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南市永康區大灣國民小學 108學年度第二學期 

英語活動計畫 

一、依據：本校校務發展計畫。 

二、目的： 

  (一)給予學生英語口說機會，並提升學生運用英語發表能力。 

  (二)以闖關活動方式，激發學生的學習成效，增進學生的自信心。 

三、實施時間： 

一～四及六年級：109年 4 月 6日【一】～4月 10 日【五】。 

 五年級 ：109年 4 月 1 日【三】 

四、實施對象：一～六年級學生。 

五、實施地點：  

一～四及六年級：各班教室。 

五年級：校長室及中庭前大廣場。 

六、實施主題：復活節活動。 

七、實施方式：詳見附件(一)。 

八、獎勵方式：依一～六年級年闖關計畫的獎勵方式為主。 

九、本計畫陳  校長核准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承辦人：              處室主任：            校長： 

 

 



（附件一） 

臺南市永康區大灣國民小學 108 學年度第二學期  

一年級復活節英語闖關活動計畫  

 

一、依據：本校 108 學年度第二學期全校性英語活動實施計畫。  

二、目標：  

  (一) 學生能夠了解復活節的意涵與習得復活節相關單字。 

   (二) 學生能夠辨識課程中學習到的字母A~Q，將課程中所習得的 

      知識與復活節做結合。 

三、主辦單位：教務處和一年級英語教師。  

四、協辦單位：一年級導師。  

五、實施對象：一年級學生。  

六、  實施日期： 109年 4月 6日【一】～4月 10日【五】。 

七、  實施時間：配合當週英語課堂節數實施。  

八、  實施地點：一年級各班教室。  

九、 實施活動: 【 Little Bunny's ABC Hunt】 

  (一) 先以投影片呈現與講解復活節的由來、意涵與生活經驗。 

  (二) 以故事情境方式來進行復活節活動，學生分兩組來尋找黑板 

      上的字母，先尋得正確卡片的學生可以獲得一個印章，該組 

      也可以獲得一分，下課前總結小組分數。 

十、 獎勵方式：各班獲得最高分組別的小組成員可再獲得五個印章。 

 

 

 



臺南市永康區大灣國民小學 108 學年度第二學期  

二年級復活節英語闖關活動計畫  

 

一、依據：本校 108學年度第二學期全校性英語活動計畫。 

二、目標： 

(一) Students can learn the meaning of “ Easter”. 

(二) Students can learn new vocabulary/ sentence patterns. 

(三) Students are able to sing aloud Easter song. 

(四) Students know more about Easter activities. 

(五) Students are able to cooperate with each other. 

三、實施對象：二年級學生。 

四、實施日期：109年 4月 6日【一】～4月 10日【五】。 

五、實施時間：配合當週英語課堂節數實施。 

六、實施地點：二年級各班教室。 

七、實施方式： 

(一)每班分六組，每組 4~5人，老師教完復活節單字後，發給各組一個復活節彩

蛋，每組拚出一個復活節單字，看哪組最快拚完即獲勝。 

(二)老師教復活節的韻謠，之後分組競賽看哪一組唱得標準又清楚。 

(三)發下復活節的學習單，各個小朋友在老師指導下，完成學習單。 

八、獎勵方式：分組競賽分數最高者，該組組員可獲得蛋形的巧克力一個。 

 

 



臺南市永康區大灣國民小學 108 學年度第二學期  

三年級復活節英語闖關活動計畫  

 

一、依據：本校 108學年度第二學期全校性英語活動計畫。 

二、目標： 

(一) Students know the origin of “ Easter”. 

(二) Students can learn Easter-related vocabulary. 

(三) Students can use the words they learned to solve the puzzle given. 

 

三、主辦單位：教務處和三年級英語教師。 

四、協辦單位：三年級級任教師。 

五、實施對象： 三年級全體學生。 

六、實施日期：109年 4月 6日【一】～4月 10日【五】。 

七、實施時間：配合當週英語課堂節數實施。 

八、實施地點：三年級各班教室。 

九、實施方式： 

(一) 簡單描述復活節故事由來與其日期。 

(二) 教復活節相關單字，並練習字詞拼讀與書寫。 

(三) 複習 1-15拼法，依課堂分組進行合作討論，看圖片上彩蛋的數量拼出數字，

並找出學習單上對應詞語。 

十、獎勵方式：分組競賽分數最高者，該組小組加分。 

 



