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術型高中英語文素養導向教案設計—Go Green CYIVS
科目/領域別

語文領域 – 英語文

學習/教育階段 ： 第五學習階段(高職)

作者

國立嘉義高工張渝琪老師

教學年級：高一

單元名稱：英語課本第一冊第一課 The First‐Day Blues
教材來源：高職英文課本、自編投影片、自編講義、學習單
教學資源/設備需求：投影布幕、網路、電腦、單槍投影機、麥克風、簡報筆、磁性白板、
白板筆
總節數：共 五 節(250 分鐘)
一、課綱轉化：
(一) 新課綱的精神是希望能夠透過融入生活情境在英語文的學習，協助學生建立自主學習
的模式，教導學生運用資訊科技搜尋資料，將英語轉化為「溝通工具」之概念。本課程希
望在介紹新生入學可能會遇到的狀況，除了培養學生的同理心，同時結合環保議題「Go
Green CYIVS」概念，讓學生進一步了解校園美化綠化環境。藉由綠化生活主題相關單字來
引導一年級新生關注時下議題，並希望他們用所學之環保概念來認識校園新環境，藉由循
序漸進的學習任務，讓學生從背景單字學習、主題概念習得、校園景物觀察與介紹，最後
達到愛護校園環境，養成隨手做環保的觀念與習慣。本課程期望以主題式課程 PBL(Project
Based Learning)任務導向的學習型態來做小組分組學習運作。本課程引導一年級新生，透
過合作學習模式來探究與回饋 Go Green CYIVS 樂活生活觀念，並以任務小組模式來探訪並
認識校園環境；學生除了能廣用資訊以活用英文於生活主題中，落實英語生活化，還能進
行一趟特別的綠色校園巡禮。最重要的，本課程也將教導學生如何正確地善用地球資源，
採取行動從自己做起，從日常生活的小細節當中減少垃圾與破壞。
(二)在總綱核心素養 A 面向「自主行動」
「A1 身心素養與自我精進」中，技術型高中教育
階段學生須能「積極探究的態度，並能運用各種學習與溝通策略，主動探索與修習領域相
關之課外資訊，擴展學習場域，養成自主學習習慣，為終身學習奠定基礎。」(英 V‐U‐A1)；
本單元以「Go Green CYIVS」翻轉教學，教導學生從自我探索出發，引領學生利用學過的
單字了解校園生活與各單位的英文名稱，進行校園巡禮進而了解自己與環境的互動，與同
學互動凝聚共識，愛上自己與同學一起學習與生活的環境，共同合作創造一個更美好的環
境。
(三) 總綱核心素養 B 面向「溝通互動」「B1 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中指出，英語文科教
學需要強調培養學生「具備聽、說、讀、寫的英語文素養，能連結自身經驗，運用詞彙、
句型與肢體語言，在生活與職場常見情境中適切溝通表達」(英 V‐U‐B1)；由於目前的高一
新生正在面臨適應高職新環境的課題，本文呼應學生內心的感受，盼能引起共鳴，進而鼓
舞學生勇敢大方地迎接新生活。本單元教學引導學生充分運用課堂所學字詞及句型與組員
溝通，進行問答並完成學習單。
「B2 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培養學生具備用英語文加入社群、搜尋所修習領域相關

