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English Discovery Fun

英語探索樂園學習計劃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04學年度學校本位之英語教學創新方案

報告者:基隆市東信國民小學 校長王佩蘭



學校簡介

地址 基隆市信義區正信路26號

班級 104學年度26班學生631名

教師 42名，
英語教師2名，外師1名，
英語替代役1名

學校
特色

基隆市英語村學校
教育部品德教育特色學校
教育部行動學習試辦學校
教育部國際學伴推動學校
基隆市閱讀理解策略推動學校
民俗體育班

參與計劃學生為全校學生



計劃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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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創新課程，落實英語
基本能力練習，強化學生基
本的英語溝通能力。

3.結合學校特色， 增進學生
對本國與外國文化習俗之認
識。



辦理模式與策略

增加學習機會

強化教學活動發展多元策略

營造浸潤式環境



增加學習機會–全校性

每週英語日活動每週1節外師課程



增加學習機會–全校性(自主學習)

英語護照認證



增加學習機會–全校性(環境營造)

英語字彙片語步道



增加學習機會–全校性(環境營造)

英語歌謠步道

I can fly

I can sing a 

rainbow

英語議題融入步道



增加學習機會–不同展現舞台

歲末英語歌曲展演全校性



增加學習機會–不同展現舞台

歲末英語歌曲展演全校性

引起動機的嘗試:
第一年: 不同型態及難度的聖誕歌曲。
第二年: 讓5，6年級自己選歌: 例如:beautiful Sunday、country roads take 
me home, Roar, Sugar, See you again等挑戰性較高的歌。



\

增加學習機會–不同展現舞台

國際學伴英語視訊學習社團

4年級社團與比利時台大國際學生視訊 5年級社團與香港台大國際學生視訊 6年級社團與美國台大國際學生視訊



增加學習機會–不同展現舞台

外師雲端課程配合課程



增加學習機會–不同展現舞台

外師雲端課程配合課程

http://kennethraines.blogspot.tw/?zx=f61626e743ab0621


強化教學活動–(6年級)
跨領域性別議題融入英語教學(綜合+英語)

Let’s Read the Book



4F 提問(綜合課)

Feelings感受

Findings發現Future將來

Facts觀察



Write down the house works in this book.

EX:

House 

works

Wash 

things

Made 

beds

Facts觀察



Write down the house works at your home.

EX:

House 

works

Wash 

things

Made 

beds

Discuss and write down the 

answers on the white board

Findings發現



Put all the answers on the blackboard and discuss 



What do you feel when you see 

these pictures in the book?Feelings感受





Can you write down what you have learned 
from the book on your worksheet.

(In Chinese or English)







強化教學活動–(5、6年級)
自編phonics reader+ work station英語教學模式

Phonic Reader 可以
訓練學生拼讀的能力
增進理解

Work Station 可以
訓練學生自學精神
及聽說讀寫的能力

英語閱讀很重要
因此想自編閱讀
讀本給孩子使用



Rules for work station





Classroom Set-up
Your classroom can be set-up anyway you 

want it to be.

Just remember make sure it fits to the 

kids idea and make it fun. 





Classroom



Sound Story for Work Station

外師雲端課程配合課程



Listening Station
At a listening student center, each student is given a task.

When a student is at a student center  he / she  must follow 

the rules of that center. 

All student centers have work sheets and station logs.



Reading Station

At a reading station a student will read a sound 

story out load to each other or to a small group.

Each student must complete their worksheet and 

story log by the end of class.



Writing Station
At a writing station a student will practice writing 

a sentence or write a short story. They can also do 

creative writing, like a news story.

All work station have worksheets and logs that 

must be complete by the end of class.   



Speaking Station 
A speaking station is for a student to practice there 

speaking skills.

They must speak English with another student or in a 

small group setting. This station has only one rule ( 

you must speak English only).  



強化教學活動–(5年級)
點讀筆+實作策略融入英語教學模式



強化教學活動–(5年級)
點讀筆+實作策略融入英語教學模式





School ‘s 
Birthday

WHEN

WHO

WHERE WHAT

HOW

April 23

Students

Parents

Family

principal

DungXin

Elementary 

School

Dance

Fun fair

Boring 

Great















Recording
- Low Achiever - 503  (20)  Yami

505  (20) Angali



強化教學活動–(5年級)
reflection

1. Low Achiever – 寫稿和錄音都需要個別協助,
善用補救教學時間, 而且須老師個別協助。
2. 事情需要訓練學生自主學習。
3. 老師指令下達要很明確。
4. 對於不乖乖錄音或是不聽別人錄音的同學需善用
同儕的力量。
5. 老師的改稿和修正是整個活動中最不重要的部分，
要回歸到學生自主學習身上



強化教學活動–(3年級)
實作任務融入英語教學策略



營造浸潤式環境–真實運用英語的情境

英語村全英語環境建置



營造浸潤式環境–真實運用英語的情境

辦理”有朋自遠方來”國際交流活動:用英文學習不同國家的文化



營造浸潤式環境–真實運用英語的情境

辦理”國際學伴”相見歡活動:以英文跟國際學生溝通



營造浸潤式環境–真實運用英語的情境

辦理”暑假英語夏令營”活動



營造浸潤式環境–真實運用英語的情境

辦理” 華裔青年英語夏令營”活動



發展多元學習策略–提升聽說讀寫技能

定期評量安排口語、聽力及書寫評量



發展多元學習策略–提升聽說讀寫技能

執行英語書寫檔案，了解學生書寫的問題與進步



發展多元學習策略–提升聽說讀寫技能

重視形成性實作評量，充分掌握學生學習情形



發展多元學習策略–提升聽說讀寫技能

發展聽、說、讀、寫的檢核表，以利進行評量



一 讓東信的孩子們成為
有愛、傳愛的有品小達人

基隆市東信國小感謝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