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本校家長社經地位、教育態度、家庭功能，學生所接收到的文化
刺激兩極。
2.學區內學生家長，多在附近夜市工作，經營小本生意，比較沒有時間關注孩子
學區特性

課業。部分學生為隔代教養，新住民之子，家庭功能不全(爸媽都無法負起親職
責任，暫住在寄養家庭) 。
3.少部分學生，父母社經地位高，十分關心教育。

全班共 30 人。
學習經驗
分

1. 其中 9 位學生，在學習七年級課程，有極大的困難，要花很久的時間背單字。
段考成績分布: 2 人 40~50 分， 7 人 40 分以下。

析

2. 其他 21 位學生，程度為中間到中上。段考成績分布:約在 70~95 分之間。

根據以下目標設計:
1. 培養學生英文閱讀興趣和自信心。
2. 學生能應用閱讀策略。
3. 教學融入階級意識社會議題。
4. 學生學習分析比較，深入探討文學作品的能力。
5. 培養學生創造力。
學

以讀本為主，融合聽說讀寫等活動。

習
單
內
容

學習單共有以下六份:
1.

閱讀學習單一 Previewing

2.

閱讀學習單二 Reading Strategies

3.

閱讀學習單三 My Plant Journal

4.

閱讀學習單四 Compare and Contrast

5.

閱讀學習單五 Reader’ theater

6.

閱讀學習單六 Cloud and Rainbow Board Game

1

實施成效：
1.

大部分學生無閱讀英文小說的經驗，教師從學生已知經驗開始，循序漸進導讀。讓學生一開

2.

始閱讀文本的興致高昂。學生樂意參與課堂上，和讀本相關之簡易英文句子聽說讀寫的活
動。分組討論的進行方式，也讓高低成就的學生都有機會得到學習成就感。
分段閱讀故事，making prediction，及分組討論的方式，讓學生能理解讀本大意。

3.
4.

5.
6.

利用種植植物的活動讓學生和故事中的人物產生共鳴，學生們對於閱讀內容就更有興趣，可
以增強學生們的學習動機，學生們都相當期待他們的植物長大。
學生之前較少接觸英文小說，課堂上的英文教學讓學生學習角色分析此閱讀技巧的機會也較
少，所以利用閱讀簡易讀本的機會讓學生比較角色個性的異同，讓學生能更深入閱讀，再帶
入社會議題的討論，培養學生批判性思考的能力，學生們都討論得相當熱烈。
學生之前較少接觸英文小說，改編成讀者劇場的形式讓程度較低的學生也能享受閱讀及表演
的樂趣，而且可以增加學生的成就感。
學生都喜歡玩遊戲，利用桌遊的形式讓學生再溫習一次故事情節同時訓練閱讀能力，寓教於
樂，學生都玩得相當開心。

照片: My Plant Journal 種植植物活動

2

照片: 讀者劇場及桌遊活動

3

照片: 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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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立 ____ 國中閱讀學習單一
班級 ____ 姓名 ____________ 座號_____

Who is

Where is

this girl?

this girl?

How old is

How is

this girl?

this girl?

Why is this garden
a “secret”?
Hi, I am _________,
a _________ girl from __________. I am __________ years old. The secret
of this garden is about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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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閱讀學習單主題名稱。
Secret Garden – Previewing
(2) 閱讀學習單設計及實施之理念。
1. 大部分學生無閱讀英文小說的經驗，藉由 Krashen’s Input Hypothesis and Comprehensible
Input: [i +1] 的策略，從學生已知經驗開始，循序漸進導讀。藉由小說封面 ; 以及七年級

2.

3.

學生上學期所學過句型，預習故事，(學習 previewing 的閱讀技巧)以建立學生初次閱讀英
文小說的自信心。
學生分組討論，可以向彼此學習。而輪流代表組員發表的方式，可增加低成就學生對於閱
讀活動，及在課堂上用英文發言的安全感，因為發言學生是代表整組，而不用個人負答案
對錯的全責 ; 而最後個人自願分享預測故事的段落，也可讓高成就同學有表現機會。
以閱讀文本為主，進行結合英文聽(聽懂英文問題)，說(用英文回答問題)，寫(引導段落寫
作)等活動

(3) 活動進行步驟：
1. 四人一組
2.
3.
4.
5.

