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6-1彈性學習課程計畫(新課綱版) 

臺南市公立東區崇學國民小學108學年度第一學期一年級彈性學習 英語創藝全球力 課程計畫(■普通班□特教班) 

課程名稱 英語創藝全球力 
實施年級 

(班級組別) 
一年級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20)節 

彈性學習課程 

四類規範 
1.■統整性探究課程 (□主題□專題■議題)                    

設計理念 
英語繪本提供真實的語料，不同的體裁與各式語言技巧，兼具趣味與視覺美感。教師利用繪本有聲書為學生朗讀（read-

aloud），輔以師生共同朗讀、聽說故事等活動，學生將文字與聲音結合，達到「聽、說、讀、寫」四軌合一之效果。 

本教育階段 

總綱核心素養 

或校訂素養 

A1 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英-E-A1  具備認真專注的特質及良好的學習習慣，嘗試運用基本的學習策略，強化個人英語文能力。 

C2 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英-E-C2 積極參與課內英語文小組學習活動，培養團隊合作精神。 

課程目標 

 結合學校本位特色，連結重大議題，幫助孩子培養思考判斷能力。 

 建構多元創新課程，整合學科知識，強化學生基本英語溝通能力。 

 營造語言浸潤環境，拓展國際視野，涵育學生文化理解包容態度。 

配合融入之 

超學科領域或議題 

□國語文  □英語文  ■英語文融入參考指引 □本土語 

□數學    □社會    □自然科學  □藝術   □綜合活動 

□健康與體育        ■生活課程  □科技 

□性別平等教育 □人權教育 □環境教育  □海洋教育  ■品德教育 

□生命教育     □法治教育 □科技教育  □資訊教育  □能源教育 

□安全教育     □防災教育 ■閱讀素養  ■多元文化教育 

■生涯規劃教育 □家庭教育 □原住民教育□戶外教育■國際教育      

表現任務 

 著重評量學生如何在真實生活中探索、設計、並完成某工作的證據，教師可從學生作品(心智圖)、師生對話、學力測

驗、讀報發表、單字串聯、英語朗讀、英語說故事…等資料中以多元的角度來了解學生的學習狀況。 

 要求學生表現從脈絡中學得且與實際生活經驗相符的工作，其評量方法如:小書製作、歌曲教唱、口語發表、小組競

賽、圖卡配對、重點摘要…等。 

課程架構脈絡 

教學期程 
節

數 
單元與活動名稱 學習表現 學習內容(校訂) 學習目標 學習活動 學習評量 

自編自選教材 

或學習單 

1-7週 7 Little Rabbit Foo Foo 

英語文融入參考指引 

1-I-6 能聽懂簡易的教

室用語。 

7-I-1 能妥善運用情境

中的非語言訊息以幫

助學習。 

品E2自尊尊人與自愛

愛人 

英語文融入參考指

引 

Ab-I-1 音韻覺識。  

Ab-I-2 字母音。  

Ab-I-3 字詞音節  

品EJU7關懷行善。 

E-I-3自我行為的檢

視與調整。 

Character Education 

孩子能夠從故事中

理解善待他人的重

要性以及霸凌是不

可取的行為。 

Give some examples 

like name-calling, 

leaving someone out 

on purpose or 

spitting and ask 

students the behavior 

is right or wrong. 

Sing and dance 

Draw and write 

your own story.  

Create different 

ending for the 

story. 

Worksheet: I am 

going to give you 

three chances to 

change, and if you 

can’t, I am going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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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I-1以對方能理解的

語彙或方式，表達對

人、事、物的觀察與

意見。 

“Little Rabbit Foo 

Foo”. 

