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 Prepositions

Vocabulary

Where is the tiger?

It’s under the t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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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on

un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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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rd Match/Flip the Card ( 翻翻牌 )Activity 1

目標

材料

步驟

學生能透過活動辨認字義與字形。

空白字卡學習單。

學生透過翻牌的過程，找出圖形對應的字義。
1. 首先，請學生先在附件 ( 一 ) 仿寫單字。
2. 完成仿寫後，請學生沿線剪下。
3. 再來請學生將剪下的字卡在桌面上排整齊 ( 不用照順序喔 !)。
4. 最後讓學生兩兩配對玩 “ 翻翻牌 ”，每個學生一次翻兩張牌，在翻牌的同時請學生唸出

翻到牌的英文，並判斷字義與圖形是否相符，如果相符就把牌收到一旁 ( 例如 :in，in
圖 ) 如果與圖形不相符則放回原來的位置 ( 例如 :in,on 圖 ) 可以先玩一位學生的牌，等
學生都熟悉玩法後，在時間允許的情況下，再放兩位同學的牌，但原則還是單字要與
圖形配對。

5. 已經完成翻翻牌的小朋友，可請他們試著互背介係詞的英文。
 ( 音量以學生彼此能聽的到，避免影響其他還在進行翻牌的學生 )
 互背完成的小朋友，可請他們試著在練習簿上默寫出介係詞的單字。

in

115



English Easy Go IX

in

in

on

on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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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sten and Act Out 聽聽看，做做看

Listen and Draw 聽聽看，畫畫看

Activity 2

Activity 3

目標

目標

材料

材料

步驟

步驟

學生能透過活動熟悉並辨認字音與字義。

學生能透過活動練習聽說本單元的句型。

學生的隨身文具用品。

學生的隨身文具用品。

學生透過聽指令的過程，熟悉字音與字義。

1. 首先，請學生先備齊 pencil, pen, eraser, ruler, pencil case, backpack 等物品。
2. 請老師給學生不同的指令，如 The pencil is under the book.。
3. 再請學生依聽到的指令內容擺放他的文具。
4. 老師可先請兩位同學示範，幫助其他同學了解活動進行的方式。
5. 如果學生擺放的位置錯誤時，老師可再唸一次指令。釐清學生是聽不清楚還是聽不懂

字義。如果是不懂字義 , 建議老師們可先進行翻翻牌的活動 ! 如果學生是不熟悉字音，
老師可以在進行這個活前先跟學生做字音練習，相信活動就能操作地更順手。

6. 當學生都能依指示操作活動時，老師便可以以小組的方式進行，進而讓學生兩兩配對
進行小組個別的練習。

7. 已經完成活動的學生，老師可請他們倆兩合作完成第 118 頁的聽力學習單 ( 音量以學
生彼此能聽的到，避免影響其他還在進行活動的學生 )。學生 A 給指令，學生 B 將指
令畫出來 !

學生透過問答活動的過程，熟悉本單元的句型。
1. 首先，將學分成六組。
2. 請老師分別給六組學生不同的指令，例如：

 第一組 The pencil is under the chair 第二組 The kite is on the tree.
 第三組 The toy is in the box. 第四組 The ball is under the desk.
 第五組 The egg is in the cup. 第六組 The backpack is on the bed.
3. 每組需留一名學生負責回答問題，其他組員則需到其他五組問出上述物品的所在。
 例如：
 Q: Where is the kite? ( 各組組員到他組詢問，底線單字請代換成需要問的物品 )
 A: It’s on the tree. ( 第二組留守學生回答 ) 
     Sorry. I don’t know. ( 其他組留守學生回答 )                                    
 問出物品所在的學生，請回到自己的座位將答案用英文告知留守學生，由留守的學生

