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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文素養導向教與學
人際溝通 ‧ 汲取新知 ‧ 自主學習
基隆東信國小

王佩蘭校長

英語文教學的新使命
12 年國教英語文領綱中揭櫫「在巨量資訊以英語文大量呈現之際，英語文的教學有了
新的使命」，除了以往重要的「人際溝通」外，也應培養學生藉由英語文「學習各領域新
知」的能力。同時「藉由語言知識學習他國文化」，並在課程中蘊含「學習方法及策略」，
讓學生運用英語文進行「自主學習」，成為有效能的「終身學習者」。
基於上述的理念，英語文教師在課程與教學設計上，不再只以熟練語言技巧為目標，而
須思考以下的課程目標：
( 一 ) 培養英語文聽說讀寫能力並能應用於日常生活溝通中。
( 二 ) 提升英語文學習興趣並涵養積極的學習態度、主動涉獵各領域知識。
( 三 ) 建構有效的英語文學習方法、強化自學能力、奠定終身學習的基礎。
( 四 ) 尊重與悅納多元文化，培養國際視野與全球永續發展的世界觀。
( 五 ) 培養以英語文進行邏輯思考、分析、整合與創新的能力。

素養導向課程與教學設計原則
素養是指一個人接受教育後獲得知識 (knowledge)、能力 (ability) 與態度 (attitude)，而
能積極地回應個人或社會生活需求的綜合狀態 ( 蔡清田，2014)。教師進行素養導向課程與
教學發展要注意四項原則：首先「整合知識、技能與態度」在設計課程與教學活動時，不
只重視語言技能，也能承載新知，並涵養態度。
其次是「情境脈絡化的學習」，在課程設計中重視與生活情境的連結，讓學習更有感、
更有動機、更呼應真實情境的需求。再來是這次素養導向課程與教學中，希望培養學生終
身學習能力的關鍵要素 -「學習方法與策略」，在語言學習的歷程中學習「如何學習」語文
各項技能的策略與方法，讓自己藉由這些學習策略，進行終身學習，這點是非常重要的，
也是以前教師較忽略的一個重要元素。
最後是「活用實踐的表現」，在素養導向的教學中，要聚焦學生學習歷程，提供「實作、
應用、合作互動」的歷程讓孩子能「做中學、用中學、互動中學」，讓英語文的學習不再是
被動的吸收，而是主動的應用。因此如何思考「學習任務之設計」是教師未來要努力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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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樣化的英語文素養導向課程設計思考方向
根據上述素養導向課程設計的原則進行思考，未來教師在英語文課程與教學設計上可
有下列多樣化的思考方向：
( 一 ) 跨領域統整教學或議題融入教學：
讓英語文學習與領域知識學習同步，讓英語文成為汲取新知的工具。
( 二 ) 創新的教材編選：
如選用知識性文本、在地化素材，讓英語文的學習與學生的生活情境緊密連結，讓英
語文的學習更有感。
( 三 ) 聚焦學習策略的教與學：
例如閱讀理解配合圖示的學習策略，書寫前策略引導學生寫作的模式等，可以讓學生
學到「如何學習」的方法，日後進行自主學習。
( 四 ) 自主學習習慣的養成：
培養自主學習的習慣與心智習性，例如「記錄學習歷程之表格設計」、「記錄閱讀經
驗的日誌設計」等，這些均是培養學生自主學習習慣之思考方向，亦可呼應英語班級
經營及教學歷程中與學生互動之設計。
( 五 ) 情境的理解與問題解決：
以英語文設計情境，再引導學生進行問題解決的教學設計。
英語文的素養導向教學設計仍需以語言學習為基礎，再以學生為中心思考，提供學生
「人際溝通、汲取新知及自主學習」的歷程與機會。教師在學生學習過程中，提供各種學
習活動與任務、重視適性學習的需要、營造友善的學習環境、重視學生實踐力行的表現，
還要協助學生發展自我評量的能力。因此在教師努力的支持下，相信孩子們將成為能以「英
語文」進行「人際溝通、汲取新知及自主學習」的終身學習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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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家鄉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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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青溪國小

廖人鋐老師

課程規劃與理念

學 習 動 機

透過方位 (cardinal directions) 的學

Q&A

思考我們位於地球的哪裡，引起學習興趣。

習，讓學生更了解臺灣各縣市的地理位

Q: Where are we?

置，並從中應用英語介紹自己的家鄉。

A: We´
re in Taiwan / Asia.

學習內容
社會：辨別臺灣各縣市的地理方位，並可以介紹自己家鄉 Taiwan 的方位。
英語：能認讀並說寫出方位的單字：east, west, north, south。
能應用完整句子：Taipei (Name of City) is in the north (cardinal direction) of Taiwan.

學習活動
1 播放 Youtube 影片，簡介方位的概念，並展示世界地圖（Google Earth），引入學習情境。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e0Td0QVoj0
2 以羅盤方位圖介紹東南西北的概念。

Introduction: four different directions (north, south, east, west)

North:
The pole
star is in the
north.

東：太陽升起的方向。
西：太陽落下的方向。
南：南十字星的位置。
北：北極星的位置。

West:
The Sun goes
down in the
west.

cardinal
direction

South:
The Southern
Cross is in the
sou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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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st:
The Sun rises
in the e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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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團體練習：學生透過討論及相互教學，在小白板上練習四方位的英語拼字與發音。
4 查閱地圖：透過實際查閱地圖，孩子能夠比較熟悉如何操作。
5 個人練習：透過羅盤方位，學生練習找出臺灣各縣市的地理位置（可使用實際羅盤或平
板上的羅盤 app）。
6 任務學習單：透過閱讀臺灣地圖，學生找出學習單中指定的縣市，並描述、拼寫其所在
位置。

More Fun Things to Do
延伸概念：東南、西南、東北、西北。
如果學生已經能順利找出基本東西南北的方位，可接著
讓他們思考並上網尋找資料，如何以英文說明八方位。
Extended vocabulary:

northwest

northeast

southwest

southeast

north-east, south-east, north-west, and south-west

總結
複習今天學習的單字並讓學生上台發表他們
的發現（八方位）。

進階課程建議
可分組或以個人方式讓學生設計專題海報，選定臺灣一個城市，介紹該城市的方
位及特色。( 可以選用差異化團隊的方式，讓孩子們進行分工，讓程度較弱的孩子也
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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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p of Taiwan

Lienchiang
County

Keelung
City

Taipie City
Taoyuan County
Hsinchu County
Hsinchu City
Miaoli
County

Kinmen
County
Changhua
County
Penghu
County

Yilan
County

New Taipei
City

Taichung
City

Yunlin
County

Nantou
County

Hualien
County

Chiayi
County

Chiayi
City
Tainan
City

Taitung
County

Kaohsiung
City

Pingtung
County

★ resource: https://en.wikipedia.org/wiki/Free_area_of_the_Republic_of_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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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務學習單
姓名 Name

Cardinal Directions

Please read the map and complete the answers.

1 Where are we? (country)
.
Example: Where is Taipei City?
Itś in the north of Taiwan.

2 Where is New Taipei City?
Itś in the

of Taiwan.

Word bank:
north, south,
east, west

3 Where is Hualien County?
Itś in the

of Taiwan.

4 Where is Pingtung County?
Itś

of Taiwan.

