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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梓實驗小學實驗教育計畫

106~109學年度

英語、藝文雙主軸



課程緣起

藝文教育

--對生活中的每一件事
情用心覺察

--以美感經驗去發現、

探索、體驗、嘗試、整合



課程緣起

藝文美感課程

--結合英語文學習

--探索多元的藝文之美

--幫助學生對生活有感、建構美感知能，

具有美感全球公民意識



南梓實驗小學實驗教育計畫

辦理領域：生活領域(美勞課程)

實施年級：二年級(每週2節)

協同上課教師：

徐于婷老師 (中籍英語教師)

楊素存老師 (領域老師&導師)     



南梓實驗小學沉浸式英語課程實施

THIS WAS WHAT WE DID...



課 程 設 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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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定主題
1. 領域
----主科：數，自
----非主科：音，美，健，體

2. 任教老師
----英師
----領域老師
----協同

3. 教材來源
----課本
----自編(單元/主題式/活動)

是否有進度/考試
壓力？

誰負責上課？

要上什麼？



編寫教案
1. 教學以英文為主，中文為輔

2. 英師+領域老師共同討論

3. 邀請專業領域教授指導

4. 多元+實作課程



編寫教案
嘉義大學視覺藝術系 陳箐繡教授

嘉義大學外語系 張芳琪教授
共同指導



編寫教案
5. 教案格式

----大架構

----課程週次表

----主題名稱，教學設計者，教學對象，教學節次

----核心素養，學習目標，英語詞彙

----教學活動，教學時間，教具，評量方式























參考資料
1. 線上教學資源

----網站(youtube)

----FB社團/粉絲專頁

----部落格

2. 領域課本/坊間教材

----學校課本+電子書(康軒/南一/翰林)

----英文書籍出版社(敦煌/優百科/Scholastic/Usborne)

3. 其他老師的經驗分享

----研習(教育局/書商/出版社)

----雜誌專題報導(親子天下/師德)



備 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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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具/教材
1. 事先準備好
----ppt, 學習單，器材，用具
----自己做過一遍，樣品示範

2. 領域知識+英文同時學習
----單字和句型的讀寫非教學重點

3. 提供學生多元學習方式與學習刺激
----影片
----輔具
----體驗學習



領域教師+英師
1. 共同備課+反思的時間
----跳出框架，破解迷思
----去蕪存菁，精益求精

2. 尋求導師協助
----了解學生背景與程度
----改善上課狀況

3. 留下教學紀錄
----照片
----影片
----學生作品



滾動式修正

1. 依學生表現，調整教學方式

----簡化用詞/換句話說

----搭鷹架/引導

2. 增減教學活動

----每年微調



評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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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說評量

1. 學生能正確回答問題

----中文

----英文(單字/片語/完整句子)

2. 上台發表作品

----個人/小組

----中文/英文(自我介紹+指定句型)

正向肯定

以完整句子複述學生答案

感謝+讚美



實作評量

1. 學生能按照老師的步驟執行任務

----能聽懂老師的指示

----fast learners help slow learners

2. 完成作品

----學生的學習成果

----印象深刻+學習成就感

行間巡視

個別提醒

正向回饋



作業評量

1. 檢核學習成效

----學習單

----觀察日記

2. 學生是否用心完成作業

----正確率

----完整度

請導師提醒學生按時繳交

展示優良作業



紙筆測驗

1. 前後測

2. 單元小考

3. 期中期末考

領域知識+英語能力

形成性評量
總結性評量



成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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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影 shadow



光影-影子接龍 shadow solitaire



光影-shadow solitaire painting



光影-shadow solitaire painting



光影-藍晒圖 blueprint



光影-blueprint



光影-blueprint



光影-blueprint



光影-blueprint



光彩-三原色 3 primary colors



光彩-3 primary colors



光彩-混色 color mixing



光彩-color mixing



光彩-color mixing



植物-認識植物 parts of a plant



植物—parts of a plant 



植物-觀察植物 plant 
observation



植物-撿葉子 pick up leaves



植物-拼貼畫 I’m a leaf boy/girl



植物-感恩樹
Thanksgiving tree



泥土-開心農場 Happy Farm



泥土-Happy Farm



泥土-Happy Farm



泥土-Happy Farm



泥土-大豐收
Harvest Time



泥土-Harvest Time



回顧&省思

老師的改變……
(1)領域老師和英語老師經
過不斷的磨合，協同默契越
來越好

(2)漸漸的，領域老師在教
學時會帶入部分英語，英語
老師在教學時也融入了更多
的領域知識



回顧&省思

學生的改變……

(1) 由於實作課程較多，學生
的學習興趣提升

(2) 英文融入生活領域的比例
提高，學生吸收的知識就跟著
變多了



回顧&省思

實施困難與修正……

(1) 學生不易理解抽象概念或專有名詞
→肢體語言，圖片輔助，具體說明(如：葉脈)

(2) 老師說話速度過快
→發現學生沒反應，及時修正，互相提醒

(3) 美勞材料選材不當
→紙張厚度太厚(如：拓印)，老師應在上課
前自行操作過，採買時也須注意紙張材質



論文名稱：沉浸式英語教學應用於台灣小學之個案研究
English Immersion Program in a Taiwanese 
Elementary School — A Case Study

研究生：郭瑾融
指導教授：張芳琪
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某小學採沉浸式英語教學設計進行二年級生活
課程的執行過程與結果。在兩位大學教授的協助之下，該課程教案由學
校三位英語教師及一位生活領域教師共同設計，由其中一位英語教師和
生活領域教師採雙師共同教學，取得家長同意後，課室活動錄影供分析，
其他可供分析的資料有上學期期間舉行的四次英語文學習測驗卷、期末
學生態度問卷、兩位授課教師的開放性反思卷。課室活動錄影資料顯示，
學生逐漸融入教學活動、能夠回應教師的指令、以英語回應教師的頻率
提升、越來越積極於參與教學活動等。學生態度問卷分析顯示，學生對
於這樣的上課方式抱持正面的態度。



Q & A



Thank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