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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立福營國中 107-108學年度外師計畫執行說明 
    
     本校自 102年開始，針對英語教育扎根，訂定提升英語品質計畫及循序漸進的期程，計 

     畫期程如下所示: 
情境建置，外師入校 社群啟動，教師共備 結合閱讀，深耕經營 策略聯盟，共享資源 

1. 102年建置英語情

境教室。 

2. 103年擴充情境教

室網路及影音環

境。 

3. 105年引進外師，中

外師協同教學，寒

暑假營隊，中外師

開設英語話劇及

國際筆友社。 

1. 105年成立英語節慶

教師社群，並邀請

外師共同參與。 

 105年起每學期進 

  行中外師公開課， 

  交流觀摩。 

105 年打造英語閱

覽空間 

106 年英文老師建

議英文班書，並由教

務處購置 

106 年 全 校 訂 閱

Live ABC 美語雜誌

早自習加強英聽。 

107 年擬定英文好

品校本彈性課程，以

文本閱讀策略及分

組教學設計為主。 

106年英語教師共

備英語讀本，並設

計學習單。 

106年起外師參與

本校自辦學生營隊

活動。 

108年開放教室公

開觀課。 

108年韓國二水中

學觀摩中外師協同

教學，參與一堂英

語情詩書寫課程，

與本校學生共學。 

   依項說明中外師合作執行成果 

   一、中外協同教學: 

    (一)課程主要安排於七年級彈性課程「英文好品」 

      1.學習目標:經由了解不同文化的內涵，學會尊重、欣賞不同群體的特色，也 

                 藉由不同議題的深入探討，加強且深化品德教育。 

      2.上課模式:中外師透過分組合作學習，除了增強口語表達、英語歌唱能力及 

                 學生閱讀策略技巧，課程搭配分站闖關活動設計活動。                  

      3.上課情境:課程安排在本校英語情境教室進行，主要由外師布置教學環境，營 

                 造更貼近國外教學現場的教學氛圍，以期充分發揮情境教室對學生正 

                 面效應。 

      4.中外師協同角色分工： 

中師 外師 

 課程活動規劃者 

 學習秩序維持者 

 特殊生/弱勢生協助者 

 學生與外師溝通者 

 異質分組安排者 

 課程活動規劃者 

 語言訊息提供者 

 分站活動關主 

 學生聽說程度檢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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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教師社群運作: 

     (一)英語教學研究會: 

       1.英語科老師利用教學研究會、線上群組討論、英專辦公室會面晤談，與外師討論課 

         程設計及共同對教學的目標及期待。                                                                                           

       2.每周於課堂結束後，由英語科教師及外師共同檢討課堂進度及上課成效。 

       3.每次段考後舉行教學研究會，針對協同教學與學生學習狀況進行檢討。       

                    
      (二)英語教師社群運作 

       1.辦理英文科增能研習，安排主題增能研習，研習主題含繪本教學、課綱轉化研習、 

         素養教案設計及桌遊教學。 

       2.成立英語節慶教師社群，設計節慶教學學習單，並邀請外師一同參與設計。 

       3.學期進行中外師協同教學公開教學演示。 

       4.108年度礁溪國中校長偕校內中外師團隊蒞本校與中外師交流觀摩。 

                  
 

   三、實施雙語課程與教學成果: 

    (一) Family tree – Worksheet結合公民科我的家庭單元之家庭樹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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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Superhero—homework-結合友善校園週反霸凌活動設計 

  
     

      (三) Haunted house – Worksheet-跨領域美術課程設計 

   
     

     (四)Classroom rules-英文版班規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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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Let’s make a Christmas tree-配合校本節慶課程 

       

 

     
四、由中外師共同研發之第 1 類彈性課程架構: 

