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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文素養導向教案設計
主題/
Let’s Go Traveling Around the City-繞著城市趴趴 Go
單元名稱
實施年級 國小五年級

節數 共 6 節，240 分鐘

課程理念的落實(自發/互動/共好/跨領域/議題的融入)
本課程方案設計，主要以分組合作（任務導向學習）、差異化教學（異質分組及
Jigsaw 拼圖式模式）、多樣化的評量模式為設計主軸，教學團隊利用共同備課，透過系
統化課程設計，搭建學習鷹架，提升高年級學生英語學習動機，引導學生主動參與課
程，減少教室的客人；此外，教師營造和生活連結的英語學習情境-今年夏天有個朋友要
從美國來，讓學生推薦值得旅遊的景點，也幫老師推薦一個國外有趣的地方，讓學生在
語用情境中進行溝通與學習-幫助學生達到「自發」；以多樣化的課程設計引導學生達到
學習目標，並建立團隊教學共識--達到「互動」；學生合作分工，完成學習任務--達到
「共好」；透過整體課程設計引導學生觀察、討論、歸納、分享，培養「系統思考與解
決問題」核心素養，建立完整的學習經驗。
除此之外，在「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能力的培養，為了讓學生在學習過程不孤
單，教學團隊設計合作式教學及任務型導向學習，讓學生在與同儕互動中學習彼此尊
重、彼此聆聽及分享。
「Let’s go traveling around the city」除了英語語用及語法的學習，心智圖及旅遊
小書的製作及上台報告可結合藝術與人文領域進行美感及肢體表達的訓練，在認識自己
居住城市及推薦外縣市甚至國外景點，亦可結合社會領域進行當地方土民情之教學，並
設計理念 將資訊教育議題融入英語領域，利用 QR-Code 掃描學生景點分享之報告作品，可連結到
各組報告的影音檔，讓欣賞者除了文字的閱讀，更可藉由影音的分享
進而更了解各景點的特色，充分達到網路無國界、分享無時差。
本課程方案設計落實以下素養導向教學與學習的四個原則:
(一)整合知識、技能、態度:學生能了解並落實完整的學習，而非只注
重知識理解。比如從關鍵字聯想的活動當中，學生對於平時所接觸到的交通工具相關的
物件，如安全帽，手套等，可以聯想到是機車。另外，透過心智圖對文本內容的分析，
培養學生在未來為適應現在生活及面對未來挑戰，所應具備的知識、能力與態度之「核
心素養」，並進而達到啟發學生學習的思考力，培養解決問題的基本知能之總綱課程目
標。
(二)注重情境化、脈絡化的學習:學生能適切結合學習歷程、生活經驗、情境脈絡等，促
進有效的學習內化。整個教學過程中，學生須應用平時所學，在老師的引導下，於教學
活動與評量中，展現其「聽、 說、讀、寫」能力，並在日常生活常見情境中，能運用所
學字詞，樂於接觸課外的英語文多元素材，如短片及網路資訊等，比如在第一單元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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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中，運用學生喜愛的飛機上的卡通影片，能即時引起學習動機，並帶入單元學主題
和討論題材。
(三)兼重學習歷程、策略及方法:教學中鼓勵注重學習歷程、策略及方法，逐漸培養學生
主動學習的能力與習慣，並成為終身學習者。本課程切合英語領綱素養之積極參與課內
英語文小組學習活動（如分組回答、分組報告、分組改寫），培養團隊合作精神，透過
教學策略的運用（能用字典查閱字詞的發音及意義）和專家小組的活動設計，用分組合
作學習和差異化分組活動，再輔以教師適時提供引導，不僅可以培養學生團隊合作學習
的精神，亦可觀察了解個別學生參與學習活動的積極度和學習的專注度。
(四)強調實踐力行的表現:鼓勵學生落實學用合一，將其整合性的學習遷移至不同的事例
中，或運用於解決生活中不同的問題或任務，同時思考與落實再精進學習歷程。本單元
活動設計中，學生積極且樂於參與課堂中各類有助提升英語能力的練習活動（如讀者劇
場等活動），並且不畏犯錯。景點介紹的活動中，從學生已習得的英語基礎知識上，藉
了解景點的特色，探討、思考，最終能介紹給朋友（外籍老師），讓孩子發現，能將所
學運用在生活，幫助他人，進而達到總綱核心素養之與人溝通協調、包容異己，社會參
與及服務等團隊合作的素養。
A2 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
英-E-A2 具備理解簡易英語文訊息的能力，能運用基本邏輯思考策略提升學習效能。
B1 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核心素養 英-E-B1 具備入門的聽、說、讀、寫英語文能力。在引導下，能運用所學、字詞及句型
進行簡易日常溝通。
C2 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英-E-C2 積極參與課內英語文小組學習活動，培養團隊合作精神。
1-Ⅲ-8 能聽懂簡易的日常生活用語。
◎
1-Ⅲ-9 能聽懂簡易句型的句子。
1-Ⅲ-10 能聽懂簡易的日常生活對話。
◎
* 1-Ⅲ-12 能聽懂簡易故事及短劇的主要內容。
◎
2-Ⅲ-2 能說出課堂中所學的字詞。
2-Ⅲ-7 能作簡易的回答和描述。
2-Ⅲ-8 能作簡易的提問。
◎
2-Ⅲ-9 能以正確的發音及適切的語調說出簡易句型的句子。
◎
* 2-Ⅲ-11 能進行簡易的角色扮演。
學習 學習 ◎
3-Ⅲ-1 能辨識課堂中所學的字詞。
重點 表現 ◎
3-Ⅲ-4 能看懂課堂中所學的句子。
3-Ⅲ-5 能看懂課堂中所學的簡易對話。
3-Ⅲ-6 能看懂課堂中所學的簡易短文之主要內容。
4-Ⅲ-2 能抄寫課堂中所學的句子。
4-Ⅲ-3 能拼寫國小階段基本常用字詞。
4-Ⅲ-4 能依圖畫、圖示填寫簡單字詞。
*4-Ⅲ-6 能書寫課堂中所學的句子。
◎
5-Ⅲ-4 能聽懂日常生活應對中常用語句，並能作適當的回應。
◎
5-Ⅲ-5 能以正確的發音及適切的速度朗讀簡易句型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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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Ⅲ-7 能以正確的發音及適切的速度朗讀簡易對話。
* 5-Ⅲ-10 能運用所學的字母拼讀規則拼寫英文字詞。
6-Ⅲ-1 具有好奇心，主動向老師或同學提出問題。
◎
6-Ⅲ-2 樂於參與課堂中各類練習活動，不畏犯錯。
6-Ⅲ-5 樂於接觸課外英語學習素材。
6-Ⅲ-7 樂於參與有助提升英語能力的活動（如英語營、歌唱、朗讀、說故
事、讀者劇場等活動）。
7-Ⅲ-1 運用已學過字詞之聯想以學習新的字詞。
7-Ⅲ-2 能用字典查閱字詞的發音及意義。
7-Ⅲ-3 在生活中能把握機會，勇於嘗試使用英語。
◎
8-Ⅲ-1 能認識國內外基本的招呼方式。
◎
9-Ⅲ-1 能夠將所學字詞做簡易歸類。
Ab-Ⅲ-5 所學的字母拼讀規則（含看字讀音、聽音拼字）
◎
Ac-Ⅲ-8 簡易的生活用語
Ac-Ⅲ-9 國小階段所學字詞（能聽、讀、說 300 字詞，其中必須拼寫 180 字詞）
學習 Ad-Ⅲ-11 簡易、常用的句型
內容 * Ae-Ⅲ-12 簡易日常生活對話、歌謠、韻文、短文、故事及短劇
B-Ⅲ-1 自己、家人及朋友的簡易介紹
C-Ⅲ-1 國內（外）招呼方式
D-Ⅲ-1 所學字詞的簡易歸類
◎

◎

◎

議題

實質 資訊教育
內涵 4-3-6 能利用網路工具分享學習資源與心得。
1.培養英語文聽、說、讀、寫綜合能力，並應用於日常生活溝通。
2.提升學習英語文的興趣，涵育積極的學習態度，主動涉獵各領域與議題新知。
3.建構有效的英語文學習方法，強化自學能力，奠定終身學習的基礎。
4.積極參與小組學習活動，落實民主素養，培養團隊合作精神。
5.能將文本主題與自身生活經驗結合。

學習目標 6.能讀寫與文本內容相關的單字與句子。
7.能閱讀理解故事性及資訊性文本。
8.能辨識課堂中所學的字詞。
9.能運用心智圖、閱讀技巧等思考工具協助理解文本內容。
10.能聽懂英語影片的內容並能口述影片大綱。
11.能用所習得的英文字詞、句型，表達個人感受或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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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ollaborative Learning 合作式學習法
本教案設計採用分組合作學習，以異質分組分式進行，程
度好(學生 A、C)的學生能幫助程度較落後(B、D)的學生，在
互相幫助過程中彼此建立自信及互信，但依課程需求教學教師
會隨時調整分組分式，改以同質分組分式進行更深入的課程探
討，營造友善學習環境。

學生A

學生D
組別

學生B

學生C

2. Super Six Reading Strategies 閱讀策略理解
在文本故事教學中，引導學生將閱讀
策略技巧運用在閱讀中，協助學生理解
文本並期望能培養學生高層次提問或思
考之能力。讓學生進行故事提問進行、故
事情節預測、歸納本單元及前一單元所
學之相關內容，逐步奠定學生閱讀理解
能力。
3.Jigsaw Reading 拼圖式閱讀法
因應英語教學現場現況-大班教學，學生程度落差明顯，因此除了以異質同組進行學習
外，亦設計以 Jigsaw Reading(拼圖式閱讀法)進行差異化教學。給予不同程度學生不同
的任務。學生藉由 home group(學習小組)及 expertgroups(專家小組)互相合作,共同討
教學策略
論並分享訊息，讓小組中每一位成員負有任務，每一位成員在團隊中缺一不可。
Jigsaw Reading 教學步驟如下：
步驟 內容
主要工作
步
驟
一

