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小學生 Summer遊學趣 p.12
■ Sight Words 聽說讀寫學英語 p.16
■ 議論文就要這樣寫！ p.20

■ 2018世界盃帶你踢進英語閱讀的世界  p.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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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幾日，一則新聞引起我的注意：未來北市中小學將全面裝設冷氣。日漸飆升的平均溫

度，不僅考驗著學子們的學習專注力，對課堂上揮汗教學的老師們來說，冷氣應該也像是及

時雨一樣吧。然而，我們童年中的夏日，總是在大太陽下奔跑、玩耍，有時在泳池泡泡水，

或是來上一支冰棒，那時的天氣雖然炎熱，想要消暑還是容易的，孩子們也還能恣意享受夏

日的豔陽。反觀現在，從五、六月開始，氣溫動不動就飆升超過 35 度，七、八月更是直逼 

38 度，紫外線指數天天都爆表，無論是大人或小孩，待在冷氣房的時間也越來越長，本來應

該充滿外出樂趣的暑假，此時真真正正是為了避開暑氣燠熱而放的假期了。

面對一年比一年酷熱的暑假，家長們必須幫孩子安排更多適合在室內進行的活動，有時

也真是令人頭疼。當然，報名參加各種不同的暑期課程會是個好選擇，如此既能夠讓家長免

於擔心孩子無處可去，也能讓孩子的假期時光有所收穫。除此之外，家長也經常會跟老師討

論，孩子在家的時間，有沒有什麼能跟孩子一起做的呢？其實非常建議爸爸媽媽，每天規定

一段固定的時間，大人和小孩都不能看電視、用電腦、玩手機。接著請跟孩子討論要「一起」

做些什麼，活動可以是娛樂性、益智性高的桌遊、圍棋，也可以是需要實際動手做的烹飪、

佈置。無論做什麼，重點是「一起做」，共同的活動，營造共同的話題，培養共同的興趣，

這和一起看電視節目、彼此傳手機訊息不同，是有更多想法、更多互動的優質親子時光，也

能讓孩子除了接受聲光刺激之外，運用不同的感官，接收不同的訊息，對孩子全方位的發展，

自然會有更多助益。

本期「繪本教學策略」專欄，琦琦老師幫孩子們量身訂做了一份暑期繪本閱讀書單，繪

本閱讀的好處不需多言，無論是幫助孩子們學習、想像、成長，繪本總能發揮事半功倍的效

果。「活化教學新觀念」專欄則是針對暑假常見的遊學行程，由 Tina 老師分享親身經驗，孩

子們遊學過程當中可能會遇到的問題，以及如何與學生家長溝通，降低他們對孩子隻身在外

的憂慮。孩子們的暑假或許和我們有所不同，只要能夠好好規劃，一定也能玩得快樂、過得

充實。

《 Hello! E.T.》總編輯  孟慶蓉  

 pd@cet-taiwan.com

「暑」變不驚的假期計劃

Editor's Notes
編輯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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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ly
 ★ 7/2（一）

      ．TKT 7/15 場次 / 寄發准考證

 ★ 7/5（四）

      ．暑期教具大展，熱力展開！

 ★ 7/8（日）

      ．新多益輔考師資班（台中場）

 ★ 7/9（一）

      ．兒童中文作文師資班，開放報名

 ★ 7/11（三）

      ．第 21 屆 KITE 全國幼兒英語口說分級檢定 / 成績複查截止日

      ．師德晒書節，全面 79 元起

 ★ 7/12（四）

      ．開學文具用品展～ GET 新配備去！

      ．第 47 屆 STYLE/JET 全國兒童暨青少年英語分級檢定 / 成績複查截止日

      ．第 48 屆 STYLE/JET 全國兒童暨青少年英語分級檢定 / 
      　開放網路報名及線上索取簡章

 ★ 7/15（日）

      ．新多益輔考師資班（台北場）

      ．TKT 劍橋英語教師認證 / 核心模組 & 延伸模組

 ★ 7/21（六）

      ．YLE 劍橋兒童英語認證 / 台北場

 ★ 7/22（日）

      ．新多益輔考師資班（高雄場）

發 行 人／簡裕晉

總 編 輯／孟慶蓉

執行編輯／王清雪

美術設計／王宥勻、楊鴻嘉、林欣陵

發 行 所／師德文教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忠孝西路一段 100 號 12F
電　　話／ (02)2382-0961
傳　　真／ (02)2382-0841
網　　址／ www.cet-taiwan.com
印　　刷／金灒印刷事業有限公司

電子期刊下載

雙月刊

2018 有 10,036 人喜歡，快來按個讚吧！

請先點選 LINE的「加入好友」
ID搜尋 @cetline將官方帳號設為好友

師德重要活動訊息

August
 ★  8/1（三）

      ．全民中檢師德初等考，開放報名

 ★  8/11（六）

      ．劍橋 KET、PRELIMINARY 英語認證 / 台北場

 ★  8/22（三）

      ．TKT 7/15 場次 / 線上查詢成績

 ★  8/29（三）

      ．TKT 7/15 場次 / 寄發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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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fessor's Corner大師開講

文／ 劉宇挺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英語學系 副教授

         哥倫比亞大學教育學院英語教學博士

語音與視覺輸入影像的整合—
讓聆聽經驗更豐富、更精確！

認知知識，來記得曾經讀過的東西，以加深印象，

讓語言的學習不只是依賴（所習得過的）語言知

識。

非語言視覺訊號的重要性

上述論點，與最近在頂尖專業語言學習期刊 

Language Learning 中發表的兩篇文章，觀點不

謀而合 (Worster et al., to appear; Méary et al., 

to appear)。這兩篇文章都是使用語言學習者的眼

（球）動（作）資料，來研究語言聆聽過程中，

是否只是單純涉及「語音」等語言知識的分析。

他們發現在聆聽語言（語音）訊號的過程中，不

論是大人或小孩 (Méary et al., to appear)、正常

聽力或聽損人士 (Worster et al., to appear)，都

會不自覺地以眼睛去掃描分析面談者的臉部表情、

嘴唇動作等非語言視覺訊號。這項語言（語音）

與認知（非語言視覺訊號）知識的分析，是提供

語言學習者精進發音（更知道如何發出某個音的

細節）、熟悉何時可以在對話中適時打岔，或是

加 入 對 話 (conversational turn taking) 的 關 鍵

訊息。也就是說，提升聽力與發音不僅僅只是涉

入語言（語音）分析的過程。語言學習者是否能

夠適時地注意到，這些似乎與語言（語音）無直

在先前的導論裡，我們曾經提到第二語言教

師在設計語言教學或學習活動時，需要適時地導

入「認知」的使用，讓語言的學習不只是依賴，

或是建立在僅有涉入「語言」知識的使用過程中，

而是同時涉入「語言」與「認知」的學習活動。

我最近在知名兒童語言學習教科書商的一項產品

上，就看到了這樣的概念。在他們設計的閱讀測

驗中，讀者常常需要使用「非語言」（認知）面

向的知識，去回答「語言」知識的問題。例如：

讀者需要用星號「☆」圈出閱讀段落中，某一個

問題的答案；再用波浪底線「﹏﹏」標示出某個

詢問作者隱喻的關鍵字；在下一個問題當中，又

需要使用「刪除線」在閱讀段落中刪掉贅字。最

後，讀者還得使用三角形「∆」，在每一個未習得

的字彙上方做標記。也就是說，為了完成這些語

言相關的問題或任務，讀者得費盡心思地使用他

們的認知知識（如各種形狀的對應知識）。當然，

這套教科書的編者大可以要求直接用同一符號來

標記（這樣對於認知知識的使用和負擔就不會那

麼大），或是單純地使用文字回答（這樣可以讓

讀者的所有任務都侷限在語言面向）。但是，這

套教科書的編者之所以要讀者大費周章地使用認

知，其背後就是希望讀者同時使用他們的語言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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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或是教師自行示範的發音活動中，由於影

