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件二:
桃園市104年度國民教育輔導團國中語文學習領域(英語文)辦理

『優良英語閱讀學習單設計甄選』
學習單基本資料表
主辦單位

參賽

填寫

編號

交件日期

桃園市立慈文國中

學校名稱
學區特性

該區家長對教育參與度尚可，對學生學業成績較關心。
位於市區，大部分學生資訊接收度高。

學習經驗

學生為八年級，70%的學生對於英語課本內容能自行閱讀並提

分

取資訊，但無較長文本閱讀經驗。對於較長文本閱讀沒自信。

析

聯 絡 人

電話：03-3269340#222 手機：0921605023
E-mail：ian740605@yahoo.com.tw

讀本名稱 /
出版社

參選
單位
填寫

學
習
單
內
容
分

The Happy Prince / Oxford university
本次閱讀教學設計以七堂課為時間設計，除了使學生能
了解文本語意內容外，也針對學生的閱讀技巧-super six加
以訓練，也會以閱讀為基礎，發展學生聽、說、寫部分。更
希望學生經由閱讀歷程中，和合作學習的閱讀方式，引發對
文章的「分享與給予」的思考。本次閱讀教學活動希望學生
能學會summarizing或Visualizing (mind map)的技巧，所以
文本第一章節會採用填空的方式來引導學生寫作故事的
summary。之後的章節則Questioning做引導式寫作。

析
閱讀暨學習
單授課時間

學習單製作
教師
(至多三人)

每堂 45 分鐘，共七節。

年級

八

年級

姓名

E-mail

陳婉玉

twten27@twjh.tyc.edu.tw

黃琛涵

Twtag10205@twjh.tyc.edu.tw

李彥儂

twten28@twjh.tyc.edu.tw

主題

The Happy Prince

堂數

七堂課(45min)

年級

八年級

人數

28 人

讀本

The Happy Prince / Oxford

教學
目標

*1-2-4

能辨識對話或訊息的情境及主旨。

2-2-2 能以簡易的英語參與課堂上老師引導的討論。
2-2-5 能依人、事、時、地、物作提問和回答。
3-2-2 能用字典查閱字詞的發音及意義。
3-2-6 能瞭解對話、短文、書信、故事及短劇等的重要內容與情節。
3-2-7 能從圖畫、圖示或上下文，猜測字義或推論文意。
*3-2-8

能辨識故事的要素，如背景、人物、事件和結局。

4-2-1 能依提示填寫簡單的表格。
5-2-4

能看懂故事及簡易短文，並能以簡短的句子說出或寫出其內容大
意。

6-2-2 樂於嘗試閱讀英文故事、雜誌或其他課外讀物。
6-2-5 瞭解基本英文閱讀技巧，進而提升閱讀的興趣與能力。
學生

1.能自行了解簡短對話和段落文章。

背景

2.無長篇故事閱讀經驗，且學生四分之三對超過二段的長篇文章資訊重
點提取有困難。
3.學生之間程度落差嚴重。

設計

本次閱讀教學設計以七堂課為時間設計，除了使學生能了解文本語

理念

意內容外，也針對學生的閱讀技巧加以訓練，也會以閱讀為基礎，發展
學生聽、說、寫部分。更希望學生經由閱讀歷程中，和合作學習的閱讀
方式，引發對文章的「分享與給予」的思考。因為四分之三的學習者尚

無長篇故事閱讀經驗，且字彙量尚不足，故挑選較字數較少的The Happy
Prince做為學生閱讀技巧訓練的入門本。且因本次閱讀教學活動希望學
生能學會summarizing或Visualizing (mind map)的技巧，所以文本第
一章節會採用填空的方式來引導學生寫作故事的summary。之後的章節
則Questioning做引導式寫作。
本次教學所使用的Reading skills如下:
■top-down models: Making Connections & Predicting
■bottom-up models: word-meaning construction
■Summarizing ■Questioning ■ Visualizing
本次教學採行合作學習法：異質化分組，分為 1 Leader (high), 2 Masters
(mid), 1 Winner (low)三等級, 每組四人。
配合

YOUTUBE 影片：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p7yEoISjXw

資源

(SONG OF THE HAPPY PRINCE)

