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北市新住民語文學院
110 年度「潑水節—緬甸新年」好運陪您一整年
親子文化體驗營實施計畫
New Citizens’ Language & Culture Campus, New Taipei City
壹、緣起
為提升學生學習新住民語文動機，培養學生具備新住民語文之生
活情境應用能力，透過沉浸式語文學習及主題式課程，以多元學習策
略開拓學生之學習視野，結合本市多元文化週主題舉辦本活動。
貳、目的
一、提供學生學習緬甸語文機會，引發學習動機。
二、透過主題式課程，增進學生緬甸語溝通能力。
三、藉由體驗課程，增進學生認識緬甸文化特色。
四、結合多元文化週，鼓勵學生欣賞、理解及尊重多元文化。
參、辦理單位
一、主辦單位：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二、承辦單位：新北市新店區直潭國民小學
肆、辦理時間及地點
一、時間：110 年 4 月 11 日(日)08:40-16:00
二、地點：直潭國小(地址：新北市新店區直潭路 92 號)。
伍、參加對象
一、新北市公私立國小學生及其家長，正取 60 名(親子合計)。
二、優先順序：依名額依序錄取符合資格學生，若超過錄取名額採隨
機抽籤。
陸、報名與費用
一、報名時間：即日起至 110 年 3 月 31 日(星期三)。
二、報名方式：報名者需填寫報名表(附件二)及家長同意書(附件
三)，請報名學校於 110 年 3 月 31 日(星期三)前彙整
學生報名資料後，將電子檔(odt)及核章掃描檔(PDF)
E-mail 至直潭國小學輔主任喻瑋萲主任
1

(yuvivian1125@gmail.com)，請於郵件主旨註明「00
國小-110 年度「潑水節--緬甸新年」好運陪您一整年
親子文化體驗營報名資料。(連絡電話
02-26667278#821)
三、資訊及錄取公告：即日起公告報名訊息，錄取名單於 110 年 4 月
6 日(星期二)公告於下列網站：
(一) 直潭國小網站(http://www.jtes.ntpc.edu.tw)
(二) 新北市國際教育資訊網
(https://www.international-education.ntpc.edu.tw/)
五、費用：全額免費體驗。
柒、交通安排
一、專車接送：
搭乘專車學生請於上午 8 時 20 分至捷運新店站出口報到集合，
由專車送至直潭國小，逾時不候；下午 4 時 30 分前送至捷運新
店站，請家長自行接回返家。
二、家長自行接送：
請於上午 8 時 40 分前自行前往新北市直潭國小報到，並於下午 4
時活動結束後帶學生自行返回。
捌、課程說明
一、以多元方式進行營隊活動(如附件一 課程表)。
二、由新住民語文教學支援人員帶領營隊活動。
玖、學生管理
一、學生需恪遵營隊之安全規則並服從輔導員之指導(附件四)。
二、為顧及學生的健康與權益，身心狀況不適者請勿報名；活動期間
如身體不適，將請家長帶回。
壹拾、注意事項
一、攜帶物品

(一)個人餐具、水壺。
(二)運動鞋、健保卡、個人用品 (例如：暈車藥、防蚊液、防曬乳
液、口罩、帽子、拖鞋、一套乾淨衣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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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上課裝文具、筆記本等的小包。
二、若遇天災或不可抗力之特殊情況，學院得視情況取消課程活

動，相關資訊公告於直潭國小網站。
壹拾壹、經費來源：本經費由新北市政府教育局補助。
壹拾貳、附件說明:
附件一: 緬甸潑水節親子文化體驗營課程表
附件二: 緬甸潑水節親子文化體驗營報名表及學校親子名冊
附件三: 緬甸潑水節親子文化體驗營家長同意書
附件四: 新住民語文學院學生守則
壹拾參、本計畫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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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新北市新住民語文學院(NCLCC, NTPC)
110 年度「潑水節-緬甸新年」好運陪您一整年
親子文化體驗營課程表
日期

時間
課程名稱
8:40 - 9:00

9:00 - 10:20
緬甸新年文化

10:20 - 10:40
森呼吸

10:40 - 12:00
開運美食報您知

4 月 11 日(日)
課程內容

課程說明
相見歡（破冰-緬語歡呼）
學生集合森活館

始業式

課程:
說明:
1. 基本問候語、肢體語言
*學生分 3 班
2. 緬曆新年必去景點及
*講師 3 位、助理講師 3 位
文化習俗介紹
＊多元文化繪本-潑水過新年
3. 多元文化繪本導讀
＊祈福卡製作
4. 迎春歌謠
直潭森林探索

