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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勢所趨：混成式學習 /
由於今年疫情延燒的現實狀況，原本發生於實際課堂上的教與學，突然全面性地轉戰至數
位的平台，老師們基本上沒有其他選擇，也沒有緩衝的時間，只能邊進行邊修正，只希望能夠
維持孩子們的學習進度和學習成效。而一直以來在研究數位學習時經常被提到的「混成式學習

blending learning」，自然成為了老師們關注的重點。
「混成式學習」是結合傳統實體面對面 (face-to-face) 上課方式與遠距線上課程的教學模
式，其主要目標是整合不同的教學策略和教學媒介，提取兩種學習模式的優點，將虛擬與真實
的兩種學習方式緊密融合，有效提升學生的學習成效。以往老師可能會在原本的課堂進度中，
加入運用數位學習工具的環節，提供學生補充的學習內容，或是延伸的活動型態，以增加學生
對課堂活動的興趣和參與度。這種方式對於老師而言，不需徹底翻轉教學模式，只是在現有模
式中給予數位化的刺激，讓學生能夠藉由彼此互動、實際操作的過程，吸收並深化所學習到的
知識。
在經歷過這一波疫情帶來的衝擊之後，老師們採取的混成式學習授課方式，也逐漸產生量
變和質變。除了學生在網路上學習的時間變長之外，老師也需要對數位工具有更多的認知和運
用技巧，才能重新設計原本的課程，逐步轉換至網路學習媒介。同時，老師須考量原有課堂中
學生之間和師生之間的互動方式，要如何在網路上達到相同效果，甚至更勝一籌。最重要的是
要徹底將「以老師為中心」的教學模式，轉換為「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模式。未來我們思考
的也許不再是「老師要怎麼教」，而是「學生要怎麼學」。學生透過老師的引導，可以充分內
化學過的知識，並且主動對未知感到好奇，培養自我探索的能力，這是我們透過混成式學習所
想達到的境界。
本期「大師開講」專欄中，陳湄涵教授從自身的經驗出發，探討混成式學習的趨勢，以及
學生、老師、家長在當中所需扮演的角色和心理調適。Rick 老師在「數位教學力」專欄中，
更進一步地分享自己所設計的教案，為我們示範如何結合混成式學習理念、差異化教學、多模
態學習，呈現出數位教學能夠幫助孩子達到的學習成效。未來教學與科技的關係只會更加緊
密，期望混成式學習能夠促使老師持續優化自己的教學方法，提升孩子們的自主學習能力，讓
教與學都有更多的彈性空間與成效展現。

《 Hello! E.T.》總編輯 孟慶蓉 pd@cet-taiw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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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師德重要活動訊息
S eptember

師德文教
有 12,286 人喜歡，快來按個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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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領域教案設計
CLIL Lesson Plans

英語融入跨領域課程設計―

科技時代下的閱讀 5C 視野
文／沈佳慧 • 現任臺北市國小專任英語教師 • 臺北市國民教育輔導團國小英語輔導員

閱讀 教 學 受 到 許 多 老 師 和 家 長 的 重 視 ，
但是該如何指導我們的孩子有策略的閱讀
呢？從九年一貫課程綱要到十二年國民基本
教育課程綱要，臺灣的英語教學轉眼間也已
經實施了將近 20 年，為了讓我們的學生從
小能成為自主的學習者，本跨領域課程設
計乃探討國小六年級學童跨域整合「交互
教學法」閱讀教學策略和「5C 關鍵能力精
神」：溝通力 (Communication)、外語力

(Competence) 、連結力 (Connections) 、比較
力 (Comparison) 、社群力 (Communities) 視

◤ 5C 課程架構圖 ◢

█ 學生學習條件分析

野，結合「學科內容和語言整合學習 CLIL 」為

選用的繪本以「跨領域」和「議題融入」為

理論架構來設計課程，期望國小學童能培養出

主，以六本繪本和知識性讀本為教材，因為教學

多元關鍵能力。

對象為小六學生，為了讓他們可以順利銜接上國
中的英語程度，其主要句型皆具有延續性與邏輯

█ 教學活動設計概念圖和架構圖

性，讓學生在進行繪本討論活動時，能在邏輯思
考的基礎架構上，進一步發揮創意，學生經由思
辨、查詢字彙的過程，發揮自己的角色任務，進
而在課堂上用英語發表。

█ 教學策略
單字句型教學、文本閱讀、閱讀理解策略、
任務導向學習、學科內容與語言整合學習。

◤橫向課程統整概念圖 ◢

█ 教學活動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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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領域教案設計
Part I
點 我

教學時間：40 分鐘
教學／學習目標：
1. 能運用邏輯思考，預測文本內
容。
2. 能讀懂動物主題之知識性短文，並從閱讀中
劃出重點。
◤學生預測文本的數位作品畫面 ◢

→ 教學活動流程：

1. 教師以 Earth & Environment Song (https://

Part II

youtu.be/l_A3FMf3_Qw) 影片開始，請學生腦

教學時間：40 分鐘

力激盪，想想 How can we keep our planets

教學／學習目標：

clean for animals and ourselves?

1. 認識一般生活情境中需要使用的，以及學習

2. 教師將全班分成六組，也將六份要讓各組學生
共編的簡報先上傳至 Microsoft Teams 的檔案
區。

學科基礎知識所應具備的字彙。
2. 能使用資訊媒材，進行資料蒐集及簡報製
作。

3. 教師使用自編的簡報模板直接進行教學，定義
六個閱讀策略，並且教導學生等一下要如何在
小組內共同編輯簡報。

4. 派送學習單，請學生示範到黑板寫下與學習

→ 教學活動流程：

1. 學生運用繪本圖片提示，理解不認識的字詞。
2. 在 Clarifying 部分，請學生利用 word wall 的概

單第一部分 prediction 預測策略相似的 mind

念，定義這些英語字詞，也可以畫底線或畫出

map 心智圖。小組討論，完成由 prediction 策

圖畫提示。

略發展出來的 mind map。

3. 請小組討論並完成數位簡報。

5. 讓學生先由書名 Don't Let Them Disappear 發
展，腦力激盪，使學生能有因果或是排順序

(sequence) 的概念。
6. 教師請學生分享討論後不同的想法。

◤學生主動合作思辨，解
決問題 ◢

◤以 Word Wall 呈現字彙學習 ◢

Part III
教學時間：40 分鐘
教學／學習目標：
1. 學生能使用行動載具來小組合作，完成學習
任務。
◤學生進行腦力激盪，預測文本內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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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能以簡易句型提問、回答。

CLIL Lesson Plans
→ 教學活動流程：

1. 老師請學生再讀一次繪本文本 (reread the
story)。
2. 第三個策略 Questioning，老師鼓勵學生們用
英語進行提問，也提出兩個讓學生思考的問
題：

Q1. Why do we need to protect animals?
Q2. If we don't protect these endangered

Part IV
點 我

教學時間：40 分鐘
教學／學習目標：
1. 能進行口頭報告，同儕聆聽和
記下關鍵字。
2. 能藉由聽說讀寫的英語學習活動，培養批判
性思考，認知瀕臨絕種生物的特性。

animals, what would it be like?

