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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身邊是否也有那種一直嚷嚷著想把英文學好，卻總是學不好的人呢？我們很容易發現，

很多人從小到大都在學英文，求學時補習班也沒有少去，但是真正進入職場以後，卻發現「字

到用時方恨少」，臨時要用到英文時，腦袋一片空白，事後再回想卻發現「原來我都有學過」，

到底書本上的知識和實際上的運用，兩者之間存在著多大的距離呢？

試著回想一下，我們記得最熟的英文單字或句子，除了常常出現、很難忘記之外，學習

時的好奇和興趣，也會加深我們對這個單字的記憶。以我自己來說，學生時期很喜歡聽歌、

看電影，也因此時至今日，一些英文金曲歌詞或電影台詞，仍然莫名地讓我印象深刻。我當

時為了能夠哼唱 The Carpenters 的 Close to you，還特別去找出這首歌的英文歌詞，反覆

練習跟著唱（好像透露了年紀？），所以歌詞裡面提到的 on the day that you were born，

因為耳熟能詳，這個用法我基本上都不會出錯。恰好學校的英文老師會在上課時，利用一些

英文影集的片段，讓我們做聽力練習和問題討論，還會帶入流行英文歌曲的教學，英文這個

學科不但沒有成為我的負擔，反而加深了我對英文的興趣。

現在的孩子最喜歡什麼呢？有哪些有趣的事物是可以結合英文教學的？為了啟發或是保

持孩子們對英文的學習興趣，許多老師真的非常用心。現在的英文老師幾乎十項全能，會玩

桌遊、會讀繪本、會做科學實驗，甚至還會開直播教英文。英文教學的本質和專業沒有變，

但是方法卻是日新又新，無論在成長的哪一個階段，只要找到一塊地方，讓孩子們把英文的

種子種在心裡，持續不斷的灌溉它，自然可以成為結實累累的大樹，在潛移默化中成就他們

的英文能力。

本期「教案設計達人」專欄，賴素卿老師藉由英國哈利王子的皇室婚禮，從貼近生活的

時事開始，介紹英式和美式英文的不同，同時分享英美文化的差異。「大師開講」專欄則是

針對學生的學習語料給予建議，老師們可以運用資訊不夠充足的語料，刺激學生運用認知來

思考，這樣學習到的內容才能記得深刻。以引發學生興趣為主軸，在這個前提之下，如何呈

現教學素材與教學方式，將是老師們永遠的課題，最終目的就是讓孩子們感受到語言學習的

「有趣」和「有用」之處。

《 Hello! E.T.》總編輯  孟慶蓉  
 pd@cet-taiwan.com

「有趣」才能「學好」

Editor's Notes
編輯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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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ptember
 ★ 9/2（日）

      ．秋季聯誼會 / 高雄場

 ★ 9/4（二）

      ．開學教具秋季 GO!
 ★ 9/9（日）

      ．兒童中文作文師資班（高雄班）

      ．YLE 劍橋兒童英語認證 / 台北場

      ．秋季聯誼會 / 台北場

 ★ 9/10（一）

      ．英語桌遊師訓班 開放報名！

      ．創意文具館歡慶四週年～感恩回饋三重奏

 ★ 9/16（日）

      ．兒童中文作文師資班（台北班）

      ．秋季聯誼會 / 台中場

 ★ 9/20（四）

      ．STYLE/JET 英語口說分級檢定 / 高雄場 報名截止日

      ．KITE 幼兒英語口說檢定 / 高雄場 報名截止日

 ★ 9/21（五）

      ．第 48 屆 STYLE/JET 全國兒童暨青少年英語分級檢定 / 通訊報名截止日

 ★ 9/24（一）

      ．TKT11/11 場次 / 報名截止

 ★ 9/28（五）

      ．第 48 屆 STYLE/JET 全國兒童暨青少年英語分級檢定 / 網路報名截止日

      ．STYLE/JET 英語口說分級檢定 / 台北場 報名截止日

      ．KITE 幼兒英語口說檢定 / 台北場 報名截止日

      ．教師節快樂！師德準備加油禮要謝謝您～

 ★ 9/30（日）

      ．兒童中文作文師資班（台中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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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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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ctober
 ★ 10/13（六）

      ．YLE 劍橋兒童英語認證 / 台中場

 ★  10/20（六）

      ．STYLE/JET 英語口說分級檢定 / 高雄場

      ．KITE 幼兒英語口說檢定 / 高雄場

 ★ 10/21（日）

      ．YLE 劍橋兒童英語認證 / 高雄場

 ★ 10/28（日）

      ．STYLE/JET 英語口說分級檢定 / 台北場

      ．KITE 幼兒英語口說檢定 / 台北場

 ★ 10/29（一）

      ．TKT11/11 場次 / 寄發准考證

Contents
P.01 編輯筆記

P.03 大師開講       
       字彙與寫作中的認知

P.08 教案設計達人

       國際時事帶你學英語—

       認識英美用法大不同

P.12 教出中文寫作力

       記敘文和說明文怎麼分？

P.16 教學得來速

       善用 Mini-Books 輕鬆備課—

       英語文與跨領域學習的結合

P.20 教具創意角
       開學收心操，教具效果妙

P.24 繪本教學策略       
       Moon Festival—
       中秋繪本「月」讀樂

P.28 活化教學新觀念

       小學生遊學，學什麼？

       （生活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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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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彙與寫作中的認知

生「困難」(processing difficulty)。當語言學習

者遇到語言層面理解上的困難時，才會迫使他們

善用自己的認知，去分析、理解語言的「形」及「語

用」等其他層面的訊息。

Bill VanPatten 這個看似抽象的看法，在教學

上是如何運用的呢？更重要的是，他的看法跟我

們前幾期的主題（在語言教學中善用學生的「認

知」）有什麼關係呢？我們就以 Zahar、Cobb 及 

Spada 在 2001 年所提到的觀點來說明，這些學

者探討了「該如何呈現新字彙」，才能讓新字彙

知識長駐於學習者的記憶中。他們提到語言教師

在呈現新字彙時，往往想盡辦法讓學生所讀到的

字彙，永遠只呈現在擁有完美前後文資訊的例句

中。但在這樣的例句裡，學生因為可以輕易地理

解這些例句，並能輕易推敲出這些新字的意義，

所以新字彙的形 (spelling)，甚至是語用 (usage) 

的資訊，就不會是他們的分析重點。

因此，Zahar 等學者就提出混合「充足」及

「不充足」的前後文例句的想法。擁有充足前後

文的例句，是讓學習者閱讀／聆聽擁有豐富的前

後文資訊的語料，讓他們可以輕易推敲出陌生字

Bill VanPatten 是一位非常有名的認知語言學

家。根據許多實證資料，他認為語言學習者在聆

聽或閱讀語料時都偏重於「意義」(meaning) 層

面的理解；在面對沒有讀懂或聽懂的語料時，語

言學習者不可能進一步分析其他面向的資訊。但

是語言學習者若沒有分析語言在「形」(form) 及

「語用」(use) 層面的資訊，語言習得 (language 

acquisition) 就不可能產生，因為語言學習者永遠

只在乎他們有沒有聽懂或讀懂，陌生字彙該如何

拼寫或發音，也就不會認真看待。這樣的情況下，

陌生字彙很難出現在他們的心理字彙資料庫中。

同樣的，基於相同的預設（偏重意義）語料處理

模式，語言學習者在遇到未習得的文法與表達方

式時，也不會特別去分析它的語構。

創造閱讀／聆聽語料的困難

有鑒於語言學習者這種偏重意義層面的語料

處理模式，Bill VanPatten 疾呼語言教師在教學時

一定要思考「該怎麼呈現語料」或「該怎麼教」，

才能扭轉語言學習者僅聚焦在意義層面的注意力，

進而把一些注意力轉移到「形」及「語用」層面。

其中一個扭轉方式，就是「想辦法」讓語言學習

者在閱讀／聆聽這些新字彙或新文法語料時，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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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老師針對寫作錯誤所做的更正回饋 (corrective 

