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ADAPTION FROM READING
(BY CLASS707-30 C. L. L.)

How Do We Make IT?
What do We need?
☆ a class of vigorous students
☆ a day of show time
What do you do?
First period, discuss our plan for our product.
Second period, get the materials from the
market.
Third period, read for our success.
Forth period, write out our promotions.
Finally, make it and show it on FB.
What do you get?
We get a good time of learning delicious English.

HOW DO WE
MAKE IT?
英語力，好「食」力!

翰林版 B2U6 How Much Sugar Do You Need?

英語文核心素養導向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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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英語文核心素養導向教案實施理念
整合知識、技能與態度
在本次的課程實施，主要是讓學習者熟悉英語的量詞使用，並能分析美食
製作所需材料，以及能進行食譜閱讀。然而除了以聽、說、讀、寫的方式來學
習，本次課程更結合了「生活實作」，讓學習者透過其創造及能力，讓習得知
識能夠活用。讓美食不只存在於課本中、不只存在於閱讀中，美食經過一堂又
一堂的分析、縝密計畫與替代方案的構思後，實實在在地出現在每位小廚師的
手中。且孩子們的合作不僅出現在課堂中的英語學習，也出現美食實作上。甚
至在班級商品宣傳的過程中，孩子們更是打破組別的界線，在網路與實體宣傳
製作時，都彼此幫襯著。在園遊會商品熱銷之後，這些由知識具體化後的美
食，又再度化成每一位同學付諸行動後的成就感。

營造情境化、脈絡化的學習
英語文的學習向來都是所有學科中最具實用性的。且這次的教學主題為食
物製作與量詞，更是與生活密不可分。美食人人愛，不僅本次的施教老師喜
歡，學生更是興致盎然。課程由學生熟知的在地美食揭開序幕，不少學生看到
圖片都能直接且信誓旦旦地說出正確名稱。而在過程中，孩子透過參與真實情
境的園遊會美食商品計畫，從採買、製作到宣傳，主動利用科技檢索知識，擴
展了學習的深度。而學生在知識溝通過程中，因對話及活動參與進入了文化脈
絡之中，產生了有意義的學習。

重視學習歷程、方法與策略
完整的學習並非一蹴可幾，需要經過由淺入深的過程方能實踐。在此次課
程中，學生先從 Dialogue 中，發想出商品項目及所需材料；接著在 Sentence
pattern 量詞的學習中，開始計畫採買的量以及進行比價；而在 reading 課程
中，規畫製作步驟，最後在實作時，學生的學習歷程不僅只在課本上、計畫書
中、及園遊會上，更實實在在的讓知識留在腦裡，美食留在肚子裡!在學習的過
程中，學生透過小組合作的方式彼此協助，也以 SQ3R 法的 Survey、
Question、 Read、Recite、Review，提昇學習的成效。

強化實踐力行的表現
本次課程教學著重在談論製作準備、量詞使用、食譜閱讀、仿寫及跨領域
的烹飪實作。在每一堂結束後，學習者皆需進行真實情境的製作準備、材料估
算、閱讀商品食譜、設計商品介紹及進行美味又衛生製作課程。在實踐的過程
中，學生所接觸語言比精簡化的課本更複雜，所面臨的任務情境更是沒有所謂
的標準答案。但園遊會的大成功，証明了孩子能實踐所學，並展現其創造力與
合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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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師專業社群共同備課運作過程
會議記錄(一)
時間

106 年 12 月 25 日

地點

OO 國中辦公室

內容

1. 討論教案主題及實施對象：
(1)版本課次：翰林版 B2U6 How Much Sugar Do You Need?
(2)授課對象：7 年 7 班
2. 研讀十二年國民教育課綱及英語領綱
(1)探討十二年國民教育課綱核心素養內涵、學習重點及英語領綱
(2)輔以中央團英語文核心素養導向示例參考

