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英語創客教室：手作徽章真有趣 p.8
■ Start to Talk口說特訓班開課囉！ p.16
■ 進階學習「推論」閱讀技巧 p.24

■ 108課綱英語教學新變革  p.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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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各界長時間的討論，108 課綱終於正式開始實施，對於學生是種新氣象，對於老師

則是種新挑戰。素養導向與跨學科領域教學，雖然並非完全陌生的概念，但要真正落實在課

堂內，老師們必須做好萬全的準備，更需要重新檢視過往的教學內容以及教學角色，稍作調

整之後，才能幫助學生在新課綱的架構之下，達成自我的學習成就。

知識是我們在學習過程中所學習到的道理，而素養則同時包含了知識、技能和態度，是

一種能夠靈活運用的能力。舉例來說，透過學習「知識」，孩子會知道水在攝氏 100 度會沸

騰；透過學習「技能」，孩子會知道如何把水燒開，並且會用開水來泡茶、泡咖啡；而透過

學習「態度」，孩子會思考什麼溫度的水適合泡茶、什麼溫度的水適合泡咖啡，才能保有茶

和咖啡的最佳風味。因此無論在各種教育理念中所提到的「素養」，通常都會被解釋為：素

養 (competence) 是表現在自我學習、解決問題、適應生活、面對未來挑戰的能力與行動。

因此我們在教學過程中，要時時提醒自己注意這幾個面向，幫助孩子有系統、有意義地學習，

並且透過實作與日常生活連結，進而解決自身的問題，有利未來的生活。

108 課綱的另一個重點，是將不同領域的學習內容有效整合。如果只看課綱中的文字敘

述，可能會覺得 9 大核心素養、19 項議題是相當巨大的命題，但是許多項目卻是與日常生活

息息相關的內容，也就是每個父母、師長會希望孩子具備的態度和能力。像是「系統思考與

解決問題」、「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這些不就是我們在日常

生活中，一直希望孩子能夠好好培養、好好運用的嗎？現在透過課綱的規劃，讓這些素養體

現在學習內容當中，讓孩子不論學習哪一項學科領域，都能學到這些素養能力，向上疊加的

結果，將能讓孩子具備與時俱進的生存技能和競爭能力。

本期的「活化教學新觀念」，Tina 老師將淺談 108 課綱的精神與內容，而「大師開講」

專欄，簡雅臻教授則要為我們分析 CLIL 課程設計的迷思。為因應 CLIL 教學的專業需求，師

德也同步推出 TKT: CLIL 延伸模組認證考試，希望能協助教師們對 CLIL 課程的規劃與實施，

有更進一步的了解，將 CLIL 教學的精神，真正落實於日常課堂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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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知識到素養

Editor's Notes
編輯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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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ptember
 ★ 9/05（四）

      ．數位教學達人師資班 - 開放報名

      ．女王教師敗家節，繽紛展開！

 ★ 9/08（日）

      ．YLE 劍橋兒童英語認證 / 台北場

 ★ 9/10（二）

      ．創意文具館歡慶五週年！

 ★ 9/16（一）

      ．【新書優惠】楊耀琦 Word Family 1~4
 ★ 9/19（四）

      ．STYLE/JET 英語口說分級檢定 / 台北場報名截止

      ．KITE 英語口說檢定 / 台北場報名截止

 ★ 9/20（五）

      ．第 50 屆 STYLE/JET 全國兒童暨青少年英語分級檢定 / 通訊報名截止日

 ★ 9/22（日）

      ．STYLE/JET 兒童英檢輔考班 - 台北班

 ★ 9/23（一）

      ．TKT 11/11 場次 / 報名截止

 ★ 9/26（四）

      ．STYLE/JET 英語口說分級檢定 / 高雄場報名截止

      ．KITE 英語口說檢定 / 高雄場報名截止

 ★ 9/27（五）

      ．第 50 屆 STYLE/JET 全國兒童暨青少年英語分級檢定 / 網路報名截止日

 ★ 9/29（日）

      ．STYLE/JET 兒童英檢輔考班 - 高雄班

      ．YLE 劍橋兒童英語認證 / 新竹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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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有 11,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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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tents
P.01 編輯筆記

P.03 大師開講       
       CLIL 課程設計的迷思

P.08 教案設計達人

       用姓名徽章秀出自我特色

P.12 活化教學新觀念       
       108 課綱下的英語教學

P.16 主題課程專區

       英文開口就能說

P.20 教出中文寫作力

       童話故事好好玩

P.24 TED Talks 閱讀教學

       訓練閱讀技巧 (5)—
       Understanding Inferences

P.28 教具創意角

       英語初級班的教學好幫手

 ★ 10/06（日）

      ．YLE 劍橋兒童英語認證 / 台中場

 ★ 10/19（六）

      ．劍橋 KET、PRELIMINARY 英語認證 / 台北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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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20（日）

      ．新多益輔考師資班 - 台北班

 ★ 10/26（六）

      ．YLE 劍橋兒童英語認證 / 高雄場

 ★ 10/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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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秋季聯誼會 / 高雄場

 ★ 10/28（一）

      ．TKT 11/11 場次 / 寄發准考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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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fessor's Corner大師開講

CLIL課程設計的迷思

者的主體性，並將學習整合運用於生活情境中，

強調讓學生擁有生活中能實踐力行的技能。因此，

CLIL 課程應依據此核心素養精神設計，在學習活

動上以學習者為主體，進行實作性的活動，並強

調知識的應用。

理想的 CLIL課程設計
那麼，理想中的 CLIL 課程該如何設計？ van 

Kampen, Meirink, Admiraal 及 Berry (2017) 針

對這個問題，邀請荷蘭九位 CLIL 專家及七位不同

學科的 CLIL 教師進行訪談。該研究提及 CLIL 課

程的兩項重點：

一、訂定學科學習目標及語言學習目標：學科教

師應訂定學科學習目標及語言學習目標，並且根

據學科內容與學習活動來訂定語言學習目標，而

英語教師可專注於課程內容、學習活動中所使用

的語言需求。值得注意的是，這項重點多為訪談

過程中專家們所強調的，在職教師中僅有兩位提

及。因此這也很有可能是當前正在推動 CLIL 的臺

灣現職教師，所容易忽略的課程設計重點。

至於學習目標的訂定方式，學科學習目標的訂定

可依據該學科之課綱，這是現任教師都精熟的做

法；然而語言學習目標的訂定亦應配合該學科內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108 課綱）

已於新學年開始上路，英語文領域方面，由於新

課綱在國小低年級沒有英語學習時數，許多縣市

將彈性學習校訂課程設計為跨領域、跨議題、主

題式的英語融入課程。然而一些學校仍對於 CLIL

的主題有所曲解，誤以為將顏色、形狀、天氣、

動物等訂為主題，即為主題式融入課程。舉例而

言，過去十年提倡繪本教學，為增進學生的閱讀

能力，教師們運用繪本教學策略、學習活動及學

習單。但現今政策為學科與語言整合學習 (CLIL)

