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lcome to 大甲~媽祖「遶」英文
國際教育
課程主題

文化學習—文化多樣性—文化認同
從參觀小國大業攝影展契機中，讓學生了解到即使是小國亦能
發展出其獨特價值，進而反思臺灣的處境。＜小國大業影像展＞是
從十個人口、面積、國家處境與臺灣相仿的國家突破資源限制與環
境惡劣的發展中，走出自己的路。我們從觀察、探索、發現裡，也
去找自己國家的定位與座標。這些國家從困境中，發現自己國家優
勢並加以運用，跨越局限而開創新局。在這個展覽中，師生共同學
習以開放欣賞態度尊重不同文化，也培養全球視野及察覺國際意
識、國際素養的重要，同時也回過頭來去發現我們國家所擁有的軟
實力與優勢，強化對國家的認同與情感。活動中，師生共同學習參
與，本著最大學習機會及自主學習原則，充分準備的課程意涵前提
下，就現有資源、在地文化特色及學校本位課程發展，將教育部正
在推動的國際教育四大目標 17 指標融入課程，讓所有學生都有更充
分的機會認識自己生長的鄉土也認識世界，更進而向世界介紹自己

設計理念

的故鄉。因此課程設計除讓學生具有國際觀、開拓眼界之外，前提
是先對自己國家鄉土有熱情與認同，所以課程設計從學生自己土生
土長的故鄉—大甲小鎮出發。在課程中希冀藉由學習過程讓學生從
在地生活出發，認識大甲本土文化，並配合文化上和他國的比較，
讓學生有包容、欣賞不同文化的能力。再者，藉由英文學習的提升
與生活化，使學生勇於開口向外籍學生介紹自己的家鄉，且能進一
步結合在地特色，讓外籍學生對國際大甲媽祖文化節、鎮瀾宮、藺
草有初步認識，彼此達到文化交流、文化學習的目標。
一、在地出發，國際視野
以學校本位課程為基礎，以師生學習參與最大化為原則，充分
運用校內外資源-慈濟文化志業清水區大甲區志工、大甲區致用高中
文化導覽外籍訓練教師、鎮瀾宮、社區商圈、馬禮遜美國學校臺中
校區，結合社區發展與在地特色、人文產業，發展學校課程特色也
服務社區。
二、學理清晰，基礎紮實
教學歷程充分建立在國際教育之學理基礎---民族主義之國家
意識、愛國情操、外交軟實力；國際主義之國際態度、國際意識、
國際覺察、國際瞭解、全球視野、跨文化溝通；世界主義之尊重不

同人類文化、開放與欣賞態度、世界公民、世界恆久和平；全球主
義之去地域化、教育為經濟服務、改革提升競爭力的理念架構下，
分析自己也理解他人。
三、課程設計，四軌並進
藉由內涵豐富課程，教育國際化的歷程，進行四個面向的活動。
課程發展與教學之融入課程與文化課程、教師專業成長之結合社區
的教師專業成長研習、國際交流之國際學生在臺灣的文化學習交流
及學校國際化之國際教育課程學校化、國際化訊息環境、課程研發
團隊、發展跨國文化學習機會、學習國際化、建立國際夥伴關係…
皆含括於課程進行中，希冀達到國際教育目標。
四、緊扣目標，逐年完備
扣緊國際教育施行四大目標---國家認同、國際素養、全球競合力及
全球責任感，符應 IPO 目標及 8 項指標，逐年研發課程、教材及教
學模式，持續推動國際教育之實施，將國際議題、外語及文化學習
融入課程；也透過在臺灣的外籍學生交流活動提升國際知能；更進
行教師專業成長，規劃人力及運用教育部精進教學計畫推動國際教
育工作坊；不僅產出主題課程，更深化課程及強化學習廣度，也漸
進推動六個面向的學校國際化及研發學校國際化模式。
設計者
教學時數
年 級

臺中市順天國中：廖玉枝、陳正為、施馨貴、林芳如、洪愷琪
24 節課 1080 分鐘
七、八年級

融入領域/類科 英文、社會、藝術與人文、綜合活動學習領域
學習領域指標/國際教育能力指標

學習目標

語文領域~英文
活動一
2-2-4 能以簡單的英語描述日常生活中 1.能指認小國大業的十個國家地理位置
相關的人、事、物。
2.能深入瞭解小國大業的十個國家的優
2-2-8 能以簡單的英語介紹國內外風土
勢
民情。
3.能懂得欣賞小國大業的十個國家的文
4-2-4 能依提示書寫簡短的段落。
化
5-2-7 能翻譯簡易的中英文句子。
4.能了解小國大業的十個國家近代歷史
6-2-2 對於世界各地民情文化有興趣，
並樂於找機會接觸。
活動二
7-2-1 能以簡易英語介紹中外風土民
1.能說出大甲鎮瀾宮、酥餅及芋頭酥的特
情。
色
7-2-2 能了解國際社會的基本說話禮
2.能說出媽祖文化對於本土人民的意義
儀。
3.能尊重其他國家的宗教文化

