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南縣學甲國民小學辦理 2010海外華裔青年英語服務營實施計畫 

ㄧ、緣起： 

為配合政府「挑戰 2008年國家發展重點計畫」之 E世代人才培育計畫， 

鼓勵海外華裔青年投入國內英語學習活動，提昇學校英語教學資源，加強 

弱勢學生學習英語機會，向僑務委員會及教育部申請英語學習服務營至本 

校服務，以期帶動學校學習英語之風氣。 

二、目的： 

1. 透過生活化教學模式學習英語單字和句型，提昇學生聽說讀寫基本能力。 

2. 結合資訊科技融入教學，增加師生互動學習機會，提升學生學習英語興

趣及知能。 

3. 透過英語服務營教學，促進海內外青少年交流，認識彼此文化，開拓國

際視野。 

三、 辦理單位： 

1. 主辦機關：教育部、僑務委員會 

2. 承辦機關：台南縣政府 

3. 承辦學校：學甲國民小學 

四、辦理時間： 

1. 營隊活動時間：99年 7月 12日-99年 7年 23日 

2. 接送志工時間：99年 7月 8日下午 

3. 開幕時間：99年 7月 12日上午八時二十分。 

4. 成果發表與結業式：99年 7年 23日上午九時。 

五、參加對象： 

1. 海外志工成員共 6-8人。 

2. 本校參加學生，以 50名為原則，男女各半，以原住民、低收入、身心障 

   礙人士子女、外籍配偶子女為優先。 

六、辦理方式： 

1、 99年 7月 8日下午接送志工。 

2、 99年 7月 12日-97年 7年 23日為期兩週的教學活動。 

3、 99年 7月 17、18日(星期六、日)志工參觀活動(暫定)。 

七、教學活動： 

1、 教學內容以本校英語教材(吉得堡版本)及日常用句型等相關內容為主。 

2、 參加學生依照英語能力分成 6-8組，每組約為 7位學生。 

3、 每日活動時間：上午 8：40至下午 16：20，活動時間表如附件一。 

八、學校行政與教學支援工作：如附件二。 

九、活動經費：經費概算表如附件三。 

十、獎勵：依據公立學校教職員成績考核辦法及台南縣國民中小學教育人員獎 



          勵實施要點辦理。 

十一、本計畫經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一 

台南縣學甲國民小學辦理 2010海外美華裔青年英語服務營實施計畫 

教學日期：                任教者：    

時間 課程內容 備註 

08：20－08：40 始業式（或教學準備時間）  

08：40－09：20 第一節課  

09：20－09：30 下課  

09：30－10：10 第二節課  

10：10－10：30 下課  

10：30－11：10 第三節課  

11：10－11：20 下課  

11：20－12：00 第四節課  

12：00－12：40 中餐  

12：40－13：30 午休  

13：30－14：10 第五節課  

14：10－14：20 下課  

14：20－15：00 第六節課  

15：00－15：10 下課  

15：10－15：50 第七節課  

15：50－16：20 檢討會  

16：20－ 自由活動  



附件二 

台南縣學甲國民小學辦理 2010海外美華裔青年英語服務營 

學校行政與教學支援工作分配 

職 稱 姓  名 工  作  項  目 備  註 

校長 林炳宏 綜理與監督英語服務營所有事物  

家長會長 李福來 協助英語服務營相關事物  

教務主任 姜宏尚 負責協調英語營相關事宜  

總務主任 陳游鯤 負責志工之學校設備規劃（午餐、居 

住、設備） 

 

訓導主任 林祝豊 負責志工之學校生活安全規劃  

教學組長 楊易霖 課程規劃（教學日誌、上課點名、照 

片及影片製作） 

 

資訊組長 陳俊廷 生活輔導照顧及照片、影片製作  

訓育組長 方啟丞 生活輔導照顧  

教師 謝易修 接待、教學支援  

教師 李致淵 接待、教學支援  

教師 劉文翰 接待、教學支援  

護理師 白秀玉 提供醫護協助處理及臨時交代事項  

幹事 洪宿榮 文書作業及臨時交代事項  

工友 曾慶中 校園教室環境維護及開、鎖門  

廚工 江美玲 志工、工作人員及學童茶水點心服務  



 