網路資訊的能力，以增進有效溝通的能力。」要求學生分組探索校園，將學習單討論的結
果以 PowerPoint 簡報小組上台報告。主要以 PBL(Project Based Learning)為課程骨幹，以「Go
Green CYIVS」為題，透過背景單字、文章，以及概念圖表、小組合作學習等活動設計，引
導學生做主題及語言的交互學習。
(四) 總綱核心素養 C 面向「社會參與」「C1 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強調培養學生「具備
運用英語文的積極態度，關心國際議題與自然生態；具人文關懷，主動參與社會活動」
(英 V‐U‐C1) ，
「C2 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強調培養學生「積極參與課堂內小組及課外英語
文團體活動，發展個人在生活與職場上溝通協調之能力，提升團隊合作素養」(英
V‐U‐C2) 。本單元活動初步讓每位學生須與小組夥伴合作完成學習單，找出學校校園的特
色。接著依照提示引導合作完成，最後組內一起討論以不同的角色回答問題。小組一起合
作完成學習單，每一階段活動設均已包含積極參與、彼此溝通、協力合作之活動方式培養
學生「社會參與」之素養，並主動關心公共議題與了解自然生態人類永續發展的重要性。
二、課程設計
(一) 借助校園特色地圖製作，引起學生學習動機，加上闖關活動，引導學生展現蒐集與整
合資料的能力，並發揮團隊精神完成學習單與資料收集報告，以文字記錄與其他資源，做
成簡報上台分享成果。除了加深對課文文本的理解，練習單字心智圖的繪製，寫作句型，
綜合聽、說、讀、寫四種技能。
(二) 教學過程中採教學講述法、討論、問題導向學習、分組合作學習與評量穿插方式進
行。
三、教學策略：
(一) 合作學習 Cooperative Learning:學習活動以異質性分組合作進行，從校園巡禮、地圖闖
關等學習活動，均鼓勵每位同學積極負擔起學習的責任，在團體內與人合作並且彼此充分
溝通及協助，以順利完成任務。為了落實英語生活化，以環保概念「Go Green CYIVS」為題，
讓學生藉由學習過程去了解並探討環保議題，並能將綠生活概念套用到校園情境中，透過
學習任務去探索校園，從中除了學會如何去欣賞綠色校園美景，並希望藉由小組合作學習
去引發學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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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透過不
同教學活動與任務，得以讓環保概念植入校園的日常生活，讓學生去體會綠色校園之層次
美。
(二) 問題導向教學設計：本單元透過主題式的情境設定規畫不同學習任務，學生充分運用
聽、說、讀、寫等技能進行溝通，並進行邏輯思考解決問題。
(三) 多元評量：本次課程著重在以小組分工合作的分式，透過學習單的討論、簡報的製作
與互評的方式，評量學生應用學過的字詞及句型進行聽說溝通的表現。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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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語言學習過程中，聽、說、讀、寫四種技能並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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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目標

核心 素養

核心 素養

學習重點

1.能學會在生活情境中使用英語的自主學習的能力
2.能從宏觀及國際化的多元視角，學習瞭解環境、生物與人間密不可分的
依存關係
3.能關懷周遭環境及全球生態之宏觀視野及保育觀念
4.具有多元思維、國際視野及持續成長的能力
5.能從觀察個人、家庭、學校、社會及全球的環境現況，養成實際參與環
境改革之行動力
6.具有溝通協調、同理心及團隊合作能力

總綱

A1 身心素養與自我精進
B1 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B2 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C1 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
C2 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領(課)綱

英 V‐Ｕ‐A1「身心素養與自我精進」培養學生能「積極探究
的態度，並能運用各種學習與溝通策略，主動探索與修習領
域相關之課外資訊，擴展學習場域，養成自主學習習慣，為
終身學習奠定基礎。
英 V‐Ｕ‐B1 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於英語文科強調培養學生
「具備聽、說、讀、寫的英語文素養，能連結自身經驗，運
用詞彙、句型與肢體語言，在生活與職場常見情境中適切溝
通表達
英 V‐Ｕ‐B2 培養學生具備用英語文加入社群、搜尋所修習領
域相關網路資訊能力，以增進有效溝通的能力。
英 V‐Ｕ‐C1 強調培養學生「具備運用英語文的積極態度，關
心國際議題與自然生態；具人文關懷，主動參與社會活動
英 V‐Ｕ‐C2 強調培養學生「積極參與課堂內小組學習及課外
英語文相關之團體活動，發展個人在生活與職場上溝通協調
之能力，提升團隊合作素養

學習表現

1‐V‐1
能聽懂課堂中所學的字詞
1‐V‐3
能聽懂常用句型的句子
1‐V‐9
能聽懂簡短英語說明或敘述的主要內容。
1‐V‐11 能聽懂職場常用詞語、句子與對話。
2‐V‐1
能說出課堂中所學的字詞
2‐V‐4
能依主題或情境作簡單的提問
3‐V‐5
能看懂常見的句型
3‐V‐9
能利用字詞結構、上下文意、句型結構及篇章組織
推測字詞意義或句子內容