及素養導向教學 (competency based learning)，

因此若要讓國小低年級認識小動物，則過去國內

常用來教顏色主題的 Brown Bear, Brown Bear, 

What do you see? 繪本，反而不適合當成 CLIL

的教材。

因為該繪本雖然介紹動物也介紹顏色，但繪

本的內容較著重於單字學習，其中提到藍色的馬

(blue horse) 或紫色的貓 (purple cat) 皆非真實

知識。而 CLIL 所著重的學科學習，應以動物的特

徵為學科知識，例如馬是草食性動物 (herbivore)

等。若要使用繪本為 CLIL 教材，就必須要有學科

知識。再則，有別於以往以學科知識為學習的唯

一範疇，十二年國教中訂定的核心素養強調學習

文／ 簡雅臻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兒童英語教育學系 助理教授



04

均以英語授課。學生將自己採集的樹葉、樹枝拼

貼成想像的圖案，完成後再以英文分享作品。

學科目標與語言目標：

學科目標為能欣賞、創作與環境相關的藝術

與文化，體會自然環境與人造環境之美，豐富美

感體驗，最後在課程中實際呈現學習成果。語言

目標為能使用英語點數樹葉的數量、分享作品。

以學生為中心之作法：

一、在樹葉拼貼的過程中，有些孩子貼成一張

臉 (face)， 有 些 貼 成 火 車 (train)， 或 是 一 間 房

子 (house)、一隻狗 (dog)，每位學生貼的都不

同，而且學習到如何以英文介紹自己的作品。這

樣的動手做課程，不僅讓學生認識 leaves and 

twigs，也讓學生自己思考、創作出一個作品，老

師則從旁協助以簡單的英語單字表達其作品。

二、這堂校園環境落葉拼貼創作課程，不像一般

課程需幫學生準備好材料，而是讓他們自己收集，

遇到問題時則讓學生自行思考該如何解決。有位

小男孩很開心的撿了好多大樹葉，但回到教室拼

貼時，赫然發現葉子太大了。眼見其他人都快要

完成圖案的拼貼，他難過的不知道該怎麼辦。因

此在授課教師的陪同下，再度前往收集小樹葉，

而後才回到教室快樂的拼貼。

（二）臺北市誠正國中表演藝術課程，單元名稱：

          花木蘭。

課程實施方式：

課程前半段，教師先用英文解釋舞台九宮格

(nine zones: upstage, center stage, downstage, 

stage right, stage left, etc.)， 以 及 各 舞 台 區

位 反 映 戲 劇 中 的 情 緒 內 容 (tension, pleasing, 

horrifying, authoritative, etc.)，接著教師提供花

容，不該侷限於現有的英語課綱。原英語課綱中

的學習表現較偏向於辨識、理解層次，然而 CLIL

所需的學科知識學習表現則偏向於較辨識、理解

高階的應用、分析層次，其用字範圍亦有可能超

出原英語課綱所訂定優先選取的國中小英文基本

1,200 字。

二、以學生為中心：專家與教師都一致認為，有

效的 CLIL 課程的前提是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並

強調學生在課堂上的產出 (output) 與表現。他們

認為教師應該多提供口頭或書寫的任務，提高學

生與學生之間互動與討論的機會，並給予學生回

饋以及在學科知識與語言上的指導。專家們鼓勵

於課程中提供學生與外國學生互動的機會，而教

師們則提出藉由小組合作、有創意的任務來提升

互動。

由此可瞭解荷蘭 CLIL 的實施，是由上而下

的教育政策，van Kampen 等人認為荷蘭尚須注

重 CLIL 師資培育需求，才能弭平理論與實務間的

差距。因此以下列舉筆者訪視兩所臺灣中小學的

CLIL 課程，說明這些學校如何著重在學科能力與

語言並重，與如何設計以學生為中心的學習活動。

　

臺灣 CLIL課程分析
（一）高雄市開元國小藝術創作課程，單元名稱：

          Leaf Art（樹葉拼貼創作）。

課程實施方式：

課程一開始，先靜態複習校園建築及兩排的

椰林大道。介紹完落葉、樹枝後，接著進行校園

動態學習，請學生撿拾地上的落葉和枯枝，再回

到課堂進行靜態的樹葉拼貼藝術創作，整個過程

大師開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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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蘭劇本的四幕情境，讓學生討論主要人物在舞

台 上 的 位 置 (Create effective stage pictures—

strong, pleasing, horrific—that convey the 

meanings and moods of the play)，並逐一邀請

不同組別呈現一幕幕的角色位置與動作，並給予

回饋。

學科目標與語言目標：

學科目標為透過舞台區位的介紹，認識不同

區位所代表的意義，並且練習走位的方式。語言

目標則是熟悉舞台九宮格的英語及情緒單字。因

此學生學到的不只是單字，還有運用舞台區位的

專業知識來分析並決定擺設角色的位置，能有張

力地呈現舞台畫面，從中展現藝術展演的知能與

獲得舞台畫面的美感體驗。

以學生為中心之作法：

一、 為 了 讓 學 生 熟 悉 舞 台 九 宮 格， 教 師 喊 出

upstage，全班學生就必須跑到 upstage 的位置。

有的學生會邊跑邊複誦，這樣趣味性的互動方式，

能讓表藝課更活躍。

二、 其 中 一 幕 為 皇 帝 召 喚 木 蘭 進 宮 (Khan 

summoned Mulan to the palace)，課堂上讓學生

們討論適合角色的區位。雖然大部分學生還是習

慣用中文討論，但也有少數組別選擇以英語表達。

可惜的是，教師給予學生的回饋也是以中文為主。

記得在《師德會訊 HELLO! E.T.》第 105 期當中，

劉宇挺教授 (2018) 所提及的認知與語言學習的關

係，在語言上未發展成熟時，學生們可藉由非語

言的認知進行學習。因此老師在回饋時，不用過

於擔心學生會因為不理解英語而無法學會學科知

識，建議可以透過指導肢體動作之輔助方式對學

生進行回饋。

除了上述例子外，筆者訪視新竹市高峰國小

的過程裡，學生們皆表示非常喜歡綜合課採用英

語授課，並提到 Design for Change 課程。課程

中，教師讓學生發現身邊的問題，再找出原因，

提出解決的計畫並執行。Design for Change 設

計變革是一個以學生為主體，讓孩子發現問題並

解決問題，培養「I Can」心態的全球化運動，能

讓學生與世界各國的孩童有所連繫，也可觀察其

他國家的小朋友做了哪些富有創意的改善生活環

境行動，非常契合 CLIL 的精神。

不論是樹葉拼貼藝術、舞臺表演藝術、或

Design for Change，這些課程的共通點就是學生

在課堂上思考如何做。因為是英語授課，學生們

需要更專注的將以英語所學的知識運用出來。因

此 CLIL 課程若要成功，首重於學科知識與語言並

重，擁有共同備課的團隊，讓學科老師有高度的

教學熱忱，願意嘗試以英文任教，而英語老師也

能學到學科知識。

參考文獻：

· 劉宇挺 (2018)。語言教學與學習需從認知開始。師德會訊

HELLO! E.T.，105，3-5。

· van Kampen, E., Meirink, J., Admiraal, W., & Berry, 

A. (2017). Do we all share the same goals for content 

and language integrated learning (CLIL)? Specialist and 

practitioner perceptions of 'ideal' CLIL pedagogies in the 

Netherland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ilingual Education and 

Bilingualism, 21:2, 222-236.



