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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很多老師來說，要帶領學生參加各項英語文競賽，是件讓人又愛又恨的事。讓人喜愛

的部分，莫過於學生能夠以不同方式呈現他們的學習成果，並從賽前的準備過程當中，得到

不同於日常課堂的成長，還可以同時培養孩子的合群和獨立。然而，讓人討厭的部分，恐怕

就是必須花費時間和精神反覆演練，甚至課餘時間也不得閒，有時還要面對學生的倦勤和家

長的反彈，即使老師們有再大的熱忱，有時也會感到力不從心。

我們都知道，英語文競賽是孩子們展現的舞台，而英語文競賽項目的多樣化，也讓不同

專長及特質的學生，能夠有所發揮。無論是讀者劇場、英文歌曲或是演講比賽，除了讓學生

們有特別的體驗，對於英語本身的學習興趣也能大幅提升，尤其團體競賽更是好處多多。對

於平常在班上就主動積極的孩子，透過競賽的準備過程，能夠進一步加強不在眾人面前怯場

的心理素質，學會如何獨當一面或幫助他人，學會彼此互相配合以達到最佳表現。而平常比

較內向安靜的孩子，老師可以透過角色的安排或工作的分配，讓每個人都有所發揮，憑藉群

體間的合作默契，更能激發出班級的向心力。

每項競賽當然都有其評分標準，所需注重的面向也各有不同，大多數比賽需要的是創意，

但是過於天馬行空、標新立異的話，反而會造成反效果。因此如何在新舊之間取得平衡點，

需要各位老師為學生仔細把關。為了讓學生辛苦的備賽過程，有相對的收穫，老師們應該先

對各項競賽的評分項目有所了解，才能幫助學生把努力用在對的地方。另外，在備賽的過程

中，固然要鼓勵學生努力求勝，但也別忘記在心理上幫孩子建立健康的價值觀。學生的年紀

還小，可能會過分執著於名次，如果無法得勝，有時會帶來很大的挫折感。老師們應該時時

提醒學生，畢竟比賽一定有輸有贏，一時的名次並不代表長久的成就，只要再接再厲，就會

有進步的空間，經過比賽磨練所獲得的自我成長，是沒有任何事能取代的。

本期的「活化教學新觀念」，Tina 老師為準備帶領學生參加競賽的您，找出不同競賽的

攻防據點，什麼樣的準備才能事半功倍、一舉得分？您絕對不能錯過。更重要的是，透過競

賽的準備過程能讓孩子知道，努力準備、勤於練習是通往成功的不二途徑，真正投入和付出

的人，才能得到甜美的果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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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年，從比賽中學到的事

Editor's Notes
編輯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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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fessor's Corner大師開講

以學生為中心之差異化分組教
學及分站學習

(making text to self connections)，增進閱讀理

解。

　

依上述差異化教學的過程，可以得知差異化

教學其中的兩個重點：(1) 教師根據學前診斷了解

學生程度後，後續可使用的分組模式；(2) 教師輪

流進行小組教學時，其他組該如何進行分站閱讀

學習活動。以下將針對這兩點深入探討。

一、差異化教學的彈性分組模式

差異化教學強調的是彈性分組，可以是同質

分組、異質分組、興趣分組等，由於一般教學現

場教師們已採用多元分組方式，因此差異化教學

實施之初，教師可先進行同質分組教學。

（一）同質分組：學生相似程度分為一組

根據上一期學前診斷的結果，可了解學生的

專長與不擅長之處，後續再設計教學內容以加強

學生所需的技能。將學生分組後，依照同質分組

後的學童需求，進行小組精緻教學，並以低成就

組優先進行教學（如圖 1：同質分組模式）。以

下為同質分組教學實例：彭福國小翁老師的教學

重點著重在 phonics 教學及 Sight Words。以往

phonics 教學大概需要一節課時間，一個音三個

差異化教學除了針對內容、學習過程、學

習成果及學習環境差異化外，主要根據課前診斷

結果進行層級式的分組教學，以提升學生的閱讀

素 養。 先 以 美 國 Watts-Taffe, Laster, Broach, 

Marinak, Connor 和 Walker-Dalhouse (2012) 的

個案研究為例，這些學者想探究美國某小學一年

級差異化教學，他們認為實施差異化教學的模式

是促成差異化教學成功的關鍵。

該研究是以小學一年級 Ms. Cooper 老師的

班級為例，教師先將學生依照評量結果分為四組，

將落後的學生分在同組進行閱讀理解教學，並使

用 Puppy Mudge（Lexile: 160L， 等 同 於 美 國

幼稚園閱讀程度的分級讀本）進行教學，其他學

生則分別進行不同的分站閱讀學習活動，如：書

寫文學回應日誌、閱讀分級讀本、使用電腦學習

單字、閱讀夥伴進行閱讀流暢度練習。其他三組

為每組四至五人，各組依照學生程度，使用適合

該組程度的書籍，其中包含了 My Name is Yoon

（Lexile: 320L，2 年級程度 )、Small Pig（Lexile: 

440L，2 年級程度）及 Amazing Grace（Lexile: 

680L，3 年級程度）。雖然每組文本難易度不

同，但教師在各小組教學時指導的閱讀策略皆相

同，均在幫助學生將文本內容與自身經驗做連結

文／ 簡雅臻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兒童英語教育學系 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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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低、中、高程度 App 快閃單字、句子小組教

學。其他學生則使用 Quizlet 進行個別學習單字、

句子，並藉由重複朗讀的方式練習朗讀英語短文

後，以限時閱讀的方式使用 Chatterkid 錄製英語

朗讀內容。

（二）異質分組

前述同質分組教學雖然是差異化教學的主

要核心，但會有學童能力被標籤化的疑慮，因此

亦可以異質分組方式進行（如圖 2：異質分組模

式）。教師先將學童異質分組，設計不同分站活

動 (Station) 或錨式活動 (Anchor)，讓各組各自進

行分站學習，完成分站學習者可進行錨式活動。

當教師要實施小組精緻教學時，輪流抽離各組內

之高、中、低同質分組學童（每次只抽離一種程

度的學童），至教師身旁接受 10 分鐘指導。教師

在針對某一種程度組員教學時，其餘程度的學童

仍能在同一組參與同一個分站學習活動。透過此

教學模式，期望學生能在兩種分組模式（異質及

同質）與同儕的互動中有所斬獲。

　　

