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英语学科单元作业设计案例 

一、作业目标 

单元名称 《英语（牛津上海版）》6B Unit 9 Picnics are fun 

单元教学目标 能用恰当的时态和句型谈论和描述一次野餐的准备内容并能用

because 原因状语从句阐述所做选择的理由。 

单元作业目标 1. 能正确使用一般将来时表达计划 

2. 能用 because 原因状语从句阐述理由 

3. 能描述野餐的准备内容 

4.  能结合情境，写出个性化的野餐计划 

因为单元作业需要学生综合运用本单元学习的多条知识和技能，因此英语学

科的单元作业是建立在学生完成课时作业的基础上进行的。以本单元为例，以下

为各课时作业目标： 

课时 课时作业目标 

1 能用 Shall we…? Let’s…表达建议 

能用量词表达食物的数量 

2 能用 tasty、salty、sweet、sour、bitter、spicy 等形容词描述食物的口

味 

能用原因状语从句阐述理由 

3 能通过列清单的方式来汇总信息 

4 能用 How much 句型提问价格 

能用购物预算单汇总价格信息 

5 能用 May I…?征求许可 

能用 No, thanks.来拒绝提议 

    从中可以清晰看出，学生在完成以上课时作业任务后，已具备一定的描述野

餐准备内容的语言知识和语言技能，这为单元作业的完成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同

时，相比课时作业，如果没有一个强调单元学习重点的单元作业，那么课时作业

就显得十分零散，无法体现语言的综合运用。因此，课时作业是单元作业完成的

基础，单元作业是课时作业成果的综合，是帮助落实单元教学目标的重要保障。 

 



二、单元作业设计 

    从整个牛津英语教材的设计看，每个单元都以话题为核心，以结构和功能为

主线展开，这为单元整体教学提供了基础，作为课堂教学的有效补充，英语作业

也应该延续单元主题，引导学生深入生活，充分发掘他们的智慧潜能，获得情感

体验，在单元作业中体现单元学习的价值。英语学科学习强调听说读写多种技能

的综合运用，其中听和读属于输入技能，说和写属于输出技能。因此在设计英语

学科单元作业时，我们从单元整体输入与输出的角度看，单元作业应该是单元整

体输出的夯实与检核。因此，本单元选择以“写作”为单元作业形式，可以充分

地巩固学生单元学习效果。以本单元写作作业为例，学生围绕“野餐准备”这一

话题进行野餐计划的性写作，这一单元作业能凝聚更多的话题相关词汇，结合具

体的语境和内容使用恰当的时态、句型，强调使用 because 原因状语从句，因此

这一单元作业能较充分地与单元教学目标呼应。单元作业具体设计如下： 

Choice A 

Complete the mind map first. Then write an article according to the topic “Preparing 

for a picnic”. 

提示：请根据提示，完成一份野餐准备的思维导图，列出食物的选择以及选择的

理由。按照写作模板完成短文。 

 

 

 

 

 

 

 

 

 

写作模板： 

We are planning to have a picnic ______________. （时间）We are going to 

_______________（地点）_______________. （交通方式）____________（人物

when to go 

 

where to go how to go 

there 

 

who to go 

with 

 
Why … 

 What foodand 

drinksto prepare  

 

preparing for a 

picnic 



）and I are going there together. We are going to buy ___________ （食物 1）because 

____________________ （原因）. Besides, we also want to buy  

___________ （食物 2）because ____________________ （原因）.____________ 

（人物）like …because ____________________ （原因 2）. 

We think we are going to _______________（期望）. 

 

Choice B 

Complete the preparing list first. Then write an article according to the topic 

“Preparing for a picnic”. 

提示：完成野餐准备任务单，除食物和饮料之外，增加至少两项其它物品，并思

考哪些物品可以自己动手制作，阐述物品选择理由。然后根据任务单的内容，完

成短文。 

 

Preparation list 

People: ___________________              Time: ___________________ 

Place: ____________________        

 

Things  Things you can 

make by 

yourselves  

Reasons 

 

   

   

   

   

   

   

   

   

参考句型： 



I would like to buy … because it’s/they are sweet/sour/salty… 

It’s important/necessary to take … with us because… 

Most of like…, so it’s/they’re our best choice.  

 

Choice C 

Make a plan for a picnic. Choose a theme for the picnic, such as 

friendly-environmentally, DIY, games, saving money …etc. Then write an article 

according to the topic “Preparing for a picnic”. 

提示：为野餐设定主题，如环保，动手做，游戏，节约等，并选择适合这个主题

的相关食物和物品，并阐述选择的理由。 

三、单元作业设计说明 

    三个分层作业都指向单元作业目标，但依据情境创设的复杂程度和支架搭设

的情况在能力水平要求上呈现出层次性。 

    作业 A 的写作内容要求紧扣单元学习内容，野餐准备以食物选择和阐述食

物的口味为主，同时思维导图能起到帮助学生梳理写作内容的作用，写作模板为

学生写作搭建了框架。 

    作业 B 在单元学习内容的基础上，要求学生思考除食物外的其余物品，并

鼓励学生从“节约”的角度去思考，思维品质要求更高，同时参考句型可供学生

丰富写作句型，弥补可能出现的写作句型单一的不足。 

    作业 C 所创设的情境最为复杂，要求学生能为野餐设定主题，这要求学生

具备一定的组织策划策略，思维品质要求最高，也为野餐计划的个性化提供了一

些思考的方向，避免出现人云亦云的写作内容单一化问题。同时，作业 C 所提

供的支架最少，需要学生不借助外在帮助独立完成作业任务。 

    三个分层作业最终要求学生呈现的结果是一篇作文，但是在前期准备过程中，

学生完成的写前任务形式多样，如思维导图、物品准备单等，这也为学生个性化

选择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 

四、单元作业设计的策略 

    1. 强调单元学习的重点，凸显单元作业的功能 

    我们在设计分层作业时，应充分考虑单元作业任务与单元教学目标的内在联



系，所设计的作业不能偏离单元教学目标，而应该是单元教学目标的具体化和操

作化。单元作业的重点强调新授知识的夯实和巩固，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并不其

可以强求涵盖单元内所有知识和技能。这是由英语教材单元特点决定的。英语教

材单元中涵盖语音、词汇、词法、句法、听说读写微技能等多项学习内容，如果

想要面面俱到，那么单元作业势必会变成单元测验，成为了多条课时作业的累加。

因此，英语学科的单元作业设计将聚焦于单元学习重点，聚焦核心学习内容，同

时兼顾其余内容，这样才能达到单元作业数量精简功能突出的目的。 

    2. 搭设不同的支架，满足学生个性化学习的需求 

对于同一条作业目标的达成，不同学习水平的学生可能会遇到不同的困难。因此，

在设计单元作业时，教师应充分结合学生的学习兴趣、学习方法、学习经历、学

习水平等因素，设计不同的有助于学生完成作业任务的支架，这样才能有利于学

生根据自身个性化需求做出选择，最终达成作业目标。在搭设时，应谨慎思考支

架提供的数量、密度和高度及其之间的组合效果，当然，支架搭设的最终目的是

学生能够通过学习，在不需要支架的情况下完成学习任务，最终达成单元教学目

标。 

    3. 创建不同任务情境，体现不同水平的学习要求 

    任务创建时，虽然目标指向是一致的，但是学生的已有学习水平各不相同，

因此任务情境创设的复杂性能和不同学生的学习水平相匹配，避免出现一刀切的

现象。如同样是写野餐计划，使用的核心句型为基础要求，但有主题的计划就在

思维要求上更为高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