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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David! 作者 / 繪者：

David Shannon

建議教學節數 :共 6節

　B e f o r e  R e a d i n g : 1節
　D u r i n g  R e a d i n g : 2節
　A f t e r  R e a d i n g : 3節

A3-1-2 能辨識低年段所習得的字詞。A4-1-3 能臨摹抄寫低年段所習得的字詞。A5-1-2 能聽懂及說出低年段所習得的英語             字詞。
D6-1-1 樂於參與各種課堂練習活動。A8-1 能培養閱讀的興趣。
A8-2 能瞭解基本的閱讀方法。
A8-3 能理解低年段兒童繪本的內容。

★活化課程能力指標★

低   年   段

新北市自編國小英語繪本補充教材Ⅱ

Language Focus

Vocabulary: 
come (back) here, be quiet, 
play with (your food), go to your room, 
stop, put your toys away, house, love

    具體教學目標

1. 能聽、說及認讀本書之主要字詞。
2. 能抄寫本書之主要字詞。
3. 能知道並分辨好、壞行為。  

       網站資源

1.  http://www.youtube.com/watch?v=ofx1RpWpAYc&NR=1 
（此繪本之導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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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活動設計

Before Reading
活動一

猜書名

活動二

小預言家

       貼心小叮嚀：進行猜書名活動時，可將猜錯學生的姓名放在吊人的圖案上，增加趣味性。

No, David!

教學資源準備：

繪本。

教學步驟：

1.  告訴學生現在要導讀一本有趣的繪本，但是要請他們猜一猜書名。
2.   進行「吊死鬼」活動：在黑板上畫下底線 ＿ ＿, ＿ ＿ ＿ ＿ ＿！，請學生
任選A到Z，猜一猜空格中的字母是什麼。如果猜對則將字母填上正確位
置，若猜錯則在黑板畫上吊人的圖案，如下圖。

   

3.  展示繪本，公佈正確答案，繪本名稱為：N o, D a v i d！

教學資源準備：

繪本。

教學步驟：
1. 問學生做哪些事是爸媽不喜歡的？爸媽的反應為何？請學生發表。
2. 展示繪本封面，說明這是主角David的故事，請學生猜猜David幾歲。
3.  請學生跟讀一次書名，然後問學生，為什麼媽媽要說"No, David!"？媽媽開
心嗎？David可能做了哪些媽媽不喜歡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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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活動設計

During Reading

默　讀

活動二

繪本導讀

活動一

新北市自編國小英語繪本補充教材Ⅱ

教學資源準備：

繪本。

教學步驟：

1.   課前教師先閱讀繪本，思考朗讀繪本時所需用到的各種語氣及動作，需要
提點的地方可貼一張小紙條做記號提醒自己。

2.   導讀前，如環境許可，可安排學生座位，使學生們圍繞著教師坐著，以看
得到繪本圖畫及內容為原則。

3.  單手持繪本於肩膀前側或其他適當位置，準備對學生進行繪本導讀。
4.   在講解或朗讀每頁文字之前，請學生先瀏覽一下圖片，並嘗試說出看到了
哪些東西？可能發生了什麼事情？

5.  欣賞或朗讀完每一頁，問學生是否有類似經驗？請其發表。
6.   在翻至下一頁之前，請學生先預測下一頁的內容。隨後對照預測是否為
真？正確者給予口頭獎勵。

7.  導讀至繪本結束。

教學資源準備：

繪本（每人一本或兩人一本）。

教學步驟：

1. 發下繪本，引導學生看著封面回答問題：
(1)繪本的標題是什麼？在封面的哪裡?
(2)繪本的作者是誰？在封面的哪裡？

2. 請學生靜默閱讀，閱讀時找出下列問題的答案：
(1)繪本的主角是誰？
(2)算一算，繪本裡出現幾次David這個字？
(3)算一算，媽媽說了幾次No？
(4)繪本哪一頁的No出現最多？
(5)媽媽什麼時候說了Yes？

3. 與學生討論上述5個問題的答案。
4. 與學生討論下列問題：

(1)你（妳）喜歡David嗎？為什麼？
(2)你（妳）家是否也有個David？如果有，是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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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活動設計

During Reading

分組朗讀

活動三

網路故事

活動四

　       貼心小叮嚀：
分組人數可依班級狀況彈性調整。

        貼心小叮嚀：可請學生加入動作，以增加趣味性。

No, David!