7-2-3

能從多元文化觀點，了解並尊重
不同的文化及習俗。

4.能比較本土與他國宗教的差異
5.能學會媽祖文化節的英文單字與句子

6.能以簡單的英文介紹媽祖
社會領域
7.能以簡單的英文介紹鎮瀾宮
9-1-2 覺察並尊重不同文化間的歧異
性。
活動三
9-4-3 探討不同文化背景者在闡釋經
1. 能正確配對十國國旗與英文國名
驗、對待事物和表達方式等方面
2. 能認識異國美食文化，尤其是具代表
的差異，並能欣賞文化的多樣性。
性食物
3. 能詳盡的介紹大甲的飲食文化
藝術與人文領域
4. 能說出各國具代表性的交通工具
2-4-8-5 尊重與讚美別人的意見與感
5. 能比較分析各國交通工具的優劣
受，願意將自己的創意配合別
6. 能說出各種交通工具的英文單字及
人的想法作修正與結合。
句型
3-4-7-7 融合不同文化的表演藝術，以
7. 學會在飲食方面的基本英文能力
集體合作的方式，整合成戲劇
8. 學會在交通位置方面的基本英文能
表演。
力
9. 能以簡單的英文介紹大甲美食
綜合活動領域
1-4-3-6 描述自己的文化特色，並分享
活動四
自己對文化所建立的意義與價
1. 能以簡單的英文介紹藺草
值。
2. 能說出大甲藺草的特色
1-4-4-6 應用基本的外語能力，展現自
3. 能動手做出一件與藺草相關的作品
己對國際的理解與文化的學
習。
活動五
3-4-3-2 蒐 集 世 界 各 地 不 同 的 生 活 方
1. 能以簡單的英文撰寫英文邀請函
式，瞭解在多元社會中生活所
應具備的能力。

活動六
1. 能仔細聆聽他人的導覽內容
國際教育能力指標
2. 能認真參與討論及提問
1-1-1 瞭解我國與世界其他國家的文化
3. 能有效率的完成小組任務
特質。
1-1-2 表現具國際視野的本土文化認
同。
1-1-3 向外國人介紹我國文化特色的能
1-2-2
2-1-2

力。
具備國際視野的國家意識。
體認國際文化的多樣性。

2-1-3
2-2-1
2-2-2
2-3-2
2-3-3
3-1-2
3-2-2

具備學習不同文化的意願與能
力。
瞭解我國與全球議題之關連性。
尊重與欣賞世界不同文化的價
值。
具備跨文化反思的能力。
具備跨文化的溝通能力。
探究全球競爭與合作關係的能力
並體認其重要性。
具備參與國際交流活動的能力。

壹、教學活動架構

貳、教學活動
【活動一】小國大業：「跨局限創新頁-序曲」
一、引起動機
(一)老師詢問同學「小國大業」的定義。
(二)老師詢問同學世界上有哪些有實力的小國家？
二、發展活動
(一)老師先行介紹小國大業書籍及十國簡介。
例如：
1.韓國：民族性強、韓流文化軟實力。
2.泰國：族群共生、皇室與佛教架構出今日泰國文化；積極發展觀光
3.越南：人口年輕、經濟崛起、堅忍不拔的個性(古芝地道)。
4.波蘭：曾為蘇聯附庸國，全國不惜代價地為自由而奮鬥。
5.捷克：位在中歐四戰之地，強鄰威脅不斷善用柔軟身段尋覓生機。
6.芬蘭：視人才與森林為珍貴資產，主張人人平等的教育體制。
7.瑞典：社會福利制度健全，有完善的育嬰和托兒制度。
8.荷蘭：水利工程、花卉王國的物流效率、自行車之都。
9.以色列：猶太人在二戰期闁受德國希特勒屠殺、全民皆兵、創業興盛、
科技發達。
10.瑞士：準時、直接民主、重視環議題，是全球廢棄物回收率最高的國
家。
(二)學生觀賞小國大業影片並回答學習單上問題。
三、綜合活動
(一)同學分組討論學習單。
(二)分組競賽，各組上台指認國家的地理位置。答對者可抽獎一次。
(三)同學分享對十個國家的第一印象。
(四)老師綜合講評。

學生填寫學習單
--------第一節課-------

一、引起動機：
接續上節課觀看過小國大業影片後，前往清水慈濟靜思堂參訪攝影展。
二、發展活動
(一)10/17 一年級，10/18 二年級，於上午 11 點抵達清水慈濟靜思堂。
(二)學生分兩組，依據導覽員指示，依序參觀攝影展並聆聽導覽人員解說小
國大業各國的精彩文化與特色。
三、綜合活動
(一)同學依參觀內容填寫學習單。
(二)與小組同學討論及分享。
(三)老師進行有獎徵答。

