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陳康國民小學        

104年度「結合大學資源打造知識城」計畫摘要 

 

學校/單位名稱 陳康國民小學 

活動名稱 打開世界的窗~創意英語小書 

活動性質 英語夏令營 

活動開始日期 7/6 

活動結束日期 7/10 

活動天數 5天 

活動內容簡介 1.結合學校新設置之英語銀翼模擬機艙情境教室各場景主 

題，設計創意英語教學課程，讓學生體驗異國實境文化。 

2.快樂念唱英語兒歌、能用英語描述家庭及學校、喜愛的食 

物、運動、參加的活動、情緒及旅遊經驗。 

3.繪本主題教學，並以戲劇模式發表成果。   

參加對象 3-6年級 

活動地點 情境教室及小禮堂 

預估學生參加人數 30人 

預估經費 67400元 

活動聯絡人 康素雲 

聯絡電話 3811092*210 

郵件信箱 karen600519@yahoo.com.tw 

學校/單位首頁 陳康國民小學 

 

 

 
 
 
 
 
 
 
 



 

 

 

陳康國民小學 

104年度「結合大學資源打造知識城」 實施計畫 

 

一、依據：桃園市 104年度結合大學資源打造知識城實施計畫。 

二、目的： 

  (一)與中原大學應用英語系師生團隊合作，引進外部資源，共同策劃英語教學課程。 

  (二)結合本校英語銀翼模擬機艙情境教室場景，設計生活化教學課程，體驗遊學樂趣。 

  (三)藉由多元化創意遊戲活動，提升偏鄉學生學習英語的動機與能力。 

  (四)透過實境教學課程，讓學生接觸異國文化生活，培養宏觀的國際視野。 

 

三、辦理單位： 

 （一）主辦單位：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二）承辦單位：陳康國民小學 

 （三）協辦單位：中原大學應用外語系陳正婷教授 

四、參加對象及預估學生參加人數：三年級~六年級學生、30人 

五、活動性質：打開世界的窗~創意英語小書/英語夏令營 

六、辦理方式： 

  （一）與中原大學應用英語學系師生團隊合作，交流彼此各項資源，以活潑有趣方式引領學生快樂

學習。 

  （二）結合學校新設置之英語銀翼模擬機艙情境教室各場景主題，設計創意英語教學課程，讓學生

體驗異國實境文化。 

  （三）以多元化遊戲活動及分組模式，啟發學生對英語學習的動機與樂趣。 

（四）繪本主題教學、快樂念唱兒歌、能描述家庭及學校、喜愛的食物、運動、發生的活動、不

同、  

      情緒、旅遊經驗等描述。 

  （五）透過英語情境與戲劇模式發表成果，進行實作與心得分享歷程能有效深化學生學習內涵。 

 

 

 

 

 



 

七、活動流程：  

 

日  期 時         間 活  動  內  容 活動講師 

7/6 

 9:00-12:00 

◎始業式 

◎活動簡介 

◎小組自我介紹＆歌曲教唱 
 

外聘講師及 3名助教 

 

12:00-13:00                      午餐時間 

13:00-16:00 

◎On the Plane & Going through 

Customs－機上與海關 
◎Fast Food－速食點餐 

 

外聘講師及 3名助教 

 

7/7 

 9:00-12:00 

◎Shopping Mall－購物中心 

◎Steak House 牛排屋＆西餐禮儀 

 

外聘講師及 3名助教 

 

12:00-13:00                      午餐時間 

13:00-16:00 

◎Cooking Time-快樂過生活 

◎大地活動－英語唸謠＆唱遊 

 

外聘講師及 3名助教 

 

7/8 

 9:00-12:00 

◎Playing Monopoly around the 

World－環遊世界大富翁 

◎Show and Tell－愛現有理 

 

外聘講師及 3名助教 

 

12:00-13:00 午餐時間 

13:00-16:00 

◎英語繪本＆創意戲劇 

◎「英語遊樂園」學習單 

 

外聘講師及 3名助教 

 

7/9 

 9:00-12:00 

◎小繪本製作 

◎繪本製作後要會唸讀繪本 

 

外聘講師及 3名助教 

 

12:00-13:00                      午餐時間 

13:00-16:00 

◎小繪本製作 

◎繪本製作後要會唸讀繪本 

 

外聘講師及 3名助教 

 

7/10 

 9:00-12:00 ◎戲劇模式展出繪本內容 
外聘講師及 3名助教 

 

12:00-13:00 午餐時間 

13:00-16:00 

◎感恩回饋時間 

◎頒獎 

◎結業式 

外聘講師及 3名助教 

 

 

 



 

八、活動時間及地點：104年 7 月 6日至 7月 10日/ 英語情境教室及小禮堂 

 

九、組織與職掌：  

職稱 工作人員 工作執掌 

校    長 王建興校長 計畫督導 

教導主任 康素雲主任 規劃及執行計畫 

教務組長 陳玟蓁組長 辦理計畫教學業務、協助執行與聯繫事宜 

訓導組長 

英語教師 
施丞苡組長 

協助學員報名業務及秩序管理事宜 

英語課程內容規劃及教學實施進度 

十、其他：無。 

十一、經費：本案所需經費由桃園市政府教育局補助款下支列（經費概算表如附件三）。 

十二、獎勵：本計畫工作圓滿完成後，相關承辦人員報請市府依規定辦理敘獎。 

十三、本案奉 市府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五 

陳康國民小學 

104年度「結合大學資源打造知識城」活動照片 

時間：104年 7月 13-15日（星期一~三） 

活動名稱：打開世界的窗~創意英語小書 

  

又到了開心的英語小書創

作~開課囉! 

