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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仁武區八卦國小雙語協同實施計畫	

	 	

一、教育目標：	

（一）透過推動「英文成為教室語言」（EMI），主要強調老師與學生自然使用

英語溝通，在自然環境下，使用英語成為教室語言，有別於 CLIL	(	內容

與語言並重)，並強調太多語言教學，造成學生負擔。本計劃以 EMI 的理

論基礎為主，實驗國小、國中之實際使用英文成為溝通語言，並建立國

際校園環境進而提昇學生英語能力。本 EMI 計畫已在桃園、新竹、雲林

及部分高雄市區內學校推動，成效甚為良好。	

（二）透過自然的語言使用方式(EMI)，讓學生熟悉四大領域學科之英語表達方

式，進而建立學習新模式並強化學生英語溝通與思考能力。	

（三）本地區為確實在雙語教育紮根，從小學一年級開始，進行以 EMI 為教育

模式的雙語教育，並接軌本地區兩國中（仁武高中國中部及大灣國中

（新申請），為培養具雙語能力之國中小學生，對於提昇高雄地方學子面

對國際化及全球化，具基本及進階英語溝通能力，對於其高雄產業人才

培養具關鍵性角色。且從國小至國中（仁武高中國中部及大灣國中），九

年一貫的課程讓學生雙語能力的養成系統化與高效益化。	

（四）仁武地區工廠林立，但具有交通樞紐優勢，近年來從工業區漸轉型為工

商業區，亟需培養地方國際商業人才，從小學到國中，一系列的雙語教

育及英語教育對於學生社區及職涯轉型，以及社區產業的轉型所需的人

才預先打好基礎，讓學生未來的職涯，創造更寬廣的發展空間。也為大

高雄地區提供國際化基礎人才，成為南台灣國際發展重鎮。	

二、學校現況與挑戰	
（一）雙峰現象	

學校地處仁武區，與高雄市區相比，英語學習機會相對不充裕。除在校時間，學

童缺乏使用英語之情境與動機，加上補習風氣較盛，對於英語學習多採學科取向。

教學現場普遍存有雙峰現象。對學習英語動機高或表現較佳之學童，課堂發言相

對踴躍；反之，學習動機較弱或學習較緩慢之學童卻因而怯於開口，導致學童學

習逐漸呈現參與度與學習成就低落現象。 
（二）缺乏使用英語的動機與環境 

部定課程缺乏生活英語及實用課程之引導，以至於國小英語課程較淪為語言結

構之學習，缺乏實際生活運用。融入各項藝能生活課程中，不但可以活化語言

的使用，也讓學生體會如何運用英語所學，表達各項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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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推行團隊：	

