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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閱繪

素養導向

連貫
不同年級

統整
閱讀素養

連貫
其他領域

統整
其他領域



1. 可搭配或延伸低、中年段學習過的單字、句型
及主題者。

2. 適合高年段之學習內容（含生活及教室用語）者。

3. 故事性文本，具豐富內容且包含完整的故事架
構及元素者尤佳。

4. 知識性文本。

5. 能連結其他領域、科目或議題者。

01選擇此繪本原因
(根據新北市國小英語領域課程綱要暨補充規定 實施要點)



領綱
健體-E-A1

具備良好身體活動與健康生活的習慣，以促進身心健全發展，並認識個
人特質，發展運動與保健的潛能。

學習表現
1b-III-2 認識健康技能和生活技能的基本步驟。。

學習內容
Da-III-3 視力與口腔衛生促進的保健行動。

01
跨領域的內容



01閱讀素養、閱讀策略

第一節

• 猜測

• 預測

• 提問

• 連結

第二節

• 重複閱讀

• 提問

第三節

• 閱讀生活相

關素材

• 實作應用



第一節

Presentation

閱讀前: 觀察不同動物牙齒

閱讀中: 以繪本圖片營造情境，

讓學生思考動物牙齒的功能，

並說明動物牙齒的特色

Wrap-up

總結課堂所學，並邀請

學生發表

Warm-up

用謎語引入「牙齒」

的主題

Practice

閱讀後: 閱讀理解提問，

用小白板或舉手回答



當節教案實作、修正與反思

教案實作
知識性文本內容較難，需使

用學生能理解的語言，搭配

圖片或肢體動作說明

反思

不同班級的討論風氣不一，可

讓學生多多嘗試小組討論、同

儕分享、個人回答等不同的討

論型態

教案目標

教案修正

閱讀理解提問時，可延伸

引導至牙齒保健的重要性，

以扣合跨領域主題

1. 能運用先備知識預測文本主題。

2. 能寫出與文本內容相關的單字。

3. 能發揮想像力及運用創造力。



第二節

Wrap-up

總結課堂所學，並邀請

學生發表

Warm-up
教師跟學生進行互動式閱讀。

將繪本文字以不同顏色呈現，

教師唸黑色文字，學生唸紅

色文字

Practice

請學生配對潔牙步驟的圖卡

與句條

Presentation

1. 播放影片說明牙線及刷牙的步驟

2. 教師操作牙齒模型，邊示範邊說

出潔牙步驟



課程資源

潔牙步驟圖片、
句條(牙線)



課程資源

潔牙步驟圖片、
句條(刷牙)



