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8 學年度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國民中小學
辦理學校本位之英語多元主題學習方案實施計畫
壹、 計畫緣起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以下簡稱國教署) 為引導各國民中小學課程、師
資、教學、評量等各層面緊密結合，形塑學校願景及規劃課程地圖，鼓勵
學校和教師根據學校的情境、社區期望、學生需求與興趣、設備與資源的
條件，發展學校本位的英語課程，以多元主題的方式串連學生的生活及相
關學習經驗，以建構有組織且完整的學習方案，使學生能落實英語聽、說、
讀、寫之基本學習，並能活化及應用英語。為提升國民中小學學生英語學
習成效，爰訂定「108 學年度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國民中小學
辦理學校本位之英語多元主題學習方案實施計畫(以下簡稱本計畫)」。
貳、 計畫目的
一、 營造語言學習環境，活化學生英語能力，強化學生英語溝通能力。
二、 創新適性教學方式，培養學生學習興趣及自主學習能力。
三、 尊重與悅納多元文化，涵育學生文化理解與包容之態度。
四、 建構主題課程，整合學科知識與語言符號的學習。
參、 補助對象：
一、 直轄市政府教育局及縣(市)政府所屬公立國民中小學。
二、 偏遠地區、教學資源缺乏地區學校(教學資源缺乏地區學校係指弱勢學生
數達全校總學生數百分之二十五以上之中間地帶學校，弱勢學生身分定
義見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補救教學作
業要點)及補救教學英語施測通過比率偏低之學校優先補助。
肆、 實施方式
本計畫以協助各公立國民中小學規劃統整性主題/專題/議題探究之校訂課
程與教學為宗旨，以多元主題的概念架構出學校本位課程的內容，並視學
校情境及學生程度適切融入英語內涵。學校團隊需先依據學校現有資源進
行分析，並以學生為中心，發展課程願景、課程目標，規劃學校整體英語
多元主題學習方案、架構與實踐策略，其具體實施方式如下：
一、需求探討：學校團隊針對學校自身條件及學生需求進行 SWOT 分析，其
中包括內部優勢分析(教師人力資源、學生人數與素質、行政運作效能、
環境設備)，以及外部機會分析(教育政策、家長參與、外部資源)等向
度，依此分析，提出全校整體(或部分年級)之英語學習規劃發展策略及
計畫。
二、辦理原則：

(一) 增加英語學習機會：依課程需求並經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會議通過，
於彈性學習課程規劃英語多元主題學習；亦可運用晨間、課間或課後
時間(不含寒暑假)辦理活動，但須以全年級或全校性為實施對象。
(二)整合學習經驗：根據學校的情境、社區期望、學生需求與興趣、設備
與資源的條件，統整學生校內學習與校外生活經驗，透過單科主題或
跨領域主題，規劃符合學生心智與認知發展的英語相關學習活動。
(三)活化英語溝通能力：提供豐富的情境意涵，以英語作為溝通工具，進
行發展出有意義及目標的學習活動，讓學生能接收理解性的英語輸入
及獲得英語輸出的應用機會。
(四)連結縱橫向課程：學習主題應對應學校本位課程，在脈絡化的學習情
境中，交織縱向(英語)與橫向(主題)的課程，使其具備系統性及延續
性，以深化學生的英語學習及統整學生知識概念。
三、 辦理方式
(一)課程規劃：英語多元主題課程應呈現其為學校整體課程發展出來的學
習內容。其規劃須考量兩個面向，第一個面向英語學習內容，第二個
面向主題內容，兩個面向須做適度的調配，以建構出脈絡化的學習情
境。英語學習內容須考量學生當下英語能力，並給予學生適當的挑戰
難度；主題須呼應學校本位課程學習內容，並須挑選合乎該校或該年
級學生所應學習之素養與知識能力，以引發學習者的好奇心理和探究
欲望，以此為根據，發展主題的概念網絡，進而建構完整課程地圖與
架構。
(二)課程設計：透過主題或課程統整的方式，可以收集多樣而豐富的真實
語料作為教材，以實際語境連結學生的生活經歷；或將語言的技能、
文化的理解、與不同學科內容結合在一起，活化英語的使用。透過多
元課程的設計，深化語言學習的寬度與廣度。每一單元主題須有明確
的課程目標及語言目標。
(三)教學實施：提供學生理解主題概念與觀點、整合知識與生活經驗、兼
顧認知、情意與技能領域的學習活動。例如主題探究學習方案(Themebased Project)、任務式導向學習活動(Task-based learning)、問題探索學
習活動(Problem-based learning)、全語言教學(Whole language)等，提升
學生英語學習成效。
(四)營造英語環境：學校得結合大專志工或國際志工，並結合國際教育及
活動(例如與英語系國家學校締結姐妹校，透過遠距教學或交流活動提
升學生國際觀)，提供英語學習環境。
(五)評估學習成效：為確實了解學生之學習成效，應依據計畫目標，評估
學生學習成效及學習態度，應包含形成性評量與總結性評量，評估學

