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校簡介與校務經營



1.因為Frobel是精緻的《小班小校》，學生得以獲得全方位的照顧。

2. 因為《小班小校》，容易營造全天候沈浸式的英語學習環境，我們獨排眾

「校」，堅持採用《美國McGraw Hill教科書》，奠定學生厚實的英語基礎。

3.因為《小班小校》，小朋友在全英語課程與日常生活英語，每天至少沈浸5

小時以上，自然而然「浸泡」出驚人優異的聽力與口說能力。

4.因為《小班小校》，全體教職員都熟識所有的小朋友，提供最即時的照顧。

（校園安全、交通接送、課業加強、心靈輔導、行為改變、生活照顧、午餐料理、廁所清新、校園零死角.....）

5. 因為《小班小校》，親師互動緊密，師生相親相愛，生生相處融洽，在學

習與生活上給與學生最大的支持與後盾。

6.因為《小班小校》，我們Frobel小朋友同質性高，乖巧聽話，活潑可愛，校

風友善溫馨；大型學校常常發生的校園衝突、霸凌、性騷擾.、偏差行為.....在

福小仿若天方夜譚。

為什麼要選我們Frobel？



1.語言聽力與口說能力，是人類本能且有關鍵期，錯過了就不可逆，要彌
補必須花更多的時間。
例如，幼兒牙牙學語，本能性的先學會聽懂與口說，他們並無法閱讀與寫字。

國小階段就是關鍵期，每天泡在英語環境中，增進「字彙」數量，建構「
語法」系統，培養深厚的「聽力與口說能力」，永遠不會忘記。

2.舉例
(1)自己的學語言的經驗
閩南語，小學期間學校嚴禁方言，但生長在閩南語環境，加上布袋戲的沈浸，突破
閩南語聽力，即便各種腔調的閩南語完全可以聽得懂，也能講。
(2)反觀客家話，小時候極少接觸，雖然在客家地區工作了快四十年，仍然聽不懂客
家話。

３.兒女學語言經驗
兒女從小接觸英語學習，美國芝麻街美語錄影帶，福祿貝爾幼稚園，每一年暑假到
美國讀summer camp ，2004年和我一起到美國讀書(讀的就是我們福小《
McGraw-Hill》教科書)，成功銜接留學美國教育，造就他們成為傑出的美國牙醫。

4.福祿貝爾最具特色與優勢的學習利器

一天5小時以上沈浸式英語環境，最能突破英語聽力與口說能力。

為什麼要選擇全天候沈浸式(Immersion)雙語環境?



德國教育學家福祿貝爾:「教育無他，唯愛與榜樣而已。」
Education is nothing but a concern for love and role model. (Frobel )

福祿貝爾雙語小學辦學宗旨

精緻雙語教育，友善溫馨學風，全方位照顧好每一位學生!

對孩子的教育，不應加以束縛、壓制，也不應揠苗助長，而是應當順應其本性，滿足其本能的需要。

如同園丁順應植物的本性，給植物施以肥料，搭配合適的日照、溫度-全方位的照顧。

桃園福祿貝爾小學: 桃園最優質雙語小學(網站)

https://www.google.com/search?q=%E7%A6%8F%E7%A5%BF%E8%B2%9D%E7%88%BE%E5%B0%8F%E5%AD%B8&rlz=1C1GCEA_enTW965TW966&sxsrf=APq-WBsol6KiVMl6BvA_itG3GMefXOm6Pw:1644302430364&ei=XhACYp3KFfHVmAXwoJSwAQ&ved=0ahUKEwid8Y7yv-_1AhXxKqYKHXAQBRYQ4dUDCA4&uact=5&oq=%E7%A6%8F%E7%A5%BF%E8%B2%9D%E7%88%BE%E5%B0%8F%E5%AD%B8&gs_lcp=Cgdnd3Mtd2l6EAMyBwgjELADECcyBwgjELADECcyBwgjELADECcyBwgAEEcQsAMyBwgAEEcQsAMyBwgAEEcQsAMyBwgAEEcQsAMyBwgAEEcQsAMyBwgAEEcQsAMyBwgAEEcQsANKBAhBGABKBAhGGABQAFgAYIIPaAFwAngAgAEAiAEAkgEAmAEAyAEKwAEB&sclient=gws-wiz


