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建築群 材料與試驗
單元名稱
教學⽇期

科⽬專業英⽂教學單元活動設計

⽔泥－標準稠度試驗
⽉

⽇

科⽬名稱

材料與試驗

教學時間

100 分鐘

科別

建築科

學分數

2 學分

教學年段

⼀年級上學期

教學設計者

陳芸蓁

1. 以材料與試驗（旭營）-第⼆章⽔泥-標準稠度試驗為基底，將內容經過內化、重
教材研究
分析

組後翻譯撰寫為英⽂教材。
2. 透過教師社群與英⽂科⽼師合作，將英⽂教材優化。
3. 分析學⽣英⽂能⼒（聽說讀寫）（單字、⽚語、閱讀理解、寫作），藉以設計
活動單的項⽬。

學⽣學習
經驗分析
教學⽅法

1. 具備⽔泥之基本知識
2. 了解⽔泥稠度試驗各式儀器及其操作步驟
3. 具備基本的英⽂能⼒（聽、說、讀、寫）
合作學習法、多元媒體教學法、語⾔與內容整合教學法（CLIL，Content and
Language Integrated Learning）
U-A2 具備系統思考、分析與探索的素養。
U-A3 具備規劃、實踐與反省的素養。
U-B1 具備符號表達的能⼒，與他⼈溝通並解決問題。

核⼼素養

U-C1 具備對公共議題的思考與對話素養，培養良好公民意識與社會責任，主動參與
環境保育與社會公共事務。
U-C2 展現團隊合作的精神與⾏動。
U-C3 具備國際移動⼒。
⼟建-實-材料-1

具備⼟⽊與建築相關專業領域實務問題的系統思考、科技資訊運⽤能
⼒，協調溝通以解決職場問題，並能掌握國內外⼟⽊與建築產業發展
趨勢，展現多元⽂化與國際理解，以及對⼈性的觀察。

⼟建-實-材料-2

具備⼟⽊與建築實務操作之基礎能⼒，經由問題探討建⽴發現問題、
收集資料、分析及批判思考之能⼒。

學習表現

⼟建-實-材料-3

體驗材料知識⾯所談及的材料特性及質感，探究學習的精神，具備對
專業相關議題的思辨與對話素養，培養公民意識與社會責任，並引導
⾃我學習、擴展學習，以適應未來社會之能⼒。

⼟建-實-材料-4

具備配合構造與施⼯法、⼯程⼒學、營建⼯程實習、設計與技術實習
等相關專業課程，讓理論與實務契合，展現團隊合作精神，並由合作
學習過程建⽴職業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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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實-材料-5

具備⾃主檢查、發現問題及創新思考，以適應未來職場之能⼒需求。
省思⾃我的社會責任。

⼟建-實-材料-6
議題

能思辨勞動法令規章與相關議題，省思⾃我的社會責任。

環境教育

議題學習
主題
議題實質
內涵

永續發展、環境倫理
環 U1 關⼼居住地區，因保護所帶來的發展限制及權益受損，理解補償正的重要性。
環 U2 理解⼈為破壞對其他物種與棲地所帶來的⽣態不正義。
環 U4 思考⽣活品質與⼈類發展的意義，並據以思考與永續發展的關係。
1. 設備：多媒體（電腦、投影機、投影幕）、⿊板、粉筆

教學資源

2. 教具：費開針、電⼦秤、量筒、橡膠⼿套、碼表、刮⼑、玻璃板、拌合碗盤
3. 場所：材料試驗室
單元⽬標

具體⽬標

【認知】
1. 能了解及熟記此單元的英⽂字彙。 1-1 能說出實驗器材的英⽂。
1-2 能聽懂⽼師課堂所說的英⽂字彙。
2. 能了解此單元的英⽂句⼦。

2-1 能聽懂實驗相關的英⽂句⼦。

3. 能了解⽔泥的標準稠度試驗。

3-1 能了解稠度試驗的意義。
3-2 能熟記試驗的流程。
3-3 會計算標準稠度。

教學⽬標

4. 能了解⽔泥性質及試驗與環境之關 4-1 能了解⽔泥的物理及化學性質。
係。

4-2 能了解⽔泥之實際應⽤。
4-3 能了解⽔泥與環境之相互關係。

【情意】
5. 能積極參與課堂活動。

5-1 能專注在課堂活動中。
5-2 能主動回答問題。

6. 展現良好的合作學習精神。

6-1 能積極參與討論。
6-2 能與同學共同完成試驗。

【技能】
7. 能正確使⽤儀器及器材。

7-1 具備基本⼯作能⼒。
7-2 能正確操作費開針儀器。

2

教學⽬標

教

學

活

動

教學資源

時間

形成性評量

壹、準備活動
【課前準備】
⼀、教師：
1. 確定教學內容及教學⽅式。
2. 教案撰寫。
3. 教材教具準備。
4. 與學⽣說明實驗課的注意事項、告知將以
雙語⽅式進⾏教學。
⼆、學⽣：
1. 複習材料與試驗第⼆章－⽔泥。
2. 準備實驗紀錄⼯具（筆記本、⼿機、相機
等等）。
【引起動機】
4-1
4-2
5-1