學生看小說封面。教師提問學習單上 5 個問題，並給學生時間準備答案。
進行組內討論。
教師抽籤，以挑出各組代表，輪流針對 5 個問題，以英文回答自己所屬組別的結論。
個人完成預測故事的段落。

6.

學生自願用英文分享預測故事的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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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立 ____ 國中閱讀學習單二之一
班級 ____ 姓名 ____________ 座號_____

 Number the chapter headlines (1-4 ) in the correct order.

□



□Mary makes friends

□



□The crying in the night

 1 Mary alone
 2 Back to England

 Predict the story in your own words.
☺ My prediction is correct / incorr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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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立 ____ 國中閱讀學習單二之二
班級 ____ 姓名 ____________ 座號_____
 Number the chapter headlines (5-8) in the correct order.

Mary

Mary

Colin

Dickon

Mary

 □Dickon

 □The key to the garden

 □‘I‘d like a little spade’

 □ ‘ I am Colin’

Predict the personalities of the characters.
 Mary i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ickon is kind

and popular with animals.

 Colin i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After reading the story, I knew that my prediction was totally / partially/ not
correct.
☺ Mary i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Dickon is
☺ Colin i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8

桃園市立 ____ 國中閱讀學習單二之三
班級 ____ 姓名 ____________ 座號_____
 Number the chapter headlines (9-12 ) in the correct order.



□Spring comes to the secret garden



□Ben Weatherstaff



□‘I am going to live forever and ever!’



□Colin’s tantrum

 Predict the ending of this story.
I think this story ends happily / sadly becaus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After I read this story, I knew the ending of the story: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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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閱讀學習單主題名稱。Reading Strategies
(2) 閱讀學習單設計及實施之理念。
把書本分成三次，搭配 CD 閱讀，並且依次教導學生不同的閱讀技巧，讓學生成為主動的
讀者(active reader)
1. 閱讀技巧一 Highlighting : 教師帶領學生抓關鍵字及文章重點。例如，從章節標題開
2.

始閱讀，從中得到故事發展的線索。
閱讀技巧二 Read Aloud/ Think Aloud : 教師放 CD，讓學生跟讀，並在讀完一個章節
後，問學生有關於理解文章大意的問題。例如: 教師詢問學生一次登場的角色，個性
有甚麼特色?

4.

閱讀技巧三 Making Predictions : 學生在閱讀之前，藉由標題，圖片，故事風格，作者
簡介等，預測故事走向。並邊讀邊印證自己對於故事的猜測是否正確。 例如: 標題
排序，預測登場人物個性，和結局。
閱讀技巧四 Skimming and Scanning: 學生邊閱讀，邊練習掃讀的閱讀技巧，以獲取自

5.

己要的資訊 ; 略讀以得到文章大意。例如: 掃讀關於依次登場角色的個性相關資訊 ;
略讀最後四章，以了解結局。
閱讀技巧五 Summarizing : 例如：簡述結局的段落寫作練習。

3.

(3) 活動進行步驟：
1. 學習單二之一
老師指導以下項目，並示範如何進行:
(a) 學生看圖片，小組討論，並預測前四章標題順序，口頭以簡單英文句子分享各組
的預測。
(b) 學生聽 CD，閱讀文本。並根據章節標題，擷取文章重點。
(c) 學生前後印證自己的預測是否正確。
(學習單圖片的線索，可能不能讓學生完全正確預測故事走向，可是沒關係，因為
在真實的閱讀情境，預測的線索也有可能不足，預測也可能會有誤差，重點是學
生可以練習 make prediction 的閱讀技巧)
2.

3.

學習單二之二
重複(a)到(c)
(d) 學生藉由找出登場人物的個性相關資訊，學習 skimming and scanning。
學習單二之三
重複(a)到(c)
(e) 學生藉由簡述結局，學習 summariz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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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立 ____ 國中閱讀學習單三之一
班級 ____ 姓名 ____________ 座號_____

Date:

11.26

Date:

Weather:

Weather:

How tall is my plant?

How tall is my plant? 1 mm

Today my plant looks like this:

Today my plant looks like this:



Date:

Weather:

How tall is my plant?

