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組員名單： 

                      英文四          張承郁 104501036 

                      中文四          黃馨瑩 104101002 

    中文碩          吳芊儀 105151019 

    教育博三      莊佳樺 105152501 

    華語文碩二  李季陵 106161007 
 



一、計畫名稱︰第一次國外旅遊就上手! 

 

二、計畫緣起︰ 

隨著全球大眾交通工具的便利化、普及化、平價化，「國外旅遊」已經

是越來越容易的事情！尤其近幾年自助旅行非常流行，比起跟團，自由行不

但省錢，更可以選擇自己想吃、想住、想玩的，不再受限於旅行社制式化的

行程。有言「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以及美國教育學家杜威「做中學」

的教育理念，其主張孩子可以從經驗中累積、透過實際去「做」，建構心智

的發展。因此，若能將「英文學習」和「有趣的旅遊經驗」加以聯結，並強

調其實用性，相信將能有效提升學生學習英文的意願與動機！以下，我們即

針對國外自助旅遊時，可能面臨的情境規劃了一系列的實用課程，涵蓋內容

包括：機場出入境、地方文化、景點觀光、住宿、交通以及旅遊札記等面向。 

 

三、計畫目標︰ 

英文儼然已成為國際語言，然而我國目前仍缺乏一個自然使用英文的場

域，英文學習大多仍受學科考試主導，導致學生時常伴隨著莫名的壓力與恐

懼。事實上，語言是種溝通的工具，英文教學並非以教導學生成為英文專家

為目標，而應回歸到語言最純粹的功能，「幫助學生能帶有某種真正溝通目

的的意圖來學英文，進而達到傳達某些訊息給他人！」本計畫期許透過學習

旅遊的實用英文，達成下列目標： 

 

1.認識機場出入境英文用語。 

2.融合文化知識與語言能力。 

3.學習用英文規劃各景點的移動路線。 

4.認識大眾交通工具的英文用語。 

5.認識飯店住宿的英文用語。 

6.統整與分享個人的國外旅遊規劃。 

 

四、執行團隊︰ 

 

張承郁 計劃撰寫、課程設計、選用文獻分析、簡報製作 

李季陵 計劃撰寫、課程設計、選用文獻分析、簡報製作 

莊佳樺 計劃撰寫、課程設計、選用文獻分析、簡報統整 

黃馨瑩 課程設計、選用文獻分析、簡報製作 

吳芊儀 課程設計、選用文獻分析、簡報製作 

 

五、課程實施細節︰ 

     本行動案計劃於 107 學年度第二學期實施，融入國中三年級的英文課程。

總共 6 堂課，每堂課包含線上課程 10-20 分鐘、與實體課程 45 分鐘，共計約

6 小時。本課程計劃以小組合作完成旅遊規劃，一班 30 人為例，一組五人，

共分六組。 



六、課程概要與課程大綱︰ 

 

6.1 課程概要 

一堂課 

線上課程 實體課程 

● 語言知識基礎：單詞、文法與句

型、片語 

● 課程相關影片 

● 旅遊實物介紹：入境卡、JR網站 

● 旅遊經驗分享 

● 語言知識基礎複習活動 

● 活動練習單 

● 旅遊規劃書製作 

 

   6.2 課程大綱 

第一週 出入境：Before the trip:出國入境大小事 

第二週 文化常識：When in Rome, do as the Romans do：入境隨俗 

第三週 景點規劃：Where are we going？ 景點走透透 

第四週 交通規劃：Taking Public Transportation  一帆風順旅途愉快 

第五週 住宿：Accommandation  住好睡好沒煩惱 

第六週 成果：What about your trip  旅遊書成果展示 

 

   七、詳細課程內容計劃︰ 

 