感謝中原大學 TING老師的

大力幫忙! 

  

頒獎及各組創作分享時間~

校長是評審喔! 

好玩有趣精彩課程結束了! 

每個人都好棒喔~ 
 



 

英語小書心得            蔡昀婕 

  七月十三、十四、十五日我要到學校上英語小書的營隊，我很開心能上到的這三

天的課程。 

  暑假前，老師在發暑假的行程表，我才知道要上這三天的課程。我不知道這個課

要上什麼，直到開始上課了，我才知道英語小書是要做一本書。要做書之前，要先打

草稿，不然直接畫上去的話會畫錯，也會很浪費紙。還有還要寫英文，因為我們是要

做英語小書，不能寫中文。 

  我們開始上課了，首先，要先介紹四位老師。是 Carbe 、 Sara 、 Mandy 和 

Sophie 。 我被分到 Sophie組。第一天，我們要先打草稿，討論書名是什麼。我們

討論出來了，書名是恐龍電力公司。第二天，我們要畫圖寫字。到了第三天，我們一

定要把圖畫完。到了第三天下午，我們要把我們畫的書把它演出來，演給主任、老師

和校長看。活動結束了，最重要的時刻來臨了，在「頒發獎狀」那時，我都快要哭了，

因為要跟老師說再見了。那時我不想離開老師，但最後我終於還是跟老師說再見了。 

 

 

 

英語小書心得     陳采伶 

  還沒上英語小書時，我會想說為什麼這個營隊要上一整天，也要一直待在學校？

但當暑假一開始，我所期待的英語小書製作就要開始了。 

  剛開始上英語小書時，我懵懵懂懂的，不知道要做甚麼？開始上課後，我才知道

原來是要做英語的書籍。之後老師介紹了幾本書，我們就要分組了。我是被分到 sara

組的，我們的組員有李彥伯、李訓承、蔡聿翔、林翊瑄、我和郭典佑。後來，我們就

要編隊呼，編隊呼的過程中真的很有趣很好玩也一直搞笑。 

  開始編英語小書了，剛開始我們做得很順利，但之後，我們越來越鬆懈，而且在

繪畫上是最慢的一組，也畫得不夠精緻。我們就一直趕一直趕，但最後我們還是趕完

了。最後一天我們就是要來比賽，主任、校長都來了。上台前我們要先跳隊呼，我們

對呼是：毛怪毛怪真奇怪，頭腦動的 super快，sara ting，最可怕讓你嚇得哇哇叫。 

  雖然最後我們沒有贏，但過程最重要，在這三天，我的收穫滿滿滿。 

 

 

 



 

      英文小書心得       呂晏汝 

  首先我們在自然教室上課，雖然先前的暑假也曾上過跟英文有關係的課程，但這

次，可是老師從我們學校精挑細選出的二十幾位學生，而我也在裡面。當時，我很開

心，因為我很喜歡英文這個科目，而且老師們都說英文小書這個營隊很有趣，便吸引

了我。 

  剛開始上課時，我們先分組。我們分組時，我們要當個最可怕的怪獸，但是問題

來了，我們女生不好意思當，我們到台上時就超尷尬，這時站在我旁邊的昀婕突然吼

了一聲，沒想到就這樣通過了。分完組後，我被分到大眼仔隊，然後我們開始想隊呼，

我還記得我們的隊呼非常簡單且很有精神，那就是：｢大眼仔，大眼仔，We  are  the  

best. We  are  the  NO.1. GO！GO！GO！」 

  接著我們開始編小書，老實說，我們的小書內容比別組都還要豐富許多，當然頁

數也比別組還要多。在編的過程中，雖然我們的進度沒有比別組還快，也沒有很好很

精緻，但我們可是非常用心喔！小書編好後，我們必須演出來，剛開始預演時，我們

不但要把台詞背好也必須把動作記熟，我看到我們這組低年級的同學，很認真的在背。

我們的故事是在說一隻狗叫巴奇，牠很膽小，所以牠決定去森林冒險。在往森林的路

上，牠遇到牠的朋友老皮，老皮想和巴奇一起去冒險。一開始，牠們遇到一隻大野狼，

於是他們打電話給獵人，獵人馬上趕來趕走大野狼。走著走著，牠們遇到一隻大灰熊，

但牠們不再害怕並幫助大灰熊，於是他們成為好朋友了。 

  雖然我們這組沒有得到最佳故事獎，但我們得到最佳藝術獎，每個人都滿載而歸，

不是禮物太多，而是得到很多經驗，也希望下次還有這種活動，讓我在開開眼界。 

 

