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技術型高中英語文推動中心種子教師教案
林麗芩
台南大學附中
♦壹、教學設計
Instructional Unit
B1 L6
主題

The Statue of Liberty

年級

學生英語程度

約略熟悉英文常用字彙 1500 字

總節數

學生起點
行為描述

1
共 5

節

學生約略熟悉英文常用字 1500 字， 國中會考全班有 7/10 等級為 B，1/20 為 A，
其餘為 C。
學習目標、核心素養、學習重點(含學習表現與學習內容)對應情形

單元學習任務
目標

核心素養

學習表現

學習內容

1.
2.
3.
4.
5.

在閱讀中，學習區辨讀者與文章主旨。
學習介紹事物、景點的描述文。
學習國家歷史與自由人權等普世價值，知道歷史或知名建物所代表的意涵。
學習倒裝句與分裂句等強調句型。
學習與空間相關的介紹或聽說讀寫技巧 。

A1 身心素質與自我精進
A2 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
A3 規劃執行與創新應變
B1 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B2 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C2 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C3 多元文化與國際理解
1-V-1 能聽懂課堂中所學的字詞。
1-V-10 能聽懂以英語說明或敘述的主要內容。
3-V-3 能看懂常見的圖表。
3-V-15 能分析及判斷文章內容了解敘述者的觀點態度及寫作目的。
7-V-3 能思考及釐清課文內容及找尋相關資料，強化學習成效。
7-V-5 能利用文本的結構特色（如轉折語，陳述次序等），增進文意理解。
7-V-6 能針對同一文本主題進行延伸閱讀和探索與強化學習的深度與廣度。
8-V-4 能了解尊重並欣賞外國的風土民情。
9-V-1 能把多項訊息加以比較、歸類、排序。
9-V-7 能評估不同資訊提出合理的判斷或建議。
9-V-8 能整合資訊，合理規劃並發揮創意完成任務。
A-V-16 不同題材不同主題之文章
Ae-V-2 常見的圖表
C-V-1 多元文化觀點，不同文化及習俗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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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V-3-2 能運用適當的圖像組織圖(graphic organizers)釐清課文的脈絡與架構。
D-V-8 資訊的評估及任務的規劃與完成。
議題融入
跨領域

教學策略與
課程亮點

多元文化理解、人權教育
地理
教學策略
1. 任務導向教學設計：本單元透過主題式的情境設定規畫不同學習任務，學生需
充分運用聽、說、讀、寫等技能進行收集資料、相互溝通，透過邏輯思考擬定計畫
解決問題。
2. 合作學習 Cooperative Learning:學習活動以分組合作進行，從分組討論，簡
報的 製作與報告等學習活動，鼓勵每位同學在團體內與人合作、溝通及協助，並
積極負擔起個人的學習責任與義務，以順利完成任務。為了落實英語情境化、在地
化，以送禮文化為題，藉由任務導向，讓學生在完成任務的學習過程中，一方面熟
悉語言的使用，一方面了解並探討多元文化議題，並藉由小組合作學習引發學生
「在生活情境中練習說英語」以達到「生活情境」的素養教學目標。
3. 語言學習過程中，聽、說、讀、寫四種技能並重。
4. 差異化教學：在分組活動中，引導小組工作分配，依照小組個人能力差異，給
予不同的任務。
5. 多元評量：本次課程除文本內容的理解外，加入小組分工合作的方式，透過學
習單的討論、簡報的製作與互評的方式，除評量學生應用學過的字詞及句型進行聽
說溝通的表現，並加入創意與態度的評量。
課程亮點
1. 以 Graphic Organizer 為學習支架，建構學生篇章的概念，並據以做為引導學
生練習說寫能力的基礎。
2. 以物件的學習，延伸理解送禮文化背後的意義與不同文化的送禮禁忌，培養學
生了解尊重並欣賞外國的風土民情。
3. 以設計學校校慶 logo 為學習活動，結合英語學習與生活。
4. 自由島周邊島嶼位置關係，延伸利用地圖增進學生除台灣本島外對其他外島的
了解，提升學生理解海洋對台灣的重要性。
5. 以合作學習為教學中心策略，激發學生多元能力的展現，並據以設計、並評量
學生的多元能力。