片取景（通常是全身或半身入鏡）或距離的關係

（台上老師與台下每位學生的距離），學生不可

能清楚地分析教師臉部表情或是嘴形動作。在這

樣的聆聽環境下，學生自然就只會依賴語言（語

音）的輸入來聆聽。這樣的特製影片（近距離針

對臉部表情或嘴型），提供了近似嬰兒近距離觀

看父母親和他們對話時的聆聽環境，進而鼓勵學

生同時去分析輸入語料中的非語言視覺訊號，使

用他們的認知去聯想語音和相對應的非語言視覺

訊號的關聯。

至於影片中是否要再加入字幕，或是相對應

的音標，則可以作為後續聆聽活動中的可能選項。

加入字幕可以減輕語言（理解）面向上的負擔，

使學生可以更專注於認知面、分析嘴形等非語言

視覺訊號。加入音標則可以讓學生更清楚地知

道，某個發音與相關臉部及嘴型的連結，這會比

跟學生「講述」apple 中第一個（母）音 /æ/ 要

「張大嘴巴」，更能讓學生意會嘴巴要張得有多

大。更重要的是，藉由上述的聆聽活動，教師不

需多費唇舌，就能讓第二語學習者複製與體驗學

習母語時的聆聽經驗，強化他們多參酌語言（語

音）知識之外的線索，也能讓語言教師不再需要

完全依賴現成的影片，讓自身的輸入與示範更有

接相關的非語言視覺訊號，直接地預測了他們在

句意理解的表現 (Worster et al., to appear)。而 

Méary et al. 更發現，在聆聽過程中，分析非語言

視覺訊號在語言技巧尚未成熟的小朋友身上，比

在語言技巧較為成熟的人身上，扮演更重要的角

色。而 Maurer 及 Mondloch (2005) 這兩個學者

更發現，年紀較小的語言學習者更會分析、善用，

及同時整合語言（語音）與認知（非語言視覺訊

號）知識，用來提升精進他們的聽力。這暗示著，

教師在設計課堂聽力活動給年幼，或是語言知識

尚未成熟的學生時，要確認此活動不僅僅只是涉

入語言知識，還要確認此活動對於非語言（認知）

知識的涉入比重。可是，若我們仔細回想平常在

課堂中所使用的聆聽或聽力活動，往往都是僅涉

入語言知識的活動，對於認知面向的需求相當有

限。在年幼語言學習者的聆聽中，少數可以加入

認知元素的聆聽活動，便是繪本互動帶讀。

「看得清楚」的聆聽活動

在此，我們要建議一種聆聽活動，讓教師可

以使用於不同年齡的學習者，且可同時激發語言

（語音）與認知（非語言視覺訊號）知識。如果

上述在 Language Learning 所發表的文章發現與

觀點是正確的話，我們似乎應該在語言學習者的

聆聽活動中，加強認知（非語言視覺訊號）知識

分析的可能。可行的方式就是，使用教師自己或

是錄製他人在口語產出過程中，針對臉部表情，

甚至是嘴部／嘴形動作的影片（如右圖）。這種

近距離針對臉部與嘴形特寫的影片，讓教師在授

課時可以提供全班學生都「看得很清楚」的非語

言視覺訊號分析的輸入。一般課堂上所使用的影

片（如 YouTube 影片或現成教科書出版商所提供

大師開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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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義。上述的教學 idea 其實也不盡然是新意，只

是透過現行做法再微調 (fine-tuning the current 

practice) 。

語音教學的微調

語 言 教 師 常 對 於 語 音 教 學 覺 得 無 力，

不 知 道 要 如 何「 教 」 語 音 (how to teach L2 

pronunciation)，才能讓學生正確地分辨與說出

道地的第二語言。學生對於教師的示範也常常似

乎 是「 耳 背 」（"phonological deafness"， 對

於相關議題的討論，請見： Maurer & Werker, 

2014）， 無 法 真 正「 聽 」 進 去。 但 是 Rivera-

Gaxiola et al. (2000) 針對第二語言學習者的腦波

研究，卻發現第二語言學習者其實並沒有「耳背」；

即使在聆聽母語中所沒有的音檔時，他們的腦波

明顯地呈現出對於母語中不存在、雷同但不相似

聲音的覺察。只是，這樣的覺察仍無法精確地反

應在我們（研究學者）要求第二語言學習者執行

的音辨任務／實驗中。這表示我們現行的語音教

學還是有意義的，只是我們仍需要再 「微調」，

以使我們的教學更有效。

 

參考文獻：

Rivera-Gaxiola, M., Csibra, G., Johnson, M. H., & 

Karmiloff-Smith, A. (2000). Electrophysiological correlates 

of cross-linguistic speech perception in native English 

speakers. Behavioural Brain Research, 111(1-2), 13-23.

Maurer, D., & Mondloch, C. J. (2005). Neonatal synesthesia: 

A reevaluation. In C. L. Robertson & N. Sagiv (Eds.), 

Synesthesia: Perspectives from cognitive neuroscience  

(pp. 193–213).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Maurer, D., & Werker, J. F. (2014). Perceptual narrowing 

during infancy: A comparison of language and faces. 

Developmental Psychobiology, 56, 154–178. 

https://doi.org/10.1002/dev.21177

Méary, D., Jaggie, C., & Pascalis, O. (to appear). 

Multisensory Representation of Gender in Infants: An Eye- 

Tracking Study. Language Learning.

Worster, E., Pimperton, H., Ralph-Lewis, A., Monroy, L., 

Hulme, C., MacSweeney, M. (to appear). Eye movements 

during visual speech perception in deaf and hearing 

children. Language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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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賴素卿
        現任台北市國小英語教師