照片

說明

選定課次為翰林版第二冊第六課。

討論欲培養學生具備的核心素養。

會議記錄(二)
時間

106 年 01 月 8 日

地點

咖啡廳

內容

1. 綜合領域素養學習及家政教師協同方式討論
(1) 教案主題為美食，跨領域與家政科結合
(2) 與家政教師討論綜合領域領綱
2. 確立本課學習目標
(1)以桌遊營造小組團體動力，討論學習目標
(2)學習目標以團隊合作、勇於挑戰、創意發想及習得本課知識為主

照片

說明

以桌遊牌卡輪流分享希望學生在本
課將習得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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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納共同的學習目標。

會議記錄(三)
時間

106 年 01 月 29 日

地點

OO 國中辦公室

內容

1. 教學活動討論(一)對話、文法
(1) 腦力激盪，盡可能寫出與對話、文法相關的教學活動。
(2) 歸納並討論適用於本課的教學活動。

照片

說明

創意發想，將所有想到的教學活動
寫在便利貼上。

將教學活動分類，並決定本課對
話、文法的活動。

會議記錄(四)
時間

107 年 02 月 05 日

地點

OO 國中辦公室

內容

1. 教學活動討論(二)閱讀、家政實作
(1)寫出與閱讀相關的教學活動：心智圖。
(2)家政教師提出可以與本課主題結合的活動─園遊會。

照片

說明

閱讀活動以繪製心智圖及以園遊會
所賣食物進行仿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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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遊會將近，家政教師提議將美
食、量詞與園遊會所賣食物結合。

會議記錄五
時間

107 年 03 月 19 日

地點

校園涼亭

內容

1. 議課討論，輪流分享觀察組別的學生學習情況。
2. 方案修正，補足學生學習成效與教師預期學習表現的落差。

照片

說明

觀課後進行議課，討論學生學習表

加強課程設計的強度，為學生搭起

現及成效。

更好的課程鷹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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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英語文素養導向教案設計
主 題 名 稱 How Do We Make It? 英語力，好「食」力!
實 施 年 級 七年級

節

數

共 五 節，每節 45 分鐘

學 習 目 標 能詢問並回答數量相關的問題。
能簡單描述做甜點的步驟。
能依食譜步驟製作出甜點。
能規劃並執行之園遊會甜點商品之販售事宜。
樂於參與小組學習活動。
核 心 素 養 英-J-A1 具備積極主動的學習態度，將學習延伸至課堂外，豐富
個人知識。運用各種學習與溝通策略，精進英語文學習與溝通成
效。
英-J-B1 具備聽、說、讀、寫英語文的基礎素養，在日常生活常
見情境中，能運用所學字詞、句型及肢體語言進行適切合宜的溝
通與互動。
英-J-B2 具備運用各類資訊檢索工具蒐集、整理英語文資料的能
力，以擴展學習素材與範疇、提升學習效果，同時養成資訊倫理
素養。
綜-J-A2 釐清學習目標，探究多元的思考與學習方法，養成自
主學習的能力，運用適當的策略，解決生活議題。
綜-J-B3 運用創新的能力豐富生活，於個人及家庭生活環境中
展現美感，提升生活品質。
學
習
重
點