前往清水慈濟靜思堂參訪攝影展

學生填寫學習單
--------第二、三節課，活動一結束------【活動二】大甲采風行

一、引起動機
(一) 提及之前參訪慈濟小國大業的活動，讓學生開拓國際視野，並反思如
何介紹自己的家鄉─大甲，讓外國友人認識。
(二) 發放一張大甲地圖，讓學生認識學校、火車站、鎮瀾宮以及特色景點
的相對位置。
(三) 以照片、影片簡報方式呈現大甲當地景物，讓同學們參與討論對於自
己家鄉認識的程度。
二、發展活動
(一) 分組安排工作:讓學生分組，並告知本次活動最終要製作一導覽影片，
請學生約略設想可以介紹什麼樣的特色文化讓外籍友人印象深刻。
(二) 行前準備:老師說明接下來會實際參訪三寶文化館、鎮瀾宮及蔣公路夜
市，請同學們將沿途所觀察到的仔細紀錄或照相。
(三) 前往三寶文化館（２：００－４：００）:配合裕珍馨的文化賞味行的
活動，讓學生實際 DIY 奶油酥餅及紫玉酥，並觀賞三寶文化館影片及參
觀內部陳設導覽。
(四) 前往鎮瀾宮:參觀廟宇了解其歷史及建築文物特色，安排導覽老師解說。
(五) 前往蔣公路夜市:了解大甲目前最有名及美味小吃，並和同組同學討論
要介紹哪一家美食，並製作英文菜單，可先予以拍照，以供後續製作。

(六) 回程返校:請同學們要詳實紀錄下自己的所見所聞，以利後續課程進
行，藉由參訪活動，讓同學們對自己的家鄉有深刻認識，並能從中找出
特色。
三、綜合活動
(一) 分組討論後，派代表報告心得以及之後分組繪製手工地圖及製作導覽影
片的重點，師長給予適當建議。
(二) 對於前面參訪課程抽問學生相關問題，分組加分。
--------第四、五、六、七節課-------第八節課 媽祖文化
一、引起動機
(一) 教師播放大甲媽祖與媽祖文化節活動投影片。
(二) 教師詢問同學自己或家人有無參加過大甲鎮瀾宮--媽祖遶境的活動。
(三) 教師請同學說說看媽祖遶境的意義。
二、發展活動
(一) 海之女神—媽祖 （Mazu-- the Sea Goddess）
1. 教師介紹大甲媽祖與媽祖文化節的相關網站與英文用語。
2. 教師以問答方式帶著學生填寫學習單。
（1）認識媽祖--Who is Mazu?


Mazu is the goddess of the sea.



In the past, she protected fishermen(漁民) and sailors(水
手) on the sea.



Now, people in Taiwan believe Mazu protects us for many
parts, such as health(健康), business(事業), farm work(農
事), marriage(婚姻), and study(學業).

（2）廟宇建築--What do you know about Da Jia Mazu Temple?


Meanings of animals: Dragon, bat, lion, tiger…



Stone lions(石獅子): There are 3 pairs of stone lions in
the temple (Left side: Male lions/ Right side: Female
lions).



Enter: Right side. (龍門進:Dragon door in.)
Exit: Left side. (虎口出:Tiger mouth out.)

（3）三月瘋媽祖—The Craze for Mazu in March
 媽祖的生日—
When is Mazu’s birthday?
It is on March twenty-third of the lunar calendar.
 最大宗教活動—
How ab out the scale?
The largest religious(宗教的) activity in Taiwan.

 遶境(pilgramage)
What is pilgrimage?
Mazu visits different Mazu temples. Many people walk or ride
a bike with Mazu for three hundred kilometers, for eight nights
and nine days, across more than twenty counties.
(二) 小國大業系列之宗教—泰國與以色列
1. 教師以中文分別介紹泰國及以色列的宗教與文化。
2. 教師詢問學生對於泰國的認識。
（1）詢問連麥當勞叔叔都禮佛的佛教國家是？ 泰國。
（2）介紹泰國：
a. 以佛立國：國王必須是佛教徒。95％的泰國人信奉佛教，成年男子
有短期出家的習俗。
b. 傳統與現代的結合：宗教信仰結合電影、服飾精品、Spa 水療，形
成國際風靡的獨特泰式美學。
3. 教師詢問學生對於以色列的認識。
（1）詢問三大一神教(伊斯蘭教、猶太教、基督教)之聖地是？耶路撒冷(位
於以色列)。
（2）介紹以色列：
a. 西牆(Western Wall): 羅馬人摧毀第二聖殿，僅留這面石牆，猶太
人視其為離神最近的地方。
b. 流亡歷史：基督教在成為羅馬帝國國教後，正式和猶太教在神學上
分家，猶太人展開了屢遭驅逐或隔離的流亡歲月。
c. 宗教包容：「以色列復國宣言」保證所有人的宗教自由。

