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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酷課外語村 X雲之國度—環遊世界冬令營」 
112年臺北酷課雲寒假外語線上直播講座實施計畫 

北市教資字第 11131083123號函 

壹、 計畫緣起 

112年臺北市政府教育局為鼓勵學生善用臺北酷課雲平臺（Taipei City 

CooC Cloud）學習，課程依據《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之「語文領

域-英語文、第二外國語文」，以「自發、互動、共好」及三大核心素養「自

主行動」、「溝通互動」、「社會參與」為基礎，於寒假期間首次規劃「外語主

題式」線上直播講座，針對各年齡層學生推出免費外語課程。 

臺北酷課雲平臺邀請本國及海外講師授課，推動高中以下學校運用雙語

進行多領域學習，提供本市弱勢學生與全國與海外學生學習支持，開設外語

線上直播講座，運用酷課 OnO 線上教室，可運用寒假期間學習各國外語，包

含：東北亞、東南亞及歐洲語文等課程，掌握各國語文：「字母、語音、字詞、

句構與篇章」，依照學生興趣、性向、能力與需求開設外語多元主題 18 門講

座，期望學生能夠強化外語軟實力，提升自身競爭力。 

貳、 目的 

一、鼓勵全國與海外學生於寒假期間善用臺北酷課雲服務及線上學習外語資

源安排自主學習計畫，提升自主學習能力及數位學習之風氣。藉此培養

學生能探索興趣、 展現自己的潛能及擔負起學習責任。 

二、落實臺北市數位教育資源共享理念，豐富學生多樣化外語「聽、說、

讀、寫」學習機會，訓練學生熟悉跨學科雙語學習，提供學生外語學習

環境，培養國際視野，因應全球雙語人才之需求，厚植學生外語能力，

並能應用於日常生活溝通。 

三、為推廣臺北酷課雲各項服務至全球，提供世界各地之海外僑（華）校、

臺商子女學校透過酷課雲進行外語線上講座及利用各項學習資源。 

參、 辦理單位 

一、主辦機關：臺北市政府教育局（以下簡稱本局）。 

二、承辦單位：臺北市數位學習教育中心、臺北市立中崙高級中學。 

肆、 講座活動時程 

自 112 年 2 月 2 日（星期四）起至 112 年 2 月 10 日止（星期五），每門每 1

日開設 1 堂課，皆開設 5 天，並限額 40 名學生參加，共計 5 天 18 門外語線

上直播講座。本活動一律全程參加，報名前請審慎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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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授課方式 

一、本局於臺北酷課雲（http://cooc.tp.edu.tw）之酷課雲網路課程推出 112 

年寒假 18 門外語直播講座，邀請各校專業名師開設優質酷課雲線上課

程。課程以酷課 OnO學習管理平臺（https://ono.tp.edu.tw/）為授課平臺，

進行同步與非同步數位學習課程，課程為封閉式課程，錄取後將以個別

電子郵件通知課程代碼，再將課程代碼加入課程，填寫報名表時請務必

填寫正確之電子郵件。 

二、參加本活動臺北市學生一律以「臺北市校園單一身分驗證服務」帳號登

入，外縣市學生請由教育雲端帳號登入臺北酷課雲平臺。 

三、本次講座皆需自備電腦（具網路攝影機、耳機、麥克風）、手機或平板（能

執行 Tron Class APP 與拍照上傳功能）。請同學參加課程務必確認是否

能在直播講座中，開螢幕及使用麥克風與耳機進行課程互動，使學生能

進行同步數位學習課程。 

陸、 活動辦法 

一、活動對象：111學年度所屬全國各縣市及海外僑（華）校之公私立各級高

級中等學校至國民小學學生，一律使用學生個人帳號登入。 

二、講座費用與獎勵： 
（一）為推廣線上學習風氣，本講座活動經費由「臺北市酷課雲網路課程

推動計畫」項下支應，學員不需繳交任何課程費用（除授課教師

請學生自行購買材料之外）。 

（二）學生依各選修講座相關規定修習，該講座經授課教師認定成績合格

者，由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授予修課證明。 

三、報名事宜及配合事項： 

（一）報名日期：自 111年 12月 27日（星期二）上午 10時至 112年 1

月 10日（星期二）中午 12時止。 

（二）報名方式：本活動一律採用線上報名，請至臺北酷課雲最新公告

區(https://cooc.tp.edu.tw/main，建議使用 Chrome 瀏覽器）

填寫 Google報名表單，需登入 Google帳戶方能填寫報名表單。 

（三）報名表單網址： https://forms.gle/6E8Th3Tvnymawp1A6 

（四）報名錄取後將以報名填寫之電子郵件通知課程代碼，再依課程代

碼加入課程，填寫報名表時請務必確認電子郵件正確，避免錄取

信件無法寄送影響上課權益。 

（五）為了避免資源浪費，本計畫不限制報名講座數（可報名多門講

座），「國小學生」每人限制至多錄取 1門為原則；「國中、高中

學生」每人至多錄取 2門為原則，並請依授課年級報名登記，每

門課當報名人數超過招生 40位名額時，為維護報名及錄取方式

http://cooc.tp.edu.tw）之酷課雲網路課程首度推出111
https://ono.tp.edu.tw/
https://cooc.tp.edu.tw/main
https://forms.gle/6E8Th3Tvnymawp1A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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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正性，將依電腦隨機抽籤方式排定錄取學生名單，並列備取排

序。 

（六）為顧及經濟弱勢生權益，將針對經濟弱勢學生提供優先保障名

額，本次寒假營隊活動將以每門講座招收名額 10%抽籤排定經濟

弱勢生(低收、中低收證明）保障名額，騰餘名額亦以抽籤方式

排定。經濟弱勢生若無教育載具進行線上學習，請與學生所屬學

校借用公用平板電腦或筆電等行動載具，學生請遵守各校訂定之

各項載具借用管理辦法規範，學生應妥善保管，開學返校時始須

歸還，維護其參與計畫權利，落實數位教育平權。 

（七）公告錄取：於 112年 1月 16日（星期一）下午 5時前，將於臺

北酷課雲網站最新公告區（https://cooc.tp.edu.tw/news）公

告錄取名單。如正取者欲放棄名額，請主動於 112年 1月 19日

（星期四）下午 5時前填寫取消報名表單(網址：

https://forms.gle/9QbVkrMi7FhBHoYC9），以利備取者遞補。 

（八）因本計畫為免費講座，為避免資源浪費，敬請詳細評估學生興趣

及時間規劃後再進行報名。倘未於前述時間表明放棄，又無故未

到課者，將影響自身後續於臺北酷課雲平臺相關課程報名權益。 

（九）參與本次講座，並觀看完整同步直播，並經授課教師認定成績合

格者，可依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數位證書取得方法」自行下載

修課證明數位證書。 

https://forms.gle/9QbVkrMi7FhBHoYC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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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辦理期程與班別： 

計畫辦理時間自 112年 2月 2日（星期四）起至 112年 2月 10日

止（星期五），時區為 GMT +8.00（東八區）進行，開設班別如下： 

序號 
主

題 
年級 講座時間 講座名稱 授課教師 

臺北市 外縣市

學生 

海外僑

校生 一般生 經弱生 

1 

英

語

講

座 

國小低

年級 

112年 2月 2日至 

112年 2月 8日 

每日 10時至 11時 

生活停看

聽 Watch 

Out! 