        台北市國小英語輔導團

聚焦國際體育運動—
運用 2018 World Cup 進行 Reading 教學

前言

閱讀能力為學生整體學習能力的重要基礎。

許多專家學者發現，從小就有英語閱讀習慣的學

生，在語文或學習能力上的表現較佳。身為國小

英語老師，我們可以介紹許多不同類型的閱讀技

巧與策略，例如：預測、參與、略讀、精讀、推論、

歸納……等。老師在設計閱讀活動和學習單時，

也可針對閱讀教學的三個階段：閱讀前、閱讀中

和閱讀後，依照不同的閱讀技巧分別設計有趣的

活動，提升學生的閱讀興趣，進而讓學生愛上英

語，主動學習。

教學理念

教過高年級的英語老師，在閱讀教學時應該

會碰到這樣的疑惑：教學重點到底該放在篇章的

理解？還是單字的解釋？或是句子結構的文法概

念？文章念過去之後，學生到底吸收了多少？早

年教高年級閱讀時，總會覺得教得不踏實，除了

提問文章內容外，似乎也想不到更好的方法來確

保學生的學習成效。但閱讀教學如果只是逐字逐

句教導，就只是基礎的識字教學而已，於是我開

始思考要如何設計延伸的活動來引導學生，培養

學生的閱讀素養。

除了大家常見的活動外，今年我嘗試將聽力

練習帶入閱讀教學。學生在閱讀文章前先用 CD

教案設計達人Perfect Lesson Plans

「聽」兩遍文章，並留時間給學生將聽到的重點

單字或句子寫下來，再分組討論並分享筆記，利

用合作學習的模式，將文章由「點」到「線」，

再到「面」的拼湊出來。並於第三遍聆聽 CD 時，

把不足的地方盡可能補齊，各組再派不同的代表

將尚未發表的句子讀出來，句子不可以重複。於

是在進入閱讀文章的「讀」與「寫」之前，學生

對文章已有相當程度的了解，也可以完整練習到

英語的聽、說、讀、寫四大技能。

第二節課則是延伸閱讀的教學活動，文章中

介紹世界盃足球賽的相關訊息，而今年適逢 "2018 

World Cup"，讓學生更能與生活經驗結合，是一

個很好的教材。教科書上閱讀篇章後有世界盃足

球賽入場券範例供學生學習，很感謝我的實習老

師幫忙設計有創意的入場券，讓各組學生在學習

單字後拿到不同版本的票券，依教師的指令回答

問題，確保學生了解各個專有名詞的意義。

教學素材來源

1. 康軒 Follow Me 10 教科書

2. 自編教材學習單 (World Cup tickets)

學生背景分析

　　此次授課對象為六年級學生，對於教科書上

的篇章閱讀已有兩年經驗。五年級教科書的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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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給學生一分鐘的時間獨自完成筆記的整理。

7. 每組輪流派代表將聽到的句子唸出來，唸過

的句子不可重複，每個人都必須輪流上台。

8. 教師複述每組發表的句子，讓全班同學可以

再次聆聽句子。

9. 接下來，給學生一分鐘的時間進行 "silent 

reading"。

10. 請學生根據上下文，猜測文章中單字的正確

意思。同時，教師對文章中的文法概念再次釐

清與強調，例如：主詞為第三人稱單數，後面

的動詞要做變化等。

11. 根據文章內容進行提問，確認學生是否了解

其意。例如：

a. What sport do the players play in the 

World Cup?

b. How often does the World Cup take place?

12. 請學生舉手唸題目，全班再一起回答課本閱

讀測驗的是非題。例如：

a. The World Cup of Soccer is played every 

three years. (×)

b. There are only 32 countries can make it to 

the World Cup finals. ( ○ )

文章較短，內容也較容易；六年級的文章則相對

有深度，篇幅也較長。學生在六年級之後可以開

始進行閱讀前的延伸活動－聽力練習與小組討論。

教學策略

一、跨領域學習：英語、體育、國際教育。

二、協同教學：中師進行閱讀賞析及聽力練習的

部分，藉由教科書的問題及教師的提問，確認學

生理解篇章閱讀的內容以及基本的文法概念。外

師則負責閱讀的延伸活動，介紹世界盃足球賽入

場券的設計及對話練習。 

三、合作學習：小組間互相分享並討論文章內容，

藉由組員間的合作，拼湊出完整的文章，再請不

同的學生發表句子，讓每個人都有機會發言。

教學活動介紹

此次閱讀教學活動共分為兩堂課，第一節課

為篇章閱讀的教學，第二節課則由外師負責閱讀

活動的延伸。

1st Lesson
》教學時間：40 分鐘

》教學／學習目標：

1. 能藉由篇章閱讀的 CD，抓到文章的標題與

    重點意涵

2. 能與小組成員討論聽到的內容，做重點整理

3. 能勇於發表組員間討論出來的文章重點

4. 能理解閱讀文章的內容並回答教師的提問

5. 能理解文章中的基本文法概念與生字

》教學準備：

康軒 Follow Me 10 教科書、CD

》教學活動流程：

1. 教師播放教科書閱讀部分的 CD 內容一遍，

請學生寫下任何聽到的字、詞或句子，此時教

師可以協助學習較慢的學生，或給予提示，讓

學生有筆記可以跟大家討論。

3. 播放第二遍 CD，讓

學 生 寫 下 更 多 聽 到 的

字、詞或句子。

4. 給學生三分鐘的時

間，進行分組討論，大

家 互 相 分 享 聽 到 的 字

詞，將不完整的句子拼

湊出來，也提醒學生將

會再播放一次 CD。

5. 教 師 播 放 第 三 遍 

CD，請學生仔細聆聽

並寫下筆記。

6. 給學生五分鐘的時

間 跟 組 員 再 次 討 論，

將 之 前 不 完 整 的 句 子

拼 湊 完 畢 後 寫 下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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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July 18th. The ticket we have is for Match 

number 3 on July 19th, 3:00 in the afternoon. 

We are all going to support our home country, 

Taiwan. Taiwan team is playing versus Japan. 

I just can't wait to see it. The seat I have is at 

the Red Sector. Block 1, Row 3 and Seat 4. 

My dad paid $1,500 for each ticket. Phew, I'm 

glad I don't need to pay for that.

7. 請學生設計自己的 World Cup 入場券。

8. 兩兩一組，依據對方的回答，在學習單上填

入正確的國家、時間、票價等。例如：

a. Which two teams are playing?

b. Where are you sitting?

c. Where are you going for the match?

d. How much is the ticket?

9. 教師複習 World Cup 的重要訊息，例如：每

幾年舉辦一次、有多少國家可以進入決賽等。

教學省思

養成良好的閱讀習慣可以奠定學生未來的學

習態度與成效，但英語閱讀教學如果只注重如何

死背單字、牢記片語，這樣不只會減緩學生閱讀

的速度，更會降低學生對英語閱讀的興趣，甚至

討厭英語這門科目。閱讀教學前，不妨先試著讓

學生進行篇章的聽力練習，藉由小組討論與合作，

認識篇章中的重點意涵及摘要，之後再進入閱讀

的世界，相信會使學生對英語閱讀改觀。尤其小

組討論時，透過老師的協助，可使班上較安靜或

是學習較落後的學生積極參與討論，即使只是貢

獻一個字，對他們來說也是一大進步。

另外，引導學生揮發創意設計世界盃足球賽

的入場券並與全班分享，不僅可以練習英語的聽

說能力，也可結合學習與生活，以期符合 12 年國

教核心素養中的情境化與脈絡化教學的概念。

教案設計達人

c. After a few weeks of games, only seven 

teams are left to take the cup. (×)

2nd Lesson
》教學時間：40 分鐘

》教學／學習目標：

1. 能學習世界盃足球賽入場券的相關單字 

(versus、match number、match date、kick 

off time、color sector、price)

2. 能聽懂教師的指令並回答問題

3. 能設計自己的入場券

4. 能聽懂同學的描述，將對方的入場券內容填

入學習單內

》教學準備：

世足賽入場券範本、入場券 PPT 檔案、學習單

》教學活動流程：

1. 教師介紹課本的世足賽入場券範例。

2. 以自然拼讀法帶領學生認識票券上的單字。

3. 請學生回答課本上的題目。例如：

a. What date is this KNSH World Cup game? 

b. What time does the game kick off?

4. 將全班分組，發給各組一張不同的入場券範

本並介紹。

5. 由教師提問，各組學生根據拿到的入場券回

答問題。例如： 

a. Who has a ticket of NT$ 5,000?

b. Who is sitting in Row 5 / Seat 25 / Black 

    Sector?

