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低年級：1月 22日星期一    活動時間：第二至三節    活動地點：學生活動中心 

關卡名稱 過關方式 關主 所需物品 

快問快答 

 

2人一同闖關，抽出一張句型卡，依據句型卡 1人問、1

人答，完成問答即可過關 

1. Good morning. 

2. What’s your name? 

3. How are you? 

請高年級學

生擔任 

句型卡 2套 

過關章 

1張長桌 

大小釣魚

樂 

2人一同闖關，用釣魚的方式合作找到正確的 3組字母

大小寫配對，並大聲念出字母名與發音即可過關 

2人 

請高年級學

生擔任 

釣魚教具 4套 

過關章 

2張長桌 

字母列車 將圓形字母卡依照 A-M正確順序排列，並念出來即可

過關 

2人 

請高年級學

生擔任 

圓形字母卡 

大小寫各 2套 

過關章 

2張長桌 

尋龍記 抽籤，正確說出籤號圖片中的 DINOS位於校園何處即

可過關 

英語老師 校園照片海報 

過關章 

1張長桌 

新年快樂 向任何 3位師長志工說出 Happy New Year，並請他

們在闖關卡上簽章即可過關 

  

 

 



    二、中年級：1月 18日星期四    活動時間：第六至七節    活動地點：學生活動中心 

關卡名稱 過關方式 關主 所需物品 

請聽我說 2人一同闖關，抽出一張句型卡，依據句型卡 1人念、1

人做出指定動作，再交換角色換人念，即可過關 

1. Stand up.          2. Sit down. 

3. Raise your hand.   4. Put down your hand. 

請高年級學

生擔任 

句型卡 

過關章 

1張長桌 

字母列車 將圓形字母卡依照 A-Z正確順序排列，並念出來即可過

關 

2人 

請高年級學

生擔任 

圓形字母卡 

大小寫各 2套 

過關章 

2張長桌 

釣魚樂 2人一同闖關，用釣魚的方式合作找到正確的 3組單字

與圖片配對，並大聲念出，再交換角色即可過關 

2人 

請高年級學

生擔任 

釣魚教具 4套 

單字圖卡 4套 

過關章 

2張長桌 

發音列車 2人一同闖關，1人將圓形字母卡依照【子音+母音+子

音】方式排列，另 1人念出來，再交換角色即可過關 

2人 

請高年級學

生擔任 

圓形字母卡 

大小寫各 2套 

過關章 

2張長桌 

比手畫腳 2人一同闖關，1人將單字用動作表演出來，另 1人念

出來，再交換角色即可過關 

2人 

請高年級學

生擔任 

單字圖卡 2套 

過關章 

2張長桌 

尋龍記 抽 2張籤，正確說出 2張籤號圖片中的 DINOS位於

校園何處即可過關 

英語老師 DINOS校園

照片海報 

過關章 

1張長桌 

新年快樂 向任何 3位師長志工說出 Happy New Year，並請他

們在闖關卡上簽章即可過關 

  

 

 



    三、高年級：1月 23日星期二    活動時間：第六至七節    活動地點：學生活動中心 

關卡名稱 過關方式 關主 所需物品 

釣魚樂 2人一同闖關，用釣魚的方式合作找到正確的 3組單字

與圖片配對，並大聲念出，再交換角色即可過關 

2人 釣魚教具 4套 

單字圖卡 4套 

過關章 

2張長桌 

發音列車 2人一同闖關，1人將拼音卡依照【拼音組合+母音+子

音】方式排列，另 1人念出來，再交換角色即可過關 

2人 拼音卡 2套 

母音卡 2套 

子音卡 2套 

過關章 

2張長桌 

比手畫腳 2人一同闖關，1人將單字用動作表演出來，另 1人念

出來，再交換角色即可過關 

2人 單字圖卡 2套 

過關章 

2張長桌 

數到 3 抽籤後，依題目說出 3個同類型的單字 

1. Greetings: hi, hello, goodbye, good morning… 

2. Family: grandpa, grandma, mom, dad, brother 

3. Colors: red, yellow, blue, green, orange, black 

4. Numbers: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5. Animals: cat, dog, mouse, tiger, lion, monkey 

6. Fruits: apple, banana, orange, grape, lemon 

7. Actions: run, walk, dance, eat, drink, do, play 

8. Stationary: pen, pencil, ruler, eraser, marker 

 題目籤 

過關章 

1張長桌 

中華英雄 抽圖卡，念出中國新年相關英語單字即可過關 英語老師 中國新年相關

單字卡 

過關章 

1張長桌 

尋龍記 抽 3張籤，正確說出 3張籤號圖片中的 DINOS位於

校園何處即可過關 

 DINOS校園

照片海報 

過關章 

1張長桌 

新年快樂 向任何 3位師長志工說出 Happy New Year，並請他

們在闖關卡上簽章即可過關 

  