課程資源

潔牙步驟圖片、
句條配對



課程資源

潔牙步驟
檢核表



當節教案實作、修正與反思
教案實作

潔牙步驟的圖片與句條配對稍有

難度，教師可提醒學生從圖意推

敲。再以互動式閱讀的模式帶領

學生朗讀，並檢核答案

反思

學生有過完成圖片句條配對的經

驗，日後可以善用圖意推敲、找

上下文線索，並以小組合作形式

完成其他閱讀任務

教案目標

教案修正
潔牙步驟檢核表的內容稍有難度，

學生回家操作不易。應可加入圖

片，或善用Google Classroom等

線上工具提供影音線索

1. 能看懂短文並與自身生活經驗結合

2. 能積極和小組成員合作，並參與課

內英語文學習活動

3. 能瞭解牙齒保健的重要性



第三節
Wrap-up

總結課堂所學，並邀請學生

發表

Warm-up

展示不同的牙齒保健習慣，請

學生用肢體動作回答

1. 學生以Think, Pair, Share分享回家

操作潔牙步驟的心得

2. 學生實際操作牙線，一邊唸出步驟

3. 學生實際用牙刷操作牙齒模型，一

邊唸出步驟

Practice



當節教案實作、修正與反思
教案實作1.多數學生是第一次操作牙線

2.學生上台操作牙齒模型，台

下學生朗讀潔牙步驟，有助

於提升學生的朗讀流暢性，

並增加句意理解

反思

1.學生對於操作牙線很感興

趣

2.日後可以在課程中結合其

他領域及學生的生活經驗，

提升學生的素養。

教學目標

1. 能正確使用牙刷及牙線潔牙

2. 能說出與文本內容相關的單

字與句子

教案修正
因為疫情，不宜脫下口罩練習潔牙步

驟，故改請每位學生操作牙線、邀請

自願的學生上台操作刷牙步驟



感謝聆聽



Maisy’s Sports Day





健體領域學習重點
學習表現
1c-Ⅱ-1認識身體活動的動作技能。
2c-Ⅱ-2表現增進團隊合作、友善的互動行為。
3d-Ⅱ-2 運用遊戲的合作和競爭策略。
學習內容
Ga-Ⅱ-1 跑、跳與行進間投擲的遊戲。



具體學習目標
健體領域
1. 能說出暖身的動作有哪些並做出來。
2. 能與同儕共同完成小組競賽。
3. 能知道並遵守小組競賽的規則。
4. 能說出競賽時的小組合作策略。
5. 能樂於參與競賽活動並接受比賽結果。



英語領域學習重點
學習表現
＊◎1-Ⅱ-12 能聽懂簡易故事及短劇的主要內容。
◎2-Ⅱ-6 能以正確的發音及適切的語調說出簡易句型的句子。
◎2-Ⅱ-7 能複誦和吟唱簡易的歌謠韻文。
◎3-Ⅱ-2 能辨識課堂中所學的字詞。
◎3-Ⅱ-3 能看懂課堂中所學的句子。
＊◎3-Ⅱ-8 能藉圖畫、標題、書名等作簡易的猜測。
4-Ⅱ-3 能臨摹抄寫課堂中所學的字詞。
◎5-Ⅱ-3 能以正確的發音及適切的速度朗讀簡易句型的句子。
◎6-Ⅱ-1 能專注於老師的說明與演示。
◎6-Ⅱ-2 積極參與各種課堂練習活動。
◎7-Ⅱ-2 能妥善運用情境中的非語言訊息以幫助學習。
◎9-Ⅱ-2 能綜合相關資訊作簡易的猜測。
學習內容
◎Ab-Ⅱ-4所學的字母拼讀規則（含看字讀音、聽音拼字）。
◎Ad-Ⅱ-2簡易、常用的句型結構。
＊◎Ae-Ⅱ-2繪本故事、兒童短劇。
B-Ⅱ-1第二學習階段所學字詞及句型的生活溝通。
◎D-Ⅱ-2 依綜合資訊作簡易猜測。



具體學習目標
英語領域

1. 能認讀並說出目標字詞: hooray , 
warm-ups, bend, stretch, 
sack race, fun race, sports 
day, left, right, touch, point。
2. 能認讀並應用學過單字: team, race, 
win, up, down, look, jump。



3. 能跟讀並理解句子:
I’m thirsty.
Gather around.
Line up.
Stretch it out.
It’s the sack race.
You can do it. 
There’s a red team and a blue team.
The red team wins.

