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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學年度花東地區及全國偏鄉高級中等學校英語體驗營 

暨英語教師增能研習實施計畫 

一、依據：配合行政院「2030雙語國家政策發展藍圖」辦理。 

二、目的：  

    （一）因應知識經濟及全球化、國際化的潮流，提昇高中、高職學生英文能力。 

  （二）培養臺灣走向世界的雙語人才、全面啟動教育體系的雙語活化。 

  （三）藉由實地參與學習，增進學生對英文之瞭解及能力。 

  （四）加強學生英文聽、說、讀、寫能力，厚植我青少年於未來國際發展之競爭力。 

三、主辦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以下簡稱國教署） 

四、承辦單位：國立臺東女子高級中學 

五、參加對象： 

    （一）英語教師增能研習 

       國內偏鄉或花東地區高級中等學校之英語教師。 

    （二）英語體驗營 

       就讀臺東縣、花蓮縣或偏鄉之高級中等學校學生。 

六、參加名額： 

    （一）英語教師增能研習 

       資格符合之教師自由參加，名額以 30人為限。 

    （二）英語體驗營 

       資格符合之學校每校推薦 3~5名，名額以 80人為限。 

七、辦理日期： 

    （一）英語教師增能研習（因疫情延至 111年辦理） 

        111年 1月 18日（星期二），1天。 

    （二）英語體驗營（因疫情延至 111年辦理） 

        111年 1月 25日（星期二）至 1月 27日（星期四），3天 2夜。 

八、交通：依報名人數派車到臺東車站接送，同學亦可請家長自行開車至本校。 

九、研習與活動地點：國立臺東女子高級中學（臺東市四維路一段 690號）。 

十、經費：參加教師及學員全額免費，所需經費由國教署下授各承辦學校經費辦理。 

十一、實施內容及研習主題： 

     （一）英語教師增能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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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習採「專題演講」、「課程討論」及「教案研發」等方式進行，詳細課程內容請參閱 

附件一。 

     （二）英語體驗營 

        營隊以語言學習主題，利用日常生活趣味教材，並透過團隊合作暨個人實作，提升學員文 

化意識與個人成長，採「專題講座」、「分組教學」、「趣味遊戲學習」、「實作體驗」等方式

多元化進行，活動課程表請參閱附件二。 

十二、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110 年 12 月 10 日（星期五）截止（郵戳為憑）。 

十三、報名方式： 

      （一）英語教師增能研習 

          請於 111 年 1 月 18 日（星期二）前至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 

（https://www4.inservice.edu.tw/）搜尋「花東地區及全國偏鄉高級中等學校英語教師增

能研習」，並完成報名手續。另請填寫本調查表（https://forms.gle/1roLTCQ1mf4x9jXr5），

以利研習資料與餐食安排。 

 

      （二）英語體驗營 

1.採通訊報名，請各校將附件三報名表下載填寫完畢後寄送至國立臺東女子高級中學

教務處實研組（950304 臺東市四維路一段 690 號），不接受學生寄件。另請報名學生

填寫本調查表（https://forms.gle/pkfJEvCTh4h4jWG66），以利住宿與餐食安排。 

           2.待收到報名表後，臺東女中會寄送電子郵件予報名學生確認已成功收到報名表。 

           3.報名聯絡人：國立臺東女子高級中學吳組長（089）321268#218、林小姐  

                   （089）321268#228 

十四、錄取方式：各校按分配名額報名正取 3 名及候補生若干名。若有缺額，則依報名順序由各校 

      候補學生遞補。報名結束後，錄取學生名冊將會公告於國立臺東女子高級中學網站 

      （http://www.tgsh.ttct.edu.tw/）。 

十五、教師全程參加研習，將核予研習時數；參與體驗營之學生於研習活動結束後，頒發 

      國教署研習證書 1份。 

十六、本活動因應新冠肺炎之防疫資訊請參見附件四。 

十七、所有參與人員於報到時均須繳交附件五之防疫健康聲明書。 

十八、本計畫陳國教署核准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https://forms.gle/1roLTCQ1mf4x9jXr5
http://www.tgsh.ttct.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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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110學年度花東地區及全國偏鄉高級中等學校英語教師增能研習

課程表 

 