臺北市文化國

小曾心怡老師 
26 4 8 2 

2 

112年 2月 2日至 

112年 2月 8日 

每日 11時至 12時 

唱唱跳跳

學英文-動

物好好玩 

臺北市東新國

小廖巧馨老師 
26 4 8 2 

3 

國小中

年級 

112年 2月 2日至 

112年 2月 8日 

每日 9時至 10時 

探索世界

古文明

Ancient 

History & 

Civilization

s 

臺北市幸安國

小蘇盈之老師 
26 4 8 2 

4 

112年 2月 2日至 

112年 2月 8日 

每日 10時至 11時 

寵物超能

力 

臺北市興德國

小吳欣怡老師 
26 4 8 2 

5 

國小高

年級 

112年 2月 2日至 

112年 2月 8日 

每日 9時至 10時 

This is how 

we do it!不

同的新年

習俗 

臺北市幸安國

小王盈琇老師 
26 4 8 2 

6 

112年 2月 2日至 

112年 2月 8日 

每日 10時至 12時 

Cooc 酷課

小子就是

我! 

臺北市興德國

小邱筠佳老師 
26 4 8 2 

7 

國中 

112年 2月 6日至 

112年 2月 10日 

每日 9時至 10時 

The UN 

SDGs 

Project 

美國紐約 

Jericho 中小

學趙敬軒老師 

26 4 8 2 

8 

112年 2月 6日至 

112年 2月 10日 

每日 10時至 12時 

英文故事

閱讀 

國立師大附中

周泓儒老師 
26 4 8 2 

9 高中 

112年 2月 2日至 

112年 2月 8日 

每日 9時至 11時 

英文閱讀

與寫作--青

春，愛 x 

愛青春 

臺北市南湖高

中沈君怡老師 
26 4 8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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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主

題 
年級 講座時間 講座名稱 授課教師 

臺北市 外縣市

學生 

海外僑

校生 一般生 經弱生 

10 

112年 2月 6日至 

112年 2月 10日 

每日 14時至 16時 

成為全球

公民：英

語說時事 

致理科技大學

陳錦珊老師 
26 4 8 2 

11 

112年 2月 6日至 

112年 2月 10日 

每日 18時至 20時 

跨文化英

語溝通 

臺灣師範大學

孔繁偉老師 
26 4 8 2 

12 

歐

洲

語

文

講

座 

國中、

高中 

112年 2月 6日至 

112年 2月 10日 

每日 10時至 12時 

法國文化

與語言初

體驗 

中央大學 

邱惠佩老師 
26 4 8 2 

13 

112年 2月 6日至 

112年 2月 10日 

每日 14時至 16時 

德國好好

玩之德語

入門 

文藻外語大學

薛欣怡老師 
26 4 8 2 

14 

112年 2月 6日至 

112年 2月 10日 

每日 16 時 30 分至

18時 30分 

初級西班

牙語 

政治大學 

馬德睿老師 
26 4 8 2 

15 東

北

亞

語

講

座 

高中 

112年 2月 6日至 

112年 2月 10日 

每日 10時至 12時 

日本 GO!

旅遊會話

輕鬆攻略 

臺灣師範大學

曹家豪老師 
26 4 8 2 

16 

112年 2月 6日至 

112年 2月 10日 

每日 16時至 18時 

用 K-pop

和韓劇學

習韓國語

與韓國文

化 

臺灣師範大學

金家絃老師 
26 4 8 2 

17 

東

南

亞

語

講

座 

國中、

高中 

112年 2月 6日至 

112年 2月 10日 

每日 10時至 12時 

越南語社

交一把通 

中央大學 

范垂玲老師 
26 4 8 2 

18 

112年 2月 6日至 

112年 2月 10日 

每日 17時至 19時 

初級應用

印尼語 

政治大學 

譚稱玲老師 
26 4 8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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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注意事項 

一、參加本活動臺北市學生一律使用個人「臺北市校園單一身分驗證服務」

帳號加入課程，請勿使用家長之親子綁定帳號加入課程，將會影響數位

證書姓名顯示，如學生尚未取得「臺北市校園單一身分驗證服務」帳號

者，請逕洽所屬學校資訊組。 

二、非臺北市學生以教育雲端登入臺北酷課雲，如尚未取得教育雲端帳號，

亦或帳號相關問題，請逕洽所屬學校資訊組。 

三、海外學生參與本次課程建議使用教育雲端帳號登入酷課雲，若欲申請教

育雲端帳號，請逕向所屬學校網管人員確認是否已申請教育體系身分認

證服務代理平臺並同步更新學校全校師生資料，倘若各校欲查詢教育體

系身分認證服務代理平臺帳號，請洽僑委會。 

四、本次活動課程皆需自備電腦（具網路攝影機、耳機、麥克風）、手機或

平板（能執行 TronClass APP與拍照上傳功能）。請學生參加課程務必

確認是否能在直播課程中，開螢幕及使用麥克風與耳機進行課程互動，

使學生能進行同步數位學習課程。課程活動需運用網路、工具需求以學

生自備為原則，如有問題，請逕洽所屬學校資訊組協助。 

五、國民小學 1至 3年級學生參加線上課程，建請家長陪同參與，協助操作

進入線上課程教室參加同步直播課程。 

六、每堂直播課程教室開放時間為課程前 5至 15分鐘，請點擊直播教室圖

示，系統將會記錄參加課程狀況，已利查驗上課之情形。 

七、參加本次課程，並觀看完整同步直播或非同步直播，皆可依據「臺北市

政府教育局數位證書取得方法」自行下載。 

八、若報名者所留下的電子郵件不正確，致承辦單位無法聯絡，將視同放棄

參加課程權利。為避免您的權益受損，錄取者若在錄取名單公開後 1日

內無收到通知，亦請與承辦單位聯絡。 

九、因應個人資料保護法，參加本活動之個人資料，僅供活動相關用途使

用。蒐集、處理及使用個人資料將受到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令之規

範，參加本活動即表示您同意本活動之隱私權政策及個人資料蒐集聲

明。 

十、本講座於 112年 2月 27日（星期一）設為公開課程提供全國各縣市以

及海外僑校國小至高中職親師生觀看，請登入臺北酷課雲平臺，點選

「網路課程-OnO」服務，進入到「酷課 OnO線上教室」首頁，加入特別

企劃「112年臺北酷課雲寒假外語線上直播講座」課程，共計 18門，

歡迎親師生踴躍加入課程，進行非同步線上自主學習。 

十一、活動辦理單位保留修改活動細節權利，無須事前通知並有權對本活動

所有事宜作出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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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 本案聯絡人 

