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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 DP 語言 B 普通課程

之飲食文化課程設計 

中文摘要 

 

關鍵字：IB DP 語言 B， IB DP 語言 B 普通課程， 飲食文化 

 

  IBDP 是指 IB Diploma Programme, 國際文憑大學預科項目

。它的培養目標是讓學生們能夠成功地準備高等教育以及其後的學

習。它鼓勵學生成長為積極進取又富有同情心的終身學習者。因此

教師有著重要的角色，不僅僅是知識內容的傳授者,而是文化的形象

大使，具有傳播中華文化的重要力量。DP 的教學與學習方法特別重

視全球參與性，多語能力和跨文化理解。 

 中國人有著民以食為天的信念，因此飲食文化佔有很重要的

地位，建立了大量的飲食文化語言知識，反映了中國特有的民族風

俗習慣。語言是個最基本又重要的角色，它承擔了相當重要的交際

功能，同時也是跨文化傳播的工具和主要行為。由於現代科技的快

速發展，跨文化交際，已成為一種趨勢，學習者必須展現出語言能

力和多元文化理解，以便培養跨文化的交際能力。 

 本研究主要以 IB 理論為基礎，發展出 IB DP 語言 B 普通課

程的飲食文化教學設計，採用逆向式教學方式並運用 IBDP 體制的

ATL 學習方式，期望透過本研究能提供給海外華語教師教學及未來

相關研究者之參考，以提高多文化背景下的教學成效、激發學習者

的學習動機，並且培養具有國際情懷的人，進而達到國際文憑教育

項目的目標。 

 

 

 

 



 

 iii 

IB DP Language B Standard Level 

-- Curriculum Design for Food 

Culture 
Abstract  

 

Keywords: IB DP, IB DP language B, Food culture  

 

IBDP refers to International Baccalaureate Diploma Programme.  

The goal is to prepare internationally minded global citizens who are 

higher level thinkers with a shared guardianship of the planet). It 

encourages students to grow into proactive and empathic lifelong learners. 

Therefore, teachers have an important role, not just the imparter of 

knowledge content but as the image ambassador of Chinese culture，the 

important force to spread Chinese culture IB’s teaching and learning 

methods place special emphasis on global participation, multilingual 

capabilities and cross-cultural understanding.  

The Chinese people have the belief that the people regard food as 

their heaven. Therefore, the catering culture occupies an important 

position. A great deal of catering culture and language knowledge has 

been established, which reflects China's unique national customs and 

habits. Language is the most basic and important role. It assumes a very 

important communication function, and it is also the tool and the main 

behavior of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Due to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moder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has 

become a trend. Learners must demonstrate linguistic competence and 

multicultural understanding in order to develop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skills This study is based on IB theory and it uses the 

ATL learning method of the IBDP system and backward teaching 

curriculum design to develop Chinese food culture unit plan. It hopes that 

this study can provide a new teaching perspective for overseas Chinese 

teachers, improve teaching effectiveness in a multicultural context and 

cultivate people with international sentiments to achieve the goals of the 

IB education pro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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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在2017年，美國總統川普在訪問中國時， 他用平板電腦向中

國習近平展示了外孫女阿拉貝拉說中文的影片。他的孫女不但能演

唱中文歌曲而且也能夠背誦三字經。這顯示了川普正進行著跨文化

交際。陳邦玲
1
（2004）的研究指出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從事交際

的過程就是跨文化交際。顧嘉祖（2002）2 也提到跨文化，就是要

集合東西方文化的智慧，因為每一種文化都有自己的哲學觀。如果

不懂對方的民族哲學觀念，跨文化交際就會產生思想障礙。顧嘉祖

（2002）3也表態到霍爾在1959年將文化分為公開的文化和隱蔽的文

化。飲食則是屬於公開的文化層4。霍爾（1959）也指出：隱蔽的文

化層範圍大大地超過公開文化。了解外國方式的最佳理由是激起一

種活力和意識感；一種惟當體驗到強烈的對比和差異時才會產生的

對生產的興趣。因此瞭解飲食文化不能只是知道文化的產物，還要

深入了解的背後的價值觀念，需要親自去體驗。 

 此章節將對飲食文化課程設計概略性描述，第一節說明研究

背後的動機論述關於研究者進行此研究的原因；第二節闡述研究目

的；第三節界定研究範圍表明研究對象的背景及中文程度與本研究的

關係；第四節說明研究的架構；第五節名詞解釋，針對本文出現的名

詞加以定義解釋。 

 

 

 

 

                                                
1 陳邦玲（2004），〈非語言交際在跨文化交際中的作用〉，《安徽農業大學學

報》（社會科學報），第 13 卷第 2 期，頁 113。 
2 顧嘉祖（2002）， 〈從文化結構看跨文化交際研究的重點與難點〉，《外語與

外語教學》，頁 12。 
3顧嘉祖（2002），〈 從文化結構看跨文化交際研究的重點與難點〉，《外語與

外語教學》，頁 9。 
4 公開的文化層包括服裝、道路、飲食、家具、交通工具、通訊手段等；隱蔽的

文化層則包含傳統與當今的觀念、道德觀、平等觀和人權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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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研究動機 

研究者在國際學校擔任漢語教師的期間中，發現很多漢語教師

在進行飲食文化教學時，只是讓學生體驗文化，有個很愉快的烹飪

課， 學生們非常地喜愛，因為不需要上正規的課，教師們也當然非

常地受歡迎。但是這些飲食文化課並沒有更深一步地引導學生思

考，探索中外文化的差異。文化的傳播包括文化產品、文化行為和

文化觀念的傳播。教師在傳播的過程中不能僅僅涉及到文化產品的

內容，要將實在的文化產品、文化行為和抽象的文化觀念結合起

來，給學生留下更多、更深的東西，將中華文化的精神內核傳播給

學生，讓學生有進一步思考的機會，了解飲食文化的隱蔽文化；並

且承認，尊重和理解，進而培養有跨文化的能力和國際的視野。因

此文化教學設計是一個很重要的橋樑，這也是研究者設計這個技術

報告的動機。這個研究是針對國際文憑大學預科項目語言 B 普通課

程（ Standard Level; SL )的程度研究設計的飲食文化課程。總共

分為三個單元，於二零一八年三月開始進行一個半月（28 堂，每堂

40 分鐘，每週有五堂中文課）的教學課程。使用的研究方法是行動

研究，針對目前研究者遇到的實際問題，進行探究，並透過實際的

教學，蒐集證據，之後改進和反省教學的課程設計。 

第二節 研究目的 

 本 研 究 主 要 以  IB ( IB 是 指  Internatioanl 

Baccalaureate, 國際文憑組織，以後簡稱 IB)理論為基礎，發展出

IB DP(  IBDP 是指 IB Diploma Programme, 國際文憑大學預科項

目，以後簡稱 DP) 語言 B Standard Level ( 以下簡稱 SL） 課程

的飲食文化教學設計，利用逆向式教學方式，發展飲食文化教學設

計。 IB 理論非常關心如何發展學生的思想，它重視學習者思維技

能和探索能力的培養。本研究依據研究的理論來設計飲食文化課

程，引導學生對飲食文化的探索和培養思想的引導。因此期望透過

本研究能提供給海外華語教師一個不同的教學思維、提高多文化背

 



 

 3 

景下的教學成效、激發學習者的學習動機，並且培養具有國際情懷

的人，進而達到國際文憑教育項目的目標。 

故本研究目的是: 

1. 發展 IBDP 中文 B 選修主題－風俗與傳統主題裡的飲食文化課程。 

2. 利用 IBDP 的體制理念，引導並培養學習者的思維技能。 

3. 運用 IBDP 探究式的教學原則，提供學習者體驗式學習和由問題導出

的學習，之後評估並檢討教學成效。 

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一、研究範圍 

(一) 研究設計 

    本研究是針對 IBDP 的中文 B 理論來設計飲食文化課程，進

行一個半月的教學歷程， 採用行動研究，並運用 ADDIE（分析

Analysis 、 Design 設 計 、 發 展 Developmen 、 實 施

Implementation 和 評估 Evaluation）課程發展模式、逆向教學

設計策略，透過教學實踐、觀察、和學生的學習成果，反思等收

集，來分析、反省並檢討教學成果。 

(二) 研究對象 

一、學習者文化背景：。 

    本研究的學生是韓國首爾亞太國際學校（Asia Pacific 

International School）裡的學生。大部分學生的第一語言是英

文，第二語言是韓文，第三語言是中文。 只有其中一位學習者的

爸爸是美國人，媽媽是臺灣人，然而她的第一語言也是英文，第

二語言是中文，第三語言則是韓文。 

二、 年級：十年級，平均是十七、十八歲 

三、 中文程度：約有二至四年的中文學習經驗 （ 每週有 200 分

鐘的中文課程，也就是三小時又二十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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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數：12 人。男生 8 位，女生 4 位。 

二、研究限制 

    由於研究對象的文化背景不同，學習者一直在 AP 的體制下

學習中文，所以思考的模式和探索的能力與在 IB 的課程體制不

一樣，舉例來說 AP 體制的 5C（ communication, culture, 

connections, comparisons and communities）和 IB 體制的 ATL 

( Approach to Learning, 簡稱 ATL)。最大的不同就是在於思維

技能的培養。 AP 體制的學習者所學的知識是教師已經提供好

的，學習者只需要將獲得的知識，進行比較或對照。但是 IB 的

ATL 則是培養學習者的思維技能，教師們隨時關心如何發展學生

們的思想，培養有自己觀點和看法的人才。然而為什麼 AP 課程體

制的學生要採行 IBDP 中文 B 的方式？就如之前研究者提到過的教

師不能只傳授文化產品的內容，要將實在的文化產品、文化行為

和抽象的文化觀念結合起來，才能給學習者留下深刻的東西。研

究者覺得這些都是需要學習者親自去探索、思考、和體驗。所以

在這樣的環境下進行研究會是一大挑戰。 

還有，因為學習者只是研究者其中一班的中文班，人數只有十二

人，這些因素都可能影響研究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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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架構 

本研究採用 ADDIE5的課程發展模式，來展開逆向式教學設計。

 

  圖一－ 1 研究架構 

一、分析階段： 

首先分析研究對象的的背景，學習者大都是韓國人，他們

的第一語言都是英文，而且學習中文的時間大約有二到四年。但

是對飲食文化的概念幾乎沒有，雖然有過中國菜餚料理的體驗，

但是只是膚淺地了解飲食文化的產物，對於文化的行為和觀念是

非常弱的，更別說對「民以食為天」概念的了解了。因此研究者

決定設計飲食文化三大單元教學課程， 並確定應達到的目標，然

後針對設計的活動任務以及課程內容進行分析，而且也會在教學

評估後進行課程分析檢討。 

二、設計階段： 

 由於學習者對飲食文化概念非常差，所以決定設計出飲食文

化教學課程三大單元；它們分別是中國的飲食信仰、從體驗活動了

                                                
5 Robert K. Bransom.  Educational Technology Vol. 18, No. 3, Special Issue: Military 

Training (March, 1978), p11-14. 

分析

設計

發展實施

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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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飲食文化的烹飪行為和用餐與社交技能的關係。主要目的是期盼

學習者先了解中國的飲食信仰，對「民以食為天」有概念；和認識

八大菜系的來源和特色並知道飲食文化的特色等。再來，從體驗活

動了解飲食文化的烹飪行為，但不僅僅只是觀摩， 希望透過觀摩烹

飪的學習，了解中國的五品，並從實踐烹飪的體驗活動，學習到烹

飪的解釋說明技巧，培養交流的技能。在最後的教學單元－用餐與

社交技能的關係，希望學習者經由到中國餐館用餐的情境教學，學

習並體驗到飲食文化與社交技能的關係。 

三、發展階段： 

在這階段，決定採用逆向教學策略和運用 IBDP 體制的 ATL

學習方式，讓學生展開一連串飲食文化的學習和探索。還有告知

學習者每個單元裡的課程學習目標，應學到的知識和技能；規劃

課堂活動，例如；探索研究、體驗活動和觀摩活動等，讓他們在

每個課堂活動先自行去探索和尋找問題的答案。，並提供學習者

的學習媒體。還有選擇教學的媒體，確保教材內容的組織性和與

學習者互動性。最後，決定用什麼樣的評量方式來評估學習者對

飲食文化的概念理解。 

四、實施階段： 

 在進行不同單元的教學活動時，隨時隨地引導學習者的學

習，並保持與他們的互動，給予幫助與回饋，協助他們展現對單

元的知識和技能的獲得。 

五、評估階段： 

主要是評鑑學習者對飲食文化的的了解程度，評量方式可

分為兩種：形成性評量和總結性評量。形成性評量包含課堂觀察

法、文章閱讀、詞彙小考、學生與學生間的互動性、學生與教師

間的互動性、問卷調查和反思日記。總結行評量則包括口頭發表

和寫作。最後從學習者的學習成效檢視教學評鑑，檢視有沒有達

成預期的教學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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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名詞解釋 

1. IBDP  

         IBDP 是指 IB Diploma Programme, 國際文憑大學預科

項目。它的培養目標是讓學生們能夠成功地準備高等教育以及其

後的學習。它鼓勵學生成長為積極進取又富有同情心的終身學習

者。因此教師有著重要的角色，不僅僅是知識內容的傳授者。DP

的教學與學習方法特別重視全球參 與性，多語能力和跨文化理

解。所有的大學預科項目課程都強調國際情懷的信念。它希望培

養出有能力保衛世界和平，進而使世界更美好，具有國際情懷的

人才。6 

IBDP 的學生必須完成三個核心課程：知識理論（ The 

theory of knowledge, 以下簡稱  TOK）， 專題研究報告

( Extended Essay, 以下簡稱 EE）以及進行創造，行動與服務

（Creativity,activity, service, 以下簡稱 CAS ). 在這三個核

心要素當中，學生需要運用到許多不同的方式進行交流；在 TOK 

當中，學生必須完成一篇論文和口頭報告， EE 則是重視寫作的

技能； 最後的 CAS 要求學生去參與各種社區服務活動， 與當地

的社區成員進行有效的互動和交流。 IBDP 中文 B 普通課程由五

個主題構成，三個核心主題包括交流與媒體，全球性問題和社會

關係。另外兩個選修主題則可以由文化的多樣性，風俗與傳統，

健康，休閒和科學與技術，從這五個主題中選擇。飲食文化就是

屬於風俗與傳統的主題。7 

2. IB Language B Standard Level (IB DP SL) 

  Language B SL 是指語言 B 普通課程， 學習者必須有 150

個小時或 2 至 5 年針對某一種語言學習。這個課程注重接受技能，

表達技能和互動交流技能的培養。它通過與主題相關的一系列的學

習材料來培養學生的語言技能。在接受技能方面，盼望學習者能夠

                                                
6 參見〈國際文憑組織，大學預科項目的教學與學習方法〉，2016 年 10 月出

版，頁數 1。 
7 參見〈國際文憑組織. 語言 B 指南〉，2011 年 6 月出版,，頁數 1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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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課程的內容和各種與主題相關的文章，領悟學習的材料或信

息；也期盼學習者能夠用口頭或書面報告等表達活動來描述指定主

題的觀點或看法，對不同的經歷或事件，做出詳細的描述。最後在

互動交流中，能夠表現出對所學的語言，主題或文化有多元的思考

和理解，也能參與針對主題的思想觀點進行對話。                                                                                                                      

3. 飲食文化  

 根據維基百科對飲食文化的定義
8
，飲食文化是指人類不斷

地開展食源、開發食品、製造食器和消費食物的過程，以及以飲

食為基礎的習俗、思想和哲學，也就是包含人類在飲食活動中的

方式和過程等所有的食事總和。早期道家的學者們常常以實際的

烹飪為隱喻，表達道理中的抽象概念，例如：《老子》(又稱

《道德經》)第 六十章中提到:「治大國若烹小鮮。」以烹調的道

理來說明對處理國家大事，若是加以太過火、太急的控制，就像

將魚翻來覆去的過分烹調一樣，反而會讓情況更糟，因此適當的

處理很重要。然而如何讓學習者了解飲食文化背後的內涵精神，

這就是本研究的目的。 

4. IB 的學習方法（ Approach to Learning, 簡稱 ATL） 

 ATL9目的是在培養學習者多樣的學習方法，以便學生畢業後的

生活做好準備。IBDP 期盼學習者成為自主的學習者，而不是唸書的

機器，它鼓勵學生將知識和技能運用到陌生的環境中，成為自我調

控的學習者，能夠積極主動地為自己做事情，而不是只是被動地對

教師的教學做出反應。ATL 共有五種學習方法（思維技能、交流技

能、社交技能、自我管理技能和研究技能），這些方法幫助學生們

學習如何學習。 

 

 

                                                
8 參見維基百科，飲食文化的定義 https://zh.wikipedia.org/zh-

tw/%E9%A5%AE%E9%A3%9F%E6%96%87%E5%8C%96 
9 參見〈國際文憑組織，大學預科項目的教學與學習方法〉，2016 年 10 月出

版，頁數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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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節分為五大節，第一節將探討 IBDP 中文 B 普通課程理

論；第二節探討它的主題與飲食文化的關聯；第三節則是探討逆

向教學設計；第四節是文化與華語教學的關係；最後第五節是探

討飲食文化與華語教學相關的論文。 

 

第一節 IBDP 中文 B 普通課程理論 

國際文憑大學預科項目由三部分構成
10
： 

第一： 學習方法（approaches to learning， ATL )  

第二： 教學方法和强调 DP 理念的教學原则 

第三： 教學領導，包含大學預科項目的協調員 

本研究針對學習方法、教學方法和原則進行研究和討論。 

一、學習方法 

       為了有效地培養學生畢業後的生活做好準備，很多教育者認為

思維技能和交流技能是個重要的元素。而且學習方法技能不只只是

他們的認知技能，還關係到發展情感掌控技能和無認知技能。這些

技能被分類為五種學習方法：思維技能，交流技能，社交技能，自

我管理技能和研究技能。 

（一）思維技能 

    在國際文憑教育項目，建構主義有著很大的影響，他們把教師

當作學習促進者，讓教師指導學生，啟發並鼓勵學生在學習的過程

中進行批判性思考，分析和綜合( Briner 1999:1 ). 在大學預科項

目提供了很多思維技能發展的機會。其中知識理論扮演著特別的腳

色。它幫助學生反思如何獲得已有的知識。大學預科項目的學生，

必須將他們獲得的知識進行比較和對照。在學習的過程中，培養思

                                                
10
 

 International Baccalaureate, Approaches to teaching and learning in the Diploma 
Progeamme 2013, pag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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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技能焦點落在元認知，反思和批判性思考上，讓學生產生好奇，

提出問題，做決定，冒險，反思，進行更深刻的思考。 反思活動讓

學生由緩衝的時間，因此反思活動的設計必須是要有意義的，而且

不呆板而俗套，這樣才能培養學生的開放情懷和好奇心。 

Anderson 與 Krathwohl (2001)對思維技能進行了修訂和更

新高層次和低層次的思維技能分類11： 

 

表二－ 1 相關的思維技能 

類別 相關的思維技能 

1.記憶 識別，回憶 

2. 理解  詮釋／解讀，示範，分類，綜述，推斷，比較，解釋 

3. 應用 執行，實施 

4. 分析 區分，組織，歸類 

5. 評價 檢查，批評 

6.創造 產生，計畫，製作 

 大學預科項目課程注重學生掌握高層次思考技能，不是只有

簡單的記憶學習的內容，單方面的背誦。所以教師在設計課程時，

需要準備高層次的問題，鼓勵學生高層次的思考。當學生在進行高

層次的思考時，也就是在反思，在三個核心要素中的知識理論強調

的是認知的反思；專題論文強調對過程進行反思；最後的創造，行

動與服務則是重視情感反思。 

 Ritchhart er al.(2011) 的“可見思維”程序中提供了一

個實用的教學策略12 

                                                
11 . International Baccalaureate, Approaches to teaching and learning in the Diploma 
Progeamme 2013, pag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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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2 可見思維 

Connect, 

extend, 

challenge 

連接，延伸，挑

戰 

Generate-sort-

connect-elaborate 

生成排序 - 連接 - 精細  

I used to think…. 

now I think…. 

我過去認為。。。。 

我現在認為。。。。 

Headlines 

標題 

 

Claim, support, 

question  

主張，支持，提問 

Think, pair, share  

思考，配對，分享 

 研究者覺得這個是非常好的教學策略，可以把它運用在飲食

文化教學並和逆向教學策略搭配在一起。首先，可以先讓學生自己

建立新知識與舊知識的連結，繪出或寫出想法主張／觀點的概念

圖，利用標題的方式繪出或寫出自己的想法，並於組員分享，比較

他們的想法。教師在一旁隨時給予指導和回饋，並提供高層次思考

的問題，給學生充分的時間思考回答，尋找答案，並給予學生機會

提出疑問，最後學生在進行總整理（ 反思）， 寫出書面／口頭的

反思報告與其他組員分享。 

（二）交流技能   

      在未來，學生在求職時，交流的技能是非常重要的，很多

公司非常重視書面和口頭交流技能。良好的交流技能，有助於人

際關係也能培養自信心，不僅僅是在工作求職上，在學校教師們

與學生之間的交流，學生與學生之間的交流，這些不同的交流技

能都是很重要。 研究者覺得如果教師與學生間的交流很好，很積

極，學生就容易產生高層次的思考，勇於挑戰，提出問題，氛圍

就會形成良性的。因此當課程剛開始時，教師的交流技能是很重

                                                                                                                             
12 International Baccalaureate, Approaches to teaching and learning in the Diploma 
Progeamme 2013, pag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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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Mendler(2013)13給予了八個簡單的技巧來幫助教師在課堂上

進行有效的交流
14
： 

（1）對在會話方面有困難的學生，示範一個好的會話例子。 

研究者覺得這個技巧讓他們不會產生恐懼或害怕， 進而敢嘗 

試表達他們的想法，願意交流。 

（2）鼓勵教師以身體姿態，手勢表達或輔助，進行提示。例如：如 

 果學習者表現的很好或是主動發言，教師可以舉起大拇指表 

 示很好，給予鼓勵和肯定。研究者認為有時候身體語言也是 

 一種交流的方式。 

（3）能夠勇於挑戰負面的評價或貶低 

     研究者覺得這點在所有的技巧當中最重要，因為如果教師無 

     法超越這個心理障礙的話 ，就會變得很沮喪， 而沒有動 

     力，無法繼續與學生繼續進行良好的交流。因此必須能夠承擔 

     並接受學生負面的評價或貶低。 

（4）提出開放式的問題.  

