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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委託靜宜大學辦理 107 年度 

專長增能學分班暨國民小學加註領域專長學分班招生簡章 

一、 依據：教育部 107年 5月 28日臺教師(三)字第 1070065165A號來函辦理。 

二、 開設系所：本校英國語文學系 

三、 承辦單位：本校推廣教育處 

四、 開設班別：國小加註領域英語專長學分班 

五、 開設課程：計 3科，共計 6學分 

部訂科

目名稱 
課程名稱 學分 課 程 內 容 

英語聽

說教學 
英語聽講教學 2 

The learning goal for this course is to introduce English 

teaching methods and theories fundamental to success in 

second language oral acquisition, and students have 

chances to practice and demonstrate the skills taught in 

class in order to cultivate their real teaching skills. The 

ultimate goal is to assist students in becoming an 

independent English teacher who has mastery of oral 

teaching approaches. The content includes basic English 

teaching methodology, including learners’ motivation 

and confidence, listening and speaking teaching theories 

and skills, such as task-based approach, Communicative 

Language Teaching Approach, etc. Additionally, how to 

use design and create authentic teaching materials, 

teaching resources, classroom management, inter-

curriculum teaching, cross-cultural collaborative 

teaching will be introduced as well. 

英語讀

寫教學 

英文文法與字

彙教學 
2 

This course mainly aims to develop students’ linguistic 

knowledge of English, aspects of grammar and 

vocabulary. In this course, students are expected to 

understand grammatical patterns and features of English, 

how English language is structured and used in both 

spoken and written English, and understand the functions 

of English language structures-how words are structured 

together. Also, this course seeks to help students develop 

their English vocabulary size and vocabulary skills 

through topic-based and corpus-based instruction. For 

this, students are expected to understand various types of 

vocabulary learning strategies (e, g. using context) and 

study word structures. Additionally, this course 

introduces basic teaching approaches to English grammar 

and vocabulary, such as explicit and implicit instruction, 

and form-focused i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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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訂科

目名稱 
課程名稱 學分 課 程 內 容 

英文閱讀與寫

作教學 
2 

The purpose of this course is to help students to 

understand the nature of reading and writing in English; 

furthermore, to introduce skills and techniques in 

teaching basic reading and writing for those who are 

interested in teaching the English language as their future 

career. 

Reading theory and basic writing principles will be 

studied and discussed. Classroom reading and writing 

activities will be demonstrated through group 

presentation. 

六、 授課師資：本校及大專校院專兼任師資或教學現場教學經驗豐富之師資(，

本校保留師資調整之權利。 

七、 開班起迄時間及學分數： 

107年 7月 28日至 107年 10月 28 日，合計 6學分。 

八、 上課時間： 

學期間及寒暑假之週六、日:上午 9：00~12：00及下午 13：00~17：00

（暫訂，本校保留課程調整之權利），如因天災(如颱風或地震)停課，將

另行安排補課。 

九、 上課地點：靜宜大學校本部(臺中市沙鹿區台灣大道 7段 200號) 

十、 招生對象： 

符合國教司認定之 4類國小英語文教師資格且正式教職服務實際現職或曾

經授課英語教學時數達每週至少 4節，年資達 1年(含)以上未滿 5年者

（須符合以下四者之一）。 

(1) 通過教育部 88年所辦國小英語教師英語能力檢核測驗檢核者。 

(2) 經縣市政府自行培訓檢核通過者。(培訓完成應予檢核，檢核通過者

應發給相關證明) 

(3) 大學英語相關科系(輔系)畢業者、國民小學英語教師學士後教育學分

班結業者、英語 20 學分班結業者。 

(4) 通過 CEF B2級類者(含通過財團法人語言測驗中心 93年度所辦「國

民小學教師英語能力檢核測驗者」)。 

十一、 招生人數：1班 50人 

十二、 招生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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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報名方式：請各縣市政府教育局將薦送報名表及報名教師所需資

料，函送本校推廣教育處(臺中市沙鹿區台灣大道 7段 200號，靜宜

大學推廣教育處)。 

（二） 報名學員需於 107年 7月 13日前繳交報名資料，應備資料如下： 

1. 報名表 1份。 

2. 最近三個月一吋半身正面相片 2張。  

3. 國民小學教師合格教師證書影本。 

4. 聘書影本。 

5. 在職服務證明。 (註明每週擔任英語課節數) 

