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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活動記錄 

Lesson ６  

You should try it ?  

認識運動類型單字，休閒生活充實，英文加以運用練習。 

․Vocabulary  

背單字與複習考試練習。 

1. tae kwon do 跆拳道 2.cycling 騎單車  3.jogging 慢跑  4.eating well 吃的很好 
5.sleeping 睡覺  6.weightlifting 舉重  7.boxing 拳擊  8.judo 柔道  9.tai chi 太極 
10.getting fresh air 呼吸新鮮空氣  11.meditation 均衡  12.karate 空手道  

․Sentence  

上課簡單句型討論回應。 

Have you ever tired tae kwon do ?   Yes I have . 

Do you think it`s dangerous ?       No I don`t !  

․句型文法 

Should 與 haveto 的用法 have to = must 。 

英文課本與英文習作並用練習，加強文法練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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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son 7  

 There are too many stores ! 

認識大型購物商場與小市場單字與差別分析。 

․Vocabulary 

背單字與複習考試練習。 

 
1.megastore 大店  2. handmade 手工店  3. perfume 香水   4. mall 大型購物商場 
5.clothing 服裝  6.overpriced 價格高 7.electronics 電器用品  8.flea market 跳蚤

市場 9.software 軟體   10.trendy 最流行的  11.jewelry 珠寶  12.outdated 過期的  
13.boutique 精品店   14.online 線上  15.reasonable 合理的 
  

․Sentence  

上課簡單句型討論都去哪裡買東西，老師也分想一些美國購物經驗。 

Do you like shopping in malls ?  

It depends what I want to bu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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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句型文法 

 
英文課本與英文習作並用練習，加強文法練習。 

1. Too + 形 + 名 。 

2. 形 + enough。 

3. enough + 名。 

4. too many + 可數名詞。 

5. tpp much + 不可數名詞。 

 

 

․Complete the sentences with a pair of words . 

   文法句型實做練習填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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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stening 

聽力練習與測驗練習，這三個人分別購物的習慣與差別。 

 

    Rebecca               Li Wei             Mar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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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ding 

閱讀練習     (對於線上購物的印象經驗與習慣，線上購物的好處與壞處分享。) 

                 

                            

․Enjoying English 

A  4 分      B  3 分 

C  2 分      D  1 分 

  購物習慣的心理驗，自己是不是

很愛物，或是不喜歡，大家一起玩玩

看吧!  
 
我是 16-24 分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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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son 8  

The best place in the world ! 

認識關於外再外表的一些形容詞單字並在生活上運用。 

․Vocabulary 

背單字與複習考試練習。 

 
1.independent 獨立  2.bald 禿頭  3.beautiful 漂亮   4.broad-shouldered 肩膀  
5.creative 創造力  6.calm 冷靜  7.outgoing 外向  8.clever 聰明 9. handsome 英

俊 
10.intalligent 有智慧   11. muscular 肌肉型的  12. pretty 漂亮  13. skinny 瘦 
14.talented 有才能的  15.attractive 有吸引力的   16. warm 溫暖 
  

․句型文法 

關係代名詞 

人    who       >  that 

事物  which 

Ex:  

This is my notebook . 

It  is  gray . 

This is my notebook  which  is  gray . 

英文課本與英文習作並用練習，加強文法練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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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lete the sentences with a pair of words . 

   文法句型關係代名詞實做練習填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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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ding   

閱讀練習     (報章雜誌上的第一次約會地點大收集，調查列舉五項約會熱門

景點，也學到許多陌生單字。) 
 

1. 看電影 2.溜冰 3.放風箏 4.動物園 5.野餐 

 

陌生單字:  

fall down 失敗      critical 關鍵  obvious 明顯  Plenty 豐富 lack 缺少 

impress  印象極深   skate 冰鞋  décor   室內裝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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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son  9  

What were you doing ?  