 



106學年度「新年英語趴」闖關卡  一年  班  號姓名： 

關卡名稱 過關方式 過關章 

快問快答 2人一同闖關，抽出句型卡，依據句型

卡 1人問、1人答，完成問答即可過關 

 

大小釣魚

樂 

2人一同闖關，用釣魚的方式合作找到 3

組字母大小寫配對，並大聲念出字母名

與發音即可過關 

 

字母列車 將圓形字母卡依照 A-M正確順序排列，

並念出來即可過關 

 

尋龍記 抽籤說出圖片中的 DINOS位於校園何處

即可過關 

 

新年快樂 向 3位師長或志工說出 Happy New Year，

並請他們在闖關卡上簽章即可過關 

   

完成後，請把闖關卡交給【會長/校長/主任】換取小禮物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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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學年度「新年英語趴」闖關卡  一年  班  號姓名： 

關卡名稱 過關方式 過關章 

快問快答 2人一同闖關，抽出句型卡，依據句型

卡 1人問、1人答，完成問答即可過關 

 

大小釣魚

樂 

2人一同闖關，用釣魚的方式合作找到 3

組字母大小寫配對，並大聲念出字母名

與發音即可過關 

 

字母列車 將圓形字母卡依照 A-M正確順序排列，

並念出來即可過關 

 

尋龍記 抽籤說出圖片中的 DINOS位於校園何處

即可過關 

 

新年快樂 向 3位師長或志工說出 Happy New Year，

並請他們在闖關卡上簽章即可過關 

   

完成後，請把闖關卡交給【會長/校長/主任】換取小禮物喔! 



106學年度「新年英語趴」闖關卡  二年  班  號姓名： 

關卡名稱 過關方式 過關章 

快問快答 2人一同闖關，抽出句型卡，依據句型

卡 1人問、1人答，完成問答即可過關 

 

大小釣魚

樂 

2人一同闖關，用釣魚的方式合作找到 3

組字母大小寫配對，並大聲念出字母名

與發音即可過關 

 

字母列車 將圓形字母卡依照 A-M正確順序排列，

並念出來即可過關 

 

尋龍記 抽籤說出圖片中的 DINOS位於校園何處

即可過關 

 

新年快樂 向 3位師長或志工說出 Happy New Year，

並請他們在闖關卡上簽章即可過關 

   

完成後，請把闖關卡交給【會長/校長/主任】換取小禮物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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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學年度「新年英語趴」闖關卡  二年  班  號姓名： 

關卡名稱 過關方式 過關章 

快問快答 2人一同闖關，抽出句型卡，依據句型

卡 1人問、1人答，完成問答即可過關 

 

大小釣魚

樂 

2人一同闖關，用釣魚的方式合作找到 3

組字母大小寫配對，並大聲念出字母名

與發音即可過關 

 

字母列車 將圓形字母卡依照 A-M正確順序排列，

並念出來即可過關 

 

尋龍記 抽籤說出圖片中的 DINOS位於校園何處

即可過關 

 

新年快樂 向 3位師長或志工說出 Happy New Year，

並請他們在闖關卡上簽章即可過關 

   

完成後，請把闖關卡交給【會長/校長/主任】換取小禮物喔! 