此外，異質分組之拼圖式 (Jigsaw) 合作學習

法，能讓學生到同質專家小組 (expert group) 進

行學習後再回到自己的小組 (home group) 分享所

例字，將 -og, -ock 結尾的字編成兩句有趣味性的

短文，讓學童能針對剛剛習得的 phonics rules 閱

讀短文。然而，翁老師發現有 1/3 學童短文閱讀

沒問題，1/3 學童無法辨識部分識讀字，另有 1/3

學童連六個單字的字義都還不熟悉，更遑論將其

應用於閱讀上。因此針對不同學生需求，翁老師

用一節課的時間將學童以同質性分三組，分別進

行三種小組教學。

竹圍國小林老師在高年級英語繪本 There 

Was An Old Lady Who Swallowed A Fly 教學中，

由於高成就學童閱讀理解能力佳，因此為他們設

定的學習目標在於能分析、比較兩種文本的異同

(comparison and contrast)。在差異化教學課堂

中，除了先前所教的文本，另外提供一本同主題

的繪本 There Was An Old Lady Who Swallowed 

Fly Guy。先讓高程度學童兩人一組自行閱讀，

再與同儕討論、比較兩本繪本內容，並以文氏圖

(Venn Diagram) 來分析異同，教師的小組教學則

以提問方式進行閱讀指導 (Guided Reading)，此

乃學習成果上之差異化教學。

另外，南投縣立埔立國中鄒老師過去也嘗試

使用 iPad 實施差異化教學。將學生依據程度分組

後，先使用 Kahoot 進行全班複習暖身活動，而後

大師開講

▲ 圖 1：同質分組模式

▲ 圖 2：異質分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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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此時教師亦可從低成就小組開始，輪流到各

個專家小組指導。彭福國小翁老師在進行閱讀活

動時，讓學生分為高、中上、中下、低四人一組

的異質性分組，學生先分散至同質性專家小組進

行短文閱讀，並完成閱讀理解問答題，再各自將

答案帶回異質分組分享。

（三）興趣分組：依據現場學童的學習興趣與學

　　　習偏好

十二年國教的英語課綱基本理念中提到：「應

重視學習興趣的培養、學習動機的激發，而且，

學生的學習動機及實際的消化吸收應優於教學進

度的考量。」因此，差異化教學的落實過程中亦

須考量學童之學習興趣與學習偏好，例如從低年

級學童的學習興趣來看，字母習得方面，A-Z 字母

書就有很多種主題，包含太空、動物、交通工具、

故 事 性（ 如 Alphabet Mystery） 等。 教 師 也 可

於課堂內提供學生符合程度的不同閱讀選擇，讓

他們依照自己有興趣的主題來閱讀，藉此方法驅

使學生主動探索，增加學習興趣。這與芬蘭近年

提倡的主題式學習或現象式學習 (Phenomenon-

based Learning) 相呼應，也就是讓學生基於自

己好奇的事物進行跨學科的學習。或許臺灣英語

課堂時數不足，但興趣分組也許能激起學童願意

花課外時間主動學習的意願。

二、分站學習培養學生自主學習能力

當教師在指導小組活動時，其他組別可進行

共同性但不同程度之活動，也就是分站學習活動。

分站學習活動可培養學童自學的能力，因此分站

學習著重的，不只是教導學生熟悉英語內容，也

重視學生如何在非老師引導下學習，例如設定一

個學習目標，再教會學生如何自己增進英語能力，

引導學生語言學習技巧等。彭福國小翁老師在分

站學習活動中設計了九宮格的學習單，包含複習

單字、句型、字母拼讀三大類。九宮格裡的複習

任務有三種難度，分別以一顆星、兩顆星、三顆

星代表。學生可以自己選擇挑戰幾顆星，但每一

類別的任務皆須完成至少一項，最後統計學生共

挑戰了幾顆星。

根據上述差異化教學的分組模式及分站學習

活動，若學生自主學習活動設計得宜，不論是分

組教學或分站學習，學生定能有所收穫，而教師

也能藉由分組教學提升學生的語言及閱讀程度。

正如新北市昌平國小張老師在回饋中提到：「因

為進行差異化，老師須時時關注各組學生學會了

哪些及還需要學習的部分，教學變成了量身訂做，

而非把課本內容教完，玩完遊戲就算了。雖然備

課花了很多時間，也常常在思考到底要丟什麼東

西給學生才適合，一直在拿捏尺寸，不過現在真

的感受到了有意義的教學，學生的學習正在發生，

我想我還是會繼續進行下去。」

參考文獻：

Watts-Taffe, S., Laster, B. P., Broach, L., Marinak, 

B., Connor, C. M., & Walker-Dalhouse, D. (2012). 

Differentiated instruction: Making informed teacher 

decisions. Reading Teacher, 66(4), 303-314. https://doi.

org/10.1002/TRTR.01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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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鍾佳慧
        現任新北市國小英語教師

同學們，來一盤好吃的
水果沙拉！

搭配教具使用的語言練習活動中，還是親自製作沙拉的部分，都能透過動手操作獲得感官上的刺激與滿

足，提升學習的興趣與成就感。對於低年級的學生而言，透過具體的手部、肢體操作的學習歷程，更能

加深學習印象，以保持對語言學習的熱忱。

課程的設計不僅是為了語言學習，最終目標是讓學生能依照簡易食譜做出水果沙拉。因此進行沙拉

製作之前，課程的安排先以讀本閱讀與語言學習為主，單元課程規劃的大方向如下：

一、讀本導讀

教案設計達人Perfect Lesson Plans

「食物」一直以來是學生們很喜愛的主題之一，歷久不衰，

尤其每當教師在教學課程中設計試吃活動時，更是受到學生們的

熱烈歡迎。因此，這次和搭檔夥伴 Nancy 老師選用 Fruit Salad
的相關主題英語讀本，一同為學生設計一整個單元的活動，讓學

生能在閱讀中學習簡單的沙拉製作用語，並能讓學生依據不同的

學習程度挑選不同的學習單，進而完成水果沙拉的製作。

在這個系列的活動中，學生對於手作活動及沙拉製作的學習

活動最感興趣，一方面是學生無法抵擋食物的誘惑，迫不及待的

想趕快品嚐自己親手製作的成果，所以在製作沙拉的課堂上相當

專心，也能夠藉由同儕的協助，一起完成美味的水果沙拉，一等

到教師確認完成後，就會趕緊坐在位置上享用這盤自己用心製作

的點心。另一方面是學生對於「動手」學習興致高昂，無論是在

運用讀本內容，幫助學生認識水果沙拉的製作材料與方法，建

立初步的沙拉製作概念。

1. 先遮住大書書名，請學生看讀本大書的封面，說出在封面上看到 
    了什麼，並猜一猜這本書的內容。

2. 說出書名後，讓學生比對剛剛對讀本內容的猜測是否與書名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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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運用大書說出讀本的內容，可讓學生猜猜看下一個出現的水果是什麼，並運用肢體動作表現出 peel,  
    chop, slice 的意涵，再詢問學生每種水果可能要用哪些動作來處理，才能製作成沙拉。

