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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 泰 文 化 為 英 國 劍 橋 大 學 出 版 社 英 語 教 材 的 台 灣 總 代 理。 有 感 自 108 新 課

綱的實施，各界教育工作者無不迫切想了解如何在日常的課程融入「素養導

向」教學，華泰特邀周中天教授執筆翻譯劍橋大學出版社與劍橋大學教育系

合 作 發 表 的 研 究 成 果— 劍橋生活素養架構 (Cambridge Life Competencies 
Framework)。此研究揭櫫 21 世紀必備的六大生活素養能力並提供明確能力指

標，可為課程規畫提供具備實證且可實踐的全齡段教、學指引。期待透過這份

素養架構的中文翻譯，將劍橋的生活素養教育實踐藍圖分享給更多關心教育的

家長與教師，讓台灣新世代具備足夠的素養能力來迎接明日生活的各項挑戰！

請掃描 QR Code閱讀
周中天教授《創意思維》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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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意思維 (Creative Thinking)

劍橋生活素養架構簡介

針對學生在 21世紀所需的生活技能與素養，有許多作法提出，適用於不同的情境。許多教
育人士常提問，想知道這些作法如何在英語教學的領域中推動，劍橋盡力回應，責無旁貸。

我們著手分析各項素養能力的成分，目的是建立一個基礎架構，以詮釋各種可行作法。

本套架構涵蓋六項生活素養，奠立在三層基礎上。

 

劍橋生活素養架構
(THE CAMBRIDGE LIFE COMPETENCIES FRAMEWORK)

社會責任	
Social 
Responsibilities

協同合作	
Collaboration

溝通互動	
Communication

學習方法與	

態度	
Learning to 
Learn

慎思明辨	
Critical  
Thinking

創意思維	
Creative 
Thinking

數位知能 (Digital Literacy)

學科知識 (Discipline Knowledge)

情緒發展 (Emotional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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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前 (Pre-Primary) 小學 (Primary) 中學 (Secondary)

大學 (Higher Education) 在職 (At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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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研發了一套「能力指標」(Can Do Statements)（見本篇第 6頁），描述學習者各階段完
成時，能夠做到 (can do)的事。這些指標明確表明學習者在該階段結束時應該能夠做到的
事，也就是可以看得見的行為表現。 

本架構，從廣泛的素養描述，到明確的能力指標，分成三個層次呈現。

學習歷程 (The Learning Journey)

從學前階段到在職階段，每一學習階段各有不同的素養目標。

素養

(Competency)

核心範圍

(Core Area)

能力指標

(Can Do 
Stat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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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意思維」素養能力的定義
創意是一個複雜的概念，可以定義為一種傾向或能力，可以迅速地產生出多種獨特新穎

的想法、替代作法，或多種可能，並且加以發揮運用。這些想法、替代作法，或各種可

能，不只是發想者本身自得其樂，更要讓他人公認具有價值和意義 (Mumford, 2003; Restak, 
2011; Sigelman & Rider, 2012)。「創意思維」的屬性，包括擴散性思考 (divergent thinking)、
想像力、靈活的認知、能承受含糊多義 (ambiguity)或不可預測的現象、內在動機，以及喜
好探索未知事物 (Restak, 2011; Sigelman & Rider, 2012)。

對於「創意思維」，我們確認了其中三個核心範圍：    

• 參與創意活動。這是指參加有助增進創意能力的活動；包括戲劇、音樂和美術活動，也

包括討論虛擬情境、腦力激盪，和解決問題的活動。

• 根據自己的看法或其他來源資料，發想新內容。這包括提出多種選擇方案的變通

性 (flexibility)、想出各項細節內容的精密性 (elaborating)、及時提出想法的流暢性

(fluency)，以及提出獨到見解的原創性 (originality)。

• 運用新的發想內容解決問題，並做出決定。學習者可以確認新想法的用處，以及如何用

來達到預期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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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意思維」能力指標 (Can Do Statements)

