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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 and My 
Family Tree

作者：Joan Sweeney
繪者：Annette Cable

高   年   段

C1-1-11 能聽懂簡易對話、短文、故事。C3-1-11 能讀懂簡易對話、短文、故事。C8-1 能分享閱讀的樂趣。
C8-2 能運用基本的閱讀策略。
C8-3 能理解高年段兒童繪本的內容。

★活化課程能力指標★

建議教學節數 :共 6節

　B e f o r e  R e a d i n g :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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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節

新 北市自編國小英語繪本補充教材Ⅱ

Language Focus
Vocabulary： 

family, brother, mommy, daddy, grandparents, aunt, uncle, cousin, family tree, 
parents, grandma, grandpa, sister, daughter, son

Sentence Patterns：
1. This is my daddy. / They are my cousins.
2. We're / They're all part of my family tree.

具體教學目標

1. 能聽、說本書家族成員名稱，並辨讀本書中有關家族成員之單字。
2. 能欣賞並理解本書內容。
3. 能樂於參與課堂活動，並完成家族樹的製作。

       網站資源

1. http://www.wordle.net/  (文字雲－Word Clouds產生器）
2.   http://www.youtube.com/watch?v=dH5RTW0gh30&feature=related 
（The Family Song-Kids English Pop Mu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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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活動設計

Before Reading

我的家庭真可愛

活動一

　          貼心小叮嚀：1. 現在的社會家庭型態非常多元，教師在提問時，問題的設定要避免
涉及敏感話題，例如："Does your 
father live with you?"這樣的問題有可能不太適宜。2. 進行步驟2時，可請學生把所找到的單字記錄在作業簿中。

Me and My Family Tree

教學資源準備：

1. 網站資源1。
2.  單字圖卡與字卡：

family, brother, mommy, daddy, grandparents, aunt, uncle, cousin, family 
tree, parents, grandma, grandpa, sister, daughter, son。

教學步驟：

1. 運用資源網站1，輸入本書中之主要單字，產生單字海報之電子檔。如下圖：

2.  請學生觀察單字海報，並說說看發現了哪些單字。教師可用學過的句型引
導學生，例如：

(1)  T: What do you see?
S: I see "grandpa."
T: Does your grandpa live with you? / Do you live together?

(2) T: What do you see?
S: I see "daddy."
T: What do you like to do with your daddy?

3.  學生每說出一個單字，即將該單字之圖卡及字卡貼在黑板上，最後以圖卡
及字卡帶唸本書中之主要單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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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物家庭

活動二 

話我家庭

活動三 

教學活動設計

Before Reading

　          貼心小叮嚀：為尊重學生的隱私權，如果學生不方便以照片呈現家庭中之成員，可以請學生改以手繪方式呈現。

新 北市自編國小英語繪本補充教材Ⅱ

教學資源準備：

1. 實物投影機。
2. 家人的照片（學生自備）。

教學步驟：

1. 課前請學生事先準備自己及家人的合照。
2.  以實物投影機投影照片，教師先以自己的家庭為例，以看圖說故事的方式
介紹自己的家庭成員，例如："There are six people in my family. They are 
Grandpa, Grandma, Daddy, Mommy, my brother and me."。

3. 給予學生數分鐘練習。
4. 將學生之照片以實物投影機投影，並一一上台發表。

教學資源準備：

1. 學習單（P.10），每人一張。
2. 網站資源2。

教學步驟：

1. 播放網站資源2的影片。
2. 請學生說說看今天要討論的主題是什麼。
3. 再播放一次影片，請學生仔細觀察影片中出現了幾個家族。
4. 將學生的答案寫在黑板上：

"The Beaver Family"、"The Penguin Family"、"The Bear Family"、"The 
Koala Family"及"The Monkey Family"。

5. 發下學習單（P.10）。
6.  再播放一次影片，請學生觀察"The Beaver Family"家中有哪些成員，並將
答案填入家族樹當中。

7. 與學生核對答案。
8. 重複步驟6~7，一一完成其它的動物家族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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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活動設計

During Reading

閱讀理解

活動二

說故事時間

活動一

Me and My Family Tree

教學資源準備：

1. 繪本。
2. 活動單（P.11），每人一張。
3. 剪刀、膠水、英語作業簿（學生自備）。

教學步驟：

1. 發下活動單（P.11），請學生依虛線剪下。
2. 教師朗讀繪本，請學生將聽到的內容依序排出。
3. 與學生核對答案。
4. 請學生將句條依序貼在英語作業簿上。
5. 帶領學生朗讀繪本內容。
6. 請學生默讀，並依據內容畫出家族樹。