→ 教學活動流程：

(1) 第一題，簡單詢問學生如果不保護動物會如

1. 暖身活動以 Endangered and Extinct Animals

何？用 Yes / No question 鼓勵學生試著以英語

(https://youtu.be/RBdLF0JlvW8) 影片開始，

簡答。

讓學生了解全世界瀕臨絕種的動物除了這本書

(2) 第二題，請學生思考如果不保護這些瀕臨絕

提及的之外，還有哪些動物瀕臨絕種或已經絕

種的動物，這世界會變得如何呢？這是一個與

種。

自身相關的問題，鼓勵學生引用繪本學過的英

2. 學生讀完繪本後，小組內合作完成第四部份

語，並結合本身需求造出新的句子。

Summarizing 簡報，請學生依文本內文，以

3. 請學生透過小組討論完成數位學習單。

SWBST (Somebody, Wanted, But, So, Then)
摘要的技巧，寫出文本大意。

3. 請各組輪流上台報告。

◤多元並切身的思考 ◢

◤學生進行英語摘要的數位作品畫面◢

◤學生進行英語提問的數位作品畫面 ◢

◤小組輪流上台報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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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領域教案設計
█ 資訊設備及數位資源整合規劃
教學內容

軟硬體工具

說明

數位英語寫作 Digital English Writing

iPad 共 26 臺，一人一平板

平板電腦派送前先安裝好 Microsoft
apps for Education。每一位孩子都有
其閱讀角色，合作學習共同完成學習
任務，準備好資料上台報告。

Microsoft Teams 應用

Teams 平台幫助老師做好班級經營，

教師自製交互教學法簡報，透過

也幫助學生建立好數位學習檔案，更

Microsoft Teams 派送。透過 Teams

讓家長具體看見孩子的學習歷程。

開啟 PowerPoint，就可以共編共筆，
有小人物圖案代表同組同學正在編輯
該頁簡報。

Google 翻譯 app

中文和英語互譯，也支援 AR 擴增實

協助學生自主理解英語議題繪本，學

境直接即時翻譯，將鏡頭對準文本即

生英語寫作的時候也可以運用。

可，也可以手動滑動選取需要翻譯的
句子。

Power Point 簡報 app

Google Forms app
學生問卷回饋

學生熟悉的文件編輯軟體，可以快速

學生以小組為單位，對英文繪本內容

建立、編輯、存取、檢視、口頭簡

結合交互教學法來共筆討論，使用教

報、共用簡報。

師設計好的模板，來完成專案。

線上立即蒐集學生對於 5C 閱讀的回

每位學生使用 iPad 掃描 QR code 立

饋，包含量化和質性回饋，教師建立

即填答，根據學習心得給予回饋。

好 Google Forms 然後開為擁有此連
結者皆可檢視。

█ 教學省思
一、對教學活動的省思
核心素養導向 5C 理論精神的養成與展現：透過
交互教學法，可以培養學生成為自主的閱讀者，
本跨領域課程設計對國小六年級學生來說，已逐
步養成！學生在小組內會自己分配主要負責的角
色，已經能夠建立 5C 關鍵能力精神，學生能自
發、互動、共好參與學習活動。
二、未來能發展的方向

E 時代核心素養教與學的圖像與實踐，有效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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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領域引導學生的學習，目前仍停留在橫向的跨
領域，我期望未來能進行縱向核心素養的跨領域
整合，尤其著重在兩個部分：

1. 提供學生豐富的學習資源和機會，建構其外語
之語法架構知識和多元表達能力。

2. 提供給不同學習風格的學生更深厚的外語學習
興趣，例如：肢體動能的手作課程融入繪本閱
讀活動，重視學生在生活中的實踐力，將生活
情境與學習充分結合。

免費
報名

大師開講
Professor's Corner

當我們「混」在一起
文／陳湄涵

•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兒童英語教育學系助理教授

與母 親 移 居 美 國 的 第 二 年 ， 六 年 級 暑 假
時，母親為我購入人生的第一台電腦。彩色

CRT 大頭螢幕配上胖胖的主機，內附 5 又 1/4
吋磁碟機 (floppy disk drive) ，外購一台嘎嘎作
響的點陣式 (dot matrix) 印表機，陣仗浩大彷
彿變形金剛，電腦設備佔據了整張書桌。當時
的作業系統還是 DOS ，附上六張磁片程式，其
中五張一直沒用過， WordStar 文書處理程式倒
是一路陪著我上大學。

◤古早時期的電腦，長得就像這樣。 ◢

我的大學有著全美排名前三的電腦相關科系，
負責許多國防和 NASA 太空中心研究。在學校走
廊上常會冷不防遇到機器人，校園附近也會看到
無人駕駛的汽車。所有大一生開學前，都得先上

Introduction to Computers 工作坊，由電腦系研
究生負責教學。還記得第一堂課，他拎著一支滑
鼠說：This is a mouse. Do not be afraid of it. 可
◤ 5 又 1/4 吋磁碟 ◢

見當時即便已經是 1993 年，電腦在一般美國家
庭仍不普遍。介紹完可愛的老鼠，我們接著就學

雖然我連英文都還說不流利，但一拿到電腦
就開始練習打字，寫當時最流行的 Basic 程式語

到用 UNIX 來設定學校 e-mail 信箱，以及當時仍
默默無名的 Mosaic 搜尋引擎。

言：10 print, 20 print, run! 當同學還在慢慢書寫
塗改，手抄最終版本交作業時，我已經能用電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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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學期必選科目包含

Computer

修改檔案、直接列印。高中住校三年，電腦為我

Programming （電腦程式），接著是一學期的

完成無數功課，以及一份又一份的大學申請書。

C++ （程式語言），期末考考題為寫出簡單的電

Professor's Corner
腦繪圖程式。大學五年，我主修建築，換了蘋果
電腦之後，開始沒日沒夜畫 3D 圖的日子。睡前
開著電腦開始跑圖，還得設鬧鐘定時起來檢查，
當時最大的夢魘，就是半夜醒來發現電腦當機，
得全部重來。
畢業後，我回到台灣，意外成為當年少數能使
用電腦 3D 繪圖的人員。那時的我簡直是高科技人
員，但比起現代孩子，這根本不算什麼！他們在還
沒學會翻書閱讀前，就知道怎麼滑手機；成長過

◤線上教學勢在必行 ◢

程遇到問題，與其查書本或開口詢問，他們情願

手足無措，教師也只能直接上場、邊做邊學，利

求助 Google 大神。對他們來說，科技就像吃飯、

用休息時間反覆練習，還真是驗證了「教學者就

睡覺、呼吸一樣自然，技術恐懼症 (Technophobia)