4‐V‐2
能依主題或情境寫出正確達意的句子
5‐V‐4
能針對各類選文，以簡易口語或書面回答相關問題
6‐V‐6
能樂以英語文為工具，接觸所修習技術領域相關的
新知並關注國際議題
7‐V‐6
能針對課文主題進行延伸閱讀，以強化學習的深度
與廣度
8‐V‐6
能培養地球村的觀念，尊重生命與全球的永續發展
9‐V‐7
能整合資訊，合理規劃並發揮創意完成任務

A 語言知識
Ac‐V‐3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階段所學字詞（字頻最高的
5000 字詞）
Ad‐V‐1 技術型高級中等階段所學的句型結構
*Ae ‐V‐8 工具書或其他的線上資源
Ae‐V‐10 故事的背景、人物、事件和結局
學習內容

B 溝通功能
B‐V‐3
技術型高級中等階段所學字詞及句型的生活溝通
B‐V‐7
引導式討論
C 文化理解
C‐V‐4
國際議題
C‐V‐5
地球村觀點、生命、及全球永續發展的關注
D 思考能力
D‐V‐7
資訊的評估，及任務的規劃與完成
環保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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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 U7
收集並分析在地能源的消耗與排碳的趨勢，思考因地制宜的
解決方案，參與集體的行動。

議題融入

其他領域/科目的連結

生物科

各單元學習重點詮釋與轉化
1‐V‐1

學習單元：
The First‐day
blues

學習表現

1‐V‐3

能聽懂課堂中所學的字詞
能聽懂常用句型的句子
能聽懂簡短英語說明或敘述的主要內容。

1‐V‐9
1‐V‐11
2‐V‐1
2‐V‐8
3‐V‐5
3‐V‐9
4‐V‐2

能說出課堂中所學的字詞
能依主題或情境作簡單的提問
能看懂常見的句型
能利用字詞結構、上下文意、句型結構及
篇章組織推測字詞意義或句子內容
能依主題或情境寫出正確達意的句子