Date:

Today my plant looks like this:

Weather:

How tall is my plant?
Today my plant looks like thi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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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立 ____ 國中閱讀學習單三之二
班級 ____ 姓名 ____________ 座號_____

Match the correct words with the pictures.

fork

●

hoe

●

robin

●

rake

●

trowel

●

●
●
●
●
●

branch ●
spade

●

seed

●

leaves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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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閱讀學習單主題名稱。
Our Secret Garden: The Plant Journal
(2) 閱讀學習單設計及實施之理念。
1. Our Secret Garden: The Plant Journal 此學習單的設計主要是營造祕密花園的閱讀氣氛。
2. 讓學生紀錄及觀察植物的生長情形。
3.
4.

配合讀本帶領學生學習有關植物及種植植物的英文用語。
因為學生不知道手中的植物種類，要等植物長大時答案才會揭曉，讓學生充滿期待且在閱
讀讀本的過程中也親身體驗讀本中人物照顧秘密花園中植物的心情及感受。

(3) 活動進行步驟：
1. 在課程一開始時發給學生植物種子來營造祕密花園的閱讀氣氛。
2. 利用下課時間帶學生到校園的一角將種子種下，並要學生每天照顧植物並紀錄植物的生長
日誌。
3. 紀錄植物成長期間也配合讀本中對植物的描述如 P.30, P.35, P.53, P.54，讓學生體會閱讀之
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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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立 ____ 國中閱讀學習單四之一
班級 ____ 姓名 ____________ 座號_____

OUR LOOKS
Colin:
Mary and I look the same/ different.
Mary looks _____________;

OUR HEALTH
Mary:

I look_____________.

I am in good / bad health.
I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olin is in good/ bad health.
H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OUR CHARACTERS
Colin:
Mary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OUR EXPERIENCE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I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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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立 ____ 國中閱讀學習單四之二
班級 ____ 姓名 ____________ 座號_____

When you compare two or more people or things, you find their likeness. When
you contrast two or more people or things, your find their differences.
( 比較角色異同之處 )

OUR LOOKS
Colin:
Dikon and I look the same/ different.

Dikon:

Dikon looks _____________;

OUR HEALTH

I am in good / bad health.

I look_____________.

I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olin is in good/ bad health.
H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OUR CHARACTERS
Colin:

SOCIAL CLASS DIFFERENCE

Dikon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ikon:

I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olin is a master /servant.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I am a master/ servant.

Group Discussion: (in English or in Chinese)
How does social class difference influence people’s behav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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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閱讀學習單主題名稱。
Compare and Contrast: Mary vs. Colin
Compare and Contrast: Dickon vs. Colin
(2) 閱讀學習單設計及實施之理念。
1. 比較兩個角色或事件的相異處及相似處是閱讀策略的一種方式，此策略要求學生深入閱
2.
3.
4.
5.

讀、分析角色的個性，讓學生對閱讀內容有更深刻的瞭解以增進學生的閱讀理解能力。
學習單 Compare and Contrast: Mary vs. Colin 著重 Colin 和 Mary 個性的比較。
學習單 Compare and Contrast: Dickon vs. Colin 讓學生比較 Colin 和 Dickon 個性及階級的異
同。
在比較 Colin 和 Dickon 兩人的個性及階級時進一步融入社會議題：階級意識的相關討論。
讀本中 Colin 對 Martha 說話的口氣讓 Mary 聯想到南亞或東南亞對首長、貴族、王侯、酋
長的敬稱敬稱 Rajah (P.40)，Colin 對 Dickon, Ben Weatherstaff 講話的口氣也都是命令式的口
吻以及 Mr. Craven 詢問 Mrs. Medlock 他的兒子在哪時，也是用 Master Colin 來稱呼(P.57)，
帶領學生比較讀本中的年代和現代社會中存在的階級意識，並讓學生討論階級意識對人類
的行為方式所造成的影響。