feedback) 時，往往不認真，或因為「看得懂」

老師的回饋，而不願善用認知去努力思考這些回

饋背後的意涵。因此，不論老師如何認真批閱，

更正回饋的效果往往很有限。因此，Tang & Liu 

思考該如何呈現教師的更正回饋，才能讓學生認

真思考每一個回饋後的意涵。與其提供直接回饋

（如：第三人稱單數動詞後面要加 s），他們建議

教師針對學生常犯的幾個文法錯誤，建置出一組

代碼（如：GE 文法錯誤；WC 用字選擇錯誤；SV 

主詞、動詞不一致；RD 累贅字；TS 時態錯誤）。

這些代碼可以每隔一段時間就更換一次，目的是

要讓學生稍稍思考（使用認知），才能知道代碼

代表的回饋內容是什麼。更重要的是，Tang & Liu 

建議老師針對有文法問題的句子，提出一個「做

得好」的正向回饋。譬如在學生犯了時態錯誤的

句子中，對於學生的創意所給的回饋是：[Creative 

topic sentence + TS]；前面是正向回饋，後面則

是根據錯誤給予的回饋代碼。藉由正向回饋，學

生會「想看／讀」老師所寫的東西，接著再透過

非直接的回饋代碼，創造認知理解上的「困難」

（無法直接知道回饋指出的錯誤內容是什麼），

使學生思考代碼代表的是什麼寫作錯誤。從學生

的反思與寫作資料分析，Tang & Liu 發現，以上

的複合回饋（正向回饋 + 針對錯誤的代碼回饋），

不但讓學生使用了認知，思考老師回饋的意涵，

而且在認真思考的情況下，真的會記得並把學到

的知識運用到下次的寫作過程中。 　

從上述的討論，我們發現如何呈現教材內容

與教師回饋著實是一門學問，無論如何變化，都

是希望讓學生同時運用語言知識與認知；藉由語

彙的意義，如："I went to the post office to mail 

out this parcel."， 句 子 的 mail 及 post office 都

提供了豐富的前後文資訊，讓學生知道新字彙 

parcel 的意義。不充足前後文的例句則是讓學習

者在閱讀或聆聽時，沒有足夠的前後文線索來推

敲新字彙的意義，如："I was holding a parcel 

when you saw me."。藉由讓學生混雜閱讀（或聆

聽）同時包含兩種例句的文章（或對話），學生

的語言機制才會偶而切換到分析「形」及「語用」

資訊；當閱讀或聆聽到「不充足」的前後文例句

時，他們才會使用認知去思考剛剛在「充足」的

前後文例句，所看到的同一個字是否正確 (double 

check)。這樣的教學建議 ，當然會造成學習者閱

讀或聆聽語料時的「困難」，但也因為如此，才

會讓學習者更深思意義層面外的資訊，加深對新

字彙的印象。這跟一般的教學或活動設計理念不

完全一致；很多老師都深怕學生看不懂／聽不懂，

想盡辦法提供讓學生不費吹灰之力就可以理解的

例句或語料。但是這樣的輸入語料是否真能協助

學生學習，值得深思。

提供複合回饋

另一個同樣運用 Bill VanPatten 概念（製造

認知理解上的「困難」）的語言教學法，刊登在

由 Tang & Liu (2018) 於 Assessing Writing 期刊

中所發表的文章裡。Tang & Liu 發現，學生在閱

大師開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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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輸入上的不清楚／不完美，引發學生使用認知

機制。這讓我想起有一次在美國小學課堂中，看

到的「另類」字彙練習。教師把新學字彙併入閱

讀語料中，但是這些字彙出現時會以底線標示，

更重要的是教師把字彙首尾之外的字母都打亂

（學生也都知道），如："There is more wood 

than coal in the West, so wood is what this 

train eignne* burns."。當學生閱讀含有新學字彙

engine 的句子時，已經從前後文知道這個畫底線

的字大概意思為何（引擎），但是知道意思後，

還需把打亂的單字正確拼回去（學生可以查字

典），藉此強迫他們使用認知（發現拼法錯誤）

與語言知識（正確的單字拼法）。對於程度不好

的人，大概只能發現拼法錯誤（或使用字典把單

字拼出）；但是程度好的人，可以利用正確的語

言知識把單字拼回來。的確，這個打亂的單字在

呈現方式上，增加了學生閱讀該單字時的困難，

但這樣的設計可讓不同程度的學生都能在有意義

的（前後文）情境下，針對目標單字的正確拼法

進行思考，進而加深印象。  

需注意的是，上面的例子並不是鼓勵大家製

造「錯誤輸入」（輸入錯誤 ≠ 輸入困難），而是

適時地在某些時候故意創造閱讀／聆聽語料時的

「困難」（如前幾期所提到的，在吵鬧的背景音

情況下練習聽力；或 Zahar、Cobb 及 Spada 所

建議的，混合「充足」及「不充足」的前後文例

句）；由於這些困難，語言學習者才會更認真地

聆聽與閱讀，並分析任何可能給予他們幫助的前

後文（意義）線索、形的線索、語用線索等，增

加對於新學字彙或文法的學習深度與印象。更需

注意的是，在創造閱讀／聆聽語料的困難時，不

能過度。舉例來說，Webb & Nation (2013) 認為

對於字彙習得來說，7-16 次的有意義接觸是學習

新字彙必要的接觸次數，若每次接觸都是無充足

前後文資訊的例句，反而會適得其反。因為資訊

每次都不充足，學生最後就會放棄。這也是為什

麼 Zahar、Cobb 及 Spada 會提議要「適時」提

供學生擁有充足前後文的例句，而非讓學生的語

言處理機制一直處在緊繃的狀態中。綜合以上，

我們要傳遞給老師的訊息是：不要害怕讓學生遭

遇困難，適時地在教學或練習活動中，製造理解

或認知上的困難，反而能驅動他們的認知機制，

進而加深語言學習的深度。

 

參考文獻：

Brown, H. D, & Lee, H. (2015). Teaching by Principles: An 
Interactive Approach to Language Pedagogy (4th edition). 
New York: Pearson Education.

Tang, J.J., & Liu, Y.T.* (2018). Effects of indirectly coded 
corrective feedback with and without short affective teacher 
comments on overall L2 writing performance, learner 
uptake and perceived motivation. Assessing Writing, 35, 
26-40.  