4. 能盡量應用英語回答繪本相關問題。



閱讀素養

1. 能找出書名及作者。

2. 能透過封面及書名猜測故事內容。

3. 能透過引導觀察圖畫了解故事內容。

4. 能透過引導將個人經驗與繪本故事

做連結。



Warm up

1.教師請各組選一個顏色作為該組的組別。

2.教師說明現在要舉辦一個歡呼比賽，教師叫到的組別，

請學生歡呼“Hooray”看哪一組叫得最整齊、最熱

情。

第一節



Presentation

1.教師放出繪本封面，請學生觀察封面並進行問答活動。

2.教師應用投影片說故事，並透過問答確認學生是否理解。

3.教師在說故事時強調目標用語，並提供機會讓學生應用

目標用語回應或覆述。

4.教師在說故事時，提供一些故事相關的猜測題目，引發

學生的興趣並增加學生與繪本的互動。

5.教師適時利用字卡、圖卡或動作讓學生了解故事中的事

物。

6.教師引導學生透過觀察圖片了解角色人物的關係、心情。

第一節



Wrap up

(1)請學生回想以前參加過的運動會，會需要穿什麼服

裝？跟繪本是否相同？

(2)請學生回想以前參加過的運動會場地並說出有哪些

布置跟繪本的一樣？

(3)請學生回想以前參加過的運動會活動，並說出有哪

些相同的趣味競賽。

(4)請學生分享去年的運動會自己的班級在趣味競賽中

是輸是贏? 當時心情如何？

(5)請學生分享喜歡運動會的原因為何？

第一節



Warm up

1.請學生發表任何跟繪本相關的內容，若學生有提到目

標單字，教師則趁此機會秀出目標單字字卡帶唸練習。

2.引導學生說出尚未提到的目標單字。

3.利用投影片引導學生重述故事。

第二節



Presentation

1.教師利用投影片解釋並引導學生瀏覽學習單內容。

2.教師說明口頭報告的方式，並發下小組口頭報告的資

料，再帶全班一起練習。

3.發下學習單，請學生依照剛才的練習完成學習單，有

不懂或忘記的地方可以參考黑板的字卡或詢問小組夥

伴。教師則趁此時間輪流至各小組協助小組練習口頭

報告。

第二節

Maisy'sSportsDay-WS.pptx
Maisy's Sports Day-GROUP REPORT.pptx


Production and Wrap up

1.小組輪流全班合作一起完成口頭報告。

2. 請學生分享學習單最後一大題: 在繪本中自己最喜
歡的故事對話及場景。

第二節



Warm up

1.教師在黑板上畫上下左右四個箭頭，帶學生練習唸

up, down, left, right.

2.教師唸up, down, left, right.學生用手臂比出方向。

3.  教師帶學生唸並比出身體部位hand, arm, foot.

4.  教師唸指令請學生舉起身體部位，例如: left hand, 

right hand, left foot, right foot...

第三節



Presentation & Practice

1.請學生回想繪本中的暖身操，並詢問學生為何運動前

要做暖身操。

2.播放暖身歌曲第一段，請學生說出聽到哪些單字或句

子並同時秀出學生唸到的單字字卡，再請全班一起唸

出來。

3.教師帶全班一起做第一段暖身操，並引導學生唸出學

生該唸的段落。

4.重複活動2-3直到歌曲的六個段落全部練習完畢。

第三節



Presentation & Practice

5. 教師使用黑板寫出學生體育課排隊的隊形，引導學生

在走廊排隊。

6. 教師帶學生認識體育課會聽到的指令及其動作，請學

生聽哨音唸出指令並做出動作。

7. 教師介紹體育課會用到的用具，並說明上課的要遵守

的規則。

第三節

PE Class.pptx


Production and Wrap up

1.播放音樂全班跟著節奏再做一次。

2. 詢問學生哪一個動作最困難？為什麼？

第三節



Warm up

1.老師請學生說出暖身操的動作。

2.學生跟音樂做熱身操。

第四節



Presentation & Practice

1.初階版：雙腳跳練習賽

(1)學生每人拿一條條綁繩，各自練習雙腳綁繩跳。

(2)比賽規則說明:

a.各組同學把雙綁繩綁在雙腳腳踝，在起點線後預備，聽

到老師說「預備、開始」後用雙腳跳的方式繞過前方的

角錐即可折返。

b.折返回到隊伍時須跟下一棒擊掌後，下一棒才可出發。

等待出發的隊員不得超越起點線。

c.全組都完成後蹲下，並歡呼“Hooray”即獲勝。

(3)小組討論棒次順序，排好後蹲下，準備開始比賽。

第四節



Presentation & Practice

2.進階版：袋鼠跳比賽

(1)每組發下一個布袋，學生分組輪流練習袋鼠跳。

(2)比賽規則說明:

a.各組第一棒先將布袋套好，在起點線後預備，

聽到老師說「預備、開始」後用袋鼠跳的方式繞

過前方的角錐即可折返。

b.折返回到隊伍將布袋交給下一棒，下一棒套上

後出發。等待出發的隊員不得超越起點線。

c.全組都完成後蹲下，並歡呼“Hooray”即獲勝。

第四節



Wrap up

1.詢問學生是否喜歡這樣的競賽，原因為何？

2.詢問學生獲勝組別使用哪些策略或技巧。

3.詢問學生如果再比一次有哪些可以加強的地方。

第四節



教學省思

1. 英語課的分組方式可能不適合體育課

2. 運動項目的安全性

3. 跨領域教學設計的挑戰性



修正建議
1.依據教學活動彈性分組

2.跨領域的共備非常重要

3.考量繪本內容難度頗高，對程度落後的學生是

很大的挑戰，也許放在四年級使用成效會更好。

4.學生對繪本中的趣味競賽非常有興趣想要嘗試，

在說故事時，可以請學生上台示範，使學生更

投入於繪本情境之中。



製作者：光華國小教務處、英語科、美勞科



A. School Intro B. Holiday
Event

C. 英語大使
D. 週二英語日

E. 110學年度計畫



Part A

School

Introduction



新莊區

全校共126班

約3500名學生

英語老師共17位

We work together to build the great English 
learning environment for our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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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規劃英語日活動

 撰寫企劃書

 製作海報、學習單

其他英語老師負責

在班上推廣及說明活動

發放學習單、禮物

彈性鼓勵參加活動的學生

兩名主要負責人

 學生自由參加

 學習單不夠時可找人組隊共

同參與

 一起討論活動答案

參與活動

借用場地器具

印製學習單

給予經費

學生

老師 學校 協助辦理活動



Part B

Holiday Event





Holiday Event
109學年度活動如下



設置活動專區

製作節慶學習單

錄製活動說明

節慶抽獎
製作節慶海報







萬聖節猜謎活動-謎題





活動照片以及部分得獎學生照片





十一月感恩節猜謎活動



感恩節猜謎活動-謎題









十二月聖誕節活動

活動海報



聖誕節繪本學習單





學生作品



聖誕英閱繪



優良作品展示





活動海報



尋蛋攻略說明













Mother’s Day 幫動物寶寶找媽媽

活動海報



Mother’s Day 幫動物寶寶找媽媽



中高年級



低年級



Mother’s Day 幫動物寶寶找媽媽



Mother’s Day 幫動物寶寶找媽媽



Mother’s Day 幫動物寶寶找媽媽



Mother’s Day 幫動物寶寶找媽媽



Part C



109學年度成立第一屆
甄選10位六年級學生
每週五午休集訓
協助學校英語日活動

指導教師：
劉湘菱、陳慈君



 發下徵選辦法給五年級英文老師

 老師於班上詢問有意報名之學生

 召集報名及被推選學生進行朗讀口試

 選出適合人選



於朝會進行每週一句教學

設計及製作英語日活動海報

拍攝英語日活動說明影片

協助指導第二屆英語大使

協助英語日佈置、活動進行及抽獎

錄製週二英語日英語廣播



參考新北市英語佳句



於週二朝會進行每週一句直播教學



設計及製作英語日活動海報



設計及製作英語日活動海報



設計及製作英語日活動海報



設計及製作英語日活動海報



協助英語日佈置、活動進行及抽獎



拍攝英語日活動說明影片

拍攝Mother’s Day 
活動說明影片



協助指導第二屆英語大使



Part D

週二英語日



朝會上進行每週一句教學、活動宣傳

放學總導護及糾察隊進行英語廣播

上下午打掃時間播放英語流行歌曲

上下課播放英語大使錄製的作息廣播



週二廣播音稿
 7:40 鐘聲 Good Morning. It’s cleaning time. Let’s clean our school.

 上課預備鐘 It’s time for class. Let’s go back to your classroom.

 下課鐘聲 Let’s take a break. Drink some water!

 大下課 It’s time to exercise. Let’s move your body.

 中午12:05   Time for lunch. Please go wash your hands.

 3:40 鐘聲 Good afternoon. It’s cleaning time. Let’s clean our school.

 3:55 鐘聲 It’s time to say goodbye. Don’t forget your homework. 
See you tomorrow.  



Let’s take a break.

Drink some water. 

9:30下課鐘響後

播放英語大使錄製的廣播



Good afternoon.

It’s cleaning time.

Let’s clean our school.

15:40下課鐘響後

播放英語大使錄製的廣播



導護老師英語廣播

Class 306,

you’re very 

polite.

Good job!



Good afternoon, everyone. 

This is Sandy speaking.

The floor is wet. 

Please walk slowly.

Do NOT run in the hallway. 

