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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此時此刻 /

Editor's Notes 

編輯筆記

身為六年級生的我，小時候總會想像，在科技發展神速、生活水準躍進的這個時代，

2020 年的生活會是怎樣一幅光景。時光荏苒，時序真的來到了 2020 年，細細回想時總會驚

覺，過去數十年間的各項進步，不只影響我們這一代的生活方式，還帶給下一代在思想本質上

的轉變。

去年正式上路的 108 課綱，因應了新時代的學習需求，新的教學目標、新的教學方式，

對老師們而言是新的挑戰，當然也是新的機會。沒錯，我這一句話中出現最多次的，就是「新」

字。正因為一切都是「新的」，所以師德會訊也從新的觀點出發，規劃我們的專欄，期待能提

供老師們現在最需要的新知識。今年的新專欄「數位教學力」，呼應課綱當中的「科技資訊與

媒體素養」，由林加振老師分享如何運用科技做為教學媒介，融入現有的英語課程，透過無所

不在的行動載具，以及新興的數位科技，讓英語教學全面升級。「跨領域教案設計」則是針對

學科內容與語言整合學習，讓學生在生活情境中能實際以語言進行溝通，並有效整合學科知

識。上半年由張齡心老師和黃翊忠老師輪流執筆，以第一線教師的豐富教學實務經驗，提供最

實用的跨領域教案，幫助學生同時習得學科內容及語言知識。今年的「大師開講」專欄同樣聚

焦於新課綱的理念與實踐，簡靜雯教授從情境化、脈絡化的英語教學課程設計出發，提供實踐

課程設計的步驟，並鼓勵所有老師透過自身的專業成長，精進培養情境語言的學科教學知能。

2020 年專欄的另一個亮點，是年齡層向下延伸的「全方位幼美教學」專欄，Elaine 老師

見證近年來幼美教學理念與實務的各項轉變，她將引導我們共同思考幼兒階段語言教學的可塑

性與發展性。「教具創意角」專欄則由具有跨國教學經歷的 Suzanne老師，構思更有創意、

更有變化的教案，將教具的功能發揮到極致。深受老師喜愛的「活化教學新觀念」專欄，Tina 

老師將持續從各種面向，分享自己在教學路上的所見所聞，為英語老師們充電。「主題課程專

區」專欄則由 Jamie 老師針對不同的教學目標，挑選適合的教材，提供具有彈性的教學進度

規劃，以及實用的教學活動建議。

回顧 2019 年的兢兢業業，每個熱情投入的時刻，每個心有所得的瞬間，都造就了 2020 

年此時此刻的我。教學的路一步一腳印，希望師德會訊能成為您的力量，跟您一起繼續堅持向

前，迎接下個轉角更加引人入勝的美景。

《 Hello! E.T.》總編輯  孟慶蓉   pd@cet-taiw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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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德重要活動訊息2020

01/01（三）

．5 大獎勵教課給力活動開跑！
01/03（五） 
．第 50 屆 STYLE/JET 全國兒童暨青少年英語分級檢定 / 成績複查截止日
．【新品優惠】Word Family Chart 2020 必備教具
01/06（一）

．TKT學霸班開放報名，早鳥優惠中
01/10（五） 
．第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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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23 屆 KITE 全國幼兒英語分級檢定 / 開放網路報名及線上索取簡章
01/10（五）

．寒假桌遊教具展開跑

01/15（三）

．兒童趣味科普讀本 ―優惠開始
．第 51 屆 STYLE/JET 全國兒童暨青少年英語分級檢定 / 寄發簡章
．第 23 屆 KITE 全國幼兒英語分級檢定 / 寄發簡章
01/20（一）

．【考季來臨】第 51 屆 STYLE/JET 檢定出版品優惠

J AN

02/05（三）

．YLE 劍橋兒童英語認證 03/15（日）台北場 / 報名截止日
02/10（一）

．合作學習活動設計師資班開放報名

．【新品優惠】國中英語文法與練習 1~5
 02/12（三）

．YLE 劍橋兒童英語認證 03/29（日）台中場 / 報名截止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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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彙知識在英語學習很重要，有足夠的英文