三、綜合活動
(一) 教師請同學進行反思。
1.宗教帶給人們的意義是什麼？
2.我們對信仰的態度是兼容並蓄或水火不容？
3.我們可以學習他人的什麼？
4.如果是你，你要如何宣傳大甲媽祖文化？
(二) 教師請幾位同學分享以上問題的想法。
(三) 學生分組自評個人表現及團隊表現。
(四) 教師總結。
(五) 作業：請同學用簡單的英文擬定一份向外國人介紹大甲媽祖文化的草
稿。
--------第八節課，活動二結束--------

【活動三】食尚小玩家
第九節世界那麼大 (辨認各國的國旗及英文國名)

一、 引起動機
(一)請學生回想之前小國大業的十國為何後，老師將十國國旗圖片隨機貼在
黑板上，並請學生將國旗與國名做配對。
二、發展活動
(一) 教師先教導學生學習十國國名單字：
Holland / Netherlands , Switzerland, Israel, Poland,Czech
Republic, Finland, Sweden, Korea, Thailand, Vietnam
請學生大聲念出及拼讀。
(二)教師唸出十國名稱，學生以英文回應，反覆做口說練習
(三)老師手拿國旗圖片，並唸出國名，學生跟著複誦三次，每次以三個國家
為單位，讓學生分批學習。
ex:老師手拿荷蘭

國旗圖片，請學生複誦後再拿以色列

國旗圖片，最後拿捷克國旗圖片

，並請學生熟記國家名稱。

(四)依序學完十個國家名稱後，老師可隨意走動並隨機抽取學生，回答手中
國旗照片的國名，待學生皆熟悉後便可進行國旗辨識搶答活動。
(五)活動: 1.老師將全班分為 2 組
2.老師講荷蘭，學生需找出荷蘭的單字閃示卡，並找出國旗圖片
與之配對
3.找到單字者可得一分，找到圖片者可得一分，兩者皆找到者可
得兩分
(六)老師將句型條貼在黑板上，並帶領學生複誦三次:
Where are you from?
接著老師隨意拿一張國旗照片並請學生回答:
I am from
.
Ex: Where are you from?
I am from Finland.
(七)老師隨機抽取 10 位學生，並發給學生國旗照片，接著
全班同學提問: Where are you from?
拿照片同學需回答 I am from
.
老師接著提問 : Where is he from?
全班同學回答 He is from
.
依此模式讓學生反覆練習 7-10 次。

(八)老師將完整對話貼於黑板上，並帶領學生複誦 2 次
A: Nice to meet you. I am
.
Where are you from?
B: Nice to meet you, too. I am
.
I am from
. And you?
A: I am from
.
三、綜合活動
(一) 請學生拿出英文練習本，仿造黑板例句寫出兩組
(二) 請同學離開位置自由發問，找同學練習一問一答，同學亦可依自己的
想法加入其他的英文句子
(三)老師隨機抽取 5 組同學上台演練，且要求學生不得看練習本上句子，並
手拿國旗照片回答。
--------第九節課------第十~十一節食在好味
一、引起動機
(一) 老師先問學生大甲的特色小吃及名產有哪些，並請學生說明為何此小
吃為大甲的特色小吃。
(二)學生說明完之後老師接著問學生若有外國人士到大甲旅行，會向他們介
紹哪些大甲美食? 並說明原因。
(三)以小國大業為思考主軸，詢問學生十國的代表性美食有哪些，及是否品
嘗過，也可以台灣鄰近的國家來舉例，如日本料理、大陸四川的川菜
料理。
(四)詢問學生知道哪些食物名稱的英文以及詢問學生有哪些英文單字的形
容詞可用以形容食物
例： fresh 新鮮的 spicy 辣的
二、發展活動
(一)教師先將學生分為六組，並進行積分賽。
(二)教師展示各國代表性食物圖片讓各組學生猜測為何國的美食，猜對者可
擲骰子得分
例：教師手拿人篸雞圖片，學生需猜測韓國
教師手拿巧克力圖片，學生需猜測瑞士
(三)教師依序將食物圖片貼於黑板上，並向學生介紹各國特色美食，及當地
的美食文化。(介紹內容不侷限於小國大業的十國，亦可提及其他國
家，如學生熟悉的美國、日本等)
例：韓國人為何會在夏天吃人篸雞?
(四)教師先教學生可用以形容食物的形容詞，並要求學生跟著複誦三次
酸-sour 甜-sweet 苦-bitter
辣-spicy/ hot 鹹-salty
fresh-新鮮的 greas-油膩的
delicious/ yummy-美味的
juicy-多汁的 creamy-奶味濃厚的
tasteles-沒味道的
smooth(酒)溫和的 bland 淡而無味的 fozy-鬆軟的(蔬菜、水
果)
crispy-脆的(烤麵包餅乾)