步
驟
二

步
驟
三

學生在原學習小組(Home groups)，
聆聽教師之指令並領取專家單和分
Home groups
(學習小組)研讀 配專家主題，並研讀專家主題相關
之教材。

Expert groups
專家小組討論

學生依其分配之主題，組成專家小
組(Expert groups)，一起合作討論
專家單之內容，並相互協助經熟教
材內容，使之有能力回到原「學習
小組」進行學習及討論。

學生回到原「學習小組」，每位學生
回到 Home group 互相教導其在專家小組所討論之內
(學習小組)報告 容，並彼此協助經熟單元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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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gsaw Reading 圖示

4. Reader’s Theater 讀者劇場
教學不僵化，創意需要舞台，提供學生大膽發揮創意的舞台，進行故事 RT 用聲音演
戲，從分組、討論、練習、上台，期望自發、互助、共好深化學生學習。
5. Board Game 桌遊
為了提升學生開口說英語的動機，進行桌遊改編，以簡單但有趣的桌遊提升學生開口
說英語的樂趣，進而達到反覆練習句型達到精熟學習的目的。
6. TBL 任務型導向學習
本教案在進行教學時，設計不同教學情境，給訂學生明確的任務進行任務型導向學
習，讓學生的學習有所依循。
7. 多樣化的評量工具
以多樣化的評量工具(口語評量/同儕互評/教師評量)，明確訂出學習所要達到的能力，
在學習歷程中隨時檢視及反省，協助老師掌握學生學習狀況而學生也能隨時自省在該學
習階段是否有努力達到目標。
社群共備三部曲
第一部曲：培養共識期
第一次接觸(105.9.26)
二次見面不陌生(105.10.2)
教案示例研習(105.2.20)
教師專業 第二部曲：腦力激盪期
社群共同
教師共備工作坊(106/2/22, 106/3/8, 106/3/22, 106/4/5)
備課運作
素養實作工作坊 106/3/2, 106/3/16)
過程
團員共備(105/12/21,106/01/16, 106/2/13, 106/3/6)
第三部曲：課程產出期
分工產出教案(105/12 月~106/2 月底)
進班觀課(106/3/1~106/3/17)
回饋與反思(106/3/20~迄今)
註：相關紀錄及照片請見附件一

教材來源

康軒出版社 Follow Me(Book 6)
Lesson2 How can we get there?

自製 PPT、口說練習桌遊版(四色積木、骰子)、句型條、小白板、字卡、圖卡、英文字典、
教學設備/ 海報紙
資源
Youtube 影片 http://youtu.be/mcKGCS4rSl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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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學活動流程
單元一：單字與句型教學
學習目標

1. 能說出交通工具的單字
2. 能拼寫交通工具的單字
3. 能詢問他人並回答搭乘的交通工具
4. 能樂於與班上同學進行口語練習

教學資源

Youtube 影片、自製 ppt、自製桌遊版（四色積木、骰子）、小白板、字卡圖
卡與句型條

教學評量

口語評量、遊戲評量（桌遊）、書寫評量

教學時間

1.5 節課（60 分鐘）
單元一：單字與句型教學(60 分鐘)
教學內容及融入方式

評量策略
口語評量一：
學生透過影片

單元一：單字與句型教學（60 分鐘）
Warm up


Watch the Video, “On the plane” （10 分鐘）
1. The teacher plays a video
for 1 minute.
2. The teacher stops the video
asks Q1: “Where are they?”
3. The teacher pastes the sign”

clip
and

Where” on the board.
4. The student may raise hand and answer, “They are on the
plane.”
5. The teacher writes, “on the plane” on the board.

內容，用單字
或完整句子回
答老師的問題
Q1,Q2, Q3,
Q4 回答單字得
到 1 分，回答
完整句則得到
2 分。

學習表現與
學習內容代號
◎
1-Ⅲ-9 能聽懂簡
易句型的句子。
◎
2-Ⅲ-2 能說出課
堂中所學的字詞。
◎
5-Ⅲ-4 能聽懂日
常生活應對中常用
語句，並能作適當的
回應。
◎
6-Ⅲ-2 樂於參與
課堂中各類練習活
動，不畏犯錯。
6-Ⅲ-5 樂於接觸課
外英語學習素材。
Ad-Ⅲ-11 簡易、常用
的句型

6. The teacher asks Q2: “Who are they? (Who do you see on
the plane?)
7. The teacher asks Q3: “What can you see on the plane?”
8. The teacher asks Q4: “Why are they on the plane?”

The teacher tells the students,
“I want to go around the

口語評量二： ◎1-Ⅲ-9 能聽懂簡
老師問，學生 易句型的句子。
回答出所知道 ◎2-Ⅲ-2 能說出課
的交通工具單 堂中所學的字詞。

world. Do you know any
transportation around the
world?”

字，並由全組 ◎Ab-Ⅲ-5 所學的字
齊聲唸出投影 母拼讀規則（含看
片呈現的交通 字讀音、聽音拼

Presentation
 PPT Q/A （5 分鐘）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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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一：單字與句型教學(60 分鐘)
教學內容及融入方式


1.

2.

Students raise hands and answer, “plane, boat, car, bus,
MRT, and so on”

3.

The teacher shows the ppt of transportation around the
world. (tuk tuk, horse, )

3.

The teacher shows the picture
which has a lot of
transportation mixed in one

Teacher pastes the cards on the blackboard when students
mention the words on the textbook.
Teacher mentions some important phonics rules about the
vocabulary.

具，舉手回
Ad-Ⅲ-11 簡易、常
答，I see a 用的句型
___. 完整句
得 2 分，單字
得1分

口語及書寫評
Word association: （10 分鐘）
量一：老師給
1. Students will get some hint or key words to guess what the 2-3 個提示
字，各組組員
transportation is.
輪流將正確答
2. Each member of the team takes turns writing down the
案寫在小白板
answer on the small white board.

Production


工具及句子。 字）
每答一分

口語評量三： 2-Ⅲ-7 能作簡易的
從 Pix mix 投 回答和描述。
影片中，找出 ◎3-Ⅲ-1 能辨識課
看到的交通工 堂中所學的字詞。

Pix-Mix: （5 分鐘）

page. The teacher asks the
question: What kind of transportation do you see on the PPT?
Students raise hands and answer: I see a ___. (Q/A)
2.

3.

學習表現與
學習內容代號

評量策略

Rubrics of the game:
(1) The first team that first
shows the answer, reads it
out and spells it correctly can
get 3 points.
(2) The others can have 2

points if they spell and read the word correctly.
(3) The team who can either read it or spell it correctly can
get one point.
4. The following are the hints and the answers.
a. two wheels, Giant, no electricity, , bike
b. two wheels, sheep, helmet, glovesscooter
c. ticket, Tarokotrain
d. line up, stop, ticket, bus
e. yellow, telephone taxi
8

◎

2-Ⅲ-2 能說出課
堂中所學的字詞。
4-Ⅲ-3 能拼寫國
小階段基本常用字
詞。
* 5-Ⅲ-10 能運用

所學的字母拼讀規
上面並唸出單
則拼寫英文字詞。
字。最快、拼 ◎
6-Ⅲ-2 樂於參與
字最正確可得
課堂中各類練習活
三分，唸出單 動，不畏犯錯。
字並拼字正確 Ac-Ⅲ-9 國小階段
可得兩分，可 所學字詞（能聽、
念出單字或拼 讀、說 300 字詞，
出單字其中之 其中必須拼寫 180
一可得一分。 字詞）

單元一：單字與句型教學(60 分鐘)
教學內容及融入方式

學習表現與
學習內容代號

評量策略

f. sick, water, slowboat
g. Taipei, Kaohsiung, Taoyuan, no foodMRT


Practice the sentences: Mechanical drill by replacing the
vocabulary (speaking) （10 分鐘）
1. The teacher uses the sentence strips to show the target
language of the unit.
2. The teacher puts the flashcard on the blanks and have
students repeat.

口語評量四：
每次指定每組
的一個號碼，
請學生看著圖
片配合句型
條，唸出所代

◎

2-Ⅲ-9 能以正確
的發音及適切的語
調說出簡易句型的
句子。
◎
Ac-Ⅲ-8 簡易的生
活用語

3. The teacher replaces the cards with other target vocabulary 換的正確問
答。每答一分
from unit 1 and unit 2.
4. Unit 1: bank, hospital, bakery, park, post office, supermarket,
library
5. Unit 2: bike, boat, bus, car, MRT, scooter, taxi, train
6. How can we get to the ______? We
can get there by ______.
7. Can we get there by__? Yes, we can.
No, we can’t.
8. Students from each team take turns
asking and answering the sentences.

Wrap up


Board game: Winning Blocks (Team
work) （10 分鐘）
1. Put 5 blocks of 4 colors on 4
corners.
2. Four members play paper scissors
stone to decide the color and order.
3. Each member takes turns throwing
the dice.
4. Go __ steps forward or backward according to the dots on
the dice.
5. Make a sentence according to the words on the grid.
6. When you go across others’ blocks, you need to make the
sentences and take away one point from others.
7. After 2 minutes, the one who gets the most blocks is the
9

遊戲評量一： 2-Ⅲ-7 能作簡易的
將四色積木各 回答和描述。
2-Ⅲ-8 能作簡易
五個放在四個
的提問。
角落的圖上， ◎
6-Ⅲ-2 樂於參與
猜拳決定四人
課堂中各類練習活
的順序及顏
動，不畏犯錯。
色，擲骰子，
Ad-Ⅲ-11 簡易、常
可依據點數前
用的句型
進或後退＿
步。唸出單字
配合句型的問
答。當其中一
位組員跨過別
人的積木，則
可以將別人的

單元一：單字與句型教學(60 分鐘)
教學內容及融入方式

評量策略

學習表現與
學習內容代號

積木拔掉一
個。計時兩分

winner.

