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04學年度「國際學伴」參與學校申請計畫 

申請學校：基隆市東信國民小學 

全校班級數： 25             全校教師數：41             全校學生數：572 

實施班級數： 11             實施教師數：3              實施學生數：50 

執行期程：104年 8月 1日至 105年 7月 31日 

學校是否已申請其他政府補助： 

 □否 

 V是(補助單位：教育部         ；計畫名稱：外籍英語教師教學計劃 

    補助項目：外籍英語教師教學行政費 ；補助金額：新臺幣 15萬  )                                

學校主要聯絡人 

姓名 電話(含分機) 手機 E-mail 

  張文龍 24652133#10 0928828485 Email: wlchang51@gmail.com 

學校參與教職員基本資料（欄位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列） 

姓名 職稱 服務單位 E-mail 

 王佩蘭  校長 東信國小 fr202516@yahoo.com.tw 

 陳曾文  英語教師 東信國小 hsu51123@gmail.com 

 林傳世  資訊組長 東信國小   

 陳宇姵  英語教學支援教師 東信國小  

學校在地特色 

1、英語村全英語環境營造:本校設有英語村且有外師授課，期盼營造全英語學習環境。 

2、品德深耕雙語同步:本校為教育部品德教育推動特色學校，全校有多處品德教育雙語迴廊，

讓英語學習語品德涵養同步。 

3、國際教育融入學校活動:本校為基隆市英語教學資源中心及國際教育任務學校，積極推動

英語及國際教育，學校每學期均辦理英語成果發表會及有朋自遠方來國際交流活動，培養學

生國際視野及建構以外語真實溝通的機會，借此培養學生以英語解決問題的能力。 

計畫內容 

計畫目標 

1. 營造語言學習環境，活化英語課程，以提高學生學習英語的興趣。 

2. 結合學校特色， 增進學生對本國與外國文化習俗之認識。 

3. 培養學生尊重與欣賞不同文化以及跨文化溝通與反思能力。 

4. 培養學生在國際交流中所需的外語能力與專業知能。 

5.培養學生具有國際視野的本土認同與情操。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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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課程及教學

發展規劃 

課程規劃 

1、國際學伴課程參與對象:  

(1) 本校 5、6 年級「國際探索研究社團」學生計 60人。 

(2) 15人 1組，約分 4組。 

(3) 每一組 1位國際生、一位在地生，合計申請 5位國際生、5位在地生。 

2、國際學伴課程時間: 每週四 3:10~3:50 分 

3、國際學伴上課地點:  

(1) 未來教室 1 組。 

(2) 電腦教室 2 組。 

(3) 自然教室 1 組。 

4、國際學伴課程規劃設計: 

(1)教材: 本校 5、6 年級英語教材及國際學生母國文化設計素材。 

(2)課程設計原則: 

 原則一: 從教材出發的國際交流課程設計: 從課程單元延伸出國際文化

主題內容，例如:英語教材主題為 What’s your favorite subject? 國際學生

就可以介紹母國的小學課程授課情形跟學生對話。 

 原則二: 以母國特殊文化與環境介紹為主之課程規劃: 從國小學生生活

的角度，請國際學生規劃母國特殊的文化特色，例如:節慶、文化儀式、

有名的景點、特殊的食物、特別的服裝及裝扮，不同的錢幣，語言等。 

 原則三: 以提供英語聽、說、讀的技能練習為主的課程設計: 請國際學生

在課程設計中要提供學生培養聽、說、讀技能的機會，例如在視訊的同

時能提供投影片或有閱讀文本的影片供學生閱讀，能提供學生純聆聽或

聽讀的機會，同時也要設計問題讓學生可以與國際學生進行溝通。 

(3) 國際學伴探索課程手札設計: 

   每位參與的學生在參與課程前後需完成國際探究紀錄。 

(4) 規劃在視訊課程中常用的 functional language list 並在英語課時進行教

學，提更學生在視訊問答時使用。   

教學方法 

1、 合作學習: 在小組中進行異質分組，並確任各組同學在進行活動前及活

動當下的分工或問題解決模式。 

例如: 視訊前的聯繫、視訊當中對於提問問題的回應，如何提問問題，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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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後的機器回復等。 

2、 多元型態視訊同步模式: 請國際學生在視訊時提供 PPT，或影片，配合

說明同時進行，如此可以提高學生學習興趣，並可同時訓練學生聽讀的能

力。 

3、 以英語為主的教學歷程: 在教學過程中先以全英語教學為主，若遇到學

生似乎不了解在以英文詢問，中文輔助的方式進行。不以翻譯的方式進行。 

4、 多元敘寫學習紀錄: 學生可以圖示、繪圖、文字，用自己的方式紀錄當

日所學，並嘗試根據自己的紀錄以英文簡單的說明當日所學。 

行政運作及支持 

1、 課程規劃的支持: 校長親自帶領英語領域教師參與課程規劃設計。 

2、 資訊專業的支持: 學校資訊組長協助視訊設備的建置、上課設備的規劃

及後續影片的錄製。 

3、 經費設備的支持: 學校編列視訊課程所需使用的經費，以利設備的採購。 

4、 教師授課節數的安排: 以外加時數的方式進行教學時數的安排 

預期成效 

1、創造活化英語課程教學模式，以提高學生學習英語的興趣。 

2. 透過與不同國家國際生的接觸，提高學生尊重與欣賞不同文化以及跨文化溝

通與反思能力。 

3. 透過與國際生視訊交流的經驗，確時提升學生在國際交流中所需的外語能力

與專業知能。 

4. 提供學生真實使用英語溝通及解決問題的機會，進而培養學生英語溝通交

流的能力。  

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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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分享、陪伴--激發學習熱情」的國際學伴計劃 

