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計畫所完成之執行結果及成果等報告，可使用於個人或教學目的，但請加註「資
料提供：教育部環境教育議題配合領域教學實施示例計畫」。本計畫雖已於編輯過程盡
量保留及註明資料來源，惟仍恐有所漏失，故經教育部同意再授權利用之人或單位，若
意欲進一步引用、摘錄時，請特別注意向原資料來源者徵詢使用權，以免侵犯各資料來
源之智慧財產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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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根據國教院 2016 年公布的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國民中小學暨普通型高級中等學
校-語文領域(英語文)課程綱要草案」中指出，外語教育除增進人際溝通、還有獲取新知、
增廣見聞，豐富個人視野的使命與功能，進而在知識爆炸的時代趨勢下，培養多元深層
思考能力，尊重多樣性的文化，關懷珍惜環境與資源。此外，英語文課程與教學具有以
學生為中心、溝通互動功能的工具性角色、發展自主學習與終身學習、引導獨立思考、
處理訊息、探索反思文化、提升社會參、培養國際觀、邏輯思考能力、激發創造力的特
質。
英語文教學的目標在於培養運用英語文日常生活溝通、提升學習興趣、涵育積極學
習態度、強化自學、終身學習、邏輯思考、分析整合與創新的能力，期能培養國際視野
與全球永續發展的世界觀。因此，在課程規劃上，必須兼顧語言本質與功能，適時融入
各項議題，而議題教育的實施應視環境之變化，採正式與非正式課程方式，依學生的身
心發展，以學生經驗為中心，統整適性設計課程，活化與深化內涵，增加豐富性與時代
性的創新教學，以落實議題融入課程與教學之責任。
英語文的學習應與國際接軌，具備世界觀，而環境教育議題是當今全球焦點，從十
二年國教課綱中可以看到英語文和環境教育課程設計理念相呼應之處，例如：英文學習
重點「6-Ⅳ-4 樂於接觸課外的英語文多元素材，如歌曲、英語學習雜誌、漫畫、短片、
廣播、網路等。」 、
「6-Ⅴ-7 能積極以英語文為工具，探索新知並關注國際議題。」與
環境教育「環境倫理」層面的實質內涵「J33 經由環境美學與自然文學理解自然環境的
倫理價值」、「U28 理解環境正義、社會正義、世代正義的意義，並能藉以理解全球國
家發展與環境保育衝突的根源」相輔相成。又如英文學習重點「8-Ⅳ-5 能具有基本的世
界觀。」
、
「8-Ⅴ-7 能養成地球村的觀念，尊重生命與全球的永續發展。」與環境教育「永
續發展」層面的實質內涵「J35 了解聯合國永續發展的背景與趨勢〈從我們共同的未來、
地球高峰會、千禧年宣言、與永續發展高峰會…〉」、 「U30 探討臺灣二十一世紀議程
的內涵與國家施政」都能找到設計思維相近、合宜融入的實施內容。而英文學習重點「8Ⅴ-6 能關心時事，了解國際情勢，具有國際視野。」與環境教育「氣候變遷」層面的
實質內涵「 U33 探究國際與國內對氣候變遷的應對措施」也具相同層面的內涵。
目前各校可選擇採用的各版本課本的內容多元，都有探討環境議題的課文，供教師
進行環境教育的主題式教學。但考量環境教育之迫切性，以及透過經常性的融入達到潛
移默化的效果，因此本「環境教育議題融入語文領域(英文科)教學實施示例指引」
，以「環
境教育主題」為體、
「國民中小學暨高級中等學校語文領域(英語文)的學習內容」為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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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十二年國教環境教育的五大學習主題進行編寫，國小五個教學示例，國中四個教學
示例，高中學習階段則有三個教學示例，共十二個英語教學示例，協助教科書編輯者及
教師將環境教育融入語文領域教學，也期待學生在學習領域內容的同時建立並提升環境
意識並加以落實在生活中。
國民小學學習階段共有五個教學案例，中年級 2 份，高年級 3 份，採融入式課程設
計，分別為：
三年級的「What Color Is This？ 」配合「環境倫理」學習主題，藉著朗讀繪本中
的圖片內容、歌謠吟唱、救救海龜等影片，讓學童覺知自然環境的美，體會並關懷動植
物的生命價值，了解人類造成的環境汙染對自然環境與動物棲地的影響，並珍惜自然生
態資源，養成減少使用一次性塑膠垃圾的生活習慣。
四年級的「Do You Like Bears？ 」配合「環境倫理」學習主題，藉著繪本、線上
英語繪本、瀕臨絕種的動物影片和動畫，讓學生意識到：由於氣候變遷、棲地破壞等因
素，覺知許多生物正面臨生存的危機，培養關懷瀕臨絕種的動物同理心，覺知保護生態
環境的重要，進而在日常生活中實踐愛護地球的行動。
五年級的「How’s the Weather？ 配合「氣候變遷」學習主題，以天氣與休閒活
動，藉著觀賞氣候變遷相關影片、閱讀文章與繪本等方式，除了學習天氣型態的字彙、
詢問天氣狀況的句型之外，更意識到氣候變遷不僅對地球造成傷害，也會對人類帶來生
存危機，進而能提出能實踐於日常生活中 go

green 的環保好方法。

六年級的「Today Is Earth Day!」配合「能源資源永續利用」學習主題，結合節慶
教學，以每年 4 月 22 日地球日（Earth Day）為主題，藉著課本與補充繪本、遊戲與吟
唱歌謠方式，讓學生了解人類行為對於生態的衝擊，以及資源回收 Reduce（減量／減
少使用）、Reuse（重複使用）和 Recycle（回收再利用）、節能減碳的重要性。
六年級的「He Has Ants in His Pants」配合「永續發展」學習主題，藉由英語繪
本、英語歌曲與新聞影片等教學媒材，觀賞「快速時尚的代價」等影片、閱讀英語繪本
的方式，讓學童覺知由於經濟與工業的快速發展，已經嚴重汙染地球的生態環境，過度
的物質需求，造成許多浪費，教導學生“Buy less but better.”(買少但更好)的環保觀
念，培養知福惜福、節約能源、資源回收與永續利用的習慣，並落實於生活中。
國民中學習階段共設計有四個教學案例，採用議題融入式設計，分別為：
七年級的「Are There Any Koalas Here？」配合「環境倫理」、「永續發展」學習
主題，透過繪本欣賞、影片介紹、新聞報導、學習單的整理，了解臺灣生態環境的現況、
動物的習性，及動物與環境的依附關係，覺知生物多樣性及環境承載力的重要性。培養
主動探究的能力，並將動物保護實踐於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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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年級的「What’s the weather like in Australia？」配合「氣候變遷」學習主題，
透過文章欣賞、歌謠播放、影片觀賞、學習單整理等方式，覺知氣候現況與趨勢、極端
氣候現象、全球暖化問題與可能原因，培養學生獨立思考的能力，並將環境保護落實於
生活中。
九年級的「The Girl Who I Wrote to Is My Best Friend」配合「災害防救」學習主
題，透過文章閱讀、
「小林村原因」等新聞報導、影片欣賞、英語繪本「The Crocodile
Who Didn’t Like Water」、設計環保為主題的四格漫畫活動，了解臺灣天然災害的種
類、現況、發生原因以及因應之道，培養獨立思考的能力，並將認識環境與災害防護落
實於生活中。
九年級的「The Butterflies Were Marked」配合「環境倫理」學習主題，藉由分
組合作、小組競賽、口說問答等等理解課文，透過文章欣賞、新聞報導、影片欣賞、環
保學習單習寫等方式，了解臺灣青斑蝶、紫斑蝶的生態現況、青斑蝶長途遷徙的路線與
可能原因，以及蝴蝶與環境的依附關係，覺知棲地保護的重要，培養生物關懷覺知，獨
立思考的能力，並將環境保護與永續發展的理念實踐於生活中。
高級中學學習階段共有三個教學案例，採用議題融入式設計，分別為：
十年級的「Is Your Diet Saving the Earth？ 」配合「能源資源永續利用」學習主
題，藉由「生態環境」
、
「汙染」、
「綠色生活」主題的安排；融入「環境成本」議題，介
紹「食物生產與氣候變遷相關性」的網站資料，透過學生討論、報告、寫作，練習表達
及相關單字、句型，同時也了解「環境成本」的意義，更進一步降低生活中各種行為的
環境成本。
十二年級的「Fighting the Banana War」配合「永續發展」學習主題，藉由「公
平貿易」與「永續消費」的網站資料閱讀、影片觀看、學習單的補充，
透過議題討論、報告、練習表達及使用相關單字、句型，思考「公平貿易」與「永
續消費」的意義並採行，覺知簡樸生活的生活型態重要，並透過實際行動支持。
十二年級的「Hotter in the City」配合「能源資源永續利用」學習主題，藉著「建
築」
、
「永續」
、
「能源」、
「環保」等主題，教師在課程主題教學後，融入「綠建築」之環
境教育議題，介紹綠建築發展相關網站資料，透過學生討論、報告、練習表達，了解因
地制宜、友善環境、因應熱島效應，思考「綠建築」的優點、設計原理等，覺知綠建築
對「能源資源永續利用」的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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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 ╳ 英語文
貳

、環境教育五大主題融入英語文領域
課程綱要各學習階段對應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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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楷體為原領域附錄二環境教育議題融入學習重點示例；灰底為新增學習內容
1. 星號（*）係指較高階的學習表現，表示各校在針對學生的能力特質或各校的不同時數規劃課程時，可就該項學習表現選取或自行研發
深淺、分量不同的教材，進行適性教學。
2. 雙圈（◎）係指相同學習表現反覆出現在不同學習階段。英語文的學習常涉及加深加廣、螺旋向上的知識與技能精進，故以此種方式敘
寫。
3. 同時出現（*）及（◎），表示該學習表現反覆出現在不同學習階段且屬較高階的學習表現。
4. 說明：由於英語的「學習內容」所對應的「學習表現」多而繁瑣，故在此僅以「學習內容」對照表呈現出來。
學習階段
主題 實質內涵

環
境
倫
理

II.國小中年級

III.國小高年級

環E1參與戶外學 B.溝通功能
習 與 自 然 體 B-Ⅱ-2 第二學習階段所學
驗，覺知自然
字詞及句型的生活溝
環境的美、平
通
衡、與完整
性。

B.溝通功能
B-Ⅲ-2 國小階段所學字
詞及句型的生活溝通

環E2覺知生物生 B.溝通功能
命 的 美 與 價 B-Ⅱ-2 第二學習階段所學
值，關懷動、
字詞及句型的生活溝
植物的生命。
通

A. 語言知識
Ae 篇章
*◎Ae-Ⅲ-12 簡易歌謠、韻
文、短文、故事及短
劇
*Ae-Ⅲ-13 繪本故事、兒
童短劇
B.溝通功能
B-Ⅲ-2 國小階段所學字
詞及句型的生活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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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國中階段

V.高級中等教育

學習階段
主題 實質內涵
環E3了解人與自
然 和 諧共
生，進而保護
重要棲地。

II.國小中年級

III.國小高年級

IV.國中階段

A. 語言知識
Ae 篇章

C.文化理解
C-Ⅴ-5 地球村觀點、生命
及全球永續發展的關
注
C-Ⅴ-6 文化知識與語言能
力、生活問題解決之
道

*◎Ae-Ⅲ-12 簡易歌謠、韻
文、短文、故事及短
劇
*Ae-Ⅲ-13 繪本故事、兒
童短劇

環 J1 了 解 生 物 多
樣性及環境
承載力的重
要性。

A. 語言知識
Ac 字詞
Ac-Ⅳ-5 簡易的英文標示
Ac-Ⅳ-7 常見的生活用語
Ae 篇章
◎Ae-Ⅳ-10 簡易歌謠、韻
文、短文、故事及短
劇
◎Ae-Ⅳ-11 常見的圖表
Ae-IV-13 簡易賀卡、書
信、電子郵件
*Ae-Ⅳ-14 不同體裁、不同主
題之簡易文章
Ae -Ⅳ-15 簡易故事的背景、
人物、事件和結局
*◎Ae -Ⅳ-16 敘述者的觀
點、態度、及寫作目的
* Ae -Ⅳ-17簡易故事及短文
6

V.高級中等教育

學習階段
主題 實質內涵

II.國小中年級

III.國小高年級

IV.國中階段
的大意

環 J2 了 解 人 與 周
遭動物的互
動關係，認識
動物需求，並
關切動物福
利。

A. 語言知識
Ae 篇章
◎Ae-Ⅳ-10 簡易歌謠、韻
文、短文、故事及短
劇
◎Ae-Ⅳ-11 常見的圖表
Ae-IV-13 簡易賀卡、書
信、電子郵件
*Ae-Ⅳ-14 不同體裁、不同
主題之簡易文章
Ae -Ⅳ-15 簡易故事的背
景、人物、事件和結
局
*◎Ae -Ⅳ-16 敘述者的觀
點、態度、及寫作目
的
* Ae -Ⅳ-17簡易故事及短
文的大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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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高級中等教育

學習階段
主題 實質內涵

II.國小中年級

III.國小高年級

環 J3 經由環境美
學與自然文
學了解自然
環境的倫理
價值。

IV.國中階段

V.高級中等教育

A. 語言知識
Ac 字詞
Ac-Ⅳ-5 簡易的英文標示
Ac-Ⅳ-7 常見的生活用語
Ae 篇章
◎Ae-Ⅳ-10 簡易歌謠、韻
文、短文、故事及短
劇
◎Ae-Ⅳ-11 常見的圖表
Ae-IV-13 簡易賀卡、書
信、電子郵件
*Ae-Ⅳ-14 不同體裁、不同
主題之簡易文章
Ae -Ⅳ-15 簡易故事的背
景、人物、事件和結
局
*◎Ae -Ⅳ-16 敘述者的觀
點、態度、及寫作目
的
* Ae -Ⅳ-17簡易故事及短
文的大意

環 U1 關心居住地
區，因保護所
帶來的發展
限制及權益
受損，理解補
償正義的重

A. 語言知識
Ae 篇章
Ae-Ⅴ-8 歌曲、短詩、短
文、短劇、故事
8

學習階段
主題 實質內涵
要性。

II.國小中年級

III.國小高年級

IV.國中階段

V.高級中等教育
B.溝通功能
◎B-Ⅴ-4 圖片描述
B-Ⅴ-5 短劇表演

環 U2 理解人為
破壞對其他
物種與棲地
所帶來的生
態不正義，進
而支持相關
環境保護政
策。

◎B-Ⅴ-6 引導式討論
*B-Ⅴ-7 符合情境或場景
的自我表達與人際溝
通
*B-Ⅴ-13 談話或短文的摘
要
*B-Ⅴ-14 不同體裁、不同
主題文章之賞析心得
D.思考能力
D-Ⅴ-1 多項訊息的比較、
歸類、排序
D-Ⅴ-2 兩個訊息關係的釐
清
◎D-Ⅴ-3 藉文字線索，對
客觀事實及主觀意見
的分辨
D-Ⅴ-4 多項訊息共通
點或結論的分析及歸納

永
續
發
展

環E4覺知經濟發
展與工業發
展對環境的
衝擊。

A. 語言知識
Ae 篇章
*◎Ae-Ⅲ-12 簡易歌謠、韻
文、短文、故事及短
劇
9

學習階段
主題 實質內涵

II.國小中年級

III.國小高年級

IV.國中階段

*Ae-Ⅲ-13 繪本故事、兒
童短劇
環E5覺知人類的
生活型態對
其他生物與
生態系的衝
擊。

1. 語言知識
Ae 篇章
*◎Ae-Ⅲ-12 簡易歌謠、韻
文、短文、故事及短
劇
*Ae-Ⅲ-13 繪本故事、兒
童短劇

環E6覺知人類過
度的物質需
求會對未來
世代造成衝
擊。

1.

語言知識

Ae 篇章
*◎Ae-Ⅲ-12 簡易歌謠、韻
文、短文、故事及短
劇
*Ae-Ⅲ-13 繪本故事、兒
童短劇

環 E7 覺知人類社
會有糧食分
配不均與貧
富差異太大
的問題。

A. 語言知識
Ae 篇章
*◎Ae-Ⅲ-12 簡易歌謠、韻
文、短文、故事及短
劇
*Ae-Ⅲ-13 繪本故事、兒
童短劇

環J4 了解永續發
展的意義（環

A. 語言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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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高級中等教育

學習階段
主題 實質內涵
境、社會、與經
濟的均衡發展
）與原則。

II.國小中年級

III.國小高年級

IV.國中階段
Ae 篇章
◎Ae-Ⅳ-10 簡易歌謠、韻
文、短文、故事及短
劇
◎Ae-Ⅳ-11 常見的圖表
Ae-IV-13 簡易賀卡、書
信、電子郵件
*Ae-Ⅳ-14 不同體裁、不同
主題之簡易文章
Ae -Ⅳ-15 簡易故事的背
景、人物、事件和結
局
*◎Ae -Ⅳ-16 敘述者的觀
點、態度、及寫作目
的
* Ae -Ⅳ-17簡易故事及短
文的大意
D.思考能力
D-Ⅳ-1 依綜合資訊合理猜
測
D-Ⅳ-2 二至三項訊息的比
較、歸類、排序
D-Ⅳ-3 訊息因果關係的釐
清
*◎D-Ⅳ-4藉文字線索，對
客觀事實及主觀意見
的分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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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高級中等教育

學習階段
主題 實質內涵

II.國小中年級

III.國小高年級

環J5 了解聯合國
推動永續發
展的背景與
趨勢。

IV.國中階段
A. 語言知識
Ae 篇章
◎Ae-Ⅳ-10 簡易歌謠、韻
文、短文、故事及短
劇
◎Ae-Ⅳ-11 常見的圖表
Ae-IV-13 簡易賀卡、書
信、電子郵件
*Ae-Ⅳ-14 不同體裁、不同
主題之簡易文章
Ae -Ⅳ-15 簡易故事的背
景、人物、事件和結
局
*◎Ae -Ⅳ-16 敘述者的觀
點、態度、及寫作目
的
* Ae -Ⅳ-17簡易故事及短
文的大意
C.文化理解
C-Ⅳ-4基本的世界觀
D.思考能力
D-Ⅳ-1 依綜合資訊合理猜
測
D-Ⅳ-2 二至三項訊息的比
較、歸類、排序
D-Ⅳ-3 訊息因果關係的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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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高級中等教育

學習階段
主題 實質內涵

II.國小中年級

III.國小高年級

IV.國中階段
清
*◎D-Ⅳ-4藉文字線索，對
客觀事實及主觀意見
的分辨

環 J6 了 解 世 界 人
口數量增加、
糧食供給與
營養的永續
議題。

A. 語言知識
Ae 篇章
◎Ae-Ⅳ-10 簡易歌謠、韻
文、短文、故事及短
劇
◎Ae-Ⅳ-11 常見的圖表
Ae-IV-13 簡易賀卡、書
信、電子郵件
*Ae-Ⅳ-14 不同體裁、不同
主題之簡易文章
Ae -Ⅳ-15 簡易故事的背
景、人物、事件和結
局
*◎Ae -Ⅳ-16 敘述者的觀
點、態度、及寫作目
的
* Ae -Ⅳ-17簡易故事及短
文的大意
B.溝通功能
B-Ⅳ-4 個人的需求、意願
和感受的表達
B-Ⅳ-5 人、事、時、地、
13

V.高級中等教育

學習階段
主題 實質內涵

II.國小中年級

III.國小高年級

IV.國中階段

V.高級中等教育

物的描述及問答
◎B-Ⅳ-6 圖片描述
B-Ⅳ-7 角色扮演
*◎B-Ⅳ-8引導式討論
D.思考能力
D-Ⅳ-1 依綜合資訊合理猜
測
D-Ⅳ-2 二至三項訊息的比
較、歸類、排序
D-Ⅳ-3 訊息因果關係的釐
清
*◎D-Ⅳ-4藉文字線索，對
客觀事實及主觀意見
的分辨
環U3探討臺灣二
十一世紀議
程的內涵與
相關政策。

A. 語言知識
Ae 篇章
Ae-Ⅴ-16不同體裁、不同
主題之文章
B.溝通功能
◎B-Ⅴ-4 圖片描述
B-Ⅴ-5 短劇表演
◎B-Ⅴ-6 引導式討論
*B-Ⅴ-7 符合情境或場景
的自我表達與人際溝
通
14

學習階段
主題 實質內涵

II.國小中年級

III.國小高年級

IV.國中階段

V.高級中等教育
D.思考能力
D-Ⅴ-1 多項訊息的比較、
歸類、排序
D-Ⅴ-2 兩個訊息關係的釐
清
◎D-Ⅴ-3 藉文字線索，對
客觀事實及主觀意見
的分辨
D-Ⅴ-4 多項訊息共通點或
結論的分析及歸納

環U4思考生活品
質與人類發
展的意義，並
據以思考與
永續發展的
關係。

A. 語言知識
Ae 篇章
Ae-Ⅴ-8 歌曲、短詩、短
文、短劇、故事
B.溝通功能
◎B-Ⅴ-4 圖片描述
B-Ⅴ-5 短劇表演
◎B-Ⅴ-6 引導式討論
*B-Ⅴ-7 符合情境或場景
的自我表達與人際溝
通

環U5採行永續消
費與簡樸生
活的生活型
態，促進永續
發展。

B.溝通功能
◎B-Ⅴ-4 圖片描述
B-Ⅴ-5 短劇表演
15

學習階段
主題 實質內涵

II.國小中年級

III.國小高年級

IV.國中階段

V.高級中等教育
◎B-Ⅴ-6 引導式討論
*B-Ⅴ-7 符合情境或場景
的自我表達與人際溝
通
D.思考能力
D-Ⅴ-1 多項訊息的比較、
歸類、排序
D-Ⅴ-2 兩個訊息關係的釐
清
◎D-Ⅴ-3 藉文字線索，對
客觀事實及主觀意見
的分辨
D-Ⅴ-4 多項訊息共通點或
結論的分析及歸納

氣
候
變
遷

環E8認識天氣的
溫度、雨量要
素與覺察氣
候的趨勢及
極端氣候的
現象。

A. 語言知識
Ac 字詞
◎Ac-Ⅲ-7 簡易的教室用
語
◎Ac-Ⅲ-8 簡易的生活用語
Ac-Ⅲ-9 國小階段所學字
詞（能聽、讀、說 300
字詞，其中必須拼寫
180 字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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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階段
主題 實質內涵

II.國小中年級

III.國小高年級

環E9覺知氣候變
遷 會 對生 活
、社會及環境
造成衝擊。

1. 語言知識
Ae 篇章

環 E10 覺 知 人 類
的行為是導
致氣候變遷
的原因。

A. 語言知識
Ac 字詞
◎Ac-Ⅲ-7 簡易的教室用
語
◎Ac-Ⅲ-8 簡易的生活用語
Ac-Ⅲ-9 國小階段所學字
詞（能聽、讀、說 300
字詞，其中必須拼寫
180 字詞)
Ae 篇章
*◎Ae-Ⅲ-12 簡易歌謠、韻
文、短文、故事及短
劇
*Ae-Ⅲ-13 繪本故事、兒
童短劇

IV.國中階段

V.高級中等教育

*◎Ae-Ⅲ-12 簡易歌謠、韻
文、短文、故事及短
劇
*Ae-Ⅲ-13 繪本故事、兒童
短劇

B.溝通功能
B-Ⅲ-2 國小階段所學字
詞及句型的生活溝通
17

C.文化理解
C-Ⅴ-3 國際情勢、國際視
野

學習階段
主題 實質內涵

II.國小中年級

III.國小高年級

環J7透過「碳循環」
，了解化石燃
料與溫室氣
體、全球暖
化、及氣候
變遷的關係
。

IV.國中階段
A. 語言知識
Ae 篇章
◎Ae-Ⅳ-10 簡易歌謠、韻
文、短文、故事及短
劇
◎Ae-Ⅳ-11 常見的圖表
Ae-IV-13 簡易賀卡、書
信、電子郵件
*Ae-Ⅳ-14 不同體裁、不同
主題之簡易文章
Ae -Ⅳ-15 簡易故事的背
景、人物、事件和結
局
*◎Ae -Ⅳ-16 敘述者的觀
點、態度、及寫作目
的
* Ae -Ⅳ-17簡易故事及短
文的大意
C.文化理解
C-Ⅳ-4基本的世界觀
D.思考能力
D-Ⅳ-1 依綜合資訊合理猜
測
D-Ⅳ-2 二至三項訊息的比
較、歸類、排序
D-Ⅳ-3 訊息因果關係的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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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高級中等教育

學習階段
主題 實質內涵

II.國小中年級

III.國小高年級

IV.國中階段
清
*◎D-Ⅳ-4藉文字線索，對
客觀事實及主觀意見
的分辨

環J8 了解臺灣生
態環境及社
會發 展 面 對
氣候變遷的
脆弱性與韌
性。

B.溝通功能
B-Ⅳ-4 個人的需求、意願
和感受的表達
B-Ⅳ-5 人、事、時、地、
物的描述及問答
◎B-Ⅳ-6 圖片描述
B-Ⅳ-7 角色扮演
*◎B-Ⅳ-8引導式討論
D.思考能力
D-Ⅳ-1 依綜合資訊合理猜
測
D-Ⅳ-2 二至三項訊息的比
較、歸類、排序
D-Ⅳ-3 訊息因果關係的釐
清
*◎D-Ⅳ-4藉文字線索，對
客觀事實及主觀意見
的分辨

環J9 了解氣候變
遷減緩與調
適的涵 義 ，
以及臺灣因

B.溝通功能
B-Ⅳ-4 個人的需求、意願
和感受的表達
19

V.高級中等教育

學習階段
主題 實質內涵
應氣候變遷
調適的政策。

II.國小中年級

III.國小高年級

IV.國中階段

V.高級中等教育

B-Ⅳ-5 人、事、時、地、
物的描述及問答
◎B-Ⅳ-6 圖片描述
B-Ⅳ-7 角色扮演
*◎B-Ⅳ-8 引導式討論
C.文化理解
C-Ⅳ-4基本的世界觀
D.思考能力
D-Ⅳ-1 依綜合資訊合理猜
測
D-Ⅳ-2 二至三項訊息的比
較、歸類、排序
D-Ⅳ-3 訊息因果關係的釐
清
*◎D-Ⅳ-4 藉文字線索，對
客觀事實及主觀意見
的分辨

環U6探究國際與
國內對氣候
變遷的應對
措施，了解因
應氣候變遷
的國際公約
的精神。

A. 語言知識
Ae 篇章
Ae-Ⅴ-14 新聞報導
Ae-Ⅴ-15 工具書（如百科
全書）或其他線上資
源
C.文化理解
*C-Ⅴ-4 國際議題（如全球
20

學習階段
主題 實質內涵

II.國小中年級

III.國小高年級

IV.國中階段

V.高級中等教育
暖化、人工智慧、氣候
變遷等）
D.思考能力
D-Ⅴ-1 多項訊息的比較、
歸類、排序
D-Ⅴ-2 兩個訊息關係的釐
清
◎D-Ⅴ-3 藉文字線索，對
客觀事實及主觀意見
的分辨
D-Ⅴ-4 多項訊息共通點或
結論的分析及歸納

環U7收集並分析
在 地能源的
消耗 與 排
碳 的趨勢，
思考因地制
宜的解決方
案，參與集體
的行動。

A. 語言知識
Ae 篇章
Ae-Ⅴ-8 歌曲、短詩、短
文、短劇、故事
◎Ae-Ⅴ-9 常見的圖表
Ae-Ⅴ-14 新聞報導
Ae-Ⅴ-15 工具書（如百科
全書）或其他線上資
源
C.文化理解
*C-Ⅴ-4 國際議題（如全球
暖化、人工智慧、氣候
變遷等）
D.思考能力
21

學習階段
主題 實質內涵

II.國小中年級

III.國小高年級

IV.國中階段

V.高級中等教育
D-Ⅴ-1 多項訊息的比較、
歸類、排序
D-Ⅴ-2 兩個訊息關係的釐
清
◎D-Ⅴ-3 藉文字線索，對
客觀事實及主觀意見
的分辨
D-Ⅴ-4多項訊息共通點或
結論的分析及歸納

災
害
防
救

環 E11 認 識 臺 灣
曾經發生的
重大災害。

1. 語言知識
Ae 篇章

環 E12 養 成 對 災
害的警覺心
及 敏感度，
對災害有基
本的了解，並
能避免災害
的發生。

1. 語言知識
Ae 篇章

*◎Ae-Ⅲ-12 簡易歌謠、韻
文、短文、故事及短
劇
*Ae-Ⅲ-13 繪本故事、兒
童短劇

*◎Ae-Ⅲ-12 簡易歌謠、韻
文、短文、故事及短
劇
*Ae-Ⅲ-13 繪本故事、兒童
短劇
B.溝通功能
B-Ⅲ-2 國小階段所學字
詞及句型的生活溝通
22

學習階段
主題 實質內涵
環 E13 覺 知 天 然
災害的頻率
增加且衝擊
擴大。

II.國小中年級

III.國小高年級

IV.國中階段

1. 語言知識
Ae 篇章
*◎Ae-Ⅲ-12 簡易歌謠、韻
文、短文、故事及短
劇
*Ae-Ⅲ-13 繪本故事、兒
童短劇

環J10了解天然災
害對人類生
活、生命、社
會發展、 與
經濟產業的
衝擊。

A. 語言知識
Ae 篇章
◎Ae-Ⅳ-10 簡易歌謠、韻
文、短文、故事及短
劇
◎Ae-Ⅳ-11 常見的圖表
Ae-IV-13 簡易賀卡、書
信、電子郵件
*Ae-Ⅳ-14 不同體裁、不同
主題之簡易文章
Ae -Ⅳ-15 簡易故事的背
景、人物、事件和結
局
*◎Ae -Ⅳ-16 敘述者的觀
點、態度、及寫作目
的
* Ae -Ⅳ-17簡易故事及短
文的大意
B.溝通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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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高級中等教育

學習階段
主題 實質內涵

II.國小中年級

III.國小高年級

IV.國中階段
B-Ⅳ-4 個人的需求、意願
和感受的表達
B-Ⅳ-5 人、事、時、地、
物的描述及問答
◎B-Ⅳ-6 圖片描述
B-Ⅳ-7 角色扮演
*◎B-Ⅳ-8引導式討論
C.文化理解
C-Ⅳ-4基本的世界觀
D.思考能力
D-Ⅳ-1 依綜合資訊合理猜
測
D-Ⅳ-2 二至三項訊息的比
較、歸類、排序
D-Ⅳ-3 訊息因果關係的釐
清
*◎D-Ⅳ-4藉文字線索，對
客觀事實及主觀意見
的分辨

環J11了解天然災
害的人為影
響因子。

A. 語言知識
Ae 篇章
◎Ae-Ⅳ-10 簡易歌謠、韻
文、短文、故事及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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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高級中等教育

學習階段
主題 實質內涵

II.國小中年級

III.國小高年級

IV.國中階段
劇
◎Ae-Ⅳ-11 常見的圖表
Ae-IV-13 簡易賀卡、書
信、電子郵件
*Ae-Ⅳ-14 不同體裁、不同
主題之簡易文章
Ae -Ⅳ-15 簡易故事的背
景、人物、事件和結
局
*◎Ae -Ⅳ-16 敘述者的觀
點、態度、及寫作目
的

環J12認識不同類
型 災害可能
伴隨的危險
，學習適當預
防與避難行
為。

* Ae -Ⅳ-17簡易故事及短
文的大意
B.溝通功能
B-Ⅳ-4 個人的需求、意願
和感受的表達
B-Ⅳ-5 人、事、時、地、
物的描述及問答
◎B-Ⅳ-6 圖片描述
B-Ⅳ-7 角色扮演
*◎B-Ⅳ-8引導式討論
C.文化理解
C-Ⅳ-4基本的世界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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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高級中等教育

學習階段
主題 實質內涵

II.國小中年級

III.國小高年級

環J13參與防災疏
散演練。

IV.國中階段

V.高級中等教育

B.溝通功能
B-Ⅳ-4 個人的需求、意願
和感受的表達
B-Ⅳ-5 人、事、時、地、
物的描述及問答
◎B-Ⅳ-6 圖片描述
B-Ⅳ-7 角色扮演
*◎B-Ⅳ-8引導式討論