(3) 活動進行步驟：
1. 帶領學生閱讀讀本，要求學生注意 Colin 和 Mary 講話的方式及口氣，從中分析和比較 Colin
和 Mary 個性的異同並完成學習單 Compare and Contrast: Mary vs. Colin。
2. 完成第二份學習單 Compare and Contrast: Dickon vs. Colin，先比較 Colin 和 Dickon 個性及身分
的異同，並融入社會議題：階級意識問題的討論。
3. 以小組為單位腦力激盪，讓學生思考及討論現代社會中是否還存在著階級意識，學生可上
網搜尋資料並於下次課堂中和同學、老師分享。
3. 以小組為單位讓學生發表對於社會中是否還存在著階級意識及其對人類的行為影響的看
法。老師亦可從國內外關於幫傭受虐的新聞切入，帶領學生深入探討階級意識對人類的行
為所產生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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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立 ____ 國中閱讀學習單五
班級 ____ 姓名 ____________ 座號_____
Reader’s Theater: The Secret Garden1
Characters:
Narrator:

Mary:

Martha:

Mrs. Medlock:

The robin:

Dickon:

Colin:

Mr. Craven:

Mrs. Craven:

Ben Weatherstaff:
Scene I.
Mary: Where’s everyone?
Narrator: They’re in heaven. They all died of cholera.
Mary: Where am I?
Mrs. Medlock: You’re in Misselthwaite Manor, your uncle’s house. You
mustn’t go into other rooms. Mr. Craven will be angry if you
do.
Mary: What’s that sound?
Martha & Mrs. Medlock (nervous): What sound?
Mary: Listen! There it is. Someone’s crying.
Martha & Mrs. Medlock: It’s only the wind.
Mary: What’s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wall?
Ben Weatherstaff: It’s the secret garden.
Mary: Where’s the key to the secret garden?
Ben Weatherstaff: Ask the robin.

(The robin hops to the center of the stage)
Narrator: Mary watches the robin hopping on the ground and then finds
the key to the secret garden.
Mary: (holding up the key) The key to the secret garden. But, where’s the
door to the secret garden?
Ben Weatherstaff: Ask the robin again.
Mary: Dearest robin, can you show me the door?
Narrator: Suddenly, the wind blows the long branch of ivy to one side, and
Mary sees something under it－a do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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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立 ____ 國中閱讀學習單五
班級 ____ 姓名 ____________ 座號_____
Reader’s Theater: The Secret Garden2
Scene II.
(Dickon plays the recorder)
Mary: Who are you?
Dickon: I’m Dickon, Martha’s brother. I know who you are. You’re Miss Mary.
Mary: Can you keep a secret?
Dickon: I keep secrets all the time.
Mary: Then, you can come and help me in the secret garden.
Dickon: I’d love to. It’s our secret.
Scene III.
(In Colin’s Room)
Chorus: song adapted from Lemon Tree by Fool’s Garden)
I'm sitting here
I miss the sun
I'd like to go out taking a shower
But there's a heavy cloud inside my head
I feel so ill
Put myself into bed while nothing ever happens - and I wonder
Mary: Who are you? Are you a ghost?
Colin (sitting on the chair): I’m Colin. Colin Craven. I’m not a ghost. Are you
a ghost?
Mary: No, I’m Mary Lennox. Mr. Craven is my uncle.
Colin: Oh, that’s my father. He hates me. It doesn’t matter anyway because
I’m going to die soon. If I live, I’m probably going to be hunchback like
him.
Mary: No, you’re not going to die. You can come to the secret garden with
me and meet Dick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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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立 ____ 國中閱讀學習單五
班級 ____ 姓名 ____________ 座號_____
Reader’s Theater: The Secret Garden3
Scene IV.
(Chorus: Lemon Tree by Fool’s Garden.)
I'm sitting here in the boring room
It's just another rainy Sunday afternoon
I'm wasting my time
I got nothing to do
I'm hanging around
I'm waiting for you
But nothing ever happens and I wonder
Colin: (Screaming) You prefer Dickon to me. I have a lump on my back. I’m
going to be a hunchback and then I’m going to die.
(Chorus: song adapted from Lemon Tree by Fool’s Garden)
Isolation is not good for you
Isolation you don't have to sit alone in your room
Mary: You’re not going to die.
You’re going to be fine.
And you’re going to the secret garden with me and Dickon.
Scene V.
(In the secret garden)
Narrator: There is magic in the secret garden. At first, everything turns
green. Then the green changes to colors－blue, purple, and red.
There are flowers everywhere.
All: Magic is in me. Magic is in me. Magic is in all of us.
(Colin stands up and walks to the center of the stage.)
Colin: I … can … walk. The magic work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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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立 ____ 國中閱讀學習單五
班級 ____ 姓名 ____________ 座號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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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立 ____ 國中閱讀學習單五
班級 ____ 姓名 ____________ 座號_____
Reader’s Theater Student Self-Assessment
讀者劇場自評表
＊ 完全做到請打勾，沒有打勾的部分表示還有進步的空間，請再思考一下
如何讓自己更進步，加油！