教學資源準備：

1. 繪本（每人一本或兩人一本）。
2.  單字圖卡：

family, brother, mommy, daddy, grandparents, aunt, uncle, cousin, family 
tree, parents, grandma, grandpa, sister, daughter, son。

3. 課前於黑板上畫一棵大樹。

教學步驟：

1. 學生兩兩一組，發下繪本。
2.  請學生觀察封面，指出書名、作者及繪者，並說說看這一本書的主題會是什麼。
3.  請學生翻到第一頁，說一說看到了什麼，然後全班把句子讀出來："This is 

me and my family."。
4.  請學生翻到第二頁，並帶著學生把內容讀出來："I have a brother, a mommy 

and a daddy, grandparents, aunts and uncles, and cousins too. How are they 
all related to me? I'll show you on my family tree."。當讀完最後一個句子時，
就請學生把書本闔上。

5. 接下來的故事教師以單字圖卡與黑板上的大樹，一邊說，一邊畫，完成故事。
6. 教師說完故事後，可以請學生翻開書，自己將故事再讀一次。



8 9

教學活動設計

After Reading 活動一

我的家族樹

　          貼心小叮嚀：為了讓學生可以順利完成家族樹的製作，可以請班級導師協助於活動前將「給家長的一封信」（P.16）貼在聯絡簿上。

新 北市自編國小英語繪本補充教材Ⅱ

教學資源準備：

1. 活動單（PP.12~14），每人一份，可放大至B4影印。
2. 圖畫紙（教師自備），每人一張。
3. 附件一（P.16）：給家長的一封信，兩人一張。
4. 剪刀、膠水、彩色筆（學生自備）。

教學步驟：

1. 發下活動單（PP.12~14）與圖畫紙。
2.  教師以自己的家族樹為例，示範一次做法：

(1)   將活動單（P.12）上的左分支、右分支及主樹幹分別剪下，黏貼在圖畫
紙上，合成一棵樹。

(2) 將"My Family Tree"字樣剪下，貼在主樹幹上。
(3) 在"Me"的葉片上寫自己的名字。
(4)   依實際數量，剪下"brother"及"sister"葉片，寫下自己兄弟姐妹的名字，
並將之黏貼於主樹幹上（左、右邊皆可）。

(5)  左分支及右分支上已有6片較大的葉子，分別為血緣較近的外公、外
婆、祖父、祖母、媽媽及爸爸。而活動單（PP.13~14）上較小的葉片為
血緣較遠的叔、伯、姑、姨...等。

(6)   左分支代表母方的家庭，若媽媽各有一兄 (弟 )及一姐 (妹 )，則剪下
"uncle"及"aunt"的葉片各一，寫上他們的名字，然後分別貼在"Mother"
葉片的左、右兩邊的枝枒上。

(7)   若 "unc l e "有一個小孩，則剪下一 "cous in"的葉片，寫上名字，貼在
"uncle"葉片下方；若"aunt"有兩個小孩，則剪下兩個"cousin"的葉片，
寫上名字，黏貼於"aunt"葉片的下方。

(8)   右分支代表父方的家庭，重複步驟6~7，黏貼家族成員的葉片。
(9)為每個葉片塗上顏色，完成家族樹。

3. 成品圖如下：

4. 學生完成的家族樹可展示於教室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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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活動設計

After Reading 活動二

韻味十足

第一組：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發音清楚

聲音宏亮

節拍正確

團隊默契

Me and My Family Tree

教學資源準備：

1. 學習單（P.15），每人一張。
2. 同儕互評表（教師自備，可參考下表）。

教學步驟：

1. 發下學習單（P.15），帶讀或請學生試著讀出"The Family Chant"的內容。
2. 指導學生以拍手方式帶入節拍 。
3. 請學生兩人一組，進行練習。
4. 排出學生上台展演的時間表。
5. 兩人一組上台演出，台下學生填寫同儕互評表。
6. 依據同儕互評表的成績，找出最棒的團隊進行表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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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

uncle

me
anut

me

meme

The Beaver Family

The Penguin Family The Monkey Family

The Koala Family

The Bear Family

新 北市自編國小英語 繪本補充教材Ⅱ

Class:                   Number:                  Name:

請注意看影片，並寫出每一種動物的家庭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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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 and My Family Tree

One day I may have children, and they’ll be part of my family tree.
Think of it! Everyone in the world has a family tree.

