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PPENDIX A 

Students’ English Learning Attitude and Motivation Questionnaire 

國中生英語科學習態度量表 

作答說明：姓名               班級                    座號 

這份問卷的主要目的，是用來幫助你了解你自己的喔，答案沒有對與錯的分別，只要實實在在

的填答，那就是正確的答案。這份問卷每個題目都有五個答案，請依照符合的程度選出和你的情形

或感受最接近的答案，並在答案紙的方格內打勾，例如：  

我喜歡看電視                □  □   □  □  □   

                            非  大   無  不  非 

常  部   法  符  常 

    份   決  合  不 

符  符   定      符 

合  合           合 

請注意  1. 所有的題目都是專指英文科學習行為而言 

        2. 作答時題目請看清，不要遺漏。 

        3. 每題不要考慮太久，如果你想要更改答案，請將原來答案擦乾淨，或是打「x」的記號。 

        4. 請儘量畢免使用「無法決定」作答。 

1. 我覺得上英文課有很多樂趣。                                         □ □ □ □ □ 

2. 有機會的話，我會想看英文電影雜誌。                                 □ □ □ □ □ 

3. 讀英文讓我更加認識外面的世界及各種各樣的事物。                     □ □ □ □ □ 

4. 學英文單字時，我只要求寫出正確的字，是否會念不重要。               □ □ □ □ □ 

5. 上英文課時，我會開口跟著念。                                       □ □ □ □ □ 

6. 我在英文課本重要的地方劃線或做記號。                               □ □ □ □ □ 

7. 我記不起文法規則，且沒有真正了解它。                               □ □ □ □ □ 

8. 我會注意英文單字的念法。                                           □ □ □ □ □ 

9. 假如我有機會拜訪其它國家，我希望能說他們所說的語言和他們交談。     □ □ □ □ □ 

10. 如果有 CD，我回家會拿來聽且複習。                                  □ □ □ □ □ 

11. 我上英文老師的課有專心。                                           □ □ □ □ □ 

12. 讀英文能讓我更了解使用英文的人們及他們的生活。                     □ □ □ □ □ 

13. 我對英文沒有多大興趣，所以只用最少的時間學習。                     □ □ □ □ □ 

14. 我對英文學習有興趣，但學習上常感困難、沮喪。                       □ □ □ □ □ 

15. 我怕英文老師罵，有問題也不敢去問老師。                             □ □ □ □ □ 

16. 如果不是英文老師要考試，我就不會想到要讀英文。                     □ □ □ □ □ 

17. 上英文課，我喜歡回答老師所問的問題。                               □ □ □ □ □ 

18. 學英文很浪費時間。                                                 □ □ □ □ □ 

19. 我常勉勵自己讀英文。                                               □ □ □ □ □ 

20. 上英文課時，如果有不懂得地方，我會請問老師。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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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我會自動與同學練英文對話。                                         □ □ □ □ □ 

22. 上英文課時，我常作自己的事。                                       □ □ □ □ □ 

23. 上英文課時，我常希望快點下課。                                     □ □ □ □ □ 

24. 英文課本的內容提不起我的興趣。                                     □ □ □ □ □ 

25. 讀英文對我是重要的，它使我和別人說英文時更輕鬆。                   □ □ □ □ □ 

26. 讀英文或寫英文作業時，我常覺得想睡。                               □ □ □ □ □ 

27. 作英文功課時，我常一邊寫，一邊看電視或作別的事。                   □ □ □ □ □ 

28. 我寧願花時間讀別科而不願讀英文                                     □ □ □ □ □ 

29. 有些英文作業難，我還是試著做完。                                   □ □ □ □ □ 

30. 我不常忘了老師指定的功課。                                         □ □ □ □ □ 

31. 我會自己做英文習題不抄別人解答。                                   □ □ □ □ □ 

32. 我會注意訂正英語習作上的錯誤。                                     □ □ □ □ □ 

33. 我認為學英文很重要。                                               □ □ □ □ □ 

34. 考試後，我會訂正考卷上的錯誤。                                     □ □ □ □ □ 

 

辛苦了！ 這份問卷到此結束。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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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B 

Questionnaire on Cultural Learning Feedbacks 
文化學習回饋問卷 

同學們請仔細作答以下問題並於中午午休前交出 

1. 你喜歡上這堂課嗎？ (1)非常喜歡(2)喜歡(3)沒意見(4)還好(5)不喜歡(圈選)         

2. 你覺得在這堂課裡你有用心參與嗎？   幫自己打個分數吧! 

