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評量在差異化教學課堂之運用-三年級教學設計
壹、 教學分析
一、 學生背景
本方案實施對象為國小三年級學生，學校位於高雄市市中心，屬於
文教區域的學區，規模約 80 班，家長背景為中上階層，大多數家長對子
女的教育關心；也有少數家長因工作關係、單親或隔代教養，較無時間關
注孩子之學習狀態。
在英語能力上，本次主要實施此教學方案的班級中，約有 90％學生
能達到每個單元既定的學習目標，屬中上程度，可進行額外添加學習，在
此之中更有部分學生，因自幼即接觸英語教學，此階段已擁有基礎英語
聽、說、讀、寫能力，有時認為學校英語課程太過簡單；約 10％學生屬
中下程度，需要進行英語補救教學。

二、 學習目標
目標

能力指標

1. 能依據個別程度學習本單元之
單字與句型。
2. 能依據個別程度練習 target
sentences 以及彼此之對話。
3. 能完成教師所指定的不同學習
任務。
4. 能從學習過程中，獲得成就感
與學習興趣。

1-1-3 能聽辨課堂中所習得的詞彙。
1-1-8 能聽懂簡易句型的句子。
2-1-3 能說出課堂中所習得的詞彙。
2-1-9 能作簡單的提問、回答和敘述。
3-1-2 能辨識課堂中習得的詞彙。
3-1-5 能看懂簡單的句子。
4-1-3 能臨摹抄寫課堂中習得的詞彙。
4-1-4 能臨摹抄寫課堂中習得的句子。
5-1-2 能聽懂及辨識課堂中所習得的
英語詞彙。
5-1-3 在聽讀時，能辨識書本中相對應
的書寫文字。

三、 活動內容
（一） 教材分析
教材版本：康軒 Hello, Kids! Book 2
主要句型：Can you dance? Yes, I can. / No, I can’t.
生活用語：1. I can do it.

2. How?

3. See?

主要字彙：1. dance 2. draw 3. read 4. sing

5. write

教材難易：本單元內容和學生的興趣有關，課文呈現方式有趣，主要句型
不斷重覆，有助於學生學習；單字方面則可透過實際的動作和圖片學習，
此外，針對程度較好的學生可擴充其他常用的動作動詞。

（二） 學習活動
第一節：前測 - 課文概覽 - RT 初步分組練習
運用 IRS 系統，進行本課教學前之前測，了解學生對本課之先備知
識。透過全班教學指導，引發學生學習動機，讓學生對課文、句型、單字
有初步的認識，並在老師指導與同儕相互教導之後，進行 RT 簡單分組練
習。老師在全班性教學中，融入差異性指導的概念，包含同儕間的相互指
導，以及分派任務的不同（程度較高者，教師說句子編號，該生讀出句子；
程度較落後者，教師讀句子，該生找出句子編號，並複誦此句一遍），來
張顯差異教學的功能。
第二節：單字教學與句型練習
請小組上臺進行 RT 表演，教師給予回饋。接著進行單字教學，並請
學生分享除了本課單字之外的其他動詞，教師將其寫在電子白板上。最後
進行全班-小組-個人句型練習。
第三節：單字檢核與 phonics 教學
複習本課單字和句型，並完成習作單字、句型書寫一遍。進行課本
p.31 頁聽力練習（聽音辨圖）再分組檢核單字（word assessment rubric）。
最後進行 phonics 教學。
第四節：common expression 與歌曲教學
全班複習 phonics chant 之後，學生於課後自由創作，修改單字或句

子，在本節課舉手上台發表，老師則稍做指導與增強。此舉利於程度較高
的學生。
common expression 教學，請學生找兩位同學練習認證簽名。歌曲部
分，依序透過全班、分組、個別的教唱活動設計，讓學生精熟歌曲內容與
意義，又因本首歌曲曲調與之前學過的歌曲（head, shoulder, knees and
toes）相似，因此再進行分組合唱兩首歌曲。
第五節：句型檢核
配合復活節彩蛋，將句型條分割放入彩蛋中，學生將彩蛋中的字或標
點符號拼成一完整的句子，並一一讀出來，程度較佳的學生可以協助指導
程度較落後的學生；學生交換彩蛋，再以相同的模式進行一次；最後教師
隨機挑選學生，兩兩交換彩蛋並將句子讀出。
第六節：綜合複習與溝通式活動練習
運用課本附件，除了完成看表格寫句子的任務外，請學生完成溝通式
活動練習，訪談班上一位同學，寫出他會做的事（e.g. Tom can dance and
draw.）。
第七節：習作書寫與學習檢核
完成習作書寫。以 IRS 系統進行後測，再請請學生運用 IRS 系統，為
自己在本單元之學習表現評分。

（三） 學習評量
1. IRS 前後測。
2. 學習單、習作、上課表現之紀錄。
3. 學生對教學與學習的看法。

貳、 教案
一、 單元：Hello, Kids! Book 2（Lesson 3）
二、 節數：每週兩節，每節 40 分鐘，共 7 節
三、 教學流程
（一）第一節