5 Where is Yunlin County?
.
Bonus:
6 Where is Yilan County?
.

7 Where is Tainan Cit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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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齒好健康 Happy Teeth
臺北仁愛國小

何齊心老師

課程規劃與理念
藉由低年級學童對於保健牙齒的知識

學 習 動 機

Q&A

Q1: 小小牙齒大貢獻，牙齒有什麼貢獻呢？

習得、技能練習與習慣培養，將健康與英

Q2: 牙齒也有好心情，怎麼維持呢？

語結合，在生活中自然而然應用英語。

Q3: 數一數有幾顆牙，為什麼牙齒不見了？

學習內容
健康：知道如何保健牙齒，並將所學實際應用於生活中，進而培養良好的護牙習慣。
數學：利用掉牙的學習情境，將簡單減法應用於生活中。
英語：
運用字彙 a mouth, tooth (teeth), tongue, gums

b eat, drink, smile, talk, sing

c toothbrush, toothpaste, ﬂuoride, mouthwash, ﬂoss, dentist
d baby teeth (milk teeth), adult teeth

e one –ten (or twenty), minus

應用句型 a Our teeth help us eat.
b I had ten teeth. I lost two. Ten minus two is eight. Now I have eight teeth.

學習活動
第一堂 （課前準備：請學生攜帶鏡子）
1 教師先在黑板上畫出空白嘴型，讓學生猜今天的學習主題，帶出主題後，發下學習單 (A)，
請學生用鏡子觀察自己的嘴巴 (Whatś inside your mouth?)，將嘴巴裡看到的東西畫在學
習單第一部分上。
2 活動結束後，教師帶出字彙 mouth, tooth (teeth), tongue, gum 並請學生註記在圖片旁，
完成學習單後，可請學生上台分享並用英語介紹各部位名稱。
3 將教學重點拉回至牙齒，請學生分享牙齒的功能為何 (Why do we need teeth?)，並將分
享內容寫在黑板上，如 eat, drink, smile, talk, sing，帶出句型 Our teeth help us eat. ，
練習與分享句型後，完成學習單 (A) 第二部分，並請學生將學習單帶回家與父母分享。

第二堂
1 教師在黑板上畫出兩個嘴巴，一個為牙齒健康的 happy teeth，另一個則為有蛀牙的 sad
teeth，請學生分享自己是哪種牙齒與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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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othbrush, toothpaste, ﬂuoride, mouthwash, ﬂoss, dentist，教師可事先準
備欲教導的字彙實物做示範，並請學生返家後找尋本堂課學到的字彙，如：
牙膏是上否有 ﬂuoride 這個字。
3 最後，教師針對刷牙重點做說明，如一天至少刷兩次牙，一次至少 2 分鐘，以及貝氏刷
牙法等，並以 This Is The Way We Brush Our Teeth 歌曲做結束。

第三堂
1 牙齒數量大調查，請學生利用句型 I have 20 teeth. 分享自己有幾顆牙齒做暖身，並在黑
板上利用 bar graph 表示結果，詢問學生若都有好好照顧牙齒，為什麼大家牙齒數量都
不同呢？帶出 baby teeth (milk teeth) 與 adult teeth 的概念。
2 教師布題，利用視覺輔助在黑板畫出牙齒帶出題目 I had ten teeth. I lost two. How many
teeth do I have? 並引導學生講出算式與答案 10 – 2 = 8 (Ten minus two is eight. Now I
have eight teeth.) 反覆練習後，可讓學生上臺布題，其餘學生利用小白板進行練習。
3 最後利用學習單 (B) 做總複習、評量或是作業練習。

More Fun Things to Do
★ Foods that are good/ bad for our teeth. 介紹有助牙齒健康與傷害牙齒健康的食物，並請
學生進行分類。
★ 配合學校的刷牙歌進行簡單的方位教學，如 upper/ lower/ right/ left/ front/ back。
★ 請學生每天回家做刷牙紀錄，可帶出 Sunday – Saturday 以及 morning, night 等單字。
★ 蛀牙小實驗：利用水煮蛋和汽水，讓學生了解糖分如何侵蝕牙齒。
★ 分享與牙齒相關的繪本：
Arthurś Tooth by Marc Brown
Brush Your Teeth, Please by Jean Pidgeon
The Berenstein Bears Visit the Dentist by Stan and Jan Berenstain
The Crocodile and the Dentist by Taro Gomi
The Tooth Book by Dr. Seuss

m p e t e n ci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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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site 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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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https://www.manitobadentist.ca/documents/Happy%20Healthy%20Teeth%20Program1-preschool%20grade%20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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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單 (A)
班級 Class

座號 Number

姓名 Name

1 Whatś inside your mouth?
請利用鏡子仔細觀察嘴巴裡有什麼東西， 並將這些東西畫下來。

2 Why do we need teeth?
小小牙齒大貢獻，你的牙齒有什麼貢獻呢？畫一畫或寫一寫。

1 Our teeth help us

.

2 Our ___________ help us

.

Parent's Sign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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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單 (B)
姓名 Name

Part 1 How many teeth do you have? 小朋友，請寫出並畫出有幾顆牙齒呢？

1 I had 10 teeth. I lost 2. How many teeth do I have?

10

－

＝
minus

is

Now I have

.

teeth.

2 I had seven teeth. I lost four. How many teeth do

I have?
－

＝
minus

Now I have

is

.

teeth.

Part 2 Itś your turn! 小朋友，換你當出題小老師囉！
※ 老師可將小朋友出的題目公告至佈告欄，讓其他學生回答喔！

I had

. I lost

. How many teeth do I h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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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學之路
The Way We Go to School
新北市樂利國小

張可函老師

課綱未上路，先找到自己的出路
因應即將上路的 12 年國教新課綱，各縣市如火如荼地展開一系列研習，期望教師理解新
政策的內涵，並能設計與發展「成就每一個孩子—適性揚才、終身學習」的教學活動，因
此如何引導學生發展自動好（自發、互動、共好）的能力，並成為具有社會適應力與應變力
的終身學習者，成為教師們的重要課題。
未來的評量方式除了既有的紙筆測驗，評量結果必須兼顧質性描述及客觀數據，並視學
生身心發展及個別差異，採取多元評量方式，同時實作評量部分需增列「聽力」及「鑑賞」
等面向，讓學習不再限於背誦。紙筆測驗包含填寫各項表單、學習單、習作作業、紙筆測驗、
問卷、檢核表、同儕互評量表等；實作評量則注重學生的問題解決、技能、參與活動實踐及
互動時的言行表現，可參酌書面或口頭報告、聽力與口語溝通、實際操作、作品製作、展演、
鑑賞及行為觀察等表現來評分。
因此，我們可以針對主題，設計跨領域、多元、生活化的多面向課程，讓學生有更廣的
學習與實作機會，同時課程設計期望能結合國際教育，引導學生關心社會及發展出弘觀的世界
觀。下面就先以「上學之路」為例，將可融入的活動及相對應的核心素養一併呈現給大家參考，
希望大家在共備時，能將該學年段的其他領域課程主題也納入考量，一起協同教學會更好唷！

教學活動設計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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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ionery – 學生已熟悉教室內的文具用品，透過語言轉換，學習這些文具的
英語名稱，再配合顏色及物品所屬者等概念，熟悉日常生活中的對話，並可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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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年級課程發展

用繪本及歌謠指導應遵守的教室常規，尊重一起學習、遊戲的同儕。
My Lunch Box – 從校園的營養午餐，發展到均衡飲食的健康概念（食物金字塔），並教導
正確的飲食習慣（飯前洗手、飯後刷牙／漱口）。
Places in School – 認識校園環境及各處室等相關的英語名稱，讓學生對於生活環境有更
明確的認識，如果外賓來訪，也能有禮地引導與介紹自己的學校，課程設計亦可結合校園
安全、防災及校園方位相關知識，即能與導師及行政共備、協同教學。
Subjects – 可於認識各學科的英文名稱時，同時複習校園內各處室的名稱，並認識每日功
課表、日常活動及課後休閒活動等。
教學活動建議
設計多功能創意文具，自製水果沙拉／營養三明治，認識食物金字塔與建立良好飲食習慣
（延伸活動可設計小廚神票選活動 )，校園巡禮。
相關學習單
繪製校園安全地圖（逃生路線）／社區安全地圖（導護／愛心商店），健康飲食分類表、
設計自己的菜單，功課表製作。