                                                                        

3. 這堂課內容能吸引你的注意嗎？  

(1)能 (2)大部分時間能 (3)普通 (4)一點點 (5)完全不能 (圈選) 

4. 這堂課的上課主題是什麼？(務必寫出) 

                                                                       

5. 你對這次上課方式感覺如何？你覺得這堂課那一部分讓你印象最深刻最喜歡？ 

                                                                              

                                                                      

                                                                      

6. 你覺得這堂課和平常英文課有什麼不一樣嗎？ 

                                                                          

                                                                       

7. 你覺得這堂課對你而言，會有何困難的地方？ 

內容部分                                                               

                                                                             

英文部分                                                                 

                                                                         

8. 對文化學習的內容與過程你有什麼建議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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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C 

Unit 1 Worksheet for Culture Study 

(文化學習單元一) 

Name     Class       No. 
I.兩人一組。看看老師所提供的紐約市及台北市地圖、圖片及故事回答所問之問題。 
<Location 地點> 
New York City Taipei City 
New York City is located in(位於) the      
of America. ((1)northeast (2) west (3) 
southwest (4) north) 
2.New York City可分成那些部分？說出其

中兩個？ 
 
 

Taipei City is located in(位於) the       
of Taiwan. ((1)northeast (2) west (3) 
southwest (4) north) 
2. Taipei City可分成那些部分？說出其

中兩個？ 

<Landmarks 地標> 
New York City Taipei City 
Statue of Liberty Taipei 228 Memorial Monument(紀念碑 )

1.它的歷史來由是什麼 ?  那一個國家送給

美國呢？ 
It is a gift from F       . France built it as 
the 100th birthday present for the U.S. in 1876
2. Statue of Liberty 是什麼樣子呢？ 
Statue of Liberty arrived in America in 1885.  It is 152 

feet tall.  1884 年法國把雕像拆開、裝箱，橫越大西

洋送抵曼哈頓，1886 年重新組裝後，自由女神站在

高 89呎的基座上，對著曼哈頓的高樓大廈，右手高

舉         ，左手則持著一本        上面刻著美

國獨立紀念日--1776 年 7月 4日"JULY IV 

MDCCLXXVI" 

3. How can people get to Statue of Liberty? 
  What can or what do people do there? 
Visitors can arrive there by ferry and can 
climb up into her crown(皇冠), which 
provides(提供) a broad(寬廣) view of New 
York Harbor.  
 

1. 它的歷史來由是什麼 ?  為何會被

矗立起來？你知道 228 事件的來由

嗎？ (說出你所知道 ) 
It was erected in the Taipei 228 
Peace Park to heal the historical 
wound caused by “the 228 Incident” 
(治療 228 事變的歷史傷痕 ).  
2. Look at these pictures. Taipei 228 
Peace Monument是什麼樣子呢？ 
那一部份讓你印象最深刻呢？  

 

 

3.228 Memorial Monument的不規則形

體有什麼涵義呢？ 
 
 
 
4. What can or what do people do t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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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It is the symbol(象徵) of democracy( 
主) and freedom(自由).  Do you know why?
自由女神除了是全球自由民主的象徵外，在

多數好萊塢電影情節烘托下，也是光明燦爛

American Dream的啟程。 Why? 
你有看過 Statue of Liberty 出現在那部電
影？ 

 

 

 
 
 
5. 228和平紀念碑有什麼意義呢？ 
 

 

 
 
 
 

 
<Recreation spots休閒地> 
New York City Taipei City 
Central Park Youth Park 
1. Where is the Central Park? Is it a natural 

park or a man-made one? 它大概是幾個
的我們學校？ 

 
 
2. Look at these pictures.  It is a park of 
leisure. What do people usually do in the park? 
(舉出一些)(jogging…) 
 
 
 
3. It is called the oasis(綠洲) of New York，號稱
紐約「後花園」。Do you know why? 它對紐約

市民有什麼意義呢？  
 
 

1. Where is the Youth Park? Is it a 
natural park or a man-made one? 它
大概是幾個的我們學校？ 

 

 

2. Look at these pictures.  It is a park 
of leisure. What do people usually do 
in the park? (舉出一些)(swimming...)
 

 

 

3. It is also called "Love Garden"
(愛的花園 ), Do you know why? 

II. 想一想 說一說 
1. New York City is called as “a melting pot (大熔爐)“and “a big apple.”  Do you 
know why? 討論一下紐約市的多元文化和台北市一樣嗎？ 
(1) Look at the picture—China town in New York.  為何招牌上有中文也有英文？ 
(2) 紐約市 有那些外來移民呢？ 
(3) 他們對外來移民的態度是友善的還是排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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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t 1 Worksheet 2 for Culture Study(文化學習單元一之二) 
<Traffic> 
New York City Taipei City 
New York Subway MRT 

1. 看看紐約地鐵的外觀照片說說有何

特別處嗎？ 

2. 聽老師介紹紐約地鐵並回答下列問

題 

(1) New York Subway 是以何處為
中心？設計的目地是用來載送

大量的上下班人口嗎？ 
(2) New York City Subway 號稱是
世界上最大規模的地鐵之一，

約有幾站？ 
(3) NewYork Subway 都是在地底
下嗎？ 

(4) New York Subway 常給人什麼

印象呢？ 

3. New York Subway 對紐約市民的生

活有什麼重要性和意義嗎？ 
New York is a very big city.  Its subway 
system has 468 stations and is the largest 
in the world.  Every year, about 1.2 
billion passengers(乘客) take the subway 
in New York. The well-designed(設計良

