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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長的話

改變嘉義，從英語教育做起
基於全球化浪潮的驅使、社會結構的改變與國際接軌的需求，國小階
段英語能力的紮根學習便相形重要！奠定了良好的外語基礎，等於取得全
球公民的身分證，未來便能遊刃有餘的接觸多元文化，蘊蓄將來縱橫全球
的創造力和行動力。醒哲期勉未來的施政能改變嘉義，而英語教育的落實
和國際教育的推動正是其中一股沛然莫之能禦的力量！
教學方法的精進與教師領導的熱情是學童學習良窳的二大關鍵，今日
欣見由嘉義市英語教學輔導團研發的《魔力英閱繪–英語教學資源手冊》
付梓出版，這本豐富實用的書籍延續《魔力英語幻多奇–學生英語展能學
習手冊》的內容，以英語繪本為經，教學方案與延伸活動為緯，交織出適
合三至六年級學童英語的學習地圖，不但涵蓋跨領域科目、多元智慧與聽
說讀寫技能，同時方便教學現場的教師能有效率覓得教學活動與資源，誠
為一兼顧深度與廣度的教學參考書籍。
嘉義市英語教學輔導團長期以來積極精進自身語言領域知能，成為獨
當一面的「專家教師」，同時透過不斷的研討與編纂，將所思所得化為文
字產出，這本學習手冊便是集所有輔導團員智慧結晶之作。第一線的英語
教師能夠運用本書進行繪本共讀教學，同時可依學生程度決定內容授課，
擷取教學資源，以豐富英語教學的層次，而每一位學童也能在生動有趣的
圖文中增進英語能力，提升學習興趣與效能──職是之故，這本教學資源
手冊的出刊可謂意義非凡！
嘉義市長期以來對於教育的重視有目共睹，這一切都要感謝各校教學
與行政團隊的無私奉獻！醒哲在此除再一次肯定英語輔導團為拓展學生國
際視野、活化多元學習內涵所做的努力，更期勉所有教育工作者能一秉教
育熱忱，追求精緻教育，引導每個孩子在友善平等的教育環境中找到自己
的人生方向，使諸羅城人才輩出，使嘉義市的發展更上一層樓！

嘉義市市長

涂醒哲 謹誌
2014.12

4

處長的話

英語故事繪本的魔力
從101學年度開始，嘉義市英語輔導團努力轉型，不自宥於只是舉辦
英語教師的專業成長研習而已，力圖讓所有輔導團員都能成為課程專家、
教學專家、研究專家甚至是領導專家，讓「輔導團」的功能真正回到「專
家教師」的角色。
2013年12月英語教學輔導團研發了《魔力英語幻多奇～學生英語展
能學習手冊》，結合輔導員多年來在世賢國小規劃及融入日常生活、各領
域及行事活動中的英語教材，內容豐富多元、生動有趣、且在學校實施將
近10年的時間，確實可行且深具績效的補充教材及教學資源彙集，廣受本
市英語教師的喜愛，這是輔導團員專業研發成果的第一次展現。
今年度再接再厲，所有輔導員群策群力貢獻智慧，將《魔力英語幻多
奇》中，有關英語繪本三至六年級共18本書的「魔力英閱繪」單元及配合
嘉義市節慶的第19本繪本，依學生的不同程度，發展出提供英語老師在進
行繪本共讀後可以進行的各種延伸活動，或者是與主題相關的教學資源，
出版《魔力英閱繪～英語繪本教學資源手冊》，讓英語老師在教科書教材
之外也能提供孩子多元的學習與練習，成為老師教學補充的最佳工具書。
這一套繪本補充教材的彙集，具有加深加廣及提升學童學習興趣的功效，
同樣值得所有英語老師或學校其他教師參考運用。
這本書的完成是透過「英語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定期進行專業對
話，共同討論所研發出來的，並且在嘉義大學英語系張淑儀教授的指導下
完成。延伸活動內容包括：英語的聽、說、讀、寫及讀者回應等五大項，
還包括有相關網站資源的參考，與多元智慧的呼應及延伸閱讀資源的提供
等，讓老師在進行教學前，就能輕而易舉透過本書提供的內容加以擷取組
合，以符應不同班級所需。
嘉義市一直以來努力擘劃孩子的未來力，英語力是孩子與世界接軌最
重要的工具之一，期盼在全體英語教師的認真投入下，嘉義市的孩子經由
浸潤式的學習規畫，都能喜歡英語、不害怕英語、進而把學習英語當成生
活中的一部份，未來帶著這份珍貴的能力，與全球的頂尖人才一同有自信
的踏在國際舞台。
嘉義市政府教育處處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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謹誌
2014.12

教授的話

A joyride in a wonderland of English stories!
It is my great honor to be invited to work with a wonderful team
consisted of English teachers at Shih Hsien elementary school. I was
particularly amazed at how these teachers continued to produce their second
book after accomplishing the first one, Magic English Fantasy, a year ago. In
their first book, they recommended 18 picture books with a brief introduction
that can be used with students from grades three to six. In this second book,
Read, Play, and Learn, these teachers decided to expand the brief introduction
to a resource book for English teachers.
Generally speaking, many scholars have long recognized the benefits of
using picture books with children to foster their native language development.
Nowadays, many ESL/EFL educators also have found advantages of
using English picture books to help students learn English. Read, Play, and
Learn serves as a wonderful resource book for teachers who would like
to incorporate picture books into their English class. In this book, teachers
can find many ready-to-use resources for 19 picture books with a variety
of themes important to children, including the alphabet, concepts, friendship,
culture, gender issue, and so on.
Read, Play, and Learn contains summaries of 19 stories, lists of key
words and sentences, suggestions for other similar picture books with the
same themes, online resources and a variety of activities. Various activities in
this book may be the most useful feature to today's busy teachers. For each
story, several activities are provided to sharpen students’four language skills.
This resource book can be used liberally according to teachers’
schedules and purposes. Generally speaking, there is no need to use the book
according to the arranged order. Stories recommended for third graders may
be used in a six-grade class. Stories used with fourth graders may be used
again the next year. A teacher can, for example, select a suggested picture
book related to the topic in the textbook students are learning. The book then
could be used for reinforcing some concepts or simply for entertainment. A
teacher should not feel obliged to use all the activities for a story; instead, she/
he could choose activities based on her/his teaching objectives.
Read, Play, and Learn is produced by a team of dedicated English
teachers. This book is for teachers who want to step out of their comfort
zone with textbooks. This book is for teachers who love to bring authentic
and interesting materials into their English class and take theirs tudents on a
joyride in a wonderland of English stories!

國立嘉義大學教授

謹誌
201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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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s Guide

使用說明

英語繪本教學資源手冊

老師您好，很榮幸能與您分享這本由嘉義市國小組英語輔導團及世賢國小英語
教師們所彙編的英語繪本教學資源手冊。書中收納了19本繪本(18本經典繪本及1本
可搭配嘉義市國際管樂節的繪本)及其教學方案與延伸活動。這些繪本依年級、主題
做分類，並在各教學方案內容中呈現其跨領域的科目、多元智慧項目、與聽說讀寫
的英語技能，目的是讓教學現場忙碌的英語教師們，能夠方便檢索、找到合適的活
動以擴展教學，也期許嘉義市的學生們，能從中獲益─從閱讀中找到樂趣、從文字
中發現方法、從活動中運用所學，進而奠定國小英語學習的基礎。
書中各繪本教學方案包含以下幾個項目：
一、繪本資訊：如作者、出版社、書籍大意及特色、相關主題等。
二、融入教學：如相關學習領域、重要單字與句型、延伸閱讀、相關網站及資
源等建議。
三、活動參考：如各延伸學習活動、學習單與附錄等。
其中，為了方便閱讀，以下幾個項目將以圖案表示，說明如下：

相關學習課程
語文

數學

社會

自然與
生活科技

藝文與人文

健康與體育

綜合活動

資訊教育

環境教育

人權教育

家政教育

性別平等
教育

生涯發展
教育

海洋教育

生命教育

語文

音樂

邏輯數學

空間

肢體運作

人際

內省

自然觀察

多元智慧

英語技能

聽、說、讀、寫
另外，在各延伸活動中，我們將搭配的學習單、劇本、評分表與字卡等附錄，
都收錄在該單元的後方，老師可以直接影印使用。而活動中可能使用到的教學媒
材，如歌曲、影片等，也都放在「相關網站及資源」中，目的就是縮短老師備課時
間，發揮教學最大效能。
最後，我們要特別感謝嘉義大學 張淑儀教授指導，讓這本資源手冊更臻完整
與豐富。希望能藉由這本資源手冊拋磚引玉，讓閱讀在校園中持續深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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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Rain

Grade: 3
Author: Robert Kalan
Publisher: Mulberry Books

Book Summary/本書大意
太陽消失，烏雲出現，下雨了。雨過天晴，彩虹出現，大地一片鮮
明。本書以簡單的句子與圖像式的字描述下雨的街景。
Special Feature/本書特色
本書以簡單的句子與圖像式的字描述下雨的街景。文中的雨滴是單
字 "Rain"所構成，隨著雨滴越大，字體就越粗，雨滴打在屋頂，字
就寫在屋頂。是一本很有特色的書。
Theme/相關主題

Color, Nature
Correlated Curriculum/相關課程

Key Points/學習重點

‧Vocabulary: blue, yellow, white, gray, green, black, red, orange,
brown, purple
‧Sentence Pattern: Rain on the __________.
‧Key Phonics: -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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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rther Reading/延伸閱讀

‧Cousins, L. (2003). Maisy's Rainbow Dream. Candlewick.
‧Baker, A. (1999). White Rabbit's Color Book. Kingﬁsher.
‧Walsh, E. S. (1995). Mouse Paint. HMH Books for Young Readers.
Resources/相關網站及資源

‧活動一歌曲連結
http://goo.gl/AxSyiv
‧More activities of this book:
http://www.brighthubeducation.com/preschool-lesson-plans/
47339-week-long-shared-reading-with-rain-by-robert-kalan/
‧Theme activities about rain:
http://www.arkansas.gov/childcare/adventures/pdf/raincur.pdf

Follow-up Activities/延伸活動

1. 關於顏色之歌曲吟唱

活動

#1. Sing the Color Song

活動目標/

學生能跟唱，能將顏色單字辨識出並著上相對應的顏色。
所需時間/

基本能力/

10分鐘
準備教具/

蠟筆、學習單3-1-A、歌曲What Color Is the Sky? (Youtube)
活動步驟/

1.教師播放音樂，帶領學生邊唱邊做動作。
2.反覆播放，從全班→小組→個人，直到學生熟練為止。
3.發下學習單，再度播放音樂，學生完成歌詞中顏色方格的著色。
貼心叮嚀
若要加深難度，可以讓學生進行歌曲填空，請學生在空格中填入顏色單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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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記憶遊戲

活動

#2. Memory Game

活動目標/

學生能將顏色與單字正確配對。
所需時間/

基本能力/

10分鐘
準備教具/

附錄3-1-B
活動步驟/
1.教師先將附錄影印後備用（兩人一組，一組一張）。
2.教師發下附錄，請學生將右半部空格中著上顏色(如:第一橫排的最右兩格為藍色，
其下以此類推)。
3.將著色好的各份附錄裁切好備用。
4.發下裁好的圖卡，一人擁有顏色圖卡，一人擁有單字卡。各將自己的卡片字朝下攤
放在桌面。
5.猜拳決定誰先玩。玩家翻開一張字卡（要唸出）與一張圖卡（要唸出），若兩卡字
意有相符合，則玩家可以獲得這兩張卡，若不符，則要翻回去，換另一位玩家玩。
6.將桌面上卡片配對完畢則遊戲結束。獲得最多張卡者勝。

貼心叮嚀
若每人皆有字卡與圖卡，則張數增加，遊戲也更顯挑戰性。

3. 醜娃娃桌遊—顏色版 #3. Ugly Doll-color version

活動

活動目標/

學生能將顏色與單字正確配對。
所需時間/

基本能力/

15分鐘
準備教具/

附錄3-1-B
活動步驟/

1.教師先將附錄影印後裁切好備用（每兩人一張），並請學生在空白小卡內
著上顏色（每種顏色2格）。
2.四人一組，猜拳決定玩家順序。每人輪流出一張牌，要唸出牌上的單字。
當第三張相同的牌出現時，（字卡或圖卡皆可，共翻出三張相同意思的字
卡或圖卡），則要邊念邊拍打這三張卡片，最快拍者可獲得該卡。當平手
拍卡時，最先說 出“It's mine!＂者可獲得該卡。
3.遊戲結束時，卡片最多者勝。
貼心叮嚀
事先將卡片角落寫上自己座號以利結束時取回自己的卡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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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仿寫

活動

#4. Make a Word-picture

活動目標/

仿造本書以文字呈現圖像的特色，創造出一幅畫面。
所需時間/

基本能力/

15分鐘
準備教具/

著色用具、白紙一張
活動步驟/

1.教師發下白紙，引導學生將圖案以文字創作，如：「雲」的圖案以cloud單
字構成。
2.小組或個人創作。
3.展示與口頭分享。
貼心叮嚀
優秀作品張貼在教室公佈欄，也可以拍照後上傳到班級網頁，公開表揚。

5. 讀者回應 #5. Reader Response

活動

活動目標/

將本書與學生的生活經驗連結，並培養其批判思考的能力。
所需時間/

基本能力/

10分鐘
準備教具/

無
活動內容/

教師提出以下問題，鼓勵學生回應。
1.Do you like rain? Why? 你喜歡雨嗎？為什麼？
2.Describe the scenery you notice after the rain.下雨後，景觀有何不同？
請舉例描述。
貼心叮嚀
基於語言的限制，若學生無法使用英語，仍是可以被接受的。本活動旨在討論繪
本背後的意涵與個人經驗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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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繪本教學-學習單

【3-1-A】

Class: ―――――――Number:――――――Name:――――――――

What Color Is the Sky?
1.What color is the sky?

3.What color is the grass?

It's
It's
It's
The sky is
The sky is

It's
It's
It's
The grass is
The sun is
The sky is

2.What color is the sun?

4.What color is an apple?