My aunts and uncles had my cousins. 
Mommy and Daddy had my brother.
And then…Mommy and Daddy had me!

Grandma and Grandpa had Mommy and her sister.
Nana and Poppa had Daddy and his brother and sister.

Daddy has a brother my Uncle Jim. He’s married to my Aunt Margie. 
They have two sons my cousin Jeff and my cousin David. Daddy also 
has a sister that’s my Aunt Pat.
They’re all part of my family tree.
Now can you guess how I came to be?

Mommy has a sister my Aunt Sally. She’s married to my Uncle Lee. 
They have a daughter my cousin Alice. 
They’re all part of my family tree.

This is my mommy’s mommy my grandma.
This is my mommy’s daddy my grandpa.
This is my daddy’s mommy my nana.
This is my daddy’s daddy my poppa.
They’re all part of my family tree.

These are my parents my mommy and daddy.
They’re part of my family tree.

First I start with me. 
Then comes my big brother, Alan. 
We’re both part of my family tree.

This is me and my family.
I have a brother, a mommy and a daddy, grandparents, aunts and 
uncles, and cousins too. How are they all related to me? I’ll show you 
on my family tree.

Just like you and me.



Sister:

Brother:

Sister:

Brother:

N a m e :

M
y      
F
a
m
i
l
y           
T
r
e
e

Me:

Grandfather:

Grandmother:

Mother:

Grandfather:

Grandmother:

Father:

12 13

新 北市自編國小英語 繪本補充教材Ⅱ

Mother's Family Father's Fam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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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 and My Family Tree

Mother's Family
將剪下來的葉子貼在家族樹左邊的枝幹上。

Aunt:

Uncle:

Cousin:

Cousin:

Great Aunt:

Great Uncle:

Aunt:

Uncle:

Cousin:

Cousin:

Great Aunt:

Great Uncle:

Aunt:

Uncle:

Cousin:

Cousin:

Great Aunt:

Great Uncle:



Father's Family
將剪下來的葉子貼在家族樹右邊的枝幹上。

14 15

新 北市自編國小英語 繪本補充教材Ⅱ

Aunt:

Uncle:

Cousin:

Cousin:

Great Aunt:

Great Uncle:

Aunt:

Uncle:

Cousin:

Cousin:

Great Aunt:

Great Uncle:

Aunt:

Uncle:

Cousin:

Cousin:

Great Aunt:

Great Uncle:



The Family Chant

14 15

Me and My Family Tree

Class:                   Number:                  Name:

Everyone’s  family  is  not  the  same.

I  have  a  grandpa  who  lives  with  me.

You  have  a  grandma  who  takes  care  of  you.

My  dad’s  a  doctor,  and  my  mom’s  a  lawyer.

You  live  with  your  mom,  and  she’s  a  teacher.

You  have  two  brothers,  but  I  have  none.

You  don’t  have  any  sisters,  but  I  have  one.

Your  family’s  big,  but  my  family’s  small.

I  love  my  family,  and  my  family  loves  me.



給家長的一封信

16

新 北市自編國小英語 繪本補充教材Ⅱ

親愛的家長您好，

我們的英文課目前正要開始進行「家庭」這一個主題，這是一個與孩子生活

相關且有趣的主題，你的孩子將會學到「家庭成員」的英文說法，並且製作「家

族樹」。以下兩件事情需要您的協助：

一、請與孩子討論家族裡的成員，如：祖父母、外公、外婆、爸爸、媽媽、

伯伯、伯母、叔叔、嬸嬸、堂兄弟姐妹、姑姑、舅舅、阿姨、表兄弟姐

妹，並請提供家族成員的姓名。

二、您們的家庭照一張。

   感謝您的協助，如有任何疑問請與我聯繫。

                                                                                                              英文老師 

親愛的家長您好，

我們的英文課目前正要開始進行「家庭」這一個主題，這是一個與孩子生活

相關且有趣的主題，你的孩子將會學到「家庭成員」的英文說法，並且製作「家

族樹」。以下兩件事情需要您的協助：

一、請與孩子討論家族裡的成員，如：祖父母、外公、外婆、爸爸、媽媽、

伯伯、伯母、叔叔、嬸嬸、堂兄弟姐妹、姑姑、舅舅、阿姨、表兄弟姐

妹，並請提供家族成員的姓名。

二、您們的家庭照一張。

   感謝您的協助，如有任何疑問請與我聯繫。

                                                                                                              英文老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