生在學習歷程中的整體表現。
(六)課程滾動修正：學校內部課程設計人員以及外部專家學者，透過系統
性協作方式，規劃並修正整體學習方案。
伍、 實施期程
108 年 9 月 1 日至 109 年 7 月 31 日止。
陸、 補助原則及基準：
一、 依學校提出之學校本位英語多元主題學習方案規劃，每校申請經費以 12
萬元為上限。
二、 本計畫補助經費以業務費(經常門)為主，相關經費項目應依「教育部國民
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及委辦計畫經費編列基準表」規定辦理。
三、 學校依實際需求得編列
(一) 講座鐘點費：辦理教師增能研習或講座之授課人員鐘點費；外聘專家
學者每人/節上限 2000 元；外聘學校人員每人/節上限 1500 元；內聘學
校人員每人/節上限 1000 元。
(二) 課間鐘點費：課間及課後協同教學人員、晨光時間另聘授課教師得編
列之，國小每人/節 320 元，國中每人/節 360 元。
(三) 工作費：辦理英語教學或活動所需之臨時人力，每人最低基本工資 150
元/時。
(四) 諮詢輔導費：邀請專家到校進行諮詢輔導課程，每人/次上限 2500 元。
(五) 健保補充保費：因本計畫衍生之費用依相關規定編列。
(六) 印刷費：配合本計畫之各項資料影印費用。
(七) 資料蒐集費：參考圖書應檢陳附表提供書單、數量、單價、總價及用
途，使用電子書亦屬之，編列上限 3 萬元。
(八) 教材費：辦理課程活動所需桌遊教材或英語教學所需掛圖教材等，編
列上限 3 萬元。
(九) 軟體費：單價 1 萬元以下，編列上限 1 萬元。
(十) 稿費：撰寫英語多元主題學習課程教材。
(十一) 國內旅費：邀輔導諮詢委員或講師出席相關活動之交通費。
(十二) 住宿費：離島地區或特偏地區學校輔導諮詢人員及講座授課人員之
住宿費。
(十三) 膳費：辦理輔導會議或校內專業成長等活動之膳費。
(十四) 雜支：凡前項未列之辦公事務費用屬之，如文具用品、紙張、資訊
耗材、郵資等屬之，上限 2 萬元。