日期 時間 活動內容 主持人 地點 

111 年 1 月 

18 日 

（星期二） 

09:40-09:50 報到、相見歡 教務主任 語言教室 

09:50-10:00 開幕 王垠校長 語言教室 

10:00-12:00 

英文新課綱，作伙來

分享（素養命題、多

元選修、科技運用） 

蔡岳儒老師 語言教室 

12:00-13:30 午餐  語言教室 

13:30-15:20 

英文新課綱，作伙來

分享（素養命題、多

元選修、科技運用）  

蔡岳儒老師 語言教室 

15:20-15:30 休息  語言教室 

15:30-16:30 

英文新課綱，作伙來

分享（素養命題、多

元選修、科技運用） 

蔡岳儒老師 語言教室 

16:30-17:30 
新課綱下的上課發想

及座談交流 
蔡岳儒老師 語言教室 

17:30~ 賦歸   



 4 

附件二  110 學年度花東地區及全國偏鄉高級中等學校英語體驗營課程表 

 

日期 時間 活動內容 主持人 地點 

1 月 25 日 

（星期二） 

08:30-09:00 
Students Arrive and Check in 

學員報到 
王垠校長 臺東女中 

09:00-9:30 開幕式 
王垠校長 

隊輔老師 
臺東女中 

9:30-10:00 
Icebreaker 

破冰遊戲 
隊輔老師 臺東女中 

10:00-11:00 

Opening Ceremony 

Introduction of camp rules and Big 

Group teaching: Topic 1 Food  

始業式 

營隊公約介紹 &團體課程 

主題: 食物 

隊輔老師 臺東女中 

11:00-12:00 

English Class: introductions – Two 

truths and a lie 

Topic: Talking about food 

課堂英語課程： 

主題:食物 

隊輔老師 臺東女中 

12:00-13:00 午餐 工作人員 臺東女中 

13:00-15:00 

English class – How to speeches; 

How to make a sandwich/instant 

noodles 

Introduce presentation （individual 

work） 

課堂英語課程： 演講 

隊輔老師 臺東女中 

15:00-17:15 

Team Building/Photo Scavenger 

Hunt 

團隊建立遊戲 

隊輔老師 臺東女中 

17:15-18:00 
Dinner and cleanup 

晚餐時間 
工作人員 臺東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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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0-20:00 
Poster Making （Groups of 4） 

製作海報  

隊輔老師 臺東女中 

20:00-20:30 
Back to hotel 

回飯店 
工作人員 下榻飯店 

22:00 
Goodnight 

熄燈就寢 
 下榻飯店 

1 月 26 日 

（星期三） 

06:30-07:30 早餐 工作人員 下榻飯店 

07:30-08:00 路程 

08:00-09:00 

Opening, body warm up, dance, 

Team building game 

暖身操 & 團隊活動 

隊輔老師 臺東女中 

09:00-10:00 

Big Group Teaching: 

Topic 2 Travel – How to make a 

paper airplane 

團體課程：旅遊  

隊輔老師 臺東女中 

10:00-11:00 

English class: Talking about Travel 

課堂英語課程： 

主題: 旅遊趣談 

隊輔老師 臺東女中 

11:00-12:00 
English Class: Poster presentation 

簡報報告 
隊輔老師 臺東女中 

12:00-13:00 午餐 工作人員 臺東女中 

13:00-15:00 
Team Building Games 

團隊建立遊戲 
隊輔老師 臺東女中 

15:00-16:00 

English Class – Drama Games and 

Presentation preparation 

Props game 

Emotion game 

課堂英語課程：戲劇練習 

隊輔老師 臺東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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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0-17:15 

English class: How to play 

memory  

Telephone game x2 

Making cards 

課堂英語課程: 機智遊戲 

隊輔老師 臺東女中 

17:15-18:00 
Dinner and cleanup 

晚餐時間 
工作人員 臺東女中 

18:00-20:00 
Board Games 

桌遊大挑戰 
隊輔老師 臺東女中 

20:00- 
Back to hotel 

回飯店 
工作人員 下榻飯店 

22:00 
Goodnight 

熄燈就寢 
 下榻飯店 

1 月 27 日 

（星期四） 

06:30-07:30 早餐 工作人員 下榻飯店 

07:30-08:00 路程 

08:00-08:30 

Opening, body warm up, dance, 

ice breaker 

暖身操 & 破冰遊戲 

隊輔老師 臺東女中 

08:30-9:30  

Big Group English Class – Topic 

3: Gratitude How to write a thank 

you note （write and give to 

someone） 

Letter delivery game 

團體課程：表達感謝 

隊輔老師 臺東女中 

9:30-10:30 

English Class – prepare final 

presentations 

課堂英語課程： 

成果展準備 

隊輔老師 臺東女中 

10:30-11:45 
Presentation 

成果發表會 
隊輔老師 臺東女中 

11:45-12:00 
Closing Ceremony 

閉幕式 

王垠校長 

隊輔老師 
臺東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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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0-13:00 午餐 工作人員 臺東女中 

