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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志明市臺灣學校 

105 學年度第一學期全面提升英語教學成效計畫 

2016/06/09 

 

 

一、 「全面提升英語教學成效計畫」，105學年度第一學期計畫項目如下列：  

(一) 規劃之 12年一貫英語課程架構，詳後附件一、二、三。 

1. Grade 1-2每週 10節英語課程。 

(1) 分班：小一常態分班，小二以每兩班分成基礎和進階兩個

級別，分級標準由任課教師根據學生的學習表現決定之。 

(2) 課程內容：英語文識讀能力(English Language Art)，和學

習音標及自然拼音規則(Phonics)。 

(3) 師資安排：原則上由同一位教師採 10節包班制授課。105

學年度的小一有 4班，安排 3位 English 為母語的教師擔

任課程，以奠定學生良好的發音。師資分低年段、中年

段、高年段各一組教師來安排。小二由小一時的任課教師

帶上來。 

(4) 教科用書：如附件四所載。全新更換教科用書 English 

World 系列，完成簽核三年內不更換，且在 5/8家長會的

會議中說明，做成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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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教學方式：要求活潑生動，以繪本、影片、歌謠、韻文、

舞蹈、遊戲等溝通式教學法增進學習的成效。 

2. Grade 3-4每週 9節英語課程。 

(1) 分班：為能和國際英語能力檢定接軌，配合劍橋英語能力

檢定兒童級的級別，分成三個能力班別跑班：Starters, 

Movers, Flyers，分級標準除由任課教師根據學生的學習表

現外，還參採英語字彙量 1000字的測驗決定。 

(2) 課程內容：採 7節英語文識讀能力(English Language 

Art),2節專題學習 Project-based Learning)的方式安排。 

(3) 師資安排：小三原則上，儘量由同一位教師採包班制授

課。小四則分成 7節和 2節配不同教師授課。 

(4) 教科用書：如附件四所載，三年內不更換。 

(5) 教學方式：要求活潑生動，以課本為主，輔以繪本、影

片、歌謠、韻文、舞蹈、遊戲等方式，增加習作和評量的

份量，以落實基本能力的奠基。 

3. Grade 5-6每週 8節英語課程。 

(1) 分班：分成三個能力班別跑班：Starters, Movers, Flyers，

分級標準以學習成績表現，參採英語字彙量 1000/2000字

的測驗決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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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課程內容：採 6節英語文識讀能力(English Language 

Art),2節專題學習 Project-based Learning)的方式安排。 

(3) 師資安排：因為配課的限制，有些班別分成 6節和 2節配

由不同教師授課，也有同一位教師採包班制授課的方式。 

(4) 教科用書：如附件四所載，三年內不更換。 

(5) 教學方式：要求活潑生動，以課本為主，輔以其它補充教

材，以啟發觀察、比較、思考、判斷、批判等方式，逐步

增進學習的深度。 

4. 有關 PBL 專題學習 (Project-based Learning)： 

(1) 計畫參加 British Council SchoolsOnline、Global Virtual 

Classroom，或 iEARN 國際夥伴關係的專題合作學習。在

網上尋找國際的學習夥伴學校。兩方的學生可針對同一個

主題，交換學習的資料，表達彼此的意見看法等。引導學

生透過資料的搜尋、閱讀、觀察、比較、思考、表達，逐

步培養獨立、批判、創意思考的能力。 

(2) PBL 的主題及學習的內容依學生的程度調整，在英文教師

的 PLC 會議中討論後決定。原則上，一學期至少兩個專

題，學期末可辦理教學成果展示。 

5. Grade 7-9每週 8節英語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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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分班：7年級因人數之限，目前規劃分兩個能力班別：A

班 (進階級), B 班(基礎級)，採固定班編班。但是，若學

生人數稍有增加，兩個母班的英文課排在同時段，可採三

個能力等級跑班，則更能增進教學成效。              

8年級分 ABC三個能力等級，採固定班編班。           

9年級因師資調配的限制，以及學生的意願反應，採不分

能力級別，在原班上課。 

(2) 分級標準：小六升 7年級採英文學力測驗成績，和英語字

彙量 1000/2000字的測驗平均決定分級。              

8年級則依原來分班的成績表現，及參採英語字彙量

1000/2000字的測驗，由任課教師建議級別的調整。 

(3) 課程內容：外師加強聽說讀寫，語文應用；台灣老師教授

教育部審定版本的教材，加強文法基礎，評量測驗。 

(4) 師資安排：7、8年級的 A班採 6節外師,2節由台灣老師

授課。B、C班則以 4節外師,4節由台灣老師授課方式。 

9年級每班均採 4節外師，4節台灣老師授課方式。 

(5) 教科用書：如附件五所載。全新更換教科用書 Q: Skills for 

Success 系列，完成簽核三年內不更換，且在 5/8家長會

的會議中說明，做成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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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教學方式：要求活潑生動，以課本為主，輔以其它文學讀