鐘，得到最多
積木為贏家。


Board game: Lucky Dice (Pair work)
（10 分鐘）
1. The teacher explains how to
play the game and asks the
whole class practice making the
question and answer for each
column orally.
2. 2 people in one pair.
3. Each pair gets a worksheet and a dice.
4. Play paper scissors stone.
5. The winner rolls the dice; the loser asks
the question according to the dots. Both
answer the question together.
6. Give it a check on the fourth line when you two finish any
straight column.
7. After 2 minutes, see how many checks you will have on the
fourth column.
8. If you can have 6 checks, you can get 6 points. 5 checks will
have 5 points for your whole team.

10

遊戲評量二： 2-Ⅲ-7 能作簡易的
笑臉用 Yes 回 回答和描述。
答，哭臉用 No 2-Ⅲ-8 能作簡易
的提問。
回答。兩人一 ◎
6-Ⅲ-2 樂於參與
組，猜拳，贏
課堂中各類練習活
的擲骰子，輸
動，不畏犯錯。
的問問題，兩
Ad-Ⅲ-11 簡易、常
人一起回答問
用的句型
題。並在所擲
到的點數第四
欄打勾。
兩分鐘後，能
打勾 6 格的組
別得六分，5
格得五分，依
此類推。

單元二：專家小組與讀者劇場
學習目標

1. 能了解課文的情節與內容
2. 能與組員討論並合作完成專家小組學習單
3. 能分組練習讀者劇場並上台用聲音演出、

教學資源

課文電子書、課文、專家小組學習單、字典、彩色筆、海報紙

教學評量

口語評量、分組討論、學習單、小組自評與互評

教學時間

1.5 節課（60 分鐘）

單元二：專家小組與讀者劇場(60 分鐘)
教學內容及融入方式

評量策略
口語評量五：
學生用簡單句
子 I see__.
There is__.
用英語句子回

單元二：專家小組與讀者劇場（60 分鐘）
Warm up


What I can see about the story: （5 分鐘）
1.

2.

3.
4.

Have the whole class do the silent

2-Ⅲ-7 能作簡易的
回答和描述。
◎
3-Ⅲ-1 能辨識課堂
中所學的字詞。
Ad-Ⅲ-11 簡易、常用

The guided sentences will be: I see a ____. There is a
___. (I see a magic camera. There is a bakery.)

1. The teacher plays the
story by E-book.

◎
3-Ⅲ-4 能看懂課堂
口語練習：
老師播放電子 中所學的句子。
書畫面，輔以 5-Ⅲ-7 能以正確的
中英文說明。 發音及適切的速度朗

2. Two students come to
the front and lead the
class to read.

全班學生能用 讀簡易對話。
正確的發音與 Ad-Ⅲ-11 簡易、常用
的句型
語調跟讀。

E-book: （10 分鐘）

Production


學習內容代號

答所看見的人 的句型
事物，各組輪
流舉手發言。
完整句得 2
分，單字得 1
分

reading of the story on the
textbook. (pp.23-26)
Students raise hands to say some
key words or sentences about
each page.
The teacher writes some guided
sentences to help the students.

Presentation


學習表現與

Jigsaw Reading: Home groupexpert grouphome group
-Home group（5 分鐘）

分組討論一： ◎2-Ⅲ-2 能說出課堂
全班共七組， 中所學的字詞。
每組一張學習 2-Ⅲ-8 能作簡易的

單，學習單分 提問。
1. We divide the whole class into 7 teams. Each team has
◎
four students. All the number 1s are the higher achievers. 成四個部分， 5-Ⅲ-5 能以正確的
將學習單拆
發音及適切的速度朗
All the number 4 are lower achiev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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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二：專家小組與讀者劇場(60 分鐘)
教學內容及融入方式

評量策略

-Expert group（10 分鐘）
2. There are 7 teams in class. All the number 1(high
achievers) go to Desk A. All the number 2 go to Desk B. All
the number 3 go to desk C. All the number 4(low
achievers) go to Desk D.
3. The tasks for the 4 numbers (Desk A, B, C, D)
a. Number 1 from each team
goes to the same desk, and
designs some questions to ask.
He also needs to write down
the questions they want to ask
on Part A of the worksheet. (For high achievers)
b. Number 2 from each team
goes to the same desk, and
discuss how to explain the
sentences in Chinese. He also
needs to finish Part B on the
worksheet. Part B is to explain some sentences in
Chinese.
c. Number 3 from each team
goes to the same desk, and
practice how to leading
reading the story. He also
needs to finish Part C on the
worksheet. Part C is to check if you can read each
sentence and circle key words in each sentence.
d. Number 4 from each team
goes to the same desk, circle 34 key word(transportation) of
this unit and look it up in your
dictionary. The teacher will
demonstrate how to do it. Students need to work
together and write down the page number from the
dictionary on the worksheet. (For lower achievers)

12

學習表現與
學習內容代號

開，各自帶至 讀簡易句型的句子。
自己的專家小 ◎6-Ⅲ-2 樂於參與課
組，四個專家
小組各有不同
任務，老師巡
視行間鼓勵與
幫忙

堂中各類練習活動，
不畏犯錯。
7-Ⅲ-2 能用字典查
閱字詞的發音及意
義。
Ad-Ⅲ-11 簡易、常用
的句型

單元二：專家小組與讀者劇場(60 分鐘)
教學內容及融入方式

評量策略
學習單一：
專家小組完成

4. Each number will get a piece of the
worksheet which is one part of a

任務後，回到
原組，將學習
單貼在海報
上，重新組合
6. Go back to your original team and share the ideas you’ve 成一張，小組
自評加總分
learned to your team members.
complete worksheet.
5. The teacher walks around to see if
they need any help.
-Home group（10 分鐘）

7. Number 1 asks the questions about the story.
8. Number 2 explains the meanings of the story.
9. Number 3 leads the whole group to read.
10. Number 4 shares the information of the key words from
the dictionary.
11. Paste the four parts on the big

數，老師收回
檢查後，張貼
在教室後供觀
賞。
老師根據各組
完成的部分加

poster and give it some
decorations.
12. Count the points and Give it to
the teacher.
13. The teacher can paste it on the bulletin board.

分，A- 五個
問句各一分，
Ｂ-五個解釋
重點各一分，
Ｃ-每個打勾
各一分，Ｄ-

學習表現與
學習內容代號
2-Ⅲ-7 能作簡易的
回答和描述。
2-Ⅲ-8 能作簡易的
提問。
3-Ⅲ-5 能看懂課堂
中所學的簡易對話。
4-Ⅲ-2 能抄寫課堂
中所學的句子。
◎
6-Ⅲ-2 樂於參與課
堂中各類練習活動，
不畏犯錯。

五個單字各一
分，五個頁數
各一分，五個
中文各一分。

Wrap up


Regroup the whole class into 3-4 teams. （5 分鐘）
1. Each team will have 6-7
people.
2. Decide the roles.
3. Circle the key words.
4. Students can decide their
own members.
5. The teacher can help lower achievers to be Lily.
13

分組討論二：
讀者劇場演
出，全班重新
分成四大組，
每組有 6-7
人，小組內一

◎

2-Ⅲ-9 能以正確的
發音及適切的語調說
出簡易句型的句子。
*◎2-Ⅲ-11 能進行簡
易的角色扮演。
3-Ⅲ-5 能看懂課堂

起討論內容， 中所學的簡易對話。
圈出不會念的 6-Ⅲ-7 樂於參與有
字，決定角
助提升英語能力的活

單元二：專家小組與讀者劇場(60 分鐘)
教學內容及融入方式

評量策略

學習表現與
學習內容代號



6. The teacher walks around to see if any group needs help. 色，帶開在教 動（如英語營、歌
室四個角落練 唱、朗讀、說故事、
7. Each team practices 3-5 minutes.
習。老師巡視 讀者劇場等活動）。
行間觀察全組 *◎Ae-Ⅲ-12 簡易日常
練習及合作情 生活對話、歌謠、韻
形，認真練習 文、短文、故事及短
可加全組一
劇
Reader’s theater: （10 分鐘）
分。



1. Each team goes to the
front to do the reader’s
theater of the story.
2. Use your voice to do
show yourself.
Assessment of the role play: （5 分鐘）

小組表演
6-Ⅲ-7 樂於參與有
上台演出，用 助提升英語能力的活
聲音演戲。
動（如英語營、歌
唱、朗讀、說故事、
讀者劇場等活動）。

1. Each team will get a piece of
sheet to assess yourselves
and the other teams
2. Students from the 4 teams
need to discuss and
write down the

小組自評與互
評一：由自評
及同儕評分，
選出整組最優
秀演員，針對
演出流暢度、

name of the best
actor or actress.
3. Students need to assess how many points each team can
get and circle the points from 1-4
4. Students need to add up all the points and the teacher
will add up all the teams’ points.
5. The teacher awards the students who act well.

幽默感、全組
合作各加 1-3
分，並在評分
表上加總分
數。

6. The teacher awards the team which has the best team
work spirit.
7. The teacher awards the team who gets the most po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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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三：認識景點與製作心智圖
學習目標

1.
2.
3.
4.

能認識特定景點的名稱並說出交通方式
能認識心智圖的功能及繪製方法
能與組員討論並合作完成心智圖
能用簡單英語講解心智圖

教學資源

自製景點 ppt、自製心智圖 ppt、彩色筆、海報紙、小組報告評分標準及說明
表

教學評量

口語評量、分組討論、小組自評與互評

教學時間

1.5 節課（60 分鐘）

單元三：認識景點與製作心智圖(60 分鐘)
教學內容及融入方式

評量策略

單元三：認識景點與製作心智圖（60 分鐘）
Warm up（5 分鐘）


The dialogue between two teachers（by video clips）
FT: Hi, Heidi!
Heidi: Hi, Teacher Lukas! How’s your weekend?
FT: Uhh, I’m bored. I just watched TV all day.
Are there any special places in Taiwan?
Heidi: You can go to Taipei 101.
FT: Where is it?