6. 請學生仔細聆聽一個段落，並將聽到的內容

寫在學習單上。例如：

My family and I are going to a football match 

in Taipei University. The opening ceremony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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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學，就遊學？

Dynamism of English Teaching活化教學新觀念

隨著擋不住的國際化腳步追趕，現今青少年

或大學生的遊學已不是一件新鮮事。到了大學，

更常有交換學生的機會，可以拓展眼界。不過，

也因為這個緣故，越來越多的美語教學機構或學

校，將遊學年齡逐步往下降－小學生遊學的風氣，

越來愈夯！

寄宿家庭？學校宿舍？

年紀小的孩子出國，父母多半一定會關心孩

子「住」的問題。沒錯！一般來說，住宿的選擇

分為寄宿家庭或學校宿舍。然而這兩種到底孰優

孰劣？其實真的要看個別孩子的成熟度。就筆者

帶過的遊學團來看，如果孩子住在寄宿家庭，那

麼寄宿家庭和孩子投緣與否，將在孩子的異國生

活中佔有舉足輕重的份量。

寄宿家庭都是經當地政府認證過的，所以安

全性上通常無須擔心，但是會登記成為寄宿家庭

的，通常是家中孩子長大離家了，所以才能空出

房間作為寄宿家庭。有些銀髮族的生活較為靜態，

有時不是活力充沛的小朋友所能理解，因此早早

放學後就回到寄宿家庭的孩子，如果不喜歡養花

蒔草、下廚或下棋，可能日子無聊之餘便衍生出

鄉愁了。

有的寄宿家庭則是想為自己的孩子創造一些

認識異國朋友的機會，因此如果寄宿家庭裡有年

齡相近的孩子，可以玩在一起或在院子 BBQ，就

算不出門也開心。而且孩子有機會觀察到國外家

庭相處的方式，一起出遊、逛超市買菜等，都是

相當強烈的文化衝擊。通常在這樣寄宿家庭裡的

孩子，回國後還會繼續保持聯絡，成為網友或筆

友呢！

住在學校宿舍一般來說是孩子們比較喜歡的

方式，對於不容易適應環境的孩子來說，也比較

有安全感。學校宿舍有規定的熄燈時間，對於火

警的逃生演練也非常重視，因此住宿學生才剛到，

就會全體集合做火警逃生演練。演練時，歐美學

生會很確實地執行，所以當台灣學生看到有人裹

著浴巾，頭上還有洗髮乳泡泡，就光腳跑到空曠

的指定集合大草地上，都感到不可思議。不過，

這也表現出國外營隊的專業與嚴格，何嘗不是一

個難得的教育機會呢？

父母的想像 vs. 孩子的實際情況
父母可能很難想像小學生出國遊學會遇到什

麼狀況，光是「生活」上就有種種挑戰在等著。

筆者身為隨團老師，親身經歷過孩子腸胃不適、

文／劉楚筠 Tina
        資深國小英語教師

        文山教育基金會活動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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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李箱密碼打不開、生活習慣不同而產生的摩擦

等，真是讓我哭笑不得啊！畢竟是還在過「兒童

節」的小朋友，第一次離開父母、陌生環境、語

言尚在學習階段，因此從飲食、氣溫變化到文化

習慣等，都要重新適應。這種情況下如果再排滿

寫字聽講類型的學習課程，孩子不排斥也難啊！

所以營隊一定會有許多的團康、運動、觀光、參

訪活動，讓孩子在開心的氣氛下，淡化生活不便

所帶給他們的挫折感。因此我會說，如果父母的

目的只是要孩子加強英文，或許在台灣參加寒暑

期密集班就可以見效。

這麼小去遊學，到底學到什麼呢？其實非常

非常多！請容筆者日後再另撰專篇與大家分享。

馬上就要進入遊學旺季，如果您有孩子即將出國

遊學，或者您是將要帶遊學團出國的老師，筆者

在這裡想先提醒大家，面對小朋友出國遊學，家

長應該要有什麼樣的心理準備才好。

父母的心理準備

什麼？掉東西！

孩子出國在外那麼多天，如果要照相，難免

要帶著相機；如果要聯絡家裡，不免要拿出手機；

如果要社交或買紀念品，一定得拿出錢包。這些

貴重物品，在治安相對良好、經濟條件又不錯的

台灣，掉的機會不高，但是在國外可就不一定了！

筆者遇過明明一群師生在寬敞的倫敦市區某大橋

上愉快地散步、聊天，但是下橋時，一名學生卻

發現肩揹著的相機不翼而飛。大家努力幫忙回想，

明明上橋前才拍過照，確定是在自己的身上，怎

麼會就這樣不見？後來較有帶團經驗的領隊說：

「可能扒手用小刀輕巧地把肩帶劃斷，再把相機

扒走。」 

孩子們都知道遊學要花很多錢，因此旅途中

發生這種事情，最懊惱的就是他們，如果父母這

時再越洋指責，對孩子的心情會影響甚鉅，而且

也於事無補。其實大人跟團到國外旅遊也常發生

扒手技術高超、防不勝防的惱人事，只能說身處

異鄉總有些不便，親身經歷過才知道有時真的很

難避免。如果因此一路玩得提心吊膽，那麼孩子

的壓力真的很大呢！慶幸的是，家長知道孩子相

機被扒的消息後，並沒有責怪孩子，而是安慰說：

「人別掉了就好，平安就好！」孩子聽了也才再

展歡顏。

換個角度想，會落東落西的孩子，通常都是

有很疼愛他，把一切都做得好好的家長，所以他

總是很有安全感，反而較缺乏警戒心啊！不經一

事，何來一智呢？

孩子怎麼都不搭理我？

雖然孩子會想家，不過絕大部分的情形是「父

母離不開孩子」。其實家長每天都希望孩子能用 

Line 或電話互通訊息，也想知道孩子玩得開不開

心、吃得好不好。殊不知孩子熟悉環境後，常常

三兩句就想結束通話，最後變成家長要聯絡隨團

老師，去提醒孩子跟家裡聯絡。

▲ 孩子們很快就融入在橄欖球活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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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孩子不主動聯繫家長，家長反而應該

放心，因為這表示孩子適應得很好，很能融入營

隊的活動。事實上，營隊早、中、晚都會安排各

種活動讓孩子選擇，所以空閒時間還真的不多。

夏天時，緯度高的國家天色暗得晚，所以晚上九

點還在踢球是很正常的事，回到宿舍孩子都累癱

啦！萬一手機沒機會充電，或所在位置收訊不佳

（在幅員廣大的國外是常有的事），就更聯絡不

上家裡了。

為了讓家長感覺自己和孩子的生活同步，我

會建議隨團老師多幫孩子拍些照片，即時發布在 

Line 群組裡，再做些活動簡述，這樣家長會比較

有臨場感，也比較安心。學生也可以更自在地參

與活動，不必擔心被家裡奪命連環叩。當然隨團

老師也要機會教育，傳達父母的關心與思念讓孩

子知道，孩子懂了以後，通常也會盡量跟爸媽保

持聯繫。

孩子說不出學到了什麼

有的孩子相當能言善道，但是大部分的孩子

面對父母的詢問，無法一下子說出自己遊學時到

底學了什麼。因為每天的行程都很緊湊，活動也

很豐富，如果沒有寫日記， 時間一下子就過去了，

沒看照片可能一時還想不起來呢！而且，孩子大

多都是在「玩」，所以即便想認真回答爸媽的問

題，也答不上來。父母若真的很想知道，不如問

孩子「玩」了什麼，孩子比較容易產生連結，也

比較不覺得有被質問的感覺，更願意開口和爸媽

分享。

很多收穫往往是在回國很久之後的某日，父

母才從孩子口中聽到，所以爸媽千萬別操之過急，

這些在異國獨立生活的所見所聞，將會是孩子一

輩子的養分。而父母願意省吃儉用，花錢栽培孩

子的心意，雖然孩子一時無法完全領會，但是從

他們記得買紀念品給爸媽，就知道絕對是點滴在

心頭的。

小學生到底適不適合參加遊學團，要視家庭

情況與孩子個性而定。如果孩子不想去，也別勉

強，以後多的是機會。如果孩子想去，而經濟狀

況也允許的情況下，不妨支持他們走出舒適圈。

不過，根據筆者的經驗，四年級以下的孩子真的

有點小，較容易想家或因與同學意見摩擦而情緒

受影響。五年級以上再出國，獲得的收穫將會相

當豐碩喔。

活化教學新觀念

▲ 孩子們和歐洲同學一起益智闖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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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ght Words培養英語閱讀力