環 U8 從災害防救
法規，了解臺
灣災 害 防 救
的政 策 規劃
。

A. 語言知識
Ac 字詞
Ac-Ⅴ-4 常見的英文標示
D.思考能力
D-Ⅴ-5 原則的類推、問題
解決之道
D-Ⅴ-6 依於訊息的整合，
對情勢發展的預測
D-Ⅴ-7 不同資訊的評估，
及合理判斷或建議的
提供
D-Ⅴ-8 資訊的評估，及任
務的規劃與完成

環 U9 分析實際監
測數據，探究
天然災害頻
率的趨勢與
預估。

環 U10 執 行 災 害
防救的演練。

A. 語言知識
Ac 字詞
Ac-Ⅴ-5 生活用語
26

學習階段
主題 實質內涵

II.國小中年級

III.國小高年級

IV.國中階段

V.高級中等教育
B.溝通功能
◎B-Ⅴ-4 圖片描述
B-Ⅴ-5 短劇表演
◎B-Ⅴ-6 引導式討論
*B-Ⅴ-7 符合情境或場景
的自我表達與人際溝
通

環 U11 運用繪圖
科技與災害
資 料調查，
繪製防災地
圖。

能
源
資
源
永
續
利
用

環 E14 覺 知 人 類
生存與發展
需要利用能
源及資源，學
習在生活中
直接利用自
然能源或自
然形式的物
質。
環 E15 覺知能資
源過度利用
會導致環境
汙染與資源
耗竭的問題。

A. 語言知識
Ac 字詞
◎Ac-Ⅲ-7 簡易的教室用
語
◎Ac-Ⅲ-8 簡易的生活用語
Ac-Ⅲ-9 國小階段所學字
詞（能聽、讀、說 300
字詞，其中必須拼寫
180 字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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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階段
主題 實質內涵

II.國小中年級

III.國小高年級

環 E16 了 解 物 質
循環與資源
回收利用的
原理。

A. 語言知識
Ac 字詞

環 E17 養 成 日 常 A. 語言知識
生活節約用
Ac 字詞
水、用電、物
質的行為， 減 ◎Ac-Ⅱ-7 簡易的教室用
少資源的消
語
耗。
◎Ac-Ⅱ-8 簡易的生活用
語

A.語言知識

◎Ac-Ⅲ-7 簡易的教室用
語
◎Ac-Ⅲ-8 簡易的生活用語
Ac-Ⅲ-9 國小階段所學字
詞（能聽、讀、說 300
字詞，其中必須拼寫
180 字詞)
Ac 字詞
◎Ac-Ⅲ-7 簡易的教室用
語
◎Ac-Ⅲ-8 簡易的生活用語
Ac-Ⅲ-9 國小階段所學字
詞（能聽、讀、說 300
字詞，其中必須拼寫
180 字詞)
B.溝通功能
B-Ⅲ-2 國小階段所學字詞
及句型的生活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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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國中階段

V.高級中等教育

學習階段
主題 實質內涵

II.國小中年級

III.國小高年級

環J14了解能量流
動及物質循
環與生態系
統運作的關
係。

IV.國中階段
D.思考能力
D-Ⅳ-1 依綜合資訊合理猜
測
D-Ⅳ-2 二至三項訊息的比
較、歸類、排序
D-Ⅳ-3 訊息因果關係的釐
清
*◎D-Ⅳ-4 藉文字線索，對
客觀事實及主觀意見
的分辨

環J15認識產品的
生 命週期，
探討其生態
足跡、 水足
跡及碳足跡。

B.溝通功能
B-Ⅳ-4 個人的需求、意願
和感受的表達
B-Ⅳ-5 人、事、時、地、
物的描述及問答
◎B-Ⅳ-6 圖片描述
B-Ⅳ-7 角色扮演
*◎B-Ⅳ-8 引導式討論
D.思考能力
D-Ⅳ-1 依綜合資訊合理猜
測
D-Ⅳ-2 二至三項訊息的比
較、歸類、排序
D-Ⅳ-3 訊息因果關係的釐
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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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高級中等教育

學習階段
主題 實質內涵

II.國小中年級

III.國小高年級

IV.國中階段

V.高級中等教育

*◎D-Ⅳ-4 藉文字線索，對
客觀事實及主觀意見
的分辨

環J16了解各種替
代能源的基
本原理與發
展趨勢。

B.溝通功能
B-Ⅳ-4 個人的需求、意願
和感受的表達
B-Ⅳ-5 人、事、時、地、
物的描述及問答
◎B-Ⅳ-6 圖片描述
B-Ⅳ-7 角色扮演
*◎B-Ⅳ-8 引導式討論
C.文化理解
C-Ⅳ-4 基本的世界觀

環 U12 了解循環
型社會的涵
意與執行策
略，實踐綠色
消費、友善環
境的生活模
式。

A. 語言知識
Ac 字詞
Ac-Ⅴ-4 常見的英文標示
B.溝通功能
◎B-Ⅴ-4 圖片描述
B-Ⅴ-5 短劇表演
◎B-Ⅴ-6 引導式討論
*B-Ⅴ-7 符合情境或場景
的自我表達與人際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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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階段
主題 實質內涵

II.國小中年級

III.國小高年級

IV.國中階段

V.高級中等教育
通
*B-Ⅴ-13 談話或短文的摘
要
*B-Ⅴ-14 不同體裁、不同
主題文章之賞析心得
D.思考能力
D-Ⅴ-1 多項訊息的比較、
歸類、排序
D-Ⅴ-2 兩個訊息關係的釐
清
◎D-Ⅴ-3 藉文字線索，對
客觀事實及主觀意見
的分辨
D-Ⅴ-4 多項訊息共通點或
結論的分析及歸納

環 U13 了解環境
成本、汙染者
付費、綠色設
計及清潔生
產機制。

B.溝通功能
◎B-Ⅴ-4 圖片描述
B-Ⅴ-5 短劇表演
◎B-Ⅴ-6 引導式討論
*B-Ⅴ-7 符合情境或場景
的自我表達與人際溝
通
*B-Ⅴ-13 談話或短文的摘
要
*B-Ⅴ-14 不同體裁、不同
主題文章之賞析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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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階段
主題 實質內涵

II.國小中年級

III.國小高年級

環 U14 了 解 國 際
及我國對能
源利用之相
關法律制定
與行政措施。

IV.國中階段

V.高級中等教育
A. 語言知識
Ae 篇章
Ae-Ⅴ-16 不同體裁、不同
主題之文章
B.溝通功能
◎B-Ⅴ-4 圖片描述
B-Ⅴ-5 短劇表演
◎B-Ⅴ-6 引導式討論
*B-Ⅴ-7 符合情境或場景
的自我表達與人際溝
通
*B-Ⅴ-13 談話或短文的摘
要
*B-Ⅴ-14 不同體裁、不同
主題文章之賞析心得
C.文化理解
C-Ⅴ-5 地球村觀點、生命
及全球永續發展的關
注
C-Ⅴ-6 文化知識與語言能
力、生活問題解決之
道

環 U15 了解因地
制宜及友善
環境的綠建
築原理。

A. 語言知識
Ac 字詞
Ac-Ⅴ-5 生活用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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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階段
主題 實質內涵

II.國小中年級

III.國小高年級

IV.國中階段

V.高級中等教育
Ae 篇章
Ae-Ⅴ-14 新聞報導
Ae-Ⅴ-15 工具書（如百科
全書）或其他線上資
源
B.溝通功能
◎B-Ⅴ-4 圖片描述
B-Ⅴ-5 短劇表演
◎B-Ⅴ-6 引導式討論
*B-Ⅴ-7 符合情境或場景
的自我表達與人際溝
通
*B-Ⅴ-13 談話或短文的摘
要
*B-Ⅴ-14 不同體裁、不同
主題文章之賞析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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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教案設計統整表

統整表主要說明教案名稱、課程設計型式、學習階段與示例中包含的各項活動名
稱，及其與環境教育議題之關係。藉此統整表格，方便未來參考者，能藉由環境教育議
題的重要名詞、學習主題或實質內涵，快速搜尋所需教學資源。
設
計

教案名稱

者

What Color
Is This？＋
環境倫理
駱

環境教育議題

設計

學習

型式

階段

融入

國小

活動一：Brown Bear,

動物權

環境

環 E1

式環

三年

Brown Bear, What Do

棲地

倫理

環 E2

教活

級

You See？

資源回收

動

活動名稱

重要名詞

學習

實質

主題

內涵

環 E3

活動二：繪本學習單

環 E5

羿

活動三：The Colors

環 E16

妏

Song
活動四：救救海龜
活動五：Recycling

游

Do You Like
Bears？＋
環境倫理

融入

國小

活動一：叢林探險家

瀕危物種

環境

環 E2

式環

四年

活動二：動物人氣王

動物權

倫理

環 E3

教活

級

活動三： Who Is the

動

依

環 E17

Monster？
活動四： 瀕臨絕種的

穎

動物
活動五： 救救北極熊

駱
羿
妏
、

How’s the
Weather？
＋氣候變遷

融入

國小

活動一：氣候變遷

極端氣候

氣候

環 E9

式環

五年

活動二：海平面上升

氣候變遷

變遷

環 E10

教活

級

活動三：環保行動

的衝擊

Action!

海平面上

活動四：Go Green

升

動

游
依
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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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 E17

駱
羿

He Has
Ants in His
Pants＋永
續發展

融入

國小

活動一：Fast Fashion

環境衝擊

永續

環 E4

式環

六年

快速時尚的代價

簡樸生活

發展

環 E6

教活

級

活動二：We Buy And

(綠色消

環 E16

Who Pays？

費)

環 E17

動

活動三：Joseph Had a

妏

Little Overcoat
活動四：物盡其用

游
依
穎

高
桂
懷

高
桂
懷

高
桂
懷

融入

國小

活動一：環境保護，人 永續發展

能源

環 E15

Today Is
Earth Day!
＋能源資源
永續利用

式環

六年

人有責

的意義

資源

環 E16

教活

級

活動二：環保金頭腦

資源回收

永續

環 E17

活動三：地球保衛戰

節能減碳

利用

Are There
Any Koalas
Here？＋環
境承載力

融入

國中

活動一： Sentence

式環

一年

Pattern

教活

級

What’s
the
weather
like in
Australia？
＋氣候變遷
的脆弱度

融入

The Girl
Who I
Wrote to Is
My Best
Friend
＋災害潛勢

融入

國中

活動一：Vocabulary

式環

三年

教活

級

動

活動四：用行動愛地球
環境

環 J1

環境承載

倫理

環 J2

活動二： Dialogue

力

永續

環 J3

活動三： Reading

永續發展

發展

環 J4

國中

活動一：Vocabulary

氣候變遷

氣候

環 J8

式環

二年

活動二：Sentence

的脆弱度

變遷

環 J9

教活

級

Pattern

氣候變遷

活動三：Dialogue

的韌性

活動四：Reading

聖嬰與反

活動斷層

災害

環 J10

活動二：Sentence

帶

防救

環 J11

Pattern

日本 311

活動三： Reading

大地震

活動四：Dialogue

災害潛勢

動

動

聖嬰現象
碳足跡

動

災害應變
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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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 J12

高
桂
懷

王
傳

The
Butterflies
Were
Marked＋
環境承載力
Is Your Diet
Saving the
Earth？ +
能源資源永
續利用

融入

國中

活動一： Sentence

生物圈

環境

環 J1

式環

三年

Pattern

環境承載

倫理

環 J3

教活

級

活動二： Reading

力

活動三： Dialogue

生物多樣

動

性
融入

高中

活動一：新單字、片語 環境成本

能源

環

式環

一年

教學及練習

資源

U13

教活

級

活動二：新句型教學及

永續

練習

利用

動

活動三：課文閱讀及討
論

明

活動四：了解「環境成
本」的意義，並思考在
生活各方面降低「環境
成本」的方式

王

Fighting
the Banana
War +永續
發展

融入

高中

活動一：新單字、片語 公平貿易

永續

式環

三年

教學及練習

發展

教活

級

動

永續消費

環 U5

活動二：新句型教學及
練習

傳

活動三：課文閱讀及討

明

論
活動四：認識並實踐「
公平貿易」與「永續消
費」的概念

王
傳
明

Hotter in
the City＋
能源資源永
續利用(熱島
效應)

融入

高中

活動一：新單字、片語 綠建築

能源

環

式環

三年

教學及練習

資源

U15

教活

級

活動二：新句型教學及

永續

練習

利用

動

活動三：課文閱讀及討
論
活動四：認識並實踐「
綠建築」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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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教案設計專輯

發現環境教育的機會點，展現領域課程的特色，是本案教學示例設計的重點。
環境教育不僅應落實於十二年國教中，更是未來國民重要的素質之一；本案研擬課
程綱要內各項環境教育議題實質內涵，經專家審查後，建構「環境教育各主題在各學習
階段之重要名詞」（詳見教育部環境教育議題配合領域教學實施示例計畫期末報告）」，
以明確具體之認知概念，提供領域融入教學之參考。
本案以環境教育常見的三種教學設計型式為基準，發展環教融入領域之參考範例，
這三種設計形式如下：
（1）「融入式環教活動」型式，以英語領域為例，因學科特質環教多採融入式的5-10
分鐘活動；若屬此類，於領域中融入小單元環教活動，其「教案名稱」欄，則填寫「原
單元名稱＋環教活動名稱」
，如「Hotter in the City＋能源資源永續利用(熱島效應)」等。
（2）
「大單元統整」型式，以自然領域為例，因自然本身即與環教息息相關，是故就原
自然單元直接統整環教實質內涵；若屬此類，於領域中順勢統整環教活動，其「教案名
稱」欄，則填寫「原領域單元名稱」，如「能源資源永續利用」。
（3）
「獨立單元」型式，以健體領域為例，為環教而設計的獨立單元並直接對應環教實
質內涵；若屬此類，以環教活動為主的獨立單元設計，其「教案名稱」欄，則填寫「單
元名稱」或「原單元名稱＋環教活動名稱」，如「管不管有關「吸」＋能源資源永續利
用」。
以下教學示例因應領域課程融入環境教育時，提出教學設備/資源之需求，建議未
來使用者可因時因地因人而調整。教學示例最後提供「參考資料」，為本次環教設計中
推薦的延伸閱讀與參考，期待教學示例不僅能運用於課程設計與教學實施，更能激發未
來推動環境教育的活力與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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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Color Is This? + 環境倫理

教案名稱

教學設計型式

動物權、棲地、資源回收

What Color Is This？
＋環境倫理

重要名詞

動物權
棲地
資源回收

融入式環教活動、大單元統整、獨立單元

學習階段

國小(三年級)

教學時數

五堂，共 200 分鐘

設計理念

本教學示例之設計理念，以國小英語領域課程綱要基本理念與課
程目標為主，營造自然、愉快的語言學習環境、培養學生的學習興趣
和基本溝通能力，並在每堂課 40 分鐘之中，融入約 15~20 分鐘之環
境教育相關議題，總共 5 堂課。
本單元之教學主題為顏色，學習對象為第二階段的國小三年級學
童，運用英語繪本、英語歌曲與英語卡通影片等教學媒材，學習基本
的常見句型 What color is this？，並能適當地以 It’s _______.的句子
回答。
課程中融入環境倫理之學習內涵，讓學童覺知自然環境的美、體
會並關懷動植物的生命價值，了解人類造成的環境汙染對自然環境與
動物棲地的影響，並珍惜自然生態資源，養成減少使用一次性塑膠垃
圾的生活習慣。

學習
重點

學習表現/
學習內容

設計者

英Ae-Ⅲ-12簡易歌謠、韻文、短
文、故事及短劇。
英 B-Ⅱ-2 第二學習階段所學字
詞及句型的生活溝通。
英B-Ⅴ-6引導式討論。
英1-Ⅴ-9能聽懂英語影片的主
要內容。
英2-Ⅴ-5能以正確的發音及適
切的語調說出常用句型的句子。
英3-Ⅴ-5能看懂常見的句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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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
教育
議題

駱羿妏

學習
主題

環境倫理

實質
內涵

環 E1 參與戶外學
習與自然體驗，覺
知自然環境的美、
平衡、與完整性。
環 E2 覺知生物生
命的美與價值，關
懷動、植物的生命。
環 E3 了 解 人 與 自
然和諧共生，進而
保護重要棲地。
環 E5 覺知人類的
生活型態對其他生
物與生態系的衝
擊。
環 E16 了解物質循
環與資源回收利用

的原理。

學習目標

學習活動一：Brown Bear, Brown Bear, What Do You See？
1. 能聽懂、辨識並說出所習得的顏色單字blue, green, red, black,
pink, yellow。
2. 能聽懂並以正確的語調回答顏色名稱It’s _______.的直述句型。
3. 能朗讀繪本之內容。
4. 能觀察並說出生活環境中，動物的顏色。
學習活動二：繪本學習單
1. 能辨識、念讀顏色的單字blue, green, red, black, pink, yellow。
2. 能正確拼寫出顏色的單字blue, green, red, black, pink, yellow。
3. 能以What color is this？的句型詢問他人顏色，並以It’s
__________.的句型回答。
4. 能理解並朗讀繪本內容。
5. 能依照繪本內容將動物塗上顏色。
6. 能覺知自然環境與動植物的美與價值。
學習活動三：The Colors Song
1. 能了解歌曲曲意並欣賞歌詞內容。
2. 能吟唱歌曲中與顏色相關的歌詞。
3. 能辨讀並說出圖片中自然環境與動物的顏色。
4. 能覺知自然環境與動植物的美與價值。
5. 能了解環境汙染對自然環境與動物的影響。
學習活動四：救救海龜
1. 能說出所習得的顏色單字。
2. 能覺知自然環境與動植物的美與價值。
3. 能了解環境汙染對自然環境與動物的影響。
4. 能了解並實行減少使用一次性塑膠垃圾的生活習慣。
學習活動五：Recycling
1. 能辨識、念讀所習得的顏色單字。
2. 能聽懂、辨識並說出所習得的單字 rubbish, newspapers, tin
cans, bottles。
3. 能理解影片內容。
4. 能了解可回收物與不可回收物。
5. 能了解並實行可回收物品的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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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設備 / 資源

教學設備：
學習活動一：電腦、投影機、教科書、字卡、圖卡、句型條
學習活動二：電腦、投影機、教科書、字卡、彩色筆、學習單
學習活動三：電腦、投影機、教科書、剪刀、膠水、彩色筆、學習單
學習活動四：電腦、投影機、海報、彩色筆
學習活動五：電腦、投影機、剪刀、膠水、彩色筆、學習單
教學資源：
1. 教科書：國民小學-英語 Dino on the Go!第一冊-翰林-105 學年
度
2. 英語繪本：
Bill Martin Jr., Eric Carle (1996).Brown Bear, Brown Bear, What Do
You See？Henry Holt & Co
3. Brown Bear, Brown Bear, What do you see？(影片長 3 分 12
秒）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k7j3huAApc
4. 歌曲影片：The Colors Song(影片長 2 分 57 秒）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UPM3DtK9so
5. 生命電視台製作【愛護生命的故事】海龜的最大殺手
(影片長 9 分 06 秒）https：//www.youtube.com/watch？
v=g5aPL-ir3WU
6. Greenpeace 綠色和平(臺灣網站)
愛您所愛的地球：生活上的減塑 9 招
http：
//www.greenpeace.org/taiwan/zh/news/stories/oceans/2016/9tips-reduce-plastic/
7. Peppa Pig Full Episode recycling(影片長 5 分 10 秒)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l1RX6_h9Xc
8. 動物圖卡(附件一)
9. Brown Bear, Brown Bear, What Do You See？ 學習單及參考
答案(附件二)
10. The Colors Song 歌詞(附件三)
11. 教學 PPT 檔(附件四)
12. Color 學習單及參考答案(附件五)
13. Sorting & Coloring Your Recycling 學習單及參考答案(附件六)
教學活動示例

學習活動一：Brown Bear, Brown Bear, What Do You See？
第一節
【暖身活動】5 分鐘
“Brown Bear, Brown Bear, What Do You See？”
（影片長 3 分 12 秒）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k7j3huAApc
1. 教師播放繪本影片，引導學生說出看到的顏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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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重點說明

英 B-Ⅱ-2

評量方法

口頭評量
參與度評
量
觀察記錄

2.

透過繪本中的動物圖片，讓學童覺知並關懷動植物的美 環 E2
與生命價值。
【字彙教學】10 分鐘
進行顏色相關字彙的教學
blue, green, red, black, pink, yellow
英 B-Ⅱ-2
【句型教學】5 分鐘
英 2-Ⅴ-5
教師貼上 It’s __________.的句型條，將單字填入帶領學生唸
讀。
【繪本教學】15 分鐘
繪本：
Brown Bear, Brown Bear, What Do You
See？
作者：Bill Martin Jr., Eric Carle
1.

教師先讓學生閱讀繪本，並提問看到什麼？引導學生回
答。
師：What do you see？
生：I see a bear.
師：What color is the bear？
生：It’s brown.
2. 教師帶領學生朗讀繪本內容，讓學生熟悉不同動物的顏
色，並補充課本中沒有的顏色單字。
例如：brown, purple, white, gold
3. 請學生兩兩一組一起閱讀，並輪流說出該動物的顏色。
4. 教師拿出事先準備好的動物照片或圖卡(附件一)，並在
黑板上貼上顏色的字卡。
5. 請學生上台抽一張動物照片或圖卡，並唸出該圖卡的句
子，例如：
It’s a green frog.
It’s a blue horse.
It’s a yellow duck.
6. 學生念完句子後，將動物照片或圖卡貼在黑板上對應的
顏色字卡旁，即可得分。
【總結活動】5 分鐘
1. 複習本課顏色單字。
學習活動二：繪本學習單

英 B-Ⅴ-6
英 Ae-Ⅲ-12
環 E2

口頭評量
參與度評
量
觀察記錄
態度評量

環 E1
環 E2

學習重點說明

第二節
【暖身活動】5 分鐘
利用上節課讀過的繪本，引導學生說出 It’s _______.的句型。 英 B-Ⅱ-2
【字彙複習】5 分鐘
1. 教師利用顏色圖卡與字卡進行字彙練習活動。
2. 使用上堂課與環境教育相關之動物照片或圖卡，複習顏色 環 E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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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頭評量
參與度評
量

評量方法

口頭評量
參與度評
量
態度評量

單字。
【句型教學】10 分鐘
1. 教師將句型條 What color is this？貼在 It’s
__________.的上面，進行句型問答教學。
2. 以單字圖卡及字卡做以上句型的替換練習。
3. 學生熟悉本課句型後，教師運用上節課閱讀過的繪本，
與學生進行對話問答。例如：
師：What color is the bird？
生：It’s red.
師：What color is the frog？
生：It’s green.
【繪本學習單】15 分鐘
1. 運用繪本影片，複習上節課所讀過的繪本內容。
“Brown Bear, Brown Bear, What Do You See？”
（影片長 3 分 12 秒）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k7j3huAApc
2. 教師再次帶領學生朗讀繪本故事。
3. 教師準備真實的動物照片(附件一)，並提問 What color
is it？請學生回答。
4. 教師請學生觀察並說說看周圍自然環境、其他動物或植
物有什麼不同的顏色，讓學生學會欣賞具有五彩繽紛、
美麗顏色的大自然環境與生物。例如：
a blue sky, the blue sea, the yellow sun
gray elephants, black nights,white clouds
purple flowers, pink roses, green trees
【總結活動】5 分鐘
1. 教師引導學生欣賞世界的美與價值，並關懷動、植物的
生命。
2. 完成學習單(附件二)的單字填空，並依照繪本內容著上
顏色。
學習活動三：The Colors Song
第三節
【暖身活動】5 分鐘
1. 教師利用已讀過的繪本，引導學生說出 It’s _______.的
句型。
2. 教師利用顏色圖卡與字卡進行句型替換練習活動。
【課文對話】10 分鐘
教師進行課文的故事教學。
【歌曲教學】10 分鐘
The Colors Song（影片長 2 分 57 秒）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UPM3DtK9so
1. 播放歌曲影片 2 遍，請學生仔細聆聽並觀察影片中出現
的動植物與自然景象之顏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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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 2-Ⅴ-5

英 2-Ⅴ-5
英 B-Ⅱ-2
環 E1
環 E2

口頭評量
觀察記錄
環 E1
環 E2

英 B-Ⅴ-6
環 E1
作業評量
學習單

學習重點說明

評量方法

英 B-Ⅱ-2
英 2-Ⅴ-5

口頭評量
參與度評
量
態度評量
觀察記錄

英 Ae-Ⅲ-12
環 E1
環 E2

口頭評量
參與度評
量

2. 影片觀賞後，請學生發表所看到的內容或聽到的歌詞。
3. 重複播放歌曲，發下歌詞(附件三)，請學生跟唱。
【綜合討論】10 分鐘
1. 請學生說說看，在我們生活的自然環境中，自己喜愛的 英 B-Ⅴ-6
植物或動物，是什麼顏色？為什麼？
2. 討論是否有看過不是藍色的天空，為什麼會這樣？
3. 教師運用 PPT 檔(附件四)，播放沒有被汙染與被汙染的 環 E3
照片，討論被汙染的自然環境、動植物，變成什麼顏色？ 環 E5
4. 討論如何防止美麗的顏色被汙染。
【總結活動】5 分鐘
1. 教師提醒學生多多觀察自然環境中的各種顏色，並發掘
自然環境的美與完整性。
2. 請學生將學習單(附件五)上的單字剪下，貼到對應的圖
片旁，並依據單字內容塗上正確的顏色。
學習活動四：救救海龜

學習重點說明

第四節
【暖身活動】10 分鐘
1. 教師播放上堂課的歌曲，請學生跟唱。
2. 複習歌曲影片中動植物與自然環境的顏色單字。
【救救海龜】20 分鐘
1. 教師播放影片，請學生仔細觀看。
生命電視台製作【愛護生命的故事】海龜的最大殺手
（影片長 9 分 06 秒）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5aPL-ir3WU
2. 觀看完影片後，教師運用本單元句型進行影片內容的相
關提問，並引導學生正確回答，例如：
師：What color is the turtle？
生：It’s green.
生：It’s brown.
生：It’s gray.
3. 教師說明海龜是海洋中的長壽動物，可以生活上百年，
但是人類對海洋環境的破壞與污染，嚴重影響海龜的生活棲
息地，導致海龜受傷無法生存。
4. 教師提出問題，請學生分組討論影片內容。例如：
(1) 說說人類的那些行為，破壞了海龜的棲地？
(2) 海龜如果誤食了塑膠會有什麼後果？
(3) 除了海洋中的塑膠垃圾會讓海龜誤食以外，是什麼原因
導致海龜身體病變，海龜的殼嚴重變形，並且只能浮在
海面上，無法潛水覓食？
(4) 影片中的海龜為什麼受傷了？
(5) 如何減少塑膠製品的使用？
5. 教師總結海洋棲地不只有人類使用而已，海洋之中還有
成千上萬的生物需要生存，我們應該多多使用環保餐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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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 E1
環 E2

環 E3
環 E5

英 B-Ⅴ-6
英 B-Ⅱ-2

環 E5

英 B-Ⅴ-6
環 E5

環 E3

觀察記錄

口頭評量
觀察記錄

作業評量
學習單
評量方法
口頭評量
參與度評
量
態度評量
觀察記錄

與環保袋，減少一次性塑膠垃圾的產生，才能保持乾淨
的海洋環境，維護海龜與其他海洋生物的生活棲地。
【總結活動】10 分鐘
※ 教師運用環境教育的影片，帶領學生複習顏色的單字。 環 E3
※ 教師可運用 Greenpeace 綠色和平(臺灣網站)上的專題 環 E16
報導：「愛您所愛的地球：生活上的減塑 9 招」，提醒學
生在生活中減少使用塑膠製品，還給海洋生物一個乾淨
無污染的海洋環境。
http：
//www.greenpeace.org/taiwan/zh
/news/stories/oceans/2016/9-tip
s-reduce-plastic/

學習活動五：Recycling
第五節
【暖身活動】10 分鐘
1. 教師準備各種資源回收桶的相關圖片，提問並引導學生
回答問題。例如：

學習重點說明

評量方法

英 B-Ⅴ-6
環 E16

口頭評量
參與度評
量
態度評量

英 B-Ⅱ-2

2.
3.

師：What color is it？
生：It’s green.
師：What color is it？
生：It’s yellow.
師：What color is it？
生：It’s red.
師：What color is it？
生：It’s blue.
請學生找找上面有什麼符號？是否有看過？在哪裡看
過？代表什麼意思？
教師介紹資源回收的符號與顏色。
It’s gr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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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評量
學習單

【影片字彙教學】20 分鐘
1. 教師播放 Peppa Pig 影片。
Peppa Pig Full Episode recycling(影片長 5 分 10 秒)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l1RX6_h9Xc
2. 學生觀看完後，教師提問影片內容，例如：
師：What color is the pig？
生：It’s pink.
師：What color is their house？
生：It’s yellow.
師：What color is their car？
生：It’s red.
3. 教師提問“What can be recycled？”，引導學生回答
影片中提到的可回收物品“newspapers, tin cans and
bottles”。
4. 教師進行影片中提到的物品字彙教學。
例如：rubbish, newspapers, tin cans, bottles
5. 根據影片中的回收桶，教師提問
師：There are three boxes.Which one is
fornewspapers？
生：The red one.
師：Which one is for tin cans？
生：The blue one.
師：Which one is for bottles？
生：The green one.
6. 教師帶念影片中的 chant
Recycle, recycle, we are going to recycle
Tin cans, bottles, newspapers
Recycle, recycle, we are going to recycle
【總結活動】10 分鐘
1. 複習本單元顏色單字句型與回收物品單字。
2. 完成學習單(附件六)。

英 1-Ⅴ-9
英 B-Ⅴ-6
英 B-Ⅱ-2

環 E16

英 B-Ⅴ-6
英 2-Ⅴ-5

環 E16

環 E16

延伸參考：：
➢ MAN by Steve Cutts (影片長 3 分 36 秒)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fGMYdalCl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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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頭評量
參與度評
量
態度評量

學習單
作業評量

附件一：動物圖卡

繪圖協助:呂伊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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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Brown Bear, Brown Bear, What Do You See?
Brown Bear, Brown Bear, What Do You See？
by Bill Martin Jr / Eric Carle
Brown Bear, ________ Bear, what do you see？
I see a red bird looking at me.
Red Bird, ________ Bird, what do you see？
I see a yellow duck looking at me.
Yellow Duck, __________ Duck , what do you see？
I see a blue horse looking at me.
Blue Horse, __________ Horse, what do you see？
I see a green frog looking at me.
Green Frog, _________ Frog, what do you see？
I see a purple cat looking at me.
Purple Cat, ___________ Cat, what do you see？
I see a white dog looking at me.
White Dog, __________ Dog, what do you see？
I see a black sheep looking at me.
Black Sheep, _________ Sheep, what do you see？
I see a goldfish looking at me.
Goldfish, Goldfish, what do you see？
I see a teacher looking at me.
Teacher, Teacher, what do you see？
I see children looking at me.
Children, Children, what do you see？
We see a brown bear, a red bird, a yellow duck, a blue horse, a green frog, a purple cat, a
white dog, a black sheep, a goldfish and a teacher looking at us.
That's what we see.

學習單設計:駱羿妏
繪圖協助:呂伊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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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答案）Brown Bear, Brown Bear, What Do You See？
by Bill Martin Jr / Eric Carle
Brown Bear, Brown Bear, what do you see？
I see a red bird looking at me.
Red Bird, Red Bird, what do you see？
I see a yellow duck looking at me.
Yellow Duck, Yellow Duck , what do you see？
I see a blue horse looking at me.
Blue Horse, Blue Horse, what do you see？
I see a green frog looking at me.
Green Frog, Green Frog, what do you see？
I see a purple cat looking at me.
Purple Cat, Purple Cat, what do you see？
I see a white dog looking at me.
White Dog, White Dog, what do you see？
I see a black sheep looking at me.
Black Sheep, Black Sheep, what do you see？
I see a goldfish looking at me.
Goldfish, Goldfish, what do you see？
I see a teacher looking at me.
Teacher, Teacher, what do you see？
I see children looking at me.
Children, Children, what do you see？
We see a brown bear, a red bird, a yellow duck, a blue horse, a green frog, a purple cat, a
white dog, a black sheep, a goldfish and a teacher looking at us.
That's what we see.