13:00- 
Go Home 

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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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110學年度花東地區及全國偏鄉高級中等學校英語體驗營報名表 

姓名  
生日 

（民國） 
       年       月      日 

學校名稱  年級班級  

身分證字號  聯絡電話  

地址  e-mail  

特殊飲食 

需求 

□葷 □素  

□其他：        

緊急聯絡人 

姓名及電話 
 

參加動機或 

自我期許 

（300 字內） 

 

學校推薦說明欄 

 
 

 

承辦人：                         主任：                     校長： 

聯絡電話： 

 

備註 

一、本活動由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主辦，國立臺東女子高級中學承辦。 

二、本活動需完成團隊成果展，並無條件授權給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推廣、展示。 

 

學生簽名                             家長（或法定代理人）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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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110學年度花東地區及全國偏鄉高級中等學校 

英語教師增能研習實施」防疫措施 

110年度花東地區及全國偏鄉高級中等學校英語教師增能研習實施為防止「嚴重

特殊傳染性肺炎」(以下簡稱肺炎)擴散傳染，配合中央疫情指揮中心防疫規定，進

行相關措施如下，請各參加學校務必配合： 

一、 因應肺炎防疫期間，參加師生進入活動地點時需量測體溫、手部噴消毒酒精，

除用餐時可暫時拿下口罩外，其餘時間須全程配戴口罩，未配合防疫措施者不

得入校，相關防疫措施依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最新公告事項，滾動式修正防

疫措施做適度的因應調整，請各校應隨時留意報名網站之最新公告。 

二、 參加師生若於研習前14天(含)屬「居家隔離者」、「居家疫者」、「加強自主

健康管理者或如就醫後經醫院安排採，返家後於接獲檢驗果前，應留在住居所

不可外出之自主健康管理者」，如適逢活動日期，即不得參加本研習。 

三、 參加師生於入校時需量測體溫，經複測後仍超過標準（額溫37.5˚C、耳溫38˚C

以上），則不可入校參加營隊。 

四、 為防止疫情擴散，減少不必要之群聚及接觸，非參與師生不得入校，入校時並

於報到處繳交健康聲明書。 

五、 英語營進行方式將依研習前最新疫情發級別，做適度的因應調整，最慢於研習

前一週公告，參加師生須自行上網查看最新公告，不另行發文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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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參加「110學年度花東地區及全國偏鄉高級中等學校英語教師增能研習實施」 

防疫健康聲明書 

鑒於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疫情影響，參酌疾病管制署之防疫建議，

並基於保護全體參與者的身體生命安全，參與本次研習的師生均須配合填寫健康聲

明書。透過健康聲明書所蒐集、處理及其他為防疫所需之個人資料，除上述之防疫

目的（下稱「蒐集目的」）外不另作其他用途。您的個人資料，僅供本次比賽內部

使用，於蒐集目的之必要合理範圍內加以利用至蒐集目的消失為止。若拒絕健康聲

明書填寫者，將無法參與本次研習或入校。如您填寫並送交健康聲明書者，視為同

意本承辦單位蒐集、處理及利用個人資料告知事項。 

一、基本資料 

1.姓    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 

2.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聯絡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學    校：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過去 14天是否曾出國至其他境外地區？ 

□是    □否 

若勾選「是」，其國家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本人參與研習前已確認無下列任一情況： 

1.為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之疑似感染或確診個案。 

2.本人或本人之家庭成員(或密切接觸者)，過去兩星期內曾接觸嚴重特殊傳染

性肺炎之疑似感染或確診個案者。 

3.目前正配合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居家隔離、居家檢疫或自主健康管理。 

4.已出現與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相關的症狀。 

四、本人確認以上聲明均為屬實，並同意承擔因提供不實資訊而導致的相關法律責

任。 

 

    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