高年級課程發展
Transportation – 討論臺灣學生每日上學方式及交通工具？進而從各國學童上學之路，認識
不同國家的教育困境／現況，以大陸的懸崖村為例，四川省涼山州的阿土勒爾村，位於海拔
1400 多米，與地面垂直約 800 米，先前孩子們在山腳下的勒爾小學上學，為了安全，平時
住校，周末回家得爬一小時的藤製天梯，一不小心就會掉下懸崖，得由家長輪流接送，現在
終於將藤梯修建成鋼製天梯，可是回家和上學之路還是得小心翼翼。
課程可再延伸至認識社會公益活動，例如：肯亞跟烏干達交界的山上有一個由加拿大牧
師 Allen 與當地居民合作蓋的學校，八成的孩子每天赤腳走路 60~90 分鐘去上學，但當地的
「沙蚤」讓許多孩子喪命。因此臺灣宣教士楊右任夫婦和基督徒、朋友們發起了「舊鞋 ‧
救命」的活動，送舊鞋、舊衣、挖井，並把送去的貨櫃變成教室；教導當地的女孩們自己製
作衛生棉，並與許多國際友人合作，關懷非洲、赤貧地區的孩子。後續可結合社會課程，探
討「希望小學」助學方案或模擬聯合國會議等，鼓勵學生們討論可以如何改善或幫助他人。

13

Around the World – 從各國的營養午餐、特色運動、節慶活動（聖誕節／跨年活動及中國新
年），來認識各國的國旗與文化特色。
教學活動建議
以中年級活動為基礎加深加廣，如：中年級自製水果沙拉／營養三明治，高年級即可設計為
自製 Pizza ／手工餅乾／薑餅屋等。分組討論並設計各國文化美食或傳統服飾明信片及簡介海
報，與國外友人或合作學校進行明信片交流活動（postcrossing），討論並記錄有哪些方法可
能盡一己之力幫助其他需要幫助的學童。
相關學習單
設計食譜，臺灣及各國美食／傳統服飾明信片設計。

教學活動及核心素養對照表
活動

內容

核心素養具體內涵

英-E-A1

我的校園
In My School

認識文具用品、
校園及處室 ( 中年
級 )，及各種學科
( 高年級 )

英-E-B1

英-E-B2
英-E-C2
英-E-A1

交通工具
各國上學之路、
Transportation （我的上學之路）
及公益活動介紹

英-E-B1

英-E-B2
英-E-C2
英-E-A1

英-E-A2

環遊世界
Around the
World

我的午餐盒、食
物金字塔，建立
健康飲食習慣

英-E-B1

英-E-B2

14

具備認真專注的特質及良好的學習習慣，嘗試運用基本的學
習策略，強化個人英語文能力。
具備入門的聽、說、讀、寫英語文能力。在引導下，能運用
所學、字詞及句型進行簡易日常溝通。
具備使用各種資訊科技媒材進行自我學習的能力，以增進英
語文聽說讀寫綜合應用能力及文化習俗之理解。
積極參與課內英語文小組學習活動，培養團隊合作精神。
具備認真專注的特質及良好的學習習慣，嘗試運用基本的學
習策略，強化個人英語文能力。
具備入門的聽、說、讀、寫英語文能力。在引導下，能運用
所學、字詞及句型進行簡易日常溝通。
具備使用各種資訊科技媒材進行自我學習的能力，以增進英
語文聽說讀寫綜合應用能力及文化習俗之理解。
積極參與課內英語文小組學習活動，培養團隊合作精神。
具備認真專注的特質及良好的學習習慣，嘗試運用基本的學
習策略，強化個人英語文能力。
具備理解簡易英語文訊息的能力，能運用基本邏輯思考策略
提升學習效能。
具備入門的聽、說、讀、寫英語文能力。在引導下，能運用
所學、字詞及句型進行簡易日常溝通。
具備使用各種資訊科技媒材進行自我學習的能力，以增進英
語文聽說讀寫綜合應用能力及文化習俗之理解。

英-E-C2

積極參與課內英語文小組學習活動，培養團隊合作精神。

英-E-C3

認識國內外主要節慶習俗及風土民情。

行動
特刊
Power Up

Website Resources
歌謠

This Is The Way
We Go To School

Timothy Goes
to School

Christmas Around
the World Song

影片

Kids Who Risk Their
Lives Going To School

How children get to
school around the world

懸崖村上學之路

20 個國家的
「學校營養午餐」大比拼

美國小孩試吃
各國學校營養午餐

Christmas Around the
World

25 Funny and Weird
Sports You've Never
Heard of

Postcrossing

舊鞋救命 / 物資貨櫃
改裝成教室

This Is the Way
We Go to School

David Goes to School

Froggy Goes To School

教學資源

Google 使用示例：
2018 世界盃足球賽

相關繪本

This Is the Way We
Go to School :
A Book About Children
Around th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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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入
議題
課程

亞洲米食通 Rice Dishes Around Asia

育
際教
10
：國
,7&
融入
6
題
,
3
議
o
in
：D
應用

新北市鷺江國小

課程規劃與理念

陳姵穎老師

學 習 動 機

亞洲米食料理名聞遐邇，讓學生從臺灣

Q&A

Q1: 你最喜歡哪種臺灣米食料理？

的米食料理，延伸學習至亞洲其他國家，透

Q2: 吃過哪個國家的米食料理？味道如何？

過美食與學習，激發學生探索不同文化的學

Q3: 你會推薦外國朋友什麼道地的臺灣米食料
理？為什麼？

習動機與興趣，擴展國際視野與世界觀。

學習內容
國際教育：認識亞洲不同國家的特色米食料理，比較與臺灣米食相似與不同之處，包含外觀、
味道、如何吃……等。透過多元觀點，了解、欣賞並尊重不同的國際文化與風俗。
英語：
應用字彙 a rice, rice dishes

b hot, cold, good, nice, yummy, tasty, salty, sweet, sour,

bitter, spicy, crunchy, chewy, juicy

c chopsticks, spoon, fork, hand

應用句型 a Itś hot. b It looks / smells / tastes yummy. c We eat it with a fork.

學習活動
第一堂
1 以投影片介紹臺灣米食（肉粽 zongzi / rice dumpling、滷肉飯 braised pork on rice、蘿
蔔糕 radish cake、麻糬 mochi、炒米粉 fried rice noodles、飯糰 sticky-rice roll、碗粿
salty rice pudding、米餅 rice cracker、湯圓 tangyuan、米苔目 mitaimu noodles / thick
rice noodles 等）。問學生是否看過？吃過？英文怎麼說？最後引出核心問題：這些食物
的共通點是什麼？ A: They are all made with rice.
2 教師介紹幾種臺灣米食及英文說法，並與學生利用以下句型進行討論。

Itś

. (hot / cold)

It looks/smells
It tastes

. (good / nice / yummy / tasty)
. (salty / sweet / sour / bitter / spicy / crunchy / chewy / juicy)

We eat it with

. (chopsticks / a spoon / a fork / our hands)

例

It looks yummy.
It tastes sal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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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eat it with chopsticks.
It smells good.

