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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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 8月 1日至 1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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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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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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校長(簽章):                 計畫負責人(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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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計畫項目經費申請表 

（補助國民中小學國際學伴） 

▓申請表 

□核定表 

計畫名稱：105學年度「國際學伴」參與學校    辦理單位：東信國民小學 

計畫期程：   105年 8月 1日至 106年 7月 31日 

計畫經費總額 100,000 元    

經  費  項  目 
計   畫   經   費   明   細 

由縣(市)政府初審

後填寫 

國教育署核定

計畫經費 

單價(元) 數量 總價(元) 說  明 金額(元) 金額(元) 

業         

務          

費 

網路攝影機 4000 2 8000     

數位相機 8900 2 17800 
拍攝紀錄視訊

教學實施過程    

無線網卡 600 10 6000     

無線基地台 9800 2 19600    

資訊物品 9000 1 9000 
支援視訊教學資訊

物品(含線材)   

無線多功能 

行動音箱 
9000 1 9000 視訊活動用   

藍芽耳機組 3000 6 18000    

膳費 100 80 8000 
國際學生到校相見

歡活動含茶水   

雜支 4600 1 4600    

小  計   100,000    

       

       

合    計     100,000      
本署補助金額             

          元 

承辦                

單位 

主(會)計                    

單位 

機關學校首長                        

或團體負責人 

縣(市) 

承辦人 

 

縣(市) 

單位主管 

 

備註： 餘款繳回方式：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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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執行涉及需依「政府機關政策文宣規劃執行注意事項」及預算

法第 62條之 1及其執行原則等相關規定辦理者，應明確標示其為

「廣告」，且揭示國教署名稱，並不得以置入性行銷方式進行。 

■繳回（依據「教育部補助及委辦經

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  

□不繳回（請敘明依據） 

  □依政府採購法完成採購程 

    序者依契約約定。 

  □未執行項目之經費，應按 

    補助比率繳回。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05學年度「國際學伴」教學課程紀錄表 

____直轄市、縣(市)____國民中(小)學 

課程日期 

 

課程內容概述 

 

活動照片 

  

拍攝日期： 拍攝日期： 

  

拍攝日期： 拍攝日期：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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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05 學年度推動國際學伴計畫」 

參與學校同意書 

_基隆市信義區東信國民小學_【學校全銜】同意本校於 105 年 8 月 1 日至 106 年 7 月

31 日期間，全程參與「105 學年度國際學伴計畫」之視訊課程及相關會議，並願意配合

國立臺灣大學於視訊課程結束後，辦理外籍大學生、本地大學生及國中小學生之相見歡

活動。 

 

此致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國立臺灣大學 

 

 

 

 

 

 

 

 

 

                                  校長簽章： 

          主任簽章： 

                                 執行教師簽章： 

 

 

 

中華民國      105 年 07 月 11 日  

(學校用印) 

附件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