學
習
表
現

◎

1-Ⅳ-1 能聽懂課堂中所學的字詞。
1-Ⅳ-3 能聽懂基本或重要句型的句子。
1-Ⅳ-4 能聽懂日常生活對話的主要內容。
◎
2-Ⅳ-1 能說出課堂中所學的字詞。
2-Ⅳ-6 能依人、事、時、地、物作簡易的描述或回答。
2-Ⅳ-7 能依人、事、時、地、物作簡易的提問。
2-Ⅳ-8 能以正確的發音、適切的重音及語調說出基本或重要句
型的句子。
◎
2-Ⅳ-9 能進行簡易的角色扮演。
3-Ⅳ-6 能看懂基本的句型。
3-Ⅳ-7 能了解對話的主要內容。
3-Ⅳ-12 能藉圖畫、標題、書名等作合理的猜測。
* 3-Ⅳ-13 能熟悉重要的閱讀技巧，如擷取大意、猜測字義、推
敲文意、預測後續文意等。
* 3-Ⅳ-14 能快速閱讀了解文章重點，並有效應用於廣泛閱讀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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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Ⅳ-16 能閱讀不同體裁、不同主題的簡易文章。
4-Ⅳ-1 能拼寫國中階段基本常用字詞。
4-Ⅳ-4 能依提示寫出正確達意的簡單句子。
* 4-Ⅳ-7 能依提示書寫簡短的段落。
5-Ⅳ-1 能聽懂、讀懂國中階段基本字詞，並使用於簡易日常溝
通。
5-Ⅳ-2 能掌握國中階段所學字詞及句型，適當地使用於日常生
活之溝通
5-Ⅳ-11 能讀懂簡易故事及短文，並能以簡短的句子說出或寫出
其內容大意。
6-Ⅳ-1 樂於參與課堂中各類練習活動，不畏犯錯。
6-Ⅳ-3 樂於參與有助提升英語能力的活動（如英語營、歌唱、朗
讀、演講、段落寫作、讀者劇場等活動）。
* 6-Ⅳ-5 主動利用各種查詢工具，以了解所接觸的英語文資訊。
* 6-Ⅳ-6 主動從網路或其他管道，搜尋相關英語文資源，並與老
師及同學分享。
7-Ⅳ-2 善用相關主題之背景知識、文本的結構特色等，以利閱讀
或聽力理解。
9-Ⅳ-4 能綜合相關資訊作合理的猜測。
◎

學
習
內
容

綜3-4-1參與各項團體活動，與他人有效溝通與合作，並負責完成
分內工作。
綜 3-4-2 體會參與團體活動的歷程，並嘗試改善團體活動。
Ab-Ⅳ-2 句子的發音、重音及語調
Ac-Ⅳ-7 常見的生活用語
Ac-Ⅳ-8 國中階段所學字詞（能聽、讀、說、寫最基本的 1,200
字詞）
Ad-Ⅳ-9 國中階段所學的文法句型
Ae-Ⅳ-10 簡易日常生活對話、歌謠、韻文、短文、故事及短劇
*Ae-Ⅳ-14 不同體裁、不同主題之簡易文章
* Ae -Ⅳ-17 簡易故事及短文的大意
B-Ⅳ-2 國中階段所學字詞及句型的生活溝通
B-Ⅳ-5 人、事、時、地、物的描述及問答
B-Ⅳ-7 角色扮演
* B-Ⅳ-8 引導式討論
D-Ⅳ-1 依綜合資訊作合理猜測
D-Ⅳ-2 二至三項訊息的比較、歸類、排序
◎

◎

與其他領域/
科目的連結

綜合領域

教 學 策 略 任務導向學習

差異化教學

SQ3R 閱讀策略教學 合作學習

多元評量

教 材 來 源 #佳音翰林 B2U6: How Much Sugar Do You Ne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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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t 6 Reading video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m4ea1ZSK9U
#在地人天天吃不膩 OO(地名)必吃的 6 家美食
https://travel.ettoday.net/article/725240.htm
教 學 設 備
學習單(如附件一)、自攜設備-手機 x6
/
電腦、ppt、討論白板 x6、四色白板筆 x6 組、食材、烹煮用具
資
源
教 學 影 音
https://youtu.be/A42EnL5MG9A
資 料
設計理念圖

情境化、脈絡化的學習:
School Fair/ Local Gourmet /
Cooking Cl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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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次

第一堂
美味借一下

第二堂
食材大總匯

第三堂
閱讀閱好吃

第四堂
寫出好味道

學習
目標

能欣賞身處所在地之特色美食以及英語對應名稱
能舉出美食製作過程中所需之器具
能分析對話文本，並改寫成在地特色美食版本
能以適當的語調及動作演出改寫後的對話

第五堂
天才小廚師

教學活動

評量方式

Before Class:異質性分組
學生依據英文程度做異質性分組，四人一組。
1 helper (Level C) / 2 assistants (Level B) / 1 boss (Level A)
Greeting&Warm Up:食尚玩家瘋 OO(地名)
(1) 與學生問候且簡要介紹今日課堂任務。

