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從英文與地理的跨領域合作，

談課程創新

跨領域也可以這樣玩！
◎撰文者：林利真 、朱尉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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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分階段進行學習任務

英語 : 創意美食秀

班級經營 : 建立教室生活常規

萌生跨領域合作構想

教師分階段進行任務驗收

地理 : 國華旅行社

班級經營 : 訓練合作學習模式

確認伙伴的合作意願

利用寒假構思教學活動

利用便利貼拋出點子

確定以「台灣區域特色」

作為跨領域專題

瞭解合作領域的課程內容

2

提請教務處協助配課

教學共識 : 合作學習

提供學生學習任務

結合英語課「食物」主題進行統整

▲    跨領域課程活動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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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領域也可以這樣玩！

11

跨界整合的時代趨勢

　　「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

但當大部分的知識可藉由網路得到時，老

師的不可取代性為何？尤其，近年來出現

了一些新興職業，像是 Youtuber、智能家

居設計師、社群經理、機器學習工程師等，

這些工作十年前並不存在，他們都有一個

共通性，需要很強的跨界整合能力，而這

些能力已經不是單一學科、單一能力可以

應付的。未來世界需要的將是複合型人才，

具備跨界思考的能力。而教師們是否可以

協助學生具備相關能力，跳脫思考框架，

從不同角度思索問題的解決方案，這些將

會不斷地衝擊站在教學前線的老師們。

　　12 年國教核心素養的主軸，希望達到

各教育階段間的連貫以及各領域／科目間

的統整，協助學生具備「適應現在生活」

及「面對未來挑戰」的知識、能力與態度。

強調學習宜以學科知識及技能為限，而應

關注學習與生活的結合，透過實踐力行而

彰顯學習者的全人發展。新課綱在部定課

程和校定課程中鼓勵跨領域整合，課程上

的設計也增加了許多彈性，鼓勵各校發展

校本特色，期待跨界思考能激發出更多的

創意，培養更多樣化的未來人才。

English
跨領域合作

107(2)中英特刊內頁OK.indd   11 2018/10/30   下午 02:24:46



帶學生來玩大一點的吧！

　　英語科教師林利真，就曾針對新課綱

彈性課程主題探究的部分，規劃了 18 堂

有關於 food 的主題單元探究課程，嘗試

編寫與食物議題相關科目，如健教、地

理、家政等跨領域的課程結合。例如在地

理部分，從介紹世界食物、調查自身住家

附近異國料理種類、設計菜單，到蒐集介

紹一道特殊料理，製作簡報介紹等；在家

政部分，從點餐訂位對話編寫、調查一週

吃速食的頻率，到餐桌禮儀等。18 週的

課程從淺到深，由固定到開放式的答案，

鼓勵學生主動收集資料、發揮合作學習精

神、關心周遭環境、培養解決問題的能

力，也呼應了十二年國教自發／互動／共

好的理念。

　　但是，單就英文老師的視角來規劃課