Lesson One
Time: 50 minutes
主題

內容目標

A world-famous Gift
（英 S-U-A2) 能利用閱讀技巧並分析及判斷文章內容，了解寫作者的觀點態度及寫
作目的。
(英 S-U-B1,英 S-U-C2) 能以英語表達意見描述熟悉的人事地物和參與簡單討論的能
力。
（英-S-U-B1) 能了解本的與外國風俗文化並培養以英語介紹中外文化的能力。
（英 S-U-B1) 能用所學習的英文字詞句型，表達個人感受和想法。
（英 S-U-B1) 能辨識課堂中所學的字詞。
2

語言目標

學習重點

教材來源
教學資源/
設備需求

1. 能正確聽說讀寫本課基本單字、課文。
2. 能正確使用地方副詞倒裝的強調句型。
3. 能以所學的英文 單字句型， 順利溝通並正確回答問題。
1-V-1 能聽懂課堂中所學的字詞。
1-V-10 能聽懂以英語說明或敘述的主要內容。
3-V-3 能看懂常見的圖表。
3-V-15 能分析及判斷文章內容了解敘述者的觀點態度及寫作目的。
7-V-3 能思考及釐清課文內容及找尋相關資料，強化學習成效。
7-V-5 能利用文本的結構特色（如轉折語，陳述次序等），增進文意
學習表現
理解。
7-V-6 能針對同一文本主題進行延伸閱讀和探索與強化學習的深度與
廣度。
8-V-4 能了解尊重並欣賞外國的風土民情。
9-V-1 能把多項訊息加以比較、歸類、排序。
9-V-7 能評估不同資訊提出合理的判斷或建議。
9-V-8 能整合資訊，合理規劃並發揮創意完成任務。
A-V-16 不同題材不同主題之文章
Ae-V-2 常見的圖表
學習內容
C-V-1 多元文化觀點，不同文化及習俗的尊重
7-V-3-2 能運用適當的圖像組織圖(graphic organizers) 釐清課文
的脈絡與架構。
高職英文課本、自編投影片、自編講義、學習單
投影布幕、網路、電腦、單槍投影機、麥克風,圖畫紙、簽字筆
教學流程

回饋與評量

warm up
收看世界三大地標的影片影片， 並完成課本三個問題連連
看。 之後，請同學發表世界上還有其他什麼有名的地標？
各在那些國家？最後輔以網路圖片補充說明世界有名景點及
建築。

🔔聆聽與🔊口說：
1.讓學生觀看影片，
引起動機，聯結學生
個人生活經驗，鼓勵
學生主動發言。輔以
圖片增加學生印象。

Reading -Paragraph1-2
1. 教授課文第一、第二段。 陳述自由女神像被作為禮物送
給美國揭幕的情景。之後，請同學表達如果要描繪一個受
歡迎的景點會以什麼方式開始？
2. 發下學習單(附件 1)，以回答問題的方式，讓學生再一次
閱讀課文內容。

🔔聆聽與🔊口說📖閱
讀：
聯結學生個人生活經
驗，鼓勵學生主動發
言。

New words and phrases
教授單字、片語、 英文解釋， 及例句。 並說明詞類變化，
要求學生複誦， 或單字造句。接著， 請同學三人一組， 輪
流唸單字與課文例句給夥伴聽。並錄音上傳 Classr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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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聆聽與🔊口說：
鼓勵學生開口說，每
人必須盡自己的責任
才能完成任務，同時
運用合作學習的精
神，相互激勵。
評量:

時間

6

10

4

15

老師根據學生錄音做
發音語調等口語評量

Sentence Pattern
說明地方副詞倒裝的句型，解釋使用時機。及如何詢問某人
事物的位置？之後， 發下學習單(附件 2) ，請同學兩兩一
組 ，根據圖片，一個造問句 ，一個回答。之後，角色交
換，再做第二個看圖問問題及用倒裝句型強調的練習。做完
所有圖片的練習。

Wrap-up
1.先請同學想想並回答，在台灣送禮有沒有什麼習俗或禁
忌？或是根據不同的場合該送什麼特別的東西？
2.作業指派
請同學在家搜尋資料，找出世界各國送禮不同禁忌和喜好，
於兩日上課前完成 Google 表單上傳。
3.請同學複習今日教授的單字片語及句型。

🔊口說：
以圖片情境結合常用
句型增加學生練習英
語的機會
評量:
學生互相以英文介紹
時，老師在教室當中
來回走動，隨時檢閱
學生的作答情形。以
1 學生是否可以根據
主題或情境描述事
件，2 答案正確性作
為多元評量基準
評量:
鼓勵同學發言，加
分。
📖閱讀與✍寫作：
1 學生須學習並利用
網路搜尋資料的能力
完成任務。
2 讓學生經由學習認
識、理解、並尊重多
元文化