 (一)、八上彈性課程：地球好公民                                                                 

    八年級課程從永續發展出發，以聯合國的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簡稱 SDGs）  

 為雛形發展，探討各種國際議題，包括性別平等、環保生態、公平與正義、綠色能源等。  

 我們將配合學校願景，結合「在地深耕」之地區經營活動，利用所學宣傳新莊地區之在地 

 特色。我們也想藉由介紹其他國家的社會議題，並將之化為力量，響應台灣社會相關之議 

 題，為成為新世代好公民努力邁進。總結性評量則希望同學們能反思「我如何以更寬廣的 

 角度思考議題？」。 

課

次 

主題 課

次 

主題 

1 Deforestation-plant a tree 

環境教育:地球綠起來，種一棵

樹先 

6 Toilet project in India: Gates 

foundation 

戶外教育:印度的廁所計畫 

2 Every living thing matters 

生命教育:杜絕飢餓-當我們同

在一起 

7 Taiwan wind project 

能源教育: 台灣風力發電計畫 

3 Good Food-foods around world 

安全教育:認識食物，來自地球

的好食 

8 Fair trade & Transparency/Micro loans 

人權教育:公平貿易，透明金流和微

型借貸的崛起 

 

Homework: Better buying survey  

個人作業: 優質採購調查 

4 Schools around the world (Focus 

Malala and Kenya)-Girl Edvcat) 

多元文化&閱讀素養:世界各地

的學校巡禮 

9 Build toilets/Habitat for humanity 

環境教育:建造馬桶，打造宜居地 

5 Girls that rocky/Girls education 

性別平等:女權崛起，從教育談

起 

10 Gender inequality/Civil rights 

性別平等:性別不平，人權在哪? 

 (二)、八下彈性課程：世界守望者                                                                

    守護地球，人人有責，捨我其誰。本學期的課程主題，規劃與同學們生活密切相關的各 

 種永續發展議題：公平貿易、海洋環境、工業發展等。我們也會適時提醒學生人為的破壞 

 可能對我們地球的生態造成的威脅與衝擊，教導學生如何平衡，妥善因應。語言部分則綜 

 合聽說讀寫能力的培養，期望培養學生能自信表達自己的想法。總結性評量則繼八上之後， 

 以分組討論的形式，共同思考並發表：「不分你我，讓我們一起守護地球的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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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

次 

主題 課

次 

主題 

1 Trade V.S Environment: planting plan 

環境教育: 貿易與環保的平衡-企業的

種樹計畫 

6 Histories of civil action 

人權教育&法治教育:邁向公平正

義之路 

2 Factories and environment: No Waste life 

環境教育: 工廠與生態的競爭，杜絕浪

費 

7 Partnering around the world →

Actions in community 

國際教育&多元文化 :與國際接

軌，世界社區的營造 

3 Awareness & Action: Environment focus 

環境教育:拯救異常氣候-覺醒吧，環保

小尖兵! 

Homework: Protect the our place on 

action in Xinzhaung 

團體作業: 保護我們的家園-新莊 

8 Doco on SDGs 

國際教育:認識聯合國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4 Consumption and farming in ocean 

海洋教育:海洋資源的取用之計 

9 Review 

期末回顧 

5 Endangered species 

環境教育&生命教育:請給我們一線生

機-瀕臨絕種的生物 

10 Presentation: What we can protect 

for the earth 

期末發表: 不分你我，讓我們一起

守護地球的_________？ 

五、外師行政業務 

  (一)期末進行外師指導社團動態及靜態的成果發表；如英語話劇社安排於休業式成果發表， 

      國際筆友社靜態成發配合七八年級社團期末成果發表。 

                  

  (二)外師語與中師共同參與八年級班級英語歌唱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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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設計多元教學活動，如校慶闖關遊戲、英語節慶嘉年華，應用於實際教學中。  

                      

  六、外師月紀錄表、寒暑假英語、營隊及中外師定期共備互學: 

   (一)定期提供月報表: 

     本校準時於每月底時繳交月報表，確實填寫外師配合課程及學校活動內容，值得推薦的 

     事項及其對學生的影響、學習成果，中外師合作所面臨的問題或有溝通事項，行政會提 

     供即時且必要性的支援。以下月報表為 108 年 12月為示例: 

