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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年度臺東縣國小英語在地化聽說教學方案甄選成果－中年級組
教案名稱
教材來源

我懂了，是池上。 I see. It’s Chihshang.
自編
教學時間 兩節課，共 80 分鐘

教學年級

四年級

教案設計理念

學生人數

30 人

台東，一向以後山之名，隱藏在台灣的角落裡。但是，
台東的風景也好，農產品也好，都是有站上世界舞台的水
準。台東縣境內，一市，兩鎮，十三鄉，各個都有獨特的表
現，身為台東的子民，怎能不好好認識這些美麗地方？本教
案以池上鄉做為設計的背景，這個位在台東縣與花蓮縣交接
處的鄉鎮，有著名的農產品與風景，但又因離台東市有段距
離，所以大多數的人對池上抱著有點陌生，又有點熟悉的感
覺，因此希望透過本教案介紹池上鄉。
池上鄉位於台東縣的北端，左擁中央山脈，右抱海岸山
脈。東邊隔著海岸山脈與成功鎮和東河鄉為鄰，西側為中央
山脈與海端鄉山區相連。除了空氣好，絕佳的水源，搭配上
日夜溫差大的得天獨厚條件，肥沃的平原孕育出優質且聞名
全國的池上米。傳說，在日據時期，僅有天皇才能品嘗到這
難得一見的美味。每年一月到二月的休耕期，還能見到讓人
感動的整片花海。除此之外，池上鄉中間的平原屬於台東縱
谷地質區，台東縱谷也就是菲律賓海板塊與歐亞板塊的縫合
地帶。大坡池乃屬於斷層所造成的陷落湖泊，是個生態教育
的好地方，同時也有環湖步道與腳踏車車道讓人可以享受在
大自然之中。池上鄉人口目前約九千兩百人，鄉內居民有漢
人、客家人與原住民之阿美族等三大族群，多元的種族文
化，融合了不同的族群特性，造就在此快樂的人們。
本教案設計的韻文文本引導出池上鄉的真、善、美，希
望藉此，讓台東縣內其他學生了解到池上，也讓池上當地的
學生對自己的故鄉多一份感動與驕傲。

教學研究

一、學生分析
1. 學生為國小四年級學生。
2. 具有一年的英語學習課程基礎，能認讀簡單詞彙與句型
ʺWhat can you do? I can ____.” “Can you___? Yes, I
can. Can you _____? No, I cann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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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課程分析
1. 運用圖片，讓學生試著用英語說出所看見的。
2. 學會單字：mountain(s), rice, people, beautiful, happy.
3. 學會句型：A: What can you see?
.

B: I can see ____

4. 運用創意，小組分工完成遊戲時所需要的字卡，並透過
分享，欣賞同儕間的作品。
5. 熟悉句型後可以利用句型得到答案並完成學習單。
教學準備

空白名片卡、單字閃卡、韻文海報、照片、電腦、單槍、電
子白板。

單元目標
1. 能了解並運
用新單字。

具體目標

對應英語能力指標

1-1 能正確發音新單字。

1-1-3 能聽辨課堂中所習

1-2 能將單字及其代表的圖片

得的詞彙。

做連結。

2-1-3 能說出課堂中所習

1-3 能正確找出單字的圖片。

得的詞彙。
3-1-2 能辨識課堂中習得
的詞彙。
4-1-3 能臨摹抄寫課堂中
習得的詞彙。
5-1-2 能聽懂及便是課堂
中所習得的英語詞彙。
5-1-3 在聽讀時，能便是書
本中相對應的書寫文字。

2. 能了解句
型。

2-1 能說出完整句子。

1-1-4 能聽辨句子的語調。

2-2 使用句子表達圖片內容。

1-1-6 能聽辨句子的節奏。
2-1-4 能以正確的語調說
出簡易句型的句子。
2-1-5 能使用所習得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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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用語。

2-1-9 能作簡單的提問、回
答和敘述。
3-1-5 能看懂簡單的句子。
3-1 能專注聆聽。
3. 能培養韻律

3-2 能依節奏正確念出韻文。

感及反應。

1-1-10 能聽懂簡易歌謠和
韻文的主要內容。
2-1-10 能朗讀和吟唱歌謠
韻文。

4-1 能專注聆聽。
4. 能培養對學

4-2 能配合肢體動作念出韻

3-1-4 能辨識歌謠、韻文、

習英語的興

文。

故事中的常用字詞。

趣。

4-3 能回答問題。

教學評量

本教案設計的主要理念是希望學童用口語的方式表達出所
看見的事物，所以評量方式也以口語及聽力能力為主要的課
堂活動式的評量。

教材架構
Green
Golden
Happy

Chihshan

Different
fl
Beautiful Da P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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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教學

教學

間

資源

評量

《第一節》

5

單槍、

口頭回

〈準備活動〉

分

電腦、

答。

目標號碼

教學活動

播放與單字有關的圖片，並透過圖片讓

電子白

學生猜猜這些景色是有可能在哪裡拍攝

板。

的。
1-1

閃卡、

〈發展活動〉
活動一：

10

空白名

能正確

1.介紹生字：mountain(s), rice, people,

分

片卡。

發出單

beautiful, happy.

字的

2.教師逐一介紹閃卡，並搭配池上自然與

音。

人文景觀。

能進行
小組討
論。

活動二：
1-2

1.製作字卡：將班上學生分成六組，每組

6

有五位成員。每位同學都會拿到兩張空

分

能畫出

白的名片卡，小組自行內部討論一人負

單字的

責一個單字。

意義。

2. 學生在字卡上畫出屬於該單字的圖形
並在另一張寫出該單字。
活動三：
1-3

1.小組成員圍成一個圓圈圈，將剛剛製作

6

能正確

的字卡，共 10 張，經過洗牌後，放在桌

分

指出字

上。

卡所代

2.教師念出單字，學生必須根據聽到的指

表的意

出正確的兩張字卡。

思及相
對應的
單字。

活動四：
1-3

學生拿著自己製作的字卡，當聽到老師
說 “start”,必須重新找新的夥伴，找到跟
16

6

口語練

自己不同字卡的另外四個人，找到後蹲

分

習。

教師利用學生製作的字卡複習單字，逐

7

能專注

一請繪畫共同單字的學生上台，除了加

分

聆聽。

下。
〈綜合活動〉

強印象，還分享了彼此的作品。
每位學生再拿到另外八張字卡，回家完
成剩下尚未製作的字卡。
名片型
《第二節》

字卡

〈準備活動〉

能專注

教師要求學生將之前在家製作的字卡放

聆聽。

在桌上，聽到教師念哪一個單字，學生

6

能做出

便將圖卡跟字卡同時舉起。

分

動作。

〈發展活動〉
2-1

活動一：

句型條

介紹句型：

6

能專注

What can you see? I can see

分

聆聽。

________________.

能回答

教師將單字套入句型讓學生練習。學生

問題。

分成兩組，一組提問，一組回答。
3-1

活動二：

8

3-2

韻文練習：

分

展示韻文的海報。

韻文海
報

Where are you? I don’t know.
What can you see? I can see green
mountains.
What can you see? I can see golden
rice.
What can you see? I can see different
flow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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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can you see? I can see beautiful
Da Po Chih.
And what else can you see? I can see
happy people.

3-2

Oh! I see. You are in “Chihshang.”

能專注

Yeah! I love Chihshang.

聆聽。

教師說明韻文內容並帶學生一同念韻

能依節

文。兩種不同顏色分別代表不同的兩個

奏念出

人，所以教師用不一樣的聲音去詮釋一

韻文。

問一答的關係。
活動三：

6

能依節

分

奏念出
韻文。

將班上學生分為兩大組，男生組與女生
組。分別練習問句與答句，速度也由慢
4-1

轉快。

4-2
活動四：

6

能配合

分

肢體動

教師將韻文帶入動作，讓學童一邊開口

作唱出

唱韻文，一邊展現肢體律動。教師可不

韻文。

定時的更改韻文的速度，除了增加趣
味，還能讓學生必須時時注意教師。

學習單

能仔細

4-1

活動五：

5

聆聽與

4-3

教師發下學習單，讓學生透過彼此互問

分

正確說

的方式，練習口語與聽力，完成學習單

出句

的內容。

型。

〈綜合活動〉

3

複習單字與句型。

分

教師提供池上鄉鄉公所的網站，讓學生
可以更深入的了解池上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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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年度臺東縣國小英語在地化聽說教學方案甄選成果－中年級組

Rainbow of Taitung 東之虹

方案名稱
時間
設計理念

120 分(三節課)

年級

中年級

台東物產豐富有許多代表性的產物，像是台東火紅的洛神花、
綠釋迦、太麻里日出、台九線澄黃黃的冬菊、藍藍的天空，還
有美麗的蝴蝶！設計本教案將三四年級常學的顏色和台東特色
結合，而形成一道美麗的東之虹！

活動式評量實 透過課堂上多元的活動評量學生在聽和說的能力，活動內容由
施目的

易而難逐步加深。經由課堂上有趣又刺激的活動促使學生勇於
開口並認真聆聽。教師透過學生的聽說表現認知到學生所具備
和所欠缺的，教師本身更能透過立即的回饋糾正學生錯誤的聽
說表現，學生也能在當下第一時間將聽和說修正到最好。課堂
上除了有全班性團體的聽說活動，讓程度較差的同學能和全班
一同練習；更有小組或雙人以至於個人的聽說評量活動，期望
每個同學都能在課堂上練習聽和說並接受活動式的評量，同時
做立即的修正以求進步。

時間

教學活動

教 評量步驟
具

說明

黑

5m’ 壹 .((colorful world 繽紛世界)):

板 (註一)

(1) warm up:
A teacher draws a rainbow on the board and ask students”

全班學生在

Do you know this? Have you seen the rainbow before? ” .

練習念顏色

After students answer the question the teacher says ” Yes! I

單字之後，教

see a RAINBOW!!! Do you know what a rainbow is ? Yes!

師要求學生

The rainbow has many colors. They are red, orange,
19

彩 專注於教師

yellow, green, blue and purple.(The teacher now shows out 色 的手。看誰先
the flashcards of colors one by one.)

字 念出教師拍
卡 打的字卡或

8m’ (2)((slap and say)): (註一)
Now all students read after the teacher the colors for

圖 圖 卡 就 得

several times. After asking all students to read the words

卡 分。學生在有

and slap with the teacher. If someone can say the word

時間限制下

correctly,

要說出該單

he can get one point.