一、課程相關問題請洽本局資訊教育科（臺北市數位學習教育中心課程規劃

組） 賴老師，加入臺北酷課雲官方 LINE（LINE ID：@cooc）線上提

問，Email：t1308@zlsh.tp.edu.tw。 

二、臺北市學生登入帳號問題請洽學生所屬學校資訊組或臺北市校園單一身

份驗證客服中心官方 LINE（LINE ID：@726lzmyc）線上提問，電話：

02-27535316分機 250，Email：coocservice@tp.edu.tw。 

三、外縣市學生請由「教育雲」帳號進入，若有教育雲端帳號登入問題，請

電洽教育雲帳號客服專線，電話：04-22220507或 Email：

oidcservice@mail.edu.tw。 

四、海外學生登入帳號問題，請洽所屬學校網管人員，倘若各校欲查詢教育

體系身分認證服務代理平臺帳號，請洽僑委會。 

五、請注意在撥打客服連絡電話或是撰寫信件/LINE提問內容時，麻煩您先

確認以下事情，包含：個人的基本資料、學生所在縣市及學校名稱及聯

絡電話，聯繫內容重點敘述（例如：發生狀況時間、登入網站名稱及網

址、所遇問題或螢幕截圖畫面）。如來電請確認手邊有可上網的工具

（手機、平板、電腦），以加速陪同您同步排除問題。 

玖、 經費來源：本局及中崙高中相關經費項下支應。 

壹拾、課程時間與授課教師得於總經費不變下，依實際執行情形調整。 

壹拾壹、 本活動計畫經本局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mailto:coocservice@tp.edu.tw
javascri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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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酷課外語村 X 雲之國度—環遊世界冬令營」 

112 年臺北酷課雲寒假外語線上直播講座一覽表暨講座計畫 

年

級 
日期 時間 主題 授課教師 

國

小

低

年

級 

2 月 2 日 

至 

2 月 8 日 

10:00 至 11:00 
生活停看聽 

Watch Out! 

臺北市文化國小 

曾心怡 老師 

11:00 至 12:00 
唱唱跳跳學英文 

-動物好好玩 

臺北市東新國小 

廖巧馨 老師 

國

小

中

年

級 

09:00 至 10:00 

探索世界古文明

Ancient History & 

Civilizations 

臺北市幸安國小 

蘇盈之 老師 

10:00 至 11:00 寵物超能力 
臺北市興德國小 

吳欣怡 老師 

國

小

高

年

級 

09:00 至 10:00 
This is how we do it!不

同的新年習俗 

臺北市幸安國小 

王盈琇 老師 

10:00 至 12:00 
Cooc 酷課小子 

就是我! 

臺北市興德國小 

邱筠佳 老師 

國 

中 

2 月 6 日 

至 

2 月 10 日 

9:00 至 10:00 The UN SDGs Project 

美國紐約 Jericho 

中小學 

趙敬軒 老師 

10:00 至 12:00 英文故事閱讀 
國立師大附中 

周泓儒 老師 

高 

中 

2 月 2 日 

至 

2 月 8 日 

9:00 至 11:00 
英文閱讀與寫作— 

青春，愛 x 愛青春 

臺北市南湖高中 

沈君怡 老師 

 

 
14:00 至 16:00 

成為全球公民： 

英語說時事 

致理科技大學 

陳錦珊 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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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6 日 

至 

2 月 10 日 

18:00 至 20:00 跨文化英語溝通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孔繁偉 老師 

國

中

、

高

中 

10:00 至 12:00 
法國文化與 

語言初體驗 

國立中央大學 

邱惠佩 老師 

14:00 至 16:00 
德國好好玩 

之德語入門 

文藻外語大學 

薛欣怡 老師 

16:30 至 18:30 初級西班牙語 
國立政治大學 

馬德睿 老師 

高

中 

10:00 至 12:00 
日本 GO! 

旅遊會話輕鬆攻略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曹家豪老師 

16:00 至 18:00 
用 K-pop 和韓劇學習

韓國語與韓國文化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金家絃 老師 

國

中

、

高

中 

10:00 至 12:00 越南語社交一把通 
國立中央大學 

范垂玲 老師 

17:00 至 19:00 初級應用印尼語 
國立政治大學 

譚稱玲 老師 

 

《下頁起為各講座詳細授課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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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年臺北市酷課網路課程寒假線上直播講座計畫課程表 

課程講座名稱 『生活停看聽 Watch Out!』專班 

授課教師 臺北市文化國小  曾心怡 老師 

辦理日期 
開始日期：112 年 02 月 02 日 （星期四） 

結束日期：112 年 02 月 08 日 （星期三） 

上課時間 每日上午 10：00 至 11：00  GMT +8.00 (東八區) 

人數限制 開放全國及海外小學 1 至 2 年級 40 名報名，共 40 名 

內容精要 
本次課程分五天，學習與討論「食、衣、住、行和育樂」的安全主

題。 

學習目標 
透過本次課程讓學生們重視生活中每個大小事可能產生的安全議

題，提升學生的安全意識，進而學習保護自己和周遭的家人朋友們。 

配合事項 

1.準時上課。 

2.上課踴躍回答。 

3.有問題隨時提出。 

4.確實繳交作業。 

課程大綱 

第一堂 

2 月 02 日(四) 

Food Safety 食的安全:  

Is it safe to eat whatever you like? 

你確定這樣吃安全嗎? 

第二堂 

2 月 03 日(五) 

Clothing Safety 衣的安全:  

Is it safe to wear whatever you like? 

你確定這樣穿安全嗎? 

第三堂 

2 月 06 日(一) 

Housing Safety 住的安全: 

Is it safe to live in whatever way you want? 

你確定這樣居住安全嗎? 

第四堂 

2 月 07 日(二) 

Transportation Safety 行的安全: 

Is it safe to transport in whatever way you want? 

你確定這樣通行安全嗎? 

第五堂 

2 月 08 日(三) 

Recreation Safety 育樂的安全: 

Is it safe to play in whatever way you want? 