   7.1 第一週 ：出入境  

主題 Before the trip:出國入境大小事 

教學目標 認知：1.認識基本出國入境相關生詞、語法、句型。 

      2.認識不同國家出入境程序。 

情意：1.能拓展文化及國際觀。 

      2.能樂於參與討論及小組活動。 

技能：1.能閱讀並理解入境文件的各項資訊。 

      2.能以簡單句型回答問題。 

英文生詞 1. departure 出境 

2. arrival 入境 

3. Customs海關 

4. visa 簽證 

5. passport 護照 

8. fill in 填寫 

9. purpose of visit 來訪目的 

10.tourism 觀光 

11.occupation 職業 

12.declare 申報 



6. destination 目的地 

7. application form 申請表 

13.signature 簽名 

英文 

語法句型 

How long 句型與回答 

相關句型區別： How soon/How often/How far… 

線上課程

進行方式 

單詞句型帶讀講解 

情境影片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O5NZWdSvns 

日本入境示範：入境卡與申告書 

實體課程

進行方式 

   0. 預習：同學看完線上課程 

      分組：將全班分成六組並選擇國家 

   1. 暖身：請組內分享出國入境經驗 

   2. 生詞、語法與常用句式複習 

   3. 各組查找填寫該國入境文件並分享 

   4. 小組製作旅遊書出入境規劃 

課程 

即時評量 

一、小組評量 

    1.填寫入境文件與分享 

    2.旅遊書出入境規劃 

二、個人評量 

    1.個人出席率 

    2.問答與意見發表 

  

  7.2 第二週：文化常識 

主題 When in Rome, do as the Romans do：入境隨俗 

教學目標 認知：1.學生能夠學習風俗禮儀相關的英文單字、文法、句型。 

      2.以課堂所學句型，撰寫旅遊書的注意事項。 

情意：1.學生能尊重異地文化，懂得入境隨俗。 

技能：1.透過本課所學單字，上網查找在各國旅行應注意的當地風 

        俗與禮儀規範。 

2.建立實用的旅遊知識，增強國際移動能力。 

英文生詞 1. do's and don'ts 

該做和不該做的事 

2. table manners餐桌禮儀 

3. avoid 避免 

4. embarrassment 尷尬 

5. misunderstanding 誤會 

8. necessary 必要的 

9. respect 尊重 

10.superstition 迷信 

11.tip 小費 

12.assume 假設 

13.expect 預期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O5NZWdSvns


6. local 當地的 

7. insulting 無禮的 

英文 

語法句型 

 1.虛主詞 ：It  is 形容詞 + 不定詞 

 2.祈使句 ：肯定句 do/否定句 do not 

線上課程

進行方式 

1.  觀賞相關主題影片〈12 Things NOT To Do in Japan!〉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t5ai-UuhR8 

2.講解單字與文法句型，以撰寫旅遊注意事項為示例 

3.示範如何用關鍵字在英文網站上查找各地旅遊注意事項 

實體課程

進行方式 

0.預習：完成個人課前作業—事先查找旅遊地點的風俗規範， 

        整理後上傳平台 

1.活動：各組彙整資料，口頭分享 

2.複習文法句型，講解旅遊書注意事項的撰寫模式 

3.小組製作旅遊書「注意事項」（do's and don'ts while    

  visiting ○○○ ） 

課程 

即時評量 

一、小組評量 

    1.口頭報告小組收集的資料 

    2.旅遊書注意事項 

二、個人評量 

    1.線上課程出席率與課前作業繳交情況 

    2.實體課程出席率與課堂問答 

 

  7.3 第三週：景點規劃 

主題 Where are we going？ 景點走透透 

教學目標 認知：1.學生透過這堂課程能夠對於描述與詢問地點、路線相關的 

        英文單字、文法、句型、會話有所認識與熟悉，並且對於 

        規畫景點與旅遊路線有基本概念。 

2.透過與實務連結的教學活動，能讓學生有更貼近真實生活 

  的連結。 

情意：1.在準備旅遊景點規劃時，能衡量自身狀況，規劃最適當的 

        行程，並建立成就感與自信心。 

      2.在旅遊期間需要詢問路線時，能冷靜運用所學尋求協助。 

技能：1.能夠透過本課所學，完成旅遊景點規劃。 

2.在準備旅遊景點規劃與遇到現實狀況時，能夠使用適合當 

  時狀況的英文與他人溝通、解決問題。 

英文生詞 1. in the front of  

在...前面 

7. on the right 在右邊 

8. on the left 在左邊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t5ai-UuhR8