字。如果舉手
色 的同學都是

5m’ (3)((色紙翻臉)):(註二)
The teacher prepares some color ful paper , such as red,

紙 那 幾 個 的

orange, yellow, green, blue and purple and then he shows

話，可改由教

the paper one by one and asks students to say the colors

師抽同學說

together. After drilling,the teacher shows the color papers

出單字。

faster and faster and students have to say the words
quickly.

(註二):
藉由看色紙

3m’ 貳. ((Taitung 遊,夠 colorful!!)):

學生練習說

(1)warm up:

出 顏 色 單

The teacher asks students where the teacher sees the

字，並由慢到

rainbow. Then the teacher says” Yes! I In Taitung!!!!I See

快考考學生
圖 的熟練度。

the rainbow in Taitung.”
10m’ (2)((Rainbow of Taitung 驚艷台東)):
The teacher shows the picture of the following

卡
字

words one by oneÆreselle, sunrise, daisy, sugar apple ,sky, 卡
and butterful.
(A) Roselle 洛神花:The teacher asks students”What’s

句

this?”Then talk about roselles(T:知道這是甚麼嗎?有

型

沒有在台東看過啊？他是台東的特產之一 ---洛神

條

花哦！在我們的太麻里金峰鄉那裡每年的十一月，
會有很多的洛神花盛開。我們台東近幾年來還有舉
20

辦洛神花季呢！小朋友有沒有去參加過呢？)At this
time the teacher can let students share their experiences
about seeing roselles. Then the teacher asks”What
color is it?” and reads the sentence”It’s red.”The
teacher let srudents repeat the sentences after the
teacher for times.The teacher says”Now we get the red
of rainbow in Taitung.”
(B) Sunrise 日出: The teacher asks students”What’s

(註三):

this?”Then talk about the sunrise in Taitung.(T:同學們

台上的同學

知不知道我們台東的日出很有名啊！因為我們位於

必須在聽懂

台灣東部，每年跨年的時候台東會舉辦好幾場的跨

猜答同學的

年活動，像是在三仙台啊、太麻里的金針山上或海

答案，才能告

邊啊，而在那時都會擠入許多人潮都是為了到我們

訴對方對或

台東來看鼎鼎大名的日出的！那同學們你們有參加

錯。而台下的

過台東的跨年活動嗎？在哪裡呢?) At this time

同學則要練

teacher can let students share their experience about the

習說出以上

sunrise in Taitung. Then the teacher asks”What color is

所學單字。在

it?” and says the sentence”It’s orange.”The teacher let
srudents repeat the sentences after the teacher for
times.The teacher says”Now we get the orange of
rainbow in Taitung.”
(C) Daisy 菊花: The teacher asks students”What’s
this?”Then talk about daisies in Taitung.(T:同學們知不
知道，我們台東台九線上往初鹿的路上，在每年的
冬天會開滿菊花一片啊！有沒有喝過台東的菊花
啊?) At this time the teacher can let students share their
experience about the daisy in Taitung. Then the teacher
asks”What color is it?” and says the sentence”It’s
yellow.”the teacher lets srudents repeat the sentences
after the teacher for times.Teacher say”Now we get the
21

yellow rainbow in Taitung.”
(D) Sugar apple 釋迦: The teacher asks students ”What’s
this?” Then talk about the sugar apple in Taitung.(T:同
學們知道這是甚麼吧！沒看過的舉手！沒吃過的舉

(註四 ):

腳！啊沒有啦哈哈！我想大家都知道這是我們台東

台上的同學

獨有的釋迦吧！味道是不是甜甜的阿！而且在我們

必須看懂生

台東的斑鳩還可以吃到釋迦冰呢！) At this time the

字圖卡並唸

teacher can let students share their experience about the

出來，而台下

sugar apple in Taitung. Then the teacher asks ”What

的同學必須

color is it?” and says the sentence ”It’s green.” The

仔細聽台上

teacher lets srudents repeat the sentences after teacher

同學的答案

for times.The teacher says” Now we get the green

是否正確，並

rainbow in Taitung.”

且重複台上

(E) Sky 天空: The teacher asks students”What’s this?”Then
talk about the sky in Taitung.(T:來大家抬頭看一下窗

同學的單字
以做確認。

戶外面！看一下天空是不是很藍啊！沒錯！我們台
東是個好山好水的地方，當然還有乾淨湛藍的藍
天！)
At this time teacher can let students share their

(註五 ):

experience about the sky in Taitung. Then the teacher

台上的同學

ask”What color is it?” and say the sentence” It’s blue.”

必須看懂生

The teacher let srudents repeat the sentence after

字字卡並唸

teacher for times.The teacher says”Now we get the

出來，而台下

blue rainbow in Taitung.”

的同學必須

(F) butterfly 蝴蝶: The teacher asks students”What’s

仔細聽台上

this?”Then talk about the butterflies in Taitung.(T: 同

同學的答案

學知不知道，台東是我們台灣的後花園，在這個好

是否正確，並

地方除了有美麗的花海，還有飛舞的蝴蝶呢！你們

且重複台上

猜猜看老師那天在蝴蝶谷看到一隻什麼顏色的蝴

同學的單字

蝶?) At this time teacher can let students share their

以做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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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ience about the butterfly in Taitung. Then the
teacher asks”What color is it?” and says the
sentence”It’s purple.”The teacher let srudents repeat
the sentences after teacher for times.The teacher
says”Now we get the purple of rainbow in Taitung.”
7m’

(3)((來押寶)):(註三)

(註六):

The teacher put all the flashcards of

學生在時間

roselle,sunrise,daisy,sugar apple,sky and butterfly on the

內說出顏色

board and reads for times. Then the teacher asks all

圖 加台東特色

students to say the words. After that,the teacher takes all

卡 單字。

the flashcards from the board and chooses one each time to 字
let students take a guess what the word is . Students raise

卡

hands to answer .
Then the teacher can choose a student to come to the front
and do the same as teacher to let other students guess.(上

(註七):

台者要選一張單字卡來讓大家猜，看台下同學誰押到寶

三位上台的

就是猜對了。)

同學中有一

複習今天教的單字:請學生看圖卡字卡念出單字。

位要負責說
指令(顏色加
台東特色生
字)，而另外
兩位要仔細
聽那位同學
說的指令，並
在聽完之後
做出判斷。

~~~~第一節課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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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m’

複習上次教的單字:請學生看圖卡字卡念出單字。
(4)((看圖好默契)): (註四 )
The teacher prepares the flashcards of colors

5m’

7m’

(red,orange,yellow,green,blue,purple) and of

圖

roselle,sunrise,daisy,sugar apple,sky and butterfly. Then

卡

put them on the desk in front of the classroom into two

(註八):

groups(蓋住卡片讓學生無法看見 ). Find two students in

學生仔細聽

the same group each time to come to the front and stand by

若聽到的是

the two sides of the desk. When the teacher counts from

自己的單字

one to three

組別，則要說

,they have to choose a flashcard at the same

time and raise the card up and read to all students. If two

出回答並造

of them get the pair and read correctly, then their group

句。

will get one point.
(5) )((看字好默契)): (註五)
The teacher prepares the flashcards of
colors(red,orange,yellow,green,blue,purple)and of
roselle,sunrise,daisy,sugar apple,sky and butterfly. Then
put them on the desk in front of the classroom into two

字 (註九):

groups(蓋住卡片讓學生無法看見 ). Find two students in 卡 台 上 的 同 學
7m’

the same group each time to come to the front and stand by

負責說出答

the two sides of the desk. When the teacher counts from

句，台下的同

one to three ,they have to choose a flashcard at the same

學負責說出

time and raise the card up and read to all students. If two

問句和最終

of them get the pair and read correctly then their group will

的單字。其他

get one point.

同學要仔細

(6)((彩筆會說話)): (註六)

聽他人猜過

PART1(individual)The teacher prepares markers of six

而猜錯的單

colors in the lesson and then review the colors and

字，搶得正確

roselle,sunrise,daisy,sugar apple,sky. After reviewing these

答題。

words, teacher find a student each time to come to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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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m’

front and choose a marker with eyes closed. When the
student choose the marker, he can open his eyes and say

彩

the color and the match Taitung specialty in three seconds. 色 (註十):
For example,when teacher choose the green marker, he or

6m’

8m’

筆 c. 學 生 仔 細

she has to say “green sugar apple “in three seconds.

聽教師所讀

PART2(two or a line)

韻文，並在顏

After reviewing these words, the teacher finds two students

色單字處大

or about 5 students in a lino each time to come to the

聲說出該顏

front .

色，且加以塗

Then the teacher chooses a marker and raises it

high up .The

色。

Student who says the correct color name and the match

e. 在 教 師 已

Taitung specialty is the winner.

講解完韻文

(7)((碰!!Vs 碰不得!!)): (註七)

之後，學生要

The teacher prepares flashcards (roselle,sunrise,daisy,sugar

唸出韻文加

apple,sky,butterfly) and puts them on the board. Find two

深印象。

students each time to come to the front and choose a

f.全班個人接

student to give the order. Once the student give the match

力 念 出 句

order the students on the front have to slap on the right

子，還沒輪到

flashcard. However, as the student gives the wrong order,

的同學要仔

students can’t even touch the flashcard. For instance, when

細聆聽別人

the student who gives the order says” red reselle” the

圖 唸到哪了，以

students on the front have to slap on the flashcard of

卡 免等一下接

roselle as fast as they can. The faster and the correct one is 字 不下去。
the winner. When the student who gives the order says”

卡 g. 全 班 一 起

purple sugar apple” then students on the front can’t even

念本韻文並

touch and let alone slap on any flashcards on the board.

留意碰到顏

複習今天教的單字:請學生看圖卡字卡念出單字。

色 時 要 拍
手。

~~~~~第二節課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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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 words and sentences :將句型條貼黑板請學生念
一念。教師手上拿色紙或隨意點教室內的顏色物品請學
生回答。
2m’

(8)((彩虹海波浪蹲蹲樂)): (註八)
The teacher divides students into 6 groups and gives each
group one flashcard(roselle,sunrise,daisy,sugar

3m’

apple,sky,butterfly). Find a group to start the question
“What color is it?....sugar apple!”. Then the group with the

5m’

flashcard of sugar apple has to stand up and answers

句

loudly”It’s green . It’s green! Green green green!”. After

型

answering, the group asks”What color is it?...” and

條

chooses another group to answer. (教師可以在同學玩了
幾輪之後規定淘汰制度，例如說被問到得太慢站起來，
或太慢回答，或只有少數回答
都可以被淘汰)。
(9)((線索猜一猜 )): (註九)
The teacher finds a student each time to come to the front
and the student has to choose a
flashcard(roselle,sunrise,daisy,sugar apple,sky,butterfly but
let nobody see. Then the students on the seats can raise
5m’

hands and ask for some hints with the question” What
color is it?” to guess the answer. The student has to answer
the question with the sentence pattern” It’s green.” (舉手
問線索的同學可在得到線索後優先回答，但如果答錯了 圖
就可讓全班搶猜)。