教學資源準備：

1. 網站資源1。
2. 繪本（每人一本或兩人一本）。

教學步驟：

1. 播放網站資源1，請學生再次聆聽繪本故事。
2.  再次播放網站資源1，利用影片暫停播放的功能，讓學生大聲跟讀繪本內
容，並請學生用手指指著字跟讀。

教學資源準備：

繪本（每人一本或兩人一本）。

教學步驟：

1. 發下繪本，帶領學生逐句朗讀。
2.  將學生分成四組，各組分別負責朗讀一句，輪流朗讀繪本。
3.   請各組選出組長並各自帶開朗讀繪本，組員採輪讀方式朗讀繪本。遇到不
會唸的組員請組長協助。

4.   請學生回到座位後，分成兩人一組，互相朗讀給對方聽。
5.   請全體學生從第一頁每人一句依序朗讀，如朗讀至最後一頁則從第一頁再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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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活動設計

During Reading

我說你喊

活動五

　      貼心小叮嚀：此活動在於培養學生語感，教師如加入語調高低與動作表情為佳。

新北市自編國小英語繪本補充教材Ⅱ

教學資源準備：

繪本（每人一本或兩人一本）。

教學步驟：

1.  發下繪本，教師視學生程度以簡易英語描述圖片，請學生扮演媽媽，說出
繪本裡媽媽所說的話，例如："No, David, no!"或"Go to your room!"，並加
入適當的語氣及感情。

2. 每頁英語描述參考如下：
(1)David wants to get the cookies.
(2)David is dirty, and he makes the house dirty, too.
(3)David plays with toys in the tub.
(4)David is running naked on the street. (David is not wearing anything.)
(5)David makes big noises.
(6)David plays with his food.
(7)David puts a lot of food in his mouth.
(8)Mom says, "No TV today."
(9)David jumps on his bed.
(10)David picks his nose.
(11)David's toys are everywhere.
(12)David plays baseball in the house.
(13)David breaks the vase.
(14)David is sorry and sad.
(15)Mom comes to hug Dav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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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活動設計

After Reading 活動一

猜謎遊戲

活動二

老師說

　       貼心小叮嚀：1.   此活動可分組競賽以增加趣味性。2.  可讓學生在英語簿上練習抄寫字詞。

　                       貼心小叮嚀：
1. 此活動可用分組競賽方式以增加趣味性。
2.  動作建議： 

(1) come (back) here：用手比「來」的手勢。
(2) be quiet：食指放在雙唇前。
(3) play with your food：拿刀叉的動作。
(4) go to your room：用食指往前指。
(5) stop：手臂往前伸直，手掌朝外。
(6) put your toys away：收拾東西的動作。
(7) house：手在頭頂比出屋頂的手勢。
(8) love：用手比愛心放在胸前。

No, David!

教學資源準備：

1. 單字圖卡及字卡：
come (back) here, be quiet, play with (your food), 
go to your room, stop, put your toys away, house, love。

2. 「字詞對對碰」學習單（P.12），每人一張。

教學步驟：

1. 展示單字圖卡，並請學生跟著唸。
2.  指著圖卡請全班唸唸看，教師適時指導。
3.   請全體學生起立。教師替換手中的單字圖卡，請學生舉手唸出該單字，完
成的學生可坐下，藉此瞭解及掌握每位學生的學習狀況。

4.  使用單字字卡重複步驟1-3。
5.   將單字圖卡順序重整後，手持且遮蓋單字圖卡，並只揭露部分圖片，請學
生猜猜看單字圖卡內容為何。可用單字字卡再做一次。

6.   發下「字詞對對碰」學習單（P.12），請學生將字詞摹寫一遍，並連到正確
的圖片上。

教學資源準備：

單字圖卡及字卡：
come (back) here, be quiet, play with (your food), go to your room, stop, 
put your toys away, house, love。

