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0年教育部補助公共圖書館-提升民眾英語學習力計畫 

110年臺東英語閱讀力提升計畫 

 

子計畫：英文讀書會 

用繪本提升孩子的英文力！今夏疫緩後，我們在臺東縣公共圖書館，一起踏入 

有趣的英文繪本世界~你我•線上•收看•共學•讀書會~~開課囉~~ 

 

一、課程：主題式英語繪本 

二、方式：線上教學/Cisco Webex/2小時 

三、對象：第 1組/國小生 1~3年級 

          第 2組/國小生 4~6年級 

          人數/每場次以 15人為上限 

四、內容：英文繪本導讀、闖關遊戲、簡易英文玩玩測驗、閱讀小小分享 

五、費用：讀書會策劃、教案設計、教材提供、主題選擇、講師安排等相關業 

          務費用以包班方式支付團隊開設課程辦理。 

七、各鄉鎮館：安排鄉鎮內國小學生入館參與及場地、設備、人力協助 

              提供鄉鎮館之電腦設備(or平板 or筆電)使用。 

八、報名表單：彙整各鄉鎮圖書館回傳之報名表單。 

九、預計辦理場次及經費 :預計辦理 16場次、費用計 96,000元。 

十、讀書會辦理場次及日期表 

 

 

鄉鎮館名稱 預定日期 時段 組別/人數 備註 

臺東縣立圖

書館 
9/29(三) 14:00~16：00 第 1組/15人 

 

長濱 

鄉立圖書館 

9/1(三) 

14:00~16：00 

第 1組/15人 第 1組 1~3年級 

第 2組 4~6年級 
9/8(三) 第 2組/15人 

9/15(三) 第 1組/15人 

9/22(三) 第 2組/15人 

延平 

鄉立圖書館 

9/16(四) 
9:00~11:00 

第 1組/15人  

9/17(五) 第 2組/15人 



太麻里 

鄉立圖書館 
10/02(六) 

9:30-11:30 第 1組/15人  

14:00-16:00 第 2組/15人 

達仁鄉立圖

書館 

9/9(四) 

13:00~15:00 

1、2年級 安朔國小 

9/30(四) 3、4年級 安朔國小 

10/7(四) 5、6年級 安朔國小 

10/21(四) 1~6年級 安朔-新化分校 

10/6(三) 13:30-15:30 3~6年級 
土坂國小 

鹿野鄉立圖

書館 

10/23(六) 
10:00-12:00 

第 1組/12人  

10/30(六) 第 2組/12人 

十一、課程內容/例如上午場次活動安排/下午場時間依此類推 

課程時間 活動 說明 

5分鐘 相見歡 講師自我介紹&說明活動流程 

20分鐘 線上繪本導讀一 繪本導讀與互動問答 

20分鐘  線上繪本活動 帶 2-3個與繪本有關的活動 

20分鐘 休息時間 下課休息放鬆一下 

20分鐘 線上繪本導讀二 繪本導讀與互動問答  

25分鐘 線上繪本活動 帶 2-3個與繪本有關的活動 

10分鐘 總結 總結繪本內容並詢問孩子們有無任何問

題，看狀況結束 

 

十二、活動示意圖 
 

 

 

 

 

 

 

 

 

 

 



時間 活動 細節

5mins 相見歡 跟學生們自我介紹&說明活動流程

20mins 線上繪本導讀一 導讀繪本並問一些與繪本有關的問題

20mins 線上繪本活動 帶2-3個與繪本有關的活動

20mins 休息時間 讓學生們下課休息放鬆一下

20mins 線上繪本導讀二 導讀繪本並問一些與繪本有關的問題

25mins 線上繪本活動 帶2-3個與繪本有關的活動

10mins 總結 總結繪本內容並詢問學生們有無任何問題

活動流程



講師簡介

學歷 經歷

畢業於
東海大學外國語文學系

- 曾擔任英文兒美&文理補習班講師3年的時間，幫助學生

(1)英文成績進步、(2) 全民英檢初級通過、(3)佳音英語英

文即席演講比賽榮獲全國第3名。

- 從事補教講師期間，上課氣氛輕鬆，內容有趣，且都與學

生感情緊密融洽



低年級小朋友 -繪本



1. Four Friends

Folktale (fiction), 161 words, Level F 

(Grade 1), Lexile 370L

• 主題: 同心協力的重要性

• 教學目標: 不管任務多麼困難，只要大

家一起努力合作，常常都有正向的結果。

• 上課內容: 除了用逗趣的方式模仿動物

叫聲、房主倉皇而逃的模樣，也會與學

生們探討，這些動物是否真的可能一起

合作，及房主真的會就這樣落荒而逃嗎?



