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八里國小英文領域
實施內容

報告者: 張婷婷



八里國小英文領域員額編制

 英語科任2人(其中一人為代課老師)，各23節。

 組長2人，分別為13節，10節。

 導師1人，上自己班的2節英語。



一年級英語文教學實施現況

 字母帶動唱加分組比賽，不知不覺就唱了六遍以上囉! 

 P-p, pizza, pizza, yum, yum, yum.

 Q-q, quilt, quilt, keep me warm.



二年級英語教學實施現況

 ABC字母操:
 在每一堂課正式開始之前，藉由字母操，複習之前學過的字母及相關單字。
 請學生想一想K、L、M該怎麼利用身體比出來呢?
 請小朋友發揮創意設計kick, lemon與mango的動作。



三年級英語實施特色
透過節慶活動讓學生瞭解外國文化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And a Happy New Year ! 
Good tidings we bring wherever you are. 
Good tidings for Christmas And a Happy New Year. 
 

Jingle  Bells 

Jingle bells, jingle bells, jingle all the way. 
Oh what fun it is to ride in a one horse open sleigh. 
Jingle bells, jingle bells, jingle all the way. 
Oh what fun it is to ride in a one horse open sleigh. 
Dashing through the snow in a one horse open sleigh. 
Over the fields we go laughing all the way. 
Bells on bobtail ring. 
Making spirits bright. 
What fun it is to ride and sing a sleighing song tonight! Oh! 
 

The  Little  Bells  of  Christmas 

The little bells of Christmas say. 
“Ding, dong, ding, dong, dong.” 
The little bells of Christmas say. 
“Ding, dong, dong.” 
 

S-A-N-T-A 

There was a man on Christmas Day 
And Santa was his name-oh. 
S-A-N-T-A, S-A-N-T-A, 
S-A-N-T-A and Santa was his name-oh 
 

Snow  is  Falling 

Snow is falling all around. 
On the rooftop, on the ground. 
Snow is falling on my nose. 
On my hands and feet and toes. 



透過繪本教學及遊戲培養學生學習興趣



四年級 英語教學概況

A Chant For Warm-up

1, 2, take out books!

3, 4, check for sure.

5, 6, attention please.

7, 8, sit up straight.

9, 10 raise my hand. 

(Class leader: everyone says) 

Good morning/ afternoon, teacher!

※每次上英語課時，當老師一走進教
室後，學生即要開始唸 CHANT，在
唸的過程裏必須要立刻回到位置，並
將課本放在桌上，其他物品收起來，
好的人要邊唸邊作手勢，唸到”9,10 
Raise my hand”，班長要看全班的狀
況，大家都舉好手後，班長才喊
everyone says，全班再和老師打招呼



 觀賞Eric Carle的The Very Hungry Caterpillar繪本動畫



 美國kindergarten

小朋友練習數學用

的學習單正好適合

我們四年級小朋友

練習color單元





五年級 英語教學概況

 班級經營：顏老師抄抄寫寫俱樂部

V.S. 免死金牌

以趣味的方法來鼓勵小朋友多說多練習（可拿
免死金牌）及對較不遵守班級常規的小朋友有
所警惕



 口試：

1. 每一班級每一位小朋友在每一單元結束

時都需要上台口試

2. 口試內容：背課文、唱英文歌、rap…



 繪本：



98學年度校內英語文競賽

 98年11月23日四~六年級英語拼字比賽



98學年度校內英語文競賽

 98年11月24日四年級英語朗讀比賽



98學年度校內英語文競賽

 98年11月24日五六年級看圖說故事比賽



 台北縣英語競賽榮獲朗讀B組甲等

98學年度台北縣英語文競賽



攜手計畫~英語補救教學

 利用寒假期間進行三年級補救教學



寒假閱讀營~英語繪本教學

YO! YES!

Brown bear, brown bear, what do you see?



英語情境佈置



教學困境

 一、習得無助感學生偏多、學生程度落差太大

 二、無專門專科教室，較難進行多變化的

教學活動

報告完畢
請多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