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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engli Style 邁向雙語勝利之路

1.
綜合活動實施雙語
教學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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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教師團隊
English Teachers

黃郁雯 教務主任
Director of Academic Affairs

學年主任
4th Grade Head Teacher 

Shengli 雙語跨領域教案金三角~
英語+領域+行政/語言+學科+策計



Shengli Style 邁向勝利之路

塑造合宜的英語學習環境。
教室語言英語普及化01

鼓勵學生用英語來表達、分享和互動，提升學生英語聽、說的溝通能力。
強化學習動機減少排斥02

發展適合學生心智發展與興趣之英語整合各領域的課程設計與教學活動。
全英教學、翻轉練習03

英文成為不同學科領域知識和技能的學習工具。
形成性評量、延伸活動設計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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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表現任務的設計、學習鷹架的搭
建、以及跨語言實踐的應用，培養學生自
小學階段以英語學習學科知識外，也能以
英語進行溝通、發表與實作，幫助學生裝
備未來全球化社會所需之跨語言/跨文化的
能力。

Shengli Style 邁向勝利之路



Dual focused educational approach in which 
an additional language is used for 

learning and teaching both content and 
language.

Content and Language Integrated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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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engli Style 邁向勝利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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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engli Style 邁向勝利之路

「沉浸式教學」根據學者梅特於一九九三年論
文提出的定義：「學校完全使用一種非學生母
語的第二語言進行教學。」也就是學生完全沉
浸在非母語的教學環境之中，且重視學生學習
的興趣與需求，教學內容與真實生活相結合，
讓學生從「做中學」、「用中學」。



從單打獨鬥到共同備課與教學

2.
英語融入學科設計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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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課程發展步驟: 

分析領域課程內容

設定雙語融入學科主題

收集符合主題及語言能力的合適材料

設計整合教學活動及延伸活動



A.級任導師/科任老師:

統整教科書的主題，確定主題單元
及學習目標，參考綜合活動領綱核
心素養，再摘取內容中適合的課程
活動，先行設計編寫教案。

一、分析領域課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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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級任導師/科任老師:

主題單元的選擇上，依照學校及老師
對於課程內容的考量。可以是雨露均
霑，每個單元都教但是只做核心重點
式的活動指導；或是選擇部份合宜的
單元，做長時間的沉浸教學。

二、設定雙語融入學科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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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英語教師：

確認單元主題的學習目標及學習表
現，與導師討論融入英語的活動，
發展設計及教科書內容外的延伸教
學；完成各節教案設計後，再與導
師討論活動的可行度與適切度。

三、收集符合主題及語言能力的合適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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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確認討論：

部分內容不適用英語解說操作也可
能重複衝突，英文老師應依照課程
的內容、目標及核心素養為依據，
設計新的課程活動內容。同時為避
免落入英文本位思考。

四、設計整合教學活動及延伸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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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協同教學：

過去本校由英語教師為課程主教者，
導師負責協同班級管理。
本學期開始，切換主教協同，導師
嘗試融入英語教學，英語教師協助
指導。

五、執行課程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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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檢討修正：

課後確實記錄查驗內容是否符合學
生英語程度、學生能否確實理解學
科內容、是否需要額外加強圖文解
釋、活動設計的流暢度、教學時間
掌握…等，進行滾動式修正，確保
下堂課更加順暢。

六、課程教案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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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雙語跨領域教案設計
從無到雛形、概念到具現化的建造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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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融入學科教學之考量因素

學生英語語言能力 學科性質與資源

確實達到沉浸效果 教案與教學模式

課程設計最重要的依據學生L2能力 除語文與社會外，連結真實生活
總綱/領綱/ 教科書/ 線上資源…等

每週上課次數
英語、主題統整、綜合生活...等

共備 / 協同
誰擔任主教者?協同者的責任?

01 02

03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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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語課程設計模式參考

Bilingual

More language practicing, 

less content knowledge.

More content and higher-

order thinking skills involved.

The subject you 

like to integrate 

with.

Assessment ore about 

concept skills and application.

Assessment more about 

language elements. 

The language 

you want to use 

as tool.

Soft way

Language

Language Based Content Based

Content

Hard way



Model 01. Regular English Class

• Concepts

• Describe the common food in English.