你確定這樣玩安全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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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臺北市酷課網路課程寒假線上直播講座計畫課程表 

課程講座名稱 『唱唱跳跳學英文-動物好好玩』專班 

授課教師 臺北市東新國小  廖巧馨老師 

辦理日期 
開始日期：112 年 02 月 02 日 （星期四） 

結束日期：112 年 02 月 08 日 （星期三） 

上課時間 每日上午 11：00 至 12：00  GMT +8.00 (東八區) 

人數限制 開放全國及海外小學 1 至 2 年級 40 名報名，共 40 名 

內容精要 

以 Animals「動物」為主題，透過有趣的英文律動歌曲並結合繪本故

事等內容，讓孩子在愉快且自然的氛圍中，唱唱跳跳學習英文、認

識動物的外表與特性。 

學習目標 
1. 能說出歌曲中之動物相關字彙。 

2. 能唱出歌曲並隨著節拍律動跳舞。 

配合事項 

1. 提供可做肢體動作之安全空間，讓孩子伸展身體一起律動。 

2. 學生線上上課時必須開啟鏡頭並準備麥克風耳機。 

3. 每次上課請準備：A4白紙、鉛筆、橡皮擦及一盒彩色筆。 

4. 每節課最後10分鐘總結上課內容並請學生做筆記，請家長協助

拍照上傳至酷課雲OnO線上平臺繳交作業給老師。 

課程大綱 

第一堂 

2 月 02 日(四) 
叢林漫遊(Song: Let’s take a walk in the jungle!) 

第二堂 

2 月 03 日(五) 
動物園大冒險(Song: Let’s go to the zoo.) 

第三堂 

2 月 06 日(一) 
驚奇昆蟲百科(Song: Bugs Roll) 

第四堂 

2 月 07 日(二) 
鯊魚來了，快跑！(Song: Colorful Baby Shark) 

第五堂 

2 月 08 日(三) 

動物歌唱大賽(Song: Animal Action) 

所有動物歌曲節奏律動大集合，一起來唱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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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臺北市酷課網路課程寒假線上直播講座計畫課程表 

講座名稱 『探索世界古文明 Ancient History & Civilizations』專班 

授課教師 臺北市幸安國小  蘇盈之老師 

辦理日期 
開始日期：112 年 02 月 02 日 （星期四） 

結束日期：112 年 02 月 08 日 （星期三） 

上課時間 每日上午 09：00 至 10：00  GMT +8.00 (東八區) 

人數限制 開放全國及海外小學 3 至 4 年級 40 名報名，共 40 名 

內容精要 

數字和文字是怎麼來的呢？金字塔和木乃伊又是怎麼會出現呢？

這堂課我們會把世界各大著名古文明介紹給你，並培養欣賞、尊重

不同文化的修養！ 

學習目標 

1. 能聽懂、理解英文介紹的古文明關鍵名詞(人物、事件、物品等)。 

2. 能辨識、欣賞不同世界古文明。 

3. 能對於世界古文明有延伸的學習。 

配合事項 

1. 以電腦或筆電，使用網頁版酷課雲網路課程(OnO)平臺上課。 

2. 使用具有前鏡頭、可通話耳麥和鍵盤之筆電或桌機上課、參與

討論表達意見。 

3. 準時繳交各項作業方能獲得修業證書。 

課程大綱 

第一堂 2 月 02 日(四) 

➢ 相見歡及課程說明。 

➢ 世界重要古文明有那些呢？為什麼我們要認識這些古文明

呢？ 

➢ 線上互動遊戲/測驗 

第二堂 2 月 03 日(五) 
➢ 世界古文明 1：「兩河文化 + 古埃及」+線上互動遊戲/測

驗。 

第三堂 2 月 06 日(一) ➢ 世界古文明 2：「古希臘」+線上互動遊戲/測驗。 

第四堂 2 月 07 日(二) ➢ 世界古文明 3：「古中國」+線上互動遊戲/測驗。 

第五堂 2 月 08 日(三) 
➢ 世界古文明 4：「古羅馬」+線上互動遊戲/測驗。 

➢ 課程總結(總複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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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臺北市酷課網路課程寒假線上直播講座計畫課程表 

講座名稱 『寵物超能力』專班 

授課教師 臺北市興德國小  吳欣怡老師 

辦理日期 
開始日期：112 年 02 月 02 日 （星期四） 

結束日期：112 年 02 月 08 日 （星期三） 

上課時間 每日上午 10：00 至 11：00  GMT +8.00 (東八區) 

人數限制 開放全國及海外小學 3 至 4 年級 40 名報名，共 40 名 

內容精要 
介紹常見寵物的奇妙能力，包括導航、體能、團隊、同理心、

模仿等各種神奇能力。 

學習目標 
1.激發學生對周遭動物的觀察及賞識。 

2.激發學生覺察並善用自己五感。 

配合事項 
1.學生須配合老師指導於課堂完成測驗及表達。 

2.老師會逐步引導，幫助學生建立英語書寫及表達能力。 

課程大綱 

第一堂 

2 月 02 日(四) 

寵物好聰明-1 

1. 動感鸚鵡 、2. 賽車比賽 、3. 灌籃高手  

第二堂 

2 月 03 日(五) 

寵物好聰明-2 

1. 合作買東西 、2. 模仿高手、3. 解謎高手   

第三堂 

2 月 06 日(一) 

寵物好有愛 

1. 狗狗陪你、2. 兔兔護士 、3. 狗狗救命  

第四堂 

2 月 07 日(二) 

寵物好厲害 

1. 狗狗偵探、2. 導航喵咪、3. 金魚足球 

第五堂 

2 月 08 日(三) 

寵物會溝通 

1. 說話狗狗 、2. 對話鸚鵡 、3.哈囉喵咪、4. 先知狗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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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臺北市酷課網路課程寒假線上直播講座計畫課程表 

講座名稱 『This is how we do it !不同的新年習俗』專班 

授課教師 臺北市幸安國小  王盈琇老師 

辦理日期 
開始日期：112 年 02 月 02 日 （星期四） 

結束日期：112 年 02 月 08 日 （星期三） 

上課時間 每日上午 9：00 至 10：00  GMT +8.00 (東八區) 

人數限制 開放全國及海外小學 5 至 6 年級 40 名報名，共 40 名 

內容精要 課程中一起認識不同國家的新年習俗，感受新年氣氛吧！ 

學習目標 
1. 透過認識不同國家新年習俗及相關文化，培養世界觀。 

2. 從新年習俗文化出發，對身為地球公民有感。 

配合事項 
1. 請協助讓孩子能夠在網路通暢、舒適、明亮的空間進行課程。 

2. 若有需要，可以準備筆記本記錄課程學習重點。 

課程大綱 

第一堂 

2 月 02 日(四) 

This is how we do it for a happy new year! 

許多國家都會在跨年這一天放煙火，讓我們一起認識用跨年做為新

年開始的各國習俗吧！ 

第二堂 

2 月 03 日(五) 

This is how we do it in Taiwan! 