It's
It's
It's
The sun is
The sky is

It's
It's
It's
The apple is
The grass is
The sun is
The sky is
The sky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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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繪本教學-附錄

【3-1-B】

Class: ―――――――Number:――――――Name:――――――――

blue

blue

yellow

yellow

white

white

gray

gray

green

green

black

black

red

red

orange orange
brown

brown

purple

pur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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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Here We Go
Round the
Mulberry Bush
Grade: 3
Author: Annie Kubler
Publisher: Child's Play

Book Summary/本書大意
繪本中充滿不同國家的生活習慣。早餐時間，有的孩子吃吐司、有的孩
子吃煎蛋捲、有的孩子吃麥片等等。到了午餐時間，有的孩子用叉子吃
義大利麵、有的孩子用筷子吃飯、有的孩子用刀子切肉等等。想想看，
我們的生活習慣與他們有什麼相同或不同的地方呢？

Special Feature/本書特色
每一頁的挖洞設計極具有巧思，其皆能與下一頁的插圖顏色或圖樣做結
合，增添了不少閱讀的趣味。不斷重複的句型加上朗朗上口的旋律，讓
小朋友透過歌唱學習和日常生活相關的英文單字。同時，透過閱讀也能
潛移默化地教導孩子認識不同國家的生活方式並養成良好的生活習慣。

Theme/相關主題

Daily Routine
Correlated Curriculum/相關課程

Key Points/學習重點
‧Phrases: get out of bed, munch and crunch, brush our teeth, wash and scrub,
dress ourselves, brush and comb, get to school, work all day, jump and play,
eat our lunch, go home, rest at home, say good night
‧Sentence Pattern: This is the way we ___________.
‧Key Phonics: -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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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rther Reading/延伸閱讀
‧Sherman, R. M. & Sherman, R. B. (2011). It's a Small World. Disney Press.
‧Brown, M. W. (2012). Around the World We Go. Parragon Books.

Resources/相關網站及資源
‧About the author:
http://www.childs-play.com/illustrator/kubler_annie.html
Follow-up Activities/延伸活動

1. 傳聲筒

活動

#1. Megaphone

活動目標/

學生能聽辨片語並說出完整的句子。
所需時間/

10分鐘
基本能力/

準備教具/

片語卡
活動步驟/

1.教師教會學生每個片語和句型的意思後，將片語卡貼於黑板上，並在黑板
上寫下 This is the way we _____________________.
2.將學生分成6組，一次請2組上台PK。
3.上台PK的2組，各排成一直排，各組第一位學生面向黑板其餘的人背對。
4.老師小聲地告訴各組第一位學生片語，如 brush our teeth（每組片語都不同）。
5.當老師喊Go!第一位小朋友即可將片語告訴第二位小朋友，第二位小朋友再
告訴第三位，以此類推。
6.傳到最後一位時，最後一個人即可出來搶片語卡。
7.搶到片語卡後要快速地念出完整的句型，如 This is the way we brush our teeth.
8.搶得快、唸得快又正確的組別即獲勝。
貼心叮嚀
若2組PK的人數不均，如一組4人、一組5人，那麼老師可以請人數少的組別的第一
位小朋友告訴第二位小朋友片語後，馬上跑到該組最後面，聽到前一位同學說完
片語後再出來搶片語卡。或是可以請人數多的組別，派一人出來當出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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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比手畫腳

活動

#2. Body Language

活動目標/
學生能說出完整的句子。

所需時間/

基本能力/

5分鐘

準備教具/
縮小版片語圖卡、抽籤箱

活動步驟/
1.學生熟悉片語及句型後，教師在黑板上寫 This is the way we ____________，接著
教師將縮小版片語圖卡丟入抽籤箱。
2.請學生上台抽片語圖卡，抽到什麼片語圖卡就做什麼動作。
3.台下的同學可以舉手搶答，猜題時必須說出完整的句型，如
This is the way we get out of bed.
4.教師可給猜對又唸得正確的小朋友一些獎勵。

3. 眼花撩亂 #3. Dazzle

活動

活動目標/

學生能認讀片語。
所需時間/

基本能力/

5分鐘
準備教具/

縮小版的片語圖卡、紙杯
活動步驟/

1. 教師教會片語和句型後，將縮小版的片語圖卡貼在杯底內側。
2. 教師以 This is the way we ____________.句型造句，如 This is the way we get out of
bed.
3. 教師先讓學生看 get out of bed 的片語圖卡貼在哪個紙杯裡，接著將杯子倒立
混入其他的紙杯跟著移動，讓學生找出貼有 get out of bed 片語圖卡的紙杯在
哪裡，以此類推。
4. 為了增加遊戲刺激度，可讓學生一次找出若干個片語圖卡。
貼心叮嚀
為增加學生的參與感，教師可以請學生上台擔任移動杯子的關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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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大家來找碴

活動

#4. I Spy

活動目標/

學生能拼寫及認讀單字。
所需時間/

5分鐘
基本能力/

準備教具/

準備教具：學習單3-2-A（此學習單為雙面）
活動步驟/

1.教師複習完繪本的詞彙拼字後，再發下學習單，每位小朋友一張。
2.請小朋友先完成單字填空，再從中圈出隱藏的單字。

5. 讀者回應

活動

#5.Reader Response

活動目標/

將本書與學生的生活經驗連結，並培養其批判思考的能力。
所需時間/

10分鐘
基本能力/

準備教具/

無
活動內容/

教師提出以下問題，鼓勵學生回應。
1.What's the difference or similarity between our lifestyle and other countries?
想想看，我們的生活習慣與其他國家有什麼相同或不同的地方?
2.What would you do if your lifestyle is different from others?
若碰到與自己不一樣的生活習慣方式，你會怎麼做？
貼心叮嚀
基於語言的限制，若學生無法使用英語，仍是可以被接受的。本活動旨在討論繪
本背後的意涵與個人經驗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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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繪本教學-學習單

【3-2-A】

Class: ―――――――Number:――――――Name:――――――――

大家來找碴 I Spy!
請完成單字填空，並從中圈出藏匿的單字。

1

2

b__ __ sh
刷洗

3

5

7

4

s__ __ ub
擦洗

6

d__ __ss
打扮

t__ __ th
牙齒
r__ __t
休息
j __ __ p
跳躍

8 cr__ __ch

p__ __y
玩耍

嘎吱作響地
咬嚼

9 mun__ __

10

咯吱咯吱地
咀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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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__ __ch
午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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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繪本教學-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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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own Bear,
Brown Bear,
What Do You See?
Grade: 3
Author: Bill Martin Jr.
Publisher: Henry Holt and Company

Book Summary/本書大意
本書從一隻棕熊出發，慢慢引導出一連串不同的動物，結尾加進
了孩子與老師，並在最終處點出所有動物名稱，是一本介紹動物
的經典繪本。
Special Feature/本書特色
Eric Carle 個人獨特的狂野剪貼畫風，搭配本書極具韻律的內文，
造就本書成為兒童文學中非讀不可的經典。
Theme/相關主題

Color, Animal, Rhyming
Correlated Curriculum/相關課程

Key Points/學習重點
‧Vocabulary: brown bear, red bird, yellow duck, blue horse, green frog,
purple cat, white dog, black sheep, goldﬁsh, teacher and children
‧Sentence Patterns: What do you see? I see _________ looking at me.
‧Key Phonics: rhyming (e. g. see & 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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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rther Reading/延伸閱讀
‧Martin, B. (1997). Polar Bear, Polar Bear, What Do You Hear? Henry Holt and Co.
‧Martin, B. (2006). Panda Bear, Panda Bear, What Do You See? Henry Holt and Co.
‧Martin, B. (2009). Baby Bear, Baby Bear, What Do You See? Henry Holt and Co.

Resources/相關網站及資源
‧Lesson plans and activities: http://www.thevirtualvine.com/brownbear.html
‧Brown Bear Sing aloud: http://goo.gl/2cT8MI

Follow-up Activities/延伸活動

1. 排序考驗

活動

#1. Animal Sequencing

活動目標/

能聽辨動物的單字。
所需時間/

5分鐘
基本能力/

準備教具/

附錄3-3-A
活動步驟/

1.教師預先將附錄影印給學生一人一份，並指導他們裁成小卡。
2.教師念動物單字，學生依照聽到的順序排列出這些動物。教師先以大圖卡
（字卡）邀請學生輪流上台貼出答案。
3.列印附錄3-3-A的字圖卡，學生在桌面上排出老師念的順序。（先圖後字）
4.兩兩一組互相出題。
5.也可以玩記憶配對遊戲。
貼心叮嚀
檢查答案時，請學生將答案唸出，同時也檢視了學生「讀」與「說」的能力。此
為多元評量方法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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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動物猜猜樂

活動

#2. Animal Guessing Game

活動目標/

學生能說出或拼出動物的單字。
所需時間/

基本能力/

5分鐘
準備教具/

無
活動步驟/

1.猜猜樂有很多方式：比手劃腳猜動物、聽叫聲猜動物、簡單畫出動物特徵
來猜動物、給予三個提示來猜動物…等。
2.循序漸進：師生互猜→小組互猜→兩人互猜。
貼心叮嚀
加入小白板，就是寫作的活動囉！

3. 什麼不見了？ #3. What's Missing?

活動

活動目標/

學生能說出顏色、動物。
所需時間/

基本能力/

7分鐘
準備教具/

顏色、動物字卡或圖卡
活動步驟/

1.將顏色的各字卡貼在黑板上，讓學生凝視5秒。
2.學生趴下，老師將其中一張字卡取下。
3.學生再看一次，是否能說出哪一張字卡不見了。
4.動物主題單字亦然。
5.【變化】列印出此繪本的各頁，學生回答時必須要說出顏色+動物，也引導學
生使用句子。
6.使用powerpoint將此活動數位化，就不用列印字圖卡、貼軟磁了，方便又環保。

貼心叮嚀
一開始可以5張字卡為限，慢慢增加字卡數目，或逐漸降低學生記憶的時間，以提
高挑戰，增加刺激感。點人回答時，比較簡單的答案可以請成就低的學生回答，鼓
勵他們持續參與此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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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棕熊好好吃

活動

#4. Make an Edible Brown Bear

活動目標/

學生能理解教師指令，運用材料製作棕熊土司。
所需時間/

基本能力/

30分鐘
準備教具/

紙盤、土司、葡萄乾、香蕉、學習單3-3-B。
活動步驟/

1.教師介紹本活動所需材料（plate, toast, raisins, banana）與相關指令（cut,
put）與形狀（circle, square, rectangle）及臉部部位（eyes, nose, ears, face）。
2.教師發下學習單，導讀學習單內容。
3.教師引導學生依據學習單的指令，完成自己的棕熊土司。如圖：
4.學生描述出自己設計的棕熊外貌，組內分享，
並鼓勵個人上台分享。
5.學生依據自己的棕熊作品在學習單上寫下空格
的單字。
貼心叮嚀
在製作之前務必請學生洗手。口頭展示之後全班一起將自己的作品吃掉，增加樂
趣。

5. 讀者回應 #5. Reader Response

活動

活動目標/

將本書與學生的生活經驗連結，並培養其批判思考的能力。
所需時間/

基本能力/

10分鐘
準備教具/

無
活動內容/

老師提出以下問題，鼓勵學生回應。
1.Where can you see animals? What other animals are there?
在什麼地方你可以看見這麼多動物？在那裡還有哪些其他的動物呢？
2.What is your favorite animal? Why?
你最喜歡的動物是什麼？請說明原因。
貼心叮嚀
基於語言的限制，若學生無法使用英語，仍是可以被接受的。本活動旨在
討論繪本背後的意涵與個人經驗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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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繪本教學-附錄

【3-3-A】

bear

bird

duck

frog

horse

cat

dog

goldﬁsh

she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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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繪本教學-學習單

【3-3-B】

Class: ―――――――Number:――――――Name:――――――――

Let’s Make an Edible Bear!
棕熊好好吃
小朋友，我們要來做一隻可以吃的棕熊唷！
請仔細閱讀以下步驟並跟著做：

1.Put a

on your desk.
plate

2.Cut the

.
banana

3.Put a piece of

on your
toast

4.Put three slices of
ears and nose.

. It's the Brown Bear's face.
plate

on the
banana

5.Put three raisins on the

. They're Brown Bear's
toast

. They're Brown Bear's eyes and nose.
toast

6.Great! Show your bear to your friend!

Describe your bear:
This is my bear. Its name is ___________.
It has _________ eyes and one nose.
Is has two round ____________.
I made this all by myself.
You can make one, t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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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aw your bear:

3-4

Red Rockets
and
Rainbow Jelly
Grade: 3
Author: Sue Heap, Nick Sharratt
Publisher: Pufﬁn Books

Book Summary/本書大意
本書透過主角Nick與Sue，介紹生活中的各種物品及其顏色。全書
展現孩子的天馬行空，容易引起共鳴。
Special Feature/本書特色
Nick Sharratt 畫風大膽飽和，Sue Heap畫風淡雅柔和，兩人搭起了
本書繪風的不同感覺。

Theme/相關主題

Color, Opposites, Number
Correlated Curriculum/相關課程

Key Points/學習重點
‧Vocabulary: green, red, pink, orange, purple, yellow
‧Sentence Patterns: Nick likes ____. Sue likes ____.
‧Key Phonics: -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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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rther Reading/延伸閱讀
‧Sharratt, N. (2005). Faster, Faster! Nice and slow. Mufﬁn.
‧Sharratt, N. (2006). Don't Put Your Finger in the Jelly, Nelly! Scholastic.