學校願景與五大辦學目標



福祿貝爾校門意象-「福」字當頭，成功富貴

福祿貝爾雙語小學，說文解
字有云：「福」字當頭，成
功富貴......依照「福」字當
頭的意象，營造校園《鼎盛
文風》。

期許福小學子在師長友善溫
馨，全方位的教導，個個「
福」字當頭，成功富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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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雅精緻的校園(二)



完善新穎的教學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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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寬敞的社團教室
自然科學社、扯鈴社、圍棋社、程式科學魔法社、美術捏塑社、

舞蹈社、創意科學社、桌遊社、烏克麗麗社、書法社



精緻雙語教材，全天候沉浸式(Immersion)雙語學習課程

 雙語並重課程設計(一周40節，英文20節，中文20節)

 中文選用教育部新課綱教科書。
 外語選用螺旋課程設計的美國《McGraw-Hill》教科書。
 採全天候浸潤式(Immersion) 英語教學，培養自然而然使用英語的習慣。

高年級提供補充教材，加強私中入學考試。



友善溫馨學風，全方位照顧好每一位學生

 適性多元的小班教學

 一中一外雙導師制，全方位關注雙語學習。
 善用小組討論，探索體驗、合作學習，以及舞台表演等教學模式，培養學生英語

表達能力與口說自信。

 全校教職員熟識每一位學生，了解家庭背景，給予全天候的關心與呵護，
照顧學生的課業與生活。(交通接送、下課導護、課業加強、生活照料、心靈輔導、行為改變、午

餐料理、廁所清新、校園零死角…..) (大型學校無法提供的關照)



精良師資群，學經歷豐富，深具耐心與愛心

 著重提升中外籍教師教學能力

 中籍教師具備小學以上之合格教師證。
 外籍教師具備TESOL資格，教學經驗豐富。
 寒暑假辦理教學職能研習，提升資訊、
 經常性辦理中、外籍教師教學分享，討論《增進學生雙語能力》的好方法。

(例如只要有外師在的場合，所有集會與學習活動全程使用英語，每日午餐後，與校長有約說英語……)



打造福小國際學校風，沉浸環境學語言

1.打造國際學校的教室情境

搭配國際議題：氣候變遷、環

境保護、自然生態、綠色能源

、四季節氣、經典童話......

融合品格教育、中華文化、英

語文學、班級管理、勵志諺語

、企業行銷、閱讀推廣.....

教室裡的風景，就像我在美國

威斯康新特許小學(Charter  

School)專題研究時，所看到教

室情境一樣，精采！」



打造福小國際學校風，沉浸環境學語言

除了把學校營造《好

想講英文》的氣氛外

，也把福小環境打造

成濃厚國際學校的氛

圍。

新設計的《英語班級

牌》、《世界國旗》

、《世界地圖國際時

鐘》，看起來很活潑

、很亮眼，也很有國

際風！

2.打造成濃厚國際學校的氛圍
英語班級牌

國際時鐘

世界國旗



打造福小國際學校風，隨時隨地講英文

3.《Hello English Please》

(1)採取鼓勵且循序漸進的方式，希望

營造一個「好想講英文」的學校氛圍

(2) 每天邀請3位小朋友，中午飯後，

和校長一起講英文，我們聊聊校園生

活、學習現況、升學管道，甚至講到

美國大學、職業取向、未來夢想.......