行動

3 詢問學生最愛的臺灣米食 (Whatś your favorite rice dish?)，並請學生畫在小白板

特刊
Power Up

上，之後請學生運用本單元的句型給提示，讓班上同學猜答案，學生公布答
案並展示自己的作品。
4 播放 Kids Try Rice Dishes From Around The World 部分片段，讓學生認識
各個國家的米食，並觀察小朋友吃到不同國家米食時的反應。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t1yp1pnw3A

第二堂
1 延伸介紹其它國家的米食及英文名稱，討論該國家的米食與臺灣是否相似或不同。

Country

Rice Dishes

中文名稱

Sushi

壽司

Korea

Bibimbap

韓式拌飯

Vietnam

Broken rice

越式烤肉飯

Thailand

Mango sticky rice

芒果糯米

India

Biryani

印度香飯

apan

2 進行活動任務單 (A)，學生分組合作貼出正確對應的國家及食物，並完成後面的句子（教
師可視學生程度調整書寫內容的形式或多寡），教師利用任務單進行各組問答並檢核。
鼓勵學生可挑選其中幾樣食物，實際與家人進行試吃，於下次上課時和同學分享。
3 發下活動學習單 (B)，請學生仿造範例，畫出一樣自己喜歡的臺灣米食，寫出中英文名

More Fun Things to Do
稱，並利用指定句型做介紹（亦可做為回家作業）。
More Fun Things to Do

★“Noodles＂dishes around Asia / the world －進行亞洲或世界各國麵食料理的認識與比較。
★ 利用活動任務單 (B) 訪問在臺外國人對臺灣米食的感覺並記錄下來與班上分享。

Website Resources

Bibimbap: the ultimate
comfort food

m p e t e n ci e
Co
e

or

各國國旗

文化
多元 解
理
國際 作
合
隊
團

s

壽司圖片來源

or

m p e t e n ci e

KHAO NIAO : THE
STICKY-RICE TALE

素 養 ‧C

Co

南亞代表料理之一：
印度香飯

核心

‧

e

s

Vietnam has rice:
10 of its ﬁnest varieties

素 養 ‧C

臺南市民英語資源網
常見小吃中英表

核心

臺灣小吃
中英對照

‧

台北旅遊網
「百大小吃多語菜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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貼上食物圖片

座號 Number

They eat it with _________________.

It tastes ______________________.

It tastes ______________________.

Biryani

Mango
sticky rice

They eat it with _________________.

They eat it with _________________.

Broken rice

It tastes _____________________.

(chopsticks / a spoon / a fork / their hands)

They eat it with ___________.

Bibimbap

(salty / sweet / sour / bitter / spicy / crunchy / chewy /
juicy)

It tastes ________.

姓名 Name

They eat it with _________________.

貼上國家國旗
並寫出國家名稱

(Korea / ndia,
Thailand / Vietnam)

s from ______.
It’

Rice Dishes Around Asia

班級 Class

It tastes ______________________.

Rice Dishes

活動任務單 (A)

例

It's cold.

We eat it with
chopsticks

It looks tasty.

姓名 Name

We eat it with       .

It tastes      .

It looks     .

        .

仿造左邊的範例，畫出你最喜歡的臺灣米食並好好介紹它吧！

Sushi 壽司

It tastes yummy.

座號 Number

My Favorite Rice Dish

班級 Class

特刊
Power Up

活動任務單 (B)

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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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入
議題
課程

育

境教
及環
海洋
：
&8
融入
5, 7
議題
Dino
：
應用

海洋的惡夢 The Ocean and the Oil
臺北市大附小

許思涵老師

課程規劃與理念
近年海洋油汙事件頻傳，為海洋生態及環境帶來浩劫，本課希望學生在認識化石燃料的形
成及各油汙事件後，可以了解化石燃料得來不易及海洋保護的重要性。

學習內容
化石燃料的形成
化石燃料 (fossil fuels) 包含煤 (coal)、天然氣 (gas) 和石油 (oil) 。化石燃料是數百萬年前
埋藏於海底、地底的大量植物所形成，燃燒化石燃料時，燃料中的能量會釋放，並轉化成光
(light) 與熱 (heat)。然而儲存於化石燃料中的能量是從哪來的呢？它們源自於數百萬年前植物
的光合作用。
化石燃料改變人類世界
21 世紀人們的生活及工作所需脫離不了化石燃料。化石燃料讓我們不用生火就可以煮飯、
洗澡，但是化石燃料的燃燒過程會產生二氧化碳，人們大量燃燒化石燃料及砍伐森林，致使空
氣中累積大量的二氧化碳，這些二氧化碳造成地球暖化及氣候變遷，對地球及生態環境帶來嚴
重的影響。
油汙事件
2010 年墨西哥灣漏油事件 ( The Gulf of Mexico Oil Spill) 是史上最嚴重的油汙事件。起因
於英國石油公司租用的一個深海鑽油平臺發生井噴和爆炸，外洩大約 320 萬桶石油，導致至少
2,500 平方公里的海水被石油覆蓋，這些石油造成海洋生物的死亡及變異，這些原油含有毒化
物 PAH，它是致癌物質且會持續留在環境中，嚴重威脅人體健康。而臺灣的漏油事件中，最著
名的是 2001 年阿瑪斯號貨輪油污事件，希臘籍貨輪擱淺於墾丁海域，漏油佈滿龍坑生態保護
區，造成海鳥、魚類及瀕臨絕種的椰子蟹的生態浩劫。

學習活動
Section One
Warm-up
問學生是否知道「化石燃料」為何，及其形成原因和大量燃燒化石燃料的後果。可以中文提問，
目的是複習學生背景知識（中高年級學生可能已於自然課、社會課及生活中獲得相關知識），激
發學習遷移，在帶入英文繪本之前，這樣的討論可讓他們熟悉主題，更容易了解繪本內容。
Presentation
老師朗讀英文繪本 Buried Sunlight: How Fossil Fuels Have Changed The Earth，繪本前段敘述
何為化石燃料及形成原因，中段解釋光合作用及碳循環，後段則講述地球暖化及大量燃燒化石燃
20

行動

料可能會造成的影響。若老師時間有限，建議教前段跟後段即可。此本為 nonﬁction

特刊
Power Up

繪本，文字對部分學生可能較困難，老師可利用插畫及背景知識講解，並穿插閱讀
理解問題，以確認學生是否了解繪本內容（若手邊無繪本，可藉由學習單 (A) 的關鍵
句搭配圖片教學）。
Practice
擷取關鍵單字及句子，教導學生閱讀：建議的關鍵句子（改寫於繪本）已放入學習單 (A)。
可於全班練習後，以同儕作為鷹架分組練習，再以抽籤或計時競賽等方式檢驗練習成果。
Production
學生可兩人一組或獨自完成學習單 (A)，學生須將學習單中列出的關鍵句子分成兩組；
① 化石燃料的形成 ② 燃燒化石燃料及其對環境的影響，並繪製圖意且標記相對應的句子。
Wrap-up
學生討論及發表，生活中可如何減少燃燒化石燃料及延緩地球暖化現象。

Section Two
Warm-up
複習之前學過的內容和知識，以人們現在的生活離不開化石燃料為總結。
Presentation
播放墨西哥灣漏油事件及阿瑪斯號貨輪油污事件的相關新聞，說明油汙事件如何影響海洋、周遭
生態及人類。
Practice
教導並唸讀關鍵字：oil spill, harm, wild life, marine 等。
Production
介紹 Olivia 的故事，與學生討論如何幫忙類似的油汙事件，以小組為單位完成學習單 (B)。
Wrap-up
學生發表自己在這個課程中學到的內容、知識及心得。
More to Learn
墨西哥漏油事件後，一名 10 歲的小女孩 Olivia Bouler 寫信給護鳥協會，表示想要為受事件影響
的鳥類盡一份力，並附上她的鳥類插畫，最後協會藉由販售她的插畫，募款超過四百六十萬臺
幣，可藉由此事件與學生討論何謂社會正義 (social justice) 及自己可以如何對類似的事件盡一份力
(social action)。

Website Resources
相關繪本

s

m p e t e n ci e
Co
e

or

s

or

Scholastic Website:
About the Oil Spoil

實踐
道德
意識
民
公
思考
系統
問題
解決

m p e t e n ci e

Oliviaś Birds

素 養 ‧C

Co

How Do We Clean Up
Oil Spills?