10’00
◎

6-Ⅳ-1

(2) 教師在四個任務信封中，放置在地美食中文簡介(信封 A)、 * 6-Ⅳ-5
圖片(信封 B)、美食英文版名稱(信封 C)、英文版食材(信封 D-Ⅳ-1
D)。學生以小組為單位進行正確配對，並貼於任務單上。
(3) 小組交換任務單，教師展示正確答案，學生覆述其英語名稱。 最快完成且正

5-Dengjiang Pork
Knuckles

飄香三十餘載的人氣名店，取名「五
燈獎」的由來，是因為老闆娘當年
曾參加「五燈獎電視歌唱節目」，
並獲得五度五關的榮譽，進而將店
名改名為五燈獎，豬腳吃起來 Q 彈
軟嫩又入味，醬汁淋在白飯上非常
下飯，非吃不可呀！

pig knuckles, soy sauce, oil, brown sugar, cola

Jin-Da Minced Pork Rice

不同於一般使用全瘦肉或等比例肥
瘦肉的魯肉飯，老闆大膽使用帶皮
肥肉，紅蔥頭爆香後加入老滷汁滷
製，白飯上淋上肥魯肉，金黃發
亮，但入口卻意外不油不膩，清爽
的肥肉香郁順口，軟爛入口即化，
滷汁的甜讓平凡無奇的白飯變得超
美味。

rice, pork, soy sauce, rice wine, caramel, garlic, on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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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之組別各得
3、2、1 分。

Zhu’s Squid Thick Soup

湯頭嚐起來是滿滿的花枝鮮甜味，
上頭的蒜酥點綴氣味，吃起來完全
不膩口！大塊的花枝塊，外頭包裹
著是一層薄薄柔軟的魚漿，咬下去
彈牙的鮮脆口感相當迷人，那一口
接著一口的爽脆感動，吃完還是會
有尾韻留在嘴裡的美味。

squid, corn flour, Shaoxing wine, broth, sugar, salt, garlic
這一盤送上桌，撲鼻而來的是沙茶
香味，羊肉搭配空心菜爆炒，真的
是絕配. 炒麵的底層滿滿的醬汁，
水水的畫面相當可口。

Overcross Fried Lamb
noodles, lamb, water spinach, garlic, Taiwanese barbecue sauce,
soy sauce, rice wine
湯頭是大骨清湯，灑入油蔥、芹菜
的古早味湯頭。湯圓包著鮮肉餡，
先咬開一口看，肉餡小巧圓滾。一
口吃下，湯圓皮軟糯，而裡頭的肉
餡泛出濃郁甜香。
A-Wen’s Meat Glutinous
Rice Balls
ground pork, glutinous rice flour, tapioca flour, broth, crisp garlic
oil, celery
油飯裡簡單有肉、油蔥，以及蝦米
等配料。肉是肥多於瘦，肉有煸過
的關係，吃來並不膩嘴。油蔥口感
濕香，搭配略微硬脆的蝦米及鬆軟
不濕黏的油飯很剛好。
A-Tian Sticky Rice
glutinous rice, sesame oil, pork, soy sauce, mushrooms, dried
shri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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鴨肉先炒再做成羹湯的香濃口感，
鴨肉羹的薄肉片炒的恰到好處，也
沒有一般鴨肉烹煮過頭的硬度，佐
上特製辣椒粉，味道更棒。鴨肉羹
湯頭很濃郁帶著微微蒜香。
Beigang Longmen Duck
Thick Soup
duck, noodle, onion, corn flour, sugar, garlic, bamboo shoots
strips
Presentation:對話找一找，動腦想一想
15’00’’
2-Ⅳ-1
(1) 教師解說 Dialogue 生字。
(2) 學生大聲念出 pre-reading question。教師請學生在觀看對話 3-Ⅳ-7
電子書時，注意 pre-reading question 中的相關訊息，且播放 4-Ⅳ-1
B-Ⅳ-5
電子書。問題如下：
討論板答案正
1. What is Patty making?
確………1 分
2. Why does Patty make it for?
課文畫答正
3. What does Patty need?
(3) 對話找一找：學生觀看完對話後，完成任務。
Assistants

Task
於討論板寫出 pre-reading question 的答案。

Helper

於課文中畫出答案出處。

確………1 分
整組能清楚念
出答案…1 分

在小組中帶念答案。
Boss
教師與小組核對答案，並且檢核學生是否能正確念出答案。
(4) 動腦想一想：教師請小組討論製作過程中，尚需其他哪些項 每項英文答
案………2 分
目並且發表，學生可使用手機進行查尋。
 Beside the food, what kind of tool may Patty need for making 每項中文答
案………2 分

a pumpkin pie?