10

5

Lesson 2
Time: 50 minutes
主題

The statue of Liberty

內容目標

（英 S-U-A2) 能利用文本結構特色和各種閱讀技巧， 辨識不同的閱讀文本並增進閱
讀理解。
（英 S-U-B1) 能掌握高中所學字詞句型，並理解影片中的內容並能口述或書寫影片
重點相關訊息。
（英 S-U-A2) 能利用閱讀技巧並分析及判斷文章內容，了解寫作者的觀點態度及寫
作目的。
(英 S-U-B1,英 S-U-C2) 能以英語表達意見描述熟悉的人事地物和參與簡單討論的能
力。
（英 S-U-B1) 能用所學習的英文字詞句型，表達個人感受和想法。
（英 S-U-B1) 能辨識課堂中所學的字詞。
（英 S-U-B1) 能運用高中階段所學單詞理解英文故事內容。

語言目標

1. 學習利用 infographic organizer 釐清課文的脈絡與架構並能正確聽、說、讀、
寫有適當結構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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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重點

教材來源
教學資源/
設備需求

2. 能正確聽說讀寫符合空間結構寫作要求的文章
3.能正確聽說讀寫本課所學單字、片語和段落
4. 可以利用所學英文，溝通表達自己的感受與想法。
1-V-1 能聽懂課堂中所學的字詞。
1-V-10 能聽懂以英語說明或敘述的主要內容。
3-V-3 能看懂常見的圖表。
3-V-15 能分析及判斷文章內容了解敘述者的觀點態度及寫作目的。
7-V-3 能思考及釐清課文內容及找尋相關資料，強化學習成效。
7-V-5 能利用文本的結構特色（如轉折語，陳述次序等），增進文意
學習表現
理解。
7-V-6 能針對同一文本主題進行延伸閱讀和探索與強化學習的深度與
廣度。
8-V-4 能了解尊重並欣賞外國的風土民情。
9-V-1 能把多項訊息加以比較、歸類、排序。
9-V-7 能評估不同資訊提出合理的判斷或建議。
9-V-8 能整合資訊，合理規劃並發揮創意完成任務。
A-V-16 不同題材不同主題之文章
學習內容
Ae-V-2 常見的圖表
C-V-1 多元文化觀點，不同文化及習俗的尊重
高職英文課本、自編投影片、自編講義、學習單
投影布幕、網路、電腦、單槍投影機、麥克風,圖畫紙、簽字筆
教學流程

回饋與評量

Warm Up
利用 Kahoot 活動競賽，複習單字與片語，題目取材自課本例
句。

回饋
因題目出自課本，可
給予在家做好復習功
課的學生得到好成績
的回饋。

Reading-Paragraph2-4
1. 請學生翻到課本 graphic organizer 的部分。然後，撥
放課文第 2-4 段 2 次，請同學根據聽到的內容，填入正
確的選項。以 graphic organizer 搭配課文朗讀做聽力測
驗練習。
2. 之後，回到課文部分，加以解釋，並對這幾段文章中重點
加以說明強調。
3. 以整體文章的架構，重點強調 spatial order 在描述文的
書寫中的必要性。
4. 發下學習單(附件 3)， 請同學再聽一次 CD 並根據聽到
的內容，將圖案中自由女神像空缺部分的內容以圖填滿，
之後訂正答案。
5. 接著回到課文部分， 完成最後一段的講解。

🔔聆聽 🔊口說
評量：
1. 搭配圖表做聽力測
驗
2.訂正答案時，老師
可鼓勵學生自願回答
或隨機點選學生做
答，列入多元評量。

5

時間

10

10

10

5

5

Wrap Up
1. 請同學兩兩一組，看著剛剛完成的學習單上自由女神像
圖，以口語介紹自由女神像，做為課程的 review。
2. 作業提醒
提醒同學作業，找出世界各國送禮不同禁忌和喜好，於明
日上課前須完成 Google 表單上傳。並複習今日課程。

