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二：實施計畫 

 

中壢國民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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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活學生學習英語興趣，強化生活語言的表達能力，促進學生對英語文學習之重視。 

（二）促進學生以多元方式表達自我的能力，增進學生的語文閱讀和創作能力。 

（三）以合作式的學習方式提供學生多元發展機會，提升彼此欣賞與增進團隊學習的風氣，啟發 

      多元智能。 

三、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二）主辦單位：中壢國小 

四、參加對象及預估學生參加人數：4年級~6年級學生，約 32人。 

五、活動性質：學生學習活動、英語學習。 

六、辦理方式： 

  (一)期程規劃： 

      1、期程：共 5週（4/9、4/16、4/23、4/30、5/7，週六）進行英語領域學生學習活動。 

      2、時間：每週上課時間 09:00-15: 00，每次 6小時，共計 30小時。 

  (二)學生分組: 

      1、人數：學生共分組三組，每組 10-12位學生進行分組學習。 

  (三)授課教師:各分組學生由英語村外籍英語教師、校內專長教師與應外系學生（或英專替代役）

分別進行協同教學。 

  (四)課程規劃: 採「讀者劇場」表演形式，教師帶領學生使用自創或自行改編的劇本，以讀稿方式

運用聲音表情變化來詮釋劇本中內容；並運用桃園市國際英語村中壢村英語情境

設備，進行多元實境體驗課程，透過生活化、分組合作學習模式，提升學生英語

會話與聽力智能。 

 

 

 

 

 

 



七、活動流程(課程表)：  

日期 活動時間 活動內容 活動地點 備註 

105年 

4月 9日 

(週六) 

08:40-09:00 全體 報到/課程說明 遊藝館  

09:10-10:00 

A組 居家生活英語會話 居家生活館  

B組 英語讀者劇場 科學教室  

C組 英語補救教學 語言教室  

10:10-11:00 

A組 英語說故事 科學教室  

B組 居家生活英語會話 居家生活館  

C組 英語讀者劇場 主播演藝廳  

11:10-12:00 

A組 英語讀者劇場 主播演藝廳  

B組 英語說故事 科學教室  

C組 居家生活英語會話 居家生活館  

12:00-13:00 全體 午餐與小組時間 英語村西餐廳  

13:10:14:00 

A組 世界節慶文化 居家生活館  

B組 戲劇展演活動 游藝館  

C組 英語歌曲教唱 主播演藝廳  

14:10:15:00 

A組 英語歌曲教唱 居家生活館  

B組 世界節慶文化 游藝館  

C組 戲劇展演活動 主播演藝廳  

第一週課程結束/本週課程複習與下週課程預習 

105年 

4月 16日

(週六) 

08:50-09:00 全體 報到 遊藝館  

09:10-10:00 

A組 機場海關英語會話 機場海關館  

B組 英語讀者劇場 主播演藝廳  

C組 英語補救教學 語言教室  

10:10-11:00 

A組 英語讀者劇場 主播演藝廳  

B組 英語說故事 語言教室  

C組 機場海關英語會話 機場海關館  

11:10-12:00 

A組 英語說故事 語言教室  

B組 機場海關英語會話 機場海關館  

C組 英語讀者劇場 主播演藝廳  

12:00-13:00 全體 午餐與小組時間 英語村西餐廳  

13:10:14:00 

A組 世界節慶文化 居家生活館  

B組 戲劇展演活動 游藝館  

C組 英語歌曲教唱 主播演藝廳  

14:10:15:00 

A組 英語歌曲教唱 居家生活館  

B組 世界節慶文化 游藝館  

C組 戲劇展演活動 主播演藝廳  

第二週課程結束/本週課程複習與下週課程預習 

 

 



日期 活動時間 活動內容 活動地點 備註 

105年 

4月 23日 

(週六) 