5‐V‐4

能針對各類選文，以簡短口語或書面回答
相關問題

6‐V‐6

樂於以英語文為工具，接觸與所修習技術
領域相關的新知並關注國際議題

7‐V‐6

能針對課文主題進行延伸閱讀，以強化學
習的深度與廣度

8‐V‐6

能培養地球村的觀念，尊重生命與促進全
球的永續發展

9‐V‐7

能整合資訊，合理規劃並發揮創意完成任
務

Ac‐V‐3

技術型高級中等階段所學字詞（字頻最高
的 5,000 字詞）

Ad‐V‐1
Ae ‐V‐8
學習內容

能聽懂職場常用詞語、句子與對話。

Ae‐V‐10
B‐V‐3
B‐V‐7
C‐V‐4

技術型高級中等階段所學的句型結構
工具書與網路資源
故事的背景、人物、事件和結局
技術型高級中等階段所學字詞及句型的
生活溝通
引導式討論
國際議題

C‐V‐5
D‐V‐7
單元：The First‐day Blues
教學活動略案：

地球村觀點、生命、及全球永續發展的關
注
資訊的評估，及任務的規劃與完成
評量策略（包含評量方法、過程、規準）

Session I: A new environment
🔔聆聽與🔊口說：
1.以輕鬆自我介紹的方式引起動機並觀察比較
內向的學生，並引導學生輪流練習，觀察學生專
(1) My First English Class in Senior High
( 10 分鐘)
注的情形。
‐‐ 老師發下學習單(附錄一)，藉以說明 2. 採志願舉手，能主動參與遊戲規則的說明
活動的主題與目的，活動分成三個部
者，每位獲得加分 1 分。
分，由老師自我介紹開始，在自己的名
字後面加上一個形容詞，並介紹相關的
形容詞
(2) 將學生異質性分組，每組兩人 A‐B，
由 A 開始自我介紹，再由 B 回應，兩兩
進行口頭介紹練習
(3) 跟學生介紹星星的五個數字代表的
是答案，右邊是可能的問題。
(4) 接下來每個人先將自己的答案寫
好，再交換給對方設計問題，再兩兩進
📖閱讀與🔊口說：
行對話練習
(5)分組開始前提問確認學生聽懂活動的 1.學生必須先仔細閱讀隊友的答案，再設計出適
內容，學生必須說明遊戲的順序為何
當的問題提問。
2.採志願舉手，老師隨機點選一隊代表做答示
2. Vocabulary: Part one (附錄二) (附錄
範，志願者每隊獲得加分 1 分。
三)(25 分鐘)
(1)老師發下附錄二學習單，教導課文單 🔔聆聽與🔊口說：
字前半段，教導發音與補充相關用法
1.老師隨時觀察學生的反應狀況，並引導學生發
(2)老師發下附錄三學習單，將學生依照 音練習。
分組座位分組，分成 A、B 兩大組，限時 2. 採志願舉手，能主動口頭回答問題者，每位
5 分鐘，將答案寫在學習單
答對獲得加分 1 分。
(3)角色扮演：學生以一個是新生提出他/
她的困惑，另一個是學長姊的身分幫忙
解惑。A、B 兩組依照座位區配對，兩兩 📖閱讀🔊口說與✍寫作：
第一節
1. Warm‐up (附錄一)

進行口頭問答。
(4)老師隨機指定學生回答，並築題在 ppt
上呈現答案，確認學生工作完成，並且
理解正確。

1.學生必須仔細閱讀學習單之後，將答案填進去
空格當中。
2.學生角色扮演，輪流口語練習。
3. 老師隨機點選做答，答對者每組每人獲得加分
1 分。

3.Go Green CYIVS –Must See (附錄四)(10
分鐘)
(1) 老師發下學習單，說明附錄四單字，
解釋校園常見的動物或是建築物名稱
(2)將學生依照座位分組，每位同學負責
查 4 個單字，限時 5 分鐘合作完成查閱
單字，將答案合作寫在學習單
(3)分組討論哪些是學校的特色
(4)老師隨機指定學生分享，並築題在 ppt 🔔聆聽與🔊口說：
上呈現範例答案，確認學生工作完成， 鼓勵學生主動舉手作答，能根據老師提問，正確
並且理解正確
答對者每題獲得加分 1 分。
4. Introducing the Requirement (附錄五)
(5 分鐘)
(1) 老師發下附錄五、附錄六，解釋說明
本課程的要求。首先要分組，完成校園
生態與綠化地圖，並且要做紀錄何時、
何地看到這些動、植物，課文教導結束
後，在課程進行到第四節時開始分組報
告，在第五節課程結束後一周繳交附錄
六分組報告與校園生態紀錄。
(2)由同學提問，並進一步說明。
(3) 解說完畢，任取一點，請尚未有機會
發言的同學以中文重述說明。
5. Wrap‐Up: Grouping
(1) 由同學根據討論，尋找志同道合的小
組成員。
(2) 以 5~6 人一組為原則，全班共分成 6
組。
(3) 討論建議的主題與方向
(4) 學生可討論可行主題，並分配工作，
開始搜尋相關資料

📖閱讀🔊口說與✍寫作：
1.學生仔細閱讀題目後，可用線上字典，分組查
閱單字，並口頭練習單字。
2.鼓勵學生主動舉手作答，能根據老師提問，正
確答對者每組獲得加分 1 分。
＊差異化：
學習單完成後，組內互相檢查學習單填寫情形，
速度較快者協助較慢者完成學習單的填寫。
🔔聆聽與🔊口說：
鼓勵學生主動舉手作答，能根據老師提問，正確
答對者每題獲得加分 1 分。

📖閱讀🔊口說與✍寫作：
1..校園生態記錄學習單以合作學習方式完成
2.記錄詳實的小組分別加分，最為詳實的小組每
人獲得加分 5 分，第二名的小組每人獲得加分 3
分，第三名的小組每人獲得加分 1 分。