Resources/相關網站及資源
‧Story read-aloud on Youtube: http://goo.gl/gnv3Rl
‧About the author, Nick Sharratt: http://nicksharratt.com/

Follow-up Activities/延伸活動

1. 尋色遊戲 #1. I Spy the Colors

活動

活動目標/

學生能聽辨顏色。
所需時間/

5分鐘
基本能力/

準備教具/

無
活動步驟/

1.引導學生找尋教室內的各種顏色之物品，如：“What things are red?＂學生
回答時指向該顏色，必說出顏色名稱，如：“It's red!＂
2.分組競賽，看誰先找到指定的顏色。
3.支援前線：教師說“I want something red.＂學生以組為單位，收集該顏色的
物品，量多者勝。
貼心叮嚀
鼓勵學生回家路上或在家中也一起做尋色遊戲，並於下節課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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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朗讀接力

活動

#2.Choral Reading

活動目標/

學生能更熟悉本書的內容、強化閱讀能力。
所需時間/

基本能力/

7分鐘
準備教具/

本書人手一本，或是以powerpoint播放本書內容
活動步驟/

1.老師念第一頁，學生分組輪流依序接力唸出各頁內容。
2.（人手一本班書）念的時候手指必須指著相對應的單字，訓練閱讀。
3.可加入動作，以豐富本活動。
貼心叮嚀
經過幾次朗讀接力後，可以透過抽籤或是教師點人的方式，讓學生保持專注。

3. Nick、Sue之喜好大整理 #3. Nick and Sue like…

活動

活動目標/

學生根據繪本內容整理出Nick與Sue對顏色、物品之不同的喜好。
所需時間/

基本能力/

準備教具/

15分鐘

白紙

活動步驟/

1.教師在黑板上畫一個表格，比較Nick與Sue的喜好。
如：Nick likes…Sue likes…
Nick likes…

Sue likes…

2.講完故事後，教師逐頁再讀一次，並發給各組一張白紙，請學生按照黑板
上的表格格式，紀錄本書主角個人的偏好。
3.教師同步將這些資訊寫在黑板，帶領全班朗誦，以加深印象。
4.學生以小組為單位，將這些資訊整理成海報，各組觀摩分享，並展示在教
室公佈欄。
貼心叮嚀
在小組書寫的時候，為了避免都是某些固定學生在寫，可採用輪流書寫的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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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讀者劇場

活動

#4. RT Show

活動目標/

學生能透過RT，將本書展演出來。
所需時間/

基本能力/

40分鐘
準備教具/

劇本附錄3-4-A、互評自評表附錄3-4-B
活動步驟/

1.教師說明何謂讀者劇場（RT）。
2.教師發下本書之RT劇本附錄3-4-A，並作引導與帶讀。
3.以小組為單位，組內進行角色分配（可多人共同擔任一個角色）與練習。
4.教師發下互評與自評表附錄3-4-B，小組輪流上台展演，全班同時進行評量。
5.各組展演完畢後，老師可提出優點，供各組觀摩學習。
貼心叮嚀
讀者劇場（Reader's Theater，簡稱RT）即是學生透過聲音、表情、音調呈現出劇
情。不同於傳統戲劇表演，讀者劇場不必音效、免道具、也不講究走位，透過自然
的肢體及聲情來詮釋角色。學生看稿演出，除了減低焦慮，也強化了閱讀，在排練
過程中更是突顯出團隊默契的重要。

5. 讀者回應

活動

#5. Reader Response

活動目標/

將本書與學生的生活經驗連結，並培養其批判思考的能力。
所需時間/

基本能力/

10分鐘
準備教具/

無
活動內容/

教師提出以下問題，鼓勵學生回應。
1.Which drawing style do you prefer? Nick's drawing style or Sue's drawing style?
你喜歡哪一種畫風？Nick的畫風還是Sue的畫風？
2.Tell us what things you like. 與大家分享你喜歡的物品。
貼心叮嚀
基於語言的限制，若學生無法使用英語，仍是可以被接受的。本活動旨在討論繪
本背後的意涵與個人經驗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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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繪本教學-附錄

【3-4-A】

Class: ―――――――Number:――――――Name:――――――――
The RT script of
Red Rockets and Rainbow Jelly
Contributed by: 張琬琦老師
Nick
Sue
Nick
Sue
Nick
Sue
Nick
Sue
Nick & Sue
Nick
Sue
Nick
Sue
Nick
Sue
Nick & Sue
Sue
Nick
Sue
Nick
Sue
Nick
Nick
Sue
Nick
Sue
Nick & Sue
Nick
Sue
Nick
Sue
Nick & Sue

This is Nick. It's not a trick.
I am Sue. How do you do?
I like apples, sweet and red. There are more apples over my head.
I like pears, nice and green. When I eat them, I feel like a queen.
I like yellow socks.
I like yellow ducks.
Orange hair, fancy and fashion.
Purple hair, magical and passion.
Purple ﬂowers, can't beat the attraction.
I like brown bears and black cats.
I like black and white cats, and black and white hats.
I like red cars.
I like pink and orange cars.
(point to Sue) Pink and orange cars for you!
(point to Nick) Pink and orange dinosaurs for you!
Look! Here comes the rocket!
It's my red rocket. And look at those red dogs!
I see green aliens, the color of the frogs.
Aliens, aliens, you like them when they're green.
Green and yellow, your preference I'll never seen.
You like jelly, full of colors of a rainbow.
That's right! Green, red, pink, orange, purple and yellow!
You like everything when they're all blue.
I like plain designs as far as I knew.
We have different preferences,
But we have one thing in common.
We cherish our friendship, the one we've never forgotten.
She's my best friend. I like Sue.
Same here, same here. I like you, too.
This is Nick. I made this quick.
I am Sue. Hope you enjoy, too.
Goodbye, Nick! Goodbye, Sue!
Goodbye, everyone, It's nice meeting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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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繪本教學-附錄

【3-4-B】

讀者劇場 自評他評表 Points from 1~5 (範圍：1分～5分) Name:_____________
項目

組別

Group 1

Group 2

Group 3

Group 4

Group 5

Volume/音量
Pronunciation/發音
Team Chemistry/默契
Creativity/創意

讀者劇場 自評他評表 Points from 1~5 (範圍：1分～5分) Name:_____________
項目

組別

Group 1

Group 2

Group 3

Group 4

Group 5

Volume/音量
Pronunciation/發音
Team Chemistry/默契
Creativity/創意

讀者劇場 自評他評表 Points from 1~5 (範圍：1分～5分) Name:_____________
項目

組別

Group 1

Group 2

Group 3

Group 4

Group 5

Volume/音量
Pronunciation/發音
Team Chemistry/默契
Creativity/創意

讀者劇場 自評他評表 Points from 1~5 (範圍：1分～5分) Name:_____________
項目

組別

Group 1

Group 2

Volume/音量
Pronunciation/發音
Team Chemistry/默契
Creativity/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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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up 3

Group 4

Group 5

4-1

Walking
through the
Jungle

Grade: 4
Author: Debbie Harter
Publisher: Barefoot Books

Book Summary/本書大意
本書是描寫一位擁有冒險犯難精神的小女孩，上山下海，從冰天雪地到炎
熱的沙漠。旅途中小女孩遇到了各種不同的動物，並被牠們追逐的故事。

Special Feature/本書特色
五彩繽紛的鮮明色彩，令人目瞪口呆的插畫，斗大的印刷字體，孩子將會
立刻被這些鮮活的圖畫吸引。跨頁圖畫描繪出活潑動感的角色，仔細看這
個小女孩和動物們豐富的臉部表情，當他們遇到令人感到害怕的動物時，
驚慌失措的神情非常生動。

Theme/相關主題

Nature, Animals
Correlated Curriculum/相關課程

Key Points/學習重點
‧Vocabulary: jungle, ocean, mountain, river, desert, iceberg, lion, whale,
wolf, crocodile, snake, polar bear
‧Sentence Patterns: _____________ , what do you see?
I think I see a _____________ , chasing after 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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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rther Reading/延伸閱讀
‧Harter, D. (2011). The Animal Boogie. Barefoot Books.
‧Martin, B. (2007). Brown Bear, Brown, Bear. What do you see? Henry
Holt and Company.

Resources/相關網站及資源
‧Song: http://goo.gl/6fFqPL
‧Story Prop: http://goo.gl/buQqMV

Follow-up Activities/延伸活動

1. 猜猜看 #1. Who Are They?

活動

活動目標/

學生能正確說出動物名稱。
所需時間/

5分鐘

基本能力/

準備教具/

圖卡
活動步驟/

1.把動物的上半身遮起來，只留下下半身的腳，讓學生猜猜看這是哪隻動物。
2.【變化】播放動物的叫聲，讓學生猜猜看這是哪一隻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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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預測動物 #2. What Do You See?

活動

活動目標/

認識地理景觀，並預測故事內容。
所需時間/

15分鐘
基本能力/

準備教具/

繪本
活動步驟/

1.先教學生地理景觀 (jungle, ocean, mountain, river, desert, iceberg)。
2.教師讓學生預測在此景觀中會看見什麼動物。
3.再帶學生共同閱讀繪本，看看繪本中的動物是否和自己預測的相同。
4.進行地理景觀和動物配對活動。

3. 故事地圖

活動

#3. Story Map

活動目標/

更熟悉本故事情節，並繪畫出故事地圖。
所需時間/

30分鐘
基本能力/

準備教具/

著色用具、學習單4-1-A
活動步驟

1.複習繪本，並讓學生排出故事中地理景觀和動物出現的順序。
2.發下學習單4-1-A。
3.學生依照故事內容完成學習單。
4.展示與口頭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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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什麼在追著我？ #4. What Is Chasing after Me?

活動

活動目標/

學生能創作屬於自己的故事。
所需時間/

30分鐘
基本能力/

準備教具/

著色用具、學習單4-1-B
活動步驟/

1.教師發下學習單，讓學生自行創作出自己的故事。
2.展示與口頭分享。

5. 讀者回應

活動

#5. Reader Response

活動目標/

將本書與學生的生活經驗連結，並培養其批判思考的能力。
所需時間/

10分鐘
基本能力/

準備教具/

無
活動內容/

教師提出以下問題，鼓勵學生回應。
1.Where do you want to go after you read this book? Why?
看完這本繪本後你想要去哪個地方玩呢? 為什麼?
2.What else do you like besides those animals and places from the book?
除了繪本提到的動物和地點外，還有哪些是你喜歡的呢?
貼心叮嚀
基於語言的限制，若學生無法使用英語，仍是可以被接受的。本活動旨在討論
繪本背後的意涵與個人經驗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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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繪本教學-學習單

【4-1-A】

Class: ―――――――Number:――――――Name:――――――――

Walking through the Jung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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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繪本教學-學習單

【4-1-B】

Class: ―――――――Number:――――――Name:――――――――

What Is Chasing after Me?
Walking through the ________________. What do you see?

I think I see a _____________, chasing after 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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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All about Me
Grade: 4
Author: 戴維揚、劉美君、黃迺毓
Alison Kendall
Publisher: 彩虹兒童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Book Summary/本書大意

Eva 的自我介紹
Special Feature/本書特色

透過本書可以學會如何介紹自己
Theme/相關主題

Self
Correlated Curriculum/相關課程

Key Points/學習重點
‧Vocabulary: name, boy, girl, student, doctor, housewife, phone number,
school, hair, eye, brother, friend, pet, guinea pig, read, write,
play the piano, play computer games, ice cream, food, color, yellow
‧Sentence Patterns: I am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My phone number i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I hav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I can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My favorit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i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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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rther Reading/延伸閱讀
‧Browne, A. (2001). My Dad. Farrar Straus & Giroux.
‧Browne, A. (2010). My Mom. Random House & UK.

Resources/相關網站及資源
‧Craft: http://goo.gl/kgiYgn

Follow-up Activities/延伸活動

1. 個人檔案

活動

#1. All about Me

活動目標/

學生能正確完成個人檔案。
所需時間/

20分鐘
基本能力/

準備教具/

學習單4-2-A
活動步驟/

1. 教師先教學生如何自我介紹。
2. 發下學習單4-2-A，引導學生完成自己的個人檔案。
3.教師展示作品，並邀請學生口頭分享。
4.教師念出某張內容，讓學生猜看看是哪位同學的自我介紹。
5.【變化】教師也可以請學生為他人寫介紹（如：同學、父母、兄弟姐妹、
教師等），再拿給當事人看看其內容資訊是否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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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大家好 #2.Show and Tell

活動

活動目標/

學生能上台自我介紹。
所需時間/

30分鐘
基本能力/

準備教具/

學習單4-2-A
活動步驟/

1.學生先分組練習上台自我介紹內容。
2.教師再請學生上台，做自我介紹。

3. 認識新朋友 #3. Make New Friends

活動

活動目標/

學生能使用學習單和其他同學互動。
所需時間/

20分鐘
基本能力/

準備教具/

學習單4-2-B
活動步驟/

1.發下學習單4-2-B。
2.教師先帶領學生認識學習單上之內容。在第一部份之“Magic Number＂為
教師設定之數字，學生在其下方的賓果遊戲連線達到教師所設的數字即為
贏家。
3.訪問九位不同的朋友並在該空格寫上資訊與姓名，遊戲規則與賓果遊戲相
同。
貼心叮嚀
請學生在學習單上簽下自己的英文名字及座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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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賓果時間 #4.Bingo

活動

活動目標/

學生能透過此項活動認識班上更多同學。
所需時間/

基本能力/

20分鐘
準備教具/

學習單4-2-B、籤筒
活動步驟/

1.此為活動三的另類變化玩法。
2.教師先說明Bingo的遊戲規則。
3.教師抽籤，抽到的號碼如果有出現在學生的學習單上就可以圈起來。
4.三條線BINGO，先完成的同學可以獲得小獎勵。
貼心叮嚀
可以使用在新建立的班級。

5. 讀者回應

活動

#5. Reader Response

活動目標/

將本書與學生的生活經驗連結，並培養其批判思考的能力。
所需時間/

基本能力/

10分鐘
準備教具/

無
活動內容/

教師提出以下問題，鼓勵學生回應。
1.About yourself, what else do you want to share with your classmates?
關於個人資料，你還有其他想要和同學分享的嗎?
2.After sharing, who impressed you the most?
在大家的分享後，你對誰的印象最深?
貼心叮嚀
基於語言的限制，若學生無法使用英語，仍是可以被接受的。
本活動旨在討論繪本背後的意涵與個人經驗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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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繪本教學-學習單

【4-2-A】

Class: ―――――――Number:――――――Name:――――――――

All about Me

Name:

Gender:

Picture

Age:
Family member:
Phone number:
Address:
School:
My friends:
My pet:
My favorite color:
My favorite food:
I can :
Hobby:
Say somet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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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繪本教學-學習單

【4-2-B】

Class: ―――――――Number:――――――Name:――――――――

Meet your teacher
1.Your teacher's name:
2.Magic number:

Meet your friends
boy

girl

(name)

(name)

like to do

favorite
food

he
can （請圈選）
she

family
memb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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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ne
number

favorite
color

his
pet
her

（請圈選）

4-3

Biscuit Meets
the Class Pet
Grade: 4
Author: Alysa Satin Capucilli
Publisher: Harper Company

Book Summary/本書大意
Biscuit是一隻小狗。牠的班上有另一隻班級寵物Nibbles來參觀，Nibbles喜
歡在Biscuit的班級裡到處逛，也喜歡玩Biscuit的玩具。Biscuit 不確定自己
是否已經準備好要和Nibbles分享，但不久Biscuit發現自己是喜歡訪客的。

Special Feature/本書特色
來訪的Nibbles，在Biscuit的班級裡到處參觀，兩隻動物的動作不斷
重複出現，讓教室非常熱鬧。

Theme/相關主題

Animals, Animals sounds , Preposition
Correlated Curriculum/相關課程

Key Points/學習重點
‧Vocabulary: woof, hop, found, bone, ball, tugging, snack, table, chair
‧Sentence Pattern: Nibbles found your 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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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rther Reading/延伸閱讀
‧Margaret, A. (1997). Where Is My Broom? Grosset & Dunlap.
‧Geisel, T.S. (1963). Hop on Top. Random House.