字彙知識可以讓我們流暢地用英文進行口語表

達和閱讀理解文章和文本（Blachowicz, Fisher, 

Ogle, & Watts-Taffe, 2006）。會一個單字不是單

指知道字的中文意思（word meaning），還包括

單字的形式（word form）和單字的使用（word 

use）（Nation, 2001）。身為英語教學師資培育

工作者，我有很多機會到中小學教學現場看英語

教師或實習教師進行教學觀摩和演示，有一定比

例的英語教師在教英文單字的時候，僅使用閃示

卡教單字的意思，這樣的教學活動只足以讓學生

習得英文單字的書寫形式（written form）和字形

辨識（Brabham & Villaume, 2002）。

　　英文教師在教完英文單字之後，接著在黑板

上寫出句型或用句型條教句子，老師拿起一支鉛

筆問學生 What is this?，學生套用剛才的句型和

所學的單字回答 It's a pencil.；亦或是老師問學生 

What color is it?，學生必須套用單字和句型回答 

It's blue.。然而這樣的活動練習和學生認知發展

並不符合，這是一種明知故問的情況，除非是特

殊的學生，大部分的小學生應該都知道那是一支

鉛筆和鉛筆是藍色的，只是他們不知道「鉛筆」

和「藍色」的英文說法而已。只有小小孩在認識

他們周遭的世界時，才會好奇地詢問大人那是甚

麼？是甚麼顏色？

　　在上述的教學現場情況下，英文教師缺乏

提供有意義且真實的情境讓學生知道單字和句

型如何使用（Huang, 2005; Shrum & Glisan, 

1994）。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自民國

108 年九月份正式實施，新的課程綱要尤其強調

核心素養的課程設計發展，強調整合知識、技能

與態度的課程設計，設計情境化、脈絡化的學習

機會，重視學習歷程、方法及策略，導出學生實

踐力行的表現（教育部，民107）。

　　情境化、脈絡化的英語教學課程設計必須包

含四個重要元素：使用學生知識基金或家庭知識

庫（fund of knowledge）、教師一起共備討論

區分出真實的生活情境、啟動學生自主學習、和

真實的評量（Dirkx & Prenger, 1997, Johnson, 

2002）。亦即是教育部（民107）所建議的「教

材的編製以學生的興趣及需要為依歸，內容應實

用、淺顯、生動活潑且有趣」和「教材應提供生

活化的情境，並融合主題、句型結構及溝通功

能，宜設計多元的溝通式活動，以增進學習語言

的興趣並培養基本的溝通能力。」

　　在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的實施和推

動下，並非所有的英文老師都已經準備好情境

化、脈絡化的英語教學課程設計和實踐（Chen, 

2018），英文老師需要更新思想而改變自己。以

下就以 What's this? 這個單元為例，提供英文教

師進行情境化、脈絡化的英語教學課程設計和如

何實踐的幾個步驟。

文／簡靜雯  • 國立清華大學英語教學系副教授

更新英語教學信念，

改變自己教學實踐—

從設計情境化英語課程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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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師開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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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一：確定語言目標

　　如下面課程設計流程圖所顯示，根據教育部

（民107）《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國民中

小學暨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語文領域―英語文》內

容，針對 What's this? 此單元，英文教師必須先設

定語言目標，亦即學生的學習表現，例如語言能力

（聽）◎ 1-Ⅱ-9 能聽懂簡易的日常生活用語或語言

能力（說）◎ 2-Ⅱ-5 能使用簡易的日常生活用語。

 

　　就語言輸入亦即文本語言（language of the 

text），學生要理解學科和內容所需要的語言，詳

細的文本會在步驟四中呈現。在語言知識裡包含

語音，例如「◎ Ab-Ⅱ-1 子音、母音及其組合、

字詞」，以 pen 為例，老師透過字母拼讀法進行

教學，學生可以學會 pen 是由 p、e 的短母音和 n 

組合的字詞。就「◎ Ac-Ⅱ-2 簡易的生活用語」

而言，學生會學到如何用 What is this? 來詢問他

們看到不知道的物品並且用 It is a/an ____. 來回

答。另一個學生會學到的語言知識就是「Ac-Ⅱ-

3 第二學習階段所學字詞」，以 What's this? 所

搭配的文具這個主題，學生會學到的字詞就是和

文具相關的字詞，例如 pen、pencil、eraser、

marker、ruler、notebook 等等。

▼步驟二：設定語言溝通功能

　　英語的學習主要是用來溝通，英文老師可

以參考教育部（民107）的《十二年國民基本

教育課程綱要國民中小學暨普通型高級中等學

校語文領域―英語文》的附錄四「溝通功能參

考表」（頁53），「What's this? 搭配文具的

教學」這個單元，相關的語言溝通功能可能包

含下列六項：asking and giving information、

checking and indicat ing understanding、

expressing concerns、expressing wants and 

needs、expressing agreement or disagreement 

或 making requests。

▼步驟三：腦力激盪適合的語言情境

　　英文老師可以和同學年、同校、或跨校的英

文老師進行共備，針對單字和句型一起腦力激盪

出符合該校學生語言、認知能力和生活相關的語

言情境。以 「What's this? 搭配文具教學」這

個單元為例，小學生比較會遇到的生活情境就是

班上同學的鉛筆盒內有些特殊的文具，例如香蕉

橡皮擦、芥末螢光筆、冰糖葫蘆蠟筆鉛筆、口

紅橡皮擦等等，老師或同學會好奇詢問 What is 

this?。小學生可自己或在家人陪伴下，去書局、

文創市集、跳蚤市場、創意文具展等處，觀看創

意文具。

　　在藝術與人文課當中，經過專長老師的指

導，小學生可利用文具組合成為特殊的藝術品，

參加全國美術比賽中的平面設計類；亦或是透過

不同的文具圖片模板繪畫創作，學生的這些美術

作品也可以成為英文課堂教學的媒材，學生可以

用英文描述並介紹作品。有些學校或學校附近的

裝置藝術也是文具，例如新竹市陽光國小有蠟

筆、調色盤和水彩顏料；苗栗市府前路的 7-11 新

苗中門市有彩色鉛筆、高雄市衛武營彩繪牆有書

本等等。

　　曾經擔任過小學英文老師的我，很喜歡在下

Standard
英語文課程手冊

input
輸     入

output
產     出

 language of the text
文本語言

 language of the task
任務語言

language that my 
students need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content/subject