Zahar, R., Cobb, T., & Spada, N. (2001). Acquiring 
vocabulary through reading: Effects of frequency and 
contextual richness. Canadian Modern Language Review, 
57, 541–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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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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時事帶你學英語—
認識英美用法大不同

前言

今年五月，英國哈利王子與美國影星梅根帶

著全球觀眾的祝福，於倫敦聖喬治教堂舉辦了一

場萬眾矚目的世紀婚禮。這場跨國聯姻不僅吸引

英國當地媒體與居民的關注，美國媒體也爭相報

導。英國和美國都是以英語做為母語的國家，一

個是十九世紀的日不落帝國，另一個則是二十世

紀的經濟強國。長久以來，兩國微妙的關係備受

關注，透過這場王室與平民的聯姻，不但增添了

茶餘飯後的話題性，也讓大家更想知道同屬英語

系國家的英國和美國在生活與文化之間的差異。

教學理念

六年級下學期使用的教科書剛好在期末時，

設計為認識各個國家的節慶，例如：日本女兒節、

泰國潑水節、墨西哥亡靈節和里昂光雕節等。因

此對於剛開學還沒完全收心的學生來說，要將他

們的注意力吸引回來，可在課堂上延伸學習節慶

或習俗的由來，最後再結合國際時事與英語學習，

一方面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同時也補充西方文

化與節慶背景，兼具複習及學習效果，是很好的

語言學習方式之一。雖然內容安排了三節認識各

國文化與節慶的探索課程，但可視課程進度彈性

實施。課程設計是以教科書上的四個節慶為出發

點，另外再交由外師補充其他國家有趣而我們較

少聽聞的節慶。課程最後結合國際時事，以吸引

教案設計達人Perfect Lesson Plans

眾人目光的英國王室世紀婚禮，讓學生學習到同

屬英語系國家的英、美兩國，在英語的書寫、發

音或是用詞上的相異處，也藉此單元使學生學習

尊重異國文化。

教學素材來源

1. 康軒 Follow Me 10 教科書

2. 自編教材 I － Culture & Festival PPT
3. 自編教材 II － Differences Between American  
    and British English PPT
4. 自編教材 III － British or American English      
    Worksheet（學習單 A、學習單 B）

學生背景分析

　　此次授課對象為六年級學生，對於美式節慶

皆透過學年活動而有深入了解，例如：復活節、

萬聖節、聖誕節、母親節及感恩節等，但都僅止

於美國節慶及風俗習慣，學生缺乏認識其他國家

的節慶文化。

教學策略

一、跨領域學習：英語、綜合活動、國際教育。

二、協同教學：中師進行第一節課的節慶介紹，

以及第三節課的英美大不同，配合教科書內容和

教師提問，進行教學；外師則負責各國有趣節慶

的延伸活動，每個節慶都有相關影片讓學生更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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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軒 Follow Me 10 教科書

》教學活動流程：

1. 教師詢問學生是否認識哪些中、外節慶？請

學生發表並分享個人經驗。

2. 將學生異質分組為四組，每組約六人，請學

生利用八分鐘的時間，共同閱讀分配到的節慶

並討論出五大重點：

　a. Where is this festival coming from?

　b. Who celebrates this festival?

　c. How do people celebrate this festival?

　d. Do we have it in Taiwan?

　e. Do you like this festival? Why?

3. 每組派一名學生上台，介紹該節慶的由來與

風俗習慣。

4. 待四組代表皆分享完畢後，教師再請所有學

生閱讀另外三個節慶。

5. 教師抽問問題，確認學生已充分了解教科書

上的四個節慶。

2nd Lesson
》教學時間：40 分鐘

》教學／學習目標：

1. 能認識其他國家的特殊節慶

2. 能藉由 YouTube 影片介紹，了解各個節慶的

    風俗習慣

3. 能認真聆聽外師授課並勇於發表意見

4. 能尊重異國文化

》教學準備：

自編教材 I － Culture & Festival PPT、投影機

》教學活動流程：

1. 教師詢問並複習上一節課學會的四個節慶。

2. 使用 PPT 介紹補充的八個節慶，並讓學生觀

賞相關影片。

Monkey Buffet Festival、Tinku Fist Fight Festival、

Straw Bear Day、Groundhog Day、  Bean 

Throwing Day、Hadaka Matsuri、Night of the 

Radishes、Nyepi Day

體會及尊重當地人民的風俗習慣。 
三、差異化教學：在英美大不同的課程中，根據

學生的程度，設計兩種不同的學習單，將學生區

分為三大組別：A 組－使用學習單 A，參考學習

單下方的 word bank，自行將正確的單字填入並

完成文章。B 組－使用學習單 B，從兩個選項中，

自行選出正確的單字填入並完成文章。C 組－使

用學習單 B，教師個別指導並提供協助，在兩個

選項中選出正確的單字，填入後完成文章。 

教學活動介紹

此次節慶與文化教學活動共分為三堂課，第

一節課為教科書上四個節慶的介紹；第二節課由

外師補充各國有趣節慶的延伸介紹；第三節課則

藉由英國王室的世紀婚禮，延伸至英、美在英語

使用上的相異處。

1st Lesson
》教學時間：40 分鐘

》教學／學習目標：

1. 能認識四個國家的國旗

2. 能認識四個節慶：女兒節、潑水節、亡靈節、

    光雕節

3. 能勇於發表其他國家的節慶

4. 能尊重異國文化

》教學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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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ter、tomato、either、zebra 等。

8. 請學生補充其他發音不同的單字，例如：

adult、aunt、adidas 等。

9. 教師介紹英、美兩國在單字上的差別，例

如：autumn / fall、football / soccer、rubber / 
eraser、jumper / sweater、torch / flashlight、
queue / line、rubbish bin / garbage can、

petrol station / gas station 等。

10. 請學生補充其他不同的單字，例如：trainers 
/ sneakers、primary school / elementary 
school 等。

11. 教師播放歌曲 "Let's Call the Whole Thing 
Off"（ 網 站 連 結：https://www.youtube.com/
watch?v=Dg2HKMFsers）。

12. 發下學習單 A、B，進行差異化教學，請學

生個別或分組完成學習單。A 組：拿到學習單 A 
的同學可參考學習單下方的 word bank，自行

或於小組間透過討論，合作

完成學習單。B 組：拿到學

習單 B 的同學需在小組討論

後，選出兩個選項中正確的

答案，完成學習單。C 組：拿到學習單 B 但無

法自行完成的同學（每班約 2 至 5 人），在教

師的帶領下完成學習單。

教學省思

國小的英語教學若僅限於單字、句型或文法

概念，學生容易失去學習動機與興趣，108 新課

綱在國小階段重視培育學生思辨分析的素養，但

傳統英語聽、說、讀、寫等語言能力的訓練，無

法達成這個目標。如果教學上能結合時事，讓學

習更貼近生活，教育的傳遞就更自然；另外，透

過平日教學，教導學生尊重異國文化也是一門重

要的課題。最後，每個學生的學習狀態不一，身

為老師若能根據學生的學習成就，提供最適合的

學習內容，進行差異化教學，相信每位學生對英

語的熱情會隨著這份成就感而延續下去。

教案設計達人

3. 介紹完八個節慶後，教師抽問有關節慶的問

題，確認學生是否已吸收教學內容。

3rd Lesson
》教學時間：40 分鐘

》教學／學習目標：

1. 能習得英式與美式對相同單字不同的發音

2. 能習得英式與美式對相同單字不同的拼法

3. 能理解英式與美式對相同物品不同的說法

4. 能尊重英、美文化的不同

》教學準備：

自編教材 II － Differences Between American 
and British English PPT、 自 編 教 材 III － 
British or American English Worksheet（學習

單 A、學習單 B）

》教學活動流程：

1. 教師複習上一節課外師所教的八個節慶。

2. 詢問學生是否聽聞年度國際時事－英國王室

的世紀婚禮。

　a.Have you heard about the royal wedding in 

       Britain?

　b.Where's the bride from?

　c.What's the name of the prince?

　d.What's so special about the royal wedding?