評量:
學生互相以英文介紹
自由女神像時，老師
在教室當中來回走
動，隨時檢閱學生的
作答情形。以
1 學生是否態度積極
2.正確性作多元評量
加分。

10

Lesson 3
Time: 50 minutes
主題

內容目標

語言目標

學習重點

Campus Logo Contest
（英 S-U-B1) 能掌握高中所學字詞句型，並理解影片中的內容並能口述或書寫影片
重點相關訊息。
(英 S-U-B1,英 S-U-C2) 能以英語表達意見描述熟悉的人事地物和參與簡單討論的能
力。
（英-S-U-B1) 能了解本的與外國風俗文化並培養以英語介紹中外文化的能力。
（英 S-U-B1) 能用所學習的英文字詞句型，表達個人感受和想法。
（英 S-U-B1) 能辨識課堂中所學的字詞。
1. 學習以 spatial order 來說寫描述文。
2. 正確聽說寫英文的基數與序數。
3. 能以英文正確說寫根據情境要求的句子。
1-V-1 能聽懂課堂中所學的字詞。
1-V-10 能聽懂以英語說明或敘述的主要內容。
3-V-3 能看懂常見的圖表。
3-V-15 能分析及判斷文章內容了解敘述者的觀點態度及寫作目的。
7-V-3 能思考及釐清課文內容及找尋相關資料，強化學習成效。
學習表現
7-V-5 能利用文本的結構特色（如轉折語，陳述次序等），增進文意
理解。
7-V-6 能針對同一文本主題進行延伸閱讀和探索與強化學習的深度與
廣度。
8-V-4 能了解尊重並欣賞外國的風土民情。
9-V-1 能把多項訊息加以比較、歸類、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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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來源
教學資源/
設備需求

9-V-7 能評估不同資訊提出合理的判斷或建議。
9-V-8 能整合資訊，合理規劃並發揮創意完成任務。
A-V-16 不同題材不同主題之文章
Ae-V-2 常見的圖表
學習內容
C-V-1 多元文化觀點，不同文化及習俗的尊重
D-V-8 資訊的評估及任務的規劃與完成。
高職英文課本、自編投影片、自編講義、學習單
投影布幕、網路、電腦、單槍投影機、麥克風,圖畫紙、簽字筆
教學流程

回饋與評量

Warm Up
開啟同學 google 表單蒐集整理的作業資料，內容要求同學填
入 3 組自己搜尋的不同國家送禮的禁忌和喜好。 在與同學分
享資料前，先鼓勵同學發表與分享。

評量:
鼓勵同學發表與分
享。 老師除評量學生
是否準時完成資料搜
集、上傳、 資料的完
整性、正確度外，亦
須將學生上課參與度
與積極度列入多元評
量。

Language in Use
1. 發下學習單(附件 4)，請同學根據課文 Reading 的內容，
填入正確的答案，之後，每 2 人一組，根據學習單練習，
一個問問題,另一位用 it is….that 的強調句型回答問
題。然後互換角色練習，一方面練習新句型，另一方面再
複習一次課文。

📖閱讀🔔聆聽與✍寫
作：
學生必須先做好預習
的工作，仔細閱讀學
習單之後，將答案填
進 入空格當中，學生
在進行問答中，同時
進行聽說練習。
評量:
學生輪流口語練習。
老師在教室當中來回
走動，隨時檢閱學生
的作答情形，以學生
是否可以根據主題或
情境描述事件，提問
或回答問題的正確
性，作多元評量。

評量:
鼓勵同學聽越多細節
者能主動發言，列入
7

時間

10

10

2. Listening Strategy
先教授英文基數與序數的寫法與讀音。再搭配帝國大廈的
聽力測驗，第一次先請同學專注在數字上，完成課本的問
題。第二次希望同學可以聽出更多得細節。檢討答案，並
請同學說出聽出的細節，越多越好。

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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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Logo Design
將全班同學重新分成 8 組，發下學習單(附件 5)及 poster
評量的 rubrics(附件 6)，請各組根據學習單要求發想，
利用本課學到的 symbol 的意象概念，設計校慶的 logo。
並運用 spatial order 的描述方式，介紹設計樣式及設計
理念。

合作學習＊差異化：
利用合作學習，每人
就自己擅長部分發揮
不同的才能，互相合
作完成任務，激勵團
隊精神。

15

評量:
老師可就學生的作品
創意，及學生是否根
據主題、情境等要求
完成任務，正確性、
在團體中的合作盡
責，與學習態度等，
作多元評量
Wrap-up
1.老師先就學生完成的草稿，聽取理念並給予建議
2. 發下海報紙，請同學將今日課堂的 logo 設計草稿，畫成
海報，並附上設計理念說明，明日繳交海報。
3. 請各組同學就今天的 logo 設計，推派一位代表，在第五
堂課時，發表分享，列入成績評分。
4.學生有不清楚的提問，老師回答。