外師配合課程

或學校活動 

七年級彈性課程—Halloween + Superhero 1 

八年級彈性課程-- Hot Chocolate Party  

 + International Wedding + Be a Hero + Clothes 

七年級英語話劇社—短劇:小紅帽 選角+排練 

八年級國際筆友社—接收/繕寫 世界各地的明信片 

值得推薦的事

項及其對學生

的影響、學習

成果 

七年級學生跟著 Sara老師 首次 Monster Mash 舞蹈，100%感到新鮮有趣。Sara老師利用

Superhero 的教學與設計活動 整合了生字及句型 讓學生活用英語知識。 明明是 12/13

才到期的英語功課 很多學生立刻就完成了 卻因為缺交其它科的作業而挨罵啦! 

八年級學生享受了甜美溫暖的熱可可派對 也完成了 Cinderlla 的記者會。接著在學習世

界各國的婚禮文化---你需要嫁給一棵樹嗎? 

中外師合作所

面臨的問題或

有待溝通事項 

新接班的中師和 Sara老師的合作越來越順暢! 

中師們皆盡力協助學生們深化學習及作業的完成。 

上述問題產生

之背景、原因

及可能解決之

道 

中師們會在上課前預先熟悉+討論 Sara 老師已上傳的課程內容 並藉由 “老手們”七嘴

八舌的經驗分享 更能掌握協同教學的步調。 

   (二)開辦各類主題寒暑假英語拓客營隊活動： 

     每年寒暑假辦理英語拓客營，結合校內英語科教師與外師之專長，設計活潑多元的英語 

     拓客營隊課程，其中如【英語拓客偵探團】，須結合狼人遊戲及角色扮演，分組合作完 

     成任務找出兇手；而【環保小尖兵】強調地球永續及動手實作，學生須動手一起完 

     成可食之環保牙膏；【創造超級英雄】，則是透過探索校園完成不同指定任務，結合 

     STEAM概念合作拍攝數位媒體微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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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參與新北市樂學英語 show party展演活動: 

    1.利用校本英語節慶教學活動內容，設計樂學英語 show party闖關活動，活動皆由中外  

      師共同設計，圖中設計為猶太光明節。  

          
   2.本校話劇社學生於 108年度 show party展演活動中演出【愛麗絲夢遊仙境】，為校內 

 107學年度休業式演出橋段，休業式邀請江翠國中 Judy老師欣賞本校期末表演，由推

薦成為展演節目之一。外師 Sara也與本校學生也現場一起帶動聖誕歌舞演出。 

          
  (四)、安排國際校際友善互動交流，共享教學資源: 

    本校 12月份與韓國二水中學進行為期一天的校際交流，下午安排一堂中外師協同教學課 

    程，主題課程為【英文情詩】。  

         
七、結語: 
      福營國中以「在地深耕，創意翻轉」為課程願景，學校重視品德教育及閱讀深耕，這 

幾年計畫性地搭配外師教學並建置英語圖書閱覽區、課程中融入英語閱讀、在 108年度的 

   會考表現，待加強的人數比例比起 107年減少了近 5%。同時發現最大的效益有二: 

(一) 許多從小就有機會上雙語幼兒園或美語班的孩子，或許從小就有接觸外師的經驗， 

 甚至依據他們的能力，以後也會有機會與 native speaker接觸，但反觀本校學生， 

 因本地區屬文化刺激弱勢，學校大部份都沒機會接觸正規的英語教育與 ative  

 speaker，因此外師教學對英語學習相對弱勢的孩子影響極大。 

   (二)外師與中師合作設計的課程內容有創意性及活潑性，可以讓學生知道英文不再只是 

       一門學科，而是能真正運用在日常生活裡，而我們老師也開始透過中外師協同教學的 

       公開演示互相觀摩學習，真所謂是教學相長，共學共好的概念。     

        因為孩子的需要，我們將持續以推動雙語教育及翻轉英語教學為重要的使命與任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