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北市土城區安和國民小學
新北市106年度「食農樂活學院-教師環境教育研習」
教學活動設計

教學班級

五 年級

學生人數

26~28 人

教學日期

106 年 5 月(一~二節)

教學者

朱慧瑩

教學資源
學生經驗分析

網路資源改編教材
先備知識：
1.已學過基本食物和三餐的單字, 如 hot dog, hamburger…breakfast, lunch。
2.已能藉由看、聽跟讀，熟悉字句的正確腔調。
英 1-2-3 能看懂、聽懂簡易影片和短劇的大致內容。
英 6-1-7 樂於接觸課外英語教材。

教
學
目
標

能力指標

英 6-1-8 會在生活中或媒體上注意到學過的英語。
英 7-2-5 能具有國際觀。
環 2-3-1 能瞭解本土性和國際性的環境議題及其對人類社會的影響。

教學目標

一、認知：能辨識基本的英語語音。
二、情意：能欣賞英語兒歌韻文之美。能體會健康飲食的重要。
三、技能：能吟唱歌謠、韻文。能描述自己吃過的食物是否健康。
教學活動及流程

壹、引起動機
一、引起動機
1. 影片欣賞:
觀賞著名英國廚師 Jamie Oliver 的飲食
革命日(Food Revolution Day)影片, 並藉
由影片複習曾學習過的單字。
2. 根據影片提出相關問題, 如每年 5 月的
飲食革命日是誰提出來的? 主要目的是
什麼?引導學生回想自己吃食物的經驗
或討論。

教學資源

評量方式
能專心觀看
影片
能踴躍發言

網路影片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48RqDBJduI

電腦、投影機

貳、發展活動
一、食物單字/句型整合活動
1. 複習食物單字/句型
I like apples. I want a hamburger for lunch.
單字圖卡

2. 用 PPT 圖片提問常見的食物來源

PPT

學生能正確
的發音、拼
字和了解單

字句型意思

Where dose it comes from?讓小朋友思考
和回答該食物是否是天然的、健康的。
二、區分食物類型比賽
1. 老師抽一張食物圖片, 提問
What is it? It’s an apple.
Do you like apples? Yes, I do.
2. 提問 Is it healty? Yes, it is./ No, it’s not.
請小朋友上台把抽到的食物圖片分別貼
至 junk food 區或 healthy food 區
参、綜合活動
一、健康食物歌曲教唱
教師播放健康食物歌曲影片，請學生聆
聽，隨後逐一解釋歌曲內容，並帶領學生跟
著唱。

學生能積極
參與分組活
動

HEALTHY FOOD WILL MAKE YOU SMILE
Chocolate I hear you say,
Ice cream I could eat it everyday,
Chips oh what a lovely treat but not that good to eat
Cake so nice and sweet hot dogs,
well they make a lovely treat
hamburgers okay once in a while

能專心觀看
影片

but that food wont make you smile
You'll be in a good mood
with healthy food
fruits and vegetables, grains will help you grow
you'll have energy,
just you wait and see
healthy food will make you smile
Bananas I hear you say
vegetables you should eat them everyday
bread more than a lovely treat also good to eat
Grapes so nice and sweet
pasta well it's really fun to eat
apples more than once in a while
cause this food will make you smile

二、課程複習
教師再次揭示食物單字圖卡及字卡, 提
醒小朋友以後要多吃天然的、健康的食物,
少吃垃圾食物。
課堂結束

網路影片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Z60zhvMlGk

能大聲唱出
歌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