評選出優

良課例影片，評選向度主要有四：(1)課堂中盡量以全英語

授課；(2)善用全英語教學策略；(3)所使用的英語符合學生

的程度；(4)師生以英語溝通互動情況良好。 

5. 凡經甄選委員會審核通過評定優良者，本局將酌予補助課

程實踐獎勵金3000元整（由獲獎者以領據方式簽領）。 

(三) 投稿方式：請於111年6月30日（星期四）前將教學影片上傳至雲

端，並共享雲端連結、連同授權書（附件三，WORD檔及 PDF

檔）寄至本市英語教學資源中心電子信箱：

englishcenterntpc@gmail.com，寄送後請致電確認連結是否有效

（電話：2980-0495 分機 185，本案聯絡人：林妍廷專任助理）。 

(四) 成績公布：經評選後優良名單將於111年7月29日（星期五）前公

告於本市英語教學資源中心網站

(http://englishcenter.ntpc.edu.tw/)。獎勵金另函轉撥至獲獎教師所

屬學校。 

  

http://englishcenter.ntpc.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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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研習證明及假別： 

一、 參與第一階段研習之教師核予公假、課務派代方式出席，全程參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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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出席。 

三、 承辦學校之工作人員以公假、課務派代方式參與。 

 

柒、 獎勵措施： 

一、本市國小教師完成兩階段並獲評選優良者，依據「公立高級中等以下

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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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項第 1款規定辦理敘獎，給予嘉獎 2

次，惟不得重複敘獎。 

二、承辦及協辦學校有功人員依「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長成績考核辦

法」、「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及新北市政府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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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捌、 經費來源：本案所需經費由「新北市110學年度英語教學資源中

心計畫」項下支出。 

 

玖、 本計畫奉核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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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研習課表（第三梯次） 

第一天：111年3月28日（星期一） 

時間 課程內容 主持人 / 講座 

8：40～9：00 報到 英語教學資源中心 

9：00～12：00 全英語教學策略與方法 英語輔導團講師群 

12：00～13：00 午餐 / 休息 

13：00～16：00 教學語言記錄與分析 英語輔導團講師群 

第二天：111年4月11日（星期一） 

8：40～9：00 報到 英語教學資源中心 

9：00～12：00 全英語教學活動設計 英語輔導團講師群 

12：00～13：00 午餐 / 休息 

13：00～16：00 分享與回饋 英語輔導團講師群 

講師群 

姓名 職稱 服務學校 

鍾佳慧 教師 德音國小 

曾如君 教師 丹鳳國小 

楊明鑫 教師 龍埔國小 

林鈺文 教師 永和國小 

陳慈君 教師 光華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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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習課表（第四梯次） 

第一天：111年4月11日（星期一） 

時間 課程內容 主持人 / 講座 

8：40～9：00 報到 英語教學資源中心 

9：00～12：00 全英語教學策略與方法 英語輔導團講師群 

12：00～13：00 午餐 / 休息 

13：00～16：00 教學語言記錄與分析 英語輔導團講師群 

第二天：111年4月18日（星期一） 

8：40～9：00 報到 英語教學資源中心 

9：00～12：00 全英語教學活動設計 英語輔導團講師群 

12：00～13：00 午餐 / 休息 

13：00～16：00 分享與回饋 英語輔導團講師群 

講師群 

姓名 職稱 服務學校 

甯麗娟 教師 永和國小 

鍾昌益 教師 樂利國小 

林妙英 教師 頂溪國小 

吳昭瑩 教師 板橋國小 

王姳媁 教師 新市國小 

黃詩茵 教師 修德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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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學生著作、影像使用權授權同意書 

＿＿＿＿＿＿＿＿＿＿＿教師於_____年_____月______日因參加「新北市

110學年度國小教師全英語教學策略工作坊」第二階段「實作分享」活動，並於

課堂上拍攝教學影片。 

學生於課程中所寫學習單與拍攝照片、影片，將上傳於網路平台，之

後將以公益原則運用於新北市教育局推廣、宣傳相關教學業務時全權使

用。 

若貴家長閱讀上述說明後，同意將未成年子女學習單、照片與影片於上述

相關活動中無償使用，煩請您填妥下列資訊並簽名，最後再次感謝您的授權同

意。 

學生姓名： 

就讀學校： 

班級：________年________班 

參與活動：「新北市110學年度國小教師全英語教學策略工作坊」第二階段「實

作分享」 

家長／監護人姓名： 

與學生關係： 

 

 

 

 

 

           家長／監護人簽名：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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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影像授權同意書 