4. 教師再次唸出讀本內容，可引導學生跟著唸出讀本中會唸的單字或句子。

5. 請學生說出讀本中製作沙拉的材料和步驟。教師可用單字卡在黑板上排列順序或寫下學生所說的答

    案。

6. 再次翻閱大書，對照學生的答案是否正確。

二、 單字句型練習

  

8. 請學生擲骰子，將骰子放置到句型條的空格上，運用擲到的圖（或單字）練習將句子唸出來。

9. 可先讓學生兩人一組，一人擲一顆骰子，再一起將骰子放置在句型條上並唸出句子。

10. 教師再度運用大書，帶領學生唸出讀本上完整的句子。

三、 沙拉製作

3. 裝盛食物用的塑膠袋（目的是要讓學生方便切水果，或是可請學生準備淺盤）

4. 大淺盤（裝盛水果用）

提取繪本中重複的句型與單字，進行聽說與認讀的活動，

以建立獨立閱讀讀本及製作沙拉食譜的基本語言能力。

1. 教師帶領學生唸出放置在黑板上的單字卡。

2. 將單字小卡發給學生，請學生將字卡和圖卡配對，並嘗試 
    唸出單字。若遇到不會的單字，教師則再加強指導或是請 
    學生詢問已學會的同學。

3. 請學生聆聽教師唸出的單字，並找出相對應的字卡或圖卡。

4. 兩人一組，請學生互相出題，一人唸出單字，另一人找出 
    字卡和圖卡。

5. 教師運用大書，請學生找出並唸出已學會的單字。

6. 教師唸出書中的句子，請學生找出關鍵字的字卡或圖卡。 
7. 給予學生兩種不同的骰子，一個是水果圖案（或單字）的 
    骰子，另一個則是動作圖案（或單字）的骰子，並提供 事            
    先挖好空格的小句型條。

給予學生食譜，請學生依據食譜上的步驟製作出沙拉盤，

教師確認完成後，再幫學生擠上沙拉醬，讓學生享用水果沙

拉。教師在課程進行的前兩天，可先至超市、市場或大賣場

選購，或請學生分組準備以下物品。

1. 水果（建議可多買一種食譜上沒出現的水果，以確認學生 
    是否能依照食譜製作沙拉）

2. 沙拉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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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案設計達人

5. 塑膠蛋糕刀（學生切水果用）

6. 小紙盤（生日蛋糕附贈的紙盤大小，或是可請學生準備）

7. 小叉子（學生享用水果沙拉用）

8. 食譜（分為兩種食譜，一種多以圖像方式呈現，另一種以純文字呈現，學生可自選或是由教師按照學 
    生程度分配）

    說明，逐步製作水果沙拉。教師一邊巡視學生製作的情況，一邊確認學生製作的步驟是否都正確，再 
    適時給予製作上的協助，以建立學生學習的安全感。

7. 學生完成後，由教師確認是否製作正確。確認完畢後，再由教師協助學生擠上沙拉醬。若學生不喜歡 
    沙拉醬，則可省略此步驟，只要確認是否有按照食譜製作即可。

8. 請學生收拾好桌面，再次用肥皂洗手，即可坐在位置上享用美味的水果沙拉。

在這個單元的教學中，可發現學生對於食物製作具有強烈動機，同時也會特別期待製作完成後的享

用時光，所以課堂上的學習動機明顯提高許多，學習成效也跟著提升不少。其中，有些班級的課程是在

下午時段進行，所以學生更是把製作好的水果沙拉當作下午茶點心。在擲骰子的練習活動中，學生對骰

子的手動操作充滿興趣，藉由反覆練習逐漸學會讀本裡的單字或句型，為讀本的唸讀活動奠定基礎，並

且從中逐次增加文字認讀的篇幅，最後能夠唸出整本讀本的文字內容。

尤其在製作沙拉的歷程中，幸運的發現學生專注的眼神及同儕互助的情形屢見不鮮，為了一盤美味

的水果沙拉，學生們發揮了互助的精神並努力完成製作的任務，足見「食物」對學生的吸引力極為強烈。

這種讓學生體驗如何製作簡易美食的經驗相當美好，這樣的「下午茶」課程很值得大家一試喔！

若擔心低年級學生無法切好水果，可在課堂進行之前，先把

水果洗好，稍微切成若干等份，放置在大塑膠盤內，以方便學生

平分取用，避免學生因分配不均而產生爭執。再依照以下步驟進

行水果沙拉的課堂活動：

1. 請學生選擇（或可由教師分配）食譜學習單。

2. 學生先閱讀學習單上的製作步驟，教師則在一旁依學生需求提 
    供閱讀上的協助。

3. 請學生用肥皂洗好雙手，並叮囑學生洗完手之後，避免再觸摸 
    其他物品。

4. 發下大淺盤、塑膠蛋糕刀、小紙盤及塑膠袋給學生。

5. 再次說明使用的用具和使用時的注意事項，例如："Use the  
    knife carefully. Put the fruits on your plate."。
6. 將已裝好水果的大淺盤放置於學生桌上，請學生依據食譜上的



免費
報名

http://bit.ly/2CclE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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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練閱讀技巧 (2)—
Identifying Referents