教學流程

評量方式

第一堂課
Warm-up
1. 認識新讀本(10 min)：
以小組討論方式，試著找出書名、出版社、作者、各章節名

學生能答案
80%的書本

稱…等資訊。並將其資訊寫入學習單 A 後，傳給下一組批閱。 資訊。

依答題正確數換取代幣。
Before Reading ( 5 min)
1. 大聲念出來：學生一起將本所要閱讀的章節名稱念出來。
2. 情節猜一猜：依據圖片、章節，每組提出對本章節的故事做
預測。(3-2-7)
During Reading (20 min)

小組能提出
對文章的預
測。

1. 悅讀好時光：學生默讀故事本，並在閱讀的時候，用便利貼
寫下自身和文本有相關的經驗或是故事重心。(1-2-4)
(3-2-2)(3-2-6)
2. 說說這故事:
(1) 分享所寫下的關鍵字。

小組能從文

(2) 回答下列問題。(2-2-2)( 2-2-5)

章中找到問











The Happy Prince lives in the ______________.
He always feels ______________ in the palace.
After he died, people made a ___________ of him and put
it in the ______________.
All the people in the city love ____________________.
Try to decribe what does the Happy Prince look like or
draw it.
The swallow falls in love with ___________ at his first
sight.
They had been together for _____________.
The swallow needs to fly to _____________, but the reed
wants to stay at her nice home by the __________.

題的答案。

小組能上台
說出文章大

After Reading (10 min)

意，小組間互

1. 情節小筆記：依據上述的問題，寫下文章大意。(5-2-4)

評。

2. 小小說書人：小組上台發表各組所寫作的文章大意。
第二堂課
Warm-up (5 min)

Master 能在

1. 前情提要：小組選 1 號 master 讀出上次所寫作的情節小筆

leader 的協助

記。Leader 和 2 號 master 檢視其發音是否有誤，winner 需 下，正確的念出
聆聽，並用手指指著 master 所念出的大意所在位置。

大意，winner

Before Reading (5 min)

能正確以手指

1. 大聲念出來：學生一起將本所要閱讀的章節名稱念出來。

跟讀。

2. 情節猜一猜：依據圖片、章節，每組提出對本章節的故事做
預測。(3-2-7)
During Reading (20 min)

小組能提出

1. 悅讀好時光：學生默讀故事本，並在閱讀的時候，用便利貼

對文章的預

寫下自身和文本有相關的經驗或是故事重心。(1-2-4) (3-2-2) 測。
(3-2-6)
2. 說說這故事:
(1) 分享所寫下的關鍵字。

小組能從文

(2) 回答下列問題。(2-2-2)( 2-2-5)

章中找到問



Is it raining?








What is it?
Why does the Happy Prince cry?
What does the Happy Prince feel?
What sad thing does the Happy Prince see?
What does the Happy Prince want to do?
How does the Happy Prince help that woman?

題的答案。

小組能上台

After Reading (15 min)
說出文章大
1. 情節小筆記：依據上述的問題，寫下文章大意。(5-2-4)
意，小組間互
2. 小小說書人：小組上台發表各組所寫作的文章大意。
評。
第三堂課
Warm-up (5 min)

Master 能在

1. 前情提要：小組選 2 號 master 讀出上次所寫作的情節小筆

leader 的協助

記。Leader 和 1 號 master 檢視其發音是否有誤，winner 需 下，正確的念出
聆聽，並用手指指著 master 所念出的大意所在位置。

大意，winner

Before Reading (5 min)

能正確以手指

1. 大聲念出來：學生一起將本所要閱讀的章節名稱念出來。

跟讀。

2. 情節猜一猜：依據圖片、章節，每組提出對本章節的故事做

小組能提出

預測。(3-2-7)
During Reading (20 min)
1. 悅讀好時光：學生默讀故事本，並在閱讀的時候，用便利貼
寫下自身和文本有相關的經驗或是故事重心。(1-2-4) (3-2-2)

對文章的預
測。

(3-2-6)
2. 說說這故事:
(1) 分享所寫下的關鍵字。

小組能從文

(2) 回答下列問題。(2-2-2)( 2-2-5)

章中找到問



When the swallow flies past the palace, what does

題的答案。

he see?