學習單設計:駱羿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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繪圖協助:呂伊柔

附件三：The Colors Song
The Colors Song (Lyrics)
Red, red strawberries

White, white mistletoe

Red apples on the trees

White clouds, white snow

Red hearts and poppies

White doves and window

We love the color red!

We love the color white!

Orange, orange oranges

Gray, gray mountains

Orange juice and pumpkins
Orange lamp and mandarins

Gray fish and fountains
Gray stones and elephants

We love the color orange!

We love the color gray!

Yellow, yellow sunflowers
Yellow sun and yellow cars

Black, black blackberries
Black cats and black seeds

Yellow birds and bananas

Black night and black sheep

We love the color yellow!

We love the color black!

Green, green Christmas tree

Brown, brown teddy bear

Green plants and green peas
Green fields and broccoli

Brown dog and brown chair
Brown cow and brown hair

We love the color green!

We love the color brown!

Blue, blue blueberry pie
Blue sea, blue sky

Pink, pink flamingoes
Pink bike and pink bows

Blue eyes and dragonfly
We love the color blue!

Pink shoes and pink rose
We love the color pink!

Purple, purple lavender

Red, orange, yellow, green,

Purple crystal, purple flower
Purple plums and purple house

Blue, purple, white, gray,
Black, brown and pink.

We love the color purple!

We love all the colors!

出處：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UPM3DtK9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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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環境照片 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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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Color 學習單

Color
★Cut, Paste and Color
小朋友，請把單字剪下，貼在正確的圖片旁，並塗上顏色。

★Draw & Color
小朋友，畫出自己最喜歡的自然風景或動植物，並塗上顏色。

學習單設計:駱羿妏
繪圖協助:呂伊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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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答案）Color
★Cut, Paste and Color
小朋友，請把單字剪下，貼在正確的圖片旁，並塗上顏色。

red flower

yellow bird

blue sea

green tree

black dog

brown bear

★Draw & Color
小朋友，畫出自己最喜歡的自然風景或動植物，並塗上顏色。

學習單設計:駱羿妏
繪圖協助:呂伊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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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Sorting & Coloring Your Recycling

★Recycle & Color：We’re going to recycle.
小朋友，我們一起來做分類回收吧!請將下面的物品剪下，貼到正確的回收桶下方，並
塗上該回收桶的顏色。

green

trash 垃圾；plastics 塑膠製品

yellow

red

blue

---------------------------------------------------------------------------

學習單設計:駱羿妏
繪圖協助:呂伊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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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答案）Sorting & Coloring Your Recycling
★Recycle & Color：We’re going to recycle.
小朋友，我們一起來做分類回收吧!請將下面的物品剪下，貼到正確的回收桶下方，並
塗上該回收桶的顏色。

green

trash 垃圾；plastics 塑膠製品

yellow

red

blue

---------------------------------------------------------------------

學習單設計:駱羿妏
繪圖協助:呂伊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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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 You Like Bears?+ 環境倫理

教案名稱
教學設計型式
學習階段

設計理念

學習
重點

學習表現
/學習內容

學習目標

瀕危物種、動物權

Do You Like Bears？
瀕危物種
重要名詞
＋環境倫理
動物權
融入式環教活動
教學時數
五節課（200 分鐘）
國小（四年級）
設計者
游依穎
學童在成長過程中，總能對於外在環境抱持新鮮感，從自身探
索自然的生活經驗，開始萌發探索動、植物的興趣，然而，世界上
卻有許多瀕臨絕種的動物，需要人類的關注與保護。
從本單元裡，學童除了學習動物相關的英語字彙、詢問喜歡動
物的句型外，也結合環境教育議題，讓下一代意識到，由於氣候變
遷、棲地遭破壞等因素，許多生物正面臨生存的危機，培養對保護
生態環境而心生憐憫之情，進而在日常生活中實踐愛護地球的行
動。
英1-Ⅱ-7能聽懂課堂中所學
的字詞。
英1-Ⅱ-10能聽懂簡易句型
學習
的句子。
環境倫理
主題
英2-Ⅱ-3能說出課堂中所學
的字詞。
英2-Ⅱ-6能以正確的發音及
適切的語調說出簡易句型的
環E2覺知生物生命
句子。
的美與價值，關懷
英3-Ⅱ-2 能辨識課堂中所
環境
動、植物的生命。
學的字詞。
教育
環E3了解人與自然
英3-Ⅱ-3能看懂課堂中所學
議題
和諧共生，進而保護
的句子。
重要棲地。
英5-Ⅱ-2在聽讀時，能辨識
實質 環E17養成日常生活
書本中相對應的書寫文字。
內涵 節約用水、用電、物
英5-Ⅱ-3能以正確的發音及
質的行為，減少資源
適切的速度朗讀簡易句型的
的消耗。
句子。
英6-Ⅱ-2 積極參與各種課
堂練習活動。
英6-Ⅱ-3 樂於回答老師或
同學所提的問題。
學習活動一：叢林探險家
1. 能聽、說並辨識本單元單字：
bears, elephants, monkeys, pandas, tigers
2. 能了解名詞單、複數的變化。
3. 能意識到棲地被嚴重破壞後，許多動、植物將面臨生存威脅。
學習活動二：動物人氣王
1. 能聽、說並辨識本單元句子：
55

教學設備 / 資源

Do you like tigers？ Yes, I do./ No, I don’t.
2. 能熟悉並運用本課單字與句型。
3. 能培養愛護生命的情感。
學習活動三：Who Is the Monster？
1. 能正確唸讀課文對話。
2. 能理解繪本內容。
3. 能了解人類必須與自然和諧共生，進而關懷生命。
學習活動四：瀕臨絕種的動物
1. 能聽、說並辨識本單元延伸字彙。
2. 認識瀕臨絕種的動物。
3. 知道人類行為是造成生物生存危機的原因之一。
學習活動五：救救北極熊
1. 能理解繪本的內容。
2. 意識到人類行為對自然生態造成的影響。
3. 能將關懷生態之情付諸行動。
教學設備：
學習活動一：單字字卡、電腦、投影機。
學習活動二：單字字卡、句型條、學習單。
學習活動三：單字字卡、句型條、電腦、投影機、線上繪本。
學習活動四：電腦、投影機、學習單。
學習活動五：單字字卡、句型條、繪本、學習單。
教學資源：
1. 教科書：國民小學-英語課本第四冊-康軒Follow Me -105學年
度。
2. Animals Jungle movie funny educational videos for kids
（影片長3分6秒)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KAfPosCA_M
3. Animal Habitats- Animal Homes- Animals video for kids
（影片長4分7秒)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j1ASC-TlsI
4. 英語繪本：
江羽凡、侯天麗、詹倩茹（2014）。Who Is the Monster？。
國
立公共資訊圖書館、國立中興高級中學。
4. 繪本線上讀：Who Is the Monster？（建議設定跨頁共讀）
http：//storybook.nlpi.edu.tw/book/info/390
5. Jungle City-Saving the world's endangered animals and
their habitat （影片長3分2秒)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ThzeRIiiJU
6. Extinct And Endangered Animals（影片長 3 分 4 秒)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ZnJfQ54aAQ
7. 北極熊的請求（中文發音，影片長6分3秒)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VwSbSqe6d0
8. Walsh, Melanie(2012). 10 Things I Can Do to Help My
World. Candlewick P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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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動物人氣王」學習單（附件一）
10. 「瀕臨絕種的動物」學習單（附件二）
11. 「救救北極熊」學習單（附件三）
教學活動示例
學習活動一：叢林探險家
【暖身活動】5 mins
1. 事先準備本單元的動物圖片，展示給學生看。
2. 教師可提問下列問題，請學生以中英文回答：
(1) What do you see in the pictures？
(2) Where can you see them？（At the zoo, on TV, at
an amusement park, etc.）
(3) How do you know they are bears / elephants/
monkeys / pandas / tigers？
3. 引導學生自由發表與動物接觸的經驗，以及這些動物的
外在特徵與習性。

學習重點說明

評量方法

口語評量

英 1-Ⅱ-7
英 2-Ⅱ-3
英 3-Ⅱ-2

口語評量

【字彙教學】15 mins
1. 使用單字閃示卡進行以下字彙教學：
bears, elephants, monkeys, pandas, tigers
2. 教師帶唸單字。
3. 說明這些單字單複數的變化。
英 6-Ⅱ-2
英 6-Ⅱ-3

【叢林探險家】15 mins
1. 教師告知學生扮演叢林探險家，進入虛擬叢林，請學生
仔細看，能發現哪些動物。
2. 播放影片 Animals Jungle movie funny educational
videos for kids（影片長3分6秒)。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KAfPosCA_M 環 E2
3. 針對影片內容和學生討論：（學生以中英文回答）
(1) What can you see in the jungle？ (Trees, plants,
rivers, animals, insects…etc.)
(2) What kind of animals can you find there？
（Monkeys, lions, crocodiles, gorillas, apes…etc.）
(3) Why do gorillas feel sad？
（Because people cut down the jungles and the
forests. Some people even hunt gorillas. They
don’t have places to live.）
(4) Why are the jungles so important to the Earth？
（Because they are the home of animals and
plants.Animals don’t have enough places to live
if there are fewer and fewer jungl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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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語評量
參與度評
量
態度評量

口語評量
態度評量

4. 教師請學生發表影片觀後心得，並適時補充課外單字，
如：jungle, crocodile, gorilla, forest…等。
【總結活動】5 mins
1. 複習本課單字。
2. 教師可提醒生態正面臨危機，這些大自然棲地被嚴重破
壞後，許多動、植物將面臨生存威脅，人類必須重視這
個問題。
學習活動二：動物人氣王

學習重點說明

【暖身活動】5 mins
1. 複習單字：bears, elephants, monkeys, pandas, tigers。 英 1-Ⅱ-7
2. 隨機抽學生模仿教師指定的動物，由其他同學來猜。
英 2-Ⅱ-3
英 3-Ⅱ-2
【句型教學】15 mins
英 1-Ⅱ-10
1. 教師揭示本單元句型，帶領學生替換單字唸讀。
英 2-Ⅱ-6
2. 分組練習：Do you like tigers？
英 3-Ⅱ-3
Yes, I do. No, I don’t.
【Survey： 動物人氣王】15 mins
1. 教師告知要選出本班最喜歡的動物人氣王，並發下學習
單，請每位同學選擇自己喜歡的動物打勾。
2. 向學生說明要在限定時間內去訪問同學，並將對方喜歡
的動物記錄下來，活動結束後，統計得票數最高的動物，
即為本日的人氣王。
3. 請學生自由發表喜歡這些動物的理由，引導覺知動物的
美與價值，進而觸發愛護生命的情感。
4. 教師播放影片：Animal Habitats- Animal HomesAnimals video for kids（影片長 4 分 7 秒)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j1ASC-TlsI
5. 透過影片內容告知學生大自然是動物們的棲息地，包括
森林（forest）、樹木（tree）、海洋（sea）等，如果
動物沒有了家就無法生存，需要人類共同關心牠們的生
存。
【總結活動】5 mins
1. 複習本課句型。
2. 肯定學生的學習單成果。
2. 教師強調萬物都有生存的權利，要懂得愛護生命、減少
對大自然的破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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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 6-Ⅱ-2
英 6-Ⅱ-3
環 E2

評量方法

口語評量

口語評量

參與度評
量
口語評量
態度評量

環 E3

英 1-Ⅱ-10
英 2-Ⅱ-6
英 3-Ⅱ-3

口語評量
學習單

學習活動三： Who Is the Monster？
【暖身活動】5 mins
1. 複習單字與句型。
2. 教師帶領學生唸讀後，可請學生分組練習。
【共讀課文】15 mins
1. 使用電子書播放課文。
2. 教師根據課文內容提問。
3. 全班或分組進行對話練習。
【Who Is the Monster？】15 mins
1. 師生共讀線上英語繪本：Who Is the
Monster？
※ 繪本《Who Is the Monster？》內容突顯了人類自我認
知與自然生態產生的矛盾，對人類而言，狼群像怪物般會傷
害人類，然而，換個角度思考，人類為了建造家園而砍伐樹
木、破壞森林和動物的生存空間，讓許多動物無家可歸，究
竟誰才是真正的怪物呢？
2. 教師提問：(學生可用中英文回答)
(1) What did people do in the village？（They
needed wood to build their houses, so they cut
down the trees.）
(2) What did the wolf family do when they could not
find any food？ （They attacked the village.）
(3) Why did the cub say the boy is the monster？
（Because people destroyed the forest where
the wolf family lived.）
(4) Why did the boy say the wolf family is the
monster？
（Because the wolves attacked the village and
ate people.）
(5) So, who is the monster？ （自由發表）
3. 教師引導學生從繪本裡發現人類發展對於自然生態所造
成的衝擊，學習關懷生命，並且了解人類必須與自然和
諧共生。
【總結活動】5 mins
1. 複習本課課文。
2. 學生唸讀。
3. 提醒學生愛護動物必須從關懷生命、保護環境開始，才能
讓世世代代都欣賞到美好的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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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重點說明
英 1-Ⅱ-10
英 2-Ⅱ-6
英 3-Ⅱ-3

評量方法

口語評量

英 5-Ⅱ-2
英 5-Ⅱ-3
英 6-Ⅱ-2

口語評量

環 E2
環 E3

參與度評
量
態度評量
口語評量

英 6-Ⅱ-3

環 E2
環 E3

英 2-Ⅱ-6
英 5-Ⅱ-2
英 5-Ⅱ-3

口語評量
態度評量

學習活動四： 瀕臨絕種的動物
【暖身活動】5 mins
1. 用電子書複習本課課文。
2. 全班唸讀對話。

學習重點說明

英 5-Ⅱ-2
英 5-Ⅱ-3
英 6-Ⅱ-2

【延伸字彙教學】15 mins
1. 教師請學生翻到課本 Endangered Animals 主題介紹，
仔細看這些動物圖片，詢問是否看過這些動物、牠們有哪些
外在特徵與特色。
2. 解釋”endangered”的意思，另可視情況補充單
字”extinct”（which means something is totally gone
英 1-Ⅱ-7
from the face of the Earth）。
英 2-Ⅱ-3
3. 單字教學：black rhino、blue whale、Formosan black 英 3-Ⅱ-2
bear、green sea turtle，帶領學生唸讀。
環 E2
【瀕臨絕種的動物】15 mins
環 E3
1. 教師播放影片：Jungle City-Saving the world's
endangered animals and their habitat（影片長3分2
秒)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ThzeRIiiJU
2. 影片提及這世界的物種正迅速減少中，由急遽降低的數
據來強調亞洲象、老虎、猩猩等生物正面臨生存危機，
並突顯叢林的重要性，呼籲大眾著手改變未來。
引導學生思考造成動物瀕臨絕種的原因，並自由發表。 英 6-Ⅱ-3
3. 教師播放影片：Extinct And Endangered Animals（影
片長 3 分 4 秒)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ZnJfQ54aAQ
4. 影片透過動畫與瀕臨絕種的動物影像，傳達動物面臨威
脅的原因，包括人類不當獵捕、文明發展剝奪原有生態
等，以及化解危機的方法。
教師可提問以下問題：
Why are lots of animals extinct？（Human factors
like Hunting, clearing the land for development）
What can we do to help the animals？（Help
preserve the forests, keep the water clean, stop
people from hunting the animals）
5. 歸納動物瀕臨絕種可能的原因，請學生進一步思考保護
生態環境的具體行動。
【總結活動】5 mins
1. 複習本課延伸字彙。
2. 完成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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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量方法

口語評量
參與度評
量

口語評量

口語評量
參與度評
量
態度評量

參與度評
量
態度評量
學習單

學習活動五： 救救北極熊
【暖身活動】5 mins
1. 複習單字、句型和延伸字彙。
2. 角色扮演，請學生朗讀課文對話。

學習重點說明
英 1-Ⅱ-10
英 2-Ⅱ-6
英 5-Ⅱ-2

【北極熊的請求】15 mins
1. 教師告訴學生從北極來了一個求救的訊息，是北極熊
（polar bear）遭遇危險了，請大家想辦法幫助牠們。
播放影片：北極熊的請求（影片長 6 分 3 秒)
https：//www.youtube.com/watch？
v=iVwSbSqe6d0
2. 由於地球溫度不斷上升，導致冰層快速融化，處於冰冷
地帶的北極熊生存受到威脅，影片裡的男孩知道環保的
重要性，卻未落實於生活中，直到夢到北極熊苦苦哀
求，才決定開始隨手關電源、關電腦，真正做到節能減
碳。
【10 Things I Can Do to Help My World】15 mins
1. 師生共讀英語繪本：10 Things I
Can Do to Help My World
※ 繪本《10 Things I Can Do to
Help My World》提供我們在生活中
簡單易行的方法，例如：隨手關上水
龍頭與電視電源、做好資源垃圾分類
與走路上學等，落實於日常生活中可
以讓地球環境更好。
2. 閱讀後，請學生嘗試發表書中可以
幫助地球的十件事。
3. 鼓勵學生想出更多可以讓地球更好的好習慣或行為。
【總結活動】5 mins
1. 教師發下學習單，指導學生完成內容。
2. 鼓勵學生擬定一週環保計畫，並實施於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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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量方法

口語評量

環E3

參與度評
量

英 1-Ⅱ-10
英 2-Ⅱ-6
英 5-Ⅱ-2
英 6-Ⅱ-3
環E2
環E3

口語評量
參與度評
量
態度評量

環E17

學習單

延伸參考：
➢ Earth Day Video For Kids（影片長 4 分 35 秒)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QIzoLURl2g
➢ Betsy's Kindergarten Adventures: Happy Earth Day（影片長 13 分 7 秒)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lBLO8_2ix8
➢ 爸爸的環保袋（影片長 7 分 7 秒)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Ku7JGxA14o
➢ 垃圾回收我也會（影片長 5 分 53 秒)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wiBeU4zbPY
➢ Reduce Reuse Recycle Song for Kids （影片長 1 分 17 秒)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OvcW8l3RzE
➢ Saving Earth Promise Song for Kid（影片長 1 分 52 秒)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oQpdCaqBPw
➢ Falling Stars: 10 of the Most Famous Endangered Species
https://www.britannica.com/list/10-of-the-most-famous-endangered-species
➢ Vanishining: The extinction crisis is far worse than you think.
http://edition.cnn.com/interactive/2016/12/specials/vanishing/
➢ Charlie and Lola: Look After Your Planet（影片長 11 分 31 秒)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6DC9AkRboU
➢ Charlie and Lola: Planet Game
http://www.charlieandlola.com/planet/planet-game.html
➢

Asch F.(1994). The Earth and I. Harcourt Brace.

➢ Jenkins S.(2006). Almost Gone: The World’s Rarest Animals.
HarperCollins.
➢ Wright, Alexandra& Peck, Marshall H.(1991). Will We Miss Them?:
Endangered Species. Charlesbridge.
➢ Lauren Child(2008). Charlie and Lola: Look after Your Planet.
Puff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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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動物人氣王 學習單

A. Fill in the Blanks

1

Class：_______ Number：_______ Name：______________

a bear

bears

2

3

4

5

an elephant

B. Survey： 在自己喜歡的動物下方打勾，再訪問三位同學。
Animals
Name

例：Judy

bears
✔

elephants
✔

monkeys

pandas

tigers

✔

(自己的名字)

(訪問一)
(訪問二)
(訪問三)
※ 句型提示：Do you like __________？Yes, I do. / No, I don’t.
學習單設計: 游依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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繪圖協助: 呂伊柔

附件二：瀕臨絕種的動物 學習單

Class：_______ Number：_______ Name：______________
A. Fill in the Blanks

black rhino, blue whale, Formosan black bear, green sea turtle
1

2

________________

3

________________

4

________________

B. Let’s save the animals： Read aloud and sign your name.

My Pledge
I pledge to take care of the animals on
the Earth. I will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Signature:____________ Date: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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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

附件三：救救北極熊 學習單

Class：_______ Number：_______ Name：______________
A. Listen and Number

a.
c.

□ use both sides of the paper
□ plant seeds and help them

b.
d.

□ turn off the TV

f.
h.
j.

□ put my litter in the bin
□ sort the recycling
□ make toys from boxes

grow

e.
g.
i.

□ turn off the tap
□ feed the birds in winter
□ walk to school

□ switch off the light

B. Make a weekly plan to help our world

學習單設計: 游依穎 繪圖協助: 呂伊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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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s the Weather? + 氣候變遷

教案名稱

教學設計型式
學習階段

設計理念

學習
重點

學習表現/
學習內容

學習目標

極端氣候、氣候變遷的衝擊、海平面上升

How’s the Weather？
＋氣候變遷

重要名詞

極端氣候
氣候變遷的衝擊
海平面上升

融入式環教活動、大單元統整、獨立單元
國小(五年級)

設計者

駱羿妏、游依穎

我們居住的地球，正在不斷改變當中，人類燃燒化石燃料、大
量砍伐樹林、過度的土地開發與超抽地下水等等行為，導致急遽的
氣候變化，地球暖化、海平面上升、冰層快速融化、乾旱與洪水等
等極端氣候，已嚴重衝擊我們的生活方式。
本單元的學習主題為天氣與休閒活動，學童除了學習天氣型態
的字彙、詢問天氣狀況的句型之外，還能透過觀賞影片、閱讀文章
與繪本等方式，讓學童意識到氣候變遷不僅對地球造成傷害，也會
對人類帶來生存危機，進而能提出能實踐於日常生活中的環保好習
慣。
英1-Ⅲ-6能聽懂課堂中所學
的字詞。
英1-Ⅲ-9能聽懂簡易句型的
句子。
英2-Ⅲ-9能以正確的發音及
適切的語調說出簡易句
型的句子。
英2-Ⅲ-10能複誦和吟唱簡易
的歌謠韻文。
英3-Ⅲ-1能辨識課堂中所學
的字詞。
英3-Ⅲ-7 能看懂繪本故事的
主要內容。
英5-Ⅲ-2 在聽讀時，能辨識
書本中相對應的書寫文
字。

學習
主題

氣候變遷

實質
內涵

環 E9 覺知氣候變
遷會對生活、社會
及環境造成衝擊。
環 E10 覺知人類的
行為是導致氣候變
遷的原因。
環E17養成日常生
活節約用水、用
電、物質的行為，
減少資源的消耗。

環境
教育
議題

學習活動一：氣候變遷
1. 能聽辨並說出本單元所習得的單字，包含 cloudy, rainy, snowy,
sunny, windy, go camping, go fishing, go shopping, go
swimming。
2. 能了解氣候變遷對地球造成的衝擊。
學習活動二：海平面上升
1. 能聽辨並說出本單元所習得的句型。
How’s the weather？ It’ssunny.We can / can’t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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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設備 / 資源

fishing.
2. 能詢問天氣狀況並適切地回應。
3. 能了解海平面上升的原因與造成的影響。
學習活動三：環保行動Action!
1. 能正確辨讀本單元的單字、句型。
2. 能熟練課文句型。
3. 知道從事休閒活動時可實踐的環保好習慣。
學習活動四：Go Green
1. 能正確唸讀單字、句型與課文對話。
2.能讀懂繪本內容。
3. 了解氣候變遷的原因，進而思考保護地球的方法。
教學設備：
學習活動一：電腦、投影機、教科書、閃示卡、學習單。
學習活動二：電腦、投影機、教科書、閃示卡、句型條。
學習活動三：電腦、投影機、教科書、閃示卡、句型條、迴紋針、
Weather Wheel 圖卡、學習單。
學習活動四：電腦、投影機、教科書、繪本、學習單。
教學資源：
1. 教科書：國民小學-英語 Dino on the Go!第五冊-翰林-105 學
年度
2. How's the Weather？ - Weather Song - Nursery Rhymes Educational Kids Songs - ESL/EFL Music(影片長 5 分 34 秒)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8h0TaaWKG4
3. 氣候變遷造成的危機(影片長 1 分 09 秒)
https：//www.youtube.com/watch？
v=wR9Tu25vE9I&index=9&list=PLfBmSkLdM1Ds8mb-wv
SNU9EmFZtf-Er8w
4. NASA 的地球一分鐘 4.溫室氣體(影片長 1 分 47 秒)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xTPTMbVGEU
5. “SEA LEVEL：What if it keeps rising this fast？”
http：//climatekids.nasa.gov/health-report-sea-level/
6. 北極熊的喜悅(影片長 1 分 38 秒)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GzQLSg21uM
7. Global Warming - Educational Video For Kids（影片長 3 分
13 秒)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6zW43U7yqM
8. Climate change- according to a kid（影片長 2 分 11 秒)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v7OHfpIRfU
9. 13 Impressive Tips for Going Green While Camping
http：
//www.conserve-energy-future.com/impressive-tips-forgoing-green-while-camping.php
10. Berenstain, Jan, Berenstain, Mike(2013).The Berenstain
Bears Go Green.Harperfestival.
11. Weather 學習單及參考答案(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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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環保行動 Action!學習單 (附件二)
13. Go Green 學習單(附件三)
教學活動示例
學習活動一：氣候變遷

學習重點說明

【暖身活動】5 mins
1. 教師播放歌曲前半段(影片開始〜2 分 45 秒)，僅播放
聲音不播放影像。
How's the Weather？ - Weather Song - Nursery
Rhymes - Educational Kids Songs - ESL/EFL
Music(影片長 5 分 34 秒)
https：//www.youtube.com/watch？
v=r8h0TaaWKG4
2. 請學生仔細聆聽，並說說看聽到的單字或句子。
例如：weather, sunny, rainy, snowy, cloudy, windy
3. 教師放下投影布幕，再次播放影片，請學生仔細觀看
並聆聽。
【字彙教學】15 mins
1. 使用本課單字閃示卡進行天氣字彙教學：cloudy,
rainy, snowy, sunny, windy
2. 教師帶唸單字。
3. 教師提問，引導學生發表不同的天氣可以做什麼休閒
活動。例如：
What can we do on sunny days？
What can we do on rainy days？
4. 使用本課單字閃示卡進行休閒活動字彙教學：go
camping, go fishing, go shopping, go swimming

英 2-Ⅲ-10
英 1-Ⅲ-6

口語評量
參與度評量
態度評量

觀察評量

英 1-Ⅲ-6
英 3-Ⅲ-1

口語評量

英 3-Ⅲ-1

【氣候變遷】15 mins
教師和學生討論下列問題：
1. 教師播放影片：氣候變遷造成的危機(影片長 1 分 09 秒) 環 E9
https：//www.youtube.com/watch？
v=wR9Tu25vE9I&index=9&list=PLfBmSkLdM1Ds
8mb-wvSNU9EmFZtf-Er8w
2. 教師提問，我們如何知道氣候正在改變呢？產生什麼
影響？
環 E9
How do we know the climate is changing？
(Temperatures are rising. The earth is warming. Ice
sheets are melting. Weather patterns are
changing. Sea level is rising.)
3. 教師說明氣候正在快速地變遷與改變，造成許多災
害，例如：旱災、暴風雨、水災等等。
Earth's global climate is changing. (drou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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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量方法

口語評量
參與度評量

storm, flood)
英 1-Ⅲ-6
4. 教師可補充課外有關天氣災害的單字，例如：
英 3-Ⅲ-1
Weather disasters：drought, storm, flood,
snowstorm, tornado, typhoon
5. 教師說明氣候變遷產生的極端氣候，已對我們的地球
環境造成衝擊，並影響人類的生活。
【總結活動】5 mins
1. 複習本單元天氣與休閒活動字彙。
2. 發下 Weather 學習單(附件一)，請學生完成句子填空。
學習活動二：海平面上升

學習重點說明

【暖身活動】5mins
1. 播放上節課的天氣歌曲影片(影片開始〜2 分 45 秒)，
教師帶念複習單字。
How's the Weather？ - Weather Song - Nursery
Rhymes - Educational Kids Songs - ESL/EFL
Music(影片長 5 分 34 秒)
https：//www.youtube.com/watch？
v=r8h0TaaWKG4
2. 播放歌曲影片(2 分 46 秒〜4 分 10 秒)，請學生看歌詞
並跟著唱。
【句型教學】15 mins
1. 教師使用句型條與單字閃示卡，帶領學生替換練習。
2. 帶入休閒活動句型，We can / can’t ______________.
【海平面上升】15 mins
1. 教師播放影片：
(1) NASA 的地球一分鐘 4.溫室氣體(影片長 1 分 47
秒)
(2) https：//www.youtube.com/watch？
v=KxTPTMbVGEU
2. 教師可提問下列問題：
(1) 影片最後，溫室氣體導致海洋產生什麼現象？
What is happening in the ocean？(Sea level is
rising.)
(2) 什麼原因導致溫室氣體增加，讓地球越來越熱
了？
Why is Earth getting warmer？ (People have
been burning fossil fuels.)
3. 閱讀美國航空暨太空總署氣象局兒童版網站上的文
章。“SEA LEVEL：What if it keeps rising this
fast？”
http：
//climatekids.nasa.gov/health-report-sea-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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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 1-Ⅲ-6

口語評量
紙筆評量
學習單

評量方法

口語評量
參與度評量
態度評量

英 2-Ⅲ-10

英 1-Ⅲ-6
英 2-Ⅲ-9
英 3-Ⅲ-1

口語評量

環 E9
環 E10
口語評量
態度評量
觀察評量

環 E9
環 E10

4.

根據影片和文章內容，教師說明，因為工業化社會的
改變，人類燃燒化石燃料(煤、石油、天然氣)，產生大
量的溫室氣體(二氧化碳)，溫度不斷增加，使冰層融
化、海平面上升，導致海岸線與島嶼消失。
(1) 在過去 23 年中，全球海平
面平均上升了 3.4 英寸。
英 3-Ⅲ-1
(2) The global average sea
環 E10
level has risen 3.4 inches
in the past 23 years.
【總結活動】5 mins
1. 複習本單元字彙與句型。
2. 教師播放影片：北極熊的喜悅(影片長 1 分 38 秒)
https：//www.youtube.com/watch？
v=hGzQLSg21uM
3. 教師提醒學生為北極熊盡一份心力，多搭乘公共運輸或
騎乘腳踏車、種植樹木、少開冷氣，一起節能減碳救地
球。
學習活動三：環保行動 Action!
【暖身活動】10mins
1. 教師帶領全班複習單字和句型。
2. 教師發下 Weather Wheel，兩
人為一組，先以猜拳決定先後，再
用撥弄迴紋針來輪流問答，例如：A
先問 How’s the weather？迴紋
針指向太陽，B 則必須回答 It’s
sunny. I can go camping.

