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南市 110 年度國小全英語冬令營課程實施計畫
2021Tainan City English Wi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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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主軸為建築，在五天的課程中，外師將介紹各種特殊和迷人的建築，

以及相關基礎建築原理。今年冬令營的課程內容有許多 DIY 動手做活動，歡迎加入
我們可以在歡樂氣氛中學習。想像如何設計出世界最高的建築，再加以實現。創意
思考和大膽設計為此次活動的精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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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趣，同時養成閱讀的好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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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年 1 月 25 日至 29 日 (週一至週五，每日上午 8:30-12:00)
六、參加對象：臺南市四、五、六年級學童，限額 30 名，額滿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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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月 12 日中午 12 時報名截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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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月 13 日上午 11 時，錄取名單將於 1 月 13 日下午 2 時公告於崇明國小首頁。錄取
者俟公告後，請於 1 月 18 日 16:00 前將活動費現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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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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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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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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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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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務主任：陳冠伶

主計主任：杜玉玲

校長：王海秀

臺南市 110 年度國小全英語冬令營報名表

2021 Tainan City English Winter Camp
報名序號：________

臺南市

區

國小_____年_____班

活動日期為週一至週五
110 年 1 月 25 日至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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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假英語育樂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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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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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年度國小全英語冬令營活動簡介
Brief Introduction of 2021 Tainan City English Winter Camp

Chongming Elementary School Winter Camp 2021

Constructions
Welcome to Chongming’s 2021 Winter Camp. This week
we will take a closer look at what it takes to make some of the
most amazing and strangest buildings in the world. Imagine
designing the tallest building in the world and seeing it brought
to life right in front of your eyes. This week you will need to be
creative and carefully design and build your own structures. Are
you ready? Let’s have some fun!

時間

8:30~9:30

9:30~10:30

星期一
Monday

Introduction and
Ice –Breakers
相見歡與破冰

Vocabulary and
Exercises
單字與活動

休息時間
Break

星期二
Tuesday

experiment:
Types of Foundations
實驗：各種地基

Design:
Design a Structure
設計：結構設計圖

休息時間
Break

星期三
Wednesday

Reading:
Types of Bridges
閱讀：橋墩種類

DIY
Let’s build a bridge.
打造一座橋

休息時間
Break

星期四
Thursday

Reading:
Buildings from around
the world
閱讀：世界各地建築

DIY
Toothpick
Architecture
牙籤建築

休息時間
Break

Winners: Time To
Test Our Bridges
測試橋墩

星期五
Friday

Reading:
Some Strange Buildings
閱讀：奇異建築

Movie
Wreck it Ralph
無敵破壞王

休息時間
Break

Comprehension
Wreck it Ralph
影片理解賞析

星期

10:30~11:00

11:00~12:00
Reading:
Structures and
Forces 閱讀：
結構與作用力
DIY: Build Your
Structure
結構設計圖的
實際呈現
Build Your Book:
Bridges: Let’s cross
the Gorge
造橋:橫跨峽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