執行單位：八卦國小教務處與英語教學團隊	

指導單位：陳超明教授團隊	

協助單位：台灣全球化教育推廣協會、致理科技大學雙語研究與教育訓練中

心。	

四、計畫推行時程：	

四年期為一循環：從 110學年度開始實施，逐年升級至	 (113學年度)，本

計劃每學年檢討執行方式，進行滾動式修正。	

五、未來雙語教育之規劃。	

（一）運作模式	

	 	 	 	規劃自二年級開始漸進式推行，採取 EMI(English	as	a	Medium	of	

Instruction以英語為教學媒介)模式。學習重點為學科內容，但透過外師搭配中

師協同教學模式，讓學生在學校內特定課程以英語做為教室語言，藉由沈浸式

學習，促發學生主動開口，漸漸習慣在學校生活中進行英語對話。	

（二）排課及班級安排	

	 	 	 	規劃各校依其師資及課程規劃，於二年級健體領域（體育及健康）、生活課

程（聽覺藝術）及彈性課程（生活Ｅ術家）開始實施雙語教育，之後將逐年延

續計畫至高年級；中、高年級主要以健體領域、藝術領域及彈性課程為主。	

	 二年級每班每週 5節，規劃健體領域中體育課 2 節，健康課 1 節，生活課

程中聽覺藝術 1節，彈性課程中校訂課程—生活Ｅ術家 1節進行雙語教學。其

中體育課 1 節、健康課 1 節、聽覺藝術 1節採協同教學。課程進行前，授課教

師與雙語教師針對須協同的內容進行共同備課，包含確認教學重點，進行活

動、評量方式等；課程進行時按共同備課討論結果進行協同教學。	

協同教學節數說明如下：	

體育 1 節與雙語中師協同教學。	

健康 1節與雙語外師協同教學。	

生活課程中，聽覺藝術 1節與雙語外師協同教學。	

上述協同教師，體育教師將於甄試簡章中註明須參與雙語計畫。其餘教師皆已

徵詢授課教師意願，經其同意後安排之。為使備課順利，配合協同之教師，得

減授課 1-2 節，延伸費用由計畫經費支應。代課教師備課節數以工作費支應作

為工作津貼。	

	 雙語外師總節數共 21 節（含備課 3 節）。除二年級教學節數，部分節數經

徵詢教師意願，規劃於五年級，6 個班級之美勞課（1 節）試行雙語協同。外師

除協同教學，同時須協助學校進行雙語學校創新計畫推動，包含共備、資料蒐

集、教案雙語化、舉辦雙語活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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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師資說明（含現有師資及未來規劃師資）	

	 本校現設置有三位正式英語教師，2 名英語代理教師。另具英語能力之其

他教師 4人。另將聘請一名雙語中師。共同備課過程，邀請英語教師與雙語中

師，協助各授課教師與雙語外師溝通協調課程之內容與教材。	

	以現今課程規劃，111學年度須再增加 1名雙語外師或 1名雙語中師。	

（四）課程規劃	

二年級安排每週每班 5節雙語課程。	

1. 健體領域課程：每班每週 3節。	
2. 彈性課程：每班每週 1節。	
3. 生活課程：每班每週 1節，於聽覺藝術施行。	
	

以上課程依照 12年國民基本教育總綱規劃，達成核心素養，由授課教師及專家

學者，參考現階段教學版本，協助訂定英文版本之教學計畫。選定或自行製作

適合之教材，經本校課程發展委員會通過後實施。	

課程調整補充說明：	

（1）英語課程：採用全英語授課形式，並調整上課內容，除基本語法與單字

外，以閱讀及口語溝通為主。除了正式教材外也將配合雙語計畫另行編選

體育、綜合、藝文等相關簡易單字，設計合適課程使學生能將非英語領域

課程中進行學習遷移，運用所學。	

（2）情境建置：本校教師與雙語中師和雙語外師透過協同教學，建立「簡單的

英文句子表達」，並「逐步教導教室英文」，讓學生練習以英語進行基本的

聽與說的溝通。此外教學的本質仍是學科，但透過沈浸式全英文溝通環

境，營造有利英語學習的氛圍。	

（五）教材	

除部定課程教材課程內容以現階段教學版本內容為主，教學者得參酌

國外教學網站或主題網站，以及國外教學讀物。經集結各項資源，由外師

或授課教師編輯製成簡報作為視覺輔助，協助學生理解英語內容。	

所有教材選定皆經本校課程發展委員會審定通過方可使用。教材設計

皆依據課綱的能力指標編定，相關學習單及評量方式由各領域或社群討論

後須經課發會審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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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課程地圖	

年級/	

節數/	

年度	

雙語課程實施領域與年級節數	
110	

學年	

111	

學年	

112	

學年	

113	

學年	

	 健體	 生活	 彈性	 英語	 藝術	 	 	 	 	 	

二年級	 ○2 +1	 ○1 	 1	 	 	 	 ¢ ¢ ¢ ¢ 

三年級	 ○2 	 	 1	 1	 ○1 	 	  ¢ ¢ ¢ 

四年級	 ○2 	 	 1	 1	 ○1 	 	   ¢ ¢ 

五年級	 ○2 	 	 1	 2	 ○1 	 	 	 	 	 ¢	

六年級	 	 	 	 	 	 	 	 	 	 	

註	○1 代表 1節協同，○2代表 2節協同。	

八卦國小雙語課程協同模式與師資配置(110學年度)	

	 健體	 生活	 彈性	 藝術	

二年級	

（共 6班）	

健康 1節	

中師+雙語外師	

音樂 1節	

中師＋雙語外師	

1 節	

中師	

	