臺灣的新年習俗相信大家都不陌生，不過你知道關於新年的由來

嗎？一起來回憶過年時，你和家人完成了哪些~ 

第三堂 

2 月 06 日(一) 

This is how we do it in Japan! 

日本的新年有什麼特別的？有哪些習俗？有哪些必吃的美食？ 

讓我們一起認識日本的新年習俗！ 

第四堂 

2 月 07 日(二) 

This is how we do it in Europe! 

最特別的新年習俗就屬歐洲各國，到底有什麼好玩的事情呢？ 

我們一起還遊歐洲，見識各國有趣的新年習俗吧！ 

第五堂 

2 月 08 日(三) 

How do we do it in….? 

最後介紹其他特別的新年習俗，並一起回顧這幾堂課學到的內容。 

新年習俗知識王，等你來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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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臺北市酷課網路課程寒假線上直播講座計畫課程表 

講座名稱 『Cooc 酷課小子就是我!』專班 

授課教師 臺北市興德國小  邱筠佳老師  

辦理日期 
開始日期：112 年 02 月 02 日 （星期四） 

結束日期：112 年 02 月 08 日 （星期三） 

上課時間 每日上午 10：00 至 12：00  GMT +8.00 (東八區) 

人數限制 開放全國及海外小學 5 至 6 年級 40 名報名，共 40 名 

內容精要 

    本專班為全英語口說課，藉由臺北酷課雲 OnO 線上教室平臺進

行線上直播課程，線上課程將帶領學生分享自身：「自我簡介」、

「家鄉介紹」及「在酷課雲進行英語學習的有趣經驗」等，創作成

一本電子書。將透過學生自製的電子書以口說形式發表給老師聆

聽，歡迎對口說有興趣的小朋友，踴躍報名! 

學習目標 

1. 學習撰寫自我介紹、家鄉介紹及酷課雲英語學習經驗的短文。 

2. 學習如何有條理的做出一本電子書創作。 

3. 學習以清楚的聲調、音量介紹自製電子書。 

4. 學習如何與老師進行英語互動的語句。 

配合事項 

1. 參加學生須有製作PPT簡報(含插入照片等)的資訊能力。 

2. 自備筆電或桌機，方便學生參加線上課程，同時開啟PPT做簡報。 

3. 自備手機或IPAD等載具(最好有網路)，方便開啟酷課雲平臺，

將電子書發表給外師聆聽並交流。 

課程大綱 

第一堂 2 月 02 日(四) 

1. 聊聊自己。 

2. Brain Storm -- Self Introduction Writing Sentences! 

3. 製作 PPT。 

4. Oral Presentation 

第二堂 2 月 03 日(五) 

1. 聊聊我的家鄉。 

2. Brian Storm about My Hometown Writing Sentences! 

3. 製作 PPT 。 

4. Oral Presentation 

第三堂 2 月 06 日(一) 

1. 聊聊酷課雲。 

2. Brian Storm -- Learning Experiences Writing Sentences! 

3. 製作 P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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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Oral Presentation 

第四堂 2 月 07 日(二) 
1. Rehearsal for My E-book 

2. Intonation、Volume and Eye Contact 

第五堂 2 月 08 日(三) Final Rehears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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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臺北市酷課網路課程寒假線上直播講座計畫課程表 

講座名稱 『The UN SDGs Project』專班 

授課教師 美國紐約 Jericho 國中小學  趙敬軒老師 

辦理日期 
開始日期：112 年 02 月 06 日 （星期一） 

結束日期：112 年 02 月 10 日 （星期五） 

上課時間 每日上午 9：00 至 10：00  GMT +8.00 (東八區) 

人數限制 開放全國及海外國中 7 至 9 年級 40 名報名，共 40 名 

內容精要 

同學們知道聯合國的 17 項永續發展目標（SDGs）嗎？想要跟著我

們當一週的臺灣親善大使，幫助世界公民們嗎？在這一週的密集課

程裡，跟著紐約公校 Gloria 老師體驗美國中學最受歡迎的選修課程，

每位同學將完成設計一個你能做到的 UN SDGs Project，並且跟著我

們實行每日一善！ 

學習目標 

1. 學生能夠依照老師提供的簡易英語句型來小組討論計畫 SDGs 

Project。 

2. 學生能夠依照老師的報告評量要求，用簡易英語句型報告 SDGs 

Project。  

3. 學生能夠執行每日日行一善用英文幫助需要的世界組織。 

配合事項 

1. 學生每日在課後花一個小時和組員一起做 SDGs Project。 

2. 學生需加入 Canva 來設計簡報和卡片、信件 

3. 學生在課堂上和小組成員用英語討論和分享報告。 

4. 學生在週五用英語分享報告成果。 

課程大綱 

第一堂 2 月 06 日(一) 

1. 相見歡！社區服務經驗分享！ 

2. The UN SDGs 項目討論和計畫。 

3. 寫給紐約老人們的愛心餐卡片（Heart of Dinner Note） 

第二堂 2 月 07 日(二) 

1. 國中生能做的社區服務討論與分享 

2. SDGs Project 集思廣益 

3. 寫給老人中心的一封信（Make an Elder Smile To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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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堂 2 月 08 日(三) 

1. 國際公民需要幫助的 case 分享 

2. SDGs 小組討論和個別指導 

3. 寫給病童們的鼓勵卡片（Cards for Hospitalized Kids） 

第四堂 2 月 09 日(四) 

1. 國際 SDGs Project 分享 

2. SDGs 小組討論和個別指導 

3. 募款方式集思廣益（Project Hope for 烏克蘭） 

第五堂 2 月 10 日(五) 學生 SDGs Project 報告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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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臺北市酷課網路課程寒假線上直播講座計畫課程表 

講座名稱 『英文故事閱讀』專班 

授課教師 國立師大附中  周泓儒老師 

辦理日期 
開始日期：112 年 02 月 06 日 （星期一） 

結束日期：112 年 02 月 10 日 （星期五） 

上課時間 每日上午 10：00 至 12：00  GMT +8.00 (東八區) 

人數限制 開放全國及海外國中 7至 9年級 40 名報名，共 40 名 

內容精要 
透過英文短篇故事的閱讀，擴增單字及文法的學習，並能了解故事

內涵，對相對應的議題進行思考與探索。 

學習目標 

1. 掌握故事鋪陳形式。 

2. 了解故事所傳達之議題。 

3. 對國中單字文法有基本掌握。 

4. 針對故事議題進行思辯。 

配合事項 
1. 學生須於上課前下載講義文本。 

2. 課後上傳心得回饋。 

課程大綱 

第一堂 2 月 06 日(一) 性別議題：The Twelfth Night 

第二堂 2 月 07 日(二) 動保議題：Black Cat 

第三堂 2 月 08 日(三) 生命議題：The Dead, The Train 

第四堂 2 月 09 日(四) 科普議題：The Black Hole & Gravity 

第五堂 2 月 10 日(五) 國際時事：視二月份時事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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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臺北市酷課網路課程寒假線上直播講座計畫課程表 