Resources/相關網站及資源
‧Lesson plans and activities: https://www.icanread.com/printables?
character=Biscuit
‧Worksheet: http://www.eslkidslab.com/worksheets/set3/home/
prepositionsheet.pdf
‧活動二歌曲連結 http://goo.gl/QHD36G
‧活動四歌曲連結 http://goo.gl/WNpsYu

Follow-up Activities/延伸活動

1. 物品配對

活動

#1.Items Matching

活動目標/

學生能更熟悉故事內容及認識書中的各種物品。
所需時間/

5分鐘
基本能力/

準備教具/

學習單4-3-A、著色用具
活動步驟/

1.學生熟悉故事內容後，教師發下學習單4-3-A。
2.學生將正確的代碼寫在單字後，並聽教師指令，將物品著上指定的顏
色。
3.教師亦可讓學生自由著色，再讓學生上台分享自己的作品，同時也複
習了顏色的單字。（e.g. 使用“My ball is blue.＂介紹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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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老師說 #2. Simon Says

活動

活動目標/

認識動物及動物的聲音。
所需時間/

基本能力/

10分鐘
準備教具/

歌曲The Animal Sounds Song (Youtube)
活動步驟/
1.教師播放 The Animal Sounds Song，介紹各種不同動物的聲音。
2.全班起立。若教師有說：Simon says，學生發出指定動物的聲音二次，例如教
師說：Simon says: It's a dog. 學生說 woof, woof，並模仿狗的動作。若教師直接
說 It's a cat. 學生在原地不動，不發出聲音。
3.錯誤的學生需坐下，最後站著的學生獲勝。

3. 醜娃娃桌遊—動物版 #3. Ugly Doll-Animal Version

活動

活動目標/

練習動物及動物的聲音。
所需時間/

基本能力/

10分鐘
準備教具/

名片卡數張、面紙數包
活動步驟/
1.發給每個學生四張名片卡，學生在每一張名片卡分別寫上 dog, rabbit, bird, cat。
2.分組活動：將畫好的名片卡圖面朝下，洗牌後，每一個學生輪流翻出一張名片卡，
若桌面上出現三張相同的動物卡，最快拍打小組中間的面紙，並說出動物名稱及其
聲音的學生，可拿走桌上全部的名片卡。拿到最多名片卡的學生獲勝。
3.【變化】若出現三張相同的動物，最快拍打小組中間的面紙，說出動物名稱及其聲
音，並加上正確數量動物的學生獲勝，例如 three cats, meow。
4.【變化】加入多種動物，增加活動的趣味性及困難度。

貼心叮嚀
事先將卡片角落寫上自己座號以利結束時取回自己的卡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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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認識介系詞

活動

#4.Preposition

活動目標/

熟悉介系詞。
所需時間/

基本能力/

5分鐘
準備教具/

歌曲 On In Under By (Youtube)、學習單4-3-B
活動步驟/

1.教師播放 On In Under By，介紹介系詞。
2.在學生熟悉介系詞後，發下學習單。
3.學生依圖示填入正確的介系詞。

5. 讀者回應 #5.Reader Response

活動

活動目標/

將本書與學生的生活經驗連結，並培養其批判思考能力。
所需時間/

基本能力/

5分鐘
準備教具/

無
活動步驟/

If your new friend comes to your home, how would you treat him/her?
如果家裡有剛認識的朋友來訪，你的待客之道是什麼？
貼心叮嚀
基於語言的限制，若學生無法使用英語，仍是可以接受的。本活動旨在討論繪本
背後的意涵與個人經驗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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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繪本教學-學習單

【4-3-A】

Class: ―――――――Number:――――――Name:――――――――

Match and Color with Biscuit
A
1.ball
2.table

B

3.bed
4.bone
C

5.chair

E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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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繪本教學-學習單

【4-3-B】

Class: ―――――――Number:――――――Name:――――――――

Where is the dog?

in under on by

The dog is _______ the table.

The dog is _______ the box.

The dog is _______ the table.

The dog is ______ the t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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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Henny Penny
Grade: 4
Author: Harriet Ziefert
Publisher: Pufﬁn Books

Book Summary/本書大意
本書介紹老母雞Henny Penny如何和其他動物互動與分享的冒險故事。
Special Feature/本書特色
透過類似的動物名稱讓學生體會英語的韻律感及字的押韻。
Theme/相關主題

Animals, Rhyming
Correlated Curriculum/相關課程

Key Points/學習重點
‧Vocabulary: Henny Penny, Cocky Locky, Ducky Lucky, Goosey Loosey,
Foxy Loxy, Turkey Lurkey
‧Sentence Patterns: 1. Where are you going?
2. The sky is falling and we must go and tell the king.
3. Oh! May I go with you? Certainly.
‧Key Phonics: -y /I/ e.g. Henny
Further Reading/延伸閱讀
‧Hutchin, P. (1989). Don't Forget the Bacon. Bulberry Books.
‧Donaldson, J. (2006). The Gruffalo. Pufﬁ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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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ources/相關網站及資源
‧Lesson plans and activities: http://goo.gl/HtQHSD
‧E-book: http://goo.gl/fYy13H

Follow-up Activities/延伸活動

1. 動物配對 #1.Animals Matching

活動

活動目標/

學生能更熟悉故事內容並認識書中的各種動物。
所需時間/

基本能力/

5分鐘
準備教具/

學習單4-4-A
活動步驟/

1.在學生熟悉故事內容後，教師發下學習單4-4-A。
2.學生將圖片和正確的動物連起來，並將動物著色。
3.學生亦可創作一隻動物，並為牠取一個押韻的名字。

2. 朗讀接力

活動

#2.Choral Reading

活動目標/

更熟悉本書的內容及強化閱讀能力。
所需時間/

基本能力/

7分鐘
準備教具/

本書人手一本，或是以e-book播放本書內容
活動步驟/

1.教師當Narrator，學生分組輪流扮演六種動物依序接力唸出課本內容。
2.（人手一本班書）唸的時候手指必須指著相對應的單字，訓練閱讀。
3.可加入聲音與動作，以豐富本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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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讀者劇場 #3. RT Show

活動

活動目標/

學生能透過RT，將本書展演出來。
所需時間/

基本能力/

40分鐘
準備教具/

劇本（附錄4-4-B）、互評自評表（附錄3-4-B）
活動步驟/

1.教師說明何謂讀者劇場（RT）。
2.教師發下本書之RT劇本（附錄4-4-A），並作引導與帶讀。
3.以小組為單位，組內進行角色分配（可多人共同擔任一個角色）與練習。
4.教師發下互評與自評表（附錄3-4-B），小組輪流上台展演，全班同時進
行評量。
5.各組展演完畢後，老師可提出優點，供各組觀摩學習。
貼心叮嚀
讀者劇場(Reader's Theater，簡稱RT)即是學生透過聲音、表情、音調呈現出劇情。不同於
傳統戲劇表演，讀者劇場不必音效、免道具、也不講究走位，透過自然的肢體及聲情來
詮釋角色。學生看稿演出，除了減低焦慮，也強化了閱讀，在排練過程中更是突顯出團
隊默契的重要。

4. 讀者回應 #4.Reader Response

活動

活動目標/

將本書與學生的生活經驗連結，並培養其批判思考能力。
所需時間/

基本能力/

10分鐘
準備教具/

無
活動步驟/

If you were Henny Penny, would you go into Foxy Loxy's house with your friends?
If yes, why? If no, why not?
如果你是Henny Penny, 你會和朋友們進入Foxy Loxy的屋裡嗎？如果會，為什
麼？如果不會，為什麼？
貼心叮嚀
基於語言的限制，若學生無法使用英語，仍是可以接受的。本活動旨在討論繪本背後的意
涵與個人經驗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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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繪本教學-學習單

【4-4-A】

Class: ―――――――Number:――――――Name:――――――――

Who are you?
1. Henny Penny

2. Cocky Locky

3. Ducky Lucky

4. Goosey Loosey

5. Foxy Loxy

6. Turkey Lurk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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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B】

Class: ―――――――Number:――――――Name:――――――――
The RT script of
Henny Penny
Contributed by: 簡榆婕老師

Narrator

One day, Henny Penny was eating corn in the farmyard when…
Whack!...a corn fell on her head.

Henny Penny
Narrator
Cocky Locky
Henny Penny
Cocky Locky
Henny Penny
Narrator
Ducky Lucky
Henny Penny
Cocky Locky

Oh, my! The sky is falling. I must go and tell the king.
Henny Penny goes along and meets Cocky Locky.
Hello, Henny Penny. Where are you going?
The sky is falling. I must go and tell the king.
Oh! May I go with you?
Certainly.
They went along and met Ducky Lucky.
Hello, Henny Penny and Cocky Locky. Where are you going?

Ducky Lucky
Henny Penny
Cocky Locky
Narrator
Goosey Loosey

Oh! May I go with you?

Henny Penny
Cocky Locky
Ducky Lucky

The sky is falling. We must go and tell the king.
Certainly.(Stomp the feet)
They went along and met Goosey Loosey.
Hello, Henny Penny, Cocky Locky and Ducky Lucky. Where
are you going?
The sky is falling. We must go and tell the king.

Goosey Loosey Oh! May I go with you?
Henny Penny
Cocky Locky
Certainly. (Stomp the feet)
Ducky Lucky
They went along and met Goosey Loosey.
Narrator
Turkey Lurkey

Hello, Henny Penny, Cocky Locky, Ducky Lucky and Goosey
Loosey. Where are you going?

Henny Penny
Cocky Locky
The sky is falling. We must go and tell the king.
Ducky Lucky
Goosey Loos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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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rkey Lurkey
Henny Penny
Cocky Locky
Ducky Lucky
Goosey Loosey

Oh! May I go with you?

Narrator

They went along and met Foxy Loxy.

Foxy Loxy

Hello, my friends. Where are you going?

Henny Penny
Cocky Locky
Ducky Lucky
Goosey Loosey
Turkey Lurkey

The sky is falling. We must go and tell the king.

Foxy Loxy

You will be late. Come with me. I will show you the shortcut.

Henny Penny
Cocky Locky
Ducky Lucky
Goosey Loosey
Turkey Lurkey

Certainly. (Stomp the feet)

Narrator

Henny Penny, Cocky Locky, Ducky Lucky, Goosey Loosey and
Turkey Lurkey went into Foxy Loxy's cave.
But they were never seen again. No one ever told the king the
sky is falling.

Certainly. (Stomp the f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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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I Am the
Music Man
Grade: 5
Author: Debra Potter
Publisher: Child's Play

Book Summary/本書大意
繪本的主角是一位音樂家，不斷地詢問鄰居們會彈奏什麼樂器？小女孩
會吹薩克斯風、老奶奶會打大鼓、小男孩會敲木琴等等。你呢？快來瞧
瞧，你會彈奏什麼樂器吧！

Special Feature/本書特色
翻開書中的每一頁，挖洞處就出現一個演奏樂器的人，有彈奏鋼琴的紳
士、有吹奏薩克斯風的小女孩、有敲打大鼓的老奶奶等等，讓孩子在閱
讀時更加有趣。除了認識樂器的英文名稱以外，孩子還可以在CD裡聽到
鋼琴、木琴、小提琴等樂器的聲音，搭配不斷重複的句型以及耳熟能詳
的旋律，孩子很快就能跟著哼唱，每個孩子都是音樂家！

Theme/相關主題

Musical Instrument
Correlated Curriculum/相關課程

Key Points/學習重點
‧Vocabulary: piano, saxophone, bass drum, xylophone, violin, trombone
‧Sentence Patterns: What can you play? I play the _________.
‧Key Phonics: -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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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rther Reading/延伸閱讀
‧Songs, S. (2009). Knick Knack Paddy Whack. Barefoot Books.
‧Cousins, L. (2012). Maisy's Band. Walker Books Limited.