是終身學習者」的說法，也落實了教學、反思、

根本沒收錄在「滑世代」的字典裡。

改進、繼續教學的循環，也就是所謂的「行動研
究精神」。比起實體教學，線上教學備課時間真

在台灣這個高科技王國，大部分的家庭都有電

的是數倍不止。

腦。2019 年 8 月之前，國小的「自然與生活科
技領域」即包含電腦課程，108課綱頒布後，則改

「停課不停學」對家長來說，又何嘗不是一場

為「資訊融入式教學」，將科技技能融入於其他

硬仗？除了要居家工作，還得處理孩子線上上課

課程中。然而，多數國小仍於學校彈性學習課程

的種種問題：電腦或平板數量不足、沒有寬頻網

內，安排每週一至二次電腦課程。在科技最先進

路、對軟體的不熟悉。孩子長時間在家的教養衝

的新竹市，則從公幼就開始導入 AR 和 VR（王韻

突，更是壓垮爸媽理智的最後一根稻草。

齡，2019）。
線上授課有許多仍待克服的問題，但不可否認

2019 年年底， COVID-19 疫情爆發，導致從

它還是有優勢。除了上課地點自由、時間自由，

2020 年開始，許多國家的學校被迫關閉，改用遠

許多線上課程也會減少師生比，甚至順勢推出一

距教學，更讓科技與教育以光速結合。根據聯合

對一教學，為單一學生設計專屬內容與進度，打

國科教文組織 (UNESCO, 2021) 統計，至 2020

造客製化服務。

年 3 月底，全球有 167 個國家共 15 億 3 千多萬

(82.8%) 的學生因停課而受影響。直至 2021 年 6

凡事有利有弊，我們也不得不正視線上課程

月中，仍有 19 個國家共 9 億 2 千多萬 (8.9%) 的

的挑戰：需要高度自律能力、良好的時間管理技

學生受影響，許多國家甚至已停課超過 52 週，其

能、學習動機會隨上課時間拉長而降低，以及缺

中不乏先進國家如美國、加拿大。身為防疫模範

少深度認識同學的機會。蘇聯心理學家維高斯基

生的台灣，很幸運地度過安穩的第一年，但 2021

(1978) 認為，人類從出生開始，認知發展會自然

年 5 月中疫情急轉直下，復學期間一延再延，六

地社會化，孩子許多重要的學習，都是透過與教

週後直接放暑假，老師同學只能下學年見！

師和同學的社交互動來實現。

但教育不是美酒，放著不會愈陳愈香，再怎麼

既然線上與線下教學各有其優點，我們要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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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師開講
的下一個問題就是：結合兩者的「混成式學習」

家長。畢竟，大多數家長會以自己成長時的學習

(blended learning)，是否能兼具兩者優勢，成為最

模式，來審視子女的學習，「混成式」是他們極

佳的學習方式？21 世紀以來，學者們開始發表有

不熟悉的學習模式。再者，雙薪家庭的家長在一

關「混成式學習」的學術文章。「混成式學習」

整天工作後，實在難以抽出時間與精神，來陪伴

包括面對面教室、同步網路學習，以及非同步學

孩子處理課業。但要成功執行「混成式學習」，

習，是有系統的學習方法 (Driscoll, 2002; House,

確實需要家庭在協助保育、網路科技方面，做出

2002; Rossett, 2002; Singh, 2003)。

一定程度的配合。

「混成式學習」結合線下與線上，線下可以是

現代學生從出生開始就與科技共存，疫情造成

全班一起在教室上課、進度一致，也可以把學生

的動盪，更讓科技與教育攜手的模式，達到「回

分成小組，經由討論完成共同目標或個人目標；

不去」的境界。身為教學者的我們，也須拋棄刻

線上可以是同步線上，意即透過軟體，進行一對

板習慣，來擁抱「混成式學習」應許的無限可

一或一對多課程，也可以用網路觀看影片、搜尋

能。這一年多來，教師被迫接收大量科技磨練，

資料。採用「混成式學習」，學生須在某種程度

也因此開啟更多有創意的教學運用。我很期待接

上自主學習，更能結合個人的興趣與志向。

下來會有許多「混成式學習」相關研究，也期待
「混成式學習」能為台灣的教育，寫出創新篇

「混成式學習」仍未普遍運用在一般小學階

章。

段，相關研究有限，少數現存的研究，也著重於
補救教學的特殊狀況。不過，近日歐美國家疫情
稍緩，已陸續開始讓學生回歸校園，未來混成學
習模式只會增加，不會減少。
「混成式學習」其中一個挑戰，是教師角色
的切換。在傳統線下學習模式，教師可以在講台
上滔滔不絕，當採用「混成式學習」，教師就得
轉換成「協助者」。比起傳統教學，「混成式學

參考資料
★ Driscoll, M. (2002). Blended Learning: Let's get

beyond the hype. IBM Global Services. http://www07.ibm.com/services/pdf/blended_learning.pdf
★ House, R. (2002, Jan 8). Clocking in

column. The Spokesman-Review.

習」的功課、學習單與考卷，會相對減少，但培

★ Rossett, A. (2002). The ASTD eLearning

育學生發掘問題與尋找答案的能力，才是「混成

★ Singh, H. (2003). Building effective blended learning

式學習」的目標。

Handbook. New York: McGraw-Hill.

programs. Educational Technology, 43(6), 51-54.
★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2021, June 17). Education: From

兒童愛玩的天性，也讓推動「混成式學習」
益發困難。教師必須訂定目標，並誘導年幼的學
童遵循。在「混成式學習」中，學習動機非常重
要，師生關係須在進行線下課程時深度培養，讓
學童信任並依賴教師給予的學習目標。

disruption to recovery.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https://en.unesco.
org/covid19/educationresponse#schoolclosures
★ Vygotsky, L.S. (1978). Mind in society: The
development of higher psychological processes.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王韻齡。（2019, May 07）。「消失的電腦課 1」獨：

108 課綱上路，國小電腦課改融入，22 縣市資源大調查。
翻轉教育 。https://flipedu.parenting.com.tw/article/5378

而「混成式學習」最大的障礙，可能是來自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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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說教學一堂通
A Typical TBL Speaking Lesson
文／劉淑嫻

Suzanne Liu • 國際教師資格 • 美語補習班年度最佳講師 • 師訓講師

在口說課開始前，讓我們先看看下列提要，

把兩個問題投影或寫在黑板上，學生兩兩一

我們都準備好了嗎？

組討論（設定時間 5 分鐘），邀請學生分享自身

□ 活動需要一個清晰明瞭的情境 (a clear context)

的經歷或想法給班上其他學生：

□ 活動需要一個有意義並能鼓勵學生溝通的目的

1. Did you lose something before? If so, what did

(meaningful and communicative)
□ 學生需要在活動前準備，並確定自己有話

you lose?
2. How can you find the lost items?

可說；給學生時間問老師有關語言的問題

(preparation time)
□ 學生應該知道自己的角色，例如，聽其他學生
的發言並筆記，活動後提問等 (be clear as to

their role)
□ 活動應該互動性強，所有學生應該盡可能

★ Stage 2: Pre-teach Vocabulary
詞彙解析
內容：預測學生會遇到的口說障礙，並提前
把這些詞彙障礙排除
目的：打破口說的關鍵障礙

有最多的機會發言 (interactive, maximum

opportunity to speak)
□ 老師應該隨時觀察並筆記活動過程，活動後針
對語言和內容給予反饋 (monitored)
□ 應先針對內容反饋，延後糾正語言的誤區，更
需要貫徹一開始的溝通目的 (feedback on the

content, delay error correction)
這一次我要分享的口說內容是關於 lost and

found 這個主題。我們每個人都有弄丟東西或協尋
物品的經驗。談及這些話題時，讓學生能更好地
用英文表達和形容自己的物品。

★ Stage 1: Lead in 情境設計
內容：簡短遊戲，引出話題
目的：引起興趣，進入話題∕情境，了解
學生已掌握的概念

12

觀察圖片裡的物品，
讓學生從中找出新單字或
片語。我通常會先用圖片
或者故事，簡單分析這
些關鍵詞彙的發音、意義和詞性。例如： wallet

/'wAlIt/ (noun)
在這裡我會使用桌遊 「 Dinosaur Letters －

ABC 恐龍字母島」

瞭解更多

，來確認學生在拼寫

和口說中最重要的單字量。把班級分成 2-4 個小
組，每組 3-5 人。 9 個任務骰子裡有 8 個單字母
骰子， 1 個雙字母骰子。拿出母音骰子，放在附
贈的布口袋裡，請每組其中一人去抓，抓出骰子
並擲出（三次機會），從三次機會中選擇能想出
最多單字的母音。例如骰了三次後，分別是 "ee",