學生於發表時會採自
評與互評。

5

Lesson 4
Time: 50 minutes
主題

Something about the islands

內容目標

（英 S-U-A2) 能利用文本結構特色和各種閱讀技巧， 辨識不同的閱讀文本並增進閱
讀理解。
（英 S-U-B1) 能掌握高中所學字詞句型，並理解影片中的內容並能口述或書寫影片
重點相關訊息。
(英 S-U-B1,英 S-U-C2) 能以英語表達意見描述熟悉的人事地物和參與簡單討論的能
力。
（英-S-U-B1) 能了解本的與外國風俗文化並培養以英語介紹中外文化的能力。
（英 S-U-B1) 能用所學習的英文字詞句型，表達個人感受和想法。
（英 S-U-B1) 能辨識課堂中所學的字詞。

語言目標

1.能以英文正確描述某地點的地理位置與兩地的相對位置
2.可以利用所學英文，溝通表達自己的感受與想法。
8

學習重點

教材來源
教學資源/
設備需求

1-V-1 能聽懂課堂中所學的字詞。
1-V-10 能聽懂以英語說明或敘述的主要內容。
3-V-3 能看懂常見的圖表。
3-V-15 能分析及判斷文章內容了解敘述者的觀點態度及寫作目的。
7-V-3 能思考及釐清課文內容及找尋相關資料，強化學習成效。
7-V-5 能利用文本的結構特色（如轉折語，陳述次序等），增進文意
學習表現
理解。
7-V-6 能針對同一文本主題進行延伸閱讀和探索與強化學習的深度與
廣度。
8-V-4 能了解尊重並欣賞外國的風土民情。
9-V-1 能把多項訊息加以比較、歸類、排序。
9-V-7 能評估不同資訊提出合理的判斷或建議。
9-V-8 能整合資訊，合理規劃並發揮創意完成任務。
A-V-16 不同題材不同主題之文章
Ae-V-2 常見的圖表
學習內容
C-V-1 多元文化觀點，不同文化及習俗的尊重
D-V-8 資訊的評估及任務的規劃與完成。
高職英文課本、自編投影片、自編講義、學習單 海報紙
投影布幕、網路、電腦、單槍投影機、麥克風, 海報紙、麥克筆
教學流程

回饋與評量

Warm Up
1.檢查學生的海報是否完成。
2.提問同學是否有跳島旅行的經驗，島嶼旅行是否有特別之
處。

3

Statue of Liberty Tour
1. 教授參觀自由女神像的購票資訊，以及 Liberty Island,
Ellis Island, Manhattan 本島之間的相對位置以及渡輪
航線。請同學完成課本的練習。
Islands Tour
1.發下有台灣地圖的學習單(附件 7 )，請同學根據語音播出
的內容，將台灣主要的幾個島與英文名稱標示在地圖正確的
位置，提醒同學先專注在島嶼位置的理解。
2. 校正正確的答案，給予島嶼正確的位置，並再一次強調相
對位置的說法。
3. 請同學再聽一次語音內容，根據聽到的內容完成學習單
(附件 8)的第二部分，圖片與島嶼的配對。藉著校對答
案，約略介紹島與特點。
How to define “human right＂
1. 與同學討論，自由人權乃普世價值，但人權其實不只侷限
於人身自由，它涵蓋了 labor, health, gender, race,
death penalty, fair judiciary 等等很多方面的議題，
9

時間

15

📖聆聽：
以地圖片與學生日常
生活情境結合，增加
學生練習英語的機
會。

10

5

就這些議題提出一些案例互相討論。
2. 發下學習單(附件 8)，說明學習單，請同學根據學習單的
要 求尋找與人權議題相關的電影、書籍、雕像、紀念碑、
博物館、展覽等等，完成書面報告繳交。將在學期結束前
2 週，布置教室角落，進行分享。

