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1：計畫摘要 
桃園市中壢國民小學 106 年度 

「善用市內大學資源打造知識城」計畫摘要 

 

學校/單位名稱 桃園市中壢國民小學 

活動名稱 英語大聲公-Let’s Play English! 

活動性質 英語村週末英語實境學習活動 

活動開始日期 106年 4月 15日（週六） 

活動結束日期 106年 4月 23日（週日） 

活動天數 2週(共 4次) 

活動內容簡介 

師資:整合桃園市國際英語村中壢村外籍英語師資、教育部英

語專長替代役與中原大學應用外國語文學系研究生。 

特色:運用桃園市國際英語村中壢村英語情境設備，進行多元

實境體驗課程設計，規劃【居家+烹飪】、【藝術+閱讀】、

【戲劇+主播】、【環境+聽力】、【機場+購物】、【旅遊+

健康】、六大主題程程，透過生活化、互動式與分級制

學習模式，提升學生英語會話與英語聽力。 

期程:規劃 4/15、4/16、4/22、4/23週六日實施，時間

09:00-15:00每次 5小時、每 10位學生由 1位外籍英

語教師與 1-2位研究生（或英專替代役）進行教學。 

參加對象 本市 3-6年級學生 

活動地點 中壢國小 

預估學生參加人數 30人（分級/三組，每組 10人） 

預估經費 新台幣貳萬零仟零佰零拾零元整 

活動聯絡人 教學組 吳昱蒨老師/專案教師 謝佳恩老師 

聯絡電話 03-4255216*211/516 

郵件信箱 a002@clps.tyc.edu.tw 

學校/單位首頁 http://clps.ischool.site/ 

 



附件 2：實施計畫 

桃園市中壢國民小學 106年度 

「善用市內大學資源打造知識城」 實施計畫 

壹、依據：桃園市 106年度善用市內大學資源打造知識城實施計畫。 

貳、目的： 

  一、結合英語村情境學習，提供全英語的學習情境，加強學生捕捉英語語感的能力，訓

練學生自然的說英語。 

  二、整合桃園市國際英語村外籍英語師資、教育部英語專長替代役與中原大學應用外國

語文學系研究生資源，依據學生英語能力進行分級分組教學，有效提升學生英語能力。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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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規劃六

大主題程程，透過生活化、互動式與分級制學習模式，提升學生英語會話與英語聽力。 

叁、辦理單位： 

  一、主辦單位：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二、承辦單位：桃園市中壢國民小學。 

  三、協辦單位：中原大學應用外國語文學系、課外活動組。 

肆、參加對象：3至 6年級學生 45人。 

伍、活動性質：英語村週末英語實境學習活動。 

陸、辦理方式： 

  一、期程規劃： 

   （一）期程：共 2週（4/15、4/16、4/22、4/23 週六日）進行英語領域學生學習活動。 

   （二）時間：每週上課時間 09:00-15: 00，每次 5小時，共計 20小時。 

  二、學生分組: 

   （一）人數：學生共分組三組，每組 15位學生進行分組學習。 

   （二）分級：參加學員於報名後由英語村外師進行英語會話與聽力前測，依據前測結果

採初級、進階、高級三級制分組（評定級別標準另訂）。 

  三、授課教師:各分組學生由 1位英語村外籍英語教師與 1-2位研究生（或英專替代役）

進行協同教學。 

  四、課程規劃:以英語村情境設計多元實境體驗課程，增進學生英語聽說讀寫能力，並結

合【居家+烹飪】、【藝術+閱讀】、【戲劇+主播】、【環境+聽力】、【機場+購

物】、【旅遊+健康】等六大主題情境課程，透過生活化、互動式與分級制

學習模式，提升學生英語會話與英語聽力。 

  五、學習評量: 參加學員除課程開始前進行學習前測進行分級分組，依據課程六大主題

進行多元學習評量規劃，確實掌握學生學習前、學習中、學習後之成效。 



  六、活動內容: 106/3/01-106/4/10報名+前測分組 

時間 

Time 

第一次 

Day 1 (4/15) 

第二次 

Day 2 (4/16) 

第三次 

Day 3 (4/22) 

第四次 

Day 4 (4/23) 

0830-0900 報到 Registration 報到 Registration 報到 Registration 報到 Registration 

0910-1000 

相見歡 Opening 

Ceremony/小組時間 

Team Time 

英語課程(III)-文章建構 

Constructing paragraphs 

英語課程(V)-文章放大

鏡 Open Discussion 

英語課程(VII)-修辭與

潤飾 English Rhetoric 

1010-1100 破冰遊戲 Ice Breaking 
英語課程(IV)-英語賞析 

Sharing Articles 

英語課程(VI)-主播體

驗實作 Recording 

英語課程(VIII)-英語表

達 English Expression 

1110-1200 

英語課程(I)-寫作初見

面 Introduction to 

English Writing 

歌舞青春 English 

Songs 

午茶廣告製作 Making 

Ads 
創意證書 DIY 

1200-1300 午餐時間 Lunch Break 

1310-1400 
英語課程(II)-激發創意 

Brainstorming 

世界文化巡禮 Cultures 

around the World 
小小廚神 Master Chef 成果彩排 Rehearsal 

1410-1500 尋寶遊戲 Treasure Hunt 
環遊世界大富翁

Monopoly Game 

午茶販賣店 Selling 

Food 

結業式 Closing 

Ceremony 

1500-1510 
快樂返家 See you 

tomorrow 

快樂返家 See you next 

week 

快樂返家 See you 

tomorrow 
下次再見 Say goodbye 

陸、組織與職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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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詹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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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案教師   謝佳恩 成果彙整及網路資料傳送 

設備組長   徐夢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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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語村外籍英語教師 

課程研究發展、執行、檢核 
中原大學研究生 



柒、活動費用： 

   一、本案課程、教材、師資、場地、保險所需經費由桃園市政府教育局補助款下支列（經

費概算表如附件一）。 

捌、獎勵：本計畫工作圓滿完成後，相關承辦人員報請縣府依規定辦理敘獎。 

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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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年度「結合大學資源打造知識城」活動照片 

時間：105 年 4 月 20 日、21 日、29日、30日（星期六、日） 

活動名稱：英語大聲公 

  

健檢中心-我們來體溫吧! 學習餐廳禮儀 

  

上體育課囉! 讀者劇場劇本練習 

 



桃園市中壢國民小學 

106年度「結合大學資源打造知識城」活動照片 

時間：105 年 4 月 20 日、21 日、29日、30日（星期六、日） 

活動名稱：英語大聲公 

  

PIZZA D.I.Y Let’s go shopping 

  

過海關要注意什麼呢! Living Room 

 



桃園市中壢區中壢國民小學 

106年度「結合大學資源打造知識城」-英語大聲公 

 心得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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