卡

(10)((彩虹韻文)): (註十)

字

(a)每人發一份韻文

卡

(b)請學生概覽全韻文
(c)教師念韻文並請學生仔細用手指著看著。當教師念到
顏色的字時會停下由學生來唸出該顏色，並用彩色筆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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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顏色塗色，如果碰到 yellow 就用黃色筆塗。
(d)待教師唸完一次後逐句講解
(e)在講解完韻文後，教師要求學生教師念一句學生念一
韻

句並加入節拍。
3m’

(f)全班一起念一次之後句子接力念，也就是老師一次點 文

4m’

一個同學念本韻文，一人念一句。教師隨機點下一個學 紙
生念接下來的句子，一直到完成全篇韻文。

張

(g) 全班一起念一次彩虹韻文並且在唸到顏色的單字時
要拍手一下例如 It’s red.(拍手一下

)red (clap) red

彩
色

5m’

(clap) red(clap)

5m’

交代 Homework:請學生練習念本篇韻文，加入自己的節 筆
奏念，並可改變拍手用其他方式代替。請學生自己思考

4m’

一種替換方法，例如將拍手換成是跺腳等等。
電
子
白
板

5m’

1m’

~~~~~第三節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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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inbows in Taitung
Rainbows , rainbows, come to my eyes.

Taitung , Taitung, come to my heart!

Red , red, I like red Roselles of Taitung!

Orange, orange, I like an orange sunrise of Taitung!

Yellow, yellow, I like yellow daisies of Taitung!

Green, green, I like green sugar apples of Taitung!

Blue, blue, I like a blue sky of Taitung!

Purple, purple, I like purple butterflies of Taitung!

28

Roselles, roselles, juicy juicy!

Sunrise, sunrise, amazing amazing!

Daisy, daisy, pretty pretty!

Sugar apples, sugar apples, yummy yummy!

Sky, sky, clean clean!

Butterflies, butterflies, cute cute!

Red, orange, yellow ,green, blue and purple,

I see rainbows in Taitung!

Roselle, reselle , what color is it?

29

It’s red . It’s red. Red red red!

Sunrise, sunrise,what color is it?

It’s orange. It’s orange. Orange orange orange!

Daisy, daisy, what color is it?

It’s yellow. It’s yellow. Yellow yellow yellow!

Sugar apple, sugar apple, what color is it?

It’s green. It’s green. Green green green!

Sky, sky, what color is it?

It’s blue. It’s blue. Blue blue blue!

30

Butterfly, butterfly, what color is it?

It’s purple. It’s purple. Purple purple purple!
I see rainbows in Taitung.

Taitung I love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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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庫表 word bank
1. rainbow 彩虹
2. color 顏色
3. Red

紅色

4. Orange 橘色
5. Yellow 黃色
6. Green 綠色
7. Blue 藍
8. Purple 紫
9. Roselle 洛神花
日出

10. Sunrise

11. Sugar apple
12. sky

天空

13. butterfly
14. daisy

釋迦

蝴蝶

菊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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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年度臺東縣國小英語在地化聽說教學方案甄選成果－高年級組
「食」在好關山
Yummy Food in Guanshan

方案名稱
國小五年級

適用對象

120 分鐘／三節

教學時間/節數

聽
1-1-3
1-1-4
1-1-5

能聽辨課堂中所習得的詞彙。
能聽辨句子的語調。
能聽辨課堂中所習得的字詞、片語及句子
的重音。
1-1-8 能聽懂簡易句型的句子。
*1-1-10 能聽懂簡易歌謠和韻文的主要內容。

1.
2.

字卡
關山名產拼圖
共六份
3. 字母卡
4. 猜猜樂 PPT
5. 鈴鼓或響板
6. 遊戲骰子
教學資源 7. 手偶
8. 單槍
9. 筆記型電腦
10. 單字圖片
11. Bingo 學習單
12. 短文學習單
(A&B)

說
2-1-3
2-1-4
2-1-6
2-1-8
2-1-9
2-1-10

能說出課堂中所習得的詞彙。
能以正確的語調說出簡易句型的句子。
能以簡易的英語介紹自己。
能使用所習得的日常生活用語。
能作簡單的提問、回答和敘述。
能朗讀和吟唱歌謠韻文。

讀
3-1-2 能辨識課堂中習得的詞彙。
九年一貫領域 3-1-4 能辨識歌謠、韻文、故事中的常用字詞。
能力指標
3-1-5 能看懂簡單的句子。
3-1-6 能辨識英文書寫的基本格式。
寫
4-1-2 能書寫自己的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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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6 能依圖畫、圖示填寫重要字詞。
4-1-7 能掌握英文書寫格式寫出簡單的句子。
聽說讀寫綜合應用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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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5 能聽懂日常生活應對中常用語句，並能作
適當的回應。
5-1-6 能運用字母拼讀法(phonics)。
*5-1-7 能依文字或口語提示寫出重要字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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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了兩年的英語學習，五年級學生已具備基本英語能力，如能將其運用在生活
設計理念 中－「用英語向外籍人士做簡單的關山美食導覽」─讓學生體會到真實生活中英語的實
際運用，相信更能提高學生對英語的學習興趣。
1.
2.
評量方式
3.
4.
1.
2.
評量實施
3.
目的
4.
5.

Unscramble Vocabulary
猜猜樂
Bingo 學習單
小短文 Information gap
透過單字重組熟悉本課單字的拼讀。
透過猜猜樂與 Bingo 學習單能近一步理解本單元單字字義。
能認讀本單元英語單字。
透過骰子遊戲與韻文練習，近一步靈活運用本單元句型。
透過 Information gap 活動，朗讀短文內容。

1. Vocabulary 生字:
stinky tofu 臭豆腐, rice-meat dumplings 肉圓, lunch box/ bento 便當, rice 米
生字庫

Prime Pig/Pork 金鑽猪, fragrance orange 香丁,

hungry 飢餓的, yummy 美味的

2. Sentence Pattern 句型:
I’m hungry.

What can I have?

How about _______?
節

第
一
節
課

數

It’s yummy.
時間
（分）

教學活動

教學評量

教學資源

★老師準備：
1.單字分割圖片(拼圖用)。
2.猜猜樂題目 PPT 檔。
課前
3.單字圖片、字母卡共六組
準備
★學生準備：
1.小組合作學習：將全班分成六組，透過分工合
作的方式讓學生由團體活動體驗中學習。
分組進行：【 關山名產大比拼】
一、說明遊戲進行方式。
二、發給各組一種關山名產的拼圖
動機
（圖片內容包含:臭豆腐、肉圓、便當、金鑽猪、10 分
引導
香丁、米等。）
三、請各組學生合作完成拼圖，完成的組別需將
圖片貼至黑板上，最快完成的組別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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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評量

關山名產
拼圖共六
份

一、介紹單字：
stinky tofu, rice-meat dumplings, lunch box/
bento, Prime Pig/Pork, fragrance orange, rice

10 分

hungry, yummy
二、scramble game 單字重組:
教學
內容

發給各組學生一組字母卡，老師展示單字圖
10 分
片，學生須以最快速度將單字拼出，並正確
念讀的組可加分。

課堂觀察
活動評量

單槍、筆記
型電腦、單
字圖片、字
母卡、猜猜
樂 PPT

活動評量

Bingo 學習
單

課堂觀察
活動評量

Chant 海報
鈴鼓或響
板、遊戲骰
子

三、猜猜樂：
學生依據題目描述搶答猜測單字為何，答對 10 分
組別可加分。
作業：複習本單元生字
課前
準備

★教師準備： Bingo 學習單
Chant 海報
鈴鼓或響板

一、Bingo game：藉賓果遊戲複習單字
第
(一) 發給每位學生一張學習單。
二
(二) 每位學生須輪流找不同同學，念出自己學習
節
動機
單上的題目給該位同學聽，如該為學生猜對 10 分
課
引導
答案，即可在該格子簽上名字。
(三) 最快簽完 9 格的學生為優勝，獎勵方式教師
可依實際狀況調整。
一、句型教學
I’m hungry.

What can I have?

How about _______?
教學
內容

It’s delicious.

(一) Choral Drill 齊聲練習: 可於句型練習中加入
旋律。
(二) 骰子遊戲: 將遊戲骰子各面貼上食物圖案，
參賽者必須將擲得之圖案套入句型中，若能
正確回答，即替該組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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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分

二、韻文教學

教學
內容

15 分

What can I Have?
Hungry, hungry, I'm so hungry.
What can I have?
What can I have?
How about some stinky tofu?
Have some stinky tofu!
Eat it! Eat it! Eat it off!
Mm……It’s yummy!!

課堂觀察
活動評量

(一) 交互練習: 由學生和老師扮演問者與答者，
或由學生之分組，練習不同角色的韻文對話。
(二) 火車快飛: 將班級分為兩組，輪流擔任不同
角色，並不斷加快唸讀速度，看哪一組別能
維持最久即得分。

Chant 海報
鈴鼓或響
板、遊戲骰
子

作業：複習本單元韻文
★老師準備：
課前 短文學習單(A&B)
準備 ★學生準備：
學生分成兩兩一組
一、複習韻文What can I Have?
動機
透過學生分組競賽來驗收上一堂課的成效
引導
一、短文教學：
第
三
節
課

5 分

Chant 海報
鈴鼓或響
板

20 分

(一) 文意教學：解釋單字與短文意思。
(二) 朗讀練習：唸讀教學與小組練習。
10 分
課堂觀察
活動評量

二、Information Gap：
教學
內 容 發給學生講義，學生兩兩一組唸給對方聽課文，
將缺空單字填上。
三、成果呈現：
學生可利用手偶，上台發表短文內容，教師可依
學生程度，決定發表內容之難易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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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分

短文學習
單(A&B)、
手偶

It’s round. It’s fried. Spell the word:
There is pork inside. rice-meat dumplings.

It’s square.
It’s fried.
Its smell is special!

Please say outloud:
“I want stinkty
tofu.”

It has fragrance, and
it’s juicy.

Spell the word:
Prime Pig.

It’s an animal.
It has four legs.
“Oink, oink, oink!”

It’s tiny and white.
It can make lots of
food.

It’s square.There
are vegetables and
pork in it.

CHOICES: stinky tofu, rice-meat dumplings, lunch box/ bento, Prime Pig, rice,
fragrance orange

It’s round. It’s fried. Spell the word:
There is pork inside. rice-meat dumplings.

It’s square.
It’s fried.
Its smell is special!

Please say outloud:
“I want stinkty
tofu.”

It has fragrance, and
it’s juicy.

Spell the word:
Prime Pig.

It’s an animal.
It has four legs.
“Oink, oink, oink!”

It’s tiny and white.
It can make lots of
food.

It’s square.There
are vegetables and
pork in it.

CHOICES: stinky tofu, rice-meat dumplings, lunch box/ bento, Prime Pig/Pork,
fragrance orange, r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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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s round. It’s fried. Spell the word:
There is pork inside. Riverside Park.

It’s square.
It’s fried.
Its smell is special!

Spell the word:
Temple.

It has fragrance, and
it’s juicy.

Spell the word:
Bikeway.