(五)活動：教師可請幾位樂於表現的學生上台演出上述的形容詞，並讓台下
學生舉手搶答
例：學生 A 需依據老師給的指示演出 bitter 表情學生 B 迅速舉
手回答 bitter 苦的，則得一分
(六)老師以大甲特色小吃為主，教導學生如何以英文表達
例：奶油酥餅-crispy butter cake
芋頭酥-taro pastry
鳳梨酥 pineapple shortcrust pastry
粉腸 Powder intestines(Sausage)
大腸蚵仔麵線
oysters Chitterling Thin Noodles / oyster vermicelli
肉丸 Rice-meat dumplings
釣鐘燒 Tsurigane manju
炸雞排 Deep fried chicken breast
筒仔米糕 Rice tube pudding

(七)老師將句型條貼於黑板上 It tastes/ smells
.
老師手拿閃示卡 delicious，並帶學生唸出完整句子(It tastes
delicious.)，配合美食圖片，依序將剛學過的單字作替換練習。
例：老師手拿粉腸照片，學生回答 It tastes delicious.
(八)老師接著將問句的句型條貼於黑板上
How does it taste/ smell?
前面幾次老師皆以 it 為主，待學生熟悉句型後則加入食物名稱的英文
例：How does
Tsurigane manju
taste?
並引導學生回答 It tastes
sweet .
三、綜合活動
(一)教師讓各組學生討論自己最想品嚐的異國美食為何，各組派出代表與同
學分享
(二)活動 - 美食調查員
1. 老師發下學習單給每位同學，學習單上第一列為美食名稱 (由同學
自行填寫)，左邊第一行第二列為名字(由同學自行填寫)，第三列開
始至倒數第二列為形容詞(已列印於學習單上)，最後一列為等級(已
列印於學習單上)，學習單背面須填寫問答的句子。
2. 老師說明每位同學皆需找十位同學以剛才所學的英文句型做調查
問答，並將同學回答記錄於學習單上。
3. 同學離開位置自由發問。
4. 完成調查之後學生須將學習單交回。
--------第十、十一節課-------

第十二~十三節行遍天下
一、 引起動機
(一)老師可拿各國具代表性的交通工具圖片詢問學生認為此張照片為哪一
個國家，為什麼？例：荷蘭人騎腳踏車的圖片 / 泰國人搭船的圖片
(二) 老師詢問學生會哪些交通工具的英文單字
二、發展活動
(一)老師開始依序介紹圖中各個國家的交通工具及特色。
(二)老師詢問學生認為台灣的交通是否便捷? 特色為何?
(三)老師依序將圖片貼在黑板上，並依序帶學生念三次
take an
take
take
take
take
ride

airplane-飛機
the HSR(High Speed Rail)-高鐵
a train-火車 take a bus-公車
the MRT-捷運 take a taxi-計程車
a ship/boat 船
a motorcycle/ scooter/ bike-機車，腳踏車

(四)老師將句型條貼於黑板上，手拿圖片請學生完成句子，並讓學生反覆練
習直到熟練為止
1.We
to
Dajia .
2. We
here/ there.
例：We took a train
to
Dajia .
練習結束後老師口頭講題目讓學生造句，
例：老師：計程車/火車站
學生：We took a taxi to the train station.
(五)老師接著貼上第二種句型
We go to
Dajia
by
bus .
先讓學生以大甲為主作練習，老師講交通工具學生作替換，並於此提出
walk 為 on foot 的用法，學生熟練此句型之後可加入地點作替換練習
例：老師：計程車/火車站
學生：We went to the train station by taxi.
(六)活動：老師將學生分為 A 和 B 兩組，
老師會在黑板上寫下題目如 bus / Taichung；airplane / Korea，
A 組學生需寫下 I went to Taichung by bus.
B 組學生需寫下 I took a bus to Taichung.
遊戲規則為每位同學只能寫一個單字，寫完之後把粉筆傳給下一位同
學，句子完成之後全組要一起唸出答案，最快者可擲骰子加分，遊戲結
束時分數高者可得到神秘小禮物
(七)老師將問句的句型條貼於黑板上，並要求學生念三次

How do/ did you go to
Dajia
?
How do/ did you go there / get here ?
接著老師口頭問學生 How do/ did you go there? 並拿
taxi 的圖片
給學生看讓學生作問答練習，老師也可在學生熟練之後告訴學生助動詞
的部分亦可作替換變可表達不同的意思，例：How can I go there?
三、綜合活動
(一)老師將學生分為五組，每組六個人並再分成ＡＢ兩大組，老師請Ａ組同
學討論【如何從大甲到桃園機場】搭飛機出國，Ｂ組同學討論【如何從
桃園機場抵達大甲】，每組至少須想出三種搭乘不同交通工具的路線，
並將討論內容寫成對話(一問一答）記錄於學習單上。
(二)老師發下各種交通工具的時刻表，含飛機、火車、客運、公車，各組須
配合時刻表上時間寫出完整的對話內容。
(三)各組設計完對話內容之後須先自行演練，老師再隨機抽出兩組同學上台
演練其對話內容。
--------第十二、十三節課，活動三結束------【活動四】順天召集藺
第十四節認識藺草
一、引起動機
(一) 教師詢問學生有無編織藺草的經驗。
(二) 教師詢問學生藺草可以製作成什麼物品。
(三) 教師詢問學生是否知道藺草的英文。
二、發展活動
(一) 大甲傳奇-藺草編織
1. 教師以投影片介紹大甲帽蓆的由來。
（1）介紹藺草編織的英文：rush weaving。
（2）介紹大甲的傳統編織技藝。
a.過去台灣享有「草編王國」之美譽：The kingdom of grass weaving.
b.曾熱銷日本、歐美：Export to Japan, the US and Europe.
c.編織作品：mat, hat, bag, shoes….
2. 教師詢問學生藺草的優點並練習使用英文句型 (It can…/It has…)。