Resources/相關網站及資源
‧活動二歌曲連結 http://goo.gl/rCH2t2

Follow-up Activities/延伸活動

1. 大風吹 #1. Big Wind Blows

活動

活動目標/

學生能辨認樂器名稱及句型。
所需時間/

10分鐘
基本能力/

準備教具/

紙張字卡（將單字寫在空白紙張上）
活動步驟/

1.引導學生熟悉單字及句型後，請學生坐在椅子上圍成一個圓圈。
2.教師發給每位學生一張字卡（有些人會重複拿到一樣的字卡，教師視參與
人數準備數份字卡）。
3.邀請一位學生當鬼，站在圓圈中間，並把其中一張椅子撤掉。
4.全班問：What can you play? 當鬼的人任意答：I play the bass drum.
5.聽到後，手上握有字卡bass drum的人就要彼此換位子，當鬼的人不論手上
拿著什麼樣的字卡都要搶位子，沒坐到椅子的人就當鬼，以此類推。
貼心叮嚀
可依學生程度增加困難度，例如，每個人可以有兩張字卡增加重複性，或是當鬼
的人可以一次喊出很多個單字，讓更多的人去搶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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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比手畫腳

活動

#2. Monkey See, Monkey Do

活動目標/

學生能說出完整的句子。
所需時間/

基本能力/

10分鐘
準備教具/

單字圖卡、「比手畫腳」背景音樂
活動步驟/

1.學生熟練單字和句型後，依學生人數分成若干小組，一組一組依序上台比手
畫腳。
2.學生站一橫排，第一個人面向教師，其餘的組員背對第一位同學。
3.教師將單字圖卡秀給第一位學生看。
4.第一位學生看完圖片後就表演演奏某樣樂器的動作給第二位同學看，第二位
同學表演給第三位同學看，以此類推。
5.當該組最後一位組員看完後，全班問：What can you play? 每一位組員皆要說
出剛剛演奏什麼樂器 I play the_________. 若全組猜對即獲勝。

3. 發音辨認 #3. Phonics

活動

活動目標/

學生能認讀並說出–ay 的發音。
所需時間/

基本能力/

5分鐘
準備教具/

粉筆
活動步驟/

1.學生熟悉發音 –ay 後，教師在黑板上寫出若干個有 -ay 結尾的單字，如 bay,
gray 等，以及其他不同於 -ay 結尾的單字，如 buy, boy, soy 等。
2.教師指向任一個單字，學生即大聲唸出。
3.活動中教師可以再一次複習發音 -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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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完成填空 #4. Fill in the Blanks

活動

活動目標/

學生能寫出樂器名稱和句型。
所需時間/

基本能力/

10分鐘
準備教具/

學習單5-1-A
活動步驟/

1.教師複習完單字及句型後，發下學習單。
2.請學生根據圖示，將正確的單字填入空格中並完成句型。

5. 讀者回應 #5.Reader Response

活動

活動目標/

將本書與學生的生活經驗連結，並培養其批判思考的能力。
所需時間/

基本能力/

10分鐘
準備教具/

無
活動內容/

教師提出以下問題，鼓勵學生回應。
Which instrument do you want to learn after reading this picture book?
Please share with us!閱讀完這本書後，有沒有特別想學會什麼樂器呢？說說
你的想法吧！
貼心叮嚀
基於語言的限制，若學生無法使用英語，仍是可以被接受的。本活動旨在討論繪
本背後的意涵與個人經驗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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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A】

Class: ―――――――Number:――――――Name:――――――――

Fill in the Blanks
完成填空
請依據圖片將正確的單字填入空格中並完成句型。

violin
piano

saxophone

bass drum
xylophone

trombone

What can you play?
I play th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What can you play?
I play th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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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can you play?
I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What can you play?
I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What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I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What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I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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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What Makes Me

Happy?

Grade: 5
Author: Catherine Anholt,
Laurence Anholt
Publisher: Walker Books

Book Summary/本書大意
你在什麼情形下會有開心、哭泣、無聊、害怕…的情緒呢？作者用
孩子們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大小事，透過押韻和令人回味的插圖來
形容孩子可能難以用言語表達的感受。

Special Feature/本書特色
作者以誇張的圖片，戲劇性的表現出孩子在日常生活可能會出現的
情緒，不斷重複出現的不同押韻讓故事更有趣！

Theme/相關主題

Feeling
Correlated Curriculum/相關課程

Key Points/學習重點
‧Vocabulary: laugh, cry, bored, pleased, jealous, scared, sad, excited, shy,
cross, happy
‧Sentence Pattern: What makes me 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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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ources/相關網站及資源
‧E-book: http://goo.gl/Q0h2fd
‧活動四歌曲連結 http://goo.gl/sgwnCf

Follow-up Activities/延伸活動

1. 超級比一比 #1. Guess How I Feel

活動

活動目標/

學生能辨識並說出各種情結單字。
所需時間/

基本能力/

5分鐘
準備教具/

各種情緒字卡或圖卡
活動步驟/

1.教師先將情結單字帶讀數次，讓學生練習。
2.抽學生上台演出表情，讓台下的學生猜。

2. 畫中有話

活動

#2. Draw Your Emotions

活動目標/

用圖表達心中的感受。
所需時間/

基本能力/

5分鐘
準備教具/

學習單5-2-A
活動步驟/

1.在學生熟悉故事內容後，發下學習單5-2-A。
2.學生用圖畫出指定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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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押韻配對

活動

#3. Rhyming Words Matching

活動目標/

更熟悉書中的押韻。
所需時間/

基本能力/

5分鐘
準備教具/

附錄5-2-B
活動步驟/

1.在學生熟悉故事內容後，發下附錄5-2-B。
2.學生將押韻的字圈出，並連起來。

4. 歌曲改編

活動

#4.Adapted “If You're Happy and You Know It＂

活動目標/

更熟悉故事內容，強化口說能力。
所需時間/

基本能力/

5分鐘
準備教具/

Song: If You're Happy and You Know It
活動步驟/
1.播放歌曲 If You're Happy and You Know It。
If you're happy and you know it
Clap your hands
Clap! Clap! (*2)
If you're happy and you know it
Then your face will surely show it
If you're happy and you know it
Clap your hands
Clap! Clap!
Clap your hands → stomp your feet → shout “hurray＂→ do it all three
Clap! Clap! → stomp! stomp! → shout“hurray＂“hurray＂→ clap! Stomp!
Hurray!
2.將happy依序改為laugh, cry, bored, pleased, jealous, scared, sad, excited, shy,
cross。
3.重新唱修正後的歌曲“If You're Happy and You Know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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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讀者回應

活動

#5.Reader Response

活動目標/

將本書與學生的生活經驗連結，並培養其批判思考能力。
所需時間/

10分鐘
基本能力/

準備教具/

無
活動步驟/

教師提出以下問題，鼓勵學生回應
1.What makes you happy? What makes you sad?
什麼事讓你覺得快樂？什麼事讓你覺得傷心？
2.How do you deal with negative emotion?
你如何處理負面情緒？
貼心叮嚀
基於語言的限制，若學生無法使用英語，仍是可以接受的。本活動旨在討論繪本
背後的意涵與個人經驗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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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A】

Class: ―――――――Number:――――――Name:――――――――

What makes me_______?
Draw Your Emotions
What makes me pleased?

What makes me jealous?

What makes me scared?

What makes me cro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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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繪本教學-附錄

【5-2-B】

Class: ―――――――Number:――――――Name:――――――――

What makes me happy?
Circle the rhyming word, and connect them.
What makes me cry?
wasps that sting , a fall from a swing , wobbly wheels, head over heels
What makes me bored?
moaning, groaning, eating, meeting, walking, talking
feeding, reading, sitting, knitting, stopping, shopping
What makes me pleased?
Look how much I've grown!
I can do it on my own!
What makes me scared?
shrieks, creaks, jaws, claws, bangs, gangs, caves, waves
What makes me sad?
Rain, rain, every day.
No one wants to let me play.
Someone special's far away.
What makes us excited?
A roller-coaster ride.
Here comes the bride.
The monster's on his way!
A party day.
What makes us all happy?
making a castle, opening a parcel,
singing a song, skipping along, windy weather, ﬁnding a feather and
being together.

67

5-3

Thanks for
Thanksgiving
Grade: 5
Author: Julie Markes
Publisher: HarperCollins

Book Summary/本書大意
每年十一月的感恩節，是西洋十大焦點節慶之一。本書以兒童為主角，
描繪出生活中感謝的人、事、物，透過本書溫暖的繪圖與文字，激發學
生感恩之情。

Special Feature/本書特色
本書以押韻為軸，帶出孩童身邊所感謝的一切，雖然為了押韻在句構上
與實際文法不符，但朗誦時的抑揚頓挫增進了英語的美感，一連串的感
恩事件也扣緊學生生活經驗，是一本能提供學生仿作感恩小語的書。

Theme/相關主題

Thanksgiving, Family, Friends, Rhyming
Correlated Curriculum/相關課程

Key Points/學習重點
‧Vocabulary: fall, turkey, pie, leaves, family
‧Sentence Patterns: Thanks for ____________. Thank you for ____________.
‧Key Phonics: (Rhyimg words) pie/by, smart/art, slides/rides, cats/hats,
puddles/cuddles, sled/bed, above/l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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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rther Reading/延伸閱讀
‧Favis, K. L. (2010). The First Thanksgiving. Little Simon.
‧Goode, D. (2003). Thanksgiving Is Here! Scholastic Inc.
‧Wing, N. (2001). The Night Before Thanksgiving. Grosset & Dunlap.

Resources/相關網站及資源
‧Thanksgiving's origin song: http://goo.gl/TwwipS
‧Thanksgiving activities: http://www.dltk-holidays.com/thanksgiving/index.html
‧活動三歌曲連結 http://goo.gl/stlT5I

Follow-up Activities/延伸活動

1. 尋找押韻字 #1. Rhyming Words Hunt

活動

活動目標/

學生能聽辨出繪本中的押韻字。
所需時間/

基本能力/

15分鐘
準備教具/

無
活動步驟/

1.教師唸出一組單字（如：hat, cat），若有押韻，則學生舉雙手並複述單字。
若無押韻，學生無動作且不可複述單字。
2.先從繪本挑出的押韻字出題，進而加入一些課外的單字，以增強學生的聽力
靈敏度。
3.可改變指定動作，以增加新鮮感。
貼心叮嚀
本活動也可以提供單字，學生從閱讀中找出押韻的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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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齊聲朗讀 #2. Reading Chorus

活動

活動目標/

學生能有韻律感地朗讀本書。
所需時間/

基本能力/

10分鐘
準備教具/

無歌詞之伴奏音樂（節奏感強的音樂為佳）
活動步驟/

1.全班透過班書與教師帶讀，熟悉本書內容及生字。
2.透過「全班→小組→兩人→個人」的多元方式，讓學生搭配不同音樂朗讀
繪本。
3.鼓勵幾組或個人上台表演（自由加入動作），並給予適當獎勵。
貼心叮嚀
與不同的同學一起朗讀，會有不同的默契及風格，教師可以採用多元的方法分組。

3. 流行歌曲欣賞 #3. Pop Song

活動

活動目標/

學生能瞭解歌詞意思，並達到70%的內容跟唱。
所需時間/

基本能力/

25分鐘
準備教具/

學習單5-3-A、西洋流行歌曲〈You Raise Me Up〉by Westlife
活動步驟/

1.教師播放歌曲MV，學生分享觀後心得。
2.這首歌MV中有出現哪些家人關係？鼓勵學生分享相關的個人經驗。
（MV中出現：朋友、母女、夫妻、祖孫…）
3.教師進一步解釋歌詞意境，並邀請學生分享「願意將這首歌獻給誰？」
4.發下學習單，播放歌曲，請學生完成歌詞填空。待全班都完成後，一起檢
討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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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感恩小語 #4. Thank-you Notes

活動

活動目標

學生能以英語表達感謝。
所需時間

基本能力

25分鐘
準備教具

學習單5-3-B
活動步驟

1.教師以“Thanks for ____.＂與“Thank you for____.＂造句，提供實例的感恩小語
供學生參考。
2.鼓勵學生以此句型說出他們要感謝的內容。
3.教師將學生說出的句子寫在黑板當範例。
4.發下學習單，學生針對不同的對象寫下感謝的內容，並畫出來。
5.回家後，將這些內容念給該對象（表達感謝），並收集簽名。
6.於下節課分享表達感謝後的心裡感受。
貼心叮嚀
提醒學生在for後面要寫動名詞/名詞。

5. 讀者回應 #5. Reader Response

活動

活動目標

將本書與學生的生活經驗連結，並培養其批判思考的能力。
所需時間

基本能力

10分鐘
準備教具

無
活動內容

教師提出以下問題，鼓勵學生回應。
1.Who would you like to thank for? Why? 你最想感謝誰？為什麼？
2.How do you express your gratitude? 你透過什麼方式表達感謝？
貼心叮嚀
基於語言的限制，若學生無法使用英語，仍是可以被接受的。本活動旨在討論繪
本背後的意涵與個人經驗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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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A】

Class: ―――――――Number:――――――Name:――――――――

You Raise Me Up
Westlife

Listen for the blanks.
stand come me be down your can
1

When I'm __________ and oh my soul so weary
When troubles __________ and my heart burdened be
Then I'm still and wait here in the silence,
until you come and sit awhile with __________.

2

You raise me up, so I can __________ on mountains
You raise me up, to walk on stormy seas
I am strong, when I am on __________ shoulders
You raise me up to more than I __________ __________.

3

You raise me up, so I can __________ on mountains
You raise me __________, to walk on stormy seas
I am strong, when I am on __________ shoulders
You raise me up to more than __________ __________ __________.

4

You raise me up, so I can __________ on mountains
You __________ me __________, to walk on stormy seas
I am strong, when I am on __________ shoulders
You raise me up to more __________ __________ __________ __________.

5

You raise me up, so I can __________ on mountains
You __________ __________ __________, to walk on stormy seas
I am strong, when I am on __________ shoulders
You raise me up to __________ __________ __________ __________ __________.
You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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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繪本教學-學習單

【5-3-B】

Class: ―――――――Number:――――――Name:――――――――

Thank you!
Thanks, Mom/Dad, for _________________.
(請圈選Mom或Dad)

Thank you, my friend, for ________________.

Signature:

Signature:

Thank you, my teacher, for ______________.

