樹林高中 101 學年度樹林高中職適性學習社區教育資源均質化
學生生活美語營實施計畫
壹、依據
一、依據教育部 100 年 3 月 23 日授教中(三)第 1000505136 號函訂定之「高中職適性學習社
區教育資源均質化實施方案」辦理。
二、依據「101 學年度高中職適性學習社區教育資源均質化實施方案」計劃書「101-2 特色
營隊與社團資源共享子計畫」辦理。
貳、目的
一、以英語環境啟發學生英語口語溝通能力，增進學習英語興趣。
二、透過演說訓練與實際演示活動，提升學生英語表達技能。
三、透過書面文字、圖像、語言等形式，具備向外國人介紹我國文化特色的能力。
四、培養學生利用各種資訊技能，進行資料的搜尋、處理、分析、展示與應用的能力。
參、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教育部中部辦公室、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二、主辦單位：新北市立樹林高級中學
三、協辦單位：桃園縣私立光啟高中、新北市立明德高中、新北市立鶯歌工商
肆、辦理內容
一、參加對象：適性學習社區合作學校國中七～九年級學生（九年級優先），共 40 名。
二、活動日期：101 年 12 月 17 日(一)，上午 08:00 至下午 16:00。
三、活動地點：新北市立樹林高中。
四、活動規劃：共分成 12 小組(每組 3~4 人)，聘請校內教學經驗豐富之英文科教師授課，
輔以國際交換學生與校內優秀高中生參與互動交流。詳如活動規劃表(附件一)。
伍、活動費用
所有活動費用由適性學習社區教育資源均質化經費項下支出，全額負擔，參加同學僅需繳
交午餐費用 80 元(費用請於報到當日繳交，清寒或中低收入戶子女免繳)。
陸、報名方式
一、一律以學校推薦，每校推薦 3～4 位，並將報名表(附件二)於時限內分別以 e-mail 及傳
真方式寄至樹林高中，以傳真先後順序錄取，額滿為止。
二、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101 年 12 月 12 日(星期三)下午 16：00 止。
三、傳真電話：(02)8685-4733
四、e-mail 信箱：t0635@slsh.ntpc.edu.tw
五、聯絡電話：(02)86852011 轉 2312 教務處實驗研究組王怡璇老師
柒、全程參與活動之學生經評量合格，發給學習證書乙張。競賽前三名組別另贈獎品。
捌、本計畫呈校長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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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101 年度高中職適性學習社區教育資源均質化
學生生活美語營課程表
日期/時間

12 月 17 日 (一)

8:30 ~ 9:00

開幕典禮

9:00 ~ 10:00

10:10 ~ 11:30

Opening Ceremony

認識老師同學/破冰活動
Getting Acquainted/Class Activities

課程主題介紹
Introduction & Lecture

小組討論

11:30 ~ 12:00

Group Discussion

午餐及午休

12:00 ~ 13:00

13:10 ~ 14:30

14:30 ~ 16:00

Lunch/Leisure Time

小組討論與實作
Group Discussion & Practice

成果發表暨閉幕典禮
Presentation & Closing Ceremony

⊙本課程設計重點 ：1.生活會話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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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溝通與表達能力 3.邏輯組織能力

附件二

101 年度高中職適性學習社區教育資源均質化
學生生活美語營學生報名表
報名學校：

填表日期：

編
號

年級/班級

01

年

班

02

年

班

03

年

班

04

年

班

學生姓名

承辦人員簽章：

身份證字號 出生年月日

連絡電話

素食
（勾）

清寒或中低
收入戶（勾）

承辦主任：

＊報名學生以九年級為優先。報名者須為具高度學習意願、且能全程參加活動，及願接受營内
管理紀律之自願者。
＊如有疾病或重大身體不適症狀（心臟、腦血管疾病、精神病疾病、癲癇症、傳染病及其它可
能發生身體重大不適症狀之疾病等），將可能影響活動之正常參加者，請勿報名參加。
＊請於 101 年 12 月 12 日(星期三)下午 16：00 填妥此表，寄至 t0635@slsh.ntpc.edu.tw 並傳真至
(02)8685-4733，各校錄取順序以傳真先後為憑，額滿為止。
＊連絡電話：（02）8685-2011 轉 2312 教務處實驗研究組王怡璇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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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林高中 101 學年度樹林高中職適性學習社區教育資源均質化
學生生活美語營家長同意書
親愛的 貴家長 您好：
感謝您特別關注貴子弟的課外活動，相信這是對孩子學習最好的投資！新北
市樹林高中舉辦學生生活美語營，相關課程如下：
日期/時間

12 月 17 日 (一)

8:30 ~ 9:00

開幕典禮

9:00 ~ 10:00

10:10 ~ 11:30

Opening Ceremony

認識老師同學/破冰活動
Getting Acquainted/Class Activities

課程主題介紹
Introduction & Lecture

小組討論

11:30 ~ 12:00

Group Discussion

午餐及午休

12:00 ~ 13:00

13:10 ~ 14:30

14:30 ~ 16:00

Lunch/Leisure Time

小組討論與實作
Group Discussion & Practice

成果發表暨閉幕典禮
Presentation & Closing Ceremony

⊙本課程設計重點 ：1.生活會話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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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溝通與表達能力 3.邏輯組織能力

 活動時間：101 年 12 月 17 日(一)，上午 08:00 至下午 16:00
 活動地點：新北市立樹林高中(由學生自行到樹林高中報到)
期待您能給予貴子弟參與的機會，也讓孩子在學校課程之外，發展出另一片學
習的天空！

家長同意書回函
班級

姓名

□同意

性別

身份證字號

聯絡電話

家長聯絡電話

□不同意
家長簽名

貴子弟參與本次活動

家長同意書請繳交至就讀學校的活動承辦單位，並由貴校連同活動報名表於
101 年 12 月 12 日(星期三)下午 16：00 前寄至 t0635@slsh.ntpc.edu.tw 並傳真至
(02)8685-4733，各校錄取順序以傳真先後為憑，額滿為止。
＊連絡電話：
（02）8685-2011 轉 2312 教務處實驗研究組王怡璇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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