What does that beautiful young lady say?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her?



Is that good? Why?



When he flies to the poor house in the little street,
what does the swallow do?



How does the boy feel?



How does the swallow feel when helping people?



Is that good? Why?

After Reading (15 min)
3. 情節小筆記：依據上述的問題，寫下文章大意。(5-2-4)

小組能上台
說出文章大
意，小組間互
評。

4. 小小說書人：小組上台發表各組所寫作的文章大意。
第四堂課
Warm-up (5 min)

Master 能在

1. 前情提要：小組選 1 號 master 讀出上次所寫作的情節小筆

leader 的協助

記。Leader 和 2 號 master 檢視其發音是否有誤，winner 需 下，正確的念出
聆聽，並用手指指著 master 所念出的大意所在位置。
Before Reading (5 min)

大意，winner
能正確以手指

1. 大聲念出來：學生一起將本所要閱讀的章節名稱念出來。

跟讀。

2. 情節猜一猜：依據圖片、章節，每組提出對本章節的故事做

小組能提出

預測。(3-2-7)
During Reading (20 min)

對文章的預
測。

1. 悅讀好時光：學生默讀故事本，並在閱讀的時候，用便利貼
寫下自身和文本有相關的經驗或是故事重心。(1-2-4) (3-2-2)
(3-2-6)
2. 說說這故事:
(1) 分享所寫下的關鍵字。

小組能從文

(2) 回答下列問題。(2-2-2)( 2-2-5)

章中找到問




Who did Happy Prince help in this chapter?
Why did he want to help him?

題的答案。




Which part of Happy Prince did he use to help that person?
Was there any other people that needed Happy Prince’s
help ?Why happened to that person?

小組能上台
說出文章大

After Reading (15 min)
意，小組間互
1. 情節小筆記：依據上述的問題，完成 graphic organizer。
評。
(4-2-1)
小小說書人：小組上台發表各組所寫作的 graphic organizer。
第五堂課
Warm-up (5 min)

Master 能在

1. 前情提要：小組選 2 號 master 讀出上次所寫作的情節小筆

leader 的協助

記。Leader 和 1 號 master 檢視其發音是否有誤，winner 需 下，正確的念出
聆聽，並用手指指著 master 所念出的大意所在位置。

大意，winner

Before Reading (5 min)

能正確以手指

1. 大聲念出來：學生一起將本所要閱讀的章節名稱念出來。

跟讀。

2. 情節猜一猜：依據圖片、章節，每組提出對本章節的故事做

小組能提出

預測。(3-2-7)
During Reading (20 min)

對文章的預
測。

1. 悅讀好時光：學生默讀故事本，並在閱讀的時候，用便利貼
寫下自身和文本有相關的經驗或是故事重心。(1-2-4) (3-2-2)
(3-2-6)
2. 說說這故事:
(1) 分享所寫下的關鍵字。

小組能從文

(2) 回答下列問題。(2-2-2)( 2-2-5)

章中找到問






Who did Happy Prince help in this chapter?
Why did he want to help him?
Which part of Happy Prince did he use to help that person?
Was there any other people that needed Happy Prince’s help ?

題的答案。




How did Happy Prince know that they need help?
How did the swallow keep itself alive?
Please create your own mind map of this chapter according to
the questions given.

小組能上台

After Reading (15 min)

說出文章大
意，小組間互

1. 情節小筆記：依據上述的問題，寫 mind map。(5-2-4)

評。

2. 小小說書人：小組上台發表各組所寫作的 mind map。
第六堂課
Warm-up (5 min)

Master 能在

1. 前情提要：小組選 1 號 master 讀出上次所寫作的情節小筆

leader 的協助

記。Leader 和 2 號 master 檢視其發音是否有誤，winner 需 下，正確的念出
聆聽，並用手指指著 master 所念出的大意所在位置。

大意，winner

Before Reading (5 min)

能正確以手指

1. 大聲念出來：學生一起將本所要閱讀的章節名稱念出來。

跟讀。

2. 情節猜一猜：依據圖片、章節，每組提出對本章節的故事做

小組能提出

預測。(3-2-7)
During Reading (20 min).