學習表現與
學習內容代號
◎
1-Ⅲ-8 能聽懂簡
易的日常生活用
語。
◎
1-Ⅲ-9 能聽懂
簡易句型的句子。
1-Ⅲ-10 能聽懂
簡易的日常生活對
話。
*◎1-Ⅲ-12 能聽懂
簡易故事及短劇的
主要內容。

Heidi: It’s in Taipei. (Show Taipei 101) See! It’s Taipei
101.
FT: Wow! How can I get there?
Heidi: It’s very easy to get there. You can get there
by bus, train, or HSR.
FT: Are there any other places I can go?
(Zoom at Heidi)
Heidi: Ok. It’s your job to help Teacher Lukas.
口語評量六： ◎1-Ⅲ-9 能聽懂簡
PPT Introduction : places around Hsinchu: （10 分鐘）
老師利用投影 易句型的句子。
1. Show some scenic spots of Hsinchu, another county and one 片上的圖片地 2-Ⅲ-7 能作簡易
點，以課本句 的回答和描述。
country from the ppt

Presentation


型問答。依照
組別輪流用完
整句回答。再

2. Ask some questions about the place:
(1) Where is it? It’s ____.
(2) How can we get to ___?
15

單元三：認識景點與製作心智圖(60 分鐘)
教學內容及融入方式

評量策略
請學生自己想
出投影片以外

We can get there by ___.
(3) Can we get to the ___ by



學習表現與
學習內容代號

___? Yes, we can. No, we
can’t.
3. The teacher asks students:
What other places will you like to go?
4. The teacher writes the places offered by students on the
blackboard.
Mind map Introduction and teaching: （10 分鐘）

的地點，老師
幫忙寫在黑
板。每答一分

1. The teacher makes a ppt about how to make a mind map
2. The teacher explains and
demonstrates how to do it on
the blackboard.
3. The teacher shows a real
example on the poster for the
students
4. The teacher needs to
remind student that
the first layer has
thicker arrows.



5. The teacher needs to
remind student that
the second layer has
thinner arrows.
Mind map by the students: （10 分鐘）

分組討論三： * 4-Ⅲ-6 能書寫
1. Each team gets a list of places around Taiwan, a rubrics paper 小組從老師分 課堂中所學的句
享之景點或其 子。
of presentation, a poster and
他景點，共同 ◎9-Ⅲ-1 能夠將所
討論出四個地 學字詞做簡易歸
點，以及到達 類。
四個地點的交
通方式，以利
製作心智圖。

some markers.
2. Each team draws the mind
map on the poster.
3. Each team needs to list 2
places in Hsinchu, 1 place
around Taiwan, 1 foreign country

學習單二
4. Students need to draw a suggestion transportation branch
小組製作景點
about how to get to these places.
5. Students need to practice how to explain the mind map in an 及交通建議之
16

單元三：認識景點與製作心智圖(60 分鐘)
教學內容及融入方式

心智圖。

easy way.

口語評量七：
每一組依照老
師所給的評分
標準內容說明
單，練習如何
上台報告自己

Production


學習表現與
學習內容代號

評量策略

Present your mind map: （15 分鐘）
1. Each team practices the
presentation according to
the tips and rubrics for the
presentation.

2-Ⅲ-7 能作簡易
的回答和描述。
2-Ⅲ-8 能作簡易
的提問。
Ad-Ⅲ-11 簡易、
常用的句型
◎

8-Ⅲ-1 能認識國
組內的心智
內外基本的招呼方
圖。分成老師
式。
評分及學生自
評及互評

2. Each team takes turns
going to the front and
doing the presentation
3. The whole team needs to
present the mind map
orally according to the
tips.
4. The teacher needs to
assess each team. Each team also needs to assess yourself
and other tea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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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三：認識景點與製作心智圖(60 分鐘)



教學內容及融入方式

評量策略

Self and peer assessment sheet of the presentation （5 分
鐘）

小組自評與 互
評二 ：小組報
告，根據評量
單，看是否有
適切音量、正
確心智圖、美
工、報告是否
流利順暢及整
體合作。

1.

2.

Each team will have an
assessment sheet of the
presentation
Each team needs to assess
itself and the other teams.

Wrap up（5 分鐘）
1.

Thank you for all of your help. With these mind maps I think
teacher Lukas will have a good understanding of Hsinchu and
Taiwan. I will also collect all your video clips to help him
know more about how to get to these places.

Follow up activities
將學生上台報告影片上傳到 Youtube，並製作成 QR-Code 貼於聯
絡簿及學生海報作品分享給各班學生及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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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表現與
學習內容代號

單元四：製作景點文章圖畫與發表
學習目標

1.
2.
3.
4.

能回答短文中的 6wh-問句
能認識景點特色
能與組員討論並合作完成景點文章與圖畫
能用簡單英語介紹景點

教學資源

自製景點 ppt、自製旅遊海報說明 ppt、A3 小白板、四色白板筆、英語作業簿
後面的空白頁面、彩色筆、小組報告評分標準及說明表

教學評量

口語評量、分組討論、

教學時間

1.5 節課（60 分鐘）

單元四：製作景點文章圖畫與發表(60 分鐘)
教學內容及融入方式

評量策略

學習表現與
學習內容代號

單元四：製作景點海報與發表（60 分鐘）
Warm up（5 分鐘）
1.

Teacher Lukas loves your suggestions of the places. He also
loves the mind map and video about your brief
introduction. Next Sunday is his birthday. I want to give him
something special as the birthday gift. He still wants to
know more about the places. Can we write some special
points about the place or draw some picture to help him
know more about the places? I will combine all your articles
together and send him as a gift. First, we need to learn how
to introduce a place in a good way. Let’s see the reading
article on the book. It’s a very good example of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a place. We can learn how to do it from this.
口語評量八： 2-Ⅲ-7 能作簡易
閱讀短文後， 的回答和描述。
2-Ⅲ-8 能作簡
教師與學生使
用 6wh 疑問詞 易的提問。

Presentation


Context: p30（10 分鐘）
1. Silent reading: The teacher gives
everyone 1 minute to read the
sentences without any voice.
2. Question and answers: Six questions
help you write a short introduction to
place 6wh about the article

來作問與答，
to 老師問，同學
the 答。引導同學
用完整句回
答，不完整句
可得一分，完
整句可得兩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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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四：製作景點文章圖畫與發表(60 分鐘)
教學內容及融入方式

評量策略

學習表現與
學習內容代號

3. We will also rewrite a paragraph like this page. In this
paragraph, we need to think about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first.
a. Where is it?
b. When do you go
there?
c. Who goes there
with you?



d. How can you get
there?
e. Why do you go to the place?
f. What can you do there?
g. How do you feel?
More Introduction to the places（10 分鐘）

口語評量九： 2-Ⅲ-7 能作簡易

1. The teacher introduces more special things about these
places and encourages students to say about it. For example,
you can raise hand and say, “I see bikes in 17KM coastline.”
2. The teacher also use the 7 questions which will be presented
in the paragraph to ask the students to describe and answer
for some of the places.

把上一節課的 的回答和描述。
景點，加上更 Ad-Ⅲ-11 簡易、
多有特色的景 常用的句型
物，引導並教
授學生說出各
個景點相關特
色、季節、能
做的事情。可
說出或跟讀，
每答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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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四：製作景點文章圖畫與發表(60 分鐘)
教學內容及融入方式

評量策略

分組討論四
* 5-Ⅲ-10 能運用
小組選出一個 所學的字母拼讀規

Production: Rewrite the page
We will have a team work and rewrite

地點，共同討 則拼寫英文字詞。
論寫在小白板 6-Ⅲ-1 具有好奇
心，主動向老師或
上。
同學提出問題。
◎
6-Ⅲ-2 樂於參
與課堂中各類練習
學習單三
活動，不畏犯錯。
將小組共同討 7-Ⅲ-1 運用已學
論之段落文 過字詞之聯想以學
章，呈現在作 習新的字詞。
業簿空白頁 Ad-Ⅲ-11 簡易、
上，並以圖畫 常用的句型
說明。

p30. Please follow the instructions.
（共 30 分鐘）
Grouping: （5 分鐘）
1.
2.

Four people in one group
Each team comes to get an

A3 white board with 8 cloze
blanks, 4 color
markers, and a
worksheet with a
word bank.
Discussion: （5 分鐘）
3.

4.

The team
discusses and decides the
place, the time, person,
feeling and so on.
Like the learning experts,
each one in the team has

口語評量十：
每一組依照老
師所給的評分
標準內容說明

the task. You write your own parts on the A3 white board.
Copying and drawing: （10 分鐘）
5.

Copy the whole paragraph on your
blank page of your homework book.
6. Draw some beautiful pictures about
the place on the same page.
Practicing: （5 分鐘）
7.
8.

9.

學習表現與
學習內容代號

The whole team practices how to
read the paragraph.
The whole team come to
the front and share your
place and paragraph.
need to work together to
think of one place and
some experience or suggestions about the place.
21

單，練習上台
報告自己組內
的景點。

單元四：製作景點文章圖畫與發表(60 分鐘)
教學內容及融入方式

評量策略

10. Draw a picture about this place.
Presentation: （5 分鐘）
11. The whole team takes the book and goes to the front.
Oral presentation about the place

Wrap up（5 分鐘）
1. These beautiful introduction and pictures are really helpful. I
will combine all the articles to be a travel guide for teacher
Lukas as a birthday gift.