2. in the back of  

在...後面 

3. next to 在...旁邊 

4. across from 在...對面 

5. on the corner of 

在...的轉角處 

6. between 在...之間 

9. excuse me 不好意思 

10.striaght 筆直的；筆直地 

11.corner 角落 

12.pass 經過、路過 

英文 

語法句型 

日常會話之詢問他人語句、疑問詞&助動詞開頭問句 、描述景點方

向&路線之單詞 

1. 日常會話 

a. Excuse me. 不好意思打擾了(後接問句) 

b. May I ask for your help? 可以請您協助我一下

嗎？ 

2. 疑問詞&助動詞問句 

a. Where are we going? 我們要去哪裡(哪個景點)? 

b. How do we get to …….? 我們要怎麼到達....? 

c. Can you show us the way to ….? 可以請你告訴我

怎麼到達...嗎? 

3. 描述景點方向&路線語句(對應第 2點的問句) 

a. We are going to …..(規劃的景點) 

b. We can go straight XX Street, and turn right 

at…..(接續 c) 

c. (接續 b) Then turn left at the corner and (景

點) is across from the police officer.  

(b&c問句因為性質相似，因此回應句型是也會較為相

同) 

線上課程

進行方式 
1. 詢問及描述景點時會使用之問句介紹與練習 

2. 景點地點與路線描述語句認識與熟悉 

3. 景點規畫安排技巧與案例展示 

實體課程

進行方式 

0. 預習：帶領學生回想線上課程內容(詢問及描述景點句型與 

語句) 

1. 暖身活動：線上課程中的景點規劃案例優缺點討論 

2. 句型與語句練習：隨機分配情境讓小組組內練習 

3. 情境模擬：隨機發下世界各國著名景點旅遊地圖，讓小組以

演戲的方式運用詢問及描述景點的句型與語句上台演出狀況

劇，並請其他組進行評分 

4. 小組製作旅遊書景點規劃 

課程 

即時評量 

一、小組評量 

    1.情境劇評分 

    2.旅遊書景點規劃 



二、個人評量 

1. 線上課程出席率 

2. 線上課程隨堂測驗 

3. 實體課程生詞、語法與句型複習(學習單) 

4. 實體課程出席率 

5. 實體課程課程參與 

 

  7.4 第四週：交通規劃  

主題 Taking Public Transportation  一帆風順旅途愉快 

教學目標 認知：1.學生透過本課能夠學習到大眾交通工具相關的英文生詞、 

        語法、句型。 

      2.認識並瞭解其他交通相關的資源與材料 

      3.透過教學活動，了解並能應用本課的教學內容 

情意：1.在規劃旅遊交通路線時，能夠準確、自信不畏懼。 

2.遇到緊急交通狀況時能從容應對，並解決問題。 

技能：1.能夠透過本課所學，完成旅遊交通規劃。 

2.遇到緊急交通狀況時，能夠使用英文與他人溝通，並解決 

        問題。 

英文生詞 1. public 公眾的；公共的 

2. transportation  

交通運輸系統 

3. taxi stand  

計程車候車站 

4. airport 機場 

5. one-way 單向的；單程的 

6. round-trip  

雙向的；來回的 

7. express 快車 

8. platform 月台 

9. transfer 換車；轉車 

10.valid 有效的 

11.subway 地下鐵 

12.timetable 時刻表 

13.express train 直達快車 

14.bus route 公車路線 

英文 

語法句型 

頻率副詞：1.every + 時間 

          2.almost, usually, often, sometimes, seldom 

線上課程

進行方式 

1. 暖身活動——相關影片欣賞：【英文易開罐】旅行必備！交

通工具英文句：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ZqCWvxlF3Q 

2. 單詞句型帶讀講解 

3. 日本 JR官網英文簡介 

4. 英文交通規劃示範 

實體課程

進行方式 

   0. 預習：旅遊交通常用句式 

1. 暖身活動：英文打招呼 

2. 生詞、語法與常用句式複習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ZqCWvxlF3Q


3. 提問大眾交通相關資訊問題——以 JR東日本官網為例 

4. 情境模擬 

5. 小組製作旅遊書交通規劃 

課程 

即時評量 

一、小組評量 

1. 情境模擬 

2. 旅遊書交通規劃 

二、個人評量 

1. 生詞、語法與句型複習活動競賽 

2. 問答與意見發表 

 

