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8 年度國中小英語教師海外進修計畫成果發表會
實施計畫
一、 依據：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委請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辦理之「108 年度國中小英語教師海外進修計畫」
。
二、 海外進修計畫概述：
本計畫於今(108)年度擴大辦理，除遴選偏遠國中小英語教師共 20 名之外，亦遴選非山非市及
一般學校之國中及國小英語教師各 20 名，於暑假期間，分別前往加拿大西門菲莎大學、紐西蘭奧
克蘭大學，及美國西華盛頓大學深入學習英語教學技巧五週。返國後，參與進修之 60 名教師將進
修所學落實於課堂教學之中，除此之外，非偏遠國中及非偏遠國小兩組教師亦展開行動研究的工作，
偏遠國中小組之教師則與西華盛大學之教學夥伴進行視訊課程互動。在年底，非偏遠國中及非偏遠
國小兩組合作之進修學校將派代表前來參與成果發表會並給予專題演講，偏遠國中小組合作之西華
盛頓大學十位視訊夥伴師生將來臺一週，前往夥伴教師任教之偏遠學校與學生互動，最後一同參與
成果發表會。
三、 主辦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四、 承辦單位：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英語學系
五、 聯絡資訊：106-46 臺北市大安區雲和街 1 號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英語系計畫辦公室
六、 參與對象：全國國民中小學英語教師、儲備教師與英語文教學相關科系之在校學生
七、 發表會形式：採分享會形式，共分為非偏遠國中組、非偏遠國小組，及偏遠國中小組三個場次，除
由參與進修教師分享海外進修所學心得與課堂應用成果之外，同時也請國外合作進修大學來訪代表
及師生來臺分享教學經驗，與共同關心國中小英語教育之國中小英語教師分享。
八、 報名資訊：
會議場次

非偏遠國中組

非偏遠國小組

偏遠國中小組

會議時間

108/12/15(日)

108/12/15(日)

108/12/22(日)

會議地點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圖書館校區進修推廣學院
2 樓視聽教室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圖書館校區進修推廣學院
1 樓演講堂

桃園市立大園國際高中
國際會議廳

報名日期

108/10/16(三)
|
108/12/02(一)

108/10/16(三)
|
108/12/02(一)

108/10/16(三)
|
108/12/16(一)

會議議程

http://bit.ly/35iA5uq

http://bit.ly/30No8Jx

http://bit.ly/2mexI9Y

報名網址

http://bit.ly/2nXzU6I

http://bit.ly/2nPfkpn

http://bit.ly/2pe7qGi

聯絡人

計畫助理 陳侑惠 小姐
電話：(02) 7734-6539
e-mail: ntnu.ot.je@gmail.com

計畫助理 蔣燿煒 先生
電話：(02) 7734-1543
e-mail: ntnu.eng.pd@gmail.com

註 1：各場次因場地限制，額滿為止，現場報名者恕無法提供手冊及餐點。
註 2：研習時數將核實核予參與教師，全程參與者核予 6 小時研習時數。
九、 成果發表會暫擬議程：請參見附件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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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108 年度國中小英語教師海外進修-非偏遠國中組成果發表會
會議時間：108 年 12 月 15 日(日)
會議地點：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校區進修推廣學院 2 樓視聽教室
時間

流程

08:20-08:40

報到
開幕致詞

08:40-08:50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英語學系-陳秋蘭教授

08:50-09:00

休息

09:00-09:50

專題演講
講者：加拿大西門菲莎大學之代表

09:50-10:10

茶敘

10:10-12:10

海外進修經驗分享 (第一組)
臺北市芳和實驗國民中學-呂秋霞老師 & 臺北市龍山國民中學-呂芊穎老師
海外進修經驗分享 (第二組)
臺北市東湖國民中學-王建順老師 & 臺北市介壽國民中學-蔡欣樺老師
海外進修經驗分享 (第三組)
新北市汐止國民中學-張逸佳老師 & 新北市三峽國民中學-葉孟慧老師
海外進修經驗分享 (第四組)
臺北市敦化國民中學-林卓君老師 & 桃園市興南國民中學-石凡真老師

12:10-13:10

午休

13:10-14:40

海外進修經驗分享 (第五組)
桃園市青埔國民中學-葉紫緹老師 & 桃園市青埔國民中學-王如玉老師
海外進修經驗分享 (第六組)
臺東縣新生國民中學-許儀慧老師 & 苗栗縣維真國民中學-陳珮君老師
海外進修經驗分享 (第七組)
雲林縣東和國民中學-葉欣蓉老師 & 嘉義縣永慶高中附設國中部-洪思綺老師

14:40-15:00

茶敘

15:00-16:30

海外進修經驗分享 (第八組)
臺中市向上國民中學-蔡琬伊老師 & 臺南市大灣高中附設國中部-林明儀老師
海外進修經驗分享 (第九組)
屏東縣至正國民中學-溫智華老師 & 高雄市右昌國民中學-張家瑋老師
海外進修經驗分享 (第十組)
桃園市文昌國民中學-黃毓芬老師 & 桃園市永豐高級中學國中部-何涵老師