08:50-09:00 全體 報到 遊藝館  

09:10-10:00 

A組 生活購物英語會話 購物中心  

B組 英語讀者劇場 主播演藝廳  

C組 英語補救教學 語言教室  

10:10-11:00 

A組 英語讀者劇場 主播演藝廳  

B組 英語說故事 語言教室  

C組 生活購物英語會話 購物中心  

11:10-12:00 

A組 英語說故事 語言教室  

B組 生活購物英語會話 購物中心  

C組 英語讀者劇場 主播演藝廳  

12:00-13:00 全體 午餐與小組時間 英語村西餐廳  

13:10:14:00 

A組 品格你我他 主播演藝廳  

B組 動手做點心 居家生活館  

C組 英語歌曲教唱 游藝館  

14:10:15:00 

A組 英語歌曲教唱 游藝館  

B組 品格你我他 主播演藝廳  

C組 動手做點心 居家生活館  

第三週課程結束/本週課程複習與下週課程預習 

105年 

4月 30日

(週六) 

08:50-09:00 全體 報到 遊藝館  

09:10-10:00 

A組 旅館西餐英語會話 生活旅遊館  

B組 英語讀者劇場 主播演藝廳  

C組 英語補教教學 語言教室  

10:10-11:00 

A組 英語讀者劇場 主播演藝廳  

B組 旅館西餐英語會話 生活旅遊館  

C組 英語說故事 語言教室  

11:10-12:00 

A組 英語說故事 語言教室  

B組 英語讀者劇場 主播演藝廳  

C組 旅館西餐英語會話 生活旅遊館  

12:00-13:00 全體 午餐與小組時間 英語村西餐廳  

13:10:14:30 

A組 

母親節節慶教學 英語村 4F餐廳 

 

B組  

C組  

14:10:15:00 

A組 

英語歌曲教唱 

藝術教室  

B組 演藝廳  

C組 科學教室  

第四週課程結束/本週課程複習與下週課程預習 

 

 

 



日期 活動時間 活動內容 活動地點 備註 

105年 

5月 7日 

(週六) 

08:50-09:00 全體 報到 遊藝館  

09:10-10:00 

A組 健檢中心英語會話 健檢中心  

B組 英語讀者劇場 主播室  

C組 英語補教教學 居家館  

10:10-11:00 

A組 英語讀者劇場 主播室  

B組 英語說故事 居家館  

C組 健檢中心英語會話 健檢中心  

11:10-12:00 

A組 英語說故事 主播室  

B組 健檢中心英語會話 健檢中心  

C組 英語讀者劇場 居家館  

12:00-13:00 全體 午餐與小組時間 英語村西餐廳  

13:10:13:40 

A組 

心得分享 

居家館  

B組 科學教室  

C組 演藝館  

13:50:15:00 

A組 

成果發表 游藝館 

 

B組  

C組  

第五週課程結束 

 

八、活動時間及地點：105年 4月 9日至 5月 7日、共 5次。 

九、組織與職掌：（本表請自行增列） 

職稱 工作人員 工作執掌 

校    長 吳鳳仙 綜理本計畫之規劃與執行和檢討 

中原大學教授 宋正邦 策略聯盟本案中原大學負責人 

教務主任 石杜娟 本計畫執行秘書 

教學組長   吳昱蒨 協助執行本計畫及相關聯繫 

資訊組長   黃振燊 成果彙整及網路資料傳送 

設備組長   石杜娟 協助本計畫場地規劃、物品採購及設備 

註冊組長   陳盈勳 協助學生報名業務及秩序管理事宜 

主計主任   詹凱玲 相關費用撥付 

課程小組 

      謝佳恩 

課程研究發展、執行、檢核 英語村外籍英語教師 

英專替代役 

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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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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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本案奉 市府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五 

桃園市中壢國民小學 

105年度「結合大學資源打造知識城」活動照片 

時間：105年 4 月 9 日、16日、23日、30日、5月 7 日（星期六） 

活動名稱：週末 Fun英文 

 
 

科學教室- 

我們來學做乳液 

健檢中心- 

檢查視力 

  

機艙- 

海關及安全檢查 

結業式- 

帶著我們自己做的結業證書拍照 

 



桃園市中壢區中壢國民小學 

105年度「結合大學資源打造知識城」-週末 FUN英文 心得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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