四、 本補助經費依中央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補助辦法及國教署相關規定辦
理，並依各直轄市、縣（市）政府財力級次給予不同補助比率，相關縣(市)
政府應相對編列分擔款，其補助比率如下：
(一) 財力分級第一級：最高補助經費以百分之五十為限。
(二) 財力分級第二級：最高補助經費以百分之六十為限。
(三) 財力分級第三級：最高補助經費以百分之七十為限。
(四) 財力分級第四級：最高補助經費以百分之八十為限。
(五) 財力分級第五級：最高補助經費以百分之九十為限。
五、 國教署得依預算編列情形、地方政府財政狀況，及因應天然災害或其他特
殊需要調整補助額度。
柒、 計畫申請及審查：
一、 計畫申請：由有意願辦理本計畫之國民中小學依本計畫規定之申請表件
書寫後，併同完整之計畫書，向所屬直轄市政府教育局及縣（市）政府
教育處提出申請。
二、 初審作業：由直轄市縣(市)政府組成審查小組進行初審後，於 7 月 30 日
前函報整體之縣市計畫【含學校計畫申請表、各校經費概算表(含資料蒐
集費申請附件)、各地方政府經費編列申請表(需列出自籌款與申請金額)
與初審意見彙整表】報署。
三、 複審作業：由國教署依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所提計畫於 8 月上旬進行
審查，必要時得請各提出申請之直轄市、縣(市)政府依審查委員建議調
整計畫內容，經核定後執行。
四、 計畫內容注意事項：
(一) 學校應進行 SWOT 分析：內部優勢分析(包括教師人力資源、學生人
數與素質、行政運作效能、環境設備)及外部機會分析(包括教育政
策、家長參與、外部資源)等向度，並針對全校整體(或部分年級)之英
語學習規劃發展策略及計畫。
(二) 學校倘有接受其他機關(單位)辦理之專案計畫補助等，應敘明清楚，
並明確呈現本計畫申請之內容範圍及經費，避免經費重複補助。
捌、 經費請撥及核銷
一、直轄市、縣(市)政府以代收代付方式執行本補助款，採一次撥付。直轄
市、縣(市)政府則於計畫核定後 1 個月內，檢附收據辦理經費請撥事
宜。
二、本案以學年度執行為原則，若經費需辦理保留，須依相關規定辦理。

三、本案補助經費應專款專用，並應依核定計畫內容執行，不得將本案經費
挪用至其他用途。
四、經費之請撥、支用、核銷結報事宜，依各方案所適用之補助要點及「教
育部補(捐)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之規定辦理（相關表件可
至國教署主計室 http://www.k12ea.gov.tw/ap/index.aspx「法令規章」選項
下載使用）。
五、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應於核定計畫執行期間屆滿後，應至指定網站審
核辦理成果，並於二個月內檢附經費收支結算表辦理核結。
玖、 成效考核
一、受補助學校應提供辦理情形及期中報告(包含已實施之課程計畫、活動照
片或影片及相關說明等資料)，並須定期將計畫執行狀況上傳至臉書粉絲
團「學校本位之英語多元主題學習方案」(網址 https://goo.gl/V0kbre)。
二、受補助學校需配合進行成效分析，以 Word 電子檔形式繳交期末成果報
告，成果報告內容應包含計畫執行內容、執行成效說明、檢討與建議等
(格式請參閱附表)。國教署將委託專業團隊協助各校上傳相關辦理成果
至分享平台，提供其他學校參考。
三、本計畫產出之教案或相關成果，應以書面取得著作權人之全部著作權利
（含製作時一切材料、影像、畫面、錄音等項之智慧財產權）同意國教
署無限制重製、公開播放、網路公開傳輸等權利。
四、國教署補助之計畫，應配合參加國教署辦理之相關成果或經驗分享活
動。
五、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得本權責對於推動本計畫有功人員予以獎勵；申
辦學校於本計畫執行結束後得依權責自行從優辦理敘獎以鼓勵校內相關
人員。
壹拾、 預期效益
一、 激發學生學習英語的興趣，並能主動進行英語之自我學習活動。
二、 同步提升學生英語聽、說、讀、寫等 4 項基本能力，活化學生英語能力。
三、 尊重與悅納多元文化，以具備國際之視野。