核心

e

‧

素 養 ‧C

教學資源

核心

影片

By Molly Bang & Penny Chisholm.

‧

Buried Sunlight: How Fossil Fuels Have Changed The Ear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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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單 (A)
班級 Class

座號 Number

姓名 Name

1

任務

將下列句子分成2組
1 化石燃料的形成 (Where do fossil fuels come from?)
2 燃燒化石燃料及對環境造成的影響 (What happens when we burn fossil fuels?)
句子選項：
Ⓐ Fossil fuels are ancient plants that were buried deep underground.

Ⓑ Burning fossil fuels and burning forests puts CO2 into the air. It traps more heat and
warms the land and seas.

Ⓒ Fossil plants have kept solar energy locked inside for millions of years.

Ⓓ Some Arctic ice and glaciers are melting. The warming seas cause ﬁercer storms,
droughts, and ﬂoods.

Ⓔ When you burn fossil fuels, you free the energy locked inside those ancient plants
and turn it into heat and light. You also send out carbon dioxide, CO2.

Ⓕ Coal, oil and gas are called fossil fuels.

Ⓖ CO2 traps sunlight and heat. This helps control Earthś temperature, but too much
is dangerous.

請將上列句子分成兩組，填寫句子代號。
1. Where do fossil fuels come from? (

)(

2. What happens when we burn the fossil fuels? (

任務

)(
)(

)
)(

)(

2

請利用下面及背面的空間，以插圖畫出上列句子的大意，再標記出對應的句子代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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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號 Number

姓名 Name

特刊
Power Up

班級 Class

行動

學習單 (B)

任務二選一：讀一讀下面這2個任務，只要從中選一個完成，便完成挑戰！

1

任務

孩子們，讓我們向 Olivia 學習，動腦想一想，如果臺灣也發生重大油汙事件，我們
可以做什麼來幫助受影響的海洋或是動物？ 寫下自己的計畫，小兵也可以立大功！

任務

2

Olivia 覺得受油汙影響的海鳥非常可憐，畫了超過五百張的鳥類插畫來募款，幫助這些受
害的小鳥，如果請你寫一封信給 Olivia ，你會寫什麼呢？ 記得附上一張鳥類的插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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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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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教節慶 Halloween

育

化教

元文
及多
國際
&7
入：
5
融
,
3
議題
o 1,
：Din
應用

桃園中埔國小

徐婉庭老師

課程規劃與理念
研究顯示將節慶文化融入英語教學，可有效地提升學習興趣與動機，更重要的是，國小學
童透過國際節慶文化的教學活動，可在學習英語的同時，也建構文化認知、培養國際觀。

萬聖節繪本
Witch, Witch come to my party

By Arden Drucei; Illustrated by Pat Ludlow.

故事主軸：寫信邀請巫婆參加派對。
語言設計：以不斷重複出現之相同句型，加深學生學習印象。
A：Witch, Witch, please come to my party.
B：Thank you. I will, if you invite Cat.
內容情境：書中有許多萬聖節會出現的恐怖動物和妖怪們，可讓學生
們猜測誰會被邀請至派對中。
繪本圖片：以色彩豐富、滿版的寫實插圖呈現，可過幽默風趣的聲音
圖片來源：麥克兒童外文書店

扮演，帶領學生一起閱讀或讓學生進行故事接龍。

語言學習
單字：witch, cat, scarecrow, owl, tree, goblin, dragon, pirate, shark, snake, unicorn, ghost,
baboon, wolf, Red Riding Hood, children
句型：Witch, Witch, please come to my party. / Thank you. I will, if you invite Cat.

學習活動
Wrap-up
1 Listen to the song: Knock Knock Trick or Treat
2 Ask the students questions:
Q: When is Halloween?
Q: What can you think of about Halloween?
Q: Who will you invite to your Halloween party?
Presentation
1 Introduce the story: Witch, Witch come to my party
Q: What do you see on the cover?
Q: Who is the author?
Q: Who is invited to the party?
2 Tell the story
Prediction: Ask Ss to guess what or who will be the next one to come to the party.
24

Engagement: Ss read aloud the sentences in the book.

行動

3 Using pictures to retell the story

特刊
Power Up

Practice the sentence patterns and then show the picutres to make
sentences.
Production
1Worksheet: Instruct Ss to design an invitation card for a Halloween party.
Step 1: Fill in the blanks and think who will be invited.
Step 2: Draw pictures.
Step 3: Read out the sentences to a partner.
2 Ss design their own invitation cards for a birthday party, a game party, a Christmas party,
house-warming party, and etc.
Wrap-up
Play the song again and let Ss sing the song together.

教學成果
例

More Fun Things to Do
1 以自己設計完成的邀請卡，向班上同學邀請相關派對活動。
2單字活動進階版 : 利用線上資源的活動單，讓學生自行挑戰
（參見右側解答）。

Website Resources

素 養 ‧C

m p e t e n ci e
Co
e

or

十二年國民基本 教育課程綱要 - 語文領域英語文 https://www.naer.edu.tw/ezﬁles/0/1000/img/114/173173199.pdf

素養
美感 化
文
多元 達
表
通
溝

s

Moran, P. R. (2001). Teaching culture: perspectives in practice. Boston: Heinle & Heinle.

or

m p e t e n ci e

Kramsch, C. (1993). Context and culture in language teachi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素 養 ‧C

Co

參考資料：

核心

‧

e

s

單字活動

核心

歌曲

‧

繪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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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單 (A)
班級 Class

座號 Number

姓名 Name

1 Fill in the blanks and think who will be invited.

Halloween Party I nvitation
1W

,

, 2G

,

please come to my party.

.

Thank you.

Thank you.

I will, if you invite
,

3

.

I will, if you invite ___________.

, please 4

,

, please

come to my party.

come to my party.

Thank you.

Thank you.

I will, if you invite ___________.

I will, if you invite ___________.

2 Design your own invitation card.

Invi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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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繪本看
「十二年國教核心素養」
臺北市大附小

黃亦孺老師

十二年國教課綱以素養為核心，素養涵括 competence 和 literacy，指「一個人為適應
現在生活及面對未來挑戰，所應具備的知識、能力與態度」（范信賢，2016），強調整合
知識、技能、態度的完整學習，換言之，以素養為核心的學習具有跨領域的性質，並不以
單一領域為限。課綱中的素養包括九大面向：「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系統思考與解
決問題」、「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多元
文化與國際理解」。若只學教科書中的知識，顯然無法滿足強調核心素養的學習，要選擇
怎樣的補充媒材，才能同時兼顧聽、說、讀、寫英語文的基礎素養，且又能涵蓋九大面向
的核心素養？「繪本」無疑是理想的選擇。
繪本以文字、圖畫說故事，有別於其他文類，同時具有兩種符號系統：文字與圖畫。
短短幾十頁中，創意豐富，文圖互動之間創造許多可能性，例如表達文字未曾敘述的細節，
或者傳達跳脫文字表面的意涵。繪本的主題包羅萬象，從個人自我認同到世界關懷，從周
遭環境到跨文化，從文學藝術到科學知識。過去一百年來，繪本不斷演進，直到今天，繪
本不僅是閱讀的媒材，也是藝術表現的形式（林真美，2010）。以上所述的特質，使得繪
本閱讀深具樂趣的同時，也頗具挑戰性，讀者不僅要解碼文字，還須得閱讀圖像，才能深
入領會繪本中所蘊藏的意涵。透過閱讀英語繪本，可以同時發展英語和圖像語言的閱讀能
力。另外，繪本的多元主題，適合設計各種延伸活動，提供應用基本聽說讀寫知識的空間，
並整合跨領域的學習。在享受閱讀樂趣的過程，同時發展英語閱讀能力，涵養人文精神與
藝術美感，拓展跨文化視野，建立與時俱進並能應用於生活的素養能力