文／黃元怡
        國立清華大學、臺灣科技大學講師

        美國波士頓大學教育媒體與科技碩士

誠如上一期所提到，TED Talks 的影片廣泛運用於口語和簡報教學，但是其實每一篇講稿也都是非

常好的文章，因此這些有深度的影片內容也能運用在閱讀技巧的層面。希望透過閱讀練習加上影片觀賞，

增加學習的多樣化，維持學生的注意力。本期要介紹給老師們的主要閱讀技巧是 Identifying Referents，

以下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教學步驟。

Step 1：講解閱讀技巧
"Referent" 是指語詞所指稱的事物。通常一篇文章中，作者會使用多種的指示語來避免重複先前提

過的人物或事物，所以閱讀的時候要根據上下文，特別注意這些指示語是對照文章的何處，才容易理解

文章內容，以免誤判喔！以下是常見的 "Referent"：

其實各種英檢考試，包含全民英檢、新多益、托福、雅思，在閱讀測驗大題裡也很常出現這類的題目：

"The word X refers to ________."，因此能夠辨識出上下文中的指示語，對閱讀理解與答題都有很大的幫

助。

Step 2：速讀找出重點字

TED Talks X ReadingTED Talks閱讀教學

我找了三個點閱率非常高，時間又不超過十分鐘的影

片當作例子。第一篇是 "Cesar Kuriyama: One second 

every day"，演講總長度是7:56。影片點我 首先印出講稿，

讓學生在時間限制下自行閱讀，給予學生的閱讀時間約為 

主詞代名詞 he, she, it, they
受詞代名詞 him, her, it, them
所有格 his, her, its, their
關係代名詞 who, which, that
指示代名詞 this, that, these, those
量詞 one, some, a few, many

http://bit.ly/2I4koiD
http://bit.ly/2I4ko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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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5 分鐘。同時要求學生在閱讀過程中，將所有的指示語畫上底線，例如：

(1) (00:00) 

I live in New York, and I've been working in advertising for -- ever since I left school, so about 

seven, eight years now, and it was draining.

(2) (00:30)

And one day I was at work and I saw a talk by Stefan Sagmeister on TED, and it was called "The 

power of time off," and he spoke about how every seven years, he takes a year off from work so he 

could do his own creative projects, and I was instantly inspired, and I just said, "I have to do that."

Step 3：連結指示語與所指人事物
在這個階段裡，可請學生根據剛才畫底線的指示語，將所對照的人事物畫圈，並彼此畫線連結，例如：

範例 (1) 指示語 it 是主詞代名詞，代表的是 "working in advertising" 這件事。

範例 (2) 指示語 that 在這邊是受詞，代表的是 "takes a year off from work" 這件事。

Step 4：看影片，加強關鍵字印象

(00:00) 
When I was 27 years old, I left a very demanding job in management consulting for a job that was 
even more demanding: teaching.

I live in New York, and I've been working in advertising for -- ever since I left school, so 
about seven, eight years now, and it was draining.

And one day I was at work and I saw a talk by Stefan Sagmeister on TED, and it was 
called "The Power of time off, and he spoke about how every seven years, he takes a 
year off from work so he could do his own creative projects, and I was instantly inspired, 
and I just said, "I have to do that."

請學生把閱讀文章放到一旁，專心看影片。在聽演

講的過程中，只要聽到各種指示語，就請學生快速舉手，

提取剛剛曾儲存的視覺影像。例如，在非常有名的演講

"Angela Lee Duckworth: Grit: The power of passion 
and perseverance" 影片中，講者用了不同的指示語。舉

手活動一方面可讓學生維持專注力，一方面也能增加挑戰

性和趣味性！以下是這部影片中關於指示語的例子：

影片點我

http://bit.ly/2I4lStd
http://bit.ly/2I4lS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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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D Talks 閱讀教學

這句的指示語 that 是關係代名詞，代表 "a job"。

(00:24)
Some of my strongest performers did not have stratospheric IQ scores. Some of my smartest kids 
weren't doing so well. And that got me thinking. 
這句的指示語 that 是主詞代名詞，代表的是前二句所描述的現象。所以指示語相當重要，有時代表的不

僅僅是單字，而是講者先前提到的情況。

Step 5：閱讀理解測驗

the other reasons be? There are some. One of them is that if you want to imbibe a culture, if you 

want to drink it in, if you want to become part of it, then whether or not the language channels the 

culture....

這段內容的閱讀理解題，可以詢問二個指示語：

(1) The word "them" in line 3 refers to ________. ( 答案：reasons)

(2) The word "it" in line 4 refers to ________. ( 答案：culture)

Step 6：整合練習
在最後階段，我會另外找一篇學生沒有接觸過的 TED Talks 影片文字稿，先將文字稿剪成條狀，讓

學生以小組方式進行文章重組，他們必須運用學到的指示語來判斷句子排列的先後順序。重組的過程中，

學生必須要先找出指示語，再找出指示語所連結的人事物，或是代表的情況，然後才有辦法重組句子的

順序。

結論

新制多益閱讀理解題便包含了篇章結構的理解，考生必須選擇適當的句子填入相關的段落裡，因此

非常需要能夠判斷 "Referents"，以進行上下文的連結。如果學生平時就能紮實地做好閱讀技巧練習的工

夫，當他們遇到考試時便能沉著應對，獲得高分。

接下來，就是閱讀理解的階段。此處我便以 "John 

McWhorter: 4 reasons to learn a new language" 影片

出題： 影片點我

(04:02)

Now, if that's the case, then why learn languages? If it 

isn't going to change the way you think, what would 

http://bit.ly/2I8V6Ah
http://bit.ly/2I8V6Ah


http://bit.ly/2sIZC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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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法學習，全腦正夯！

如果要舉出語言學習過程中感到最困難、最枯燥的部分，大多數人的答案都會是「文法」。文法是

語言的框架，沒有框架，學習語言就會變得沒有系統。所以對初學者來說，文法概念的建立是絕對必要

的，但要如何把文法課上得有趣又有效，便成了老師們的一大挑戰。因此，筆者挑選文法補充教材時有

兩大要件：1. 易於跟主教材相互搭配運用；2. 優先挑選有圖像輔助的文法練習本。

                                                                                                                                                    
◆ 使用教材：《圖像式文法練習本》             
◆ 課程期間：8 週
◆ 上課時數：每週兩次／每次 90 分鐘

文／ Jamie Wang
        資深兒美教師

        《3 分鐘玩遊戲》作者

主題課程專區Theme Course Planning

圖像的吸引力是不言可喻的，不但可以增加學習

的趣味性，更重要的是，圖像往往會在孩子的腦海中留

下深刻的長期記憶。一般來說，學習文法使用到的是支

配理性邏輯的左腦，如果可以加上圖像輔助，就能激化

支配感性藝術的右腦，左右腦並用的學習方式，會讓學

習的速度與成效加倍。筆者此次選擇《圖像式文法練習

本》，用來規劃為期 8 週的課程。本書沒有制式的文法

規則解說，而是將文法句型列表，重點一目了然。接著

以充滿活潑圖像的練習題，建立鮮明的印象，加強文法

實際運用，馬上達到立竿見影的學習效果。

Week 1 Unit 1, 2, 3, 4, 25 冠詞、名詞

Week 2 Unit 5, 6, 7, 8             現在簡單式、現在進行式

Week 3 Unit 9, 10, 11, 12          未來式、過去簡單式

Week 4 Unit 13, 14, 15          過去進行式、現在完成式

Week 5 Unit 16, 17               被動語態、動詞時態複習

Week 6 Unit 18, 19, 20 , 21, 22         介系詞、疑問詞

Week 7 Unit 23, 24, 26, 27         連接詞、比較級最高級

Week 8 Unit 28, 29                情態副詞、總複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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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法課熱身活動
首先是課堂的熱身活動，時間要短，但是力度要夠，透過步驟簡單、互動熱絡的活動，可以用來複