"Sight Words" 相信是英語老師們熟悉的名

詞，卻很少在教科書內發現它們的蹤跡。大部分

教科書都是以 phonics 為主，系統性地讓學生認

識字母，學習字母的發音，然後透過「子音母音

子音 (CVC)」最基礎的單字結構，慢慢培養英語

發音的結構與技巧。然而有些常見的英語字彙，

不見得可以透過 phonics 的方式發出正確的音，

因而使初學者因為發音錯誤而感到挫折。為了避

免這些不必要的學習障礙，可試著在學習 phonics 

的同時，將 sight words 融入教學中，讓學生了解

到某些單字會有不同的拼讀方式，就如同國語的

破音字一樣。而 sight words 的常見字彙，通常

閱讀的基礎，主要有 Dolch sight words 的 220 

個常見字，分為五個級數，共一、二兩冊，讓學

生可以循序漸進認識這些常見的閱讀字彙。除了

文／施錦雲
        現任台北市國小英語教師

        英國華威大學兒童英語教學碩士

教學得來速Teaching Resources

有 sight words 練習本可使用之外，還有字卡輔助

教學，讓初學者在玩中學，透過遊戲使學習不再

枯燥乏味。另外，作者特別設計的字卡教案說明，

讓老師在教學時可以按照上面生動活潑的規劃進

行教學。除了作者隨書附上的字卡教學活動外，

筆者也透過字卡和練習本上的閱讀，讓學生進行

一場充滿歡笑與樂趣的 sight words 課程，學生

從「聽辨認字」、「看字唸聲」、「看字造句」、

「朗讀偵探」及「童詩創作」，由淺入深紮實地

學習 sight words，從認讀到書寫，按部就班建立

了穩固的閱讀基礎。

聽辨認字（五體投地）：這是最基礎的字卡

遊戲，由老師唸字卡、學生來找的方式進行。方

式很簡單，將教過的 sight words 字卡放在桌上

或地板上，當學生聽到老師唸 sight words，就要

去拍打該字卡。筆者通常會增加遊戲關卡的難度，

要求學生在老師唸出四或五個 sight words 後，立

刻找出正確的字卡並用手腳踩著或壓著，手腳要

與字卡接觸，不可以放開，全部都正確才算過關。

有時遇到調皮的學生，我會故意唸距離較遠的字

卡，讓學生五體投地伸張肢體，而學生都很喜歡

這樣的伸展活動。這個活動需要老師依教室空間

來安排進行，或是可利用黑板，將字卡貼在黑板

是固定發音，只要訓練到

看字就唸得出來並了解意

思，就能建立學生閱讀的

基礎。

" S i g h t  Wo rd s  t o 

Reading" 瞭解更多 這 套

教 材 是 很 棒 的 學 習 夥

伴， 可 輔 助 學 生 建 立

https://goo.gl/iqr1QU
https://goo.gl/iqr1Q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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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以此變換遊戲玩法和調整難易度。

看字唸聲（西部牛仔）：這也是很簡單的

字卡活動。先請兩位學生上台，背對背各持一

張字卡放在胸前，單字面朝外，雙手握住字卡

不可壓字。當老師說："GO!"，兩人就向前走三

步後停止；當老師說："SHOOT!"，兩人便轉身

面對彼此，看誰先正確唸出對方手上的單字，

就能在這一回合獲勝。

看字造句：這個活動稍微提高一點難度。

筆者先將可以造句的字卡放在地上，學生要一

邊造句，唸出句子，同時踩到字卡上，正確者

方能過關。例如利用練習本的 Level 1-1，可

以造出 "I can jump."、"Can you play?"、"The 

cat is funny." 等句子。還可規定，造句所用到

的 sight words 越多，分數就越高。同樣的，

老師也可將 sight words 隨意排列在黑板的一

側，請學生運用 sight words 在黑板的另一側

寫出正確句子並唸出來。

朗讀偵探：還可使用練習本上的短文閱讀

進行「朗讀偵探」的活動，藉此提高學生閱

讀的動機。例如第二冊的短文 "I Don't Know 

How"，先將相關的 sight words 字卡準備好，

帶領全班朗讀一遍後，隨機抽出一張字卡。請

全班一起再朗讀一次，若看到該單字就不能唸

出來，而要用拍手代替，看看哪位學生不專

心，譬如沒看清楚 "cow / how / know / now / 

bow" 等易混淆單字，就傻傻地唸了出來。另

外，也可請學生多抽幾張字卡，除了不能唸出

抽到的單字外，再加上其他動作代替，例如拍

手、踏步、學貓或狗等動物叫聲 (meow / woof 

/ moo...)，增加挑戰度及趣味性。 

童詩創作：根據字卡教案說明，作者闡明

了「Phonics + Sight Words = 學生英語基本

功」的概念。因此，若學生能藉由練習本上的

短文閱讀打好基礎，也就準備好了未來的英語

閱讀能力。除此之外，筆者也希望學生可以陶

冶創作書寫的能力，於是準備了童詩創作的活

動（因為童詩沒有格式的限制，可以自由發揮

與想像）。先利用練習本 Level 1 中的 "big / 

little"、"come / go" 等相反詞，讓學生練習常

見的相反詞（形容詞為主），再延伸學習 "fat 

/ thin"、"tall / short"、"strong / weak"、"old / 

young" 等字彙。最後以 "My Cat" 為標題，指導

學生自由創作，並搭配貓咪造型的書寫學習單，

使學生在創作上獲得成就感。

"Sight Words" 是英語學習常見的字彙，能

幫助教師解決無法用發音規則讀出字彙的困難，

如果可以和 phonics 相輔相成，便能降低學生

看到生字卻無法運用 phonics 讀出的挫折感。

若能再搭配有趣好玩的教學活動一起進行，就

可以大大增加學生的學習成就感，進而提升學

習興趣，相信這套完善的 sight words 學習補

充教材，能在教學上助各位老師一臂之力。



開學

採購去

https://goo.gl/UxoKJD


馬上
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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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陳麗雲
        全國中小學語文領域專業成長研習講師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語文教學碩士

