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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全英語授課教師社群 

一、 成立緣起及目的： 

蔡總統在今年就職典禮中強調「雙語國家政策」，以 2030年為目標，打

造臺灣成為雙語國家，厚植國人英語能力、提升國家整體競爭力。配合雙語

國家政策，本校將全英語教學列為重點教學發展項目，規劃透過十年期計畫

打造雙語大學。自 110學年度起由電機、機械及化學系率先成立 3個全英語

授課專班，預計 119年全校所有研究所百分之百課程均全英語授課、大學部

各學系均提供全英語授課專班。 

在推動全英語教學的過程中，對於開課教師的支持至關重要，因此教務

處教發中心規劃於 109學年度第二學期成立全校的全英語授課教師社群，希

望透過社群教師的帶領與頻繁的交流，降低校內教師全英授課的焦慮，並提

升其自信與知能。 

 

二、 社群宗旨： 

1. 因應政府「雙語國家政策」，提供本校教師全英語授課轉化過程中的協助。 

2. 引導新進教師，促進合作學習；提供有經驗教師互動與支持、精進教學

技巧以及專業成長的交流機會。 

3. 推動教師發展並執行教學策略，以提升學生學習效率。 

4. 結合理論與實務，提供教師專業成長機會。 

5. 協助學生轉換至全英語授課學習環境。 

 

三、 參加對象： 

本校專、兼任教師及約聘教師。 

 

四、 社群執行方式： 

1. 全英教師社群由本校專兼任教師組成，並由一名教師擔任社群召集人，

專責社群活動規劃、聯繫與相關成果彙整。109 學年度第二學期由西灣

學院李香蘭教授擔任召集人。 

2. 有意願加入本社群之教師，請透過教發中心表單報名參加。報名連結：

https://reurl.cc/g8YR0L。 

3. 每學期規劃辦理 4場交流成長活動，包含講座、主題式經驗分享活動、

工作坊、教學演示、教學觀摩與討論、教學理論與實務、以及其他創新

教師專業發展活動。 

https://reurl.cc/g8YR0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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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教務處教發中心將建置全英社群網頁專區及 line群組，用以公告社群活

動及相關教學資源。 

5. 參與全英教師社群活動者，每場核予教師研習時數並登錄至教師評鑑管

理系統。 

 

五、 活動規劃： 

109學年度第二學期預計舉辦 4場活動，活動場次、日期、主題及討論議

題暫擬如下： 

場次 日期 主題及內容 

1 

3/31(三) 

16:00~18:00 

 

地點： 

西灣學院

1004教室 

(圖資 10樓) 

Theme: Questions and concerns about teaching in an 

EMI environment 

Participants are invited to share their questions and 

concerns regarding teaching in the EMI environment and 

learn from experienced teachers. Attendees will develop 

planning skills and learn best practices in a collaborative 

learning milieu. 

 

Discussion Topics: 

1. EMI environment related issues: teacher anxiety, 

concerns, and challenges  

2. Tips for EMI teacher anxiety  

3. Team building and peer mentoring for support, 

assistance, and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4. Effective classroom management strategies 

5. Creating a positive learning environment and 

building rapport 

6. Giving constructive feedback through pra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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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8(三) 

16:00~18:00 

(暫定) 

Theme: Creating an EMI learning environment that 

increases student motivation, participation, and 

achievement 

Participants will learn effective teaching strategies to 

enhance student learning, increase achievement, and 

prompt students' critical thinking skills. 

 

Discussion Topics: 

1. Using positive opening and closing stat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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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次 日期 主題及內容 

2. Developing effective facilitation skills to 

conduct functional class sessions 

3. Designing student-centered activities to increase 

active student participation  

4. Using a group dynamic for learning 

5. Designing collaborative project-based learning 

6. Using technology and visual aids to enhance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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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6(三) 

16:00~18:00 

(暫定) 

Theme: Effective micro-teaching: becoming a better 

teacher through peer observation and feedback 

Participants will present micro-teaching sessions to peers 

for observation, feedback, and support for the purpose of 

gaining self-confidence, overcoming teaching anxiety, 

and refining presentation skills. 

 

Discussion Topics: 

1. Self-evaluation  

2. Peer observation and feedback 

3. EMI students and their learning strategies and  

  study skills 

4. Assessment in EMI 

 

4 
6月下旬 

期末考後 

規劃中，將依據教師回饋及需求，研擬適當主題與活

動內容。 

說明：第 2-4場次舉辦時間，擬於 3月 31日(三)第一次聚會正式成立社群

後，調查教師可出席時間。 

 

六、 聯絡資訊 

1. 召集人：李香蘭教授 

Email: virginialishen@g-mail.nsysu.edu.tw, virginialishen@gmail.com 

電話：07-525-5855, GE通 4019-1 (西灣學院) 

2. 教發中心承辦人：蔡仲茵 

Email: chungyin@mail.nsysu.edu.tw 

電話：07-525-2000 ext. 2164 (教務處教發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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