認識關於身體受傷的生活實用單字，基本用與練習與[認識。 

․Vocabulary  

背單字與複習考試練習。 

1. stairs 樓梯 2. finger 手指  3. door 門  4.arm 手臂 5. head 頭  6. eye 眼睛     
7.  car  車子  8.  tree 樹  9. ankle 腳踝 10. bicyclc 腳踏車   

․Sentence  

上課簡單句型討論回應。 

Have you ever had a black eye?     Yes` I  have . 

How did it happen ?              I ran into a door. 

․句型文法 

1. 簡單式 While + 進行式  

2. ……..進行式 When + 簡單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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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ding   

 
․Workbook   
   習做練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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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son  10  
It might be an elephant. 
野生動物與身體構造單字，動物特徵認識，英文加以運用練習。 

․Vocabulary  

背單字與複習考試練習。 

1. eagle 老鷹  2. elephant 大象  3. leopard 豹   4. sea turtle 海龜   5. fish 魚 
6. zebra 斑馬  7. mane 鬃毛 8 .hoof 蹄 9. stripes 斑紋 10. beak 鳥嘴 11. wing 
翅膀           12. ferthers 羽毛  13.  tail 尾巴  1 4.  shell 殼  15.  flippers 
鰭狀  16.  ear 耳朵 
17.tusk 長牙   18.  trunk  象鼻  19. fur 皮毛   20. spots  點  21. paw 爪子    
22.  scales 麟片  23 .  gill 鰓    24. fin 魚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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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ntence  

上課簡單句型討論回應。 

What animal has four paws . fur and a tail ?  

Is it a lion ? 

No. It has stripes .  

A tirger ? 

That`s right ! 

 

․句型文法 

May . migh .could  可能 may  文法練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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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ding   

閱讀練習  

Komodo Lsland 野生蜥蜴(Komodo dragon)介紹、攻擊性與生長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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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son  11  
I used to sing . 
大學裡的校園生活，多元化的校園生活活動。 

․Vocabulary  

背單字與複習考試練習。 

1. the choir  聖樂班    2. a sports team    體育隊    3. the orchestra   管弦樂

隊 
4. the shess club  下棋  5. the drama club  戲劇藝術   6. the computer club  電腦 
 

․Sentence  

上課簡單句型討論回應。 

Did you belong to a club in school ?   Yes` I did.  

Which one ?                     The chess club. 

․句型文法 

I used to sleep late.  

I didn`t use to sleep early.  

I`m used to getting up ear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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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ding   

閱讀練習                              國際明星 Cameron Dia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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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BOOK REVIEW FORM 英文閱讀學習單  

 ․Todd Starr Palm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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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her Krensk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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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rriet ziefe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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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ld McDonald had a farm 英文歌曲 (合唱) 
 
Old MacDonald had a farm,Ee i ee i o! 
And on that farm he had a chick,Ee i ee i o! 
With a chick- chick-here 
And a chick - chick there 
Here a chick, there a chick 
Everywhere a chick - chick 
Old MacDonald had a farm,Ee i ee i o! 
 
Old MacDonald had a farm,Ee i ee i o! 
And on that farm he had a duck,Ee i ee i o! 
With a quack- quack -here 
And a quack - quack there 
Here a quack , there a quack 
Everywhere a quack - quack  
Old MacDonald had a farm,Ee i ee i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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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達到學習目標 

  上課的過程中，老師的講解與分析與提醒，建議我們如何把英語融入生活和

一些技巧，讓自己對於英文更有興趣，老師以輕鬆的上課方式帶我們進入英文情

景，時常與我們互動良好和用英語溝通對話，不時會叫我們上台表現自己與練習

實做題目，至於比較可惜的就是比較沒有團體之間的互動，在上課時當然也學習

到一些文法，雖然有時不太懂，但是慢慢研究，可以發現都是有一定規律的，但

是課堂上的英語氣氛很濃厚，在課堂上我了解到一些英文常用句合一些英文單

字，再日常生活中可以多加以運用的單字，而老師偶而的課外話則是提供一些良

好的學習環境，與聊一些國外的生活常態，季節文化，西方與東方的文化交流特

色，整體裝況良好，上課時輕鬆愉快。 

 