教育的未來、未來的教育 

    教育是培養孩子能面對「未來」能力的歷程，在資訊科技高度發達的年

代，孩子要面對的「未來」其「時間及空間」都是壓縮的，「世界」成為一個主

體，個人不能只拘泥在自己生活的空間，因為世界上的每一個角落，所發生的

每一件事，都會跟他人有關。因此「國際視野」是一種生活態度，在學校學習

的歷程中，讓孩子體會「世界的存在」是非常重要的。東信國小一直致力於涵

養學生的國際視野及國際交流能力，讓孩子在日常的學習生活中，體察不同文

化的特色，進而培養尊重多元文化的態度，除此之外更希望建構一個真實需要

運用「外語」能力進行溝通及解決問題的學習環境。學校曾在多年前嘗試與一

所美國學校進行姊妹校的視訊活動，但礙於時差視訊課程的安排極為困難，因

此停擺。由此可見，建構「真實需求溝通」的「國際環境」是很難營造的。 

「將世界帶入台灣」的創新方案 

    有幸本校於 104 學年度參與教育部國教署委託台灣大學國際事務處吳俊輝

教授團隊所主持的名為「分享、陪伴-國際學伴」的計劃，計劃中嘗試招募全球

到國內學習的國際學生跟國內中小學進行視訊交流分享課程。這個創新有趣的

想法就像將「全世界帶到台灣」，沒有了時差，但是每個國際學生就代表了一個

國家的文化，同樣地可以讓孩子透過以「英語」為主要溝通工具，了解各國文

化，擴展國際視野。東信國小很幸運地加入這個團隊，讓孩子開始有真實「運

用英文跟外國人交朋友及溝通」的機會。從 104 年 10 月份開始的國際學伴計

劃，讓孩子展開了不同的學習體驗，「空間不再是學習的框架」，國際學生在台

大與基隆的孩子以英文分享母國的文化與特色，所有的「空間限制」在兩者運

用視訊交流的同時消失無蹤，在１年的交流過程中孩子們接觸到澳洲、美國、

比利時、西班牙、香港、墨西哥的學生，在交流的過程中透過國際學生的介

紹，孩子們對於當國的民俗風情與小學的生活有一定的了解，讓孩子的心能擴

展出去，體會世界的存在。 

創造英語溝通交流的真實情境 

   為了讓國際學生了解與其視訊學生的程度，在執行這個方案時，學校的英

文老師或承辦人員均以 EMAIL 跟學生溝通說明學生目前的程度及所學的教材，

因此國際學生安排教材時都能符合學生的程度。在訪談學生時孩子們談到「跟

大哥哥大姐姐視訊時很刺激」， 而這個「很刺激」是因為這種課程提供了人們

溝通交流時的「真實情境」，也就是「資訊落差 information gap」，這跟學生在教

室學習完全不同，教室裡的學習是根據教材，教師教學也有一定的模式，學生

能事先準備並有預期心理，學習是有心理準備的。但是視訊教學的內容有即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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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隨機的成分，因此英文成績很好的學生也不一定能「運用所學」到真實的溝