議論新「視」界—
議論文的寫法

議論文，是一種表達自己思想的方式，是呈

現邏輯思考的作品。我們在一般寫作練習中，最

常寫的是記敘文，說明文、議論文則相對較少接

觸。然而，我們在日常生活中，是離不開議論的。

議論，是提出自己的主張和看法，是言之有物、

言之有序、言之有理的表達，需要有條有理的說

出自己的觀點與想法，甚而說服他人，這是未來

與人溝通時很重要的能力。

那麼，如何寫好一篇議論文呢？如何讓議論

的寫作鏗鏘有力，達到說服人的地步呢？首先，

我們要知道議論是什麼？

議論，是什麼？

日常生活中，你是不是有很多想法？認為這

樣做比較好，那樣做不對；主張要善用時間、安

排時間，當時間的主人；提出要口說好話，因為「良

言一句三冬暖」。像這樣，我們經過自己深入的

思考後，對事物做出評價或判斷，說出自己的想

法與意見，就屬於議論類文章。

議論類文章重在用「理」說服別人，根據主

題或議題，提出自己的見解或看法；說明類文章

是客觀解說或介紹一種事物或道理。以下兩個例

Developing Writing Skills in Chinese教出中文寫作力

子，一個是主觀的表達（議論），一個是客觀的

陳述（說明）。透過對照，便能了解什麼是議論

類文章，什麼是說明類文章。

議論類 
（主觀說理）

說明類 
（客觀陳述）

例句

時間是多麼的珍貴，

卻又是多麼的無情，

我們一定要妥善運

用，讓它發揮最大的

價值。

時間是一種尺度，以

事件發生的先後可以

分成：過去—現在—

未來。

說明
　提出自己的主張　 
　和見解。

　客觀說明事物的 
　定義和類別。

言之有理說論點（我認為……）

議論類的文章，旨在以「理」說服別人，所

以提出自己的思考和看法是很重要的，這就是議

論文裡面的「論點」。「論點」雖然是尊重自己

主觀的想法，但必須是正確的，也就是必須符合

社會的價值認定，或是科學的依據，而不是天馬

行空的胡說一通。

論說的要點是以理服人，而以理服人的方法，

可以直指重心，挑明了講。所以，文章一開頭便

可以直接破題，提出論點。例如「守望相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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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與人之間要彼此關懷、相互扶持，生活

才能安和快樂。同鄰里社區的人若能心手相連，

發揮患難與共的精神，做到守望相助，那麼鄰

居相處會更和諧融洽，生活也會更安康美好。

又如「做時間的主人」，提出的論點是：

如果一個人可以活一百歲，他一生擁有的

日子，大約是三萬六千五百天，扣除睡眠、吃

飯、刷牙、洗臉等，剩下的時間到底還有多少？

算一算，竟然只剩下不到一半！而這些僅存的

光陰，從我們呱呱墜地那一刻起，就開始悄悄

的溜走，毫不止息。時間是多麼的珍貴，卻又

是多麼的無情，我們一定要妥善的運用，讓它

發揮最大的價值。

用論據舉例，增加說服力

想要說服人，除了提出正確、鮮明的論點外，

重要的是舉出有效的論據，以增加論證的強度與

可信度。論據就是舉例，是作者用來佐證論點的

根據，可以提出事實或例子來支持立論，強化論

點的說服力。

論據一般可分成兩種：如果提出歷史故事、

人物或親身經驗等事實，來協助說明論點，這就

是「事實性的論據」；如果舉名言佳句、哲學思

想或俗諺來幫助說明，這就是「理論性的論據」。 

以「實踐」這個題目來說，若舉人物為例：

「愛迪生致力於科學實驗的研究，經歷了數不清

的失敗，卻仍堅持不懈，終於成就了『發明大王』

的美稱。」這就是「事實性的論據」。如果寫成：

「『坐而言不如起而行』，知識光靠空談是不夠的，

一定要親身實踐，才能體悟其中的真理。」這便

是「理論性的論據」。

以「談謙虛」為例，舉事件或人物來當例子，

便是屬於「事實性的論據」，譬如以居禮夫人的

事蹟為例：

鐳質的發現者居禮夫人，曾兩次獲得諾貝

爾物理獎，並獲頒無數個獎章，對於各項殊榮，

她總不以為意。有一次，一個友人到她家作客，

看見她的女兒在玩一枚金質獎章，訝異到說不

出話來。居禮夫人笑著說：「榮譽就像玩具，

玩玩就好，否則將會一事無成。」

　　　　　　　　　　　（中教大　楊裕貿教授）

若是引用古今中外的名言，則成為「理論性

的論據」，例如：

《書經》：「謙受益，滿招損。」謙虛待

人對自己才有好處，驕矜自滿只會招人嫌怨，

沒有益處。我們做人應該隨時保有一顆謙卑的

心，因為人外有人、天外有天，謙虛才能讓我

們有更進步的空間。

論據的舉例，書寫時可以用：「什麼人 → 做

了什麼事 → 產生了什麼結果或影響」的方式進

行，例如「做時間的主人」：

要妥善的運用時間，就要懂得做計畫，再

依照計畫執行，才能達成預定的目標。企業家

嚴長壽先生（什麼人）從事的第一份工作，是

在一家公司當遞送文件的服務生。他每天都提

論點說出守望相助的重要，讓鄰居相處和諧，生活更美好！

論點提出時間的珍貴，所以要妥善運用時間，才能發揮最大
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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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一個小時上班，將所有的資料、文件仔細分

類，並安排好傳送的路線（做了什麼事）。這

一個小時的事先計畫，使他每天都能迅速且有

效率的達成任務（產生的結果或影響），而且

還能空出時間做更多的事，不但對公司有更大

的貢獻，也因此奠定了他日後成功的根基。

小試身手：議論小雛型

（我認為……因為……）

我們對許多事情都有自己的看法與見解，有

時未必與人相同，有時需要積極獲得認同，這時，

如何說服對方？如何捍衛自己的看法讓別人接受

呢？此時，提出有力的理由是最好的方式。例如

你很想看一個電視節目，那麼該如何說服家人讓

你看呢？

你可以先提出看法（我想看這個電視節目），

再加上兩、三點理由，增加說服力。例如：

我想看這個電視節目，因為看這個節目可

以增長知識，就像閱讀書報一樣，讓我學習到

許多課本上沒有的新知；看這個節目可以豐富

我的學習，擴充我的視野，啟迪我的思想；看

這個節目可以讓我抒發一整個禮拜上課緊張的

壓力，可以讓我適度的休閒與放鬆。所以，請

讓我看這個電視節目吧！

瞧！想看電視節目可以振振有辭提出三大理

由：1. 增長知識、2. 豐富學習、3. 抒發壓力。像

這樣有條有理，理性陳述看法的方式，是否比發

脾氣、吵鬧更具說服力，更能達到目的呢？

又例如：有人認為小學生有必要帶手機上學，

教出中文寫作力

但我認為這是不必要的，可以這麼說：

有人認為手機對現代人而言，已成了不可

或缺的生活必需品，所以小學生有必要帶手機

上學，以方便和家人聯絡。然而，我認為小學

生沒有必要帶手機上學（論點）。

第一：帶手機上學會影響學習，上課時容

易分心。即使是上課時間，有的同學仍舊會互

傳訊息，有的還會不小心流連在網路或遊戲上，

導致上課不專心聽講，那是非常糟糕的事。

第二：現今是智慧型手機的時代，手機隨

時可以上網，但網路上充斥著許多虛擬情境，

例如網路交友，就很可能帶來許多問題和危險。

而且有些不適合小學生看的圖片或資訊，很容

易利用手機傳遞，可能會帶來詐騙電話、色情

簡訊等等的困擾，更可能危及小學生的安全。

第三：手機的機種不斷推陳出新，功能擴

充、造型炫麗，無形中成了同學間比較、競爭

的消費品和炫耀品，物質欲望很容易在不知不

覺中提高了。有的同學為了擁有更炫、功能更

好的手機，發生勒索、偷竊、搶奪等犯罪行為，

也間接提高了校園犯罪率。（以上三點理由）

所以，我認為小學生沒有必要帶手機上學

（結語）。

學會有條理、有邏輯、有根據的提出看法與

證據，議論寫作就會非常有「議」思喔！



點我
報名

http://www.cet-taiwan.com/class/CW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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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er Reading Fun—
暑期繪本閱讀搞定動詞時態

文／琦琦 Chi
        「Chi's 奇思英閱」繪本教室創辦人

        國立政治大學英國語文學系學士

        英國 Sheffield 大學碩士

馨中帶詼諧的情節吸引，更自然而然地學到英文

中的時態和語感。

打開 "My Friend Is Sad"，我們會發現隨著

情節的推進，有現在簡單式的 "My friend is sad. 

