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直高中校本特色課程設計表 (逆向式課程設計 UbD) 

課程實施年級： 國八           學期：第 2學期      科目：英文 

單元名稱：臺灣美食之旅                       設計者：英文科教師 

階段一：期望的學習結果 

既有目標○G 【Goals即能力指標】  

1.能看懂故事及簡易短文，並能以幾個簡短的句子述說或寫出內容大意。 

2.在生活中有使用英語機會時，樂於嘗試。 

3.能利用簡單工具書(如字典)，主動瞭解所接觸英語的內容。 

4.能以簡易英語介紹中外風土民情。 

校本關鍵能力指標 

2-2對於疑難問題或挫折，能有彈性的變通想法 

3-1能有效蒐集正確資訊並合理合法運用 

3-2能善用資訊與科技製作數位檔案並廣為分享 

4-1能欣賞、尊重、包容團隊成員的特質與能力 

4-2所有成員都能認同團隊的願景目標，願意貢獻所長，共同達成團隊目標 

4-3團隊領導人能展現領導力、營造信任氛圍，其他成員則能服從領導、承擔責任 

5-3能檢討省思執行成果 

理解事項○U【Understand 大概

念】 

1. 了解如何用英文描述台灣

小吃 

2. 知道如何搭配PPT簡報向姊

妹校學生介紹台灣小吃。 

3. 瞭解團隊合作對於小組任

務的影響。 

主要問題○Q 【Question】 

台灣小吃的哪些特色是需要被提到的? 

1. 語言轉換上的困難有哪些資源可以運用？網路、

字典、英文老師… 

2. 團隊該如何分工才公平且有效率？ 

3. PPT簡報製作需注意哪些細節？ 

4. 口頭報告要如何才能清楚呈現？ 

學生將知道○K 【Know】 

1. 台灣小吃名稱及簡介的英

文說法。 

2. 報告內容的基本要求及評

分標準。 

學生將能夠○S 【Skills】 

1. 創造思考與團隊合作能力：遇到不會的單字或句子

時可以 

A. 以較簡單且已學過的單字及句子替代。 

B. 小組內互相討論。 

C. 互相協助並合作完成組內任務 

2. 數位科技能力： 

A. 課堂利用行動載具搜集或搜尋需要資源。 

B. 課後利用社群軟體進行分享。 

C. 製作合適 PPT進行口頭報告。 

3. 後設問題解決能力：藉由分組學習，相互觀賞，學

習他人長處並了解其原因。 



階段二：評量證據 

實作任務○T 【Tasks】 

1. 選擇任一台灣小吃，閱讀網路相

關文本。 

2. 以教師提供範例為基準，用英文

書寫小吃簡介。 

3. 小組相互合作，完成紙本學習單。 

4. 組內製作投影片。 

5. 口頭報告及互評。 

其他證據○OE 【Other Evidence】 

1. 課堂的討論(觀察個人或小組的表現) 

2. 課堂中對於教師或同學提出問題的回應(或

回饋) 

3. 將所習得的能力應用於生活情境中的實例 

階段三：學習計畫 

學習活動○L 【Learning 

actives】 

第一堂課： 

1. 教師簡介任務：為姊妹校的

日本同學簡介台灣小吃，並

製作成大直 TLC的網路影片。 

2. 分組並選擇小吃。 

3. 閱讀網路資源文本。 

4. 改寫成符合國中生程度的口

頭報告內容。 

課後： 

1. 組內共同製作投影片及口語

練習。 

第二堂課： 

1. 教師說明評分指標。 

2. 各組上台報告。 

3. 互評並選出優秀 speaker及

討論原因。 

 

※  

所需教學資源：行動上網裝置、

液晶觸控螢幕、筆電 

圖文說明 

 
註：教師自製投影片說明任務 

 

註：主要參考文獻，取自 CNN 線上新聞 

(http://travel.cnn.com/explorations/eat/40-taiwanese-fo

od-296093) 



 

註：學生作品學習單 

 

註：學生投影片檔案作品 (805 Group 9) 

 

註：學生口頭報告實況錄影畫面 



 

註：同儕評量表，中文書寫( 807 Group 5) 

 

註：英文同儕評量表，英文書寫 (807 Group 2) 