      如果提出開放式的問題，這樣學生不會怕犯錯而勇於表達。

 研究者覺得韓國學生非常怕犯錯，怕丟臉，怕被其他的學生  

     笑。所以如果學習者是韓國人，研究者建議一定要先提出開 

     放式的問題。 

（5）先給學生思考的機會，而後認知。  

     教師們不要一下子在課堂上就灌輸知識給學生，應該給學生 

   們思考的機會，先讓他們去找答案，養成這樣學習模式，這 

   樣才能培養自動自發的學習者。研究者老實說，這點是本校 

                                                
13 International Baccalaureate, Approaches to teaching and learning in the Diploma 
Progeamme 2013, page 7. 
14 International Baccalaureate, Approaches to teaching and learning in the Diploma 
Progeamme 2013, page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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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課中教師非常缺乏的技巧。然而，這點也是非常重要，不 

    然就會培養出唸書的機器，只會唸書，不會思考。 

（6） 與學生進行非正式的會話 

      研究者認為教師如果偶爾能夠提供非正式的會話，這樣也能 

      增進與學生之間的情感。有時教室氣氛太嚴肅，學生也不敢 

      開口。 

（7）眼神的交流 

     與學生會話交流時，可以引起他們的注意，也能夠傳達教師 

     的真心，愛意。 

（8）鼓勵學生輪流發言 

在課堂中，一定會有些學生勇於發言，有些學生則是很安

靜，教師必須要很敏銳地感覺到，並採取技巧或手段，鼓勵

那些沈默的學生發言。 

Binkley et al.(2010) 15提到了“21 世紀技能的評估與教

學”，其中陳述了青少年需要學習與掌握的最重要的交流技能，這

些技能能夠利用各種不同的手段來輔助，例如筆記，繪圖，構想，

格式等來制定，然後利用書面或口頭（ 演講，辯論，對話，訪問等

以不同的方式表達）來達成交流的目的。 

 交流技能與社交技能有著密切的關係，交流是個雙向的過

程，彼此互相交換，分享意見，想法或信息，就如現在的青少年常

常利用臉書，電子郵件分享他們的照片或視頻。 

 IBDP 是為了培養學習者成為具有國際情懷的人，在十個目標

中，有一項是能交流的人，所以在飲食文化這個單元，研究者設計

了多樣式的課堂交流活動，讓學生通過對語言的學習，建構他們的

交流能力，並鼓勵學生們認識並欣賞文化背景各異的不同觀點。 

（三）社交技能   

                                                
15 International Baccalaureate, Approaches to teaching and learning in the Diploma 
Progeamme 2013, page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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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技能，在學生時代，就已經很重要。 在學校，需要與教

師們進行良好的溝通；同學之間也需要有好的人際關係。Turner et 

al. (1991) 16在一項研究中顯示了有一組 99 位的社交恐懼症的學生

中，91%的學生，他們的學業表現產生了不好的影響。通常是因為缺

乏課堂參與，缺乏與人交流，害怕完成口頭報告。 尤其是害怕小組

間的作業，缺乏社交技能中的合作。小組間的合作能夠改善能力較

低的學生，加強學生們的專注，並且能夠促進高層次思維。

Gokhale(1995) 
17
提出如果在小組中積極地進行想法交流，不僅可

以提高學生們的興趣，還可以促進批判性思考。所以在學習過程

中，學生一定會經歷討論和辯論，當學生展開合作反思來完成作業

時，彼此間可以得到啟發，而得到更好的表現。Johnson 與 

Johnson  （1983)18 也發現在競爭的環境下，在小組中進行合作，

學生會採用更好的推理策略，而有表現更好的批判性思考能力。

Kagan (2003)
19
 提到合作式的活動提供了機會讓學生參與討論，接

觸不同的觀點，因此“合作學習與批判性思考形成了自然的盟友。

Wigins(2011) 創造了蜘蛛網（ spider web)討論法20。它的名字是

英文首字母的縮寫，由 synergetic 協作的、process 過程、

indepebdent 獨立的、develpoed 得到展開的、exploration 探索和

rubric 評估細則表組成的。它描述小組任務的具體方面及其過程。  

                                                
16.  International Baccalaureate, Approaches to teaching and learning in the Diploma 
Progeamme 2013, page 8. 
17
 International Baccalaureate, Approaches to teaching and learning in the Diploma 

Progeamme 2013, page 8. 
18 International Baccalaureate, Approaches to teaching and learning in the Diploma 
Progeamme 2013, page 8. 
19
 International Baccalaureate, Approaches to teaching and learning in the Diploma 

Progeamme 2013, page 8. 
20
.  International Baccalaureate, Approaches to teaching and learning in the Diploma 

Progeamme 2013, page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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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二－1 蜘蛛網（ spider web)討論法 

它暗喻者合作的學習過程就像一張網，每個學習者都必須盡

心盡力，不然這張網就會不結實。Wiggins( 2011)表示這樣的活動

能夠培養學生們的主導性，自行開展深入和高水平的探索，所有的

學生能夠成長為真正的合作者，交流者和自我評價者。然而研究者

覺得這樣的活動是很好，但是讓學生們理解每個人的差異，懂得包

容，懂得關愛，而不是自私自利，這很重要，尤其是讓他們知道自

己的行為舉止可能會影響別人。研究者常常發現有些急於表現，又

富有強烈優越感的學生，把小組任務自己全包了，到最後抱怨其他

組員沒參與分擔。這種情況就聯繫到自己的情感掌控技能。 

還有社交技能與自我管理情感掌控技能也有密切的關係，

CASEL 社交和情感學習核心能力( Collaborative for Academic, 

Social  and Emotional Learning )21 顯示了五種社交與情感學習

核心能力： 負責任的決定、關係技能、社交意識、自我意識和自我

管理。這些強調了學生培養個人情感和行為能力的重要性，也強調

了考慮他人觀點的能力和形成有效關係的能力。 

                                                
21 International Baccalaureate, Approaches to teaching and learning in the Diploma 
Progeamme 2013, page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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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飲食文化單元，研究者設計的課堂活動幾乎都是小組合作

活動。因為期盼透過社交的互動和藉由對飲食文化的認識與了解，

能夠使學生成為在國際社會上交流飲食文化的人。 

（四）自我管理技能 

 這個技能分為兩個領域： 組織技能和情感掌控技能。 組織

技能包含有效地管理時間和任務，設定目標等。情感掌控技能則包

括掌控心態，適應能力，專注力等。研究者有許多高中生會有時間

管理的問題，但是學生們常常沒有有效的策略或方法來克服它們。

McCombs (1986)22指示出自我管理的其中一個特徵是良好的時間管

理。因此，輔助學生並給予示範時間管理策略，是很重要的，不然

會發現學生們容易陷入交作業的恐慌。所以訂出學習的時間表，目

標和繳交作業的時間表是很重要的。 

 在情感掌控技能中，研究者覺得自我激勵是很難實施又多變

的一個要素，因為學習者處於青少年時期，情緒起伏大又敏感，一

些外在因素（ 環境，人際關係等）會容易影響自我激勵的技能。由

於本研究的研究對象是青少年，男生又佔於多數。因此自我管理技

能，需要多用心。研究者用了很多不同的方法來幫助他們維持自我

管理，譬如：寄信提醒作業日期，透過口頭或電子郵件盡量給予個

人積極又正面的回饋或獎勵，課堂中提供如何整理資料或學習資源

等的技巧，盡量維持學生們的高度學習動機，提高學生的自我激

勵。 

(五） 研究技能 

現在是個資訊發達的時代， 幾乎每位學生都知道如何掌握研

究，但是很多學習者僅僅是掌握了簡單的搜尋和瀏覽， 並不清楚如

何考察，挑選，分析和評價收集到的信息。因此建議教師在剛開始

指派學習任務或作業時，清楚地要求他們討論和反思使用選擇資源

的價值，這樣能夠提升研究技能和批判性思考技能。 Bates 

                                                
22 International Baccalaureate, Approaches to teaching and learning in the Diploma 
Progeamme 2013, page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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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23提到 4 項關鍵網絡研究技能：瀏覽，保持意識，搜尋和監

控。 這些是學習者需要接受訓練和培養的技能。  

 在飲食文化這個單元，研究者先各別讓學習者搜尋活動任務

的資料，並簡單的列出信息的來源和價值，之後教師檢查和給予回

饋，從這些資源當中挑選兩三個資源就好， 再鼓勵學生收集，分類

與相關單元的思考觀點，之後再與同學們互相分享或與其他組互相

分享或推薦各自的資源訊息。最後，這五種學習方法都是很重要

的。因為在飲食文化課程，不僅僅是傳授知識，還要需要培養學習

者的思維技能，不然他們不會提出疑問，進而整理自己的舊知識和

新知識，然後繼續去探索。如果沒有深入思考探索，就只是知道淺

層的文化，無法真正了解飲食文化背後的價值觀和觀念。飲食文化

不只是傳播文化的認知，它也包含文化的交流和文化的認同，希望

透過這五種學習方式，培養具有國際情懷，又積極且富有同情心的

學習者，這也是國際文憑組織培養學習者的最終目的。 

 
     

           圖二－ 2 學習方法 （ Approach to learning; ATL ） 

                                                
23
 International Baccalaureate, Approaches to teaching and learning in the Diploma 

Progeamme 2013, page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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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學方法 

 國際大學預科項目採用了建構式主義和以學生為中心的教育

方式，它強調學習的連通性和並發性的重要性，並且有六個重要的

教學原則24： 

（一）基於探究 

（二）著重於概念的理解 

（三）在當地和全球範圍內發展 

（四）注重有效的團隊合作和合作 

（五）因材施教，滿足所有學習者的需求 

（六）要通過評估（形成性和總結性），獲得信息反饋 

（一） 基於探究 

 國際文憑學習者培養的目標之一就是積極開展探究。探究

的過程可以培養學生的好奇心，並同時掌握所需要的技能，幫助

學習者培養自我主導的終身學習者。探究式學習週期的過程可分

為三大步驟：探究，反思，行動。       

  

                圖 二－3 探究式學習週期25 

                                                
24 International Baccalaureate, Approaches to teaching and learning in the Diploma 
Progeamme 2013, page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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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探究性學習是一種積極的學習過程。最早提出在教學中使

用探究方法的是杜威。它包含了六個探究歷程
26
（Inquiry 

cycle）：turning in 激發自主探究慾望， finding out 確認問

題，sorting out 整理、搜集資料，going further 進一步解釋資

料和 drawing conclusion 結論 taking action 將獲得的知識表現

出來出來或應用到其他情境。 

 

圖二 - 4  Inquiry cycle 探索歷程週期 

    劉宏文（2001）27研究表態出探究導向式的教學，是以學生的

探究活動為中心，經由問題解決的過程，一方面讓學生體會探究的

經驗，並學習到知識與技能，又可以讓學生探究自己有興趣的問 

                                                                                                                             
25
 International Baccalaureate, Approaches to teaching and learning in the Diploma 

Progeamme 2013, page 15. 
26 網絡出處：https://inquirylearninginfo.wikispaces.com/Inquiry+Cycle 
27 劉宏力，張惠博（2001），〈高中學生進行開放式探究活動之個案研究─問

題的形成與解決〉，《科學教育學刊》第 9 卷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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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提升他們的學習興趣。陳怡慧（2011）28也表示探究取向教學對

國小一年級學童的科學學習成就有正面影響。 

     探究式學習有兩種較有名的學習方法，那就是體驗式學習和由

問題引導出的學習。體驗式學習是學習者直接置身於正在研究的現

象當中（ Cantor 1997). 它可以是實地參觀，工作經驗，交流項目

和服務性學習等。劉佩芸（2011）29提到過最基本且自然的學習方式

是從體驗中學，“從做中學”。徐雲（2011）30也表態到在語文學科

中，體驗式學習，能帶動學生學習的積極性，進而使學生形成自主

學習。 Kolb (1984)提出四個階段的體驗式學習： 

          
圖 二－ 5 體驗式學習31  

    本研究覺得進行飲食文化教學，體驗式學習是對學生最有效果

的，因為學習者從未體驗過，感到有新鮮感，但是就如 Dewey 

(1997)
32
所說的並不是所有的體驗都真正地或同等地具有教育的意

義。還有之前研究者提過反思的過程非常重要，不然學生只是單

純，膚淺的體驗享受，並沒有高層次的思考，也沒有深入地了解文

化源頭。 

                                                
28
 陳怡慧（2011），〈探究取向教學對國小一年級學童問題解決能力及學習成就之研  

   究〉，中原大學教育研究所學位論文。 
29 劉佩芸（2011），〈體驗式學習新談〉，《教師教育論壇》第 11 期，頁數 20。 
30
 徐雲（2011），〈高中語文教學中體驗式學習的有效策略〉，《科教導刊》第 25 

   期，頁數 89。 
31 International Baccalaureate, Approaches to teaching and learning in the Diploma 
Progeamme 2013, page 16. 
32 International Baccalaureate, Approaches to teaching and learning in the Diploma 
Progeamme 2013, page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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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種由問題引導出的探究學習（PBL，Problem- Based 

Learning 問題導向學習法），這是最近很流行的學習方式。學生要

對真實世界中的一個問題，進行分析而且給與解決的方法，這些問

題通常是開放式的。 Prince(2004)33 指出由問題引導出的學習能

夠提高信息處理能力和技能的熟練程度，並且也能充分發展解決問

題，推理，團隊合作和元認知等的技能。PBL 是一種挑戰學生「學

會學習」（learning to learn）的教學活動，目的是發展學生成

為自我引導學習者的能力，而不是知識的學習而已。關超然

（2005）34在 PBL 簡介中提到了 PBL 的優點： 

一、可以激起學生學習動機 

二、培養高層次思考能力 

三、強化學生後設認知能力 

四、真實情境運用 

 教師在 PBL 學習過程中，扮演者激勵者和觀察者的角色，幫

助學習者開發他們的思考方式，引導並監督學習者的學習狀況。 

 總之。探究式學習對教師教學來說，是一個轉變。教師不再

先提供答案給學生，而是讓學生從促進的問題中得到解答，重心從

教師移到學生，以學生為中心，教師的腳色是為學生探究過程的促

進者，而不是是答案的提供者。Prince and Felder（2007）
35
表態

出由問題導出的學習是一種非常強而有力的教學策略，它可以用來

促進學生主動積極的學習，收集信息，分析資料，創造各種解決的

方法並驗證，最後與其他同學們分享。研究者覺得這樣的學習方式

可以讓每位學習者親自參與，雖然需要花很多的時間來探究，但是

可以幫助學習者勇於挑戰，成為具有自我主導，自我管理有規律的

                                                
33
 International Baccalaureate, Approaches to teaching and learning in the Diploma 

Progeamme 2013, page 16. 
34 關超然（2011），〈PBL 簡介〉，2005，   

   http://www3.thu.edu.tw/newsupfiles/new21165455076.pdf 
35 International Baccalaureate, Approaches to teaching and learning in the Diploma 
Progeamme 2013, page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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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身學習者，而不是只是一個為了得到好成績的唸書機器，不懂得

思考，更別說深入的批判性性思考。然而探究式學習有很多的形式
36，例如：Staver and Bay（1987）的“結構化探究；指導性探索

和開放式探究“、Lee（2004）的”過程導向探究學習“、Kolb

（1984）的體驗式學習、Prince（2004）的基於問題和項目的學

習、Fasko（2003）的基於案例的學習和 Prince and Felder

（2007）的發現式學習。不論是哪種形式，教師們都需要鼓勵學習

者積極地參與課堂的活動，同學之間和師生之間要有高度的互動，

這樣才能產生好的效果。 

（二）著重於概念的理解 

 大學預科項目的各種課程注重對概念的理解， 課程基於概

念，教學內容，和技能三者之間的相互關係。然而並不是只注重概

念， 而不注重內容，而是內容與概念進行整合。 

              
                                  圖 二－6  大學預科注重的項目37  

（三）在當地和全球展開情境化教學 

 情境化學習就是學生學習把新的知識與自己的經歷或周圍世

界聯繫起來。 在這種方法中，學生們會覺得有意義， 而且，當他

                                                
36 International Baccalaureate, Approaches to teaching and learning in the Diploma 
Progeamme 2013, page 15 
37 International Baccalaureate, Approaches to teaching and learning in the Diploma 
Progeamme 2013, page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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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處在一定的環境中，自然而然在此情境中尋求學習， 並 尋找有

意義的關係（Hull 1993：41） 

 研究者覺得在飲食文化教學設計單元，當學習者學習到新知

識時，觀摩料理後，教師設計在情境式環境下， 讓學生們進行實踐

料理（ 例如： 邀請教師們或是其他年級的學生們， 這樣學習者會

產生動機學習，也覺得比較有意義。） 

（四）注重有效的團隊工作與合作 

 Lai (2011)38表示知識不是人們相互傳授的事務，而是透過與

合作者之間的互動，共同建築產生的。合作式學習包含很多不同的

活動，例如：小組報告，角色扮演，小組辯論等。 所以，合作式學

習與社交技能有著密切的關係。本研究發現很多學生常常會抱怨某

個組員不貢獻，不合作或不配合等，因此教師需要灌輸學生們一個

重要的思想觀念，那就是集體負責的概念， 每組的組員評定為相同

的分數，教師們應該鼓勵所有的學生為整組的表現承擔責任。 

（五）因材施教，滿足所有學習者的需求 

 Tomlinson and Allan (2000) 39表態因材施教就是倡導並積

極規劃學生在課堂上差異的教學方法。 主要是為了每個學習者提供

有效的學習策略，以便達到適合個人的學習目標。因此，教師需要

準備周全的教學計畫， 以滿足個人需求。 

國際文憑組織確定了四項重要原則
40
：  

1. 肯定身分－建立自尊 

2. 重視已有的知識 

3. 為學習提供輔助工具 

                                                
38 International Baccalaureate, Approaches to teaching and learning in the Diploma 
Progeamme 2013, page 20. 
39 International Baccalaureate, Approaches to teaching and learning in the Diploma 
Progeamme, 2013, page 21. 
40 International Baccalaureate, Approaches to teaching and learning in the Diploma 
Progeamme, 2013, page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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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擴展學習  

這些原則的目的是促進所有學習者能夠平等地參與課程，並

通過差異化的教學和學習， 來進行全方面的發展。 

（六）要通過評估（形成性和總結性），獲得信息反饋 

 John Hattie 在 2008 年研究出形成性評估與信息反饋這兩種

是最有效發揮積極影響教學的因素。形成性評估能夠提供教師關於

學生的學習狀況，明確地知道學習的目標掌握了多少，然後就可以

決定下一步應該為學生做什麼，隨時地改變或更新教學策略。本研

究重視形成性評估，因為可以知道學生的學習狀況，隨時地調整我

的教學活動和計畫。 

信息反饋是教師採取開放的態度，向學生尋求信息反饋，以

便知道學生們理解了什麼，學到了什麼，不理解的地方是什麼，產

生挫折感的地方在什麼地方？這樣的反饋是最有力，也最有效率。

這個形式讓學習者沒有負擔，因為不是個評估， 也可以幫助交流技

能較低的學習者勇於表達自己的看法。 

 

第二節 IBDP 中文 B 的主題與飲食文化的關

聯 

一、核心主題 

 IBDP 中文有三個核心主題： 交流與媒體、全球性問題和社會

關係。在普通課程和高級課程中這些主題都必須要學習的，而且也

必須學習涉及這些主題的兩個方面。 

二、選修主題 

 選修主題包含五個主題：文化的多樣性、風俗與傳統、健

康、休閒和科學與技術。文化的多樣性可涉及的方面有信仰、價值

觀和行為推測、烹飪傳統、多元文化融合等。風俗與傳統可涉及的

方面則是飲食，慶典、社會事件和宗教事件、禮節和禮儀等。健康

主題可涉及衛生、飲食與營養、美與健康的概念、精神健康等。休

閒涉及的方面是遊戲、展覽和演出、業餘愛好、體育運動等。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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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技術主題是指科學與技術之間的關係；涉及的方面有自然科學、

社會科學、可再生能源等。  

 這份研究的題目是飲食文化，本研究覺得飲食文化不僅僅是

與風俗與傳統，它與核心主題和其他的選修主題都有關聯（圖二-

6），譬如： 

交流與媒體－人們透過廣播、廣告或電視媒體的傳播，得到飲食文

化的訊息。 

全球性問題－以國家或國際的角度來看，食物的資源對飲食文化的

影響，例如：中國從以前的農業結構社會發展進步到服務產業國

家，全球的食物資源提供直接影響了飲食文化。 

社會關係－ 飲食文化涉及到社交行為舉止和文化認同，例如：吃

醋、吃香和找個吃飯的地方（找工作）；利用很多吃的文化符號在

社交或生活中行為的表達。 

文化的多樣性－中國人有著「民以食為天」的信仰，還有在中國，

有很多政治家兼美食家，例如：伊尹，呂不韋等等。他們特別善於

烹調原理用於政治運作。這些都是涉及飲食文化多樣性的信仰和價

值觀。 

健康－ 在以前，中國人只為了填饱肠胃，現在還重視色，香，味，

意，形，甚至食物的營養，因為想維持身體的健康，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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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7  IBDP 中文 B 的主題與飲食文化的關聯 

 

第三節 逆向教學設計 

蔡雅薰（ 2014）41曾提到 Wiggins & McTighe(2005)的課程

設計的三個階段，就是逆向設計(Backward Design)，它提供了一

個計劃過程和結構來指導課程或單元設計，包括滿足每個目標的要

求、課程學習標準的落實和實踐教學的評估。  

第一： Identify Desired Results 確定想要的結果 

 教師必須確定哪些內容，知識是學習者需要認識，理解和值

得被理解的，還有需要掌握哪些持久的知識， 列出學習者應該要掌

握的技能。 

第二： Determine  Assessment Evidence 確定評估證據 

                                                
41 蔡雅薰、陳仁富、林景蘇（2014）， 〈兒童華語導論〉，正中書局，頁 1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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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者必須提出學習的證明， 展示他們所學的知識和技能， 

完成學習任務或項目。 

第三：Plan Learning Experiences and Instruction 計劃學習經

驗和指導   

 這個階段，教學設計者需要確定學習者是否能夠學以致用這

些知識和技能、哪些課堂活動可以幫助他們獲得這些知識技能、需

要傳授什麼、用什麼方法傳授、該選用什麼材料和資源等。到最後

自行檢查整個單元設計是否有連貫和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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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二－ 8 逆向設計 （ Backwrad Design） 