3. 平時上課會提到英式與美式英語的比較，請

學生發表他們所知道的的差別，引起學習動機。

4. 教 師 使 用 PPT 介 紹 主 題 "Differences 
Between American and British English"（分別

從 Spelling、Pronunciation、Vocabulary 一一

做比較）。

5. 逐一介紹美式、英式在拼字上的差別，例

如：color / colour、center / centre、practice 
/ practise、airplane / aeroplane 等。

6. 請學生思考並發表其他拼字不同的單字，例

如：theater / theatre、neighbor / neighbour、
memorize / memorise 等。

7. 教師介紹英、美兩國在發音上的差別，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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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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敘文和說明文怎麼分？

在我們的教材裡，收錄各種多元的文體，期

望我們的孩子大量閱讀多元文本，辨識文本中重

大議題的訊息或觀點，把握各文體的表達特性，

能更適切的傳情達意。在 12年國教的課綱裡（108 

課綱），直接標明各年段需要學習的文體，例如

語文領域中閱讀與寫作的學習表現 （註 1）：

5-I-5   認識簡易的記敘、抒情及應用文本的特徵。

5-II-4  認識記敘、抒情、說明及應用文本

5-III-4認識議論文本的特徵。

6-I-3   寫出語意完整的句子、主題明確的段落。

6-II-4  書寫記敘、應用、說明事物的作品。

6-II-5  仿寫童詩。

6-III-4 創作童詩及故事。

6-III-5 書寫說明事理、議論的作品。

課綱中明訂中年級開始必須習寫說明文。那

麼，說明文是什麼呢？有什麼特性呢？說明文是

客觀介紹實物或事實的一種文體：只要是解說事

物特點，或是介紹某方面知識的文字，就是「說

明文」。也就是說，說明文是以說明的方式來表

達內容，要將說明物件的特徵、功能、發展⋯⋯

說清楚，講明白。所以，舉凡使用說明、操作手冊、

食譜、旅遊指南、字典、教科書、實驗報告⋯⋯

都屬於說明文。

Developing Writing Skills in Chinese教出中文寫作力

比一比說明文和記敘文的不同

說明文最重要的是客觀介紹事實，而不像記

敘文會有作者的心情感受。以「我的學校」為例：

我的學校是一間美麗的校園，每當走進校

門，我就感到了無比的快樂和幸福，我總想趕

快進課室上課，我和同學們經常安靜的等候著

老師。

上課時，我們都很認真的聽老師上課，同

學們會把老師在課堂上說的話認真記起來，大

家從不馬虎。聽完課，同學們會做自己的作業

或完成老師要我們做的作業，大家都很認真，

沒有人打打鬧鬧，似乎連蚊子飛過的聲音也能

聽見呢！

放學時，我們會很歡樂的跟同學們在門口

互道「再見」，期待明天見。我的學校在大門

口有幾棵翠綠的大樹，大樹旁有一棟彩虹般的

高大教學樓，顏色好繽紛。樹下的花園裡有許

多美麗的花兒，我和同學經常去那裡賞花呢！

這就是我的學校，我的學校真漂亮！

像這樣，述說著自己在學校發生的事，並表

達頌讚學校的心情，便是記敘文。

而一樣是「我的學校」，另一篇寫法就不同：

細雨一絲絲飄落，飄落在彩虹跑道上，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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飄落在球場運動員汗水淋漓的身上。這是我的

學校─新北市修德小學，雖然現在的規模不大，

但它帶給我的美麗與充實卻足夠回憶一輩子。

修德小學的校舍是由「進德樓」、「夢想

樓」、「龍鳳樓」三棟大樓，和一座宏偉的體

育館所組成。站在夢想樓往下眺望，校園內外

的景致都能一覽無遺。修德小學建校已經 52 

年，培養了許多傑出校友，他們是修德之光，

也是臺灣的驕傲。

修德小學有佔地五間教室、藏書十萬冊的

圖書館。圖書館裡有 300 多套提供班上共讀的

書箱，讓我們享受一起閱讀的樂趣。去年開始，

推動閱讀的麗雲老師，還為我們製作了一本閱

讀護照，讓我們可以「悅讀、閱讀、越讀」，

培養我們「會讀、慧讀」。

在修德小學成長的孩子，都因有修德小學

而美！

像這樣，以介紹的方式說明學校的地理位置、

建築、校史、特色、設備⋯⋯，就是說明文。

我們可以再以二篇相同主題的文章做比較閱

讀，讀出寫法的差異。例如《大熊貓參觀記》： 

今天，我跟爸媽到香港的海洋公園玩。我

非常喜歡大熊貓，所以一到動物園便拉著爸媽

直奔大熊貓園。

我最先看到大熊貓樂樂，牠好動貪玩，一

會兒在地上不停的翻跟斗，一會兒爬到樹椏上

玩耍，活像個又胖又頑皮的小孩，有趣極了！

住在樂樂隔壁的是大熊貓盈盈。我最初覺

得盈盈的樣子幾乎跟樂樂一樣，後來仔細觀察，

才發覺牠臉上的黑眼圈比樂樂的長。牠一直低

著頭，好像在思索什麼似的。突然，盈盈抬起

頭，一雙烏黑發亮的眼睛緊盯著我。我雀躍歡

呼，盈盈卻像被嚇著似的，轉身就回屋裡去了。

爸爸告訴我，盈盈比較文靜、害羞，警覺性很

強，一聽到較大的聲響就會走避。我聽了十分

懊悔。

接著，我們又來到大熊貓安安和佳佳的住

處。佳佳正躺在地上，肚子朝天，時而舉起手，

時而抬起腳，時而轉動身子，時而用前爪輕拍

肚子，睡姿十分有趣。安安則盤著腿，把石頭

當成椅背，倚著石頭舒舒服服的坐著。牠用前

爪抓起竹子往嘴裡送，然後大口大口的咀嚼。

吃飽了，又大口大口的喝水解渴。牠那副嘴饞

的模樣，真惹人發笑。

離開大熊貓園時，我依依不捨的回頭張望，

期盼能與這四隻可愛的動物再次相會。

這篇文章，內容與寫作結構如下表：

時　間 今天 地點 海洋公園

人　物 「我」、爸爸、媽媽

事情原因
「我」很喜歡大熊貓，所以一到　

海洋公園便立即到大熊貓園。

事情經過

觀賞樂樂玩樂的情況。

觀察盈盈的個性。

觀察佳佳的睡姿。

觀察安安的吃相。

事情結果 「我」依依不捨的離開大熊貓園。

我們可以從標題《大熊貓參觀記》、文章中

敘述事情的要素、個人表達感受的方式，理解這

是一篇記敘文。

而同樣是寫這四隻大熊貓，下方這一篇《中

國國寶—大熊貓》文章，其表達方法就大不相同。

自從大熊貓安安、佳佳、盈盈、樂樂定居

香港以後，大熊貓成了香港市民的「貴賓」。

因為大熊貓是特有的珍稀動物，也是世界上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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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盛名的瀕危動物。