流暢度

(V)

我會唸較長且有意義的句子
我會留意劇本使用的的語言並且將劇本詮釋得得相當好
我能自然流暢的唸劇本，不會像機器人一樣機械式的唸句子
速度
我念劇本的速度適中，不疾不徐
我念劇本時不會猶豫或有不自然的停頓
正確度
我能辨識劇本中的英文單字且正確地發音
我可以快速地唸劇本且句子仍然是有意義、讓聽眾可辨識的

＊ 為了讓自己更進步，我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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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立 ____ 國中閱讀學習單五
班級 ____ 姓名 ____________ 座號_____

Reader’s Theater: Peer’s Assessment Sheet
讀者劇場互評表
＊ 請利用下表幫各組評分並給予適當的建議或鼓勵。請依各組表現圈選 15，1 是最不符合、5 是最符合，最後請填入總分。

該組劇場呈現多樣化的表演方式

1

2

3

4

5

該組每位組員都很全心投入表演、非常團結

1

2

3

4

5

該組完全詮釋出劇本內容

1

2

3

4

5

該組每位成員都唸得相當大聲且清楚

1

2

3

4

5

該組每位成員的表演都相當有戲劇張力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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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組每位成員非常有自信的表演

1

2

3

4

5

該組的音樂表現相當完美

1

2

3

4

5

總分：

＊ 我的建議或鼓勵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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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閱讀學習單主題名稱。
Reader’s Theater: The Secret Garden
(2) 閱讀學習單設計及實施之理念。
1. 目前國中生的英文程度普遍呈現雙峰化現象，為提升程度較低的學生的閱讀興趣，降低他
們在閱讀小說時的無力感及恐懼，特地將讀本內容簡化成讀者劇場的形式，並穿插 Fool’s
garden 的經典歌曲 Lemon tree 在其中，讓學生參與簡易的短劇表演，用適切的語調、節奏
朗讀故事，且能樂於接觸英語讀本及歌曲。
2. 各組表演時，每位同學都必須填互評表幫各組評分，學生互評佔 70%，老師評分佔 30%，
兩者加起來的分數最高的組別為優勝隊伍，可以得到小禮物一份。
3. 此活動主要是讓學生初步了解讀者劇場的形式並產生興趣與自信，接下來的延伸活動會讓
學生自己編劇本並加入不同的表演元素及音樂，發揮不同的創意。
(3) 活動進行步驟：
1. 學習單內容: 讀者劇場，讓程度較低的學生能體會閱讀簡易劇本的樂趣，進而對閱讀產生更
大的興趣。
2. 將班上同學分成 3 組，帶領學生閱讀劇本並且分析句中人物的個性，請學生表演時要表現
出不同人物、不同句子語調所表達的情緒和態度。
3. 播放 Fool’s Garden 的 Lemon tree，並帶領學生學生練唱讓學生能樂於接觸英語歌曲、閱讀
英文歌詞進而提升學習興趣。
4. 讓學生練習後各組依序上台表演，評分標準為學生的語音、語調、情緒呈現、動作的多變
性與創意。各組表演時，每位同學都必須填互評表幫各組評分，學生互評佔 70%，老師評
分佔 30%，兩者加起來的分數最高的組別為優勝隊伍。
5. 活動結束後，學生必須填自評表，評量自己的優缺點並思考改進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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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立 ____ 國中閱讀學習單六