本人＿＿＿＿＿ (以下簡稱甲方)參加「新北市110學年度國小教師全英語教學策

略工作坊」，同意將錄製之全英語教學策略影片（影片名稱：＿＿＿＿＿；影片

雲端連結：＿＿＿＿＿＿＿＿；以下簡稱本著作）之智慧財產權授權新北市政府

教育局(含英語教學資源中心)(以下簡稱乙方)，乙方得無償使用本著作，不限利

用方式。授權內容如下： 

一、甲方同意無償提供予乙方於新北市政府及英語教學資源中心相關平台分

享。 

二、甲方同意本著作之智慧財產權及版權歸屬乙方所有，並同意乙方針對授權

內容進行重製及編輯。 

三、甲方保證本著作有授權利用之權利，且影像、圖片、音效、音樂等素材均

無不法侵害他人智慧財產權、隱私權或其他權利之情事，如有衍生之法律

責任或糾紛由甲方自行承擔，均與乙方無關。 

四、本人同意全部條款內容，茲承諾並簽章如下： 

授權人(親筆簽名)： 

服務學校： 

聯絡電話： 

 

 

                 日期：   年   月   日 

 



全英語教學方法與策略
新北市英語輔導團

Start!

Outline

• Before Teaching
A.  Hold a strong belief

B.  Plan Ahead

• During Teaching
A.  Set up classroom routine
B.  Use non-verbal cues

C.  Use verbal cues

D.  Check for understanding

• After Teaching
A.  Persistence



A. Hold A Strong Belief

B. Plan Ahead

a) Know Your Students

b) Plan for Language Use



a) Know Your Students

Language Level

Cognitive Level

Language Level

• Textbook Review (Prior Knowledge)



● Make a list of teacher’s language (classroom 

English, functional language, instructional 

language)

● Choose words that fit students’ level

● Make the sentences short, clear and easy to 

understand

b) Plan for Language Use

● Find a partner to help you correct the oral 

errors (write scripts, do micro-teaching)

● Take students’ responses as feedback and 

rephrase accordingly

b) Plan for Language Use



b) Plan for Language Use

a) Start from the VERY 1st lesson.

b) Seize every opportunity to use 

classroom English.

A. Set Up Classroom Routine



Classroom Language

● Greetings (Good morning, good afternoon...)

● Warm up (let’s sing a song, Simon says, Daily English...)

● Distribute or collect books, worksheets, teaching 

aids (Team leaders, come here! How many of you? Hand in your 

homework to...)

● Wrap up (Exit Check, Homework for today is…)

A. Set Up Classroom Routine

B. Non-Verbal Cues

a) Visual Aids

b) Modeling

c) Body Language



a) Visual Aids

• Realia

• Pictures/Drawings

• Videos

• Graphic Organizers

b) Modeling

• Props

• Examples



c) Body Language

⚫ Make a circle.

⚫ Line up.

⚫ Come here.

⚫ Go back to your seat. 

⚫ Put away your book.

⚫ Work with your partner.

C. Verbal Strategies 

a) Connect to Students’ Background Knowledge

b) Speak Slowly, Clearly and Simply

c) Check for Understanding



a) Connect to Background Knowledge

1. Paraphrase

2. Go spiral 

Teach new vocabulary with an old sentence pattern

Teach a new sentence pattern with old vocabulary

3.   Connect to students’ life experiences

b) Speak Slowly, Clearly, and Simply

1. Clear voice

2. Vary the pace

3. Use pauses

4. Use different voices



c)-1 Check for Understanding

1. Use signs/ cards

2. Ask questions

3. Ask students to say the keywords

4. Ask students to demonstrate

c)-2  Ask questions

• What are we going to do?

• How do we do this?

• Can you give me an example of…?



c)-3 Ask students to say the keywords

• Repeat after me.

• Finish the sentences —Take out your ________. 

Put away your ________. 

Turn to page _______. 

Raise your ______.

c)-4 Ask students to demonstrate

• T: Go to your 6 o’clock buddy with your 

worksheet.  Do paper-scissors-rock. 

The winner asks questions first. 

Understand?

Who can show me?



Use of L1

• When?

Too abstract? 

Emergency?

• How?

Use full sentences instead of partial translation. 

Don’t Translate 

Every Sentence!

Resources

Teaching English through English Teaching English to Children



Resources

CREDITS: This presentation template was created by Slidesgo, including icons 
by Flaticon, and infographics & images by Freepik.

Thank You!!

Please keep this slide for attribution.

http://bit.ly/2Tynxth
http://bit.ly/2TyoMsr
http://bit.ly/2TtBDfr


Please watch the video clip and write down the teacher’s 
instructional language word by word. 

Teacher’s Language 

 

Reflection 

1. Did the teacher speak at the students’ level? 

2. Are there any modifications needed in terms of language use? 

  



What strategies did the teacher use in this class? 