附表一(縣市填寫)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國民中小學辦理
學校本位之英語多元主題學習方案實施計畫申請學校彙整表
※填表注意事項：
一、本表供各直轄市政府教育局、縣(市)政府填寫使用。
二、本表須經行政程序完成簽章後，紙本併同 1.學校計畫申請表（含經費概算表）、2.初審
審查表等項資料各 1 式 4 份於 108 年 7 月 31 日前提報複審。
三、本表電子檔請各直轄市政府教育局、縣(市)政府承辦人員同時逕寄至
schoolbasedteaching@gmail.com。<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兒童英語教育學系-學校本位之
英語多元主題學習方案-專案助理謝小姐(02)2732-1104 轉 53353>
一、 審查小組成員名單（小組應由各直轄市政府教育局、縣市政府主管課(科)(股)長、承辦
人、英語教學資源中心計畫主持人及國教輔導團英語領域輔導員若干人組成）
姓名
服務單位
職稱
辦公室電話
手機
Email
審
查
小
組
名
單
二、 各直轄市政府教育局、縣市政府內是否有設置英語村：有□
三、 初審結果暨通過學校推薦順序
順
位

學校名稱

初審結果
是□
否□(不予通過)
是□
否□(不予通過)
是□
否□(不予通過)
是□
否□(不予通過)

填表人核章：
科（課）長核章：

計畫合宜性
□非常合宜
□尚可
□待加強
□非常合宜
□尚可
□待加強
□非常合宜
□尚可
□待加強
□非常合宜
□尚可
□待加強

聯絡電話：
局（處）長核章：

無□

申請金額(元)

附表二(縣市填寫)

■申請表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捐)助計畫項目經費表(非民間團體)□核定表
(縣市經費申請彙整總表)
申請單位：
○○縣(市)政府教育局(處)

計畫名稱：
108學年度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國民中小學
辦理學校本位之英語多元主題學習方案實施計畫

計畫期程： 108 年 9 月 1 日至 109 年 7 月 31 日
計畫經費總額：

元，向國教署申請補(捐)助金額：

元，自籌款：

擬向其他機關與民間團體申請補(捐)助：▓無□有
（請註明其他機關與民間團體申請補(捐)助經費之項目及金額）
國教署：
元，補(捐)助項目及金額：
XXXX 部：………………元，補(捐)助項目及金額：
申請金額
核定計畫金額 核定補助金額
補(捐)助項目
(國教署填列) (國教署填列)
(元)
(元)
(元)

元

說明

1.參照教育部補助計畫經費編列基準核實編列費用○元，
包括:
(1)講座鐘點費共○元:
a.外聘講座鐘點費○元(○場*○節*○元)
b.內聘講座鐘點費○元(○場*○節*○元)
(2)國內旅費共○元:(○元*○人*○校…………)
2.依業務執行需要編列核實編列費用計○元，包括:
(1)○費○元(○人*○小時*○元)
(2)○費○元(○人*○場*○元)
(3)○費○元(○人*○場*○元)
(4)○費○元(○人*○次*○元)
(5)雜支○元(○校○元+○校○元+……)

業務費

註：說明欄應詳細列明編列費用名稱、編列基準、計算式。

合
承辦
單位

計
主(會)計
單位

補(捐)助方式：
□全額補(捐)助
□部分補(捐)助
指定項目補(捐)助□是□否
【補(捐)助比率
％】
地方政府經費辦理方式：
□納入預算
□代收代付
□非屬地方政府

首長

國教署
承辦人

國教署
單位主管

餘款繳回方式：
□繳回
□不繳回
□依教育部補(捐)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辦理，未
執行項目經費（含人事費未依學歷職級或期程聘用人員致
剩餘款）應按補助比率繳回。
□執行率未達
%，計畫餘款仍應按補助比率繳回。
□補助款賸餘數逾
元，仍應繳回。

附表二(縣市填寫)

■申請表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捐)助計畫項目經費表(非民間團體)□核定表
(縣市經費申請彙整總表)
申請單位：
○○縣(市)政府教育局(處)

計畫名稱：
108學年度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國民中小學
辦理學校本位之英語多元主題學習方案實施計畫