  7.5 第五週：住宿 

主題 Accommandation  住好睡好沒煩惱 

教學目標 認知：1.學生透過本課能夠學習到住宿相關的英文生詞、語法、 

        句型。 

2.認識並瞭解其他住宿相關的資源與材料 

3.透過教學活動，了解並能應用本課的教學內容 

情意：1.在住宿旅館或是民宿內，遇到問題時，能夠準確、自信不 

        畏懼地與人溝通。 

      2.遇到住宿方面的狀況能從容應對，並解決問題。 

技能：1.能夠透過本課所學，完成旅遊住宿規劃。 

2.在住宿房間內遇到緊急狀況時，能夠使用英文與他人溝 

  通，並解決問題。 

英文生詞 1. Check in  登記住宿入房 

2. Check out  退房 

3. reservation 預約訂房 

4. ID card 身分證明 

5. double room 雙人房 

6. single room 單人房 

7. vacancy 空房 

8. brochure 簡介 

9. regist 登記 

10.safe-keep 行李保管 

11.balcony 陽台 

12.suite 套房 

13.wake-up call 晨喚 

14.repair 修理 

15.cash 現金 

16.credit card 信用卡 

17.tax 稅 

18.tips 小費 

19.adult 成人 

 

英文 

語法句型 

1. make the change 換  

2. three days two night 三天兩夜 

3. to sb’s satisfaction 讓某人滿意 

4. sth be broken 某個東西壞掉了 

5. quiet down 安靜一點 

6. fill out the form 填表單 



線上課程

進行方式 

1. 暖身活動——觀賞相關主題影片：阿滴英文| 10個常用英文

句子【旅遊飯店住宿篇】feat. 魚乾：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Yz-BCBJ_l0  

2. 單詞句型帶讀講解 

3. Airbnb 和 Booking.com 官網英文簡介 

4. 英文旅遊規劃示範 

實體課程

進行方式 

   0. 預習：旅遊交通常用句式 

1. 暖身活動：英文打招呼 

2. 生詞、語法與常用句式複習 

3. 提問住宿相關資訊問題——以 booking.com為例 

4. 情境模擬 

5. 小組製作旅遊書住宿規劃 

課程 

即時評量 

一、小組評量 

    1.情境模擬 

    2.旅遊書住宿規劃 

二、個人評量 

    1.生詞、語法與句型複習活動競賽 

    2.問答與意見發表 

 

  7.6 第六週：旅遊書成果展 

主題 What about your trip:旅遊書成果展示 

教學目標 認知：1.藉由閱覽他組製作的旅遊書，快速認識各國風情文化，  

        深化英語能力。 

情意：1.以欣賞、尊重、公正的態度，針對他組成品，提出優點 

        或建議。 

技能：1.通過合作，規劃一趟國外旅遊。 

      2.能向精彩扼要地向他人介紹自己規畫的旅遊行程。 

線上課程進

行方式 

   1.小組修改旅遊書後上傳最終成品，上課前兩天為截止日 

   2.學生線上閱覽他組作品，至少擇一組撰寫回應 

實體課程進

行方式 

1.預習：完成個人課前作業（閱覽與回應） 

2.活動： 

(1) 拉票–各組用五分鐘上台宣傳自己的旅遊書 

(2) 交流–小組討論，對他組成品發表意見 

(3) 投票–最後以個人名義進行線上票選，選出自己最喜歡的一

本旅遊書  （只能投給別組）。 

課程 

即時評量 

一、小組評量 

    1.上台宣傳和意見交流的表現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Yz-BCBJ_l0


     2.旅遊書成果  

二、個人評量 

    1.課前作業繳交情況 

    2.實體課程出席率 

 

八、預期益效︰ 

 