15

Wrap Up
1.提醒明日的分享報告。
2. 學生有不清楚地提問，老師回答。

2

Lesson 5
Time: 50 minutes
主題

內容目標

語言目標

學習重點

教材來源
教學資源/
設備需求

Presentation: Share and Feedback
(英 S-U-B1,英 S-U-C2) 能以英語表達意見描述熟悉的人事地物和參與簡單討論的能
力。
（英-S-U-B1) 能了解本的與外國風俗文化並培養以英語介紹中外文化的能力。
（英 S-U-B1) 能用所學習的英文字詞句型，表達個人感受和想法。
（英 S-U-B1) 能辨識課堂中所學的字詞。
（英 S-U-B1) 能運用高中階段所學單詞理解英文故事內容。
1. 能聽懂以英文說明或敘述的主要內容。
2.可以利用所學英文，溝通表達自己的感受與想法。
3.可以利用所學英文， 介紹中外文化。
1-V-1 能聽懂課堂中所學的字詞。
1-V-10 能聽懂以英語說明或敘述的主要內容。
3-V-3 能看懂常見的圖表。
3-V-15 能分析及判斷文章內容了解敘述者的觀點態度及寫作目的。
7-V-3 能思考及釐清課文內容及找尋相關資料，強化學習成效。
7-V-5 能利用文本的結構特色（如轉折語，陳述次序等），增進文意
學習表現
理解。
7-V-6 能針對同一文本主題進行延伸閱讀和探索與強化學習的深度與
廣度。
8-V-4 能了解尊重並欣賞外國的風土民情。
9-V-1 能把多項訊息加以比較、歸類、排序。
9-V-7 能評估不同資訊提出合理的判斷或建議。
9-V-8 能整合資訊，合理規劃並發揮創意完成任務。
A-V-16 不同題材不同主題之文章
學習內容
Ae-V-2 常見的圖表
D-V-8 資訊的評估及任務的規劃與完成。
高職英文課本、自編投影片、自編講義、學習單
投影布幕、網路、電腦、單槍投影機、麥克風
教學流程

回饋與評量

10

時間

Warmup
1. 確認各組上台順序與報告者。
2. 講解評量規準，採用之前發下的 rubrics (附錄 6)不同組
別同學互評與自評，利用 google 表單收錄評分 。

🔔聆聽與🔊口說：
要求同學互評，發表
同學有口語表現，其
他同學須仔細聆聽才
能完成任務。

Presentation
1. 每組 3 分鐘，發表後 1 分鐘寫評分表，1 分鐘回饋或提
問，8 組依序上台發表。
2. 其他學生聆聽，並於每組結束後，發下 google 表單請同
學填寫評分表
3. 每一組簡報結束，下一組學生必須推派代表給予回饋意
見，或提出 1~2 個問題，其他各組則鼓勵自由回饋， 列
入加分。

評量
1. 評量採取自評與互
評，自評讓學生可
依評量標準自我檢
視，亦可自我修正
改善。而互評，除
迫使同學須專心聆
聽以完成任務外，
更要求同學回饋，
同學除可學習他人
優點外，亦從中養
成尊重別人，與互
助合作的態度。
2. 小組以英文進行報
告分享，老師觀察
各組評分情形。上
台表達內容充實表
達有條理清晰者，
專心聽取同學報告
者，能提出適切問
題與回饋者，除應
列入多元評量加分
外，亦應及時提出
口頭嘉許給予正面
積極的回饋。

Wrap-up:
1. 再次確認各組同學已確實填寫分組評分表與回饋表。
2. 老師根據各小組提交的報告內 容，提出建議與回饋。
3. 發下學生個人自評與反思評分 Rubrics (附件 9)，請同學
自評外，寫下個人對整個學習活動的心得與反思。

＊小組合作：
同學可以依照興趣喜
好自由分組，同學可
以依照自己平時與同
學相處的情形與程
度，找到適合自己的
小組一起合作。每個
人在小組當中負責不
同的工作，分工合
作，有助於學習的效
率與效能。
＊差異化：
不同程度者、為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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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0

7

共同任務必須互相合
作，主動幫助有困難
的同學，以順利完成
任務。
*表格不足請依照實際課程時數自行延伸

♦貳、多元評量
1. 不同國度送禮的禮儀與禁忌活動中，除可評量學生蒐集資訊的能力，鼓勵其自願發表也同時評
量學習態度與積極參與度外，也可透過活動與發表評測學生對多元文化的理解與尊重。
2. 根據課本教授內容延伸提問做與生活情境相連結的校慶 logo 設計，除評量學生課堂討問的積
極態度，也評量學生創意的思考。
3. 根據學生書面報告與 logo 設計口語報告，除可評量學生讀寫能力外，也可涵蓋團隊合作，主
動積極的學習精神，搜尋整合資訊等能力的評量。