It’s an animal.
It has four legs.
“Oink, oink, oink!”

It’s tiny and white.
It can make lots of
food.

It’s square.There
are vegetables and
pork in it.

CHOICES: GuanShan Grand Matsu Temple, Guanshan Riverside Park,
Guanshan Town Circular Bikeway

It’s round. It’s fried. Spell the word:
There is pork inside. Riverside Park.

It’s square.
It’s fried.
Its smell is special!

Spell the word:
Temple.

It has fragrance, and
it’s juicy.

Spell the word:
Bikeway.

It’s an animal.
It has four legs.
“Oink, oink, oink!”

It’s tiny and white.
It can make lots of
food.

It’s square.There
are vegetables and
pork in it.

CHOICES: GuanShan Grand Matsu Temple, Guanshan Riverside Park,
Guanshan Town Circular Bike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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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短文內容
Hello, I’m __________. Welcome to Guanshan. There are many
delicious foods in the town.

Now, let me tell you more about

them. First of all, if you’re really hungry, Guanshan lunch
box/bento is your best choice. Our lunch box is delicious for its
bouncy‐chewing rice and safest Prime Pork. You must taste them
when you are in Guanshan. After having a nice meal, try our
fragrance oranges to help you digest. They are juicy and sweet. If
you’re still hungry, don’t worry. We have stinky tofu and
rice‐meat dumplings to treat you. Don’t be afraid of the stinky
smell. It’s my favorite snack. The sauce of rice‐meat dumplings is
quite special. Now, try and enjoy it!

2.韻文內容
Hungry, hungry, Iʹm so hungry.
What can I have?
What can I have?
How about some stinky tofu?
Have some stinky tof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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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t it! Eat it! Eat it off!
Mm……It’s yummy!!

3.需認識字彙字義(非應用)：
delicious, hometown, bouncy, chew, digest, treat, afraid, favorite,
spe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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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Hello, I’m __________.

Welcome to Guanshan.

delicious foods in the town.

Now, let me tell you more about them.

There are many

First of all, if you’re really hungry, Guanshan

is your best

choice. Our lunch box is delicious for its bouncy-chewing rice and
safest

. You must taste them when you are in Guanshan.

After

having a nice meal, try our fragrance oranges to help you digest. They are
juicy and

.

If you’re still hungry, don’t worry.

tofu and
smell.

We have stinky

to treat you. Don’t be afraid of the stinky

It’s my favorite

. The sauce of rice-meat dumplings

is quite special. Now, try and enjoy it!

B. Hello, I’m __________.

Welcome to Guanshan.

delicious foods in the town.

Now, let me tell you more about them.

First of all, if you’re really
best choice.

, Guanshan

There are many

lunch box/bento is your

Our lunch box is delicious for its bouncy-chewing

and safest Prime Pork. You must taste them when you are in Guanshan.
After having a nice meal, try our
They are juicy and sweet.
And

to help you digest.

If you’re still hungry, don’t worry.

rice-meat dumplings to treat you.

of the stinky smell. It’s my favorite snack. The sauce of
is quite special. Now, try and enjoy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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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have

Don’t be afraid

Question:

It’s round. It’s fried.
There is pork inside.

Guessing Game
猜猜樂

Answer:

Question:

rice-meat dumplings

It’s square.
It’s fried.
Its smell is special!

Answer:

Question:

stinky tofu

It has fragrance, and
it’s ju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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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swer:

Question:

fragrance orange

It’s an animal.
It has four legs.
“Oink, oink, oink!”

Answer:

Question:

Prime Pig/Pork

It’s tiny and white.
It can make lots of
food.

Answer:

Question:

rice

It’s square.
There are vegetables
and pork in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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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swer:

lunch box/ be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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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年度臺東縣國小英語在地化聽說教學方案甄選成果－高年級組
方案名稱

歡迎來到利吉

教材來源：自編

適用年級

Welcome to Liji!
高年級

教學時數：五節課

教學準備
環境說明

1.在地化教學環境：利吉村、利吉分校
2.教學所需教具：生字圖卡、自我介紹寫作單（附件一）、〈The Guava man〉歌詞
（附件二）、抽籤桶（附件三）
3.參考資料：
《惡地探索—利吉生態旅遊導覽手冊》
、
《利基利吉遊學教材套裝課程
計畫 教師手冊》、〈利吉村導覽簡介〉折頁
97 年微調課 1-1-7 能聽懂常用的教室用語及日常生活用語。
1-1-8 能聽懂簡易句型的句子。
程綱要
1-1-9 能聽懂簡易的日常生活對話。
2-1-6 能以簡易的英語介紹自己。
3-1-3 能看懂簡易的英文標示。
3-1-5 能看懂簡單的句子。
4-1-4 能臨摹抄寫課堂中習得的句子。
5-1-5 能聽懂日常生活應對中常用語句，並能作適當的回應。
設計理念特 一、設計理念
色與教學重
利吉村位在歐亞大陸板塊及菲律賓海板塊推擠隆起的交界處，利吉混同層更
點
是個地質研究上很重要的地方。在這樣的空間背景下，尤其造就了當地水果
的名氣，惡地芭樂、惡地蕃茄名聲響亮，也吸引許多觀光客到此一遊。本教
學設計在透過基本介紹句型的介紹，提升學生對在地環境的認識，再透過實
地演練，讓學生練習並熟練句型內容。
二、教學重點
單字:
第一節--Liji village, Liji bad land
第二節--library,classroom,toilet,office,playground
第三節—family,dad,mom,grandpa,grandma,brother,sister
第四節--tomato,guava,mango
句型:
第一節—
My name is
.
I＇m
years old.
I live in
.
I like
very much.
第二節-Welcome to
.
This is a/my/ou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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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These are
.
This is my
.
第四節—
Let＇s eat some
.
Which one is your favorite?
改編歌曲：
〈The Guava man〉
學生前置經 1.學生已經聽得懂簡單的英語句子。
驗分析
2.學生已經學會簡單的水果名稱。
3.學生已經了解 phonics 基本拼音方法。
教學活動結
構
歡迎來到利吉
Welcome to Liji!

反思

自我介紹
Myself

我的學校
My school

我的家人
My family

上台演示

製作地圖

全家福

家鄉特產
Local product

總
複
習

歌謠
〈The Guava man〉

本教材的設計，複習許多舊經驗，並融入當地特色，但截至交稿期限，尚未實施
此課程。由於未能真正實際操作本方案，難免有紙上談兵之嫌，所以在課程實施
時學生需要加強的概念，是我們設計規劃較欠缺的部份。不過由於設計適切，又
可配合學校本位課程，發展在地化、國際化教育，因此未來執行應不會有太大困
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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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活動設計

第一節

第二節

教學流程
時間
1.討論自我介紹時應有的項目：
10mins
招呼語、姓名、年齡、住處…等
＊盡量將焦點鎖定在「利吉」這個
地方。
2.將上述討論內容以英文記錄在黑板
上，以作為等會兒學生書寫時的參
考，並指導句子的口語表達。
3.介紹本節單字：Liji village, Liji
bad land，及句型練習。
4.發下寫作單，各人填寫後並與老師討 10mins
論。
10mins
5.分組口語練習，老師巡視行間。
10mins
6.輪流上台演示。
教學流程
時間

教學資源
評量重點
自我介紹寫作 課堂觀察
單（如附件一）

教學資源

評量重點

1.利用 Google Earth 或其他地圖軟體 5mins
搜尋學校的衛星照片。
2.指導學生畫下學校的鳥瞰圖。
5mins
＊由於等一下要填上教室名稱，所以
建議小朋友畫大一點。
＊視人數情形，也可全班一起畫。
3. 介紹本節單字：
10mins
library,classroom,toilet
,office,playground，及句型練
習。
4.分組口語練習，老師巡視行間。
10mins
5.實地到校園中角色扮演，由學生以英 10mins
語向老師介紹各間教室名稱。

單槍

課堂觀察

＊例如經過圖書室時，就由某位小朋
友向老使介紹：This is our libr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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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字卡
句型卡
口語評量

A3 空白紙數張
或全開海報紙
一張
生字卡
句型卡

活動評量
口語評量

教學流程

第三節

時間

1.參考親人稱謂圖，讓小朋友清楚家人 15mins
之間的關係。
2.介紹簡單的家人稱謂：family,dad,
mom,grandpa,grandma,brother
,sister
＊英文當中的稱謂是比較簡單的，
例如「grandpa」就代表爺爺和外
公。
＊這裡所介紹的是比較口語的說
法，目的是要讓學生加強口說語的
練習。
3.介紹本課句型，並加強口語練習。 5mins
4.播放學生的全家福照片，各人輪流上 20mins
口語發表。
教學流程
時間
1.認識家鄉特產有哪些？在社區地圖
中圈出它們的產區。

10mins

教學資源

評量重點
課堂觀察
口語評量

生字卡

句型卡
學生的全家福
照片（事先掃
瞄）
教學資源
評量重點
社區地圖

課堂觀察
活動評量

圖片來源：《惡地
探索—利吉生態
旅遊導覽手冊》

第四節

2.介紹這些農特產品的名稱：
tomato,guava,mango

口語評量
10mins

單字卡
圖片來源：《惡地

10mins
10mins

3.透過句型介紹，讓小朋友熟悉如何介
紹自己最喜歡的家鄉特產。
4.教唱改編歌曲：〈The Guava man〉
5.輪流上台演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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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索—利吉生態
旅遊導覽手冊》

句型卡
歌詞海報（如
附件二）

第五節

教學流程

時間

教學資源

1.複習本單元所學內容。

10mins

單字卡
課堂觀察
句型卡
抽籤桶（詳附
件三）
口語評量
星星磁鐵數個

2.以抽籤方式決定各人表演項目，再由 25mins
其他小朋友擔任評審給分。