我們在此提出一些「能力指標」(Can Do Statements)的示例，這些指標，描述學習者於各階
段完成時，能夠做到的事。指標會視學習者所處的不同情境而有所不同。因此，只是做為

規劃課程或評估的初步參考點。 

通常，每個階段的「能力指標」大致假設學習者在前一階段都已完成應有的發展目標；不

過，大學和在職階段是例外，這兩階段時間並列，並非先後關係。

學習階段	
(STAGE OF LEARNING)

核心範圍	
(CORE AREAS)

能力指標	
(CAN DO STATEMENTS)

學前	
(PRE-PRIMARY)

參與創意活動

 •  以圖畫來代表字詞和熟悉的概念（例如：動物、房屋、快
樂的女孩等）。   

 •  參加發揮個人想像的表演活動（例如：學獅子走路，或學
蝴蝶飛）。

 • 扮演熟悉人物（例如：扮演老師、父母、醫生或警察）。
 •  參加可以發揮想像力的活動和遊戲（例如：用木偶表演故
事）。

 • 使用各種來源材料，進行自創的遊戲活動。
 • 聽歌曲、韻文、童謠，且有回應共鳴。

根據自己的看法或

其他來源資料，發

想新內容

 • 聽完故事，會想像情境或做扮演遊戲。 
 • 針對主題，產生細節的想法。
 •  為一個問題提出多個解決方法，即使某些想法純為趣味，
並不嚴肅認真。  

 • 經由扮演遊戲，為自己想像新角色。

運用新的發想內容

解決問題，並做出

決定

 •  用自己的想法進行創意活動，例如：著色、繪畫、搭積
木，以表示熟悉的字詞和概念。

 •  幫創作的成品內容找用途（例如：用在表演、故事、遊
戲中）。

小學	
(PRIMARY)

參與創意活動

 • 對歌曲、韻文、詩歌，以多種方式回應。
 • 在遊戲和戲劇中扮演各種角色。
 • 積極參與調查、探索、或開放性的任務活動。
 • 從事具有幻想或 感的活動。

 • 感受同儕和成年人的幽默諧趣。
 •  想像自己的未來職涯（長大後想要做什麼），並說出選擇的
理由。　　　　　　　

根據自己的看法或

其他來源資料，發

想新內容

 • 根據既有模式，述說自己發想的故事。
 • 根據既有模式，設計新物品（例如：餐具、衣服等）。
 • 將歌曲或詩歌中的單詞和短句加以替換。
 • 將人和事物另取有趣的名字。
 • 使用不同的媒介形式做設計，加以說明。
 • 配合個人興趣、情感、身分，改編歌曲或詩歌。
 • 配合個人興趣、情感、身分，創作歌曲或詩歌。

運用新的發想內容

解決問題，並做出

決定

 • 用自己的想法做創意活動，例如重述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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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階段	
(STAGE OF LEARNING)

核心範圍	
(CORE AREAS)

能力指標	
(CAN DO STATEMENTS)

中學	
(SECONDARY)

參與創意活動

 •  在遊戲或戲劇活動中做角色扮演。 
 • 鼓勵小組同伴在角色扮演等活動中，發揮創意和想像力。
 • 在音樂活動中感受聲音和節奏的意義。
 •  積極參與活動，討論 “what if” （「要是⋯⋯的話」，表示謹
慎小心或心願期待）和 “if only” （「要是⋯⋯就好了」，表示
心願期待）之類的問題。

 •  積極參與活動，與他人一起發揮創意思維（例如：檢討習
以為常的情況，從不同角度重新思考）。　　

根據自己的看法或

其他來源資料，發

想新內容

 • 自己設計 “what if” 或 “if only” 討論活動，邀請他人參與。

 • 根據提示或不需提示，寫出或講述自創的故事。
 • 發揮創意，製作有說服力的海報或網頁。
 •  發揮想像力，以故事、詩歌、繪畫的形式，回應現代或歷
史的事件。