1. Warm up：複習第二課的情境與內容，接續本課主題。在進入正
式教學內容前，發下搖控器，運用運用 IRS 系統，進行本課教學
前之前測（單字部分），了解學生對本課單字的認識程度。檢視
個別單字前測結果之後，鼓勵全對的學生多補充課外單字，而對
本課單字尚未認識的學生，期許學習完本課之後，後測能有進步。
2. 播放課文動畫，引發學生學習動機，接著進行課文解析，讓學
生對課文、句型、單字有初步的認識，再隨機分派不同的任務（程
度較高者，教師說句子編號，該生讀出句子；程度較落後者，教
師讀句子，該生找出句子編號，並複誦此句一遍）。
3. 在老師指導與同儕相互教導之後，進行 RT 簡單分組練習，小組
分派角色或句子，程度較落後者可讀較短的句子，或是和他人共
讀，程度較佳者可指導較落後的學生。

（二）第二節
1. Warm up：全班讀一遍課文，給小組大約一分鐘時間練習上一節
分配好的 RT 表演。
2. 請小組上臺進行 RT 表演，教師給予發音與聲音表情上的回饋。
3. 進行單字教學，先請學生自由分享除了本課單字之外的其他動
詞（如：sleep, swim）
，教師將其寫在電子白板上。接著以 phonics
的概念教本課單字，再全班一起練習看圖讀字。
4. 帶入本課句型教學，將單字替換練習，並指導學生完成詳答
complete sentences 的寫法。最後請小組唸出教師指定的單字句
型，再隨機抽個別學生練習指定單字句型（抽到程度較高的學
生，則用詳答，程度較落後的學生，簡答即可）。

（三）第三節
1. 複習本課單字和句型，並完成習作單字、句型書寫一至兩遍。

2. 進行課本 p.31 頁聽力練習（聽音辨圖）。
3. 請各組 1 號先讓教師檢核單字（word assessment rubric），再交
由該生檢核小組成員。
（班級小組座位是以上一次月考成績高低 S
型編排，組內為異質分組，各組 1 號皆為組內程度較高之學生）
4. 教師帶讀 chant，全班-小組。
5. 最後進行 phonics 教學，先播放動畫影片，再教發音與拼音，並
補充其他有 ” i ”短母音發音的單字。指導學生練習 phonics chant。

（四）第四節
1. 上一節課之後，學生於課後自由創作 phonics chant，修改單字或
句子，全班複習 phonics chant 結束，有創作的學生在本節課舉手
上台發表，老師則稍做指導、修正與增強加分（給程度較高的學
生表現的機會）。
2. common expression 教學：教師說明生活情境並示範，再請學生
找兩位同學練習，完成者簽名。
3. 進行歌曲部分，先聽歌，再依序透過全班、分組、個別的教唱
活動設計，讓學生精熟歌曲內容與意義，又因本首歌曲曲調與之
前學過的歌曲（head, shoulder, knees and toes）相似，因此再進行
分組分別同時合唱兩首歌曲。

（五）第五節
1. Warm up：教師簡單說明復活節由來，並播放歌曲。
2. 配合復活節彩蛋，課前將句型條分割放入彩蛋中（如： I
dance

can

. ）
，學生一人領取一顆彩蛋，將彩蛋中的字與標點符號

拼成一完整的句子，並一一讀出來，程度較佳的學生可以協助指
導程度較落後的學生，教師巡視各組聽學生讀；接著學生交換彩
蛋，再以相同的模式進行一次；最後教師隨機挑選學生，兩兩交

換彩蛋並將句子讀出。

（六）第六節
1. 進行課本 Assessment Time，學生拼寫單字、完成句子，再分組
讓教師檢核（單字是否會讀、拼，句型是否會唸）。
2.接著學生進行本課附件活動，完成看表格寫句子的任務，再訪談
班上一位同學，詢問並以完整的句子寫出對方會做的事。程度較
高的學生可練習訪談兩件以上對方會做的事（e.g. John can dance,
read and draw.）
，程度較落後的學生，只要訪談兩件對方會做的事
（e.g. Tom can dance and draw.）。
3. 隨機抽學生發表訪談結果。

（七）第七節
1. 帶讀本課課文、單字、句型、chant、phonics chant、common
expression 和歌曲。
2. 完成本課習作 listening and writing。
3. 發下搖控器，進行單字後測。
4. 課堂最後請學生運用 IRS 系統，為自己在本單元之學習表現評
分。

附件一

Lesson 3

Can You Sing?
Class: ______

Picture Level
Number

Listen & Find

Word Level
Look & Say

Match

Read

Spell

Remarks

Class: ______
Picture Level
Number

Remarks

Listen & Find

Word Level
Look & Say

Match

Read

Spell

附件二

Lesson 3 Can You Sing?
Class: ______
Sentence Level
Oral Ability
Listen & Find

Look and Say

Literacy
Listen/Look
& Write

Listen/Look &
Unscramble

Read aloud the
dialogue

Remarks

Class: ______
Sentence Level
Oral Ability
Listen & Find

Look and Say

Literacy
Listen/Look
& Write

Remarks

Listen/Look &
Unscramble

Read aloud the
dialogu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