＊每人各發給星星三個，依各人感受
給分。
3.老師講評，得分最高者頒發小獎品。 5mins

小獎品數個

課程結束

【附件一】

,（greeting）
My name is
I’m

.

years old.

I live in

.

I like here very much.
I hope that you do, t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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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量重點

【附件二】
The Guava man
Oh! Do you know the guava man,
the guava man, the guava man?
Oh! Do you know the guava man,
who lives in Bad Land?
Oh! yes I know the guava man,
the guava man, the guava man.
Oh! yes I know the guava man,
who lives in Bad Land?

＊tomato, mango

【附件三】抽籤桶內容：
一、介紹自己＋學校
二、介紹學校＋家人
三、介紹家人＋家鄉特產
四、介紹自己＋家鄉特產
五、介紹自己＋學校＋家人
六、介紹自己＋家人＋學校＋家鄉特產
＊可視學生學習情形增加項目或減輕難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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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年度臺東縣國小英語在地化聽說教學方案甄選成果－高年級組
方案名稱

What’s fun to do in Taitung ?

適用年級
授課節數

六年級
適用領域
英語領域
第１節語文（四十分鐘）
藉由海洋教育、人類休閒活動與英語語言學習的融合並結合在地素材，
設計理念
讓學生認識海洋、了解海洋，進而親近海洋。
來源
結果
學習領域指標
教學目標
聽：1-1-7 能藉圖畫、布 一、 培養學生基本的英語溝通能力：
偶 及 肢 體 動 作 等 視 覺 輔 1-1 能聽懂、說出、辨識並摹寫 go surfing,go
助，聽懂簡易兒童故事及 fishing, go snorkeling, go kayaking 等字
彙。
兒童短劇的大致內容。

建構
教學
目標

學生
能力
分析
教材
來源
教學
準備

說：2-1-4 能參與課堂上
的口語練習。
說：2-1-9 能吟唱歌謠及
韻文。
讀：3-1-2 能應用字母拼
讀法(phonics)讀出單字。
讀：3-1-3 能辨識一些基
本的常用字詞。
寫：4-1-4 能臨摹抄寫簡
單的句子。
綜合：5-1-5 能聽懂日常
生活應對中常用語句（如
問候、致謝、道歉、道別
等）
，並能作適當的回應。

1-2 能應用新字彙及句型進行會話練習。
What’s fun to do in Taitung ? You can go
____ in Taitung.
1-3 能聽辨並正確拼讀出 ing 的發音例字。
1-4 能跟著老師吟唱本課歌謠、韻文。

1.已學會 What do you like to play?及 I like to ______. 句型。
2.已學會 Where are you from? I’m from ____. 句型。

自編
圖卡、字卡、指偶（布偶）
、鈴鼓、骰子、句型條、練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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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應
教學目標

1-1

1-1
1-2

融入
要素

學

活

動

時間

一、引起動機
英語 1. 問候：使用已學的招呼語，師 5 分
生互相問候。
鐘
2. 小組隊呼與班級經營管理。
3.TPR 遊 戲 :go surfing,go
fishing, go snorkeling, go
kayaking。

海洋

1-1
1-3

1-4

教

藝術

二、發展活動
1.Story telling：
（1）教師以指偶角色拌演：外國
人來台東，問：What’s fun to do
in Taitung?答：You can go ___
in Taitung.
（2）教師用圖卡及提問的方式，
引導學生理解並以口語回應故事
的內容及複習 TPR 遊戲裡學過的
單字。
2. Match Game
(1) 教師運用口語提示及呈現字
卡的方式，幫助學生進行單字
的拼讀。
(2) 教師運用口語提示的方式，
請學生上台將字卡與圖卡做正
確的配對，並計分。
3. Sing a song and row a die！
（1）教師運用歌謠的方式，引導
學生進行單字與句型的複習
活動。
（2）教師運用丟骰子的遊戲，與
學生進行口語的問答，並計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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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
資源

教學
評量

圖卡

90 %以上
的學生能
作出正確
口語、肢體
回應並認
真參與學
習活動。

指偶
8分
鐘 （布偶）

圖卡
7分
鐘

圖卡
字卡
5分
鐘

鈴鼓
骰子
5分
鐘

90 %以上
的學生能
作出正確
口語回應
並認真參
與學習活
動。
90 %以上
的學生能
作出正確
口語回應
並認真參
與遊戲活
動。
90 %以上
的學生能
作出正確
口語回應
並認真參
與遊戲活
動。

1-1
2-1

1-1

7分
三、綜合活動
鐘
1.Interview
(1)教師運用與英語小幫手進行
口語示範的方式，引導學生互
相進行口語對話。
(2)教師運用口語提示的方式，協
助學生口語對話的進行。
句型條
2．Look, we can read！
（1）教師運用口語提示及板書書 3 分
寫，引導學生正確唸讀句子並提醒 鐘
學生正確的句子書寫方式。
（2）運用擦去句子裡的單字，引
導學生唸讀及複習句子。

附件：圖卡、字卡、句型條
◎使用說明：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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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以上
的學生能
作出正確
口語回應
並認真參
與英語對
話活動。
90 %以上的
學生能作
出正確口
語回應並
認真參與
學習活動。

適用
六年級
年級
適用
語文（英語）領域
授課
第２節（四十分鐘）
領域
節數
陳瑞宇
陳瑞宇
設計者
教學者
設計 藉由海洋教育、人類休閒活動與英語語言學習的融合並結合在地素材，讓
理念 學生認識海洋、了解海洋，進而親近海洋
學校

台東縣太平國小

來源

結果

學習領域
教學目標
指標
聽：1-1-7 能藉圖 一、 培養學生基本的英語溝通能力：
畫、布偶及肢體動
1-1 能聽懂、說出、辨識並摹寫 go surfing,go fishing,
作等視覺輔助，聽
go snorkeling, go kayaking 等字彙。
懂簡易兒童故事
及 兒 童 短 劇 的 大 1-2 能應用新字彙及句型進行會話練習。What’s fun to
do in Taitung ? You can go ______ in Taitung.
致內容。
說：2-1-4 能參與 1-3 能聽辨並正確拼讀出 ing 的發音例字。
課 堂 上 的 口 語 練 1-4 能跟著老師吟唱本課歌謠、韻文。
習。
說：2-1-9 能吟唱
建構 歌謠及韻文。
教學 讀：3-1-2 能應用 二、 培養學生學習英語的興趣與方法。
目標 字 母 拼 讀 法 2-1 能運用課堂上所學到的英語單字句子，用繪圖的方
(phonics)讀出單 式，完成練習單。
字。
2-2 能運用課堂上所學到的英語對話，用英語訪問三位
讀：3-1-3 能辨識 以上的受訪者。
一些基本的常用
字詞。
寫：4-1-4 能臨摹
抄寫簡單的句子。
綜合：5-1-5 能聽
懂日常生活應對
中常用語句（如問
候、致謝、道歉、
道別等），並能作
適當的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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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 1.已學會 What’s fun to do in Taitung?及 You can ______ in Taitung. 句型。
能力
分析
教材
自編
來源
教學
圖卡、字卡、指偶（布偶）
、海報、練習單
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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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應
教學目標

1-1

1-2
1-4

2-1

融入
要素

教

學

活

動

時間

一、引起動機
英語 1. 問候：使用已學的招呼語，師 5 分
生互相問候。
鐘
2. 小組隊呼與班級經營管理。

海洋

二、發展活動
1.Chant：
（1）教師以布偶、圖卡、TPR 及海
報領讀 Chant：
What＇s fun to do in Taitung?
You can go fishing in Taitung.
What＇s fun to do in Taitung?
You can go kayaking in Taitung.
What＇s fun to do in Taitung.
You can go snorkeling in
Taitung.
What＇s fun to do in Taitung?
You can go surfing in Taitung.
（2）教師引導學生用肢體及提問
的方式，幫助學生理解並以口語
回應 Chant 的內容及複習學過的
單字。

6分
鐘

教學
資源

教學
評量

圖卡

90 %以上
的學生能
作出正確
口語、肢體
回應並認
真參與學
習活動。

布偶
圖卡
海報

7分
鐘

2. We like drawing
練習單
(1) 教師運用口語提示及呈現圖
藝術人
卡的方式，幫助學生完成學習 15 分 海報
文
鐘
單之唸讀、著色及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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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以上
的學生能
作出正確
口語回應
並認真參
與學習活
動。

90 %以上
的學生能
作出正確
口語回應
並認真參
與繪圖活
動。

2-２

三、綜合活動
1.Interview
綜合活 (1)教師運用與英語小幫手進行 2 分
口語示範的方式，引導學生訪 鐘 練習單
動
問學校的師長。
（２）教師運用口語提示及作業呈 5 分
現的方式，協助學生利用練習單 鐘
進行英語訪問學校老師的活動。

附件：圖卡、字卡、句型條、練習單
◎使用說明：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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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以上
的學生能
作出正確
口語回應
並認真參
與英語對
話活動。

一、字卡：
（請依照自已的需要，變更字體大小）
Surfing

kayaking

fishing

snorkeling

二、句型條：
（請依照自已的需要，變更字體大小）
What’s fun to do in Taitung?
You can go _____ in Taitung.
三、圖卡（請依照自已的需要，變更字體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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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練習單（使用方式：可請學生著色、畫圖並請學生
訪問家人或學校老師。請依照自已的需要，變更字體大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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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年度臺東縣國小英語在地化聽說教學方案甄選成果－高年級組
方案 Taitung Papago
名稱
設

台東趴趴走

教學
時間

四節課(共 160 分鐘)

年級 高年級

1.好山好水在台東：以台東在地化著名景點為主，讓大家認識台東這
個有山有水的好地方。

計
理

2.吃喝玩樂樣樣通：學生對台東的著名景點名稱、方位、前往的交通
方式及好吃好玩活動之認識。
3.台東英語一級棒：藉由和學生生活貼近之在地化英語教材，期許學

念

生學到一些和家鄉台東有關之英語用法。
1.活動式評量：語言是活用的東西，期許學生們在課堂上以聽說的方

評量

式表達出對課程的了解與否，以幫助教師在課程上的調整和精進。
2.循序漸進：Step by step 一步一腳印從最簡單的單字到句子的評量；

實施
目的

從聽到說漸進式的練習；從重複教師所教的語言聲音的模仿到學生
自發性的語言產出和應用。
3.Multiple evaluations 多元的活動式評量：從團體到小組，雙人再到個
人的練習和評量，透過許多不同的評量活動看到學生的學習表現。

時間 教學活動
壹. 哈 Hot Taitung(三景點):
5m’

教具

評量步驟及方法

Three
pictures

1.Listen:Students listen

(1) warm up:A teacher shows the
three pictures of the Green Island,
Sansiantai ,and the Day Lily
mountain one by one and asks
Body
students what places these are.
language
Teach the three new words and
practice with actions.
(A) 雙手抱頭成一島嶼代表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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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do the actions.藉
由學生做出來的動作
測試他們是否聽得懂
單字。
2.Say:Students say and
do the actions.學生把

4m’
3m’
3m’

5m’

單字的音和義結合加

Green Island.
(B) 雙手放胸前比花的樣子代

深對單字的記憶

表 The Day Lily mountain.

3.Say:Students see

(C) 雙手搭成拱橋代表

what teacher do and

Sansiantai.
(2) The teacher asks all students to
say and do the actions with the
three new words.
(3) The teacher says the words and
students do the actions.
(4) The teacher does the actions and
students have to say the words.

say the word 看看學生
Board
是否可以在老師做完
Flashcards
動作後馬上說出該單
字。可看出學生對單
字的了解和熟練度。

貳. 哈 Hot Taitung 人體座標:
6m’

6m’

(1) The teacher asks students where Body
The Green are. Island,Sansiantai language
and the Day Lily mountain are.
Teach new phrases :in the east, in
the west, in the south, in the
north.The teacher draws a big