計畫期程： 108 年 9 月 1 日至 109 年 7 月 31 日
計畫經費總額：

元，向國教署申請補(捐)助金額：

元，自籌款：

擬向其他機關與民間團體申請補(捐)助：▓無□有
（請註明其他機關與民間團體申請補(捐)助經費之項目及金額）
國教署：
元，補(捐)助項目及金額：
XXXX 部：………………元，補(捐)助項目及金額：
申請金額
核定計畫金額 核定補助金額
補(捐)助項目
(國教署填列) (國教署填列)
(元)
(元)
(元)

元

說明

備註：
一、 本表適用政府機關(構)、公私立學校、特種基金及行政法人。
二、 各計畫執行單位應事先擬訂經費支用項目，並於本表說明欄詳實敘明。
三、 各執行單位經費動支應依中央政府各項經費支用規定、國教署各計畫補(捐)助要點及本要點經費編列基準表規定辦理。
四、 上述中央政府經費支用規定，得逕於「行政院主計總處網站-友善經費報支專區-內審規定」查詢參考。
五、 非指定項目補(捐)助，說明欄位新增支用項目，得由執行單位循內部行政程序自行辦理。
六、 同一計畫向國教署及其他機關申請補(捐)助時，應於計畫項目經費申請表內，詳列向國教署及其他機關申請補助之項目及金額，如有隱匿不實或造
假情事，國教署應撤銷該補(捐)助案件，並收回已撥付款項。
七、 補(捐)助計畫除依本要點第 4 點規定之情形外，以不補(捐)助人事費、加班費、內部場地使用費及行政管理費為原則。
八、 申請補(捐)助經費，其計畫執行涉及須依「政府機關政策文宣規劃執行注意事項」、預算法第 62 條之 1 及其執行原則等相關規定辦理者，應明確標
示其為「廣告」，且揭示贊助機關（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名稱，並不得以置入性行銷方式進行。

附表三(學校填寫)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國民中小學辦理
學校本位之英語多元主題學習方案實施計畫申請表
計畫名稱：
申請學校 (全銜)：○○縣(市)○○區/市/鎮/鄉○○國民小學
執行期程： 108 年 9 月 1 日至 109 年 7 月 31 日
學校類型：□一般

□偏遠

□特偏

辦理模式：□單一學校
□跨校際合作：○○ 學校、○○ 學校
本校是否已申請政府補助：
□否
□是(補助單位：
；計畫名稱：
補助項目：
；補助金額：新臺幣
全校班級數

參與活動之班級數

學校
全校學生數
規模

參與活動之學生數

全校教師數

參與活動之教師數

)
其他說明：

學校推動英語教學之現況說明：

學校英語教學 SWOT 分析：
(內部分析向度應包含教師人力資源、學生人數與素質、行政運作效能、環境設備等；
外部分析向度應包含教育政策、家長參與、外部資源等。)
優勢
Strengths
內
部
劣勢
Weaknesses

機會
Opportunities

外
部
威脅
Threats

計畫執行內容：
(請依據前項 SWOT 分析內容，敘明如何運用本方案資源加強優勢能力、改善劣勢，為學生的
英語學習爭取機會、減低威脅。)
計畫目的

課程目標
<學校本位課程架構圖>

課程規劃

<英語課程地圖>

課程設計

教學實施

成效評估

預期成效

經費需求
單位：
承辦人(核章)：
現職：
聯絡電話：
e-mail：

所需經費總計新臺幣
校長(核章)：

元（需檢附經費概算表）

備註 1：若計畫購置書籍，請檢附預計購書名冊。
備註 2：若計畫需購置英語桌遊教材或教學所需掛圖教材等，請檢附預計購買清冊。
○○縣(市)○○學校資料蒐集費書單(資料表單請自行增列填寫)
編號

書

名

作

者

出版社

ISBN

單

價

數

量

1
2
3

總價：

元

○○縣(市)○○學校教材費購買清冊(資料表單請自行增列填寫)
編號

項目名稱

用途說明

單

價

數

量

1
2
3

總價：

元

附表四(學校填寫)