程，不免因為其他領域的專業知識不足，

侷限了內容的深度，而統整性主題／專題

或議題探究的課程規劃，除了單一領域的

主題探究，還有跨領域的選項，亦即與其

他領域的教師組成專業社群，規劃課程內

容設計，這是利真老師亟欲嘗試的合作模

式，期待跳出單一領域的思考邏輯，與其

他領域激盪出不同的火花。這樣的想法也

促成了本次與地理科的跨領域合作。

　　地理科教師朱尉良認為，地理學本就

是一門跨科整合的學問，若能引導學生活

用所學的各類知識，學生將更容易學會地

理的知識與技能。因此在教學過程中，相

當重視與各學科的橫向連結，一方面讓學

生體會「地理議題」不是僅靠單一學科的

知識就能夠詮釋與解決的，而需要跨領域

的知識背景與涵養才能提供更趨全面、周

詳的視野。曾經有位學生告訴尉良老師：

「其實我覺得怎麼好像每一科之間都有一

點點關係。」聽到這樣的話，尉良老師衷

心為這孩子感到高興，因為他看到這孩子

透過一點一滴的努力，串連起跨領域之間

的知識連結。畢竟對這個世界的瞭解，光

靠一個學科是不夠的；對一件事情的認

識，光從一種角度切入是不夠的，每個學

科都是為了認識這個世界而存在。如果老

師能為學生創造跨領域知識連結的機會，

那是不是可以讓孩子有更大的空間去摸

索、探究更多的未來呢？

　　於是乎，當利真老師提出：「我們一

起帶學生來玩大一點的吧！」尉良老師也

因此感到熱血沸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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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擁有創意教學與教材研發經驗的利真

老師，希望透過跨領域合作尋求更多的突

破、激盪出不同的火花，踏出的第一步便

是與地理科的合作。與尉良老師的合作，

是建立在兩人都有創新、研發的想法，也

都有冒險犯難的精神，很快地就達成共識。

　　建立合作的情境是必要的，亦即兩人

須有共同任教班級。擔任同一年段新生導

師的利真老師和尉良老師，選擇尋求行政

端的支持。在利真老師的遊說之下，獲得

教務主任協助，安排配課讓兩人互為對方

導師班的任課教師。這才正式點燃了兩個

班級之間，英語和地理跨領域課程的燦爛

火花。﹝圖 3﹞

　　合作初期，最令二人傷腦筋的就是，

如何在現行課程安排之下，銜接英語和地

理的教學？兩門學科各有各的教學系統，

為了找到其中的交集，利真老師與尉良老

師交換教科書，互相研讀對方的學科內容。

利真老師還抽出教具箱中厚厚一疊的便利

貼，約定只要有任何構想，兩人都分別寫

下來貼在共用的自製小白板，作為意見交

流的方式。經歷了將近一個學期的腦力激

盪，終於在十二月有了突破。﹝圖 4﹞

　　兩人發現，與其勉強找到共同的教學

內容，不如利用一年級地理最後兩個統整

性質的單元「臺灣的區域特色」作為教學

素材，讓學生有機會運用英語介紹臺灣各

地特色；同一時段，英語課正在學習 food 

相關的主題，可以引導學生發揮創意，用

英語介紹「自己研發」的地方創意美食。［圖 3］

［圖 4］

當地理遇到英文，會激盪出什麼火花？

English
跨領域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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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領域課程架構［圖 5］