班級 ____ 姓名 ____________ 座號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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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閱讀學習單主題名稱。
Clouds and Rainbows Board game: The Secret Garden
(2) 閱讀學習單設計及實施之理念。
親子天下月刊中提到桌遊的 5 大益處: 桌遊可延長專注力、桌遊有助排解負面情緒、桌遊可以
帶給孩子安全感、桌遊是安全的「情緒實驗室」、桌遊能教孩子堅持不放棄。此學習單以桌遊方式
呈現，讓學生在玩桌遊的過程中能再將讀本中的故事情節再溫習一次，學習單中的句子較容易閱
讀，更可以在遊戲的過程中提升低成就學生的閱讀興趣及自信心，此外、只要認真參與，閱讀能
力差的學生也有可能第一個抵達終點，可在無形中增強他們在英文課堂中的自信心。
(3) 活動進行步驟：
1. 將學生分成 4 人一組，每組一張學習單，以 4 個不同顏色的跳棋放在起點代表 4 個學生。
2. 學生輪流擲骰子並依骰子的點數移動跳棋，遇到彩虹時可以往上，遇到烏雲時則往下，並
且要依照學習單中的指令前進或退後，最先抵達終點者為勝利者，優勝者可以獲得小禮物
一份。
3. 學生在快樂玩桌遊的過程中也能訓練閱讀能力，一舉兩得。老師在學生玩桌遊過程中可以
到各組觀察學生閱讀學習單中的指令的能力並適時給予協助。
4. 延伸閱讀活動：將學習單的所有閱讀指令剪下，以小組為單位，能在規定時間內將所有閱讀指
令依讀本故事順序正確排列的小組為優勝者，排列時各小組可以看讀本確認閱讀指令的順序讓學
生有再一次閱讀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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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之讀本、軟體或網路資源
1.

讀本: 桃園市於 102 年補助各校之英語圖書: The Secret Garden by Frances Hodgson Bumett

2.
3.

英語歌曲: Lemon tree by Fool’s garden
圖片來源: google pictures

對應之課程綱要能力指標
1-1-4 能聽懂常用之教室及日常生活用語。
1-1-5 能聽懂簡單的句子及簡易之日常生活對話。
2-2-5 能依情境及場合，適切的表達自我並與他人溝通。
2-2-6 能以簡單的英語描述日常生活中相關之人、事、物。
3-1-3 能辨識一些基本的常用字詞。
3-1-6 能看懂簡單的句子。
3-2-5 能瞭解課文的主旨大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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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3
3-2-7
3-2-8
3-2-9

能看懂常用的英文標示和圖表。
能從圖畫、圖示或上下文，猜測字義或推論文意。
能辨識故事的要素，如背景、人物、事件和結局。
能閱讀不同體裁、不同主題的簡易文章。

4-2-1
4-2-1
4-2-3
5-2-1

能依提示填寫簡單的表格。
能寫簡單的句子。
能寫簡單的賀卡、書信及段落等。
能熟習課綱中所標示之 1200 個基本單字，並能應用於日常生活的溝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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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6 能看懂並能填寫簡單的表格及資料等。
6-1-7 樂於接觸課外英語教材。
6-2-1 樂於參與上課時的口語練習活動。
6-2-2
6-2-3
6-2-4
6-2-2
6-2-5

不畏犯錯，樂於溝通、表達意見。
瞭解基本英文閱讀技巧，進而提升閱讀能力與興趣。
體會學英語的最終目標在溝通表達，文法知識只是學習的工具，並非學習的目標。
樂於嘗試閱讀英文故事、雜誌或其他課外讀物。
瞭解基本英文閱讀技巧，進而提升閱讀的興趣與能力。

6-2-6 對於教學內容能主動複習並加以整理歸納。
6-2-8 主動從網路或其他課外材料，搜尋相關學習資源，並與老師及同學分享。
6-2-11 樂於嘗試閱讀故事、雜誌及其他課外讀物。
7-2-3 能從多元文化觀點，瞭解並尊重不同的文化及習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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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流程
第一堂課流程
Step 1：引起動機：從禮物盒中拿出一把鑰匙及植物種子，向學生介紹接下來的課程將閱讀英文讀
本 The Secret Garden，禮物盒中的鑰匙是學生通向閱讀祕密花園的鑰匙，將鑰匙交到學生
手中，象徵學生將掌握閱讀之鑰並發覺閱讀的樂趣。