習上一堂課的重點，並提醒學生接下來要學什麼，更能將學生的注意力集中，準備接下來的正式課堂。

※ 遊戲範例：記憶配對

1. 兩人一組，發給每組「原形動詞卡」8 張和相對應的「過去式動詞卡」8 張。

2. 各組學生將卡片均勻洗牌，正面朝下隨意平鋪在桌上。

3. 學生輪流翻卡片，每次兩張，如果翻開來的原形動詞和過去式動詞能成對，就可以把卡片取走。最後 
    收集最多卡片的人獲勝。

4. 此活動可以運用在各種不同文法重點：主詞和動詞、名詞單數和複數、形容詞等。

◆ 文法課練習活動
練習活動的目的，是讓學生將方才課堂上學到的文法，實際地運用在設計好的活動當中，不僅為課

程增加有趣的元素，也為學生提供了運用的語境。經過不斷重複練習和修正，除了可以加強學生的記憶，

還能協助教師了解學生的學習困難點。

※ 遊戲範例：看圖說故事

1. 全班分為四組，每組發下一張說故事圖片，且各組圖片皆不同。

2. 將要練習的重點句型寫在白板上，並給每組三分鐘時間，運用重點句型寫出能夠描述圖片的句子，越 
    多越好。

3. 請各組唸出完成的句子，而其他組則要仔細聆聽、檢查，最後寫出最多正確句子的組別獲勝。

◆ 文法課總結活動
當天所有課程結束前，除了指派回家作業之外，還可以利用短暫的時間，趁著記憶猶新，讓學生再

次溫習今日所學。總結活動不需太複雜，可以以口說活動為主，最好帶有一些獎勵性質，為課程畫下完

美的句點。

※ 活動範例：尋找湯姆

1. 在白板上畫出一個圓形和長方形，代表人的臉和軀幹，並且告訴學生：這個男孩是湯姆。

2. 由老師發問，依序請每位學生回答問題，回答正確者，可以為湯姆加上其中一樣五官、頭髮、四肢或 
    衣物。

3. 活動持續進行，直到所有學生回答完畢。完成之後，別忘了請全班跟湯姆拍張紀念照喔。

圖像式文法練習本

定價／ $ 199

特價／ $ 169

http://bit.ly/2C4MyE1


搶先選購

http://bit.ly/2RJM4xH


http://bit.ly/2C4JCH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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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林用正
        屏東市中正國小教師

        云團隊教師群

如何寫好敘事類文章

記敘文，是一種對生活中的人、事、景、物的狀況變化和發展進行敘述與描寫的常見文章體裁，應

用相當廣泛，記敘文依照內容而言，可分為四大類：寫人、敘事、寫景、狀物。關於這四種類別，各有

不同的寫作重點：

1. 側重寫人的記敘文：以人物的外貌、語言、動作、心理描寫為主。

2. 側重敘事的記敘文：以敘述事件的發生、經過和結果為重點。

3. 側重寫景的記敘文：以描繪景物寄託情感為主。

4. 側重狀物的記敘文：以描寫物品為主，借物象徵抒發情感。

其中，敘事為主的記敘文，是以事件為核心，將一（多）件事情的來龍去脈交代清楚。那麼，如何

寫好一篇敘事類的作文呢？怎麼樣才能讓作文有重點呢？以下我以「引言」及「思路引導」兩大步驟進

行教學設計。

引言

在我們的生命中，每一天都會發生很多事情，如果我們要將這些事情告訴另一個人，我們要怎麼描

述？也許我們可以錄音或錄影讓事實重現，我們也可以運用文字進行深度描寫，忠實呈現當下的點點滴

滴。現在，我們可以用九宮格先練習如何聯想。

             ＊請列出與事件相關的線索：人、事、時、地、物、視、聽、嗅、味、觸、感

Developing Writing Skills in Chinese教出中文寫作力

1 2 3

8 事件 4

7 6 5

全班同學（人） 在教室煮火鍋（事） 聖誕節全班感恩聚餐（時）

溫馨（感） 一件難忘的事 教室（地）

新鮮食材（物） 香噴噴的火鍋味（嗅） 鬧哄哄的教室（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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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路引導

敘事類的記敘文以「事件」為核心，以此展開具體的描寫，要能「說清楚、講完整、道具體」。而

且我們也要想一想，這個事件有什麼特別之處，否則若將一般的瑣事全都寫進去，便會成為流水帳。所

以，我們要問問自己：

我認為這件事情很（  形容詞  ），因為（  理由  ）。

敘事類的文章要清楚交代事件的先後順序和發展過程，在首段交代事情的起因與感受，在尾段交代

事情的結果，在過程中寫出事情的經過，對於具體的事例更要細寫，以事例來凸顯文章的主題。在敘事

類的作文中，通常會交代出人物、時間、地點和事情的原因、經過、結果，這就是敘述六要素：

1. 時間：年月日時寫清楚

2. 地點：寫出環境和住處

3. 人物：不能沒有主角

4. 原因：為何會發生

5. 經過：來龍去脈寫清楚

6. 結果：交代結局、心得

若我們能夠掌握上述的敘述六要素，就可以知道一件事情的來龍去脈。關於敘事類文章，我們可以

從以下這些面向進行思考與書寫：

（一） 結構設計

敘事類的文章可以使用「事件式」、「因果式」或「方位式」來進行結構設計。例如：「特別的一天」

可以寫出哪些事件導致了特別的一天；「學會溜蛇板」可以寫出做了哪些努力而成功學會溜蛇板，並強

調其因果關係；「參觀花卉博覽會」可以以不同的方位轉換，介紹花卉博覽會的不同展場。三種結構設

計沒有高下之分，各有適用的時機。

（二） 敘述方式

第一種是學生最常使用的順敘法，按照事件發生、發展的時間先後順序進行敘述，運用順敘法的敘

述方式，可以讓事件的發展脈絡清晰可見。第二種與順敘法正好相反的是倒敘法，把事件的結局、或是

某個重要或精彩的片段提到前面來敘述，其後仍按事件的發生順序進行敘述。第三種是插敘法，是在敘

述主要事件的過程中，插入一段與主要事件有關的內容，之後再接續到先前的敘述。無論是以順敘法或

倒敘法來記敘，只要是以真實的情感來敘寫，就能感動人心。

（三） 詳略得當

一篇作文要能達到詳略得當，才能看見寫作層次，也能避免學生因未能區分重要環節和不重要訊息，

而導致通篇文字堆砌，或是寫成流水帳。因此，重要的事件要詳寫，與文章主旨有關聯處也要詳寫，其

餘則可以略寫處理。此外，詳寫也要有順序，可以用關聯詞將幾個步驟寫成完整的一段話，例如：媽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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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用一個蘋果熬湯，一小時後，再撈起功成身退的蘋果。接著把番茄洗乾淨，用熱水燙一下，