通情境中，所以「很刺激」。在國際學伴的視訊課程中，雖然國際學生知道學生

的能力，但是並不是以學生的教材為主，而是將教材轉化成「與自己母國文化

連結的課程」，同時學生並不知道老師要上甚麼課程，必須當天才知道，過程中

老師都是用英語說明，而且是用不同國家腔調的英語，因此小朋友就必須運用

英語的聆聽能力，認真聽才能了解。國際學生在呈現今天教材之前，會先連結

學生的生活經驗，請學生發表，例如今天要教澳洲動物園的動物，就會請學生

先說說看國內動物園有哪些動物，藉此讓學生表達自己的經驗，練習口說，而

學生口說的對象跟平常是老師或同學不一樣，在視訊課程中面對的是一個不了

解我們國家的真實對象，那種把英語當工具進行溝通的真實情境便自然產生，

而這些經歷，也讓孩子體會到「英語」是一種溝通工具，而非只是上課的教

材，這一點對於提高學習動機是非常重要的。      

多元型態視訊呈現，體驗不同的學習歷程  

    「老師上課的方式很不一樣，會看影片，還會一邊唸一邊打字給我們看，

很特別。」孩子們在接受攝影機訪問時說到自己的感受。在國際學生上課的過

程中，視訊的呈現是十分多元的，學生不只是看到老師並聽到老師的說明而

已，在老師說明的同時還可以看到老師所說明的影片，播到重要的地方。老師

會停下來轉換成白板模式把要問學生的問題一邊說一邊打字出來給同學看，這

時教室內的老師會請同學大聲朗讀出來，之後老師再進行解釋及問問題。一個

段落說明互動後，再進行下一個段落。這種聽讀、說、寫讀的方式，讓一個單

純的視訊課程，呈現出不同的上課風貌。 

  而這種教學模式也給學校老師不同的啟發，因為協同的英語老師在課堂中

問孩子之前國際學生所教內容時，雖然已過將近一個星期，但學生都能回答出

之前學到澳洲危險動物的單字，讓校內的英文老師非常驚訝。回想學生的學習

歷程，當老師在說明危險動物 spider 時，活靈活現的影片或圖片能強化學生的

記憶，而且老師在呈現時還同時打出字彙，在「聲音、影像(代表意義)、字

彙」的同步出現，讓學生更容易了解，學習成效更佳，這一點值得我們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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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差異性到全球化的國際文化體驗 

    從國際學伴課程中發現國際學生介紹自己國家的選材呼應與台灣的差異性

時，就能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例如剛才提到的澳洲的國際學生 Cindy 所提出

的危險動物是台灣較少見的，學生就很有興趣，同時因為他使用影片讓學生有

身歷其境的感覺，小朋友在學習的過程中每一個人都增大了眼睛，仔細觀賞。

此外，有些課程內容，也可以看到全球化的影子，例如早餐吃甚麼這個主題，

本來國際學生預期台灣的小朋友會有不同於三明治、漢堡、麵包等中是早餐的

答案例如稀飯、燒餅、豆漿等，不過因為現在生活型態現代化，大部分的學生

都在西式早餐店買早餐，因此發現他們跟國際學生在美國吃到的早餐其實很類

似，這點也讓學校的小朋友體會到全球化的存在。不過這也讓我們思考到過分

全球化會不會失去台灣的特色，擁有在地特色這件事也是值得思考了。不過也

可能因為學校是在北部，或許有些地方還是以中式的早餐為主。 

相見歡-化虛擬為實際的難忘回憶 

    本計劃 104 學年度上下學期各有兩批國際學生跟本校學生進行視訊交流課

程，每學期都安排有「相見歡」的活動，就如吳俊輝教授所言「人與人之間的

溫暖互動」才是情感交流溝通的最真實經驗，因此台大國際學伴團隊特別安排

期末的相見歡活動。而這個真實見面互動的機會，也是給學生表現自我的最佳

機會。 

    為了上學期的相見歡活動，校長特別與參與活動的學生召開課程設計會

議。孩子認為他們要以介紹我國傳統文化為主軸設計活動，因此學生自主分成

五組，各自利用空閒時間設計 5 個關卡。因為其中有 3 組是民俗體育班的學

生，因此設計了 3 關為扯鈴關、跳繩關、和陀螺關。另三組學生各設計了書

法、蒙面嚐基隆小吃甜不辣的關卡。在過程中學生必須先行設計說明過關方式

的英文句子，再分配說明和執行活動的人，小朋友設計了:「This is Chinese 
yoyo. We will show you how to play it.  Now please look at him. (有人示範) Now 
it’s your turn 」。這些句子雖然簡單，但在過程中也讓孩子體會到如何與他們溝

通與做示範。到了 12 月 23 日相見歡當天，小朋友都非常高興，小朋友設計的

關卡出乎國際學生意料之外，因為都是紮實的實作關卡，要費一點心思，國際

學生玩得不亦樂乎。對他們而言，最困難的是扯鈴，看似簡單的起鈴，搖了半

天也起不來，當大家一直無法成功時，小朋友化身為老師，拉著國際學生的手

練習，當國際學生成功雀躍之際，孩子的臉上閃耀著無比的成就感。此外國際

學生也設計了法國之旅及有趣的過關活動，讓學生活動中說英文及認識他們國

家。在用餐的時候，大家依依不捨，其中兩位老師 Cindy,Tiffany 活動後就回國

了，但他都說回國後仍然想參與跨國的視訊活動，甚至於可以幫助尋找姊妹

校，讓國際學伴計劃有了不同型態的可能性。 

    到了下學期，因為民俗班畢業了，要如何展現傳統文化著實讓參加的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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傷透腦筋，這時有小朋友想到為何不利用這個時間介紹國際學生基隆的景點，

讓他們體會基隆之美。同時在參加活動的學生中有國樂社的同學，他們也提到

可不可以介紹一些國樂器，讓國際學生領會國樂的優揚。孩子們提出的想法很

棒，因此邀請了三位同學個表演二胡、琵琶和梆笛，同時請她們以簡單的英文

介紹這三種樂器。其他各組同學分別各自介紹一個景點。在過程中因為有了真

實的對象，學生都很認真的準備投影片並練習，打算在相見歡時好好展現一

番。果然到了 5 月 23 日相見歡的當天，小朋友彈奏完琵琶後，邀請國際學生

Victor 以輪指的方式彈奏琵琶，沒想到 Victor 竟然彈奏得有模有樣，學生問他:

「You’re great. Why can you play it?」Victor 說：「It’s just like Spanish guitar. I can 
play Spanish guitar.」，根據記載古人劉熙認為琵琶起源自遊牧的胡人，可能是自

中亞或西亞傳入，因此有可能跟其他國家的樂器有相似之處。之後在學生吹奏

梆笛名曲「陽明春曉」時，高亢清亮的笛聲讓在場的教授及國際學生瞠目結

舌，震攝於如此瘦弱的小女孩，竟然能透過短短的笛子，吹奏出如此曼妙的樂

音。這也是相見歡最棒的意義，讓交流有溫度、有感情、有深刻的記憶。 

點滴經驗、淬煉卓越 

  國際學伴方案的確是提供學生精進學習的極佳歷程，但是這個歷程是需要

精心設計與陪伴的方案。首先是台灣大學團隊，必須先行招募學生，並進行培

訓，因為他們都是學生並非教學人員，因此對於教學策略與方法並不是非常熟

悉。而這時就需要學校單位的協助配合與規劃，才能夠達到陪伴學生精進學習

的目標： 

  首先：學校老師一定要跟國際學生有課程上交流討論的機制：要讓國際學

生了解學生的程度與能力，及目前的教材，如此國際學生在設計課程時，才能

呼應學生的程度，以免設計出太難或太簡單的教學內容。 

  其次：在每週課程間，可以跟國際學生討論上課觀察時的優缺點或發現並

給於建議。在執行計劃的過程中發現，語言速度及語言難易度判斷是國際學生

剛開始時容易造成學生無法理解的主因。學生在母國說英文的速度都很快，因

此國際學生在敘說自己經驗時，語速都會不由自主的恢復到正常的速度，導致

學生無法理解，這一點要隨時提醒學生注意自己的速度不要太快。除此之外，

使用太長的句子也是另外一個問題，因此要請學生嘗試簡單化自己的句子，例

如１個複合句改成２個簡單句。除非他覺得學生的程度可以跟上，不然句子要

簡單化。  

  再來：如果國際學生的國籍是台灣較少見到的，可以讓學生先行了解該國

的文化特色，或請老師提供一些資料讓學生閱讀，以免因為文化差異過大，導

致溝通不良。就如團隊本來安排一位西班牙籍的學生擔任本校的老師，上第一

節課時，因為她的英文有特殊的口音，比較難懂，她很熱心的介紹西班牙的食

物，但西班牙食物台灣較為少見，那些特殊的名詞都比較少聽到，學生沒有經

驗可以對照，因此她在說明食物的食材及作法時，學生都無法了解，無法有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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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的反應，導致該名學生有些挫折，覺得學生的回饋不如預期，有些難過，就