 • 說明自己對藝術、音樂或文學創作的回應。
 •  對他人的歌曲、詩歌、故事加以改編，以反映個人興趣、
情感、身分。

運用新的發想內容

解決問題，並做出

決定

 • 運用新的想法和內容，完成學習活動。
 • 用新角度思考，在作業中表現原創性。

大學	
(HIGHER EDUCATION)

參與創意活動

 • 積極參與複雜的 “what if” 或 “if only” 討論活動。
 •  積極參與活動，與他人一起發揮創意思維（例如：檢討習
以為常的情況，從不同角度重新思考）。   

 •  就文化背景（例如：歷史、政治和宗教），對藝術創作（例
如：美術、音樂、舞蹈、文學）深入討論。

 • 從事複雜的創意活動，例如：舉辦展演、表演或戲劇。
 •  與他人討論，設想故事、小說、戲劇中的人物可能如何隨
著內容情節發展。

 •  為電影、電視、戲劇或小說情節構想新結局，並與他人分
享。

根據自己的看法或

其他來源資料，發

想新內容

 • 自己設計 “what if” 或 “if only” 討論活動，邀請他人參與。

 • 不需提示，寫出或講述自創的複雜故事。
 •  發揮想像力，以故事、詩歌的形式，回應現代或歷史的事
件。

 •  為學科或個人興趣的主題，就問題解決的方案、策略提出
創新建議。

 •  選擇各種研究方法，以產生最有趣和有用的結果（例如：
使用混合方法，而不僅使用質性或量化方法）。

 •  對已經習以為常的想法和理論，提出質疑，並提出替代
方案。

 • 喜歡發想複雜的幽默諧趣和反諷說法，與人分享。
 • 思考自己未來職涯發展，並提出說明。
 •  從個人社會因素的角度了解自我，並認真由這些因素考慮
自己的未來願景。

運用新的發想內容

解決問題，並做出

決定

 •  製作複雜文稿（如網頁、海報、簡報稿等）以解釋或分享
新資料。

 • 使用新想法說服他人、解決問題、完成工作、提出論點。

7

劍橋生活素養架構∣創意思維 Creative Thinking



8

學生 
Miyu，Mia 和 Nattakan

學習階段	
(STAGE OF LEARNING)

核心範圍	
(CORE AREAS)

能力指標	
(CAN DO STATEMENTS)

在職	
(AT WORK)

參與創意活動

 • 積極參與腦力激盪活動，提出新想法。
 •  與其他人一起使用概念圖，以激發新想法並顯示概念彼此
關係。

 •  運用其他生活領域（例如：家庭或社交生活、精神生活、
以前的工作或愛好）中的想法和作法，以理解或解決當前

工作上的問題。

 •  與人分享想法，討論如何調整其他工作領域的想法和作
法，用於現在工作環境。藉由變通性、精密性、流暢性、

原創性，來因應工作中複雜多變的需求和狀況。

 • 參與或領導活動，為新提案或計畫提出多種想法。
 • 分享個人見解，促使他人發揮創意。

根據自己的看法或

其他來源資料，發

想新內容

 •  必要時，對服務單位的業務目標、優先順序、執行方法提
問、檢視、質疑。

 • 順利指出問題解決的多種可能方法，必要時還能提供細節。
 • 在具體情況上運用創意巧思方法解決問題。
 •  想出多種方法來說服同事，應該採行某個方向（或嘗試多
個方向）。

 •  展望未來，想像自己在現在單位，或是其他單位可以繼續
追求的發展。

運用新的發想內容

解決問題，並做出

決定

 • 提出合理的說法，來解釋目前的工作狀況與成果。
 • 將他人可能看不清楚或看不到的重要問題提出討論。    
 • 以幽默諧趣使任務更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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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意思維」素養能力培養指南
現在，許多主管都希望員工有創意，但這可能與正規教育的作法相悖，因為正規教育重視