22

學習表現與
學習內容代號

二、評量內容與策略
具體目標

評量方式

評量過程/評量規準

能說出交通工

口語評量一

學生透過影片內容，用單字或完整

教師進行問答練習時宜多給

句子回答老師的問題 Q1,Q2, Q3,
Q4，
回答單字得到 1 分，回答完整句則
得到 2 分。

學生思考的時間，不疾不徐
讓學生有足夠的安全感思考
並回答。

具的單字

口語評量二

老師問，學生回答出所知道的交通
工具單字，並由全組齊聲唸出投影
片呈現的交通工具及句子。每答一
分

能拼寫交通工
具的單字

口語評量三

從 Pix mix 投影片中，找出看到的
交通工具，舉手回答，I see a
___.
完整句得 2 分，單字得 1 分

書寫評量與
口語評量

老師給 2-3 個提示字，各組組員輪
流將正確答案寫在小白板上面並唸
出單字。最快、拼字最正確可得三
分，唸出單字並拼字正確可得兩
分，可念出單字或拼出單字其中之
一可得一分。

能詢問他人並
回答搭乘的交
通工具

口語評量四

每次指定每組的一個號碼，請學生
看著圖片配合句型條，唸出所代換
的正確問答。每答一分

遊戲式評量
一

拔積木運動會：
將四色積木各五個放在四個角落的
圖上，猜拳決定四人的順序及顏
色，擲骰子，可依據點數前進或後
退＿步。唸出單字配合句型的問
答。當其中一位組員跨過別人的積
木，則可以將別人的積木拔掉一
個。計時兩分鐘，得到最多積木為
贏家。可加當節個人分數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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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能樂於與班上
同學進行口語
練習

遊戲式評量
二
(桌遊)

老師先示範玩法，並請全班唸出每
一欄的問答，笑臉用 Yes 回答，哭
臉用 No 回答。兩人一組，猜拳，
贏的擲骰子，輸的問問題，兩人一
起回答問題。並在所擲到的點數第
四欄打勾。
兩分鐘後，能打勾 6 格的組別得六
分，5 格得五分，依此類推。

能了解課文的
情節與內容

口語評量五

學生用簡單句子 I see__. There
is__.用英語句子回答所看見的人
事物，各組輪流舉手發言。完整句得
2 分，單字得 1 分

口語練習

老師播放電子書畫面，輔以中英文
說明。全班學生能用正確的發音與
語調跟讀。

能與組員討論
並合作完成專

分組討論一

家小組學習單

學習單評量
一

全班共七組，每組一張學習單，學
習單分成四個部分，將學習單拆

教師可觀察學生進行討論時
的用語及氣氛，鼓勵學生勇

開，各自帶至自己的專家小組，四
個專家小組各有不同任務，老師巡
視行間鼓勵與幫忙

於發

專家小組完成任務後，回到原組，
將學習單貼在海報上，重新組合成
一張，小組自評加總分數，老師收
回檢查後，張貼在教室後供觀賞。
老師根據各組完成的部分加分，A五個問句各一分，Ｂ-五個解釋重
點各一分，Ｃ-每個打勾各一分，
Ｄ-五個單字各一分，五個頁數各
一分，五個中文各一分。

能分組練習讀
者劇場並上台
用聲音演出

分組討論二

讀者劇場演出，全班重新分成四大
組，每組有 6-7 人，小組內一起討
論內容，圈出不會念的字，決定角
色，帶開在教室四個角落練習。老
師巡視行間觀察全組練習及合作情
形，認真練習可加全組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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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

小組表演

上台演出，
用聲音演戲。

教師可鼓勵孩子大聲朗讀並
將朗讀語氣融入句本中。

小組自評與
由自評及同儕評分，選出整組最優
互評一
秀演員，針對演出流暢度、幽默感、
全組合作各加 1-3 分，並在評分表
上加總分數。
能認識特定景

口說評量六： 老師利用投影片上的圖片地點（幾

點的名稱並說
出交通方式

個新竹市內景點，一個台灣島內，一
個國外），以課本句型問答。依照組
別輪流用完整句回答。再請學生自
己想出投影片以外的地點，老師幫
忙寫在黑板。每答一分

能與組員討論
並合作完成心

分組討論三

智圖

小組從老師分享之景點或其他景
點，共同討論出四個地點，以及到
達四個地點的交通方式，以利製作
心智圖。

小組自評與
互評二

小組到台前報告，根據心智圖口語
評量單，看是否有適切音量、正確
心智圖、美工、報告是否流利順暢
及整體合作。

能認識心智圖
的功能及繪製
方法

學習單評量
二

小組依據老師說明，製作四個景點
及交通建議之心智圖。

能用簡單英語
講解心智圖

口語評量
七：

每一組依照老師所給的評分標準內
容說明單，練習如何上台報告自己
組內的心智圖。分成老師評分及學
生自評及互評
請見附件心智圖報告說明評分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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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回答短文中
的 6wh 問句

口語評量
八：

能認識景點特

口語評量九

色

能與組員討論
並合作完成景

閱讀短文後，教師與學生使用 6wh
疑問詞來作問與答，老師問，同學
答。引導同學用完整句回答，不完
整句可得一分，完整句可得兩分
把上一節課的景點，加上更多有特
色的景物，引導並教授學生說出各
個景點相關特色、季節、能做的事
情。可說出或跟讀，每答一分。

分組討論四

點文章與圖畫

學習單評量
三

將小組共同討論
之段落文章，呈
現在作業簿空白
頁上，並以圖畫

教師可提醒學生注意跟讀時
之發音及語調。

說明。

能用簡單英語
介紹景點

口語評量十

景點旅遊全組一同口語報告
每一組依照老師所給的評分標準內
容說明單，練習上台報告自己組內
的景點。

26

三、實施成效：
學習單篇


學生學習單一：專家小組學習單
在教學方式上學生評價均非常正面。合作學習不敗神話!相較於同學們較習慣的講述教
學，顯然除了師生互動之外，加入更多同學間互動的合作學習更有吸引力，同學都更樂意採
取小組合作的方式上課，整體而言學生感到很有趣。

老師在黑板上示範拼圖學習法的學習單

各組一張學習單

拼圖學習法學習單

拼圖學習法學習單

拼圖學習法學習單及字典、彩色筆的合照

各組拼圖學習法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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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學習單二：景點及交通方式心智圖
同學在第一次繪製時，尚未全然理解老師希望第一層的顏色較粗，四個地點用不同
顏色區分的重點，所以第二次見面，老師就針對大家的缺點給予建議，果然大家在經過
一小段時間修改後，作品更完美，上台更顯得有信心了！

老師在黑板所示範的心智圖畫法

第一組發表景點及交通方式

第二組發表景點及交通方式

第三組發表景點及交通方式

第四組發表景點及交通方式

第五組發表景點及交通方式

第六組發表景點及交通方式

第七組發表景點及交通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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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學習單三：分組景點介紹（小白板及海報）
第一次實施景點介紹，讓孩子一起畫在海報紙上面，可是因為版面太大，所需要的
時間非常久，雖然孩子在過程中忙碌又快樂，但是老師換成使用小白板之後，發現效率
提高，小朋友可以很快完成討論並且有充分時間練習再上台發表。

小組合作用小白板畫出所要介紹的景點

小組用海報畫出介紹的景點並口頭報告

第三組用小白板畫出所要介紹的景點

小組用海報畫出介紹的景點並口頭報告

學生介紹城市景點~十八尖山幸福亭

小組口頭報告~發表景點及交通方式

學生介紹城市景點~巨城百貨

學生介紹城市景點~漁港
29

學生活動問卷篇


單元一學生活動問卷：
在實施單元一的活動後，請孩子選出最喜歡的活動並寫出所學及感想，大家的反應
都是正面且喜歡活動式教學。

問卷原型

小白板的速度讓遊戲更好玩

可以學東西又比快，可以激發潛力

遊戲刺激又可以訓練反應力

拔積木可以邊學邊玩提升英語能力

快問快答很有趣

骰子遊戲增加同學情誼又練習到英語

拔積木好玩又實用，一舉兩得
30



專家小組問卷回饋單：
在專家小組實施後，老師請小朋友在作業簿上面寫出自己分組自我學習的心得，大
家都感到很有收穫。尤其是專家Ｄ，平常都是班上落後的一群，但是，今天可以很有效
率的完成任務，並且覺得很有成就感！

我是專家Ｂ

我是專家Ｃ

我負責找出新單字，並寫出翻譯

我負責帶整組朗誦課文

我覺得有點困難，我問同組同學，他們會告訴
我。

我覺得大家都很有默契，很團結，使我心中
有種溫馨的感覺。

我是專家Ｄ
我負責查字典
我覺得簡單又好玩，但我發現有些人不太會使

我是專家Ｃ
我負責帶讀
我覺得我獲得了閱讀的能力

用

我是專家Ａ
我負責出題目
我覺得出題目好難，需要找出小細節

我是專家Ｂ
我負責解釋課文內容
我覺得合作很重要，可以互相學習，在過程
中學到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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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專家Ｄ
我負責查字典
我覺得我會查英語字典了

我是專家Ｃ
我負責帶讀
我覺得很好，每個人都有事情可以做

我是專家Ａ
我負責問問題

我是專家Ｃ
我負責帶讀

我覺得 Victor 的麵包是個很棒的問題

我覺得老師十分用心設計這個活動

我是專家Ｂ
我負責解釋單字
我覺得很好玩

我是專家Ｃ
我負責帶讀
我覺得很有趣，因為可以跟大家一起完成

我是專家Ｂ
我負責找出課文好的字句
我覺得迅速有趣

我是專家Ｄ
我負責查字典
我覺得這個活動可以讓我們同心協力，大家
一人查一個，彼此可以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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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實施省思
教學者省思
第
一
單
元

同儕回饋及建議

在課程實施當中，學生的背景知識不足， 1.敎案的活動實用且有意義。活動中有融入聽、說、
所以當聽到飛機上的英文介紹，感覺很緊
張，一直要我重放一次，希望能聽清楚。
但是當我們用 wh-問句來引導回答，讓孩
子可以安心地說出答案，可以發現很多孩
子透過引導式的問句，可以分享更多所知
道的東西。
時間不足也常常是最大的因子，有些班級

讀、寫和 Phonics 的部分，而且有需學生思考的部
分，有效的讓每個學生都能參與學習的過程。除此
之外，活動中有大量 group work,可培養孩子們分
工合作的能力。活動都佷有趣（融入桌遊及分組競
賽等），讓我都想玩。
2.每組 1 號程度最好，4 號最需要幫助。為避免有
將 slow learners 貼上標籤的疑慮，也許需要幫