◎
2-Ⅳ-9
Practice:讀者劇場
15’00’’
(1) 因校慶園遊會即將到來，教師請學生依照此情境編及課堂所 6-Ⅳ-3
介紹之在地美食，將課文對話重新改寫。可加入製作美食所 B-Ⅳ-7
發音 40%
需之工具及小組發想之創意。
音量 30%
(2) 小組以適當聲情朗讀出其編寫的新對話。
創意 20%
Wrap-up
5’00’’
音情 10%
(1) 表揚今日績分最高小組。

(2) 回家功課：完成 School Fair Plan A. (Worksheet 1)
帶賣場 D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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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次

第一堂
美味借一下

第二堂
食材大總匯

第三堂
閱讀閱好吃

第四堂
寫出好味道

第五堂
天才小廚師

學習
目標

能熟悉以 How many 詢問可數名詞的數量及其回答方式。
能熟悉以 How much 詢問不可數名詞的數量及搭配合種量詞回答。
能估計園遊會商品所要採買之數量。
能透過小組討論，學會設計菜單及採買。
能樂於與他人合作發表所編寫之句型。
能欣賞他組發表成果並給予適當修正與建議。
教學活動

評量策略

Before Class:異質性分組
學生依據英文程度做異質性分組，四人一組。
1 helper (Level C) / 2 assistants (Level B) / 1 boss (Level A)
Pre-task
15 mins
(1) 與學生問候且解說今日課堂學生需完成之任務：以
Sentence Pattern 之句型介紹該組製作商品材料所需數量以
及成本約估價錢。
(2) 教師邀請各組 30 秒內以英語簡述該組所計畫販售之商品名
稱及所需材料。
(3) 教師針對 Sentence Pattern-How many/How much 的問答句
型觀念介紹，學生以口語方式進行課本 P77~P79 之練習。
How many +複數可數名詞+ are there …?

2-Ⅳ-6
1-Ⅳ-3
2-Ⅳ-8
Ad-Ⅳ-9
回答正確 1 分
音量適當 1 分

How many books are there on the table?
How many +複數可數名詞+ …?
How many pens do you need?
How much +不可數名詞+ …?
How much flour are there in the kitchen?
How much milk do you drink every day?

Task-cycle:我是估價王(GOOD JOB)
20mins
(1) Task：
A. 小組圈出 DM 中有出現之商品食材，並編寫 How many
things are there on XX DM…之問答句來介紹所找到的材
料。

◎

2-Ⅳ-1
2-Ⅳ-6
2-Ⅳ-7
2-Ⅳ-8
4-Ⅳ-1

B. 小組將估算製作 100 份商品所需數量後，並將材料分分成 4-Ⅳ-4
5-Ⅳ-2
How many/ How much Ns do ...之句型來介紹所需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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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Planning：
Assistants

Task
將所編寫之句型書寫於討論板上。

Helper

與 Boss 跟讀所編寫的商品材料介紹句。

指導 Helper 正確念出句子。
Boss
(3) Report：小組上台發表為商品粗估數量及所需費用所編寫之
句子。
Language Focus
10 mins.
(1) 小組與教師針對各組發表內容給予回饋及建議。(修正學生

6-Ⅳ-1
* 6-Ⅳ-6
Ab-Ⅳ-2
Ad-Ⅳ-9
正確度…60%
音量……30%
組默契……5%
表演創意…5%

句型用字以及商品製預估數量。)
(2) Homework: A.在 DM 上找不到的材料，小組於課後賣場實
際調查後，連同上課於 DM 中所調查到之商品材料，記錄
於 School Fair Plan B. (Worksheet 2)
B. 完成課本 P77~P79 頁。
堂次