"au", "oo"，選出 "ee"，並寫出含有 "ee" 的物品單

Creative Teaching Aids
字（名詞），如 beet, jeep, heels, sheep, seed,

tree, bee, beef 等，一個單字一分， 對應顏色的
木質恐龍就可以走 8 步。計時 5 分鐘，看哪一組
最快走到終點 Z 的島嶼。
瞭解更多

★ Stage 5: Noticing Task 觀察任務
內容：學 生 觀 察 並 發 現 口 說 句 型 和 用 途
(functions)
目的：提升發現關鍵句型的能力，往後閱讀
或聽力才能找到關鍵
結合教具 「Germs Bombing 細菌大爆炸」
瞭解更多

進行 Scrambled Dialogue 活動。給出

打亂的 A 與 B 兩人對話，每句對應不同顏色的
◤ Dinosaur Letters-ABC 恐龍字母島裡含有：9 個任務骰子，
4 只木質恐龍，1 張遊戲棋盤，1 個布口袋。◢

棉球 pom pom（一套有 8 種顏色，各10 個，共

80 個）。讓學生分成小組（每組發給 8 個顏色棉
球各一個和一支試管），並討論應該如何編排對

★ Stage 3: Gist Listening 簡單聽力任務
內容：簡短聽力∕閱讀任務，如主題選擇
題、是非題
目的：讓學生在口說任務前有參考的文本

話，並把對應順序的棉球放進試管中。計時 3-5
分鐘，討論並確認答案，老師從中觀察，對比每
組的棉球排列。如果沒有異議，只給出聽力文本
不需講解，如果有爭議，則重聽一遍有疑問的位
置，如果還有疑問，給出 transcript 聽力文本對

在聽力正式開始前，給予簡單任務，並讓學
生了解聽力時需要注意哪些訊息。讓學生花 1-2

照。
瞭解更多

分鐘先進行簡單任務，然後可以問 ICQs ，確定
大家明白要做什麼，如是否需要每個字都聽懂
（否）。老師走動並邊觀察學生的難點在哪裡，
並做上記號，待會一起回答。

Listen to two people in the restaurant. Here are
three titles to the dialogue. Choose the best title.
A. In the Restaurant

◤ Germs 細菌大爆炸裡含有：54 張試管卡，4 支試管，80
個彩色棉球。◢

B. Lost and Found
C. A Pretty Wallet

接著，給學生挖空了的聽力文本學習單，並
讓學生單獨完成填空 Gap-fill，計時 3 分鐘。時間

★ Stage 4: Intensive Listening 深入傾聽
內容：設定聽力的細節任務
1. 學生進行聽力，聽力後發下
transcript（附錄 1）
2. 兩兩確認答案
3. 反饋（投影答案，或請正確答案
的學生上台畫出答案）
目的：了解學生對聽力材料的理解並找出
誤區

結束，學生兩兩討論並確認答案，老師從中觀察
並記錄，討論結束後，全班核對答案或讓正確答
案的小組讀出答案。
遊戲活動結束後，發下學習單（附錄 2 ），
讓學生從聽力文本中找出規律並填入表格，得出
結論。計時 5 分鐘。學生兩兩討論並確認答案，
老師從中觀察大多數學生的問題，在小組討論後
給出答案，並傳授如何找出規律和找出規律這個
能力的重要性。
13

2021 師德會訊

教具創意角

★ Stage 6: Task Preparation 活動前準備
內容：聽其他小組口說練習，並做筆記
目的：讓學生有足夠時間準備自己的口說練
習，知道自己應該做什麼，應該說什
麼，需要哪些關鍵句，培養準備和練
習的能力。
提前製作不同的遺失物品閃示卡，可以從學
生周邊的東西中找到靈感，也可以用之前我推薦
過的「記憶吐司字卡—物品篇」

瞭解更多

。學生兩

兩一組，一個飾演 A，則另一個則是 B。B 同學抽
出一張閃示卡，不要讓 A 看到內容。讓學生花 5-8

劃線地方可以根據丟失的物品和情境改動，並
結合實際場景給出更加合理的對話內容。想增加趣
味性，也可以讓學生講出一個過去時態的故事。老
師從中觀察，並寫下障礙和問題所在，練習結束後
進行 delay error correction，幫助釐清學生盲點。

★ Stage 8: Language Focus
語言延遲糾正
內容：幫助學生糾正語言的問題
目的：提升表達的正確性，從而更有自信表
達

分鐘準備任務，想想如何形容這件物品，以及活動

老師在課前提前預先思考會有什麼困難點，

該如何進行。老師在過程中協助解決語言障礙和問

加上從各組練習中找出的問題點，讓學生看到語

題。結束準備後，老師可以問 ICQs 確定大家明白

言的多樣性。讓學生自己選擇哪個例子才是更好

要做什麼，例如在對話中是否可以看文本？（否）

的口說表達，哪個例子需要被糾正。也可重新分

瞭解更多

組，並重抽丟失的物品，把剛剛的口說練習再一
次發揮得更好。
請在口說課後，核對以下 checklist，讓口說
課更臻完善：
□ 這堂課是否以學生為中心？
□ 是否有各類型不同的互動呢？

★ Stage 7: Task Performance 口說練習
內容：以學生為中心進行口說練習的活動
目的：引導聽力文化背景與學生文化背景的
融合，並運用聽力文本學到的單字、
片語、句型來提升口說的流暢性
兩個學生開始對話：

□ 這些互動是否最大程度地提升學生的積極性？
□ 是否有任何知識或者理解誤區？
□ 是否有清晰明瞭的溝通目的？
□ 有沒有挑戰性？完整性？協作？
□ 是否客製化學生的需求？
□ 有趣嗎？具真實性、實用嗎？

A: Hi. Can I help you?
B: Yes, please. I've lost my _________. I left it here
yesterday.

以上是這次的教學分享，希望大家收穫滿

A: What does it look like?

滿，開始來打造口說教學的新世界，讓學生流利

B: It's a/an _________________.

應對吧！

A: Ah, I've found it. Is it this one?

點我

B: Yes! Thank you!
A: You're welcome.
◤附錄 1ˋ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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繪本教出好品格
文／馬翠蔓

老實說，在我小時候「繪本」這兩個字是非

Kacie • 現任補習班教務長 • 10 年以上英語繪本教學經驗

這幾個原則，就可以找到適合的繪本：

常的陌生，最好看的課外讀物不是漫畫（哆啦 A
夢 +1）就是兒童雜誌，不到兩三天就可以看完，

1. 用心出發

每次都很期待它的下一集。就算下一集還沒有

當聽到「對孩子好」的時候，我們就會盲目

出，也可以再看一遍，還是看得津津有味。反而

購買別人推薦的書籍，甚至不惜成本、砸下重

「繪本」竟然是直到我長大，成為人母，才發現

金，殊不知買回去之後根本沒有翻幾遍就被冷落

這麼好看、這麼好用，簡直是寶物！而且以前的

在一旁。其實挑選繪本最重要的是選擇適合的

看書環境也不像現在那麼方便、舒適，現在只要

「題材及年齡層」，用心閱讀。沒錯，這是一個

走進書店挑選喜歡的書籍，孩子們就可以席地而

花很多時間的過程，但是你會從中發現其實每一

坐，實在太羨慕他們了！

本繪本都有自己獨有的特色及作者想分享的想法，
透過第三者的方式潛移默化地去改變孩子的個性，

作為一位家長，你希望別人如何稱讚自己

例如：生活習慣、待人接物、禮貌規矩等等。

的孩子？成績好、聰明伶俐、孝順？作為一位
老師，你希望學生擁有什麼樣的個性？認真、專

像我最近要尋找關於霸

心、學習態度佳？如果每個孩子都擁有這些個

凌 的 題 材 ， ' Wo n d e r ' ( R . J .