四. 運用學習資源  

  下課之後如果有些不懂或想深入了解的可以問老師，老師都會詳細解說，除

了問老師之外，也能到圖書館查詢資料，或是多去圖書館看一些西洋電影，增加

英文用語對話的知識，自己比較喜歡看電影，也希望能在電影的對話裡多體會對

話中的情境，了解適當用語的應用，既然不能在我國與他人練習英文對話，就多

看看外國人是如何對話的,在網路資源的運用上我比較沒有多大的常用性，本身是

設計科系，有時需要尋找一些設計師資料，但是設計師資料大部分都是國外設計

師，所以幾乎都是英文網頁，很常會有很多特別的英文文法，這時就需要問英文

老師，面對面的交談可以增加學習成效，學習過程也比較清楚，偶而會去看一些

英文網站，聽一些英文歌曲之類的，也能增加一些英文的知識，也可以找一些自

己有興趣的英文文章，來看翻譯和看一些不懂或是不知道的單字，慢慢來增加自

己對英文的興趣，有空時訓練自己用英文寫日記….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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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學習融入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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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家中會分配安排出時間在英文作業上，適當的英文作業我覺得是相當好的，偶

而也會聽一些英文歌曲，看一些電影對話，有時看到不懂的單字也會上網翻譯，尋找

自己不懂的答案，有時會上去學校官方網站去做英文初級線上測驗，也會練習課文單

字，研究課文內容預習，有時也會想一些句子，用自己所會的單字把它拼出來，有時

看到路上有一些不懂的單字也會把它記下來，回家的時候尋找答案，來增加自己對於

英文上的不足，希望我的努力會有收穫和成果，我也覺得之後我要多做些筆記，多聽

老師上課的內容是必要的。 

 

六. 心得 

  做英文學習檔案，發現學習檔案有很多好處，學習檔案可以幫助我們加深印象，

還有對於平時的上課筆記紀錄，也可以訓練自己上課聽課的認真度，完整的整理，檢

視自我的學習態度與功課進度，可以幫助我們複習的上課資料，也是記錄自己學習日

誌的方法，有了學習檔案也可以知道自己那裡有不懂的地方，繼續追尋答案，來增加

自己對於英文上的不足，希望我的努力會有收穫和成果，也覺得之後我要多做些筆記，

多聽老師上課的內容是必要的，學習檔案是可以對於自己學習撩若指掌的檔案，時時

監督自己的學習態度。  

  

七. 結語 : 

  學習檔案將焦點集中在學生所學、學生學得如何、以及學生如何展現所學。

學習建立與使用學習檔案的過程。學習檔案本身很有價值，評量方面的價值（能

夠評量大範圍的成果與記錄長時間的成長）。透過選擇及反省的步驟，更加專心致

力於學習，並且自認要對學習負相當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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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自我評估表 
 

請針對課程以下各項自我評估指標依達成之目標給予不同之評分。 
 

學習特質或技巧 
5 

很好

4 
好 

3 
普通 

2 
還可以 

1 
待改進

1.我會將生活相關或創新的意念，與所討論的

案例相結合。 
         

2.我會透過不同管道收集資料。(圖書館、上

網、實地訪察或其他)  
          

3.我想出一些學習的問題。            

4.我透過問題來幫助思考，不會只將資料複

製，而是經過理解再用自己的文字表達出

來。 
          

5.我提供了新的資訊。           

6.當面臨問題時，我會不斷找尋答案，直到解

決問題為止。 
         

7.我能客觀與組員共同討論，並耐心聆聽其他

同學的意見。 
         

8.我能主動參與及盡力完成所分配的工作。          

9.我會學習其他組員的長處(優點)。            

10.我幫助我的小組順利完成各項報告或計畫

工作。  
         

 

對於課程之建議：老師課程可以再有趣一點，這樣大家會比較容易吸收一些，            

                   可以再說慢一些，說一些比較親身體驗的事，大家會比較有            

                   體會的感覺。                                          

課程回饋與分享：雖然老師上課為了趕進度，上課上的很快 ，但是很有效率             

                   本來會大腦想要偷懶，但是後來際會有了，反而更有積極努            

                   力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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