大熊貓體態豐盈，四肢粗壯，尾巴短禿，

毛色奇特，頭上有一對黑耳朵，還有兩個黑眼

眶，很像戴著一副墨鏡。大熊貓長相可愛，性

情溫馴，給人諧趣、活潑的印象。

大熊貓如今在中國分佈地域十分狹窄，僅

見於四川、甘肅、陝西等海拔二千米以上的高

山。那裡人煙稀少，山坡上覆蓋著茂密的原始

森林，最適合大熊貓過著隱居的生活。

大熊貓喜歡吃竹子，可是竹子的營養成

分不多，所以一頭成年的大熊貓每天最少要吃

十五至二十公斤竹子。

大熊貓的活動範圍與季節關係很大。冬、

春兩季，多生活在海拔三千米以下、積雪較少

的山谷地帶；夏、秋兩季，則多在海拔三千米

以上的地帶活動。天氣炎熱時，為了降低體溫，

大熊貓會到小溪旁喝得「醉」倒不能走動，以

至於有「熊貓醉水」的說法。

別看大熊貓笨重，可爬起樹來卻挺高明。

大熊貓爬樹不但可以逃避敵害，還可以享受陽

光、嬉戲玩耍、求偶婚配。

大熊貓的繁殖力很低，剛誕生的熊貓小得

像隻小老鼠，體重僅相當於母體重量的千分之

一，因此不易存活。由於大熊貓繁殖艱難，存

活不易，所以現今中國野生的大熊貓，估計只

有一千五百隻左右。

大熊貓是中國國寶，已列為一級保護動物。

中國建立了十三個以保護大熊貓為主的自然保

護區，採取了一系列保護措施，以拯救這一瀕

危物種。

這篇文章，內容與寫作結構如下表：

教出中文寫作力

第一段 大熊貓是珍稀、瀕危的動物。　　 總說

第二段 大熊貓的長相、性情。　　　　　

分說

第三段 大熊貓的分佈地域。　　　　　　

第四段 大熊貓的飲食習慣。　　　　　　

第五段 大熊貓的活動範圍和生活習性。　

第六段  大熊貓的特殊（爬樹）技能。 　　

第七段 大熊貓的繁殖艱難和存活不易。　

第八段 為拯救大熊貓所採取的保護措施。 總結

《中國國寶—大熊貓》這篇文章以介紹有關

大熊貓的知識為主，主要表達方法就是說明。當

然，把這二篇文章的寫作方式擺在一起，更可以

一目了然。

文章 《大熊貓參觀記》 《中國國寶—大熊貓》

寫作物件 都是寫大熊貓

表達方法 敘　述 說　明

寫作內容
敘說事情經過

與作者經歷

說明事物的

性質、特徵 

寫作結構
按事情發生的先後次

序（敘述六要素）

按事物的特性和相關

知識（總、分、總）

由此我們清楚的知道：記敘文是以交代人物

的經歷、事情的經過為主，內容較為主觀；說明

文是以解說事物及傳遞知識為主，著重客觀事實，

避免個人好惡。所以，當你想表達心情和感受時，

便可以使用記敘文來書寫；當你想客觀介紹事物

或說明的時候，就用說明文來書寫喔！

註 1：第一個數字代表類別：1. 聆聽 2. 口語表達 3. 標
音符號與運用 4. 識字與寫字 5. 閱讀 6. 寫作。第二個數

字代表學習階段：I 代表第一學習階段低年級，Ⅱ 代表

第二學習階段中年級，Ⅲ 代表第三學習階段高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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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用Mini-Books輕鬆備課—
英語文與跨領域學習的結合

108 課綱將於明年度正式上路，台北市國

小英語領域為了因應新課綱的實行，舉辦了為期

三場的「英語文素養導向校定課程模組設計」

工作坊，幫助老師們了解新課綱的內容，從課

綱的精神出發，將英語教學融入其他學習領域

與議題中，讓學生的學習能結合生活情境，並

將所學應用於生活中，使學習產生真正的意義。

未來的英語課程強調學生的參與和主動學

習，以增加運用機會及強化相關素養為主要教學

目標。在這改革階段，老師們仍在學習和探索，

筆者發現兩本能幫助大家很快就設計出符合新課

綱精神內容的工具書："Mini-Book of the Week" 和

"Wonderful Word Puzzle Mini-Books"。

當新課綱不斷在強調融入或是跨學科的學習

統整，"Mini-Book of the Week" 就是老師們的首選

工具書。在一年上學日為期十個月裡（七、八月

除外），每個月規劃了四本小書，共 40 本小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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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師們可以依照季節的變化、節日的慶祝和跨學

科的融入，選擇合適的小書讓學生閱讀並完成小

書製作。閱讀與製作小書結合了英語文及藝文兩

個學習領域，每本小書除了主題隨著時令更替外，

內容深淺不一，程度從低年級到高年級都有。此

外，每本小書的形式也不一樣，有些是標準小書、

造型書，更有些是立體書，或是混合型的翻翻書、

手風琴般的拉合書……等。如果小書的內容與其

他學科相關，還能更進一步地跨足到該學科領域。

而 "Mini-Book of the Week" 的三月第三週小書

"Hello, Spring!"，就非常吻合這樣的主題。 透
過八頁的標準小書，每頁大多只有二個字，除

了第一頁和第六頁有四個字之外，平均來講非

常簡單。像是 "Sun shines."、"Birds sing." 等

內容，就很適合二年級學生，且透過以圖輔文

的繪本形式，學生很容易理解文字意涵。當完

成著色及裝訂好小書後，老師可以請全班一起

朗讀，也可以讓學生兩兩互讀，或是男生讀單

數頁、女生讀偶數頁等，進行簡單的閱讀活動。

最後請學生將小書帶回家朗讀給家長聽，並在

舉 例 來 說，

二年級下學期時，

在國語及生活課

程中都出現與春

天相關的主題，



動。上課時可將小書依照主題，以動動腦的遊

戲活動方式來進行，一邊感受英文的文字樂趣，

一邊自然而然奠定英文的基礎。筆者建議老師

們在運用本書時，可把小書放大、每次一個頁

面，讓學生以小組方式討論，必要時提供學生

字彙庫 (word bank)，讓學生參考選填，或是請

學生自備字典查閱單字的意思，看哪一組學生

最快將謎題解出來，就算完成任務。 

觀察裡面有哪些字，同時利用手邊的字典培養

主動查閱的能力。舉例來說，小書第 3 頁有 "b 
a d d r e s s h i p l a n e t r i m a s k i p" 這

行字串，加上提示 "There are 17 words with 
three or more letters in this wordy wiggler."，
學生必須將知道且看到的字彙寫出來，此時字

典可用來輔助學習，才不會寫出一堆怪字。

"Mini-Book of the Week" 和 "Wonderful Word 

Puzzle Mini-Books" 皆能成為老師們的最佳幫

手，在課堂上提供有意義且活潑多元的活動，

使學生主動參與、積極學習，並透過不同方式

提升學生在閱讀和拼字方面的能力，進而加深

加廣字彙範疇。老師們只要在教學時，選擇合

適的小書主題融入其中，一旦新課綱上路，就

能以逸待勞地走在新課綱的坦途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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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的背後請家長簽名，即為一種非紙筆形式的

回家功課，兼顧了學習內容與學習表現。

成長而變大喔！這樣的主題與四年級下學期的

自然課程「昆蟲的一生」，可說是完美的結合，

學習內容對四年級學生而言正好合適。不需多

餘的解釋，透過圖片就能理解，即使是超過

課綱的進階字彙 "chrysalis"，學生也知道那是

「蛹」的意思。這正是跨學科學習的目的，即

透過統整學習，使英文與自然或其他課程相互

結合，如此學生能從已建立的先備知識來理解

英文，更能強化他們對於該主題的學習。

這 40 本小書提供多元豐富的題材，除

了上述結合生活、自然與綜合學習領域外，

也包括了健體領域（如 "The Tooth Book"、"I 
Take Care of My Heart" 等）和數學領域（如 
"How Do You Count to 100?"、"How Big Is a 
Whale?" 等），還有筆者最喜歡的節慶小書（如