• Procedures

• Story reading

• Vocabulary learning

• Grammar sentence rules

• Phonic learning

• Chant practicing

• Language

• English

G5 English Class. 
Unit 1 The noodles smell good



Model 02. Subject content textbook

• Concepts

• Define and describe the 

healthy/unhealthy food.

• The food groups and healthy diet.

• Weight control

• Procedures

• PPT slides showing

• Q&A worksheet

• Group discussion 

• Language

• Chinese

G4 PE and Health
Unit 5 The wise king of health



Model 03. Content-based class

• Concepts

• Identify common food container names.

• Grammar of “any” and “some”.

• Brief conversation of food topics

• Procedures

• PPT slides Q&A

• worksheet

• Group oral discussion and presentation

• Language

• English

G4 Content-based
Unit 1 Let’s eat!



Model 04. Hard CLIL Lesson

• Concepts

• Inquiry 

• Integrate science, social studies, art, 

history subject content with food.

• Procedures

• Knowing Jamie Oliver from book and 

YouTube

• The origins of fruit names

• Painting faces made of food

• Group worksheet and presentation

• Language

• English

G5 Hard CLIL Class 
Unit 1 About f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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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語課程設計參考
6 Quality Principles

鷹架式學習

大量刺激

可持續發展學習

增加文化向度

高階思維訓練

大量交流與產出

Sustainable Learning

Make it H.O.T.
Adding (Inter-)Cultural 
Dimension
Rich Interaction and Pushed Output

Scaffolding Learning

Rich Input



4.
教案實例與分享
從英語本位走到領域核心素養教學



沉浸式綜合活動教案設計

•依據綜合活動領綱。聚焦學習表現。

•依據學校需求參考不同版本，規劃主題進程。

•架構縱向螺旋主題，逐年加深加廣。



沉浸式綜合活動教案設計-四年級

3-2-4 參與社區各種文化活動，
體會文化與生活的關係。

單元四 生活中遇見文化

4-2-2 運用簡易的知能參與戶外
活動，體驗自然。

單元三 擁抱自然單元一 性別面面觀
2-2-2 覺察不同性別者在生活事
務的異同，並欣賞其差異。

【性別平等教育】

2-2-3 參與家庭事務，分享與家
人休閒互動的經驗和感受。

單元二 家庭生活樂陶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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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重點:

1. 認識自我特質

2. 學會尊重欣賞

3. 打破刻板印象

4. 破除性別偏見

5. 熟悉課室英語

6. 學習關鍵字詞

沉浸式綜合活動教案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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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案設計方針:
1. 共同備課，共同開會
討論修正。

2. 四週一個完整單元設
計，一學期預留四週
複習保持彈性。

3. 全英授課，英師為主，
班導為輔(管理班級
秩序及協助學生理解
課程內容)。

G4英語融入綜合活動領域教案(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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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案設計方針:
1. 修改教案設計格式。
教案設計重質不重量。

2. 將學習目標/ 能力指
標/ 課室用語/ 教材
來源/ 評量方式清楚
排列。

3. 課程內容學習關鍵重
點、字詞、問題討論
等，設計符合學生英
語能力的發展活動。

G4英語融入綜合活動領域教案(進階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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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st Version G4性別面面觀-認識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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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nd Version G4性別面面觀-認識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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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rd Version G4性別面面觀-認識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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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rd Version G4性別面面觀-認識自己



5.
雙語跨領域教學流程
從引起動機到學習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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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活用課室英語練習

2. 複習上週課程內容

3. 雙向提問、互動。

暖身複習
Warm up

引起動機
Presentation 01

1. 介紹單元學習內容

2. 結合時事生活情境

3. 課程重點活動介紹

焦點學習
Presentation 02

1. 聚焦核心概念

2. 多元符碼傳遞

3. 重視思考認知

討論/實作
Exercise

1. 分組活動合作學習

2. 老師為引導者

3. 語言轉化協助理解

小結/總結
Wrap up

1. 分組發表報告

2. 正向鼓勵及時修正

3. 檢核學習成效

雙語跨領域教學流程



課堂PPPT簡報分享



課堂PPPT簡報分享

1.大量圖示幫助理解

2.結合時事引起動機

3.簡化內容聚焦核心

4.概念內容轉化語言

簡報設計重點:



Simple Portfolio 

Pres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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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執行成果與心得
一步一腳印的累積與對未來的期許



學習單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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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室英語用語及資訊融入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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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富多元的體驗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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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質性的小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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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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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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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縣市G4學生學習能力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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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縣市G5學生學習能力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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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縣市G6學生學習能力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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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雙語教學後…
學生逐漸能夠接受全英教學模式，同時對英語
學習的排斥感減少，也增加了口說練習機會。

學生與導師的英語能力提升。尤其是在聽力與
口說的部分，均有明顯進步。

透過真實語料與情境教學，學生上課專注力提
升，課程結合生活經驗及時下議題。學習動機
增加，也讓學生們更積極參與活動。

藉由多元活動設計刺激學生學習小組討論、合
作及批判式思考。 49



目前所面臨的困難…
班上學生的第二外語能力不一致，課程英語化
是個艱難的挑戰。

學生需要長時間沉浸適應全英教學模式，同時
用英語挑戰學科內容授課，會花費更多時間消
化理解課程。

導師與英語教師共備費時費力。

行政端排課作業難度高。參與教師需要更多研
習與精進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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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未來的期許
精進導師與其他科任老師的英語能力，提
升全校的英語程度，打造真正的雙語教學
環境。

在雙語沉浸學習歷程中，學生們能更有自
信的使用英語，確實達到學習目標。

可以將生活與綜合領域雙語教學模式分享
應用於其他領域。

51



52

Thank you 
for your kind attention! 

Any Qu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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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問題一、
學校的雙語課(英綜/雙綜)
和課表上的英文課有什麼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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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語課程的教學目標不同於課表上
的英文課，不刻意增加孩子的單字
量、文法量，而是在課堂中自然學
習英語，讓英語當作交流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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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語課程的出現，增加孩子使用英
語的頻率。透過先備知識連結度高、
實作機會多、艱澀名詞少的科目，
以增加對話機會，也確保學生學習
學科的動機不會受到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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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語課程講求課程互動。雙語課程
的老師多會透過多元符碼(圖案、影
片、肢體語言…等)、大量使用的課
室用語、頻繁的小組互動，甚至可
以運用英語歌謠帶動唱，協助孩子
學習課程內容。



常見問題二、
雙語課程由誰來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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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語課程授課教師配置模式約可分為以
下4種：
導師(科任)單獨授課、
英文老師單獨授課、
英文老師與導師協同教學、
英文老師與外師協同教學。

 外師不單獨授課，教學現場的主要教學
角色仍為中師，以貼近學生文化背景，
並適時協助孩子瞭解科目內容。



常見問題三、
只需要強調學科內容，
學生自然而然就可學會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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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今日需要協助才能達成的事情，
他隔天可以獨立做到。」

（What the child can do in cooperation 
today he can do alone tomorrow.）

-Vygotsky「近側發展區理論」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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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語課程雖然依循現行課綱，但因為
其雙重目標的取向，學生在學科教室
內勢必需要教師們搭建足夠充分的鷹
架教學，才能達到「內容」和「語言」
兩者兼顧的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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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問題四、
只能用全英語上課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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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雙語教室中，同時運用兩種或多種
語言來整合資訊並作溝通，就是「跨
語言」（translanguaging）的語言現
象或教學技巧。可以引導內容和語言
學習的互動，並提升學生對不同語言
異同的認知，達到更好的學習效果。



常見問題五、
雙語課程，能教出
孩子什麼樣的英語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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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漸漸習慣與外師交流，聽得懂、願意說，
這是我看見學生最主要的改變，」

-青埔國中校長林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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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語課程是一種潛移默化的學習，步
步養成孩子的英語力，效果難立竿見
影。但透過營造雙語環境，創造學生
文化交流、溝通對談的機會，來提升
孩子過往英文課較少著墨的英語聽、
說能力。



常見問題六、
雙語課程要如何進行學習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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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語言能力:
(1) 聽說:發表報告、提問回應、同

儕溝通、小組互動等。
(2) 讀寫: 學習單、海報實作等。

2. 學科知識: 知識概念表現於具體行為。
聚焦學習表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