體育 1節	

中師+雙語中師	

體育 1節	

中師	

五年級	

（共 6班）	

	 	 	 美勞 1節	

中師＋雙語外師	

一年級	

（共 7班）	

	 音樂 1節	

中師＋雙語外師	

	 	

外師節數	

（總節數=	

18）	

6	 6	 	 6	

中師節數	

（總節數=	

36）	

18	 6	 6	 6	

雙語中師節

數	

（總節數

=6）	

6	 	 	 	

 



 5 

六、學校行政支援	

（一）工作職掌	

八卦雙語教學執行工作小組	

職稱	 姓名	 工	作	職	掌	

召集人	 莊明廣校長	

1. 督導本案推動，達成專案目標。	

2. 規畫發展進程。	

3. 主持或出席有關會議。	

副召集人	 游凌雀主任	

1. 統整方案。	

2. 聯繫校內外推展事宜。	

3. 主持相關小組會議。	

雙語執秘	 陳韋其主任	
1. 協助研發全校跨領域雙語課程。	

2. 協助推動全校 EMI	雙語教學。	

雙語資訊

執秘	
謝昆哲老師	 網頁、臉書經營維護。	

雙語協同

教師	

音樂教師、健體領

域教師、彈性課程

教師、美勞教師	

參與共同備課，配合外師協同教學。	

雙語中師	 	
1. 教案彙編、協助備課溝通。	

2. 協助雙語推動工作。	

外籍教師	 	
1. 協助研發全校跨領域雙語課程。	

2. 協助推動全校EMI	雙語教學。	

	

（二）外師生活協助諮詢與單位	

諮詢接待 
服務項目 

諮詢單位及人員 具體諮詢內容 

校園生活 
陳韋其主任	

雙語中師	

學校行政、課務安排、教學技巧、	

班級經營、午餐供應、校園環境、	

文化體驗、社區資訊	

教學行政 

教務處:	

游凌雀主任	

教學組	

黃梅瑩組長	

學校政策	

課務協調	

年度重大活動參與	

英語教學資源規劃與應用	

招聘雙語中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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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勤管理 
教務處:	

游凌雀主任	

外師出勤差假管理	

雙語中師出勤差假管理	

緊急事故 
學務處 
陳韋其主任 

安全狀況	

就醫	

校安事項 

交通規劃 
總務處 
廖家興主任 

交通路線 
接送安排 

生活諮詢 
輔導處 
黃偉揚主任 

社區資訊 
中文學習 
旅行建議 

	

七、其他雙語特色作法	

校內特色學習	

「與英語故事有約」	
每週一次外師於圖書館講英語故事，提升全校學	

生之閱讀素養與帶動全校閱讀風氣。	

「校園英語小天使」	
訓練學生進行英語環境佈置、校園英語廣播、英	

語佈告欄撰寫、協助外師教學等工作。	

「校園英語廣播趣」	
收集整理常用的校園廣播內容，做成中、英文範	

本，訓練學生於廣播時直接套用。	

英語日表演活動	
戲劇、詩歌、讀者劇場、英語日發表等，提供學生	

運用和學習英語的機會。	

節慶文化教學活動	
配合國外節慶，介紹西方文化及習俗，由體驗文化	

活動歷程中，認識並接納多元文化差異。	

校園雙語闖關活動	

中外師合作設計各種有意義的趣味闖關活動，有效	

練習日常英語學習內容，使英語學習成為生活的一	

部分。	

英語夏令營隊活動	

暑假辦理英語營隊活動，結合校本課程或外師專長	

(例如：足球、演說…等)設計各項活動以提升學生	

學習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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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預期成效	

(一)強化學生聽說讀寫能力，奠基英語基礎溝通實力，強化國際公民素養。	

(二)營造沈浸真實學習環境，激發學生英語學習動機，培養問題解決能力。	

(三)建立英語學習學科模式，提昇學生溝通思考能力，開發多元學習潛能。	

(四)引進優秀外籍教師資源，提供道地英語學習楷模，促進國際文化交流。	

(五)邀請專家學者入校指導，提升教師跨科教學素養，加速課程創新轉化。	

(六)加強國際學校結盟互訪，拓展國際視野及世界觀，建立全球議題對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