的是可以衡量、事先確定的標準。創意思維像其他生活素養能力一樣，不容易評估、衡

量、納入課程中，因為它多表現在個人開放性的反應。為此原因，要在課堂上倡導創意思

維並且具體實行，就應該以一種與眾不同、不求硬性評估、重視全面發展的方式進行。 

創意思維的核心在於新穎和變通性。此外，至關重要的是，學習者必須反思新想法的效

用，設法用它們來解決問題、做成決定、實現目標。如果學習者可以創意地表達，他們的

動機就會增強，好奇心也會提升。要求學習者作具創意性的回應也可以提高他們的自尊和

自我意識，使他們有信心去反思、提問、聯想，而不會感到緊張或害怕同儕評斷。將創意

思維納入教學中，方法很多；以下說明如何在不同階段進行這類活動。

課堂活動建議

以下提出的活動建議，只是概要說明培育這項素養能力的可能作法，當然仍可不斷補充

增修。

一般建議

要在課堂上培養創意思維，有多種類型的活動可以採用。只要將熟悉的活動稍作調整，例

如，增添些遊戲的成分，或是限制活動時間或用字，就可以讓活動產生隨意發想的驚喜變

化。其他可以參考的作法，包括給學習者更多選擇、鼓勵他們多想像、多與同儕互動、或

是「跳脫思考框架」，提出獨創想法。整體而言，無論在哪個年齡階段，都值得參考以下方

法，在課堂上營造一個適合培養創意的情境：

• 鼓勵原創性—稱讚學習者表現的創意，獎勵不受框架限制的突破性想法。

• 向學習者提問，也鼓勵他們發問。透過發問，可以深入了解學習者的想法和觀念，可以
增進創意思維，並鼓勵他們採用多種不同的觀點。

• 讓學習者享受創意思維的樂趣—答案沒有一定的對或錯；他們要懂得欣賞多樣變化，

甚至天馬行空的怪異想法。

• 讓學習者感到課堂中可以盡情創意思考，不受壓力約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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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年學習者

這個年齡階段的孩童，相對於年紀較大的學習者，較容易融入奇幻神祕的情境，因為他們

思想較不受約束，更喜愛嬉戲玩耍。他們有與生俱來的創意，從很小時候開始，就在各種

情境，尤其是扮演活動中，暢意想像。在這個階段，重點不是教導創意思維，而是如何培

養和發展既有的能力。

創作詩歌和故事 (creating poems and stories)

處理各種文字（例如：詩歌和故事）就是一種有效方法，可以幫孩子根據自己的想法或其

他來源資料，發想新內容。例如，Goldstein（2008年）在 Working with Images一書中，就
建議了以下這項活動，叫做 “I am...”： 

1. 認真解讀一段文字，找出其中所描述的特定事物，然後；
2.  模仿此段文字，自己創作一段，將原來文段中的事物換上新的特色，使它的性質、
大小、形狀、位置產生出人意表的變化，而且不要讓人家太早猜出結果。

舉例而言，孩子閱讀以下文段並猜出答案。然後，他們可以模仿這樣的寫法，創作新的  
“I am...”。

I’m sometimes made of plastic.
I’m usually round.
I have many different shapes. 
But I’m often quite small.
I have numbers.
I often sit next to the bed.
You usually use me during the week.
You need me but you don’t like me.

(Answer: alarm cl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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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項活動使孩子有機會跳出思考框架，表現獨創性。這也要求他們考慮他人的觀點，因為

要讓其他小朋友猜測自己描述的對象，所以文字中所提供的的線索難易度必須適當。甚至

猜測的過程，也可以發揮創意思維和解決問題的技巧。老師可以讓小朋友合作，一起商量

討論，找到答案。為了增加遊戲的趣味性，可以給最快猜到的小組發獎，或是讓大家票選

出最佳版本的 “I am” 謎語。

這項活動還可以發展擴散性思考、想像力，以及靈活的認知，更促使學習者對於含糊多

義、難以預測的現象能夠包容，甚至欣賞悅納。這些技能，都是參與創意活動所必需，也

是本項素養的核心。

	請您實作……

1. 在課堂上進行本活動。計劃活動時，請盡可能使活動以開放方式進行，以

鼓勵發揮擴散性思考和想像力。

2. 活動後進行反思：是否進行順利？如果順利，是哪些方面？有必要改進的

地方嗎？下次會做什麼改變？

3. 培養學生創意思維的一項關鍵，就是要能面對奇特罕見、含糊多義、難以

預測的現象。如何在課堂上培養這種能力？在讓學生看到完整的故事之

前，可以考慮修改課本的故事材料，以鼓勵學生預測、猜測、發揮想像。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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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學習者

