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一：計畫摘要 

 

 

      桃園市自強國民小學        

105年度「結合大學資源打造知識城」計畫摘要 

 

申請學校/單位名稱 自強國小 

活動名稱 Fun 暑假英語營 

活動性質(可複選) □社團入校服務學習  □英語學習 

活動領域(七大學習領域) 語文領域英語學習 

活動開始日期 105.07.12 

活動結束日期 105.07.15 

活動天數 4天 

活動時數 22 

活動內容簡介 與銘傳大學學生與國外研習生合作，藉由四天的營隊活

動，打造國際文化英語營的環境，使自強國小的學生能藉此

了解、認識到英文與文化的重要性，從此愛上英文，敢開口

說英文，並能實際的將英文運用在日常生活中。 

參加對象 自強國小學生 

預估學生參加人數/人次 人數：50 人次：50 

活動地點/場館 地點：自強國小 
場館：教室/活動中心/中庭/農
場 

參與單位(大專校院 

/系所社團) 

大專校院：銘傳大學 系所社團：AIESEC 國際經濟商
管學生會 

參與單位(高國中小) 自強國小 

大專校院提供人力資源 老師人數： 大專生人數：25 

預估經費 新台幣貳萬元整 

活動聯絡人 鄭崑瑜 

聯絡電話 0922565690 

郵件信箱 jky@m2.zqes.tyc.edu.tw 

學校/單位首頁 http://dns.zqes.tyc.edu.tw/xoops/ 

 

 

 
 
 



附件二：實施計畫 

 

桃園市自強國民小學 

105年度「結合大學資源打造知識城」 實施計畫 

一、依據：桃園市 105年度結合大學資源打造知識城實施計畫。 

二、目的： 

  （一）藉由國外研習生的帶領認識異國文化、語言，打造國際文化英語營的環境。 

（二）提供全英語異國文化學習環境，訓練學生自然的瞭解異國文化與本國文化。 

  （二）透過動手做實際體驗當地文化象徵性的東西，進而培養世界觀與全球視野。 

  

三、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二）主辦單位：桃園市自強國小 

 （三）協辦單位：銘傳大學 AIESEC 國際經濟商管學生會 

四、參加對象及預估學生參加人數：四年級~六年級學生、50人 

五、活動性質： 暑期育樂營 

六、辦理方式： 

    藉由四天的營隊活動，打造國際文化英語營的環境，使自強國小的學生能藉此了解、認識到英文

與文化的重要性，從此愛上英文，敢開口說英文，並能實際的將英文運用在日常生活中。除此之外，

藉由結合美學、生態等不同議題的概念，讓小朋友除了透過英文認識各國文化之外，也能透過動手做

實際體驗當地文化象徵性的東西，更進一步的了解當地文化。世界很大，而我們很渺小，但只要我們

有夢，就能藉著英語與全世界溝通，而除了讓孩子擁有英語環境之外，AIESEC透過引進國際志工來

台服務，也讓孩子體會到不同的文化衝擊和感受，這也是我們最主要希望帶給台灣孩童的成長，能夠

包容與了解、認識不同國家文化的大視野。  

七、活動流程(課程表)：  

日期 時間 課程名稱 授課者 課程提綱 備註 

105.07.26 
9:00-9:10 Check-in AIESEC 

由小隊輔帶各小隊認識

組員。 
 

 

9:10-9:30 Opening AIESEC、國外研習生 

跳舞開場，介紹

AIESEC、各小隊、國外研

習生。 

 

 
9:40-10:00 Who are you AIESEC、國外研習生 

以小遊戲方式帶領學生

認識彼此。 
 

 

10:10-11:20 
Mission 

task 
AIESEC 

公布營隊最後一天每組

需要達到的任務，此為成

果展。 

 

 
11:20-12:00 I am from… 國外研習生 

由國外研習生帶領此堂

課程，介紹自己國家特
 



色。 

 12:00-13:00 Lunch time  吃便當  

 

13:10-14:10 

True Color 

True 

Power 

AIESEC、國外研習生 

國外研習生介紹自己國

家具特色的美學，並帶領

學生動手做出一樣作品。 

 

 14:20-15:20 Game  AIESEC、國外研習生   

 
15:00-16:00 discussion 隊輔 

讓學員討論最後一天成

果展的。 
 

105.07.27 

9:00-9:15 集合跳早操 AIESEC、國外研習生 

由 AIESEC和國外研習生

帶領學生動一動清醒一

下。 

 

 

9:20-10:20 知識王 AIESEC、國外研習生 

藉由分組競賽方式讓學

生複習第一天所認識的

國家文化。 

 

 10:30-11:10  AIESEC、國外研習生   

 
11:30-13:30 廚藝大比拚 AIESEC、國外研習生 

由 AIESEC和國外研習生

帶學生動手做午餐。 
 

 
13:40-14:20 

Dancing 

time 
國外研習生 

由國外研習生帶領學生

體驗他國傳統舞蹈。 

 

