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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國民中小學部分領域課程雙語教學實施計畫 

本土雙語教育模式之建構與推廣：以臺灣國中小為現場之實踐 

本土雙語教育模式之建構與推廣：以臺灣國中小為現場之實踐 

雙語課程教案設計  

The Design of Bilingual Lesson Plan 

學校名稱 

School 

I love flowers 課程名稱 

Course 

Flowers and trees around us 

單元名稱 

Unit 

textbook 學科領域 

Domain/ Subject 

Life Curriculum. 

教材來源 

Teaching Material 

Grade 1 教案設計者 

Designer 

吳佳蓁、許月碧 

實施年級 

Grade 
I love flowers 本單元共  3  節  

The Total Number of Sessions in this Unit 

教學設計理念 

Rationale for 

Instructional 

Design 

生活課程的七個主題軸中，其中一個是「樂於學習」：對生活事物充滿好

奇與喜好探究之心，體會與感受學習的樂趣，並能主動發現問題及解決問

題，持續學習。兒童天生好奇，喜愛探索，從探索過程中獲得樂趣、遭逢

問題並解決問題。在本單元中，透過實地親近植物，滿足學生喜好探究之

心，同時體會與感受自然之美，以及培養愛護環境之心；並在小組討論過

程中，發現植物的特性，理解在接觸植物的過程中保護自己的方法。 

學科核心素養 

對應內容 

Contents 

Corresponding to 

the 

Domain/Subject 

Core Competences 

總綱 

General 

Guidelines  

A2 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 

C2 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領綱 

Domain/Subject 

Guidelines  

生活-E-A2 學習各種探究人、事、物的方法並理解探

究後所獲得的道理，增進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的能

力。 

生活-E-C2 覺察自己的情緒與行為表現可能對他人和

環境有所影響，用合宜的方式與人友善互動，願意共同

完成工作任務，展現尊重、溝通以及合作的技巧。 

校本素養指標 

School-based 

Competences 

學科學習重點 

Learning Focus  

學習表現 

Learning 

Performance  

2-I-1以感官和知覺探索生活中的人、事、物，覺察事

物及環境的特性。 

3-I-1 願意參與各種學習活動，表現好奇與求知探究之

心。 

7-I-1 以對方能理解的語彙或合宜的方式，表達對人、

事、物的觀察與意見。 

學習內容 

Learning 

Contents 

B-I-1 自然環境之美的感受 。

F-I-2 不同解決問題方法或策略的提出與嘗試。

D-I-4 共同工作並相互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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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準備度 

Students’ 

Readiness  

學科準備度 Readiness of Domain/Subject 

 學生可以分辨花、草、樹木

 學生能分辨顏色

 學生可以使用彩色筆、色鉛筆或蠟筆繪畫

英語準備度 Readiness of English 

 學生會簡單的打招呼用語

 學生對注意力維持相關用語已經有基本瞭解

 學生會用 Yes/No 回答問題

 學生能使用 1~10 數數

單元學習目標 

Learning 

Objectives 

1. 能說出花的不同顏色和大小。

2. 能在小組中，分享親近小花的經驗。

3. 能在小組討論中，說出觀賞花朵時應注意的事項

4. 能畫出觀察的花朵

中／英文 

使用時機 

Timing for Using 

Chinese/ English 

教師 Teacher 學生 Students 

When： 

Greetings. 
Introducing the topic words and 
sentences. Giving some instructions. 

Where： 

Video Slides worksheet 

When： 

Greetings 
Giving an answer with Yes or No. 
Counting 

Where： 

教學方法 

Teaching Methods 
教學討論法、小組討論法、實地觀察 

教學策略 

Teaching Strategies 
從舊經驗引導新學習、小組合作學習、小組內分享→全班分享 

教學資源及輔助器

材  

Teaching 

Resources and Aids 

Slides, worksheets, realia 

評量方法 

Assessment 

Methods 

口頭評量，小組發表、學習單 

評量規準 

Rubrics 

A B C D 

能清楚描述觀賞

花的五個注意事

項 

能清楚描述觀賞

花 的三 ~四個

注意事項 

能清楚描述觀賞

花的兩個注意事

項；在教師的提

醒下，可以描述

觀賞花的三~四

個注意事項 

在教師的  提

醒下，可以描

述觀賞花的兩個

注意 

事項 

能在小組中參與

討論、書寫或繪

畫，並上台發表 

能在小組中參與

討論、書寫或繪

畫 

能在小組中參與

書寫或繪畫 

未達到 C 級 

議題融入 

Issues Integr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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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流程 Teaching Procedures 

第一節 準備階段 Preparation stage 

1. Greetings

2. 教師先播放這首歌曲，請學生 listen and watch carefully.看看這首歌的內

容是關於什麼？

https://youtu.be/tvkLl0lJqYE (從 40 秒開始播放)

3. What is the song about?

讓學生自由發表。引導學生說出是關於花和顏色。

4. 教師問學生:在學校有看過花嗎？什麼顏色的花？ 請學生自由發表。

What color is it?