"What Should I Be for Halloween?"、"The 
Dragon Parade" 等），老師們可以根據自己的

課程設計選擇合適的小書，讓學生參與並主動

學習，以落實新課綱的精神。

"Wonderful Word Puzzle Mini-Books" 則 偏

向在英語文學習的內容，其中富有挑戰性且趣

味十足的小書，可用來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

強化拼字、字彙和文法能力，相當適合中、

高年級的學生。書內共有 20 本不同主題的小

書， 包 括 homonyms、prefixes、suffixes、

syllables……等，充滿好玩又有深度的字彙活

五月的第四週

小 書 "Becoming 
a Butterfly"，是一

本非常特別的步驟

書，頁面會隨蝴蝶

筆 者 本 身 則

偏好像是 "Wordy 
Wigglers" 這 樣 的

活動，小書每頁提

供 一 行 長 長 的 字

串，學生須敏銳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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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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暑假進入尾聲，就是開學收心操的開始囉！經過了漫長的暑假，有些學生可能對英文生疏了，或

是還無法完全適應上課的緊湊節奏，建議老師可以用溫和、循序漸進的方式，協助小朋友們回到學習的

軌道上。

雖然教材是固定的，但教法可以是多變的。只要增加教學的可變化性，就能提升小朋友們對英文的

好感度，進而喜歡學習。其中一個有效的方式，便是使用各式各樣的教具。現在各種教具都容易取得，

選擇時不妨考慮教具的實用性，看是否能變化出多種玩法，若能一物多用、物盡其用，當然更好！開學

季的收心操，不如就用吸睛的教具、有趣的課堂活動來展開新的學習旅程吧！

★ 適合當破冰活動的數字教學
對於英文初學者而言，數字的英文說法是很基本的。可以透過唱歌謠、聽老師讀繪本、跟老師唸韻

文、以數字樂遊卡進行遊戲，來增進對數字的熟悉。

※歌謠： 特別推薦這兩首歌謠，孩子們可以邊學數字邊唱，同時還學得到其他生活化的語彙，如 "I 
caught a fish. It bit my finger." 等。老師們可以在 YouTube 上找到許多有關 numbers 的歌謠，學期初

就能用來做 ice-breaking（破冰），是很棒的唱遊活動 。

※韻文：

1. One potato, two potato, three potato, four. 

    Five potato, six potato, seven potato, more.

2. One, two, buckle my shoes.

    Three, four, open the door.

    Five, six, pick up the sticks.

    Seven, eight, lay them straight.

    Nine, ten, do it again.

    *a big fat hen（第二遍時將 "do it again" 代換成 "a big fat hen"）

開學收心操，教具效果妙

Creative Teaching Aids教具創意角

▲ Counting Song for Children                   ▲ How Many Fingers?

Tip： 搭配響棒或沙鈴來唸，節奏感更佳，小朋友會更愛唸！或是

兩兩一組，以拍手的方式來進行，搭配自己拍、單手與對方

拍、雙手與對方拍，這樣就可以變化玩法。

Tip： 加入動作，會讓韻文更生動，而且好記。

不妨分組練習，發想動作，再讓各組發表

自己的 chant sho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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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組，再故作神秘選定一張。小朋友們從另一組各選一張並大聲說出來，再猜猜看老師的 lucky 
number。最後老師秀出自己的卡片，猜對的人獲勝。

》將數字樂遊卡依「圖片向下、數字向上」的擺放方式，洗勻後疊放在桌上。方法：(1) 每人或各組輪流

抽一張，並大聲說出圖片中的動物或物品，如："There are three penguins."、"There are six flowers."等，

若抽到兩張可配對的卡片，就得分囉！ (2) 句型教學：練習 "How many ________ are there?" 的問答句。

例如老師問："How many butterflies are there?"，同時每人或各組輪流抽一張，如果沒有 butterflies，

要說 "There are no butterflies."；若抽到對應的卡片，則須說出："There are four butterflies."，正確者

即獲勝！

★ 表格小桌遊，單字文法練習趣
小朋友往往排斥寫很多字或是考試。學期之初，為提振大家的學習興致，可以換個方式，讓小朋友

覺得好像是在玩遊戲，但仍然能達到有效的學習。用表格搭配泡棉小骰子、透明片，可以玩超多種單字、

文法、句型的遊戲！在課堂上操作，可以用 pair work 的方式，兩兩一組就能達到最好的練習效果。

1. 老師可以先準備如上圖的空白表格，發給每位小朋友一張。

2. 進行聽寫。聽老師唸單字，再將單字隨機填入空格中。

3. 全部完成後，兩兩一組互相檢查單字是否拼寫正確，接著老師和全班一起核對。

4. 開始進行遊戲：兩人一組，共同使用一張表格、一顆泡棉骰子、兩色透明片各若干個。方法：(1) 兩
人各有一色透明片，輪流擲骰子，如擲到 1，便從 1 這一直排中選定一個單字，練習造句，再放上一個

自己的透明片。(2) 當某個顏色的透明片連續三個連成一線（直線、橫線、斜線皆可），即獲得一分。完

畢，遊戲歸零重新開始。(3) 累積積分最高者獲勝。 

※數字樂遊卡：

可以玩基本的配對遊戲，也可以有更多種玩法。

》發給每組一盒數字樂遊卡，各組比賽速度，將數字

拼圖拼起來！拼圖完成，再練習說故事，把畫面中的

故事說出來吧！

》將數字樂遊卡分成兩組（數字 1-10），老師手上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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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結束後，老師可以再次利用表格，和全班玩一次 Bingo Game。小朋友使用自己的表格（每人一張）

與透明片。老師說句子，小朋友複述，並將透明片放到該單字格裡。最快連成三條線的人喊 "Bingo!"，
即獲勝。

★ 運用記憶吐司字卡，仿作寫作練習也很紓壓
對於英文程度較高的學生，課堂遊戲容易顯得興趣缺缺，這時或許可以試試具有挑戰性的寫作練習，

同時搭配能運用在寫作教學的字卡教具。正因為剛開學，可在新進度開始前，複習過去已習得的字彙、

文法句型，進行簡單的仿作練習，幫助學生建立信心，重拾學習熱情。

1. 如上圖，運用教材中常見的購物練習對話，句型為 "How much is ________?"。
2. 老師拿出記憶吐司字卡的物品篇，與全班複習單字後，讓每位小朋友隨機抽選三張。

3. 請每人在紙上畫出字卡上的物品，並運用這三樣東西造出三組不同對話，寫出來。如：

    Brian: Excuse me, can I see that basketball, please?
    David: Sure. Here you are.
    Brian: How much is it?
    David: It's $1600. The quality is good. Do you want to buy it?
    Brian: No, thanks.
4. 待大家都完成後，可以分組發表自己的對話，或是選出最有趣的作品喔！

"Well begun is half done." 是不變的道理。嘗試點新方法，學生也能感受到老師的用心，這個學期

或許會是個大躍進呢！

教具創意角

Tip： 老師可以決定遊戲獲勝的條件，只要在遊戲前說明清楚，小朋友都可以配合得很好。設計課堂遊戲時，可全面性

將「聽、說、讀、寫」納入考量，若能同時練習應用，當然最好。

開學超值教具組
包含：數字樂遊卡、記憶吐司字卡 - 物品篇

每組優惠價 408元（85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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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on Festival—
中秋繪本「月」讀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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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說木星有足足 67 顆月亮呢。再來可以告訴