講座名稱 

Course 

『英文閱讀與寫作』專班--青春，愛 x 愛青春 

English Reading and Writing— 

Love and Youth X Love Youth 

授課教師 

Teacher 

臺北市立南湖高級中學 沈君怡老師 

Taipei Municipal Nanhu Senior High School 

Miss Joyce C. I. Shen 

辦理日期 

Date 

開始日期：112 年 02 月 02 日 （星期四） 

Start Date：Thursday, Feb. 6th, 2023 

結束日期：112 年 02 月 08 日 （星期三） 

End Date：Wednesday, Feb. 10th, 2023 

上課時間 

Time 

每日 上午 09：00 至 11：00  GMT +8.00 (東八區) 

09：00 A.M.~11：00 A.M. 

人數限制 

Number of Students 

開放全國及海外高中職 40 名報名，共 40 名 

40(from 10th to 12th grade) 

學習目標 

Target 

1. 能瞭解並欣賞課程中講授的詩文。 

Understand and appreciate the poems and passages taught 

in the class. 

2. 能使用簡單正確的英文字句寫出一篇有組織且流利的英

文文章。 

Be able to write a well-organized composition with simple 

but correct English. 

配合事項 

Class Requirement 

1. 本堂課程建議通過「GEPT全民英檢中級初試(聽力+閱

讀)」同學參加。 

This course is recommended for students who have passed 

the "GEPT National English Test Intermediate Preliminary 

Test (Listening + Reading)". 

2. 以電腦網頁版酷課雲網路課程(OnO)平臺上課。 

    Log in OnO Online Classroom in Taipei CooC-Clou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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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使用具有前鏡頭、可通話耳麥和鍵盤之筆電或桌機上

課、參與討論表達意見。 

Prepare Notebooks or Laptops with webcam, headsets, and 

keyboard. 

4. 準時繳交各項作業方能獲得修業證書。Actively 

participate in the discussion and hand in the assigments on 

time. 

課程大綱 Course Syllabus 

第一堂 1st class： 

2 月 02 日(四)Feb. 2th(Thur.) 

主題討論一 Topic  1：Love 

英詩閱讀 Reading：Love Poems  

第二堂 2nd class： 

2 月 03 日(五) Feb. 3th(Fri.) 

英詩實作一 Practice 1：Bio poem 

描寫文（Descriptive  Writing）寫作技巧及實作 

An Introduction to Descriptive Writing 

第三堂 3rd class： 

2 月 06 日(一) Feb.6th(Mon.) 

學生作品（描寫文及 Bio poem）展示分享 

Presentation 1：Bio poem and Descriptive Writing：

Three Days to See 

好文欣賞討論：三日復明 

第四堂 4th class： 

2 月 07 日(二) Feb.7th(Tue.) 

記敘文寫作技巧及實作 

An Introduction to Narrative Writing  

主題討論二  Topic 2：Youth 及相關詩文閱讀 

第五堂 5th class： 

2 月 08 日(三) Feb.8th(Wed.) 

學生作品（記敘文）展示分享 

Presentation 2：Narrative Writing 

英詩實作二  Practice 2： 

Diamante and Acoustic po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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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臺北市酷課網路課程寒假線上直播講座計畫課程表 

講座名稱 『成為全球公民：英語說時事』專班 

授課教師 致理科技大學 陳錦珊老師 

辦理日期 開始日期：112 年 02 月 06 日 （星期一） 

結束日期：112 年 02 月 10 日 （星期五） 

上課時間 每日下午 2：00 至 4：00  GMT +8.00 (東八區) 

人數限制 開放全國及海外高中職 40 名報名，共 40 名 

學習目標 

1. 閱讀國際焦點新聞，掌握世界的脈動，深入瞭解議題發展與辯

證技巧。 

2. 解析時事英語之篇章結構及語言特性，發展推理、思辨、組織

等認知思考能力及英文敘事技巧。 

配合事項 

1. 課程學員需要如期到課，備妥遠距課程所需之相關設備。 

2. 課程學員需要參與課堂上之學習活動，並完成所指定學習任

務。 

課程大綱 

第一堂 

2 月 06 日(一) 
夢想政治與金權：卡達世足爭議 

第二堂 

2 月 07 日(二) 
伊朗的女性革命：伊朗頭巾抗議事件 

第三堂 

2 月 08 日(三) 
和平樹：一則來自非洲的真實故事 

第四堂 

2 月 09 日(四) 
僕人領導：英國女王伊莉莎白二世 

第五堂 

2 月 10 日(五) 
我思故我在：青年為時代的先知（小組專題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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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臺北市酷課網路課程寒假線上直播講座計畫課程表 

講座名稱 『跨文化英語溝通』專班 

授課教師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孔繁偉老師 

辦理日期 開始日期：112 年 02 月 06 日 （星期一） 

結束日期：112 年 02 月 10 日 （星期五） 

上課時間 每日晚間 6：00 至 8：00  GMT +8.00 (東八區) 

人數限制 開放全國及海外高中職 40 名報名，共 40 名 

學習目標 1. 探討跨文化議題提升英語聽說能力。 

2. 利用國際時事提升批判性思考。 

3. 利用跨文化議題提升跨文化英語溝通。 

配合事項 全民英檢聽說能力初級以上為佳。 

課程大綱 

第一堂 

2 月 06 日(一) 

【語言與生活】: 一起探索與討論語言與文化之間密不可分的關係，

包括英語的使用及在全球的發展與轉變。 

第二堂 

2 月 07 日(二) 

【有錢萬事通】: 一起來用英語學習與討論各國的金錢觀，以及現代

人對於金錢的看法。 

第三堂 

2 月 08 日(三) 

【大都會風華】: 一起來用英語了解與討論都市的形成以及背後的意

涵，學會用英語分享摩登生活。 

第四堂 

2 月 09 日(四) 

【有我最不同】: 一起用英語來學習與討論不同且獨特的人格特質，

如何用英語與外國人交流。 

第五堂 

2 月 10 日(五) 

【無解的謎團】: 一起用英語來學習與討論各國看似神秘的建築以及

令人嘆為觀止的謎團，來加強英語思考與溝通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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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臺北市酷課網路課程寒假線上直播講座計畫課程表 

講座名稱 『法國文化與語言初體驗』專班 

授課教師 國立中央大學   邱惠佩老師 

辦理日期 
開始日期：112 年 02 月 06 日 （星期一） 

結束日期：112 年 02 月 10 日 （星期五） 

上課時間 每日上午 10：00 至 12：00  GMT +8.00 (東八區) 