性，這個世界會是多麼的美好啊！這是異想天開

Palacio) 是其中一本最多人討

嗎？其實只要從小培養好品格，我相信絕對有可

論的書籍，但是主角所面對

能發生。坊間有林林總總的方法教你如何培養好

的事情及故事內容，比較適

品格，這次就利用孩子們都很愛的「繪本」，我

合中高年級的孩子。而這次

會分享如何挑選適合的繪本、如何把繪本的內容

閱讀的對象是幼稚園大班到

發揮得淋漓盡致，讓你輕輕鬆鬆把孩子塑造成理

中低年級的孩子，所以我選擇

想中的模樣。

了 'Peanut Butter and Jellyfish'
(Jarrett J. Krosoczka)。第一

如何萬中選一？
利用繪本教品格真的是一舉多得，但是在網
路上搜尋「兒童繪本」或是「品格繪本」四個
字，就會出現上千、上萬筆資料，要如何確定哪
些繪本值得收藏，哪些不值得花時間？其實跟著
16

次看到這本繪本只是被它的封
面而吸引，沒想到這本書和其
他霸凌的故事很不一樣，平常
讀到的書縱然有相同的議題，
但都沒有正面、實用的處理方

Theme Course Planning

法。透過這本繪本，教導孩子如何積極面對和處

述一顆酪梨陷入了身份認同危機，在超市裡找不

理言語霸凌的方法和心態，這些抗壓能力正是孩

到適合的容身之所，最後竟然是一顆番茄讓它了

子所需要的，而且讓孩子瞭解霸凌者的心態其實

解到自我認同價值 (Who cares what we are when

都是出自於自卑心作祟。另外，故事也教導孩子

we are simply amazing!)。因為故事是從第一人稱

很多正面的想法，例如：做出正確的選擇很難、

的角度講述，孩子可以設身處地感受到酪梨是多

說對不起是最勇敢的事、友誼是最大的財富。這

麼的沮喪和無奈，讓孩子感同身受。加上有趣的

本書也可以延伸「 108 課綱議題教學—海洋教

文字及明亮的插圖使這些食物栩栩如生，非常吸

育」，是一本富有教育意義的繪本。

引孩子的目光。

2. 趣味性十足

我們都知道閱讀的重要性，特別是「共讀」，

除了議題適合之外，我

對於任何年齡的孩子，每天一起閱讀，是我們可以

認為最重要的元素是故事的

為孩子做到最好的事情其中之一，也是我近幾年在

趣味性要夠強。對於充滿想

推動的事情。除了選對合適的繪本之外，利用以下

像力的孩子，循規蹈矩的故

的說故事技巧，能讓孩子愛上閱讀：

事完全沒辦法吸引他們，通

1. 唸繪本時可以帶有誇張性的語調，讓孩子覺得

常都是左耳進、右耳出。
故事情境越特別、越奇怪，結尾讓他們意想不到
的故事，他們都聽得意猶未盡。'Share, Big Bear,

生動、有趣。

2. 隨時留意孩子聽故事時的表情狀態，從而了解
孩子的內心世界。

Share' (Maureen Wright) 講述了與朋友分享事物的

3. 可以讓孩子猜測接下來的故事情節，也可以讓

重要性。可憐的大熊帶著一大桶莓果，一直誤解

孩子換位思考，把自己帶入到故事角色中，引

老橡樹想告誡他要和朋友們分享莓果。相反地，

起孩子的共鳴並了解其想法。

他聽到了所有與 'share' 押韻的詞： hair, chair,

scare，每一次都會做一些很好笑的舉動，異想天

孩子的品格教育源自於父母和師長，從小透

開的插圖突出了這個溫馨故事中的幽默感，讓孩

過不同類型的的繪本，聆聽孩子的心聲，潛移默

子捧腹大笑。

化地去引導孩子正確的觀念，才能真正讓孩子未
來一生受益。

3. 故事能引起共鳴
除了故事有趣之外，角
色及情境需要有討論空間和
意義。當孩子對於故事內容

我要
購買

有所回饋的時候，代表已經
把內容記在腦海裡，故事就
成功了。我曾經教過一位轉
校生，因為新環境、新事物的關係，讓她覺得自
己格格不入。最後我透過不同的繪本，慢慢引導
她把心裡的想法說出來，其中一本是 'Avocado
asks: What am I? ' (Momoko Abe)。內容主要是講

有自信的可可
貪心的小羊
愛跟隨的佛瑞迪
優惠期間：9/11~11/10
三本套書優惠：665 元
定價 $84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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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
購買

名額
倒數

素養導向深教學
Competency-Based
Education

素養導向課程設計轉化：

跨領域的學科內容結合方法
文／范雅筑

Sonya Fan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師培中心助理教授 • 中華民國核心素養教育學會理事長

我們先前個別討論過 4C 架構（內容、溝

CLIL 的課程教案。首先分析學習語言的內容，接

通、認知、文化），接下來我們就要將 4C 串聯

著添加到內容語言中進行學習，最後透過學習應

起來，並且設計課堂活動，才能確保學習者不僅

用於內容語言：

可以使用內容語言，也能使用執行任務所需的課
步驟 1：分析學習語言的內容

堂語言。

分析教學期間的內容重點，例如一堂課或

一、CLIL 課程設計的架構與步驟

一個單元的系列課程，確認後根據內容找出所

此階段是計劃過程中最詳細的階段，涉及

需的語言。如此有系統性的分析內容，目的在

4Cs 架構中的 CLIL 不同元素的分析。建議老師們

於找出關鍵字、語境化的詞彙、片語、文法

在討論中使用心智圖、便利貼等促進發想與創意

等，這些語言的目標在於讓學生能形成概念的

的方式進行，促進製定團隊決策和協作計劃。完

理解，而非逐字逐句翻譯。

整的 4Cs 心智圖需要有主題、內容、溝通、認知
與文化等幾個方面，而在溝通中，又需要架構出
分析學習語言的內容、添加語言協助內容學習與

步驟 2：添加到內容語言中進行學習
接著將重點放在學習者上。盤點學習者的語
言經驗，思考如何使學習者可以在 CLIL 環境中

透過學習應用內容語言，其架構如下：

有效地操作，找出可能造成閱讀和理解困難的文
字，或是形成認知或學習者策略、課堂討論、任
溝通
分析學習語
言的內容

內容
主題

文化

透過學習應
用內容語言

添加語言協
助內容學習

認知

◤ CLIL 課程設計心智圖架構 ◢

要分析出溝通中語言的需求，我們可以根據
以下三個步驟，逐步的進行分析討論，構築出

20

務等所需的語言輔助，搭建 CLIL 學習的鷹架。
步驟 3：透過學習應用於內容語言
在這個步驟中，我們須設計任務和機會，使
學習者能夠擴展自己的認知技能和文化意識。這
可能包含較高層次的提問，或是應用所學至專案
式學習上。