這個年齡的學習者在進行創意活動時可能會較為拘謹。要跟別人分享自己的想法，會使他

們緊張或尷尬。因此，對於教師而言，最重要的是，營造一個安心自在、不受評斷的情

境，讓學習者可以放心自在地思考，進行創意活動。要做到這樣，主要作法就是，對於原

創性和創意思維表現，多多加以鼓勵讚揚。

運用圖像憑想像力啟發創造力 (using images to develop creativity through imagination)

培育青少年學習者想像力的一種方法是使用圖像。幼年學習者的活動（見前兩頁）著重於

圖像的視覺性／個別性；在這裡的活動中，青少年學生看到的圖像，是當作他們創作故事

的發起點。 

一般作法，老師讓學生看圖像時，都是要求他們描述所看到的內容。但是，還有其他作

法，可以讓學習者發揮更多的創意。例如，有一項活動叫做 “Who am I? ”，學生要為圖像中
一個人物設計角色，描述他的感受，然後猜測其他同學設計的角色。可以列出以下問題，

來幫學習者創作故事：

Choose a person in the artwork and think about them for a few minutes:
a) What’s my name? Where am I? (I am in…)
b)  What is happening? / What has just happened to me? (I am / I have…)
c ) What am I feeling now? (I’m feeling…)
d) What will happen next? (They will…)
e) What do I regret or what am I looking forward to? ( I regret…)
 f ) What do I wish most in the world? (If only…)

值得注意的是，這個活動最後階段的問題運用了假設情況，使學習者想像力飛躍，幻想自

己成為畫中人物，並揣摩畫中人的想法。

這裡舉用的畫作示例，是愛德華霍珀 (Edward Hopper)的作品《夜鷹》(Nighthawks)（圖片
網址：www.edwardhopper.net/nighthawks.jsp）。以下是一個中學生觀看此畫作後，所提

出的答案；可以視學生年齡及學習階段，適時提供給學生做為參考：

(A) I am at 24-hour café in a big US city. I am waiting for something important to happen. I feel tense and nervous. 
(B) I am worried that they look for us, that they will hurt us. (C) We’re in trouble. We should never do what we did, 
we shouldn’t took (sic) the money but we needed it. (D) Now they’re looking for us and I think they’ll catch us. (E) I 
wish the waiter will stop working, making that noise. Oh no!…  It’s so late, I can’t keep my eyes awake. I wish I was 
somewhere else…

沙烏地阿拉伯學生 
Nas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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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續活動中，學生可以互相討論他們提出該答案的原因。這樣可以了解他們對畫作的不同

詮釋，並發現各種可能的擴散性思考方式。學生讚美欣賞彼此的創意，也可以提高自尊和

自信心。

這些活動讓學生有多種不同的選擇（變通性）、要求學習者提出各項細節內容（精密性）、

提出大多數人不會想到的想法（原創性）、使用不尋常的觀察角度（新奇性）。這都可以藉

由創作故事來完成。

	請您實作……

1. 在課堂上進行本活動任務。考慮讓學生自己選擇圖片，並對創意表現給予

回應。重點不在評估，更在於觀察。

2. 活動後進行反思：是否進行順利？如果順利，是哪些方面？有必要改進的

地方嗎？下次會做什麼改變？

3. 培養學生創意思維的一項關鍵，就是要能面對新穎奇特的現象。如何在課

堂上培養這種能力？不妨考慮讓學生以自己喜歡的方式改變活動設計。也

可以設法使活動更增添遊戲的趣味，例如要求學生票選，哪位同學創作的

故事最精緻複雜，哪位最具有創作新意。

4. 此階段的學生能較能理解自己的學習。不妨考慮與他們談談創意思維的技

能、它的重要性，以及如何發展。這樣可以鼓勵學生更積極參與。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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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年學習者