● 增添學生對英語的興趣：英文結合旅遊使學生對英文產生興趣。 

● 加強日常生活英文溝通能力：將生活情境融入課堂之中，學生能夠在課堂上直

接模擬情境練習。 

● 學以致用並有能力出國旅遊：能夠藉由課程中規劃旅遊的概念與學習，假以時

日能夠將相關知識真正運用於旅行中，達成學以致用的效果。 

● 提升人際關係與合作能力：與小組成員共同規劃一趟旅行，不僅能在課程進行

的過程中了解到與人合作的重要，也能在合作中與組員們建立良性、正向的人

際關係。 

● 熟悉旅遊相關英文：透過課程中的實作，能夠對於旅遊相關網站的英文介面，

以及與旅遊有關的單詞、語法與句型有進一步的熟悉，也能藉此提升英文能力。 

● 運用所學解決問題：能夠使用英文句型、語句應付旅遊途中發生的各種突發狀

況。 

 

九、評量計畫︰ 

  目前的評量計畫為初階規劃，下次報告時會有詳細的計畫、評量細節與分數尺規。 

課堂即時評量 ● 情境模擬練習 

● 生詞、語法與句型複習活動競賽 

● 問答與意見發表 

成果評量 ● 小組旅遊規劃書發表 

● 旅遊規劃書票選活動 

● 針對其他小組旅遊規劃書的意見發表 

 

   十、參考文獻分類與選用分析：翻轉教室與數位學習、實際教學案例、反思與看見。 

    (一)翻轉教室與數位學習 

文獻名稱 1.〈別被影片綁架了―逆向的翻轉教室課程設計〉 

文獻重點 翻轉教室由「課外科技融入線上自主學習」與「課內學生中心的主

動學習活動」所組成，但有個常見的迷思是光在上課前先看影片自

學，就是翻轉教學了。故本文不談論線上教學影片的學習，而是聚

焦課內活動，以一個遺傳學單元的課程設計，澄清翻轉教學的初衷

——撥出更多時間在實體課堂上，協助學生操作關於問題解決的任

務，培養帶得走的能力。 



結論提到的「法蒂瑪法則」，是指在考試導向、教科書導向下，學

生的學習態度偏向應付、依賴、消極，看似有拿到分數，實際理解

度卻不足。翻轉教室正有針對此點修正傳統教育的意識。 

文獻參考

價值 

我們的設計方向是：給學生一個明確的任務，目的在於讓學生用得

了語言，而不單單應付考試。學生將自製一本實用的英文旅遊筆記/

攻略，藉此增強學習動機、培養應用能力。過程中，學生必須先在

U.camdemy 上自習基本知識，教師再有效利用實體課堂時間解決學生

的問題，協助他們製作旅遊書。這篇論文的立場，正與我們相合。 

 

文獻名稱 2.〈高級中學學生數位學習成效之研究〉 

文獻重點 透過問卷，以高一學生為對象進行調查，量化分析出當前高中生數

位學習的狀況與成效。包括數位學習的優點、優先進行數位學習編

製者、應包含的內容媒材、意願、經驗、城鄉差距等等。 

文獻參考

價值 

在「優先進行數位學習編

製的科目」調查中，發現

前三排序都是主科，分別

為英文（ 14.3%）、數學

（ 13.9 ） 、 國 文

（11.5）。藉此佐證高中

生認為最優先進行數位學

習編製的科目是英文。雖

然我們的實施對象是國三

生，可能也相去不遠。 

 

 

文獻名稱 3.<翻轉教室：談學生看法 翻轉教室：談學生看法 A Flipped 

Classroom: The Study of Students’ Perspectives > 

文獻重點 針對大學生於體驗翻轉教室之後，進行個別訪談，以深入了解學生

的看法。受訪者是 7名修習同一門教育類別科目之大二及大三學生，

該門課採取翻轉教育的課程執行概念，而透過課後的深入訪談，能

從學生的角度檢視翻轉教育能達成的效果與效益。 

文獻參考

價值 

翻轉教育、翻轉教室為現代社會中具創造力且創新的教育方式，我

們能從許多成功的案例中得知，然而卻鮮少從學生的角度出發，思

考這樣不同於傳統、一般體制的教育方式是否真正為學生帶來效

果，因此文獻從學生的角度出發，我認為更能檢視翻轉教育的優勢

與能再加強的部分，而若未來成為一名教師，在嘗試採取翻轉教育

時，也能有所參考依據。 

 

 



