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1：計畫摘要 

      桃園市自強國民小學        

1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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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桃園自強國小 

活動名稱 HELLO MARTIN HELLO WORLD 

活動性質(可複選) 

1.▉學生學習活動 

   □職業試探營□社團入校服務學習□開放大學課程 

   □在地特色課程▉英語學習 

2.□教師職能課程 

活動領域(七大學習領域) 語文領域英語學習 

活動開始日期 106.03.29 

活動結束日期 106.07.12 

活動天數 13  

活動節數 45 

活動內容簡介 與銘傳大學學生與國外研習生合作，藉由 8 個週五下午及

三天的營隊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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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情境教室 場館： 

參與單位(大專院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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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專院校提供人力資源 老師人數：1 大專生人數：12 

預估經費 新台幣參萬陸仟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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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實施計畫 

桃園市自強國民小學 

106年度結合大學資源打造知識城實施計畫 

 

 

一、依據：桃園市 1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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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領學生自然瞭解、應用、學習英語溝通。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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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六年級學生、50 人，弱勢學生人數 10人、比例 20%。 

五、活動性質： 

(一) 英語課後學習：利用三~六年級週三下午課餘時間進行 

(二) 英語暑期育樂營隊：利用暑期招收一~六年級學生參與  

六、辦理方式： 

       藉由 10次週三英語課後社團及三天的營隊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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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訊與全世界溝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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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暫定)：  

性質 日期 時間 課程名稱 授課者 課程提綱 備註 

中 高

年 級

課 後

學習 

03.29 13:05~15:30 Introduction 

用英語自我介

紹 

Martin -Introducing to 

each other,and how 

to do that 

-get to know games 

13:05~13:55

中年級 1節 

14:00-15:30

高年級 2 節

連上，共 3 節



性質 日期 時間 課程名稱 授課者 課程提綱 備註 

課 

04.12 13:05~15:30 Hobbies嗜好 Martin -What do you like to 

do? 

-Do you like sports? 

13:05~13:55

中年級 1節 

14:00-15:30

高年級 2 節

連上，共 3 節

課 

04.19 13:05~15:30 Hobbies嗜好 Martin -What do you like to 

do? 

-Do you like sports? 

13:05~13:55

中年級 1節 

14:00-15:30

高年級 2 節

連上，共 3節

課 

04.26 13:05~15:30 Going to the 

Cinema (與人分

享影音嗜

好) 

Martin -Do you like watching 

movies? 

-What kind of movies 

do 

you like? 

13:05~13:55

中年級 1節 

14:00-15:30

高年級 2 節

連上，共 3節

課 

05.03 13:05~15:30 Going to the 

Cinema (與人分

享影音嗜好) 

Martin -What is your favorite 

movie? 

13:05~13:55

中年級 1節 

14:00-15:30

高年級 2 節

連上，共 3 節

課 

05.10 13:05~15:30 Going to the 

Night Market 

用英語介紹台

灣夜市 

Martin -Do you like eating at 

 night markets? 

-What is your 

favourite dish? 

-Can you cook? 

13:05~13:55

中年級 1節 

14:00-15:30

高年級 2 節

連上，共 3 節

課 

05.17 13:05~15:30 Treaveling 

旅遊介紹 

Martin -What is the best 

place you have been 

to? And why? 

-Where would you like 

13:05~13:55

中年級 1節 

14:00-15:30

高年級 2 節



性質 日期 時間 課程名稱 授課者 課程提綱 備註 

to 

go? And why? 

連上，共 3節

課 

05.24 13:05~15:30 Let’s go 

Shopping 

逛街去了 

Martin -Do you often go 

shopping? With who? 

-What do you usually 

buy? 

-How to you ask for 

help/price/ 

recommodation 

13:05~13:55

中年級 1節 

14:00-15:30

高年級 2 節

連上，共 3節

課 

06.07 13:05~15:30 Different 

Cultures 

不同文化表示 

Martin -Point out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cultures 

13:05~13:55

中年級 1節 

14:00-15:30

高年級 2 節

連上，共 3 節

課 

06.                                                                                                                                                                                                               