吸水性強：It can absorb water.
除臭：It can remove bad odor.
殺菌：It can kill the germs.
保護皮膚：It can protect skin.
有香氣：It has a pleasant odor.

3. 我是首「蓆」設計師（I am the best designer of rush.)

（1）教師提供以藺草製作的創新作品實例圖片。
（2）請同學發揮聯想力進行腦力激盪，除了帽子、涼蓆、包包之外，想想看
藺草還可以製作成什麼物品。
（3）請小組分享設計想法。
(二) 小國大業系列之傳統技藝傳承與轉型—荷蘭、韓國、捷克與泰國
1. 教師介紹荷蘭的傳統技藝
（1）教師介紹木屐鞋（clogs）的特性並練習英文單字形容詞：


保暖：warm






堅固：firm
防潮：moisture-proof
防汗：sweat-proof
舒適：comfortable

（2）教師分享木屐鞋小故事。
傳統的青年男女訂婚時，男方要把自己親手做的木鞋作為信物送給女方。
幾乎每一位荷蘭男人一生中起碼要做一雙精美的木鞋送他的未婚妻。
（3）承襲傳統中轉型創新：桑丹(Zaandam)以北的露天博物館，重建荷蘭十八
世紀的村莊，保存昔日的文化特色。
2. 教師介紹韓國從傳統中轉型。
（1）韓服與戲劇結合，同時介紹韓國文化。
（2）文化立國：金融風暴讓韓國意識到，文化立國才是知識社會的王道。韓
國憑著文化創意產業在全球大放異彩。
3. 教師介紹捷克的傳統藝術--木偶劇。
（1）剛開始時木偶劇只以捷克語表演，小劇團只會在鄉村地方巡迴演出，因
此木偶劇融合了傳統民俗故事，連人物造型及服飾也保存了道地的鄉土
特色。
（2）改編自電影《驚魂記》的成人偶戲是驚悚劇場的代表。
4. 教師介紹泰國的傳統服飾。
泰絲: 近幾十年來，因為獨到的手工製作工藝、獨特的外表質地，泰絲已
成為別具一格的產品，在世界各地廣受歡迎。泰絲被用來製作高貴的服飾、
手帕、領帶、圍巾等各種高級用品。
三、綜合活動
(一) 教師請同學進行反思。
1.藺草編織物品與荷蘭木屐鞋有何相同點或相異點？
2.大甲的藺草編傳統技藝如何做到傳承與轉型？
3.看了別的國家的創新與創意之後，你對於剛剛腦力激盪出的藺草設計有無別
的想法？
(二) 教師請幾位同學分享以上問題的想法。

(三) 學生分組自評個人表現及團隊表現。
(四) 教師總結。
(五) 作業：請同學用簡單的英文擬定一份向外國人介紹大甲帽蓆的草稿。
--------第十四節課-------第十五、十六節藺草編織
一、引起動機
拿藺草詢問學生是否認識此植物，並介紹此曾為大甲經濟繁榮有龐大貢獻。可準
備兩頂草帽，讓學生辨別有何不同，哪一頂為藺草編織作成。
二、發展活動
(一) 以中文介紹藺草的特性，如透氣、吸汗、有特別香味，早期的用途將其運
用在製作草帽、草席，當時有許多人從事藺草編織工作，而大甲為帽蓆集
散中心。
(二) 實際藺草編織教學:請老師示範簡單的藺草編織方法，讓學生實際動手做，
如杯墊或小動物。
三、綜合活動
就同學完成作品評分，並讓每位同學輪流傳看，票選出最佳作品，另可將作品作
為送給馬禮遜美國學校學生的紀念品。
--------第十五~十六節課，活動四結束------【活動五】看誰來作客
第十七節