 林 含 諭 （ 2017 ） 42 也 表 態 說 UbD （  Understanding by 

Design）是一種逆向的課程設計，它是建構導向的教學框架，強調

讓學習者逐漸自行建構出學習的成果。教師和學生都必須對教與學

有著明確的了解，並且教師以如何讓學生理解為核心，設計相關的

課堂活動。賴麗珍（2008）43提到說理解要素構成有六個層面，分別

為能夠說明、詮釋、應用、 有觀點、有同理心以及有自知之明。因

                                                
42 林含諭（2017），〈二年國教與 UbD 模式之課程設計關聯探討〉，《臺灣

教育評論月刊》，2017，6（9），頁 232-235 。 
43 賴麗珍（2008）（譯），〈重理解的 課程設計〉（原作者：Grant Wiggins & 

Jay McTighe），臺北市：心理出版社。 

 

階段三

1.確定學生需要的、能夠學以致用的的知識和技能。

2. 確定可以幫助學生獲得這些知識的技能的課堂活動。

3.確定需要教授什麼、怎麼教。

4. 確定選用的材料和資源。

5. 檢查整個設計是否連貫和有趣。

階段二
1. 學生學習證據

2.學習對知識的理解、完成項目的效果。

3.學生參與任務完成項目的單元學習。

1. 學生們需要認知、理解和做到什麼？

2. 哪些是值得理解的？

3.哪些持久的知識是需要掌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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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教師必須設計多元化的評量活動，使學生有機會表達自我的理

解。 

第四節 文化與華語教學的關係  

何淑貞、林振興（2008）
44
提到說中國人很早就對文化認識，

並在易經裡解釋說「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

下」。哲人認為人類把智慧、感情、創造等和自然融入在一起，進

而能夠被人理解、溝通和互動的對象，再進展成為人化自然。現代

的「文化」一詞，則是從西方 culture 翻譯而來，強調的是人類征

服自然，改造自然的過程。趙賢州（1992）曾經表態到語言與文化

是互相黏合的。語言是文化的組成部分，作為社會現象和社會的交

際工具45。學習語言就是在學習一種文化。而華語是是中華民族的重

要遺產，已經有千年的歷史。它不僅與民族的形成、發展和變化有

關係，甚至華語的詞彙、語法、修辭到表情和動作等，都與民族文

化有密切的關係。可見文化和語言是互相影響的。然而語言交際不

僅牽涉到語言結構問題，在交際時會受到文化規則的制約。因此如

果對語言的文化因素了解越多，語言的交際越強。 

周小兵（1996）46也提到和不同文化背景進行交際，語音，詞

彙和語法是表層因素，文化習俗是深層因素。以往的第二語言教

學，總是重視語法結構，忽略文化教學，有些學習者對詞彙，語法

沒什麼問題，也能說一口流利的漢語，但是對文化的知識卻很少，

在交際中不懂民族風俗習慣，也不懂交際禮節和規則。他也表態交

際文化是指兩種不同文化背景的人進行交際時，直接影響交際並容

易產生誤解或衝突的語言或非語言文化。語言交際文化是指包含語

音，詞彙，句子中的文化因素，譬如：中國人有廣泛吃的文化符

                                                
44 賴明德、何淑貞、丁原基、林振興（2011），〈華人社會與文化〉，文鶴出

版有限公司，頁 2。 
45 趙賢州（1992），〈關於文化導入的再思考〉，《語言教學與研究》，第三

期，頁 32。 
46 周小兵（1996），〈對外漢語教學中的跨文化交際〉，《中山大學學報》

（社會科學版），第 6 期，頁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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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找工作可以說找個吃飯的地方；失業可以形容 砸了飯碗；女人

漂亮表示秀色可餐；受人歡迎表示吃香；男女嫉妒表態吃醋。 因

此，在漢語教學上，應該以交際文化教學為主，知識文化教學為輔

助。還有，在大學預科項目語言 B 的六個評估目標，第一個目標表

態了在各種不同的情境中清晰和有效地進行交流，展現出語言能力

和多元文化理解。所以培養跨文化交際能力是很重要的。許力生和

孫淑女（2013）的研究建構了跨文化能力遞進－交互培養模式，這

個模式包括了知識習得、動機培養、技能訓練和交流互動。知識習

得指語言知識、文化知識和文化理解力。他們指出在文化知識中包

含了飲食、起居和藝術創作等表層文化；還有信仰、信念、價值觀

等深層文化知識。這顯示了華語教學不能只是重視在目的語的獲

得，跨文化能力的理解更是重要。 

在 IBDP 的學習與教學方法中特別注意三大要素－多語能力、

全球參與和跨文化理解47。跨文化理解是為了培養能夠理解、尊重和

欣賞不同文化的世界公民。從認識不同文化之間的差異性到寬容差

異性，實現跨文化理解，理解人與人之間存在的差異，並鼓勵世界

各地的學生成長為積極又富有同情心得終身學習者48。然而，中華文

化的傳播要考量到學生的需求，因為它們是文化傳播的對象，而且

不同的地區，性別，年齡，學習目的，文化知識基礎等因素，對中

國文化的需求程度會有不同。因此要會選擇重要的教，避免造成學

習者不必要的負擔，失去了教學的重點也喪失了學習者的學習動

機。 

 

 

                                                
47
 參見〈國際文憑組織，大學預科項目的教學與學習方法〉，2016 年 10 月出

版，頁數 1。 
48 徐鵬，夏惠賢，陳法寶（2016），〈IB 國際課程－理念與行動〉，《教育

期刊網》，2016 年 9 月 20 日。http://www.jyqkw.com/show-26-221177-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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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飲食文化與華語教學相關的論文 

 中國具有五千多年的悠久歷史，民俗文化豐富多采，而語言

是紀錄和描述文化的主要媒介。語言是也文化的載體，學習語言的

過程也是學習文化的過程，語言和文化是密不可分的。對中國人來

說，飲食佔有重要的地位，在民以食為天的信念之下，飲食文化語

言建立了大量的知識，反映了民族風俗習慣的全部圖景。 

 方虹婷（2006）49的研究報告指出飲食文化是由物質基礎和飲

食基礎建立起來的。物質基礎包含了食料的生產和各種廚具餐具的

生產；飲食基礎則分為兩大類食品製造類和烹飪類。然而本研究認

為這些都是屬於已暴露的物質文化也就是之前顧嘉祖 （2002）提

到的「公開的文化層」。但是隱蔽的文化層也就是價值觀念，飲食

文化的內涵，更是重要，它是文化的深層內核。在中國，有很多政

治家兼美食家，例如“伊尹，呂不韋等等。他們特別善於烹調原理

用於政治運作，用烹飪為隱喻，來表達政治或哲學的內容。因此從

飲食文化中的語言文字運用，可以了解中國人的價值觀。也可以說

飲食文化對漢語的影響很大。 

 聞夢宇（2017）50淺談了三個中華飲食文化的特點： 

（一）風味多樣－因為地理區域的不同，形成了許多不同的菜色風

味。例如：四川人愛吃辣，所以菜色都含有辣椒；廣東人愛吃甜，

因此飯後常常有吃糖水的習慣。 

（二）講究美感－中國烹飪不僅講究口味，也在乎外觀的美感。菜

色的顏色搭配和設計給人視覺上不同的享受。 

（三）食醫結合－隨著時代的改變，中國人不單單只是為了吃而填

飽肚子，更是在乎飲食是否營養和健身。中國人利用食物的原料藥

用價值，做成各種美味佳餚，因此現代的烹飪技術與醫療保健有密

不可分的關連。  

                                                
49 方虹婷（2006），〈非飲食華語課程教材設計－兼論網上輔助活動建構〉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華語文教學研究所，頁 29。 
50 聞夢宇（2017），〈淺談中國飲食文化的發展與特點〉，《中文科技期

刊》，2017 年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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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敬宇（1995）51以飲食文化內涵來看，歸類了飲食文化詞

語，他分為四大部分： 

1. 漢菜的烹調及有關詞語 

（1）烹飪的調料及詞語52 

（2）加工方法及詞語53 

（3）烹飪方法及詞語54 

（4）與烹調有關的詞語
55
 

2. 漢菜名稱的由來及含義 

（1）漢菜的八大菜系 

（2）漢菜的命名藝術56 

3. 與食味有關的詞語 

4. 與吃有關的詞語 

（1）與吃相關的動詞、形容詞及其詞組 

（2）與炊具、餐具有關的詞語 

（3）與吃、喝有關的熟語 

（4） 與飲食習慣有關的詞語 

 中國人有句俗語「民以食為天」，經過時間的累積，中國人

有自己獨特的飲食文化，它涵蓋了多元的特色，例如材料的選擇、

刀法的運用、五味的調節，火候的拿捏和健康的要求等，在不斷的

經營下，飲食自成了中國文化的一套系統。還有，自古漢族把飲食

文化同社會文化活動緊密結合起來，所以中國飲食文化具有多種社

                                                
51
 常敬宇（1995），〈漢語詞彙與文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頁 135-138。 

52 指調味料，如：油、鹽、醋、糖、酒等。 
53
 指刀工，即是用刀切菜的方法，和將食材雕刻成各種花卉或動物的藝術花樣。 

54 常見的方式有蒸、炸、烤、烹、煮等。 
55
 以烹調術語為比喻的詞語，如：欠火候、炒冷飯等。 

56 命名的方式有以下幾種：以人定名，如：東坡肉。以地點定名，如：北京烤鴨。以

色定名，如： 翡翠白玉（菠菜炒豆腐）。以容器定名，如：砂鍋豆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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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價值，譬如：祭祀價值、儀禮價值和生存價值等。我們可以經由

語言文字的使用，從飲食文化中所披露的特點，了解中國人的價值

觀。 

還有，魏威（1996）57將中華飲食文化對漢語詞語的影響進行了歸

納： 

（一） 

1. 飲食文化對當今日常用語的影響 

對日常用語的影響有「炒魷魚」，又引申為「炒股」或「炒匯」

等。“炒”這個字，是中國最普及的烹飪方式，藉由“炒”這個

字，表現成倍增值的東西。還有，在形容人的性格方面有「老油

條」這樣的日常用語。 

2. 飲食文化對成語的影響 

例如：成語中的「投桃報李」、「藕斷絲連」等都涉及到食物的名

稱，並以借用或比喻的方式，來表達意義。 

3. 飲食文化對歇後語的影響 

對成語和歇後語的影響，有「咬文嚼字」、「雞蛋裡 t 骨頭－意指

硬找麻煩」或「肉包子打狗－有去無回」等。 

（二） 

1.與飲食動作方式有關 

例如：「吃老本」比喻依賴原有的知識 、本領或功勞來過日子，借

助這個“ 吃” 來表示語義。 

 2.與食物本身的名稱有關 

例如：例如：「投桃報李」，「藕斷絲連」等，都涉及食物的名稱

來借代或比喻。 

3.與飲食器皿及烹調用具有關 

例如：「釜底抽薪」、「簞食壺漿」。 

                                                
57 魏威（1996）。〈中華飲食文化對漢語詞語的影響〉。載於李振杰（主編）語言文

化教學研究，北京：華語教學出版社，頁 139-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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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與烹飪手法有關 

例如：「備受煎熬」、「蒸蒸日上」。 

5.與食物味道及口感有關 

例如：「吃香」、「吃醋」或「口蜜腹劍」等。 

 最後，由這些歸類可以結論出飲食文化對華語的影響非常

大，不只是產生了大量的詞彙，也因為這些日常用語、成語、歇後

語等各種語言表達形式，讓華語更加生動，也更加多彩和有韻味。

因此，在傳授飲食文化時，這些帶來的影響都應該讓學習者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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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飲食文化的課程設計與實

施 

IBDP 中文 B 的課程設計特點是透過語言，各種真實材料和不

同的主題，發展學習者的互動交流能力，接受技能和表達技能。而

其核心是帮助學習者提高其對母語文化和跨文化的理解。研究者認

為飲食文化在 IB DP 中文 B 的教學很重要，因為從中國人進入文

明社會到今天，已經有四，五千年了。人們的生活飲食方式已有

了很大的變遷，在中國古代政治家和思想家把平定天下，治理國

家，和炒菜做飯當作是一個道理。飲食文化不能只包含已暴露的物

質文化，隱藏在物質中的隱蔽文化－價值觀念是非常重要的。因此

設計出讓學習者多思考，對比和體驗的課堂活動可以幫助學習者跨

文化的理解。本研究的飲食文化課程設計分為三大單元：中國的飲

食文化、從體驗活動了解飲食文化的烹飪行為和用餐與社交技能的

關係；並又分為五大課程：「民以食為天」、中國八大菜系的來源

和特色、中國菜烹飪的方式、觀摩烹飪和實踐烹飪、點菜和結帳。

第一節先介紹 IBDP 中文 B 課程設計特色；第二節是中國的飲食文化

－讓學習者先了解「民以食為天」的抽象思維；第三節則是探索實

體中國菜系的文化特色；第四節是從體驗活動了解飲食文化的烹飪

行為－藉以了解中國的烹飪方式和中國的五品；最後第五節是從體

驗活動了解飲食文化的社交行為。 

第一節  IBDP 中文 B 課程設計特色 

 本研究的飲食文化課程設計分為三大單元： 

（一）中國的飲食文化 

 在這個單元包含兩個課程：「民以食為天」和八大菜系的來

源和特色。主要目的是讓學習者了解民以食為天的意義以及它的抽

象思維；和八大菜系的來源－中國菜系的具體內容，藉由精神與實

體兩個反映面向，了解中國飲食文化。 

（二）從體驗活動了解飲食文化的烹飪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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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單元包括了中國菜烹飪的方式、觀摩烹飪和實踐烹飪。

學習者透過觀摩烹飪的學習，了解中國的五品；從實踐烹飪的體驗

活動，學習到烹飪的解釋說明技巧。 

（三）用餐與社交技能的關係 

 學習者經由到中國餐館用餐的情境教學，學習並體驗到飲食

文化與社交技能的關係。 

這些課程的設計都是基於 IBDP 的五大學習方式（ATL）以及六大教

學原則的理念，引導學習者對飲食文化的認識、了解到尊重。 

 

第二節  中國的飲食文化 

 這一單元主要是基於探究式教學，教師的角色從提供答案轉

變成促進問題得到解答，以學生為中心。首先，讓學生去探索和研

究什麼是「民以食為天」、它的定義是什麼、為什麼中國人有這樣

的抽象思維，由問題引導出學習並讓學習者培養高層次的思考。在

解決問題的過程中，通過參與有效的探究，可以培養許多學習的技

能，譬如：研究技能－尋找答案或證據；思維技能－提供各種機會

讓學習者思考如何回答問題，也讓他們產生好奇，覺得有意義並能

夠將獲得的知識進行分析，評價，進而與其他同學分享。再進行反

思過程－探究前、探究期間和探究後的分享，這些都能培養學習者

的思維技能；交流技能－在探究的過程中，利用口頭、筆記或心智

圖等的方式來跟其他同學分享，也就是在發展交流技能；自我管理

技能－在一開始的個人探索答案過程時，組織資源、時間的管理和

專心就是在學習自我管理；和社交技能－ 在和同組的組員或其他組

的組員分享答案或想法時，就是在發展社交技能，因為要和其他人

合作，尊重並欣賞個體的差異。 

教材設計: 

（一）「民以食為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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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介紹「民以食為天」的幻燈片。主要是幫助學習者加深對「民

以食為天」的概念。 

第一個幻燈片是介紹「民以食為天」 

第二個幻燈片是介紹吃的社會學意義－政治，介紹老子的道德經。 

第三、四、五幻燈片介紹鼎和爵古代器具。主要是介紹古代政治或

官位權力的鼎和爵－炊具和酒具；並以圖片展示出。 

第六幻燈片是介紹吃的社會學意義－禮儀。 

第七個幻燈片是介紹吃的社會學意義－人際；包括吃的文化符號；

例如：吃醋（代表嫉妒）。 

整體幻燈片對學生來說，內容還可以不會太難。只是在解釋老子的

道德經第六十章「治大國，若烹小鮮」。發現對學習者太難，不容

易理解，只好用韓文解釋。但是有些學生還滿好奇並表示驚訝，因

為沒想到飲食文化可以運用在政治上。 

（二）八大菜系：這個幻燈片包括南北方不同的飲食差異、形成菜

系的因素、中國飲食的特點和介紹每一個菜系的特色。在這個幻燈

片，加上了很多例子是有關南北飲食不同的比較，所以學生們有了

更深刻的印象。還有在介紹八大菜系時，加上了地理圖片並指示出

來，因此讓他們加深八大菜系的概念。 

 

以下是第一單元－中國八大菜系的單元設計，它包含第

一課的「民以食為天」和第二課的中國八大菜系 

一、 教學流程 

Unit Plan 

Inventory 

單元計畫列表 

 

Unit Title: 中國八大菜系 

單元名稱 

中國八大菜系 

Author(s): Ms. Hung 

作者 

Language/Level:   

IB DP SL  

語言/水平 

School: Asia Pacific 

International School  

學校 

Scenario/Unit Over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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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景/單元概覽 

Stage 1  What students should know and be able to do 知識掌握與能力培

養 

Enduring Understanding(s)  (Big Idea) (Students will understand that…)  

長期共識: （大概念）（學生會了解到。。） 

中國的飲食文化 

Essential Question(s): 

基本問題 

1.民以食為天是代表什麼意思？ 

2.飲食文化與地域環境有什麼聯繫？ 

3.飲食文化對食物製備有什麼影響？ 

4.飲食習慣的信念如何影響食物準備和烹飪方法？ 

5。西式飲食和中式飲食有什麼不同？  

大學預科項目的語言 B 課程的評估目標： 

1. 理解並運用語言準確，流利地表達和回應各種不同的思想觀點; 

－在課堂討論中，能夠使用流利和正確的目的語表達自己的想法觀點。 

2. 以清晰，連貫和有說服力的方式針對各種不同的主題組織編排思想觀點; 

－學習者透過研究探索後，不論在書面或口頭上，能夠有組織地展現對“民以食

為天”的想法觀點、中國飲食文化的特色和八大菜系的了解。 

3. 理解，分析和回應各種不同的書面材料和口頭材料;   

－從各種真實材料（閱讀文章和視頻）回應的表現中，學習者展現出理解和表達

的技能。 

Outcomes/Objectives/Progress Indicators:  

教學成果/目標/進展指示  

DO What will students be able to do and what kinds of things will they 

be able to say at the end of this unit?    

a. 民以食為天的意義 

b. 飲食習慣與自然環境的關係 

c. 八大菜系的特色與來源 

KNOW   What vocab, grammar, culture and content must students kn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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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order to meet the objectives of the unit? Please list in columns below.  

Knowledge: 

Use of transition words to connect sentences or paragraphs：甚至，因此, 

比如 

Use of opinions about like/dislikes： 喜歡／不喜歡 

Vocabulary related to food culture: 鼎，爵，食物， 禮儀， 炊具和酒具， 差

異，產物，風俗，習慣，特點，口味，菜系， 美味佳餚，地道，美味，鮮嫩，香

脆， 麻辣，酸甜苦辣咸，烹飪技藝，特色菜，風味，味覺，視覺，嗅覺，直覺 

Verbs of food culture : 烹飪，烹調，講究，感覺，吃，做， V+起來， 比， 

以。。。，屬於，嘗起來，講究，紅燒，油炸，燉肉，清蒸 

Skills:  

＊回覆主題的問題並提出問題， 或者給予回覆 

＊交換意見和偏好 

＊證明中級 - 熟練掌握口頭和書面交流 

＊理解文化上真實的材料和信息 

Stage 2 How students will demonstrate what they know and can do:  

Performance-based Assessment 

學生對所學知識的展示- 實踐評估 

Interpersonal Task and 

Rubric 

人際溝通任務及規則 

Interpretive Task and 

Rubric 

理解詮釋任務及規則 

Presentational Task 

and Rubric 

表達演示任務及規則 

(Use separate page for 

rubrics.) 