人數限制 開放全國及海外國中 1 年級至高中職 3 年級 40 名報名，共 40 名 

內容精要 

課程將從簡單易學的法語打招呼與自我介紹著手，同時配合上課主

題加入相關文化講解，讓學習者除了學習法國語言之外，也能進一

步在學習不同文化的過程中發展多元觀點。 

學習目標 
1. 學會基本的實用法文句子。 

2. 認識法國不同面向的文化。 

配合事項 
因應第三堂法國日常文化介紹，需請同學自行準備以下物品：一個

平底盤子、一組刀叉、一隻小湯匙、一個杯子。 

課程大綱 

第一堂 2 月 06 日(一) 

主題：如何用法文打招呼？你叫什麼名字？ 

從最基本的打招呼開始教起，再帶入如何用法文自我介紹，除

了讓學習者瞭解法國特有的打招呼禮儀之外，也藉由學習者彼

此打招呼、自我介紹，讓接下來將一起上課一星期的同學彼此

認識與增加互動，減少因課程屬線上上課而產生距離感。 

第二堂 2 月 07 日(二) 

主題：你是哪一國人？認識法語區。 

從國籍教起，再簡單介紹法國歷史與法語區，同時讓學習者認

識幾個在法語區國家中知名的漫畫作品、人物。 

第三堂 2 月 08 日(三) 

主題：買麵包。 

教學簡單的食物單字，再搭配句型，學會簡單的食物購買。同

時將介紹法國一般家庭與餐廳如何擺放餐具、部分餐桌禮儀。 

第四堂 2 月 09 日(四) 主題：請問羅浮宮怎麼去？(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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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上課，會先簡單介紹一些建築物的說法，例如：郵局、博

物館、火車站等。接著教方位(左轉、右轉、直走等)，最後會介

紹問路時使用的句子。 

第五堂 

2 月 10 日(五) 

主題：請問羅浮宮怎麼去？(2) 

本次上課，會繼續學習與問路相關的句子，最後介紹巴黎，以

及旅遊應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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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臺北市酷課網路課程寒假線上直播講座計畫課程表 

講座名稱 『德國好好玩之德語入門』專班 

授課教師 文藻外語大學  薛欣怡老師 

辦理日期 
開始日期：112 年 02 月 06 日 （星期一） 

結束日期：112 年 02 月 10 日 （星期五） 

上課時間 每日下午 2：00 至 4：00  GMT +8.00 (東八區) 

人數限制/對象 開放全國及海外國中 1 年級至高中職 3 年級 40 名報名，共 40 名 

學習目標 

1. 學會德文發音與實用單字/短句。 

2. 學會用德文做簡單自我介紹。 

3. 學習德國各地人文風情。 

配合事項 
1. 學生請配合做每日小作業(練習) 。 

2. 因為喜歡德國文化所以想學習德語的學生。 

課程大綱 

第一堂 

2 月 06 日(一) 

1. 學習德文字母與發音。 

2. 認識德文流行歌曲。 

第二堂 

2 月 07 日(二) 

1. 複習德文字母與發音。 

2. 學習德文數字。 

3. 認識德國城市。 

第三堂 

2 月 08 日(三) 

1. 複習德文數字。 

2. 學習德文自我介紹。 

3. 認識德國慕尼黑啤酒節。 

第四堂 

2 月 09 日(四) 

1. 練習德文自我介紹。 

2. 認識德國婚禮。 

第五堂 

2 月 10 日(五) 

1. 學員德文自我介紹成果發表。 

2. 德國留學面面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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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臺北市酷課網路課程寒假線上直播講座計畫課程表 

講座名稱 『初級西班牙語』專班 

授課教師 國立政治大學  馬德睿老師 

辦理日期 
開始日期：112 年 02 月 06 日 （星期一） 

結束日期：112 年 02 月 10 日 （星期五） 

上課時間 每日下午 4：30 至 6：30  GMT +8.00 (東八區) 

人數限制 開放全國及海外國中 1 年級至高中職 3 年級 40 名報名，共 40 名 

內容精要 
本課程不僅教授學生基礎西班牙語，同時也將介紹西語國家的文化

及習俗。 

學習目標 
1. 讓學生學習用簡單的西班牙語介紹自己。 

2. 帶領學生瞭解西語國家文化與習俗中最重要的面向。 

配合事項 
3. 學生需要參加課堂上的練習(需要麥克風)。 

4. 因為喜歡西班牙文化所以想學習西班牙語的學生。 

課程大綱 

第一堂 

2 月 06 日(一) 

1. 課程介紹。 

2. 西語發音，請問他人姓名。 

3. 西語國家打招呼的習俗。 

第二堂 

2 月 07 日(二) 

1. 表達自己的國籍。 

2. 表達有名人的國籍。 

3. 西語國家的食物、飲料。 

第三堂 

2 月 08 日(三) 

1. 表達自己會講的語言。 

2. 西語數字。 

3. 西語國家音樂。 

第四堂 

2 月 09 日(四) 

1. 表達自己職業、電話、地址。 

2. 西語國家名勝古蹟。 

第五堂 

2 月 10 日(五) 

1. 介紹家人。 

2. 西語國家導演與演員。 

3. 考試：自我介紹。 



21 

 

112年臺北市酷課網路課程寒假線上直播講座計畫課程表 

講座名稱 『日本 GO! 旅遊會話輕鬆攻略』專班 

授課教師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曹家豪老師 

辦理日期 
開始日期：112 年 02 月 06 日 （星期一） 

結束日期：112 年 02 月 10 日 （星期五） 

上課時間 每日上午 10：00 至 12：00  GMT +8.00 (東八區) 

人數限制 開放全國及海外高中職 40 名報名，共 40 名 

內容精要 

課程對想到日本旅遊的你，能即時輕鬆開口說日語而規劃設計。從

旅遊一日中從早到晚的對話情境，以簡單又精彩的句型加上老師精

解，迅速體驗日式深廣的文化交流。 

學習目標 

透過本堂課的教授，能快速踏入日語的領域，建立起和日本人的溝

通技巧，進而解決在會話對談中所遭遇的種種麻煩問題。靠自己學

習的標準日式發音，在日本旅行中暢遊無阻，不必依賴別人! 