因為活動過程太過興奮，導致課程進度會
因此落後。
學生對於骰子、積木等，能夠手動操作的
東西都非常感興趣。但是在過程當中興奮
的程度往往難以控制，所以每當活動進行
前，一定要一再地提醒活動應有的適切音

助的號碼可改為其他號碼，如 2 號。
3.Block game 2 分鐘似乎太短了，學生會不會有
意猶未盡的感覺，如能多延長幾分鐘，每個小朋友
有多練習的機會。

量。
-聽老師提示，四人輪流在小白板上寫出答
案，是最刺激，也最不易評分的部分，孩
子會希望老師第一個注意到他們的組別、
注意到可以得到幾分，卻容易忘記字體的
整齊與正確性。

第
二
單
元

拼圖式學習法對於班上程度較低落，沒有
自信的小朋友，真的是增加自信的好機會，
當我看到他們主動翻閱字典，積極想找到
所要查的字，會問我:是 bus 還是 bus
station?而且當他們一起查閱字典，同儕
的力量會讓他有動力一起找出單字，這是

1.引導學生自主學習如何閲讀的敎學理念很吸引
人，讓學生從同儕相互討論中，自己找出答案。
並從過程中學習如何閱讀及理解文章內容的技
巧。
2.學習過程中，老師的分組方式是有意義的，會
針對不同的任務，而有同質分組或異質分組。

我第一次嘗試用拼圖式讓他們自學，看到 3.Warm up 的部分，當在做 silent reading 時，
低成就孩子的用心，我覺得很有收穫也有 也許可以請小朋友 underline 課文中的 key
感動。
words。
4.Jigsaw learning 的部分，針對不同學生的程
度，設計學習單，很用心。但因他們只是小五
生，在 Desk A 的學習單，我會比較傾向有 How..
及 Can⋯by (bus)/on feet 的問句 3 句，其他兩句
自行發揮，這樣，當他們回去 home group，至少
slow learners 較知道如何回答，也可讓他們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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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練習本課主要句型的機會。Desk D 學習單在剛
開始做這樣練習時，也許可以給一個 example,
幫助他們了解，也能節省一些解釋的時間。
5. 讀者劇場評分表的 sense of humor 是指有幽
默感嗎？如果增加 vocal expression 呢？請問是
整組一起評的嗎？有指定是誰寫評分表？請問評
分時間點是在每一組表演完之後給 30-40 秒評，
還是全部表演完呢？（ps : 之前已敎過評分表的
內容，所以學生都知道評分項目，也知道意
思。）

第
三
單
元

心智圖是孩子第一次接觸到的東西，所以 1. Mind map 的 idea 很好，可以幫助學生構思一
老師在講解及舉例時要特別注意，比如有 個報告或文章的架構。
些孩子無法看懂我的投影片所要表達的重 2.但 Introduction 可以換成自己，今年夏天，
點，就要再用黑板再畫一次，一邊用口語
輔助說明，但有孩子仍然無法抓到箭頭粗
細與區分顏色的具體感覺，於是我就需要
親自畫一張當作範本，增進小朋友的理解
能力。

我有一個好朋友要從美國來，你可以推薦兩個新
竹景點，兩個台灣景點，此外，老師也想利用暑
假出國一趟，可以順便介紹其他國家一個有趣的
地方，讓老師參考一下。
3.另一個方式，assign 每組一個國家，包括臺
灣，都需從新竹出發，各給一張國家地圖。譬如
到新竹 (plane)-airport（train） 東京
(MRT)Disney(shuttle bus, ferry, boat)...
4. 除了交通工具，可否增加 What can you do
there?
5. 介紹方式可以有 map 在旁邊，搭配心智圖，Ss
解說搭乘工具時可用動作或交通道具，同時指著
他們要去的地點。
6.每組報告結束，老師或組員可問 2-3 問題，甚
至可以指定組別回答，答對可加分，以確保是否
有專心聆聽。

第
四
單
元

在分組製作旅遊海報時，因為討論的時間 1. 分組時，會建議 writing 部分，每位學生都需
太久，學生來不及做完，有些同學會坐著 有貢獻，如擔心有些較沈默的學生或 slow
看別人討論，沒有認真參與。
所以經過大家討論後，修正成：每組
選出一個地點，共同討論文章內容後，分
配每人在Ａ3 小白板上面寫出兩格，大家
再把全組共同討論的內容抄在自己的作業
簿空白頁上面，畫圖的部分由小組成員各

learner 較不敢表達自己的想法，可以 assign 他
們句子，如 number 1 第一句，number 2 第二
句...，建議 slow learner 可以 assign 給他們較
容易靠自己就能完成的句子，這樣他們也才會較
有參與感。
2. 每組可以根據內容設計 2-3 個問題，當組別完

自發揮，但是也建議在時間允許下，利用 成 presentation 後，可以問問題，答對的，可以
課堂時間完成，目的是希望大家也可以針 加分，以這種方式，Ss 會較専心聽別組發表，同
對景點特色有觀摩討論及學習。
時不僅融入了 listening/speaking skills 的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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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修正，發現同學因為都有事情可 習，也能學習 communicative skill 的能力（如
以做，新舊教案對照表如下表所列。
何問及如何回答）。
3. 當學生做 presentation 時，也可幫學生錄
影， 之後如有空，可播放給 Ss 看，學生可自
評，也可一起討論做 presentation 時的優、缺
點。
討論後之新舊教案對照表如下表
舊的活動教案

修正過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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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素養導向教學設計核心素養與學習重點對應表
單元名稱：Let’s Go Traveling Around the City-繞著城市趴趴 Go
取材內容：康軒出版社 Follow Me(Book 6)
Lesson2 How can we get there?
學習目標：
1. 培養英語文聽、說、讀、寫綜合能力，並應用於日常生活溝通。
2. 提升學習英語文的興趣，涵育積極的學習態度，主動涉獵各領域與議題新知。
3. 建構有效的英語文學習方法，強化自學能力，奠定終身學習的基礎。
4. 積極參與小組學習活動，落實民主素養，培養團隊合作精神。
5. 能將文本主題與自身生活經驗結合。
6. 能讀寫與文本內容相關的單字與句子。
7. 能閱讀理解故事性及資訊性文本。
8. 能辨識課堂中所學的字詞。
9. 能運用心智圖、閱讀技巧等思考工具協助理解文本內容。
10. 能聽懂英語影片的內容並能口述影片大綱。
11. 能用所習得的英文字詞、句型，表達個人感受或想法。
教學活
活動簡述
核心素養
學習表現
動
觀看影 1. 學生透過影片內容，用 B1 符號運用與 ◎1-Ⅲ-9 能聽懂簡易句
片
型的句子。
單字或完整句子回答老 溝通表達
◎
“On
2-Ⅲ-2 能說出課堂中
英-E-B1具備入
師的問題 Q1,Q2, Q3,
the
所學的字詞。
門的聽、說、
Q4 回答單字得到 1
◎
plane
5-Ⅲ-4 能聽懂日常生
讀、寫英語文
分，回答完整句則得到
”
活應對中常用語句，並
能力。在引導
2 分。
能作適當的回應。
◎
下，能運用所
6-Ⅲ-2 樂於參與課堂
學、字詞及句
中各類練習活動，不畏
型進行簡易日
犯錯。
6-Ⅲ-5 樂於接觸課外
常溝通。
英語學習素材。
投影片 1. 老師問，學生回答出所 A2 系統思考與 ◎1-Ⅲ-9 能聽懂簡易句
問答
知道的交通工具單字， 解決問題
型的句子。
英-E-A2具備理 ◎2-Ⅲ-2 能說出課堂中
2. 全組齊聲唸出投影片呈
解 簡 易 英 語 文 所學的字詞。
現的交通工具及句子。
訊息的能力，能
每答一分
運用基本邏輯
思考策略提升
學習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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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內容
Ad-Ⅲ-11
簡易、常用
的句型

◎

Ab-Ⅲ-5
所學的字母
拼讀規則
（含看字讀
音、聽音拼
字）

影像重
疊遊戲

從 Pix mix 投影片中，找
出看到的交通工具，舉手
回答，I see a ___. 完整
句得 2 分，單字得 1 分

單字聯
想

1. 老師給 2-3 個提示字，
各組組員輪流將正確答
案寫在小白板上面並唸
出單字。
2. 最快、拼字最正確可得
三分，唸出單字並拼字
正確可得兩分，可念出
單字或拼出單字其中之
一可得一分。

句型代
換練習

桌遊
一：四
人一組
拔積木
運動會

B1 符號運用與
溝通表達
英-E-B1具備入
門的聽、說、讀、
寫英語文能力。
在引導下，能運
用所學、字詞及
句型進行簡易
日常溝通。
B1 符號運用與
溝通表達
英-E-B1 具備入
門的聽、說、
讀、寫英語文
能力。在引導
下，能運用所
學、字詞及句
型進行簡易日
常溝通。

2-Ⅲ-7 能作簡易的回
答和描述。
◎
3-Ⅲ-1 能辨識課堂中
所學的字詞。

Ad-Ⅲ-11
簡易、常用
的句型

◎

Ac-Ⅲ-9 國
小階段所學
字詞（能
聽、讀、說
300 字詞，
其中必須拼
寫 180 字
詞）

2-Ⅲ-2 能說出課堂中
所學的字詞。
4-Ⅲ-3 能拼寫國小
階段基本常用字詞。
* 5-Ⅲ-10 能運用所學

的字母拼讀規則拼寫英
文字詞。
◎
6-Ⅲ-2 樂於參與課堂
中各類練習活動，不畏
犯錯。
◎
每次指定每組的一個號
B1 符號運用與
2-Ⅲ-9 能以正確的發
碼，請學生看著圖片配合 溝通表達
音及適切的語調說出簡
句型條，唸出所代換的正 英-E-B1 具備入 易句型的句子。
確問答
門的聽、說、
讀、寫英語文
能力。在引導
下，能運用所
學、字詞及句
型進行簡易日
常溝通。
1. 將四色積木各五個放在 C2 人際關係與 2-Ⅲ-7 能作簡易的回
答和描述。
四個角落的圖上，猜拳 團隊合作
英-E-C2 積極參
2-Ⅲ-8 能作簡易的
決定四人的順序及顏
與課內英語文
提問。
色，
◎
小組學習活
6-Ⅲ-2 樂於參與課堂
2. 擲骰子，可依據點數前 動，培養團隊
中各類練習活動，不畏
進或後退＿步。
合作精神。
犯錯
3. 唸出單字配合句型的問
答。
4. 當其中一位組員跨過別
人的積木，則可以將別
人的積木拔掉一個。
5. 計時兩分鐘，得到最多
積木為贏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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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Ⅲ-8
簡易的生活
用語