＊差異化：
學習單完成後，組內互相檢查學習單填寫情形，
速度較快者協助較慢者完成學習單的填寫。
＊學習態度：
在課程結束後，統計每個人加分的情形。
第二節
1. Warm‐up (附錄七)(10minutes)
(1) Go Green CYIVS—Campus Map 闖關
遊戲(10 分鐘)
‐‐ 老師發下附錄七學習單，說明校園裡
面經常會需要接觸的各處室的英語名
稱，老師隨機提問請學生回答
(2) 提問確認學生聽懂各處室的英文
(3)將學生依照分組座位分組，分成 A、B
兩大組，限時 5 分鐘完成第二部分，將
答案寫在學習單。A、B 兩組依照座位區
配對，兩兩進行口頭問答。A 組回答 1~3
題，B 組回答 4~7 題。
(4)老師隨機指定學生回答，並築題在 ppt
上呈現答案，確認學生工作完成，並且
理解正確
(5)老師解釋學習單第三部份，闖關遊戲
規則，由四位關主負責驗收，遊戲開始
(5 分鐘)

🔔聆聽與🔊口說：
鼓勵學生主動舉手作答，能根據老師提問，正確
答對抽問者每題獲得加分 1 分。

📖閱讀🔊口說與✍寫作：
快速閱讀題目後，採志願舉手，口頭答對老師所
提問題，答對者每題獲得加分 1 分。

📖閱讀、✍寫作與🔊口說：

1..學習單第三部分，在仔細閱讀後，以書寫方式
完成答案
2. Vocabulary: Part two (附錄八)(附錄
2.闖關遊戲開始，答對者每題獲得加分 1 分。
九)(25 分鐘)
(1)老師教導課文單字後半段，發下附錄 3.老師觀察每位學生在闖關過程中，關主協助他
八學習單，引導學生做單字例句填空練 人情形，在積極者的學習單上貼上愛心鼓勵加分
＊差異化：
習，教導發音與補充相關用法
(2)老師發下附錄九學習單，引導做心智 高程度者可以在完成學習單後，主動幫助有困難
圖學習單第一部分，學生須於 3 分鐘內 的同學檢查他們學習單填寫情形，以協助順利闖
填入心智圖單字，並和小組分享。若學 關。
生超過一分鐘仍毫無頭緒，老師應提供
引導。

(3)引導學生做學習單第二與第三部分，
將學生分成 A-B 兩個人一組，每個人查
閱三個單字的詞類變化與中文，學生可
以查字典，造句完的同學可以畫圖
(4)各組分享後，須在組內輕聲朗讀，小
組內同學應彼此協助能讀出每個單字。 🔔聆聽與🔊口說：
(5) 老師隨機抽不同組別，抽到組別，由 鼓勵學生主動舉手作答，能根據老師提問，正確
一人代表發表自己的造句圖
答對抽問者每題獲得加分 1 分。
3. Sentence Pattern 附錄十 (15 分鐘)
(1)老師教導課文句型與補充相關用法
(2)老師發下附錄十學習單，根據附錄十
例題題目，學生必須快速閱讀，並口頭
回答老師提問
(3)本課重點在學習五大基本句型中「完
全不及物動詞」及「完全及物動詞」的
用法。
(4)將學生限時 10 分鐘完成練習題，將答
案寫在學習單

📖閱讀🔊口說與✍寫作：
1..學習單自我練習題，以書寫方式完成答案
2.能主動完整分享心智圖單字者，全組加 1 分
。
3.以口說方式練習單字與造句。
＊差異化：
同學互相檢查學習單填寫情形，速度較快者協助
較慢者完成學習單的填寫。