孩子，我們的月亮可是有名字的，它叫做 Luna，

而英文中主要關於月亮的形容詞就是 lunar，像是

lunar calendar（陰曆）便是由此而來的。

大量的歷史典故和科學知識補充，能夠滿足

孩子們的求知慾及好奇心，孩子能吸收到多少，

將來都是他們的收穫。不要擔心孩子會無法理解

而卻步，在這個階段我會建議老師們盡量給予學

習材料，而且不要設限。

內容閱讀＋知識學習

其 中 最 讓 人 喜 愛 的 一 點， 是 不 斷 出 現 押 韻 

(rhyming) 的字句，讓孩子能夠一邊讀，一邊感受

英文的韻律，例如："And two little kittens / And 

a pair of mittens"、"And a little toyhouse / And 

許多人覺得中秋節是東方的節慶，要讓我們

的傳統節日和英語繪本搭上線，該從何著手呢？

我建議老師們先從每天抬頭就能見到的「月亮」

開始吧！您會驚訝地發現，原來跟月亮有關的繪

本素材相當豐富。另外，月亮帶有的浪漫情懷，

也使繪本的主題更加溫暖、充滿想像，值得孩子

們慢慢體會喔！

跨文化＋跨學科

這關於中秋節，孩子們可以學習的相關知識

非常多，第一步我會先帶著學生認識中秋節的由

來。網路上可以找到很多簡單的英文版中秋節典

故 (The History of Moon Festival)，其中嫦娥與

后羿的故事，對於年紀小的孩子來說可能有點困

難，所以我也會使用中文跟孩子們解釋。我希望

他們越早知道這些傳說故事越好，因為上國語課

的時候，也會讀到「后羿射太陽」這樣的故事，

如此就可以提早增加對內容的熟悉度，便於相互

印證。

關於月亮本身，孩子們又知道多少呢？我們

可以帶領孩子從科學的角度來看月亮。月亮其實

是地球的一顆衛星，而地球只有這一顆衛星。但

在太陽系的其他星球，例如木星，就有67 顆衛星，

Teaching with Picture Books繪本教學策略

對 於 初 學 者 或 年

紀較小的孩子，我推薦

"Goodnight Moon" (by 

Margaret Wise Brown) 

這本繪本，書裡的文字

相 當 簡 單， 可 帶 著 孩

子們在睡前跟身邊熟

悉 的 人 事 物 道 晚 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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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young mouse"，這樣帶有押韻又琅琅上口的句

子，讀起來別有興味。

如 果 讀 完 "Goodnight Moon" 仍 覺 得 意

猶 未 盡 的 話， 那 麼 它 的 戲 仿 作 品 "Goodnight 

iPad: A Parody for the Next Generation" (by 

Ann Droyd)， 對 小 朋 友 而 言 一 定 更 加 有 趣。

"Goodnight iPad" 書 中 以 Facebook、email、

viral video，這些現代手機族熟悉的用語，取代了 

"Goodnight Moon" 當中的玩偶、搖椅，孩子們不

但能夠閱讀繪本內容，也能學習到科技用語。文

字中帶有諷刺現代人依賴 3C 產品的詼諧，在閱讀

的同時，可以幫助孩子們建立正確觀念，也能夠

讓大人們好好省思：只有遠離這些會干擾睡眠的

物品，才能一夜好眠。 

接下來，我們將要增加閱讀的份量，這裡介

紹四本繪本，老師們可以依照學生的程度與年紀，

挑選適合的來使用。首先是文字內容較為簡單的 

"Happy Birthday, Moon" (by Frank Asch)， 書 裡

的句子雖然不算短，但是因為不斷地重複出現相

同的句子，孩子們讀起來一點也不覺得困難，很

適合中年級以上的學生閱讀。書裡的主角小熊想

要幫月亮買一份生日禮物，藉由山谷中的回聲，

跟月亮展開了一段溫馨的對話，後續的發展也讓人

會心一笑。

後有沒有達成這個不可能的任務呢？這是最讓孩子

們好奇的一點。這本書的特點在於它是一本立體的

折疊書，譬如書中提到爸爸搬來非常長的梯子、爬

上非常高的山頂試著摘月亮，書頁就設計成能夠橫

向與直向地展開，讓小朋友馬上理解形容詞「很

長」、「很高」的具體概念。 

 

上 述 這 兩 本 書 皆 是 以「 溫 馨 」 為 主 軸，

"Happy Birthday, Moon" 是有關好朋友之間的愛，

"Papa, Please Get the Moon for Me" 則是父親對

女兒的愛，可以讓孩子們思考，什麼樣才是愛的

表現。而在知識學習的層面，從 "Happy Birthday, 

Moon" 當中，老師可以補充關於「回音」的科學知

識，讓孩子瞭解回音產生的要件，以及聲音傳播的

原理。"Papa, Please Get the Moon for Me" 全書圍

繞著月亮的變化，因此老師可以補充月相變化的相

繪本 "Papa, Please 

Get the Moon for Me" 

(by Eric Carle) 則是一個

充滿愛的故事，書中的

父親為了滿足女兒想要

摘月亮的心願，絞盡腦

汁，使出渾身解數，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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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知識，從月初到月底，月亮的樣貌會如何改變。

我還會利用學習單，加上孩子們最愛的 OREO 餅

乾，讓孩子自己動手模擬月相變化的週期表。孩

子可以在過程中運用科學知識，完成後還可以一

起品嚐好吃的餅乾，這是他們最喜歡的活動之一。

關於月亮的主題，一定要提到這本經典的 

"Kitten’s First Full Moon" (by Kevin Henkes)，主

角小貓對於滿月的想像與追求的歷程，以及最後

回到家中的安心和溫暖，隨著故事的層層推進，

一般教材裡相對地少見，不過在繪本中卻時常出

現，不僅能充分展現動作的細膩情緒與使用情

境，更可以幫助學生學習語法、語用 (English 

Language Arts) 和字詞搭配 (Collocation)。同

時，書中 "There is / There are" 的句型，以及動

詞過去式的變化，也是我教學的重點。我會製作

學習單，讓學生填寫故事中的動詞，或是讓學生

將故事改寫成現在簡單式，此時就可以看出學生

對於「第三人稱單數＋ s」的觀念，是不是已經熟

悉到像反射動作一樣，或者還是需要老師在旁不

斷提醒。

至於另一本充滿愛的繪本，則是 "Meet Me at 

the Moon" (by Gianna Marino)，主角大象媽媽因

為要到遠方祈求降雨，於是告訴大象寶寶不要擔

繪本教學策略

心，他們可以看著同一片天空，風聲可以傳遞彼

此的聲音，最終他們可以在月亮落下的地方相見。

這本書的每個跨頁，都是一幅完整的圖畫，字裡

行間情感滿溢，老師也能告訴孩子們，無論家人

彼此相隔多遠，親情永遠能夠跨越距離。

最後，如果您的學生程度較好的話，我推薦

這本 "Many Moons" (by James Thurber)，它的字

彙量可達到兩千字左右。故事始於一位公主想要

摘下月亮，於是國王召集了傑出的數學家、天文

家等等，想盡各種辦法還是無法達成，最後才發

現原來公主想要的月亮，其實近在眼前。這本繪

本其實很適合列入青少年的閱讀書單，因為其中

的意涵相當深刻，除了希望我們當一個善於聆聽

的人之外，也必須懂得表達自己的需求。同時，

鼓勵孩子們多方面思考，因為眼前所看到的事物

不只是單一面向，事情也不是只有一種結果，當

我們思考的角度不同時，就能想出有創意的方法

來解決問題。

表現得淋漓盡致。這本

書 相 當 適 合 年 紀 較 大

的 孩 子 來 閱 讀， 其 中

動 詞 的 使 用 是 一 大 特

點， 像 是 put oneself 

together、stretch、

wiggle 等動詞，可能在

Kitten's First Full Moon
定價／ $ 315

會員價／ $ 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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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學生遊學，學什麼？
（生活篇）