Ad-Ⅲ-11
簡易、常用
的句型

桌遊
二：猜
拳擲骰
子遊戲

1. 兩人一組，猜拳，贏的
擲骰子，
2. 輸的問問題，
3. 兩人一起回答問題。並
在所擲到的點數第四欄
打勾。

從課文
找出所
看到的
相關單
字句子

4. 兩分鐘後，能打勾 6 格
的組別得六分，5 格得
五分，依此類推。
學生用簡單句子 I see__.
There is__.用英語句子回
答所看見的人事物，各組
輪流舉手發言。完整句得
2 分，單字得 1 分

E-book

1. 老師播放電子書畫面，
輔以中英文說明。
2. 全班學生能用正確的發
音與語調跟讀。

Jigsaw
Readin
g 拼圖
式閱
讀:
Home
group
expe
rt
group
home
group

1. 全班共七組，每組一張
學習單，學習單分成四
個部分，將學習單拆
開，各自帶至自己的專
家小組。
2. 四個專家小組各有不同
任務，老師巡視行間鼓
勵與幫忙。

C2 人際關係與
團隊合作
英-E-C2 積極參
與課內英語文
小組學習活
動，培養團隊
合作精神。

2-Ⅲ-7 能作簡易的回
答和描述。
2-Ⅲ-8 能作簡易的
提問。
◎
6-Ⅲ-2 樂於參與課堂
中各類練習活動，不畏
犯錯。

Ad-Ⅲ-11
簡易、常用
的句型

B1 符號運用與
溝通表達
英-E-B1 具備入
門的聽、說、
讀、寫英語文
能力。在引導
下，能運用所
學、字詞及句
型進行簡易日
常溝通。
B1 符號運用與
溝通表達
英-E-B1 具備入
門的聽、說、
讀、寫英語文
能力。在引導
下，能運用所
學、字詞及句
型進行簡易日
常溝通。
C2 人際關係與
團隊合作
英-E-C2 積極參
與課內英語文
小組學習活
動，培養團隊
合作精神。

2-Ⅲ-7 能作簡易的回
答和描述。
◎
3-Ⅲ-1 能辨識課堂中
所學的字詞。

Ad-Ⅲ-11
簡易、常用
的句型

◎

3-Ⅲ-4 能看懂課堂中
所學的句子。
5-Ⅲ-7 能以正確的發
音及適切的速度朗讀簡
易對話。

Ad-Ⅲ-11
簡易、常用
的句型

◎

Ad-Ⅲ-11
簡易、常用
的句型

3. 專家小組完成任務後，
回到原組，將學習單貼
在海報上，重新組合成
一張，小組自評加總分
數，老師收回檢查後，

2-Ⅲ-2 能說出課堂中
所學的字詞。
2-Ⅲ-8 能作簡易的提
問。
◎

5-Ⅲ-5 能以正確的發
音及適切的速度朗讀簡
易句型的句子。
◎
6-Ⅲ-2 樂於參與課堂
中各類練習活動，不畏
犯錯。
7-Ⅲ-2 能用字典查閱
字詞的發音及意義。
2-Ⅲ-7 能作簡易的回
答和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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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Ⅲ-8 能作簡易的提
問。
3-Ⅲ-5 能看懂課堂中
所學的簡易對話。
4-Ⅲ-2 能抄寫課堂中
所學的句子。
◎
6-Ⅲ-2 樂於參與課堂
中各類練習活動，不畏
犯錯。

張貼在教室後供觀賞。
4. 老師根據各組完成的部
分加分，A- 五個問句
各一分，Ｂ-五個解釋
重點各一分，Ｃ-每個
打勾各一分，Ｄ-五個
單字各一分，五個頁數
各一分，五個中文各一
分。
讀者劇
場

暖身活
動：影
片播放
兩位老
師對話

投影片
介紹景
點，以
新竹為
主，有

C2 人際關係與
1. 重新分組（5 分鐘）
-讀者劇場演出，全班 團隊合作
重新分成四大組，每組 英-E-C2 積極參
與課內英語文
有 6-7 人，小組內一起
小組學習活
討論內容，圈出不會念 動，培養團隊
的字。
合作精神。
2. 練習（5 分鐘）
-決定角色，帶開在教
室四個角落練習。
3. 上台演出 （5 分鐘）
-上台演出，用聲音演
戲。
4. 小組自評與互評（5 分
鐘）
-全組共同討論各
組在音量正確性
台風團結度的
得分
1. 外籍老師說出自己初到
台灣，希望中籍老師給
旅遊建議
2. 中籍老師希望小朋友能
幫助外籍老師，給老師
旅遊建議

1. 老師利用投影片上的圖
片地點，以課本句型問
答。
2. 依照組別輪流用完整句
回答。再請學生自己想

B1 符號運用與
溝通表達
英-E-B1 具備入
門的聽、說、
讀、寫英語文
能力。在引導
下，能運用所
學、字詞及句
型進行簡易日
常溝通。
B1 符號運用與
溝通表達
英-E-B1 具備入
門的聽、說、
讀、寫英語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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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Ⅲ-9 能以正確的發
音及適切的語調說出簡
易句型的句子。
*◎2-Ⅲ-11 能進行簡易
的角色扮演。
3-Ⅲ-5 能看懂課堂中
所學的簡易對話。
6-Ⅲ-7 樂於參與有助
提升英語能力的活動
（如英語營、歌唱、朗
讀、說故事、讀者劇場
等活動）。

◎

1-Ⅲ-8 能聽懂簡易的
日常生活用語。
◎
1-Ⅲ-9 能聽懂簡易
句型的句子。
1-Ⅲ-10 能聽懂簡易
的日常生活對話。
*◎1-Ⅲ-12 能聽懂簡易
故事及短劇的主要內
容。
◎

1-Ⅲ-9 能聽懂簡易句
型的句子。
2-Ⅲ-7 能作簡易的回
答和描述。

*◎Ae-Ⅲ-12
簡易日常生
活對話、歌
謠、韻文、
短文、故事
及短劇

其他地
區及國
家

學生討
論並製
作心智
圖

心智圖
報告

景點介
紹範文

更多景
點特色
相關投
影片

出投影片以外的地點， 能力。在引導
老師幫忙寫在黑板。每 下，能運用所
答一分
學、字詞及句
型進行簡易日
常溝通。
1. 小組從老師分享之景點 C2 人際關係與
或其他景點，共同討論 團隊合作
出四個地點，以及到達 英-E-C2 積極參
與課內英語文
四個地點的交通方式，
小組學習活
以利製作心智圖。
動，培養團隊
2. 小組用彩色筆及海報製 合作精神。
作景點及交通工具心智
圖。
1. 練習心智圖報告-每一 C2 人際關係與
組依照老師所給的評分 團隊合作
標準內容說明單，練習 英-E-C2 積極參
與課內英語文
如何上台報告自己組內
小組學習活
的心智圖。
動，培養團隊
2. 上台報告心智圖-用問 合作精神。
答的方式，上台報告自
己組內的心智圖。
3.小組自評與互評
B1 符號運用與
1. 默讀
溝通表達
2. 回答問題：閱讀短文
英-E-B1 具備入
後，教師與學生使用
門的聽、說、
6wh 疑問詞來作問與
讀、寫英語文
答，老師問，同學答。 能力。在引導
3. 引導同學用完整句回
下，能運用所
答，不完整句可得一
學、字詞及句
分，完整句可得兩分
型進行簡易日
常溝通。
1. 老師先把上一節課的景 B1 符號運用與
點，加上更多有特色的 溝通表達
英-E-B1 具備入
景物，製成投影片
門的聽、說、
2. 引導並教授學生說出各
讀、寫英語文
個景點相關特色、季
能力。在引導
節、能做的事情。
下，能運用所
3. 學生可說出或跟讀，每 學、字詞及句
答一分
型進行簡易日
常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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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Ⅲ-6 能書寫課堂
中所學的句子。
◎
9-Ⅲ-1 能夠將所學字
詞做簡易歸類。

2-Ⅲ-7 能作簡易的回
答和描述。
2-Ⅲ-8 能作簡易的提
問。
◎
8-Ⅲ-1 能認識國內外
基本的招呼方式。

Ad-Ⅲ-11
簡易、常用
的句型

2-Ⅲ-7 能作簡易的回
答和描述。
2-Ⅲ-8 能作簡易的提
問。

2-Ⅲ-7 能作簡易的回
答和描述

Ad-Ⅲ-11
簡易、常用
的句型

改寫短
文

1. 分組：四人一組，每人
一色白板筆及小白板，
一人兩格，像上一節課
專家小組分法
2. 討論：小組選出一個地
點，共同討論寫在小白

C2 人際關係與
團隊合作
英-E-C2 積極參
與課內英語文
小組學習活
動，培養團隊
合作精神。

板上。
3. 寫入作業本：將小組共
同討論之段落文章，呈
現在作業簿空白頁上，
並以圖畫說明。
4. 口語練習：每一組依照
老師所給的評分標準內
容說明單，練習上台報
告自己組內的景點。
5. 上台報告：全組一起唸
出文章與同學分享，老
師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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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Ⅲ-10 能運用所學
的字母拼讀規則拼寫英
文字詞。
6-Ⅲ-1 具有好奇心，
主動向老師或同學提出
問題。
◎
6-Ⅲ-2 樂於參與課
堂中各類練習活動，不
畏犯錯。
7-Ⅲ-1 運用已學過字
詞之聯想以學習新的字
詞。

