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南市 109 年國小全英語夏令營課程實施計畫
2020 Tainan City English Summer Camp
一、依

據：

1.

臺南市提升國民中小學英語教學成效計畫子計畫三。

2.

臺南市國民小學辦理兒童課後社團實施計畫。

二、說

明：

本活動主題為西方流行文化，在五天的課程中，外師將介紹西方流行文化。課程
中不僅能認識各種西方具代表性文化，包涵音樂、藝術、電影等層面之外，外師
還會帶領學生透過無窮的想像力來發揮自己的創意，並設計相關遊戲與 DIY 動手
做活動，讓學生在趣味中學習。本活動目的為培養學生聽、說、讀、寫四方面能
力，利用有趣的活動提升學生學習英文的興趣，同時更能深入瞭解西方的文化！
三、主辦單位：臺南市政府教育局
四、承辦單位：臺南市英語教學資源中心(東區崇明國民小學)
五、活動日期： 109 年 7 月 27 日至 109 年 7 月 31 日
(週一至週五，每日上午 8:30-12:00)
六、參加對象：臺南市四、五年級學童，限額 30 名，額滿為止。
(會多抽出 10 名為備取名單)
七、活動地點：崇明國小三樓未來教室(臺南市東區崇明路 698 號)。
電話 06-2673330 分機 8107。
八、活動費用：每人 1000 元整，收費標準依臺南市國民小學辦理兒童課後社團實施計
畫辦理。各校推薦參加學生如為低收入、原住民、身心障礙等弱勢學生，建議由
各校校內教育儲蓄專戶等相關經費支應。
九、報名方式：
報名表經學校英文教師推薦後傳真報名，即日起至 7 月 8 日中午 12 時(三)報名截
止，崇明國小傳真電話：2900553。若報名超過人數，則辦理公開抽籤，抽籤日
期為 7 月 9 日(四)上午 11 時，錄取名單將於 7 月 9 日(四)下午 2 時公告於崇明國
小首頁。錄取者俟公告後，請於 7 月 13、14、15 日 8:00 - 16:00 將活動費現金
1,000 元整繳交至崇明國小教務處，逾期未繳者，則由備取者遞補，不得有議。
十、師 資：Teacher Emilio
十一、攜帶物品：活動期間請自備文具用品、色鉛筆(蠟筆、彩色筆)、剪刀、膠水、飲
水。
十二、注意事項：下課時，敬請 貴家長按時到崇明國小校門口接回貴子弟，以策安
全，謝謝合作。

十三、課程內容：
時間

8:30~9:30

9:30~10:30

10:30~11:00

11:00~12:00

星期一
Monday

Introductions
from movies
電影介紹

Classic Sci-fi &
Drama
經典科幻電影
與戲劇

休息時間
Break

Westerns & Folk dance
西方與民族舞蹈

星期二
Tuesday

Early Rock and Pop
早期搖滾與流行樂

Eighties Pop
Rock Sing-a-long
八零年代搖滾歌曲
帶動唱

休息時間
Break

Stay in shape, classic vs.
modern
古典與現代運動的比較

星期三
Wednesday

Pop Art beginnings
普普藝術起源

Modern Art
現代藝術

休息時間
Break

Pop Art DIY
普普藝術手作課程

星期四
Thursday

Rope and tape DIY
動手做繩帶

Classroom challenges
教室闖關

休息時間
Break

Science experiments
科學實驗

星期五
Friday

Go, green, go!

Earth Conservation
in film
環保影片省思

休息時間
Break

Review & Games
總複習與遊戲

星期

環保行動

十四、辦理本活動有功人員於活動辦理完畢後視績效覈實予以獎勵。
十五、本活動課程研發與活動成果將公佈於本市英語教學資源中心網站，作為本市英語
教學資源。
十六、本計畫經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如有未盡事宜得以補充說明公布之。

承辦人：周秀玲/朱慧容

教務主任：陳冠伶

主計主任：杜玉玲

校長：王海秀

臺南市 109 年度國小全英語夏令營報名表

2020 Tainan City English Summer Camp
報名序號：________

臺南市

區

國小_____年_____班

參加活動日期為 109. 7. 27 - 109.7.31
(週一至週五，每日上午 8:30-12:00)
姓名

性別

出生年月日

英文暱稱
(非護照名字)

民國_____年____月____日
本校推薦上述學生參加全英語夏令營，證明該生具備與外籍教師全英語
基本溝通能力。

推薦者(任教英文老師)：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簽名)
沒有推薦者，恕不受理報名。(109 年 7 月 8 日中午 12 時報名截止)
緊急聯絡人資料（請家長務必填寫確實）
聯絡人姓名：
（H）住家電話：

手機：
（O）工作地電話：

欲參加學員是否有特殊疾病或應注意事項：

無

有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臺南市 109 年度國小全英語夏令營活動簡介
Brief Introduction of 2020 Tainan City English Summer Camp

Western popular culture
Welcome to Summer Camp!
During Chongming Elementary School Summer Camp 2020,
we get to explore many aspects of western popular culture.
Popular culture, or we call it “pop culture”, has greatly
influenced people’s daily lives. It affects our choices in music,
dressing, and food. By learning pop culture, students get to
understand more about the ideas and values behind common,
spoken English. Also, since pop culture has many different
aspects, English language learning will take on many forms.
We will explore pop culture in movies, music, art, and the
Internet. Students will get to act like famous Hollywood actors,
and sing and dance to popular songs. Students will also create
DIY pop art. In addition, popular Internet sites will be used to
learn practical life skills that students can use in the real world.
Students will practice their listening, speaking, and writing skills
in fun, creative ways.
We hope students will learn to express themselves in English
while enjoying the activities at the same time. Pop culture will
become something fun and exciting and promote more
independence in English language learn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