第一堂
美味借一下

第二堂
食材大總匯

第三堂
閱讀閱好吃

第四堂
寫出好味道

學習

能依所提示線索，了解如何預測閱讀內容。

目標

能以 SQ3R 進行文本閱讀。
能在閱讀文章後，了解如何製作巧克力奶昔。
能熟悉食譜寫作所需要素。。
能將課堂所學應用於學校園遊會的商品販售。
能樂於以小組合作方式進行共同學習。
教學活動

第五堂
天才小廚師

評量策略

Before Class:異質性分組
學生依據英文程度做異質性分組，四人一組。
1 helper (Level C) / 2 assistants (Level B) / 1 boss (Level A)
Greeting&Warm Up:
與學生問候且簡要介紹今日所將練習之閱讀技巧。

2min

Before reading:舌尖上的閱讀
5min
(1) Prediction:每組從教師處取得飲料乙杯，以小湯匙嘗後，回
答下列兩道問題。
(A) What’s the drink?
(B) What is the reading going to show about the drink?
(2) 各組發表其討論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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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Ⅳ-6
7-Ⅳ-2
B-Ⅳ-5
D-Ⅳ-1

During Reading:SQ3R 讀出美味來
15mins
(1) 學生默讀文章三分鐘，並討論語意較不清楚的部分一分
鐘。
(2) 檢視各組先前對文章的預測之相關性。
(3) Survey:學生瀏覽文章後，並回答下列問題
#What is the title of the reading?
A: How Do You Make CHOCOLATE MILK SHAKE?
#What can you see in the picture?
A: I see a cup of chocolate milk shake/ a cup of ice cream/ a

* 3-Ⅳ-16
5-Ⅳ-11
2-Ⅳ-7
*Ae-Ⅳ-14
舉手回答正確
者，依身分別
給分。
Boss……1 分
Assistant2

bottle of milk.
#How many parts are there in the reading?
A: There are 3 parts in in the reading.
(4) Question: 各組針對文章提出 WH-問題(Who/ Where/ When/
Why/ What/ How)。教師舉例：How can we use the reading

分
Helper…3 分

on the School Fair?
(5) Read: 教師播放電子書，學生進行觀看。
(6) Recite: 學生標出製作順序。

正確性…1 分
創意性…1 分

與文本之關連
度………1 分

正確組別 1 分

(7) Review: 小組對於先前所設計之問題提出回答。
After Reading:
(1) 教師展示此篇閱讀心智圖，介紹食譜寫作格式。

20mins
4-Ⅳ-4
* Ae -Ⅳ-17
D-Ⅳ-2

(2)小組依心智圖結構，仿製園遊會商品製作食譜心智圖。
Wrap-up
(1) 表揚今日績分最高小組。

3mins

(2) 回家功課：完成 School Fair Plan C. (Worksheet 3)。

14

語法正確 50%
排版
30%
美編
10%
創意
10%

堂次

第一堂
美味借一下

第二堂
食材大總匯

第三堂
閱讀閱好吃

學習
目標

能了解 reading 之文章結構。
能小組合作依據結構進行文章改寫。
能依段落設計影像呈現及轉場動作。
能正確讀出改寫後文章。
能樂於以合作方式完成學習任務。

第四堂
寫出好味道

教學活動

第五堂
天才小廚師

評量策略

Before Class:異質性分組
學生依據英文程度做異質性分組，四人一組。
1 helper (Level C) / 2 assistants (Level B) / 1 boss (Level A)

Greeting&Warm Up:
2min
與學生問候且簡要介紹今日課堂任務：食譜寫作及拍攝分鏡設
計。
Pre-task:
10min
(1) 小組展示 School Plan C
(2) 學生朗讀 reading 課文-How to Make Chocolate Milk Shake
後，教師解說 reading 食譜文章結構。
How Do You Mak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標題句)
What do you need? ------------------------------------(原料)
# __ ____________ of ______________
# __ ____________ of ______________
What do you do? ------------------------------------(步驟)
First,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Second,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Third,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What do you get? ------------------------------------(結果)
You get a __________ of 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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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Ⅳ-7
*Ae-Ⅳ-14