(學生可以用中文自由發表，教師再運用簡報的視覺輔助，並用簡單的英

文回應，如:red flower, yellow flower……) 

發展階段  Development stage 

1. Do you want to see flowers? 我們下一節課要到校園裡看花喔!

2. 教師：「看花的時候要注意甚麼呢?」教師運用投影片，以感官的方向

引導學生思考：

Can we look (at the

flowers)? Can we smell

(the flowers)? Can we

touch (the flowers)? Can

we eat (the flowers)?

Can we pick (the flowers)?

3. 請學生分組討論，並將討論結果寫或畫在小白板上。

總結階段  Summary stage 

1. 請學生分組上台報告討論結果，(一人一句)，再將小白板貼到黑板

上，教師做統整。
We can look (at the flowers). We can smell (the flowers). We cannot touch (the

flowers).

教師問學生原因~(花或葉可能有毒)

We cannot eat (the flowers).

教師問學生原因~ (花可能有毒) We cannot pick (the flowers).

教師問學生原因~ (要尊重生命、愛惜自然)…

第一節結束 End of the first session 

時間 

Time 

15” 

15” 

10” 

第二節 準備階段 Preparation stage 

1. Greetings

2. 複習上次介紹各種顏色的花(What color is it?)

3. 複習上一節課討論的看花注意事項。

5” 

https://youtu.be/tvkLl0lJq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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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can look (at the flowers).  

We can smell (the flowers).  
We cannot touch (the flowers). 
We cannot eat (the flowers). 
We cannot pick (the flowers). 

發展階段 Development stage 

請學生帶著彩色筆、色鉛筆或蠟筆，由教師帶領到校園觀察校園的花朵，

選一朵自己最喜歡的花畫在學習單上，塗上顏色並記錄是否有香味，提醒

學生畫在學習單上要盡量符合花的實際大小。 

Let’s draw. Let’s smell. 

總結階段 Summary stage 

1. 將學生分組，請學生在組內分享自己喜歡的花

It’s a yellow flower. It smells good.

第二節結束 End of the second session 

25” 

10” 

第三節 

(公開授

課 ) 

準備階段 Preparation stage 

1. Greetings
2. 邀請學生上台分享他們上節課所畫的花，並將花貼在黑板上。

教師提供鷹架，在黑板上寫上《My flower. It’s a flower.》 

發展階段 Development stage 

1. 請學生觀看黑板上的一些花，思考一下，這些花可以做怎樣的分類，舉

手分享看法。學生的回答可能有:顏色、大小、形狀、味道、花種…等

(如果學生無法回答，可以準備鉛筆數枝(不同顏色，有長有短)，引導學

生說出可以用顏色和長短來分類，再回到花朵上，可以如何分類?)

2. 請剛剛分享的學生將學習單拿回去。

3. 如果依照顏色分類，老師先將黑板空間規劃好，再依顏色請學生將花的

學習單貼到黑板上。

T: Red, yellow, purple, pink. How many colors are there? 我們一起數數看

。

帶領學生一起數one, two, three…… 

T: There are four colors. 

老師帶小朋友說出花朵的顏色。 

What color is it? It’s red. (pink, yellow...) 
How many red flowers? (pink, yellow...) 
Let’s count. 
Do you like red flowers? (pink, yellow...) 

做完這一輪活動後，請學生再將學習單收回。 

T: Who has a yellow flower?(念出學生的名字)，請過來將你的學習單拿

回去 

4. 如果學生回答依花朵大小分類，教師在黑板上畫出一個大圈圈和一個小

圈圈，教導big和small，並將學習單在黑板上貼到對應的位置。

Is it big or small?

This is small.(用食指和拇指圈起一個小圈圈)

This is big. (用雙手畫大的圈圈)

How many big flowers? Let’s count.

10”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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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many small flowers? Let’s count. 

5. 如果學生回答有味道和沒有味道，在黑板上寫上Yes / No，再請學生貼

到相對應的位置

Does the flower have a smell? (Yes/ No)
How many flowers have a smell? Let’s count.

總結階段 Summary stage 

1. 我們可以觀察到，花有不同的顏色、大小，及味道，那為什麼花有不同

的

顏色和味道呢?邀請學生發表看法

教師總結: 花朵有顏色及香味是為了吸引蜜蜂和蝴蝶來傳播花粉

2. (optional)在觀賞花的時候，要保護自己，也要愛護花朵

Can we look (at the flowers)?
Can we smell (the flowers)?
Can we touch (the flowers)?
Can we eat (the flowers)?

Can we pick (the flowers)?

第三節結束 End of the third session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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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 Flower 

我的小花 

Class:             Name:                  Number:       

Let’s draw and color 小朋友，請將你最喜歡的花畫下來，並塗上

顏色。 

 

 

 

 

 

 

 

 

 

 

 

 

 

花的顏色 color:             

花有沒有味道 smel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