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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補助高級中等學校英語文課程全英語授課計畫 申請說明會 

一、依據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訂定之「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高級中等學校英

語文課程全英語授課計畫」（以下簡稱本計畫）。 

二、目的 

(一) 推廣學校英語文課程全英語授課之教學理念及實踐方法，提升全英語授課比 

 率。 

(二) 培養英語文課程教師（以下簡稱教師）運用全英語教學檢核機制，增進英語 

 文課程教學品質。 

(三) 舉辦教材教法研習，強化全英語授課之專業知能。 

(四) 辦理說明會及提供諮詢輔導，達到 110學年 80所學校實施本計畫。 

三、辦理單位 

(一) 指導單位：教育部 

(二) 主辦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三) 承辦學校：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補助高級中等學校英語文課程全英語授課計

畫工作小組 

四、時間與地點 

場次 時間 地點 

台北 

110年 5 月 10 日（星期一） 

下午 2時至 4時 

詳細時間規劃請參閱附件 1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文學院誠 8F國際會議室 

（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一段 162號） 

交通資訊請詳見附件 3 

高雄 

110年 5 月 11 日（星期二） 

下午 2時至 4時 

詳細時間規劃請參閱附件 2 

高雄市立左營高級中學 圖書館 1F會議室 

（高雄市左營區海功路 55 號） 

交通資訊請詳見附件 4 

五、參加對象與人員 

(一) 110 學年度擬申辦本計畫之學校，出席人員以學校業務承辦主任、教師或行

政相關人員等 1 名報名參加。 

(二)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英語文學科中心種子教師」及「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   

英語文推動中心種子教師」之任教學校，優先鼓勵報名參加。 

(三) 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教育局（處）相關業務承辦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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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辦理方式 

以申辦內容說明及座談等方式進行，活動流程請詳見附件 1及附件 2。 

七、說明會報名時間與方式 

(一) 報名時間與截止日期：即日起至 110 年 5月 6日（星期四）下午 5時止。 

(二) 報名方式：請以 Google 表單報名，網址：https://reurl.cc/E20Z3K 

             QR Code：  

    ※ 錄取名單於 110 年 5 月 7日（星期五）以 email 通知 

八、計畫申請資料繳交方式 

(一) 申請書相關文件參考範本連結：https://reurl.cc/o9ME0V  

                QR Code：    

(二) 相關申請文件請依計畫公告，於 110 年 5月 28日前（郵戳為憑），以紙本寄 

     至指定窗口，寄送地址：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一段 162 號 樸 102-1室 陳 

     筱珺／吳怡瑄 助理 收。 

1. 教育部主管之學校，逕寄至臺師大。 

2. 直轄市、縣（市）政府主管之學校，向各該政府申請，各該政府經彙整列冊及研 

   提意見，於 110 年 6月 4 日前，依限將各校申請文件及排序函送臺師大並副知 

   國教署。 

   ※ 寄送之申請文件應含：1. 計畫申請書 2. 經費申請表 3. 全英語教學計畫表 

 

九、其他 

(一) 相關疑義，請洽計畫工作小組聯絡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陳小姐 Tel: (02)- 

     77497795、吳小姐 Tel: (02)-77497794，Email: teietetentnu@gmail.com 

(二) 臺師大於上班日 08:00~17:00 實施校園出入口門禁管制措施, 採實名制入校 

     管理。可持電子 Day Pass、國立臺灣大學系統證件或洽公文件等相關證明 

     入校。 

    (1) 109-2 校園防疫注意事項

https://www.ntnu.edu.tw/nCoV/news_detailV2.php?newsid=155 

https://reurl.cc/E20Z3K
https://reurl.cc/o9ME0V
mailto:teietetentnu@gmail.com
https://www.ntnu.edu.tw/nCoV/news_detailV2.php?newsid=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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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校外人士一日通行證 Day Pass 流程

https://www.ntnu.edu.tw/ncov.html 

https://www.ntnu.edu.tw/ncov.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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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補助高級中等學校英語文課程全英語授課計畫 申請說明會 

會議議程 

• 場次：台北場 

• 時間：110年 5月 10日（一）下午 2時至 4時 

• 地點：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文學院誠 8F國際會議室 

時間 活動內容 

13:45~14:00 報 到 

開幕式 

14:00~14:10 
主持人：曾俊傑 教授（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英語學系） 

貴 賓：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長官 

全英語授課計畫說明 

14:10~14:30 主講人：曾俊傑 教授（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英語學系） 

計畫申請書撰寫說明 

14:30~14:50 主講人：李壹明 教師（臺北市立中正高級中學） 

全英語授課計畫申請 Q&A 

14:50~15:20 
主持人：曾俊傑 教授（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英語學系） 

與談人：李壹明 教師（臺北市立中正高級中學） 

Toastmasters 活動推廣 

15:20~15:35 主講人：陳凰櫻 Gloria Chen（Toastmasters D67分會成長執行長） 

Toastmasters 活動推廣 Q&A 

15:35~15:40 主持人：陳凰櫻 Gloria Chen（Toastmasters D67分會成長執行長） 

15:40~16:00 賦 歸 

 