■申請表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捐)助計畫項目經費表(非民間團體)□核定表
申請單位：
○○縣(市)○○區/市/鎮/鄉○○國民小學

計畫名稱：
108學年度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國民中小學
辦理學校本位之英語多元主題學習方案實施計畫

計畫期程： 108 年 9 月 1 日至 109 年 7 月 31 日
計畫經費總額：

元，向國教署申請補(捐)助金額：

元，自籌款：

元

擬向其他機關與民間團體申請補(捐)助：▓無□有
（請註明其他機關與民間團體申請補(捐)助經費之項目及金額）
國教署：
元，補(捐)助項目及金額：
XXXX 部：………………元，補(捐)助項目及金額：
補(捐)助項目

申請金額 核定計畫金額 核定補助金額
(國教署填列) (國教署填列)
(元)
(元)
(元)

說明
註：說明欄應詳細列明單價、數量、編列基準、計算式。

講座鐘點費
課間鐘點費
業

諮詢輔導費

務 健保補充保費
費

資料蒐集費
○○費
雜支

合
承辦
單位

計
主(會)計
單位

補(捐)助方式：
□全額補(捐)助
□部分補(捐)助
指定項目補(捐)助□是□否
【補(捐)助比率
％】
地方政府經費辦理方式：
□納入預算
□代收代付
□非屬地方政府

首長

國教署
承辦人

國教署
單位主管

餘款繳回方式：
□繳回
□不繳回
□依教育部補(捐)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辦理，未
執行項目經費（含人事費未依學歷職級或期程聘用人員致
剩餘款）應按補助比率繳回。
□執行率未達
%，計畫餘款仍應按補助比率繳回。
□補助款賸餘數逾
元，仍應繳回。

附表四(學校填寫)

■申請表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捐)助計畫項目經費表(非民間團體)□核定表
申請單位：
○○縣(市)○○區/市/鎮/鄉○○國民小學

計畫名稱：
108學年度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國民中小學
辦理學校本位之英語多元主題學習方案實施計畫

計畫期程： 108 年 9 月 1 日至 109 年 7 月 31 日
計畫經費總額：

元，向國教署申請補(捐)助金額：

元，自籌款：

元

擬向其他機關與民間團體申請補(捐)助：▓無□有
（請註明其他機關與民間團體申請補(捐)助經費之項目及金額）
國教署：
元，補(捐)助項目及金額：
XXXX 部：………………元，補(捐)助項目及金額：
補(捐)助項目

申請金額 核定計畫金額 核定補助金額
(國教署填列) (國教署填列)
(元)
(元)
(元)

說明
註：說明欄應詳細列明單價、數量、編列基準、計算式。

備註：
一、 本表適用政府機關(構)、公私立學校、特種基金及行政法人。
二、 各計畫執行單位應事先擬訂經費支用項目，並於本表說明欄詳實敘明。
三、 各執行單位經費動支應依中央政府各項經費支用規定、國教署各計畫補(捐)助要點及本要點經費編列基準表規定辦理。
四、 上述中央政府經費支用規定，得逕於「行政院主計總處網站-友善經費報支專區-內審規定」查詢參考。
五、 非指定項目補(捐)助，說明欄位新增支用項目，得由執行單位循內部行政程序自行辦理。
六、 同一計畫向國教署及其他機關申請補(捐)助時，應於計畫項目經費申請表內，詳列向國教署及其他機關申請補助之項目及金額，如有隱匿不實
或造假情事，國教署應撤銷該補(捐)助案件，並收回已撥付款項。
七、 補(捐)助計畫除依本要點第 4 點規定之情形外，以不補(捐)助人事費、加班費、內部場地使用費及行政管理費為原則。
八、 申請補(捐)助經費，其計畫執行涉及須依「政府機關政策文宣規劃執行注意事項」
、預算法第 62 條之 1 及其執行原則等相關規定辦理者，應明
確標示其為「廣告」
，且揭示贊助機關（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名稱，並不得以置入性行銷方式進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