♦叁、省思與建議
1. 本課程為五節課的內容安排，對象是技術高中一年級的學生。 送禮是人類社會互動經常會有
的 一個社交活動。 透過理解各種不同國家送禮的禁忌， 培養同學正確的觀念與態度。可以理解
文化上面的不同需要互相尊重和包容。 個人也應該要養成多接觸並理解多元文化的習慣 ，以避
免因文化上面不同而引起的誤會。 另外自由人權也是普世的價值，讓同學學習並養成尊重別
人 、維護正義的習慣。
2. 課程當中請同學做的簡報，logo 競賽、送禮禁忌等活動都是綜合性的活動，希望將課程要意
與實際生活情境相互呼應。

♦肆、附錄
1、 十二年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國民中小學暨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語文領域英語文
2、 雙型高中生活化評量表_教師版
3、 雙型高中生活化評量表_學生版
二、龍騰英文第一冊課本、教師手冊
三、技術型高中英語文素養導向教案設計—No more “Throwaway Culture＂ 杜絕丟棄式消費文
化

四、圖片取自
https://hp1.591.com.tw/house/active/2018/10/22/154018939302227707_765x517.water3.jpg
https://cn.dreamstime.com/%E9%80%97%E4%BA%BA%E5%96%9C%E7%88%B1%E7%9A%84%E7%94%B7%E5%A
D%A9%E5%92%8C%E7%8B%97%E5%9C%A8%E9%AB%98%E8%84%9A%E6%A4%85%E5%AD%90%E4%B8%8Bimage101867371
https://read01.com/J0O0QEa.html#.XyVNmCgkvcs
https://sjeshighgrade.wixsite.com/0509/singlepost/2018/06/14/%E6%95%99%E5%AE%A4%E8%A3%A1%E6%9C%80%E7%BE%8E%E7%9A%84%E9%A2%A8%E6%99
%AF
http://lovegeo.blogspot.com/2017/09/l3.html
https://news.ltn.com.tw/news/focus/paper/1078578
https://www.matsu-nsa.gov.tw/Attraction-Content.aspx?a=2711&l=1
https://cyberisland.teldap.tw/P/qzEdlNnSbY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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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技術型高中英語文推動中心
教學單元審核表
檢核指標

參考檢核重點
1-1 教學單元設計對所依據的語言教學或語言學習理念有清楚的敘述
1-2 教學單元目標依技術型高中之專業及群科特性，整合或彈性納入「核心
素養」項目

1. 教學單元設 1-3 教學單元目標之設定將學生的特性(能力、興趣、背景知識等個別差異)
計符應部頒
納入考量
課程綱要並
1-4 教學單元中之教學方法能符應單元設計所依據之教學或語言學習理念
有教學或學
習理論為依 1-5 教學單元之教材選擇能配合學習目標與教學方法，並適切運用數位學習
資源
據
1-6 學生學習評量方式依據教學單元目標而使用形成型或總結型，抑或兩者
兼具的方式進行
1-7 學生學習評量方式採多元形式進行
2-1 教學單元清楚規劃並說明實施所需之節次與天數
2. 教學單元架 2-2 教學單元依照節次規劃完整且教學目標間能合理銜接之教案
構之完整性 2-3 教學單元中各教案間的教學目標、教學內容、學習活動、評量方式有良
好的銜接
3-1 各節次教案皆有清楚的教學目標
3-2 各節次教案的教學目標能考量學生個別差異而保持彈性
3-3 各節次教案對教材與教學資源之選用有清楚的敘述
3-4 各節次教案的教學活動有清楚的敘述
3-5 各節次教案中教學活動的準備階段能引發學習動機
3. 各節次之教 3-6 各節次教案中教學活動的發展階段能維持學生興趣
案設計
3-7 各節次教案中各教學活動進行的時間有清楚合宜的分配
3-8 各節次教案中的教學活動能考量學生個別差異，運用多元的教學方法或
策略
3-9 各節次教案中的教學活動與教學相關資源能相互配合
3-10 各節次教案中皆清楚敘述(正是或是非正式)評量學生學習成效之方式
3-11 各節次教案中之學生學習成效評量方式能對應教案之教學目標
4-1 教學單元經過實施測試
4. 教學省思

4-2 教學單元實施測試有省思機制(包括學生學習評量、學生作業、教師觀
察記錄、教師日誌等)
4-3 依據省思機制撰寫單元實施後之教學省思
4-4 教學省思中說明實施結果如何回饋教學單元之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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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核

Appendix 1
Read paragraph 1 and answer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1. How was the weather on Bedloe’s Island on October 28, 1886?
2. Which nation’s flag was removed from the Statue of Liberty? Why was the
Statue of Liberty covered in that nation’s flag when it was first introduced to
people in New York City?
3. Who was the creator of Stature of Liberty?
4. How did the people there feel ?
5. What did the soldiers do to celebrate the ceremony?