學生要理解學科和
內容所需要的語言

express cognitions 
and connect thought 
and language 表達認
知和連結概念和語言

language objectives
語言目標

language 
functions 
語言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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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fessor's Corner

課的時候觀察學生的行為或同儕間的互動，了解

學生的生活。現在我也會帶著實習或在職英文老

師逛逛校園或學校附近的景點，將收集到的內容

適時地融入成為英語教學的好媒材，進而引起學

生學習的興趣和動機。

▼步驟四：撰寫情境對話或文本

　　根據步驟一到步驟三，英文教師可以共備撰

寫適合學生英文程度、認知理解和年齡的情境對

話或文本。下面的情境對話是 Kelly 和媽媽在文具

店內的對話，Kelly 想要買一些文具，其中一項是

紅蘿蔔狀的原子筆，媽媽以為 Kelly 要買紅蘿蔔，

媽媽問 Kelly 說 What's this? A carrot?，Kelly 把

筆打開給媽媽看原來是一支原子筆，媽媽要 Kelly 

確認她有多少筆，是否真的有需要再買一支筆。

Kelly: Mom, can I get a few things?

Mom: Sure. What do you want?

Kelly: These things.

Mom: (looking at them) Notebook, marker,... 

          What's this? A carrot?

Kelly: No, it's not a carrot. It's a pen. See?

Mom: Another pen? How many pens do you  

          have in your pencil case?

Kelly: I have 12 pens in my pencil case.

Mom: You have more than you need.

Kelly: Mom, you are right.

▼步驟五：設計課堂任務

　　根據步驟一到步驟四，英文教師用同一個情

境貫穿課堂活動，從 warm-up、presentation、

practice、production 和 wrap-up。在一剛開始

的 warm-up 活動中，小學生可能無法聽懂所有的

單字，但英文老師可以透過肢體語言和圖片，演

出對話內容，讓學生知道這是他們可以使用這些

單字和句型的真實語言情境，並搭配簡單的聽力

理解測驗，例如拿起一本書，問學生 Kelly wants 

a book?，學生比圈或比叉。在 practice 的時

候，老師可以準備創意文具或照片，學生兩兩練

習對話，主要是第四到第六行的對話內容。英文

老師可以適性化教學，協助需要的學生說出創意

文具物品的名稱，例如 a carrot、a candy，而在 

production 的時候英文老師可以培養學生聽、說、

讀和寫的能力，學生可以根據剛才在 practice 的

口說和聽力練習，填入對話中畫線的內容，主要是

練習第四到第六行的對話內容，英文老師可以進行

適性化教學，協助唸出其他對話的內容。最後在 

wrap-up，英文老師可以抽點學生唸出對話。

　　英文老師需要不斷透過各種專業成長的活動

來精進培養情境語言的學科教學知能，學生才能

夠在情境化、脈絡化下習得單字知識，進而成為

自主英語學習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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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bit.ly/2tq9rkD


搶先
購買

https://bit.ly/2P3z5nK
https://bit.ly/2P3z5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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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bit.ly/2P3z5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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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們的記憶，更可提高學生專注力，讓學習效

果翻倍。

★ 萬用桌遊板-瘋狂賽車手 ★ 詳細介紹

這是一款非常實用的桌遊海報，可以直接用白板

筆書寫，用酒精擦拭可重複利用，cp 值高。遊戲

的玩法，除了 22 格的賽車路線外，另外還提供了 

Gas 加油區和 Bomb 炸彈區，每區六格，均可書

寫，可以用轉針或骰子來選擇。用不同顏色的迴

紋針當玩家代表物，順便複習顏色的單字。

例子：學習一日  6 餐（ breakfast、brunch、

lunch、afternoon tea、dinner、night  snack ）和

頻率副詞，回顧食物名詞，海報背面可以結合句

型：

What do you have for _________?

How often do you have  _________?

When do you usually have  _________?

What do you prefer to have  _________?

　　桌遊是小孩子的玩意？能否適用於各種年齡

層？ 教具要買很多款式？不同內容課程得用不同

教具？這些問題，都是家長老師們的糾結點。到

底要買什麼教具，買了如何使用，買多少才夠？

使用方法多元化且趣味十足的教具組合，不僅能

夠省錢省時，還可以大幅提升學習英語的興趣，

實在是家長老師們的得力助手。

　　相信很多家長老師已經聽過桌遊學英語的

好處。透過桌遊，我們可以讓英語學習增加新

的趣味性「體驗」。根據  Richard Bandler 和 

John Gr inder 所建立發展出來的自然語言處

理（NLP），學習者可分為三種不同類型：聽

覺型（auditory）、視覺型（visual）和操作型

（kinesthetic）。操作型又被稱為體覺型或觸覺

型。傳統教育因為單純藉由家長和老師的講解進

行學習，非常適合聽覺型和視覺型的學習者，但

操作型學習者，卻無法單純透過聽講，就達到鞏

固學習和加強理解的效果。

　　趣味百搭的教具配合桌遊規則，將場景融入

生活當中，操作型學習者可以透過雙手和整個身

體的運動進行學習，無論幾歲，都可以沉浸在邊

玩邊學的樂趣中。因為過程中桌遊記憶和英語記

憶產生連動，只要活用單字和文法，將可大幅提

高學習效率和成果。下面筆者將搭配遊戲，介紹

兩款簡單好用的桌遊教具，老師們若能將這兩款

教具配合遊戲，套用在英語教學裡，不但能加深

文／劉淑嫻 Suzanne Liu   • 國際教師資格   • 美語補習班年度最佳講師   • 師訓講師

C
reative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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桌遊好好玩，英語好好學—

有趣又百搭的海報字卡教具

教具創意角

http://bit.ly/2LBxlz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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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ive Teaching Aids

玩法一：Let's race!