學習重點說明
英 1-Ⅲ-6
英 1-Ⅲ-9
英 2-Ⅲ-9
英 3-Ⅲ-1
英 1-Ⅲ-9
英 2-Ⅲ-9
英 5-Ⅲ-2
環 E9
環 E10

【共讀課文】10mins
1. 使用電子書播放本單元課文。
2. 全班共讀課文內容。
3. 分組或找夥伴進行對話練習。

口語評量
態度評量
觀察評量

評量方法

口語評量
參與度評量
態度評量

口語評量
參與度評量

環 E17

【環保行動 Action!】15mins
1. 教師播放影片：Global Warming - Educational Video
For Kids（影片長3分13秒)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6zW43U7yqM 英 1-Ⅲ-6
2. 請學生根據影片內容，回答出改善地球暖化的方法。
英 1-Ⅲ-9
（Step 1. Recycling; step 2. Reduce carbon emission;
step 3. Turn off electricity.）
3. 教師可參考網路資源”13 Impressive Tips for Going
Green While Camping”，與學生討論從事休閒活動時，
有沒有可以具體落實的環保好習慣，列舉如下：
環 E17
(1) When we go shopping, we can bring our own
bags. We can buy what we need, not what w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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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度評量
態度評量

口語評量

want.
(2) When we go camping, we can use reusable
plates, cups and refillable water bottles. We can
clean up the place before we leave.
(3) When we go fishing, we can catch the big fish
and release small lone. We can pack out our
trash.
4.發下學習單，請小組合作，共同腦力激盪，想出從事不
同休閒活動時，可以實踐的方法，並記錄下來。
5.全班共同檢視成果，互相給予回饋。

學習單

口語評量
態度評量

【總結活動】5mins
1. 複習本課課文，學生共讀。
2. 肯定學生的課堂表現，提醒學生 go camping, go
fishing 都是親近自然的戶外休閒活動，養成正確的環保好
習慣，甚至能減少能源消耗和垃圾減量，並鼓勵將其實踐
於日常生活中。
學習活動四： Go Green

學習重點說明

【暖身活動】5 mins
1. 用電子書複習本課課文。
2. 分組練習對話。
【Climate change】15 mins
1. 教師提醒學生氣候變遷帶來的破壞，對地球造成許多災
害，並鼓勵思考如何改善環境、避免繼續惡化。
2. 播放影片 Climate change- according to a kid
（影片長 2 分 11 秒)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v7OHfpIRfU
3.教師可針對影片內容作討論
(1) 氣候變遷的成因為何？（溫室氣體、使用燃料和化學
物質、砍伐樹木、垃圾量增加等）
(2) 氣候變遷造成哪些異常現象？（氣溫上升、冰層融化、
海平面上升、極端氣候等）
(3) 如何改善氣候變遷？（減少溫室氣體）
【Go Green】15 mins
1. 師生共讀繪本：The Berenstain Bears Go Green
※ 熊熊一家人前往釣魚之旅，卻聞到了一股惡臭，原
來是垃圾場堆積了太多垃圾，熊居民決定一起清理垃圾
場，但光是這樣是不夠的，書裡列舉出可以做的環保方法。
2. 教師可針對繪本內容提問：
(1) The Bear family packed up their fishing gear and
their lunch. What did they decide to do？（Th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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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量方法

英 2-Ⅲ-9
英 5-Ⅲ-2

口語評量

環 E9
環 E10

口語評量
參與度評量
態度評量

英 3-Ⅲ-7
英 5-Ⅲ-2

口語評量
參與度評量
態度評量

(2)

(3)

(4)

(5)

decided to go fishing.）
環E17
What happened when they went fishing？ （They
smelled something awful and it came from the
Bear Country Dump.）
What did the bears of Bear Country do？ （They
cleaned up the dump and the Bear Family even
wanted to do more.）
What can we learn from the Bear Family to make
our life green？（We can recycle, compost, stop
wasting water and energy or carpool with
others.）
詢問學生是否也曾有過類似經驗，發現環境裡堆積垃
圾或飄來惡臭，後來又是怎麼處理的？引起學生對於
周遭環境的關心與重視。

學習單

【總結活動】5 mins
1. 複習課文與繪本內容。
2. 請學生完成學習單。
3. 教師提醒孩子環境髒亂會汙染水源、土壤與空氣，在自
然循環下更容易擴大汙染範圍，若是嚴重到無法收拾就來
不及了，必須身體力行、落實環保！

延伸參考：
➢

Ghigna, Charles(2012). Recycling Is Fun.Picture Window Books.

➢

Ghigna, Charles(2012). Pick Up the Park. Picture Window Books.

➢

Welling, Monica(2011). Gabby and Grandma Go Green. Dutton
Childrens Books.

➢

DiOrio, Rana(2010).What Does It Mean to Be Green?. Little
Pickle Pr.

➢

Amsel, Sheri(2007). Everything Kids Environment Book: Learn
How You Can Help the Environment by Getting Involved at
School, at Home, or at Play.Adams Media Co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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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參考：
➢

CLIMATE KIDShttp://climatekids.nasa.gov/

➢

《±2℃》正負 2 度 C-全球暖化臺灣版紀錄片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BaAtU1E2cI

➢

全球暖化公益短片-上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pp5XmiCJLM

➢

全球暖化公益短片-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DqW9ki2rg

➢

適應氣候變遷：現在就是決定的關鍵（影片長5分41秒)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SOrZukTppk

➢

從全球暖化看未來的地球（影片長2分58秒)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DIQbZ4bgBg

➢

Global Warming for Kids（影片長6分10秒)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qxMzKLYrZ4

➢

National Climate Change TVCs - Dr Mars（影片長1分29秒)
https://vimeo.com/104250755

➢

Air Pollution for Kids（影片長4分57秒)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AKyhfxxr7s

➢

Pollution Video 1 -For Kids- Pollution: Meaning and Definition
（影片長3分40秒)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XmfQLC8ju4

➢

Green Kids Activities Book: Recycling: What Does it Mean to
be Green?（影片長1分47秒)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MbvvhHeEOU

➢

Environment and pollution（影片長10分48秒，建議播放自3
分6秒至7分33秒)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W7fxGG9cEM

➢

6 Tips to Green Your Camping Trip
http://www.ecowatch.com/6-tips-to-green-your-camping-trip-1
88191537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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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Weather 學習單

1. Look and Write
How’s the weather？
It’s ___________________.
We can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How’s the weather？
It’s ___________________.
I can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How’s the weather？
It’s ___________________.
We can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flood

We can’t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storm

I can’t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rought

I can’t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go skiing 滑雪；flood 水災；storm 暴風雨；drought 旱災
學習單設計:駱羿妏 繪圖協助:呂伊柔、林晏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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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答案）

2. Look and Write
How’s the weather？
It’s sunny.
We can go camping.

How’s the weather？
It’s rainy.
I can go shopping.

How’s the weather？
It’s snowy.
We can go skiing.

flood

We can’t go camping.

storm

I can’t go fishing.

drought

I can’t go swimming.

★go skiing 滑雪；flood 水災；storm 暴風雨；drought 旱災
學習單設計:駱羿妏 繪圖協助:呂伊柔、林晏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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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環保行動 Action! 學習單

Brainstorming： What can we do to make our life green？
想一想，在從事休閒活動時，有哪些實踐環保的好方法？
①When we go camping, we can….

②When we go fishing, we can….

③ When we go shopping, we can….

學習單設計:游依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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繪圖協助:呂伊柔、林晏瑄

附件三：Go Green 學習單

i.

Read and Write
Across→
❺

Down↓



❻




❼

❽



ii.

Read and Write：
save energy, compost, recycle, clean up, carpool

1.
_____________

2.
_____________

3.
_____________

4.
_____________

5.
_____________

學習單設計:游依穎 繪圖協助:呂伊柔、林晏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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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 Has An Ant On His Pants + 永續發展

教案名稱

教學設計型式

環境衝擊、簡樸生活（綠色消費）

He Has Ants in His Pants＋永續
發展

環境衝擊
重要名詞

簡樸生活(綠色
消費)

融入式環教活動、大單元統整、獨立單元

學習階段

國小(六年級)

教學時數

四堂，共 160 分鐘

設計理念

本單元之教學主題為衣物，學習階段為第三階段的國小六年級學
童，透過多元的教學活動，營造自然、愉快的英語學習環境。除了
教授基本生活溝通的單字與句型(How much is this shirt？；It’s
________ dollars.)之外，亦在每堂 40 分鐘的正規英語課中，融入
大約 10~20 分鐘的環境教育相關議題，培養學生的環保意識與概
念。
本教學示例將運用英語繪本、英語歌曲與新聞影片等教學媒材，
融入永續發展之學習主題，藉由觀賞影片、閱讀英語繪本的方式，讓
學童了解由於經濟與工業的快速發展，已經嚴重汙染地球的生態環
境，而過度的物質需求，也造成許多浪費，進而培養學生養成知
福惜福、節約能源、資源回收與永續利用的習慣，並身體力行落
實於生活中。

學習
重點

學習表現/
學習內容

設計者

英 B-Ⅲ-1 國小階段所學字詞及句
型的生活溝通。
英 B-Ⅴ-6 引導式討論。
英 1-Ⅲ-11 能聽懂簡易歌謠和韻文
的主要內容。
英2-Ⅲ-2能說出課堂中所學的字
詞。
英2-Ⅲ-7能作簡易的回答和描述。
英2-Ⅲ-10能複誦和吟唱簡易的歌
謠韻文。
英2-Ⅴ-5能以正確的發音
及適切的語調說出常用句
型的句子。
英3-Ⅲ-1能辨識課堂所
學的字詞。
英 3-Ⅴ-5 能看懂常見的句型。
78

環
境
教
育
議
題

駱羿妏

學習
主題

永續發展

實質
內涵

環 E4 覺知經濟
發展與工業發展
對環境的衝擊。
環 E6 覺知人類
過度的物質需求
會對未來世代造
成衝擊。
環 E16 了解物質
循環與資源回收
利用的原理。
環 E17 養成日常
生活節約用水、
用電、物質的行
為，減少資源的

消耗。
學習活動一：Fast Fashion快速時尚的代價
1. 1.能聽辨及說出課堂中所習得的詞彙。
2. 2.能詢問他人及回答各樣衣物的說法。
3. 3.能覺知人類過度的物質需求會對未來世代造成衝擊。
4.
學習活動二：We buy, who pays？
5. 1.能聽辨及說出課堂中所習得的詞彙。
6. 2.能詢問他人及回答各樣衣物的說法。
3.能覺知經濟發展與工業發展對環境的衝擊。

學習目標

學習活動三：英語繪本Joseph Had a Little Overcoat
7. 1.能聽辨及說出課堂中所習得的詞彙。
8. 2.能詢問他人及回答各樣衣物的說法。
3.能聽懂並跟讀本課故事對話內容。
4.能聽、說與辨讀繪本之衣物名稱。
5.能了解物質循環與資源回收利用的原理。

學習活動四：物盡其用
9. 1.能聽辨及說出課堂中所習得的詞彙。
10. 2.能詢問他人及回答各樣衣物的說法。
3.能拼寫出繪本內容的衣物單字。
4.能吟唱繪本歌曲。
5.能養成日常生活節約用水、用電、物質的行為，減少資源的消耗。
6.能培養資源再生的概念並身體力行。
教學設備：
活動一：電腦、投影機、教科書、字卡、圖卡、句型條、學習單
活動二：電腦、投影機、教科書、字卡、圖卡、句型條、學習單
活動三：電腦、網路、投影機、繪本、繪本單字小卡
活動四：電腦、網路、投影機、學習單、色筆、學習單
教學資源：
1. 教科書：國民小學-英語 Follow Me 第八冊-康軒-105 學年度
2. 英語繪本：
Simms Taback(1999).Joseph Had a Little Overcoat.
教學設備 / 資源
Penguin USA
3. 新聞影片：
平價時尚品牌流行，卻成衣物汙染與浪費！！（影片長 5 分
12 秒）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t5u9MZNtcE
4.新聞影片：[2016 臺灣國際勞工影展]跨國生產的真實代價
We Buy, Who Pays？（影片長 2 分 50 秒）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8DO3uvITNU
5. 新北市國小英語輔導團(高年級自編繪本補充教材)
http：//tesag.ntpc.edu.tw/web/1eng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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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Raul Malo：I Had A Little Overcoat（影片長 3 分 57 秒）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28BwwIsUj9M
7. I Speak English "Joseph had a Little Overcoat"（影片長 2 分
32 秒）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sJ0GtNzd2o
8. 「簡樸生活」學習單及參考答案(附件一)
9. 「舊衣回收趣」學習單及參考答案(附件二)
10. 單字圖卡(附件三)
11. 「Joseph had a Little Overcoat」學習單及參考答案(附件四)

教學活動示例
學習活動一：Fast Fashion 快速時尚的代價
【暖身活動】5 分鐘
請學生翻開課本第 5、6 頁，仔細觀察情境圖，教師引導學
生回答問題，例如：
What’s this？
What do you see？
Where is he/ she？
【字彙教學】15 分鐘
1. 運用單字閃示卡進行以下字彙教學：
scarf, shirt, sweater, vest, pants, shorts, sneakers,
socks
以單字圖卡與字卡帶念上述衣物的單字。
2. 教導複數的概念，例如：pants, shorts, sneakers, socks，
提醒學生此類單字字尾需加 s。
3. 教師提問，請學生分享自己身上或同學身上穿著哪些衣
物，例如：What are you wearing？ What is he/she
wearing？
並引導學生回答問題，例如：
This is my vest.
He’s wearing a T-shirt.
She’s wearing a pink sweater.
It is a nice scarf.
【Fast Fashion 快速時尚的代價】15 分鐘
新聞影片：平價時尚品牌流行，卻成衣物汙染與浪費！！
（影片長 5 分 12 秒）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t5u9MZNtcE
1. 教師播放影片(開始〜2 分 55 秒)。
2. 教師引導學生思考並回答影片內容之相關問題(教師可依
教學現場時間選擇題目討論)。
例如：
(1) 根據綠色和平組織的調查發現，每年有多少件褲子被
丟棄？有多少件衣服被丟棄？有多少雙鞋子被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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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重點說明

評量方法

英 B-Ⅲ-1
英 2-Ⅲ-7

口語評量
參與度評
量
態度評量

英 2-Ⅲ-2
英 3-Ⅲ-1

英 B-Ⅲ-1
英 B-Ⅴ-6
英 2-Ⅲ-7

口語評量
觀察記錄

環 E6
環 E4

英 B-Ⅴ-6
英 2-Ⅲ-7

口語評量
觀察記錄

棄？
According to the survey, how many clothes and
shoes are abandonedin a year？
(2) 什麼原因造成每年有大量的衣物、鞋子被丟棄？
你的衣櫥裡有多少件衣服？不常穿的有幾件？
How many shirts do you have？
How many sweaters do you have？
How many pants do you have？
How many shorts do you have？
(3) 買新衣服前，先考慮以下問題：
會多常穿？
已經有多少衣服了？
這件衣服可以穿多久？
這件衣服是我「需要」的還是「想要」的呢？
只購買真正需要的衣服，不要為了跟上流行而買了想
要卻一次也沒穿的衣物。
(4) 如何再次利用不要的舊衣服？
How can we reuse the old clothes？
3. 教師和學生說明 Fast Fashion 快速時尚的意思：代表時
尚趨勢，最新款式在極短時間內被設計和製造，可以快速
和低廉的價格享受最新流行，大家熟知的平價服飾例如：
Uniqlo、Zara、H&M。
4. 發下「簡樸生活」學習單(附件一)，請學生完成。
【總結活動】5 分鐘
1. 複習本單元衣物字彙。
2. 教師總結「Fast Fashion 快速時尚」所產生的代價。
3. 強調不過度享受物質，透過簡樸的生活愛護地球。
學習活動二：We Buy And Who Pays？
【暖身活動】5 分鐘
1. 播放電子書的單字動畫，請學生仔細聆聽並且跟讀。
2. 利用單字的圖卡與字卡進行單字練習活動。
3. 教師將衣物的圖卡貼在黑板上，字卡拿在手上，請一位學
生到台前抽出一張字卡，念出抽到的單字，並貼在對應的
圖片下。
4. 依序進行，直到所有的字卡抽完。
5. 教師帶領學生唸讀所有單字。

環 E6
環 E4

環 E16

環 E6
英 3-Ⅲ-1
環 E6
學習單
作業評量

學習重點說明
英 2-Ⅲ-2
英 B-Ⅲ-1
英 2-Ⅲ-2
英 3-Ⅲ-1

【句型教學】15 分鐘
1. 教師將衣物的圖片與代表金錢的符號($)貼在黑板上，並
提問 How much is this shirt？
英 B-Ⅴ-6
2. 在圖片旁貼上價錢，並引導學生回答價錢。
英 2-Ⅲ-7
It’s ________ dollars.
3. 教師替換衣物圖片與價錢標示，進行句型問答。例如：
81

評量方法

口語評量
參與度評
量
態度評量

口語評量

How much is this sweater？
It’s three hundred dollars.

$300

4. 請學生分享自己身上穿的衣物價錢。例如：
This is my vest.
It’s two hundred dollars.
【We Buy, Who Pays？】15 分鐘
影片：[2016 臺灣國際勞工影展]跨國生產的真實代價
We Buy, Who Pays？（影片長 2 分 50 秒）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8DO3uvITNU
教師播放上述影片，藉由紀錄片的片段，期望能讓學生了解
並覺知過度的物質需求與工業發展，會對未來人類生活的環
境造成嚴重的衝擊。
請學生思考以下問題：
(教師可依教學現場時間調整題目數量或選擇適當的提問)
(1) 探討影片中，大量製造平價成衣的過程，會對環境造
成哪些汙染？
(2) 除了環境的污染外，還引發哪些問題？
(3) 教師教導“Buy less but better.”(買少但更好)的環
保觀念，不要因為衣物平價便宜而越買越多，但卻一
次也未穿過，變成堆在衣櫃角落的垃圾，造成無謂的
浪費。
(4) What can we do for the earth？
我們能藉由什麼方式，減少物質的需求，進而保護生態環
境。例如：Recycle, Reduce, Reuse 不過度消費、物品永
續利用、有效回收再利用
教師總結此影片內容，讓學生了解環 E4、環 E6 的環境
教育內涵，說明惡劣的成衣廠工作環境與企業利益，導致人
權、環境與工人的權利喪失，經濟與工業的發展造成環境衝
擊。人類過度的物質需求對未來世代造成衝擊，不斷藉由花
小錢來滿足購物慾望，卻使貧困者依然貧困，也讓環境汙染
越來越嚴重。
【總結活動】5 分鐘
1. 複習本單元單字與句型。
2. 發下「舊衣回收趣」學習單(附件二)，請學生找出舊
衣物可以再次利用的方法。
答：舊衣回收(Recycle)、舊衣改造(Reuse)捐贈給慈善機
構或需要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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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語評量
英 2-Ⅲ-7

環 E4
環 E6

口語評量
參與度評
量
態度評量
觀察記錄
英 B-Ⅴ-6
英 2-Ⅲ-7

環 E4
環 E6

環 E16
環 E17

學習單

學習活動三：Joseph Had a Little Overcoat
【暖身活動】5 分鐘
1. 請學生觀察老師或同學身上穿著的衣物，將學生回答提
到的衣物單字字卡貼在黑板上，並帶念複習。
2. 教師利用衣物單字與價錢的閃示卡進行句型替換練習活
動。
How much is this vest？
It’s ________ dollars.
【課文對話】15 分鐘
1. 教師使用電子書，播放本課課文情境內容，觀看完後，
請學生說出剛剛聽到哪些句子，還有看到什麼單字與句
型。
2. 教師進行課文的故事教學後，請學生分組練習對話。

學習重點說明

評量方法

英 B-Ⅲ-1
英 2-Ⅲ-2

口語評量
參與度評
量
態度評量
觀察記錄

英 2-Ⅲ-7
口語評量

【繪本教學】15 分鐘
英語繪本：Joseph Had a Little Overcoat
作者：Simms Taback
1. 發下繪本，請學生觀察書名、作者與封面
圖畫，猜測故事內容。
2. 教師請學生略讀故事，並以 6W 的方式提問，如
Who is he？
What’s his name？
What is Joseph wearing？
What do you see？
Where is he going？
How does he make a jacket out of it？
3. 指導學生詳細閱讀繪本內容，並請學生兩兩一組一起閱
讀。
4. 請學生不翻閱繪本，回想 Joseph 如何將破舊的大衣，回
收再利用，依序由大變小，改良成不同的物品。
5. 教師依據學生回答的衣物，在黑板上寫出字彙，例如：
overcoat-jacket-vest-scarf-necktie-handkerchief-but
ton
6. 教師說明故事寓意。
“You can always make something out of nothing.”
【總結活動】5 分鐘
1. 複習本單元課文對話。
2. 教師帶唸繪本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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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 E16

英 2-Ⅲ-7

環 E16
環 E17

口語評量
參與度評
量
態度評量
觀察記錄

學習活動四：物盡其用

學習重點說明

【暖身活動】10 分鐘
1. 教師朗讀繪本內容，請學生仔細聆聽並跟讀。
2. 全班分成六組，請六組學生分工合作，分別負責唸讀繪
本的句子，以接龍方式唸讀完繪本。
3. 運用繪本最後一頁的歌曲進行活動，全班分成六小組，
每組發下繪本字彙小卡(附件三)，教師播放歌曲“I Had
a Little Overcoat”，請各組仔細聆聽，並分工合作將故
事內容出現的衣物依順序排好。
4. 歌曲影片：Raul Malo： I Had A Little Overcoat
（影片長 3 分 57 秒）
https：//www.youtube.com/watch？
v=28BwwIsUj9M
5. 透過衣物的單字圖卡與字卡排列活動，讓學生更加了解
Joseph 充分回收再利用大衣的過程。
【繪本學習單】10 分鐘
1. 播放上節課閱讀的繪本內容影片，請學生仔細觀賞並唸
讀。
I Speak English "Joseph had a Little Overcoat"
（影片長 2 分 32 秒）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sJ0GtNzd2o
2. 發下繪本學習單(附件四)，教師關閉螢幕，只播放影片的
聲音，請學生一邊聆聽一邊完成學習單的 A 大題單字填
空。
3. 教師帶領學生唸讀 A 大題的句子，並請幾位學生上台將
空格答案寫在黑板上。
4. 完成 A 大題後，請學生將 B 大題的圖片與對應的單字連
起來，並依據繪本內容，將衣物標上順序。
5. 請學生寫出此繪本的故事寓意，“You can always make
something out of nothing.”，完成 C 大題。
【物盡其用】15 分鐘
1. What can we do for the earth？
將全班分成六小組，給予 5 分鐘進行小組討論，還有哪些
可以資源回收、永續利用、減少資源消耗、日常生活節約
的例子，並填寫學習單的 D 大題。
2. 請各小組上台發表討論結果，教師可引導學生回答以下句
子。例如：
We can recycle paper, bottles and cans.
We can take buses and ride bikes.
We can plant trees.
3. Did you have any experience like Joseph？
請學生發揮創意，分享如何改良生活用品，增加其他用
途，並畫出來(E 大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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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 1-Ⅲ-11

評量方法

口語評量
參與度評
量
態度評量
觀察記錄

英 2-Ⅲ-10

環 E16
英 2-Ⅲ-10

口語評量

環 E16
環 E17
紙筆評量
學習單

環 E16
英 2-Ⅲ-7

環 E16
環 E17

學習單
紙筆評量
口語評量
參與度評
量
態度評量
觀察記錄

【總結活動】5 分鐘
1. 教師總結本單元的理念，並結合生活中可實行的行為，期
望學童能了解簡樸生活、永續利用的概念。
例如：隨身攜帶環保筷與環保杯，減少使用塑膠杯與免洗
餐具。不盲目追求流行，一衣多穿，回歸儉樸的生活。

延伸參考：
➢

【覺醒年代】20140321 - 快速時尚(影片長 24 分)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WUwVrBGyAM

➢

過度消費：牛仔褲的代價(影片長 4 分 18 秒)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_4zAtFbp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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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簡樸生活 學習單

簡樸生活
★Fill in the blanks
1. What does “fast fashion” mean？ 什麼是「快速時尚」？

2. How can we reuse the old clothes？

★Think and Check 購買新衣服前，我會想想以下三個問題，做到請打勾
1.我會多常穿？

2.我已經有多少衣服了？

3.這件衣服可以穿多久？

學習單設計:駱羿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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繪圖協助:呂伊柔

(參考答案)

簡樸生活

★Fill in the blanks

1. What does “fast fashion” mean？ 什麼是「快速時尚」？
代表時尚趨勢，最新款式在極短時間內被設計和製造，可以快速和低廉的價格享
受最新流行，大家熟知的平價服飾例如：Uniqlo、Zara、H&M。

2. How can we reuse the old clothes？

★Think and Check 購買新衣服前，我會想想以下三個問題，做到請打勾
1.我會多常穿？

2.我已經有多少衣服了？

3.這件衣服可以穿多久？

學習單設計:駱羿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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繪圖協助:呂伊柔

附件二：舊衣回收趣 學習單

舊衣回收趣
★How can we reuse the old clothes？
請幫舊衣服找到新用途，拯救地球吧!
只要沿著可回收再利用的方法走，就能到達環保又美麗的地球囉!

學習單設計:駱羿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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繪圖協助:呂伊柔

(參考答案)

舊衣回收趣

★How can we reuse the old clothes？
請幫舊衣服找到新用途，拯救地球吧!
只要沿著可回收再利用的方法走，就能到達環保又美麗的地球囉!

學習單設計:駱羿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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繪圖協助:呂伊柔

附件三：Joseph Had a Little Overcoat 單字圖卡

Joseph Had a Little Overcoat 單字圖卡

學習單設計:駱羿妏
90

繪圖協助:呂伊柔

附件三：Joseph Had a Little Overcoat 學習單

Joseph Had a Little Overcoat
1.

Fill in the blanks 仔細聆聽影片內容，依提示完成填空
Joseph had a little overcoat. It was old and worn. So he made a _________ out of it and
went to the fair.
Joseph made a ____________ out of the jacket and danced at his nephew’s wedding.
Joseph made a ____________ out of the vest and sang in the men’s chorus.
Joseph made a ____________ out of the scarf and went to visit his married sister in the
city.
Joseph made a ____________ out of the necktie and drank a glass of hot tea with lemon.
Joseph made a ____________ out of the handkerchief and used it to fasten his
suspenders.
Joseph had a little button and he lost it! Now he had nothing!!
So Joseph made a _____________ about it.

2. Matching 連連看，並依照繪本內容，填入 Joseph 回收再利用製作新衣物的順序

(

●

●

●

●

●

●

●

●

●

●

●

●

●

●

necktie

overcoat

button

scarf

handkerchief

jacket

vest

(

(

)

1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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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學習單設計:駱羿妏

)

(

)

繪圖協助:呂伊柔

1. The moral of the story is…

You can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What can we do for the earth？
小組討論，生活中還有哪些資源回收、永續利用的例子呢？

2.

1.

3.

3. Did you have any experience like Joseph？
小朋友，你有沒有和 Joseph 一樣的經驗呢？請發揮創意，畫出自己想改造的生活用品
吧!

I can make a (an)________________ out of a 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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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單設計:駱羿妏

繪圖協助:呂伊柔

(參考答案)Joseph Had a Little Overcoat
1.

Fill in the blanks 仔細聆聽影片內容，依提示完成填空
Joseph had a little overcoat. It was old and worn. So he made a jacket out of it and
went to the fair.
Joseph made a vest out of the jacket and danced at his nephew’s wedding.
Joseph made a scarf out of the vest and sang in the men’s chorus.
Joseph made a necktie out of the scarf and went to visit his married sister in the city.
Joseph made a handkerchief out of the necktie and drank a glass of hot tea with
lemon.
Joseph made a button out of the handkerchief and used it to fasten his suspenders.
Joseph had a little button and he lost it! Now he had nothing!!
So Joseph made a book about it.

2. Matching 連連看，並依照繪本內容，填入 Joseph 回收再利用製作新衣物的順序

(

●

●

●

●

●

●

●

●

●

●

●

●

●

●

necktie

overcoat

button

scarf

jacket

vest

5

)

(

1

)

(

7 )

(

4

handkerchief
)

(

6

)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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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

)

繪圖協助:呂伊柔

3. The moral of the story is…

You can always make something out of nothing.

4. What can we do for the earth？
小組討論，生活中還有哪些資源回收、永續利用的例子呢？

2.

1.

3.

5. Did you have any experience like Joseph？
小朋友，你有沒有和 Joseph 一樣的經驗呢？請發揮創意，畫出自己想改造的生活用品
吧!

I can make a (an)________________ out of a _________________.
學習單設計:駱羿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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繪圖協助:呂伊柔

Today Is Earth Day! + 能源資源永續利用

教案名稱
教學設計型式
學習階段

設計理念

學習
重點

學習表現
/學習內容

永續發展的意義、資源回收、節能減碳

Today Is Earth Day!＋能源
資源永續利用

重要名詞

永續發展的意義
資源回收
節能減碳

融入式環教活動
教學時數
四節課（160 分鐘）
國小六年級
設計者
游依穎
隨著人類文明的快速發展，科技進步與生態環境維護形成拉鋸
戰，氣候變遷、環境倫理、災害防救、能源資源永續利用等成為亟
需探討的課題，因此，落實環境教育是刻不容緩的，在英語文領域
的課程規劃中，除了重視語言本質與功能外，若能適時融入環境、
海洋教育等重大議題，讓下一代體認到生態環境維護的重要性，正
確的環保觀念向下扎根，培養學童思辨能力與多元觀點。
本單元結合節慶教學，以每年 4 月 22 日地球日（Earth Day）
為主題，讓學生了解人類行為對於生態的衝擊，以及資源回收、節
能減碳的重要性，不僅教授課內單字、對話，亦融合影片欣賞、繪
本共讀與歌曲教學作為補充，教材針對不同英語程度的學童，有加
深加廣的效果，也能使環保的思想種子在學童心中萌芽，進而實踐
於日常生活中。
英1-Ⅲ-6能聽懂課堂中所
學的字詞。
英1-Ⅲ-9 能聽懂簡易句型
的句子。
英1-Ⅲ-12能聽懂簡易故事
及短劇的主要內容。
英2-Ⅲ-9能以正確的發音
及適切的語調說出簡易句
型的句子。
英2-Ⅲ-10能複誦和吟唱簡
易的歌謠韻文。
英3-Ⅲ-1 能辨識課堂中所
學的字詞。
英3-Ⅲ-5能看懂課堂中所
學的簡易對話。
英3-Ⅲ-7 能看懂繪本故事
的主要內容。
英5-Ⅲ-2 在聽讀時，能辨
識書本中相對應的書寫文
字。
英5-Ⅲ-7 能以正確的發音
及適切的速度朗讀簡易對
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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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
主題

能源資源永續利用

實質
內涵

環E15覺知能資源過
度利用會導致環境
汙染與資源耗竭的
問題。
環E16了解物質循環
與資源回收利用的
原理。
環 E17 養成日常生
活節約用水、用電、
物質的行為，減少資
源的消耗。

環境
教育
議題

學習目標

教學設備 / 資源

學習活動一：環境保護，人人有責。
1. 能聽、說並辨識本單元內容，包含下列單字與句子：
單字：can, paper, plastic, trash
句子：Let’s save the Earth.
Reduce, Reuse, Recycle!
2. 認識日常生活中的資源回收標誌。
3. 知道垃圾分類的重要性。
學習活動二：環保金頭腦
1. 能聽、讀本單元課文對話。
2. 能理解課文內容。
3. 知道日常生活中愛護地球的好方法。
學習活動三：地球保衛戰
1. 能正確唸讀單字與課文對話。
2. 能理解繪本內容。
3. 知道人類行為與地球息息相關。
學習活動四：用行動愛地球
1. 能吟唱英語歌謠。
2. 意識到人類破壞行為會對地球造成危機。
3. 將知識化為行動，落實環保於日常生活中。
教學設備：
學習活動一：回收標誌圖、單字字卡、電腦、投影機、句型條。
學習活動二：單字字卡、句型條、電腦、投影機、電子書、學習單。
學習活動三：電腦、投影機、電子書、繪本、學習單。
學習活動四：繪本、電腦、投影機、學習單。
教學資源：
1. 教科書：國民小學-英語課本第八冊-康軒Hello!Kids-105學年
度。
2. 生活廢棄物質管理系統（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https://hwms.epa.gov.tw/dispPageBox/pubwaste/pubwaste
Cp.aspx？ddsPageID=THREE&dbid=3593712072
3. The 3R's for Kids（影片長 10 分 4 秒)
https://www.youtube.com/watch？
v=TjnNOCbuoCA&spfreload=5
4. 英語繪本：
Todd Parr(2010).The Earth Book. Hachette Book Group：
USA.
6. 繪本唸讀影片：
The Earth Book（影片長4分鐘)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YepXV1Vtu4
5. MAN（影片長3分36秒)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fGMYdalClU
6. 歌曲：We've Got The Whole World In Our Hands
（影片長2分21秒)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IQUOIyE7q0
7. 歌詞：We've Got The Whole World In Our Ha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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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dariamusic.com/wholeworld.php
8. 「環保金頭腦」學習單（附件一）
9. 「地球保衛戰」學習單（附件二）
10.「用行動愛地球」學習單（附件三）
教學活動示例
學習活動一： 環境保護，人人有責

學習重點說明

【暖身活動】5 mins
教師展示下列回收標誌，詢問學生是否有看過這些標誌、
在哪裡會出現…綜合學生的回答，說明這些都是回收標
誌，提醒民眾們做好回收工作（Recycle）。