＊可以參與，並於同學互

動交流；並能夠用中文寫

出問題和答案，與同學進

行“飲食文化”對話 

＊表現出對所學語言和文

化的一些多元文化思考和

理解。 

＊理解針對這個主題有關

的文章，並回答問題。 

 

 

 
＊能夠寫出一篇書面報

告表態中國飲食文化特

色 
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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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ge 3 Preparing students to demonstrate what they know and can do 

讓學生做好展示準備 

Language/Communication 
語言/人際溝通 

 
Culture(

s) 
(Know) 

文化 

Subject 
Content 

Connectio
ns 

(Know) 
學科内容 

 
Essential 
Materials 

 
基本教學材

料 

 
Learning 

Activities , 
Performan

ces 
(Formative 
Assessmen

ts) 
(Do) 

學習活動

與表現 

 
Languag

e 
Function

s (Do)  
語言功能 

Gramm
atical 

Structu
res 

(Know) 
語言結

構 

 
Vocabula
ry 
(Know) 
 
詞彙 

 
＊Use of 
transition 
words to 
connect 
sentences 
or 
paragraph
s：甚

至，因此 
 
＊Use of 
opinions 
about 
like/dislik
es： 喜
歡／不喜

歡 
 
 
 
 

1.甚

至， 

 

2. 因

此，  

       

3. 以 

Propos

ition 

（ 例

如：民

以食為

天，以

茶帶

酒） 

 

4. 比如 

 

5. 比

較：中

＊

Vocabul

ary 

related 

to food 

culture: 

鼎，爵，

糧食， 

禮儀， 

炊具和酒

具， 差

異，產

物，風

俗，習

慣，特

點，口味 

，感覺，

味覺，視

覺，嗅

覺，直覺 

＊理解

民以食

為天的

意義 

 

＊ 對中

國的八

大菜系

和特色

有一定

地了解 

 

利用美術

課的知識

和技能設

計八大菜

系的的小

冊子／海

報 

* 利用社

會學課的

知識了解

不同的地

區有不同

的飲食文

化，因而

發展出不

同的菜系 

● PPT 

● Google 

share 

docum

ent 

● Color 

paper 

● post  

● YouTub

e 

● Thinkli

nk site  

(Use 
separate 
page for 
this 
section) 
 
Beginning 
 
 
Middl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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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菜比

較好

吃。 

               

中國菜

跟/和美

國菜不

一樣。 

                            

美國菜

跟/和中

國菜不

一樣。 

 

美國菜

比中國

菜便宜

（一點

兒/得多

/多

了）。 

                              

中國菜

比美國

菜貴

（一點

兒/得多

/多

了）。 

 

 

＊Verbs 

of food 

culture : 

烹飪，烹

調，講

究，吃，

做，V+

起來， 

比， 

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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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菜

沒有/不

如中國

菜貴 

               

  6。 

以…… 

 民以食

為天，

以茶帶

酒 

 

  7。 V 

+起

來： 

 嘗起

來， 

 吃起來 

Communitis: 

社區 

 

        看中國飲食的廣告或電視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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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起

動機 

1. 教師問學生，你們平時 愛吃什麼 

 中國菜？去餐廳的時候， 

1

，

電腦 

ppt 

主題：飲食文化   第一課：「民以食為天」 

適用對象：十年級的學生 教學時間(分鐘): 4 堂課/ 40 分一堂 

教學目標 大學預科項目的語言 B 課程的評估目標： 

1. 理解並運用語言準確，流利地表達和回應各種不同的思想觀點; 

－在課堂討論中，能夠使用流利和正確的目的語表達自己的想法觀

點。 

2. 以清晰，連貫和有說服力的方式針對各種不同的主題組織編排思想

觀點; 

－學習者透過研究探索後，不論在書面或口頭上，能夠有組織地展現

對“民以食為天”的想法觀點、中國飲食文化的特色和八大菜系的了

解。 

3. 理解，分析和回應各種不同的書面材料和口頭材料;   

－從各種真實材料（閱讀文章和視頻）回應的表現中，學習者展現出

理解和表達的技能。 

 

詞彙及語法 詞彙：鼎，爵，糧食， 炊具和酒具， 差異，產物，風俗，習慣，特

點，口味烹飪，烹調，講究，感覺，味覺，視覺，嗅覺，直覺，吃，

做， 

語法：甚至，因此，  

 以 Proposition （ 例如：「民以食為天」，「以茶帶酒」） 

教學資源(教

材、教具、

設備) 

教材：PPT 

教具：中國菜字卡一套 

 

教學流程概述 
課前準備 1. 大型字卡及圖卡。 

教學活動步驟 

NO 
活動

說明 
教學流程 

教學目標對應 教學資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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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點的一道菜是什麼？讓學生暢所欲言，主動與教

師交流。 

2. 以舊帶新，先通過 PPT, 把以前學過的中國菜複習

一下。又透過圖片（有中國菜和美國菜的圖片）

教師問學生知道哪些中國菜和哪些是美國菜。通

過這樣的師生問答，教師瞭解學生的情況，對於

學生不知道或熟悉的菜名,教師將著重教授。 

把中國菜的生詞放在 Quizlet 網站，讓學生學習

複習。 （例如： 麻婆豆腐， 北京烤鴨， 酸辣

湯，餃子， 火鍋， 糖醋肉，糖醋魚，炸醬麵，

宮寶雞丁） 

2 字卡 

2 

 

 

 

 

 

 

 

 

 

 

 

 

 

 

主要

活動

1 

1. 請學生們想想並研究中國人為什麼「民以食為

天」？代表什麼意思？（ 分組討論，並分享自己組

別的看法） 

（1）先分組討論，並寫在海報上； 

（2）選一個組員（用號碼區別）到另一組去分享自

己組的看法 

（3） 後回到自己的組，做 後的修正補充； 

（4）教師抽組，被抽到的那一組上台發表。 

*如果時間允許，每一組都要發表。 

 

2，看 YOUTUBE ，瞭解「民以食為天」，現在中國

人的飲食習慣（ EDpuzzle），通過視頻讓學生了解

中國人的飲食改變， 並回答問題。 

1

，

2 

 

 

 

 

 

 

 

電腦 

ppt 

海报/心智

图 

 

https://w

ww.yout

ube.com

/watch?v

=62AzRtl

U378 

 

3 

 

主要

活動 2 

熱身活動： 

分組玩 Quizlet  Live  

 

1. 採用逆向設計教學，讓學生自己探索中國飲食

 

1

，

2 

電腦 

ppt 

字卡 

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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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特色 

2. 進行分組分享，補充交流， 後整理出內容， 

設計海報。 

3. 重複告知學生這個活動的目標（ 教師要確定

學生是否可以達到） 

4. 先讓學生腦力激盪想想要描述特色時，需要用

到什麼詞彙，然後把所有的詞彙列出來，和所

有的語法並提供所有的工具資源。 

5. 給具體的時間準備 

6. 教師隨時給於回饋和引導，確認每個學生有真

正學習到。 

7. 告知學生，教師評量的標準 

* 寫出一篇書面報告（反思）表態中國飲食文化特色 

 
主要

活動 3  

1. 閱讀一篇文章“ 吃的文化”  

資料來源： 

2015 年年中國文化常識補充教材。試題範本。原著

陳正香範本篩選引用。美東中文學校協會 

       

3                                       

    

講義，電

腦 

第一課「民以食為天」課程所設計的活動包含了之前提到過的六個

探究歷程（Inquiry cycle）： 

1. turning in 激發自主探究慾望-- 在“引起動機”的活動，利用

學生感興趣的幾個問題帶出探究焦點，從而激發學習動機。 

2. finding out 確認問題- 教師給予問題導向學習的問題和課程的

階段性目標，並確認與學生理解能力相匹配。 

3. sorting out 整理、搜集資料-- 給學生時間，讓他們展開一連串

的探索和研究。 

4. going further 進一步解釋資料-- 教師隨時隨地觀察他們的自

我探索過程、引導、協助和回饋，並且確認每個學生都有學習到。 

5. drawing conclusion 結論-- 引導並給與規格或形式， 讓他們

展現出來自己所獲得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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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taking action 將獲得的知識表現出來出來或應用到其他情境-- 

讓學生把教師要求的發表形式，展現出來，並給予回饋。 

這些探索研究的過程是希望發展學生成為自我引導學習者的

能力，還有培養五大學習的方式，而不是只有知識的學習而已，並

且引導他們對「民以食為天」思維的認識、了解到尊重。 

第三節 探索中國菜系的文化特色 

 第二課的課程設計也是採用探索式教學，並重視對中國菜系

的概念理解。 首先，讓學生去探索中國的菜系有哪些。 之後，將

學生分成八組，指派各組的菜系，分別進行探索菜系的來源，歷史

和特色。在尋找答案後，要與其他組別互相分享時，每組必須向分

享的組別提出問題。這也就是每組必須思考並準備要發問的問題，

也必須思考甚至需要探究答案，以便回答問題。這整個過程就包括

了五大學習方法（ATL）的培養。還有，在進行中西飲食文化的比較

活動時，鼓勵學生有高層次的思考，不僅僅是要知道差異，更要了

解、分析背後差異的原因，鼓勵學生欣賞和尊重國家與國家之間的

差異。 

教材設計： 

（一）中西飲食文化的差異：這個幻燈片主要是列出中西飲食文化

差異的地方。 

（二）中國菜的名稱： 這個幻燈片提供菜餚的圖片和名稱，以便學

習者複習以前學過的中國菜。 

（三）火，食，刀，口部首： 這個幻燈片是介紹部首，利用一些跟

食物相關的部首（例如：火，食，口，水，刀等），衍生出其他的

漢字，包含繁體字和簡體字。 

（四）閱讀文章－ 吃的文化。文章來自 2015 年年中國文化常識補

充教材。試題範本。原著陳正香範本篩選引用。美東中文學校協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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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首的教學，對學生會是一個討戰，因為完全是個新知識，

新概念，但是有圖片的輔助並運用心智圖展示出來，會讓他們感到

有新鮮感。這個活動也讓他們有高層次思考的時間去區分或歸類漢

字，提供機會讓學習者比較和觀察繁體字和簡體字的不同。 

 

第二課－中國八大菜系的來源和特色 

主題：飲食文化   第二課：中國八大菜系 

適用對象：十年級的學生 教學時間(分鐘): 6 堂課/ 40 

分一堂 

教學目標 大學預科項目的語言 B 課程的評估目標： 

1.在各種不同的情境中清晰和有效地進行交流，展現出語言能力和

多元文化理解; 

2.在各種不同的人際和和/或文化場合中應用適當語言; 

3.理解並運用語言準確，流利地表達和回應各種不同的思想觀點; 

4.以清晰，連貫和有說服力的方式針對各種不同的主題組織編排思

想觀點; 

5.理解，分析和回應各種不同的書面材料和口頭材料; 

6.理解用所學語言撰寫的文學作品，並加以運用（僅適用於高級課

程） 

 

詞彙及語法 詞：菜系， 美味佳餚，屬於，地道，嘗起來，講究，美味，鮮

嫩，香脆， 麻辣，酸甜苦辣咸，紅燒，油炸，燉肉，清蒸，烹飪

技藝，特色菜，風味 

語法：1. 比較：中國菜比較好吃。 

   A≠B：中國菜跟/和美國菜不一樣。 

                  美國菜跟/和中國菜不一樣。 

A> B：美國菜比中國菜便宜 

   （一點兒/得多/多了）。 

               中國菜比美國菜貴（一點兒/得多/多了）。 

                A<B：美國菜沒有/不如中國菜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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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以 Proposition  

           民以食為天，以茶帶酒 

  3． V+ 起来 

         嘗起來，吃起來 

  4． 比如 

 

 

教學資源(教

材、教具、設

備) 

教材：PPT 

教具：中國菜字卡一套 

 

教學流程概述 

課前準備 1. 大型字卡及圖卡。 

 

教學活動步驟 

NO 

活

動

說

明 

教學流程 

教

教

學

目

標

對

應 

教學資源 

1 

引

起

動

機 

暖身運動： 

教師問學生，他們是否知道中國分為八大菜系，還

有 自己喜歡的中國菜是屬於哪個系。 

以舊帶新，先通過 PPT, 把以前學過的中國菜複習

一下，又透過圖片（有中國菜的圖片）教師問學生

在韓國哪些中國菜很受歡迎。 

1 

電腦 

ppt 

图卡/字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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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主

要

活

動

1 

1.採用逆向設計教學，讓學生自己探索八大菜系的

歷史，特點和每個菜系的特色菜。 

2.進行分組分享，補充交流， 後整理出內容， 

設計海報。 

3.重複告知學生這個活動的目標（ 教師要確定學

生是否可以達到） 

先讓學生腦力激盪，八大菜係有哪些菜系？ ，要

描述菜系的特色時，需要用到什麼詞彙，然後把所

有的詞彙列出來，和所有的語法並提供所有的工具

資源。 

4.給具體的時間準備 

5.教師隨時給於回饋和引導，確認每個學生有真正

學習到。 

6.告知學生，教師評量的標準 

1

，

2 

 

 

 

 

 

 

電腦 

ppt 

 

 

 

3 

主

要

活

動

2 

热身活动： 

分组玩 Quizlet  Live  

 

1. 看 YOUTUBE ，通過視頻讓學生知道中國的八

大菜系和每個菜系的特色菜。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7lC2C

RLQ5Fw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Wh9

B1z_dXU&t=1s 

透過視頻（EDpuzzle），並回答問題 。 

 

 

3 

電腦 
ppt 

https://ww
w.youtube.
com/watch
?v=7lC2C
RLQ5Fw 
https://ww
w.youtube.
com/watch
?v=WWh9
B1z_dXU

&t=1s 
 

* 額外資

源：
https://ww
w.youtube.
com/watch
?v=P4qW
TIFqS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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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主

要

活

動

3 

1. 發表：中國的八大菜系介紹中國八大菜系（ 歷

史，來源， 特點和每一系的特色菜) 

1

，

2 

 

電腦 

海报 

5 

 

 

主

要

活

動

4 

 

 

 

 

 

 

1. 熱身活動： 

分組玩 Quizlet Live 

讓學生想想西式飲食和中式飲食的不同（ 飲

食方式，用具，禮儀等），並和同學分享自

己的想法。 

（1）先分組討論，並寫在海報上； 

（2）選一個組員（用號碼區別）到另一組

去分享自己組的看法； 

（3） 後回到自己的組，做 後的修正補

充； 

（4）教師抽組，被抽到的那一組上台發

表。 

*如果時間允許，每一組都要發表。 

（用 compare and contrast table 圖表分

類寫出來） 

1

，

2

，

3 
電腦 

Youtube 

字卡/海报 

教室任何

用具 

 

 

 

 

主

要

活

動 

5 

1. 利用部首“食，口，到，” 字，引發其他的

漢字（順便教導繁體字） 

2. 讓學生腦力激盪，想想已學過的漢字帶有

“食， 火，刀，口字。。等“部首，教師再

提供一些沒學過的漢字，讓學生去探索意思

和音譯。 

1

，

2 電腦，海

報 

評量方式 

1. 運用課程中的字卡遊戲進行形成性評量。 

2. 運用課程中的部件字活動進行形成性評量。 

3. 可運用 Quizlet 網站裡的活動工具加以設計測驗，進行紙筆測

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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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後，讓學生口頭報告－發表八大菜系，進行總結式評量。 

補充資料 

1. 網站連結 

➢ https://3g.d1xz.net/wenhua/yinshi/art108540.aspx 

➢ http://www.sohu.com/a/194973299_527107 

➢ http://www.g12e.com/chuzhong/shenghuo/zh2017051016490763609

952.shtml 

➢ http://www.sohu.com/a/197291944_747851 

➢ http://tw.gigacircle.com/1976518-1 

➢ http://www.meishichina.com/Topic/CaiXi/ 

➢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yX0W1gutTA 

➢ http://www.sohu.com/a/124388088_409230 

➢ http://mays1.weebly.com/9679-200132228333756-2892139146-

2017132057---chinese-cuisine-intro.html 

在第一課，先讓學生了解飲食文化的抽象概念後，第二課就進入實

體的中國八大菜系的特色，目的是引導學習者進一步對中國菜系的

的認識和了解。課堂的活動設計也是利用六個探究歷程（Inquiry 

cycle）去探索八大菜系，之後加以深入思考對照或比較中式和西式

飲食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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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從體驗活動了解飲食文化的烹飪行為 

 王孔生（2012）58曾表態說完整的體驗教育在活動課程中要包

含體驗與反思，因為「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所以活動

課程中若缺乏了體驗與反思的任何一個面向將失去了活動的教育意

義。吳木崑（2009）59探究了杜威的經驗哲學，他提到說杜威的經驗

哲學強調「有事可做」（something to do）更要「有事可學」 （

something to learn），主張讓學生在經驗的學習情境裡「由做中

學」（learning by doing），然後透過學生主動的反省思考（

reflective thinking）來領會事務之間的關連， 學習因而「水到

渠成」。杜威覺得經驗學習的重點在於引起學生的思考，而有效的

思考必須建立在學生既有的或是現有的經驗之上。因此，他強調「

由作中學」，透過實作取向 的教學來讓學生深化其生活經驗。經 

驗就是人應付生活環境所採取的行動和環境對該行動所作的回應，

二者之間的交互作用。因此，在課程與教學上就必須注重學習情境

的安排，使學生在學習過程中與學習環境形成緊密的互動， 因而產

生良好的經驗成長。在此單元，觀摩烹飪的課程是採用了有計畫安

排的探究，藉以觀摩烹飪的學習，探索並了解中國人對美味菜餚的

要求條件。實踐烹飪的活動則是基於探究教學原則裡的體驗式學習

，主要目的是在「由作中學」，讓學生自行體驗，並培養社交技能

中的合作技能，並且學習到說明烹飪步驟的交流技巧。 

教材設計： 

(一）中國菜烹飪的方式 ：這個幻燈片是介紹中國菜烹飪的方 

      式（炒、煎、炸、蒸、烤）。 

（二）觀摩烹飪：這個幻燈片包含了廚師解說的步驟和觀摩烹飪的 

  觀察紀錄表 

（三）實踐烹飪 （烹飪說明）：這個幻燈片則包括實踐烹飪所需要

  籌備的步驟和評估表。 

（四）中國的五品： 主要是介紹中國的五品（ 色、香、味、意、 

       形） 

                                                
58 王孔生（2012）。〈綜合活動課程的體驗學習模組教學法〉。 《新北市教

育電子報》。2012 年 11 月 26 日。第 78 期。 
59 吳木崙（2009）。〈杜威經驗哲學對課程與教學之啟示 〉。《臺北市立教

育大學學報 》。第 40 卷第一期， 頁 35-5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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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閱讀文章： 辣椒是如何改變中國菜的口味。文章來源： 

 “ The Chairman’s Bao” 網站。   

   

這個單元包含：第三課 － 中國菜烹飪的方式  

    第四課－ 觀摩烹飪（中國菜的五品）

     和實踐烹飪（烹飪說明) 

 

單元設計 UnitPlan 

 

Unit Plan 

Inventory 

單元計劃列表 

Unit Title: 學做中國菜 

單元名稱 

 

Author(s):  Ms. Hung 

作者 

Language/Level:   

IB DP SL   

語言/水平 

 

School: Asia Pacific 

International School  

學校 

Scenario/Unit Overview:  

場景/單元概覽 

Stage 1  What students should know and be able to do 知識掌握與能力

培養 

Enduring Understanding(s)  (Big Idea) (Students will 

understandthat…)  

長期共識: （大概念）（學生會了解到。。） 

中國的飲食文化因為於地理、氣候、物產、習俗等因素，因而塑造了獨特的

飲食味道和特別的 

的烹飪方式。以前的人只為了填飽肚子， 而現在講求飲食的味道、形狀、色

彩和入口時所給食者的感覺；不僅對食物本身提出要求，而且還對食具、進

餐次序、環境等有進一步的要求，而這些屬於追求精神滿足的層次。 

Essential Question(s): 

基本問題 

1. 中國的烹飪方式有哪些？為什麼有這些方式？ 什麼因素影響了這些方

式？代表的特色菜有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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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什麼是中國的五品？ 

3. 品嚐菜餚時，中國人注重些什麼？ 為什麼？ 

大學預科項目的語言 B 課程的評估目標： 

1. 理解並運用語言準確，流利地表達和回應各種不同的思想觀點; 

－在課堂討論中，能夠使用流利和正確的目的語表達自己的想法觀點。 

2. 以清晰，連貫和有說服力的方式針對各種不同的主題組織編排思想觀點; 

－學習者透過研究探索後，不論在書面或口頭上，能夠有組織地展現對中國

烹飪方式和中國五品的了解。 

3. 理解，分析和回應各種不同的書面材料和口頭材料;   

－從各種真實材料（閱讀文章和視頻）回應的表現中，學習者展現出理解和

表達的技能。 

Outcomes/Objectives/Progress Indicators:  

教學成果/目標/進展指示 

DO  What will students be able to do and what kinds of things will 

they be able to say at the end of this unit?    

a. 中國的常見的烹飪方式  

b. 中國五品的意義 

KNOW   What vocab, grammar, culture and content must students 

know in order to meet the objectives of the unit? Please list in 

columns below.  

Knowledge: 

Use of transition words to connect sentences or paragraphs：先………

再……..， 後………..，使，利用，.先……….再……….然後，  第一……第二………

第三……。 

Vocabulary related to cooking ：  調味料， 油，烤箱，加熱，變熟，食

物，鍋，蒸鍋，水蒸氣，熱力，利用，成熟，味道, 炒， 煎，炸，蒸，烤， 

放，使，快速，翻拌，色，香，味，意，形，菜名，成分，烹飪方式，醋，

將由，鹽，味精，糖，步驟，材料， 

Verbs of cooking ：準備，利用，加熱，炒， 煎，炸，蒸，烤 

Ski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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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覆主題的問題並提出問題， 或者給予回覆 

＊交換意見和偏好 

＊證明中級 - 熟練掌握口頭和書面交流 

＊理解文化上真實的材料和信息 

Stage 2 How students will demonstrate what they know and can do:  

Performance-based Assessment 

學生對所學知識的展示 - 實踐評估 

Interpersonal 

Task and Rubric 

人際溝通任務及規

則 

Interpretive Task and 

Rubric 

理解詮釋任務及規則 

Presentational Task and 

Rubric 

表達演示任務及規則 

(Use separate 

page for rubrics.) 

 

 *可以參與，並於

同學互動交流；並

能夠用中文寫出問

題和答案，與同學

進行“中國菜烹飪

方式的”主題 

 

＊表現出對所學語

言和文化的一些多

元文化思考和理

解。 

＊ 理解針對這個主題有關 

的文章 

 

 

 

 

＊能夠寫出一篇書面報告表

態中國飲食烹飪方式的特色 

 

演示溝通： 

- 總結性評量：能夠進行反

思：寫一篇反思日記─有關

他們實踐烹飪經驗的日記 

 

Stage 3 Preparing students to demonstrate what they know and can 

do 

讓學生做好展示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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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guage/Communication 

語言/人際溝通 

Culture

(s) 

(Know) 

文化 

Subjec

t 

Conte

nt 

Conne

ctions 

(Know) 

學科内

容 

 

Essential 

Materials 

 

基本教學｀

材料 

 

Learni

ng 

Activi

ties , 

Perfo

rman

ces 

(Form

ative 

Asses

smen

ts) 

(Do) 

學習

活動

與表

現 

Language 

Functions 

(Do)  

語言功能 

Gramma

tical 

Structure

s (Know) 

語言結構 

 

Voc

abul

ary 

(Kno

w) 

詞彙 

 

 

 

 

 

 

 

 

Vocabulary 

related to 

cooking ：  

調味料， 

油，烤箱，

加熱，變

熟，食物，

鍋，蒸鍋，

水蒸氣，熱

力，利用，

成熟，味道, 

＊先………

再……，

後…….。 

 

＊ 使 

 

＊利用 

 

＊先………

再……然

後…。 

 

 ＊了解

中國的

烹飪方

式 

 

＊ 對中

國的五

品有一

定地了

解 

 

利用美

術課的

知識和

技能設

計烹飪

菜餚的

海報 

 

*利用社

會學課

的知識

了解不

● PPT 

● Google 

share 

docume

nt 

● Color 

paper 

● poster   

● YouTube 

● Thinklin

k site  

(Use 

separ

ate 

page 

for 

this 

sectio

n) 

 

Begin

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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炒， 煎，

炸，蒸，

烤， 放，

使，快速，

翻拌，色，

香，味，

意，形，菜

名，成分，

烹飪方式，

醋，將由，

鹽，味精，

糖，步驟，

材料， 

 

Verbs of 

cooking ：

準備，利

用，加熱，

炒， 煎，

炸，蒸，烤 

＊  第一….

第二……第

三…….。 

 

        

 

 

 

 

同的地

區有不

同的飲

食文

化，因

而發展

出不同

的烹飪

方式 

 

 

Middl

e 

 

 

 

 

End 

Comparisons: 

比较 

實踐烹飪 -- 

教師分好組，與組員討論和研究，選任何一種烹

飪方式來準備實踐煮中國菜。 學生將會用評估表

來給其他組打分數. 其他老師評審員也將會被邀

請. 