備註： 

一、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會場內敬請全程配戴口罩、勤洗手，做好個人衛 

生防護。若有發燒症狀，請配戴口罩、就醫，請勿到校。 

二、為響應環保，敬請自備環保容器，並建議搭乘大眾交通運輸工具前往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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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補助高級中等學校英語文課程全英語授課計畫 申請說明會 

會議議程 

• 場次：高雄場 

• 時間：110年 5月 11日（二）下午 2時至 4時 

• 地點：高雄市立左營高級中學 圖書館 1F會議室 

時間 活動內容 

13:45~14:00 報 到 

開幕式 

14:00~14:10 
主持人：曾俊傑 教授（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英語學系） 

貴 賓：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長官 

全英語授課計畫說明 

14:10~14:30 主講人：曾俊傑 教授（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英語學系） 

計畫申請書撰寫說明 

14:30~14:50 主講人：陳筱婷 教師（高雄市立左營高級中學） 

全英語授課計畫申請 Q&A 

14:50~15:20 
主持人：曾俊傑 教授（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英語學系） 

與談人：陳筱婷 教師（高雄市立左營高級中學） 

Toastmasters 活動推廣 

15:20~15:35 主講人：郭麗琴 Doris Kuo（Toastmasters D67課程品質執行長） 

Toastmasters 活動推廣 Q&A 

15:35~15:40 主持人：郭麗琴 Doris Kuo（Toastmasters D67課程品質執行長） 

15:40~16:00 賦 歸 

 

備註： 

一、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會場內敬請全程配戴口罩、勤洗手，做好個人衛 

生防護。若有發燒症狀，請配戴口罩、就醫，請勿到校。 

二、為響應環保，敬請自備環保容器，並建議搭乘大眾交通運輸工具前往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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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補助高級中等學校英語文課程全英語授課計畫 申請說明會 

交通資訊 

 

一、 場地：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校本部和平校區）文學院誠 8F國際會議室 

二、 地址：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一段 162號  

三、 搭乘捷運 

(1) 自「臺北車站」搭乘「松山新店線（綠線）」至「古亭站」，由 4號出口往和平東路方

向 

直行約 8分鐘即可到達。 

(2) 自「臺北車站」搭乘「松山新店線（綠線）」至「台電大樓站」，由 3號出口往師大路

方 

向直行約 8分鐘即可到達。 

四、 自行開車 

(1) 國道一號: 圓山交流道下>建國南北快速道路>右轉和平東路>臺灣師大校本部 

(2) 國道三號: 木柵交流道>辛亥路>右轉羅斯福路>右轉和平東路>臺灣師大校本部 

(3) 安坑交流道>新店環河快速道路>水源快速道路>右轉師大路>臺灣師大校本部 

(4) 停車：校本部運動場地下停車場每半小時新臺幣 25元、校本部圖書館校區地下停車場每 

半小時新臺幣 30元，未滿半小時以半小時計（臨時停車，未滿 20分鐘免費）。 

五、 搭乘公車 

搭乘 18、235、237、278、295、672、907、和平幹線至「師大站」或「師大綜合大樓站」。 

六、 參考地圖 

 

 

 

 

 

 

 

 

 

 

 

 

 

 

 

文學院 誠大樓 8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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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補助高級中等學校英語文課程全英語授課計畫 申請說明會 

交通資訊 

 

一、 場地：高雄市立左營高級中學 圖書館 1F 會議室 

二、 地址：高雄市左營區海功路 55號 

三、 搭乘高鐵：於「新左營站」向台鐵方向，由高雄捷運 2號出口處，轉搭紅 51(A.B線)公車、

紅 55公車、301(往火車站)公車，即可到達(行車時間約 10分鐘)。 

四、 搭乘台鐵：於高雄火車站轉搭高雄捷運至「左營站」，或到台鐵「新左營站」，再轉搭紅

51(A.B線)公車、紅 53副、紅 53區間公車、301(往火車站)公車，即可到達(行車時間約 10

分鐘)。 

五、 搭乘捷運 

(1)至「左營站」2 號出口，轉搭紅 51(A.B線)、紅 53副、紅 53 區間公車、301(往火車站)

公車，即可到達。 

(2)至「世運站」下車往南步行約 15分鐘，即可到達。 
 

※ 搭乘 51(A.B 線)公車、紅 53副、紅 53區間公車、紅 55公車，可抵達左營高中校門口。 

※ 搭乘 301(往火車站)公車，於左營大路下車，步行約 3分鐘，可抵達左營高中校門口。 

 

六、 自行開車 

(1)中山高速公路：轉國道 10 號左營方向，於翠華路交流道下，右轉沿翠華路前行，到海功 

東路左轉，即可到達。 

(2) 高雄市區沿中華路往左營方向： 1. 接左營大路，至進學路左轉，再右轉海功路，即可抵

達。 

2. 接翠華路前行，到海功東路左轉，即可抵達。 

3. 楠梓沿左楠路，轉左營大路，右轉海功東路，即可抵達。 

4. 楠梓沿軍校路，左轉海功路，即可抵達。 

 

七、 參考地圖 

 

 

 

 

 

 

 

圖書館 1F 會議室 

※詳細交通資訊請至左營高中網站查詢：http://www.tyhs.kh.edu.tw/about/3 

http://www.tyhs.kh.edu.tw/about/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