14 

13:05~15:30 Comunication 

with no 

Distance 

溝通 0距離 

Martin -Talk with Czech 

students 

-present our show 

-Teach Czech students 

Chinses 

13:05~13:55

中年級 1節 

14:00-15:30

高年級 2 節

連上，共 3節

課與國外小

學生視訊 

暑 期

營隊 

07.10 9:00-9:10 Check-in AIESEC 

周姿穎 

由小隊輔帶各小隊認識

組員。 
準備 

9:30-11:00 Opening 

Who are you 

AIESEC 

周姿穎 

跳 舞 開 場 ， 介 紹

AIESEC、各小隊、國外

研習生。以小遊戲方式

帶領學生認識彼此。 

2節課連上 

11:10-12:00 Mission task AIESEC 

周姿穎 

公布營隊最後一天每組

需要達到的任務，此為

成果展。 

1節課 

12:00-12:50 Lunch time  吃便當 休息 

13:00-14:30 True Color 

True Power 

AIESEC 

周姿穎 

外籍生介紹自己國家具

特色的美學，並帶領學

生動手做出一樣作品。 

2節課連上 



性質 日期 時間 課程名稱 授課者 課程提綱 備註 

14:40-15:30 Game AIESEC  

周姿穎 

遊戲中學英語 1節課 

15:30-15:40 discussion 隊輔 

周姿穎 

帶領學員討論準備最後

一天成果展的。 
 

07.11 9:10-9:20 集合跳早操 AIESEC 

周姿穎 

由 AIESEC和國外研習生

帶領學生動一動清醒一

下。 

準備 

 

9:20-11:00 知識王 AIESEC 

周姿穎 

藉由分組競賽方式讓學

生複習第一天所認識的

國家文化。 

 

2節課連上 

 

11:10-12:00 廚藝大比拚 AIESEC 

周姿穎 

由 AIESEC和國外研習生

帶學生動手做午餐。 
1節課 

12:00-12:50 Lunch time  吃自己做的午餐 休息 

13:00-14:30 Dancing time AIESEC 

 

由國外研習生帶領學生

體驗他國傳統舞蹈。 
2節課連上 

14:40-15:30 discussion 周姿穎 讓同學討論、練級最後

一天成果展的。 
1節課 

15:30-15:40 集合 AIESEC 

周姿穎 

練習最後一天成果展並

集合學生說明隔天注意

事項後解散。 

 

暑 期

營隊 

07.12 9:10-9:20 集合跳早操 AIESEC 

周姿穎 

由 AIESEC和國外研習生

帶領學生動一動清醒一

下。 

準備 

 

9:20-11:00 綜合活動 AIESEC 

周姿穎 

給予各組任務，解決大

考驗 
2節課連上 

11:10-12:00 Learn to say 

goodbye 

AIESEC 

周姿穎 

同心圓、頒獎、成果發

表 

1節課 

  

八、活動時間及地點： 

(一) 時間：106年 3月 29日至 7月 12日。 

(二) 地點：本校英語情境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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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職稱 工作人員 工作執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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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詩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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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AIESEC準備期到營隊日的所有準備活動 

AIESEC 隊輔 5 領導照顧學生 

課程講師 2 擔任授課的 AIESEC 大專生及研習生成員 

社團指導老師      1 銘傳大學國際經濟商管系教師 

十、其他：（本計畫辦理之其他細節，或上述項目未提及之內容，可於本項補充說明） 

    (一)前八週週五下午中年級學生已經放學，因此課後社團時間招收學生以中年級學生為主。暑期

育樂營招生則開放中、高年級學生參加。 

    (二)為顧及教學品質，及學生的有效學習，每堂課有講師 1名及 1位助理講師，以協助講師協同

授課。 

    (三)育樂營進行時，由 AIESEC 國際經濟商管學生會大專生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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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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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活動照片 

桃園自強國小/銘傳大學 

106年度「結合大學資源打造知識城」活動照片 

時間：3月 29日至 6月 14日(共 10天)7月 10 日至 7 月 12 日(共 3天) 

活動名稱： Hello Martin Hello World  

  

由銘傳大學 AIESEC國際經濟商管學生會外籍

生 Martin直接授課，學生學習興致高昂 

外籍生 Martin協助本校學生於 6月 14日與捷

克小學視訊互動，展現 10週週三下午所學 

  

校長期勉暑期營隊學生並與他們歡樂合影 AIESEC學生會學生周姿穎馬來西亞文化教學 

  

德文教學 暑期營隊頒獎 

 

 



桃園自強國小/銘傳大學 

106年度「結合大學資源打造知識城-Hello Martin Hello World」心得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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