1. 4-6 人一組，發給

每組一份海報，兩

個轉針，6 個不同

顏色迴紋針。

2. 轉動  G a s  加油

區轉針，其他玩

家一起問  “What do you have for (meals)?＂

3. 玩家回答“I have (food) for (meals).＂回答正

確，前進轉針指向的數字步數，回答錯誤，暫

停一回。

4. 進入 Bomb 炸彈格，則轉動炸彈區轉針，其他玩

家一起問“How often do you have (food)  ?＂

該玩家回答“ I (frequently) have (food) for 

(meals).＂ 回答正確，前進轉針指向的數字步

數，回答錯誤，暫停一回。

5. 首先到達 FINISH 格的玩家獲勝。

玩法二：Let's review!

1. 4-6 人一組，發給每組一份海報，一個轉針，6 

個不同顏色迴紋針，一個沙漏或手機倒數計時。

2. 任意填入學過的單字主題類別，例如：學習

過動物單字，可以寫“Name 3  d i f f e ren t 

amimals＂。

3. 轉動轉針，走對應的數字格數，15 秒內（根

據玩家程度可以調整秒數）講出格子需要的三

個單字，其他玩家評判，正確的話留在格子

裡，錯誤的話暫停一回合。例如，玩家走到

Name 3 food groups，其他玩家幫忙計時，

15 秒內說出食物金字塔裡的任意三個單字即可

（如：vegetable、fruit、meat）。答對的玩家

可以留在格子內，繼續下一回合。失敗的玩家

（無法講出 3 個單字或無法在 15 秒內完成）

將暫停一回合。

4. 失敗的玩家暫停一回合後，必須再次試著講出

同一個格子的內容，如成功，則可以繼續下一

回合，否則將再次停留在同一個格子直到能夠

突破為止。

5. 首先到達 FINISH 格的玩家獲勝。

★ 記憶吐司空白卡 ★ 詳細介紹

44 張空白卡，6 張功能卡（兩張發霉吐司，兩張

超級吐司，Start 跟 Finish 各一張），可以直接用

白板筆書寫，用酒精擦拭，重複利用。與記憶吐

司（物品篇）和（動詞篇）卡片背後一致，可以

加入一起使用。

例子：學習食物金字塔，食物類別：grains、

vegetables、fruit、dairy、meat 五大類，複習食

物單字。

玩法一：Halli Galli

1. 3-8 人一組，發給每組一盒 44 張空白卡片和兩

張發霉吐司（可以發給每個學生 5-10 張空白

卡片，請他們先自行寫上 5 個不同類別食物的

單字）

2. 所有牌洗牌後平均發給每個人，牌面朝下，均

http://bit.ly/36d7Z3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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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看卡牌。

3 .  依順時針方向開始，每個玩家依次輪流說 

grains、vegetables、fruit、dairy、meat 並翻

出一張卡牌，如果卡牌上食物與類別一致，就

立即搶拍卡牌，誰最後拍到，則桌面上被翻出

的卡牌都歸該玩家所有，例如：milk 屬於 dairy 

乳製品，所以當玩家說 dairy 並翻出 milk 牌

時，則搶拍；反之，當玩家說 dairy，卻翻出 

grapes，則繼續下一個玩家翻牌。

4. 若有玩家拍錯，則該卡牌堆所有卡牌均歸他所

有。

5. 若翻出發霉吐司，所有玩家搶拍，最後拍的玩

家也必須收走全部卡牌。

6. 先出完所有卡牌的玩家勝出。

玩法二：I want to have...!

1. 4-5 人一組，發給每組一盒 44 張空白卡片（可

以發給每個學生 5-10 張空白卡片，請他們先

自行寫上 5 個不同類別食物的單字）

2. 所有牌洗牌後平均發給每個人，起始玩家要將

自己的牌脫手，他可以選擇說實話或者謊話。

例如玩家 A 手中牌為 cheese，他可以蓋牌並

傳給 B 說實話 “I want to have cheese.＂ 。B 

可以選擇要不要抓這張牌，若 B 不抓，他可以

偷看這張牌到底是不是 cheese，再傳給 C。傳

的時候 B 一樣可以選擇說實話或者說別的食物 

“He wants to have cheese.＂。

3. C 若選擇不相信 “I don't believe you.＂ 並翻

開這張牌，結果確實是 cheese，那 C 猜錯了，

C 就要把牌收下來，並且由 B 再次出牌。

4. 先出完所有卡牌的玩家勝出。

玩法三：Let's review!