(3)平時學校各項學生集會講英文，生

活日常跟中外師講英文，鼓勵同學之

間講英文，學生回家後跟爸媽講英文

，營造更多的可以講英文的機會，讓

孩子們把英文說得流利而有自信。

和校長一起講英文

日常跟外師講英文Hello English Please



拓展國際視野的校園環境佈置(一)

HAIIOWEEN CHRISTMAS CHINESE NEW YEAR



拓展國際視野的校園環境佈置(二)

生態保育

航太科學

天文科學

立足台灣

月象觀察

放眼世界



一年級：足球
二年級：足球
三年級：樂樂棒球
四年級：直排輪
五年級：高爾夫球 (桃園高爾夫球場)

六年級：外師自編籃球PE課程(影音)

系統規劃體育活動，強健學生體能 (上下學期各六週)

https://www.facebook.com/FrobelBilingualElementarySchool/videos/1185375081951942


定期提供多元優質的學習活動-亮眼吸睛的全英語劇團表演

營造使用英語學習舞台，培養學生「自然而然就能說英文」的語感，建構大
腦「直接使用英語思考」的語系，進而培育出最傲人、最頂尖的雙語能力。

G1A - Christmas for Penguins G2A - A Christmas to believe in G3A - The Greatest Story Ever Told

G4A - The Grouch Who Stole Christmas G5A - Christmas Around the World G6A - Santa Goes to South Beach

福小聖誕秀排練(影音)

https://fb.watch/bvQJI4SQtx/


定期提供多元優質的學習活動-豐富英語學習的機會

HALLOWEEN  CUSTUMES 

Spelling Bee Chinese reading competition English song comettion Spring Festival couplets



配合中外教科書內容，辦理森、川、里、海主題式戶外教育(影音)

印證學科知識，強化學生生活實用能力。

定期提供多元優質的學習活動-各年級體驗探索式戶外教學

年級/地點 第一年上學期 第一年下學期 第二年上學期 第二年下學期

低年級 大溪好時節農莊 台北木柵動物園 新北石門阿里磅生態農場 新竹北埔綠世界

中年級 台北關渡濕地 台北木柵動物園 桃園東眼山自然中心 新竹北埔綠世界

高年級 新北野柳地質公園 台北木柵動物園 宜蘭羅東林業文化中心 新竹北埔綠世界

https://www.facebook.com/FrobelBilingualElementarySchool/videos/261524536003931


不定期提供多元優質的主題學習活動(影片)

Costumes Theme reports

Beautify the campus

Field trips Window kill 

Presentation of garden naming  Bee hotel

Worm hotelPlant soap

Prompt teaching

Plant flowers

https://www.facebook.com/FrobelBilingualElementarySchool/photos/a.4924005707647444/4924169894297692/


辦理國際交流活動-增進學生國際視野

 辦理國外遊學，增加多元文化的學習機會，以建立學生的國際視野，讓學生尊重與學
習他國文化，以培養平等、互助、合作的國際觀。

 因疫情無法出國，G5A於2月25日與姊妹校美國亞歷桑納Tarwater小學線上交流。

澳洲遊學 美國遊學

新加坡遊學



與姐妹校-美國亞歷桑納Tarwater小學線上交流
為將來Homestay短期遊學而準備

2022台灣Frobel School /美國亞利桑納Tarwater School 國際交流計畫(影音)

