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9 年度「全英語授課眉角:生活與綜合活動」工作坊

主辦單位：教育部
承辦單位：文藻外語大學 英語教學中心

中華民國 109 年 6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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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年度「全英語授課眉角: 生活與綜合活動」工作坊
壹、依據
依據教育部臺教師(二)字第 1070199256 號，辦理國小全英語教學之教師專業成長工作
坊。本年度以生活與綜合活動之全英語教學為主題。
貳、目的
一、透過工作坊之舉辦，提供國小生活與綜合活動全英語教學策略與技巧分享。
二、透過工作坊之舉辦，促進國小生活與綜合活動全英語授課意願與知能。
参、辦理單位
一、主辦單位：教育部
二、承辦單位：文藻外語大學 英語教學中心
肆、辦理方式
一、參與對象:
1.

全台對於國小生活與綜合活動全英語授課有興趣之老師或師資培訓生。

2.

英語能力具備 B1 或全民英檢中級初試(含)以上水準者尤佳。

二、研習時間：
109 年 7 月 21 日(星期二)，09:00-16:00。
三、研習地點：
文藻外語大學 文園 W008
四、報名方式：
1.

109 年 7 月 1 日(三)至 109 年 7 月 15 日(三)下午 6 點受理報名。名額 70 名。額滿
則不再受理報名。

2.

請至全國教師在職進修網，課程代碼 2866089，研習資訊網址為：
https://www1.inservice.edu.tw/NAPP/CourseView.aspx?cid=2866089

3.

報名時請填寫 Google 表單之旅遊史調查(請見注意事項二) 。

五、聯絡方式:
1. 電子郵件: wenzaoetlc@gmail.com
2. 聯絡方式：
電話: +886-7-342-6031#5903~5904（林美辰小姐、劉育伊小姐）
傳真: +886-7-343-572
伍、課程規劃
一、工作坊課程安排與講師資料請詳見附件 1。
二、本全英授課增能工作坊將以 CLIL (Content and Language Integrated Learning)為核心
概念，透過課程設計與活動，提升教師專業教學知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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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權利與義務
一、報名之教師免費參加本工作坊。全程參與者核發 6 小時公務人員研習時數。未全程
出席者，恕無法核發研習時數。(全國教師在職進修網研習課程代碼：國小梯次之
課程代碼：2866089）。
二、現正接受師資培訓的學生則給予文藻的參與證書。
柒、參與活動之教師，請學校惠允公假。
捌、餐宿及交通:
一、提供午餐餐盒與茶水，為響應環保，水杯請自備。
二、無提供交通或住宿，請與會者自行安排。文藻外語大學受限校地，停車位有限，請
多利用大眾交通工具(交通資訊如附件 2)。
玖、注意事項：
一、報名時，務必留下詳細聯絡資料，以備主辦單位應變聯絡。
二、因應疫情，請在報名同時填寫旅遊史調查 Google 表單。
https://forms.gle/S2VLJDnpvxD1HrqG7
三、出席工作坊當天須自備口罩，也須接受主辦學校定時體溫測量。
四、工作坊當天與會者座位將作適度調整。
五、工作坊活動空間通風情況良好。
六、工作坊活動空間及活動所需器具將事先消毒，也會提供手部消毒用品。
七、若已報名者，臨時身體不適，建議不出席，並聯絡活動窗口林美辰小姐。
(07)3426031 ext. 5903 wenzaoetlc@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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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109 年度「全英語授課眉角:生活與綜合活動」工作坊

上課地點： 文藻外語大學 文園 W008
講

者

：國立成功大學外語中心鄒文莉主任
日期

7/21 (二)
講題：【台灣素養導向雙語教育之架構及實施】
The framework and implantation of Competence-based CLIL in Taiwan

課程表 0830-0900 報到
0900-1200 課程講授
1200-1300 午餐
1300-1600 工作坊

主題: 台灣素養導向雙語教育之架構及實施
大綱:
In 2018, Taiwan’s Ministry of Education (MOE) announced its plan to introduce bilingual education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The plan aims to develop global talents by creating an environment
where teachers “teach English in English” and learners are “immersed in English” (MOE, 2018). To
respond to the new policy, different educational models regarding English learning and teaching had
been experimented in several major cities in Taiwan. This workshop will first describe the English as
a lingua franca (ELF) phenomenon and its implications on bilingual education. Current practices of
Content and Language Integrated Learning (CLIL) in Taiwan’s compulsory education will then be
discussed.
講者簡歷:
✧ 美國紐約州立大學(水牛城校區)外語暨英語教學博士
✧ 現職國立成功大學外語中心主任暨外文系教授
✧ 全球第一本有關台灣 CLIL 教學資源書以及大學英語授課專書主編
✧ 規劃教育部國中小雙語第二專長師資培訓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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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交通資訊
文藻外語大學 英語教學中心 807 高雄市三民區民族一路 900 號
(一) 捷運(巨蛋站)：


轉乘公車 R36、3、168 號到文藻外語大學。

(二) 高雄市公車(文藻外語大學站)


民族路校門口：90 民族幹線 (民族幹線也經過高鐵左營站)



鼎中路校門口：3、 3(繞文信路) 、24A 、24B 、28、77、紅 35、紅 36、
紅 36 繞駛



天祥一路：168 環東、168 環西

(三) 高雄客運(文藻外語大學站)


民族路校門口：8023、8025、8029、8032、8038、8039、8040、8041、
8042、8046 鼎中路校門口：8021

(四) 義大客運(文藻外語大學站)


民族路校門口：8503

(五) 自行開車


利用國道 1 號高速公路(中山高)者：由鼎金系統交流道左營出口(362 公里
處)下高速公路行經大中路，於鼎中路口或民族路口左轉進入鼎中路或民
族路(台 1 線)直行約 1 公里即達本校。



利用國道 3 號高速公路(南二高)者：轉入東西向 10 號快速道路往西之高雄
方向於民族路出口下快速道路行經大中路，於民族路口左轉進入民族一路
(台 1 線)直行約 1 公里即達本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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