1. 4-5 人一組，發給每組一盒 44 張空白卡片，每

人一支白板筆。複習單字或片語的時候使用。

2. 請每個玩家寫 5-8 張記憶吐司卡，以 “Name 

3 XXX.＂ 的格式寫出這學期／節課／單元學過

的主題（例如：蔬菜、交通工具 ）。

3. 收集所有卡片並洗牌，每個玩家輪流抽牌。抽

完牌，閱讀卡片內容，開始計時，15 秒內講

出符合卡片主題的 3 個單字，其他玩家評判，

正確即可過關，錯誤的話暫停一回合。例如，

玩家抽到 Name 3 transportations，其他玩家

幫忙計時，15 秒內說出三個交通工具（如：

car、school bus、airplane）即可順利過關，

否則跳過下一回合。

4. 失敗的玩家（無法講出 3 個單字或無法在 15 

秒內完成）再次輪到時，抽取新卡片，如成功

過關，則下一回合可以繼續，否則再次跳過直

到能夠突破為止，如果超過 3 次無法過關，則

離開遊戲。

5. 可以玩 3-5 個回合（視人數而定），最後留下

的玩家獲勝。

　　桌遊英語寓教於樂，無論大人小孩都喜歡。

現在，就讓我們一起來讓課堂和家庭充滿歡樂，

一起好好玩、好好學！



搶購去

http://bit.ly/2P30Blu
http://bit.ly/2P30Blu
http://bit.ly/2P30Bl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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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活化教學新觀念」會先帶大家看看難

搞學生背後的需求，接著看看在祭出加扣分法之

前還能做些甚麼，好讓孩子的需求被滿足，再滿

意地把專注力放回到課堂繼續學習。

　　在這裡我先大致將孩子們分成幾種類型，以

下分別說明。

1. 生理需求特別強烈型：

　　這類的小孩，一旦餓了、冷了、想睡覺、想

上廁所、甚至衣服的材質讓他不舒服，其他的就

都顧不到了。因為這類型孩子的生理本能凌駕於

其他需求之上，沒有舒適的生理狀態，就沒有學

習，所以老師們一定要把孩子的生理需求當作最

重要的一件事，不必太快把這些行為跟「學習態

度不佳」、「不負責的人生態度」做連結。再

說，如果孩子的基本生理需求沒有被解決，接下

來的課也沒辦法好好上下去，遑論培養學習態度

與學習方法了。所以，在我的課堂上，我一定會

先看看教室的溫度，詢問學生會不會太冷或太

熱，課前的幾句閒聊就可以讓學生感受到老師

關心他的生理需求，被關心到的孩子心情會比較

好，接下來上課也會比較順利。

文／劉楚筠 Tina   • 資深國小英語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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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很難搞？

因材施教怎麼教？

　　老師們在教學現場應該對下列場景不陌生：

Andy  愛打斷老師的教學，搶著發言，但答

案常是錯的！

Betty   愛打斷老師的教學，搶著發言，但答

案跟問題根本沒有關聯！

Casper  要講到重點的時候，他就說要上廁所。

Danny 坐不住，一直想離開座位。

Emma 一直竊竊私語找旁邊的朋友講話。

　　老師心裡焦急，怕課室管理不好，怕教學進

度被拖慢，其他學生的學習會受影響。於是，到

底該壓抑內心焦慮在課堂上花時間處理這些個別

學生的問題，還是祭出記點／加扣分制先壓住現

況再說，還是視而不見聽而不聞繼續上課？常常

成為老師的兩難。

　　很多老師慣用分組加扣分的方式來做秩序管

理，它是一種可以在最短時間內收效的方法。可

以用，但我的建議是，老師們一定要知道自己當

下「為甚麼」要用這種方式經營班級秩序。是因

為茲事體大，這堂課有家長來看教學觀摩，絕對

不能失控？還是因為搞不懂孩子怎麼了，所以不

知道有別的方法？這兩者是有很大的區別的。畢

竟大部分老師們一定希望孩子是有自發性的學習

動機，而不只是在管理之下而就範。

活化教學新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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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ynamism of English Teaching