4. Wrap‐up
老師提醒學生下次上課有單字小考

📖閱讀與✍寫作：

1..學習單自我練習題，以書寫方式完成答案
2.答對者每題獲得加分 1 分。
Session II: Care about the environment
第三節
1. Warm‐up: Vocabulary Quiz (10 分鐘)
(1)老師發下單字小考考卷(附錄十一)，
(2)根據題目，學生必須快速閱讀，並將
單字小考的答案寫在考卷上
2. The First‐day Blues: Part 1
(附錄十二) (30 分鐘)
(1)老師發下附錄十二學習單 Graphic
Organizer，講解課文第一部分(第一~四
段)主要內容，教導補充相關用法，學生
必須專心，並口頭回答老師提問
(2) 藉由學習單講解課文架構的同時，
也可以複習單字。
(3) 將學生分成六組，每組高程度的同
學先到一組，完成學習單，老師評分後，
回到原來的組別，與組員進行交流。
3. Go Green CYIVS: A Better Environment
(10 分鐘)
(1)老師發下附錄十三學習單 Go Green
CYIVS : A Better Environment，講解在學
校常見的問題，像是亂丟垃圾、破壞公
物、傷害小動物、或花草等等問題。並
說明，學生在學校製造的垃圾，如何從
學校，一路流浪到海洋動物的肚子裡
面，造成海洋生態的浩劫。
(2) 請學生以 1~4 報數，每四個人一組，
限時 2 分鐘，分組討論附錄十三第一、
二部分的答案，並派一位代表分享
(3) 請學生分組討論附錄十三第四部分
的問題與解決方法建議，並派其他三位
代表分享第四部份的三個問題

📖閱讀與✍寫作：
1..學生必須仔細閱讀題目，書寫方式完成答案
2.考試結束後老師閱卷。
🔔聆聽與🔊口說：
鼓勵學生主動舉手作答，能根據老師提問，正確
答對抽問者每題獲得加分 1 分。

📖閱讀、✍寫作與🔊口說：
1..學生必須仔細閱讀題目，書寫方式完成答案
2.高成就同學先完成學習單，再回到原組別與其
他組員討論分享。
3. 小組討論後，老師隨機拿起同學的學習單評
分，了解學生是否確實正確知悉任務並完成學習
單
＊差異化：
高程度者可以在完成學習單後，主動幫助有困難
的同學檢查他們學習單填寫情形，以協助順利闖
關。

📖閱讀🔊口說與✍寫作：
1..學生必須仔細閱讀題目，書寫方式完成答案
2.同學先完成學習單，再與其他組員討論分享。
3.鼓勵同學志願派一位代表分享答案，答對者整
組加一分

📖閱讀🔊口說與✍寫作：
1..學生必須仔細閱讀題目，與小組討論後寫下問
題解決的建議方式

(4) 老師隨機抽不同組別輪流發表小組
建議
4. wrap‐up
(1) 確認各組了解下次上課應該完成的
工作
‐‐ 上傳簡報 ppt
‐‐ 推派代表上台，以英文簡單說明主
題與討論內容
(2)簡報製作：首頁必備基本資訊，字型
大小，版面圖文比例，背景與文字明暗
調整等等

2.有同學負責主持討論，有同學負責當記錄，同
學輪流提供解決的建議，再由其他組員整理討論
內容後，上台分享。
3.鼓勵每組志願派一位代表分享答案，整組加一
分

＊小組合作：
上台簡報分組報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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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態度：
今日課程結束時，憑個人加分，在計分板上做紀
錄，作為學習態度加分依據
第四節
1. Warm‐up(1 分鐘)
(1) 老師根據各小組提交的初步報告內
容，提出建議與回饋
(2) 必要時老師提供協助
(3) 確認每一組都已經上傳最新版本的
ppt 到雲端共享檔案資料夾
(4) 確認各組上台順序與簡報者

＊差異化：
小組報告的工作分配，依照學習者的多元智慧，
每一位成員都有任務。

2. Introducing First‐day Blues: Part 2

🔔聆聽與🔊口說：

(附錄十四) (25 分鐘)
(1)老師教導課文第二部分(第四~六段)與
補充相關用法，學生必須專心，並口頭
回答老師提問
(3) 老師發下附錄十四學習單，教導學生
想像一個新生用日記的方式，敘述自己
必須用英文自我介紹的難忘的經驗
(4)學生必須快速閱讀，並與小組討論
(5)將學生限時 5 分鐘完成練習題，將答
案寫在學習單
(6) 老師用 ppt 公布範例答案，並確定學
生了解文章的結構
3. Explaining the evaluation form and
process (附錄十五)(2 分鐘)
(1) 講解評量規準，並回答學生提問
(2) 老師發下附錄十五「簡報評分表」