點我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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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鍾佳慧
        現任新北市國小英語教師

用姓名徽章秀出自我特色

對於孩子英文名字的命名，以往都是以常見的英文女孩名或男孩名作為參考，像是 Harry、Ivy 等的

英文名字。現今的英文命名較為多元，有的為中譯名，有的為英文音譯，或為日文拼音名，也有的偏愛

使用疊字型的英文名，如：Yoyo。一般而言，教師在為孩子取英文名字之前，宜先徵得家長對英文名字

的認同，譬如事先詢問家長是否已幫孩子取好英文名字，因為部分家長偏好在孩子小的時候，依照對孩

子的期望已取好了英文名字。若家長不知如何幫孩子決定英文名字時，可至下列幾個相關網站，找尋適

合孩子的英文名字。

˙Babble (https://www.babble.com/baby-names/) 點我

˙Baby Name Generator (https://www.name-generator.org.uk/baby/) 點我

˙ 外交部領事事務局 (https://www.boca.gov.tw/sp-natr-singleform-1.html) 點我

在學生剛有了自己的英文名字時，對於新的名字還很陌生，上課時常常需要呼喚好幾回，才會知道

教師正喊著自己的名字。或是，每每遇到書寫自己的英文名字時，就會向教師求救，使得教師經常要一

遍遍的指導學生，才能正確書寫自己的英文名字。為了節省指導書寫的時間，最常見的做法是讓學生把

名字正確書寫在課本上的姓名欄中。每次需要查看時，就能依照課本上的姓名來書寫，或是使用便利貼

再蓋上四格線的印章，指導孩子寫上名字後，黏貼在課本或作業本上，作為提示之用。

這次正想設計一個能讓孩子熟悉自己的英文名字，同時又能動手做的課程內容之時，適逢學校的創

客課程有個製作徽章的活動。因此，將英語課中「姓名」與「年紀」的主題，結合「創客」的元素，設

計了製作「姓名徽章」的手作活動，讓學生能將課堂上所學的語言元素轉換成另一種呈現的方式，並加

上口說的活動，提升孩子們學習的成就感。本次的手作單元大致上分為兩節課進行，第一節課著重在「姓

名」與「年紀」的複習，並進行英文姓名的書寫練習。第二節課則進入製作徽章的階段，並以口頭的自

我介紹做為徽章製作的配合活動。

徽章製作準備材料：

1. 桌立型名牌卡紙（或 A4 大小的書面紙，若印有四格線更適合初學者書寫）

2. 膠帶

3. 剪刀

教案設計達人Perfect Lesson Plans

http://bit.ly/2ZlwV95
http://bit.ly/2Zrf14L
http://bit.ly/2Ztkwz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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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徽章材料：膠膜、胸針材料組（此次活動採用 58 mm 大小材料）

5. 徽章製作機（若有 2 台以上的機器，更方便加快製作的速度）

6. 姓名圓形紙（需事先用 A4 紙列印、裁切好，若擔心學生剪得不好，可事先準備剪好的圓形紙）

7. 姓名書寫練習紙

8. 彩色筆

錨式活動準備材料：

1. A4 紙（或 A4 大小的書面紙）

2. 廣告紙（紙上有英文字母為佳）

3. 膠水

4. 剪刀

5. 彩色筆

第一節課：

1. 教師首先介紹自己的英文名字，再用學過的問句 "What's your name?" 詢問一位學生的名字。

2. 請該名學生正確回答後，依此問句繼續詢問下一位同學。

3. 等全班學生問答完畢，再運用四格線示範書寫教師自己的名字，並請大家一起跟著唸出名字上的每個 
    字母，最後教師再唸一遍自己的名字。

4. 請全班學生逐一大聲說出自己的英文名字，並以口頭方式拼出名字中的字母。

5. 發給每人一張印有四格線的桌立型名牌卡紙（或 A4 大小的書面紙），讓學生先以鉛筆在格線上正確

    寫下英文名字後，再用喜歡的彩色筆顏色描繪名字。

6. 將寫好名字的卡紙摺成桌立牌形狀，如三角柱狀，再以膠帶黏合。

7. 待學生們皆完成後，拿著自己的名牌向同組或鄰座的同學介紹自己的名字，並詢問對方的名字。教師

    亦可設計簡短的對話，幫助學生進行練習，例如：

    A: Hi! My name is Andy.
     What's your name?
    B: My name is Karen.
     Nice to meet you.
    對話的內容可依據學生學習過的生活用語或句型加以增減，以符合學生學習的需求。

8. 教師可參與活動與學生們互動，並從中觀察大家的練習情形。

第二節課：

1. 教師事先製作好自己的姓名徽章，上面除了用顏色寫上英文名字外，也畫上數量與年紀相符的愛心，

    或用其他圖案表示。

2. 教師先在衣服別上姓名徽章，並詢問全班學生："What's this?"。
3. 教師一邊展示姓名徽章，一邊介紹自己："My name is Amy. I'm forty years old."。
4. 再請全班猜一猜徽章上的圖案代表著什麼意思，同時可將徽章傳下去給大家仔細查看。

5. 接著說明徽章上的圖案是代表年紀的圖樣，並指著一旁的愛心圖案說："I'm forty years old."，接著再

A: Nice to meet you, too.
    I'm eight years old.
    How old are you?
B: I'm eight years old, t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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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案設計達人

    指著名字上的顏色說："I like red."。
6. 詢問全班是否知道如何製作徽章，並說明製作步驟：

    (1) 可播放製作過程的 YouTube 影片片段讓學生們預先了解製作歷程，亦可直接現場示範操作，並搭

         配簡單的英文解說。參考影片：Button Badge Machine Maker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FpxMkREgv8) 點我
     (2) 發給每位學生一張上面印有五個圓形書寫範圍的紙，先試寫 2~3 個英文姓名。若是書寫位置正確、

          字母間格適當，即可發給一張正式書寫的圓形紙。

     (3) 寫好後，用自己喜歡的顏色描繪，並在姓名四周畫上代表年齡的圖案。

     (4) 每人領取一張透明膠膜和胸章材料，輪流使用徽章機製作個人徽章。

7. 先完成者，可進行錨式活動，繼續學習。

8. 製作完成後，戴上自己專屬的英文名字徽章，輪流上台運用已學過的簡單句型做自我介紹，如：

    "Good morning, everyone. My name is Tina. I'm eight years old. I like pink. Thank you, everyone."。
    教師可依據教過的句型，增減內容以應用所學，或事先提供自我介紹的口說句型以便練習。