去皮切丁後，用小火煮二十分鐘。另外，拿五顆雞蛋，放進碗裡攪拌成蛋汁，再緩緩倒入湯裡，

然後將火關閉，這樣就大功告成了。

（四） 敘事角度明確

敘事類文章離不開寫人，寫人文章離不開敘事，正所謂「事不離人，人不離事」，所以我們可以在

敘事類文章中加入對話描寫法，讓事件的呈現更加清晰。以「我」的角度在說話，是第一人稱；以「你」

的角度在說話，是第二人稱；以「他」的角度在說話，是第三人稱。在寫作過程中，人稱一定要統一，

避免視角混亂。例如：「一個環保袋的自述」，重點在「自述」，就是以第一人稱站在「我」的立場來

寫文章，把自己當作塑膠袋來自我介紹，表達思想感情。這篇文章在寫作之前，要先確定對象，要充分

了解環保袋的特性、價值或功用，才能深入介紹。既然是「自述」，就要以「我」的立場來寫，全文統一，

不可以突然跑出其他人稱的觀點，例如：我是一個透明的環保袋，袋子裡面裝的東西都一目了然。

句中「袋子裡面裝的東西」應改成「我肚子裡面裝的東西」才對，因為環保袋已經用「我」來代替。

（五） 敘事兼具抒情

文章不會只有敘事，很多文章是藉由生活中的種種事件為觸媒，激發個人的情感。若能將事例寫得

更生動細緻，會讓讀者更抓緊文章的情感線索，文章中雖不明寫抒情，卻在字裡行間流瀉著滿滿的情感。

記敘類作文學習單

教出中文寫作力

（一）我的好朋友

我和我的好朋友是在 ____________________（時間）認識的，我第一次見到

他／她是在 ____________________（地點）。他／她長得 ____________________

（外在特徵）。他／她的個性 ____________________（內在特質）。我們經

常一起 ____________________（行為事件），他／她是我最好的朋友，因為

____________________（因果關係）。

（二）造訪年貨大街

第一次和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人）一起到年貨大街辦年貨，我看見

 ______________________（視覺）。耳邊傳來 ____________________（聽覺）。

仔細地聞一聞，空氣中還有 ____________________（嗅覺）。市場裡人擠人的熱

鬧氣氛，讓我感到 ____________________（感覺）。



速速
搶 GO

http://bit.ly/2sG4y3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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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勝？還是一個都不能少？
（上篇）

Dynamism of English Teaching活化教學新觀念

在競爭型的亞洲社會裡，學習過程中自然不

免充滿了競賽。支持者認為這是給孩子一個發光

發亮的舞台，可以刺激學習動機，也是凝聚班級

向心力的機會，對於學習本身很有助益。反對者

則認為準備競賽耗時耗力，不但犧牲掉正規課程

的時間，班際或校際競爭還會傷了和氣，而且第

一名只有一個名額，辛苦備賽的結果很有可能反

而帶給孩子們更多失望與挫折。筆者早年帶著孩

子們出去比賽時，心裡的這兩種聲音常常彼此拉

鋸，相持不下，但是累積下來的經驗讓我漸漸找

到中間的平衡點：有些看似魚與熊掌的事物，其

實是可以兼得的喔。本期與下一期的「活化教學

新觀念」，將跟大家分享一下這些年帶比賽下來

的經驗與想法。首先這一期，我們要談一談賽前

教師的準備工作。

STEP 1：
選擇合適的戰場，找到最佳的攻防據點

在小學階段的比賽中，如果希望最後能夠得

獎，老實說，學生能主導的部分相當有限。他們

可能是天生的影帝影后或歌王歌后，但整個作品

的大方向還是得依靠人生經驗豐富的老師，由老

師擔任總編導兼製作人，成功率才會高得多。高

年級孩子喜歡的英語歌曲可能音域偏高或偏低，

或者歌詞節奏太快，又唱又跳的結果，便是音準

與節拍受到影響，還會咬字不清楚，並非討喜的

英語歌曲競賽曲目。小學生寫出來的演講稿或劇

本，笑點可能讓評審大人（真的是教授級的「大

人」）看不懂或覺得觀點太稚嫩；讀者劇場比賽

或話劇比賽的走位概念、眼神聚焦、觀眾意識等

專業層面，更不是小學生所能輕易領略的。因此，

老師們得視自己的專長與時間而定，選擇合適的

戰場才是最重要的第一件事。

通常參賽隊伍裡的人越多，需要花費的心力

就越多，所以老師可以從單一選手的演講比賽開

始，這樣會容易一些；其次是讀者劇場比賽，最

後才是英語歌曲競賽。那麼，「攻防據點」是指

什麼呢？就是選曲或劇本！不論是英語歌曲，或

是讀者劇場的劇本，都要預先準備好幾個讓學生

從中選擇，因為聰明的孩子往往都很有自己的意

見喔！（導演好累，是吧？）生命唯有在感覺自

己有選擇權的時候，才會有活力，而這些類型的

比賽，正是需要孩子長期投入努力，才能展現他

們可愛的活力呀！所以老師們事前的準備工夫絕

對會是划算的投資喔！況且，若是今年這一班不

喜歡，明年度再拿來推銷給其他班級時，也許會

受到青睞呢。不過，如果是個人的演講比賽，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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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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會強烈建議一定要由學生自己先寫好，然後老