配合事項 

1. 參加標準: 學過一般基礎日語(約7-9課之範圍)即可報名。 

2. 以電腦版酷課雲網路課程(OnO)做為上課用平臺，每節課需連結

至Google meet直播教室。 

3. 搭配使用具有前鏡頭、可通話耳Mic和鍵盤之筆電或桌機上課

(課堂上會有發聲練習)。 

4. 上課前自備：山田社文化事業有限公司出版，邊玩邊說-旅遊日

語 ISBN:978-986-246-495-3。 

課程大綱 

第一堂 2 月 06 日(一) 日本人天天說的句型 

各式常用基本文法 

第二堂 2 月 07 日(二) 自己愛說的日語 

寒暄介紹.談天氣.談健康.談嗜好.談個性.談夢想 

第三堂 2 月 08 日(三) 日本飯店居住及用餐 

第四堂 2 月 09 日(四) 日本交通觀光及購物 

第五堂 2 月 10 日(五) 日本文化輕介紹&旅遊麻煩問題強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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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臺北市酷課網路課程寒假線上直播講座計畫課程表 

講座名稱 『用 K-POP、韓劇學習韓語與韓國文化』專班 

授課教師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金家絃老師 

辦理日期 
開始日期：112 年 02 月 06 日 （星期一） 

結束日期：112 年 02 月 10 日 （星期五） 

上課時間 每日下午 4：00 至 6：00  GMT +8.00 (東八區) 

人數限制 開放全國及海外高中職 40 名報名，共 40 名 

學習目標 

1. 以K-POP、韓劇、韓國綜藝節目為主題，並透過YouTube多媒

體影音節目，快樂輕鬆學習韓國語言及文化。 

2. 透過有趣的生活主題，訓練韓語會話能力。 

配合事項 
1. 已學「韓語正音」及「基礎韓語會話」的學生。 

2. 因為喜歡韓國大眾文化所以想學習韓語的學生。 

課程大綱 

第一堂 

2 月 06 日(一) 

主題 : 語言生活禮節  

上課內容 : 敬語與韓國人的人際關係、恰當的稱呼方式。 

第二堂 

2 月 07 日(二) 

主題 : 飲食 

上課內容 : 吃韓國菜的方法、最棒的街頭小吃、韓國的外送文化。 

第三堂 

2 月 08 日(三) 

主題 : 居住、服飾 

上課內容 : 韓屋與韓服、韓國的房間文化、穿韓服逛街。 

第四堂 

2 月 09 日(四) 

主題 : 節日與家庭儀禮 

上課內容 : 韓國的春節(新年)與中秋節(秋夕) 。 

第五堂 

2 月 10 日(五) 

主題 : 韓國學生的生活 

上課內容 : 韓國的大學入學考試、韓國大學與大學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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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臺北市酷課網路課程寒假線上直播講座計畫課程表 

講座名稱 『越南語社交一把通』專班 

授課教師 國立中央大學 范垂玲老師 

辦理日期 
開始日期：112 年 02 月 06 日 （星期一） 

結束日期：112 年 02 月 10 日 （星期五） 

上課時間 每日上午 10：00 至 12：00  GMT +8.00 (東八區) 

人數限制 開放全國及海外國中 1 年級至高中職 3 年級 40 名報名，共 40 名 

內容精要 

本課程初步介紹越南語、課程主要介紹生活周遭最常用的用語、如

一般社交用語、打招呼、應用數字、自我介紹、美食、交通、購物、

飯店住宿等主題。上課以反覆口說練習方式協助學員熟悉越南的發

音及能掌握基礎的越南語溝通。 

學習目標 

1. 認識越南拼音方法、初步能看字讀音。 

2. 能使用越南語在一般生活情境，例如：餐廳點餐、搭車、問路、

購物、和旅遊時訂飯店住宿。 

配合事項 
1. 學生線上上課時必須開啟鏡頭並準備麥克風耳機。 

2. 因為喜歡越南文化，所以想學習越南語的學生。 

課程大綱 

第一堂 

2 月 06 日(一) 

【越南語拼音練習】 

1. 介紹越南拼音方法（包含越南語字母、聲調、雙子音、各韻音組

合）。 

2. 句子或短文朗讀練習。 

3. 越南語歌唱練習拼音。 

第二堂 

2 月 07 日(二) 

【越南語基礎的社交用語】 

1. 打招呼、初次認識、介紹姓名。 

2. 問候(好久不見、健康狀況、生活和工作狀況)。 

3. 表達需求、表達感想(用餐、購物需求、表達對某事務的看法:如河

粉好吃) 。 

第三堂 

2 月 08 日(三) 

【越南美食料理】 

1. 各種食材講座名稱、料理方式。 

2. 各種越南美食之講座名稱。 

3. 餐廳點餐常用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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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堂 

2 月 09 日(四) 

【越南交通】 

1. 各種地點、路況之越南語講座名稱:左轉、右轉、對面、旁邊、紅

綠燈等。 

2. 句子：某地方在哪裡? 某地方怎麼走?  

3. 使用交通工具。 

第五堂 

2 月 10 日(五) 

【越南購物和住宿】 

1. 各種電子用品、生活用品之越南語講座名稱教學。 

2. 購物常用句子：表達購物需求、要買的種類、數量、結帳。 

3. 飯店訂房句子：雙人或單人房、住幾晚、費用多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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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臺北市酷課網路課程寒假線上直播講座計畫課程表 

講座名稱 『初級應用印尼語』專班 

授課教師 國立政治大學  譚稱玲老師 

辦理日期 
開始日期：112 年 02 月 06 日（星期一） 

結束日期：112 年 02 月 10 日（星期五） 

上課時間 每日下午 5：00 至 7：00  GMT +8.00 (東八區) 

人數限制 開放全國及海外國中 1 年級至高中職 3 年級 40 名報名，共 40 名 

內容精要 

本課程從基礎印尼語開始介紹，藉由酷課雲 OnO 線上平臺資源，透

過課堂反覆練習片語與日常生活常用句子，並帶入文法和句型結

構，提供學員們印尼語的基本知識和概念。另外，透過文化介紹和

印尼的基本資訊，讓學員們對印尼有更深的認識。 

學習目標 

1. 認識與發音出印尼語的字母。 

2. 學習常用單詞。 

3. 用印尼語自我介紹、練習常用片語以及日常生活常用句子。 

4. 學習印尼語的基本句子架構。 

5. 認識在印尼的生活與文化。 

配合事項 

1. 練習發音時，請務必打開麥克風。 

2. 請加入Line群組（主要的溝通平臺）： 

https://line.me/R/ti/g/gYBDYxAV-2 

3. 作業最晚要在下一堂課三小時之前提交。 

課程大綱 

第一堂 2 月 06 日(一) 印尼語：字母、代名詞、數字、自我介紹 

第二堂 2 月 07 日(二) 印尼語：常用片語、基本句子結構 

第三堂 2 月 08 日(三) 基本印尼語問答範例 

第四堂 2 月 09 日(四) 認識印尼 

第五堂 2 月 10 日(五) 複習與考試（成果） 

 

https://line.me/R/ti/g/gYBDYxAV-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