⼀、提升英⽂學習興趣：

多媒體

10 分鐘 課堂參與。

多媒體

5 分鐘 能準確說出實驗的步

課本

驟與流程。

1. ⾳樂欣賞（與主題相關，播放⼀遍後轉⼩
聲當作背景⾳樂）。
活動：仔細聆聽歌詞，下次上課前找到歌
名及歌⼿的學⽣可額外加分。
2. 英⽂的必要性。
活動：觀察環境中出現的英⽂。
提問：這些單字你都看得懂嗎？如果看不
懂可能會發⽣什麼事？
3. 英⽂的重要性：
提問：為什麼要進⾏雙語教學？
活動：使⽤⼿機搜尋「⽔泥」與「cement」
，
並說明有何不同。
4. 說明古名為「⼠敏⼟」之緣由。

3-1

【複習】

3-2

⼀、複習實驗流程：同學舉⼿發⾔，並將其表

4-1

⽰於投影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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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提醒實驗注意事項。

5-1

貳、發展活動
【實驗前】

多媒體

1-1

⼀、請同學將實驗所需的儀器及⼯具就位。

1-2

⼆、發放英⽂版實驗講義並先進⾏初步導讀

4-1

（講解講義上的英⽂單字並帶著學⽣朗

4-2

讀，使其了解意義與發⾳）。

5-1

講義

5 分鐘 能確實準備⼯具。
10 分鐘 能辨別並唸出⽼師所
指的單字。
10 分鐘 能對於他⼈的表現有

三、播放實驗影⽚：

建設性的評析。

1. 提問：影⽚中的實驗過程與講義上是否有
出⼊？有的話是在哪個實驗步驟？
2. 討論：你覺得還有什麼地⽅是實驗時需要
特別注意的？
【實驗中】
2-1

多媒體

⼀、學⽣開始進⾏實驗：

25 分鐘 能了解各個單字的意

講義

義並唸出其字⾳。

3-2

1. 各組討論⼯作分配並討論試驗細節。

3-3

2. 搭配英⽂講義⼀邊說明進⾏。

唸出，並配合單字加

4-1

3. 活動：學⽣做筆記。

以運⽤。

5-1

實驗器材

能了解句型的意義及

⼆、⼩組活動：

能發揮團隊合作精

5-2

1. 以雙語進⾏溝通。

神，與同學合⼒完成

6-1

2. 互相幫組員拍照紀錄。

試驗。

6-2

3. 紀錄實驗結果。
【實驗後】

4-1

⼀、分組針對實驗結果回饋分享。

4-2

⼆、⽼師回饋及講評。

5-1

三、導⼊環境教育議題：

多媒體

10 分鐘 課堂參與。

實驗器材
⿊板

1. 提問：實驗結束後的⽔泥漿該如何處理？
可以如何利⽤？
2. ⽔泥漿再利⽤。
3. 器材收拾、環境整理。

5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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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綜合活動
【結論】
1-2

課堂參與。

⼀、複習今⽇課程重點：

多媒體

5 分鐘 能清楚將實驗結果準
確地紀錄。

2-1

1. 實驗結果紀錄完成（完成講義 p1~2）。

講義

4-1

2. 標準稠度計算⽅式。

⿊板

4-2

3. 實驗流程檢視及複習。（引導討論講義 p4

5-1

Q1~Q4）。
⼆、加深加廣：

10 分鐘

1. 與舊學習經驗連結。
2. 相關知識補充。
3. 引導討論講義（p4 Q5、p3）。
4. 帶領學⽣進⾏英⽂單字延伸⾄短句的表達
練習。
三、QA 時間。
【總結】

5 分鐘

⼀、交代回家作業
1. 完成講義，下次上課前交給⼩⽼師。
2. 複習第⼆章內容。
3. 預習流度試驗。
⼆、額外加分作業
將⽼師介紹的歌或⾃⼰找⼀⾸跟主題相關
的歌曲（歌名或歌詞皆可）：
1. 翻譯成中⽂，語意需通順。
2. 將歌詞背起來，公開表演（可多⼈）。
以上⼆選⼀即可。
三、宣布下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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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vil Engineering Materials Testing

Test NO.：ㄇ

Class：aaaaaaaaaaaaaaaa

Expr Date：

Name ：aaaaaaaaaaaaaaa

NORMAL CONSISTENCY OF CEMENT
REFERENCE CODES
• CNS 3590 R3075

• ASTM C187

AIM
1. To determine the ＿＿＿＿＿＿＿＿＿＿（＿＿＿＿＿＿＿＿） required to produce a hydraulic
cement paste of normal consistency.
2. For nding out ＿＿＿＿＿＿＿＿＿＿（＿＿＿＿＿＿＿＿）,
＿＿＿＿＿＿＿＿＿＿（＿＿＿＿＿＿＿＿） and
＿＿＿＿＿＿＿＿＿＿（＿＿＿＿＿＿＿＿） of cement, it’s necessary to x
the quantity of water to be mixed in cement in each case.