評量方法

口語評量

英 1-Ⅲ-6
英 3-Ⅲ-1
英 5-Ⅲ-2
【字彙教學】15 mins
1. 使用單字閃示卡進行以下字彙教學，介紹資源回收概
念： can, paper, plastic, trash
2. 詢問學生是否在日常生活中落實資源回收，還有哪些資
源回收的類別沒有在單字列，例如：glass, bottles…。
3. 教師進一步介紹垃圾可分類為「資源垃圾」、「廚餘」 環 E16
及「一般垃圾」三類，不再使用的鐵鋁容器、玻璃容器、
乾電池、電子電器產品等都屬於資源垃圾。
【The 3R’s】15 mins
1. 教師預告接下來要欣賞的影片，主角是位小男孩，他
撿到了一個魔法神燈（magic lamp）
，上面寫了”The
3R’s”，請學生留意這代表了什麼意思，而透過神
燈精靈的幫助，小男孩會有怎樣的改變。
2. 播放動畫影片：The 3 R's for Kids （影片長10分4秒)
https：//www.youtube.com/watch？
v=TjnNOCbuoCA&spfreload=5
3. 教師詢問學生在影片裡看到什麼？小男孩學會了哪些
愛護環境的方法？（減少使用塑膠袋、隨手關閉電源、
節約用水等）結合影片重點和學生的回答，說明3R代 英 1-Ⅲ-9
表了Reduce（減量／減少使用）、Reuse（重複使用） 英 2-Ⅲ-9
和Recycle（回收再利用）。
英 5-Ⅲ-2
4. 強調3R’s的概念，帶領學生唸讀3R（Reduce、
Reuse、Recycle）
，並揭示句子Let’s save the Ear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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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語評量

口語評量
參與度評
量
態度評量

【總結活動】5 mins
1. 複習本節課所學單字can, paper, plastic, trash,
reduce, reuse, recycle與句子Let’s save the Earth.
2. 提醒學生落實資源回收的重要性。
學習活動二：環保金頭腦

學習重點說明

【暖身活動】5 mins
複習單字can, paper, plastic, trash, reduce, reuse,recycle
與句子Let’s save the Earth.
【共讀課文】15 mins
1. 使用電子書播放課文。
2. 教師根據內容提問：
(1) What do they do to save the Earth？
（Judy運用廢容器當花瓶、Andy把廢盒子做成玩
具車、Darbie撿起垃圾，並用廢光碟當杯墊）
(2) What do they recycle？ （Cans, plastic and
paper）
(3) 是否只能在地球日這天做環保工作？
(4) What else can we do to save the Earth？ （節約
用水用電、洗米水可以用來澆花、隨手關閉電源等）
3. 說明每年4月22日是世界地球日（Earth Day），目的在
於提醒大眾環境保護的觀念，並落實於生活，但愛護
地球是每天必須做的，不只限於地球日這天。
4. 全班共同朗誦課文對話。
【環保金頭腦】15 mins
1. 教師發下學習單，帶領學生複習3R’s（Reduce,
reuse, recycle）的概念。
2. 請學生分組集思廣益、腦力激盪，廢棄的物品還能如
何重新改造，並想出更多愛護地球的好方法，分別寫
在不同的項目裡。
【總結活動】5 mins
1. 複習本單元課文對話。
2. 全班唸讀，時間允許可分配角色唸讀。
3. 教師提示愛護地球的方法有很多，垃圾減量、重複使
用和資源回收等都是我們可以做到的，落實環保工作
刻不容緩，請學生完成學習單，下一堂課共同檢視成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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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 1-Ⅲ-6
英 1-Ⅲ-9
英 5-Ⅲ-2
英 1-Ⅲ-12
英 3-Ⅲ-5
英 3-Ⅲ-7
環 E16

英 2-Ⅲ-9
英 5-Ⅲ-2
英 5-Ⅲ-7
英 3-Ⅲ-1
英 2-Ⅲ-9
英 5-Ⅲ-2
英 5-Ⅲ-7

評量方法

口語評量

口語評量

參與度評
量
態度評量

口語評量
態度評量
學習單

學習活動三：地球保衛戰

學習重點說明

【暖身活動】5 mins
1. 利用電子書複習單字、句子和課文對話。
2. 全班唸讀。

英 1-Ⅲ-6
英 2-Ⅲ-9
英 3-Ⅲ-5
【分享時間】15 mins
英 5-Ⅲ-7
1. 教師在黑板上畫出Reduce、Reuse、Recycle三個類別。 英 3-Ⅲ-1
2. 請學生分享自己想到的好方法，並將記錄內容寫在黑
板。
3. 全班共同檢視，教師肯定學生的腦力激盪成果。
英 1-Ⅲ-9
【地球保衛戰】15 mins
英 1-Ⅲ-12
1. 師生共讀繪本：The Earth
英 3-Ⅲ-7
Book。
※ 繪本《The Earth Book》
提到人類與地球互惠的概
念，從日常生活落實的環保
好習慣，即可幫助保護地球
環 E15
生態，要從地球享受資源就
環 E16
必須懂得妥善照顧它。
2. 教師提問：(學生可用中英文
回答)
(1) 故事裡的主角做了哪
些保護地球的行為？（充分利用紙張的雙面、自
備購物袋、隨手關水龍頭和關燈、、節約用水、
搭校車上學、騎自行車代步、把食物吃完不留剩
菜、節約能源、回收玻璃、鋁製品等）
What does the kid do to take care of the
Earth？（use both sides of the paper, bring his
own bags to the market, turn off the faucet
and the lights after use, use less water, take
the school bus, ride a bike, save leftovers,
save energy, recycle glass, aluminum, paper
and plastic）
(2) 為什麼主角每天都要做這些微乎其微的「小」事？
（愛護樹木、魚、星星、北極熊等，讓大自然得
以保有原本的樣貌）
Why does the kid do” LITTLE” things every
day？
（Because he/ she loves the trees, the fish,
the stars, and the polar bears. Because he/
she loves watching things grow and walking
英 2-Ⅲ-9
barefoot in the grass.）
英 3-Ⅲ-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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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量方法

口語評量

參與度評
量

口語評量
參與度評
量

態度評量

(3)

這些「小」事情帶來了什麼「大」改變？（生物 英 5-Ⅲ-7
保有牠們的棲息地、海洋總是藍色、空氣乾淨、
每個人有充足的食物、雪人保持原狀態不會溶
化、人類快樂又健康…）
What are the BIG differences？（The owls
have a place to live, the oceans stay blue, the
air can be clear, there will be enough food for
everyone, the snowmen stay cool, and we can
be happy and healthy.）
(4) 從這本書我們學到了什麼？（每個人都能幫助地
球，讓世界變更好，照顧地球，地球也會善意回
應所有人）
What can we learn from this book？
（Every one of us can help protect the Earth
and make it feel good. Remember： if we take
care of it, it will take care of us.）
3. 教師提醒學生人類的行為與地球息息相關，地球只有一
個，需要每個人共同參與與愛護，地球才能保有美好
的環境。

口語評量
學習單

【總結活動】5 mins
1. 教師帶唸繪本內容，並將繪本列舉出的環保方法補充在
黑板Reduce、Reuse、Recycle三個類別中。
2. 發下學習單，請學生找出對應的單字和圖片。
學習活動四：用行動愛地球

學習重點說明

評量方法

【暖身活動】5 mins
1. 全班再次共讀繪本：The Earth Book。
2. 檢視上次學習單的內容。
英 1-Ⅲ-12
【影片欣賞：MAN】15 mins
英 2-Ⅲ-9
1. 教師播放影片：MAN（影片長3分36秒)
英 5-Ⅲ-7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fGMYdalClU 環 E15
2. 影片突顯人類對地球與生態環境的破壞，從數十萬年 環 E16
前開始，人類主宰了地球，隨著都市建設與科技文明
的發展，濫殺動物、垃圾汙染等破壞了原有的自然樣
貌，最後，在一片荒蕪的都市廢墟中，人類又該何去
何從？
教師提問，引導學生思考影片的意涵。
從影片裡看到了什麼？（人類殺害動物製成商品、改
造動物基因、交通與建設越來越多，自然生態卻急遽
減少等）
3. 影片從五十萬年前開始，其中經歷了什麼改變？（大
樓和車子越來越多、動物大量死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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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語評量

口語評量
參與度評
量

4.
5.

請學生自由想像，數十年後的地球會是什麼樣子。
總結學生的回答，說明人類破壞行為會對地球造成危
機，而生態環境的破壞都會影響下一代的生存。

【用行動愛地球】15 mins
1. 教師綜合本單元所學內容，提醒學生環境保護的重要
性。
2. 帶領學生共同吟唱歌曲：We've Got The Whole
World In Our Hands（影片長 2 分 21 秒)
https：//www.youtube.com/watch？
v=eIQUOIyE7q0
3. 發下學習單，請學生擬定一份週計畫。
【總結活動】5 mins
1. 複習地球日的單字、句子和課文。
2. 鼓勵學生將知識化為行動，落實環保於日常生活中。
3. 訂定繳交學習單時間，共同檢視愛護地球的成果。

態度評量
英 2-Ⅲ-10
口語評量
參與度評
量
英 3-Ⅲ-1
英 3-Ⅲ-5
英 1-Ⅲ-1
環 E17

學習單

延伸參考：
➢ Rey H. A. (2009). Curious George Plants A Tree.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 Bethel E.(2008). Michael Recycle. San Diego: Worthwhile Books.
➢ Showers P.(2015). Where Does The Garbage Go?. Harper Coll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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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參考：
➢

70 年後天然資源將會消失，除非我們現在開始認識「循環經濟」
（影片長 3 分 55 秒)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I4J4xXEuw4

➢

【TVBS】創新荷蘭新動力 TVBS 直擊「循環經濟」（影片長 7
分 16 秒)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QUI-r8xjsM

➢

能源、資源危機動畫紀錄片：世界末日 There's No Tomorrow
（影片長 34 分 52 秒)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mddi8L4tFY

➢

探險綠地球-資源回收教育宣導短片（影片長 14 分 9 秒)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heseSCAK6s

➢

正負 2 度 C - 臺灣必須面對的真相 紀錄片（影片長 1 小時 4 分
56 秒，建議觀看自 23 分 38 秒至 39
分)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elCUrnRll0

➢

NASA 的地球一分鐘：地球發燒了（影片長 1 分 42 秒)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20xypmB-rU

➢

Save Our World（影片長 3 分鐘)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n8R_XqjjI0

➢

Science Video for Kids: How to Care for the Environment（影片長 8
分 33 秒)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0lQ3ljjl40

➢

How Do I Help the Earth?（影片長 2 分 54 秒)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ACy6KsVm8k

➢

認識回收（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垃圾分類。
http://recycle.epa.gov.tw/Recycle/

➢

30 Days of Wearing My Trash（影片長 4 分 25 秒）
https://www.youtube.com/watch?list=PLHrhas5pE0W7x9vRnvsp6e
uH-tNCA8tak&v=9vCstrZ7il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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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環保金頭腦 學習單

Class：_______ Number：_______ Name：______________
A. Write and Draw 想一想，廢棄物如何重新改造再利用

1

can

vase

2

or

or

box

3

or

CD
B. 運用 3R’s 概念，寫出愛護地球的好方法

Reduce

Re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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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ycle

學習單設計: 游依穎 繪圖協助: 呂伊柔

附件二：地球保衛戰 學習單

Class：_______ Number：_______ Name：______________
A. Fill in the blanks
use both sides of the paper, bring the bags, turn off the faucet, take the bus,ride a bike,
save leftovers, turn off the lights, recycle paper

①
②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③
④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⑤
⑥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⑦
⑧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學習單設計: 游依穎 繪圖協助: 呂伊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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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用行動愛地球 學習單

Class：_______ Number：_______ Name：______________
Make a weekly plan 擬定一份地球保護行動週計畫，盡力實踐於生活，並結算打勾數！

學習單設計: 游依穎 繪圖協助: 呂伊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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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e There Any Koala Here? + 環境承載力

教案名稱
教學設計型式
學習階段

設計理念

學習
重點

學習表現
/學習內容

學習目標

環境承載力、永續發展

Are There Any Koalas
環境承載力
重要名詞
Here？＋環境承載力
永續發展
融入式環教活動、大單元統整、獨立單元
國中七年級
設計者
高桂懷
學生具備「形容詞、單複數、位置介係詞」的概念，透過講述
教學與實例說明，理解 There is… /There are…的句型與用法，並
藉由分組合作、小組競賽、口說問答等等理解全篇課文【英-J-A2、
英-J-C2】。
透過繪本欣賞、新聞報導，了解臺灣生態環境的現況、動物的
習性，以及動物與環境的依附關係，培養主動探究的能力，並將動
物保護實踐於生活中【英-J-A1、英-J-B2】。
學習 環境倫理
主題 永續發展
英 Ac-Ⅳ-8 國中階段所
學字詞（能
環 J1 了解生物多樣
聽、讀、說、 寫
性及環境承載
最基本的
力的重要性。
1,200 字詞）
環J2 了解人與周遭
英 Ac-IV-9 國中階段所學
動物的互動關
的文法句型
係，認識動物
英 Ac-IV-15 簡易故事的背 環境
需求，並關切
景、人物、事 教育
動物福利。
實質
件和結局
議題
環J3 經由環境美學
內涵
英 Ac-IV-17 簡易故事及短
與自然文學了
文的大意
解自然環境的
英 B-IV-5 人、事、時、地、
倫理價值。
物的描述及問答
環J4 了解永續發
英 B-IV-6 圖片描述
展的意義（環
英 B-IV-8 引導式討論
境、社會、與
英 C-Ⅳ-4 基本的世界觀
經濟的均衡發
展）與原則。
學習活動一（Sentence Pattern）
1. 能描述某處是否有某人或某物。
2. 能熟悉與活用there is…/there are…於句型中。
3. 能聽、說、讀、寫本單元所運用的句型：
4. There is a koala in the zoo. / There are three koalas
in the zoo.
5. There isn’t a koala in the zoo. / There aren’t any
koalas in the zoo.
6. 並能代換不同字彙至句型中。
7. 完成差異化學習單【附件一 Sentence Pattern
Worksh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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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活動二（Dialogue ）
1. 熟悉並運用字彙
2. 理解全篇對話內容
3. 完成學習單
4. 認識臺灣特有動物
學習活動三（Reading）◎共二節課
1. 熟悉並運用字彙
2. 理解全篇閱讀內容及某處是否有某人或某物的用法。
3. 完成閱讀的組織脈絡圖(network graphic)
4. 閱讀紅毛猩猩棲地相關報導。
5. 認識紅毛猩猩及其生態
6. 了解棕櫚油種植對雨林的影響
7. 如何在日常生活中落實環境保護
教學設備：
學習活動一：電腦、投影機、教學光碟
學習活動二：電腦、投影機、教學光碟、學習單
學習活動三：電腦、投影機、小白板、簽字筆、學習單

教學設備 / 資源

教學資源：
1. 國民中學-英語教師手冊第一冊-翰林-105 學年度
2. Sentence Pattern DI worksheet（附件一）
3. 2014/11/26 The Zoo Song-Animal Song for Kids-We Are
Going to the Zoo https：//www.youtube.com/watch？
v=xXfOvghCu5c
4. 2013/05/05 和無尾熊打招呼！南半球的野生動物天堂在「澳
洲」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as4M61oBOo
5. Dialogue Worksheet （附件二）
6. Reading Worksheet（附件三）
7. 2015/Nov/22 印尼森林大火 你應該知道的事 https：
//goo.gl/gA4hPN
8. 2015/Nov/11 Indonesia’s forest fires： everything you
need to know https：//goo.gl/TJudVI
9. 2017/1/19 匯豐銀行，怎可助長棕櫚油企業破壞雨林 https：
//goo.gl/9SNSNx
10. 棕櫚油種植對雨林及空氣的破壞與影響_圖片 https：
//www.facebook.com/greenpeace.org.tw/posts/
11.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Worksheet（附件四）
「守護雨林」的連署網站：http：//bit.ly/2jTaf7d
教學活動示例

學習活動一： Sentence Pattern 教學流程(略案)
1. 複習名詞的單複數形（單數起立/複數找同伴蹲下）
2. 複習地方介係詞的用法（in/on/at/under/next to/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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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重點說明

評量方法

英 Ac-IV-9

口說回答
紙筆測驗

3.

4.
5.
6.

front of）
以臺灣特有動物為例，例如：臺灣黑熊 Formosan black
bear, 黑面琵鷺 Blackfaced spoonbill, 臺灣獼猴
Formosan rock macaque, 臺灣梅花鹿 Formosan
sika deer, 臺灣帝雉 Mikado pheasant, 臺灣藍鵲
Taiwan blue magpie 等等，教師可選取其中 3-5 種用
PPT 展示動物圖片，請學生看圖學習該樣動物的英文，
再引導學生用 there is / there are 造句，教師並提醒學
生 there 和 there is/there are 的意義易混淆及 there is
/there are 的單複數用法
引導學生直述句改疑問句的寫法與對應的回答
請學生完成課本 P.71-72 的題目並隨機抽問
以四種臺灣特有動物看圖造句，完成差異化學習單（附 環 J1
件一 Sentence Pattern Worksheet）

學習活動二： Dialogue 教學流程(略案)
1. 觀賞動物園歌曲影片（影片長度 6 分 28 秒，觀看長度自
0 分 5 秒到 5 分 25 秒），認識有關動物的字彙 https：
//www.youtube.com/watch？v=xXfOvghCu5c
2. 教師利用線上網站：https：//quizlet.com/ 建立對話內
18 個單字的教學與配對遊戲
3. 觀看教學光碟的動畫，完成對話理解
4. 學生配對唸課文
5. 認識無尾熊【環教活動10分鐘說明】
(1) 請學生觀看 youtube 影片（影片長度 5 分 56 秒，
觀看長度自 1 分 28 秒到 3 分 42 秒）
：2013/05/05
和無尾熊打招呼！南半球的野生動物天堂在「澳洲」
https：//www.youtube.com/watch？
v=zas4M61oBOo
(2) 認識澳洲特有生物，並讓學生討論如何在日常生活
中實踐動物保護，培養保育動物的態度。
(3) 完成學習單【附件二 Dialogue worksheet】

學習活動三： Reading 教學流程(略案)
【第一節】
1. 四人異質分組
2. 教師利用線上網站：https：//quizlet.com/ 建置閱讀內
8 個單字的教學與配對遊戲
3. 設計提問(who/what/where)，確認學生理解全篇閱讀文
意
4. 小組討論，完成黑熊身分證的ID學習單【附件三 Reading
worksheet】
5. 因本篇閱讀在介紹臺灣黑熊，承接文法提及的臺灣特有
動物，老師從中挑1-2種動物，簡要告訴學生適合每種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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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 Ac-Ⅳ-8 線上單字
英 Ac-Ⅳ-15 配對遊戲
英 Ac-Ⅳ-17 課堂表現

環 J1

英
英
英
英
英
英

Ac-Ⅳ-8
Ac-Ⅳ-15
Ac-Ⅳ-17
B-IV-5
B-IV-8
C-Ⅳ-4

線上單字
配對活動
紙筆測驗
口說發表

物的生存環境（如：臺灣獼猴的前肢比後肢短，各肢具
有五趾。屬於晝行性活動且群體生活的動物。分布地區
遍及3000公尺以下之低至高海拔）；再引用2015年印尼
雨林大火（https：//goo.gl/gA4hPN ＆ Indonesia’s
forest fires： everything you need to know https：
//goo.gl/TJudVI ）及【匯豐銀行，怎可助長棕櫚油企
業破壞雨林】（https：//goo.gl/9SNSNx ）的新聞資
料，請學生完成學習單【附件三 Reading worksheet
】
【第二節】
1. 用課本的黑熊圖片複習全篇閱讀內容
2. 教師可以抽點學生回答紅毛猩猩和印尼雨林的依附關
係
3. 教師再次引用新聞【匯豐銀行，怎可助長棕櫚油企業破
壞雨林】https：//goo.gl/9SNSNx，並簡要介紹何謂
「赤道原則」（Equator Principles），讓學生了解企業
如何和雨林生態有關聯。
4. 引用四張圖（https：
//www.facebook.com/greenpeace.org.tw/posts/）
說明棕櫚油種植對雨林及空氣的破壞與影響

5.

6.
7.

英 B-IV-6
環 J1
環 J2
環 J3

根據新聞報導，小組討論以環教情境與態度去設想，完
成紅毛猩猩身分證的 ID 學習單【附件四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worksheet】
小組討論如何減緩雨林的破壞並完成學習單【附件四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worksheet】
教師介紹「守護雨林」的連署網站：http：
環 J4
//bit.ly/2jTaf7d 並擇要介紹「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SDGs）說明」中 P.7 永續發展目標共有 17 項，其中
第 15 項即呼應新聞事件的要義【附件五 聯合國永續發
展目標（SDGs）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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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表現
口說發表

延伸參考：
 「Equator Principles」（赤道原則）。Wikipedia。取自
https://en.wikipedia.org/wiki/Equator_Principles
 印尼為種高價棕櫚樹焚燒雨林 紅毛猩猩燒傷痛苦倒地。（2012
年 12 月 18 日）。東森新聞雲。取自
http://www.ettoday.net/news/20121218/141453.htm#ixzz4YIZ5b
zCk
 保育紅毛猩猩 獲利是種植棕櫚的三倍。（2011 年 10 月 7 日）。
環境資訊中心。取自 http://e-info.org.tw/node/70769
 Alex Beard（2012）。Crocodile’s tears。Harry N. Abrams。
ISBN-13: 978-1419700088
 Taro Gomi（1979）。Over the Ocean。Chronicle Books LLC。
ISBN978-4-87110-0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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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Sentence Pattern Worksheet
※ Advanced：The following animals are the particular animals in Taiwan. Look at the
pictures and make full sentences with “There is / There are.”
1

2

【臺灣梅花鹿 Formosan sika deer】

3.

【黑面琵鷺 Blackfaced spoonbill】

4.

【臺灣獼猴 Formosan rock macaque】
【臺灣黑熊 Formosan black bear】

學習單設計者：高桂懷
圖片協助：林詩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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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swer Sheet–Advanced
※ Advanced：The following animals are the unique animals in Taiwan. Look at the pictures
and make full sentences with “There is / There are.”
1

2

【臺灣梅花鹿 Formosan sika deer】

【黑面琵鷺 Blackfaced spoonbill】

There is one Formosan

There are three

sika deer in front of

Blackfaced spoonbills

the house.

in the pool.

3.

4.

【臺灣獼猴 Formosan rock macaque】
【臺灣黑熊 Formosan black bear】
There is one Formosan

There are five Formosan

black bear on the slide.

rock macaques on the
tree.

學習單設計者：高桂懷
圖片協助：林詩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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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dium：The following animals are the particular animals in Taiwan. Look at the pictures
and fill in the blanks in the sentences starting with There is or There are and
the appropriate preposition.
1
2

【臺灣梅花鹿 Formosan sika deer】

Formosan sika deer

【黑面琵鷺 Blackfaced spoonbill】

one
the house.

3.

three
Blackfaced spoonbills

the pool.

4.

【臺灣獼猴 Formosan rock macaque】
【臺灣黑熊 Formosan black bear】

Formosan black bear

one
the slide.

five
Formosan rock macaques
tree.

the

學習單設計者：高桂懷
圖片協助：林詩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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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swer Sheet–Medium

※ Medium：The following animals are the particular animals in Taiwan. Look at the pictures
and fill in the blanks in the sentences starting with There is or There are and
the appropriate preposition.
1

2

【臺灣梅花鹿 Formosan sika deer】
There

is

【黑面琵鷺 Blackfaced spoonbill】

one

There

Formosan sika deer in front of the house.
3.

are

Blackfaced spoonbills

three
in the pool.

4.

【臺灣獼猴 Formosan rock macaque】
【臺灣黑熊 Formosan black bear】
There

is

one

There

Formosan black bear on the slide.

are

five

Formosan rock macaques

in the tree.

學習單設計者：高桂懷
圖片協助：林詩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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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sic：The following animals are the particular animals in Taiwan. Look at the pictures
and circle the correct answers

1

2

【臺灣梅花鹿 Formosan sika deer】

【黑面琵鷺 Blackfaced spoonbill】

There is / There are
one
Formosan sika deer in front of
/ behind
the house.

3.

There is / There are
three
Blackfaced spoonbills under / in
the pool.

4.

【臺灣獼猴 Formosan rock macaque】

【臺灣黑熊 Formosan black bear】
There is / There are
one
Formosan black bear under / on
the slide.

There is / There are
Formosan rock macaques
the tree.

five
on /

in

學習單設計者：高桂懷
圖片協助：林詩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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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swer Sheet–Basic

※ Basic：The following animals are the particular animals in Taiwan. Look at the pictures
and circle the correct answers
1

2

【臺灣梅花鹿 Formosan sika deer】

【黑面琵鷺 Blackfaced spoonbill】

There is / There are
one
Formosan sika deer in front of
/ behind

There is / There are
three
Blackfaced spoonbills under / in

the house.

3.

the pool.
4.

【臺灣獼猴 Formosan rock macaque】

【臺灣黑熊 Formosan black bear】
There is / There are
one
Formosan black bear under / on
the slide.

There is / There are
five
Formosan rock macaques
on /
the tree.

in

學習單設計者：高桂懷
圖片協助：林詩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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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Dialogue Worksheet
一、Check the animals mentioned in the dialogue.

□

□

□

□

□

□

二、Check the correct answers according to the short film.
1. How long will a koala baby stay in the brood pouch？
□ five months

□ six months

□ seven months

2. Koalas in Australian aboriginal words means “no drink.” How do the koalas get
the water they need？
□ Eat eucalyptus leaves

□ Eat bamboos

□ Eat palm leaves

三、 Koalas are marsupialia mammals（有袋哺乳類）. Please check which animal
below is also a marsupialia mammal.

□

□

□

學習單設計者：高桂懷
繪圖協助：林詩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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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swer Sheet
一、Check the animals mentioned in the dialogue.

■

■

□

■

□

□

二、Check the correct answers according to the short film.
1. How long will a koala baby stay in the brood pouch？
□ five months

■six months

□ seven months

2. Koalas in Australian aboriginal words means “no drink.” How do the koalas get
the water？
■ Eat eucalyptus leaves

□ Eat bamboos

□ Eat palm leaves

三、 Koalas are marsupialia mammals（有袋哺乳類）. Please check which animal
below is also a marsupialia mammal.

□

□

■

學習單設計者：高桂懷
繪圖協助：林詩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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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Reading Worksheet
一、 Reading：Please fill in the ID according to the reading or make it up if necessary.
【Front】

Taipei City Zoo Identification

Name：
Age：
Favorite Place：

Sex：
Serious No.：

【Back】
Father

Mother

Birthday
Birthplace
Address

二、What is a “rainforest” and what is the importance between the rainforest and
orangutans？（either in English or Chinese）

學習單設計者：高桂懷
圖片來源：https：//goo.gl/8kfq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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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swer Sheet
一、 Reading：Please fill in the ID according to the reading or make it up if necessary.
【Front】

Taipei City Zoo Identification

Name：Heitang
Age：Seven

Sex： ♀

Favorite Place： the Pool

Serious No.：B001

【Back】◎此處資料可採動物保護相關的想法自訂
Father

HeiHei

Birthday

98.

Birthplace
Address

Mother

Tangtang

【◎10/4 為世界動物日】

10 . 4

Taipei City Zoo
No.30, Sec. 2, Xinguang Rd., Taipei 116, Taiwan

二、What is a “rainforest” and what is the importance of the rainforest to
orangutans？（either in English or Chinese）◎此處資料字數不限，主要讓學生認
識雨林的生態與動物的依附關係
紅毛猩猩學生息分布於蘇門答
臘、婆羅洲兩大島。全身長著紅褐
色的長毛，上肢比下肢長，手足的
姆指均很短，無尾。食物偏向素食，
如果實、樹葉、竹筍等。壽命約 30
年。
熱帶雨林地區長年氣候炎熱，
雨水充足，正常年雨量大約為 1,750
毫米至 2,000 毫米，全年每月平均
氣溫超過 26℃，季節差異極不明
顯，生物群落演替速度極快，是地
球上過半數動物、植物物種的棲息
居所。

Rainforests are forests characterized
by high rainfall, with annual rainfall
between 250 and 450 centimeters (98
and 177 in) There are two types of
rainforest: tropical rainforest and
temperate rainforest. The monsoon
trough, alternatively known as the
intertropical convergence zone, plays a
significant role in creating the climatic
conditions necessary for the Earth 's
t r o p i c a l r a i n f o r e s t s .