(3)教師播放常見轉場設計影片提供學生參考使用。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ifkMh1V8UQ
Task-cycle:
25min
(1) 小組依據心智圖及食譜結構編寫該組食譜。
(2) 小組討論動作影像設計。
(3) 練習：Boss 文章帶念，Assistants & Helper 跟讀並熟記。
(4) 上台發表：各組上台演練影帶將呈現之內容。

文字正確 50%
動作設計 30%
分鏡運用 10%
創意
10%

Language Focus:
8min
(1) 各小組與教師針對各組發表內容給予回饋及建議。(修正學
生用字以及動作設計。)
(2) Homework:
A.準備製作材料，包含食材、製作廚具、清洗用品。
B.設計商品紙本文宣(海報或宣傳單)，上面需含商品中英名
稱、價錢、插圖及班級商號。
堂次

第一堂
美味借一下

第二堂
食材大總匯

第三堂
閱讀閱好吃

第四堂
寫出好味道

學習
目標

能合作規劃小組烹飪活動。
能熟知學會用油、用水及製作衛生等應注意之事項。
能合作完成商品烹飪製作，且完成善後工作。
能將製作過程拍成宣傳影帶，並在使用網路社群做分享。
能分組討論此次活動之優缺點及改善之道並分享其心得。
教學活動

第五堂
天才小廚師

評量策略

準備活動:
1min
與學生問候且簡要介紹今日課堂任務：商品製作及影帶拍攝。
發展活動：
7min
(1) 教師說明烹飪注意事項及烹調原則。
#下鍋前，組長一定要先行確定食材是否處理完畢(洗好、切
好)規劃材料順序。
#倒油炒菜前，檢查菜鍋中是否有水，務必保持乾鍋，避免油
爆。
#必需以肥皂清洗過雙手後，方能碰觸食材。
(2) 教師給予各組「烹飪分工表」，小組依照影帶拍攝部分、興
趣進行分配工作。且教師走查於各組，給予適當協助及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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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 3-4-1
綜 3-4-2
烹飪實作評
量：
衛生
40%
善後工作 30%
美味
20%
創意
10%

綜合活動：
(1) 各組進行食材烹煮。
(2) 各組拍攝製作過程影片。

30 min

課程總結：
(1) 教師講評，學生將教師建議紀錄於學習單上。
(2) 小組善後工作整理。
(3) 回家功課：

7min

A. 小組將課堂所拍攝之影片上傳社群網站.
B. 完成書寫改進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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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層次紙筆測
驗：
過程記錄 30%
改進策略 40%
美編
20%
創意
10%

四、實施成效

食尚玩家—在地美食配對

對話找一找—差異化任務
18

動腦想一想—列出南瓜派製作工具

讀者劇場—Dialogue 在地美食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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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n A 學習單學生成果

以注音提示 helper 念出正確發音。

Plan A 學習單學生成果

Plan B 發表海報
20

Plan-B 學生易忘記Ｈｏｗ

ｍａｎｙ需接複數名詞

舌尖上的閱讀—喝飲料並預測閱讀主題
21

Mind maps of their works

Plan C-食譜仿寫
22

影片排練：箱子當變鍋子+麥克筆口味的 French Fries

雙語攤位招牌

攤位佈置優良獎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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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於合作學習

樂於「食」作和消化它

很有成就感的學習成果

很「實際」的學習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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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教學省思─香氣四溢的食作，咀嚼出課堂的風情
課堂體驗好滋味：
本課以「食」進行教案設計，主題與生活有緊密的連結，學生的學習興致
相當高昂，自發性利用課餘時間討論販售計畫，也能運用所學，將課文改編成
影片台詞，妥善利用網路宣傳他們特色十足的學習成果。學習單的設計以循序
漸進的方式，除了能讓學生為學生可運用所學字詞、句型進行適切合宜的溝通
與互動，更能為園遊會的實作搭出鷹架。而課程後，學生合作、協商的能力整
體有提升，例如學藝股長自主擬定班級小考計畫及體育股長設計帶領全班拔河
的練習計畫。