APPARATUS
• ＿＿＿＿＿＿＿＿＿＿（＿＿＿＿＿＿＿＿） with plunger (D:10±0.05 mm、L:50mm)
• electronic scale（with re ned accuracy 0.5g）
• measuring cylinder（250ml）

• Vicat mold

• rubber gloves

• gauging trowel、scraper

• stopwatch

• glass plate

• mixing bowl/plate

• rag

MATERIALS
• hydraulic ＿＿＿＿＿＿＿＿（＿＿＿＿＿）

• water（23±1.7 ºC）

THEORY
1. The principle is that normal consistency of cement is according to which the Vicat plunger
penetrates to a point ＿＿＿＿＿＿＿＿＿＿ from the top of Vicat mould
＿＿＿＿＿＿＿＿＿＿＿＿＿＿＿＿＿＿＿＿ to calculation.
2. The range of cement’s normal consistency is about ＿＿＿＿＿＿＿＿＿＿ .

PROCEDURE
1. 650g of cement on a mixing plate in which a crater is made in the center of cement.
2. Fill a measuring cylinder with appropriate amount of water. (approximately 25%-29% of the
cement weight)
3. Add 2 into 1 accordingly.
Taipei Municipal Daan Vocational Industrial High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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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Quickly blend the mixture into paste by scraper, and then make it comes into sphere shape by
tossing six times from one hand to the other hand (hands should wear gloves) ,the distance
between hands is 15cm when tossing.
5. Fill the larger end of Vicat mold with 4.
6. Place the larger end of the Vicat mold on a glass plate and gently slice o excessive paste
along the top of the Vicat mold by gauging trowel.(never compress the paste while doing this)
7. Place the Vicat mold, along with the glass plate under the rod of the Vicat apparatus, and then
bring the plunger in contact with the surface of the paste, and set the scale to zero.
8. Release the plunger immediately, the paste shall be of normal consistency when the rod settles
to 10±1mm below the original surface in 30 seconds after being released.
9. Repeat steps above, make trial pastes with varying percentages of water until normal
consistency is formed.

OBSERVATIONS
Sl. No

1

2

3

➀ Wt.(Weight) of cement
taken (g)
➁ Wt. of water taken (g)
➂ Plunger Penetration (mm)
➃ Consistency ➁/➀ * 100%
Average of consistency

FORMULA / RESULT

PRECAUTIONS
1. When testing the water consumption, you can try 25% of water rst, and again add another
29% of water to the mixture.
2. Use the results of 1 to nd the amount of water based on the depth of 10mm, and try mixing
again.
3. For each repetition of the process, fresh cement is to be added.
4. The apparatus shall be kept stead during the process.

DISCU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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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RMAL CONSISTENCY OF CEMENT 【WORKSHEET】
PART A ：AIM
1. Cement Classi cation
(1) ＿＿＿＿＿＿＿＿（＿＿＿＿＿＿＿＿）：▢ Air ▢ Water
EX：⽯灰(Lime)、⽯膏(Plaster)、苦⼟⽔泥(Magnesia cement)。
(2) ＿＿＿＿＿＿＿＿（＿＿＿＿＿＿＿＿）：▢ Air ▢ Water
EX：⼘特蘭⽔泥(Portland cement)、矽灰⽔泥(Silica fume cement)。
2. The composition of concrete

cement

water

（＿＿＿＿＿＿＿＿）

ne aggregate

coarse aggregate

（＿＿＿＿＿＿＿＿）

PART B ：APPARATUS
Ａ：＿＿＿＿＿＿＿＿＿＿＿；Ｂ：＿＿＿＿＿＿＿＿＿＿＿；
Ｃ：＿＿＿＿＿＿＿＿＿＿＿；Ｄ：＿＿＿＿＿＿＿＿＿＿＿；
Ｅ：＿＿＿＿＿＿＿＿＿＿＿；Ｆ：＿＿＿＿＿＿＿＿＿＿＿；
I

I

Ｇ：＿＿＿＿＿＿＿＿＿＿＿；Ｈ：＿＿＿＿＿＿＿＿＿＿＿；
Ｉ：＿＿＿＿＿＿＿＿＿＿＿；Ｊ：＿＿＿＿＿＿＿＿＿＿＿；
Ｋ：＿＿＿＿＿＿＿＿＿＿＿；Ｌ：＿＿＿＿＿＿＿＿＿＿＿；

J

K

L

M

Ｍ：＿＿＿＿＿＿＿＿＿＿＿；Ｎ：＿＿＿＿＿＿＿＿＿＿＿；

A

Ｏ：＿＿＿＿＿＿＿＿＿＿＿；Ｐ：＿＿＿＿＿＿＿＿＿＿＿；

P
R

N

O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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Ｑ：＿＿＿＿＿＿＿＿＿＿＿；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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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C ：DISCUSSION & THINKING
1. What is consistency？

2. What is water-to-cement ratio？

3. What i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ormal consistency and water-to-cement ratio？

4. What factors will cause test errors during the test？

5. Please nd a news related to cement, brie y explain the main idea and make comments.

PART D ：THOU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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