Communities: 

社区 

能夠用中文向中文高層次班的同學或其他中文教

師介紹中國的菜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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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設計 Lesson Plan 

主題：學做中國菜  第三課：中國菜烹飪的方式 

適用對象：十年級的學生 教學時間(分鐘): 

6 堂課/ 40 分一

堂 

教學目標 大學預科項目的語言 B 課程的評估目標： 

1. 理解並運用語言準確，流利地表達和回應各種不同的思想觀

點; 

－在課堂討論中，能夠使用流利和正確的目的語表達自己的想法

觀點。 

2. 以清晰，連貫和有說服力的方式針對各種不同的主題組織編排

思想觀點; 

－學習者透過研究探索後，不論在書面或口頭上，能夠有組織地

展現對中國烹飪方式和中國五品的了解。 

3. 理解，分析和回應各種不同的書面材料和口頭材料;   

－從各種真實材料（閱讀文章和視頻）回應的表現中，學習者展

現出理解和表達的技能。 

詞彙及語

法 

詞彙：調味料， 油，烤箱，加熱，變熟，食物，鍋，蒸鍋，水蒸

氣，熱力，利用，成熟，味道, 炒， 煎，炸，蒸，烤， 放，使，

快速，翻拌。 

語法：1.  先…….再……， 後………。 

  2． 使 

  3． 利用 

教學資源

(教材、教

具、設備) 

教材：PPT 

教具：海報 

教學流程概述 

課前準備 2. 大型字卡及圖卡。 

教學活動步驟 

N 活動 教學流程 教教學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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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說明 學

目

標

對

應 

1 
引起

動機 

暖身運動 

教師問學生，他们是否知道中國菜的烹飪方

式。 

以舊帶新，先通過 PPT 圖片, 把知道的方式

複習一下，又透過圖片，教師問其他烹飪方

式的名稱， 提供問題讓學生尋找答案。 

1

，

2 
電腦 

ppt 

图卡/字卡 

2 
主要

活動 1 

1.採用逆向設計教學，讓學生自己探索 

烹飪方式，特點和尋找圖片。 

2.進行分組分享，補充交流， 後整理出

內容， 設計海報。 

3.重複告知學生這個活動的目標（ 教師要

確定學生是否可以達到）。 

4.先讓學生腦力激盪，烹飪方式有哪

些？ ，要描述這些方式的特色時，需要

用到什麼詞彙，然後把所有的詞彙列出

來，和所有的語法並提供所有的工具資

源。 

5. 給具體的時間準備。 

6.教師隨時給於回饋和引導，確認每個學

生有真正學習到。 

7. 告知學生，教師評量的標準。 

1

，

2 

 

 

 

 

 

 

電腦 

ppt 

 

 

 

3 
主要

活動 2 

熱身活動： 

分組玩 Quizlet Live 

看 YOUTUBE ，通過視頻幫助學生加深對烹

飪方式的了解。 

 

1

，

2 

電腦 

p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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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W1gut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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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3QOtRyu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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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gcxuF-Y 

 

youtube.co

m/watch?v=

VyX0W1gut

TA 

 

https://www.

youtube.co

m/watch?v=

wWF3QOtRy

uY 

https://www.

youtube.co

m/watch?v=

XIRQgcxuF-

Y 

 

 

4 
主要

活動 3 

1. 發表：發表各組中國菜的烹飪方式和

代表的特色菜 

1

，

2 

 

電腦 

海报 

評量方式 

1. 運用 Quizlet 網站裏的考試 進行紙筆測驗（形成性評

量）。 

2. 運用小組發表口頭活动進行總結性評量。 

 

補充資料 

2. 網站連結 

➢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G3YAQVmyVk 

➢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1mhg8KCLjck 

➢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vDMe7lghR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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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者經由第一和第二課程設計的探索後，從第三、四課接著透

過體驗活動去了解飲食文化的烹飪行為，經由觀摩、探索、實際體

驗，由做中學，去了解中國的烹飪行為。 

    第三課的課程設計是為了第四課的體驗課程做準備。首先也是

讓學生展開探究式學習，經由六個探索歷程，了解中國菜烹飪的方

式，並以圖片為輔助，發表出來。最後，讓學生決定自己組別中國

菜的烹飪方式和代表的特色菜，並以海報呈現方式發表出來。 

 

主題：學做中國菜   第四課：觀摩烹飪（中國菜的五品）和實踐烹飪 

（烹飪說明) 

適用對象：十年級的學生 教學時間(分鐘): 6 堂課/ 40 

分一堂 

教學目標 大學預科項目的語言 B 課程的評估目標： 

1. 理解並運用語言準確，流利地表達和回應各種不同的思想觀點; 

－在課堂討論中，能夠使用流利和正確的目的語表達自己的想法

觀點。 

2. 以清晰，連貫和有說服力的方式針對各種不同的主題組織編排

思想觀點; 

－學習者透過研究探索後，不論在書面或口頭上，能夠有組織地

展現對中國烹飪方式和中國五品的了解。 

3. 理解，分析和回應各種不同的書面材料和口頭材料;   

－從各種真實材料（閱讀文章和視頻）回應的表現中，學習者展

現出理解和表達的技能。 

詞彙及語

法 

詞彙： 色，香，味，意，形，菜名，成分，烹飪方式，醋，將

由，鹽，味精，糖，步驟，材料，準備 

 

語法：1.先……再…..然後…….。 

   2． 第一……第二……..第三…….。 

教學資源 教材：PPT， 觀察紀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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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教

具、設備) 

 

 

教學流程概述 

課前準備 食物的材料 

教學活動步驟 

N

O 

活動

說明 
教學流程 

教

學目標

對應 

教學資源 

1 

 主要

活動 

1 

 

1. 教師提供一個實際觀摩烹飪的

經驗，邀請烹飪廚師來示範道地

的中國菜 

2. 廚師需要解說： 

＊菜名的意義 

＊菜色的原理 

＊菜色包括的材料和調味料 

＊烹飪的方式 

＊ 烹飪的步驟 

3. 後給學生一張觀察紀錄表 

1，2 

電腦 

食物材料 

 

觀察紀錄表 

 

2 

主要

活動 

2  

學生必須反思實際觀摩烹飪的經

驗，寫一篇作文。之後，個別在

課堂上發表出自己的感想 

3 

 
電腦 

ppt 

 

3 

主要

活動 

3  

教師問學生中國的五品是什麼？ 

當他們品嚐中國料理時，注重的

是什麼？為什麼？ 

https://www.youtube.com/wat

ch?v=YRK5Iu6MjfY&list=PLaW

t0_zjv9eawtN_PYcIXGNSck-

EFbawI 

https://www.youtube.com/wat

1，2 

電腦，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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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v=KxLOpM2eSd4 

 

主要

活動 

4  

閱讀一篇文章 ： 辣椒是如何改變

中國菜的口味 

文章來源： “ The Chairman’s 

Bao” 網站 

3 

電腦，紙，筆 

4 

主要

活動 

5 

實踐烹飪 :  

1. 教師分好組，與組員討論和

研究，選任何一種烹飪方式

來準備實踐煮中國菜。 

 

準備海報：在海報上學生必

須寫上菜名，材料成分，烹

飪的方式，步驟和所需要烹

飪花費的時間。 

評估 : 學生將會用評估表來

給其他組打分數. 其他老師

評審員也將會被邀請。 

 

日記: 每位學生都需要寫一

篇反思日記─有關他們實踐

烹飪經驗的日記。 

1，2 

 

電腦 

海报 

評量方式 

1. 運用課程中的觀摩活動進行形成性評量。 

2. 運用課程中的料理實踐活动進行總結性評量。 

3. 後可運用反思日記加以設計，讓學生寫一篇作文。 

     第四課的課程活動是採用體驗式學習方式，利用 Kolb (1984)

的四個階段的體驗式學習，藉由實際的觀摩烹飪，反思的觀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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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中國五品抽象的概念，然後實際的去實踐烹飪。最後利用反思活

動，以寫日記的方式呈現自己的想法或看法。 

 

第五節 從體驗活動了解飲食文化的社交行

為 

這個單元採用的也是基於探究教學原則裡的體驗式學習，先讓學習

自行討論，與組員們協作對話的內容，主要目的是在培養社交技能

中的合作技能。學習者經由到中國餐館用餐的情境教學，學習並體

驗到飲食文化與社交技能的關係。  

第五課－ 點菜、結帳 

一、教學流程                 

單元設計 Unit Plan  

Unit Plan 

Inventory 

單元計劃 

Unit Title: 去中國餐館用餐 

單元名稱  

 

Author(s):  Ms. Hung 

作者 

Language/Level:   

IB DP SL  

語言/水平 

School: Asia Pacific 

International School  

學校 

Scenario/Unit Overview:  

場景/單元概覽单 

Stage 1  What students should know and be able to do 知識掌握與

能力培養 

Enduring Understanding(s)  (Big Idea) (Students will understand 

that…)  

長期共識: （大概念）（學生會了解到。。。） 

用餐在中國的社交活動上佔領著重要的角色 

Essential Qu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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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問题 

用餐在中國的社交活動上代表什麼意義？ 

 

在 IBDP 中文 B 普通課程有五個評估目標。在這單元運用到 ： 

1.在各種不同的情境中清晰和有效地進行交流，展現出語言能力和多元文

化理解; 

－意思指能在各種不同真實情境的測驗情境之下，評量學生實作表現。 

2.在各種不同的人際和和/或文化場合中應用適當語言;  

－能夠針對不同的對象角色或文化場所展現出口頭表達能力 

3.理解並運用語言準確，流利地表達和回應各種不同的思想觀點;（ 思維

技能） 

－能夠使用流利和正確的目的語表達自己的想法觀點。 

4.以清晰，連貫和有說服力的方式針對各種不同的主題組織編排思想觀

點; 

－透過研究，不論在書面或口頭上，能夠有組織地展現想法觀點。 

5.理解，分析和回應各種不同的書面材料和口頭材料;  （思維技能） 

－可以從各種真實材料中的回應表現，展現出思考技巧（高層次思考技

巧） 

KNOW   What vocab, grammar, culture and content must students 

know in order to meet the objectives of the unit? Please list in 

columns below.  

Knowledge: 

Use of opinions about like/dislikes： 喜歡／不喜歡 

Vocabulary related to order food: 預定，菜單， 盤，碗，小麥，巧克

力，魚，點菜，請問，買單，乳製品，滿意，特色菜 

Verbs of food culture : 預定，買單，點菜 

Skills:  

＊回覆主題的問題並提出問題， 或者給予回覆 

＊交換意見和偏好 

＊證明中級 - 熟練掌握口頭和書面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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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文化上真實的材料和信息 
 

Stage 2 How students will demonstrate what they know and can 

do:  Performance-based Assessment 

學生對所學知識的展示- 實踐評估 

Interpersonal 

Task and Rubric 

人際溝通任務及規

則 

Interpretive Task 

and Rubric 

理解詮釋任務及規則 

Presentational Task and 

Rubric 

表達演示任務及規則 

(Use separate 

page for rubrics.) 

 

＊可以參與，並於

同學互動交流；並

能夠用中文寫出問

題和答案，與同學

進行“飲食文化”

對話 

＊表現出對所學語

言和文化的一些多

元文化思考和理

解。 

 

 

＊ 理解針對這個主

題有關的文章，並回

答問題 

 

 

 

 

演示溝通： 

- 總結性評量：實地去中國餐

館用餐，能夠進行展現對話： 

“ 點菜”   

 

Stage 3 Preparing students to demonstrate what they know and 

can do 

讓學生做好展示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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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guage/Communication 

语言/人际沟通 

 

 

 

 

 

 

 

 

 

 

 

 

 

 

 

 

Culture(

s) 

(Know) 

文化 

Subject 

Content 

Connec

tions 

(Know) 

學科內

容 

 

Essentia

l 

Material

s 

 

基本教學

材料 

 

Learni

ng 

Activiti

es , 

Perfor

mance

s 

(Form

ative 

Assess

ments) 

(Do) 

學習活

動與表

現 

 

Languag

e 

Function

s (Do)  

語言功能 

Gramm

atical 

Structur

es 

(Know) 

語言結

構 

Voca

bular

y 

(Kno

w) 

 

詞彙 

 

 

Use of 

opinions 

about 

like/dislik

1.你有預

定嗎？ 

2.我們可

以有…

嗎？ 

 a. 點菜

的技巧 

 

b.用餐與

社交技

 

*利用社

會學課

的知識

了解 

● PPT 

● Goog

le 

share 

docu

(Use 

separa

te 

page 

for t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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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 喜歡

／不喜歡 

 

Vocabula

ry related 

to order 

food: 預

定，菜

單， 盤，

碗，小

麥，巧克

力，魚，

點菜，請

問，買

單，乳製

品，滿

意，特色

菜 

Verbs of 

food 

culture : 

預定，買

單，點菜 

 

 

3.我不能

吃…….。 

4.我們可

以要...？ 

 

 

能的關

係 

 

 

用餐與

社交技

能的關

係 

ment 

● YouT

ube 

section

) 

 

Beginn

ing 

 

 

Middle 

 

 

 

 

End 

Communities: 
社區    

去中國城餐館用餐 

 

總結性評量：實地去中國餐館用餐，能夠進行展

現對話： “ 點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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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設計 Lesson Plan 

主題：去中國餐館用餐  第五 課：點菜，結帳 

適用對象：十年級的學生 教學時間(分鐘): 6 堂課/ 40 分一堂 

教學目標 大學預科項目的語言 B 課程有 6 項評估目標用來評估學生在

以下 6 個方面的能力。： 

1.在各種不同的情境中清晰和有效地進行交流，展現出語言

能力和多元文化理解; 

2.在各種不同的人際和和/或文化場合中應用適當語言; 

3.理解並運用語言準確，流利地表達和回應各種不同的思想

觀點; 

4.以清晰，連貫和有說服力的方式針對各種不同的主題組織

編排思想觀點; 

5.理解，分析和回應各種不同的書面材料和口頭材料; 

6.理解用所學語言撰寫的文學作品，並加以運用（僅適用於

高級課程） 

詞彙及語

法 

詞彙： 預定，菜單， 盤，碗，小麥，巧克力，魚，點菜，

請問，買單，乳製品，滿意，特色菜 

Verbs of food culture : 預定，買單，點菜 

語法： 你有預定嗎？ 

我們可以有…….嗎？ 

我不能吃……. 

我們可以要……..？   

 

教學資源

(教材、教

具、設備) 

教材：PPT 

 

教學流程概述 

課前準備 計畫日期和聯繫中國餐館 

教學活動步驟 

N 活動 教學流程 教教學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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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說明  教學

目標

對應 

 
暖身

活動 

請學生們想想用餐在中國的社交活動上代

表什麼意義？討論並研究，之後輪流說出

來  

 

1，

3，4 
電腦 

1 
 主要

活動 1 

1. 分組，並討論，製作出點菜的對話 

跟每一組分享自己組的對話， 後

再回到自己的組別，做修改，訂

正。 

 

2. 每組練習排演對話（ 在要去中國城

的餐館之前），教師給予回饋和指

導。 

5 

電腦 

ppt 

 

2 

主要

活動 

2 

1. 去中國餐館用餐 

學生們自行決定想要去的餐館，然

後進行對話的錄影 （ 錄影前，需

要徵求餐館老闆的同意權，並告知

教師在哪個餐館錄影）  

2. 學生們需要寫反思的問卷調查，和

一篇反思作文。 

1，

2，

3，

4，5 

 

 

 

 

 

 

學校校車 

 

 

電腦 

3 

主要

活動 

3  

閱讀一篇文章 ： 和吃有關的表達 

https://www.slow-

chinese.com/podcast/136-he-chi-

you-guan-de-biao-da/ 

 

 

評量方式 運用學生的錄影檔的進行總結式性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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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課程中的問卷調查進行形成式評量。 

後可運用反思作文，進行總結式性評量。 

3. 網站連結 

➢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TDXJFWRrlg 

➢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Dl0Q-XmiSk 

➢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Tmq2eY5fIQ 

➢  

    這個單元主要是運用情境體驗式教學，先讓學生去思考用餐在

中國的社交活動上代表什麼。然後分組，先讓學習自行討論，與組

員們協作對話的內容，主要目的是在培養社交技能中的合作技能，

學習者經由到中國餐館用餐的情境教學，學習並體驗到飲食文化與

社交技能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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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從學習成效評估到課程反

思 

 此章節將對飲食文化課程的學習成效和教學成效做出評鑑和

反思。第一節說明IBDP中文B的評量制度；第二、三、四節針對IBDP 

中文B運用在中文課堂中的飲食文化課程裡，各個單元的課堂活動展

現出一系列的分析、評鑑和反思。 

第一節 IB DP 中文 B 的 評量 

 在 IBDP 中文 B，飲食文化是屬於選修主題，所以在校外評量

上只需注意在試卷 2：書面表達技能；而校內評量上需重視在個人

口頭活動評估。 

表二－ 3  通課程評估概要60 

 

試 

 

 

 

 

 

 

 

 

 

 

 

 

卷

                                                
60 參見國際文憑組織，語言 B 指南，2011 年 6 月出版，頁 27。 

 

評估的形成 比重 

校外評估 70% 

試卷 1 （90 分鐘）： 接受技能 

針對基於主題的 4 篇書面材語料完成文字應答練習 

25% 

試卷 2 （90 分鐘）： 書面表達技能 

從基於選修主題的 5 道題中選擇一題，完成一項篇幅為

300-480 個漢字的寫作練習。 

25% 

書面作業：接受技能和書面表達技能 

閱讀基於核心主題的數篇文本互涉的材料，然後完成篇

幅為 360-480 個漢字的寫作作業，外加一個 180-240 個

漢字的寫作說明。 

20% 

校內評估 

校內評估由教師在校內完成，由國際文憑組織進行校外

評審。 

30% 

個人口頭活動（8-10 分鐘） 

基於選修主題進行：學生有 15 分鐘的準備時間，然後

進行（最長）10 分鐘的口頭表達以及與教師的討論 

20% 

互動口頭活動 

基於核心主題進行：完成 3 次課堂活動，由教師進行評

估。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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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卷 2 是在評估學生的書面交流能力在處於不同目的的情況下。它

要求學生表現出自己的表達技能，不是只在測試學生對選修主題的

知識，而是應用主題的知識來傳達自己的想法和思考。試卷 2 裏的

題目要求學生採用一種具體的作文類型進行寫作，例如： 博客／日

記，手冊，正式報告等。它包含三種評估標準： 

 1. 準確和恰當地運用語言（ 語言）； 

 2. 針對這項寫作任務，有條理地逐步論述相關的思想觀點（ 訊

息） 

 3. 正確表現指定作文類型的特點（ 形式） 

表二－ 4  校外評估標準：試卷 261 
 

標準 A 語言 10 分 

標準 B 訊息 10 分 

標準 C 形式 5 分 

 總計 25 分 

 校內評估的個人口頭評量包括兩個部分：表達和討論。教師

準備兩張跟主題有關的圖片，給學生 15 分鐘準備，學生選擇一張圖

片，準備進行描述。教師在挑選圖片時建議用彩色圖片，並配有標

題或解說詞，所挑選的圖片必須能夠使學生進行反思，才能引起表

達後的討論。表達的部分學生可有 3-4 分；討論的部分則是 5-6

分。教師與學生在進行討論時，建議提出開放式的問題，例如：

“ 為什麼……？”， “如何……？”，並引導學生針對主題與自

身文化的相似處和相異處的討論，這樣能夠掌握學生的互動交流技

能和接受技能的程度，並給予評估。  

第二節 飲食文化課程評量－中國的飲食信

仰 

活動: 民以食為天  
                                                
61 參見〈國際文憑組織〉，語言 B 指南， 2011 年 6 月出版，頁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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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第一單元的第一課，也是研究者第一次採用逆向設計教

學法，學生反應不熱絡，也感到麻煩。剛開始，學生感到奇怪為什

麼要去理解「民以食為天」；為什麼要去知道民以食為天的價值

觀，也無法了解為什麼我不一開始就跟他們解釋，像以前一樣的教

學方式。他們覺得這樣比較省時間，也懶得找答案，所以剛開始上

這個單元時，產生的抱怨多。但是經由研究者解釋每個人的認知的

領域，程度和對文化的思考不同，更何況這是有關對文化的理解，

不只是包含語言知識， 最後他們比較心甘情願地去研究答案。所以

雖然上課氣氛不熱絡，但是學生們完成了活動。 

表二－ 5 民以食為天 

活動 :中國飲食文化特色－ 作文 

在這個活動，學生們花了很多時間尋找答案，研究並分享。

研究者讓他們分組，並給每個學生一個編號，被抽到的號碼，需要

到別組分享自己組的討論內容。整個活動分為三大階段的討論和分

享（15 分討論，5 分鐘分享），到最後有自己的時間整理要點並開

始寫作文。活動中，學生們感到非常的忙碌，因為不僅要聽別組組

員的分享也要做筆記寫下，所以無法偷懶，而且隨時可能被教師抽

     

 
學生們分組報告“民以食為天”的

定義與其價值觀後，把它整理後，

寫在海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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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號碼，去別組分享討論的內容。研究者覺得這個活動進行得還算

順利，但是在討論的過程中，要隨時保持敏銳的耳朵去聽學生們討

論的內容，因為他們很容易用英文或韓文來討論，而不是用中文目

的語。最後在學習成效方面，從學生們的作文呈現結果，可以得知

他們透過探索，研究和討論，能用自己的思想觀點來表達對中國飲

食文化特色的理解。 

 作文成果－中國飲食文化特色 

學生 1： 

中國飲食文化特色 

         中國是世界上人口 多的國家。中國是多民族國家。中國有

五十六的民族。中國歷史非常悠久。因為中國有很久的歷史和地理

環境的不同，所以中國的飲食文化和是獨特。中國的菜在不同地區

有不同的特色。不但中國菜有很甜和酸的菜，而且中國菜也有很辣

和咸的菜。例如，山東菜用很多海鮮也山東菜是酸的，湖南菜是辣

的菜，四川菜是甚至更辣。中國菜也以吃昆蟲而聞名。我覺得，豬

肉，牛肉，雞肉比昆蟲好吃。如果我吃昆蟲，我會嘔吐。雖然很多

人喜歡吃昆蟲，但是我不喜歡吃昆蟲除了菜色，中國和韓國的飲食

文化很類似，例如：。在中國和韓國，長者先吃，然後小孩吃無論

韓國還是中國你應該在吃飯時尊重長老我覺得韓國菜比中國菜很

辣，也比較少有氣味的氣味。我比較喜歡韓國菜。但是，我也喜歡

中國菜因為中國菜用很多海鮮做飯。我喜歡韓國，中國，和日本的

菜是很好吃因為我是我是亞洲人。 

學生 2 ：  

中國飲食文化特色 

        中國很重視飲食文化，所以食物的種類也很多。有些人可能會

認為中國的食物不好吃，但儘管食物味道不好，中國食物在每個不

同菜系會有不同的歷史文化。特別是根據不同的節日吃不同的食

物。例如，在中國，很久以前就有餃子。每當正月初五，一家人聚

在一起吃年夜餃子，這象徵著一家人開開心心，身體健康的心願。

因為 1600 年的餃子像徵著“告別老，迎來新鮮”，餃子看起來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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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中國古代的一塊金錠，所以他們吃它，並希望獲得金錢和財寶。