學習單設計者：高桂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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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https：//goo.gl/8kfqxT

附件四：Sunstainable Development Worksheet

一、Please make an ID for the poor Bornean orangutan based on the sad news
【Front】

Homeless Animals Identification

Name：
Birth：

Sex：

Food：

Wandering Time：

【Back】
Height

Weight

Entertainment
Birth place
Address

二、How can people in the world help rescue the endangered orangutans because of
planting palm trees in the rainforest？（either in English or Chinese）

學習單設計者：高桂懷
繪圖協助：林詩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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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swer Sheet
一、Please make an ID for the poor Bornean oorangutan based on the sad news
【Front】◎此處資料可採動物保護相關的想法自訂

Homeless Animals Identification

Name： Vagabond【◎意指流浪漢】
Birth：

Sex： ♀

95. 6. 6

Food： Leaves, fruits

Wandering Time： 2 years

【Back】
Height

170 cm

Entertainment
Birth place

Weight

115 kg

Swing betweens the trees
Sumatra
Ｈｏｍｅｌｅｓｓ

Address

二、How can people in the world help rescue the endangered orangutans because of
planting palm trees in the rainforest？（either in English or Chinese）
◎此處答案字數不限

1. 減少棲息地的濫砍與開發
2. 設立紅毛猩猩的康復中心
3. 制定相關的法律條約，制裁非法走私或宰殺
學習單設計者：高桂懷

4. 設立巡守隊，禁止無節制的濫捕、濫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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繪圖協助：林詩耘

附件五：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說明
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說明
聯合國於去(103)年 9 月 17 日發布訊息表示，第 68 屆大會於同年 9 月 10 日採納「永
續發展目標(SDGs)」決議，作為後續制定「聯合國後 2015 年發展議程」之用。
永續發展目標 17 項目標(Goals)
目標 1. 消除各地一切形式的貧窮
目標 2. 消除飢餓，達成糧食安全，改善營養及促進永續農業
目標 3. 確保健康及促進各年齡層的福祉
目標 4. 確保有教無類、公平以及高品質的教育，及提倡終身學習
目標 5. 實現性別平等，並賦予婦女權力
目標 6. 確保所有人都能享有水及衛生及其永續管理
目標 7. 確保所有的人都可取得負擔得起、可靠的、永續的，及現代 的能源
目標 8. 促進包容且永續的經濟成長，達到全面且有生產力的就業， 讓每一個人都有
一份好工作
目標 9. 建立具有韌性的基礎建設，促進包容且永續的工業，並加速 創新
目標 10. 減少國內及國家間不平等
目標 11. 促使城市與人類居住具包容、安全、韌性及永續性
目標 12. 確保永續消費及生產模式
目標 13. 採取緊急措施以因應氣候變遷及其影響
目標 14. 保育及永續利用海洋與海洋資源，以確保永續發展
目標 15. 保護、維護及促進領地生態系統的永續使用，永續的管理 森林，對抗沙漠化，
終止及逆轉土地劣化，並遏止生物多 樣性的喪失
目標 16. 促進和平且包容的社會，以落實永續發展；提供司法管道 給所有人；在所有
階層建立有效的、負責的且包容的制度
目標 17. 強化永續發展執行方法及活化永續發展全球夥伴關係

資料來源: 詳見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 http://nsdn.epa.gov.tw/files/sdgs/聯合國永續發
展目標中文翻譯.pdf 或參考全球永續發展里程碑（擷取自聯合國永續發展知識平臺網站）
http://sustainabledevelopment.un.org/intgovmental.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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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s the weather like in Australia? + 氣候變遷的脆弱

度

教案名稱
教學設計型式
學習階段

設計理念

學習
重點

學習表現
/學習內容

學習目標

氣候變遷的脆弱度
氣候變遷的韌性、碳足跡
聖嬰與反聖嬰現象

氣候變遷的脆弱度
氣候變遷的韌性
重要名詞
聖嬰與反聖嬰現象
碳足跡
融入式環教活動、大單元統整、獨立單元
國中八年級（康軒版）
設計者
高桂懷
學生具備過去式、名詞、形容詞、三單動詞及 12 個月份的先
備知識，透過講述教學與實例說明，理解天氣表達的句型與用法，
並藉由分組合作、小組競賽、口說問答等等理解全篇課文【英
-J-A2、英-J-C2】；再透過文章欣賞、影片觀賞，了解氣候現況、
全球暖化問題與可能原因，培養學生獨立思考的能力，並將環境保
護落實於生活中【英-J-A1、英-J-B1】。
學習
英 Ac-IV-8 國中階段所學
氣候變遷
主題
字詞（能聽、說、
讀、寫最基本的
環 J8 了解臺灣生
1200 字詞）
態環境及社
英 Ac-IV-9 國中階段所學
會發展面對
的文法句型
氣候變遷的
環境
英 Ac-IV-17 簡易故事及短
脆弱性與韌
教育
文的大意
實質
性。
議題
英 B-IV-5 人、事、時、地、
內涵 環 J9 了解氣候變
物的描述及問答
遷減緩與調
英 B-IV-6 圖片描述
適的涵義，以
英 B-IV-8 引導式討論
及臺灣因應
英 D-IV-1 依綜合資訊作合
氣候變遷調
理猜測
適的政策。
學習活動一（Vocabulary）
1. 能聽、說、寫本課單字
2. 熟悉並運用本課單字並辨識與天氣有關的單字
What’s the weather like
in Australia？＋氣候變遷
的脆弱度

學習活動二（Sentence Pattern）
1. 學習「某地某季節的天氣如何？」的句型
How is the weather in Australia in summer？
What’s the weather like in Australia in summer？
2. 學習「某地某季節的天氣如何？」的回答
It is sunny.
It rains a lot.
There is a lot of rain.
We/They have a lot of rain.
3. 能運用詢問天氣的相關句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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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活動三（Dialogue ）
1. 理解全篇對話內容
2. 能談論季節和氣候
3. 完成學習單
4. 認識臺灣氣候現況，理解氣候變化與環境的關係

教學設備 / 資源

學習活動四（Reading）
1. 理解全篇閱讀內容
2. 能描述澳洲四季的月份、天氣與活動
3. 完成閱讀的組織架構圖
4. 認識全球暖化對人類生存的影響
教學設備：
學習活動一：電腦、投影機、PPT、單字卡、圖卡、學習單
學習活動二：電腦、投影機、PPT、教學光碟、學習單
學習活動三：電腦、投影機、PPT、教學光碟、學習單
學習活動四：電腦、投影機、PPT、教學光碟、學習單
教學資源：
1. 國民中學-英語教師手冊第三冊-康軒-105 學年度
2. Vocabulary Worksheet（附件一）
3. 102//6/26 How is the weather today？歌曲 https：
//www.youtube.com/watch？v=sUkMzQ_UMrQ
4. Sentence Pattern Worksheet（附件二）
5. 霸王級寒流 https：//goo.gl/EYFaib
6. 2016/11/06 5 月雪油桐大爆花 https：//goo.gl/iJMvuc
7. 2016/03/10 氣候異常 芒果瘋了荔枝亂花 https：
//goo.gl/gJa2UB
8. 2016/04/19 氣候異常、菜價波動 價格回跌了還是貴
http：//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1669623
9. 「臺灣永續發展宣言」。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全球資訊
網。取自：http：
//nsdn.epa.gov.tw/NSDN/CH/PAPERS/DEVELOPMENT.ht
m
10. Dialogue Worksheet（附件三）
11. 99/11/25 Australian Christmas 歌曲 https：
//www.youtube.com/watch？v=rVzCET7Xah4
12. 102/10/16 氣候變遷 聖嬰現象加劇影響澳洲 https：
//www.anntw.com/articles/20131016-DWod
13. Patty Waymine Photography 北極熊 http：
//www.pattywaymire.com/
14. 2016/08/16《奧運大跳開心舞 他籲世人關注氣候變遷》http：
//news.rti.org.tw/news/detail/？recordId=289157
15. 2015/11/08 全球暖化造成的極端氣候」https：
//www.youtube.com/watch？v=37xLJgfKT4Q
16. Global Warming Worksheet（附件四）
125

教學活動示例
學習活動一：Vocabulary教學流程(略案)
1.單字分類（A.四季-形容詞-活動 B.其餘單字）
2.複習12個月份並將月份對應四季
3.單字遊戲：
(1) 聽說練習
教師唸四季其中一個單字，請在該月份生日的學
生站起來，學生唸出自己生日的月份，遇有缺漏
的月份請教師補充，再請學生搶答對應的天氣形
容詞；教師也可以同時唸二個季節單字，請在該
月份生日的學生站起來，學生唸出自己生日的月
份，教師反問學生屬於哪一個季節，再請學生搶
答對應的天氣形容詞；也可以請生日月份不屬於
教師唸到的季節單字的學生站起來，重複以上步
驟。
(2) 單字圖文配對
Pair the vocabulary flashcards (made by http
：//worksheetgenius.com/design.php？
worksheet=flashcard) with the
correspondent pictures (copied from
Google pictures)
typhoon

學習重點說明

評量方法

英 Ac-IV-8

紙筆測驗
口說測驗

英 Ac-IV-9

課堂表現
紙筆測驗

→

4.辨識與天氣有關的單字完成學習單（附件一
Vocabulary Worksheet）
學習活動二：Sentence Pattern教學流程(略案)
1. 播放天氣歌（影片長1分34秒）_How is the weather
today？ https：//www.youtube.com/watch？
v=sUkMzQ_UMrQ
2. 複習字彙中有關天氣表達的單字，rain, rainy, wet,
snow, snowy, cold, sunny, windy, warm,
cloudy, dry
3. 介紹有關天氣的二種問句：
(1) How is the weather in + place 地方(副詞)+
in time時間(副詞)？
(2) What’s the weather like in + place 地方(副
詞)+ in time時間(副詞)？
4. 介紹天氣問句的回答：
1. It is + adjective.
5. 教師特別說明rain和snow既是名詞也是動詞的用法
2. It rains/snows a lot.
3. We/They have a lot of rain/sn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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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e is a lot of rain/snow.
6. 步驟4中，學生具備形容詞用法的先備知識；步驟5中
，學生具有不可數名詞用法的先備知識，教師說明不
可數名詞的修飾用法及複習have和there is 的差異。
7. 教師示範課本練習題，其餘題目抽點學生上臺寫並檢
討
8. 整理全節課重點__二句天氣的問句及所有回答方式
9. 運用天氣相關句型完成差異化學習單（附件二
Sentence Pattern Worksheet）
學習活動三：Dialogue教學流程(略案)
SQ3R：scan, question, read, re-read, recheck
英 Ac-IV-17
Pre-reading questions
英 B-IV-5
1. Look at the picture on page 90. How does Ted
英 B-IV-8
feel？
2. What i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pictures
on page 91？
透過提問，請學生依據第90、91頁的圖，推測可能
的對話內容。
While-reading questions
1. Why doesn’t Ted like the winter in Taipei？
2. Which season is it in Australia？
3. Do they always have typhoons in Australia in
summer？
學生先掃描式瀏覽對話全文，讀完知曉主角正在討
論臺灣和澳洲的天氣差別，然後瀏覽上面3個提問。
再細讀一次內文並標記回答或關鍵字句，最後再次
確認提問與回答內容。
Post-reading questions
1. What’s the weather like in Australia in July
2. Which is your favorite season in Taiwan？Why？
教完全篇對話，學生清楚知道臺灣和澳洲的天氣是
相反季節，請學生回答上述2個問題，教師也藉以再
次複習對話內容，強調需注意的重要文句，最後請
學生分享自己喜歡的季節與原因。
3. 認識臺灣氣候現況，理解氣候變化與環境的關係
環 J8
（10-15分鐘）
環 J9
4. 承續學生分享自己喜歡的季節，教師先以「2016年1
月霸王級寒流 (https：//goo.gl/EYFaib) 造成自然
農法的芒果一顆都沒留下」的新聞事件，喚起學生印
象，並簡要介紹造成霸王級寒流的成因_「負北極震盪
」。
再引用「5月雪油桐大爆花」(https：
//goo.gl/iJMvuc)、「連續天災造成菜價波動大」
(https：//goo.gl/gJa2UB)、「暖冬怪象 水果產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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紙筆測驗
口說測驗

5.
6.

7.

亂序」(https：//goo.gl/gJa2UB)等數則新聞，和學
生討論臺灣的氣候和以前有哪些不同，例如：11.12
月還熱到穿短袖、冬天不夠冷、極端氣候，不是很熱
就是很冷等等。
接著教師簡要介紹什麼是「聖嬰現象」及「溫室效應
」，說明它們和氣候異常的關聯
教師也可以進一步介紹「臺灣永續發展宣言」的要點
並且和學生討論哪些原因可能造成周遭氣候上的改
變。
完成學習單（附件三 Dialogue Worksheet）

學習活動四：Reading教學流程(略案)
英 Ac-IV-17
1. 教師播放Australian Christmas 歌曲（影片2分38秒 英 B-IV-5
）https：//www.youtube.com/watch？
英 B-IV-8
v=rVzCET7Xah4，請學生注意影片和歌詞中要聖誕
老人記得帶哪些物品
2. 教師將標題The four seasons in Australia寫在黑板
上，同時搭配課本P.96.97插圖，帶學生進行討論
3. 播放教學光碟中的閱讀動畫，請學生紀錄每段的季節
/月份/天氣形容詞和適合的活動
4. 比較臺灣和澳洲四季對應月份及相關活動
5. 認識全球氣候異常與全球暖化現象（15分鐘）
環 J7
(1) 因為 Reading 的內容是介紹澳洲的四季天氣，教師
環 J9
就以澳洲氣候變遷的新聞（https：
//www.anntw.com/articles/20131016-DWod）帶出
氣候變遷對環境的影響
(2) 再以北極熊圖片（http：
//www.pattywaymire.com/）和新聞《奧運大跳開心
舞 他籲世人關注氣候變遷》（http：
//news.rti.org.tw/news/detail/？
recordId=289157）引起學生動機，請學生觀看圖片並
指出圖片中的問題為何

(3) 觀看影片_「全球暖化造成的極端氣候」https：
//www.youtube.com/watch？v=37xLJgfKT4Q （影
片長度 7 分 27 秒）
(4) 教師簡要介紹「碳循環」，說明全球暖化和碳排放量
息息相關，可請各組查詢日常生活中二氧化碳的製造
量，如：每用 1 度電排放 0.69 公斤的碳
(5) 介紹全球暖化引起北極融冰，以及北極融冰對全球氣
候的重大影響，包括海平面上升、部分島國滅亡、糧食
短缺、溫度上升等等。對應到現實生活環境，例如：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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紙筆測驗
小組競賽

天很熱、冬天不冷、花季亂序等等，
(6) 請學生反思身為一位國中生可以做些什麼事，幫助地
球減緩暖化。
6. 完成學習單（附件四 Global Warming Worksheet）
延伸參考：
➢
➢

林靜梅（2012 年 12 月 17 日）。【COP18 採訪手記】冷淡可以讓地球
降溫嗎？公視新聞議題中心。網址：https://goo.gl/Jjw8uP
吳養春（2012 年 11 月 18 日）。人類滅亡的原因~全球氣候變暖。 PC
Home 個人新聞台。網址：
http://mypaper.pchome.com.tw/wu200520/post/1323459611

➢

林中斌（2010 年 1 月 7 日）。全球暖化的盲點。聯合報。網址：
http://blog.udn.com/wenxing/3671540

➢

彭啟明、楊之遠（2010 年 1 月 8 日）北極震盪 全球連「凍」。
聯合報。網址：http://blog.udn.com/wenxing/3671540

➢

大陸新聞中心（2010 年 1 月 7 日）。江源頭 格拉丹冬冰川 5 年
來急縮。聯合報。網址：http://blog.udn.com/wenxing/3671540

➢

Chis Hung Chiu（2011 年 5 月 11 日）
《±2℃》正負 2 度 C-全球暖
化臺灣版紀錄片。網址：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BaAtU1E2cI

➢

Jane Wu（2015 年 11 月 8 日）。全球暖化造成的極端氣候。網
址：https://www.youtube.com/watch?v=37xLJgfKT4Q

➢

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2012 年 10 月 3 日）
http://unfccc.epa.gov.tw/unfccc/

➢

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中文版第二條（2012 年 10 月 3 日）
http://unfccc.int/resource/docs/convkp/convchin.pdf

129

延伸參考：
 Frank Asch（2008）
。The Earth and I。ISBN：9780152063955。
Amazon.com：Books
 Co+Life A/原著策劃（2010/04/01）。100 Places to Remember
Before They Disappear 100 個即將消失的地方。時報出版。
 劉怡君（2009）。北極熊，危險！。ISBN：9789861934525。
世一出版社。
 王莫（2008）。冰山。臺北：鳴嵐智識。
 李偉文（2008）。幫青蛙找新家。幼獅文化。
 李偉文（2008）。陪鍬形蟲回家。幼獅文化。
 葉欣誠（2006）。地球暖化怎麼辦？：請看＜京都議定書＞
的退燒妙方?。新自然主義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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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Vocabulary Worksheet
一、Recognize the following words about the weather and color them.

cyclone

Christmas
snowy

sunny

pick

typhoon

rain

even

snow

warm

cloudy

二、Please make sentences about the weather starting with each letter of the word
“weather.”
W → e.g. We don’t like summer because there are some terrible typhoons.
E →
A →
T →
H →
E →
R →

學習單設計：高桂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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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cabulary Worksheet

Answer Sheet

一、Recognize the following words about the weather and color them.

cyclone

Christmas
snow
y
sunny

pick

typhoon
rain

even

snow
warm

cloudy
◎下列答案供參，學生可依指示造句

二、Please make sentences about the weather starting with each letter of the word
“weather.”

W → e.g. We don’t like summer because there are terrible typhoons.
E →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s an important issue.

A →

A typhoon usually brings a lot of rain.

T → Today is a sunny day. We are going picnicking.
H →

Heavy snow makes the train station shut down.

E →

Earth Day is on April 22.

R →

“Rain, Rain, Go away” is a lovely s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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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單設計：高桂懷

附件二：Sentence Pattern Worksheet

＊Advanced
一、Accord de Paris（巴黎協議）、Kyoto Protocol（京都議定書）、Convention on
International Trade in Endangered Species of Wild Fauna and Flora，abbreviated
CITES（華盛頓公約）、Rio Declaration（里約宣言）are important treaties about
worldwide environments. They are names based on the sites where the
conferences were held. Look at the city pictures below. Follow the example and
make sentences on your own.
1.

（spring、Paris、France）

e.g. How is the weather in Paris in spring？

It is warm in Paris in spring.

What is the weather like in France in spring？

It is sunny in France in spring.

2.
（winter、Kyoto、Japan）

3.
（fall、Washington、the USA）

4.
（summer、Rio、Brazil）

學習單設計者：高桂懷
繪圖協助：林詩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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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swer Sheet－Advanced
＊Advanced
一、Accord de Paris（巴黎協議）、Kyoto Protocol（京都議定書）、Convention on
International Trade in Endangered Species of Wild Fauna and Flora，abbreviated
CITES（華盛頓公約）、Rio Declaration（里約宣言）are important treaties about
worldwide environments. They are names based on the sites where the
conferences were held. Look at the city pictures below. Follow the example and
make sentences on your own.
1.

（spring、Paris、France）

e.g. How is the weather in Paris in spring？

It is warm in Paris in spring.
It is sunny in France in spring.

What is the weather like in France in spring？

2.
（winter、Kyoto、Japan）

It is cold in Kyoto in winter.
It snows a lot in Kyoto in winter.

How is the weather in Kyoto in winter？

What is the weather like in Japan in winter？

There is a lot of snow in winter in

Japan.
3.
（fall、Washington、the USA）

How is the weather in fall in Washington？

It is cool in fall in Washington.

What is the weather like in fall in the USA？

It is windy in fall in the USA.

4.
（summer、Rio、Brazil）

How is the weather in summer in Rio？

It is hot in summer in Rio.

What is the weather like in summer in Brazil？

It is dry in summer in Brazil.
學習單設計者：高桂懷
繪圖協助：林詩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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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um
一、Accord de Paris（巴黎協議）、Kyoto Protocol（京都議定書）、Convention on
International Trade in Endangered Species of Wild Fauna and Flora，abbreviated
CITES（華盛頓公約）、Rio Declaration（里約宣言）are important treaties about
worldwide environments. They are names based on the sites where the
conferences were held. Take the cities as examples. Look at the following
pictures and make sentences as demonstrated.
1.

（spring、Paris、France）
（warm、sunny）

e.g. How is the weather in Paris in spring？

It is warm in Paris in spring.

What is the weather like in France in spring？

It is sunny in France in spring.

2.
（winter、Kyoto、Japan）
（snow、snowy、cold）

How is the weather in Kyoto in winter？

3.
（fall、Washington、the USA）
（cool、windy）

How is the weather in fall in Washington？

4.
（summer、Rio、Brazil）
（hot、dry）
How is the weather in summer in Rio？

學習單設計者：高桂懷
繪圖協助：林詩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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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swer Sheet－Medium
＊Medium
一、Accord de Paris（巴黎協議）、Kyoto Protocol（京都議定書）、Convention on
International Trade in Endangered Species of Wild Fauna and Flora，abbreviated
CITES（華盛頓公約）、Rio Declaration（里約宣言）are important treaties about
worldwide environments. They are names based on the sites where the
conferences were held. Take the cities as examples. Look at the following
pictures and make sentences as demonstrated.
1.

（spring、Paris、France）
（warm、sunny）

e.g. How is the weather in Paris in spring？

It is warm in Paris in spring.

What is the weather like in France in spring？

It is sunny in France in spring.

2.
（winter、Kyoto、Japan）
（snow、snowy、cold）
It is cold in Kyoto in winter.
It snows a lot in Kyoto in winter.

How is the weather in Kyoto in winter？

What is the weather like in Japan in winter？

There is a lot of snow in Japan in
winter.

3.
（fall、Washington、the USA）
（cool、windy）
How is the weather in fall in Washington？

It is cool in fall in Washington.

What is the weather like in fall in the USA？

It is windy in fall in the USA.

4.
（summer、Rio、Brazil）
（hot、dry）

How is the weather in summer in Rio？

It is hot in summer in Rio.

What is the weather like in summer in Brazil？

It is dry in summer in Brazil.
學習單設計者：高桂懷
繪圖協助：林詩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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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ic
一、Accord de Paris（巴黎協議）、Kyoto Protocol（京都議定書）、Convention on
International Trade in Endangered Species of Wild Fauna and Flora，abbreviated
CITES（華盛頓公約）、Rio Declaration（里約宣言）are important treaties about
worldwide environments. They are names based on the sites where the
conferences were held.

Take the cities as examples. Look at the following

pictures and match them.
How is the weather in
winter in Kyoto？

It is warm in winter
‧

‧

What is the weather like
in spring in France？

It is snowy in winter
‧

How is the weather in
spring in Japan？

‧

in Japan.

‧

It is hot in fall

‧

in the USA.

What is the weather like
in fall in Rio？

It is warm in
‧

How is the weather in
winter in Washington？

in France.

‧

‧

spring in Paris.

‧

There is a lot of
snow in winter in
the USA.

What is the weather like in
summer in Brazil？

‧

‧ It is cool in fall
in Washington.

‧ It is hot in

How is the weather in
fall in Washington？

‧

summer in Rio.
學習單設計者：高桂懷
繪圖協助：林詩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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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swer Sheet－Basic
＊Basic
一、Accord de Paris（巴黎協議）、Kyoto Protocol（京都議定書）、Convention on
International Trade in Endangered Species of Wild Fauna and Flora，abbreviated
CITES（華盛頓公約）、Rio Declaration（里約宣言）are important treaties about
worldwide environments. They are names based on the sites where the
conferences were held.

Take the cities as examples. Look at the following

pictures and match them.
How is the weather in

It is warm in winter
‧

‧

in France.

What is the weather like
in spring in France？
‧

‧

It is snowy in winter
in Japan.

How is the weather in

‧

It is hot in fall

winter in Kyoto？

spring in Japan？

‧

in the USA.

What is the weather like
in fall in Rio？

It is warm in
‧

How is the weather in
winter in Washington？

‧

‧

spring in Paris.

‧

There is a lot of
snow in winter in
the USA.

What is the weather like
in summer in Brazil？

‧

‧ It is cool in fall
in Washington.
‧ It is hot in

How is the weather in
fall in Washington？

‧

summer in Rio.

學習單設計者：高桂懷
繪圖協助：林詩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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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Dialogue Worksheet

一、The information below is extracted from the website of Central Weather Bureau.
Please express any ideas about the variation of the temperature you learn from
this table, either in English or Chinese.
地名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 十二
月

月

臺北 16.1 16.5 18.5 21.9 25.2 27.7 29.6 29.2 27.4 24.5 21.5 17.9
臺北 16.2 15.5 17.5

24

27.1 29.4 30.3 30.1 27.8

27

平均 統計期間
23

22.6 20.1 23.97

1981-2010
2016

臺中 16.6 17.3 19.6 23.1 26.0 27.6 28.6 28.3 27.4 25.2 21.9 18.1 23.3 1981-2010
臺中 16.8 16.4 18.3 24.9 2.76 28.8 29.4 28.9 27.9 27.5 23.4 20.4 22.12

2016

高雄 19.3 20.3 22.6 25.4 27.5 28.5 29.2 28.7 28.1 26.7 24.0 20.6 25.1 1981-2010
高雄 19.3 19.6 21.6 26.9 28.9 29.7 30.2 29.4 28.4 28.4 25.7 22.9 25.92

2016

【上表中的資料整理自交通部中央氣象局網站 http：
//www.cwb.gov.tw/V7/climate/monthlyData/mD.htm 的氣候統計中的月平均及每月氣
象】

學習單設計者：高桂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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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Please surf the net. What are “Climate Vulnerability” and “Climate Resilience”？
How can we ease the speed of climate change？ (either in English or Chinese)

學習單設計者：高桂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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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alogue Worksheet

Answer Sheet

一、The information below is extracted from the website of Central Weather Bureau.
Please express any ideas about the variation of the temperature you learn from
this table, either in English or Chinese.
地名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 十二
月

月

臺北 16.1 16.5 18.5 21.9 25.2 27.7 29.6 29.2 27.4 24.5 21.5 17.9
臺北 16.2 15.5 17.5

24

27.1 29.4 30.3 30.1 27.8

27

平均 統計期間
23

22.6 20.1 23.97

1981-2010
2016

臺中 16.6 17.3 19.6 23.1 26.0 27.6 28.6 28.3 27.4 25.2 21.9 18.1 23.3 1981-2010
臺中 16.8 16.4 18.3 24.9 2.76 28.8 29.4 28.9 27.9 27.5 23.4 20.4 22.12

2016

高雄 19.3 20.3 22.6 25.4 27.5 28.5 29.2 28.7 28.1 26.7 24.0 20.6 25.1 1981-2010
高雄 19.3 19.6 21.6 26.9 28.9 29.7 30.2 29.4 28.4 28.4 25.7 22.9 25.92

2016

【上表中的資料整理自交通部中央氣象局網站 http：
//www.cwb.gov.tw/V7/climate/monthlyData/mD.htm 的氣候統計中的月平均及每月氣
象】
◎下列答案供參，學生可以環教的角度與知識，發表對表格中資料的看法

1. 2016 年的每月均溫幾乎全高於過去 30 年的平均溫度
2. 2016 年可能是因為發生霸王級寒流襲臺，前面幾個月的平
均氣溫近似過去 30 年均溫
3. 臺北在 2016 年有二個月的均溫高出過去 30 年均溫快 3 度
4. 以目前暖化趨勢來看，下一次 30 年(1991-2020)均溫的數
字很可能會高於這次（1981-2010）的平均溫度

學習單設計者：高桂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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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Please surf the net. What are “Climate Vulnerability” and “Climate Resilience”？
How can we ease the speed of climate change？ (either in English or Chinese)

◎下列答案供參，學生可以先解釋名詞再以環教的角度發表看法

全球氣候變遷所帶來的衝擊，是當代最具挑戰性的風險之一，面對
日益詭譎多變的極端氣候，各界已深切感受到全球氣候變遷對地方微氣
候的影響愈見深重，氣候變遷及自然災害的發生並非獨立於人類社會之
外。天然災害的脆弱度由三個部分組成：暴露、抵抗力（resistance）及
恢復力，脆弱度為一個跨時間、空間與尺度的動態過程，若無人打斷其
發生，脆弱度將持續發展而不間斷；恢復力為一個系統經過短暫的擾亂
回到平衡狀態的能力。脆弱度（vulnerability）及恢復力（resilience）的
評估，可讓人們更了解到環境壓力與人類行為對人們所居住的環境在面
對自然災害時的承受力，與災後重建的反應力，以作為「永續調適」
（sustainable adaptation）能力的參考依據。

以阿拉伯半島上的馬斯達市（Masdar City）為例，全市採用可持續的
建築材料和節能技術建造，完全依靠太陽能等可再生能源，建築物的佈局
設計專為公用道路和其他建築物提供陰涼。這樣使馬斯達爾城的平均溫度
比城外降低了高達 20℃（68℉）。地表低層的冷空氣則用於建築物的空調
系統。穿梭城區內的交通全部採用電動汽車，內燃機汽車必須停在城邊，
同時還有發達的公共交通系統和綠樹成蔭的行人路，將是全球首個完全由
可再生能源提供動力的「零碳排」和「零廢棄」還有「零輻射」的城市。
以一位國中生而言，可以實踐「一日五善」，就是每個人日常生活中
隨手作到五件簡單事，包括省水、省電、改變交通方式、少肉食、隨手攜
帶環保餐具等，還有像是手機充電時，充完電就要將插頭拔掉才不會浪費
電力，處處留心落實減碳行動。
學習單設計者：高桂懷

142

附件四：Global Warming Worksheet
學習單設計者：高桂懷 繪圖協助：林詩耘
圖片來源: https://goo.gl/saIJ28
一、Please surf the net. Paste the logo of Carbon Footprint and list the carbon emissions of at least 3 items in
our daily life, e.g. 1 KW h(kilowatt hour) brings 0.623 kilos carbon emissions.

Paste here
Carbon Footprint

二、What can we do in our daily life to slow down the global warming to the earth？

Run your air conditioner
less frequently

Car Free Day

Eat less me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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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bal Warming Worksheet

Answer sheet

◎除碳足跡符號外的答案供參。
一、Please surf the net. Paste the logo of Carbon Footprint and list the carbon emissions of at least 3
items in our daily life, e.g. 1 KW h(kilowatt hour) brings 0.623 kilos carbon emissions.

1. 開飲機設定時開關 定
時開關 12 小時。減碳
0.38 公斤
2. 每天少開 1 小時主機及
螢幕。(300W)。減碳 0.19

Paste here

公斤
3. 每天少看電視 1 小時。
(200W)。減碳 0.13 公斤
二、What can we do in our daily life to ease the global warming to the earth？

Use water in a smart way

Run your air conditioner less frequently

Have a good habit of recycling
things

Plant more trees
Car Free Day

Eat less meat

學習單設計者：高桂懷
繪圖協助：林詩耘
圖片來源: https://goo.gl/saIJ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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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irl Who I Wrote to Is My Best Friend + 災害潛勢

教案名稱
教學設計型式
學習階段

設計理念

學習
重點

學習表現
/學習內容

The Girl Who I Wrote to
Is My Best Friend
＋災害潛勢

重要名詞

活動斷層帶
日本 311 大地震
災害潛勢
災害應變計畫

融入式環教活動、大單元統整、獨立單元
國中（九年級）
設計者
高桂懷
學生已經學完國中三年的文法句型，本課文法句型主要是複習
「形容詞子句」和「片語動詞」，透過講述教學與實例練習，加強
理解形容詞子句和片語動詞的句型與用法，並藉由分組合作、小組
競賽、口說問答等等理解全篇課文【英-J-A2、英-J-C2】
再透過新聞報導、影片欣賞，了解臺灣天然災害的種類、現況、
發生原因以及因應之道，培養獨立思考的能力，並將認識環境與災
害防護落實於生活中【英-J-A1、英-J-B1】。
英 Ac-IV-8 國中階段所學
字詞（能聽、說、
讀、寫最基本的
1200 字詞）
英 Ac-IV-9 國中階段所學
的文法句型
英 Ac-IV-17 簡易故事及短
文的大意
環境
英 B-IV-5 人、事、時、地、 教育
物的描述及問答 議題
英 B-IV-6 圖片描述
英 B-IV-8 引導式討論
英 D-IV-1 依綜合資訊作合
理猜測

學習活動一（Vocabulary）
1. 熟悉並運用字彙
2. 能聽說讀寫本課單字
3. 天災拼圖
學習目標

活動斷層帶、日本 311 大地震
災害潛勢、災害應變計畫

學習活動二（Sentence Pattern）
1. 能理解形容詞子句的結構與用法
2. 能理解片語動詞的用法
3. 天災拼圖
學習活動三（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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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理解全篇閱讀內容

學習
主題

災害防救

實質
內涵

環 J10 了解天然災
害對人類生
活、 生命、
社會發 展
與經濟產業
的衝擊。
環 J11 了解天然災
害的人為影
響因子。
環 J12 認識不同類
型災害可能
伴隨的危險
，學習適當
預防與避
難行為。

2. 以英文描述天災可能帶來的危害
3. 完成學習單
4. 認識臺灣常見天然災害類型與形成原因
學習活動四（Dialogue）
1. 理解全篇對話內容
2. 認識逃生包內物品的英文與重要性
3. 完成學習單
4. 認識臺灣常見天然災害類型與落實災害防範
教學設備：
學習活動一：電腦、投影機、教學光碟
學習活動二：電腦、投影機、教學光碟、學習單
學習活動三：電腦、投影機、小白板、簽字筆、學習單、
學習活動四：電腦、投影機、教學光碟、學習單

教學設備 / 資源

教學資源（撰寫格式）：
1. 國民中學-英語科教師手冊第六冊第五單元-翰林-104 學年度
2. 99/8/14 小林村原因 https：//www.youtube.com/watch？
v=HDk0rfa4LrI
3. Gemma Merino（2015）
。The Crocodile Who Didn’t Like
Water。臺北：格林出版社。
4. word puzzle 學習單（附件一 Vocabulary Worksheet）
5. 天災拼圖卡（附件二 Jigsaw Worksheet）
6. 四格漫畫學習單【附件三 Yonkoma manga Worksheet】
7. 閱讀學習單【附件四 Five-box flow chart Worksheet】
8. 對話學習單【附件五 Dialogue Worksheet】
教學活動示例

學習重點說明

學習活動一（Vocabulary）教學流程
1. 本課共 23 個單字，教師分別任選 10 個單字，運用網 英 Ac-IV-8
站 https：//quickworksheets.net/generators/ 製
作 6 張 word puzzle，單字可以重複選取
2. 各組完成自己小組的 word puzzle 學習單【附件一
Vocabulary Worksheet】
3. 請用 word puzzle 內的單字造 2 句和環保相關的句子
【附件一 Vocabulary Worksheet】
4. 各小組唸拼本課單字 2 次
5. 教師講解單字重點與用法
6. 單字遊戲：聽英唸中/聽中唸英－最高分的一組可以得
到 1 塊天災的拼圖【附件二 Jigsaw Worksheet】
學習活動二（Sentence Pattern）教學流程
1. 複習形容詞子句
(1) 複習形容詞子句的功能－形容人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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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量方法
口說評量
紙筆測驗

紙筆測驗
課堂表現

2.
3.

1.

2.

(2) 教師總整理 3 種形容詞的形式－形容詞/介係詞片
語/形容詞子句
(3) 複習關係代名詞－who/which/that 的用法，適時
補充 whose 和 whom 的意義與用法
(4) 教師在黑板示範將二個句子以形容詞子句形式合
併成一句
(5) 教師以教過的句子設計出題請學生練習並上台寫
答案
(6) 教師重點提醒學生易犯錯之處
閱讀英語繪本「The Crocodile Who Didn’t Like
Water」
請各組設計環保為主題的四格漫畫【附件三 Yonkoma 環 J12
manga Worksheet】並以形容詞子句仿造句。最高分
的一組可以得到 1 塊天災的拼圖【附件二 Jigsaw
Worksheet】
-----------------------------------------------------複習片語動詞_不可分的片語動詞/可分的片語動詞
(1) 教師將課本 P.57 的片語動詞製作成字卡
(2) 請各組將字卡分類成可分和不可分
(3) 請學生說明何謂可分和不可分片語動詞
(4) 教師補充說明重點和學生易犯錯之處
小組討論並上台造句。造句與環保議題相關者得分加
倍，最高分一組可以得到 1 塊天災的拼圖 【附件二
Jigsaw Worksheet】

學習活動三（Reading）教學流程
1. 教師請學生討論颱風可能帶來哪些可能的災害，並適
當補充相關災害的英文（搭配課本 P.49）。
2. 教師給學生觀看「小林村原因」的相關報導（https：
//www.youtube.com/watch？v=HDk0rfa4LrI）
（影片長 2 分 39 秒）
，提供學生認識小林村事件概況
背景
3. 藉由影片帶出該次颱風造成的死傷人數慘重，而本課
課文內容即是依據該次天災為本，簡述兩位同班同學
天人永隔的悲痛與如何調適心情
4. 教師提供下列 3 題請學生從課文找答案
(1) What happened to Yuyu and Wenwen’s
village？
(2) What happened to Yuyu after the death of
Wenwen？
(3) What did Yuyu’s teacher tell her to do to
deal with the sorrow？
5.
6.