感受有彈性的泥土

課程:
新年美食 DIY

說明:
*學生分 3 班
*講師 3 位、助理講師 3 位
＊緬甸湯圓製作

12:00-13:00

13:00 -14:20
好運陪您一整年

14:20 -14:40
變裝秀

14:40 -16:00
彩妝迎新接福

16:00 –

午餐、午休

各教學教室

課程:
潑水節體驗

說明:
*學生分 3 班
*講師 3 位、助理講師 3 位
＊潑水節禮儀介紹
＊潑水祝福

除溼換新

換衣迎新

課程:
研磨塗抹彩繪

說明:
*學生分 3 班
*講師 3 位、助理講師 3 位
＊塗抹黃香楝粉

歡樂賦歸滿行囊

說明:
*遊覽車接駁(捷運新店站)
*家長接送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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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新北市新住民語文學院(NCLCC, NTPC)
110 年度「潑水節-緬甸新年」好運陪您一整年
親子文化體驗營課程報名表

就讀學校

年級

用餐方式
特殊疾病
用藥情況

□男 □女

身分證字號
(保險用)

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

性別

生日

依護照或外交部公布之英譯拼音為準

□葷食

年

月

日

□素食

□無
□有，詳述:

E-mail

姓名/關係

緊急聯絡人 2

緊急聯絡人 1

(兩位皆要填)

手機

姓名/關係

手機

電話
住家
地址
交通方式
(請圈選來/回)

身分別
緬語程度
家長簽名

備註

□搭乘專車(來/回)

□自行接送(來/回)

□新住民子女(國別:_______)

□一般生

□完全不會 □初學 □具有基本會話能力 □流利
就讀學校
教務處核章
請報名者填妥報名表、家長同意書，交由就讀學校教務處，由學校
確認身分別後核章。
於 110 年 3 月 31 日前由各學校彙整報名表、家長同意書後，將 word
檔及掃描檔(PDF)E-mail 至直潭國小學輔主任喻瑋萲主任
(yuvivian1125@gmail.com)。請於郵件主旨註明「00 國小-110 年
度「潑水節-緬甸新年」好運陪您一整年親子文化體驗營課程報名資
料」。若有疑問請洽:直潭國小喻瑋萲主任(02-2666-7278 分機
8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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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新北市新住民語文學院(NCLCC, NTPC)
「潑水節-緬甸新年」好運陪您一整年親子文化體驗營家長同意書

本人（家長/監護人）已了解本次活動內容及相關規範，茲同意子女
___________(校名)國小_________(姓名)參加 110 年度「潑水節-緬甸新
年」好運陪您一整年親子文化體驗營，本人願意督促子女於活動期間恪遵
營隊之安全規定並服從輔導員之指導。在活動期間內，若本人之子女因違
反營隊之安全規定或不服從輔導員之教導，以致發生危險，本人願意自負
一切責任。若本人子女遭遇緊急意外狀況或急症需立即送醫，在接獲學院
人員通知後，無法及時抵達學院協助送醫事宜，為避免延誤及影響子女健
康，同意學院人員先行協助就近送往新店耕莘醫院。

家長簽名: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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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新北市新住民語文學院學生守則
新住民語文學院基本規定
一、 學生須參與學院內所有課程及活動：晨間運動、早午晚餐、升降旗、室內外各項
課程、團體活動及夜間活動等。
二、 學生在學院內運用所學的新住民語進行互動禮儀，與師長、同學打招呼、問好。
三、 學生應遵守所有營隊規定及聽從輔導老師的指示。
四、 拒絕霸凌。
五、 學生未經同意不可離開校園。
六、 學生參加住宿營隊每天晚上打電話回家報平安，若發生任何緊急情況，輔導老師
一定會馬上通知緊急聯絡人。
七、 學生應協助清理住宿區、用餐區及環境整理。
八、 學院保留違規學生之退訓權利。

健康與安全
一、
二、
三、
四、

學生所有攜帶之藥物及手機請在抵達學院後交給學校護理師或師長。
任何受傷的情況，學生須馬上告知學校護理師或師長。
學生須攜帶並保管好自己的水壺，並隨時補充水分。
除了水之外，任何食物及飲料皆不得攜入寢室。

違禁物品
一、 校園禁止攜帶電玩、mp3 播放器及其他電子產品。
二、 嚴禁攜帶酒、菸、檳榔、色情刊物、打火機或刀子等各類違禁物品。

尊重他人
一、 保持積極參與和合作態度並且不得取笑其他同學。
二、 睡眠時間在寢室要保持安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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