這個階段的學習者可能會對創意思維活動持懷疑排斥的態度，因為他們可能會覺得從原本

應該做的「正經」的活動（例如準備考試）受干擾分心了。因此，重要的是，教師必須有

效地跟他們溝通說明創意思維的好處以及相關活動的目標。須要強調的一種想法是，透過

分享創意思想，大家能夠相互學習並形成更好的關係。

營造安心自在的發言情境 (creating safe speaking environments)

舉例來說，學習者合作進行的小組口說活動，就是一個啟發創意思維的適當機會。的確，

創意思維活動在安心自在的發言情境中進行，效果最佳。在這種情境中，同學們尊重並重

視彼此的發言，也不怕被別人評斷。以下就是一個小組口說活動示例：

Think of a gift for a person visiting your country.
The gift should:
a) communicate something about or be typical in some way of your culture;
b) be easy to transport back home;
c ) cost under 50 EUR, and;
d) be original, different or funny in some way.

這個活動示例中值得注意的是，它適於創意思維，就是由於所設定的 a、b、c、d四個條
件。若沒有這些條件，學習者想法漫無邊際，反而不易配合活動的規劃，產生適當的創意回

應。要完成這樣的活動，學習者要蒐集訊息、篩選想法並排序、再做出最後決定、向全班

發表。與先前活動不同的是，這個活動會有真實的結果—學習者在課外會有準備禮物的

類似經驗。這更能引起學習者動機，因為他們看得出來，活動與日常生活相關又實用。

也可以將活動做進一步擴展，舉個例子，可以讓各小組在活動情節中添加 “what if ” 的狀
況。某一小組向另一組發表他們的想法後，另一小組可以提出關於禮物的可能問題，例如

「要是禮物不能帶上飛機的話，該怎麼辦？」這樣，可以提出更多需要解決的問題和其他選

擇方案，引發更多的創意想法。

這項活動中，學習者要彼此協同合作，解決實際生活中的問題，並做出決定，達成目標、

克服挑戰。其中設定的各項條件，就是用來形成挑戰激勵。活動任務可讓學習者以實際身

分參與，所以更可以全心投入 (immersive)。 

	請您實作……

1. 在課堂上進行本活動。如果想增加挑戰激勵，可以添加更多 “what if” 的狀

況，以激勵學習者的回想反思和靈活變化。

2. 也可將這項活動運用到工作相關的技能上：尋找創意的解決方案、因應挑

戰性和難以預測的現象等。如果有助於激發學習者的興趣，可以修改活

動，以適於在工作場所進行。

3. 活動後進行反思：是否進行順利？如果順利，是哪些方面？有必要改進的

地方嗎？下次會做什麼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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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Revision

My portfolioMy p

1   Read these poems, which are called acrostics. What is an acrostic?

An acrostic poem

p

2   Work in groups. Create ideas for an acrostic poem.

a Make lists of words that start with the same letter.

b Agree on a word which you all like, for example 
HOLIDAY, SEASIDE, CHOCOLATE, DRAGONFLY.

c Write the letters of the word in a list down the page.

d As a group, discuss words or word groups that express 
the idea of your word.

It’s always good to check your 
spelling, but it’s even more 
important if you’re writing an 
acrostic poem or planning 
puzzles such as crosswords or 
wordsearches. Use a dictionary 
to help you if you aren’t sure 
how to spell a word.