文獻名稱 4. <建構取向的教學在國中英語課堂實施之研究 > 

文獻重點 本文對國二班的 36 位同學展開一學期的研究，觀察建構取向的國中

英語教學實施的挑戰與收穫。在研究當中，依據學生的學習歷程擋

案、訪談等了解學生的真實想法和感受。發現學生對於建構取向的

英語教學多有正面回饋，不只是學習接受度高，整體而言提升了學

生的學習意願與信心，說明了此教學方式的轉變有助於學生在國中

英語的學習，為本組的教學方式提供依據。 

文獻參考

價值 

本組設計的旅遊英文課程，旨在學生能活用所學，跳脫過去僵化的

語言學習，實際運用英文走向世界。在這篇研究中，肯定這種以學

生為中心的教學方式，認為這類的教學可以激發學生主動學習的意

願，事半功倍，且檔案評量的實施能夠啟發學生的多元智慧，展現

學生獨具的個性，在在呼應了本組的目標與設計。 

 

 (二) 實際教學案例 

文獻名稱 1.<攜手計畫課後扶助教案設計：Traveling Aboard——At the  

  Airport > 

文獻重點 課堂開始時由學生旅遊經驗出發，請學生分享各自的旅遊經驗作為

不安慎。介紹機場的標誌以及機票上的英文，並且讓學生了解出入

境是需要用到的英文。最後帶入「before」和「after」的句型練

習。 

文獻參考

價值 

首先此教學設計之教學對象為學習表現低落的學生，行動方案教學

設計參考此教案，可以兼顧到不同學習層度的學生。這份教案將機

場的實物帶進課堂中，在課堂中創造了生活實境，增加學生學習的

意願。本行動方案設計時，也可以參考此教案設計的巧思，將生活

中的實物融入教學設計，學生就更能夠將所學應用於生活中。 

 

文獻名稱 2.<國小英語明信片國際交換專案：理論探討與教學實務經驗分享  > 

文獻重點 有感於語言學習的學習目標在於與世界溝通、與世界接軌，在英語

課堂中，編製完成的英語對話教材被評論「並不真實」，而為改善

此情形，本課程有感於教育資源落差，無法完全達成真實英語環境

「 英 語 村 」 的 普 及 性 ， 故 運 用 美 國 的 明 信 片 交 流 網 站

（Postcrossing.com），達成與真實的語言交流、溝通、互動的效

果，在接收資訊的同時，也促進學生產出的能力，實現學習目標，

與世界溝通、接軌。 

文獻參考

價值 

由於我們這組的課程主題為旅遊，而我認為明信片是旅遊的很大一

部份，因此對此篇資料感到十分有興趣。在文章中，老師們提到了

專案學習 PBL是種學習目標明確且貼近真實生活的學習，而以明信片

交換活動為專案主軸，並透過真實網站執行專案，便十分活用於生



活情境、真實場合中，因此希望能借鏡這篇文章，將 PBL的概念運用

在我們的專案中。 

 

文獻名稱 3. <自助旅行講座> 

文獻重點 聖奧古斯丁曾說：「世界是一本書，而那些不旅行的人只讀了一

頁。」（The world is a book, and those who do not travel read 

only one page.）比起遊學團，作者更希望學生去當國際志工或交換

學生；比起旅行團，又更希望學生可以自助旅行，用自己的步調和

方式去探索這個世界。其開設「自助旅行講座」就是為了讓學生明

白只要按部就班，循序漸進，他們都有能力為自己打造量身訂做的

專屬旅程，並培養學生查找機票等旅遊資訊、蒐集相關資料、以及

善用網路資源的能力。網路世界充滿了大量資訊，如何學習從中擷

取自己所需的部分，是很重要且關鍵的能力。 

文獻參考

價值 

旅遊英文是本組預設的課程主軸，但旅遊的範圍廣泛，課程該從何

處著手呢?本文獻提供了一個有趣又充滿自主性的方向：自助旅行。

自助旅行是近代盛行的流行模式，旅行者必須自我規畫行程，從機

票、飯店、交通、旅遊路線、餐點...等，皆不假他人之手，換句話

說，除了規畫之外，當中的任何溝通事項、連絡事宜也必需由個人

獨力完成，突顯了英文能力的重要性！這幫助我們很快找到「該教

什麼?」，課程設計要聚焦在哪些面向(如：機場用語、飯店住宿用

語、餐點美食用語、景點用語等)。而文中作者也提到，當學生在規

劃旅程時，因為大多數的書面和網路資料都是英文，學生會深刻體

認英文的重要，進而萌生精進語言能力的想望，這比課堂上的苦口

婆心有效無數倍!顯示「自助旅行講座」是一門會讓學生想要主動學

好英文的課程，在引起動機的部分能有加乘效益。 

 