9. 最後，提醒大家小心將徽章別在書包或提袋上，與家長分享學習成果。

錨式活動：

1. Draw My Name：將自己的姓名畫成一幅圖畫。

2. Paste My Name：從廣告單上剪下字母，在紙上拼貼出自己的英文名字。

實施此課程之前，教師宜事先學習製作徽章，才能掌握使用徽章機時需要的手勁及技巧，以提高製

作的成功率，減少材料損耗，也較能了解指導孩子們操作徽章機的方法。另外，可多準備一些胸章材料，

若不慎製作失敗時，也可及時補充給學生們使用。製作過程中，教師須在一旁指導動作，若學生們的手

部力氣不夠，教師亦可隨時協助壓製。

孩子們在製作過程裡都非常期待成品的完成，即使遭遇失敗需要從頭來過，仍能耐心按照步驟一一

完成。當製作完成的時候，臉上滿是欣喜之情，開心得馬上配戴在胸前，逢人便展示自己的作品，驕傲

的向同學秀出自己的徽章，整個校園裡都能看見孩子們快樂的臉龐。教師還可在活動中發現，孩子們除

了以認真的態度書寫自己的英文姓名之外，課堂上的口頭發表也都能積極、勇敢的完成任務，展現出高

度的學習興趣。本次所設計的課程活動順利達到目標，成功為英語學習打開美好開始的一頁。

http://bit.ly/2ZspzAz


驚喜
好康送

http://bit.ly/2KYPau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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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課綱下的英語教學

Dynamism of English Teaching活化教學新觀念

討論得沸沸揚揚的 107 課綱，因為種種因

素延至 108 年施行，也就是現在家長們很關心的

108 課綱。十年後，117 課綱將會接棒，這一切

的調整莫不是為了讓台灣的教育，更能與國際的

教育型態及經濟發展人才需求接軌。究竟 108 課

綱強調的是什麼呢？我們的英語教學應該如何因

應呢？這一期「活化教學新觀念」中，我將分享

自己的觀察與觀點。

素養？素養是什麼？

在 108 課 綱 中， 素 養 是 指 結 合「 知 識 」

（knowledge）、「技能」（skills）、「態度與價值」

（attitudes & values）三大範疇之後的產物。

而「素養」的對應英文名稱為 competence，

「國家教育研究院」出版的刊物中，林永豐教

授指出將 competence 翻譯成「素養」，似乎

無法貼切的表達出「素養」在中文裡所蘊含的意

義。素養的中文詞意包含了一種修養或涵養，而

competence 的英文意思與「能力」較為貼近。

在 108 課綱下的解釋，則較接近為一種可以跨域

解決問題、回應較複雜社會情境的通用性能力，

且是一種「行動」（action）的能力。

108 課綱強調「以學生為中心」，從讓孩子

對生活中的現象產生疑問開始，進而解決問題，

且希望孩子把所學知識跨越科目疆界的用出來，

產生「學習遷移」的效果，並且希望每個人都能

成為「終身學習者」。這樣的理想，和許多先進

國家或教育體制所推行的教育政策其實若合符節，

芬蘭的 PBL (problem-based learning)（從「解

決問題」出發）、國際文憑（IB, International 

Baccalaureate) 體制的設計精髓（極重視學生

的 inquiry 探究，重視近身的議題，強調行動和反

思），全球錄取率僅 2% 的 Minerva Schools 的

最高指標（能做到「學習遷移」，才是真正擁有

帶得走的「能力」），也差不多在此了！

素養「考」得出來嗎？

有很好的理想，但如果沒有切合實際的配套

措施，改革的效果恐怕大打折扣。一位高中老師

說得好：「以老師為主的課程安排，就會是以知

識科目排課；但是以學生為主的學習，就必須從

學生好奇的問題進入。」然而考試制度之下，有

可能公平的「考」出素養嗎？尤其如果學生的學

習是從自己感興趣的問題出發，而每個孩子感興

趣的方向皆不同，素養是不是就更難被「考」出

來呢？正因為「考試」作為一種評量工具的侷限

性已經被看見，因此在 108 課綱下，學測的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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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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比是不超過 50% 的，而「學習歷程檔案」正好

可以讓孩子的「興趣」以及孩子為此做過的努力

被看見！

英文科的教學／大考現況

由 於 108 課 綱

的「素養導向」理

論 架 構 是 向 OECD

國家取經的，而英

文正是這套理論架

構出處原本所使用的語言。所以若真要說核心素

養的推動，我認為英文學科的課綱改革及社會大

眾對英文的重視，讓英文一科算是跑在相對前

面的先驅。坊間美語班除了有較多時數的 EFL/

ESL 課程規劃外，越來越多的 STEAM (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Art, and Math) 元 素

教學內容，讓孩子能把英語當作「工具」學習別

的學科（數學、科學、藝術……等），如此便是

實踐「跨領域」的學習。而學校也極力讓英文教

學活潑化，導入多元文化的元素，這些努力都讓

孩子的英文學習環境比從前豐富許多。

以國中英文會考為例，閱讀測驗有極大比例

是 「非故事體」(non-fiction)，跨到其他科目領域

的內容，例如奇特的生物現象、心理學上的發現、

文化遺產的起源……等。題組方面也有各種型態

的文本：圖表、網頁、新聞報導……等。此外，

還有聽力測驗。學測題目也與會考的方向大致相

同，只是詞彙量明顯變多。另外還多了翻譯和寫

作，而閱讀測驗的主題方面也同樣幾乎是 non-

fiction 文本，因此領域跨得相當廣。相較於 108

課綱提到未來國文科題目可能融入有許多數字的

圖表題，而數學科的題幹文字部分會變長以描述

切合實際生活的情境（等於也測驗學生的中文讀

題理解力），英文科的考試已經是如此且行之有

年。其實也是因為英文科的教材來源設計，原本

就比許多中文科目的教材來得活潑，因此出題方

向較易多元化。現在大考著重對文句篇章的「了

解」與「推論」，可透過大量閱讀（包括閱讀流

暢度的養成及閱讀長篇文章的習慣）及識字（不

見得需要完美的拼背出單字）來補強閱讀理解力。

但要完全落實 108 課綱的精神，英語教學的方向

還是有努力的空間。

108課綱下的英語教學
108 課綱中提到的九項核心素養包括：「身

心素質與自我精進」、「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

「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符號運用與溝通表

達」、「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藝術涵養與

美感素養」、「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人際

關係與團隊合作」、「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不同的科目會有各自較為合適的切入點，因此並

不是每一個科目在設計課程時都必須兼顧這九項

核心素養。然而，如果 108 課綱的最終目標是如

其所揭櫫，希望能培育出可以「自主行動」、「溝

通互動」，及願意「社會參與」的「終身學習者」，

那麼英文科的教學可以做到的，一定更多！

培養紙筆考試之外的核心素養

在漸趨多元的大學入學管道中，不可不注意

的是，「特殊選才」入學名額逐年攀升，其中不

乏頂尖大學。以此管道入學的學生，完全不需要

看成績，足見紙筆考試之外的核心素養，已被大

學端大大重視！如果是選擇以「個人申請」管道

入學的學生，除了學測之外，還有佔比一半的學

習歷程檔案能夠展現自己「考不出來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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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鼓勵孩子大