Tips for writers

3   Choose ideas and plan 
your own acrostic. 
Show your plan to your 
teacher to help you.

4   Write your acrostic out 
neatly, using colours if 
you want. You can add 
a picture too.

Fun and laughter
Running around
In our playground
Enjoy 
Not alone
Dreams 
Sunshine

IItItIt’’’s’s aalllwlwayay

TTi

Dinosaurs were huge

In a time far away

No people on Earth

One hundred million 
  years ago

Strong

And dangerous

Under water and on land

Really 

Scary

A: apple, angry, and, art, ...
B: blue, before, but, ...

Holidays are great / Hotel in the sun
On the beach / Our big tent
Lying on the sand / Lots of ice cream
I
D
A
Y

劍橋英語教材中的	

創意思維素養教學活動範例
小學英語教材
Super Minds Level 6, page 117,  
ISBN 9780521223874

核心範圍：根據自己的看法或其他來源資料，發想新內容

能力指標：配合個人興趣、情感、身分，創作歌曲或詩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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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ER Hi. 1 Can I help you  ?
JULIA 2  juice, please.
SERVER  No problem. 3  ?
JULIA I’m not sure. 4

Sunshine Start?
SERVER  There are two oranges, a carrot, and three 

tomatoes in that one. It’s really healthy.
JULIA  Hmm. What about the Green Goodness? 

That sounds delicious.
SERVER  There are some green beans and a 

green apple in that.
JULIA Thanks. 5  some 

mineral water and an apple? 
SERVER  No worries. 6  ?
JULIA Yes, it is. Thank you. 7  ?
SERVER 8  $2.25,  .
JULIA Here you go.
SERVER  Thanks. Enjoy!
JULIA Thank you. Bye!

PLAN
5 Work with a partner. Plan a conversation 

about ordering food and drink. Decide on 
these things.
Where you are: 
What’s on the menu: 

How much money the customer has: 

What to choose from the menu: 

SPEAK
6 Practice the conversation. Remember to 

use there is(n’t) / there are(n’t) and how 
much / many. Also use the vocabulary 
from this unit and phrases from the Useful 
Language and Everyday English boxes.

CHECK
7 Work with another pair. Listen to their 

conversation and complete the notes.
Where are they? 
What does the customer choose from the 
menu? 

THE JUICE STOP

Sunshine Start
Start your day 
with a delicious 
mix of fruit and 
vegetables.

Re-Fresh Zing
3 oranges, 
2 limes, some 
mineral water, 
and our secret 
ingredient.

Green Goodness
Gives you energy 
with fresh green 
vegetables, 
and there’s an 
apple, too!

SPEAKING
Ordering Food and Drink

1 Listen to the conversation. What does 
Julia choose from The Juice Stop?4.10

2 Complete the conversation with the phrases from 
the Useful Language box. Then listen and check.

Can I have … ? Can I help you?
How much is that? I’d like a/an/some …
Is that everything?  That’s … , please.
What kind? What’s in the …?

Useful Language

3 Look at the Everyday English box. Find and 
underline the phrases in the conversation.

4.10

JULIA

SERVER

JUST 
JUICES:

$6.00

WATER STOP: $1.50
mineral water

SNACK STATION: $0.75
apple, banana, carrot

Fresh and Natural

4 Work with a partner. Practice the conversation.

Enjoy! Here you go. 
No problem. No worries.

Watch video 4.4
Everyday English

WHAT DO YOU LIKE TO EAT? |  UNIT 4 52 WHAT DO YOU LIKE TO EAT? |  UNIT 4 5228

中學生英語教材
Shape It! Level 1, page 52,  
ISBN 9781108847018

核心範圍：參與創意活動

能力指標：在遊戲或戲劇活動中做角色扮演。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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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GRAMMAR: Past unreal conditionals
 A Read the sentences in the grammar box, and then choose the correct option to complete the rules.

Past unreal conditionals

If the candy hadn’t melted, he wouldn’t have made the connection.
If farmers hadn’t needed to dig a well, they wouldn’t have found the army.

1 The sentences are about events from the present / the past.
2 The sentences are about actions that really happened / didn’t happen.
3 The verb form in the if clause is simple past / past perfect. The main clause uses would (not) + have + 

simple past / past participle.