英語小書心得：               蔡聿翔 

7月 13到 7月 15號這三天，我參加了英語小書這個營隊，第一天，老師

們都自我介紹，叫 Carbe、Mandy、Sophie、Sara還有 Tim校長，一開始我們有分三

組，之後我們就開始唱營隊歌 one little two little..........唱完之後我們就開

始討論小書的內容了，我們的內容是「What to eat for lunch?」想好之後就開始擬

稿了，第二天早上，我們有玩大地遊戲，總共有五關，有玩電話線、吸管傳圈圈、比

手劃腳、踢足球，最後一關是傳話遊戲，超好玩的!接下來又開始製作我們的英語小



 

書，我們有分配工作，有的人畫畫、有的人打字、有的人黏東西、有的人畫草

稿..........就這樣，第二天又過了。第三天，我們就開始演戲，劉主任、康主任、

王校長還有 Tim校長都來看我們演戲，他們說我們都表現得很好，之後老師們頒發英

文證書給我們，還有老師的簽名，這是我最開心的一個營隊了。 

英語小書心得:                                  林翊瑄 

這三天上的英語小書一開始我覺得我真的學到了很多英文會話及，第一天，

我還以為是之前中原大學的學生還有教授，但是聽他們說每一年的學生及教授都不一

樣，其實對我來說每個老師都很好，這次來的老師是:Carbe、Mandy、Sara、Sophie

還有 Ting校長我這次的老師是 Sara，都是因為老師讓我覺得英文愈來愈酷愈來愈好

玩，雖然我現在還是不會，但是只要我現在認真以後說不定可以出去國外跟外國人說

聊天。 

都要謝謝學校及康主任讓我們可以參加這個英語小書，也要謝謝中原大學的

老師及教授，雖能再參加一次英語小書但是我永遠會記的這個英語小書。 

 

 

 

 

 

英語小書心得      許柏翔 

7月的時候，我們上英語小書營隊，我們先認識一些教我們的大專老師，然後我

們唱 one  little  two l ittle  three   little  Monster~~~。 然後在做名牌。

吃完午餐，聽好聽的故事在講動物的事還有幫他們畫畫，開始做繪本。第二天，我們

先唱營歌然後再玩大地遊戲有兩關我們都喜歡就是拿紙棒打球的遊戲和拿足球丟號

碼牆我們打得超開心！然後我們畫繪本 part two我們畫好多隻恐龍。這一天我忘不

了。 

第三天是最後一天了所以要好好把握！我們畫好繪本了也是要到離別的時候，

老師送我禮物和英文證書，真的謝謝你們的教導。 

    

 

 

 



 

 

 

英語小書心得    陳家豪 

這三天是英語小書的課程，第一天來有點不熟悉，但是到第二天大家好像都變成

朋友了，我得們老師有 Carbe老師、Mandy老師、Sara老師、Sophie老師 還有 Ting

校長。 

這幾天我學到了不少的英文，我覺得這種學習方式可以讓我快樂的學習英文，特別是

我們畫的英文小書，不但讓我充分的表現我的能力，也讓我英文進步了不少。 

第二天，我們大家就已經熟的不得了了，這一天是我最開心的一天，因為今天

玩了很多很好玩的遊戲，中午睡不著還可以玩賓果；第三天有點捨不得，因為我覺得

這種學習方式很適合我，上課可以像去遊樂園玩一樣不像真的去上學，這天我覺得過

得很快，馬上就要放學回家了，有點捨不得因為我很喜歡這樣的感覺，每天快快樂樂

的，不知不覺中，這堂課已經到了尾聲了，我們也有拿到我們的英文證書，還在英文

證書後方寫下大家的名子，回家了!我的腦海中一直浮現著這三天，不論是畫畫、玩

遊戲、拿禮物.....這幾天可以說是我上課最開心的一天，我的英文雖然還是很菜，

但還是謝謝老師們的教導。 

 

 

           英語小書心得: 

      這三天上英語小書我覺得我學到很多的英文單字和對話。第一天時，一開始還

不太熟悉這些中原大學的老師們，老師有:Carbe、Mandy、Sara、Sophie還有 Ting

校長，跟上次的老師不一樣，我們有分 3組，我們還有跳營歌「one little two 

little three little......」我們還有玩大地遊戲跟闖關，超好玩的!!!我覺得

最後一關最好玩，因為這關是可以讓我們更認識英文的一種遊戲。下午我們有英

語小書，我們這組是「The  Adventure  Of  Berkey」是由 Mandy老師所帶領的，

我們畫了 16面，畫了三天才畫完。Sara組是「What  to  eat  for  lunch?」。

Sophie組是「恐龍電力公司」。到最後一天了，所有的英語小書都完成了，下午

校長、主任還有 Ting校長有來看我們的表演，Sophie組的英語小書被淘汰了，

因為他們的故事都沒有對話，所以被淘汰了。 

這三天很開心，我們有發結業證書，還有每位老師的簽名， 

好高興喔!!!希望下次可以再來一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