量聽，不怯於開

口說，培養的就

是「溝通表達」

的核心素養。這

些同樣能幫助孩子的升學表現，只不過不是以考

試分數呈現出來。將媒體、科技融入教學，將公

民意識與實踐納入某個學期計畫中，可以帶動學

生「規劃執行、創新應變」，甚至「學習遷移」

的最高能力，也能讓學生透過自己本身的 inquiry

探究，進而達到行動 (action)、反思 (reflection)、

及解決問題 (problem-solving) 的循環。具備這樣

歷程的孩子會對英文科目有全新的觀感，產生更

濃厚的興趣，自然也願意為了解決問題而多閱讀、

多識字。當一個懂思辨、會看全局並做計畫、且

有強烈執行力的學生，做低階思考的「訊息提取

式」考試題型時，就像是「一片蛋糕」(a piece 

of cake) 一樣容易。

運用有效記憶／理解字彙的方法

此外，如前所提及，高中階段學生要認得的

英文單字量大增，沒日沒夜的背單字幾乎佔據大

半的英文學習分配，甚至擠壓到孩子發展其他英

文能力的時間。大考題型幾乎都是考 non-fiction

的文章，學生很習慣練就如何找到「片段資訊」

的技巧，但在練習閱讀這類文章的過程中很容易

失去興趣。問題出在哪裡呢？其實，閱讀「故事

體」(fiction) 的文本是學習字彙最有效率的辦法，

因為故事情節引人入勝，有豐富的前後文線索

(context clues) 幫助我們猜到字彙的意思，更能

牢記使用的情境。因此，我會建議老師們在孩子

還小的時候，多讓他們讀 fiction，孩子在無痛的

情況下可以累積不少單字量，高中時才不會痛苦

活化教學新觀念

又生硬的背下那麼多單字。況且，故事體通常很

長（但很吸引人），孩子習慣面對長篇小說後，

對於大考中的 non-fiction 文章長度，便不至於未

戰先顫了。

平日就要訓練孩子的「思辨力」

最後，目前 108 課綱規範之下的學測題目，

思辨層次尚不是相當高，只要單字認得，片語認

得，大多不是問題。但是當學生未來想要出國唸

書時，不免要考 TOEFL 或 IELTS 等英文檢測，

這些由國外專業機構出的考題，絕不會只停留在

「訊息提取」或「推論」層次的考試水準喔。因此，

從小讓孩子習慣多想一想，是非常重要的！「為

什麼作者要寫這個故事？」、「小熊生氣了嗎？

從哪裡知道的？」、「怪獸的臉為什麼一下白一

下青？為什麼不寫成一下黑一下紅？」、「如果

結局換成你來寫，會怎麼寫呢？」這些思辨性高

的問題，並不需要懂很多的英文單字就可以進行

問答，但卻非常需要孩子很認真的動一動腦。學

習的有趣之處，就在於動動腦之後的「發現」喔！

結語

108 課綱究竟會為孩子創造什麼樣的未來？

有人滿懷期待，也有人滿腹懷疑。但我認為，不

管課綱怎麼變，學習的本質其實從來沒有變過。

懂得運用獲得的知識做出正確的判斷及適當的應

用，才是真正的「學到」；能樂在「知」本身的人，

才可能終身學習。考試的成績，不過是這個歷程

中順手摘下的果實罷了，現在的孩子還有更多的

選擇。老師們不妨試著看得高、看得遠，讓我們

帶著孩子去看到這些可能性吧！



手刀
下單

https://bit.ly/2NQqf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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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開口就能說

語言的學習著重在溝通，這是大家都知道的道理。孩子們剛開始學習英文時，都是透過大量的聽和

說，進而建立起語言的基礎。不過隨著學習的程度變難，孩子們的讀寫能力增長，但口說表達能力卻不

見得跟得上。探究其原因，原來是孩子們開始考慮到「用這個單字對嗎？」、「這樣說文法正確嗎？」

等問題；明明是學過的字句，他們卻無法流暢地開口說，實在太過可惜了，而這樣也確實偏離了學習語

言的初心。

筆者發現專門針對兒童口語練習的教材並不多，多數老師都是運用主教材中的內容去強化口語的練

習。只是主教材的內容較多，如果要兼顧教學進度，通常很難有充分的時間讓每位學生都練習到。筆者

此次選擇《Start to Talk 1&2》規劃為期 12 週的課程，以三個月的時間，每週兩個單元的進度，幫助孩

子具備更完整的口語表達能力。本書從各種日常生活主題切入，各單元以聽力活動作為起始，接續各項

口說活動，最後則以開放性的創作及討論結尾，讓孩子能夠充分學習、盡情發揮。接下來將以單堂課的

教學流程，來跟各位分享如何運用本書。

                                                                                                               
◆ 使用教材：《Start to Talk 練習本 1&2》             
◆ 課程期間：12 週

◆ 上課時數：每週兩次／每次 50 分鐘

Week 1 B1/ Unit 1-2 Week 7 B2/ Unit 1-2
Week 2 B1/ Unit 3-4          Week 8 B2/ Unit 3-4
Week 3 B1/ Unit 5-6       Week 9 B2/ Unit 5-6
Week 4 B1/ Unit 7-8 Week 10 B2/ Unit 7-8
Week 5 B1/ Unit 9-10             Week 11 B2/ Unit 9-10
Week 6 B1/ Unit 11-12 Week 12 B2/ Unit 11-12

》課堂第 1~15分鐘
每個單元都以色彩豐富的插圖作為開頭，讓學生運用視覺先了解今天所要學習的主題。書中的主題

從最基礎的打招呼開始，延伸到家庭、穿著、朋友、喜好、計劃等等，以日常生活的共鳴引起孩子們的

興趣，並且提供足夠的相關單字和句型，也避免太長或太難的字句，建立孩子開口說英文的自信。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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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師德會訊  17

孩子們會聽到敘述圖片場景的句子，他們必須按照聽到的內容，搭配圖片來

完成配對。老師可以重點說明主題單字與句型，但千萬不要把它變成文法教

學或單字測驗。此時非常重要的步驟是，一定要讓孩子做到 "Listen, check 
and repeat."。用耳朵聽對話、用手寫答案，用眼睛檢查答案、還要用嘴巴

跟著唸讀，透過這樣的多重輸入，讓孩子能夠融入情境並熟悉語感。只要這

些聽力片段進入了孩子的記憶庫，就會成為之後口語表達源源不絕的素材。

》課堂第 16~40分鐘
接著，書中設計了許多互動的環節，從全班活動進入到小組討論或兩

兩問答。活動可以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是動態的問答練習。練習的方式有

看圖問答、個人資訊調查、互動遊戲等，其中互動遊戲因為具有競賽和挑戰

的性質，最能夠激發學生主動開口說英文的動力。遊戲方式更包括「你畫我

猜」、「比手畫腳」、「記憶配對」等等。對老師而言，無須苦惱要玩什麼

遊戲，因為書裡面都已經幫您設想到了。對孩子而言，以學生為中心的練習

活動充滿趣味，也能夠創造主動開口的動機。

活動的第二部分，則是較為靜態的聽力與發音練習。在動態的活動結束

之後，運用靜態的聽力活動，來複習剛剛所學所用的句型，經由耳聽手寫的

過程，不僅可以達到加深記憶的效果，也能緩和剛才團體遊戲的「激情」。另外，發音的準確與否，也

會影響口語理解的程度，因此每個單元都有一個 "Listen up" 的發音練習，針對個別發音做加強訓練。例

如 /r/ 的字首和字尾音，或是 /th/ 的發音方法等，老師都能在這個環節，逐一確認孩子的發音是否正確。

》課堂第 41~50分鐘
在每堂課的最後十分鐘，孩子們可以自己動手畫出符合主題的內容，例如「我的寵物」、「我的臥

房」，或是帶來相關的照片，跟小組成員們進行分享。書中提供了簡單的文字段落作為範例，孩子們如

果還沒有把握能自由發揮，可以先利用範例段落，依照自己的情形，填入段落中空白的地方，就可以按

照預先寫好的文字，完整地表達出自己的想法。老師也可以將活動延伸為更進階的課程，例如孩子在介

紹自己住家的時候，試著製作平面圖或立體模型；或是在介紹喜歡的球類運動時，向同學推薦自己最愛

的球員或球隊等。相信老師們可以運用本書中既有的主題，結合不同面向的技能，變化出更多元的活動

內容。

Start to Talk練習本 1&2（附 2 CD）
定價／ $ 476

特價／ $ 376

優惠期間：9/1～ 11/1 我要購買

https://bit.ly/2SaGrFS


獨家
優惠

https://bit.ly/2XCWYb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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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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童話故事好好玩