文獻參考
范信賢 (2016) 核心素養與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 要：導讀《國民核心素養：十二年國教 課程改革的 DNA》
林真美 (2010) 繪本之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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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刊
Power Up

臺北市大附小

行動

繪本—
發展美感與視覺素養
黃亦孺老師

美感的定義
美感，顧名思義，是對美的感受。美感雖是每個人與生俱來的能力，但需透過後天
的培養與學習，才能將美感提升到更高的階段。觀賞繪畫是提升美感經驗的其中一種方
法，藝術家透過顏色、線條、形狀、構圖、媒材等視覺語言，表達他的情感、思維、經
驗、生活的文化。了解認識這些視覺語言、學習辨賞藝術家的畫風，可以更深入欣賞繪
畫，認識一幅畫所蘊藏的意涵、文化背景，使繪畫欣賞成為更豐富的饗宴，從而提升美
感及藝術涵養。

透過繪本閱讀提升美感經驗
繪本用文字和圖畫說故事，在過去一百多年來，繪本甚至已逐漸演變文學和藝術的表
現形式之一。繪本中的圖畫融入各種技法、媒材，非常適合學習圖像閱讀的能力。知名美
國童書作家 David Weisner 曾具體道出繪本蘊含豐富的視覺語言：在圖畫書中，文字與圖
畫協同合作。圖畫書採用一種視覺語言講故事，這種語言是豐富的、多層次的，儘管表面
上常常會讓人誤以為過於簡單，但其表現手法實際上精緻而複雜……圖畫書是將視覺幽默
元素發揮得最淋漓盡致的藝術形式。圖畫書中可以有充滿巧智的輕鬆玩笑，也可以有蛋糕
拍臉式的鬧劇，還可以有無法無天的後現代主義……」（< 秀個故事給我看>p.10）。以知
名的歐美繪本作家為例，他們運用多元的技法呈現不同的畫風，帶孩子走進奇妙的、充滿
想像的世界。
‧Leo Lionni 的作品揉合各種媒材，述說啟人哲思的寓言故事。他首創將抽象技法帶入繪
本，利用色塊拼貼和混色的原理創作 Little Blue and Little Yellow，被視為「現代繪本的
原點」（<繪本之眼> p. 130）。
‧述說關於自我認同的故事 Pezzettino，也是運用色塊呈現馬賽克拼貼。
‧由 Eric Carle 創作的繪本 The Very Hungry Caterpillar，同樣也是運用拼貼技法。Caldecott
Medal 的得獎作品 The Snowy Day 也是運用拼貼，傳神表達黑人小男孩在下雪天的歡樂心
情，明亮的黃色塊拼貼出屋裡的溫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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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urice Sendak 被譽為繪本界的畢卡索，他的作品中大多以兒童的內心世界為主題，在
Where the Wild Things Are 書中，他打破 1960 年代美國繪本的保守風格，以各種造型的
野獸表達兒童憤怒的情緒，成為必讀的經典繪本。
‧英國童書作家 Anthony Browne 擅長超現實插畫手法，在畫中暗藏細節，例如將西洋畫作
放入繪本中，和故事情節相呼應，或者提供讀者一些思考線索，讓閱讀增添許多趣味。
‧Mo Willems 曾是美國知名兒童節目「芝麻街」的編劇，他以漫畫風格和簡明流暢的線
條，搭配逗趣對話。
繪本提供豐富的學習機會，引導學生如何觀賞圖
畫、認識視覺語言，進而有能力深入詮釋圖畫；並且
從讀圖的過程激發創意和想像力，對美感的提升有莫
大助益。在課堂上，我發現學生對畫風的多元性接受
度頗高，無論是拼貼、手繪、電腦繪圖。透過長時間
的讀圖練習，學生會注意到圖畫中的視覺元素所營造
的氛圍，例如在 The Very Hungry Bear 一 書中，學
生注意到兩隻熊腳是跑開的動態，一旁鱷魚牙齒的尖
銳形狀讓人感覺到危險的氣氛。
有時，圖畫提供他們獨立思考的線索，結合個人經驗，提出個人的見解，例如在 When
Sophieś Feelings Are Really Really Hurt 一 書中，大樹被畫成藍色，便是一個可以鼓勵學生
創意思考的議題。
近年來，由於網路科技的迅速發展，使得網路閱讀
成為資訊來源之一，講求文字精簡，以一目了然的圖像
或影片說明。未來的趨勢強調的不僅是科技數理邏輯能
力，還有藝術美感，以使科技發明更具創意與美感，而
「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也正是臺灣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所主張的核心素養之一。藉
由繪本閱讀提升美感經驗，未嘗不是理想的學習選擇！

文獻參考
秀個故事給我看 (Show Me A Story) / 倫納德 S．馬庫斯 / 阿甲等譯 / 2017, 小魯繪本國
觀賞圖畫書中的圖畫 (Looking at Pictures in Picture Books) / 珍 . 杜南著 / 宋珮譯 / 2006, 雄獅圖書出版
繪本之眼 / 林真美著 / 2010, 親子天下出版社
玩藝術，酷思考 / 江學瀅著 / 2016, 商周出版社
穿針引線在圖畫與文字之間 / 黃亦孺 / Caves Connect 專題 /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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繪本 The First Journey
臺北市大附小

黃亦孺老師

課程規劃與理念
透過閱讀以跨文化為主題的英語繪本，發展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素養，認識不同於自己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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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

行動

素養
閱讀
課程

長環境的文化，拓寬視野，培養懂得關懷和尊重，進而以不同角度檢視思考自己生長的環境和
文化，產生新的思維。
Author / llustrator: Huynh Kim Lien / Phung Nquyen Quang
Publisher: Scholastic

繪本與作者介紹
The First

ourney 曾 獲 2015 年 Scholastic Picture Book

Award 首獎，該書的作者和繪者都是越南人，故事發想起點為
湄公河三角洲。湄公河發源於喜馬拉雅山，流經亞洲六個國家，
是東南亞國家的經濟命脈，每年 8 到 10 月是湄公河氾濫的季
節，此時，農人改以捕魚和採收水蓮為維生，此時水路是當地
出入唯一的交通通道。湄公河氾濫雖然帶來漁獲，但也增加兒
童上學途中的危險性，有些小孩甚至因而喪生，有些父母會花
圖片來源：Scholastic

錢雇船送孩子去學校，但也有些小孩必須獨自划船上學。本故

事敘述一位小男孩第一次獨自划船上學的歷程，宛如一場充滿冒險的旅程，這趟旅程中，小男
孩歷經各種心情起伏，船行經黑漆漆樹林使他忐忑不安，鼓起勇氣奮力划出樹林，享受大自然
美景帶來的愉悅，最後天亮了，小男孩和其他划船上學的同學互道早安，學校就在前方不遠處 !

閱讀前暖身活動
1 以提問方式，詢問學生平日上學的方式，連結學生個人經驗。
Q: How do you usually go to school? A: I usually go to school by bus.
2 Predicting the Story – 觀察封面的書名和圖畫，預測故事可能發生的背景及故事情節。
Q1: Whatś the book title?

Q2: Whatś the authorś name?

Q3: Whatś the illustratorś name?

Q4: What do you see on the cover picture?

Q5: What is the little boy doing?

Q6: Where is the little boy?

Q7: Where is he going?

Q8: What might happen in this 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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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理解活動
1 WH – Questions – 理解故事大意，並找出明確敘述的故事內容和細節。
Q1: Did the little boy live by the river?
Q2: Where did the little boy go?
Q3: What did the little boy see on the way to school?
Q4: How did the little boy go to school?
Q5: Did the little boy go to school with his friends?
Q6: Did the little boy go to school alone?
Q7: What does "journey" mean in this story?
Q8: What does "ﬂoating season" mean in this story?
Q9: What happened in the ﬂoating season?
2 Inferring – 根據插圖，推敲文字並能具體敘述取得的訊息。
Q1: Which country did the little boy come from?
Q2: What time did the little boy set out for school?
Q3: How long did it take the little boy to go to school?
Q4: How did the little boy feel about going to school alone?
3 Critical Thinking – 結合學生個人經驗，針對故事內容發表個人感想。
Q: If your school is really far away from your home, would you feel like going to school?
Why? Why not?