Read paragraph 2 and then answer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1. Which country gave America the Statue of Liberty? and why?
2. How tall is the monument?
3. How tall is the Statue of Liberty itself?
4. What color was the statue when it was first created?
5. What color is the statue now?

Appendix 2
Please look at the following pictures and make 2 pieces of dialogues for each picture
using the sentence pattern.
A: What + V + Adv ?
B: Adv + V + S.
In one dialogue, you are A, and in the other, you play the role, B.
Ex: A: What is in the room?
B: In the room are a bed, a lamp, a desk, a notebook, and a chair.
A: What is above the window?
B: Above the window is an air conditioner.

1

3

5

2

4

Appendix 3
Task 1:
Listen to a paragraph and then draw the missing parts of the picture according to
what you hear in the paragraph.

Task 2:
Now, look at the picture and then try to describe the Statue of Liberty to your
partner. Please pay attention to the spatial order in your description.

Appendix 4
Look at the picture and read the questions first. Then write down the correct answer
to each question according to the reading.

2.How tall is
the statue
itself?

1.How tall is the
full height of the
monument?

Appendix 5 ‐ Campus Logo Contest
Task: Campus Logo Contest
This year is the 81st anniversary of our school. Please design a logo to participate in
the campus logo contest. In addition to the logo design, you have to write a
paragraph of more than 100 words in English to illustrate your design with a view to
making all people, including the judges, understand and appreciate your design.

The Logo for the School Anniversary

Something about the Logo Design

Design Concept of the Logo

Appendix 6 Campus Logo Contest
Rubrics
Participants ‐ Your opinion matters to your classmates, me and you yourselves.
Please discuss with your group members and check a most suitable answer for each
question. Thanks.
Group: ___________ Presenter: ____________ Evaluator: Group______
Excellent
Category
Poor
Fair
Good
Very
Good
1 The logo design poster is wellfinished.
2 The logo design is creative and
appealing.
3 The logo design is suitable for
the school anniversary.
4 The logo design includes the
required elements.
5 The illustration of the design
concept was informative and
persuasive.
6 The presentation is finished in
the required time.
7 The presentation is clear,
interesting, and to the point.
8 The presenter was familiar with
the material and enthusiastic,.
9 The presenter delivered the
speech loud enough.
1 The presenter delivered the
0 speech fluently and smoothly.
What I want to say to Group 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What I want to say to the presenter: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Ａppendix 7 ‐ mapping the islands
Task: Tour the islands
Listen to the paragraph and then locate the following islands on the map
according to what you hear in the article.
(A)Guishan Island
(D)Lanyu
(G)Penghu Islands

(B)Matsu Islands
(E)Green Island

(C)Kinmen Islands
(F)Xiao Liu Qiu

Please look at the following pictures. Then, listen again and then match the islands
with the following scenic spots.

B

A

C

Appendix 8 Talking about human rights
Class: ______ Name:___________ No:____

Human rights include not only freedom or slavery but also
many other diverse issues, such as labor, safety, health and
medical care, children’s and women’s rights, human
trafficking, judicial justice, gender, and so on.
Task
1. Find out a movie, a book, a statue, a monument, an exhibition, a
museum or anything else which is related with issues of human
rights and then write a paper to introduce it.
2. Your paper should include the following
A. Pictures of what you are going to introduce
B.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the chosen object
C. What human rights it conveys
D. What you learn from it

Appendix 9 Self-reflection
My involvement in the group Work
Category
1 I took initiative to join the discussion and
2
3
4
5

5

4

3

2

contribute ideas to solve problems.
I listened to, respected, and comprised with
others’ ideas.
I collaborated with everyone in my group.
I was flexible and willing to accommodate
myself to the other members.
I did my best to finish the tasks

Self-reflection: What I learn from the activity and what I want to say to myself.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