106學年度「新年英語趴」闖關卡      三年     班     號姓名： 

關卡名稱 過關方式 過關章 

請聽我說 2人一同闖關，抽出一張句型卡，依據句型卡 1人念、1人

做出指定動作，再交換角色換人念，即可過關 

 

字母列車 將圓形字母卡依照 A-Z正確順序排列，並念出來即可過關  

釣魚樂 2人一同闖關，用釣魚的方式合作找到正確的 3組單字與圖

片配對，並大聲念出，再交換角色即可過關 

 

發音列車 2人一同闖關，1人將圓形字母卡依照【子音+母音+子音】

方式排列，另 1人念出來，再交換角色即可過關 

 

比手畫腳 2人一同闖關，1人將單字用動作表演出來，另 1人念出來，

再交換角色即可過關 

 

尋龍記 抽 2張籤，正確說出 2張籤號圖片中的 DINOS位於校園

何處即可過關 

 

新年快樂 向任何 3位師長志工說出 Happy New Year，並請他們在

闖關卡上簽章即可過關 

   

闖關完成後，請把闖關卡交給【會長/校長/主任】，會得到一份特別的小禮物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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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學年度「新年英語趴」闖關卡      三年     班     號姓名： 

關卡名稱 過關方式 過關章 

請聽我說 2人一同闖關，抽出一張句型卡，依據句型卡 1人念、1人

做出指定動作，再交換角色換人念，即可過關 

 

字母列車 將圓形字母卡依照 A-Z正確順序排列，並念出來即可過關  

釣魚樂 2人一同闖關，用釣魚的方式合作找到正確的 3組單字與圖

片配對，並大聲念出，再交換角色即可過關 

 

發音列車 2人一同闖關，1人將圓形字母卡依照【子音+母音+子音】

方式排列，另 1人念出來，再交換角色即可過關 

 

比手畫腳 2人一同闖關，1人將單字用動作表演出來，另 1人念出來，

再交換角色即可過關 

 

尋龍記 抽 2張籤，正確說出 2張籤號圖片中的 DINOS位於校園

何處即可過關 

 

新年快樂 向任何 3位師長志工說出 Happy New Year，並請他們在

闖關卡上簽章即可過關 

   

闖關完成後，請把闖關卡交給【會長/校長/主任】，會得到一份特別的小禮物喔! 



106學年度「新年英語趴」闖關卡      四年     班     號姓名： 

關卡名稱 過關方式 過關章 

請聽我說 2人一同闖關，抽出一張句型卡，依據句型卡 1人念、1人

做出指定動作，再交換角色換人念，即可過關 

 

字母列車 將圓形字母卡依照 A-Z正確順序排列，並念出來即可過關  

釣魚樂 2人一同闖關，用釣魚的方式合作找到正確的 3組單字與圖

片配對，並大聲念出，再交換角色即可過關 

 

發音列車 2人一同闖關，1人將圓形字母卡依照【子音+母音+子音】

方式排列，另 1人念出來，再交換角色即可過關 

 

比手畫腳 2人一同闖關，1人將單字用動作表演出來，另 1人念出來，

再交換角色即可過關 

 

尋龍記 抽 2張籤，正確說出 2張籤號圖片中的 DINOS位於校園

何處即可過關 

 

新年快樂 向任何 3位師長志工說出 Happy New Year，並請他們在

闖關卡上簽章即可過關 

   

闖關完成後，請把闖關卡交給【會長/校長/主任】，會得到一份特別的小禮物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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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學年度「新年英語趴」闖關卡      四年     班     號姓名： 

關卡名稱 過關方式 過關章 

請聽我說 2人一同闖關，抽出一張句型卡，依據句型卡 1人念、1人

做出指定動作，再交換角色換人念，即可過關 

 

字母列車 將圓形字母卡依照 A-Z正確順序排列，並念出來即可過關  

釣魚樂 2人一同闖關，用釣魚的方式合作找到正確的 3組單字與圖

片配對，並大聲念出，再交換角色即可過關 

 

發音列車 2人一同闖關，1人將圓形字母卡依照【子音+母音+子音】

方式排列，另 1人念出來，再交換角色即可過關 

 

比手畫腳 2人一同闖關，1人將單字用動作表演出來，另 1人念出來，

再交換角色即可過關 

 

尋龍記 抽 2張籤，正確說出 2張籤號圖片中的 DINOS位於校園

何處即可過關 

 

新年快樂 向任何 3位師長志工說出 Happy New Year，並請他們在

闖關卡上簽章即可過關 

   

闖關完成後，請把闖關卡交給【會長/校長/主任】，會得到一份特別的小禮物喔! 