16:30-16:40

休息

16:40-17:10

綜合座談

17:10

閉幕

註：
「開幕致詞」及「綜合座談」於 1 樓演講堂與非偏遠國小組一同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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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108 年度國中小英語教師海外進修-非偏遠國小組成果發表會
會議時間：108 年 12 月 15 日(日)
會議地點：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校區進修推廣學院 1 樓演講堂
時間

流程

08:20-08:40

報到
開幕致詞

08:40-08:50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英語學系-陳秋蘭教授

08:50-09:00

休息

09:00-09:50

專題演講
講者：紐西蘭奧克蘭大學之代表

09:50-10:10

茶敘

10:10-12:10

海外進修經驗分享 (第一組)
臺北市螢橋國民小學-伍紹薇老師 & 新北市三峽國民小學-李怡璇老師
海外進修經驗分享 (第二組)
臺北市三玉國民小學-陳佳秀老師 & 臺北市泉源實驗國民小學-陳季萱老師
海外進修經驗分享 (第三組)
桃園市元生國民小學-李俐慧老師 & 桃園市新街國民小學-何耑老師
海外進修經驗分享 (第四組)
桃園市新榮國民小學-張淨雅老師 & 臺中市草湖國民小學-蔡雅婷老師

12:10-13:10

午休

13:10-14:40

海外進修經驗分享 (第五組)
臺中市益民國民小學-林佩律老師 & 臺中市龍井國民小學-張雅智老師
海外進修經驗分享 (第六組)
臺中市光復國民中小學-林育萱老師 & 臺中市大元國民小學-王佑琪老師
海外進修經驗分享 (第七組)
雲林縣溪洲國民小學-江曉慧老師 & 臺中市協和國民小學-王友伶老師

14:40-15:00

茶敘

15:00-16:30

海外進修經驗分享 (第八組)
彰化縣大村國民小學-黃敏婷老師 & 臺南市永福國民小學-王瑩瑩老師
海外進修經驗分享 (第九組)
臺南市公誠國民小學-謝佳穎老師 & 臺北市西松國民小學-畢璞仙老師
海外進修經驗分享 (第十組)
臺南市海東國民小學-李佳蓉老師 & 臺南市善糖國民小學-林倩如老師

16:30-16:40

休息

16:40-17:10

綜合座談

17:10

閉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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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108 年度國中小英語教師海外進修計畫-偏遠國中小組成果發表會議程
會議時間：108 年 12 月 22 日(日)
會議地點：桃園市立大園國際高級中學國際會議廳
時間
09:00-09:30
09:30-09:40
09:40-10:30
10:30-10:50

10:50-12:20

12:20-13:20

13:20-15:20

15:20-15:40

15:40-17:10

17:10-17:30
17:30

流程
報到
開幕致詞
專題演講
講者：美國西華盛頓大學之代表
茶敘
海外進修經驗分享 (一)
新北市菁桐國民小學-林友婷老師 (Vivian)、新北市野柳國民小學-陳盈材老師 (Kerry)
Ms. Beth Dillard, WWU
海外進修經驗分享 (二)
臺中市大林國民小學-楊婉儷老師 (Kennie)、臺中市梨山國民中小學-葉欣宜老師 (Stella)
Ms. Grace DeMeurisse, WWU
海外進修經驗分享 (三)
南投縣福龜國民小學-陳羿儒老師 (Irene)、屏東縣建興國民小學-吳佳蓁老師 (Janet)
Ms. Anna Smith, WWU
午休/計畫檢討會議
海外進修經驗分享 (四)
嘉義縣南興國民小學-洪玉芬老師 (Joyce)、臺南市新山國民小學-賴怡甄老師 (Jennifer)
Ms. Christiana Rutz, WWU
海外進修經驗分享 (五)
澎湖縣湖西國民中學-黃銘偉老師 (Dennis)、澎湖縣白沙國民中學-潘姿延老師 (Tina)
Ms. Hannah Kinne, WWU
海外進修經驗分享 (六)
金門縣金城國民中學-林千玉老師 (Becky)、高雄市甲仙國民中學-李佳佳老師 (Layla)
Ms. Maya Nicol, WWU
海外進修經驗分享 (七)
南投縣宏仁國民中學-陳語婷老師 (Nell)、高雄市那瑪夏國民中學-鄭佳雯老師 (Sophie)
Mr. Daniel Leach, WWU
茶敘
海外進修經驗分享 (八)
臺南市楠西國民小學-吳柔逸老師 (Sophie)、臺南市大內國民小學-陳孟婷老師 (Eunice)
Ms. Haley Peters, WWU
海外進修經驗分享 (九)
臺南市港尾國民小學-王定國老師 (Stephen)、臺南市官田國民小學-吳紹萱老師 (Annie)
Ms. Janine Trotter, WWU
海外進修經驗分享 (十)
高雄市寶來國民小學-林詩亞老師 (Letitia)、高雄市月美國民小學-邱文柔老師 (Wendy)
Mr. Caleb Zilmer, WWU
綜合座談
閉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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