 B  Now go to page 138. Look at the grammar chart and do the grammar exercise for 10.1.

 C PAIR WORK  Complete the statements with the correct form of the verb in parentheses ( ). 
Do you know who or what the sentences refer to? (Answers at the bottom of the page.)
1 If he   (not sit) under an apple tree, he   

(not discover) gravity.
2 If Frank Epperson   (not leave) his soda outside one cold night, the 

wooden stirring stick   (not freeze) in the cup, and we might not have 
these sweet summer treats today.

3 If Alexander Fleming   (not add) bacteria to the petri dish, he 
  (not invent) this life-saving drug.

4 If George Crum   (not slice) his potatoes extra thin, he 
  (not create) this popular snack.

5 Sylvan Goldman   (never think of) this helpful grocery store item if his 
office chair   (not be) on wheels.

4  SPEAKING
 A PAIR WORK  Think about three things that you did earlier this week. Tell your partner and together 

imagine what would have happened if you hadn’t done those things.

I left my house late, and I hit a terrible traffic jam on the way to class. If 
I’d left my apartment an hour earlier, I wouldn’t have hit that traffic jam.

 B GROUP WORK  Do the same thing in groups. Add to the chain of events to create stories. How long can 
you keep a logical chain of events going?

If my friend hadn’t moved to Berlin, I might not 
have gone to Germany for vacation. I probably 
would have gone to Australia instead.

If you had gone to Australia, what cities 
would you have visited?

1 Isaac Newton 2 Popsicles 3 penicillin 4 potato chips 5 the shopping cart 99

成人英語教材
Evolve Level 4, page 99, 
ISBN 9781108405324

核心範圍：參與創意活動

能力指標：參與複雜的 “what if ” 或 “if only” 討論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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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ura and Olivia,
Language Research Tea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Further Reading
For more information on this topic, please see: 

Anderson, L. W., & Krathwohl, D. R. (2001). A taxonomy 
for learning, teaching, and assessing: A revision of Bloom’s 
taxonomy of educational objectives. New York: Longman. 

Dörnyei, Z., & Murphey, T. (2003). Group dynamics in the 
language classroo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Goldstein, B. (2008). Working with imag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Kaufman, J., Glaveanu, V., & Baer, J. (Eds.). (2017), 
The Cambridge handbook of creativity across 
domains. (Cambridge Handbooks in Psycholog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Maley, A., & Peachey, N. (Eds.) (2015). Creativity in the 
English language classroom. Available at:  https://
englishagenda.britishcouncil.org/sites/default/files/
attachments/pub_f004_elt_creativity_final_v2_web-1.pdf

Scott, G., Leritz, L.E., & Mumford, M.D. (2004). The 
effectiveness of creativity training: A quantitative 
review. Creativity Research Journal, 16(4), 361–388.

Sternberg, R.J. (2006). The nature of creativity. 
Creativity Research Journal, 18(1), 87-98.

19

劍橋生活素養架構∣創意思維 Creative Thinking劍橋生活素養架構∣創意思維 Creative Thinking



原文手冊 2019 © 版權歸英國劍橋大學出版社所有
英國劍橋大學出版社授權華泰文化編製繁體中譯版

劍橋英語教材．台灣總代理

 Creative Thinking│創意思維

 Critical Thinking│慎思明辨

 Learning to Learn│學習態度與方法

 Communication│溝通互動

 Collaboration│協同合作

 Social Responsibilities│社會責任

 Emotional Development│情緒發展

華泰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114 台北市內湖區新湖二路 201號

電話：02-2162-1217 Ext. 116, 117

網址：cambridge.hwatai.com.tw

Email：cambridge@hwatai.com.tw

Line官方帳號，請搜尋 ID：@hwataibooks

完整「劍橋生活素養架構」中譯手冊， 
請上：華泰劍橋英語學習網

cambridge.hwatai.com.tw/webpage/CLC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