本，強調廣泛閱讀，作業和考試分量應增加，加強作業抽

查和模擬測驗的次數。因應臺灣國中會考已有英聽測驗，

模擬考試應增加英聽測驗的部分。 

(7) 因為所用教科書的 Workbook是網路版，因此，外師的節

數中，每週有一節要排入電腦教室。 

6. Grade 10-12每週 5節英語課程。 

(1) 分班：10-12年級規劃不分能力班別，在原班上課。 

(2) 課程內容：外師加強聽說讀寫，語文應用，聚焦大學入學

考試所需之英文作文和英聽測驗的指導。台灣老師教授教

育部審定版本的教材，加強文法基礎，強化評量測驗。 

(3) 師資安排：每一年級的每一班採外師 2節，台灣老師 3節

的授課方式。 

(4) 教科用書：如附件五所載。全新更換教科用書 Q: Skills for 

Success 系列，完成簽核三年內不更換，且在 5/8家長會

的會議中說明，做成紀錄。 

(5) 教學方式：要求活潑生動，以課本為主，輔以其它補充教

材，強調寫作的基本功，作業和考試分量增加，為落實英

文作文的能力，訂定每學期必須批改的英文作文篇數，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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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英文作文的抽查。辦理大學學測模擬考試，考題應增加

英聽測驗。 

(6) 所用教科書的 Workbook 是網路版，因此，外師的節數

中，每週有一節要排入電腦教室。 

(二) 聘用所需之外籍師資：依據招生班級數，規劃外籍師資的員額

需求。105學年度續聘既有的全職師資 5名，新聘全職師資 5

名，共計 10人，8名擔任小學課程，2名擔任中學課程。另依節

數的多寡，適當聘請兼職教師協助。 

(三) 安排能力分級班別的跑班教室 

1. 根據全校規畫之各班級教室位置圖，參酌每一間教室的課桌椅數

量，安排跑班教室。 

2. 分級班別的人數和分配的教室桌椅數不一致時，協調教室導師新

增教室的桌椅。 

(四)  制定英語學習成效的關鍵能力指標 (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

104-2期末已完成適用Grade 1-2，以及Grade 3 Starters級別的

KPI。 105學年第一學期應督促任課教師完成Grade 3-4以及Grade 

5-6分 Starters, Movers, Flyers 級別適用的 KPI。 

(五) 督導教學品質，勤做課間的教學觀察，採隨機性的入班觀察，以

及一學期至少一次的正式教學觀摩。 

(六) 提升教師專業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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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預訂 8/25、8/26兩天共 14小時，辦理全部英語教師(含台籍外籍)

的職前研習課程。協商 Macmillan 和 Oxford出版社的英語教學專

家各提供 2小時的課程，其它課程內容由研發組安排，並要求於研

習結束時，交出整學期的教學計畫。 

2. 每週三下午第七節辦理全體英文老師的 PLC會議，已經向教務處登

記該節英文教師不排課。 

(七) 加強英語閱讀及英語聽力的獎勵活動持續推動。加強英語閱讀

的推動 105學年度起，從小學延伸至中學。(修訂小學部加強英語

閱讀能力獎勵要點，見後附件八。中學部加強英語聽力獎勵要點，見

後附件九) 

(八) 持續辦理英語學習落後學生的補救教學，實施對象仍以小學部為

主，週一至週五的午間由兩名教學助理負責，可招募中學部志工

協助之，志工學生期末核予服務學習時數。需要輔導的學生由任課

教師建議。(小學部英語補救教學實施要點，見後附件十) 

(九) 辦理英語檢定及升高中、大學入學考試所需之課後輔導課程 

1. 辦理 KET、PET、FCE、TOIEC 週末課後輔導課程，採自由報名

自費方式辦理。(英語檢定課後輔導課程實施計畫，詳後附件十一) 

2. 辦理十二年級為因應大學學測及僑生考試的英語課後輔導，理想

上，應該全班參加。但是，不予強迫，採自由報名參加。輔導課時段

安排週間放學後，或週六上午，需要先行調查學生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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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建置小學部學生英文課程成績的網路管理系統，不論外師或台灣教

師，都要能在線上自行登錄任教班級學生的成績，永續保存每位學生

的成績紀錄，學生的成績管理和學籍管理同等重要。 

三、 國際交流： 

(一) 105學年度由本校主辦台灣、日本、韓國三校展演活動 (2016 

English Elite Event) 

1. 5/27已召開第一次籌辦會議，6/16已召開第二次籌辦會議，開學後

應立即召開第三次籌辦會議。(第一、二次籌辦會議紀錄詳後附件十

二) 

2. 日本學校聯絡老師 Harada Hiroyuki <zag65326@gmail.com>。 

3. 韓國學校聯絡老師 Ms. Yuji장유진 <huggies916@gmail.com>。 

(一) 持續和本地的 RMIT、ABC 國際學校等保持聯繫，以利相關國

際交流活動的進行。 

(二) 開拓赴國外國際交流的管道機會，以利學生能有異地異文化，

國際體驗的學習機會。 

四、 辦理增進教學成效的相關活動 

(一) 辦理西方節慶復活節的相關活動 

(二) 辦理西方節慶萬聖節的相關活動 

(三) 辦理西方節慶聖誕節的相關活動 

(四) 辦理英語歌唱比賽 

mailto:huggies916@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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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辦理英語字彙比賽 

(六) 辦理英語讀書心得比賽 

五、 持續更新國際教育中心的網頁資料 

六、 持續經營國際教育中心的臉書粉絲頁 

七、 期許：因應全球化世代，英語能力的提升絕對是當前教育的主流，

期許全面提升英語教學成效計畫的推動，能成為胡志明市臺灣學校的

教育特色。 

八、 本計畫中所列之附件資料均可在本校國際教育中心的網頁中查閱。 

http://taipeischool.org/administration-cat-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