一、老師說

從小我們就喜歡讀童話，每當聽到或看到「很久很久以前⋯⋯」這樣的開端，我們就走進了神奇的

故事裡，幻想自己是童話故事裡受難的公主，等待白馬王子來救援。在童話的世界裡，什麼都是可能的，

那些現實生活邏輯中不可能發生的事，都可以依照幻想邏輯，把它寫成神奇曲折的故事。童話是講給兒

童聽的故事，所以要與孩子的生活、遊戲緊密相連。童話是幻想的藝術，構思上好玩有童趣，表達活潑，

所以大多充滿幽默、風趣，包含著人們最美好的想像，結局一般來說都是美好的。

二、閱讀文章：三袋麥子

故事背景》 　　快要過年了，土地爺爺給小豬、小牛和小猴各送了一份節日禮物──一袋麥子。

事件一》
　　小豬看著黃燦燦的麥子，開心地喊道：「太棒啦！我最愛吃白麵饅頭和烙餅了！」

他迫不及待地把麥子磨成麵粉，做成了各種各樣的食品。

事件二》

　　小牛捧起飽滿的麥粒，看了又看，心想：多好的麥子呀，我要先把它保存起來，等

家裡的草料和雜糧都吃完了，再慢慢吃這好東西。為了防止發黴和蟲蛀，小牛經常把那

袋麥子搬到屋外透透風，曬曬太陽。

事件三》 　　小猴呢，他覺得面前的這袋麥子是上等的麥種，便把一整袋麥子全種下了地。

　　一年以後，土地爺爺又來拜訪小豬、小牛和小猴。

解決一》
　　他先到小豬家，小豬說：「感謝您去年送給我那袋麥子，讓我吃到了最好吃的東西。」

說著，不由得舔了舔舌頭。看著小豬憨厚可愛的樣子，土地爺爺忍不住哈哈大笑。

解決二》
　　告別了小豬，土地爺爺來到小牛家。小牛告訴老人：「去年您送我的麥子至今還沒

吃完呢。」小牛抱出那只袋子，裡面仍有半袋麥子。老人點點頭。

解決三》

　　最後，土地爺爺又來到小猴家。談起去年那一袋麥子，小猴拉著老人的手，神秘地

說：「請跟我來。」土地爺爺跟著小猴到屋裡一看，啊，麥囤裡堆得滿滿的。小猴說：「我

把麥子種下了地，這都是我的收穫。您帶一些回家吧。」

故事結局》　　老人撫摸著小猴的頭，興奮地說：「你真聰明！真能幹！」

Developing Writing Skills in Chinese教出中文寫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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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小妙招

1. 塑造人物：物性 +人性。2. 故事結構：三個起伏。3. 發揮想像和幻想。

四、思路引導

童話世界裡充滿幻想，可以穿越時空，沒有過去與未來，是一個虛擬的世界。幻想讓這個虛擬世界

充滿自由自在與浪漫新奇，呈現似真似幻、神奇迷人的特色。童話是以故事為主要敘述內容，作家曹文

軒先生曾說：「故事先於文字而產生。」你會寫童話故事嗎？一起走入童話的繽紛世界吧！

（一）塑造人物形象

童話離不開人物，例如白雪公主純潔善良，小紅

帽天真可愛，小飛俠彼得潘頑皮，醜小鴨堅定、堅信，

賣火柴的小女孩讓人內心柔軟而慈悲⋯⋯。這些人物是

幻想虛構的，是現實生活中所沒有的。又例如《國王

的新衣》，現實生活裡不會有人愚蠢到沒穿衣服都不知

道。所以，寫童話的第一步，就是塑造人物。童話故事

的人物一般有三種：

常人體：例如《國王的新衣》、《賣火柴的女孩》，人 

    物都是真實的人。

超人體：人物通常具有神奇的力量，可以做常人不可能 

    做到的事。

擬人體：例如《三隻小豬》、《北風和太陽》，動植物、

   大自然都予以人格化。

童話世界和人一樣，可用熟悉的家庭成員稱呼，像鴨媽媽、豬爸爸⋯⋯。所以，童話中的人物 =物

性 +人性。

物性：動物、植物的外形、生活習性。

人性：人的性格特點、喜怒哀樂、人的語言。

（二）故事結構

故事怎麼樣才好玩？一下子就解決困難或問題，這樣故事就不好看了，當然要有「一波三折」（故

事三個起伏），故事才會生動曲折。例如《三袋麥子》中的小豬、小牛、小猴。故事要有好幾個衝突→

解決→衝突→解決，故事才會好看。童話結構可以用三段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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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發揮想像力

童話世界裡是無所不能的，它充滿幻想和想像。《一隻想飛的貓》、《想飛的螞蟻》當中，動物可

以飛上天。而且在童話世界裡，一切的一切都是人，例如：貓罵老鼠、老太婆請棍子幫她趕豬過橋、孩

子可以跟樹葉說話，向路燈說再見⋯⋯，皆是把一切都當作人。

童話裡的許多安排，常常是常識上的「不可能」，是自然法則所不能接受的。例如天上掉下綠色帶

黏性的雨點、晴天有時下豬⋯⋯等。《傑克與豌豆》具有魔幻色彩的豆梗一夜之間就可以由地上長到天

上，巨人住的地方比空氣還輕。童話作者從不考慮時空是否合理，人物可以安排小矮人、小精靈，因為

童話的想像可以打破現實。

童話雖然充滿幻想，但根植於現實，傳達的主題與生活息息相關，例如愛的主題、頑童型的主題、

自然的主題⋯⋯等。譬如《去年的樹》：「鳥兒向村子飛去。在一盞煤油燈旁，坐著個小女孩。鳥兒

問女孩：『小姑娘，請告訴我，你知道火柴在哪兒嗎？』小女孩回答說：『火柴已經用光了。可是，

火柴點燃的火，還在這盞燈裡亮著。』」像這樣鳥兒會說話，鳥兒遵守約定去尋找樹，這些都是現實

生活裡不可能存在的，但反映出的人性卻是真實的，展現出重視友誼和承諾的主題。

童話作家豪夫說：「童話是一個美麗可愛的仙女，她是想像女王的大公主。每年，想像女王都

帶著她和她的幾個妹妹來到世界上。自從她們在世界的原野上走過一遭之後，人們在勞動中就有了

愉快，在嚴酷中就有了歡暢。」童話故事還可以改寫，像根據《三隻小豬》改寫的就有《三隻小狼和大

壞豬》、《三隻小豬的真實故事》，《灰姑娘》則可改寫成《灰王子》，多有趣啊！好好創作屬於自己

的童話故事吧，一定會覺得充滿神奇與趣味。

教出中文寫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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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位

http://bit.ly/2XI5C8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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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練閱讀技巧 (5)—
Understanding In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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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期，我選擇了比較進階一點的閱讀技巧 Understanding Inferences（推論）。Inferences 算是