　　在經過長時間的討論之後，決定以「發

表創意美食」為最終目標，讓學生先認識

臺灣各區域特色，尋找能代表各地特色的

食材，並研發自創的美食，最後上台發表。

而發表型態為，各組扮演旅遊公司，分別

負責導覽臺灣某區域的觀光活動，先透過

旅遊行程的安排與介紹，展現對當地特色

的掌握能力，接著再提出地方特色食材，

與自行研發的創意美食。﹝圖 5﹞

　　從 4 月開始，這項課程活動就開始緊

鑼密鼓的進行了，兩位老師陸續在各自的

教學活動當中拋出學習任務，讓學生接招。

就在活動進入白熱化階段時，利真老師說：

「我們來玩更大一點的吧！」讓原本兩個

班級的活動，搖身一變，成為公開發表的

大型活動，並邀請各班師生自由報名參與

觀賞這場盛會。

　　這群孩子面臨新的、更大的挑戰，但

是卻沒有退縮，在上台的那一刻，兩個班

級的學生們帶著籌備已久的自信，全副武

裝、粉妝上台。究竟這場跨領域的盛宴帶

給這些學生什麼樣的火花呢？﹝圖 6﹞

臺灣的區域特色

製作者：林利真、朱尉良

1.1 觀察區域現象

1.2 歸納區域特徵

1.3 列出特色景點

2.1 蒐集景點資訊

2.2 蒐集交通資訊

2.3 蒐集食宿資訊

2.4 安排旅遊行程

3.1 繪製旅遊地圖

3.2 介紹區域特色

3.3 推銷旅遊行程

1 企劃說明

2 企劃安排

3 企劃呈現

英語：創意美食秀

1.1 臺灣各地農特產腦力激盪

1.2 各組區域分配

1.3 區域農特產調查

2.1 小組調查資料彙整

2.2 兩樣食材挑選及原因說明

3.1 便利貼與學習單展示

3.2 建議與回饋

4.1 發表任務說明

4.2 廣告單製作

1 下載簡報副本、回答問題、製作廣告單

2 上傳烹飪步驟照片簡報

3 上傳發表廣告單和介紹詞

1. Week 1

2. Week 2

3. Week 3

4. Week 4

5. Follow-up 5.1 Google classroom

◎ 發表一道特色料理，結合當地農特產

◎ 寫下營業時間／地點／菜名／更換菜色的頻率

地理：國華旅行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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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作品［圖 6］

更多跨領域分享，敬請期待！

一、跨領域課程如何在不影響原先的課程結構下，進行教學活動？

二、如何提供學習任務？

三、如何驗收學習任務？

四、兩位老師如何互補、借用對方的專長與能力？

五、合作學習在這次活動當中的運用與助益。

六、合作學習在這次活動當中出現的問題與解決之道。

七、學生面臨的學習問題，以及解決之道。

八、成果發表的流程與意義。

九、學生在這段學習歷程中的成長。

林利真老師

�宜蘭縣立國華國中英語科老師

�英國布里斯托大學英語教學碩士�

國教輔導員進階班講師

朱尉良老師

宜蘭縣立國華國中地理科老師

�臺北市立中崙高級中學國中部

地理科專任教師

English
跨領域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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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領域議題學習單
康軒英語

_________________

1.  *1-2-4 *1-2-5 2-1-9 2-2-2 2-2-5 *3-1-8 *3-2-8

4-2-1 5-2-3 6-1-12 6-2-1

2.  2-1-1 2-3-1 3-1-1 3-1-2 3-2-1 3-4-3 4-2-1 4-2-3

4-3-4 5-1-2

1. 10

Task One 

2. 20

(1) Task Two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2kzoYKQ0Dac

(2) Video 1

(3)  Video 1

(4)  Video 1

(5)  Video 2 0:00-0:20

Monkey Colleg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o4g2aKscaQ 

(6)  Video 2 1:00 -2:15

Chi Chi

(7)  Video 2 2:15 -3:21

Webster  ( )

(8)

(9) Task Three

(10)

(11) Task Four
3. 10

16

1.   十二年國教 新綱亮點，提前為您做好準備

2.  重大議題 融入英語教學，扣合各課主題，橫向擴充學習內容

3.   詳細 教學計劃，可直接使用或備查，彈性時數的最佳搭配教材

B2L1：生涯發展教育

B2L2：性別平等教育

B2L3：環境教育

B2L4：人權教育

B2L5：人權教育

B2L6：生命教育

B2L7：家政教育

B2L8：飲食教育

B2L9：生涯發展教育

搭配學習單操作，記錄
學習歷程

搭配教學影片

搭配教學影片

總結活動，引導學生更
深入思考，完成跨領域
學習目標

https://goo.gl/jkN2VK
完整教案、學習單，請看：

獨家提供

只需填康軒業務手機、
個人姓名、任教學校、
email 等簡單資訊。 
1分鐘完成！

快申請！

會考專區 線上出題

課習備
word 教學

PPT

試卷
資源影音

素材

想在會考第一時間收
到詳解？
想拿到會考題的 B4
卷格式讓學生練習？

快申請康軒雲！

可「範圍式」
或「主題式」
出題！

線上教師會員已經超過20,000 位
您加入 了嗎？

最快速掌握會考資訊！
線上出題介面同題庫
使用易上手！

申請入雲只需 1分鐘，不需填寫複雜個資！

您加入 了嗎？

1
step

2
step

4
step

3
step

各科豐富資源等您來抓！

或康軒雲現在就搜尋

線上教師會員已經超過20,000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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