鼓勵學生主動舉手作答，能根據老師提問，正確
答對句型轉換問答者每題獲得加分 1 分。
2.鼓勵學生主動舉手作答，能根據老師提問，正
確答對課文內容問答者每題獲得加分 1 分。

📖閱讀與✍寫作：
1..學生必須仔細閱讀題目，自己先寫下答案之後
再與小組討論
2.鼓勵同學主動舉手分享答案，答對者每組獲得
加分 1 分。

🔔聆聽、🔊口說：
小組以英文進行簡報，老師觀察各組評分情形，
討論清晰可聞的小組加分。上台表達若內容充實
表達有條理清晰，加 5 分，依順序遞減加分。

4. Presenting your ideas: (20 分鐘)
(1) 每組 10 分鐘，第一、二組依序上台
發表
(2) 其他學生聆聽並填寫評分表
(3) 每一組簡報結束，前一組學生必須推
派代表給予回饋意見，並提出 1~2 個問 🔔聆聽、🔊口說與✍寫作：
題
每一組學生都必須為其他五組評分，經過小組討
論，每一組交出一張評分表。
5. Feedback: (2 分鐘)
(1) 提醒各組同學確實填寫回饋表
＊差異化：
(2) 每組請一位代表發言
同學分工合作完成簡報製作，每個人在小組當中
都有機會相互學習。
6. Wrap‐up
提醒下次要報告的組別做好準備
Session III: Take Action
第五節
1. warm‐up: (2 分鐘)
🔔聆聽、🔊口說：
(1) 確認第三、四、五、六組都已經上傳 小組以英文進行簡報，老師觀察各組評分情形，

最新版本的 ppt 到雲端共享檔案資料夾
(2) 確認各組上台順序與簡報者
2. Presenting your ideas: (40 分鐘)
(1) 每組 10 分鐘，由第三到第六各組依
序上台發表
(2) 其他學生聆聽並填寫評分表
(3) 每一組簡報結束，前一組學生必須推
派代表給予回饋意見，並提出 1~2 個問
題
2. Feedback: (2 分鐘)
(1) 提醒各組同學確實填寫回饋表
(2)每組請一位代表補充發言
3. Take action: Self‐evaluation Form (6 分
鐘)
(1)老師發下附錄十六學習單，教導學生
完成第一部分自我評量，回想自己在小
組合作學習裡面扮演的角色，與為小組
所作的貢獻
(2)請學生在第二部分，敘述自己在課程
結束後，從課程當中學習到如何觀察、
認識、並關心學校的校園生態環境
(3)第三部分，請學生反省自己的日常生
活習慣是否對於整個地球環境造成傷害
之後，寫下自己實際美化校園的紀錄

討論清晰可聞的小組加分。上台表達若內容充實
表達有條理清晰，第一名小組每一人加 5 分，
依順序遞減加分，第二名小組每一人加 3 分，
第三名小組每一人加 1 分。
🔔聆聽、🔊口說與✍寫作：
1. 每一組學生都必須為其他五組評分，經過小
組討論，每一組交出一張評分表。
2.評分表寫作，以書寫方式完成答案
3.用心回饋的小組每人獲得加分 1 分。
4.願意口頭補充回饋的小組每組加分 1 分
＊差異化：
1. 同學與小組討論之後，可以依據不同的能力
彼此協助一起完成任務。
2. 同學分工合作準備簡報報告，程度比較好的
同學可以協助較差者完成任務。

📖閱讀與✍寫作：
1.學生每個人根據自己在小組合作過程中的表
現給自己做評量。
2.學生必須仔細思考反省，寫下個人對於校園生
態與環境美化答案的觀察
3.學生仔細閱讀第三部分關於校園常見的垃圾問
題，寫下他/她個人的實際改變的紀錄