8-14週 7 

My New Home 英語文融入參考指引 

4-I-2 能臨摹抄寫自己

的姓名。  

6-I-3 樂於回應教師或

同學所提的問題。 

涯E9認識不同類型工

作/教育環境。 

涯E10培養對不同工作

/教育環境的態度。 

6-I-1覺察自己可能對

生活中的人、事、物

產生影響，學習調整

情緒與行為。 

英語文融入參考指

引 

Aa-I-2大小寫字母的

辨識及摹寫。  

Ac-I-2 簡易的生活用

語。  

生涯規劃與工作/教

育環境探索 

D-I-2情緒調整學習 

Emotional Teaching 

改變並不可怕，新

生活有時是一場意

想不當的美好探

險，應該敞開心

胸，勇敢踏出第一

步。 

Order the story 

Use pictures to order 

the story correctly, 

and explain the 

feeling of that 

pictures) 

Draw and write 

Choose two kinds 

of feeling and draw 

pictures to describe 

when you feel that. 

Worksheet: Where is 

my home? 

15-20週 6 

White Rabbit’S 

Colors 

英語文融入參考指引 

1-I-2 能聽辨英語語

音。  

2-I-2 能說出英語語

音。 

閱E1認識一般生活情

境中需要使用的，以

及學習學科基礎知識

所應具備的字詞彙。 

5-I-1覺知生活中人、

事、物的豐富面貌，

建立初步的美感經

驗。 

英語文融入參考指

引 

Ab-I-3 字詞音節。  

Ac-I-1 簡易的教室用

語。  

具備檢索資訊、獲

得資訊及整合資訊

的能力 

C-I-2媒材特性與符

號表徵的使用。 

探索出各種顏色調

配的變化，除了能

認識各種顏色，還

能進一步引導孩子

發現色彩學上奇妙

的混色原理，原來

許多顏色都是混合

成的 

I spy 

Explain the meaning 

of the phrase “I 

spy.” Then say, “I 

spy something 

__________ (name 

of color). The 

students need to 

guess what you are 

thinking of in the 

classroom. 

Magical colors 

Prepare paper 

white rabbits for 

each student and 

three buckets of 

color (red, yellow 

and blue). Students 

put rabbits in each 

buckets and 

discover the color 

change. 

Worksheet: 

 Mix the Co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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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公立東區崇學國民小學108學年度第二學期一年級彈性學習 英語創藝全球力 課程計畫(■普通班□特教班) 

課程名稱 英語創藝全球力 
實施年級 

(班級組別) 
一年級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20)節 

彈性學習課程 

四類規範 
1.■統整性探究課程 (□主題□專題■議題)                    

設計理念 
英語繪本提供真實的語料，不同的體裁與各式語言技巧，兼具趣味與視覺美感。教師利用繪本有聲書為學生朗讀（read-

aloud），輔以師生共同朗讀、聽說故事等活動，學生將文字與聲音結合，達到「聽、說、讀、寫」四軌合一之效果。 

本教育階段 

總綱核心素養 

或校訂素養 

A1 身心素質 與自我精進 

英-E-A1 具備認真專注的特質及良好的學 習習慣，嘗試運用基本的學習策略，強化個人英語文能力。 

B1 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英-E-B1 具備入門的聽、說、讀、寫英語文能力。在引導下，能運 用所學、字詞及句型進行簡易日常溝通。 