Step 2：讀本認識(學習單一)：發下讀本及學習單一，老師提問學習單上 5 個問題並請學生回答，
最後請學生用英文分享預測故事的段落。。
Step 3：讀本單字教學(學習單三之一、二)：發下學習單 Our Secret Garden: The Plant Journal 及單字
學習單，介紹有關植物及種植植物的單字並完成學習單三。
Step 4：帶領學生到校園花圃一角種下種籽，請學生每天要照顧種子並記錄在學習單 2 中。
Step 5：請學生回家閱讀讀本 1-3 章。
 第二堂課流程
Step 1：發下學習單二之一，學生看圖片，小組討論，並預測前四章標題順序，口頭以簡單英文句
子分享各組的預測。
Step 2：學生聽 CD，閱讀文本。並根據章節標題，擷取文章重點。
Step 3：學生前後印證自己的預測是否正確。
 第三堂課流程
Step 1：發下學習單二之二，學生看圖片，小組討論，並預測中間四章標題順序，口頭以簡單英文
句子分享各組的預測。
Step 2：學生聽 CD，閱讀文本。並根據章節標題，擷取文章重點。
Step 3：學生前後印證自己的預測是否正確。
Step 4：學生藉由找出登場人物的個性相關資訊，學習 skimming and scanning。
 第四堂課流程
Step 1：發下學習單二之二，學生看圖片，小組討論，並預測後四章標題順序，口頭以簡單英文句
子分享各組的預測。
Step 2：學生聽 CD，閱讀文本。並根據章節標題，擷取文章重點。
Step 3：學生前後印證自己的預測是否正確。
Step 4：學生藉由簡述結局，學習 summarizing。
 第五堂課流程
Step 1：發下學習單四 Compare and Contrast: Mary vs. Colin 及 Compare and Contrast: Dickon vs. Colin，
帶領學生討論角色之間的異同，接著討論階級意識此社會議題。
Step 2：發下學習單五 Reader’s Theater: The Secret Garden，讓學生分組練習台詞並上台表演，表演
時，每組皆要幫其他組評分(互評表)，每位同學也必須幫自己評分(自評表)，學生互評佔
70%，老師評分佔 30%，兩者加起來的分數最高的組別為優勝隊伍，可以得到小禮物一
份。
Step 3：發下學習單六 Clouds and Rainbows Board game: The Secret Garden，將學生分成 4 人一組，依
照學習單中的指令前進或退後，最先抵達終點者為勝利者，優勝者可以獲得小禮物一份。
Step 4：Wrap up: 帶學生到他們種植物的花圃，期許學生心中閱讀的種子能像他們所種下的種子一
樣，逐漸長大、茁壯成為他門自己的閱讀祕密花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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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省思：
1. 由學生熟悉的英文句型，單字開始教學，再進入讀本閱讀活動，可增加學生初次閱讀英文讀
2.

3.
4.

5.

6.

本的自信心和閱讀意願。
對於閱讀策略的學習: 約 75% 的學生對於 Highlighting/ read aloud/ making predictions 等閱讀
技巧學的不錯。再練習數次，大部分的同學應該能完全熟悉。至於 skimming/scanning
/summarizing 等閱讀技巧，大部分同學能領略概念，但只有約 15%的學生能成功應用。教師
估計這與大部分學生有限的字彙能力和閱讀速度有關。後三個閱讀技巧，大部分學生可能需
要更長的時間學習。
因為植物生長期較長，所以可能讀本閱讀結束後植物還沒長大，所以選擇生長期較短的植物
較佳，或者改種植植株，學生可能會更有成就感。
討論完 compare and contrast 學習單之後可以搭配節日進行延伸活動，例如感恩節時可以讓學
生寫感恩小卡，除了寫給自己的親人、師長或同學外，還可以請學生寫感謝卡給生活中看似
無關緊要但卻舉足輕重的人物，如學校的工友先生、掃地的阿姨、廚房的廚工等，讓學生了
解生活的便利很多時候是建築在很多人無聲的付出，對於這些人的付出，大家都要心懷感
激。
讀者劇場活動主要以訓練閱讀及口說能力為主，讓程度較低的學生能閱讀簡易劇本並對閱讀
產生興趣，接下來的活動可以讓學生合作寫劇本，進而訓練學生的寫作能力並加入不同的創
意，全面提升學生的聽說讀寫能力及學習興趣。
讓學生熟悉桌遊的遊戲方式後，接下來的活動可以讓學生腦力激盪合作設計桌遊，讓學生的
根據讀本中的情節設計閱讀指令並加入不同的創意，全面提升學生的閱讀、寫作能力及學習
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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