對文章的預
測。

悅讀好時光：學生默讀故事本，並在閱讀的時候，用便利貼寫下
自身和文本有相關的經驗或是故事重心。(1-2-4) (3-2-2) (3-2-6)
2. 說說這故事:
(1) 分享所寫下的關鍵字。





(2) 回答下列問題。(2-2-2)( 2-2-5)

小組能從文

What happened to the swallow?
What happened to Happy Prince?
Can you decribe the personality of the mayor according to this
chapter?

章中找到問
題的答案。



There are two other characters appearing in the last part of this



chapter. Who are they?
Why did the author mention these two characters in the last
part?

小組能上台

After Reading (15 min)

說出文章大

1. 情節小筆記：依據上述的問題，寫下文章大意。(3-2-8)

意，小組間互

2. 小小說書人：小組上台發表各組所寫作的文章大意。

評。

第七堂課
Warm-up (10min)

Leader 能總

1. 前情提要：看 youtube 影片(SONG OF THE HAPPY PRINCE) 組六章文
之後小組 Leader 將 The Happy Prince 說出全篇故事大意。 意，Masters
Masters 與 winner 需聆聽，在聆聽的過程中，用便利貼寫下 與 winner
自己覺得重要的關鍵字。(1-2-4)

能擷取文意

Activity (20min)

資訊，並分

1. 說說這故事:

享。

(1) Masters 與 winner 分享所寫下的關鍵字。
(2)回答下列問題。(2-2-2)( 2-2-5)

小組能依自



If you were the Happy Prince, what would you do to help the
people in the story?

身對故事的



If you were the Happy Prince, what would you do to save the
life of the swallow?
What do you think the main idea of the story is?

理解，提出看



2. 結尾有所得：(2-2-2)( 2-2-5)


There are some people in our society that also need our help. In

法。

what ways can we help them?


In the end of each chapter, the Happy Prince looked different.
Please choose your favorite look of him and draw a picture of it.

小組能上台

Wrap-up (15 min)
說出文章大
1. 各組上台發表學習單內容，並展現與描述 Happy Prince 圖。
意，小組間互
2. 各組聆聽他組發表後，進行互評。(6-2-2)(6-2-5)
評。
實施成效

學生認識閱讀本資訊(出版社)

學生認識閱讀本資訊(主角人物)

Mind map 發表

Song of the happy prince

Song of the happy price

實施省思
這次的讀本教學，對身為教師的我們和學生來說，都是一種挑戰。雖然學校
在八年級表定課程中有規畫英語閱讀，但是常因平常課程教學的補充過多，所以
也沒有辦法定期為孩子實施閱讀教學。而孩子們雖然非常興奮可以不用再讀課本
的東西，但對於拿到整本全英的讀本時，我們都有感受到孩子們的「害怕」。

令人開心的是，我們都克服了彼此覺得讀本教學最難的部分。以前我們覺得
教學時數不足是一個問題。但是當孩子們在學習的過程中，不斷精進自己的閱讀
技巧，我們在一般英語課程上的教學過程中，都有感受到我們不用在著重在字句
的翻譯讓學生了解文意的全貌，中段與後段學生可以藉由閱讀課的 super-six 技
巧訓練，對於單段式文章掌握度更高，也讓課程的進行更順利。因此在課程進度
上，有使用的 The Happy Prince 的班級並沒上課進度嚴重落後的問題。但我們
也發現如果是使用在寒、暑假，可能可以讓更多教學夥伴願意加入學習單的設計
行列，並且推行所任教班級中。
而孩子們的最後完成學習單給予的回饋中，很多學生都有提到原來讀「原文
書」並不難，而他們也在 super-six 的學習中，察覺到讀英文讀本，並無需精讀
每一個字，了解每一句的句法。他們對於讀「故事」這件事情充滿期待，也相當
肯定故事所含蘊的道德寓意—分享。但因本校所分配到的讀本只有一本是
STARTER 等級，再往上到 LEVEL 1 一頁的生字量又超過學生所能負荷，故八年
級的閱讀課程只能到此告一段落。建議下次採買時，不以故事等級平均分配為考
量，需以一般國中生程度為優先重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