決定不參加這個計劃。這個例子也讓我和團隊獲得一個經驗，如果有這樣的國

際學生，擔任協同的老師就非常重要，必需要能帶領老師簡單化語言，或用其

他的方式讓學生能了解國際學生的意義。並及時讓國際學生了解因為文化差異

的關係學生無法及時回應，而非學生不回應。 

  最後：培養國際學生使用多元型態視訊模式進行教學與分享：從一年的經

驗中發現，如果國際學生能使用多元型態視訊模式進行教學，學生的學習成效

會比較高，例如學生一邊介紹一邊播放影片。學生講述時同時打出所講的文

字。學生同時播放投影片同時提問問題等方式。讓學生同時可以獲得「廳、

說、讀」的英語練習機會，比起只用視訊螢幕對話要有成效。至於是否要用教

材，可以是學生程度而決定，如果學生程度高，就不必使用教材，讓當日上課

程為真實溝通的情境。如果要讓學生更聚焦於學習，可以發展記筆記敘寫上課

重點的模式，讓學生記錄上課重點，再嘗試重述上課的內容，藉此提升學生的

英語聽、說、讀、寫的能力。 

跨越、分享、陪伴-邁向卓越的未來 

  這是一個創造英語暨國際教育教學翻轉方式可能性的方案，很幸運地東信

國小的孩子參與了創造的歷程，相信孩子們這一段跟國際學生交流的日子，將

成為她們一生中無可取代的美好時光。透過這個計劃國際學生與在地的國中小

學生都能「跨越學習的限制精進自己的學習」，並且以「分享文化經驗的精神」

看待及尊重多元文化的存在，進而擴展國際視野及培養國際責任。同時針對弱

勢地區學校的孩子們，更是將世界帶進學校的最佳方案，讓因空間隔離、教學

資源缺乏的學習環境，因為此計劃國際學生的挹注，讓學生擁有不同的學習經

驗，用心陪伴她們在學習的歷程中，發現自己的潛能、激發學習的興趣，讓學

習經驗翻轉，進而邁向卓越的未來。 

  這是一個由「想像」到「嘗試」進而「找出可能性」的計劃方案，其精神

正呼應了教育翻轉、以創新思考看待教育歷程的思維。在教育的發展中，要跳

脫既有的框架，只要能以孩子為主體，提供孩子學習的機會，都是值得嘗試的

歷程。國際學伴計劃是一個整合現有資源，以細膩的歷程執行嘗試給於孩子真

實運用英語及擴展國際視野的計劃，這個計劃已穩健地踏出第一步，相信基於

第一年辛苦的歷程，能萃煉出經驗，提供給後續要執行此計劃的學校，基於自

己學校的需求及在地特色，為孩子營造出優質的英語及國際教育學習環境，並

透過國際學伴團隊的支持與學校英語及協同教師的配合，讓這個計劃能陪著孩

子「跨越、分享、陪伴-邁向卓越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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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國民中小學國際學伴教學活動紀錄表 

基隆市東信國民小學 

日期： 104 年 10 月 22 日 地點：自然教室(5、6 混斑) 

活動內容概述(至少 50 字) 

第一次上課，老師請同學作自我介紹，同學都非常興奮但有點靦腆， 

第一次嘗試這種視訊的方式，小朋友剛開始說有點小聲， 

老師一直鼓勵才比較大聲。Cindy 老師也做自我介紹。 

活動照片(至少一張)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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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國民中小學國際學伴教學活動紀錄表 

基隆市東信國民小學 

日期： 104 年 10 月 22 日 地點：視訊教室(6 年級) 

活動內容概述(至少 50 字) 

第一次上課，老師請同學作自我介紹，同學都非常興奮且很勇敢， 

Tiffany 老師以 PPT 介紹他的家鄉，她的家人。並且讓學生進行自我介紹 

整個課程氣氛很好，學生反應不錯。 

活動照片(至少一張)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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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國民中小學國際學伴教學活動紀錄表 

基隆市東信國民小學 

日期： 104 年 10 月 29 日 地點：自然教室(5、6 混斑) 

活動內容概述(至少 50 字) 

第二次上課，老師運用 PPT 介紹他的家鄉澳洲，其中介紹了地理位置，他家鄉

的特殊景點如有名的夜市、旅遊景點、特殊的動物、還撥放了澳洲旅遊局製作

的觀光影片，讓學生能對澳洲有更深一層的認識。 

活動照片(至少一張)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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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國民中小學國際學伴教學活動紀錄表 

基隆市東信國民小學 

日期： 104 年 11 月 05 日 地點：自然教室(5、6 混斑) 

活動內容概述(至少 50 字) 

第三次上課，老師運用 PPT 介紹澳洲最危險的動物，老師使用影片及即時書寫

文字介紹，讓學生了解澳洲生態中危險的動物。學生都很有興趣，使用這種方

法也很能引起學生的學習動機，其中學生還主動問問題及回答問題。 

活動照片(至少一張)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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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國民中小學國際學伴教學活動紀錄表 

基隆市東信國民小學 

日期： 104 年 11 月 05 日 地點：視訊教室(6 年級) 

活動內容概述(至少 50 字) 

第二次上課，老師介紹自己最喜歡的動物，並問學生喜歡的動物是甚麼? 過程

中提供學生互動的機會，讓學生充分的練習。 

活動照片(至少一張)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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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國民中小學國際學伴教學活動紀錄表 

基隆市東信國民小學 

日期： 104 年 11 月 12 日 地點：視訊教室(6 年級) 

活動內容概述(至少 50 字) 

第三次上課，老師以 PPT 介紹加州舊金山所使用的交通工具，並問學生在基隆

使用的交通工具為何?另一個主題是有關食物，她詢問學生喜歡吃甚麼? 因為符

合學生程度學生容易回應。 

活動照片(至少一張)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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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國民中小學國際學伴教學活動紀錄表 

基隆市東信國民小學 

日期： 104 年 11 月 19 日 地點：視訊教室(5、6 年級) 

活動內容概述(至少 50 字) 

第 4 次上課，Cindy 老師請學生介紹台灣的國定假日有哪些? 

接著 Cindy 老師介紹澳洲的國定假日，澳洲的國定假日很多跟文化及特殊環境

有關，學生都很有興趣。 

活動照片(至少一張)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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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國民中小學國際學伴教學活動紀錄表 

基隆市東信國民小學 

日期： 104 年 11 月 19 日 地點：視訊教室(6 年級) 

活動內容概述(至少 50 字) 

第四次上課，Tiffany 老師請同學介紹臺灣最常出現的早餐類型，有同學介紹蛋

餅、稀飯等，都是道地傳統早餐，另外老師也介紹了美國的兩種馬鈴薯早餐給

同學們認識。 

活動照片(至少一張) 

 

 

附件一 

16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國民中小學國際學伴教學活動紀錄表 

基隆市東信國民小學 

日期： 104 年 11 月 26 日 地點：視訊教室(5、6 年級) 

活動內容概述(至少 50 字) 

第 5 次上課，Cindy 老師請學生介紹台灣動物園裡的動物有哪些跟澳洲一樣? 