‧

核心

素 養 ‧C

m p e t e n ci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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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質
身心 化
文
多元 解
理
國際

s

e

or

m p e t e n ci e

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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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 養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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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入多元文化議題，設計素養導向活動，活動建議參見下一頁。

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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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e Fun Things to Do

行動

Activities Objective: 認識其他國家當地城市小學生上學的方式。

This Is the Way They Go to School

特刊
Power Up

活動一

Step 1: 請學生上網搜尋數個城市小朋友的上學方式，並在世界地圖上標記該城市的位置，
例如：Tokyo。

Canada

Europe

Asia

Japan

USA

Tokyo

Africa
South
America
Australia

Step 2: 以表格的方式記錄搜尋的資料。
Cities

Ways to School

Taipei

MRT / bus / on foot / bicycle ...

New York
Tokyo
Ho Chi Minh

33

Step 3: 運用 Venn Diagram 比較兩個城市的小朋友上學方式之異同

Tokyo

New York

Step 4: 口語發表搜尋結果。
E.g. Tokyo is a city in Japan. Children in Tokyo go to school by subway.

活動二
Step 1: 請學生想一想自己居住的城市有哪一條河流。
Q1: Is there a river in your hometown?
Q2: Which river can you see in the city where you live?
Step 2: 請學生拍照或描繪那條河流的景色，並根據以下的提問以短文敘述。
Q1: Which city do you live in?
Q2: What did you see on the river or along the river?
Q3: How long is the river?

參 考 範 例
I live in Taipei. There are several rivers in Taipei. One of them is Tamsui River.
There are boats on the river, and a biking trail along the river. It is a long river, about
159 kilome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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繪本 Not A Box
新北市德音國小

鍾佳慧老師

課程規劃與理念
許多孩子與紙箱遊戲有著密切的經驗連結，尤其是大紙箱遊戲，更是讓人對孩子們豐富的
想像力驚艷不已，他們會把大紙箱想像成各式各樣的專屬空間，在這窄小的空間裡，無論是玩
耍、閱讀、哼歌、發呆，孩子們都能享受個人小天地所賦予的安全感與隱私感。
這本書的作者 Antoinette Portis 透過孩提時代與妹妹玩紙箱的經驗，將遊戲精隨畫於紙上，
透過主角小兔子和隱形對話者的互動，將紙箱幻化成各式各樣的情境道具，觸動孩子的遊戲經
驗，啟發孩子想像力。對於年紀小的低年級學生而言，作者將簡短文字、單純圖像與色彩，透
過重點式的簡約排版風格，集中重點，讓孩子們能一目了然，知道頁面所傳達的訊息，啟動小
腦袋瓜的內部運作。因此，在語言學習之外，Not A Box 讓孩子跟著繪本馳騁飛翔，課室裡充
滿好奇與想像的香甜氛圍。

語言學習

字母形
字母名

Xx

跨領域

生活

表達想法
創新實踐

Not A Box

喜愛閱讀

議題

閱讀素養

閱讀策略
閱讀學科知識
之基本詞彙

課程規劃與理念
小兔子看見了一個大紙箱，使勁又推又拉的把大紙箱拖到一旁，靜靜地坐進箱子裡。為什
麼要坐在箱子裡呢？原來兔子把箱子想像成一輛飛快行駛的賽車，自己正是一名帥氣的賽車手
呢！這會兒，兔子站在箱子上，把箱子想成什麼物品了呢？箱子是一座高山，小兔子正站在山
頂上，慶賀自己攻頂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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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小兔子又拉出一條水管，對著箱子噴水，這是怎麼一回事啊？小兔子說，這不是
箱子，而是一棟起火的大樓，自己是位英勇的消防員，賣力撲滅巨大的火勢。這時，小兔子
把箱子穿戴在身上，當起了機器人。
一會兒，小兔子舉起左手作出「瞭望」的手勢，這是在做什麼呢？原來小兔子忙著當個
站在暸望台上盡職的海盜，一會兒兔子乘坐熱氣球眺望遠方，一會兒乘坐在大象背上欣賞風
景，又一會兔子成了海上引領船隻航行的領航員，忙碌得很！穿過箱子上的小窗口，問問小
兔子，這次箱子又是什麼東西呢？小兔子擺出羅丹雕塑沉思者的姿勢，想了一會兒，這可不
是一個簡單的箱子，是一艘飛向宇宙的火箭喔！

繪本與作者介紹
作者 Antoinette Portis 生於 1950 年，曾就讀加州大學藝術學院，曾任迪士尼消費商品創
意總監，目前住在南加州，在當地小學與孩子們一同閱讀、繪畫，同時也擅長種植巨大的西
葫蘆。至今她仍有些夢想尚未實現，如：芭蕾舞者、天文學家、有機農夫。Not A Box 一書
於 2007 年獲得美國圖書館協會優良兒童圖書（ALA Notable Childrenś Book）蘇斯博士獎
（Theodor Seuss Geisel Honor Book）的殊榮。其姊妹作 Not A Stick 於 2007 年出版，也是
以「想像」為主題的有趣的繪本作品。

學習活動
第一節課
1 拿個大箱子，問問學生箱子可以做些什麼？ (What can you do with a box?)，讓學生說說自
己的經驗，把學生的答案寫在黑板上（建議寫在書面紙上）。
2 引導孩子說箱子的英文名稱 box。
3 請學生先看繪本封面，說出看到的東西 (What do you see on the book cover?)。
4 說出書名 Not A Box，請學生說說故事是否和箱子有關 (Is this story about the box? )。
5說出故事內容，每到兔子和箱子的實際頁面，讓學生猜測兔子會說什麼 (What will the rabbit
say?)，並讓學生猜兔子會把箱子想成什麼 (Itś not a box. Itś a/an

. )。

6 故事說完後，讓學生回想兔子把箱子想像成什麼，逐一翻頁確認答案 (What is it?)。
7讓學生說說看他們還會將箱子想像成什麼，教師將答案寫在黑板上（建議寫在書面紙上，展
示在教室中）。

第二節課
1 複習故事內容，教師唸出問句，請學生唸出故事的回應句子 Itś not a box.。
2 請學生找出故事中 box 單字。
3 請學生用動作表現 box 最後一個字母的形狀，如：兩手臂交叉，做出 X 的形狀。
4 放上 Xx, Bb, Oo 字母卡，對照字母卡上的字母形狀，請學生找出 Xx 字母卡。
5 帶領學生用手臂做出交叉代表 big X，用手指交叉代表 small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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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引導學生說出字母 Xx，指導字母筆順，可帶領學生用身體各部位寫出字母形狀。

特刊
Power Up

7 發下字母 Xx 練習單，請學生邊唸字母，邊寫字母。
8 先完成字母書寫的學生，可拿簡易故事單，圈出 Xx 的字母，或是圈出 box 單字。
9 引導學生一起唸出故事單上的句子。

第三節課
1 和學生一起唸出故事，再請學生指讀故事單中會唸的句子。
2 和學生一起回憶並列出箱子的用處和想像的項目（記錄在書面紙上的項目）。
3 請學生說說黑板上列出的項目，哪些是真實的？哪些是想像的？
4 請學生說說看想像的東西有辦法變成真實生活中可使用的嗎？可用列在書面紙上的項目進行
思考引導。
5 播放學生作品影片，激發想像。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okeTk3Dp4c。
6 請學生任選一張學習單（參見 p. 39），畫出想像的物品，若學生想寫出該物品名稱，教師
可從旁指導拼出此單字。
7 請學生上台說出自己畫的物品，引導學生說出 Itś not a box. Itś a

. 的句子。

More Fun Things to Do
若無足夠的繪本數量提供班級閱讀，可以簡易版的故事單（參見 p. 38），提供孩子們回家閱讀，
並加上教師錄音的 QR Code 連結，讓孩子能在家中與家人一同聆聽簡單的故事，或是一同閱
讀故事單的文字，享受親子閱讀的樂趣。

Website 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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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易版故事單
班級 Class

座號 Number

姓名 Name

Not A Box
What is it?