師再跟學生面對面討論，並以學生的稿子為基準

點，多問一些問題，內容也可更深入一些，您會

發現孩子通常都有讓人驚喜的想法喔！另一方面，

大人寫出來的稿子，跟孩子創作出來的講稿相比

起來，多半難脫匠氣，所以若能以孩子的發想為

主，老師再幫忙潤飾或整理，就能展現出較佳的

平衡。

演講比賽與讀者劇場比賽的攻防據點

以演講或讀者劇場比賽來說，最重要的，就

是講稿或劇本的內容了！因為評審老師要聽取大

量的話語（不像英語歌曲比賽是以歌聲為主），

比賽隊伍又多，所以如果內容沒有新意，表演者

表現得再怎麼流利，展現得再如何專業，在毫無

驚喜之下，也就不容易有好的成績。因此，腳本

要寫得貼近孩子的日常生活情境，也要充滿幽默

風趣，才是最討喜的劇本。在雙北兩市教育局舉

辦的讀者劇場比賽中，原創劇本都會特別加分，

足見評審老師有多希望聽到令他們耳目一新的作

品呀！這就是為什麼筆者會說要先找到最佳攻防

據點，因為劇本好就代表已經贏了一半。

在撰寫講稿及劇本時，除了創意與趣味外，

老師還可以注意的地方是依據學生程度調整單字

的難度。如果孩子的 th 音一直發不好，而練習的

時間又很有限，沒有足夠時間可以完全矯正，那

麼老師可以試試用別的字來代換；同樣的，如果

學生程度很好，老師可以換成較難的單字讓學生

表現看看，試著提升整體表演的質感。再來，讀

者劇場中，每個角色最好能有自己獨特的個性，

例如可以讓學生設定想扮演的老婆婆，是個慈祥

的老婆婆、開朗的老婆婆，還是虛弱的老婆婆，

三者的聲音表情會很不一樣喔。一個有十位表演

者的讀者劇場隊伍裡，如果能呈現出十種性格，

戲劇效果絕對會豐富許多，但也要記得別讓太多

的群聲朗誦，破壞了展現個人獨特性的好機會喔！

還有，除非學生的歌聲與音準非常好，否則在讀

者劇場比賽裡花太多時間唱歌，會有些喧賓奪主，

不可不慎。

英語歌曲競賽的攻防據點

若老師想帶領的是英語歌曲比賽，選曲同樣

也非常重要。音域方面，可以盡量找女歌手唱的

歌，音域上會跟小朋友的比較合得來。如果真的

比較喜歡男歌手的歌，那麼就要上網找找看有沒

有女生演唱的版本，如果還需要升降調，則可以

利用如 Audacity 等免費轉調軟體。由於此類比賽

多要求用卡拉 OK 版的無人聲伴奏版本，所以筆

者最常用的是 www.karaoke-version.com 這個網

站 影片點我 ，雖然是付費性質，但價格很合理，

http://bit.ly/2IgNf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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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一首歌的價錢包括了完整人聲版、合聲版、完

全無人聲版，配樂很豐富，下載下來後還可以利

用網站的功能進行無限制升降調，都不會再額外

收費。

除了音域能發揮孩子的音色，歌曲的含意需

正向之外，歌詞的速度也很重要，因為既然是為

了鼓勵英語學習而舉辦的比賽，評審老師會希望

孩子們能確確實實把英語唸清楚，而太快的歌詞

對孩子來說真的很不容易，只要班上有一兩位沒

有唸清楚，就會影響全班的發音清晰度。另外，

長短母音 a 是母音裡最容易被聽出發音混淆的，

所以一定要多花時間矯正孩子的發音。如果行有

餘力，再注意短音 i 的發音，別發成長音 e 的音

了；而尾音 d, t, s, th 是最容易被孩子吞掉的音，

選曲與練習時都要特別留意。最後，既然是英語

「歌曲」比賽，音準便顯得相形重要。雖然這跟

英文學習本身似乎無關，但是在近年的評分佔比

裡，音樂的部分相當吃重，所以如果能有音樂老

師投入指導，真的會如虎添翼喔！

至於英語歌曲競賽的選曲，是不是應該要像

讀者劇場比賽的劇本那樣，也選擇讓評審耳目一

新的歌曲呢？根據筆者觀察歷年來的得獎名單，

應該是不需要的。因為英語歌曲競賽的呈現需要

較多層次、更為豐富的表演，因此建議選曲時要

是孩子們好發揮的音色和速度，其中發音則為首

要，甚至就心理學上的觀點來看，採用評審老師

熟悉的歌曲，會比較有親切感；如果是完全沒聽

過的新歌（尤其是速度快，歌詞不易聽懂的歌

曲），通常耳朵會變得敏銳，也傾向逐字逐句針

對歌詞是否唱得正確來評分，因而無暇欣賞老師

活化教學新觀念

們的精心編排。不過，如果老師或學生所選的歌

曲是很常被其他隊伍演唱的曲目，那麼會建議增

添能夠貫串歌曲前奏、間奏、尾奏的一些戲劇或

道具巧思，因為近年來，帶點戲劇成分的英語歌

曲呈現方式，可是相當受到好評的喔。

下一期的「活化教學新觀念」，將繼續為大

家介紹「如何建立閃亮亮的卡司陣容、事半功倍

的訓練流程、一個都不能少的心理素質鍛鍊術、

面對學生的挑戰與不配合時該怎麼辦……」等，

敬請拭目以待！



http://bit.ly/2RWyq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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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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老師們都喜歡把桌遊帶進英文教室。桌遊的變化萬千，很適合應用在各種主題的課程，也能迅

速引發孩子們的學習興趣。傳統的英語教學，大多是老師們引導，然後孩子們再跟著讀、寫，以及進行

問與答。要在課堂上加入桌遊，則要打破一整個班的群體概念，分成小組來進行。這樣的方式，會讓孩

子們覺得比較自在，願意嘗試用英文思考、表達、與人交流。桌遊道具上的文字，也使孩子們跳脫課本

思維，願意邊玩邊認字，多看幾次也不嫌煩。孩子們對桌遊融入英文課的印象是：「反正就是好玩！說

錯了也沒關係！」因此，我們可以善用這樣的方式，試著翻轉課堂氣氛喔。現在就來試試看，用桌遊的

方式一起「環遊世界」和「麻辣拼字」吧！

★ 世界之旅
》用可愛的歌謠帶入國家名稱吧！

※ Countries Song ---- Where Are You From?
     這首歌可以帶入句型教學，例如："Q: Where are you from? A: I'm from ______."。
     從歌曲中，可以學到 12 個國家的名稱。

※ Like Me and You 
     歌詞中有世界各國的孩子的名字，曲調也很優美。例如：

     Janet lives in England. Pierre lives in France. Bonnie lives in Canada. 
     Ahmed lives in Egypt. Moshe lives in Israel. Bruce lives in Australia.