臺南市永康區大灣國民小學 108 學年度第二學期  

四年級復活節英語闖關活動計畫  

一、依據：本校 108學年度第二學期全校性英語活動計畫。 

二、目標： 

(一) 學生能夠了解復活節的意涵與習得復活節相關單字。 

(二) 學生能夠使用課程中學習到的句型與他人於生活情境中進行交談。  

  1. Q: What time is it ?    A: It’s ____________. 

  2. Q:What are you doing?  A: I’m ___________. 

三、主辦單位：教務處和四年級英語教師。 

四、協辦單位：四年級級任教師。 

五、實施對象：四年級全體學生。 

六、實施日期：109年 4月 6日【一】～4月 10日【五】。 

七、實施時間：配合當週英語課堂節數實施。 

八、實施地點：四年級各班教室。 

九、實施方式：【Mr. Bunny’s Easter Trip】 

  (一) 先以投影片呈現與講解復活節的由來、意涵與生活經驗。 

  (二) 以故事情境方式來進行復活節活動，學生彼此問答的方式來搶答得分。 

      答對問題的學生可獲得丟彩蛋的機會，將手中的彩蛋粘黏球丟到吸盤 

      上，丟中幾分，小組成績便得幾分，於下課前總結分數。 

十一、 獎勵方式：各班獲得最高分組別的小組成員即可獲得小獎品一份。 

 

 



臺南市永康區大灣國民小學 108 學年度第二學期  

五年級復活節英語闖關活動計畫  

 

一、依據：本校 108學年度第二學期全校性英語活動計畫。 

二、目標： 

(一) Students can learn the meaning of “ Easter”. 

(二) Students can learn new vocabulary/ sentence patterns. 

(三) Students are able to say Easter words and sentences. 

(四) Students know more about Easter activities. 

三、主辦單位：教務處和五年級英語教師。 

四、協辦單位：校長、各處室主任及五年級級任教師。 

五、實施對象：五年級學生。 

六、實施日期：109年 4月 1日【三】 

七、實施時間：星期三早自習及第一節實施。 

              10 個班分兩大組進行活動。 

     (1-5班 08:00~08:40;  6-10班 08:40~09:20) 

八、實施地點：校長室及中庭前大廣場。 

九、實施方式： 

1.五年級英語老師事先在課堂已進行過復活節節慶教學與闖關說   

 明，所有活動皆是個人闖關。。 

2.英語老師復活節活動前場佈 

3.請校長及各處室主任(或處室組長一人代表)或五年級級任導師擔任 

 關主偕同五年級五位小關主進行活動並於過關者印章卡上蓋過關印 

 章。 

 

 

 



*第一關：Easter drawing 我是小畫家: 老師給予每位學生一張單字表(如下)，

學生依照提示分別畫出單字對應的圖畫，並找關主唸出正確的句子，如: (I see 

four baskets in this picture.)，關主依照學生正確唸出的句子數給予印章。 

 

 

 

 

 

 

 

*第二關：Q & A 問答大挑戰: 學生從兩個箱子中，分別抽出兩個問題條(一題

是復活節題目，另一題為已學過的英文問句)回答關主問題即可過關，如 Q: 

What do people do on Easter?  A: Easter egg hunt and egg rolling.  Q: How can 

you get to the school?  A: I can get to the school by bike. 關主依照答對的題數

給予印章。 

 

*第三關：Let’s Say 單字大考驗：限時 30秒，學生從電腦中看圖並正確唸出

每個 Easter單字(共 12個單字)，關主核對並統計學生唸出的正確單字數，給予

印章。(唸出正確單字數 1~4 個給予一個章，5~8個給予三個章，9~11個給

予四個章，12個全唸出給予 5個章) 

 

*第四關: Ball shooting 我是投籃高手:關主從 Easter、bunny或 basket單字(三

選一)唸出，學生聽完利用玩具沙包投入正確的箱子裡並拼出該單字，一人只有

一次機會投籃。若無投進箱子，但能正確拼出也可給予印章。(學生投進箱子給

予兩個章，正確拼出單字給予兩個章，此關最高可得到四個章。) 

 

十、獎勵方式： 

1. 各班獲得最多印章數的前五位即可獲得小獎品一人一份。 

   

Seven Easter eggs Five bunnies Four baskets 

 

 

 

  



臺南市永康區大灣國民小學 108 學年度第二學期  

六年級復活節英語闖關活動計畫  

 

一、依據：本校 108學年度第二學期全校性英語活動計畫。 

二、目標： 

(一) Students are familiar with the sentence pattern learned. 

(二) Students know about Easter-related culture. 

(三) Students can use the clues given to cooperate and figure out the answer. 

 

三、主辦單位：教務處和六年級英語教師。 

四、協辦單位：六年級級任教師。 

五、實施對象：六年級全體學生。 

六、實施日期：109年 4月 6日【一】～4月 10日【五】。 

七、實施時間：配合當週英語課堂節數實施。 

八、實施地點：六年級各班教室。 

九、實施方式： 

(一) 複習第一單元句型 How much is this egg/ How much are these eggs，並複習

復活節相關的單字。 

(二) 隨機請學生選擇 1-9數字，依課堂分組進行競賽，學生依據老師提供的線

索合作討論，最快找到神秘數字並於組內運用句型進行問答者獲勝。 

十、獎勵方式：分組競賽分數最高者，該組小組加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