另一個是月餅。人們在中秋節吃月餅，因為他們相信那一天，人們

將月餅奉獻給月亮作為祭品並且為了慶祝。它不僅是中國傳統文化

的象徵，而且味道也很好。 後，人們經常吃北京烤鴨，因為它是

富人的食物，他們相信他們可以在吃完鴨後變得富有。這是人們吃

北京鴨的主要目的，除了這三種食物以外，還有很多食物。總而言

之，我們可以通過食物來了解中國的文化。 

學生 3： 

中國飲食文化特色 

中國飲食文化對中國人來說非常重要。對中國人來說，中國

食物比美國食物更美味。中國人很重視料理，所以中國菜嘗起來很

中餐在餐館經常油膩不錯！。因此他們提供熱水而不是冷水。當你

在吃東西時，有一些中國的習俗。比如，雖然中國人用筷子吃，但

是筷子不要插在碗裡在中國。另外，你不能用筷子指向某人。吃湯

時只使用湯匙。如果主持人邀請客人，客人和老年人先吃還有，在

那同時主人和年輕人倒飲料。每個人都坐在圓桌旁。大家一起吃每

一道菜旋轉餐桌。他們一邊談論一邊吃飯，非常然鬧。甚至因為中

國菜有一些菜色受日本，韓國，越南，馬老撾，柬埔寨，來西亞和

泰國的影響，它有著深厚的歷史。我認為中國飲食中國人是以人為

本因為從世代傳下來。在中國，每個人都被列入圓桌會議和分享食

物。而在美國，每次一道菜，每人一道菜。中國人喜歡一邊吃飯，

一邊與客人或朋友聊天交談。 

學生 4： 

中國飲食文化特色 

       中國是世界上 大的國家之一因為中國是很大，中國有很多

特點的食品中國共有 8 種美食：。安徽，廣東，福建，湖南，江

蘇，山東，四川和浙江安徽菜主要使用野生草藥。粵菜使用了很多

醬料和調味品。福建美食使用許多海鮮和林地美食。湖南菜使用了

很多肉。江蘇菜根據季節使用不同的材料。山東菜使用各種各樣的

材料，包括家畜，鳥類，海鮮和蔬菜。川菜使用了大量的大蒜和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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椒。浙江菜使用了很多海鮮，家禽和家畜。從這些描述中，我們可

以看出有些菜餚使用類似的材料，但仍然有不同的風格。一般來

說，所有這些中國菜都非常漂亮。這些儘管中國是很大的，其中一

些菜有類似的起源。其中一個原因是因為位置。如果地點是附近

海，海鮮將被用作主要成分像福建菜。另一個原因是因為朝代的變

化。不同的朝代帶來了來自其他地方的風格這就是創造了中國菜的

多樣化風格。因此，中國菜是由歷史創造的藝術品。 

學生 5： 

中國飲食文化特色 

和所有其他國家一樣，食物是日常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部

分。人們總是吃東西，而且喜歡吃東西。不僅中國人喜歡吃東西，

而且他們認為吃好的食物能帶來和睦和親密的家庭和良好的關係。

相比於其他文化，中國文化是不同的。這是因為他們對食物有很多

信念。中國的飲食也很特別，因為他們使用新鮮的配料。因為他們

用的是新鮮的食材，所以中國菜很新鮮。他們用新鮮的食材做好吃

的食物。而且中國人認為食物的質地，味道，顏色和香氣是一個非

常重要的方面。如果料理包括這些方面的食物可以被稱為真的“好

“。無論食物是好是壞，它們都必須有良好的質地，味道，顏色和

香氣。中國飲食的一個例子是米飯和麵條。無論是米飯還是麵條，

這兩道菜都是中國名菜。我很想做一些中國菜，因為中國菜通常是

由米飯或麵條做成的。我真的很喜歡米飯麵條。我不僅喜歡麵條，

而且我也喜歡米飯。我還想做中國菜，因為網上說中國菜很容易做

而且很有趣。 

學生 6:  

中國飲食文化特色 

       中國的飲食文化歷史悠久，人們普遍認為有山東菜，川菜，

粵菜，江蘇菜，福建菜，浙菜菜，湘菜菜，安徽菜等八大菜系。中

國人用很多不同的顏色煮食物。因為中國人認為這個特點非常重

要，因此中國傳統食品的大部分都很豐富。如果你之前嘗試過中國

菜，你會知道這意味著什麼。除了不同的顏色以外，中國菜也有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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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好的視覺效果。不但中式烹飪技術精湛，而且注重菜餚的審美美

感，注重食物的色，香，味，形和裝置的和諧。對中國人來說，一

年四季，按季節而吃，是中國烹飪的一大特徵自古。以來，中國一

直按季節變化來調味，配菜，冬天味醇濃厚，夏天清淡涼爽。中國

食品也需要時間和精度。中國廚師說，他們花一小時製作一道菜。

中國食物也每天影響他們的傳統。中國人不能把筷子指向另一個

人。如果他們用筷子指向別人，這被認為是不敬的事情。我覺得這

很有趣，與韓國文化不同。下次我嘗試中國菜時，我想我會留意中

國飲食的特點。 

學生 7： 

作文：中國飲食文化特色 

       中國菜有很多不同的種類。中國菜有很多的子類別，例如，

“廣東菜”，“四川菜”等等。中國菜不但有鹹的，也有甜的。例

如：糖醋豬肉是甜和酸，所以很多的人喜歡糖醋豬肉。糖醋豬肉是

醋很有名的中國特色菜。很多的中國廚師用肉做中國菜。我從來沒

看過沒有肉的中國菜。除了，中國菜有很多烹飪方法例如：通過

煎，蒸，煮，等等中國菜因移民而有很多不同的特徵，比如皮蛋這

樣的菜餚這也是中國食物如何傳播到其他國家例如，一個日本特色

菜是擔擔面。。擔擔面也是中國的特色菜。雖然中國的擔擔面是原

創的但是，日本的擔擔面比中國的擔擔面有名，因為日本的擔擔面

很好吃。中國菜也可以在其他國家看到。在紐約的唐人街，有很多

傳統的中國餐館。因此中國特色菜在全世界很有名。 

學生 8： 

作文：中國飲食文化特色 

對西方人來說，無論韓國還是中國食物和餐桌禮儀都一樣。

雖然西方人覺得他們的食物和餐桌禮儀一樣，但是亞洲各個國家有

不同的食物和餐桌禮儀。比如說，中國一般喜歡坐椅子用圓桌吃

飯;而韓國傳統喜歡坐地板，用方桌吃飯除了這以外，還有其他的

不同點，例如韓國有很多小菜可以不限供應，但中國沒有這種習俗

在中國很多人對香菜非常有興趣，但多數的韓國人對香菜沒有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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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中西方的餐桌禮儀也很不同，中國可以一邊吃飯一邊喝湯，甚

至可以站起來夾菜。然而西方一般先喝湯，再上其他的菜，用餐時

不可站起來。在中國，中國人用筷子吃飯，用湯匙喝湯，吃飯時先

請客人吃飯。中國人從不插筷子在碗裡，因為插筷子在碗裡會帶來

厄運所以不准這麼做。除了不同的習俗，中國和西方的菜單也很不

同。比如說在中國，菜單的菜不但有特的名字，而且對菜也有一定

的描述。在中國味道和擺飾同樣重要，因此無論快餐還是昂貴的食

物，看起來都非常漂亮。一般來說，在中國有很多引以為傲的食譜

從世代存下來。中國人傾向於花一個半小時或更多的時間來吃飯 

學生 9:  

中國飲食文化特色 

     我對中國飲食文化和特色有興趣。中國有著非常悠久的歷史，

三千年的文明。因為中國歷史悠久，所以中國的食物在不同地區是

非常多樣化的。中國花了很多時間開發中國食品，和中國有世界上

多的口味品種。中國菜用五種主要不同口味做料理：甜，酸，

咸，苦，和辣。這些口味遍布中國。例如，四川菜以麻辣味著稱，

香港菜有甜味或鹹味，北方菜味鹹，南方少數民族菜味酸。另一個

特點是中國人幾乎吃所有的東西，不但中國人吃動物，而且他們吃

昆蟲，蝎子，蛇，等等。外國人覺得這很奇怪和令人震驚。對我來

說，動物比昆蟲很好吃，因此我只會吃普通肉類的食物。因為這是

中國的文化，所以不留下食物浪費，所以菜餚往往也吃骨頭。這是

另一種文化，因為中國人認為食物中有某種含義，例如，他們認為

靠近骨頭的肉質量 好。中國人也得食品裝飾是很重要，特別江蘇

菜。雖然裝飾需要很多時間，但是他們認為外觀很重要！ 

學生 10 ：  

        中國飲食文化特色 

在中國，有很多不一樣的食品和飲食文化特色中國的特色菜很多，

例如：。宮保雞丁，麻婆豆腐，餛飩，餃子，炒麵中國食品比韓國

食品，中國食品是油炸食品和麵條。韓國食物辛辣和米飯。因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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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人喜歡食物藝術，所以中國人使用很多顏色。 

我覺得糖醋肉是非常好吃，因為這是油炸，在裡有肉。中國用筷子

吃麵條，用勺子吃米飯。而且韓國人也使用湯匙和湯匙來達到同樣

的目的。如果他們不能使用筷子，那麼他們會用叉子代替。我很喜

歡中國菜。中國人主要在圓桌上吃飯。老闆先吃飯，然後客人吃

飯。中間的食品是主要的食品，周圍的東西.......筷子在中國是非常

重要的東西。在中國筷子是好運的象徵。他回家時會用麵條迎接家

中，同時還會提供餃子告別。這在東北地區尤為流行。 

學生 11 

中國飲食文化特色 

       由於中國食物的獨特方面，許多人喜歡中國食物。中國食物有

很多不同的顏色。與其他國家的菜色不同，中國人喜歡鮮豔而獨特

的色彩。首先，許多材料被用來製造中國食物。中國食物使用任何

可食用的動物或植物。這是一種非常罕見的文化。第二，中國食品

主要有五大特點：色，香，味，形和口感。中國人認為這五個特點

非常重要，所以中國這些因素使得中國菜非常豐富。第三，選擇材

料的方法，地理位置等因素形成不同的區域風味。這導致了各種口

味的食物和不同樣式的飲食。北京烤鴨，糖醋豬肉，餃子，炒麵，

和麻婆豆腐是中國的有名菜。我個人喜歡中國菜，因為它的口感非

常好。我希望在韓國有更多的中國餐館，以便我可以參觀和吃更多

的中國餐。我希望中國菜的傳統傳到其他國家，而不是被遺忘。 

作文－ 書面表達的技能評量 

活動項目 評估標準 整體得分 作文中得到的具體表現 

1 中國飲

食文化特

色 

語言 8/10 整體來看，學生們的作

文有效地掌握了所學語

言，，也準確使用了一

定範圍的詞彙，但是還

是有一些錯誤。 

訊息 9/10 例如： 

學生 2 的作文句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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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食物在每個不同菜

系會有不同的歷史文

化。特別是根據不同的

節日吃不同的食物。 

學生 3 的作文句子 - 。

我認為中國飲食中國人

是以人為本因為從世代

傳下來在中國，每個人

都被列入圓桌會議和分

享食物而在美國，每次

一道菜，每人一道菜中

國人喜歡一邊吃飯，一

邊與客人或朋友聊天交

談。 

學生 4-中國共有 8 種美

食：安徽，廣東，福

建，湖南，江蘇，山

東，四川和浙江安徽菜

主要使用野生草藥.........

浙江菜使用了很多海

鮮，家禽和家畜等句

子。。 

學生 6-中國菜也有非常

好的視覺效果。不但中

式烹飪技術精湛，而且

注重菜餚的審美美感，

注重食物的色，香，

味，形和裝置的和諧。

對中國人來說，一年四

季，按季節而吃，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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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烹飪的一大特徵。 

學生 8 對西方人來說，

無論韓國還是中國食物

和餐桌禮儀都一樣。雖

然西方人覺得他們的食

物和餐桌禮儀一樣，但

是亞洲各個國家有不同

的食物和餐桌禮儀。比

如說，中國一般喜歡坐

椅子用圓桌吃飯;而韓國

傳統喜歡坐地板，用方

桌吃飯這位學生透過自

己的思考，做了三個國

家的比較。 

由這些學生的作文成

果，可以得知他們有經

過探究的過程，分析，

再加上自己的思維，反

省，將獲得的知識進行

比較和對照，之後呈現

出來。 

形式 4.2/5 在總體上，作文的類型

可以讓人辨識，而且適

合。 

由這些學生的作文成果和書面表達的技能評量結果，可以得知他們

有經過 ATL 的五個學習方法，還有經過六個探究式的歷程·，達到試

卷 2 的表達技能要求，利用這主題的知識來傳達自己的想法和思

考。然而，他們在探索的過程中，學習者可能會有錯誤的概念，譬

如：學生 1 -中國菜也以吃昆蟲而聞名等這樣的誤解，教師者需要

在給予學習者回饋的同時，加以解釋清楚。就如之前提到過的 Joh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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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ttie 在 2008 年表態評估與信息反饋這兩種是最有效發揮積極影

響教學的因素。 

第三節 飲食文化課程評量－ 中國菜系的文

化特色 

第二課：中國八大菜系 

活動 1 : 探索八大菜系的歷史，特色，來源和特色菜。    

學生們分工合作把不同菜系的特色，放在一張大海報，然後標註菜

系的地理位置。           

 
                                        圖 四－1 八大菜系 

 

活動 2 :  八大菜系視頻- EDpuzzle   

研究者提供一些八大菜系的視頻，希望能夠加深學生對八大菜系的

認識，並將這些視頻放入 EDpuzzle, 然後設計問題，讓學生回答問

題。 

活動 3： 八大菜系的歷史，特點和每個菜系的特色菜－ 海報 

學生們利用紙張，把探索的八大菜系資料做成海報，並發表出來。 

學生作品－學生利用海報口頭發表指定的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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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菜 

 
江蘇菜 

 
浙江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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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四－2  八大菜系的各菜系 

活動 4:  中，西飲食文化的不同 

 
中西方飲食的不同 

                         圖 四－3 中，西飲食文化的不同 

 

活動 5 ：部首：食，口，刀，魚字等。。 

利用主題－飲食文化，介紹一些相關字的部首（食，魚，刀，火

等），並舉出例子，還有學習並認知繁體字和簡體字不同的地方。 

 
廣東菜 

 
山東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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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四－4  部首海報 

單元一整體反思： 

一、課程設計 ： 就如之前研究者提到的，當研究者剛開始

採用逆向設計教學去引導學生探索主題時，發現他們很不習慣自己

學生做的部首海報，有水，手，火，魚等部首。 

 
部首－水 

 
部首－手 

 
部首－水 

 
部首－水 

 
部首－魚 

 
部首－火 

 
部首－口 

 
部首－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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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尋求答案，希望教師能給一些資料或者直接告訴他們答案是什

麼。學生們不太適應現有的方式，因為跟以前不同。之前，研究者

總是先用 PPT 解釋主題的內容，然後設計課堂活動，他們只要照著

做就好。但是這次採用了不同的方式，給了他們問題，先讓他們思

考，分組，跟組員討論，問問題，修正整理， 分享，最後整理報告

出來。而且是用抽籤的方式決定哪組需要上台報告。所以每個人真

的需要認真的參與，投入與付出。剛開始研究者很擔心，怕他們很

反感，排斥這樣的學習方式，因為畢竟在教他們之前，他們已和別

的中文老師有 2 年或 3 年的固定學習模式，要他們改變，並不是那

麼容易的事。可是後來發現學習的成果是好的，正面的。雖然學生

一開始不習慣，不知道該怎麼做，但是經過發問，組員們的合作互

助，分享看法，提供主意，最後的課堂氣氛是好的，很積極地，並

順利的完成任務。這個活動驗證 Prince(2004)和關超然（2005）的

研究表態 PBL 能夠讓學習者發展解決問題，推理，團隊合作和元認

知等的技能，鼓勵學生發展成為自我引導學習者的能力，而不是知

識的學習而已。 

二、課程內容的難易度： 研究者發現逆向設計的教學方式，

對教師來說，是個討戰，因為提供的真實材料必須拿捏的恰當，適

合學生們的程度。譬如說剛開始的“民以食為天”的課程，研究者

提供的視頻，發現對學生太難了，用 EDpuzzle 網站設計的問題，

有很多學生答錯，造成他們的挫折感。但是也有些學生反應出好奇

心，很想知道視頻在說什麼？因而對這個主題感興趣。EDpuzzle 是

一個很適合用來製作翻轉教學影片的免費線上服務，它是透過影片

啟發學生的最簡單方法，教師插入問答題，簡答題，或是帶領學生

在這個影片段落進行某個思考， 也可以追踪每個學生的作答與觀看

進度。因此，經由學生們對這個課堂活動的反應，印證了

Tomlinson and Allan (2000)提到的教師必須準備因材施教性的教

學計畫，以便提供不同學習者有效的學習策略，以滿足個人的需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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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在進行“八大菜系”課程時，學生們表現對不同菜系

感到好奇，但是也發現他們對社會地理的知識非常弱，很多學生不

知道中國有那麼多的省，甚至對城市的名稱也是初次聽到。因此，

趁著這堂課，讓他們以海報的呈現方式，學到了許多地理位置的知

識。 

最後，很多學生希望在韓國能夠品嚐到這八大菜系。研究者

也在那時，突然想到一個主意－如果能夠安排他們實地觀摩和實踐

料理的話，那就更能加強他們對飲食文化的興趣、認知或概念。 

第四節飲食文化課程評量－飲食文化的烹飪

行為 

第三課：中國菜烹飪的方式 

活動 1 ：烹飪方式 （ 海報） 

 在進行這個活動時，學生們反應的學習態度還可以，不覺得

很難。只不過大多數的學生只知道“炒”這個烹飪方式，經由他們

的研究和分享，才發現有其他的烹飪方式，因此感到新鮮。研究者

反思這個活動，覺得在讓他們做這個海報時，我可以更加強引導他

們海報的設計。通常研究者讓他們自行發揮，也因為課堂時間有

限，只要他們有達到這個活動的目的，海報的美觀是其次的考慮。

但是如果我在一開始，就提供一些思想維導圖格式的話， 海報整體

看起來，就會更有組織，更好。 

 
中國的烹飪方式 

圖 四－5 烹飪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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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 2 ： 烹飪方式  

研究者提供了一些視頻，讓學生們加深對飲食烹飪方法的印

象。看完了視頻，提問了一些問題： 

 你比較喜歡哪個烹飪方式？為什麼？ 

  跟韓國的烹飪方式比，中國的烹飪方式有什麼不同？ 

 學生們有著不同的想法，有些人沒想到中國料理那麼複雜，

講究，想要觀摩中國廚師的現場料理，有些人想要去真正傳統的中

國餐館參觀，也有些人對韓國料理不太熟，所以無法做出比較，因

為住在韓國的時間不長。透過討論活動，研究者一方面知道了學生

們對中國飲食的概念，另一方面決定要安排校外觀摩料理的活動，

希望能夠讓學生親身體驗料理文化。               

活动 3 ： 烹饪方式 和特色菜（ 各組用海報發表） 

 這個活動讓學生非常興奮，因為他們發表完之後，都很想實

踐料理，想試著做中國料理。因此研究者趁機告訴他們，選擇一種

烹飪方式，各組討論並計畫實踐一道中國料理。之後，在第四課

時，實踐出來。 

各組的菜餚名

稱 

呈現的海報 

第 一組 菜 ：西

蘭花炒香腸 

 

第二組： 陷入

愛情的糖醋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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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組： 炒蝦

飯 

 

 

圖 四－6  菜餚的海報 

第二組的烹飪菜餚海報設計最好，菜餚名稱也最有創意。 

第四課：觀摩烹飪（中國菜的五品）和實踐烹飪 

活動 : 中國的五品 

 
                圖四 －7 中國的五品 

 

在這個活動中，學生們剛開始只試著找五品的定義，並沒有

試著研究為什麼中國人重視這五品，因此研究者告訴他們重新去探

索答案。有些學生跟我辯論說，為什麼需要知道原因？研究者回答

說“因為中國人有民以食為天的觀念，從食物的採集，製作烹飪和

品嚐每個環節都是很重要，中國人認為食物是中國民族賴以生存的

重要條件，因此料理是中國的文化也是生活的重心之一，也可以說

是中國的精神氣質。還有，研究者也跟他們提到說海報上寫的字實

在太醜，要不是因為課堂上的時間有限，我一定叫他們重新寫。 

活動 ：實踐烹飪 

實踐烹飪這堂課，是學生們最期待的一堂課。然而，也發生

了一些意外的事情，譬如：有位學生得了腸胃炎，沒來學校，因此

也沒帶材料來，所以其他組員急急忙忙地出去校外買材料。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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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學校廚房的廚具設備不夠齊全，例如：刀子，盤子不夠。研究

者覺得這是我的疏忽，應該在上課之前，事先檢查確認廚具是否齊

全。 

我們邀請了兩位老師來評估學生們的料理，這兩位老師分別

給了第三組和第二組最高分。研究者認為第二組能取勝，是因為他

的料理名稱意境很好 － 陷入愛情的糖醋肉；第三組能取勝則是因

為菜餚炒得很好，味道很好！。整體來說，那天學生們忙得不可開

交，因為是第一次煮中國菜，也是第一次與組員煮中國料理。他們

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經驗。從研究料理烹飪，自己準備材料，親自

烹飪，品嚐自己的料理，到最後品嚐別組的菜餚，真正體驗到五品

的重要性，也發現烹飪是一門學問。 有學生甚至說“他知道為什麼

中國人民以食為天了，烹飪食物真的不容易，要考慮到很多，吃是

一門大事。” 