Signature:

Sign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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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Never
Give Up
Grade: 5
Author: Regina Burch
Publisher: Creative Teaching Press
Book Summary/本書大意
這本書是 Creative Teaching Press 出版社出版的品格教育讀本之其中一
冊。主旨在說明「堅持」的重要。文中主角mouse在海邊堆沙堡，卻因
為旅客的踐踏、海浪的侵襲等一連串的考驗，破壞了牠蓋好的沙堡，但
是身旁的crab幫牠加油，希望牠可以努力堅持下去。最後終於蓋了一座
比之前更美麗、更壯觀的沙堡了！

Special Feature/本書特色
以故事繪本融入品格教育是讓學生學習優良品格的最佳方式之一，本書
mouse在搭沙堡時遭遇到困難，都會有一句鼓勵的話“Got to stick to it,
got to keep trying. Never give up!＂反覆出現，使學生重複閱讀本句，加深
「堅持」的優良生活態度。本書也以貼近孩子生活的小動物、堆沙堡等
常見的幼兒活動出發，有效引起共鳴。

Theme/相關主題

Character Education, Perserverance, Rhyming
Correlated Curriculum/相關課程

Key Points/學習重點
‧Vocabulary: (character education) try, perserverance, succeed, patient.
(animals, toys, and activities) crab, mouse, seashell, starﬁsh, bucket,
sand, beach, castle, slippers
‧Sentence Patterns: Got to stick to it, got to keep trying. Never give 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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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rther Reading/延伸閱讀
‧Tickle, J. (2013). Look Out, Ladybug! Tiger Tales.
‧Yamaguchi, K. (2011) Dream Big, Little Pig! Sourcebooks, Incorporated.
‧Rose, G. (1998). The Tortoise and the Har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Resources/相關網站及資源
‧《The Tortoise and the Hare》online reader: http://goo.gl/krdmWS
‧Activities about perserverance: http://schools.cms.k12.nc.us/beverlywoodsES/
Documents/AprilPerseverance.pdf
‧活動三歌曲連結 http://goo.gl/sVbn7U

Follow-up Activities/延伸活動

1. 尋字遊戲 #1. Word Search

活動

活動目標/

學生能從學習單上圈出本書的單字。
所需時間/

10分鐘
基本能力/

準備教具/

學習單5-4-A
活動步驟/

1.教師說明尋字遊戲的規則。
2.發下學習單，學生以小組為單位找字。
3.全班對答。
貼心叮嚀
尋字遊戲的規則：單字方向可以直的、橫的、斜的，但是單字一定要成一直線，
不可轉彎。且字母可以重複被不同單字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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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故事地圖

活動

#2. Story Map

活動目標/

學生能對本書大意有所認識，能夠回答基本元素。
所需時間/

15分鐘
基本能力/

準備教具/

學習單5-4-B
活動步驟/

1.讀完本書後，教師在黑板畫出與學習單相同的圖，帶領學生討論本書的Who,
What, When, Where, Problem, Solution故事元素。
2.解答：Who: the mouse. What: build a sand castle. When: in a sunny day. Where:
at the beach. Problem: the sand castle got destroyed. Solution: Never give up.
3.討論完之後，請學生獨力完成學習單。並鼓勵學生利用這些元素串成一句故
事大意。(The mouse tried to build a sand castle at the beach in a sunny day. But
the sand castle got destroyed. He tried harder and didn't give up, so he succeeded
in the end.)

貼心叮嚀
以故事地圖整理出重要資訊是一種有效的閱讀策略，能幫助學生瞭解書本大意。
可是學生在寫完各欄的短詞後，要學生從這些字詞延伸為段落有點困難，教師可
以多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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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搖滾朗讀

活動

#3. Let's Rap!

活動目標/

學生能搭配節奏唸完本故事。
所需時間/

基本能力/

10分鐘
準備教具/

任何節奏感重的伴奏音樂（見本書之相關網站及資源）
活動步驟/

1.全班透過班書與教師帶讀，熟悉本書內容及生字。
2.學生以小組為單位，各組帶開反覆練習朗讀。
3.各組上台搭配伴奏音樂朗讀本書，並票選出「最佳搖滾版本」。

貼心叮嚀
亦可搭配其他音樂曲風做不同風格的朗讀。

4. 讀者回應

活動

#4. Reader Response

活動目標/

將本書與學生的生活經驗連結，並培養其批判思考的能力。
所需時間/

基本能力/

10分鐘
準備教具/

無
活動內容/

教師提出以下問題，鼓勵學生回應。
Have you ever felt almost giving up? How did you manage it?
你曾有過想放棄的經驗嗎？後來是如何處理的？

貼心叮嚀
基於語言的限制，若學生無法使用英語，仍是可以被接受的。本活動旨在討論繪
本背後的意涵與個人經驗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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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A】

Class: ―――――――Number:――――――Name:――――――――

Word Search
請在下表中找出以下單字：

1.crab
2.mouse 3.seashell
4.starﬁsh 5.slippers 6.bucket
7.sand
8.beach
9.cas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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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繪本教學-學習單

【5-4-B】

Class: ―――――――Number:――――――Name:――――――――

Story Map of
Never Give Up
who

when

setting

11

12

1

10

2

9

3
8
7

What

Problem

S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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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My Friends
Grade: 5
Author: Taro Gomi
Publisher: Scholastic

Book Summary/本書大意
本書從一個小女孩的角度，介紹友誼的價值與喜悅，運用簡潔的文
字、明亮的色彩，告訴孩子有時候知識的學習，來自於向各式各樣
不同的朋友學習。
Special Feature/本書特色
這本書的作者 Taro Gomi（五味太郎）為日本童書作家。本書的構圖
簡潔，充滿歡愉、明亮的多樣色彩，富有五味太郎的個人風格。

Theme/相關主題

Actions, Animals
Correlated Curriculum/相關課程

Key Points/學習重點
‧Vocabulary: cat, dog, monkey, horse, rooster, crocodile, butterﬂy, rabbit,
ant, gorilla, owl, birds, books, teachers, walk, jump. climb, run, march,
nap, smell, hide, explore, kick, watch, sing, read, study, play, friends, love
‧Sentence Patterns: I learned to _________ from my friend the _________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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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rther Reading/延伸閱讀
‧Carle, E. (1988). Do You Want to Be My Friends? Philomel.
‧Minarik, E. H. (1984). Little Bear's Friend. Harper Collins.
‧Brown, L. K. (1998). How to Be a Friend. Little, Brown.

Resources/相關網站及資源
‧Singable version:http://goo.gl/Ou421v
‧Inclusive Lesson Plans Through the Year, (2007) by Laverne Warner, Sharon
Lynch, Diana Nabors, & Cynthia Simpson.
‧Warner, L. Lynch, S. Nabors, D. & Simpson, C. (2007) Inclusive Lesson Plans
Through the year. Gryphon House.

Follow-up Activities/延伸活動

1. 老師說 #1. Simon Says

活動

活動目標/

學生能聽辨單字，並作出動作。
所需時間/

5分鐘
基本能力/

準備教具/

無
活動步驟/

1.請學生依據教師的指令做動作，如：Simon says,“walk.＂學生做出對應的
walk的動作；但若句子是“Walk.＂而沒有 Simon says，學生不可做出指定
的動作。
2.答錯的學生坐下來，分組競賽，看哪一組學生站著的最多，即為優勝隊伍。
貼心叮嚀
此遊戲結合評量與肢體動作的展現，為多元智能的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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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歌曲歡唱 #2. Sing a Song

活動

活動目標/

學生能結合肢體動作與韻律感，表演出歌曲的內容。
所需時間/

基本能力/

20分鐘
準備教具/

歌曲海報，動物頭套
活動步驟/

1.介紹歌曲〝Friend of Mine〞(用〝Mary Had a Little Lamb〞的曲調)
S1: Will you make a friend with me,
friend with me, friend with me?
Will you make a friend with me
and (insert an action) around with me?
S2: I would like to be your friend,
Be your friend, be your friend,
I would like to be your friend,
And (insert same action) around with you.
2.將學生分組，各組負責一個角色，全班輪流接唱歌曲。
貼心叮嚀
可邀請學生戴上動物頭套，並做出動物的動作，以增加趣味。

3. 閱讀好夥伴 #3. Reading Buddy

活動

活動目標/

能流暢的唸讀故事讀本。
所需時間/

10分鐘
準備教具/

故事讀本兩人共用一本
活動步驟/

1. 兩人一組輪流朗讀故事，一人先唸，另一人當聽眾。
2. 兩人角色互換。
貼心叮嚀
也可以每人輪流閱讀一句的方式，一起將整本故事朗讀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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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製作班級大書

活動

#4. Make a Big Book

活動目標/

更熟悉本故事情節，並運用句子創造出一頁新故事內容。
所需時間/

基本能力/

40分鐘
準備教具/

著色用具、剪刀、圖畫紙
活動步驟/

1. 請學生仿照書中句子“I learned to ______ from my friend.＂寫出自己仿作的句
子，並為它畫上插圖。
2. 將所有學生的作品裝訂成一本班級大書。
貼心叮嚀
有些學生在寫句子時，會需要教師的協助，可以先在課堂上完成寫作，著色部分
較耗時，回家再著色。

5. 讀者回應 #5. Reader Response

活動

活動目標/

將書中的內容與學生的生活經驗連結，並培養其批判思考的能力。
所需時間/

基本能力/

10分鐘
準備教具/

無
活動內容/

教師提出以下問題，鼓勵學生回應。
Would you be her friends? Why? 你想當書中小女孩的朋友嗎？請說明原因。
貼心叮嚀
基於語言的限制，若學生無法使用英語，仍是可以被接受的。本活動旨在討論繪
本背後的意涵與個人經驗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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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I Was Walking
Down the Road
Grade: 6
Author: Sarah E. Barchas
Publisher: Scholastic

Book Summary/本書大意
書中的主角是一位好奇的小女孩，她遇見了許多的動物，而這些動物全
都被她抓進籠子裡關起來了，但，最後她還是選擇將這些動物放生，讓
牠們回到原本的生活環境。這本故事書的結局，值得我們去省思，如果
我是小女孩我會怎麼做呢？

Special Feature/本書特色
這本書以卡通的方式，呈現出幽默逗趣的情節，同時，書中蘊藏許多押
韻字及動物單字，為這本書增添了更多趣味，讓小朋友更樂在其中。

Theme/相關主題

Animal, Rhyming
Correlated Curriculum/相關課程

Key Points/學習重點
‧Vocabulary: toad, butterﬂy, snake, frog, bug, snail, mouse, kitten, spider,
bunny, sparrow
‧Sentence Patterns: I caught it. I picked it up. I put it in a cage.
‧Phonics: (rhyming words) road/toad, sky/butterﬂy, rake/snake, log/frog,
rug/bug, mail/snail, house/mouse, mitten/kitten, cider/spider, funny/bunny,
wheelbarrow/sparr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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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rther Reading/延伸閱讀
‧Campbell, R. (2007). Dear Zoo. Little Simon.

Resources/相關網站及資源
‧About the illustrator, Jack kent: http://en.wikipedia.org/wiki/Jack_Kent_(illustrator)

Follow-up Activities/延伸活動

1. 猜猜樂

活動

#1.Guess What

活動目標/

學生能說出動物單字。
所需時間/

5分鐘
基本能力/

準備教具/

單字圖卡
活動步驟/

1.學生學會動物單字後，請學生上台當關主。
2.關主上台抽一張單字圖卡，並用英語給予三個提示來形容這個動物。
3.台下的同學猜猜看，關主所形容的是什麼動物單字。
4.教師可以給猜對的學生一些獎勵。
貼心叮嚀
若關主無法完全用英語來形容此動物，可用肢體或中文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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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比手畫腳

活動

#2. Miming Game

活動目標/

學生能更熟悉故事情節並說出完整的句子。
所需時間/

10分鐘
基本能力/

準備教具/

抽籤箱
活動步驟/

1.學生熟悉故事情節後，教師請兩位學生上台抽籤。
2.兩位學生需抽籤決定，誰扮演女孩或動物，如，一人當女孩，另一人當蝸
牛，那麼這兩人需表演繪本中的故事情節。
3.台下的學生需猜出他們表演的內容是什麼，並大聲唸出故事情節。
4.教師可給猜對又唸得正確的小朋友一些獎勵。

3. 韻腳連連看

活動

#3. Rhyming Words Matching

活動目標/

學生能認讀韻腳。
所需時間/

5分鐘
基本能力/

準備教具/

學習單6-1-A
活動步驟/

1. 教師教會繪本中的押韻字後，發下學習單。
2. 請學生讀讀看並將相同韻腳的單字連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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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分分看 #4. Classify

活動

活動目標/

學生能拼寫單字。
所需時間/

5分鐘
基本能力/

準備教具/

學習單6-1-B
活動步驟/

1.學生熟悉動物的單字拼寫後，再發下學習單，每位小朋友一張。
2.請學生依照每隻動物的腳的數量下去分類，並寫出該動物的單字，
如2 feet：bunny, mouse。

5. 讀者回應

活動

#5.Reader Response

活動目標/

將本書與學生的生活經驗連結，並培養其批判思考的能力。
所需時間/

10分鐘
基本能力/

準備教具/

無
活動內容/

教師提出以下問題，鼓勵學生回應。
If you were the girl, what would you do in the end?
如果你是繪本裡的小女孩，最後結局你會怎麼做？
貼心叮嚀
基於語言的限制，若學生無法使用英語，仍是可以被接受的。本活動旨在討論繪
本背後的意涵與個人經驗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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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繪本教學-學習單

【6-1-A】

Class: ―――――――Number:――――――Name:――――――――

韻腳連連看
Rhyming Words Matching!
讀讀看，將相同韻腳的單字連起來

snake

road

bunny

sky

kitten

log

bug

rug

frog

funny

snail

rake
mitten

mouse

cider

toad

house

spider
sparrow

wheelbarrow

butterﬂy

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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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繪本教學-學習單

【6-1-B】

Class: ―――――――Number:――――――Name:――――――――

分分看 Classify!
請依照每隻動物的腳的數量下去分類，
並寫出該動物的單字
butterﬂy

toad

frog

snail

spider

sparrow

bunny

mouse

bug

snake

0 foot

2 feet

4 f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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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feet

kitten

8 feet

6-2

Prince Cinders
Grade: 6
Author: Babette Cole
Publisher: Paper Star

Book Summary/本書大意
瘦小、其貌不揚的灰王子，經常受到他三個哥哥的欺負，在他們出外跳
舞約會時，總是留他獨自一人打掃、洗衣服，灰王子也好想像哥哥一樣
強壯、迷人。有一天，從煙囪掉下來一位灰頭土臉的仙女，她願意幫助
灰王子實現他的願望，但是，事情並不如想像中的順利，仙女原本要將
罐頭變成跑車，卻變成了玩具車，灰王子身上穿的也不是帥氣的西裝，
而是紅白條紋的泳衣，更糟的是，仙女竟然將灰王子變成了一頭大猩
猩，經過仙女變身後的灰王子，跑到了公主舉辦的派對上，會發生怎樣
有趣的事呢?灰王子會和公主結婚嗎?就如同熟悉的童話故事的結局一般
嗎?精彩爆笑的結局，讓大朋友小朋友都非常的喜歡。

Special Feature/本書特色
巴貝柯爾顛覆了傳統的性別刻板印象，將童話故事中王子與公主的角色
互相調換，為童話故事注入了新的元素，並藉由反差製造了許多的笑
點，但在令人發笑之餘，故事中也蘊含了許多令人省思的哲理。

Theme/相關主題

Fairy tales
Correlated Curriculum/相關課程

Key Points/學習重點
‧Vocabulary: scruffy, spotty, hairy, three, brothers, marry, wished, dirty,
and fai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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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rther Reading/延伸閱讀
‧Munsch, R. T. (1992). The Paperbag Princess. Annick Press.
‧Zolotow, C. (1985). William's Doll. Barnes & Noble, Inc.