 

 

 

 

 

 

 

 

大直高中校本特色課程設計表 (逆向式課程設計 UbD)  

課程實施年級： 國九           學期：第 1學期      科目：英文 

單元名稱：台灣傳統創意(紙傘與天燈)          設計者：英文科教師 

階段一：期望的學習結果 



既有目標○G 【Goals即能力指標】  

1. 能理解短文並且描述出其大意。 

2. 能統整自我思考並且書寫出簡短文章。 

3. 能以英語描述出個人感受並且給予他人評價。 

校本關鍵能力 

1-1能發現、觀察並描述生活中的美感經驗 

1-2能對「人」、「事」或「物」彼此互動所產生的美感，進行有意義的分析或詮釋 

1-3能將習得的美感經驗運用在生活當中 

2-1 對於教師指定的問題，能有多元獨創的想法 

2-3能落實執行創意構想，成為具體作品或可行方案 

4-1 能欣賞活動中其他成員的特質與能力 

5-2 能規劃解決問題方案並執行 

5-3 能檢討省思執行成果 

理解事項○U 【Understand大概念】 

1. 了解紙傘與天燈的緣起與文化背景。 

2. 學習並體驗迷你紙傘與天燈的製作。 

3. 學會 I wish…的英文語句如何表達。 

4. 賞析有關雨傘的詩文。 

主要問題○Q 【Question】 

1. 紙傘與天燈的緣起與文化背景對個

人有何啟發？ 

2. 製作屬於個人的迷你紙傘與天燈對

個人有何啟發？ 

3. 詩文中有那些句子或文字值得學

習？ 

4. 對於當下與未來的願望該如何逐步

達成？ 

學生將知道○K 【Know】 

1. 對於紙傘與天燈的緣起與文化背景有

所了解。 

2. 學生將了解迷你紙傘與天燈製作的基

本技巧。 

3. 習得 I wish…的英文語句如何表達。 

4. 習得有關雨傘的詩文並學習到如何賞

析。 

學生將能夠○S 【Skills】 

1. 美感賞析能力：藉由製作屬於個人的

迷你紙傘與天燈，不但能欣賞詩文之

美，也能將習得的美感經驗運用在其

中。 

2. 創造思考能力：藉由製作迷你紙傘與

天燈，創造出具有個人色彩的作品。 

3. 溝通能力:學生得以學會以 I wish…

來表達英文願望的語句。 

階段二：評量證據 



實作任務○T 【Tasks】 

1. 進行閱讀與聽力訓練 

2. 進行賞析英詩及書寫英文願望語句的

能力訓練 

3. 鼓勵學生結合自身的美術創意與英文

能力以表現在其迷你紙傘與天燈的作

品上 

其他證據○OE 【Other Evidence】 

1. 課堂的討論(觀察個人的表現) 

2. 課堂中對於教師或同學提出問題的

回應(或回饋) 

3. 將所習得的能力應用於生活情境中

的實例 

階段三：學習計畫 

學習活動○L 【Learning actives】 

課前前置作業: 

1. 依班級人數準備製作迷你紙傘的紙張與迷你天燈的模型紙張 

2. 準備五則與雨傘相關的英文短詩、「I wish…」的學習單以及與紙傘和天燈文化

相關的英文短片。 

3. 請學生帶色筆與剪刀在課堂使用。 

第一堂課  1.播放與紙傘和天燈文化相關的英文短片 

          2.進行與雨傘相關的英詩賞析並請學生從中選出自己最喜歡的一則短詩。 

          3.教導學生運用紙張製作迷你紙傘，並將自己所選的短詩寫上紙傘。 

          4.請學生依喜好將紙傘予以上色並裝飾，最後將全班紙傘裝飾在班上。 

第二堂課  1.進行「I wish…」學習單 

          2.教導學生運用模型紙張製作迷你天燈。 

          3.請學生在天燈上寫下英文 I wish…的願望。 

          4.請學生依喜好將天燈予以上色並裝飾，最後將全班天燈裝飾在班上。 

所需教學資源: 迷你紙傘的紙張，迷你天燈的模型紙張，英文短詩及「I wish…」的

學習，與紙傘和天燈文化相關的英文短片，色筆與剪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