料理評估：附錄一 －料理評估表  

反思作文： 學生作文 

學生 1-  

今天我做了糖醋豬肉。我們糖醋豬肉使用豬肉。我們炸了豬

肉，還做了調味料。調味汁包括黃瓜，胡蘿蔔和蘑菇等蔬菜。糖醋

豬肉很難使因為糖醋豬肉炸得不好，感覺沒炸到。所以我們不得不

把肉炸了兩次。炒肉也很難，因為我們沒有溫度計，所以很難得到

我們需要炸的溫度。我們必須把油的溫度定在一百八十度，但是因

為我們沒有溫度計，所以我們無法找到合適的溫度，把它炸得更

好。而且醬汁很難做。那是因為我們很難抓到我們想要的味道。我

必須加適量的醬油，醋和糖讓味道好，但那是很難做到的。然而，

整體烹飪糖醋豬肉是非常有趣的事。儘管它很亂，很難，但和朋友

們一起做飯，和老師分享，讓老師嘗一次並給我反饋是很有意思

的。我想再上一次烹飪課，因為和朋友一起做飯很有趣。雖然很難

控制時間做飯，但做飯和做一些奇怪的事情很有趣的，而且品嚐其

他學生做的食物也是很有趣的。 

學生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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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星期一我和我的同學在學校裡一起做飯。這是因為我們的

中文課有一堂做飯課。我們的中文老師將同學們分成幾組。由於中

文課只有四名女生，我們都被安排在同一個小組中。我們決定在烹

飪課上做中餐。我媽媽知道一些台灣菜，所以我請她給一些建議。

她說台式西蘭花炒香腸很容易做飯，所以我和我的小組決定做飯西

蘭花炒香腸我們需要一條台灣香腸，一朵西蘭花，沙拉油，食鹽，

和兩個蒜西蘭花炒香腸花了十分鐘做這裡是烹飪說明：。第一，用

水沖洗西蘭花。將西蘭花切成小塊去皮。第二，將台灣香腸斜切成

片。第三，將大蒜切成小塊。第四，開火並把適量的花生油放入鍋

中。加入蒜片及香腸爆香，之後加入西蘭花快炒。第五，加一點鹽

和米酒炒三十秒後，蓋上鍋蓋悶個一分鐘左右就完成了。第六，起

鍋前將菜及香腸攪拌均勻。做飯很有意思。我喜歡做飯課因為我可

以用更獨特的方式了解一個國家的飲食文化。也許下次老師可以和

我們一起挑戰新的菜。 

學生 3 -  

        今天我和我的朋友冠美，廷軟，和倫志製作西蘭花炒香腸。第

一，我們用水沖洗西蘭花，將西蘭花切成小塊，在沸水中煮沸一分

鐘。第二，我們用水清洗香腸，除去表面灰塵並將其斜切。第三，

我們將大蒜切成小塊。第四，我們把適量的花生油放入鍋中，加入

洋蔥，姜，蒜和炒。第五，我們加一點鹽和醬油，翻過來。 後，

我們加入煮熟的香腸並攪拌均勻。做完菜後，教師和其他競爭團體

嘗試了我們的菜。有人說這很好吃，但有些人說它味道很糟糕。就

我個人而言，我覺得它嘗起來不錯，但它不是很好吃。雖然結果不

是很好，但我覺得我和朋友一起做飯非常有趣，與其他組競爭也很

有趣。有機會品嚐其他組德料理也很好玩。製造糖醋肉的組非常受

歡迎，也非常美味。也許下一次，我們可以嘗試製作另一道菜，每

個人都可以享受。我希望我們能更頻繁地做烹飪課，因為這是一次

非常有趣的體驗。 

學生 4 -  

今天我們中文班烹飪食物。我們小組決定做台灣香腸和西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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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我帶了鹽和胡椒粉。我的團隊中的人帶來了鍋，香腸，西蘭花

等。第一，我們用水沖洗西蘭花。將西蘭花切成小塊，在沸水中煮

沸一分鐘。第二，我們用水清洗香腸，除去表面灰塵並將其斜切。

第三，我們將大蒜切成小塊和把適量的花生油放入鍋中。第四，我

們加入洋蔥，姜，蒜和炒。第五，我們加一點鹽和醬油，翻過來。

第六，我們加入煮熟的香腸並攪拌均勻。與其他團體相比，我們

早完成了這項工作。我們覺得這道菜看起來很空洞，因為菜餚不夠

多，只有西蘭花和香腸，所以我們帶了一些米飯。在炒鍋上，我們

炒了米飯，加入了一些醬油和鹽。我們誤切醋放進米飯，犯了錯

誤。然而，老師喜歡我們的菜。我也喜歡我們的菜餚。我覺得我的

朋友們不喜歡我們的菜因為它不溫暖，沒有多種風味。我真的很喜

歡烹飪，但下一次，我想嘗試一個更難做的菜！ 

學生 5-  

        今天我和我的組員一起做糖醋肉。我負責帶是糖醋肉的主要成

份的豬肉。第一步先把豬肉洗乾淨。我們放豬肉在另一個碗，我們

加入鹽和胡椒。因為糖醋肉需要味道。我朋友和我用混合澱粉和水

做了澱粉水。將豬肉跟澱粉水攪拌，之後要炸。做糖醋肉，我們需

要醬汁。要做醬汁，我們需要切開蔬菜。在一個烹調罐，我們加了

水，醋，糖和澱粉水，把他們混合在一起。當調味汁有好的味道

時，我們增加了蔬菜。當醬汁味道好吃時，我們就把它放進碗裡。

當我做醬汁時，我的朋友炸豬肉。當豬肉成為金黃色時，就可以撈

起來，把它跟醬汁放在同一個盤子上。我認為烹飪糖醋肉是非常有

趣，因為我可以和我的朋友一起烹飪，烹調糖醋肉不是那麼容易，

是我認為它是值得花費很多時間 

學生 6 ：  

        在中文課上，我和我的朋友們一起做中國菜和了海報。製

作海報非常困難，因為有很多詞彙和圖片。此外，我們必須準

備個別材料，所以我去了市買了材料。今天，我們做了糖醋豬

肉和我的朋友我們將工作分為四個部分：。煎炸，切片，製作

果汁和拉麵我準備了辣椒，鹽，生魚片，雞蛋，甜點，醬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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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醋。醬汁肉很難煮。但我們正在嘗試制做美味的糖醋豬肉。

我們做了糖醋豬肉後，老師和學生們吃了們的糖醋豬肉。我認

為他們喜歡我們的糖醋豬肉。當他們說它很美味時，我感覺非

常好。所有的料理完成後，我和我的朋友互相幫助，一起清

理。我做了食物，我的朋友整理圾。每個人完成清潔後，我們

品嚐了其他組的菜餚，然後進行評估。其他組的菜餚有點咸，

但很美味。我想在學校結束前再做一個烹飪課。 

學生 7 － 

在中文課上，我們有一堂烹飪課。團體被分配到約 4 人，並

開始準備這個烹飪課約有一個星期。可惜的是，我不能來，因為我

病得很重。昨天我吃壽司，食物有問題，因為我的胃很疼。我沒能

參加這個活動感到非常失望，對我的同班同學也感到抱歉。在烹飪

之前，我們的團隊決定製作蝦炒飯，並開始準備炳佑。和我計劃如

何煮蝦米飯，我們根據食譜分擔了工作。我需要帶米飯和油，但因

為我今天不能去，所以沒有米飯和油。我非常感謝我的同學們特意

去了便利商店買米飯和油好烹飪我們的菜餚。我聽說他們在所有菜

餚中味道的排名第一。即使有一些問題，他們做得很好，我感到非

常自豪和開心。聽起來很有趣。我希望下次我能加入我的小組並一

起做飯。下次，我一定不生病，一起做飯。 

學生 8- 

中國烹飪課非常有趣。雖然有一個組員因為生病沒有來，但

是我們的實踐烹飪是成功的。首先，因為組員病了，所以我和其他

組員去商店買米飯。我們只有 20 分鐘的時間來做一道菜。時間不

多，所以先開始切胡蘿蔔了。然後我切洋蔥。我們分工合作..我要求

炳佑煮米飯，崔玹頊清洗蔬菜和蝦。我要求炳佑做飯，因為崔玹頊

沒有烹飪經驗。切完所有的蝦和蔬菜後，我把它們給了炳佑，以便

他們可以一起做飯。 後我做的是煮蝦，這樣我們就可以嚐到更加

脆脆的味道。然後，我們需要裝飾菜餚。為了裝飾，我們又煮了兩

隻蝦，所以我們可以把它製成一顆心。這很有趣，但是我覺得有多

一個組員比較不會手忙腳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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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 9 －  

        今天我和書亞，性在，亨根在中文課一起做了糖醋肉。我帶了

一個大煎鍋和一個鍋。我帶了煎鍋，因為我們需要炸糖醋肉。我們

買了拉麵，但我們沒有煮麵條，因為我們沒有時間。我的朋友們帶

來了肉，油，等等。亨根做了糖醋醬但是評估的老師們不喜歡醬。

如果我們煮熟，我認為拉麵的口感會很好。我們做的糖醋肉味道鮮

美。但老師說，糖醋醬不好吃。其他組做飯。蝦炒飯很好吃。但我

覺得西蘭花炒飯沒有味道。做糖醋豬肉很有趣。下次我想做更甜美

的糖醋豬肉。我的朋友們說這很有趣。性在似乎很擅長烹飪。我們

受到了老師的讚揚。書亞做得很好。醬汁沒有味道，但糖醋豬肉很

好吃。不過，我的朋友們喜歡我們做的糖醋豬肉。我的朋友對我們

做的糖醋豬肉風評很好。想再次上一堂烹飪課。我希望明年再做糖

醋豬肉。我和朋友們一起做飯很有趣也很開心。我們感謝老師給我

們這個機會體驗。 

學生 10-  

今天，在中文課上，我們烹飪了。我們首先研究了中國菜，

並選擇了一道想煮的菜餚。我們選擇了“西蘭花炒香腸”，因為冠

美的台灣媽媽知道配方。然後我們製作了關於這道菜海報的介紹和

如何製作。但是，因為冠美和我去了足球比賽，所以很難與我們的

團隊成員溝通。我們互相發信息，決定烹飪材料並分配工作。當我

們今天上課時，我們發現我們的海報竟然不見了。當我的隊友正在

做飯時，我不得不開始製作海報。完成海報後，我幫助均勻攪拌食

物。在烹飪過程中，我們嚐了一些食物，看看它們是否煮在我們炒

香腸和西蘭花後，我們問了同學們是否有額外的材料。他們給我們

米飯和雞蛋，所以我們也把他們加了進去。兩個別的老師來到我們

班去品嚐菜餚。雖然我們得到的評分 低，但我認為我們的菜品做

得非常好。炒飯和雞蛋配煎西蘭花炒香腸。我非常喜歡烹飪課，所

以我希望將來會有更多的烹飪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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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二的整體反思： 

    一、課程設計：在觀摩烹飪活動設計，需要提早準備，最好在

學期開學前。因為還需要配合學校的其他例行活動。還有，在海報

設計上，教師可以提供一些思維導圖的格式，因為就如之前

Binkley et al.(2010)陳述了青少年需要學習與掌握的最重要的交

流技能，這些技能能夠利用各種不同的手段來輔助，例如筆記，繪

圖，構想等來制定，然後利用書面或口頭來達成交流的目的。思維

導圖能夠幫助學習者更有組織性的呈現海報，也能使海報更美觀。 

    二、課程內容的難易度：在實踐烹飪活動中，可以再強制學習

者選擇烹飪菜餚的種類，最好是針對中國八大菜系裡的菜餚，而不

是一般的家常菜，這樣更能加深學習者對八大菜系的印象。 

     三、課程的流程：在實踐烹飪活動時，要隨時提醒學生掌握時

間，不然他們很容易在最後的清潔整理步驟中，感到很匆促。 

     四、學生的寫作能力：以整體學生的寫作能力來說，寫作技巧

還需要培養。在平時，教師還需要提供一些真實材料的閱讀文章，

讓學生多閱讀。 

從學生們的反思作文呈現中發現，他們有如 Wigins(2011) 

提到的的蜘蛛網討論法，培養到社交技能，每個人互相合作，彼此

盡心盡力，包容和尊重；也有發展了 CASEL 社交和情感學習核心能

力(負責任的決定、關係技能、社交意識、自我意識和自我管理)這

五種社交與情感學習核心能力，透過社交的互動和藉由對飲食文化

的認識與了解，幫助學生成為在國際社會上能夠交流飲食文化的

人。 

第五節 飲食文化課程評量－飲食文化的社

交行為 

第五課：點菜，結帳 

活動 1 ： 點菜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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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本的單元計畫，設計者想讓學生用目的語（ 中文）實際在

中國餐館點餐，但是由於考量是第一次去中國餐館吃飯，學生們會

緊張，還有餐館裡的服務員可能只會說韓文，所以研究者讓學生們

自己先設計點餐時的情境內容對話，學生自行選擇分配扮演的角色

（ 服務員或客人），分組討論。在他們編寫內容時，研究者給予即

時的回饋及額外的資源，各組分享自己的劇本後，在教室排演練習

多次，之後在中國餐館表演出來。 

第一組：對話內容  

炳佑：歡迎光臨。你有預定嗎？ 

知龍：沒有。 

炳佑：多少人？ 

知龍：3 個人。 

炳佑：您們請坐。 

玹頊：謝謝。 

俊河：我們可以看一下菜單嗎？ 

炳佑：好，這裡。 

知龍：謝謝，你推薦哪些？ 

炳佑：以我來說的話，我們的 好是的菜是餃子。 

玹頊：是嗎好好那麼今天的特色菜是什麼？ 

炳佑：今天的特色菜是小籠包 

俊河：好，給我們兩盤我們討論後再點菜。 

（炳佑帶相機和電影客戶） 

玹頊：你們想吃什麼我要吃糖醋豬肉。 

俊河：我要酸辣湯，和任何麵條，和辣椒蝦。 

玹頊：你吃太多了！ 

俊河：那我要麵條。 

玹頊：你要什麼麵條？ 

俊河：...我要擔擔面知龍，你呢？ 

知龍：我想吃北京烤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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玹頊：啊很貴！我們沒有錢。 

知龍：那我吃牛肉面我們也點菜糖醋豬肉。 

俊河：好。服務員！ 

炳佑：好好。可以點菜了嗎？ 

知龍：是的。你可以給我擔擔面，牛肉麵，和糖醋豬肉嗎？ 

玹頊：別忘了兩盤小籠包！ 

炳佑：哦，好你還需要什麼？ 

俊河：啊，菜點裡有沒有堅果？因為我不能吃堅果，我對堅果

過敏。 

炳佑：糖醋豬肉有堅果，我會告訴廚師不要放堅果。 

知龍：好謝謝你！ 

知龍：你們喜歡這餐館的食物嗎？ 

俊河：我們喜歡。我會付錢的。 

玹頊：哦〜 

- 付款後 

炳佑：謝謝，歡迎再來。 

第二組：對話內容 

金倫志：我們在這裡吃！ 

樸廷軟：好！ 

李採倫：歡迎來到燕京大飯店。您們有幾位？ 

李冠美：一共三個人。李採倫：好。請坐下。 

*每個人坐下* 

李採倫：這是我們的菜單。 

*李採倫遞菜單 

樸廷軟：我非常餓。我想吃糖醋肉。 

金倫志：我不知道該吃什麼 

李冠美：我聽說這裡的點心很好吃。 

樸廷軟：我們應該先服務員的建議。 

李冠美：是的，這是一個好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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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倫志：服務員！ *女服務員過來 

李採倫：你準備好點菜了嗎？ 

李冠美：你們的特色菜是甚麼？ 

李採倫：我們的特色菜有北京烤鴨，糖醋豬肉，和點心。 

金倫志：你們有炸醬麵嗎？ 

李採倫：我們有。在這裡。 

*指向菜單的麵條部分 

樸廷軟：好了。我很抱歉，但你能給我們時間討論吃什麼嗎？ 

李採倫：好。 

*女服務員消失 

樸廷軟：你們要吃什麼？ 

李冠美：我要吃小籠包。 

 金倫志：我要吃北京烤鴨 

樸廷軟：我要吃白色炸醬麵。 

李冠美：你們要喝什麼？ 

樸廷軟：我要喝水。 

 金倫志：我們可以點可樂嗎？ 

李冠美：啊，當然可以！ 

金倫志：服務員！我們決定好了李採倫：可以點菜嗎？ 

每個人：好！ 

（每個人都列出他們的菜） 

我想要 - 我想要 

我還要 - 我也想要 

-------------------------------------------------- 

（女服務員重複他們檢查） 

金倫志：等一下，北京烤鴨有海鮮嗎？我對海鮮過敏。李採倫。 

- 李採倫收集菜單和樹葉... 

李採倫 - 請等一會兒。請慢用。 

*食物帶來 

金倫志：看起來很好吃！李冠美 - 我們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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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剪輯 

樸廷軟 - 好吃嗎？（while eating） 

李冠美和金倫志*一致* - 太好吃!!!!!! 

-吃飯後- 

金倫志：哇，好吃嗎？ 

樸廷軟：很好吃我特別喜歡糖酥肉你呢！？ 

李冠美：我的也好吃。 

金倫志：啊......我要告訴你一件事： 

李冠美：什麼？ 

樸廷軟：什麼？ 

金倫志：我丟了我的錢包......再見！ 

- 金倫志離開 

李冠美：你去哪兒！ 

樸廷軟：一共多少錢？ 

 李採倫：366.67 元 

李冠美 - 啊很貴!!!!! 

樸廷軟 - 好了。我們應該如何對付倫志。升 

李冠美 - 我們必須付錢。 

樸廷軟 - 好。但是她要給我們錢！ 

第三組： 對話內容 

性在：你們想吃什麼我要吃中國菜 

承旻：我也要吃中國菜！ 

亨根：讓我想想...好，我喜歡吃中國菜我們可以去這家餐廳。 

性在：🆗我們去吧我非常餓！ 

書亞：您們好歡迎光臨您們坐在那裡！ 

亨根：你們要吃什麼？ 

承旻：我要吃海鮮湯麵。 

性在：我想海鮮湯麵是很辣！ 

承旻：沒關係〜我喜歡辣的菜我喜歡吃海鮮湯麵因為海鮮湯麵是

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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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在：但是我不吃辣的菜 

亨根：我也要吃海鮮湯麵我喜歡吃海鮮湯麵因為海鮮湯麵有很多海

鮮。 

性在：你們要吃糖醋肉嗎？ 

承旻：我要吃糖醋肉糖醋肉是我的喜愛的中國菜！ 

亨根：當然我 喜歡吃糖醋肉！ 

性在：讓我們叫服務員我非常餓！ 

承旻：請問服務員！ 

書亞：您們想點什麼？ 

承旻：我有問題海鮮湯麵是很辣嗎我的朋友不吃辣的菜糖醋肉好吃

嗎。？。？ 

書亞：。海鮮湯麵有一點辣還有我們的糖醋肉和別的餐廳不一樣我

們用新鮮的蔬菜和高級的豬肉。 

亨根：聽起來糖醋肉會很好吃還有 

海鮮湯麵不辣可以吃它！我們要點海鮮湯麵和糖醋肉。 

書亞：您們還要其它的菜嗎？ 

性在：你有什麼建議（堅毅）？ 

書亞：。糖醋蝦是很好吃，我們餐廳的炸醬麵是中國城 好的炸醬

麵但是，我們的海鮮湯麵比炸醬麵更好我的建議是吃海鮮湯麵海鮮

湯麵是我們的有名的特色菜。 

承旻：我很喜歡蝦菜我要吃糖醋蝦你們呢？ 

性在：。我們也要吃糖醋蝦我很喜歡糖醋蝦但是這盤菜很貴。 

亨跟：我也喜歡吃糖醋蝦因為蝦很好吃！ 

書亞：您們想要三盤海鮮湯麵和一盤糖醋肉一盤糖醋蝦就這樣嗎？ 

承旻：我們需要等多久？ 

書亞：這將需要十五分鐘。 

每個人：好的。謝謝。 

書亞：謝謝您們。 

這個活動設計是基於探究的教學原則裡的體驗式學習。學習者應由

這個體驗活動，領悟到小組協作技能的重要性。如果組員裡的每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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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都能積極地參與交流想法或意見，就能促進高層次的思考，展

現出來的成果會更好。 

活動 2 ： 點菜錄影，反思作文日記和問卷調查 

錄影檔：學生們回來後，他們必須要編輯自組的視頻，並繳交給教

師。 

 在研究者看完學生們的錄影檔後，覺得學生們的協作技能都

發展地很好，彼此間互助，努力完成任務。研究者覺得對他們來

說，這是一個非常好的體驗式學習。然而，在這個單元的教學設計

方面，研究者反思並進行了檢討，覺得 IB 課程體系重視學生浸入式

學習， 它強調教學材料的真實性和多樣性，因此在課堂活動方面要

設計在一切可能的情況下，讓學習者與說華語的人練習對話，，這

樣才能真正有使用目的語文化的體驗。所以下次應該刻意選擇特定

的中國餐館，也刻意安排會說中國話的服務員，讓學生們能夠在沒

有任何劇本的準備下，在真實的語境環境下進行點菜和付費。 

學生們的反思作文： 

學生 1- 

                                                  反思日記 

          對我來說，唐人街之旅非常有趣。在去之前，我原本以為因

為乘 坐巴士會不舒服，又聽說很多餐館都很貴，所以我不會想去

唐人街。然而，當我們抵達唐人街時，我改變了我的想法。下雨

的景色很棒。這裡的建築物蓋得非常好。我和我的隊友去了一家

非常有名的餐廳。女服務員非常好，給我們坐在窗邊窗外的景色

很漂亮。當我們拿到菜單時，我很驚訝。因為菜很便宜。我點了

炒飯。炒飯真的很好吃。錄音的過程也非常有趣。犯了不少好笑

的事。錄音後，我們去了一間漂亮的咖啡廳。我們可以從那裡看

到整個唐人街。在唐人街附近散步讓我意識到一個國家擁有那麼

多樣化文化。去咖啡館後，我和我的小組在麵包店前見了面。我

為我的家人買了一些甜點。這次去唐人街讓我非常開心。我很高

興我有這個機會去唐人街。 

學生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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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日記 