 
14:20-15:20 discussion 隊輔 

讓同學討論最後一天成

果展的。 
 

 
15:20-15:30 集合 AIESEC 

集合學生說明隔天注意

事項後解散。 
 

105.07.28 

09:00-16:00 生態大自然 AIESEC、國外研習生 

帶領學生到農場進行活

動，一方面讓研習生分享

自己國家有關生態的議

題，一方面也能讓學生實

際體驗生態生活。 

 

105.07.29 
9:00-11:00 成果展 AIESEC 

由各小隊分別展現第一

天所公布的任務。 
 

 
11:00-14:00 閉幕、頒獎 AIESEC、國外研習生 惜別餐會 

每生

一菜 

八、活動時間及地點：105年 7 月 26日至 7月 29日、自強國小。 

九、組織與職掌：  

職稱 工作人員 工作執掌 

校長 陳淑珍 統籌課程各項事宜 

教務主任 鄭崑瑜 執行課程規劃協調及經費申請核銷 

教學組長   楊紅珍 1.彙整各年級課程教材下載及成果報告 



2.其他交辦事項 

英語老師   蕭怡茹 實施行前及延伸的教學及活動中協助管理學生 

英語老師   孫伶伶 實施行前及延伸的教學及活動中協助管理學生 

活動籌備人員 10 準備期到營隊日的所有準備活動 

隊輔 15 領導照顧學生 

社團指導老師      1 銘傳大學國際經濟商管系教師 

十、其他：  

    育樂營進行時，由 AIESEC 國際經濟商管學生會大專生 25 人及本校行政及英語教師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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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桃園市自強國民小學 

105年度「結合大學資源打造知識城」活動照片 

時間：105年 7月 12日（星期二） 

活動名稱： Fun暑期英語營 

 
 

小朋友們爭先搶著表演苦練的隊呼，想給研習生最

好的第一印象。 

隊呼的表演實在難分難解，研習生很認真地討論各

組的優點及特色。 

 
 

孩子們全神貫注地看著、聽著研習生的分享。 雙子星塔是我們馬來西亞的驕傲~~ 



  

桃園市自強國民小學 

105年度「結合大學資源打造知識城」活動照片 

時間：105年 7月 13日（星期三） 

活動名稱： Fun暑期英語營 

 
 

用義大利麵，塗上義大利國旗的顏色做成的項鍊。

滿滿的義大利情調啊!! 

情境教室真的很棒，教起來格外輕鬆愜意，學生也

特別專注。 

 
 

小朋友們不畏與研習生對話，勇敢上台回答問題。 研習生走下台與學生互動，增加學習的趣味性。 

 

 

 



Fun 暑期英語營 心得感想 
 

國企三年級 曾羽瓈 

經歷這幾天的營隊真的很開心，很謝謝當時跟自強國小鄭崑瑜主任提出此營隊想

法時，她很支持這個計畫，在過程中也給予我們很多協助跟指導。由於這次的營

隊是有國外的大學生跟我們一起參與，這跟以往我們一直在辦的營隊比較不一樣，

因此這次的流程或者宣傳方式都跟以往較不同，但是在看到成果後真的覺得很值

得。 

 

生科二年級 梁家慎 

身為這次營隊的總召對我來說已經是一項挑戰了，然而又需要用英文跟來自國外

的大學生一起討論營隊的內容，對我來說更是一項巨大的挑戰。在一開始的時候

我真的很擔心自己處理不好這些狀況，在營隊過程中不僅要隨時知道整個現場狀

況，又突然有隊輔身體不舒服需要照顧，但是還好大家都很努力地一起協助彼此

讓我們順利的完成這次的營隊，這真的是我目前以來經驗最深刻也讓我成長很多

的活動。 

 

應英二年級 李明潔 

本來是為了繳交系上的功課而報名參與這次營隊隊輔，原本沒有太大的期待，但

是營隊結束還蠻懷念大家一起相處的那些時間，雖然只有短短的幾天，但是因為

每天從早到晚大家都一起活動關係讓我們可以很熟悉彼此。 

 

國企一年級 陳俐伶 

這幾天跟小朋友相處真的很累，但是最後一天卻很捨不得。以前我認為自己很不

會跟小朋友相處，這次要來參加營隊其實也是很糾結，還好朋友說服我一起來參

與，不然我可能會後悔自己錯失掉這個機會。 

 

國企一年級 徐萱 

我本來就很喜歡小朋友，那時剛好看到這個營隊的資訊，於是沒有猶豫的就報名

參加。除了跟小朋友互動之外，讓我覺得這個營隊不一樣的地方是，這次有來自

義大利和馬來西亞的朋友，我從來沒有想過自己能跟外國人變成這麼好，第一次

用英文跟他們聊了很多，也讓我感覺世界還有很多地方值得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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