風味增加小撇步：
第一堂：warm up 過久，七家在地美食可改為六家；學生搞混豬腳飯與魯
肉飯的配對，選項應注意食材變異性。
第二堂：學生對 DM 不熟悉導致食材找太久，可改為第一堂回家功課，事先
找好。
第三堂：在閱讀前預測時，因冰淇琳已融化，學生品嚐後大多猜測是巧克
力牛奶，課前應注意食材保冰。
第四堂：真實材料名稱過長，學生雖能寫得出來，但會忘記如何發音。
第五堂：實作教學時，商品差異性大，教師只能就烹飪衛生及注意事項稍
作解說，若能限縮主題，如蛋料理、米料理…等，教師便可更進
一步對食材詳加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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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學習單

School Fair Plan-A
For the coming school fair, we are going to sell desserts on our class
stand. Try to think out three bestsellers and vote for your favorite one.
口 1.____________________
口 2.____________________
口 3.____________________
To make the dessert, what may we need? Make checks after them if we
can borrow them.
Food

T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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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ool Fair Plan-B
How many things are there on the DM? There are ___________.
(Cut them and put them below.)

We need 100 products for School Fair. How many things do we need to buy? How
much money do we need to prepare? Please write them down.
How many…
How many ________ do we need? We need _____________________. (NT$______)

How much…
How much ________ do we need? We need _____________________. (NT$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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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ool Fair Plan-C
Please draw the mind map of “How to Make a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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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PPT

The tasks for today

Show your Plan A

How many / How much?
Good Job

Sentence Pattern
食材大總匯

How many +複數可數名詞+ are there …?

How many +複數可數名詞+ …?

• How many books are there on the table?

• How many books dose she have?

• There is one (book).

• She has five books.

How much +不可數名詞+ …?

Good Job

•Cut them!
•How much / How many ________ do
you need?
•Tell us~

• How much rice do you eat?

• I eat three bowls of rice

School Fair Plan B
•Finish it!

Homework

P77~P79

Your Show Time

•Write down the
answers.

The tasks for today~

•Local Food Fashion Show – Do you
know them?
•Dialogue – answer me as more as
you can.
•Reader Theater- your show time!

Dialogue
美味借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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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Dengjiang Pork
Knuckles

Jin-Da Minced
Pork Rice

Overcross
Fried Lamb

Zhu’s Squid Thick
Soup

A-Tian Sticky Rice

A-Wen’s Meat
Glutinous Rice Balls

Beigang Longmen
Duck Thick Soup

Think About It!

Before Dialogue

What is Patty making?

????
Oven?

Why does Patty make it for?

pumpkin pie?

What does Patty need?

?????

School Fair Plan A
•Finish it!

Your Show
Time

Homework

DM
•Bring different DMs of
different stores.

Today’s Task
• Talk about your dessert making

•Reading guess with your tongue
• SQ3R reading
• Make your dessert aging with
your pen

越讀越好吃
Period 3

Guess

Reading Steps

# The

name of
the drink is :

• 大致瀏覽
Survey

• 對文章提出問題

________________

• 細讀+找尋問題的答案

# The reading
is about :

• 整理筆記複誦重點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Review

Question

• 複習回憶重點

Rec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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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d

Survey

Question

1. What is the
title of the
reading?
________________
2. What can you
see in the picture?
_________________
3. How many
parts are there in
the reading?
_________________

• How can we use the reading for the
coming School Fair?
• Who/Where/When/Why/What/How…?

Recite -number

Let’s Read!
• Pay attention to the
answers to the questions!
• Video: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m4ea1ZSK9U

Review
Answer the
questions!

After
reading
Make your
mind map
for Plan B

• How Do You Mak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Title

• What do you need?
• # __ ____________ of ______________

Indigents

• # __ ____________ of ______________
• What do you do?
• First,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Steps

• Second,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Third,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寫出好味道

• What do you get?

• You get a __________ of _____________________.

Period 4

DEFOCUS
TRANSITION

Result

Your Show
Time

https://www.youtube.com/watc
h?v=gifkMh1V8U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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