文獻名稱 4. <「明」若指掌、 「信」手拈來―後設認知監控策略融入英文創

意寫作教學(英文明信片) > 

文獻重點 本文的研究者針對「英文寫作」設計課程：前段課程重點在強調內

容的溝通式教學、寫作基本類型與技巧；強調過程的寫作教學法及

讓學生運用後設認知的監控策略於英文寫作，期待學生能發展學習

策略提升英文寫作力。共分成八個階段進行英文寫作的教學活動：

腦力激盪、小組合作學習、寫作評分指標教學與應用、迷你寫作專

案、評量(自我、同儕)、自我修訂、師生會談與編輯。同時，結合

英文創意迷你專案寫作，希望能透過英文明信片書寫，結合年輕人

喜歡上傳作品的習慣達到貼近學生生活的寫作目的。而後段的課程

則是把英文寫作作品連結至明信片及操作平台等的教學及實作。 

文獻參考

價值 

本文研究者注意到台灣學生在英文寫作面臨的一大問題是：教師給

予學生的英文寫作任務對學生而言是「沒有真實存在目的」，因此

令學生對英文寫作產生是個學習上額外重擔的想法，他們認為若寫

作的學習任務是與學生的真實生活有直接關聯，應能提高學生的學



習興趣。實際上，除了英文的寫作之外，其它英文的聽、說、讀之

學習，若無法貼近學生生活、讓學生學以致用，都將難以跳脫死

記、硬背、或填鴨式學習，因此啟發我們本組在課程設計上，力求

要能夠生活化、實用化！其次，本文獻將寫作應用於明信片的想

法，也很符合旅遊的情境，尤其將明信片上傳至網路平台的方式，

更是切中現代學生數位新住民的習性，值得效仿。 

 

文獻名稱 5. 優良教案甄選比賽教案設計〈勇敢追夢~我的背包客日記〉 

文獻重點 本教案設計帶領學生大膽作夢、勇敢逐夢，以英文學習的實際應用

跨出舒適圈，做好和世界接軌的準備。這堂課中，學生必須實踐自

己的背包客計畫，舉凡旅遊規劃的機票查詢、住宿預定、景點安

排、書信往來都必須使用英文，讓英文學習不再是停留於書面的課

文單字，而是產生實質的互動交流。此外，透過活化教學與多元評

量的方式，了解學生的學習歷程並縮短過去在英文學習上的學用落

差。 

文獻參考

價值 

當初我們在發想教案時，核心概念就是希望活化學科，使知識與經

驗產生連結，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這篇教案相當貼近我們的想

法，其中的設計有同有異，並有設計者的成效分析與教學省思，值

得我們參考借鏡。 

 

 (三)反思與看見 

文獻名稱 <「臺灣人文旅遊華語」教材編製與混成式教學實施> 

文獻重點 本課程透過 MOODLE 平台建置遠距華語旅遊學習課堂，內容包含對

話、生詞、句型、短文、補充閱讀、旅遊手札、文化小百科與綜合

評量，並且測驗學生的學習成效。提供本行動方案中教學設計之參

考。 

文獻參考

價值 

文獻中提供了一套建置線上課程的模式。文獻中的教學實驗將「旅

遊」作為專業華語教材，並在 MOODLE 建置遠距華語課堂，課後問卷

調查顯示，有 95%的學生透過這堂課增加了學習華語的興趣，更高達

100%的學生認為和小老師的互動增加了學生的溝通能力。這項調查

結果提供了學習方案數據調查上的一句，「旅遊」能夠增進學生的

學習興趣，並且透過師生互動提升學習者的溝通能力。較為可惜的

是，雖然文獻的教學提供了很好的學習材料，但是學生自行產出的

部分較少，本行動方案應適時調整教學與互動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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