　　如果孩子帶了早餐，我也會請他先吃完早

餐。如果孩子那天的精神不佳，我當天就不再特

意要他回答問題或積極參與活動。如果常常精神

不佳，我會跟家裡聯繫，但若只是偶有一兩次就

沒關係，但自己要記錄下來，如果某天家長剛好

跟老師聯絡詢問事情，老師就可以把觀察到的那

幾天現象一併告訴家長，但是是以關心的口吻，

而非告狀喔！家長會很感激老師對孩子的用心。

　　總之，先顧好孩子的生理需求。爸爸媽媽一

定希望小孩來上課，第一要件是安全，其次才是

學習態度，且越來越多家長會希望孩子學得快

樂。生理需求被滿足，孩子的生理安全與學習品

質，也才都能兼顧。如果，老師們觀察到有的孩

子是「假性」的生理需求不滿足，例如常常想

「尿遁」，那就要往下一種需求去探尋了。

2. 心理需求特別強烈型：

　　這一型的孩子可以再概分為三種：

A. 強烈要求老師注意的：這樣的孩子有可能是

在家父母太忙，或是在其他的學習場域得不到成

就感，一旦覺得老師的態度比較和善，就很希望

可以得到這位老師的關注與讚賞。老師們有時候

覺得自己似乎「人善被人欺」，但孩子很可能不

是這個意思，他們只是希望被愛罷了。這樣的孩

子通常是比較好動，或是想法較不受框架限制，

所以天馬行空，難以走在大部分老師期望的軌道

上。換個角度來看，這類的小孩，一旦有了自

信，往往可以發揮創意，為班上注入活力，也能

讓老師的教學有新火花。所以我會做的，是找機

會讚美肯定他們，甚至給他們機會當小老師。但

是，如果某堂課我發現自己的狀況不好，像是特

別累的話，我會先告訴那位學生：「老師今天

也很想有機會讓你表現，但是老師今天比較累，

所以如果你今天上課一直講笑話，讓我們沒有辦

法學習，我有可能會生氣哦！」老師也是人，讓

學生學到感受他人情緒也是很重要的！當然老師

首先要確定自己的情緒反應是在自己的控制範圍

內。我如果內心真的有怒火了（但學生還看不出

來時），加扣分制就會上場。因為不常用，所以

很有用。如果這招依然沒用，我才會用嚴峻的語

氣說話，因為平常很少嚴峻，所以偶爾嚴峻一

次，就很有用；因為平常跟孩子的關係夠好，所

以偶爾嚴峻一次，也不會破壞師生關係。

B. 希望老師偷偷注意他的：這樣的孩子是比較

害怕犯錯的，很愛面子，也很在意別人的想法。

上課時，他們通常不會給老師的課室管理惹麻

煩，但是如果發現自己都沒有被老師注意，就會

偷偷生悶氣，覺得老師不公平，或是無精打采，

或是用「尿遁」搞小失蹤等方式，發洩一點怨氣

企圖引起老師注意。但是又因為很害怕犯錯，所

以如果上課時點他們回答，他們通常會沉默不

語。所以對於這樣又期待又怕受傷害的孩子，該

怎麼辦呢？我會用小遊戲緩和他們的壓力感，從

遊戲中可以評量出他們有沒有學會，也減輕答錯

的壓力。「遊戲」跟「競賽」不太一樣，我比較

不常用競賽，因為一旦有了輸贏，心理需求強烈

的孩子心情起伏就會更大。很多時候孩子只是享

受「玩」本身，不需要很認真的計分。此外，對

於這樣的孩子，在學習單上畫個小插圖，或多寫

一些字句與他們互動，平常與他們四目交會的時

候，給他們溫暖會心的一笑，這樣靜默的力量，

對於拉近師生距離效果可是很好的哦！

C. 來交朋友的：如果孩子本身沒有很強的學習動

機，來美語班和同學玩可以是一個很強的心理需求

與到班動機。現在獨生子女越來越多，這樣的孩子

希望有同齡的孩子作伴說笑，讓自己暫時脫離大人

的掌控與監視， 所以這樣的孩子不缺關注，不太

會在意老師是不是注意到他，但會抓緊機會跟同學

聊天或嬉笑。其實團隊合作是蠻重要的技巧，所以

抓準這樣的心態，設計一些需要團體合作的遊戲活

動，就可以滿足孩子的社交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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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化教學新觀念