好的) New York Subway makes       
(填數字) in ten people in this city, 
including many middle class 
professionals(中產階級專業人士) go to 
work by subway.  Even the city's 
billionaire (億萬富翁) mayor (市長) goes 
to work by the MRT every morning.  In 
other word, New Yorkers depend more on 
New York Subway than their own 
cars.(更倚賴地鐵) 

1. 看看台北捷運的外觀照片說說有何特別

處嗎？ 

2. 聽老師介紹紐約地鐵並回答下列問題 

(1) 台北捷運系統 is one of the largest 
and most expensive rapid transit 
systems ever constructed 已完全完
成了嗎？ 

(2) 自從啟用後已大大減少往來台北市

一端至令一端的時間從三小時多至

多久？ 
(3) 你有乘坐過嗎? How do you feel? 

 
 
3. 對台北市民的生活有什麼重要性和意義

嗎？ 
Many people in Taipei now take MRT to 
different places every day.  They take the 
MRT to go to work, to go to school, or to go 
shopping.  They also take the MRT to go to 
the beach or the zoo on holidays.  It’s much 
faster.  And it’s also very comfortable  to 
ride in the quiet, clean, air-conditioned cars.  
The system has now become an essential(必
須的) part of life in Taipei serving over 
970,000 passengers per 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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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Discussion討論一下並說出一些看法 
1. Konwing Why—一般人對紐約人都有一冷漠自私的印象，快節奏的步調，不理會

甚嘲笑外來觀光客。這當然並非完全事實。然而想想為何紐約人會帶給別人這種先

入為主的看法？ 

III. 看一下照片，然後用自己的話描述出台北市與紐約市一些點的異同 (英文 or 中
文) 

 Taipei City New York City 

Similarities 
相似點 

 

 

 

 

Differences 
相異點 

 

Name               Class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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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D 

Lesson Plan of Culture Study Unit 

文化教學設計簡案（一） 

 
設計者：Ruby 教學日期： 教學主題： 

Trip to New York City and Taipei City  對象：實驗組 
Goal: 
1. Aiming to motivate low achievers to learn and increase their cross-cultural 
knowledge. 
2. Be aware of national history, national geography, national cultural heritage, and 
belief and behavior multiculturally 
3. Aiming to develop four kinds of cultural learning—knowing about, knowing how, 
knowing why, knowing oneself 
教學資源：圖片、CD、網路資源 
參考資料：1. People Like Us, too. 2. On-line Information 3. Teaching Culture (by 
Patrick) 
事前準備工作：1. 搜尋網路相關資源設計適用的學習單 

2. 將所準備之資料圖片以 PowerPoint 形式呈現 
I. 秀出美國及台灣的地圖，問學
生知不知道課本中所提及紐約的

位置 
(先給看大範圍的地圖再給小範
圍的地圖) 
帶領學生走進美國紐約市這個都

市 
 
 
 
 
 
II. 介紹紐約市的 Statue of 
Liberty 並以台北市的 228 Peace 
Monument 對比介紹出它們不同

的歷史意義 及對此城市的意義
(以邊說故事邊秀圖片的方式引

領學生進入) 
＊ 於介紹中帶出紐約市台北市

T: Do you know where New York is? 
Where is Taipei?  有誰可以指出
來？ 
Many students know about Taipei City 
in Taiwan( Taiwan map is given).  
How about New York City? 
Look at the picture of New York City. 
This is the United States. 
This is New York State—in the 
north-eastern part of America . 
New York City is only a small part of 
New York State.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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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顯現的不同文化精神。 
 
III. 介紹紐約市的Central Park並
以台北市的 Youth Park對比介紹
出它們對此城市的意義 
IV. 介紹紐約市的 Subway並以
台北市的MRT對比介紹出它們
對此城市的意義，及所顯現的文

化精神。 
 
V.Discussion 部份討論一些 New 
York 特別的文化精神及特色，引
領學生一起進入討論(藉照片一
起討論) 
 
VI. 比較兩大都市的異同點，讓

學生彼此討論發表並寫下。 
 
 
 
 
 
 
 

 
 
 
 
 
 
 
 
 
 
( China Town—說明一下美國這個民

族的大熔爐及移民的辛苦背景—the 
culture of New York) 
 
 
T：經過老師的介紹後，當老師提到

紐約你們會想到什麼呢？ 
T：經過老師的介紹後，當你想向外

國朋友介紹台北你們會想說些什麼

呢？ 
T：同學對此兩大都市有沒有更深認

識？讓我們依照表格對這兩都市做

相同相異的比較。 
T：老師現在會秀出一些地圖圖片，

同學依表格要求寫出相同相異處，有

問題可以舉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