教育部補助計畫項目經費 ▓申請表 
   □核定表 

申請單位：臺南縣學甲鎮學甲國民小學 計畫名稱：2010 年海外華裔青年英語服務營 

計畫期程：99 年 7 月 4 日至 99 年 7 月 24 日 

計畫經費總額：   208100    元，申請金額：    2080100    元，自籌款：   0   元 

擬向其他機關與民間團體申請補助：▓無□有 

（請註明其他機關與民間團體申請補助經費之項目及金額） 

教育部：              元，補助項目及金額： 

XXXX 部：………………元，補助項目及金額： 

經費項目 計畫經費明細 教育部核定計畫經費 

（申請單位請勿填寫） 

單價

（元） 

數量 總價

(元) 

說明 金額（元） 說明 

人 
事 
費 

學校人員加
班費 300 20 6000 

學校編制內人員以加班費
每人每小時最高 300 元計 

  

業 
務 
費 

工作費 
95 200 19000 

非編製內人員(含大專生)得
以每人每小時 95 元，一日
最多 8 小時計算 

 
 

 接送志工青

年之交通費 20000 1 20000 

含該校課程輔導員及所需
志工往返交通費（7/8劍潭
青年活動中心-學校 7/24學
校返回集合地點） 

 教材費 20000 1 20000 每校補助 2 萬元 

 志工青年 

伙食費 
250 

8 人×

17 天 
34000 

17 天（99 年 7 月 8 日至 99
年 7 月 24 日） 

 參與學童午

餐費 
70 

50 人×

10 天 
35000 

10 天（僅補助至多 50 位學
童） 

 營隊期間學

校工作人員

午餐費 ( 含

大專生、英

語專長替代

役男) 

70 
15 人×

10 天 
10500 

10 天 

 參與學童交

通接送費 
0 0 0 

10 天（僅補助至多 50 位學
童），依實核支，無則免編
列 

 志工活動費 

5500 8 44000 

每位志工青年 5,500 元 
(含週末活動交通費、活動費
及學校購置膳宿基本用品
之費用，其餘活動安排所需
物品等) 

  

 學校說明會

交通費 
3000 2 6000 

2 人   

 課程輔導員

說明會交通
3000 1 3000 

1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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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補助計畫項目經費 ▓申請表 
   □核定表 

申請單位：臺南縣學甲鎮學甲國民小學 計畫名稱：2010 年海外華裔青年英語服務營 

計畫期程：99 年 7 月 4 日至 99 年 7 月 24 日 

計畫經費總額：   208100    元，申請金額：    2080100    元，自籌款：   0   元 

費 

 教育訓練交

通費 3000 1 3000 

7/4課程輔導員由縣府到台
北劍潭青年活動中心車資
7/24集合點返回縣府之車
資，依實核支 

  

 教育訓練工

作費(學校) 
800 6 4800 

7/9 課程輔導員於學校教育
訓練工作費每小時 800 元，
最多 6 小時計算。 

  

 訪視費 1000 2 2000 
學校營隊期間，縣府推派輔
導員訪視費 

  

 訪視交通費 400 2 800 
學校營隊期間，縣府推派輔
導員訪視交通費(核實) 

  

 訪視住宿費 0 0 0 
學校營隊期間，縣府推派輔
導員住宿費(上限 1400) 

  

合  計    208100   

承辦             會計            機關長官 

單位             單位            或負責人 

教育部          教育部 
承辦人          單位主管 

備註： 
1、依行政院 91 年 5 月 29 日院授主忠字第 091003820 號函頒對民
間團體捐助之規定，為避免民間團體以同一事由或活動向多機關
申請捐助，造成重複情形，各機關訂定捐助規範時，應明定以同
一事由或活動向多機關提出申請捐助，應列明全部經費內容，及
擬向各機關申請補助經費項目及金額。 
2、補助案件除因特殊需要並經本部同意者外，以不補助人事費為
原則；另內部場地使用費及行政管理費則一律不予補助。 
3、各經費項目，除依相關規定無法區分者外，以人事費、業務費、
雜支、設備及投資四項為編列原則。 

補助方式：  
□全額補助 
□ 部 分 補 助 【 補 助 比 率  
％】 
□酌予補助 

餘款繳回方式： 
依核撥結報作業要點辦理 
（繳回    □不繳回） 
□其他（請備註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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