C3 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英-E-C3 認識國內外主要節慶習俗及風土民情。 

課程目標 

 結合學校本位特色，連結重大議題，幫助孩子培養思考判斷能力。 

 建構多元創新課程，整合學科知識，強化學生基本英語溝通能力。 

 營造語言浸潤環境，拓展國際視野，涵育學生文化理解包容態度。 

配合融入之 

超學科領域或議題 

□國語文  □英語文  ■英語文融入參考指引 □本土語 

□數學    □社會    □自然科學  □藝術   □綜合活動 

□健康與體育        ■生活課程  □科技 

□性別平等教育 □人權教育 ■環境教育  □海洋教育  □品德教育 

□生命教育     □法治教育 □科技教育  □資訊教育  □能源教育 

□安全教育     □防災教育 ■閱讀素養  ■多元文化教育 

■生涯規劃教育 □家庭教育 □原住民教育□戶外教育  ■國際教育      

表現任務 

 著重評量學生如何在真實生活中探索、設計、並完成某工作的證據，教師可從學生作品(心智圖)、師生對話、學力測

驗、讀報發表、單字串聯、英語朗讀、英語說故事…等資料中以多元的角度來了解學生的學習狀況。 

 要求學生表現從脈絡中學得且與實際生活經驗相符的工作，其評量方法如:小書製作、歌曲教唱、口語發表、小組競

賽、圖卡配對、重點摘要…等。 

課程架構脈絡 

教學期程 
節

數 
單元與活動名稱 學習表現 學習內容(校訂) 學習目標 學習活動 學習評量 

自編自選教材 

或學習單 

1-7週 7 

Dim Sum For 

Everyone 

英語文融入參考指引 

5-I-2 在聽讀時，能辨

識相對應的書寫文

字。  

8-I-2 能了解課堂中所

介紹的國內主要節慶

英語文融入參考指

引 

Ab-I-1音韻覺識。  

Ab-I-2 字母音。  

國家認同 

B-I-2社會環境之美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中西文化元素巧妙

結合的圖文，比如

中式餐廳的特點與

熱鬧氣氛，以及中

Sing the song  

1. Tr give Ss 

handouts. 

2. Tr presents the 

song one time, 

divides Ss into five 

Little cook 

Ss use clay to 

make their own 

dim sum. 

Practice how to 

introduce your own 

We Like Dim S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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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俗。  

國E1了解我國與世界

其他國家的文化特

質。 

5-I-3理解與欣賞美的

多元形式與異同。 

的體認。 華料理調味食材和

工具，讓小讀者能

了解華人飲食文化

的核心精神，也學

習了中華飲食文化

的英文。 

groups and practice it 

together. 

3. When Tr 

points to the group, 

that group sing 

loudly. 

dim sum. 

8-14週 7 

Up, Down And 

Around 

英語文融入參考指引 

1-I-2 能聽辨英語語

音。  

6-I-2 積極參與各種課

堂練習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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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I-4對生活周遭人、

事、物的美有所感

動，願意主動關心與

親近。 

英語文融入參考指

引 

Ab-I-1 音韻覺識。  

Ab-I-2 字母音。  

環境覺知 

環境知識 

價值態度 

B-I-1自然環境之美

的感受。 

了解種植的過程、

各種植物的名稱，

以及生長型態和外

觀，還可以在圖畫

中找到各式各樣的

昆蟲、鳥類等生

物，呈現出豐富多

元的生態環境。 

Up, down and around 

1. Do quick 

answer race and fill 

the plants in the right 

blank. 

2. After Ss 

answer it, Tr show 

plant pictures. 

What would you 

like for lunch?  

Ss draw two 

vegetables or fruits 

on their plates and 

write down “I 

would eat 

____________ and 

____________ for 

lunch.” 

Worksheet: 

What would you like 

for lunch? 

15-20週 6 

Dear Zoo 英語文融入參考指引 

1-I-6 能聽懂簡易的教

室用語。  

2-I-5能使用簡易的日

常生活用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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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I-4對生活周遭人、

事、物的美有所感

動，願意主動關心與

親近。 

英語文融入參考指

引 

Ab-I-1 音韻覺識。  

Ac-I-1 簡易的教室用

語。  

環境覺知 

環境知識 

價值態度 

C-I-3探究生活事物

的方法與技能。 

Environment 

Protection 

引導孩子們觀察箱

子的外觀、大小還

有退回動物的原

因，猜猜箱子裡裝

的是甚麼動物。 

Find my friend 

1. Tr divide Ss into 

two groups, one 

take Adj cards, 

another takes N 

cards. 

2. Ss go around the 

classroom to 

match N and 

suitable Adj. 

3. When they meet 

each other, they 

need to say 

“They sent me 

an elephant. It 

was too big. I 

sent it back.” 

Create your own 

animal 

1. Ss use differ-

ent Adj and N 

to create ani-

mals and draw 

it. (eg, jumpy 

elephant) 

2. Pick some Ss 

to go on the 

stage to share 

their ideas. 

Think about what pet 

you want to get and 

draw a suitable box 

for it. We will have a 

guess next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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