二、CLIL 課程的發展流程
當我們和夥伙伴都確認了上述三步驟的內涵

Competency-Based Education
之後，接下來就是要著手進行的時間了。我列出
以下問題，老師們不妨試著和夥伴討論，共同構
築出一個共享、共構的教案：

階段三：準備學習語境
□ 確認適當的教學策略，討論這些教學策略將如何支
持學習者
□ 確認適當的學習策略，討論學習者可以如何支持自

1. 共同取得內容文本，並分析其學習語言的內容
為何？有哪些語言需求需優先考量？設計哪些
任務能夠學習和記住新語言？

2. 將課堂語言與內容串聯，例如：如果想讓學生
討論問題或參與小組工作，他們如何能做到？
我們是否可以列出提問或回答的句型作為鷹

己的學習
□ 確認教學目標和學習成果是明確且可實現，任務也
按順序進行逐步發展
□ 為學生進行差異化的準備，提供適當的材料與鷹
架，幫助學生能無礙的在 CLIL 環境中理解、思考、
討論並提出見解

架？

3. 以 Bloom 的認知分類法來看，在我們這堂課中

三、CLIL 課程的教案撰寫與資源盤點

所設計的應用任務，分別需要哪些認知技能？

當您和夥伴都討論過上述問題之後，可以試

哪些活動較為困難？這些活動的順序應該如何

著用分工的方式，完成下表。用分工的方式是為

安排較佳？

了確認小組夥伴對於課程的認知一致，同時減

4. 如果這堂課是用中文來上，會有甚麼不同嗎？
差異在哪裡呢？
★ 表 1 CLIL 課程發展流程
CLIL 課程發展流程

輕教案發展的負擔，可於完成後，小組成員再一
同盤點，同時檢視主題、內容、溝通、認知、文
化，以及分析學習語言的內容、添加語言協助內
容學習、透過學習應用內容語言之間的一致性與
關聯緊密程度。

階段一：思考原則
□ 決定 CLIL 的含義／脈絡／學校／班級

★ 表 2 CLIL 教案

□ 與同事／夥伴討論
□ 討論學習的教學策略，如小組合作的規則／自主學

CLIL 教案設計
內容

認知

□ 定義 CLIL 教學的目標

教學目標是：

思考技巧（根據內容而定）：

□ 確認教學計劃和學習成果符合學校發展願景

學習成果是：

其他思考技巧：

需教授的內容有：

學習技巧：

習的方法／直接教學等

提問：

階段二：分析教學內容

課堂活動（小組活動）：

□ 運用 4C 心智圖，作為課程規劃的工具，解構主題

鷹架：

下 CLIL 需觸及的部分
□ 根據課程審視在此主題中需要習得的內容知識、技

文化

溝通

□ 根據內容知識找出對應需發展的技能和思考技巧

文化如何連結

內容語言（單字、關鍵字、片

□ 思考文化或公民意識是否會影響本主題概念性的理

到主題：

語等）：

其他文化因素：

學習內容語言所需的思考或學

能、思辨或認知處理需求

解
□ 找出執行上述幾點的語言為何

習方式：

□ 畫出架構或心智圖，包含內容、文化、溝通、認知

在課堂中可能會用到的語言：

四個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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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養導向深教學
要設計出整份原創的 CLIL 教案並不容易，在

心，並提供吸引心神投入的驚喜感受 (Erickson,

討論過程中不妨也和夥伴一同思考下列問題，畢竟

Lanning & French, 2017)。知識概念是驅動探究的

能善用手邊的資源總是事半功倍，不是嗎？

動力，而概念的深度理解有賴不同概念間的連結
和規律的建立，進而能產生跨時間、跨情境的遷

□ 有沒有哪些材料／單元教案已經可用？它們有
多合適？

移。以領域概念理解和深化為經，以學習歷程和
策略為緯，以素養發展為軸的三維體系，正是素

□ 哪些資源需要調整？如何調整？

養導向課程設計的精要。老師們和夥伴同行，一

□ 網路上又可以找到哪些資源？

同切磋，相信很快就能抓到精義。

□ 我們如何擴展我們的任務和活動範圍？
□ 我們需要將我們的教案公開分享，以獲得更多
經驗指正或交流的機會嗎？
□ 哪些因素會使我們的 CLIL 課程成功？
□ 我們如何確保教學目標與學習之間連貫的緊密
程度？
□ 我們如何規劃學習者的進步速度？

四、CLIL 課程發展的慎思與概念為本的課程
設計
CLIL 的課程發展，是一個慎思的歷程，課程
慎思要老師一個人做，非常困難。在小組中做，
透過對話討論等辯證式的歷程，許多想法與做法
會越辯越明，撥雲見日。這是因為在課程慎思
的過程中，我們得以重新理解學習的內涵，審視
課程目標、教學方法與評量間的關連與一致性為
何。我發現在我帶領的 CLIL 課程發展實務工作坊
中，當學科老師和英文老師一起工作時，很多時
候 CLIL 所秉持的原則，事實上給英文老師帶來的
衝擊更大，靈感更多，原因是 CLIL 一直秉持著
「別把課程當英文課教」的概念，使英文老師重
新審視到底語文學習的路徑如何開展，因為我們
對於語文中聲符、形符的理解，從來都不是翻譯
式的，而應該回歸到概念本位的學習。
如果我們希望學生獲得智識啟發、能夠有創
意的解決問題、可以克服事物的複雜性，那麼，
知道事實還不夠，其關鍵在於概念性理解。概念
為本的課程重新攫取學生與生俱來對世界的好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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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
購買

數位教學力
Digital-Age Teaching

科技與英語教學的「交集」與「聯集」：

運用 TPACK Framework
設計文法與跨領域課程
文／林加振

Rick • 現任國小英語教師 • 教育部國中小行動學習傑出教師

TPACK Framework 是由 Punya Mishra 及

指的是 How will they learn it? What do you know

Matthew J. Koehler 於 2006 年所提出，內容關

about best learning practices? 也就是我們曾經

於三大類知識類型：Content Knowledge (CK)、

談過的多模態、差異化教學或混成式學習等教學

Pedagogical Knowledge (PK) 以及 Technological

法。而科技知識 Technological Knowledge (TK)

Knowledge (TK)。但這三者並非互不相關，

指的是 When / Where does technology fit it? Is

而是有所「交集」、「聯集」。因此又產生

there a tool that will increase engagement and

了 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 (PCK) 、

the learning process? 也就是關於資訊軟體、資訊

Technological Content Knowledge (TCK) 以及

設備、網站或 apps 的部份。但也不要忽略了最外

Technological Pedagogical Knowledge (TPK)。

圍的 Context ，而 Context 包含了教學環境、老

了解 TPACK 後，將有助於我們在 CK 、 PK 、

師、學生。

TK 間取得平衡，比如：一位擅長運用科技工具
的老師，可以省思自己是否過於「為了科技而科

而 R.J. Gravel, Josh Mika, and Shannon

技」，而忽略了學科本質及教學原理與原則；相

Soger 在 2014 年提出了一個 Blended Ladder 的

同的，一位英語能力極佳的老師，也能藉此省思

架構，這個架構結合了 SAMR Model 以及 TPACK

自己所呈現的語言知

Framework ，也就是將兩者的優點合而為一。因

識，是否結合最適當

此以下就用 Blended

的教學方式，並考量

Ladder 的架構，分

到科技能帶給學生的

享筆者所設計的兩則

最大值，而不是純

教案，並進行 SAMR

粹把英文「教好教

與 TPACK 的分析。

滿」。
◤ Gravel, Mike, Soger 於 2014 提出的 Blended Ladder ◢
◤ TPACK Framework
圖片來源：https://www.schoology.com/blog/tpackframework-explained ◢