教師引導學生找重點句
完成 Five-box flow chart 學習單【附件三 Five-bo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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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 J11
環 J12

英 B-IV-5
英 B-IV-8

口說評量
紙筆測驗

flow chart Worksheet】
7. 教師簡要總結課文，然後返回步驟 2 影片的部份，請 環 J11
學生思考天災與生活環境的關聯（15 分鐘）
環 J12
8. 請各組學生觀看八八風災相關報導數則，了解何謂
「深層崩塌」，而它和山崩、土石流有哪些不同。
9. 同時請各組學生紀錄為何八八風災對全臺灣造成如
此嚴重的傷害；臺灣又有哪些地區面臨與小林村類似
的危機【附件四 Reading Worksheet】
10. 請學生重述或是用自己的話回答上述的問題，教師依
據各組回答加分
11. 最後請學生思考如何在日常生活中落實防颱措施、還
有面臨風災的威脅時應如何避難，以及面對風災對生
活重大影響的因應為何，以降低颱風對我們的威脅。
12. 各組搶答上述的問題，最高分一組可以得到 1 塊天災
的拼圖【附件二 Jigsaw Worksheet】
學習活動四（Dialogue ）教學流程
1. 調查全班學生家中是否有準備「緊急避難包」，然後 環 J12
請學生思考「緊急避難包」該準備哪些東西
2. 請學生觀賞『敘利亞難民逃難時的背包內容物』的圖
片（https：//goo.gl/asohLz），請學生反思哪些品
項是必要哪些品項是次要

左：5 歲男孩
中：夫妻
右：17 歲少年
3. 教師提供 3 個題目，學生闔上課本聽課文 CD，請學
生紀錄答案
Q1： Why did Kelly pack？
Q2： What might Kelly pack in her go-bag？
Q3： What will Kelly and Kevin do next？
4. 再次播放課文 CD，然後請學生打開課本，小組分工
找答案（找答案/書寫小白板/朗誦答案/舉小白板&畫
課本重點）
5. 教師講解課文重點，並整理 5W 表格
6. 朗讀課文：師-生→男-女→生-生兩人一組依序練習朗
讀課文，最後可抽點 2~3 組學生朗讀課文
7. 介紹臺灣常見天然災害_地震與如何落實災害防範（
15分鐘）
8. 認識地震的成因，了解臺灣地震的活動斷層帶。
9. 介紹臺灣 921 地震和日本 311 大地震，包括震央、
強度、原因以及兩國如何處理天然災害的威脅適時跨
領域協同教學，針對專有名詞如：深層崩壞、板塊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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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 Ac-IV-17
英 B-IV-5
英 B-IV-6

環 J10
環 J11
環 J12

課堂表現
紙筆測驗

10.
11.
12.
13.

14.

動、聖嬰現象、地震雲等等或是選擇會考出題頻率較
高的天氣現象作深入介紹
小組討論如何做好地震的事前防範與事後救災措施
小組天災相關單字競賽
教師準備颱風、地震、土石流、山崩、海嘯、冰雹、
板塊運動、地震雲共8張英文圖卡和配分卡
每次搶答成功的小組可以得到1張圖卡，然後全組正
確唸出圖卡單字後可以抽天災拼圖數量卡（卡上有＋
、－、×、÷搭配數字）
統計各組天災拼圖卡完成情形【附件二 Jigsaw
Worksheet
】

延伸參考：
➢ 921 網路博物館
http://921.gov.tw/edu/edu-commonsense.html
➢ 東日本大震災 https://goo.gl/gHjdhG
➢ 郝廣才（2000）。地震的翅膀。格林名家繪本館。
➢ 菸田少年（2008）。客家電視台 http://www.hakkatv.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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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Vocabulary Worksheet
一、Please highlight 10 words listed in the word bank below
N

M

V

O

G

Z

E

E

D

I

Z

E

Q

W

N

T

E

I

Y

H

K

X

G

R

D

B

H

S

O

R

T

N

K

D

K

K

U

A

A

E

F

Q

O

F

U

V

Y

Y

O

D

E

K

L

W

U

D

H

Q

Q

B

U

U

U

A

R

L

D

L

E

M

P

A

T

I

C

G

M

G

A

O

B

E

I

R

Y

P

X

E

F

S

I

M

T

R

V

D

T

V

T

O

F

V

N

D

I

H

M

C

H

T

J

Y

R

S

O

R

R

O

W

Q

E

U

V

S

Z

M

L

A

A

Y

J

X

T

R

O

M

P

O

W

T

M

B

F

S

E

Z

U

N

I

Q

N

V

L

Q

S

N

N

Z

Z

A

H

F

L

C

H

O

R

C

O

G

J

C

S

L

B

O

T

O

F

G

U

D

I

K

R

I

H

B

N

X

O

U

L

V

N

G

E

S

I

X

I

C

Q

O

P

C

R

X

E

C

Y

R

U

B

R

Q

Z

R

D

H

B

Q

J

J

N

＊Word Bank
BURN

BURY

COUCH

DEAD

DRAWER

HEARTBROKEN

MIDDLE

SORROW

TYPHOON

VILLAGE
二、Please make sentences about disasters with the above words.

學習單設計者：高桂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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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swer sheet
一、Please highlight 10 words listed in the word bank below
N
T
T
V
U
G
I
H
E
M
N
O
U
G
Y

M
E
N
Y
U
M
M
M
U
P
V
R
D
E
R

V
I
K
Y
U
G
T
C
V
O
L
C
I
S
U

＊Word Bank
BURN
DEAD
MIDDLE
VILLAGE

O
Y
D
O
A
A
R
H
S
W
Q
O
K
I
B

G
H
K
D
R
O
V
T
Z
T
S
G
R
X
R

Z
K
K
E
L
B
D
J
M
M
N
J
I
I
Q

E
X
U
K
D
E
T
Y
L
B
N
C
H
C
Z

BURY
DRAWER
SORROW

E
G
A
L
L
I
V
R
A
F
Z
S
B
Q
R

D
R
A
W
E
R
T
S
A
S
Z
L
N
O
D

I
D
E
U
M
Y
O
O
Y
E
A
B
X
P
H

Z
B
F
D
P
P
F
R
J
Z
H
O
O
C
B

E
H
Q
H
A
X
V
R
X
U
F
T
U
R
Q

Q
S
O
Q
T
E
N
O
T
N
L
O
L
X
J

W
O
F
Q
I
F
D
W
R
I
C
F
V
E
J

N
R
U
B
C
S
I
Q
O
Q
H
G
N
C
N

COUCH
HEARTBROKEN
TYPHOON

二、Please make sentences about disasters with the above words.
◎答案供參，學生可另行造句

To keep many from dying because of terrible typhoons, we
have to conserve soil and water well in our daily life.

Siaolin Village was destroyed by the mudflows and landslides
because of the heavy rain beyond the weather forecast prediction.

學習單設計者：高桂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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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Jigsaw Worksheet

※說明：
選取 921 大地震的照片 1 張（事前不要告訴學生選取哪一種天災
照片），做成拼圖（類似上圖的概念），可參考製作說明：http：
//www.photocap.com.tw/Tuition/Puzzle.htm，拼圖用來作為每節
課小組競賽的獎勵，最後全課結束時，最先拼圖成功並說出圖片
是哪種天災或是有最多片拼圖的小組獲勝。

學習單設計者：高桂懷
繪圖協助：林詩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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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Yonkoma manga Worksheet

一、Please draw “Yonkoma manga” （四格漫畫） about the theme of disaster
prevention and make sentences with adjective clauses or verb phrases.

學習單設計者：高桂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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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nkoma manga Worksheet

Answer Sheet

一、Please draw “Yonkoma manga” （四格漫畫） about the theme of disaster
prevention and make sentences with adjective clauses or verb phrases.
◎答案供參，學生可自由發揮，例如燙傷急救-沖脫泡蓋送等等。字下畫
線處是形容詞子句或是動詞片語
【室內消防栓的操作方法：按開拿拉轉】
Press
Press the alarm which is
on the upper left of the indoor
fire hydrant.

Take

Open

Please take out the

Open the door of the
indoor fire hydrant quickly.

nozzle of the fire extinguisher.

Turn

Pull
Pull out the hose that is in
the shape of z.

When you turn on the
valve, hold the hose tightly in
case it is in a hurry.

學習單設計者：高桂懷
圖片來源：https：//goo.gl/HLHvM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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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Reading Worksheet
一、Please abstract Reading in the following Five-box flow chart

學習單設計者：高桂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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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Based on the short film（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Dk0rfa4LrI）and the
relevant news, what are the possible reasons that Siaolin Village was destroyed
by a landslide during Typhoon Morakot in 2009？
□fragile geology 脆弱地質

□tornado 龍捲風

□typhoon 颱風

□landslips 山崩

□mudflows and landslides 土石流

□hailstone 冰雹

□volcanic eruption 火山爆發

□tsunami 海嘯

□torrential rain 極端大雨

□drought 乾旱

□Infectious disease 傳染病

□food shortage 糧食短缺

□nuclear disaster 核災

三、Based on the short film（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Dk0rfa4LrI）, match
the following cities and streams that are in the similar danger to Siaolin Village.
‧Qishan River（旗山溪）

Chiayi‧

‧Laonong River（荖濃溪）

Nantou‧

‧Ali Mt. River（曾文溪上游阿里山溪）

Kaohsiung‧
Pingtung‧

‧Chenyoulan River（陳有蘭溪）

Taitung‧

‧Ailiao North River（隘寮北溪）

‧Taimali River（太麻里溪）

Changhua‧

學習單設計者：高桂懷
圖片來源：https：//goo.gl/zm0hd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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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swer Sheet
一、Please abstract Reading in the following Five-box flow chart
◎答案供參，學生可自行摘要課文回答

A big typhoon came. Yuyu lost her best
friend, Wenwen.

Yuyu dreamed of Wenwen every night.

Yuyu listened to her teacher’s advice.

Yuyu wrote letters to Wenwen every day.

Yuyu moved on with her life.

學習單設計者：高桂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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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swer Sheet
二、Based on the short film（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Dk0rfa4LrI）and the
relevant news，what are the possible reasons that Siaolin Village was destroyed
by a landslide during Typhoon Morakot in 2009？
■fragile geology 脆弱地質

□tornado 龍捲風

□typhoon 颱風

■landslips 山崩

■mudflows and landslides 土石流

□hailstone 冰雹

□volcanic eruption 火山爆發

□tsunami 海嘯

■torrential rain 極端大雨

□drought 乾旱

□Infectious disease 傳染病

□food shortage 糧食短缺

□nuclear disaster 核災

三、Based on the short film（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Dk0rfa4LrI）, match
the following cities and streams that are in the similar danger to Siaolin Village.

Chiayi

‧

‧Qishan River（旗山溪）

Nantou ‧

‧Laonong River（荖濃溪）
‧Ali Mt. River（曾文溪上游阿里山溪）

Kaohsiung‧
Pingtung‧

‧Chenyoulan River（陳有蘭溪）

Taitung‧

‧Ailiao North River（隘寮北溪）

‧Taimali River（太麻里溪）

Changhua‧

學習單設計者：高桂懷
圖片來源：https：//goo.gl/zm0hd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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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Dialogue Worksheet
一、Fill in the blank in the following two pictures.

311 Earthquake

921 Earthquake

Epicenter：

Epicenter：

Magnitude：

Magnitude：

depth of

depth of

seismic focus：

seismic focus：

二、921 Earthquakes caused the Chelungpu fault（車籠埔斷層）. What is a “fault”？
What is an “active fault”？ Where are there active faults in Taiwan？

三、Which three significant earthquakes hit Taiwan in this century？

學習單設計者：高桂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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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alogue Worksheet
Answer Sheet
一、Fill in the blank in the following two pictures.

311 Earthquake

921 Earthquake

Epicenter：Pacific Ocean,
Epicenter：Chichi, Nantou

Sendai shi

Magnitude：7.3

Magnitude： 9.0

depth of

depth of

seismic focus：1.0 km

seismic focus：24.4 km

二、921 Earthquakes caused Chelungpu fault. What is a “fault”？ What is an
“active fault”？ Where are there active faults in Taiwan？
（參考資料來源 http：//e-info.org.tw/node/201976）
斷層（fault）是指岩石形成節理構造破裂後，兩側岩層發生顯著的相對位移。
斷層大小不等，大的斷層可縱貫整個岩石圈，水平則可綿延幾千公里。由於相鄰
地殼間可能會作垂直或水平相互滑動，因此在斷層處經常會發生地震。

活動斷層：過去 100,000 年內曾活動，未來可能再度活動的斷層稱為「活動斷層」

花蓮的米崙斷層、臺中的大甲斷層、雲林與嘉義的九芎坑斷層、花蓮的瑞穗斷層與
奇美斷層共五條活動斷層的地質敏感區。全國 33 條活動斷層的地質敏感區，目前
為止已公告 14 條。

三、Which three significant earthquakes hit Taiwan in this century？
1906：The 1906 Meishan earthquake 梅山地震（梅山斷層）
1935：The 1935 Shinchiku-Taichū earthquake 臺中大地震（屯仔腳斷層、獅潭斷層）
1999：The Jiji earthquake

921 大地震（車籠埔斷層）

學習單設計者：高桂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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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utterflies Were Marked + 環境承載力

教學設計型式
學習階段

設計理念

學習表現
/學習內容

學習目標

生物圈
重要名詞
環境承載力
生物多樣性
融入式環教活動、大單元統整、獨立單元
國中九年級
設計者
高桂懷
學生具備「現在完成式」的概念，透過講述教學與實例說明，
理解被動式的句型與用法，並藉由分組合作、小組競賽、口說問答
等等理解全篇課文【英-J-A2、英-J-C2】
再透過文章欣賞、新聞報導、影片欣賞，了解臺灣青斑蝶、紫
斑蝶的生態現況、青斑蝶長途遷徙的路線與可能原因，以及蝴蝶與
環境的依附關係，培養獨立思考的能力，並將環境保護與永續發展
真實實踐於生活中【英-J-A1、英-J-B1】。
英 Ac-IV-8 國中階段所學
學習 環境倫理
字詞（能聽、說、
主題
讀、寫最基本的
1200 字詞）
英 Ac-IV-9 國中階段所學
的文法句型
環 J1 了解生物多樣
英 Ac-IV-15 簡易故事的背
性及環境承載
環境
景、人物、事
力的重要性
教育
件和結局
實質 環 J3 經由環境美
議題
英 Ac-IV-17 簡易故事及短
內涵
學與自然文
文的大意
學了解自然
英 B-IV-5 人、事、時、地、
環境的倫理
物的描述及問答
價值
英 B-IV-8 引導式討論
英 D-IV-1 依綜合資訊作合
理猜測
學習活動一（Sentence Pattern）
能在不同的時態中使用被動句型。
能熟悉與活用過去分詞於句型中並改寫主動句型為被動句型。
能聽、說、讀、寫本單元所運用的句型：
Math is taught at every school.
The answers should be checked twice.
並能代換不同字彙至句型中。
The Butterflies Were
Marked＋環境承載力

教案名稱

學習
重點

生物圈、環境承載力、生物多樣性

➢
➢
➢
➢
➢
➢

學習活動二（Reading ）
1. 認識字彙並運用學過句型理解文章，並藉此了解被動式句型的
用法。
2. 理解全篇閱讀大意。
3. 學習蝴蝶遷徙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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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設備 / 資源

學習活動三（Dialogue）
1. 認識字彙並搭配對話圖片，完成對話理解。
2. 認識紫斑蝶的生態及相關護蝶措施。
教學設備：
學習活動一：電腦、投影機、PPT、動詞三態字卡、學習單、小白
板、簽字筆
學習活動二：電腦、投影機、PPT、教學光碟、thought-web 學
習單、教學光碟片、黏黏球
學習活動三：電腦、投影機、PPT、教學光碟片、5Ws 學習單、
小白板、簽字筆、黏黏球、實物投影機
教學資源：
1. 國民中學-英語教師手冊第三冊-翰林-104 學年度
2. 17 things I’m not allowed to do anymore，Jenny Offill
(Author)，Nancy Carpenter (Illustrator)（2011）。
9780375866012：Amazon.com：Books
3. National Geography Channel。檢索日期：2016.10.22。網
址：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cUUAPTlgCI
4. 交通部臺灣區國道高速公路、義守大學土木與生態工程學系
（2007）。紫斑蝶小檔案。（附件四 紫斑蝶小檔案）
5. 曾鴻儒（2007 年 3 月 30 日）
。創舉！紫斑蝶遷徙，國道讓路。
自由時報電子報。取自：http：
//blog.ilc.edu.tw/blog/blog/1000/post/2409/19441
6. 臺灣生態工法發展基金會。檢索日期：2016.10.22。網址：
http：//euploea.eef.org.tw/ec002.html
7. 文法學習單（附件一 Sentence Pattern Worksheet）
8. 5W’s 表格（附件二 5W’s Worksheet）
9. Reading 學習單（附件三 Chestnut Tiger Butterfly
Worksheet）
10. Dialogue 學習單（附件五 Purple Butterfly Worksheet）
教學活動示例

學習重點說明

學習活動一： Sentence Pattern 教學流程(略案)
1. 介紹英語繪本：
【17 things I’m not allowed to do anymore】導入 英 Ac-IV-9
被動式的概念
2. 辨識動詞三態小遊戲
3. 介紹不同時態的被動式
4. 練習主、被動句改寫
5. 小組討論並完成環保學習單【附件一 Sentence
環 J1
Pattern Worksheet】
學習活動二： Reading 教學流程(略案)
【第一節】
1. 四人異質分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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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量方法

小組競賽
紙筆測驗

2. 讀寫拼 14 個單字
(1) 運用網站 http：//www.wordle.net/create 製作
14 個單字
(2) 小組競賽拼讀單字
3. Jigsaw II 拼圖式合作學習法：
(1) 4 人異質分組，按序編 1-4 號：1 號黑馬、2 號
教練、3 號選手、4 號隊長
(2) Reading 共 4 段，每組 1 號集中到一組、每組 2
號集中到一組，以此類推。
(3) 專家小組成員合作理解自己該段的內容，教師適
時介入協助討論，該段內容討論完畢後，回到各
自的原小組，輪流擔任主講人說明該段文意與重
點
4. 運用提問或是 thought-web，確認學生理解全篇閱讀
文意
5. 完成 5W’s 的表格【附件二 5W’s Worksheet】

英
英
英
英
英
英

【第二節】
1. 觀賞國家地理頻道影片：青斑蝶、紫斑蝶（影片長9 環
分33秒）https：//www.youtube.com/watch？
環
v=TcUUAPTlgCI
2. 藉由觀看影片，加強學生對全篇閱讀內容的理解
3. 教師輔助說明陽明山的地形與氣候，對於蝴蝶生態的
合適性，請學生紀錄影片中提到青斑蝶台日長途遷徙
的可能原因小組討論氣候、風向、對比候鳥南飛習性
、蝴蝶體積重量等等對遷徙的影響，教師適時介入協
助，增進了解氣候與蝴蝶生活習性對遷徙的影響。
4. 完成學習單【附件三 Chestnut Tiger Butterfly
Worksheet】
5. 小組分享
學習活動三： Dialogue 教學流程(略案)
1. 四人異質分組
2. 讀寫拼 14 個單字
3. 運用網站 http：//www.wordle.net/create 製作 14
個單字
小組競賽拼讀單字
4. 引用新聞「國道讓蝶道」http：//euploea.eef.org.tw/
及照片引起動機
5. 閱讀交通部臺灣區國道高速公路
局、義守大學土木與生態工程學系
（2007）「紫斑蝶小檔案」，認
識紫斑蝶種類和國內蝴蝶遷徙的
時程與路線
6. 適時補充美洲帝王斑蝶也有長程遷徙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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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
英
英
英
英

環
環

Ac-IV-8
Ac-IV-15
Ac-IV-17
B-IV-5
B-IV-8
D-IV-1

J1
J3

Ac-IV-8
Ac-IV-15
Ac-IV-17
B-IV-5
B-IV-8

J1
J3

小組競賽
口說回答

口說發表

小組競賽
課堂表現
口說發表

7.

請學生查詢何謂「生態廊道」，並請各小組討論有哪
些措施可以幫助蝴蝶們安全遷徙
8. 播放課文CD並說明對話重點
9. 學生配對唸課文
10. 完成學習單【附件四Purple Butterfly Worksheet】

延伸參考：
➢

臺灣蝴蝶保護協會網址：
http://www.butterfly.org.tw/newspaper_detail.php?sn=1422

➢

「臺灣永續發展宣言」。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全球資訊
網。取自：
http://nsdn.epa.gov.tw/NSDN/CH/PAPERS/DEVELOPMENT.htm

➢

臺灣生態工法發展基金會。檢索日期：2016.10.22。網址：
http://euploea.eef.org.tw/

➢

2014/12/28 美麗！帝王斑蝶大遷徙 墨西哥拼保育【大千世界】
蝴蝶｜Monarch butterflies｜黑脈金斑蝶｜大樺斑蝶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xfyTDIQMV4

➢

2009/03/25 奇！五億隻帝王斑蝶 四千里驚人遷徙
http://www.epochtimes.com/b5/9/3/25/n2473571.htm

➢

佐藤英治（2007）。青斑蝶遷徙之謎。臺中：晨星出版社。

➢

紫斑蝶小檔案(交通部臺灣區國道高速公路局、義守大學土木與
生態工程學系線上資源)
https://www.freeway.gov.tw/UserFiles/File/Technical/%E7%B4%A
B%E6%96%91%E8%9D%B6%E5%B0%8F%E6%AA%94%E6%
A1%88.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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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Sentence Pattern Worksheet

一、Identify the following sentences：mark active sentences 「A」and passive
sentences 「P」
【 】We have to care about our living environment and keep Formosan green.
【 】Today’s climate change should be caused by the global warming.
【 】Food shortage brings people wars, famine and illnesses.
【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Law was set up in 1979.
【

】Taiwan is located on the seismic belt, so earthquakes hit Taiwan a lot.

二、Taiwan is a small island with a wild diversity of life, like over 300 kinds of butterflies,
leopard cats（石虎）, Formosan landlocked salmons（櫻花鉤吻鮭） and so on.
Look at the pictures and make sentences with passive voice.
1.

2.

3.

◎Extra points：Please write down or draw one thing which you aren’t
allowed to do about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學習單設計者：高桂懷
繪圖協助：林詩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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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ntence Pattern Worksheet
Answer Sheet
一、Identify the following sentences：mark active sentences 「A」and passive
sentences 「P」
【A】We have to care about our living environment and keep Formosan green.
【P】Today’s climate change should be caused by the global warming.
【A】Food shortage brings people wars, famine and illnesses.
【P】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Law was set up in 1979.
【A、P】Taiwan is located on the seismic belt, so earthquakes hit Taiwan a lot.
二、Taiwan is a small island with a wild diversity of life, like over 300 kinds of butterflies,
leopard cats（石虎）, Formosan landlocked salmons（櫻花鉤吻鮭） and so on.
Look at the pictures and make sentences with passive voice.
1.

Two butterflies are/were caught by Tom.
2.

A leopard cat was killed by a car over speed limit.
3.

Formosan landlocked salmons have been recovered in Chichiawan Stream(七家灣
溪).

◎Extra points：Please write down or draw one thing which you aren’t
allowed to do about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答案供參
When I take a bath, I shouldn’t immerse myself in a warm bath. It wastes a lot of water.

學習單設計者：高桂懷
繪圖協助：林詩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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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5W’s Worksheet

※ Five W’s：Answer the questions according to the reading
Who was there？

What happened？

Where did it happen？

When did it happen？

How did it happen？

Why did it happen？

學習單設計者：高桂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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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W’s Worksheet
Answer Sheet

※ Five W’s：Answer the questions according to the reading
◎學生可直接以課文文句回答或理解課文後自行闡述

Who was there？
Li Xinde, a student from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was there.

What happened？
To find the answer to where the butterflies found in May and June in
Yangmingshan went, Li marked 4000 butterflies in June, 2000 to track them.

Where did it happen？
4000 butterflies were marked in Taiwan and one of them was caught in Japan.
Also a butterfly with the mark “SOA118” released in Japan was collected in Pingtung
in Taiwan.

When did it happen？
The butterflies were marked in June, 2000 in Taiwan and soon one was caught
in July in Japan. After that, one chestnut tiger butterfly with the mark “SOA118” was
also collected in November 2001 in Taiwan.

How did it happen？
A man in Japan caught a butterfly marked with numbers and letters. He post
the picture on the Net and was told it came from Taiwan. The news surprised many
people because very few people knew butterflies could flew across the ocean like
wild geese. Likewise, a chestnut tiger butterfly was released from Osaka, Japan and
found in Pingtung, Taiwan. It means chestnut tiger butterflies can fly to and fro
between Taiwan and Japan, 2300 kilometers.

Why did it happen？
Li Xinde wanted to find the answer to where the butterflies found in May and
June in Yangmingshan went.

學習單設計者：高桂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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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Chestnut Tiger Butterflies Worksheet

一、In your opinion, why is Yangmingshan National Park a good place for the
butterflies？（either in English or Chinese）

二、According to the short film（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cUUAPTlgCI）,
check what the possible reasons for the immigration of chestnut butterflies are.
□Weigh

□Food

□Climate

□Number

□Height

□Airflow

□Windstorm

□Monsoon

學習單設計者：高桂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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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stnut Tiger Butterflies Worksheet
Answer Sheet
◎答案供參。學生可以環教、生態角度闡述
一、In your opinion, why is Yangmingshan National Park a good place for the
butterflies？（either in English or Chinese）
陽明山國家公園位處臺北盆地北緣，面積約 11,338 公頃。海拔高度自
200 公尺至 1,120 公尺範圍不等。陽明山國家公園因受緯度及海拔之影響，
氣候分屬亞熱帶氣候區與暖溫帶氣候區，且季風型氣候極為明顯。
陽明山國家公園多樣的地形及繁茂的植被，提供了各種動物絕佳的覓
食、活動和棲息場所，進而孕育了豐富的動物群聚。陽明山地區每屆春、
夏季之 5 月至 8 月，常見炫麗斑斕的蝶群出現在不同類型的環境，尤其各
山頂草原區之青斑蝶類，更常成百上千地隨著氣流日日重覆上演著群蝶飛
舞的壯觀景象；除了斑蝶類外，引人注目的鳳蝶在本區內亦有多量分佈，
而以大鳳蝶、大紅紋鳳蝶、烏鴉鳳蝶和黑鳳蝶較為易見。夏日的蟬、秋夜
的螽斯和其他數以千計的昆蟲，更豐富了陽明山國家公園的生物多樣性。

二、According to the short film, check what the possible reasons for the migration of
chestnut tiger butterflies are.
■ Weigh

□Food

■ Climate

□Number

■ Height

■ Airflow

□Windstorm

■ Monsoon

學習單設計者：高桂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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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Purple Butterflies Worksheet

一、This is a life cycle of a chestnut tiger butterfly. Arrange the pictures in order.

（A）
Ans.：

（B）

（C）

（D）

二、Draw the migration route for purple butterflies in Taiwan and write down the
months of their migration.

◎ Migration period：
圖片來源:
https://goo.gl/17u1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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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goo.gl/IwRxA8

三、Please read the information（http：//euploea.eef.org.tw/ec002.html）. How can we
help prevent the purple butterfly roadkill from happening？（either write or draw）

學習單設計者：高桂懷

172

Purple Butterflies Worksheet

Answer Sheet

一、This is a life cycle of a chestnut tiger butterfly. Arrange the pictures in order.

（A）
Ans.：

（B）

（C）
B → A → D → C

（D）

二、Draw the migration route for purple butterflies in Taiwan and write down the month
period of their migration.

