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桃園市 107年度結合大學資源打造知識城計畫] 頁 25 

 

04. 楓樹國小 「不出國的留學夢」 

桃園市楓樹國民小學 

1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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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桃園市楓樹國民小學 

活動名稱 不出國的留學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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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開始日期 107.04.15 

活動結束日期 107.10.31 

活動天數 120天 

活動時數 360時 

活動內容簡介 各國國際青年志工到校協助教學活動與營隊參與，包含各國
文化介紹，學生英語會話練習、及融入各領域協助教學活動，
豐富學生學習內容。 
讓學生在英語的學習環境中，透過各國志工的介紹能深刻的
認識世界文化，並學習與外國人相處。 

參加對象 學校 1～6年級學生、老師及家長 

預估學生參加人數/人次 人數：708 人次：708 

活動地點/場館 地點：楓樹國小 場館：活動中心、演藝廳 

參與單位(大專校院 

/系所社團) 

大專校院： 
AIESEC 國際經濟商管學
生會銘傳分會 

系所社團： 
銘傳大學國民外交社 

參與單位(高國中小) 楓樹國民小學 

大專校院提供人力資源 老師人數：1 大專生人數：4 

預估經費 新台幣 18,000元 

活動聯絡人 教務主任洪柔齋 

聯絡電話 03-3206166*210 

郵件信箱 imsandyhong@gmail.com 

學校/單位首頁 http://www.fsps.tyc.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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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楓樹國民小學 

107年度「結合大學資源打造知識城」實施計畫 

活動名稱:不出國的遊學夢 

一、依據：桃園市 107年度結合大學資源打造知識城實施計畫。 

二、 目的： 

(一) 結合大學專業資源，激發高中職、國中小各項學生學習發展計畫，活

化本市學習氛圍。 

(二) 營造英語學習環境，提供學生國際文化體驗機會，豐富學生學習內

涵，印證學習成果。 

(三) 鼓勵家長參與接待活動，讓學習場域由教室擴充到全校及家庭。 

三、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二）主辦單位：桃園市楓樹國民小學 

四、參加對象及預估學生參加人數：全校一年級~六年級學生活動人次 708 人，

弱勢學 

                                生人數 78人、比例 11%。 

五、活動性質：各國文化體驗教學活動與營隊活動（國際英語教學活動、國際文化體

驗營） 

六、辦理方式：本校深耕國際教育多年，持續透過 AIESEC 銘傳國際經濟商管學

生會、銘傳大學國民外交社，多年引進國際青年志工與外籍學生

大到校服務。營造英語的學習環境，提供親師生基本的英語溝通

機會，以提升學生的英語能力，並藉由來自不同國家的青年志

工，介紹各國不同風俗民情，進而提升學生深刻的認識世界，培

養恢弘的國際觀。 

透過與各國青年志工長期的生活

互動，讓學生英語學習更具目標與

動力，更由於家長的參與，讓學習

場域由教室擴充

到學校及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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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活動流程：  

日期 時間 課程名稱 授課者 課程提綱 備註 

107.7 13:30-15:30 文化研習 外聘講師 文化課程教學指導 教師 

107.05- 

107.10 
7：50-15：30 

國際志工 

到校服務 

國際志工、 

內聘講師 
英語教學課程 

全校 

親師生 

107.10.06 

（六） 
8：30-15：30 

國際文化 

體驗營（第一梯） 

大專生授課 

 
介紹各國不同風俗民情 中年級 

107.10.07 

（日） 

8：30-15：30 

 

國際文化 

體驗營（第二梯） 

大專生授課 

 
介紹各國不同風俗民情 高年級 

◎國際志工到校服務： 

國際志工到校服務課程規劃 

           進班英語教學 

歡迎會     英語情境教室課程         歡送會 

           異國文化分享 

 

◎國際文化體驗營： 

 名稱 詳細活動內容 人員 地點 

1 始業式 介紹活動、工作人員、小隊、

校長、主任致詞 

主持人 
本校演

藝廳 

2 簡易英語教學 教小朋友間單的英文自我介紹 印度尼西亞生、新

加坡生、主持人 
 

3 上台自我介紹 小朋友上台用英文自我介紹 主持人  

4 東南亞文化分

享 Q&A 

印度尼西亞、新加坡外籍生用

PPT介紹文化、開放 Q&A 

印度尼西亞生、新

加坡生、小朋友 
 

5 印度尼西亞舞

蹈教學 

教學生印度尼西亞、新加坡舞

蹈 

印度尼西亞生、新

加坡生、小朋友、

音控 

 

6 上台表演 小組上台表演 隊輔、小朋友、 

音控 

 

7 互動時間 每位小朋友實際與外籍生對話 全體人員  

8 填寫回饋表 請小朋友填寫回饋表並收回 小朋友  

9 頒獎時間 頒獎、發禮物給小朋友 工作人員、小朋友  

10 拍大合照 團體照時間 全體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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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活動時間及地點：107年 4月 15日至 10月 30日、地點:楓樹國小 

九、組織與職掌：  

職稱 工作人員 工作執掌 

校長 房瑞美 總理活動規劃及進行 

教務主任 洪柔齋 人員聯繫及活動規劃，成果彙整。 

教學組長 莊景雅 教學活動規劃、安排、成果彙整。 

總務主任 石舒文 場地及設備維護、人員膳食安排。 

英語教師 陳淑靖 外籍青年志工聯繫溝通，教學活動安排。 

英語教師 張惠冠 外籍青年志工聯繫溝通，教學活動安排。 

英語教師 官瑞華 外籍青年志工聯繫溝通，教學活動安排。 

英語教師 李佩如 外籍青年志工聯繫溝通，教學活動安排。 

AIESEC 銘傳

分會會長 
張琬穎 

外籍學生審核聯繫溝通，及接洽及英語營活

動規劃安排 

銘傳大學國

民外交社社

長 

蘇穎慧 
銘傳大學外籍學生聯繫邀請、國際文化體驗

營活動規劃安排 

十、其他：「國際文化體驗營」活動文宣： 

  銘傳大學國民外交社將舉辦的國際文化體驗營，有別於以往的台灣文化參訪或

中國民 

  俗課程，本活動將於 107年 10月 6日(六)、10月 7日(日)兩天，帶領小朋友

們體 

  驗異國文化、認識其他國家的風俗民情。讓銘傳大學學生，成為活動中的小隊

輔；更 

  邀請印尼、新加坡的外籍學生，擔任文化小老師，讓小朋友開闊國際視野，學

習人與 

  人之間的溝通，想認識外國人的小朋友快來報名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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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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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龜山區楓樹國民小學 

107 年度「結合大學資源打造知識城」活動照片 

時間：107 年 4月 15 日—10 月 31 日 

活動名稱： 不出國的遊學夢 

  

國際文化體驗營與孩子遊戲互動 國際志工與孩子相見歡 

  

國際志工與孩子介紹異國文化 國際志工與孩子介紹該國文化 

  

國際志工與孩子互動玩遊戲 國際文化體驗營全體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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