接著 Cindy 老師介紹澳洲動物園裡的動物，澳洲的動物都很可愛，小朋友都很

有興趣，也跟老師互動密切。 

活動照片(至少一張)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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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國民中小學國際學伴教學活動紀錄表 

基隆市東信國民小學 

日期： 104 年 11 月 26 日 地點：視訊教室(6 年級) 

活動內容概述(至少 50 字) 

第五次上課，Tiffany 老師介紹了美國的其他早餐給同學們認識，並進入下一個

主題，感恩節。除了介紹感恩節的來由之外，老師也教各位同學說出自己想感

謝的人，同學回答踴躍，而且有同學是想感謝朋友，因為平時都會互相幫助。

活動照片(至少一張)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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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國民中小學國際學伴教學活動紀錄表 

基隆市東信國民小學 

日期： 104 年 12 月 10 日 地點：視訊教室(5、6 年級) 

活動內容概述(至少 50 字) 

第 6 次上課，Cindy 老師介紹 Christmas in Australia。她介紹澳洲聖誕節會做

的事，並問學生會不會唱聖誕歌，學生將自己所學的聖誕歌都說出來並做示範。

Cindy 老師介紹不同歌星唱的 amazing grace。(今天的網路無法同步) 

活動照片(至少一張)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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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國民中小學國際學伴教學活動紀錄表 

基隆市東信國民小學 

日期： 104 年 12 月 10 日 地點：視訊教室(6 年級) 

活動內容概述(至少 50 字) 

第六次上課，Tiffany 老師介紹了美國聖誕節會吃的食物，例如火雞。因為 11 月

28 日到學校跟同學互動，Tiffany 介紹 elementary school playground games in 

America 美國學校會玩的校園遊戲，例如跳格子，cat’s cradle 等遊戲 

活動照片(至少一張)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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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國民中小學國際學伴教學活動紀錄表 

基隆市東信國民小學 

日期： 104年 12 月 17 日 地點：視訊教室(5、6年級) 

活動內容概述(至少 50字) 

第 7次上課，Cindy介紹聖誕節的卡通影片，讓學生了解在國外的孩子如何期

待聖誕節。她還問學生是不是還相信聖誕老人，現在有誰幫她們買禮物。最後

再教唱聖誕歌，度過快樂的一天 

活動照片(至少一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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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國民中小學國際學伴教學活動紀錄表 

基隆市東信國民小學 

日期： 104 年 12 月 17 日 地點：視訊教室(6 年級) 

活動內容概述(至少 50 字) 

第七次上課，Tiffany 老師請大家介紹自己的生日。炒熱氣氛後就開始介紹聖誕

節的故事，及在美國每一個家庭、社區及城市，如何迎接聖誕節並在家裡做美

樂的聖誕裝飾。 

活動照片(至少一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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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國民中小學國際學伴教學活動紀錄表 

基隆市東信國民小學 

日期： 104年 12 月 24 日 地點：視訊教室(5、6年級) 

活動內容概述(至少 50字) 

第 8次上課，Cindy帶著攝影機，要介紹台大的校園給學生，很用心但是因為

傳訊的效果不是很好，很可惜。  

活動照片(至少一張)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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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國民中小學國際學伴教學活動紀錄表 

基隆市東信國民小學 

日期： 104年 12月 24日 地點：視訊教室(6年級) 

活動內容概述(至少 50字) 

第八次上課，Tiffany老師親自到學校給學生一個驚喜。 

活動照片(至少一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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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國民中小學國際學伴教學活動紀錄表 

基隆市東信國民小學 

日期：2016 年 3 月 17 日 地點：未來教室(四年級) 

活動內容概述(至少 50 字) 

Loes and 文婷第一次上課大家都好興奮，Loes 自我介紹，告訴大家從比利時來，她介紹比利

時跟台灣一樣都是小的國家，她主修語言和新聞，她會西班牙文、法文和荷蘭語。四年級的

小朋友第一次使用視訊跟外籍學生溝通非常興奮，而且能很自然的跟 Loes 溝通很棒。 

活動照片(至少一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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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國民中小學國際學伴教學活動紀錄表 

基隆市東信國民小學 

日期：2016 年 3 月 17 日 地點：自然科教室(5 年級) 

活動內容概述(至少 50 字) 

Ali 先介紹動物引起學生學習動機，之後介紹典型的西班牙食物，在過程中，因為西班牙食

物學生較無機會認識，因此 Ali 在說明食物是如何做的時，學生比較無法理解，因此較無反

應，且需要中文解釋。 

活動照片(至少一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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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國民中小學國際學伴教學活動紀錄表 

基隆市東信國民小學 

日期：2016 年 3 月 17 日 地點：電腦教室 

活動內容概述(至少 50 字) 

 Victor 介紹自己的國家、學校及興趣，並介紹自己的家人。6 年級的學生跟 Victor 做自然的

互動，Victor 用投影片介紹自己真正的家鄉在墨西哥。介紹完之後，Victor 請學生問他想知道

的問題。 

活動照片(至少一張) 