※ Hello to All the Children of the World
     用這首歌來教學，可以很容易就帶動上課氣氛，而且還能夠學到各國打招呼的方式，非常有趣喔！

     例如：Hello, Bonjour, Buenos Dias,  
               G'day, Guten Tag, Konichiwa,  
               Ciao, Shalom, Do-Brey Dien,  
               Hello to all the children of the world! 

唱完歌，對國家名稱有了基本的印象。接下來，我們再用桌遊玩翻世界各地！

翻轉學習方式，桌遊、拼盤
樂無窮

Creative Teaching Aids教具創意角

點我聽歌謠

點我聽歌謠

點我聽歌謠

http://bit.ly/2SkStPx
http://bit.ly/2S0Vrti
http://bit.ly/2WzOpK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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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賓果樂（採用單字面／各色小方片，玩家各使用一色）

1. 選擇用 "National Flags" 這組桌遊主題來玩。

2. 搭配世界之旅轉盤的「國旗」圖案。

3. 以桌遊方式進行，各玩家輪流旋轉轉盤，對於所轉到的國家則要造句，例如："I'm going to ______  
    this summer / next year / in 3 years."，造句正確者可放上自己的小方片以表示佔領。

4. 若是轉到的國家已被佔領，就要延伸造句以獲得再轉一次轉盤的機會。譬如轉到 Australia，但已被 
    人佔領了，於是得要延伸造句 "I'm not going to Australia. I have another idea. I want to go to South  
    Africa."。若造句正確，就可再轉一次轉盤喔！

5. 玩家們要運用同色的三個小方片連成一線，最後擁有最多連線的玩家即獲勝！

》名勝古蹟智多星（採用單字面／國旗圖卡／六面的骰子一顆／各色小人偶，玩家各使用一色）

1. 將國旗圖卡放置在 "National Flags" 這一邊。

2. 選擇用 "Landmarks" 這組桌遊主題來玩。依照所畫路線前進，玩家們輪流擲骰子來決定前進的格數， 
    並唸出格子中的單字。例如擲到 4 點，走到 Mount Fuji ，其他玩家一同問："Where is Mount Fuji?"，
    該名玩家要回答 "It's in Japan."，然後就可以從 "National Flags" 拿取4張國旗圖卡，包括Japan在內。

    記得還要同時唸出國家的名稱喔！

3. 當有玩家抵達終點時，遊戲便結束了。最後擁有最多國旗的玩家即獲勝！

》無敵探險王（採用地圖面／顏色骰子／各色小方片，玩家各使用一色）

1. 每位玩家輪流擲顏色骰子，例如擲到黃色，就要唸出任一黃色格子中的國家名稱，然後放上自己的一 
    片小方片。（也可使用進階玩法：不放小方片，而是放上相對應的國籍圖卡或地標圖卡）

2. 若玩家擲到藍色，但藍色格子皆已放上了小方片，則不可重複放置。此時，該名玩家要唸出所有藍色 
    格子的國家名稱！

3. 遊戲時間結束時，最後佔領最多格子的玩家即獲勝！

★ 麻辣拼盛
拼讀單字是大多數學生的夢魘，單字測驗尤其更是如此。老師們不妨嘗試在課堂上，讓孩子們邊玩

Tip： 「世界之旅桌遊組」點我看詳細乍看之下很複雜，其實不難上手。老師只要設定好，先用「國家名稱」、「國籍」

或「代表地標」的其中之一，來進行教學即可。待學生都熟悉了，再增加難度、複雜度，把句子延伸加長，就會

很有挑戰性！一組教具可以玩好多次、使用時機拉長，CP 值真的很高呢！當這些單字記熟了，再應用到繪本閱

讀、作文寫作，就會變得很有意義，也讓學習更有深度。

點我看詳細

http://bit.ly/2FJJOQX
http://bit.ly/2CYRy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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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唸、手動拼字，換個方式說不定能帶來新的學習效果！基本款「麻辣拼盤」點我看詳細加上進階版「麻

辣拼盛」共兩款教具，用手抓骰子拼單字，手腦並用，就可以邊玩邊學喔！ 

　　「麻辣拼盤」的內容是字母 A~Z（大小寫都有）。「麻辣拼盛」則稍稍複雜一點，分成三種顏色，

分別是：黃色骰子――子音字群組、綠色骰子――母音字群組、 藍色骰子――拼字字群組。另外還有「標

點符號」骰子，可供拼讀「句子」使用。從這裡可以看出設計者的用心獨到，十分讓人欣賞呢。

    則要協力合作將單字拼出來，寫在「舉牌書寫板」上並快速舉高。

4. 最快舉牌的組別，經過老師確認書寫正確、骰子排列也正確，就可以擲骰子累計積分。最後積分最高   
    的組別即獲勝！

4. 猜拳決定玩家順序，若能用兩顆骰子造出單字並讀音，可得 2 分。若無法造字，只能讀音，則得 1 分。

    底層放完後，繼續往上疊放。

5. 全部骰子都用完時，遊戲便結束。開始計算得分，最後積分最高的玩家即獲勝！

這裡所提供的遊戲規則和玩法都不難，就讓我們一起善用 KISS 原則吧―― Keep it super simple!  
大家也都能鬆口氣，老師更好教、學生更愛學喔！

教具創意角

新品優惠

世界之旅桌遊組
每組優惠價 468元（85折）

》母音字群組的大亂鬥

1. 將全班分組，2~4 人一組。發給每組六個「母音字群組」綠色骰子，

    和一盒「麻辣拼盤」。

2. 老師選定一個母音字群，再帶領全班一起用口訣記憶，如 oa, oa, [o],   
    [o], [o]； soap, soap, [o], [o], [o]；load, load, [o], [o], [o]。
3. 老師清楚唸出兩個或三個單字，例如：goat, goat, road, road，各組 
    

》象印卡疊疊樂

1. 將全班分組，2~4 人一組。發給每組一張象印卡、一顆短母音骰子 
    或母音字群骰子（母音都是綠色的）。

2. 可視學生程度調整，選擇玩 9 格或 25 格，再決定要提供多少子音骰 
    子供使用（子音都是黃色的）。

3. 將子音骰子全部放入盒中，搖滾五秒後停止，再打開盒子即得黃色子 
    音作為拼字使用。

限量
搶 GO

http://bit.ly/2D3LAs6
http://bit.ly/2FJJOQX


復活節
尋蛋去

http://bit.ly/2RYyU03


網路
報名

http://bit.ly/2CeHH3r
http://bit.ly/2BJhrys


http://bit.ly/2CabABE


http://bit.ly/2C8keR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