教學步驟：

1.   展示單字圖卡及字卡，複習本單元
字彙。

2.   教師唸單字並加入動作，請學生跟
著唸並做動作。

3.   請學生閉上眼睛，教師唸單字，學
生跟著唸並做動作。

4.   當教師說關鍵句「Teacher says」
的時候，學生才能做動作；反之，
未聽到「Teacher says」時，若做
動作則出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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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活動設計

After Reading

活動四

閱讀心得

活動三

聽音辨位

　   貼心小叮嚀：
程度較好的學生可用英文敘述取代畫圖。

新北市自編國小英語繪本補充教材Ⅱ

教學資源準備：

繪本（每人一本或兩人一本）。

教學步驟：

1.  發下繪本。
2.   請學生先不要打開繪本。教師隨機翻頁並唸出一個句子，請學生打開繪本
找出正確的那一頁，並複誦一次句子。

3.  問此頁發生了什麼事？
4.  重複步驟2-3，可以分組競賽方式進行，最快找到頁次並唸出句子者得一分。

教學資源準備：

閱讀心得學習單（P.13），每人一張。

教學步驟：

1.  請學生說說看最喜歡的故事內容為何？理由又是什麼？請學生簡單發表。
2. 發下學習單（P.13），請學生把最喜歡的故事內容畫下來，並用一句話簡述  
所畫的內容。

3. 完成後，挑選學生上台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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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活動設計

After Reading

活動六

角色扮演

      貼心小叮嚀：鼓勵學生儘量以英文敘寫，尤其是繪本中出現的句子。沒有學過的字詞再以畫圖代替之。

     貼心小叮嚀：1.   提醒學生可自行利用下課時間練習。2.   提醒同學觀賞表演時應注重的禮節。
3.   多鼓勵低年級同學思考及發揮創意。

4.   進行步驟 5時，可請主角學生戴上David頭套，（活動單P.15），若演出的動作是良好的行為，學生齊聲說："Yes, David! "；反之，則說："No, David! "。

活動五

可以不可以

No, David!

教學資源準備：

1. 已完成之學習單（P.14）。
2. 活動單（P.15），每組一張。
3. 攝影機（教師自備）。
4. 表演道具（學生自備）。

教學步驟：

1.   將學生分成四組，每組選出較有規劃及組織能力的學
生擔任組長，由教師指定或同學互相推派皆可。

2.   請學生拿出學習單（P.14），輪流跟同組同學分享自
己所寫的內容。

3.   跟學生說明下次上課要進行戲劇表演活動：以組為
單位來進行，內容以學習單（P.14）為主，角色分
為家長與小朋友，道具請學生自行準備。

4.   以學習單（P.14）為參考，選出1~2個有趣的情境，
請各組討論或選出各組要表演的腳本，教師協助組
長進行角色分配。

5.   下次上課預留時間讓學生進行練習後，再進行分組表
演。教師同時進行錄影。

6.  與同學或家長分享影像紀錄。

教學資源準備：

學習單（P.14），每人一張。

教學步驟：

1.   詢問學生相關生活經驗：平常做哪一些事是被家長允許的，哪一些又是不
被允許的。請學生簡單發表。

2.   發下學習單（P. 1 4），請學生把家人喜歡及不喜歡他
（她）們做的事寫下或畫出來。

3.  完成後，挑選學生上台分享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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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                   Number:                  Name:

字詞對對碰

新 北市自編國小英語 繪本補充教材Ⅱ

小朋友，請將字詞摹寫一遍，
並連到正確的圖片上。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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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                   Number:                  Name:

閱讀心得

                                                 .

No, David!

小朋友，請把最喜歡的故事內容畫下來，
並用一句簡單的句子描述你畫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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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h, yes! Oh,  no!

YES or NO?

Class:                   Number:                  Name:

新 北市自編國小英語 繪本補充教材Ⅱ

小朋友，想一想，家人喜歡你（妳）做哪些

事？又不喜歡你（妳）做哪些事呢？請把喜

歡的事寫在Oh, yes!中，不喜歡的寫在Oh, no!
中。用畫的也可以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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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Dav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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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ureka!

Eureka is an exclamation used as an interjection to celebrate a discovery.
                                                                        In other words, it means “I got it!”

新 北市自編國小英語 繪本補充教材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