 
 

附件一 

27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國民中小學國際學伴教學活動紀錄表 

基隆市東信國民小學 

日期：2016 年 3 月 17 日 地點：未來教室(四年級) 

活動內容概述(至少 50 字) 

Loes 今天介紹比利時的國旗，和比利時跟台灣的距離，並嘗試將小朋友比利時與跟國語的對

照。同時介紹比利時最有名的地標，她們的城市、城堡，但後來發現好像有點難就決定再用

另外的主題。Loes 嘗試用比手畫腳讓學生猜英文，也很有趣。 

活動照片(至少一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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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國民中小學國際學伴教學活動紀錄表 

基隆市東信國民小學 

日期：2016 年 3 月 24 日 地點：自然科教室(5 年級) 

活動內容概述(至少 50 字) 

今天的課程是 Samuel 上課，Samuel 做自我介紹，說明自己是香港人、自己的學歷，再介紹

香港的假日，及自己最喜歡的假日是佛陀紀念日，最後問學生自己最喜歡的假日及慶典食物

是甚麼，學生嘗試回答。 

活動照片(至少一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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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國民中小學國際學伴教學活動紀錄表 

基隆市東信國民小學 

日期：2016 年 3 月 24 日 地點：電腦教室 

活動內容概述(至少 50 字) 

Victor 介紹有關墨西哥的食物，其中有些食物在台灣並未曾見過，學生很有興趣，但是專有

名詞比較多。學生可以介入的時間不多，介紹完之後請學生問有沒有任何有關食物的問題。

活動照片(至少一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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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國民中小學國際學伴教學活動紀錄表 

基隆市東信國民小學 

日期：2016 年 3 月 31 日 地點：未來教室(四年級) 

活動內容概述(至少 50 字) 

Loes 和文婷要介紹比利時的食物，上次用電腦效果不是很好，這次用手機介紹，因為

比較小而且手機會晃動，學生看不太清楚，而且比利時食物學生比較不常接觸，學生較

無法回答問題，這一般學生比較多學生的秩序需要加強，下週要改進。 

活動照片(至少一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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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國民中小學國際學伴教學活動紀錄表 

基隆市東信國民小學 

日期：2016 年 4 月 7 日 地點：未來教室(四年級) 

活動內容概述(至少 50 字) 

因為 Loes 下兩週有一個機會可以採訪蔡英文準總統，因此她問同學有沒有甚麼問題要問她，

她可以幫忙問。學生積極回答，Loes 都會設計問題問學生，這點不錯。 

活動照片(至少一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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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國民中小學國際學伴教學活動紀錄表 

基隆市東信國民小學 

日期：2016 年 4 月 7 日 地點：自然科教室(5 年級) 

活動內容概述(至少 50 字) 

今天的課程是 Samuel 介紹香港的交通工具，香港因應不同的區域有不同的交通工具。有隨時

可停的 minibus，還有其他像台灣一樣停站牌的公車。除此之外，Samuel 也介紹香港的公車。

Samuel 的說話的速度稍快，句子也太長，在課程中有跟他溝通可以慢一些。 

活動照片(至少一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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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國民中小學國際學伴教學活動紀錄表 

基隆市東信國民小學 

日期：2016 年 4 月 7 日 地點：電腦教室 

活動內容概述(至少 50 字) 

Victor 介紹加州的動物，其中有很多有趣的動物，victor 會請學生站起來了解動物的大小，

投影片做得恨好，在 Victor 介紹後會在投影片上問問題這個方式不錯。學生對於 California 

condor 很有興趣。  

活動照片(至少一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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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國民中小學國際學伴教學活動紀錄表 

基隆市東信國民小學 

日期：2016 年 4 月 14 日 地點：自然科教室(五年級) 

活動內容概述(至少 50 字) 

今天的課程 Samuel 做自我的學習歷程介紹，藉此分享香港的學校體制及學習的情形，在過程

中 Samuel 介紹完自己的故事後，會問學生台灣的情形，學生也能積極的回答，學生對於 Samuel

小學讀基督教學校，中學讀佛教學校的情形感到很有趣。 

活動照片(至少一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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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國民中小學國際學伴教學活動紀錄表 

基隆市東信國民小學 

日期：2016 年 4 月 14 日 地點：電腦教室 

活動內容概述(至少 50 字) 

Victor 介紹墨西哥各類的慶典活動，包含穿著，舞蹈及食物。在過程中 Victor 老師以照片、

影片介紹墨西的的舞蹈，非常有趣，最後再問小朋友對墨西哥的慶典有沒有問題，學生均能

提問相關問題。  

活動照片(至少一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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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國民中小學國際學伴教學活動紀錄表 

基隆市東信國民小學 

日期：2016 年 4 月 28 日 地點：未來教室(四年級) 

活動內容概述(至少 50 字) 