4. Wrap‐up
提醒下星期要繳交附錄六 Mapping
Schoolyard Ecosystem 小組合作完成學習
單

。

學習態度：
今日課程結束時，憑個人加分，在計分板上做紀
錄，作為學習態度加分依據
參考資料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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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三民東大課本第一冊
三、 http://www.cheers.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id=5023224&page=1
(離開舒適區，機會無限大)
四、http://www.epochtimes.com/b5/8/2/27/n2025772.htm
(怯場的應對之道)
五、http://teenadvice.about.com/od/friends/ht/new_school.htm
(How to Make Friends at a New School)
教學省思
一、本課程為 5 節課程的安排內容，對象是技術型高中一年級的新生，剛開始大家彼此比
較陌生，利用小組活動的方式可以讓新生減少壓力，另外，因為問問題是在學語言當中一
個相當重要的技巧，可以讓學生一方面學到口語的練習，一方面認識新同學。但是如果學
生程度差異比較大的話，老師可以視班級學生的程度，彈性調整增加或縮減部分內容，發
展出更多元化的教案。
二、校園各建築物與各處室的雙語翻譯部分可能會有差異，另外，闖關活動進行的時間，
可以依照每一關進行速度，彈性調整進行順序。我班上的學生在進行闖關時，就有同學會
在某一位關主那邊塞車，因此我有請同學先進行到下一關，等一下再折返即可。美中不足
的是礙於進度的關係，我們的活動只有在教室裡面進行。
三、高一班上有些學生因為單字量不足，較難在課堂上理解學習單的內容，或是句型的變
化與應用，因此，分組合作差異學習的時候，可能需要多加留意，必要時提供協助。
四、附錄六的學習單是跨領域的學習，學生需要對校園裡面常見的動物與植物有基本的了
解，同時，也需要有練習觀察校園動植物的機會。因此，考量高一學生的程度與單字量的
情況之下，要先在課堂間介紹一下這些動植物的名稱。同時，要與生物老師合作，利用時
間幫忙介紹一下這些動植物的相關資訊，以便了解他們的習性與特色。

五、本課程教案，在簡報活動時間的安排上，是假定學生沒有任何軟硬體操作的困難，沒
有延遲所做的預定時程，學生才能如預期順利地參與各項活動，但在實際操作時，可能會
有一些情況發生。還有不同小組報告之間的轉換時間，也有可能會有延誤，因此，老師可
以依照實際上課的情形提供協助。
六、分組討論學習單時，雖然要求學生優先以英文表達工具，但多數高一學生還是有可能
會有困難，儘管如此，還是希望鼓勵學生以英文為主，老師也要盡量提供動機或誘因，像
是口頭獎勵、愛心、星星、抽獎、加分等等方式，營造一個讓學生更願意主動開口說英文
的學習環境。
七、班上高一的學生在討論校園生態與環境美化時，多數在剛開始的時候比較缺乏主動觀
察、與表達的意願，但是在課程進行過程中，因為小組裡面有些同學，比較會主動帶領討
論，慢慢地就發現，其他的人會因為受到鼓勵，而願意開口發表意見，最後，可以明顯看
到有些同學，雖然發音不是很正確，聲音也不夠大聲，但是越來越勇於開口說英文了，這
也是值得高興的地方。
附錄
一、第一節課 My First English Class in High School: Worksheet
二、第一節課 First-day Blues: Vocabulary (1) --Worksheet
三、第一節課 First-day Blues: Vocabulary (1) --Roleplay
四、第一節課 Go Green CYIVS: Must-see
五、第一節課 Go Green CYIVS: Course Requirements
六、第一節課 Go Green CYIVS: Mapping Schoolyard Ecosystem
七、第二節課 Go Green CYIVS: Campus Map
八、第二節課 First-day Blues: Vocabulary (2)
九、第二節課 First-day Blues: Vocabulary (2) Mind-mapping
十、第二節課 First-day Blues: Sentence Pattern (1) & (2)
十一、第三節課 First-day Blues: Vocabulary – Quiz
十二、第三節課 First-day Blues: Graphic Organizer
十三、第三節課 Go Green CYIVS: A Better Environment
十四、第四節課 First-day Blues: Reading(2)
十五、第四節課 Go Green CYIVS: Presentation Rubrics
十六、第五節課 Go Green CYIVS: Student Self-evaluation For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