閱讀技巧中難度較高的，因為需要透過文章的用字遣詞或隱藏的線索，去猜測作者在文章中沒有直接明

說的訊息，或是作者對事情真正的看法或情緒。其中或許是推論作者可能會同意的觀點，也或許是內容

可能的後續發展，亦或是問題的原因為何。

什麼是 Inference（推論）？
我 很 喜 歡 這 位 前 國 際 學 校 校 長 所 陳 述 的 Inference 定 義："Inference can be defined as the 

process of drawing of a conclusion based on the available evidence plus previous knowledge and 

experience. -- Shane Mac Donnchaidh"，正確的推論必須根據兩大要素：(1) 有跡可循的證據、(2) 自

身的知識和經驗。若不是從這兩大要素所推論出的結論，只能算是憑空想像罷了，對閱讀內容也容易會

有錯誤的理解。

為什麼要教 Inference（推論）？
其實 Inference 的教學非常重要，應該要從小培養。這樣的技巧其實是一種基本閱讀素養，是

二十一世紀基本能力之一。學生根據線索和證據得出合理判斷，是非常重要的邏輯思考過程。在過程中，

學生也需審視所有的線索和彼此的關聯性，最後提出自己的看法。這樣的能力其實與前一期所提到的

Fact/Opinion（事實或評論）環環相扣，都是一種邏輯思考的訓練。

Step 1：講解閱讀技巧
在進入到整篇文章的閱讀理解訓練之前，我們可以先用簡單的活動做為引導。基本上，Inference

教學有三個要點：

1. 結論必須有線索支持。

2. 線索必須仰賴我們已知的事實。

3. 答案可能不只一種。

TED Talks X ReadingTED Talks閱讀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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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是年紀較小的孩子，我們可以先用 "trash can" 活動來訓練，也可以帶

入簡單的英文單字，例如：

˙What can you see from the picture?

    可能的答案：an empty coke bottle, a cookie box, some candy wrap, etc.

˙What can we infer from this picture?

    可能的答案：This person is not on a healthy diet because he/she didn't eat healthy food.

另 外， 推 薦 老 師 們 一 則 短 短 的 YouTube 教 學 示 範 影 片 (Precision 

Teaching: Inference Game) 點我 。影片中，這位老師拿出一個小小的工

具讓孩子們猜猜是什麼，孩子們給了答案之後，老師一定會問："What 

makes you think that?"，然後引導孩子們連結當下的觀察和自身的生活經

驗。這樣的步驟非常簡單，且容易操作。           

Step 2：從閱讀的上下文判斷 Inference
我找了一個很適合進行 Inference 練習，時間又不超過十分

鐘的影片 "The power of diversity within yourself" 點我 當作例

子。演講總長度是 9:44。這篇內容是關於尋找自己的身份認同，

演講者 Rebeca Hwang 出生於韓國、在阿根廷長大、在美國受教

育，即使已經身為成功人士，這樣的成長背景讓她產生很大的身

份認同問題。之所以選擇這段影片的其中一個原因，主要是「跨

文化」已然成為近幾年很重要的教學議題。

首先，將文字稿印出來，讓學生在時間限制內自行閱讀，給學生的閱讀時間約 10 分鐘。我列出影

片中適合進行 Inference 練習的段落，每一段都可以事先與學生進行討論。例如：

1. 為什麼講者提到泡菜、牛排、花生醬？

2. 我們可以推論出西班牙文學老師是怎麼樣的一位老師？

3. 從講者提到自己醜小鴨變天鵝，可以推論出 MIT 是怎麼樣的一個學校？

I was born in Korea -- the land of kimchi; raised in Argentina, where I ate so much steak that I'm 

probably 80 percent cow by now; and I was educated in the US, where I became addicted to 

peanut butter. (1:31)

這一段其實講者提到了好幾個跟飲食文化有關的例子，我們可以推論出，韓國人愛吃泡菜、阿根廷人愛

影片網址：
https://www.youtube.com/watch?time_continue=247&v=z-Vu_CqyEpo

http://bit.ly/30yEIh6
http://bit.ly/30y7H4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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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牛排、美國人愛吃花生醬。

I remember on the first day of middle school, my Spanish literature teacher came into the room. 

She scanned all of my classmates, and she said, "You -- you have to get a tutor; otherwise, you 

won't pass this class." (01:55)

從這位西班牙文學老師所說的話，我們可以推論出什麼呢？第一，這位老師因為講者的亞洲外表，認定

她是個不會講西班牙語的外國人。這是很典型的刻板印象。我們甚至可以推論，當年在阿根廷的亞裔人

口一定不多，所以也讓這位西班牙老師一看到亞洲人，就認為對方一定不會講西班牙語。

But once at university, I was able to find a new identity for myself, and the nerd became a popular 

girl. But it was MIT, so I don't know if I can take too much credit for that. (03:51)

這一段很有趣，講者陳述自己從醜小鴨變成天鵝，在大學時期變成很受歡迎的女孩，但是她又補充，因

為她念的是 MIT（麻省理工學院），所以不知道這是否算數。從這裡我們可以推論出什麼呢？ MIT 是以

理工著名的大學，學生大部分是男生，或許因為女生不多、競爭者少，所以她可以成為受歡迎的女生。

這是講者自己的一種自嘲。

Step 3：Inference應用練習
根據前面的步驟，我們可以讓學生分組尋找適合的 TED Talks 影片。因為要找到涵蓋許多 Inference

的影片並不容易，所以這次讓學生們自己找，也是訓練他們運用 scanning & skimming 閱讀技巧的好機

會。

各組找到影片之後，可讓各組設計 Inference 的題目，例如：

˙What can be inferred from this passage?

˙Which statement would the speaker most likely agree with?

˙The passage suggests that this primary problem is _____________.