導護老師英語廣播



糾察隊英語廣播

Good afternoon. 

I’m Curtis.

It’s raining now.

Please put on your raincoat.  



Let’s take a break.  Drink some water. 

朝會時間每週一句



It’s cleaning time.  Let’s clean 
our school. 

朝會時間每週一句



活動宣傳





Part E

110學年度計畫



C. 週二英語日

B. New Holiday EventA. 影片拍攝



預計請英語大使拍攝：

1.英語版學校介紹影片

2.光華國小學生一日作息影片(英語版)



109學年度重點是國外節慶文化，
110學年度我們將重點放在校園及本土文化，
預計舉辦的英語日活動如下：

1. Teacher’s Day (110上學期開學)
2.光華國小校慶 (11月底)

3.農曆新年及元宵節燈謎 (110下學期開學)

4.端午節 (110下學期五月底)



1.錄製新的英語廣播

2.持續週二朝會每週一句教學

3.增設佈告欄，張貼每週一句





D.   延續英語大使培訓

1.第二屆英語大使為目前五升六的學生，增加為12位。

2.為提升英語大使口語能力，將邀請英語演講及朗讀
專長的老師協助指導。

3.預計於110下學期4月份甄選第三屆英語大使，並於
4月底開始集訓及交接。





Teacher’s Day 認識各處室及師長



Teacher’s Day 認識各處室及師長



中高年級



低年級





活動對低年級來說部分太困難。

部分班級導師不讓學生下課跑太遠。

缺乏好的錄音及播音設備。

學校規模過大，活動經費有限。

英師人數眾多，共備時間有限。



新北英語日成果評分重點



新北英語日成果評審評語







Special Thanks to …

特別感謝



特別感謝
教務處：指導活動辦理、活動經費支援

輔導室及家長會：活動經費支援

英語科同仁：活動規劃、協助活動進行及影音記錄

美勞科同仁：此報告PPT底圖繪製

第一屆及第二屆英語大使：協助活動進行及佈置

學務處：英語日廣播播放、朝會安排

總務處：英語日活動用品及器材提供



109學年度
英語日成果報告

謝謝觀賞

製作者：光華國小教務處、英語科、美勞科



Q & A



Xiude 
English Day

2020-2021

By Ms. Blany Lee  10.25.2021



Xiude English Day BINGO!



Xiude English Day

Hang Out with foreign teachers!

English bulletin Board

Teachers on duty broadcasting



Let’s watch the video and 
see how many English day 

activities there.
(check your BINGO card)





Xiude English Day

Hang Out with foreign teachers!

English bulletin Board

Teachers on duty broadcasting



BONUS

What day is our 

English day?





Xiude English Day

Hang Out with foreign teachers!

English bulletin Board

Teachers on duty broadcasting



From 
Weekly Sentence 
to 
Mission 
Impossible



From Weekly Sentence to Mission Impossible

Good idea. How about you? I like that!

Here you are! Are you ok? Bless you!



From Weekly Sentence to Mission Impossible

Hurry up! This way! Sorry, I’m late.

Turn off the lights and fans. Wash your hands.



From Weekly Sentence to Mission Impossible



From Weekly Sentence to Mission Impossible



From Weekly Sentence to Mission Impossible



From Weekly Sentence to Mission Impossible



From Weekly Sentence to Mission Impossible



Why 
Mission

Impossible
?



Intro Mission

Review all the 
sentences

Weekly 
sentence

Weekly 
sentence Mission

A challenge for 
all teachers

Weekly 
sentence Mission

From Weekly Sentence to Mission Impossible
A new 

experience for 
students



Weekly Sentence Bulletin Board



Weekly Sentence Bulletin Board



Weekly Sentence Bulletin Board



Xiude English Day

Hang Out with foreign teachers!

English bulletin Board

Teachers on duty broadcasting



See you next time



See you next time



Hang Out With Foreign Teachers 



English morning assembly



Teachers On Duty Broadcasting



English Fun Radio



ICRT News for Kids



Feedback from Students



Feedback from Students



Feedback from Students



Xiude English Day

Hang Out with foreign teachers!

English bulletin Board

Teachers on duty broadcasting



Thank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