Loes 請小朋友用簡單的中文問她問題，在過程中 Loes 不懂，學生會用英文問她:如你的生日

幾號，What’s your birthday? 你有男朋友嗎? Do you have a boy friend? 之後 Loes 拿動物圖片

請學生說中文，Loes 教她們英文。之後學生問 Where are you? 她用視訊帶小朋友逛健身房、

桌球室、撞球室  。 

活動照片(至少一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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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國民中小學國際學伴教學活動紀錄表 

基隆市東信國民小學 

日期：2016 年 4 月 28 日 地點：自然科教室(五年級) 

活動內容概述(至少 50 字) 

今天的課程 Samuel 上的是 Street Food。介紹在香港街道上的食物。學生發現香港街上的餐

廳其實有很多中國字，Samuel 現在上課會把照片放大，讓學生看得更清楚。因為台灣也有

茶餐廳，因此學生有共同的經驗，比較容易理解。  

活動照片(至少一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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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國民中小學國際學伴教學活動紀錄表 

基隆市東信國民小學 

日期：2016 年 4 月 28 日 地點：電腦教室 

活動內容概述(至少 50 字) 

Victor 介紹英文和西班牙文文字及發音的不同。雖然有點困難，但是學生還蠻有興趣的。這

是一節西班牙語的課，從與英文的差異出發學生比較能接受。 

活動照片(至少一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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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國民中小學國際學伴教學活動紀錄表 

基隆市東信國民小學 

日期：2016 年 5 月 5 日 地點：自然科教室(五年級) 

活動內容概述(至少 50 字) 

今天的課程 Samuel 繼續上次的 StreetFood 課程介紹香港的食物，在過程中學生除了聽英文

外，還能學一些廣東話還不錯，今天安排的玉蕙老師曾經去過香港，對於 Samuel 老師介紹

的景點很了解，也能幫助學生理解用英文字母拼出廣東話的意思。 

活動照片(至少一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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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國民中小學國際學伴教學活動紀錄表 

基隆市東信國民小學 

日期：2016 年 5 月 12 日 地點：未來教室(四年級) 

活動內容概述(至少 50 字) 

Loes 介紹各地的景點如英國的大笨鐘、杜拜帆船飯店、法國艾菲爾鐵塔等。學生很厲害都知

道，後來 Loes 展現她之前在長春祠跌倒的傷口，並介紹長春祠和基隆廟口，學生都很興奮。

活動照片(至少一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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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國民中小學國際學伴教學活動紀錄表 

基隆市東信國民小學 

日期：2016 年 5 月 12 日 地點：自然科教室(五年級) 

活動內容概述(至少 50 字) 

今天的課程 Samuel 上的視 Leisure activities，他問學生 What would you like to do aside from 

sleeping and playing video game during weekend?沒想到每一位學生都說去補習，和玩電動遊

戲，Samuel 很驚訝學生的周末如此貧乏。一直到老師問 If you don’t have to write your 

homework and play video game, what do you like to do? 後才開始有答案。 

 

活動照片(至少一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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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國民中小學國際學伴教學活動紀錄表 

基隆市東信國民小學 

日期：2016 年 5 月 12 日 地點：電腦教室 

活動內容概述(至少 50 字) 

Victor 介紹迪士尼樂園的歷史，並問學生有關迪士尼故事的問題例如 How old is Micky 

mouse?  What was the firt Disney Full film ? 等，這些影片雖然學生耳熟能詳，但是問到歷史

學生可是被問倒了。 

活動照片(至少一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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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國民中小學國際學伴教學活動紀錄表 

基隆市東信國民小學 

日期：2016 年 5 月 19 日 地點：自然科教室(五年級) 

活動內容概述(至少 50 字) 

今天的課程 Samuel 的主題是 That I would do alone 我一個人時會做的事。他提到自己喜歡到

圖書館，不喜歡到香港迪士尼但喜歡到海洋公園。他也問學生喜歡去哪一些地方。 

活動照片(至少一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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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國民中小學國際學伴教學活動紀錄表 

基隆市東信國民小學 

日期：2016 年 5 月 26 日 地點：未來教室(四年級) 

活動內容概述(至少 50 字) 

Loes 請學生以英文說出 12 生肖，並請大家說一說自己的生肖。Loes 說自己是 1994 年生，

問學生應該是屬於哪一個生肖。 

活動照片(至少一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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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國民中小學國際學伴教學活動紀錄表 

基隆市東信國民小學 

日期：2016 年 5 月 26 日 地點：自然科教室(五年級) 

活動內容概述(至少 50 字) 

今天的課程 Samuel 介紹自己喜歡的歌星，他問小朋友喜歡哪一個歌星。Samuel 介紹他喜歡

的美國歌星及香港歌星，但 Samuel 喜歡的小朋友都不喜歡，學生提到自己喜歡韓星團體 

 

活動照片(至少一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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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國民中小學國際學伴教學活動紀錄表 

基隆市東信國民小學 

日期：2016 年 5 月 26 日 地點：電腦教室 

活動內容概述(至少 50 字) 

Victor 介紹神奇寶貝、3C 產品、電動遊戲的發展歷史， 今天的題目比較難，學生較無法回

應。 

活動照片(至少一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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