教室裡進行討論時，可以看到學生們不斷皺眉頭或是笑聲不斷，因為推論

本來就需要很多的腦力激盪和聯想力，所以這樣的上課內容非常有趣！

結論

就像一開始所提到的，推論能力需要從小培養，到了高中、大學階段，更是有許多機會需要引述文

獻，並結合原有的知識及自身經驗，最後再運用邏輯思考做出自己的意見陳述，因此這不只是學術能力，

也是很重要的公民素養呢！



免費報名

http://bit.ly/30qMr0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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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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台灣的孩子接觸英語的時間早，可能從幼兒開始就學習英語歌謠、親子共讀英語繪本。大部分

孩子在小學階段就會正式開始學習英語，這裡的「學習」是指聽、說、讀、寫並進，比較有系統與進度

的學習。我們在帶領初學英語的學生時，有時戰戰兢兢，怕壞了孩子學習的胃口；有時士氣高昂，覺得

身為啟蒙老師可是擔負重任；有時因為看到孩子愛上英文閃閃發亮的眼神，而感到心滿意足。老師們可

以多運用教具、網路資源、師訓課程中學到的教學技能，只要有心，相信都能讓英語初學者學得愉快、

有成效。現在，我們就來看看有哪些必備教具吧！

★ 用「指字棒」吸引愛學習的眼睛
現在的小朋友專注力不足的現象較普遍，老師可嘗試用色彩鮮豔的

教具來達到吸睛的效果。好玩、耐用的指字棒，是英語老師上課時必備的

小幫手。不論老師帶活動或小朋友玩遊戲，大人小孩都好用，比賽時還可

以拿來指出正確字母及單字，甚至帶領朗讀時也能成為很棒的課堂互動方

式。

★ 用「句型條」教寫字入門
教英文字母大小寫，最重要的就是「位置」及「發音」。有了「易可擦句型條」

詳細介紹 ，就好解決了！因為有格線做依據，老師可以把句型條貼在白板上，

先示範字母的筆順、位置，再讓孩子跟著練習寫。這種紙質的句型條，優點是可

自行裁剪成需要的長度。另外還有「磁立貼句型條」 詳細介紹 可選擇，方便又

耐用，既能寫單字也能延伸寫句子，還可以做挑錯練習。寫句子時要注意「句首

大寫、句尾句點、字跟字要分開」，用這句口訣隨時提醒，可以讓孩子很快就熟悉。

★ 用「創意遊戲板」讓孩子寫了還想再寫
創意遊戲板 詳細介紹 為 B5 大小，附有背膠磁鐵，可以貼在白（黑）板上。一個遊戲板有兩面不

同的可愛圖案，分組時很好用。一個遊戲板寫一個單字，貼在白（黑）板上，便可以玩句子重組。在板

子後面寫上分數，過程中還可以拿來累計分數。寫單字或造句都是很簡單的玩法，卻能在課堂上帶來絕

英語初級班的教學好幫手

Creative Teaching Aids教具創意角

http://bit.ly/2OV7ib8
http://bit.ly/2YY3OUY
http://bit.ly/33xlev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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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的學習效果。另外也可以當成

個人的小白板，只要發給每位小

朋友一支白板筆、一張衛生紙，

就可以重複書寫與練習。

有了這些好幫手，就能破解小朋友不愛寫字的魔咒了！尤其透過遊戲的方式，可以寫、可以畫，孩

子們竟然都很願意持續不斷的一直寫呢！

》遊戲 ：攻佔基地
1. 發給小朋友每人一個創意遊戲板、白板筆，聽完老師唸的句子後要寫出完整句子。寫好後貼上白板， 
    每個遊戲板之間需留間隔。

2. 全班與老師一同檢查每個句子，訂正錯誤後再大聲讀出來。

3. 將全班分成兩組，每組輪流派出一名組員猜拳，贏的人可畫兩條線，全組再一起唸出線兩旁的句子（上    
    下或左右），輸的人則畫一條線，一樣要唸讀句子。

4. 畫上最後一條線，把一塊區域框起來的，即佔領了這塊基地！可以把遊戲板取下，並寫上組名。最後，

    攻佔最多基地的組別即獲勝。

★ 多功能、萬用款的「灌籃射手」遊戲海報
遊戲海報的種類愈來愈多，漂亮、不貴、易攜帶，不同程度的班級都可以用，一直是高 CP 值的教具。

「灌籃射手」遊戲海報組 詳細介紹  配備有全彩的大海報，方便老師課堂上帶著全班一起玩，還有 A3
桌遊海報可以分組操作，實在方便極了。另外也能變換不同

的玩法，讓孩子們都大呼驚奇。搭配教材內的句型、文法、

單字，可以簡單也可以複雜。海報上有顏色、分數，所以能

產生多種變化；甚至可以兩張拼湊起來一起玩，變成一個完

整的籃球場。遊戲海報向來是不嫌多，只要好好收納、善加

利用，每堂課都能製造出亮點喔。

》遊戲：快攻搶分投籃趣

1. 假設教學目標是 「不規則動詞的三態變化」。可以運用     
    桌遊海報，分組後邊練習邊玩。

2. 除了桌遊海報，也需要一個小轉盤。如右圖，先畫出三個區

    域，分別是 1、2、3 三塊區域，並寫上若干個不規則動詞。

    放上轉盤，即可以開始遊戲。

3. 各玩家使用一個走步棋，從Start開始，目標是要走到籃框前。

    接著，輪流轉轉盤，譬如轉到 3，則要說出這個區域內的動  
    詞三態：give-gave-given, know-knew-known，也可以請小

    朋友各造一個句子。若轉到的數字與走步棋前面圓圈內的數字相符，則可前進 1 步；若不相符，則停

    留在原地。

http://bit.ly/2OVlK2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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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初級班必備新品組合

記憶吐司空白卡 +遊戲海報組 -灌籃射手
每組優惠價 276元（79折） 詳細介紹

4. 最先抵達籃框者即為贏家。

★「記憶吐司空白卡」 詳細介紹 ，客製化的教具最能接地氣
記憶吐司字卡已有動詞篇、物品篇，如今再推出「空白卡」，真是太方便了！不但可以做為系列卡

牌的擴充組，老師們也可以自己安排單字、句型，這就是所謂的「客製化」！如此一來，不論什麼教材、

什麼程度，都可以使用。英語初學者一定會學到的主題，例如：食物名稱、情緒形容詞、天氣形容詞、

基本的動詞……等，都很適合用記憶吐司卡來玩，邊玩邊記，最高境界就是遊戲終了也記牢學習內容。

》遊戲 ：配對碰運氣
1. 假設教學目標是情緒形容詞，例如：happy, sad, sleepy, scared, angry, 
    sick, hot, cold 這八個單字，與句型 "I'm ________. / I'm not ________. / 
    Are you ________? Yes, I am. / No, I'm not."。
2. 老師預先將單字平均寫在卡片上。使用「記憶吐司桌遊板」、小

    轉盤，並在中間的圓轉盤填入 O、X、？ O、？ X，來代表肯定句、

    否定句、問句與肯定答句、問句與否定答句。將卡片平均分配在

    各個欄位，就可以開始遊戲了。

3. 所有玩家輪流，轉到哪，就翻出卡片說出正確句子，然後將卡片

    取走。例如："Are you sleepy? No, I'm not."，最後玩家數算自己

    手上的卡片，能兩兩配對的（如：sleepy 兩張）即得一分。得分

    最高的人即獲勝。

指導初學英語的孩子雖然充滿了挑戰，但老師們可以充分備課後，再好好設想課堂上的每個細節應

如何安排，相信若能抓緊教學核心，就能勝任愉快！

Tip： 若想增加遊戲的變化性，可以加入炸彈（將分數都炸光了） 、寶藏（抽到就能額外獲得 3 分）等元素，不僅刺

激也會更好玩！

http://bit.ly/2O0eT7A
http://bit.ly/2H4SYGI


搶購去

http://bit.ly/2KwtHHA


檢定衝刺

https://bit.ly/2WE2wCn


立即
報名

http://bit.ly/2HhCx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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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更多 了解更多

http://bit.ly/2TO5kYK
http://bit.ly/31TVOGy
http://bit.ly/2HvUYY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