106學年度「新年英語趴」闖關卡      五年     班     號姓名： 

關卡名稱 過關方式 過關章 

釣魚樂 2人一同闖關，用釣魚的方式合作找到正確的 3組單字與圖

片配對，並大聲念出，再交換角色即可過關 

 

發音列車 2人一同闖關，1人將拼音卡依照【拼音組合+母音+子音】

方式排列，另 1人念出來，再交換角色即可過關 

 

比手畫腳 2人一同闖關，1人將單字用動作表演出來，另 1人念出來，

再交換角色即可過關 

 

數到 3 抽籤後，依題目說出 3個同類型的單字  

中華英雄 抽圖卡，念出中國新年相關英語單字即可過關  

尋龍記 抽 3張籤，正確說出 3張籤號圖片中的 DINOS位於校園

何處即可過關 

 

新年快樂 向任何 3位師長志工說出 Happy New Year，並請他們在

闖關卡上簽章即可過關 

   

闖關完成後，請把闖關卡交給【會長/校長/主任】，會得到一份特別的小禮物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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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學年度「新年英語趴」闖關卡      五年     班     號姓名： 

關卡名稱 過關方式 過關章 

釣魚樂 2人一同闖關，用釣魚的方式合作找到正確的 3組單字與圖

片配對，並大聲念出，再交換角色即可過關 

 

發音列車 2人一同闖關，1人將拼音卡依照【拼音組合+母音+子音】

方式排列，另 1人念出來，再交換角色即可過關 

 

比手畫腳 2人一同闖關，1人將單字用動作表演出來，另 1人念出來，

再交換角色即可過關 

 

數到 3 抽籤後，依題目說出 3個同類型的單字  

中華英雄 抽圖卡，念出中國新年相關英語單字即可過關  

尋龍記 抽 3張籤，正確說出 3張籤號圖片中的 DINOS位於校園

何處即可過關 

 

新年快樂 向任何 3位師長志工說出 Happy New Year，並請他們在

闖關卡上簽章即可過關 

   

闖關完成後，請把闖關卡交給【會長/校長/主任】，會得到一份特別的小禮物喔! 



106學年度「新年英語趴」闖關卡      六年     班     號姓名： 

關卡名稱 過關方式 過關章 

釣魚樂 2人一同闖關，用釣魚的方式合作找到正確的 3組單字與圖

片配對，並大聲念出，再交換角色即可過關 

 

發音列車 2人一同闖關，1人將拼音卡依照【拼音組合+母音+子音】

方式排列，另 1人念出來，再交換角色即可過關 

 

比手畫腳 2人一同闖關，1人將單字用動作表演出來，另 1人念出來，

再交換角色即可過關 

 

數到 3 抽籤後，依題目說出 3個同類型的單字  

中華英雄 抽圖卡，念出中國新年相關英語單字即可過關  

尋龍記 抽 3張籤，正確說出 3張籤號圖片中的 DINOS位於校園

何處即可過關 

 

新年快樂 向任何 3位師長志工說出 Happy New Year，並請他們在

闖關卡上簽章即可過關 

   

闖關完成後，請把闖關卡交給【會長/校長/主任】，會得到一份特別的小禮物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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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學年度「新年英語趴」闖關卡      六年     班     號姓名： 

關卡名稱 過關方式 過關章 

釣魚樂 2人一同闖關，用釣魚的方式合作找到正確的 3組單字與圖

片配對，並大聲念出，再交換角色即可過關 

 

發音列車 2人一同闖關，1人將拼音卡依照【拼音組合+母音+子音】

方式排列，另 1人念出來，再交換角色即可過關 

 

比手畫腳 2人一同闖關，1人將單字用動作表演出來，另 1人念出來，

再交換角色即可過關 

 

數到 3 抽籤後，依題目說出 3個同類型的單字  

中華英雄 抽圖卡，念出中國新年相關英語單字即可過關  

尋龍記 抽 3張籤，正確說出 3張籤號圖片中的 DINOS位於校園

何處即可過關 

 

新年快樂 向任何 3位師長志工說出 Happy New Year，並請他們在

闖關卡上簽章即可過關 

   

闖關完成後，請把闖關卡交給【會長/校長/主任】，會得到一份特別的小禮物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