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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員簡介 



何謂 

翻轉教室?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QWvc6qhTd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QWvc6qhTds




翻轉教室四原則 





http://www.teachers.fju.edu.tw/epapers/index.php?option=com_co
ntent&task=view&id=366&Itemid=369 

http://www.parenting.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id=5048638。 

http://www.teachers.fju.edu.tw/epapers/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task=view&id=366&Itemid=369
http://www.teachers.fju.edu.tw/epapers/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task=view&id=366&Itemid=369
http://www.parenting.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id=5048638。
http://www.parenting.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id=5048638。


翻轉教室 
 

應用在低年級教學 



Email 作業、影片、PPT 
讓學生在家做預習 

 
 
 
 

看PPT抄寫生字、生詞、句子、
聽小喇叭裡老師的解釋,了解生
字的意思與應用,做課前預習! 





https://youtu.be/2ZItIjbGKuk 

https://youtu.be/2ZItIjbGKuk


https://youtu.be/X1n8YQR398Q 

https://youtu.be/X1n8YQR398Q


傳統教學方式 





小老師制度的條件 

需在家預先預習 
 

要照老師的發音、語調練習 
 

要有膽量在群體前發言 



翻轉教室的小老師授課 





分組討論的規則 
彼此之間討論只能用中文 
 

寫下來簡單的討論報告只能是
中文 

 

回答老師的議題也只能是中文 



出題時注意事項 

題目要由單一思考方向開始, 
 一步一步加深! 
時間要控制在不超過5分鐘 
分組時要程度平均 
要有一些小獎勵 



翻轉教室的分組討論 





學生做中秋節報告 



我的家人報告 



感恩節報告 





翻轉 

教室 

行動 

教室 

24小時 

教室 



行動教室 
利用Line群組成立行動教室 
學生在群組裡交Reading作業 
老師聽了以後要講評,糾正,    給
貼紙, 以鼓勵學生,增加學生“唸”
的興趣。 
除了老師可以矯正發音以外,全
班同學都可以參考。 
 



講評時寫不清的發音
問題,老師也可以以
VOICE MESSAGE的方
式,把正確的發音說
給學生聽。 



有問題可以隨時互相詢問關懷 
與家長溝通永遠順暢的渠道 
可以在公佈欄裡公佈要大家知
道的訊息,不須一個個通知,節省
時間。 
Party前的食物簽單 
請假證明 

 



互相關懷 



請假証明 



  PARTY 
食物簽單 



透過LINE群組  
把學生得獎照
片傳給家長,
也同時刺激一
下其他同學與
家長! 



賀年卡 



給老師
拜年 



母親節的  
  祝福 



媽媽們聊
起來了! 



    POST 
  老師的 
  公告 



號外!  
   號外! 



催討作業 



中秋夜,大家在LINE 
上一起賞月! 









翻轉教室 
 

應用在會話班教學 



會話班的教學對象 

第一語言非中文的學生 



自作有聲教材 



朋友們一起逛街 

(角  本)            

 
 

陳瓊芬  老師主編 





 
陳瓊芬  編錄 

“水果與顏色”白板遊戲由章薇菲老師製作 

水果與色彩單元 



明明: 嗯! 會是什麼呢? 讓我想    

           想看! 喔!對了! 是鳳梨 , 

           又叫菠蘿! 

中中: 答對了! 好聰明喔! 

明明: 其實, 所有的水果,我都 

           喜歡吃。 

中中: 我也是! 我要多買一些 

           水果回家。下次再見! 



小朋友,你還知道那些水果呢? 

 
 
 
      





            生字Vocabulary 
 

新鮮 Fresh   果肉 pulp 
 

水果 Fruit   皮skin 
 

最喜歡 favorite 魚鱗 fish scale 
 

圓形  Round         小樹叢 bush 
 

橢圓形 Oval   
 

圓筒狀cylindrical 
 

切開cut open            裡面 inside 
 

又香又甜 Sweet & fragrant 
 

  
  



年夜飯與紅包 
陳瓊芬老師編輯 

教材取自一千字學華語 

 



年夜飯菜餚的象徵意義 

全魚 –年年有餘 

全雞 –(台語) 吃雞才不 會“衰” 

火鍋 - 圍爐 

年糕 –步步高升 

水餃/蛋餃 – 元寶 

蘿蔔 –(台語) 好彩頭 

肉丸子 – 團圓 

香腸 – 長長久久 

發糕 – 發財 

 



素水餃的做法 

材料:  

  豆干 - 一包      豆腐 - 一盒 

  芹菜末 - 一碗    炒蛋 - 一碗 

  香菜末  - 一小碗          

  水餃皮  - 一包   

  香菇末  - 一小碗 

調味料: 

   鹽、胡椒粉、糖、香油 
     



 餡料做法: 
    將豆干、豆腐切成碎丁, 

   與其他的材料混在大盆 

   裡,加調味料拌勻。 

 水餃做法: 

   將一匙餡料放在水餃皮中間,  

   皮邊緣塗上一點點水, 

    對摺捏緊就可以了! 

 一鍋水煮滾後,將水 

   餃放入,等八分鐘後 

   撈起就可以吃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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