在學習單上畫出來 ( 見下 )。
4. 老師可先請一組同學做示範，幫助其他同學了解活動進行的方式。
8. 能力較弱的學生，可由同組學生協助他完成任務。
9. 當學生依完成活動後，老師可以一一展示各組完成的學習單，並給學生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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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sten and Draw 聽聽看，畫畫看Activit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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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d and Act Out 讀讀看，做做看Activity 4

目標

材料

步驟

Look and Write 寫寫看

學生能透過活動熟悉並辨認句型。

學生的隨身文具用品。

學生透過看指令的過程，熟悉句型。

1. 首先，請學生先備齊 pencil, pen, eraser, ruler, pencil case, backpack 等物品。
4. 請老師將要給學生的指令寫在黑板上，一次一句 :
 ( 小技巧 : 不要馬上就寫出完整的句子，可以先寫 The pencil，當學生物品都拿對了 ,

再寫 is under，最後寫出 the book.)
 The pencil is under the book.

  The ruler is on the eraser.
  The pencil case is in the backpack.
  The eraser is on the book.
3. 學生依看到的指令內容擺放他的文具。
4. 老師可先請兩位同學示範，幫助其他同學了解活動進行的方式。
5. 如果學生擺放的位置錯誤時，老師可請學生再看一次指令。釐清學生是看錯還是看不

懂。如果是不懂句義 , 建議老師們在進行這個活前先跟學生做本課的句型練習，相信活
動就能進行地更順暢。

6. 當學生都能依指示操作活動時，老師便可以用小組競賽的方式進行，進而讓學生兩兩
配對進行小組個別的練習。建議老師可以設計多組難易程度不同的指令讓學生進行挑
戰。

7. 已經完成活動的學生，老師可請學生完成下面的學習單 !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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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d and Act Out ( 支援前線 )Activity 5

目標

材料

步驟

學生能透過活動熟悉並辨認句型。

學生的隨身文具用品。

學生透過看指令的過程，熟悉句型。
範例 :Prepositions
1. 首先，將學生依班上人數分成數組。

2. 請每一組學生備齊 pencil, pen, eraser, ruler, pencil case, backpack 等物品，放
在最後一位同學桌上。

3. 由最後一位同學問前面一位同學 Where is the _____? (pencil, pen, eraser, ruler, 
pencil case, backpack) 每一次問一樣物品的所在。

   老師將回答的指令交給第一位學生 ( 見下 )，第一位學生依指令將回答告知下
   一位同學，依序將答案傳回給最後一位同學，由最後一位同學依聽到的指令
   內容擺放這些文具的位置。
 The pencil is under the book.

 The ruler Is on the eraser.
 The pencil case is in the backpack.
 The eraser is on the book.
4. 老師可請一組同學示範，幫助其他同學了解活動進行的方式。
5. 如果學生擺放的位置錯誤時，老師可將學生做錯的指令用螢光筆做記，請第一位學生

再看一次指令，請他重新再傳一次指令。在進行這個活動前，建議老師們先跟學生們
練習做前面的幾個活動，相信學生有過前面的活動經驗，再進行這個活動會更順暢。

6. 老師可以設計多組不同的指令，這樣各組在進行時就比較不會相互干擾 !
7. 最後老師們可依各組不同的組合，和學生進行問答。

活 動 心 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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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ll in the Blanks 填空Activity 6

The bear is                               the sofa.

The backpack is                               the desk.

The clothes is                               the closet.

The computer is                               the desk.

The toy house is                               the closet.

The books are                               the shelf.

Word Bank

on in un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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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d and Answer 讀讀看並回答問題Activity 7

Where’s my bag?

It’s not on the sofa. It’s not 
under the table.
It’s not on the chair. 
Hmmm, where is mom’s 
bag?

Mom can’t find her bag.
I  want to f ind the bag 
for her.  
Dad, do you know where  
mom’s bag is?

Sorry! I don’t know.
Let me help you.

Luke, what are you 
doing?

Yes. I do. 
It’s in my car.

Mom

Daddy

Daddy

Luke

Luke

Luke

Where is mom’s b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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