Ad-Ⅲ-11
簡易、常用
的句型

六、本教案核心素養/學習表現/學習內容參照表
核心素養

學習表現

學習內容

A2 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
英-E-A2 具備理解簡易英語文訊息的能力，能運用基本邏輯思考策略提升
學習效能。
B1 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英-E-B1 具備入門的聽、說、讀、寫英語文能力。在引導下，能運用所學、
字詞及句型進行簡易日常溝通。
C2 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英-E-C2 積極參與課內英語文小組學習活動，培養團隊合作精神。
◎
1-Ⅲ-8 能聽懂簡易的日常生活用語。
◎
1-Ⅲ-9 能聽懂簡易句型的句子。
1-Ⅲ-10 能聽懂簡易的日常生活對話。
◎
* 1-Ⅲ-12 能聽懂簡易故事及短劇的主要內容。
2-Ⅲ-7 能作簡易的回答和描述。
2-Ⅲ-8 能作簡易的提問。
◎
2-Ⅲ-9 能以正確的發音及適切的語調說出簡易句型的句子。
◎
* 2-Ⅲ-11 能進行簡易的角色扮演。
◎
3-Ⅲ-1 能辨識課堂中所學的字詞。
◎
3-Ⅲ-4 能看懂課堂中所學的句子。
3-Ⅲ-5 能看懂課堂中所學的簡易對話。
3-Ⅲ-6 能看懂課堂中所學的簡易短文之主要內容。
4-Ⅲ-4 能依圖畫、圖示填寫簡單字詞。
* 4-Ⅲ-6 能書寫課堂中所學的句子。
◎
5-Ⅲ-4 能聽懂日常生活應對中常用語句，並能作適當的回應。
◎
5-Ⅲ-5 能以正確的發音及適切的速度朗讀簡易句型的句子。
5-Ⅲ-7 能以正確的發音及適切的速度朗讀簡易對話。
* 5-Ⅲ-10 能運用所學的字母拼讀規則拼寫英文字詞。
6-Ⅲ-1 具有好奇心，主動向老師或同學提出問題。
◎
6-Ⅲ-2 樂於參與課堂中各類練習活動，不畏犯錯。
6-Ⅲ-5 樂於接觸課外英語學習素材。
6-Ⅲ-7 樂於參與有助提升英語能力的活動。
7-Ⅲ-1 運用已學過字詞之聯想以學習新的字詞。
7-Ⅲ-2 能用字典查閱字詞的發音及意義。
7-Ⅲ-3 在生活中能把握機會，勇於嘗試使用英語。
◎
9-Ⅲ-1 能夠將所學字詞做簡易歸類。
◎
Ab-Ⅲ-5 所學的字母拼讀規則（含看字讀音、聽音拼字）
◎
Ac-Ⅲ-8 簡易的生活用語
Ac-Ⅲ-9 國小階段所學字詞（能聽、讀、說 300 字詞，其中必須拼寫 180 字
詞）
Ad-Ⅲ-11 簡易、常用的句型
* Ae-Ⅲ-12 簡易日常生活對話、歌謠、韻文、短文、故事及短劇
B-Ⅲ-1 自己、家人及朋友的簡易介紹
C-Ⅲ-1 國內（外）招呼方式
D-Ⅲ-1 所學字詞的簡易歸類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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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素養導向教學設計檢核參考表


素養導向教學設計檢核表

層
面

課
程
理
念
的

評鑑指標

自
我
檢
核

他
人
檢
核

檢核意見
(文字敘述)

1. 自 發 ：以學習者為學習的主   1.培養英語文聽、說、讀、寫綜合能力，並應
用於日常生活溝通。
體，選擇適當的學習方式，促
2.提升學習英語文的興趣，涵育積極的學習態
進自我理解，引發學習興趣與
度，主動涉獵各領域與議題新知。
動機。
 
3.建構有效的英語文學習方法，強化自學能
2. 互動：學習者能廣泛運用各種
力，奠定終身學習的基礎。
方式，有效與他人及環境正向   4.積極參與小組學習活動，落實民主素養，培
互動。

養團隊合作精神。
5.能將文本主題與自身生活經驗結合。

3. 共好：參與行動和他人建立適

落

切的合作模式與人際關係，應  

實

用所學產生共好的效果。
4. 跨領域/議題融入：考量與其
他領域或科目的關係
1. 整合知識、技能與態度﹕

  (一)整合知識、技能、態度:

強調學習是完整的，不能只
偏重知識層面。

學生能了解並落實完整的學習，而非只注重知
  識理解。比如從關鍵字聯想的活動當中，學生

2. 營造情境化、脈絡化的學

素
養
導
向
的
設
計

對於平時所接觸到的交通工具相關的物件，如

習﹕能將學習內容和過程與

安全帽，手套等，可以聯想到是機車。另外，

經驗、事件、情境、脈絡進

  透過心智圖對文本內容的分析，培養學生在未

行適切結合。

來為適應現在生活及面對未來挑戰，所應具備

3. 重視學習歷程、策略與方

的知識、能力與態度之「核心素養」，並進而

法﹕課程規劃及教學設計能
結合學習內容與探究歷程，

達到啟發學生學習的思考力，培養解決問題的
  基本知能之總綱課程目標。

以陶養學生擁有自學能力，

(二)注重情境化、脈絡化的學習:

成為終身學習者。

學生能適切結合學習歷程、生活經驗、情境脈

4. 強化實踐力行的表現：讓學

絡等，促進有效的學習內化。整個教學過程

生能學以致用，整合所學遷

中，學生須應用平時所學，在老師的引導下，

移應用到其他事例，或實際

於教學活動與評量中，展現其「聽、 說、

活用於生活中，更可對其所

讀、寫」能力，並在日常生活常見情境中，能

知所行進行外顯化的思考，

運用所學字詞，樂於接觸課外的英語文多元素

而有再持續精進的可能。

材，如短片及網路資訊等，比如在第一單元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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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過程中，運用學生喜愛的飛機上的卡通影
片，能即時引起學習動機，並帶入單元學主題
和討論題材。
(三)兼重學習歷程、策略及方法:
教學中鼓勵注重學習歷程、策略及方法，逐漸
培養學生主動學習的能力與習慣，並成為終身
學習者。本課程切合英語領綱素養之積極參與
課內英語文小組學習活動（如分組回答、分組
報告、分組改寫），培養團隊合作精神，透過
教學策略的運用（能用字典查閱字詞的發音及
意義）和專家小組的活動設計，用分組合作學
習和差異化分組活動，再輔以教師適時提供引
導，不僅可以培養學生團隊合作學習的精神，
亦可觀察了解個別學生參與學習活動的積極度
和學習的專注度。
(四)強調實踐力行的表現:
鼓勵學生落實學用合一，將其整合性的學習遷
移至不同的事例中，或運用於解決生活中不同
的問題或任務，同時思考與落實再精進學習歷
程。本單元活動設計中，學生積極且樂於參與
課堂中各類有助提升英語能力的練習活動（如
讀者劇場等活動），並且不畏犯錯。景點介紹
的活動中，從學生已習得的英語基礎知識上，
藉了解景點的特色，探討、思考，最終能介紹
給朋友，讓孩子發現，能將所學運用在生活，
幫助他人，進而達到總綱核心素養之與人溝通
協調、包容異己，社會參與及服務等團隊合作
的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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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附件一：教師專業社群共同備課運作過程
共同備課
階段

主題

做法

時間

第一階段

培養共識

央團帶領認識新課綱及觀摩核心素養實例

105 下半年

第二階段

腦力激盪

參加教案研發工作坊、與老師共備共學

106 上半年

第三階段

課程產出

分工產出教案、進班觀課、回饋與反思

106 上半年

階
段

主
題

實際做法及實施時間

第
一
階
段

培
養
共
識

第一次接觸：
央團輔導員炳仁老師帶領團員
認識新課綱、英語領綱及核心
素養之三面九項及十二年國教

照片

的自發互動共好精神。
105.09.26
二次見面不陌生：
北二區研討會，領綱介紹與課
程轉化：根據學生需要，選擇
課綱，發展課程內容架構，並
設計評量策略，提供學生表現
機會。105.10.02
教案示例：
央團輔導員曾麗娜老師帶領大
家為核心素養融入英語教學增
能並舉出多樣化的實際教學案
例，讓大家更容易將核心素養
概念內化為教學的元素
105.2.20
第
二
階

腦
力
激

教師共備工作坊：
英語老師共備工作坊：各次共
備成果均呈現於輔導團網站及

段

盪

英語教師共學共備臉書社團
2017/2/22, 3/8,3/22,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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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養實作工作坊：
新竹市邀請呂秀蓮教授為團員
開授核心素養融入教學之增能
及課程設計實作工作坊：
2017/3/2, 2017/3/16
團員共備：
各次共備會議，除了討論各次
工作坊、團員公開觀議課、帶
領全市英語老師共備等團務，
也針對核心素養融入之課程教
案做實際規劃及活動設計：
2016/12/21, 2017/01/16,
2017/2/13, 2017/3/6
第
三
階
段

課
程
產
出

分工產出教案
除了每兩週固定的見面共備，
也利用電子郵件、雲端硬碟及
做大量的線上溝通、學生學習
成果分享、教案設計活動分享
以及教案內容建議及修改。

進班觀課
團員進班觀課，協助教學者攝
影拍照，留存學生學習檔案，
以作為教學檢討之媒材。
3/1~3/17
回饋與反思
教案實施後，每位教學者自省
教學歷程，其他團員給予教學
回饋與建議，以利下次教學設
計之修正及學生學習成效之提
升。3/20~

46

九、附件二：學習單
拔積木運動會-句型桌遊版

Pair Work 口說練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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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gsaw 拼圖式教學-專家小組學習單

附件三：多元評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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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附件三：多元評量表
讀者劇場自評及互評表

心智圖自評、互評表

49

心智圖口語評量規準

50

景點介紹口語評量規準

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