What is it?

What is it?

What is it?

What is it?

38

It's not a box.

It's not a box.

It's not a box.

It's NOT NOT
     NOT NOT a box.

It's not a box.

It's a            .

It's not a box.

學習單 (C)

It's a            .

It's not a box.

It's a            .

It's not a box.

學習單 (D)

It's a            .

It's not a box.

學習單 (B)

特刊
Power Up

學習單 (A)

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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繪本 My Name Is Not Refugee
臺北麗山國小

賴素卿老師

課程規劃與理念
閱讀素養是十二年國教新課綱強調的重點，更是學習階段重要的課題。近年來，大量流離
失所的災民或難民遷移至歐洲各地，人權的保障引起熱議，而人權議題亦是十二年國教四大發
展議題之一；藉著 My name is not Refugee 繪本，不僅能培養閱讀素養，更期盼學生在閱讀
後能沉澱並思考—在我們安逸的生活下，如何面對突如其來的變化，省思同時，也培養學生
對弱勢族群的同理心，理解並確保少數、弱勢、女性及兒童的權利。

故事介紹
故事主角以第一人稱的方式介紹遠離家園複雜的情感；
離開熟悉的環境，小男孩帶著既緊張又期待的心情展開與媽
媽的旅程。旅途中雖然困難重重，但透過堅定的意念，不停
地往夢想國度前進，皇天不負苦心人，終於抵達自由的領
土，呼吸擁有人權的新鮮空氣，展開人生新的篇章，迎向更
多挑戰。故事中，作者精心安排與讀者互動的問題，讓讀者
於閱讀之餘，深切思考，面對同樣的情境，自己的想法與做
法會是如何呢 ?
圖片來源：麥克兒童外文書店

繪本與作者介紹
曾在 Central St. Martinś 學習插畫的 Kate Milner 為本書的作者與繪者，目前正在 Anglia
Ruskin 攻讀童書插畫碩士的她，對圖書館有股莫名的熱情，她的休閒活動就是繪畫與寫作；
Kate Milner 也因為 My name is not Refugee 這本書，於 2016 年獲得英國 V&A 博物館學生插
畫大獎的殊榮。

學習活動
教學 / 學習目標
1 引發學生對英語繪本的閱讀興趣並培養閱讀素養。
2 能深入省思對現實生活的感恩之心。
3 能思考並發表面對變化應具備的能力並做出相關的因應措施。

閱讀前教學活動
1 播放 Refugee Life: Through a Childś Eye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kkVnQEB1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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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 What happened to the little boy Hamze?
Q2: How do you feel after watching this video clip?
Q3: Do you think Hamze can make his way to Germany with his daddy?
3 引導學生觀察繪本封面並詢問相關問題。

特刊
Power Up

2 提問問題，請學生討論觀後心得感想並分享。

行動

增加學生對難民的先備知識及引起學生閱讀 My name is not Refugee 的興趣。

4 引導學生預測故事內容並詢問相關問題。

Q1: What do you see on the cover?

Q1: Whatś the story about?

Q2: Whatś the title of the book?

Q2: Whatś a "refugee" ?

Q3: Whoś the author/illustrator?

Q3: Where are they going?

閱讀中教學提問
Q1: Why does the little boy say goodbye to his old friends?
Q2: Do you think you can live in a place where thereś no water and no one to pick up the
trash?
Q3: What will you do if you live in a place where you cant́ understand the language?
Q4: Do you think the little boy and his mom can travel to a safe place in the end?

閱讀後教學活動
檢視學生故事理解度
Q1: Why do the little boy and his mom leave their town?
Q2: Where does the little boy sleep when he travels?
Q3: Are they travelling alone? Is there anyone else with them?
Q4: Why is the book title "My name is not Refugee" ?
Q5: What message does the author want to deliver?
註：所有問題引導內容，教師可依班上程度做問題的刪減進行差異化教學。

More Fun Things to Do
★比 較自己和故事中小男孩的差異，並完成學習單(A)部分 – 你我大不同（p. 43），藉此思
考，我們可以為難民或災民做些什麼?。
★讓學生思考若被迫離家時，會帶哪些東西，可參見學習單(B)部分（p. 43）。
1 Ask students to write down all the items they want to bring if they have to leave home.
2 Cross out the things that are not that important.
3 Select only 3 items to take and ﬁnish Worksheet Part B.
4 Show & Tell (students explain why those three items are import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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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學生用心智圖方式討論該尊重什麼 (What should we respect?)，可播放歌曲
Respect Song，再次強化人權、尊重、同理心、人際關係等學習重點。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gidfFs-j4M

Time
Different

Nature

Respect
Religion

Life
People

★讀者劇場大挑戰，可參見 p. 44 的設計。
1 Fill in the blanks for the Readerś Theater script to practice 4 skills.
a. Listen to what the teacher says. (聽)
b. Write down what you hear. (寫)
c. Read the script to make sure its accuracy. (讀)
d. Read the script aloud. (說)
2 Group the students into four characters (narrator 1, narrator 2, boy, Mom) and practice
with nice and loud voices.

結語
看完故事後，學生們了解到世界上有許多與他們年齡相仿的小孩，非但沒有舒適的家，
就連受教育的機會也沒有，難民們顛沛流離的生活跟自己相較起來有如天壤之別。學生們除
了學習「感恩」，亦學習欣賞、包容個別差異並「尊重」自己與他人的權利。

Website 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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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man Rights So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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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rough a Childś Eyes

座號 Number

行動

班級 Class

姓名 Name

Part A

小朋友，你和故事中的小男孩有很多不同的地方，請完成下面的表格，

特刊
Power Up

你我大不同
再找出一樣可以比較的事物，寫在最下方。

Items
Home

Picture

Little Boy

You

X

V

Bed
Friend
Water
Nice Food
School

Part B

What would you take if you had to leave your home?
如果必須離開可愛的家，你會帶走哪些東西呢? 請畫出三樣你會帶走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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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級 Class

Readerś Theater

座號 Number

姓名 Name

My Name Is Not Refugee

N1: This is a story about a little boy who leaves his
M: My dear, itś not

with his mommy.

for us here. We have to leave now.

B: Really? Can I bring my toys?
M: Yes, but remember, only take what you can

.

N2: They say goodbye to their town and friends.
B: I ḿ a bit

but excited, too.

M: Letś go. We need to

for a long time.

N1: They walk and walk.
N2: They run and walk.
N1: They

and wait.

N2: They get up and walk again.
B: Mom, itś boring.
M: Shh ... I ḿ with you.
N1: Sometimes, they are with other people.
N2: Sometimes, they

in some strange places.

B: Mom, I dont́ understand what they are talking about.
M: Dont́ worry. You´
ll soon understand.
B: Mom, I dont́ like the

.

ll be
M: Here, take some or you´

.

Word bank
town , safe, carry, sad,
walk, wait, sleep, food,
hungry, refugee

N1: They get to a place where they are safe.
N2: They can ﬁnally unpack.
B: Mom, those strange words start to make sense to me now.
M: I ḿ happy to hear that. Son, you will be called
name is n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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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but remember, you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