Resources/相關網站及資源
‧Animation version 4-1:http://goo.gl/o8ekRX
‧Animation version 4-2:http://goo.gl/5TSF6m
‧Animation version 4-3:http://goo.gl/TTkxZ5
‧Animation version 4-4:http://goo.gl/b1dC7H
‧Lesson plan and activities: http://goo.gl/80ca3B

Follow-up Activities/延伸活動

1. 機智問答 #1. Comprehension Questions

活動

活動目標/

學生能依照故事內容正確回答問題。
所需時間/

20分鐘
基本能力/

準備教具/

學習單6-2-A
活動步驟/

1.教師發下學習單，請學生兩人一組依據繪本內容回答問題。
2.學生完成學習單後，教師可抽籤請學生提供答案。
貼心叮嚀
學習單的問題有些使用的單字較難，請教師適時給於引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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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閱讀真有趣 #2. Reading Fun

活動

活動目標/

能流暢的唸讀故事讀本。
所需時間/

10分鐘
基本能力/

準備教具/

故事讀本
活動步驟/

1.教師可當旁白，其他小組分配不同角色，輪流朗讀故事。
2.提醒學生注意音調與感情的變化。
3.練習過一次後，各組角色互換，以增加趣味。
貼心叮嚀
經過幾次重複朗讀後，可邀請學生上台朗讀。

3. 找出角色的特點

活動

#3. Identifying Character Traits

活動目標/

學生能運用形容詞形容故事主角，並在書中找出支持的圖畫或句子。
所需時間/

40分鐘
基本能力/

準備教具/

形容詞表格、海報
活動步驟/

1.請學生在小組中討論書中故事主角的特點，運用形容詞來形容這個角色。
2.在書中找出角色做過的事情或行為，用來解釋為何選擇這個形容詞的原因。
3.將討論結果寫在海報上，上台發表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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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故事分享 #4. Double Bubble Map

活動

活動目標/

找出故事Cinderella與Prince Cinders中的相同與不同點。
所需時間/

30分鐘
基本能力/

準備教具/

海報、附錄6-2-B
活動步驟/

1.教師與全班同學一起討論，依據故事Cinderella與Prince Cinders中的情節，
找出兩個故事的相同與不同點。
2.請學生在小組中將討論結果畫在海報上。

5. 讀者回應 #5.Reader Response

活動

活動目標/

將書中的內容與學生的生活經驗連結，並培養其批判思考的能力。
所需時間/

10分鐘
基本能力/

準備教具/

無
活動內容/

教師提出以下問題，鼓勵學生回應。
Which character in this story is your favorite? Why?
你最喜歡書中的哪一個角色？為什麼?
貼心叮嚀
基於語言的限制，若學生無法使用英語，仍是可以被接受的。本活動旨在討論繪
本背後的意涵與個人經驗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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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繪本教學-學習單

【6-2-A】

Class: ―――――――Number:――――――Name:――――――――

Comprehension Questions
1.(

) How did Prince Cinders look like?
(a) small (b) big (c) hairy
2.( ) How many brothers did Prince Cinders have?
(a) two (b) three (c) four
3.( ) What did Prince Cinders always wish for?
(a) big and hairy like his brothers
(b) smart like his brothers
(c) marry a princess
4.( ) What was Prince Cinders washing when a fairy fell down the chimney?
(a) T-shirt (b) socks (c) trousers
5.( ) The car was too _____to drive.
(a) fat (b) tiny (c) dirty
6.( ) How did his brothers treat him?
(a) They made Prince Cinders clean up after them.
(b) They took Prince Cinders to the disco.
(c) They granted him three wishes.
7.( ) How did the dirty fairy's spell change Prince Cinders?
(a) He was a big hairy monkey.
(b) He looked pretty good.
(c) He drove a fashion car to the disco.
8.( ) What happened when Prince Cinders arrived at the Rock'n Royal Bash?
(a) He danced with Princess Lovely penny.
(b) He sat by the ﬁre.
(c) He was too big to go inside.
9.( ) Why did Princess Lovelypenny want to marry Prince Cinders?
(a) She thought Prince Cinders saved her.
(b) She thought Prince Cinders was big and hairy.
(c) She thought Prince Cinders was handsome.
10.( )“They won't ﬁt that little squirt,＂sneered his brothers...
What does sneer mean?
(a) laugh (b) ﬁght (c) ref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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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繪本教學-附錄

【6-2-B】

Class: ―――――――Number:――――――Name:――――――――

Cinderella

same

95

Prince
Cinders

6-3

Chicka Chicka
Boom Boom
Grade: 6
Author: Bill martin Jr &
John Archambault
Publisher: Beach Lane

Book Summary/本書大意
小寫字母們互相比賽看誰可以先爬上椰子樹，但當大家全部擠上樹後，卻
全都從樹上掉下來。大寫字母的爸爸媽媽叔叔阿姨們趕忙跑來安慰，扶起
跌成一團小寶貝們。但調皮的小字母們可沒就此放棄，晚上月亮出來後，
字母 a 還是又溜下床再去爬椰子樹囉！

Special Feature/本書特色
一開始閱讀本書，發現主角皆是26個字母，會覺得內容對中、高年級太簡
單了，但是隨著劇情發展，小字母們爬上樹又掉下來，讀者可以學到許多
玩遊戲的日常生活英語，然後想像著這麼可愛的字母小蘿蔔頭可以如此栩
栩如生的樣貌在大家的想像裡，最後搭配搖滾樂曲，讀者可以邊唱邊學英
語。

Theme/相關主題

Alphabet, Nature
Correlated Curriculum/相關課程

Key Points/學習重點
‧Vocabulary: chicka, boom, moon, coconut tree, alaphbet, mama, papa,
uncle, aunt
‧Sentence Patterns: Chicka Chicka Boom Boom! Will there be enough room?
‧Key Phonics: -oo, -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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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cka Chicka Boom Boom

Further Reading/延伸閱讀
‧Martin Jr., B. & Sampson, M. (2004). Chicka Chicka 1, 2, 3. Simon &
Schuster Books for Young Readers.
劉繼榮（2009）。家有中等生 。世茂出版。

Resources/相關網站及資源
‧The Daycare Resource Connection
http://www.daycareresource.com/themes3333.html
‧Chicka Chicka Boom Boom Class Made Book: http://goo.gl/Ygixdf
‧Ms. Liu的英語教室: http://goo.gl/mXodFK
‧Worksheep Works: http://www.worksheetworks.com/
‧Chicka Chicka Boom Boom: http://goo.gl/HXf0vp
‧文章「我的小孩不想當英雄―家裡有個中等生該怎麼辦？」， 商業週刊
（1107期） http://goo.gl/G0i2UN

Follow-up Activities/延伸活動

1. 手做椰子樹 #1. Coconut Tree Craft

活動

活動目標

學生能彩繪出自己獨特的字母椰子樹。
所需時間

10分鐘
基本能力

準備教具

圖畫紙、彩色筆
活動步驟

1.教師請學生畫出一棵椰子樹。
2.教師請學生依繪本內容，將字母畫在椰子樹上。
3.請學生先於組內分享自己的椰子樹，最後請各組選出一張最特別的字母椰
子樹，再對全班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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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尋字遊戲

活動

#2.Word Search

活動目標/

學生能更熟悉本書的單字。
所需時間/

7分鐘
基本能力/

準備教具/

學習單6-3-A
活動步驟/

1.教師先教完本書之代表單字（共10個）。
2.教師影印學習單6-3-A，並解釋單單字遊戲的規則。
3.學生可比賽看誰先找出全部單字。
4.教師亦可利用 worksheet works 自行設計不同單字學習單。

3. 故事填空

活動

#3. Cloze Q&A

活動目標/

學生能熟悉繪本單字及內容。
所需時間/

20分鐘
準備教具/

學習單6-3-B
活動步驟/

1.教師將全班分A、B兩組。
2.教師請學生起立，A組和B組學生排成一排面對面，報數後一人對一人，中
間隔約60公分（或一張桌子大小）。
3.A組先拿學習單，B組拿繪本，A組先問B組“What's the answer to number 1 ?＂
4.B組可回答“It's meet. M-E-E-T＂，A組再回應“Thank you!＂
5.教師確認學生知道自己搭配的夥伴後，雙方練習2題後，教師宣布活動開始。
6.A組完成學習單後，A、B組再互換角色問答。

貼心叮嚀
分組時教師可技巧性將學生能力分組，可用報數分組或用抽卡片分組，A組大多
學生為高成就者，B組可為英語低成就者。A組較B組先進行學習單問答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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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cka Chicka Boom Boom

4. 讀者劇場 #4.RT Show

活動

活動目標/

學生能小組合作說唱Chicka Chicka Boom Boom。
所需時間/

基本能力

20分鐘
準備教具/

字母卡、搖滾歌曲Chicka Chicka Boom Boom、學習單6-3-B、附錄3-4-B
活動步驟/

1.播放歌曲Chicka Chicka Boom Boom，使學生熟悉旋律。
2.教師發學習單6-3-B給各小組，各組接力輪流朗讀一次。
3.各組分配朗讀部份，扮演不同字母角色，輪流演出。
4.教師播放音樂，全班一起演出。
5.教師可先分組4組，a-g, h-q, s-z, Chicka Chicka Boom Boom 輪唱繪本。
6.學生反覆練習，再度播放音樂，可先輪唱影片時間一分半鐘（小字母掉下樹一段）。
7.學生可一邊拿字母卡，當輪唱到該字母時，持字母卡學生可起立（出列）並秀出卡片。
貼心叮嚀
可依學生程度分組，low-level 組可歌唱 Chicka Chicka Boom Boom 部分。延伸活
動教師可請各組學生利用附錄3-4-B進行分組評分。

5. 讀者回應 #5. Reader Response

活動

活動目標/

將本書故事情節連結生活經驗，培養其學生批判思考的能力。
所需時間/

基本能力/

20分鐘
準備教具/

文章「我的小孩不想當英雄―家裡有個中等生該怎麼辦？」
活動內容/

教師提出以下問題，請學生以多元面向分享心目中的第一名特質。
1.分享文章「我的小孩不想當英雄―家裡有個中等生該怎麼辦？」
2.What characteristics does the number 1 need? 第一名有什麼特質？
3.Do you agree that the number 1 up the top of the coconut tree beats the others?
先爬上樹的就是贏家，你認同嗎？

貼心叮嚀
可先請學生以英語形容詞，若學生無法使用英語，仍是以母語回應。本活動旨在
討論繪本背後的意涵與個人經驗分享，並腦力激盪歡迎學生勇於表達個人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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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繪本教學-學習單

【6-3-A】

Class: ―――――――Number:――――――Name:――――――――

Word 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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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m

mo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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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繪本教學-學習單

【6-3-B】

What’s Missing?
Date: _________ Class: _______ Name: _________
a told b, and b told c, "I'll ________ you at the top of the coconut tree."
1
"Whee!" said d to e, f, g, "I'll ________ you to the top of the coconut tree."
2
Chicka chicka boom boom! Will there be enough ________?
3
Here comes h up the coconut tree,
and i and j and tag-along k, all on their way ________ the coconut tree.
4
Chicka chicka boom boom! Will there be enough room?
Look who's coming! l, m, n, o, _____!
5
And _____, r, s ! And _____, u, v ! Still more - w! And x, y, z !
6
7
The whole alphabet up the - Oh, no! Chicka chicka... BOOM! BOOM!
Skit skat skoodle doot. Flip ﬂop ﬂee. Everybody _____________ to the coconut tree.
8
Mamas and papas and uncles and aunts hug their little dears, then dust their ___________.
9
"Help us up," cried a, b, c.
Next from the pileup skinned-knee _____ and stubbed-toe e and patched-up f.
10
Then comes _____ all out of breath. h is tangled up with i.
11
j and k are about to cry. l is knotted like a __________.
12
m is looped. n is stooped. o is twisted alley-oop.
Skit skat skoodle doot. Flip ﬂop ___________.
13
Look who's coming! It's black-eyed p, q, r, s, and loose-tooth t.
Then u, v, w, wiggle-jiggle _________.
14
Last to come x, y, z. And the sun goes down on the coconut tree...
But - chicka chicka boom boom! Look, there's a full ___________.
15
a is out of bed, and this is what he said, "Dare double dare, you can't catch _________.
16
I'll beat you up the top of the coconut _________."
17
Chicka chicka BOOM! B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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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A Dark
Dark Tale
Grade: 6
Author: Ruth Brown
Publisher: Dial Books

Book Summary/本書大意
在荒野沼澤地荒木林裡，有一棟荒廢陰森的房子，隨著書中黑貓的
腳步，讀者一步步踏進屋內，再步上二樓，探究這神祕的房子到底
藏了些什麼東西？
Special Feature/本書特色
此書有許多介係詞的用法，並可以帶給學生想像空間，挑戰對黑暗
與恐懼的想法。尤其搭配有聲書，就好像在看恐怖電影一樣，最後
並可以帶給學生批判思考「為什麼最後被發現的老鼠要開燈？」。
Theme/相關主題

Nature, Animals, Halloween

Correlated Curriculum/相關課程

Key Points/學習重點
‧Prepositions: on, in , under, at the front of, behind, up, across, behind
‧Vocabulary: moor, wood, house, door, hall, stairs, passage, curtain,
room, cupboard, corner, box, mouse
‧Sentence: Pattern: There was a dark, dark _______.
‧Key Phonics: -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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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Dark Dark Tale

Further Reading/延伸閱讀
Bunting. E. (1999). Scary, Scary Halloween. Houghton Mifﬂin.