Non-verbal 

Visual aids Modeling Body Language 

□ Realia 

 

□ Model the task with 

students 

□ Mime 

□ Pictures/ Drawings □ Model the task with props □ Gestures 

□ Video clips □ Model the task with 

multimedia 

□ Graphic organizers □ Give examples 

Verbal 

Students’ 

background 

knowledge 

Speak slowly, clearly 

and simply 

Check for understanding 

□ Paraphrase □ Clear voice □ Use signs/ cards 

□ Go spiral □ Vary the pace □ Ask questions 

□ Connect to 

students’ life 

experience 

□ Use pauses □ Ask students to say the key words 

□ Use different voices □ Ask students to demonstrate 

 



Please watch the video clip and write down the teacher’s 
instructional language word by word. 

Teacher’s Language 

 

Reflection 

1. Did the teacher speak at the students’ level? 

2. Are there any modifications needed in terms of language use? 

  



What strategies did the teacher use in this class? 

Non-verbal 

Visual aids Modeling Body Language 

□ Realia 

 

□ Model the task with 

students 

□ Mime 

□ Pictures/ Drawings □ Model the task with props □ Gestures 

□ Video clips □ Model the task with 

multimedia 

□ Graphic organizers □ Give examples 

Verbal 

Students’ 

background 

knowledge 

Speak slowly, clearly 

and simply 

Check for understanding 

□ Paraphrase □ Clear voice □ Use signs/ cards 

□ Go spiral □ Vary the pace □ Ask questions 

□ Connect to 

students’ life 

experience 

□ Use pauses □ Ask students to say the key words 

□ Use different voices □ Ask students to demonstrate 

 



Please watch the video clip and write down the teacher’s 
instructional language word by word. 

Teacher’s Language 

 

Reflection 

1. Did the teacher speak at the students’ level? 

2. Are there any modifications needed in terms of language use? 

  



What strategies did the teacher use in this class? 

Non-verbal 

Visual aids Modeling Body Language 

□ Realia 

 

□ Model the task with 

students 

□ Mime 

□ Pictures/ Drawings □ Model the task with props □ Gestures 

□ Video clips □ Model the task with 

multimedia 

□ Graphic organizers □ Give examples 

Verbal 

Students’ 

background 

knowledge 

Speak slowly, clearly 

and simply 

Check for understanding 

□ Paraphrase □ Clear voice □ Use signs/ cards 

□ Go spiral □ Vary the pace □ Ask questions 

□ Connect to 

students’ life 

experience 

□ Use pauses □ Ask students to say the key words 

□ Use different voices □ Ask students to demonstrate 

 



全英語教學活動設計－範例 

設計者 / 

服務學校 

鍾佳慧(德音國小)、 曾如君（丹鳳國小）、吳

昭瑩（板橋國小） 
教學年級 國小四年級 

活動名稱 Pete the Cat- Big Easter Adventure 教學時間 
8分鐘 

(10分鐘內) 

學生先備經驗 學過單字 :  blue, red, yellow, green, orange, color。  

具體學習目標 能聽懂並說出 :  blue, red, yellow, green, orange, color。  

教學資源/ 

設備需求 
不織布教具-顏料罐、彩蛋，閃示卡 

教學活動設計 

教學活動流程步驟 教師語言 使用的策略 

1. Greet students. 

 

 

2. Use the teaching aids to 

review the vocabulary of 

colors. 

 

3. Let each team pick one 

color as their team name. 

 

 

 

 

 

 

 

4. Teacher shows the 

flashcard of a color, and 

the team has to stand up 

and say their team name. 

T: Hello, Students. 

Ss: Hello, Teacher. 

 

T: Tell me, what color is it? 

(展示不織布教具-顏料罐) 

 

 

T: Now, I want you to pick a color for your team. We 

have 7 teams, and here are 7 colors for you to pick. 

Team leaders, please come here and pick one. Team 

leaders, please tell your teammates your team color. 

(展示不織布教具-彩蛋) 

T: Look! What is it? 

Ss: Egg, red egg. 

T: That’s right! It’s red, and it’s an “Easter egg.”  

 

T: Now, when you see the egg that matches your 

team color, please stand up and tell me what color it 

is. Ready? Let’s try it. 

(展示紅色彩蛋) 

Team red: (Stand up.) Red. 

T: Good! 

(展示藍色彩蛋) 

Team blue: Blue. 

(重複練習數次) 

T: You did a good job. 

Body language 

 

 

Visual aids 

 

 

 

Students’ 

background 

knowledge 

 

 

 

 

 

 

Modeling 

Speak slowly, 

clearly and 

simp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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