Dynamism of English Teaching活化教學新觀念

上一期的專欄裡，跟大家分享了遊學團的型

態、住宿方式的選擇、小學生在遊學生活中實際

會遇到的挫折與困難、以及家長要有的心理準備。

那麼小學生在遊學的過程中，除了學英文之外，

到底可以有什麼樣的收穫呢？

探索自己與全世界的關係

台灣在地圖上是個很小的島嶼，孩子們對

於生長的土地在這個世界上有何意義，並沒有太

深的體認。透過遊學，孩子可以認識來自世界各

地、年紀相仿的其他學生。他們會問我的學生：

「Thailand 和 Taiwan 有什麼不同？」對亞洲比較

有概念的歐洲小孩會進而問：「那你們看長相，

分得出誰是台灣人、誰是日本人、誰是韓國人

嗎？」雖然孩子在台灣學了許久的英文，可是從

沒有人用英文問過他們這樣的問題！

歐美的營隊常會在週五晚上舉辦舞會。台灣

的孩子第一次參加有 DJ、有水晶燈、有乾冰、有

無酒精飲料喝到飽、而且全是 18 歲以下的學生們

一起參與的舞會，這無疑是一大震撼。儘管不習

慣，但在音樂和現場氣氛的感染下，台灣的孩子

們也鼓起勇氣走進舞池，慢慢融入其中。有的孩

子比我想像中更放得開，也有孩子即使不好意思

跳舞，也忍不住跟著音樂微微擺動身體。當中還

有外國男孩或外國女孩非常大方，會邀請台灣的

同學一起跳舞，而台灣學生的反應通常是害羞到

不行。 

藉由這些交流，台灣的小遊學生對於外面的

世界，有了第一手的認識，也得以從外國人的眼

中認識自己的家鄉在國際間的定位。在我看來，

光是這些見識，就是身在台灣難以經歷到的小小

成年禮了呢！

萌發負責任的態度

之前提到小學生在生活中遇到的問題，有很

多是他們自己還無法解決的，但是在與他們相處

的日子裡，我常發現他們負責任的一面。

孩子們在國外都要自己洗衣服，而老師則會

帶領他們學習怎麼使用洗衣機、烘衣機，相較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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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和澳洲同學相處融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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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常在台灣，他們可是從沒碰過洗衣機的呀！對

於國外洗烘衣機上的各種英文字，即使稍微看得

懂，也不太懂意思。他們會跑來問我：「老師，

這個 white 跟 colors 有什麼不同？要選哪一個？

這個 permanent press 又是什麼意思？」這些小

事情，其實都花掉孩子不少腦細胞去思考與學習，

更不用說他們還要提醒自己，平常就要準備好零

錢，才不至於洗衣服時沒零錢可用。

遊學行程中會安排觀光購物，父母可能會擔

心孩子「亂花錢」，但是我看到的多半是，孩子

們一有機會購物，想的都是要買給家人的紀念品，

看在眼裡真的很令人感動。眼見他們挑選禮物的

用心，我也會偷偷告訴父母，到時一定要很驚喜

的收下孩子們的心意啊！孩子常常先買齊給家人

的紀念品，再去買自己喜歡的東西，而且他們可

是會看價錢的喔，太貴的，他們也會捨不得買。 

有個孩子在城市觀光時掉了錢，後來仔細推

敲，應該是買飲料時錢財露白，所以被扒手盯上。

孩子因此陷入低潮，而我們也第一時間通知了在

台灣的父母。父母很心疼孩子，請我們先借他錢，

不要壞了他的遊興，但是這孩子卻不肯這麼做。

他看到大家買紀念品或點心時，堅持不買，還要

求我下星期的生活費不要一次全給他，有需要時

再跟我拿就好。我看到他眼中的堅毅，感動極了。

這是孩子願意做的承擔，也是大人在教養的過程

中苦求機會而不可得的呀！

肯定自己的才能

英語系國家的運動風氣旺盛，因此營隊中會

提供各式各樣的運動，這對於好動卻缺乏機會運

動的台灣小孩而言，真是太過癮了！大英國協盛

行的橄欖球 (rugby)，是一種在台灣很少有機會可

以體驗的球類。孩子們光是看團康隊輔神乎其技的

「腳技」與「頭技」，就看得眼睛發直。在隊輔的

解說下，孩子們很厲害的一下子就明白了規則，並

跟著玩起來。然而，躲避球可是台灣孩子的強項。

雖然國外規則跟台灣不太一樣，一開始讓台灣學生

覺得很奇怪（場上有多人同時丟球、同時閃球），

但一樣好玩！

在才藝之夜中，有備而來的台灣孩子們帶著學

校裡人人會吹的直笛，上場吹了兩首曲子，便讓其

他國家的同學與老師們萬分崇拜。這種屬於「神秘

東方」的樂器，看在他們眼裡，其魅力是我們難以

想像的。台灣孩子們因而有點不好意思，又驚又喜

的說：「這有什麼厲害的嗎？他們的反應怎麼都這

麼誇張？」如果直笛就引發這樣的驚異感受，等到

扯鈴表演出來的時候，可就更不得了啦！外國學生

們簡直就像看到太陽馬戲團一樣，十分驚喜呢。

還有歐洲同學看到台灣同學手寫中文字，覺得

十分厲害，請台灣同學幫他們取中文名字。這時有

位孩子告訴我，她第一次覺得自己會中文真的是太

▲ 團康活動之一：用各種

　 素材裝飾輔導員 
▲ 團康活動之二：疊羅漢

　 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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酷了。於是，在台灣可能不特別突出的才藝，到

了異國文化裡卻是那樣的有特色，孩子們的信心

自然而然就建立了起來。

洗一場身心與文化的三溫暖

在英語系國家裡，幾乎少不了藍天、白雲、

陽光、好空氣。自由的氣息、人文關懷的友善氛

圍，都讓台灣的孩子得以喘口氣，做自己。在這

裡，小班制的教學，沒有考試進度的壓力，老師

不會一直催促學生。上課時間以外的校外觀光，

走訪城市古蹟、博物館、教堂、樂園，美麗的地

景讓孩子真的有耳目一新、放鬆度假的感覺。雖

然沒有爸媽在旁叮囑要記得添加衣服、多喝水、

多吃青菜，但可以自己決定吃些什麼，買些什麼，

這種獨立的感覺，讓孩子感受到「他就是他自

己」。漸漸的，孩子的心快樂了，也更有餘裕與

意願吸收所見所聞。　

在營隊生活中，台灣學生不僅觀察到歐美學

生的文化，也有機會認識彼岸的小學生。中國小

學生的遊學風氣也是相當盛行，晚餐時，語言相

通、年齡又相近的孩子們，會好奇的用中文彼此

交談。不過中國遊學團管束得比較嚴格些，筆者

遇到的是，當大家結束晚飯要參加團康活動時，

中國小學生們必須回到宿舍寫日記與做作業。當

然，週五的學生舞會，這些中國小學生們也是無

緣參加，這時台灣的學生們就會偷偷的說：「我

們好幸福喔！」

筆者認為小學生遊學，對於獨立生活、解決

問題、培養勇氣與自信、建立開放的心靈與視野

等，獲得的收穫遠超過學習英語本身。畢竟，語

言本來就是個工具，用來幫助孩子更瞭解其他文

化。而遊學帶給孩子在異國長時間生活的經驗，

提供他們充足的刺激與適宜的環境，各方面激盪

之下發展出來的能力，恰恰是在台灣上暑期英語

密集班難以達到的目標。但筆者還是要重申，整

體考量下來，我會建議中年級的孩子稍作等待，

到了高年級後再嘗試遊學，因為以生活上所得的

收穫及遭遇的挫折來說，這時候的收穫會相對多

出很多。

下一期我們將帶各位看看小學生遊學時，在

外國「學校裡」的收穫喔！

活化教學新觀念

▲ 孩子們一下飛機就研究怎麼買網路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