　　那麼有沒有這三種需求都很強的小孩呢？當

然有嘍！這些需求交相出現的機率很大。在這

裡，跟大家分享一個讓我印象深刻的例子。記得

在一個悶濕的夏秋之交，常常下雨，那天，二到

四年級的學生陸續從滂沱大雨中走進教室。上課

到一半，一個安靜的女孩悄悄的移過去跟一個四

年級男孩說：「你可不可以不要脫鞋子？有味

道。」看來她已經忍了一陣子。

　　打赤腳，把涼鞋放在一旁地上的四年級男生

顯得有點尷尬：「沒有呀！我沒有聞到。」

　　我走過去，看到涼鞋顯然全溼了，讓這孩子

穿回溼溼的涼鞋，或讓那女孩繼續聞到不舒服的

臭味，都不太好。更重要的是，要化解這男孩的

尷尬呀。

　　我說：「我們來做個實驗好不好？」同學們

的眼睛都亮了起來。「我們來看看，到底是腳在

臭還是鞋子在臭好嗎？因為老師覺得，腳很快就

乾了，可是鞋子半溼不乾的，而且平常也不會常

洗涼鞋呀，所以鞋子應該更容易積臭味吧？我們

把鞋子拿到隔壁的空教室，看看這樣味道是不是

就不見了好不好？」後來異味很快就消失了。

　　會有這樣的想法，是因為想照顧這敏感孩子

的生心理需求，也想教孩子動動腦，釐清問題的

根源（思辨不就是這麼一回事嗎?），不要讓孩子

養成「責怪提出問題的人」的習慣，而是帶孩子

看見問題，解決問題。

　　在我照顧了這個好動男孩的生心理需求後，

他當天上課不但特別合作，下課時還怯生生地來

問我，他的鞋子濕掉會臭，該怎麼辦？這表示孩

子信任老師了！

　　這孩子當初是因為有認識的朋友報名上課，

他想交朋友，就跟著來了。他聰明好動懂得多，

可是在學校裡因為不喜歡寫字，受了些挫折，所

以在這裡的課堂上他有強烈被看見與被肯定的心

理需求。因此，在教室裡我不會硬要他坐著，他

會站著寫字，OK 的！我會設計團體活動，讓他

可以跟他的朋友一起合作，有時也會分到跟別的

同學一起合作，幾次下來後，他馬上交到了新朋

友。對我有了信任後，也可以滿足他的社交需求

了。一開始他用鑽到椅子底下或岔題的方式獲取

注意，用台語回答我的問題以掩飾他的焦慮，但

在生理與社交需求得到滿足後，他開始願意參與

活動，我再邀同學們輪流來當小老師（他自然也

會輪到），讓他被肯定被關注的心理需求也得到

滿足。

　　本期說了這麼多，無非是希望給大家多一點

工具，理解與處理不同孩子的狀況，但是方法的

使用以及標準的嚴寬，一定要視孩子的年紀、整

體的脈絡、與老師對孩子的瞭解來決定，並沒有

標準的 SOP。萬法存乎一心，愛孩子的心對了，

您就是個好老師喔！



Band 1

Band 2

Band 3
Band 4

課程洽詢專線 (02) 2382-0961 分機117  或上師德網站 http://www.cet-taiwan.com/

清大外語系畢業

27年美語教學經驗
美語機構資深師訓講師

TKT Module 1-2 (Band 4)
TKT Module 3 Band 3 

淡江英文系畢業

19年美語教學經驗
TKT M1-3 (Band 4)
TKT KAL / YL (Band 4)
CELTA / TYLEC
現任補習班班主任

張麗梅 Maria 

呂世柔 Zoey  

★ 報名本課程學員需配合以下特殊說明：
     1.自備教材 The TKT Course (官方指定用書)
     2.需加入課程專屬臉書社團，完成指定作業與線上課程研習。

線上＋實體雙效助攻

一次瞄準 Band 4 

TKTTKT學霸學霸
證照班證照班

 10:00~13:00 
 Module 1---------------------
 14:00~17:00 
 Module 3 & YL
（中午休息 1 小時）

★ 3/08 (日) 台北班

★ 3/22 (日) 台中班

★ 3/29 (日) 高雄班

一般會員 $2,200 /人
兩人同行/VIP $1,980 /人

$

↘ 實體課程開課時間

 早鳥優惠
  1980元 

再享
2020 TKT考試9折優惠

即日起∼2/14截止

我要
報名

http://bit.ly/2DVhJmK
http://bit.ly/2DVhJmK
http://bit.ly/2DVhJm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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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Jamie Wang  • 資深兒美教師   • 《3 分鐘玩遊戲》作者

T
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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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ning

踏出英檢決勝第一步

主題課程專區

　　孩子在小學階段，花了許多時間學習英文，

隨著年齡漸長，父母及學校都會開始鼓勵他們挑

戰英語檢定，除了是對自己一路以來學習成果的

檢驗，實際上拿到語言能力證照，也會對之後求

學各階段更有助益。以筆者而言，接收到學生需

要參加全民英檢初級的需求之後，便開始思考如

何增進學生的應考實力，無論是密集的考前衝

刺，或平日的能力養成，都需要適合的輔助教

材，才能讓準備考試的過程更事半功倍。

　　其實學生們在兒美課程當中，所學習到的單

字不少，尤其是唸到高級數的學生，通過全民英

檢初級所需的單字，大部分都已經學過，但是如

何幫助學生複習這些單字的意思和用法，並且補

充少數沒學過或不熟悉的單字，需要更有效率、

更有系統的方法。筆者此次選擇《8 週完勝 GEPT 

單字》規劃為期 8 週的課程，依照書中規畫好的

進度，採取「主題式」的單字複習方法，同樣主

題的單字一次複習，不但容易聯想和記憶，在加

強相關句型與文法概念時，也能夠相互代換，舉

一反三。

◆ 使用教材：8 週完勝 GEPT 初級單字

◆ 課程期間：8 週

◆ 上課次數：每週兩次∕每次 40 分鐘

Week 1 職業、人物、人物關係、身體、健康、情緒

Week 2 外觀、特質、狀態、休閒活動

Week 3 動作、其他動詞 (1)

Week 4 其他動詞 (2)、餐飲、衣飾、數字

Week 5 數量、金錢、時間、節日、物品

Week 6 其他名詞、地方

Week 7 區域、交通、氣候、自然界

Week 8
冠詞、Be 動詞、助動詞、代名詞、疑問詞、
介系詞、副詞、連接詞、感嘆詞、單字表

▼  自製單字小卡

　　 要幫助學生加強對單字的記憶，老師可以讓

學生親自手寫單字卡，或是利用線上資源，有很

多製作單字卡的樣板，請學生自行輸入單字，製

作自己的一套單字卡。單字卡可以只寫單面，也

可以一面寫英文、一面寫中文解釋，隨著卡面的

文字不同，課堂活動的方式也會有所不同。

　　單面的卡片適合玩各種撲克牌遊戲的改編，

透過有趣的遊戲，加強單字的辨讀能力。如果是

雙面皆有內容的卡片，則可以玩配對遊戲或記

憶遊戲，善用中英文之間的連結，熟悉單字的意

思。老師也可以提高遊戲難度，請學生要拼字或

造句才能過關，為單字複習增加更多挑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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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me Course Planning