Resources/相關網站及資源
‧Video version: http://goo.gl/bcp2g4
‧活動一教具連結 Find out the black cat: http://goo.gl/r8yqGJ
‧活動二網站連結 http://en.origami-club.com/
‧Worksheet Works: http://www.worksheetworks.com/

Follow-up Activities/延伸活動

1. 尋貓遊戲 #1. I Spy the Black Cat

活動

活動目標/

培養學生觀察力。
所需時間/

基本能力/

15分鐘
準備教具/

Flash Game
活動步驟/

1. 引導學生找尋書內每一頁貓的位置，如：“Where's the cat?＂學生回答時手
指出黑貓所在，並說出“Here it is.＂
2. 播放 ﬂash game，看誰先找到圖片中的黑貓，教師先問“Where's the cat?＂，
發現黑貓的學生念出“Here it is.＂。
3. 教師請學生試著造句寫出黑貓的位置，如“The cat is in the tree.＂並寫出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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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摺紙 #2. Origami-Make a Ghost

活動

活動目標/

學生能摺出萬聖節代表物品。
所需時間/

15分鐘
基本能力/

準備教具/

色紙、Origami club
活動步驟/

1.播放 Origami Club 摺紙動畫，請學生邊播放動畫邊摺出 ghost。
2.學生可在色卡上寫出萬聖節句子。
3.完成後邀請學生介紹自己的作品。
4.【變化】學生發揮創意，畫不同的鬼怪表情。
貼心叮嚀
教師可事先列印出步驟圖，提供學生參考。

3. 尋字遊戲 #3. Word Search

活動

活動目標/

熟悉繪本單字。
所需時間/

10分鐘
基本能力/

準備教具/

Worksheet Works、學習單6-4-A
活動步驟/

1.教師選出10個單字，再利用 Word Search 網站製作學習單。
2.學生可比賽看誰先找出全部單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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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朗讀接力 #4.Choral Reading

活動

活動目標/

學生更熟悉本書的內容、提升其閱讀能力。
所需時間/

15分鐘
基本能力/

準備教具/

學習單6-4-B
活動步驟/

1.教師帶領學生回憶故事情節，寫出單字。
2.聽影片內容，再檢查內容並補上尚未填寫的單字。
3.學生再閱讀一次，完成學習單。
4.學生完成後可閱讀文章並請同學簽名。

5. 讀者回應 #5. Reader Response

活動

活動目標/

將本書故事情節連結生活經驗，培養學生其批判思考的能力。
所需時間/

15分鐘
基本能力/

準備教具/

無
活動內容/

教師提出以下問題，鼓勵學生腦力激盪思考問題。
Why does the mouse in the box light up the candle?
箱子裡的老鼠為何要點燈？
貼心叮嚀
可鼓勵學生以英語回答，若學生回答單字，教師可協助造句。
本活動旨在協助學生面對恐懼感受，歡迎學生表達個人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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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繪本教學-學習單

【6-4-A】

Class: ―――――――Number:――――――Name:――――――――

Word 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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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Dark Dark Tale

英語繪本教學-學習單

【6-4-B】

Class: ―――――――Number:――――――Name:――――――――

A Dark Dark Tale
Once _____ a time there was a dark, dark _______________.
_____ the moor there was a dark dark _______________.
_____ the wood there was a dark, dark _______________.
_____ the front of the house there was a dark, dark ______________.
_____ the door there was a dark, dark _______________.
_____ the hall there were some dark, dark stairs.
_____ the passage was a dark, dark _______________.
Behind the curtain was a dark, dark _______________.
_____ the room was a dark, dark _______________.
In the cupboard was a dark, dark _______________.
In the corner was a dark, dark, _______________.
And in the box there was....a _______________.
I share the story with _________________.
(My Classmate's Sign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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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How Am I
Special?
Grade: 6
Author: Paul Humphery
Publisher: Evans Books

Book Summary/本書大意
每個人的外表長相都是不一樣的，因此每個個體都是獨一無二的，
本書藉由介紹每個人有各自不同的喜好與興趣，也有不同的長才可
以在不同的領域發揮，來告訴孩子每一個人都是最特別的，包括獨
一無二的自己。
Special Feature/本書特色
本書的圖畫很特別，一面為插畫，另一面為真實的圖片，提供讀者
更生活化的情境。

Theme/相關主題

Character Education, Friends, Family
Correlated Curriculum/相關課程

Key Points/學習重點
‧Vocabulary: special, painting, playing the violin, football, reading,
swimmimg, making things, cooking, friends, family
‧Sentence Pattern: I can play the violin.
‧Key Phonics: long a sou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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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rther Reading/延伸閱讀
‧Mckee, D. (1989). Elmer. Andersen Press.
‧Rosenthal, A. K. (2009). Spoon. Hyperion Books.
‧Kates, B. & Mathieu, J., (1992). We're different, we're the same.
Random House Books.
Resources/相關網站及資源
短片- You Are Unique. http://goo.gl/RJCi0b
【我很特別】小書製作：http://goo.gl/OC6hvF
“I Am Special＂- Theme and Activities:
http://www.childcarelounge.com/general-themes/i-am-special.php

Follow-up Activities/延伸活動

1. 大風吹 #1. Big Wind Blows

活動

活動目標/

聽力練習，熟讀繪本字彙。
所需時間/

30分鐘
基本能力/

準備教具/

字卡
活動步驟/

1.教師將全班分成11組: paint, play the violin, play football, read, swim,
cut and stick, cook, go to the playground, play baseball, cheer up, read stories.
2.發給每位學生一張字卡，上頭寫上組別名稱。
3.教師將椅子排成圓形，並抽掉一張椅子，教師唸“I'm special. I can play
the violin.＂手上拿著 play the violin 的學生要交換座位，沒有坐到位子的學生
就淘汰。
4.教師再抽掉一張椅子，更換題目繼續進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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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讀者劇場 #2. RT Show

活動

活動目標/

學生能透過RT，著重在英語聽、說、讀的練習。
所需時間/

基本能力/

40分鐘
準備教具/

劇本附錄6-5-A、互評自評表附錄3-4-B
活動步驟/

1.教師請學生一起共讀繪本，學生念有“I＂及“me＂的句子，教師從繪本
p.5開始帶念。
2.教師發下本書之RT劇本（附錄6-5-A）並分配各組角色。
3.以小組為單位，組內進行角色分配練習。
4.學生分A-E角色，學生組內先進行練習，教師各組巡視並指導。
5.教師發下互評與自評表附錄3-4-B，小組輪流上台展演，全班同時進行評量。
6.各組展演完畢後，教師可提出優點，供各組觀摩學習。
貼心叮嚀
讀者劇場(Reader's Theater，簡稱RT)即是學生透過聲音、表情、音調呈
現出劇情。不同於傳統戲劇表演，讀者劇場不必音效、免道具、也不
講究走位，透過自然的肢體及聲情來詮釋角色。

3. 自我介紹

活動

#3. Self Introduction

活動目標/

學生能以句子介紹自己。
所需時間/

基本能力/

10分鐘
準備教具/

學習單6-5-B
活動步驟/

1.教師將練習句型寫在黑板上，讓學生熟悉句型，完成自我介紹。
2.學生完成自我介紹後進行活動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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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猜猜我是誰

活動

#4.Guess Who I Am

活動目標/

學生能說出學習單上的句子，並能聽懂提示猜出班上同學。
所需時間/

基本能力/

10分鐘
準備教具/

活動四的自我介紹成果
活動步驟/

1.教師收齊已完成之學習單6-5-B。
2.請自願者從自我介紹成果中抽出一張，上台大聲唸，讓台下的學生猜。
3.若台下學生猜中，教師給予獎勵。
貼心叮嚀
本活動為活動三之延伸，教師可視情形補充。

5. 讀者回應 #5. Reader Response

活動

活動目標/

將本書與學生的生活經驗連結，並培養其批判思考的能力。
所需時間/

基本能力/

10分鐘
準備教具/

無
活動內容/

教師提出以下問題，鼓勵學生回應。
1.When someone is different from you, how do you treat him/her ?
當別人和你不同時，你會怎麼做?
2.What kind of things do you think boys should do? What kind of things are belong
to girls?
你認為興趣和性別有關連嗎?
貼心叮嚀
基於語言的限制，若學生無法使用英語，仍是可以被接受的。本活動旨在討論繪
本背後的意涵與個人經驗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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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A】

Class: ―――――――Number:――――――Name:――――――――
The RT script of
How Am I Special
Contributed by: 張佳華老師
Student All
Student A
Student B
Student C
Student D
Student E
Student All
Student A
Student B
Student A
Student B-E
Student B
Student C
Student B
Student A,C,D,E
Student C
Student D
Student C
Student A,B,D,E
Student D
Student E
Student D
Student A,B, C,E
Student E
Student A
Student E
Student A,B,C,D
Student E
Student A
Student B
Student C
Student D
Student E
Student All

We are all different.
Some people are tall,
And some people are short.
Some people have dark hair,
And some people have light hair.
We are special.
But no one is quite like me.
I am special.
Special for what?
I can paint lovely, brightly coloured pictures.
Paint lovely, brightly coloured pictures.
I am special.
Special for what?
I can play the violin. I have lessons at school.
Play the violin and have lessons at school.
I am special.
Special for what?
I love playing football. It's fun to run fast and score goals.
Play football, run fast and score goals.
I am special.
Special for what?
I like reading with my friends. We look at the pictures together.
Read with your friends.
I am special.
Special for what?
I can swim from one end of the pool to the other end.
From one end to the other end.
I can even swim underwater!
I can.
I can swim.
I can swim, too.
I can swim underwater.
We can swim underwater together.
Let's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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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繪本教學-學習單

【6-5-B】

Class: ―――――――Number:――――――Name:――――――――

Self introduction
I am special.
I am __________ . （外表）
I can ___________ .
I love _____________.
I like ____________ . （興趣）
My English name starts with ____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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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Parade

Grade: 6
Author: Donald Crews
Publisher: Harper Collins

Book Summary/本書大意
今天有遊行！一大早街道淨空，小販開始擺攤、人潮逐漸聚集，因為聲勢
浩大的遊行隊伍要開始了！各國國旗旗海飄揚、管樂隊踩街，數一數有多
少種樂器呢？還有花車遊行、各式交通工具隊伍華麗登場，大家在路旁翹
首觀看，真是太精彩了！最後壓軸的是什麼呢？一輛嶄新的消防車耶！遊
行結束，掃街車再次淨空街道。

Special Feature/本書特色
在重要及特殊節日人們會利用遊行來一齊歡慶，尤其嘉義市有國際管樂節
活動，讀者可結合在地化活動，與國際著名的團隊進行交流，觀察周遭親
身體驗的遊行活動，認識各種樂器、各式遊行隊伍、遊行人們裝扮、主題
遊行隊伍安排方式、沿途景物以及分享參與心情。尤其本書在旗海中還出
現了中華民國的國旗，從認識各國的國旗中更可培養更多國際觀。導讀書
本前，可先播放觀賞遊行影片營造遊行情境，閱讀時也可播放管樂歌曲，
聽完故事後，都會忍不住想進到遊行的隊伍了一起表演呢！

Theme/相關主題

Musical instrument, Marching, Culture, Country, Color

Correlated Curriculum/相關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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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Points/學習重點
‧Vocabulary: parade, balloons, marching, ﬂags, watchers, crowd, band
‧Sentence Patterns : Here it comes! _______ leads ________. Here comes a _______.

Further Reading/延伸閱讀
‧Pease, P. (2002). Macy's on Parade! Paintbox Press.
‧Sweet, M. (2011). Balloons over Broadway. HMH Books for Young Readers.
‧Roosa, K. (2009). Pippa at the Parade. Boyds Mills Press.

Resources/相關網站及資源
‧Parade on youtube: http://goo.gl/zRYrbI
‧Donald Crews author study: http://goo.gl/fYU9aH
‧活動四歌曲連結 http://goo.gl/AtP7Sq

Follow-up Activities/延伸活動

1. 大耳朵仔細聽

活動

#1. Sound Guess

活動目標/

學生能辨識樂器聲和說出樂器名。
所需時間/

15分鐘
基本能力/

準備教具/

樂器聲、圖卡
活動步驟/

1.先教導學生樂器的英語單字。
2.播放樂器聲，讓學生猜測是何種樂器。
3.教師說英語單字，學生指出是哪張音樂圖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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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小眼睛仔細看

活動

#2.I Spy with My Little Eyes

活動目標/

學生能瞭解本書中所提到的國家、國旗和人種。
所需時間/

15分鐘
基本能力/

準備教具/

本書人手一本，或是以powerpoint播放本書內容，各式國旗圖卡
活動步驟/

1.學生尋找繪本中所出現的國家、國旗和人種。
2.教師教導學生各個國家、國旗和人種。
3.讓學生配對國家和國旗。

3. 動動小手，做班書 #3. Big Book

活動

活動目標/

學生能運用書中的主要句型，並能將遊行的隊伍畫出來。
所需時間/

30分鐘
基本能力/

準備教具/

圖畫紙
活動步驟/

1.學生觀賞管樂節的踩街活動，或觀賞教師播放的遊行影片，教師分發圖畫
紙。
2.教師請學生將印象深刻的遊行隊伍畫出來，並運用書中的主要句型造句，
“___________Team. Here it comes. ___________leads___________＂
3.將學生作品裝訂成冊，即為一本班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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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唱自己的歌

活動

#4.Sing Your Song

活動目標/

學生能能將書中的主要句型改編。
所需時間/

基本能力/

15分鐘
準備教具/

海報、歌曲The Ants Go Marching
活動步驟/

1.教師先將各種樂器與擬聲詞於黑板與全班討論。
2.教師再將句子寫於黑板上，“The trumpers go marching one by one,___________,
___________.＂(空格填入擬聲詞，若找不到可用hurrah代替，歌曲的調為
The Ants Go Marching)。
3.學生在小組中完成4-5句形成一首歌曲，加入動作，並上台演唱所創作的歌
曲。

5. 讀者回應

活動

#5. Reader Response

活動目標/

將本書與學生的生活經驗連結，並培養其批判思考的能力。
所需時間/

基本能力/

10分鐘
準備教具/

無
活動內容/

教師提出以下問題，鼓勵學生回應。
1.Which part of the Chiayi Band Festival is your favorite? Why?
嘉義市國際管樂節踩街時，你最喜歡那個部分？
2.In your opinion, what does Band Festival bring to Chiayi city?
你認為國際管樂節為嘉義市帶來什麼？
貼心叮嚀
基於語言的限制，若學生無法使用英語，仍是可以被接受的。本活動旨在討論繪
本背後的意涵與個人經驗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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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A】

Class: ―――――――Number:――――――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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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繪本教學-學習單

【6-6-B】

Class: ―――――――Number:――――――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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