cross on the board and point out
east, west, south and north.
(2) All students say and do the
actions:
(A) in the eastÆ將左手橫舉起
向東邊

向西邊

5. ((張眼舞爪))測驗學
生的聽力。這一次可
以張開眼睛練習聽和
比動作，程度較差的
同學在張眼練習聽和
比時，可看到其他同
學的動作而自我修

6. ((閉眼練功))閉眼練
習增加難度，學生僅

(C) in the southÆ將一手舉起指
向地板代表南邊

2m’

合同時說和比動作

正。

(B) in the westÆ將右手衡舉起

6m’

4.學生將音和意思結

能靠自己的聽力去做
出動作。

(D) in the northÆ將一手舉高向
天花板代表北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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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全體導航))學生聽

3m’
8m’

(3) 張眼舞爪 The teacher finds a
group each time to come to the
front. Ask students to listen
carefully and do the actions with
eyes opened. The faster and the
correct one is the winner.
(4) 閉眼練功 The teacher finds 5
students each time to come to the
front and ask them listen and do
the actions with eyes closed.
Students with wrong actions are
out! The last one stay in the front
is the winner.

5m’

句型條
方位 map

完關鍵字後要一起造
句，
練習聽和說。

Board
8.((2 人 PK 導航高手
Pictures
Flashcards 非我莫屬))找一對同
學上台，台上的兩個
同學在聽到關鍵字後
要馬上拍板造句。教
師可請底下同學輪流
說關鍵字。

(5) Review 本節所上的單字
~ 第一節課結束

~

Review 上一節所上的單字
8m’ (6) Sentence pattern:
The teacher puts the pictures of
the Green Island,Sansiantai and
the Day Lily mountain on the
Flashcards
board and teach sentences Æ
(A) The Green Island is in the east
10m’
of Taitung.
9.學生藉由教師所做
(B)Sansiantai is in the north of
的肢體語言練習說單
Taitung.
字。
(C)The Day Lily mountain is in
the south of Taitung.
10. ((比手畫腳我最
The teacher tells students about
行))底下同學藉由台
John’s family and their plans in
this summer vacation then let
上同學的肢體語言而
Body
students guess where the John’s
練習說出單字。
language
home is. The answer is
11. ((讀我的唇))藉由
(E)John’s home is in the west of
Tait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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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m’

6m’

7m’

6m’

6m’

(7) 全體導航:

此活動學生必須保持

The teacher says the key word and
then all the students say the sentence.
For example,when the teacher
says”Sansiantai” students have to say
the sentence”The Sansiantai is in the
north of Taitung.”

安靜，仔細讀台上同

(7)2 人 PK 導航高手非我莫屬:

生必須時時刻刻非常

學的唇而猜出單字。
此活動可讓學生專注
並練習說。
12.((Wordsquake))學

The teacher find stwo students each
專注於台上教師的手
time to come to the front. When the Flashcards
移動的動作，而即刻
teacher says the keyword, students
說出被擺動的單字。
have to slap on the board as quickly
as possible and make the correct
學生藉由此活動能專
sentence. The first one who slaps and
心看，並且在時間內
says the sentence is the winner.
說出該單字，加強其
叁.哈 Taitung, Let’s have fun!:
Flashcards 熟練度。若有時間可
(1) 台東樂 FUN 天:The teacher asks

做延伸活動:找一位同

students what they want to do in the
Green Island, Sansiantai and the Day
Lily mountain,then teach new
vocabulary
(A)go fishing
(B)go camping
(C)go hiking
(D)walk on the arch bridge
(E)take picture
(F)see the sunrise
(G)have a big meal
(H)eat hot spring eggs
句型條
(2)The teacher uses body language to
let students take a guess what I want
to do. Put the flashcard one by one on
the board and read for several times.

學上台當”上帝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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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請底下的同學輪
流當”上帝”要說出一
個在黑板上的生字，
而在台上的那位同學
必須聽上帝之名移動
該單字卡。台上的同
學藉由聽而做出動
作，此時教師可知悉
學生是否聽懂了該生
字，是否將字音和字

7m’

(3)比手畫腳我最行:

義集合了。而台下同

One student each time comes to the
front by turns and do the body
language only to let other students
guess what the vocabulary is .

學則練習說，教師此
時可再次確認學生的
發音或咬字是否正
確。

~~第二節課結束~~

13.((句子接力說))藉

8m’

Review 第一二節所上的生字和句

由句子接力說每一位

型(看黑板圖卡和方位圖、句型條請

學生必須都盡到自己

學生唸出來。也可採取搶答加分)

的本分，在時間內接

(4)讀我的唇 Read my mouth:
At the beginning,the teacher says a
vocabulary ,for example”go hiking”
with no voice to let students read
teacher’s mouth only and guess what
the vocabulary is. Then, find a
student each time to come to the front
to do the same and let others guess.

著說句子中的下個字

參. 哈 Taitung “GO”有趣:

一個單字，請學生聽

(1) Ask students how John’s family
can get to the Green Island,
Sansiantai and the Day Lily
mountain. After that ,the teacher
introduces new words
(A) bus
(B) scooter
(C) plane
(D) ship

老師念並同時圈出該

(2) Wordsquake:The teacher puts

的。藉由此活動可作

(教師可設定約三秒內
或馬上)。
14.((圈圈樂))藉由再
一次的複習本課主要
單字後，教師一次念

正確單字。老師可請
圈玩的同學馬上趴
下。此時教師可隨時
下去突擊檢查，也可
請左右互相檢察看誰
圈錯或偷懶沒有圈

transportation flashcards on the

為聽力評量。

board one by one and ask students

15. ((默句我演你猜))

to repeat after the teacher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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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m’

times. Then the teacher asks

每個學生

students to say the words moved
up and down by the teacher.(情境
6m’

一張 A4 故

者的表演，以猜出是
何句子。藉由此活動

假裝是一張字卡代表一間房子, 事文章

做為說的評量。

老師上下移動的那張字卡或圖

16.((默劇我說你演))

卡代表將被地震震倒了,要學生

我說你演，學生必須

大聲喊出來才不會倒!)
(3) Sentence pattern:
電腦
10m’ The teacher asks“students How can
John’s family get to the three
different places”. Teach new sentence 電子白板
patterns.
(A) They can get there by bus.
(B) They can get there by
scooter.
8m
(C) They can get there by ship.
(D) They can get there by plane.
The teacher puts the flashcards of
transportation beside the pictures of
6m’ the Green Island, Sansiantai and the
Day Lily mountain on board. The
teacher says the sentences slowly and
ask all the students to repeat.
(4) 句子接力說:
The teacher says a site for
5m’

學生必須專心看台上

instance”The Green Island” and
students have to think out one way to
get to The Green Island and make a
complete sentence like” They can get
there by plane.” After students 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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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聽完句子並且理解
之後，將句子演出
來。此可做為聽力評
量。有些學生較害羞
可能動作會比較小，
此時可要求他們在演
句子時同時說出句
子。最後在學生演完
句子後，要請學生將
自己演的句子說出
來，以確定是否為正
確答案。

more familiar with the sentence
pattern ,the teacher asks students to
raise their hands and says a word
each person and complete a sentence
by a group.(老師說一個景點完之後,
以每一排為單位小組,舉手而且被
老師點到的同學要說句子的第一個
字,他後面那個同學要說句子的第
二個字直到整排接力說完一個句子
即得分。
~~第三節課結束~~
Review 前三節所上單字和句型(請
學學念出字卡圖卡和句型條)
伍. Follow John, let’s go!(story):
(1)圈圈樂:Review all the new words
in this lesson . All students look at
the flashcards and say them out. After
that, the teacher asks all students to
listen carefully and circle the words
in the article on their paper read by
the teacher.
(2)聽故事時間:
The teacher tells the story and
explain the main points . Then ask
students all together to repeat after
teacher.
(3)默句我演你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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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eacher acts out a sentence
without saying a word in the story
and let students guess what the
sentence is. Students can take turns to
come out and choose a sentence to
act out to let others take a guess of
the sentence.
(4)默劇我說你演:
The teacher says a sentence in this
lesson and ask students to say the
sentence. Students can come to the
front by turns to listen and act out the
sentence .
(5) 大合唱:
All students read out loudly together
of the story by themselves.
~~第四節課節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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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Taitung Papago!

During the summer vacation, John and his family plan to travel
in Taitung. Their home is in the west of Taitung. Taitung is a
wonderful place with green mountains and blue ocean. The
Green Island is in the east of Taitung. They can get there by
plane or ship. John wants to go fishing and his family want to
have hot spring eggs there. It is good to travel around the Green
Island on scooters.
Sansiantai is in the north of Taitung. They can get there by