/ He is still sad."，有未來式的 "I will make him 

happy."，也有過去式的 "I saw a cowboy. / But 

you were not there to see him."。因為簡單的故

事主軸，所以孩子很容易理解事件發生的先後順

序，也會明白在主角說話的同時，哪些事已經發

生過、哪些事還沒發生。同樣地，我會在讀完之

後，給學生一份學習單。預先將句中的動詞挖空，

讓學生試著自己填填看。這裡我會強調 be 動詞

原形的概念，譬如書本裡有一句話 "How could 

anyone be sad around a robot?"，可以問問看學

生知不知道這裡為什麼是 "be"，並且強化他們對 

隨著漫長的暑假到來，除了旅遊計畫之外，

電視、電腦、手機是不是在不知不覺中，變成孩

子們最好的朋友了呢？其實孩子們的暑假可以更

充實，只要老師們懂得如何安排閱讀書單，就能

讓孩子們在享受閱讀樂趣的同時，也將英文語感

深植腦中喔。

Language Arts Learning 建立英文基礎

子，我所挑選的繪本書單，是著名繪本作家 Mo 

Willems 的 四 本 書："My Friend Is Sad"、"I Am 

Going!"、"Today I Will Fly!"、"I'm a Frog!"。

這 四 本 書 的 共 同 點， 除 了 同 系 列 的 主 角 

Elephant (Gerald) 和 Piggie 之外，每一本的內

容都非常簡單，但是卻像精心設計過一般，反覆

用適合初學者的語言程度，將文法時態的概念揉

合在故事中。所以當我們閱讀故事時，不僅被溫

Teaching with Picture Books繪本教學策略

有些平時對英文學

習沒有太大熱忱的孩子，

如果暑假還要用硬梆梆的

課本、講義來規定他們照

做，不但會讓他們更加提

不起興趣，學習上還會達

到反效果。針對這樣的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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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 動詞原形的認識，這樣之後在用到 "can be"、

"will be" 的時候，就能夠立即寫出正確的句子。

"I Am Going!" 這本書相當有趣，主角 Piggie 

一直說著 "I am going."，而可憐的 Gerald 則以為 

這裡我們會看到「現在式 be 動詞 + Ving」和「未

來式 be going to + V」的用法，學生們也能夠從

讀完書的恍然大悟當中，了解 "be going to + V"

的真正意思與使用時機。

當中透過主角 Gerald 對這件事的反應和疑問，

巧妙地將「現在式」和「過去式」放在一起，

讓學生去觀察和體會兩者之間的不同，例如：

"Five minutes ago she was a pig! Now she is a 

frog!"。雖然是從故事情節中來強調時態的概念，

但卻充滿趣味。

接下來，"Today I Will Fly!" 當中，愛作夢的主

角 Piggie 要挑戰飛翔，不斷出現使用助動詞 "will"

的句子，例如："Today I will fly."、"You will not fly 

today."，讓學生對 will 的用法更加熟悉。搭配著故

事情節的發展和兩個主角之間的對話，並穿插著現

在簡單式和現在進行式的出現，讓整個故事更加豐

富了，也讓學生對這些不同時態的句子更有感覺。 

的 "ate"。在此，特別推薦兩本練習過去式動詞

的繪本："I Broke My Trunk! (by Mo Willems)" 與

"Mr. Gumpy's Outing (by John Burningham)"。"I 

Broke My Trunk" 可以練習到不規則的過去式動詞，

而 "Mr. Gumpy's Outing" 則是非常厲害地使用了各

種規則變化的過去式動詞，這兩本書都能讓學生更

熟悉過去式的用法。 

 

Content Learning 培養思考邏輯
繪本故事的動人之處，是在童趣、簡單的故

事當中，總有發人深省的反思，以及讓人會心一笑

的幽默。以 "My Friend Is Sad" 為例，我在讀完之

後，除了會詢問跟內容相關的理解型問題，例如：

"How did Piggie make Gerald happy?"、"Why 

is Gerald still sad after he saw many things he 

likes?" 等，還會加上統整分析的歸納型問題，

以及深入探討的思考型問題，像是："What do 

you learn from the story?"、"How do you define 

Piggie 正要離開，無論

如何都想挽留她，沒想

到 Piggie 是 說 "I  am 

going to eat lunch."，

真是一個美麗的誤會。

"I'm a Frog!" 則 圍

繞著 "pretending" 這個

主題，主角 Piggie 假

裝自己是隻青蛙，不斷

地跳啊、叫啊，而內容

有些學生總是記不住

過去式的用法，畢竟中文

並沒有這種動詞變化的規

則。中文裡，昨天「吃」

和現在「吃」都是同一個

「吃」，但是英文卻要從

原形動詞 "eat" 改成過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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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ppiness?"，希望藉由討論和分享，帶給孩子更

寬廣的思考空間和更正向的思考態度。

另外，暑假的閱讀當然也要 "Have Fun!"，

因 此 我 也 喜 歡 設 計 一 些 符 合 STEAM 教 學 

(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Art, and 

Mathematics) 的延伸活動，繪本教學非常適合搭

配這種跨學科的教學。Mo Willems 的繪本系列，

可以搭配 "We Are in an ART-ivity Book!"，書中有

許多與繪本內容相關的遊戲、圖畫創作、剪貼等，

讓孩子們可以親自動手實作，發揮美感與創意。

此外，也可從繪本本身出發，補充其他相關學科

的知識，像是 "I'm a Frog!" 可以帶學生認識青蛙

的生物特徵；"Today I Will Fly!" 則可以為學生講解

飛行的相關知識，討論要如何才能成功飛行。

繪本教學策略

以下是我所整理出來的暑期書單，大部分都

是出自 Mo Willems 的作品。老師們可以依照您所

希望孩子加強的部分，挑選適合的繪本。我經常

告訴學生，「過去簡單式、現在簡單式、現在進

行式」就像是英語學習的百慕達三角洲，如果這

三個時態沒有弄清楚，就會很容易迷失和犯錯。

如果能夠征服這一塊百慕達三角洲，打好穩固的

基礎，之後要學習未來式、完成式等其他時態，

就很容易舉一反三、融會貫通。兩個月的暑假期

間，可不能只是玩樂喔，老師們可以推薦繪本書

單，並搭配暑期繪本閱讀班，讓學生在這個暑假

能有更多收穫。

Past 過去 Present 現在 Future 未來

Simple
簡單

I'm a Frog!
I Broke My Trunk!