◎ Migration period：

Early-March and early- April &

late-May and mid-June
學習單設計者：高桂懷
圖片來源:
https://goo.gl/17u1Dy
https://goo.gl/IwRxA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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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Please read the information（http：//euploea.eef.org.tw/ec002.html）. How can we
help prevent purple butterfly roadkill from happening？（either write or draw）

一、紫蝶遷移尖峰時段封閉北上外側車道（roadway close down）
紫斑蝶遷移量達到每分鐘 300 隻以上時，進行北上外側車道的封閉工
作。封閉範圍約為國道三號北上 251K~253K 外側車道；封閉期間利用資訊
可變標誌（CMS）及相關交通標誌提醒用路人依正常車速行駛避免影響蝴
蝶遷移，並勿驟然停車或減速觀看，更不可以停駐路肩。
二、防護網試驗（protection net）
紫斑蝶在遭遇清水溪橋穿越高速公路護欄後，若未提升飛行高度，容
易與外側車道的車輛，尤其是大貨車衝突，因此建議設置防護網，以誘導
紫斑蝶飛越高速公路時提高飛行的高度，減少紫斑蝶與交通車流的衝突。

三、植栽導引（plant guidance）
高速公路路堤上的植栽，亦可有效提升紫斑蝶的飛行高度，且路
堤邊坡的斜率，也有微氣候地形引導的上昇氣流助於蝴蝶飛行。
四、橋下晝光燈管導引遷移試驗（under-bridge light guidance）
為舒緩紫斑蝶流量，可增加橋下空間亮度，導引部分紫斑蝶由橋
梁下方通過，降低蝴蝶與高速公路車流的衝突，但歷經生物學家兩年
的觀察與試驗發現：晝光燈管所發出之光波與日光性質似乎並不相
同，晝光燈亦無法模擬昆蟲感知之日光強度與波長，所以成效有待改
善。

學習單設計者：高桂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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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 Your Diet Saving the Earth? + 能源資源永續利用

教案名稱
教學設計型式
學習階段

設計理念

環境成本

Is Your Diet Saving the
Earth？ +能源資源永續利
重要名詞
環境成本
用
融入式環教活動、大單元統整、獨立單元
高中（10 年級）
設計者
王傳明
「環 U13 了解環境成本、汙染者付費、綠色設計及清潔生產機
制。」可以融入高中英文課程中「生態環境」、「汙染」、「綠
色生活」等為主題的單元；教師在課程主題教學後，融入「環境
成本」之環境教育議題，學生透過討論、報告、寫作，練習表達
及相關單字、句型，同時也了解「環境成本」的意義，更進一步
降低生活中各種行為的環境成本。
本課（高級中學-英文課本第二冊第三課-龍騰-105）Is Your Diet
Saving the Earth？探討飲食選擇對於環境的影響；課文中提到減
少肉食（eating less meat）、食用當地食材（eating local
foods）、食用當季食材（eating seasonal foods）等，主題與
語言內容均有助於討論「環境成本」。
學生（10 年級下學期）應已認識並能使用基礎 2500 至 3000 英
文單字，並能使用已學過的英文常用句型，以口說和書寫進行描
述及提出想法。

學習
重點

學習表現
/學習內容

融入的時機為課文、詞彙、文法教學完成後，如此能鼓勵學生在
學習、思考環境成本相關主題時，能使用本課相關的字詞及句子
結構。
英 Ac-Ⅴ-5 生活用語
學習
英 Ac-Ⅴ-6 高中階段所學字
能源資源永續利用
主題
詞（字頻最高的 4,500 字詞）
英 Ad-Ⅴ-7 高中階段所學的
環 U13 了解環境
結構
成本、汙染者付費、
英 Ae-Ⅴ-16 不同體裁、不
綠色設計及清潔生
同主題之文章
產機制。
英 Ae-Ⅴ-15 工具書（如百 環境
科全書）或其他線上資源
教育
英 B-Ⅴ-6 引導式討論
議題 實質
英B-Ⅴ-13 談話或短文的
內涵
摘要
英 D 思考能力
英 D-Ⅴ-7 不同資訊的評
估，及合理判斷或建議的提
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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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活動一：新單字、片語教學及練習
1. 能記得新單字和片語的涵義及用法
2. 能讀懂新單字和片語部分的例句
3. 能利用新單字和片語陳述事實或意見
4. 能找出「生態環境」、「汙染」、「綠色生活」等「環境成本
」的相關單字。
學習活動二：新句型教學及練習
1. 能讀懂新句型
2. 能使用新句型，完成句型練習

學習目標

學習活動三：課文閱讀及討論
1. 能瀏覽通篇課文，找出主旨
2. 能找出課文中特定資訊
3. 能歸納課文內容要點
4. 能在課文中找出「生態環境」、「汙染」、「綠色生活」等「
環境成本」的相關句子
學習活動四：了解「環境成本」的意義，並思考在生活各方面降
低「環境成本」的方式
1. 能以英文簡單定義「環境成本」(Environmental Cost)
2. 能看懂圓餅圖所示的各種「環境成本」，加以描述最大、最小
、相似等區塊
3. 能利用課文內容及其他知識，想出如何減少各項「環境成本」
的方法
教學設備：
學習活動一（新單字、片語教學及練習）：CD播放機、黑板
學習活動二（新句型教學及練習）：黑板
學習活動三（課文閱讀及討論）：黑板
學習活動四（了解「環境成本」的意義，並思考在生活各方面降
低「環境成本」的方式）：可上網的電腦、、投影機

教學設備 / 資源

教學資源：
1. 高級中學-英文課本第二冊第三課-龍騰-105
2. 環境資訊中心：工業化畜牧業全球報告 http：
//e-info.org.tw/node/102951
3. 環境資訊中心：「食」在環保系列專題 http：
//e-info.org.tw/column/eco-dining
4. Johns Hopkins Center for a Livable Future http：
//www.foodsystemprimer.org/food-production/food-a
nd-climate-change/
5. IELTS Buddy： Online IELTS Preparation http：
//www.ieltsbuddy.com/ielts-pie-chart.html
6. IELTS Mentor： Vocabulary For Academic IELTS Wri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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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Task 1 (part 1) http：
//www.ielts-mentor.com/48-ielts-vocabulary/vocabular
y-for-academic-ielts-writing-task-1/528-vocabulary-for
-academic-ielts-writing-task-1-part-1
學習單及參考答案：Work Sheets： Describing A Pie Chart
and Thinking of Solutions

教學活動示例

學習重點說明

學習活動一：新單字、片語教學及練習
1. 教師帶讀或播放單字朗讀CD，請學生跟讀。
2. 教師說明新單字、片語的用法。
3. 教師請學生朗讀例句，並依例句內容提問，確認句意
理解。
4. 能找出「生態環境」、「汙染」、「綠色生活」等「
環境成本」的相關單字。
5. 例如：global warming / recycling / consumer
behavior / methane / carbon dioxide / meat
production / local (foods) / seasonal / (lower the)
burden / in season /

英 Ac-Ⅴ-5
英 Ac-Ⅴ-6

評量方法
課堂表現
及紙筆測
驗

環 U13

英 Ad-Ⅴ-7

課堂表現
及紙筆測
驗
課堂表現
及紙筆測
驗

學習活動二：新句型教學及練習
1. 教師介紹新句型結構。
2. 教師指示學生完成句型練習。

英 Ae-Ⅴ-16

學習活動三：課文閱讀及討論
1. 教師指示學生瀏覽課文並找出課文主旨。
2. 教師依課文中的特定資訊提問。
3. 教師指示學生歸納課文各段落的要點。
4. 教師指示學生在課文中找出「生態環境」、「汙染」
、「綠色生活」等「環境成本」的相關句子。
例如：We can solve the problem by saving energy
and recycling resources / Changing our diet can
also help stop global warming. / We can simply
choose to eat more vegetables and less meat. /
All farm animals, such as cows and pigs, release
methane from their bodies. / Meat production
affects the environment through the use of
water and land. / We should eat local foods. / We
should choose seasonal foods. 等。
學習活動四：了解「環境成本」的意義，並思考在生活各
方面降低「環境成本」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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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 U13

英 B-Ⅴ-13
英 Ae-Ⅴ-15
環 U13

課前準備：
1. 教師(透過班級網站或社交群組)提供描寫「圓餅圖」 環 U13
的相關用語及句型：IELTS Buddy： Online IELTS
英 B-Ⅴ-6
Preparation; IELTS Mentor： Vocabulary For
英 D-Ⅴ-7
Academic IELTS Writing Task 1
2. 教師(透過班級網站或社交群組)提供「環境成本」的
相關單字：環境資訊中心專欄：畜牧業；環境資訊中
心專欄：「食」在環保系列專題
課程進行：教師指示學生討論學習單的內容。
1. 教師提供介紹「食物生產與氣候變遷相關性」的網站
：Johns Hopkins Center for a Livable Future http
：
//www.foodsystemprimer.org/food-production/
food-and-climate-change/

(學習單
一)
課堂表現
(參與討
論)
學習單評
分

2.

教師提示以網頁上的Food system contributes to
climate change (食物系統造成氣候變遷)為重點，透
過討論完成「學習單一」(附件一)。(20分鐘)
環 U13
英 B-Ⅴ-6
英 D-Ⅴ-7

討論第一題：Which food makes up the largest
percentage of the total greenhouse gas
emission？
哪種食物構成溫室氣體排放最大的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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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第二題：Which makes up the smallest
percentage of the total amount of
greenhouse gas？
哪種食物構成溫室氣體排放最小的百分比？
討論第三題：Of all the foods, which ones belong
to the category of “animal products”？
What percentage of the greenhouse gas
emission do they make up in total？
在這些種食物之中，哪些可分類為「動物製品」？
它們總共佔了溫室氣體的百分比是多少？
(視情況)討論第四題：(optional) Can you make
more comparisons？
可以做出其他的比較嗎？
討論第五題：What can be a reasonable conclusion
of the analysis above？
上述分析合理的結論是什麼？
討論第六題：Would you change your diet based
on what you’ve learned from the pie
chart？ Why or why not？
你會根據從這張圓餅途中學到的知識，而改變你
的飲食嗎？為什麼？

3.

教師發下「學習單二」(附件二)為作業
(題目及參考答案如附件二學習單之後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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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單
二)書面作
業或社交
媒體分享

附件一：環境成本學習單一
環境成本學習單一
附件一：綠建築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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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單一參考答案
Red meat accounts for the largest percentage of the greenhouse gas emission at 30
percent, slightly less than one third of the total amount.

At 11 percent, cereals and carbs make up the smallest portion of the total (only about
one third of the amount produced by red meat).
Red meat, dairy, and chicken, fish and eggs are “animal products.” Together, they
make up 58 percent of the greenhouse gas emission, well over half of the total
amount.
Cereals and carbs make up the same percentage as fruits and vegetables, both at 11
percent. And these two categories are both “plant-based” foods. / The second
largest sector represents beverages, sweets, oils, and others. They account for 21
percent of greenhouse gas emission, almost twice as much as either of the
“plant-based” foods would account for.
In general, animal products are not good in terms of greenhouse gas emission (and
should perhaps be consumed less often, or not at all). //Processed foods like
beverages, sweets, and oil are big contributors to greenhouse gas emission, and
should be ditched as w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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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環境成本學習單二
附件二：綠建築學習
環境成本學習單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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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單二參考答案
Energy supply makes up the largest percentage of greenhouse gas emission (with more
than a quarter of the total amount at 28 percent).
Waste accounts for the smallest percentage of greenhouse gas emission (with
less than a tenth of the total amount at 7 percent).
Industry, livestock, and transport contribute to almost the same amount of greenhouse
gas emission, with livestock and transport both at 18 percent and industry at 19 percent.
In other words, each of the three categories makes up roughly a fifth of the total
greenhouse gas emission, and together they make up 60 percent.

Energy supply： Given the choices, I will choose to buy “green electricity.” For
example, it is said that the government will allow people to choose which kind of
electricity to support, and I will definitely choose “hydroelectricity” or “wind
power” over “fossil fuel power.”
Industry： I can try to reject consumerism and buy only things that I need, rather than
those I want. / I can choose products that have been certified to be eco-friendly by
the authorities. / I will stop using disposable items like plastic tableware or paper
cups or straws and use the more durable alternatives instead.
Livestock： I can adopt a vegetarian diet, or even a vegan one! It doesn’t seem too
difficult to find vegetarian restaurants here in Taiwan. / There are vegan versions of
almost everything, including vegan sausage, vegan cake, vegan meatballs, and
vegan ice cream! / I guess I can take meat, dairy, and eggs out of my diet and
reduce the amount of greenhouse gas emission by livestock.
I will take a bus or a train instead of a private car. / I will buy a hybrid car that
consumes less gas. / I will buy a small vehicle rather than a big one like a SUV.
I will turn off household appliances when I am not using them. / I will choose
appliances that are more energy-efficient even though at first they may cost a little
bit more.
When my household items are broken I will try to have them fixed first rather than
throw them away and buy new ones. This way, I won’t have to dispose of t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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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hting the Banana War + 永續發展

教案名稱
教學設計型式
學習階段

設計理念

公平貿易、永續消費

Fighting the Banana War
公平貿易
重要名詞
+永續發展
永續消費
融入式環教活動、大單元統整、獨立單元
高中（12 年級）
設計者
王傳明
「環 U4 思考生活品質與人類發展的意義，並據以思考與永續發
展的關係」可以融入高中英文課程中「永續」、「環保」等為主
題的單元；教師在課程主題教學後，可融入「公平貿易」與「永
續消費」之環境教育議題，學生透過討論、報告練習表達及使用
相關單字、句型，同時也思考「公平貿易」與「永續消費」的意
義，並透過實際行動加以支持。
高級中學-英文課本乙版第四冊第四課-三民-105 課文中提到 Fair
Trade、Costa Rica farmers 等，主題與語言內容均有助於討論「公
平貿易」與「永續消費」。
學生應已認識並能使用基礎 4000 英文單字，並能使用已學過的
英文常用句型，進行描述及提出想法。
融入的時機為課文、詞彙、文法教學完成後，如此能鼓勵學生在
學習、思考「公平貿易」與「永續消費相關主題時，能使用本課
相關的字詞及句子結構。

學習
重點

學習表現
/學習內容

學習目標

英 Ac-Ⅴ-5 生活用語
學習
英 Ac-Ⅴ-6 高中階段所學字
主題
詞（字頻最高的 4,500 字詞）
英 Ad-Ⅴ-7 高中階段所學的
結構
英 Ae-Ⅴ-15 工具書（如百
科全書）或其他線上資源
環境
英 Ae-Ⅴ-16 不同體裁、不
教育
同主題之文章
實質
議題
英 B-Ⅴ-6 引導式討論
內涵
英 B-Ⅴ-14 不同體裁、不同
主題文章之賞析心得
英 D 思考能力
英 D-Ⅴ-7 不同資訊的評
估，及合理判斷或建議的提
供
學習活動一：新單字、片語教學及練習
1. 能記得新單字和片語的涵義及用法
2. 能讀懂新單字和片語部分的例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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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發展
環 U5 採行永續消費
與簡樸生活的生活
型態，促進永續發
展。

3.
4.

能利用新單字和片語陳述事實或意見
能找出「永續」、「環保」的相關單字。

學習活動二：新句型教學及練習
1. 能讀懂新句型
2. 能使用新句型，完成句型練習
學習活動三：課文閱讀及討論
1. 能瀏覽通篇課文，找出主旨
2. 能找出課文中特定資訊
3. 能歸納課文內容要點
4. 能在課文中找出「永續」、「環保」的相關句子。
學習活動四：認識並實踐「公平貿易」與「永續消費」的概念
1. 能以英文簡單定義「公平貿易」與「永續消費」
2. 能向家人、朋友等宣導「公平貿易」與「永續消費」
3. 能在社交媒體上分享「公平貿易」與「永續消費」訊息
4. 能以消費行為支持「公平貿易」與「永續消費」
教學設備：
學習活動一（新單字、片語教學及練習）：CD播放機、黑板
學習活動二（新句型教學及練習）：CD播放機、黑板
學習活動三（課文閱讀及討論）：CD播放機、黑板
學習活動四（認識並實踐「公平貿易」與「永續消費」的概念）
：可上網的電腦、投影機

教學設備 / 資源

教學資源：
1. 高級中學-英文課本乙版第四冊第四課-三民-105
2. Rainforest Alliance http：
//www.rainforest-alliance.org/marketing/awareness
3. Rainforest Alliance http：//www.rainforest-alliance.org/
4. Youtube：Take a step for Fair Trade https：
//www.youtube.com/watch？v=J60mvcp_Q_E (2：30)
5. Youtube：Fair Trade： Improve Lives https：
//www.youtube.com/watch？v=4tvLHDxv4B4 (2：05)
6. Youtube：為什麼要公平貿易-你不可不知道的事情 https：
//www.youtube.com/watch？v=ppfA4UwM7Vg (3：23)
7. Work Sheet：Fair Tr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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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活動示例

學習重點說明

學習活動一：新單字、片語教學及練習
1. 教師帶讀或播放單字朗讀CD，請學生跟讀。
2. 教師說明新單字、片語的用法。
3. 教師請學生朗讀例句，並依例句內容提問，確認句
意理解。
4. 教師指示學生在新字中找出「永續」、「環保」的
相關單字。
例如：pest / boost / harvest / spray /
infertility / ban / yield / poison / deform
/ mutation / ecologically

英 Ac-Ⅴ-5
英 Ac-Ⅴ-6
環 U5
英 Ad-Ⅴ-7

英 Ae-Ⅴ-15
環 U5

英 Ae-Ⅴ-15
環 U5

I felt a burning desire to tell consumers about
the misery suffered by people like Maria and
Juan in order to make it possible for consumers
to be able to put cheap fruit into their shopping
cart.
學習活動四：認識並實踐「公平貿易」與「永續消費」
的概念
課前準備：
1. 教師(透過班級網站或其他社交媒體)提供介紹「公平 英 B-Ⅴ-6
貿易」與「永續消費」的網站：
英 D-Ⅴ-7
(1) Rainforest Alliance http：
環 U5
//www.rainforest-alliance.org/marketing/a
wareness
(2) Rainforest Alliance http：
//www.rainforest-alliance.org/
(3) Youtube： Take a step for Fair Tr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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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表現
及紙筆測
驗

英 Ae-Ⅴ-16

學習活動二：新句型教學及練習
1. 教師介紹新句型結構。
2. 教師指示學生完成句型練習。

學習活動三：課文閱讀及討論
1. 教師指示學生瀏覽課文並找出課文主旨。
2. 教師依課文中的特定資訊提問。
3. 教師指示學生歸納課文各段落的要點。
4. 教師指示學生在課文中找出「永續」、「環保」的
相關句子。
例如：The boy was severely deformed....And it
had all been caused by his father’s constant
exposure to DBCP.

評量方法

課堂表現
及紙筆測
驗

課堂表現
及紙筆測
驗

(口頭或紙
筆測驗)

2.
3.

https：//www.youtube.com/watch？
v=J60mvcp_Q_E (2：30)
(4) Youtube： Fair Trade： Improve Live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
v=4tvLHDxv4B4 (2：05)
(5) Youtube： 為什麼要公平貿易-你不可不知道
的事情 https：
//www.youtube.com/watch？
v=ppfA4UwM7Vg (3：23)
教師指示學生於下節課前看過上述影片，並預先告
知會依據影片內容提問。
教師發下「學習單」，指示學生於課前先對內容進
行了解，以利下節課堂的討論。

課程進行：
1. 教師指示學生討論「學習單」的內容、填寫空格並
回答問題。(20分鐘)

(學習單一)
How can Fair Trade help with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improve farmers’ lives and the
quality of products？
(1) Fair Trade helps with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because
教師亦可逐步引導，例如問學生：What do poor
farmers use to increase their productivity？
(chemicals; herbicides; insectcides) Are they good
for h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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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表現
(參與討
論)
學習單評
分

(2) Fair Trade improves farmers’ lives because
教師亦可逐步引導，例如問學生：What can farmers do
now that they are making more money because of
Fair Trade？
(3) Fair Trade improves the quality of products
because
教師亦可逐步引導，例如問學生：Is it possible that any
products can be certified by Fair Trade？ How can
products get certified？

(學習單二)
(1) Name some examples of Fair Trade certified
products：
教師可提示學生根據影片內容及學習單上的插圖來回
答。
(2) Try to find products with the Fair Trade label on
them in the local markets, and take pictures of them
if possible. Compare their prices with those of other
products without the label.

教師可鼓勵學生上網搜尋或實地到在地店家詢問、找尋。
(3) Are you willing to pay a little bit more for the
certified products？ Why or why not？
(教師鼓勵學生表達自己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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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公平貿易學習單一
環境教育融入高中英文 [主題：公平貿易學習單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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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公平貿易學習單二

環境教育融入高中英文 [主題：公平貿易學習單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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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答案

學習單一
Fair Trade helps with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because with a better income, the farmers
are less likely to engage in dangerous, unhealthy ways of production.
Fair Trade helps with farmers’ lives because it is intended to make sure that farmers can
get a fair price for their products; with more money, farmers and their families can get
better education, medical care, machinery, etc. to improve their life quality in general.
Fair Trade helps with the quality of products because products have to meet high
standards to be certified by Fair Trade.

學習單二
(1) coffee and tea / cocoa / herbs and spices / cotton / sugar / produce (including
bananas)
(2) At least two types of coffee beans sold in Costco are certified by Fair Trade.
(3) Yes. I want to reduce the negative impact my consumption may have on the planet and
the farmers. Even though the certified products may be a little more expensive, I think
I will choose them over other products whenever they are avail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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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譯：
學習單一
「公平貿易」如何有助於環境保護，並改善農夫生活和產品品質？
「公平貿易」有助於環境保護，因為(參考答案)有更佳的收入，農夫就較不會採用危險、
不健康的生產方式。
「公平貿易」改善農夫生活，因為(參考答案)公平貿易被用以確保農夫的產品能賣出合
理的價格；收入增加了，農夫及他們的家人就可獲得較好的教育、醫療、機具等，來改
善整體的生活。
公平貿易改善產品品質，因為(參考答案)產品需要符合高的標準才能獲得「公平貿易」
的認證。
學習單二
說出「公平貿易」認證的產品：(參考答案)咖啡和茶/可可/香草及辛香料/棉花/糖/
農產品(包含香蕉)。
試著從在地的市場找到有「公平貿易」標示的產品，可以的話將商品拍照。比較它
們與其他產品的價格。(參考答案)在好市多至少有兩款的咖啡豆是「公平貿易」認
證的。它們的確比部分的商品貴，但仍是可負擔的價格。
你願意多花一點錢購買受認證的產品嗎？為什麼？(參考答案)是的，我想要減少我
的消費對於地球和農夫們的負面影響。即使受認證的產品稍微較貴，我認為只要
買得到，我就會選擇它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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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hting the Banana War + 永續發展

教案名稱
教學設計型式
學習階段

設計理念

公平貿易、永續消費

Hotter in the City＋能源資
重要名詞
綠建築
源永續利用(熱島效應)
融入式環教活動、大單元統整、獨立單元
高中（12 年級）
設計者
王傳明
「環 U15 了解因地制宜及友善環境的綠建築原理」可以融入高中
英文課程中「建築」、「永續」、「能源」、「環保」等為主題
的單元；教師在課程主題教學後，融入「綠建築」之環境教育議
題，學生透過討論、報告練習表達及相關單字、句型，同時也思
考「綠建築」的原理、優點、設計等。
本課（高級中學-英文課本第五冊第六課-三民-105）Hotter in the
City 探討 UHI（熱島效應），課文中提到建築材料（concrete）、
熱傳導方式（convection）等，主題與語言內容均有助於討論「綠
建築」。
學生應已認識並能使用基礎 4000 英文單字，並能使用已學過的
英文常用句型，進行描述及提出想法。

學習
重點

學習表現
/學習內容

學習目標

融入的時機為課文、詞彙、文法教學完成後，如此能鼓勵學生在
學習、思考綠建築相關主題時，能使用本課相關的字詞及句子結
構。
英 Ac-Ⅴ-5 生活用語
學習 能源資源永續利用
英 Ac-Ⅴ-6 高中階段所學字
主題
詞（字頻最高的 4,500 字詞）
環 U15 了解因地制
英 Ad-Ⅴ-7 高中階段所學的
宜及友善環境的綠
結構
建築原理。
英 Ae-Ⅴ-16 不同體裁、不
環境
同主題之文章
教育
英 Ae-Ⅴ-15 工具書（如百
實質
議題
科全書）或其他線上資源
內涵
英 B-Ⅴ-6 引導式討論
英 D 思考能力
英 D-Ⅴ-7 不同資訊的評
估，及合理判斷或建議的提
供
學習活動一：新單字、片語教學及練習
1. 能記得新單字和片語的涵義及用法
2. 能讀懂新單字和片語部分的例句
3. 能利用新單字和片語陳述事實或意見
4. 能找出「建築」、「永續」、「能源」、「環保」的相關單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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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活動二：新句型教學及練習
1. 能讀懂新句型
2. 能使用新句型，完成句型練習
學習活動三：課文閱讀及討論
1. 能瀏覽通篇課文，找出主旨
2. 能找出課文中特定資訊
3. 能歸納課文內容要點
4. 能在課文中找出「建築」、「永續」、「能源」、「環保」
的相關句子
學習活動四：認識並實踐「綠建築」的概念
1. 能以英文簡單定義「綠建築」
2. 能以英文說出建築物的構造名稱
3. 能以英文說明如何使現有建築物更接近「綠建築」的標準
教學設備：
學習活動一（新單字、片語教學及練習）：CD播放機、黑板
學習活動二（新句型教學及練習）：黑板
學習活動三（課文閱讀及討論）：黑板
學習活動四（認識並實踐「綠建築」的概念）：可上網的電腦、
、投影機
教學設備 / 資源

教學資源：
1. 高級中學-英文課本第五冊第六課-三民-105
2. 臺灣綠建築發展協會 http：//www.taiwangbc.org.tw/
3. Building Vocabulary - Learn English Vocabulary http：
//www.learnenglish.de/vocabulary/buildings.html
4. Words for Going Green http：
//www.words-to-use.com/words/going-green/
5. 學習單及參考答案：Work Sheets： Green Building

教學活動示例

學習重點說明

評量方法

學習活動一：新單字、片語教學及練習
1. 教師帶讀或播放單字朗讀CD，請學生跟讀。
2. 教師說明新單字、片語的用法。
3. 教師請學生朗讀例句，並依例句內容提問，確認句
意理解。
4. 教師指示學生在新字中找出「建築」、「永續」、
「能源」、「環保」的相關單字。
例如：centigrade / generate (heat) / reflect

英 Ac-Ⅴ-5
英 Ac-Ⅴ-6

課堂表現
及紙筆測
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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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 U15

英 Ad-Ⅴ-7

(light) / trap (heat) / emission / urban heat
island /concrete jungle

英 Ae-Ⅴ-16

環 U15
學習活動二：新句型教學及練習
1. 教師介紹新句型結構。
2. 教師指示學生完成句型練習。

英 Ae-Ⅴ-15
環 U15

學習活動三：課文閱讀及討論
1. 教師指示學生瀏覽課文並找出課文主旨。
2. 教師依課文中的特定資訊提問。
3. 教師指示學生歸納課文各段落的要點。
4. 教師指示學生在課文中找出「建築」、「永續」、
「能源」、「環保」的相關句子。
例如：…city dwellers flee to the countryside to
cool off during the heat of summer. / Air
conditioning, for example, can raise
temperatures by more than 1°C. / Concrete
jungles store more heat during the day…/ There
is also often less reflectiveness in cities, which
causes them to absorb more of the sun’s heat.

課堂表現
及紙筆測
驗

課堂表現
及紙筆測
驗

環 U15
英 B-Ⅴ-6
英 D-Ⅴ-7

學習活動四：認識並實踐「綠建築」的概念
課前準備：
1.

2.

教師(透過班級網站或社交群組)提供「建築結構」的
相關單字： Building Vocabulary - Learn English
Vocabulary http：
//www.learnenglish.de/vocabulary/buildings.ht
ml (附件三)
教師(透過班級網站或社交群組)提供「環保生活」的
相關單字：Words for Going Green http：
//www.words-to-use.com/words/going-green/
(附件三)

課程進行：教師指示學生討論學習單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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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單一
課堂表現
參與討論
學習單評
分

1.

教師提供介紹「綠建築」的網站：臺灣綠建築發展
協會英文版網頁http：
//www.taiwangbc.org.tw/en

2.

教師提示以網頁上的History/Photos(歷史/照片)和
Case Study(案例研究)為重點；並請學生找出「
[Beitou] Public Library (北投公立圖書館)Fu-bon
Fu-An Memorial Building (富邦福安紀念館)」的特
點，完成「學習單一」(附件一)。(20分鐘)

3.

教師發下「學習單二」(附件二)，指示學生於課前先
對內容進行了解，以利下節課堂的討論。(20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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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 U15
英 B-Ⅴ-6
英 D-Ⅴ-7

書面作業
或社交媒
體分享

討論第一題：Name the elements that make the
building more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說出使
此建築物較環保的構成要件。) 教師可視情況給予提
示，指導學生參閱「學習單一」及「附件三」的綠
建築相關字詞作答。(1) solar panel (alternative
energy source) / 2) toilets that save water (low
flow and duel flush toilets) / 3) windows that
allow natural lighting and air flow / 4)
light-colored walls / 5) large overhangs / 6)
solar panel (for water heater) / 7) plants /
potted plants / 8) buckets (for collecting
rainwater))
若學生無法想出答案，教師可給予提示，例如：
作答 3)時，可提示： You don’t need to turn on
the air-conditioner if there is comfortable
breeze. How can you enjoy the breeze
indoors？ 以協助學生想出答案：windows
作答 4)時，可提示：What about the color of the
walls？ How does it affect the temperature in
the house？ 以協助學生想出答案：light-colored
walls
作答 4)時，可提示：What kind of toilet can help
save water？ 以協助學生想出答案：low flow /
duel flu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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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第二題 Try to explain why they are
eco-friendly. (試解釋為何這些構成要件較為環保。)
學生無法完成的部分，可由教師提供建築物部分的
名詞，再由學生討論為何該部分是綠建築的要件)
例如：
討論第三題 Which of the elements can you add
to your home and school to make them
“greener”？ (你可以在住家和學校加入那些構
成要件、讓它們變得更環保？)
討論第四題 Which of the elements can be
difficult to implement？ Why？ (哪些構成要件
難以施行？為什麼？)
教師可視情況給予提示，指導學生參閱「學習單一」
及「附件三」的綠建築相關字詞作答。
延伸學習：教師鼓勵學生參觀住家附近的綠建築，並
拍攝照片、加上文字說明，並分享在社交媒體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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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綠建築學習單一
綠建築學習單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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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建築學習單一參考答案

環境教育融入高中英文 [綠建築學習單一] 參考答案：
Peitou Public Library (北投公立圖書館)：
sustainable design (永續設計) / the high and low windows (高、低的窗戶) /
allowing the circulation of air ( 使空氣可以流通 ) / keep the interior
temperature down (保持室內低溫) / a deep balcony that will keep the sun
[away] (能避開陽光的深陽台) / an ecological roof powered by solar
energy (太陽能供電的環保屋頂)
Fu-bon Fu-An Memorial Building (富邦福安紀念館)
preserving the existing environmental ecology ( 保留原有環境生態) /
entice butterflies and birds as a way to foster a sustainable environment
(吸引蝴蝶與鳥類，以助長永續環境) / reduce the consumption of natural
resources and energy ( 減 少 消 耗 自 然 資 源 及 能 源 ) / lower energy
consumption (較低耗能) / higher [energy] efficiency (較高能源效率) /
automatic control (自動化控制) / alternative energies—solar power (替代
性能源——太陽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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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綠建築學習單二
綠建築學習單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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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建築學習單二參考答案

1) solar panel (alternative energy source) / 2) toilets that save water (low flow and duel
flush toilets) / 3) windows that allow natural lighting and air flow / 4) light-colored walls / 5)
large overhangs / 6) solar panel (for water heater) / 7) plants / potted plants / 8) buckets (for
collecting rainwater)

Solar panels generate electricity, by which many household appliances can be
powered. / Rainwater collected in the bucket can be used to mop the floor, water the plants,
flush the toilet, etc. / Good ventilation and natural lighting can help reduce electricity
consumption by air conditioners and lights. / The shade made by trees can lower the
temperature in the house.

Keep the windows open to allow ventilation. / Plant trees around buildings to make
shade. / Keep air-conditioners in good repair so that they will be more energy-efficient. /
Install solar panels on the roof. / Grow plants on the roof.

It may be too much trouble to grow trees around a house or an apartment, especially
in the urban area. / It involves too much work to install a new wind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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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參考字表
參考字表 (來源：”words to use”網站 http：//www.words-to-use.com/words/going-green/)
house parts

adjectives

related

to

nouns

related

to

verbs

related

“going green”

“going green”

“going green”

attic

all-natural

action

avoid

basement

alternative

actions

balance

bath tub

balanced

alternative energy

be aware

bathroom

beneficial

alternative forms of

be the change

bed

bio-based

energy

benefit

bedroom

biodegradable

alternative technology

bike

blanket

biodynamic

alternatives

biodegrade

bookcase

chemical-free

atmosphere

build green

carpet

clean

beauty

buy

ceiling

co-op

benefit

buy local

chair

community

bike fundraiser

care

closet

conscious

bio-energy

change

couch

durable

biofuel

choose

curtain

earth-conscious

carbon footprint

compost

desk

earth-friendly

community

conserve

dining room

eco-elegant

composting

consider

door

eco-friendly

conscious consumer

consume less

fan

ecological

conservation

contribute

floor

economical

craftspeople

convert

furniture

efficient

earth

decompose

garage

electricity-generating

Earth Day

decrease

hall

energy-efficient

eco-choice

dedicate

hallway

energy-saving

ecotourism

demand

key

environmental

efficiency

dispose

kitchen

environmentally

energy

donate

lamp

conscious

energy alternative

empower

living room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energy audit

farm

lock

environmentally

energy efficiency

fight for

mirror

responsible

energy usage

generate

picture

ethical

environment

get into a green

porch

fair trade

environmental

rout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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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roof

farm-raised

commitment

give back

room

free range

environmental impact

go green

rug

good-for-the-earth

environmental

green

shelf

good-for-you

initiatives

harvest

sink

green

environmentalist

help

sofa

greener

farming

help the environment

stairs

hand-carved

footprint

honor

table

handmade

fuel cells

impact the planet

toilet

healthy

future

incorporate

wall

high quality

global warming

sustainable practices

window

humane

prevention

increase

humanitarian

green initiative

learn

hybrid

green living

lessen

innovative

green routine

live a green lifestyle

less toxic

green technology

live green

less wasteful

green zone

live thoughtfully

local

greener choices

make a difference

locally grown/raised

health

make an effort

long-lasting

hemp

participate

low-impact

hybrid car

plant

natural

hydroelectric power

practice

naturally

impact

preserve

naturally derived

initiative

prevent

next to natural

innovation

promote

non-toxic

land reuse

protect

organic

lesser impact

purchase

organically produced

life

reclaim

outdoor

lifestyle

reconnect

planet-friendly

liveability

recover

post-consumer

living

recycle

pure

mindset

rediscover

re-crafted

mission

reduce

re-used

Mother Nature

reduce emissions

reclaimed

natives

reduce your impact

recyclable

natural alternative

refill

recycled

natural ingredients

repurp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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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newable

natural world

respect

resource-saving

nature

rethink

resourceful

negative carbon

reuse

responsible

footprint

safeguard

revolutionary

next generation

salvage

safe

outdoors

save

salvaged

planet

save the planet

single-origin

practices

share

sustainable

prevention

shift

toxin-free

purity

solve

transparent

recycled material

support

vegan

recycling program

take a step

vegetarian

reduction

unplug

vegetarian-fed

resource

use less

waste-reducing

responsibility

walk

wholesome

solar energy

wise

solar panel
solar photovoltaics
solution
source reduction
sustainability
sustainable growth
sustainable growth
goals
sustainable living
technology
tree hugger
waste management
waste prevention
wellness
wildlife habitat
wind turbines
worthwhile ca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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