bus. John wants to go hiking and his family want to take pictures
with the blue ocean there. It is good to walk on the arch bridge.
The Day Lily mountain is in the south of Taitung. They can
get there by car. John wants to go camping and his family want
to see the sunrise there. It is good to have a big meal of the Day
Lily. Taitung is a nice place for every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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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Wordbank 單字庫

1. In the east 在東邊
2. In the west 在西邊
3. In the south 在南邊
4. In the north 在北邊
5. The Green Island 綠島
6. Sansiantai 三仙台
7. Day Lily mountain 金針山
8. Bus 巴士
9. Plane 飛機
10.Ship 船
11.Scooter 機車(小綿羊)
12.Go fishing 去釣魚
13.Go camping 去露營
14.Go hiking 去健行
15.Walk on the arch bridge 走拱橋
16.Take pictures 拍照
17.See the sunrise 觀看日出
18.Have a big meal 吃頓大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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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年度臺東縣國小英語在地化聽說教學方案甄選成果－高年級組
方案
名稱

Taitung go!Yummy! 台東夠 go 好吃!

教學時間

80m’兩節課

適用年級

高年級

台東有許多好吃的在地好味道，像是初鹿牧場的鮮奶、知本溫泉的溫泉蛋、
設計

斑鳩的釋迦冰、富岡的海鮮以及香噴噴的池上米。這許多美食讓大家到台
東天天都是快樂的日子。不管你是星期一想吃好吃的飯，或是星期三想吃

理念

美味的釋迦冰，或是星期五想吃熱騰騰的溫泉蛋，都可以在台東吃的到！
本課程設計期望學生學會星期的說法，和台東好地和美食的說法。
1. 活動式評量：語言是活用的東西，期許學生們在課堂上以聽說的方式表
達出對課程的了解與否，以幫助教師在課程上的調整和精進。

評量實 2. 循序漸進：Step by step 一步一腳印從最簡單的單字到句子的評量；從聽
到說漸進式的練習；從重複教師所教的語言聲音的模仿到學生自發性的
施目的
語言產出和應用。
3. Multiple evaluations 多元的活動式評量：從團體到小組，雙人再到個人
的練習和評量，透過許多不同的評量活動看到學生的學習表現。
主要
句型

1. What day is today? It’s_________.(Sunday Monday Tuesday Wednesday
Thursday Friday Saturday)
2. I want some_______. (milk eggs ice cream fish rice)
Let’s go to __________.( Chiphen 知本 Chulu Pasture 初鹿牧場 Banchiu 斑
鳩 Fukang 富岡 Chihshang 池上)

時間

教學活動

2m’

1. ((warm up)):

教具

A teacher gives students a hint to let students
take a guess what the topic is we are going to
talk about.教師給學生一個英文字”seven”讓
學生猜猜看今天要上的主題是什麼。最後帶
出主題”wee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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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量步驟及方法

10m’

2.((星期口訣誦)):
T:There are seven days in a week.We have
星期字
Sunday,Monday,Tuesday,Wednesday,Thursday,Fr
卡圖卡
iday and Saturday.Ok!everyone
“Sunday”(Teacher show the flashcard of Sunday
and put it on the board. A teacher asks students to
repeat after teacher)
What is a “sun”? Does anyone know?此時教師
告訴同學 sun 就是太陽的意思，教師再進一步
問同學那太陽等於哪一個字，答案是”日”，再
問學生那 Sunday 是星期幾?答案就是星期日！
教師此時再要求學生跟讀幾次，然後讓學生腦
筋急轉彎猜猜看星期日做什麼？答案是去”散
步”！(取其”散”與 SUN 的諧音加深字音的記
憶，並告訴同學因為星期日放假所以有空出去
散步走走加深字義的印象)。此時教師帶出星期
口訣之”Sunday 星期天散步天”，並請學生多
說幾次以強化記憶。
T:Every one ,now look ! “Monday
Monday”!(Techer put the flashcard on the board
and ask students to repeat after teacher)。
教師帶學生用拼音的方法唸出該生字，然後問
同學 Monday 是星期幾？答案是星期一。告訴
學生星期一通常會有 Monday blue 就是上班症
候群，再讓學生猜猜看我的工作是什麼？答案
是”採茶女”，因為星期一要上班上工去，那我
是採茶女所以我的工作就是”去採茶(台語發
音)”。教師貸出星期口訣”Monday 星期一去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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茶(台語發音)”取其星期一要上班的字義
和”Monday””採茶”台語的諧音加強字音的聯
結。
T:Ok!Next is “Tuesday Tuesday”!Everyone
Tuesday!
待教師以自然拼讀法教完此單字後，問學生
Tuesday 是星期幾啊？然後告訴學生 Tuesday
是星期二，並告訴學生我超級 lucky 的！為什
麼我 Tuesday 星期二超級 lucky 呢？因為我
Monday 星期一才開工去採茶工作，Tuesday 星
期二就”抽”到樂透(台語發音)！帶出口
訣”Tuesday 星期二抽到樂透(台)!”藉由”抽”的
台語發音和 Tue 的諧音加深學生的字音記憶，
藉由上班一天就抽到樂透也就是星期二加深
學生的字義印象。請學生多念幾次 Tuesday 及
Tuesday 星期二抽到樂透(台)口訣。
T:Next “Wednesday”!Everyone “Wednesday”!
待教師以自然發音法教完該單字後，問問學生
Wednesday 是星期幾？答案是星期三。然後讓
學生猜猜看星期三做什麼？待學生思考一會
後公布答案，答案就是”Wednesday 星期三溫
習功課!”帶出此口訣，並請學生跟唸口訣幾
次。並告訴學生為什麼 Wednesday 星期三是溫
習功課，因為星期三小朋友讀半天所以要在家
溫習功課，以加深字義的聯結；而 Wednes 和”
溫習”功課的諧音聯結，則加深同學對字音的
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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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Next is…..”Thursday”!”Thursday”Everyone
repeat “Thursday”
待教師以自然發音法教完該單字後，問問學生
Thursday 是星期幾？答案是星期四。然後請學
生猜猜看 Thursday 星期四做了什麼?答案是”
蛇來蛇去”(台語發音)。告訴學生因為啊就是星
期二抽到樂透，所以星期四就”蛇來蛇去”(台)
了！但再問學生這樣對嗎?再告訴他們這樣是
錯的，因為做人要腳踏實地。帶出星期口
訣”Thursday 星期四蛇來蛇去!(蛇來蛇去要以
台語發音)，並請學生唸幾次口訣以加深記憶。
教師藉由此口訣之 Thursday 的 Thur 和”蛇”的
諧音加深學生字音的聯結，再以 Tuesday 星期
二先抽到樂透再 Thursday 星期四蛇來蛇去，幫
助學生對容易混淆的 Tuesday 和 Thursday 在字
義上有先後順序的相關性，因為要先在
Tuesday 抽到樂透才有錢在 Thursday 星期四蛇
來蛇去。
T:Next is….Friday!Friday!Everyone repeat.
待教師以自然發音法教完該單字後，問問學生
Friday 是星期幾？答案是星期五。然後問學生
星期五開不開心啊？答案當然是開心啊！因
為星期五放學後就週休二日了，簡直是開心的
想飛”fly”(fly 和 Fri 音相近以此提醒學生字音
的聯結，而週五因為要放假了所以開心的想
飛，fly 跟星期五字義聯結。帶出口訣”星期五
Friday 快樂飛天日 fly!”並請學生多念幾次加
深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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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m’

T:Next is….Saturday!Saturday!Everyone read
“Satuday”.

全班學生聽單字並
答出星期口訣

待教師以自然發音法教完該單字後，問問學生
Saturday 是星期幾？答案是星期六。然後問學
小組組員聽單字並
答出星期口訣

生星
期六做什麼？答案是”洗頭”！因為洗頭的台
語跟 Saturday 的 Satur 有點諧音，以此將其字
音聯結；再問為什麼在星期六洗頭呢？答案是
因為星期六放假才有空洗頭，以此和字義聯結

兩人上台聽單字並
搶答星期口訣

以幫助學生記憶！帶出口訣”週六 Saturday 洗
頭日”並請學生多念幾次以加深記憶。
8m’

3.((星期口訣大車拚)):
A teacher says the English of
Sunday,Monday…and students say the week
chant together. For example,when the teacher

全班學生必須能唸
出一星期正確的順
序

says “Monday”,students have to say”周一

個人在聽完上一個
同學所說的單字後
能馬上說出下一個
單字

Monday 採茶日”. After practicing many times,
the teacher divides students into groups and let
them say the week chant as fast as possible. The
faster and the correct group can get one point.
After that, teacher can choose two students to
come to the front and slap on the board to
answer.
4.((星期接力賽)):
A.教師告訴學生英文一般是從 Sunday 星期日
6m’

開始念的，所以順序是 Sunday Monday Tuesday
Wednesday Thursday Friday Saturday。請學生一
起念數次以便將一星期記憶下來。之後教師給
學生兩分鐘自己練習念一唸並記下來順序，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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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體學生會按照正
確順序唱完星期歌
個人能正確聽完上
個同學唱的字然後
接力唱下 一個字

分鐘後教師會隨機點學生唸，第一個被點到的 日曆本 全體學生看日曆練
習說問句和答句。
必須從 Sunday 開始唸，一個人只唸出一日， 句型條
下一個被點到的要接正確順序的下一天，看看
班級總共接力唸累積了幾個星期。
B.教師將星期歌唱一次給同學聽:Sunday
Monday Tuesday Wednesday Thursday Friday
Saturday.(我唱的版本是電視廣告信用卡的一

7m’

全體同學在聽完問
句後看日曆快速舉
手搶答答句。

每次兩位同學上
首歌)先大家一起練習，之後再給學生三分鐘自
台，在聽完問句後
看日曆拍黑板搶答
由練習一下，然後三分鐘到，老師會隨機一次
答句。這時教師可
點一個學生用唱的將單字唱出來，同樣是按照
規定若台上同學都
星期天到星期六的順序，只是一個人唱一個，
答錯那台下所有同
看全班可不可以接唱完一星期。
學可搶答。
5.((日曆造句))教師拿一個真的日曆來，隨便翻 星期字 教師先脫鞋並雙腳
踩貼於地上的字卡
一個日期問問學生”What day is today?”並引 卡.膠帶
上，教師每踩到的
導學生回答答句”It’s ( Monday).教師將句型條
一個字全班就要一
貼在黑板”What day is today? It’s __________.”
起唸出該字。然後
每次請兩位同學上
並請學生跟讀幾次。待學生已了解句子意思
來教室中間，並問
後，教師站在教室前隨意翻日曆，並問學生
問句，在聽完答句
What day is today? 請全班學生回答
後看誰比較快踩上
It’s________.然後就進行舉手搶答，這時全班
該單字卡並唸出答
句則獲勝。
同學一起問問句 What day is today?等學生問完
Homework 為:請同
問句後教師隨手翻手上的日曆，待教師翻完後
學回家將星期歌唱
學生立即舉手搶答答句。隨後教師可一次選任
熟，可按照上課教
兩位同學上台看日曆，然後先拍黑板的可先回
的曲，更鼓勵學生
改編套入其他熟悉
答答句。
旋律也行。下次上
6((腳踏實地過日子)):
課抽幾個同學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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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m’

收。

教師請兩位同學上台到教室中間來，教師事先
在教室中間場地地上貼上 Sunday~Saturday 的
護貝字卡，班級可以將桌椅排成馬蹄形，以方

4m’

便中間活動的進行，此外馬蹄形座位也方便座 圖卡
學生思考台東哪有
好喝的 milk
對。這兩位上台的同學必須先問”What day is 句型條
位上的同學能看得更清楚台上同學是否答

9m’

字卡

today?”然後教師回答 It’s _______. 如果教師
說的是 It’s Sunday 則台上兩位同學要比賽看誰
先將雙腳踩踏在 Sunday 字卡上，先踩先贏，
而且站上去後還必須複述剛剛的答案 It’s
Sunday.才算得分。(此活動必須先規定上台的
同學不能用手推擠到對方，只能靠雙腳腳踏實
地去得分！)出題目的可以由其他在座位的同
學來代替教師。
交待 homework
~~~~~~~~~~第一節課結束~~~~~~~~~~
Review words Sunday~Saturday and sentence
“What day is today?It’s ________.”
抽檢 homework
7.((好吃在台東))
warm up:Teacher ask students “What day is
today?”並請學生據實回答 It’s___________.
T:Oh, I am so thirsty.
(A)初鹿牧場喝鮮奶!
T: I want some …..milk!(At this time the teacher
shows the flashcards of “milk” and ask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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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思考台東哪裡
有好吃的蛋