      昨天我們去了唐人街。唐人街在仁川。從我們的學校來，大約

需要兩個小時才能到達那裡。那是早上，所以我很累。我睡在公

車上。當我們到達時，下了很多雨。天氣很冷。我不喜歡它。我

和我的朋友去了一家餐館。這家餐廳有糖醋豬肉，炸醬麵，等

等。我真的很喜歡吃白色炸醬麵，因為它吃得很好。當我們吃完

了，我們錄製了視頻。我用手機錄下了。之後，我們去了一家咖

啡館。這家咖啡館有著名的芝士蛋糕，但價格昂貴。所以我喝了

檸檬水和冰淇淋冰淇淋真的很好吃。我拍了很多照片。咖啡廳非

常漂亮，並且有很多鏡子。這是我 喜歡的旅行的一部分。在十

二點三十分我們見面買了紀念品。我買了耳環。耳環是七千韓

元。我以為次旅行很有趣，但我不想在一個下雨天去。沒有很多

的遊客，道路是沉默的。有些男孩因為認為自己是綁匪而害男

子。無論如何，這很有趣。 

學生 3 

反思日記 

        在中國城，我真的很高興，也很享受。因為，我們的團隊不

得不走很多。他們非常疲倦而且很餓，所以我們跑到餐廳點了食

物。我們點了糖醋肉，海鮮湯麵。這非常好吃！我們吃完後，我

們開始錄製我們的視頻，恢復活力前，很難大聲說話。我們在錄

製過程中犯了很多錯誤，所以花了大約一個小時才完成。拍完

後，我們在餐廳前拍了一張照片。它出來非常好。三十分鐘左

右，所以我們去了奶酪廠。有芝士蛋糕，奶酪冰淇淋等等。但

是，它非常昂貴，所以我沒有購買。只有安迪買了它。我不得不

為我的兄弟買東西，並決定購買月餅。購物後，我們小組找到老

師，他們給我們買了一杯珍珠奶茶。這是非常好喝的。在我們到

學校之前，們在龍前拍了一張合影。這是 好的實地考察。 

學生 4 

反思日記 

        今年三月十五號，我和我們的同學們韓國的唐人街。韓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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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人街在仁川，有很多的中國傳統商店。我 喜歡的傳統店是餐

館，因為我 喜歡唐人街的食品是擔擔面，因為我喜歡辣的麵

條，和我 喜歡的食品是麵條。但，在餐館，我不喜歡糖醋豬

肉，因為糖醋豬肉太貴了，也很甜。在唐人街，我也喜歡很好的

冰淇淋。是牛奶冰淇淋，有金箔。那個咖啡店也有運餅乾。我的

幸運餅乾說，“我祝你好運。但不要太依賴它。”我同意。在唐

人街，我也買了一雙襪子，和一個包子。我不喜歡這個包子，因

為包子很咸。我不知道我喜歡還是不喜歡唐人街，因為唐人街的

食品很好吃，但我不喜歡唐人街的紀念品，因為很多的紀念品不

是中國傳統是韓國傳統也很貴。 

學生 5 

反思日記 

       在三月十五號，我的中文班去仁川中國城。當我們剛到時，

天氣很冷。但是後來天氣變暖了。在那裡，我們吃了黑色和白色

炸醬麵，糖醋肉，和小籠包？。然而，我覺得仁川中國城很不同

於上海。仁川中國城的食物吃起來像韓國食物。（為中國的食物

有很多油）。為了品嚐真正的中國食物，我們必須去中國。但是

即使仁川中國城的菜不像中國的菜，我仍然特別喜歡糖醋肉。我

跟我的朋友一起去餐廳拍了學校的作業。因為大家都很努力，所

以我們很快完成了學校的作業。午餐後，我的小組去了一家超市

買了紀念品。我們也去了咖啡店放輕鬆。我們能夠在仁川中國城

看到中國的裝飾品。仁川中國城的裝飾品很漂亮。很多的裝飾品

是紅色和金色的，很豐富多彩。我只是希望下次，我們可以有更

多的空閒時間，因為我們沒看完整個城鎮。我非常喜歡這次旅，

我期待更多的旅行。 

學生 6 

反思日記 

      這是我第一次訪問韓國的唐人街。因為之前我不知道韓國有

唐人街。因為我和我的奶奶多次去過中國。中國的城鎮有中國的

感覺，但它當然更接近韓國。無論哪種方式，這是了一次有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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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我能夠吃到很好吃的食物和有了很好的時間和我的朋友。

當我第一次去中國城時，我能夠感覺到，做這個地方的人真的很

努力。我覺得中國城裡的每個人都是勤奮的人。餐廳的廚師和經

理在入口處為了招引顧客，努力地打招牌廣告和他們的特色菜。

我們選擇一家餐廳，經理允許我們使用整個二樓。我認為我們很

幸運了。我們點了一些食物是白色海鮮湯麵還有炸蝦。食物很好

吃，但它更像是韓國菜。我想我們可以了在其他餐館體驗更多傳

統的中國食品。這次旅行的 喜歡的部分是不用再學校上課。這

是有利可圖的旅行了。 

學生 7 

反思日記 

         我喜歡去中國城。我真的很喜歡那裡，因為那裡的食物很

好吃。當我去中國城時,,我去了一家叫“中國月亮”。我在那裡，

我和我的朋友吃了唐醋肉和面海鮮湯麵湯。唐雎肉和面海信湯很

好吃。我喜歡吃很多種海鮮。我也喜歡吃月餅。非常好吃。因為

我和我的朋友有了很有趣的時光。我們聊了很多，玩得很開心。

我們有樂趣的時間錄像帶我們作為一個項目。還有在校車時，也

和我的朋友談了很多。在車裡，我們談論了一些我們喜歡的歌

曲，我們還談論了我們年輕時的故事。這很有趣，因為我學到了

很多我不知道的東西。中國城市很有趣，因為有很多建築物看起

來像真實的中國。雖然我從來沒有去過中國，但是我能在中國城

感受到中國的實地感覺，因為沒有太多的人。在中國城，所以我

們能輕鬆地自在逛，有一個很好的時間。 

學生 8 

反思日記 

        2018 年 3 月 15 日，我們的中文去了仁川唐人街的中國實

地考察。我們乘坐校車去那裡，花了大約兩個小時。當我們到達

時，下著雨，很冷。然後我們分成小組，去了我們的餐廳“燕

京”，點了我們的食物並拍了總結性視頻。在餐廳，我們點了 3

個白色炸醬麵，1 個普通炸醬麵，1 個糯米糖醋肉，1 個小籠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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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非常好吃，我們吃完後，我們都很滿意，吃完之後，我們去

了 27 Cheesecake＆Coffee 咖啡館，花了我們的時間在那裡拍

照。下午 12 點半，我們班再次儘管我和我的家人一起去了唐人

街，但我認為和朋友們一起去那裡是一種不同的體驗。這是一個

非常有趣的時刻，我希望以後我們可以有更多的體驗活動。 

學生 9 

反思日記 

         在三月十五天，我的同班同學去仁川裡的唐人街。我們唐

人街去唐人街的目的是體驗在中國餐館點菜和體驗中國文化。我

們去了唐人街之前，我們分成三組寫了一個關於在餐廳點菜的劇

本。我們排演多次後，我們在唐人街餐廳錄影。因為是一個團體

任務，所以我覺得很難，但是我們完成了它，也覺得很有趣。與

其他群體相比，我們很快就完成任務了，所以我們可以早點吃午

飯。我們去的餐館有很好的食品，我們吃炸醬麵，蝦盤，等等。

這個餐館的特色菜是白炸醬麵。白炸醬麵很好吃，但我個人喜歡

原味炸醬麵。這次旅行非常有趣，但是，有些部分可以更完美。

例如，唐人街的食品很貴，我支付 20000 韓元吃午飯。並且在雨

中和寒冷中行走有點不舒服。 重要的是我們沒有足夠的時間環

顧四周。但它仍然非常好，我希望我們可以再次一起去那裡。 

學生 10 

反思日記 

       對於沒有去過中國或不了解中國的人來說，中國實地考察真

的是一次很好的體驗。這次去仁川唐人街讓我學會了一些中國文

化，因為我們能夠分辨出中國和韓國的文化差異。在去那裡之

前，我真的很害怕我們不能去那裡，因為當時正在下雨，但後來

當我聽到我們仍然去那裡的消息時，我真的很高興能去唐人街並

且還可以不聽課。我有 3 個去唐人街的目標。首先，我可以不聽

課，其次，我很期待吃中國菜，因為父親的工作我從小就接觸到

中國菜，所以現在很想再吃一回真正的中國菜。 後就是了解中

國和韓國之間的文化差異。當我第一次聽說我們要去位於仁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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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我真的很沮喪，因為這次旅行本身很短，但是去這個地方的

時間很長。當我們到達的時候，一開始覺得它不像中國，因為街

道各不相同，他們有不同的感覺，但深入到唐人街，我能感受到

中國城鎮的感覺，我發現那裡有很多紅色的建築物。我們還去了

飯館，那裡的中國菜基本上合韓國人的口味，雖然和我過去在中

國吃的有點不一樣，但我還是喜歡吃。回來以後，我覺得這次旅

行 讓我興奮的是能和朋友們一起討論中國的文化，吃中國的

菜。 

學生 11 

反思日記 

        我和我的中文課的朋友們去仁川唐人街。我們不得不為中文

課做項目。我們不得不吃中文菜和行動。我的小組成員是書亞，

亨根，性在。我很喜歡仁川唐人街因為我很喜歡中國菜。仁川唐

人街有很多的中國餐廳。我 喜歡的中國菜是糖醋肉和海鮮湯

麵。我吃了海鮮湯麵和糖醋肉在仁川唐人街。我的朋友們也吃糖

醋肉和海鮮湯麵。我不喜歡天氣在仁川因為下雨，天氣很霧。我

們吃烤麵包和月餅。烤麵包和月餅是中國的傳統菜。月餅和烤麵

包是甜。我們吃在“MOON CHINA” “MOON CHINA”的菜

是很好吃。他們的海鮮湯麵有很多海鮮。他們的糖醋肉是很好吃

但是他們的糖醋肉不大。但是我喜歡他們的海鮮湯麵因為他們的

海鮮湯麵有很多面。我想再次去唐人街。 

學生 12 

反思日記 

在去中國城之前，我和我的朋友一起寫腳本關於我們的項目。我

的項目是關於'顧客去中國城，買中國菜跟服務員'。在我的組，我

充當服務員。去中國城的時候，我們去餐廳叫'Moon China'。在

這個餐廳，我們是唯一的客戶，所以我們不是緊張。我們的視頻

順利。如果我能再次去中國城，我會的。因為，中國之旅讓我有

了新的體驗。我喜歡的中國城實地考察，所以我想再去中國城。

在中國城我們吃糖醋肉和海鮮湯麵在 Moon China。這個菜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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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我覺得這個菜不是特別比別的餐廳，但是是新的經驗。這個

菜是很貴，所以我不建議吃完整餐。這是我第一次去中國城，但

是它比我好。我覺得中國城是很傳統，但是看起來韓國幾乎沒有

影響。這是一個更好的經歷，因為我和我的朋友在一起。 

反思作文－ 書面表達的技能評量 

活動項目 評估標準 整體得分 作文中得到的具體表現 

反思作文 語言 8.75/10 整體來看，學生們的作文

有效地掌握了所學語

言，，也準確使用了一定

範圍的詞彙，但是還是有

一些錯誤。 

訊息 8.41/10 例如：  

學生 3 －我們吃完後，我

們開始錄製我們的視頻，

恢復活力前，很難大聲說

話。我們在錄製過程中犯

了很多錯誤，所以花了大

約一個小時才完成。 

學生 5 －我們能夠在仁川

中國城看到中國的裝飾

品。仁川中國城的裝飾品

很漂亮。很多的裝飾品是

紅色和金色的，很豐富多

彩。 

學生 6 －我能夠感覺到，

做這個地方的人真的很努

力。我覺得中國城裡的每

個人都是勤奮的人。餐廳

的廚師和經理在入口處為

了招引顧客，努力地打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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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廣告和他們的特色菜。 

學生 7－中國城市很有趣，

因為有很多建築物看起來

像真實的中國。雖然我從

來沒有去過中國，但是我

能在中國城感受到中國的

實地感覺。 

學生 10 －對於沒有去過中

國或不了解中國的人來

說，中國實地考察真的是

一次很好的體驗。這次去

仁川唐人街讓我學會了一

些中國文化，因為我們能

夠分辨出中國和韓國的文

化差異。當我們到達的時

候，一開始覺得它不像中

國，因為街道各不相同，

他們有不同的感覺，但深

入到唐人街，我能感受到

中國城鎮的感覺，我發現

那裡有很多紅色的建築

物。 

學生 12－這是我第一次去

中國城，但是它比我好。

我覺得中國城是很傳統，

但是看起來韓國幾乎沒有

影響。 

由這些文章的具體表現，

可以得知這次的中國城之

旅，給了學習者很好的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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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大部分的文章很好地

傳達了訊息，反思活動讓

學生們有著更深刻的思

考。中國城之旅不僅培養

了他們的思維技能、交流

和社交技能、也發展了他

們的協作技能；還有發展

了自我管理技能－自我有

效地管理時間完成任務。 

形式 4/5 在總體上，作文的類型可

以讓人辨識，而且適合。 

 從學生的反思作文，得知了學生們對活動的感想。對研究者

的教材設計來說，是個很好的回饋。而且由這些學生的作文成果和

書面表達的技能評量結果，可以得知他們有經過 ATL 的學習方法，

達到試卷 2 的表達技能要求，利用這次的體驗活動反思來傳達自己

的想法和觀點。然而整體來看，研究者覺得學生們的寫作能力需要

加強，因為語法結構上有很多的錯誤。我覺得他們在寫作能力上還

需要很多的練習。由於 IBDP SL 課程的校外評估重視學習者作業的

真實性，因此作業必須是學習者自己完成的，而且學習者必須熟悉

評估的標準，然而教師們的指導也是很重要，教師們不能對學習者

的初稿進行回饋或編輯，所以平時的練習寫作能力培養是很重要

的，研究者覺得教師平時可以透過討論和引導幫助學生展示表達的

技能，而且回饋之後的改正步驟很重要，尤其是語法結構方面。 

問卷調查：學生從中國城回來後，填寫問卷調查。 

問卷調查： 

問卷調查的題目： 

1.  Did you enjoy the trip? (Please answer with reason) 

2. What part of the trip did you like? 

3. What part of the trip did you dislike? 

4. If we have a chance to go there again, will you like t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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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Please reflect on your dialogue. What went well? Positive 

and negative. (Detailed answer needed) 

6. Did everyone in your group participate this project? 

7. To make the trip better please list at least 3 advices. 

問卷調查的數據收集圖：把問卷調查的回覆數據做成圖形，分析學

生們給予的回饋。 

問卷調查的數據收集圖：附錄四   

單元三課程整體反思： 

因為時間上的關係和安排實地觀摩產生的困難點，所以只好

先進行“去中國餐館吃飯”的課程。這個主題讓很多學生都很期

待，因為中國城位置仁川，離學校有段距離，很多學生沒去過中國

城。因此他們的心情既期待又興奮。 而且學校規定校外觀摩或校外

遠足，必須前三個星期就得申請。所以無法臨時更改日期。很不幸

的，我們去的那天是個下雨天，無法更改日期，只好期盼到那兒

時，天氣轉晴。到了仁川時，天氣比較好些。學生們可以不用撐傘

逛中國城，大家感到很高興，於是各組自行選擇餐館，進行對話的

任務。最後，大家集合在一起，照團體照。在隔天的課程，給他們

上課時間編輯視頻 ，讓他們填寫反思問卷表和一篇反思作文。 在

反思的問卷回饋中，有些學生反應到他們感到尷尬，在公共的場所

錄製他們的中文對話，覺得不自在和緊張。但是也因為去之前已經

有多次的排演練習，所以還能掌握住對話的品質。很多學生也提到

如果能夠在好的天氣條件下，去的話，就更完美。在反思的作文當

中，他們提到雖然不是去中國，但是能感受到中國的實地感覺，因

為品嚐到道地的中國菜，而不是一般的當地中國菜， 整體來說，大

多數的學生覺得這是個很好的體驗中國文化的機會。研究者在這個

課程的結尾，也隨機增加了一個小小的活動，就是利用幸運餅

（fourtune cookie) ，我買了一些幸運餅，給了每位學生，鼓勵他

們把餅內的籤文內容韓文翻譯成中文。 如果教師覺得翻譯的非常得

體，就可以再得到一個幸運餅。這個小小的誘因，沒想到他們非常

的喜歡和熱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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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we (1997)說過並不是所有的體驗都真正地或同等地具有教

育的意義，只是單純，膚淺的體驗享受，並沒有高層次的思考，但

是從學生們的反思作文中，可以發現經由這次的情境體驗式教學，

他們有培養社交技能中的合作技能，學習並體驗到飲食文化與社交

技能的關係。  

課程設計反思：  

一、課程設計可以再強化用餐文化，讓學習者知道餐桌禮儀在中國

人的生活中佔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地位，也是個重要的社交經驗。 

二、可以鼓勵學習者設計更深入的點菜對話。 

三、也可以特意安排會說中文的餐廳服務員，讓學生在自然情境下

展現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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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本章共分為兩小節，第一節闡述本研究設計的結論，第二節依照

結論提出具體的建議，提供給 IB 體制裡的華語教學者及未來的相關

研究者之參考。 

第一節 結論 

一、逆向設計的教學課程設計 

 經過本研究課程的實施，研究者發現學習者可以透過逆向課

程設計，增加其探究與反思的機會，經過六個探索的歷程，培養學

會自我發現知識技能。在從課堂中的形成性或總結性評量活動中，

學生們的反應，發問和學習成效或作文的展現，這些都可以讓學生

彈性地發揮自我理解的能力，而不只限於教科書限有的知識理解。

隨著社會不斷地變遷，研究者認為學習者必須學會反思，批判和解

決問題的能力，因此必須學會學習的能力。 

二、飲食文化主題課程的成就 

 經由這三個飲食文化教學單元的實施，研究者領悟到教師就

是一個中華文化的傳播者，教室不僅是學習者學習華語的場所，也

是中外語言交流的場所，更是跨文化的交際活動產生的地方。雖然

教師只是個引導者，但是隨時隨地的指導、指示、提醒、回饋，真

的能夠啟發帶動學生，引起他們學習的動機，進入更深一步的思考

文化的觀念，也能增進師生之間互動交流，更能讓他們深刻地留下

印象，不僅僅是知道飲食文化的產物。 

三、體驗式教學和飲食文化教學模式的開創建立 

 還有經過實施與研究，研究者認為最有效的飲食文化學習就

是體驗式學習。但是必須經由解決問題中獲得﹐因為解決問題須經

過反省思考的歷程
62
﹐反思思考的過程就是「發現問題」、「確定問

                                                
62 它包括五個階段（Dewey，1998：107-115）：(1)從生活中發現疑難或 問

題，(2)確定問題之性質，(3)思考或提出許多假設性的解決方案，(4)推演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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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及「處理問題」的順序而進行。然而這樣的學習，教師所提供

的問題引導非常重要，，不是只是一個旁觀者，需要隨時隨地觀察

學習者的學習狀態和協助，提供有意義的學習情境，讓學生們由做

中學，再加上自己的思考理解，最後呈現出來。 

四、IBDP 中文 B 飲食文化的教與學反思 

 文化課程傳播的內容包括文化產品，文化行為和文化觀念的

傳播。IB 的課程教學重視思考的技能，因此不能只傳達文化的產品

和文化的行為，要將文化包含的觀念，精神內涵傳播給學習者，讓

學習者體現思想性，這樣才能給學生留下更深的東西。研究者領悟

到在教學內容上，要提供一些思考性的問題，讓學生去思考背後的

原因進而認同文化，瞭解文化背後的價值。還有在文化課程教學技

巧上，需要運用多媒體網絡的教學工具來引導學生，讓課程不枯燥

乏味，容易吸收理解，不然學習者很容易會因為一些困難的專有文

化詞彙感到挫折，而失去興趣。教師們也要很靈活地運用各式各樣

的媒體，提供更多真實性的學習資源讓課程生動活潑，學習者才能

從認識文化，了解文化，學習華語，進而運用華語進行交際。 當然

，更需要隨時迎合時代的變化，培養中華文化的知識，這樣才能引

導學生對中外文化間的差異進行說明， 因為如果跨文化教學的能力

不足，都有可能造成學生的錯誤判斷，進而產生偏見，這些都會對

文化傳播產生影響，而且也留不下任何讓學生深刻的東西。 

第二節 建議 

一、 身為文化傳播者： 

本研究因為種種因素，所以觀摩課程無法進行，因此建議教

師者在學期開始前，就事先安排整個飲食文化課程的計畫，因為實

際／觀摩和實踐料理真的需要花費很多心思，聯繫，安排和規劃，

也需要考量學校的活動行程表。還有，華語教師就是一個傳播文化

的形象大使，因此教師自身的行為言談舉止也是帶有影響力。除了

                                                                                                                             
或假設的涵義及尋找其適用的事例，(5)經過觀察和試驗﹐以檢證假設的解決

方 案之正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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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有包容的態度，不以偏概全，以免造成文化衝突，還要持續提高

自身的素質，專業的語言知識和教學技能；並且積極地發掘學生對

文化的興趣，不斷地研究琢磨，運用各種教學方式或手段，達到教

學的目的。另外，Mendler(2013)63給予了八個簡單的技巧來幫助教

師在課堂上進行有效的交流，研究者覺得教師們可以隨時利用這八

個技巧當作自己的反思點，調整自己的教學技巧，風格或課堂活

動，以便培養良好的師生關係，鼓勵學生們成為一個積極又進取的

終身學習者。 

二、文化課程傳播的方式：  

 在教學技巧上，建議教師們運用多媒體網絡的工具來輔助教

學，例如：提供飲食相關的視頻、EDpuzzle、Quizlet、和 ShowMes

等學習或教學工具，了解學習者的文化與背景，開展因材施教式教

學（Tomlinson and Allan 2000)，讓課程生動活潑，並採用情境體

驗式教學或體驗文化教學，讓學生們做中學，還有玩中學，以便加

深他們對文化的感受和理解。 

三、課程設計的內容： 

 就如之前提到過的，文化課程傳播不能只重視文化的產品或

行為，要將文化包含的深層意義傳播出去，因此在教學內容設計

上，要利用探究式教學法（劉宏文 2001），提供一些思考性的問

題，讓學生去思考背後的原因進而認同文化，瞭解文化背後的價

值。當然也要配合學習者的需求、語言和文化背景的不同設計課

程，採用因材施教式教學，這樣才能展開有意義的學習過程。 

 最後，IBDP 的課程目的在於培養學習者為畢業後的生活做好

準備，因此幫助他們學習各種學習技能，很重要。學生們經過飲食

文化課程一連串的學習後，研究者覺得他們在技能的獲得培養上，

最大的收穫是思維技能和研究技能。因為經過一番探索和研究的過

程再加上有機會思考、把獲得的知識思考後變成自我的理解，然後

                                                
63 參見〈國際文憑組織，大學預科項目的教學與學習方法〉，2016 年 10 月出

版，頁數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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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現出來。學習者不再只是個接受知識的機器，唸書考試的機器，

而沒有任何自己的思考。透過反思的活動，學習者覺得文化的學習

很有意義，文化的學習不是單純知識的學習，只有應付考試，而是

一種包容和理解文化不同的終身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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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料理評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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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CEF R 口語能力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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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問卷調查的數據收集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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