一、引起動機：
(一)詢問學生是否曾經參與過之前學校和馬禮遜美國學校交流經驗，並請參
與過的同學分享和外籍學生交流的經驗。
(二)詢問學生當 2013 年媽祖文化節來臨時，要如何邀請馬禮遜美國學校的
學生再次來訪，參與此盛事？
(三)老師發下邀請信範例及空白稿。
二、發展活動
(一)教師說明本校與馬禮遜美國學校交流經驗，並告知學生本節課要利用
先前學到和媽祖文化節相關的內容來完成一封英文邀請信件草稿。
(二)詢問學生是否有與外籍朋友網路信件交流的經驗，並請有經驗學生分
享。
(三)教師說明網路信件的禮節及英文邀請信內容撰寫原則。
(四)學生練習撰寫一封英文邀請信。

英文書信的格式
(寄信人住址) No.67, Da’angang Rd.,Dajia Dist.,
Taichung City, Taiwan 437
(寫信日期) January 20, 2013
Dear Susan, (稱呼)
I am Joe. I hope you will enjoy the trip in Taiwan. Mazu International
Festival is in April at Dajia. It’s a big festival at Dajia in Taiwan. …… Last, I
really hope you will come to Taiwan and join with us.
Best wishes, (結尾)
Joe (簽名)

三、綜合活動
(一)各組學生在完成後互相欣賞，並推派一位代表朗讀信件內容。
(二)教師進行全面性講評，並給予學生鼓勵。
(三)請各組學生就自己內容修改，進行討論。
(四)學生交叉進行到其他組別去分享自己的想法，並給予同學建議。
--------第十七節課，活動五結束--------

【活動六】導覽實習生
第十八節大甲美食地圖

一、引起動機：
(一)教師展示兩份中英文菜單。
(二)請學生說出這兩份菜單的優點與缺點。
二、發展活動
(一)教師說明中英文菜單的製作方式與可使用的軟體。
(二)教師請各組學生討論要製作的菜單主題。
(三)學生可上網查詢與製作的菜單資料。
(四)各組決定好主題後，分配負責的工作。
1.查詢菜單英文。
2.搜尋可利用之圖片。
3.查詢該小吃或餐廳之地理位置，並繪製地圖。
4.整合資料。
5.美工編輯。
(五)教師巡視各組製作狀況，並在旁提供協助。
(六)教師針對各組製作情形，提出建議。
三、綜合活動
(一)每組分享所製作的中英文菜單。

(二)每組一份大甲鎮瀾宮附近景點地圖，請同學標出各組有製作出中英文菜
單的店家，完成「大甲美食地圖」。
--------第十八節課-------第十九~二十節 撰寫英文導覽腳本
一、引起動機：
(一)教師發給同學每人一份腳本範例。
(二)教師請幾位同學，依據範例中的腳色，朗讀腳本內容。
二、發展活動
(一)教師說明腳本內容需包含；媽祖的故事、鎮瀾宮介紹，及大甲美食介
紹，共三部分。每個部分導覽時間為 2 分鐘，共計 6 分鐘。
(二)教師說明學生可根據導覽腳本，製作導覽簡報與相關道具。
(三)學生進行撰寫英文腳本與導覽內容。
1.教師發給每組學生一份空白腳本。
2.學生依據事先擬定的草稿，進行討論並開始撰寫英文腳本。
(四)學生進行製作英文簡報
(五)學生進行製作相關道具。
(六)教師巡視各組狀況，並在旁提供協助。
(七)教師針對各組情形，提出建議。
三、綜合活動
(一)請其中 1~2 組同學分享其撰寫的部分腳本。
(二)各組欣賞他組的成果後，進行檢討與修正。
--------第十九~二十節課-------第二十一~二十二節課 小組練習導覽內容與修改
一、引起動機：
(一)教師說明此兩節課為學生拍攝影片前的實際演練，因此各組需好好運用
時間排演，並交代學生須注意拍攝的鏡頭位置及服儀等等注意事項。
(二)教師說明小組演練過程，併入競賽評分。
(三)各組拍攝的時間為 6 分鐘，因此導覽內容不宜過長或過短(總計 6 組)。
二、發展活動
(一)教師與各組進行討論並修正腳本內容，討論過的組別可帶開練習。
(二)各組學生自行練習導覽內容並背熟自己的導覽內容。
(三)組內練習完後，各組學生分別與教師進行模擬演練。
(四)其他組學生進行觀摩，學生自評個人表現及團隊表現。
三、綜合活動
(一)模擬演練結束後，進行綜合作座談。
1.教師詢問學生對於各組的表現。