to repeat after teacher.)
T:Everyone repeat”I want some MILK.”

學生思考台東哪裡
有有名的冰

Ok,good! Let’s go to ……..?(教師此時雙手一攤
搖頭做疑問狀 The teacher now asks students
where we can have milk in Taitung.帶學生思考
一下下後，教師秀出初鹿牧場的圖字卡，並將

句型條
圖卡
字卡

之貼於黑板且請學生跟著唸)Ok,everyone
says”Let’s go to Chulu Pasture!”(此時教師秀出
句型條 I want some(food). Let’s go to (place).並
貼於黑板)
(B)知本吃溫泉蛋!
T:Oh, I am so hungry(the teacher puts hands on
the stomach t mean she or he is hungry.)
T: I want some …..eggs!(At this time teacher
show the flashcards of “eggs” and ask students to
repeat after teacher.)
T:Everyone repeat”I want some eggs.”
Ok,good! Let’s go to ……..?(教師此時雙手一攤
搖頭做疑問狀 The teacher asks students where

學生思考台東哪裡
有新鮮海鮮魚肉

圖卡
字卡

we can have eggs in Taitung.帶學生思考一下下
後，教師秀出知本溫泉的圖字卡，並將之貼於
黑板且請學生跟著唸)Ok,everyone says” I
want some eggs. Let’s go to Chiphen Hot
Spring!”
(C)斑鳩吃冰淇淋!
T: I want some …..ice cream!(At this time the
teacher shows the flashcards of “ice cream” and
asks students to repeat after teacher.)
T:Everyone repeats”I want some ice cream.”
Ok,good! Let’s go to ……..?(教師此時雙手一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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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思考台東哪裡
有有名的米飯

搖頭做疑問狀 The teacher asks students where
we can have ice cream in Taitung .待學生思考一

全班同學一起唸出
句子

下下後，教師秀出斑鳩的圖字卡，並將之貼於
黑板且請學生跟著唸)Ok,everyone says” I
want some ice cream . Let’s go to Banchiu!”
6m’

(D)富岡吃海鮮!
T:Oh, I am so hungry(the teacher puts hands on
the stomach.It means she or he is hungry.)
T: I want some …..fish!(At this time teacher
shows the flashcards of “fish” and asks students
to repeat after teacher.)
T:Everyone repeats”I want some fish.”

全班學生在聽完教
師說的句子後，要
猜出該去哪裡吃相
對應的句子。

Ok,good! Let’s go to ……..?(教師此時雙手一攤
搖頭做疑問狀 The teacher asks students where
we can have fish in Taitung.待學生思考一下下
後，教師秀出富岡的圖字卡，並將之貼於黑板
且請學生跟著唸)Ok,everyone

學生個人在聽完教
師所說的句子後，
要搶答猜出該出發
去哪裡。

says” I want

some fish. Let’s go to Fukang!”

6m’

( E) 池上吃米飯!
T:Oh, I am so hungry(the teacher puts hands on
the stomach .It means she or he is hungry.)
T: I want some …..rice!(At this time teacher
show the flashcards of “rice” and ask students to
repeat after teacher.)
T:Everyone repeats”I want some rice.”
Ok,good! Let’s go to ……..?(教師此時雙手一攤
搖頭做疑問狀 The teacher asks students where
we can have rice in Taitung.待學生思考一下下
後，教師秀出池上的圖字卡，並將之貼於黑板
且請學生跟著唸)Ok,everyone

says” I w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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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班學生在聽完教
師說的句子後，要
猜出教師想吃什
麼。教師可請台下
同學出題目其他人
搶答。

some rice. Let’s go to Chihshang!”

5m’

8.((同學們出發吧 Let’s go!)):
The teacher reviews the sentence pattern”I want
some______. Let’s go to _________!”and
reviews all the following sentences:
(a)I want some milk.
Let’s go to Chulu Pasture.
(b)I want some eggs.
Let’s go to Chiphen!
(c)I want some ice cream.
Let’s go to Banchiu!
(d)I want some fish.
Let’s go to Fukang!
(e)I want some rice.
Let’s go to Chihsang!

一次一位學生上台
將美食和地點連連
看，並說出句子。

複習完畢之後進行活動:教師說出 I want
some_______.全班同學要說出 Let’s go to
10m’

_______!正確相對應的地點句型。例如當教師

學生蓋覽文章
文章

說 I want some milk.時全班同學就要說出 Let’s
go to Chulu Pasture!當教師說 I want some rice.
全班同學要說 Let’s go to Chihsang!待全班都練
習完熟練之後，可改為個人搶答。
9.((猜一猜老師想吃啥?)):
教師先說出句子 Let’s go to _________.
然後學生這時要猜老師想吃什麼？例如當老

圖卡

師先說 Let’s go to Chulu Pasture!則學生要猜一 字卡
猜老師去初鹿牧場吃了喝了甚麼？答案是 I

全班學生仔細聽教
師所唸單字並圈起
來。被抽到的同學
要大聲念出他所圈
的單字並拼出來。
學生專心聽並指出
來。

學生跟讀一次
全體學生唸一次

want some milk.待全班練習完之後老師可請一
學生上來造句 Let’s go to _______!然後請底下
座位上的同學猜一猜他去那裏吃了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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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體學生唸出文
章，並同時要仔細

10.((連線台東美食)):
教師將 Chiphen 知本 Chulu Pasture 初鹿牧場
Banchiu 斑鳩 Fukang 富岡 Chihshang 池上圖
字卡貼於黑板上排，再將 milk eggs ice
cream fish rice 圖字卡貼於黑板下排，然後
請一位同學上來拿粉筆將台東美食和正確
地點連起來，連完之後還需要造句”I want
some_______. Let’s go to_________.”
11.((文章 run 一 run)):
(a)教師發給每個學生一篇文章，讓學生先稍微
閱讀一下，然後教師一次念出一個本單元的生
字，學生每聽到一個生字就要將那個字找出來
並圈起來，而每圈完一個字教師會隨機點一位
學生將剛剛聽到和圈的字念出來拼出來，以確
定是否圈對字。
(b)教師將文章慢慢地唸一次，並請學生一邊聽
一邊手指出老師唸的地方，仔細聽和看。待教
師唸完一遍後教師逐句講解。
(c)待教師講解完本篇文章後，教師唸一句並請
學生跟讀一次。然後請全班同學一起自己唸一
次本篇文章。
(d)將本課所有字卡圖卡發給每位同學，全班再
唸一次文章，當全班唸到的字是某個同學所拿
的字卡或圖卡時，那位同學就要立刻迅速站起
來將圖卡或字卡高舉並唸出該單字。
(e)全班再一起唸一次本篇文章結束本單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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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當唸到的是自己
手上拿的字圖卡
時，要立刻起立唸
出該字。

Taitung go! Yummy!
What day is today?
It’s Sunday.
Sunday is the day today.
I want some milk.
Let’s go to Chulu Pasture!
There are many cows here.
What day is today?
It’s Monday.
Monday is the day today.
I want some eggs.
Let’s go to Chiphen!
There is much hot spring here.
What day is today?
It’s Tuesday.
Tuesday is the day today.
I want some ice cream.
Let’s go to Banch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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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e are many sugar apples here.
What day is today?
It’s Wednesday.
Wednesday is the day today.
I want some fish.
Let’s go to Fukang!
There is much seafood here.
What day is today?
It’s Thursday.
Thursday is the day today.
I want some rice.
Let’s go to Chihshang!
There are many rice fields here.
Sunday， Monday ，Tuesday， Wednesday ，Thursday ，
Friday and Saturday.
Every day in Taitung is a happy day!
Happy every 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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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d Bank 字庫表
1. day
2. today

日
今天

3. Sunday 星期日
4. Monday

星期一

5. Tuesday 星期二
6. Wednesday 星期三
7. Thursday

星期四

8. Friday 星期五
9. Saturday 星期六
10. Want 想要
11. Some 一些
12. Chulu Pasture 初鹿牧場
13. Chiphen 知本
14. Banchiu 斑鳩
15. Fukang 富岡
16. Chihshang

池上

17. Milk 牛奶
18. Eggs 蛋
19. Ice cream 冰淇淋鎮
20. fish 魚
21. rice 米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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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東縣國民教育輔導團英語領域國小組
99 年度辦理在地化英語教材創作甄選計畫
中年級組、高年級組成績公告
比賽組別
中
年
級

名次

學校名稱

姓名

優選

福原國小

曹怡仁

備註

Oh! I see. It’s
Chishang.

優選

重缺

優選

重缺
卑南國小

周素如

Rainbow of taitung

優選

關山國小
(代表)

歐又菁
李佳旆
孫啟瑋

Yummy Food in
Guanshan

優選

富山國小
(代表)

陳意爭
賴藝庭
陳秋霞

Welcome to Liji !

優選

太平國小

陳瑞宇

What’s fun to do in
taitung ?

佳

高
年
級

教學方案

作

佳

作

卑南國小

周素如

Taitong Papago!

佳

作

卑南國小

周素如

Taitong go! Yum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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