★ 文法教學課程設計：Past Tense
學科知識 Content Knowledge (CK) 指的
是 What do they need to know? What am I

teaching? 也就是英文、數學、自然等學科知識的
部分。教學法知識 Pedagogical Knowledge (PK)
24

CK：
學習英語 be 動詞的過去式 was、were 以及學習
一般動詞的過去式。

Digital-Age Teaching
PK：
結合 Blended Learning （混成式學習）理念、差
異化教學、多模態學習、合作學習。

Te x t i n g S t o r y 是 一 個

Context (PCK)：

Android 跟 iOS 系統皆可免

本教案不是透過文法分析、講述式、簡報解說等

deductive 的方式進行文法教學。而是透過故事影
片、小組討論、創意造句、對話創作、圖文創作
等 inductive 的文法學習方式，讓學生理解過去式
文法規則。

費下載的應用程式。只要輸
入文字，即可轉換成虛擬手
機對話訊息的動畫影片。老
師可以先發下學習單，請學生分組討論，並先在
紙本上進行趣味對話故事創作，故事內容要結合

Technology Utilization (TK, TCK, TPK) ：
使用工具包括 Whiteboard.fi、Seesaw、

TextingStory、郭雪湖望鄉 AR 。

過去式的文法句型。老師批閱後，再請學生運用
載具輸入文字並完成動畫影片。老師可播放每一
組的動畫影片並讓全班票選。

以下根據 Substitution 到 Redefinition 設計分
為四個層次的活動，關於 SAMR Model 的介紹可
以參考五月號的師德會訊。

★ 活動一 (Substitution)：Whiteboard 預測
故事結局
請學生觀賞 What did you see? 故事影片

(https://youtu.be/XpqFAX6vRlM)

★ 活動三 (Modiﬁcation)：Fake Texts 創意
虛擬對話故事

點我

，影片是由

印度的英語故事平台 Book Box 所製作，但每則
故事都分為 American English 或 Indian English
發音。 Book Box 是一個 YouTube 頻道，也有

TextingStory 操作說明：
1. 下方工具列按 +New Story ，先輸入影片的標
題，即可開始製作。按最上方的人頭可以更改人
名，變換對話顏色、更換大頭貼（付費）、更換
音效（付費）。
2. 點選上方工具列人名切換誰在發言，輸入後按送
出。
3. 完成後，按下方工具列的 Create Video ，等待影
片播完一遍之後，會存在手機的相簿中。
4. 若要再次修改對話內容，到下方工具列的 Edit
Story 的地方即可修改。
5. 下方工具列 Setting 的地方，建議把 Keep
Corrections On 關掉，另外可以調整速度、打字
音效，甚至插入背景圖片（付費）。

Android 跟 iOS 版本的免費應用程式。故事中的
小女孩 Meera 去動物園參觀，但卻沒有看到猴
子、獅子、大象等動物。故事並運用了 Did you

see / Did you hear 的過去式英語句型。在播放結
局之前，老師可先按下暫停，並請學生小組討論

Meera 沒有看到動物的真正原因，並將答案寫在
小白板上，最後請各組將答案翻拍下來，上傳到

Whiteboard.fi。

★ 活動二 (Augmentation)：創意圖文造句
When I was a little boy / girl

★ 活動四 (Redefinition)：大稻埕 AR 對話
創作
本活動運用
了「郭雪湖望鄉

AR」這個 Android
跟 iOS 皆可免費
下載的應用程式，
讓學生回到九十年前的大稻埕。下載 app 後選
擇「 AR 拍照」，即可讓學生跟大稻埕時期的姑
娘、賣鳳梨的大叔、三輪車伕或大船合照，最後

請學生攜帶一張小時候的照片，並運用

再運用 Seesaw 進行圖文創作與錄音。 AR 擴增

Seesaw 平台進行圖文造句加錄音。造句句型：

實境 (Augmented Reality) 讓以前不可能達到的教

When I was a little boy / girl。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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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教學力
學活動成為可能，進而達成 SAMR Model 中的

加上錄音：My

Redefinition 階段。

favorite season is
_____. 老師最後
再公布答案，並

★跨領域課程設計：Seasons

介紹「韋瓦第四季小提琴協奏曲」的相關知識。

CK：

1. 認識四季主題相關的英文單字與句型。
2. 認識四季由來的科學知識。
3. 認識四季協奏曲。
PK：

★ 活動三 (Modification)：創意梗圖 (Meme)
創作
點 我
請學生先運用載具閱讀關於

結合 CLIL 教學法、混成式學習、差異化教學、多

Seasons 的網路梗圖，老師提供二十個

模態學習、合作學習。

經典又有趣的網路梗圖，並可

Context (PCK)：

透過這些梗圖來學習英文。閱

以往進行 Seasons 主題教學仍以英語聽、說、

讀後，請學生登入 Seesaw ，

讀、寫的機械式練習為主。此次課程結合 CLIL 教

並以 Seasons 為題創作一個

學法的理念，融入科學知識、音樂欣賞、藝術創作

Meme 並加上錄音。

及氣象主播天氣預報影片製作（結合科技與表演藝
術），是跨領域又結合素養學習的課程設計。
Technology Utilization (TK, TCK, TPK) ：
使用工具包括 Seesaw、Flipgrid 。

★ 活動四 (Redefinition)：小小氣象主播
最後，請學生
分組運用 Flipgrid

★ 活動一 (Substitution)：四季的科學知識

或其他影片軟體完
成「小小氣象主
播」的氣象預報影
片。老師可先準備氣象報告的相關影片及氣象報
導的相關短文，請學生們運用載具閱讀之後，再
分工合作完成影片製作。

請學生先觀賞 Why seasons change for kids

TPACK is truly meaningful, deeply

and how seasons happen 影片
，內容：

skilled teaching with or without technology.

因為太陽照射及地球的公轉與自轉，而形成四個

這是 Mark Anderson 說過的一句話。認識 TPACK

不同的季節。完成後請學生登入 Seesaw ，並完

Framework 也並不代表所有的課程都需要大量使

成數位學習單。

用科技。而是能幫助我們做出更適合、更精準的

(https://youtu.be/T6SSOoEMwAA)

點我

課程選擇。幫助我們用科技，與英語教學碰撞出

★ 活動二 (Augmentation)：韋瓦第四季小提
琴協奏曲
請學生登入 Seesaw ，並聆聽四段不同的
音樂，並根據四段音樂預測分別代表哪一個季
節，並運用畫筆畫出所聯想到的風景。完成後再
26

完美的「交集」與「聯集」。

參考資料與延伸閱讀：
★ 影片一： https://youtu.be/D2Pi1Cfn4sA
★ 影片二： https://youtu.be/KGjavP5Zdnw
★ 影片三： https://youtu.be/lDV2oyAgu9Y

名額
倒數

全方位幼美教學
Insight into Teaching
Kindergarten

幼兒英文啟蒙—西洋節慶教學
文／詹靜怡 • Jean's Story Nest 負責人

• 資深英語師訓講師

幼兒英文啟蒙教學中，除了教導學生學習語

增復活節的節慶

言之外，透過節慶教學可以讓學生更進一步認識

氣氛，老師在請

不同的西洋文化背景，提早培養小小孩對地球村

學生翻卡時，可

的國際觀。在此與大家分享最重要的西洋節慶教

以提醒孩子先敲

學主題之一：復活節 Easter。

幾下蛋殼，並說
出 "Knock! Knock!