** Mr. Gumpy's Outing
A Big Guy Took My Ball!

Watch Me Throw the Ball!
Today I Will Fly!

My Friend Is Sad
I Love My New Toy!
I Really Like Slop!
Happy Pig Day!

Watch Me Throw the Ball!
Pigs Make Me Sneeze!

Waiting Is Not Easy!

Today I Will Fly!
I Will Take a Nap!

I Am Going!

Continuous
進行

I Broke My Trunk!
** Waiting

Today I Will Fly!
I Am Going!

We Are in a Book!
Waiting Is Not Easy!
** We Are Growing!

Perfect
完成

I Broke My Trunk!
** The Carrot Seed
** Curious George

Are You Ready to Play Outside?
My New Friend Is So Fun!

There Is a Bird on Your Head!
Elephants Cannot Dance!

I Am Invited to a Party!
** I Want My Hat Back

英文學習

百慕達三角洲

註：「**」 為表示非 Mo Willems 之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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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黃美琳 Catherine Huang
        資深師訓講師

        美語補習班及教具品牌創辦人

        Catherine's Open House 部落格格主

隨著夏天熱烈地展開，老師們也如火如荼準備迎接新班開課。每年暑假或是九月開學季，我們總要

迎接一批新生，並且從頭開始，帶領他們進入英語學習的領域。有經驗的老師都知道，字母教學超級重

要！字母的基礎打得好，同時把自然發音成功帶入，就是孩子們喜歡英語課程的第一步。

不過，對英語初學者來說，一開始便要記住 26 個字母的大小寫，一共有 26 個字母名稱、26 個自

然發音、52 個不同的字母寫法，還真是個大工程！當然需要一段時間的練習，才能逐漸熟悉。尤其大部

分初學者的年齡都是六至七歲，過程中難免容易感到挫折，或覺得大量的記憶很無趣。所以，老師們可

以運用多種、多元、多變的教學方式，培養孩子們的學習興致。

學字母，要有笑，更要有效！要很有趣，更要成功率！這次將與各位分享幾個超實用的教具，以及

不敗的教學遊戲，讓我們的學生一起成功學會 ABC ！

★ 不容錯過的英文字母教具
※新班開課的利器：

※好寫好擦的句型條：進入寫字階段後，最適合輔

助學習的教具。左圖為「磁立貼句型條」，本身即

有磁性。右圖為「易可擦句型條」，材質為一般厚

紙，可自行加背磁，亦可自由裁剪成適用的長度。

英語教學的成功基石—
字母 ABC

Creative Teaching Aids教具創意角

▲ Wonder Card 撲克牌—字母卡      ▲ Master Alphabet Cards                ▲ 英文字母磁鐵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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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母教學程序
》在教字母的同時，建議把 phonics（自然發音）一併帶入，

例如：A, A, A, [æ], [æ], [æ]。配合字母卡，先讓學生對「字

形」有個初步印象，也對這個字母的「聲音」有所認識。

》依序介紹字母大小寫的寫法、筆順。強調字母應該在格線中

的第幾格，要寫好寫滿、頂天立地。我會告訴學生：字母都是

住在地下室。地下室分成一樓、二樓、三樓。大寫字母都住在

一、二樓。小寫字母則不一定，所以要特別記一下！如右圖，

大寫 T 住在一、二樓，小寫 p 則住在二、三樓。學生在作業本上練習時，初期可要求他們寫上 123 來標

示，以幫助記好位置。

》將易混淆的字母整理出來給學生，並要求多練習幾次，如：b、d 很容易搞混；Y、y 的大小寫也要用

心區分。

》運用各種歌謠、繪本、遊戲、分組活動，讓學生在趣味中完全熟悉字母。可嘗試利用不同素材，以提

升學習的多元性，迎合學生喜歡多變的學習天性，使他們在最短的時間內提升字母的學習度。

★ 字母歌謠推薦
孩子天生都富有音樂性，喜歡節奏感穩定、優美的旋律。音樂可以刺激活化大腦，所以邊唱邊記絕

對是很有效的英語學習法之一。

 

★ 字母教學與遊戲實務
》將字母卡隨機發給小朋友，請大家按照字母順序排列。可以排列在

地板上或是插卡袋裡，須有足夠空間將 26  個字母都擺放出來。最後

播放字母歌謠，也可以大家一起唱。同時老師將指字棒交給學生，請

學生跟著歌謠指出正確的字母。

　教學目標：熟悉字母順序、認得字母形狀、手眼協調。

ABC Rock  
不小心就會跟著唱，是很洗腦的字

母歌。

The Alphabet  
Oxford 出版社為教材所編寫的字母

歌，好聽好唱，不落俗套。

Phonics Song / Phonics Song 2  
兩首都好聽，不只字母，連自然發音都帶進歌曲裡了，是很實用的英語教

學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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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字母卡加上背磁，隨機吸貼在白板上。每次由幾位小朋友手拿指字棒，

聽老師說字母的名稱或發音，隨即趕緊找出正確的字母，將指字棒移到對的

位置，看誰動作比較快！

　教學目標：認識字母並能快速搜尋、聽發音與字母配對。

》將全班分組，發給每組一副字母撲克牌。洗牌後，字母朝下並隨機排列在桌面上。請小朋友進行記憶

配對遊戲，每組輪流，一次翻開兩張撲克牌，再唸出字母名稱與發音，看是否能配對（大寫與小寫）。

配對成功就能獲得撲克牌並得分，不能配對則蓋回去，換下一組進行。

　教學目標：字母大小寫配對、專注力與記憶力。

》發給每人一張句型條、一支白板筆，再隨機發給數張「大寫」字母撲克牌，字母須朝下放在桌上。老

師說 "Here we go!" 後，小朋友要立即翻開，並將對應的「小寫」字母寫在句型條上。完成者舉手，最

快且正確者可得分。

　教學目標：字母大小寫轉換、小寫字母的正確書寫位置。

》將英文字母磁鐵隨機吸貼在白板上。每次可由兩位小朋友進行比賽，聽老師唸單字，再將字母找出來，

拼出來。例如老師說："F、A、N"，則小朋友要使用字母磁鐵拼出 FAN 或 fan。最後老師再引導全班一

起拼讀，把單字說出來。

　教學目標：字母辨識、初步的 CVC 單字拼讀。

》老師運用字母卡或字母撲克牌，帶領全班將全部的字母、發音複習過一遍。再將這些字母卡吸貼在白

板上。每人從白板上選出五個字母，並將字母的大小寫都寫在句型條上。同時老師也要挑出五個字母。

待大家都寫好後，老師就「開獎」，只要有跟老師一樣的字母，就可以一個字母得一分。

　教學目標：字母大小寫的正確書寫。

字母學得好，接下來的學習才能繼續堆疊前行。不管使用什麼教具，我們都要守住教學的核心價值。

教具只是供教學使用的工具，執行的方法才更重要。教學有策略，才能提升孩子的學習成效。老師在活

動中，也應時時觀察孩子們的學習進程，才能更進一步掌握教學的節奏。在課後，字母的習寫仍是不可

少的，請給孩子們多一些鼓勵，讓他們更有信心喔！

教具創意角

新班開課必備—字母 ABC套組
包含：Master Alphabet Cards、 英文字母磁鐵桶、Wonder Card—字母卡

每組優惠價 703元（8折）

限量
搶GO

https://goo.gl/GbhLqb


搶先
選購

https://goo.gl/UxoKJD




點我
報名

https://goo.gl/v8GaV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