2.教師詢問學生對於自己的表現。
3.教師對學生的練習作出建議及鼓勵。
(二)請學生在下課後多加練習，力求最佳表現。
--------第二十一~二十二節課------第二十三~二十四節課 實地演練與教學評量
一、引起動機：
(一)教師說明此節課為學生實際拍攝，各組可運用他組拍攝時間進行排演，
並再次交代學生須注意拍攝的鏡頭位置及服儀等等注意事項。
(二)各組拍攝的時間為 6 分鐘，因時間不多因此需請學生準時到場拍攝。
二、發展活動
(一)教師發下各組的拍攝時間表，並請學生準時到達拍攝的教室。
(二)照時間表上的組別分別拍攝(未拍攝組別可於其他教室進行練習)。
(三)已拍攝完組別學生可於台下觀賞他組演出內容。
三、綜合活動
(一)教師播放剛才學生所拍攝的影片，並請學生仔細觀賞及詳細紀錄各組的
優缺點於學習單上。
(二)教師進行全面性講評，並給予學生鼓勵。
(三)教師徵求每組一位學生分享自己看完導覽影片的想法，並說出自己組別
的優點和應改進的缺點。
(四)教師徵求 2-3 位學生和同學分享自己參加此次在地文化課程的感想。
(五)教師進行頒獎，並鼓勵學生持續練習，以便於四月時可實際與外籍學生
導覽。
--------第二十三~二十四節課，活動六結束-------

參、學習評量
學習目標

評量方式

活動一
1.能指認小國大業的十個國家地理
位置
2.能深入瞭解小國大業的十個國家
的優勢
3.能懂得欣賞小國大業的十個國家
的文化
4.能了解小國大業的十個國家近代
歷史

實作評量(學習單)、口頭評量

活動二
1.能說出大甲鎮瀾宮、酥餅及芋頭

實作評量(學習單)、口頭評量

酥的特色
2.能說出媽祖文化對於本土人民的
意義
3.能尊重其他國家的宗教文化
4.能比較本土與他國宗教的差異
5.能學會媽祖文化節的英文單字與
句子
6.能以簡單的英文介紹媽祖
7.能以簡單的英文介紹鎮瀾宮
活動三
1. 能正確配對十國國旗與英文國
名
2. 能認識異國美食文化，尤其是具
代表 性食物
3. 能詳盡的介紹大甲的飲食文化
4. 能說出各國具代表性的交通工
具
5. 能比較分析各國交通工具的優
6.
7.
8.
9.

實作評量(學習單)、口頭評量

劣
能說出各種交通工具的英文單
字及句型
學會在飲食方面的基本英文能
力
學會在交通位置方面的基本英
文能力
能以簡單的英文介紹大甲美食

活動四
1. 能以簡單的英文介紹藺草
2. 能說出大甲藺草的特色
3. 能動手做出一件與藺草相關的
作品
活動五
1. 能以簡單的英文撰寫英文邀請
函

口頭評量、實作評量(藺草作品)

實作評量(學習單)

活動六
1. 能仔細聆聽他人的導覽內容
2. 能認真參與討論及提問
3. 能有效率的完成小組任務

實作評量(影片)、實作評量（同儕互評）

肆、教學建議
一、事先確認攝影展期間與交通工具
二、事先確認三寶文化館預約時間及相關費用。
三、事先接洽藺草編織師父與外籍教師上課時間。
四、和馬禮遜美國學校教師接洽來訪時間，因美國學校在重大節日有許多
相關活動，須注意邀約時間能否來訪。
五、戶外參觀時，注意學生秩序、安全，可邀集學校志工參與。
六、分組討論時，老師要注意時間掌控。
七、需洽詢小吃店店家合作意願，避免發生紛爭。
八、若學生怯於英語表達，可用同儕激勵或帶領。
九、課程實施時間在規劃上原則集中在同一星期為主，以方便學生統整設
計出導覽影片，因此可於寒假或暑假中進行；而部份單元亦可抽離出
於平常上課時使用，如食尚小玩家、宗教放大鏡、時尚首蓆。

伍、教學資源
一、參考書籍：
(一) 居芮筠、郭怡青、潘美玲著（2012）。小國大業。經典雜誌出版社。
(二) 楊秀雅、陳苾慧、謝中平、江玉婷、蔡千惠著(2011)。大甲在地文化。
全華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三) 黃敦厚、洪瑩發著(2009)。臺灣瘋媽祖－大甲媽祖遶境進香。博揚文化
事業有限公司。
二、網站資料：
(一)《經典雜誌》2012 年度專題報導─小國大業 »
網址：http://www.rhythmsmonthly.com/?p=12809
(二)財團法人大甲鎮瀾宮全球資訊網：http://www.dajiamazu.org.tw/
(三)大甲地圖，網址：
http://travel.tai-chung.com.tw/index_m.php?ptype=map_main&id=1706
(四)大甲三寶館。財團法人裕珍馨文化基金會。
網址：http://blogs.yjs.org.tw/index/index.html
三、影片：
(一)「小國大業：跨局限創新頁」影片。慈濟。大愛電視台。
(二)youtube 影片：
1.標哥談大甲鎮瀾宮的緣由
2.動感，2011 大甲媽祖遶境(起駕篇)
3.GOGoGoTaiwan Ep03 台中大甲

四、其他：
(一)「小國大業：跨局限創新頁」影像展。慈濟清水靜思堂。九月二十二日
起至十月二十一日止，每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
(二)自製教學投影片。
(三)自製「小國大業」學習單。
(四)自製英語學習單、自製空白腳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