2. Troll Bridge

Fantasy (fiction), 196 words, Level G 

(Grade 1), Lexile 410L

• 主題: 霸佔橋梁的巨怪

• 教學目標: 有時候不能因人們的所作所

為，就斷定她們這個人。

• 上課內容: 跟學生聊聊，這隻巨怪有沒

有更好的方式來告訴山羊。



3. Grounded to 

Earth

Science Fiction (fiction), 225 words, 

Level H (Grade 1), Lexile 410L

• 主題: 靜下心來做決定、看待事物

• 教學目標: 教學生說有時人們在不理性、

帶有情緒時，無法做出最合適的決定，

做正確的事情。平靜一下，海闊天空。

• 上課內容: 問問學生是否也有這種不理

性時刻，也舉一些例子給學生。



4. The Goat and the 

Singing Wolf

Fable (fiction), 213 words, Level H 

(Grade 1), Lexile 470L

• 主題: 山羊的機智化解危機。

• 教學目標: 有時面對險境、危機時，想

辦法善用智慧、冷靜面對，再困難的情

況都有解決的可能。

• 上課內容: 用幽默的方式問問看學生這

狼是否真可能傻傻地聽山羊的話。



高年級小朋友 -繪本



1. Why I'm Late 

Today

Fantasy (fiction), 367 words, Level J (Grade 

1), Lexile 500L

• 主題: 幽默故事，人類與外星人共存的世

界。

• 教學目標: 藉由這個奇幻故事，讓學生分

辨事情的因果關係，訓練她們的邏輯思考

能力。

• 上課內容: 學生能確實了解本故事的因果

關係後，也與她們聊聊她們心中幻想的奇

幻世界。



2. The Pirate 

Substitute

Fantasy (fiction), 429 words, Level J (Grade 

1), Lexile 520L

• 主題: 慈祥又懂得好好關心他人的海盜。

• 教學目標: 有時候不見得是聲音最大，最

有魅力的人，才是最棒的人。

• 上課內容: 教學生本繪本的教學目標，及

告訴她們，害羞、內向的人，不需要覺得

比不過別人。最吸睛，最會展現自我的人，

有時根本不像人們所看到的那麼優秀。



3. The Lion and the 

Mouse

Fable (fiction), 249 words, Level I 

(Grade 1), Lexile 450L

• 主題: 老鼠的機智化解危機

• 教學目標: 讓學生知道「做人留一線，

日後好相見」的道理，及永遠不要低估

任何人。

• 上課內容: 舉一些看似不起眼的人，最

後卻讓大家驚豔的例子。



4. Soup and a 

Sandwish

Humorous (fiction), 320 words, Level I 

(Grade 1), Lexile 500L

• 主題: 夢想中的食物。

• 教學目標: 人們往往會「吃碗內，看碗

外」，但往往自己擁有的東西已是最棒

的了。

• 上課內容: 教學生本繪本的教學目標，

也和他們聊聊有沒有曾想要過什麼她們

所沒有的東西。



達仁鄉 (混齡) -繪本



1. Four Friends

Folktale (fiction), 161 words, Level F 

(Grade 1), Lexile 370L

• 主題: 同心協力的重要性

• 教學目標: 不管任務多麼困難，只要大

家一起努力合作，常常都有正向的結果。

• 上課內容: 除了用逗趣的方式模仿動物

叫聲、房主倉皇而逃的模樣，也會與學

生們探討，這些動物是否真的可能一起

合作，及房主真的會就這樣落荒而逃嗎?



2. Troll Bridge

Fantasy (fiction), 196 words, Level G 

(Grade 1), Lexile 410L

• 主題: 霸佔橋梁的巨怪

• 教學目標: 有時候不能因人們的所作所

為，就斷定她們這個人。

• 上課內容: 跟學生聊聊，這隻巨怪有沒

有更好的方式來告訴山羊。



3. Loose Tooth

Realistic (fiction), 167 words, Level G 

(Grade 1), Lexile 420L

• 主題: 掉牙齒的煩惱

• 教學目標: 很多事情不必先杞人憂天，

事情來了，自然能想辦法解決。

• 上課內容: 跟學生聊聊她們掉牙齒的經

驗。



4. Soup and a 

Sandwish

Humorous (fiction), 320 words, Level I 

(Grade 1), Lexile 500L

• 主題: 夢想中的食物。

• 教學目標: 人們往往會「吃碗內，看碗

外」，但往往自己擁有的東西已是最棒

的了。

• 上課內容: 教學生本繪本的教學目標，

也和他們聊聊有沒有曾想要過什麼她們

所沒有的東西。



繪本活動細節



￭ 單字搶答: 考學生繪本中單字的意思，以組為單位，派代表搶答。且不能都由同一學生為

代表，每題皆須換人。

￭ 限時句型組合: 每本繪本講師都會準備幾句句型事先放到投影片中，且每句句型都已拆解

為順序錯亂的許多單詞。一句一句比，以組為單位，看哪一組最快復原為原句。



￭ 繪本閱讀接力: 活動開始前確認每組學生閱讀繪本的先後順序，一人念一句，看當下時間

允許，念2-3頁即可或是念完整本皆有可能。以組為單位，計時每組學生正確閱讀繪本的時

間，念錯需該句重念，時間花最少的組別獲勝。

￭單字記憶王: 先用投影片讓學生們看每本繪本講師挑出哪些單字，看完後講師會將螢幕關

掉。以組為單位，講師先隨意挑一個組別，該組先背出隨意一個單字，該組學生再點第二組，

第二組需背出前一個單字並再背出任意一個單字，以此類推。先背不出其他還沒講到的單字

之組別的前一組獲勝。Ex: Team A: cold > Team B: cold-summer > Team C: cold-

summer-snow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