6. 符合國教司認定英語 4類資格證明。 

7. 其他：（申請人可自行依需求增列） 

（三） 優先錄取：任教臺中市、南投縣、雲林縣地區國民小學之合格教

師。 

（四） 錄取公告： 

本校推廣教育處將於 107年 7月 20日下午 5點整於本校推廣教育處

網站公告錄取名單，並以紙本、e-mail及簡訊通知錄取學員報到相關

事宜。 

（五） 報到： 

報到當日正取生未報到者視同放棄錄取資格，將依規定通知備取生遞

補上課。 

十三、 學費：學雜費全額補助。 

十四、 其他： 

（一） 各科缺課時數達(含)每科時數之 1/3者不發給學分證明。 

（二） 所繳證件如有偽造或不實者，除取消進修資格外並自負法律責任。 

（三） 本班學生錄取後，不得辦理保留入學資格、休學或轉學。 

（四） 每班以招收 25名至 50名學員為原則，未達 25人不予開班，為符合

開班效益，如未達核定開班人數，得併班上課。 

（五） 本校保留課程調整之權利。 

（六） 其他未盡事宜依本校相關規定或決議辦理。 

（七） 業務承辦連絡方式 

聯絡電話：04-26329840 王奕筑小姐 

傳真號碼：04-26320659電子信箱：icwang@pu.edu.tw 

本校推廣教育處首頁網址：http://www.dpcd.edu.tw 

http://www.dpcd.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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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宜大學  推廣教育處  學員報名表 

姓 名  生 日 民國       年       月      日 
一吋半身正面

相片 2 張 戶 籍 

地 址 

□□□ 身分證 

字 號 
          

通 訊 

地 址 

□□□ 

教師證

字  號 
 

連 絡 

電 話 

公：(   )               分機 

家：(   ) 

行動電話： 

服 務 

單 位 
 E-mail  

最 高 

學 歷 

學  校  名  稱 科 系(所) 肄、畢 

  

選 

 

課 

 

表 

課 程 名 稱 學分數 學分費 需 檢 附 資 料 

□107年度國小教師加註英語 

   專長學分班-6學分 
6 免費 

□1.報名表 1 份。 

□2.最近三個月一吋半身正面相片 2 張。  

□3.國民小學教師合格教師證書影本。 

□4.聘書影本。 

□5.在職服務證明。 

   (註明每週擔任英語課節數) 

□6.符合國教司認定英語 4 類資格證明。 

□7.其他：                         。  

   （申請人可自行依需求增列） 

   

   

   

合 計  

注 

意 

事 

項 

一、 教師參加之課程均可登錄「教育部教師在職進修中心網站」研習時數。 

二、 繳交資料： 

(一) 請學員親自以正楷清楚填寫本報名表，字跡潦草恕不受理。 

(二) 請備妥正面脫帽相片一式二張，浮貼於報名表上(請先於背面註明姓名)。 

(三) 報名表填妥後，請將「需檢附資料」裝訂於本報名表付驗。 

三、 報名表格請詳細填寫，填完後您可： 

(一) 郵寄至(43301)臺中市沙鹿區臺灣大道7段200號 靜宜大學推廣教育處。 

(二) 傳真至04-26320659，我們會儘速與您聯絡，歡迎您加入進修的行列。 

資 格 

審 查 
 

學 員 

簽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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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長增能學分班暨國民小學加註領域專長學分班 

各縣市薦送報名表 

所屬縣市別：                         

師資培育大學：＿＿＿＿＿＿＿       科別：____________________                         

薦
送 
排
序 

薦送教師 薦送理由類別 

可複選 

(詳見備註) 

服務學校承辦

人／聯絡方式 
服務學校 

   基本資料／ 

     聯絡方式 

所屬學校 

班級數 

1  

姓名： 

Tel：          

e-mail 

 
A□ B□ 

C□ 

姓名： 

Tel：          

e-mail： 

2  

姓名： 

Tel：  

e-mail： 

 
A□ B□ 

C□ 

姓名： 

Tel：          

e-mail： 

3  

姓名： 

Tel：          

e-mail： 

 
A□ B□ 

C□ 

姓名： 

Tel：          

e-mail： 

4  

姓名： 

Tel：          

e-mail： 

 
A□ B□ 

C□ 

姓名： 

Tel：           

e-mail： 

5  

姓名： 

Tel：          

e-mail: 

 
A□ B□ 

C□ 

姓名： 

Tel：            

e-mail： 

若表格不足，則請自行增列。 

 

縣市承辦：             單位主管：       教育局（處）長： 

聯絡電話： 

e-mail： 

 



 6 

備註 

1、薦送對象條件：現職合格專任之英語領域授課教師。 

2、所稱推薦理由以下列代號表示: 

A. 臺中市、南投縣、雲林縣地區教師 

B. 花東離島地區教師。 

C. 兼顧區域、班級數等均衡性納入錄取條件：如小班小校為優先。 

說明： 

一、 請各縣市政府教育局(處)推薦所屬國民小學現職合格專任教師參加，各

開班師培大學依規定辦理遴選機制。 

二、 本表敬請於 107年 7月 13日前行文連同推薦教師報名相關資料，寄送

靜宜大學推廣教育處（433臺中市沙鹿區台灣大道 7段 200號靜宜大學

推廣教育處收）。 

三、 本案聯絡人：靜宜大學推廣教育處  王奕筑小姐 

聯絡電話：(04)2632-9840    傳真：(04)2632-0659 

     電子信箱：icwang@pu.edu.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