https://www.facebook.com/FrobelBilingualElementarySchool/videos/5674931235856489


配合學期末課程結束前，邀請外部專業達人
辦理聯合國SDGs環境關懷體驗，強化學生國際視野

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環境關懷體驗活動規畫表

課程名稱 專業達人(單位) 實施年級 實施學期 對接SDGs

自行車達人 陳旭源(源將單車股份公司) 六年級 每年下學期 SDGs9
Industry, Innovation and 
Infrastructure 

電腦工程師 黃玥惠(技嘉科技) 五年級 每年下學期 SDG8
Decent Work and Economic 
Growth

台灣原生物種保育 王俊凱(八里國中) 四年級 每年下學期 SDG15
Life on Land

昆蟲大觀園 林雨亭(愛上大自然) 三年級 每年上學期 SDG15
Life on Land

台灣原生水生動植物保育 葉斯澍(和平濕地) 二年級 每年上學期 SDG14
Life below Water

動物保護 導盲犬動物保護 一年級 每年上學期 SDG15
Life on Land

活動示意圖



班級英文名 級數通過
G3A Birdie KET PASS

G4A Ming KET PASS

G4A Max KET PASS

G4A Alice KET PASS

G4A Ethan KET PASS

G4A Ashley KET PASS

G3A Jonathan KET PASS

G3A Queenie KET PASS

G4A Vivian KET PASS

G2A Katelynn PET PASS

G3A Arvin PET PASS

G4A Powei PET PASS

G4A Angela PET PASS

G5A Edison PET PASS

G5A Gilbert PET PASS

G5A Tony PET PASS

G5A Joy PET PASS

G5A Lydia PET PASS

G6A Emily PET PASS

G5A Warren PET PASS

G3A Minnie PET PASS

G6A Aaron PET PASS

2021劍橋英檢主流測驗
通過學生名單 班級 學生 成績

G1A Alston 滿分

G1A Ziv 表現優良

G1A Yuni 表現優良

G1A Lily 表現優良

G1A
Chuan 
Chuan

表現優良

G1A Elsa 滿分

G1A Sara 滿分

G1A Neo 表現優良

Starters

班級 學生 成績

G2A Ronald 表現優良

G2A Peggy 表現優良

G2A Viya 表現優良

G2A Tina 表現優良

G2A Sydney 滿分

G2A Renee 表現優良

G2A Christine 表現優良

G3A Yiyi 表現優良

G3A Vivian 表現優良

G2A Yumi 表現優良

Movers

2021【劍橋英檢YLE榜單】

班級 英文名 成績
G2A Brian 表現優良
G2A Eagle 表現優良

G3A Dian Dian 表現優良

G3A Paris 表現優良

G4A Davis 表現優良

G3A Will 表現優良

G3A Cherry 表現優良

G3A Anna 表現優良

G3A Mia 表現優良

G3A Steve 表現優良

G3A Ben 表現優良

鼓勵各年級學生參加國際
英語能力檢定測驗，並由
外師親自指導，每年學生
成績表現亮眼。

Flyers



每一屆六年級畢業生，各個都考取自己心目中理想學校



福小傑出校友

• 畢業校友王彥普，參加英文多益測驗獲得滿分佳績。

• 畢業校友Steven，以聽力滿分優異成績通過Toeic英文
檢定。

• 第八屆畢業校友林子豪，赴美就讀世界大學排名第32

、全美電影藝術學院排名第一的「紐約大學Tisch學
院」進攻電影藝術。

• 第八屆畢業生校友Jessie，赴美就讀全美排名第十四
之大學- Vanderbilt University攻讀政治與法律。



校長分享兒女成功經驗

兒女留學有成，其求學的進路發展與申請美國一

流大學的管道，提供家長參考:

1.兒女均就讀美國私立Boarding School高中

2.兒女均為美國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 (世界排名

頂尖大學，美國公立常春藤大學) High Honor 

Roll 畢業。

3.兒子美國維吉尼亞聯邦大學牙醫學院博士畢業

，通過國家考試，現職美國牙醫師。

4.女兒目前就讀美國維吉尼亞聯邦大學牙醫學院

，今年五月即將取得牙醫學院博士學位。並以第

一名的成績錄取矯正專科，繼續深造。。

5.未來將邀請兒女以虛擬視訊或是回國現身說法

與福小師生分享在美留學的經驗。

兒子美國維吉尼亞聯邦大學牙醫學院畢業

女兒就讀美國維吉尼亞聯邦大學牙醫學院



我們的堅持:

精緻雙語教育，友善溫馨學風，全方位照顧好每一位學生!

心動不如行動，歡迎加入福祿貝爾!
福小粉絲專頁

https://www.facebook.com/FrobelBilingualElementarySchool/?ref=pages_you_manag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