Knock! What's in

復活節定於每年春分滿月之後的第一個星期

the egg?" 因為是

日，稱為 Easter Sunday。以下為學習內容：

以 "egg" 樣貌呈
現單字作為教學工

Vocabulary:

具，學習過程中多

spring / Easter / Easter bunny / jellybean /

了這一個步驟，能夠引起學生們的好奇心並增進

bonnet / chocolate egg / chocolate bunny /

學習樂趣。

basket / parade / flower / chick / lamb
Song:

利用蛋型字圖卡為 Easter 開場後，老師介

So Early Easter Morning

紹有關於復活節的繪本，首先是可以與學生互動

Activity:

的翻翻書 What Am I? Easter (My Look and See

Plant an egg / Easter Egg hunt

Holiday Book)。此繪本是利用 Q&A 猜謎的方式
提供許多復活節相關的字詞，也可稱為老師的單
字資源書，師生們可以一起腦力激盪想出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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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慶主題課程為期四堂課完成，首先由老師

加深對單字的印象。另外也和學生分享了 What's

帶領學生學習有關復活節的單字用詞，並搭配

in This Egg? / What's Inside?/ First the Egg 這幾

matching game 進行遊戲。在此建議老師可將字

本具有知識性與邏輯性的繪本，與學生探討不同

卡加工製作成兩種「蛋型字圖卡」：一種可用雙

的動物來自於不同的蛋或是先有蛋還是先有雞的

腳釘完成（如圖）；另一種是利用塑膠蛋裝進摺

問題。如果老師想讓孩子捧腹大笑，就不能錯過

好的紙張來呈現。蛋型字圖卡可以為課程內容添

The Easter Bunny's Assistant 這一本繪本，故事

Insight into Teaching Kindergarten
內容述說著復活兔的好朋友 skunk 想幫忙製作復

讓綠豆發芽（每一至兩天打開蓋子觀察是否需

活節彩蛋，但是因為每次心情感到興奮時總是忍

加水）。

不住情緒，不小心放了屁，是個讓 Easter bunny

• 蛋口加蓋的用意是讓綠豆可以平均生長，使

又愛又怕的 little helper，有趣又搞笑的故事內容
讓人印象深刻！以上靜態的學習課程能提升學生
在課堂上的學習興趣，並從英語繪本閱讀過程中
達到學習效果。接下來跟大家分享幾個動態的教
學活動。

發芽的高度平均

4. 將種植綠豆的蛋殼放置於蛋盒中，接下來在蛋
殼外側畫上可愛的臉蛋。

5. 當豆芽生長至接近蛋殼開口處時，即可移開蓋
子，接下來綠豆就能自由自在地往外生長，就
像長出「綠色頭髮」，如此一來就是可愛的蛋
頭先生或是蛋頭小姐了。

★Plant an egg
我愛蛋頭先生∕小姐

此活動需花約兩週的時間完成，老師可邀請
家長與小朋友一起參加。療癒的蛋頭植栽可以用
來佈置教室，同時也是教室綠化最自然的藝術
品，有些學生與家長細心照顧這些蛋頭家族後，
會將植物移植到盆栽內，成為家中賞心悅目的綠
色角落，老師也成功地培育出許多有耐心的小小

green thumbs。

★Easter Egg hunt
復活節尋蛋
材料：蛋∕衛生紙∕少許綠豆∕蛋盒∕彩色筆
製作步驟：

1. 蛋殼上方開個小洞取出蛋液，並將洞口剪成稍
微較大的平口，放入衛生紙。

2. 將 7-10 顆綠豆平鋪於蛋殼內的衛生紙上，並
加一些水（切記水不可太多讓衛生紙保持濕潤
即可）。

3. 將蛋殼開口處蓋上，留個小洞以便空氣流通好
復活節遊戲當然少不了尋蛋活動 egg hunt，
據說 Easter bunny 會在復活節早晨提著裝滿彩蛋
的籃子，在家家戶戶的庭院裡藏彩蛋好讓孩子們
來尋找。每年我們都會視天氣狀況而舉辦室內或
室外的復活節活動，然而場地不同遊戲玩法也稍
微有些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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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 天 氣 條 件 允 許 在 戶 外 進 行 ， 活 動 之 前
老師會先進行場勘，選擇一片平坦的草地作

小朋友在陽光藍天綠地下盡情奔跑汗流浹背的認
真模樣，真是太可愛了！

為活動場地（活動事前務必確認場地的安全
性），由於 egg hunt 的活動範圍較大，需要
家長陪同幼兒一起進行。在正式進行 egg hunt
前，老師會分享許多有關 Easter 的繪本故事與
歌曲教唱 So Early Easter Morning ，家長們可
趁學生認真聽故事、唱歌時，把各種顏色的彩
蛋藏在幼兒視線範圍內且容易拿取的地方，例
如草叢內、大樹下、樹葉堆裡……。

So Early Easter Morning

若因天氣狀況不佳，場地也有所限制時該如

This is the way we hold the basket,

何玩 egg hunt 呢？ Jean 在此提供老師們一個定

hold the basket, hold the basket.This

點式的玩法。老師可請學生家長兩兩一組對坐，

is the way we hold the basket.

每組分發一顆塑膠彩蛋，全班一起唸出 chant

So early Easter morning.

"Easter Bunny Easter Bunny, hop~ hop ~ hop.

This is the way we hunt for eggs,

Hide the eggs up and down." 還可以把 up and

hunt for eggs, hunt for eggs.

down 替換成 in and out / left and right / high and

This is the way we hunt for eggs.

low 等相反詞。全班一起唸兩次之後，老師喊出

So early Easter morning.
This is the way we find the eggs,

"Rock, scissors, paper!" 讓學生們猜拳決定誰先
藏蛋，找蛋的玩家則轉身低頭抱膝，藏蛋的玩家

find the eggs, find the eggs.

有 20 秒時間把蛋藏在自己的身上（請提醒孩子們

This is the way we find the eggs.

千萬別把蛋藏在小褲褲裡喔！）20 秒後就可以讓

So early Easter morning.
This is the way we eat the eggs,
eat the eggs, eat the eggs.

找蛋的玩家開始搜身尋蛋了。
遊戲的過程孩子會因為怕癢而笑聲不斷，此

This is the way we eat the eggs.

活動也可以讓孩子們動動腦筋怎樣才不會讓對方

So early Easter morning.

找到身上的彩蛋，老師會發現孩子們有許多意想
不到的創意，同時也不用擔心孩子們在教室裡奔

從這首歌中可學習到 egg hunt 相關活動的單
字用語 hold the basket / hunt for eggs / find the

eggs / eat the eggs，活動開始前讓孩子們每人手
拿小籃子或桶子、頭戴長長的兔子耳朵，一同齊
唱歌曲，之後一聲令下就可以開始尋找彩蛋，egg

hunt 除了讓學生體驗到尋蛋的樂趣之外，老師也
希望家長們能藉由此活動增進親子之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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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可能受傷的危險，真是一舉數得呢！
節慶教學有太多好玩的教學 idea，老師們可
依照自己的教室條件與資源來規劃課程，期待下
一期與大家分享更多的教學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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