▼  單字家族複習

 本書最大的特點在於單字以主題分類，因此

同類型字彙組成的字彙家族，就可以一起複習。

單字家族可以進行很多不同的課堂活動，以下提

供兩個活動：

★ 眼明手快

1. 老師在白板上任意寫出 12 個單字，這 12 個單

字必須分別屬於三個不同主題，例如：食物、

職業、交通。

2. 準備兩組三支不同顏色的白板筆，並指定各個

類別的顏色，例如：食物—紅色、職業—藍

色、交通—綠色。

3. 請兩個學生站到白板前面，老師任意唸出白板

上的一個單字，學生必須用正確顏色的白板

筆，圈出對應的單字。

★ 從 a 到 z
1. 老師任意指定一個類別，例如：職業，接著請

學生輪流上台，寫出一個屬於該類別的單字。

2. 學生書寫單字的順序，必須從 a 到 z，像是我

們在字典上看到的次序，第一個學生可以寫 

actor，第二個學生可以寫 artist，也可以寫 b 

開頭的 barber，以此類推。

3. 直到有人寫不出來，則該回合結束。

 這本書貼心地將全民英檢初級單字分成 8 週

進度，學生只需要用兩個月的時間，就能將初級

單字完整複習一遍。所有單字分類詳細有條理，

同一個單字有不同詞性時，還會搭配不同例句，

以利學生了解單字不同詞性時的使用方式。另

外，每個單字都有相關用法、同反義字補充，學

生可以融會貫通，以最快的速度擴大字彙量。參

加英檢之前，如果可以把基本功打得夠穩固、夠

紮實，備考的效率就能大幅提升，也能在正式考

試的時候有超乎意料的好表現！ 

 

8 週完勝 GEPT 初級單字

定價 $349  特價 $276
優惠期間：1/1~3/9

我要
購買

https://bit.ly/2s66oNY
https://bit.ly/2s66oNY
https://bit.ly/2s66oNY


我要
報名

http://bit.ly/37rBcZM
http://bit.ly/37rBcZM
http://bit.ly/37rBcZM


線上採買

http://bit.ly/2PzeibY
http://bit.ly/2PzeibY
http://bit.ly/2Pzei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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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張齡心  • 現任國小英語教師

C
LIL Lesso

n P
lans

Welcome to Dadaocheng!
探索大稻埕「古與今」

　　十二年國教的課程發展本於培養全人教育，

提倡素養導向教學，學生不再只是學習學科內容，

而是要能夠在生活情境中，透過語言進行溝通、學

科知識的統整、探索、歸納、整理及分享。

█  教學理念

　　在六年級課程中，英文過去式是文法重點之

一，對學生來說，背誦動詞三態並不困難，要能

理解並學會正確的使用動詞時態才是最困難的，

因此我們設計了多樣化的活動，提供鷹架，連結

學生的背景知識，讓學生在真實的語用情境下，

以任務導向的方式進行學習。

█  學生背景分析

　　此次授課對象為六年級學生，學生的英文程

度差異大，若只以一般反覆練習的方式上課，程度

高的學生覺得沒有挑戰性，而對於程度較低的學生

而言，困難且枯燥的練習更是無法引起他們的學習

動機。多元的學習活動能夠對不同英語程度和不同

智能的學生帶來興趣和成就感，因此以跨學科議題

為閱讀素材進行 CLIL 教學，可以讓學生更投入，

在語言學習的同時也有學科知識的增長。

█  教學策略

　　英語口說引導、閱讀策略教學、跨領域學

習、主題討論、分組實作、資訊運用。

1. 英語融入社會領域教學：依據社會領域核心素

養擬訂教學目標，以英語素材及教師自編文

本，延伸教學活動內容，多元的教學活動設計

更接近學生的環境與生活經驗。在課程活動

中，師生運用中、英文進行社會領域課程及議

題的討論，提升學生學習英語的興趣、增進應

用外語的能力。

2. 語言與科技的結合：培養學生具備科技與資
訊應用的基本素養，運用行動學習載具及 

Keynote App 製作英語簡介，設計文宣，為國

外人士簡介大稻埕，行銷臺北。

3. 本土與國際的結合：透過閱讀、聚焦、歸納及
整理促進學生具備理解與關心本土與國際事務

的素養，未來結合國際筆友教育方案，實踐國

際教育。

█  教學活動介紹

　　教師從五年級學生到大稻埕校外教學的活

動照片，導入臺北市西區的「古與今」，進行

「古」的閱讀，強化英文閱讀理解能力，「今」

的探討，鼓勵學生將歷史連結到現代大眾文化。

此教學設計共有三節課，第一節為學生校外教學

活動分享及聆聽老師讀有關大稻埕的「古」並擷

取重點。第二節課為「古與今」的連結，透過小

組討論進行有關大稻埕文本的重點整理及分析，

再進行朗讀練習，引導學生連結歷史與現代大眾

文化。第三節課則是利用 Keynote App 設計出行

銷大稻埕的 Travel Booklet。

跨領域教案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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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L Lesson Plans

what 引導）。

8. 引導學生檢視自己的組織圖，再邀請幾位同學
依據自己的 outline chart 重述段落大意。（差

異化教學：各組學生可以分工的方式記下老師

所唸的內容，再討論歸納重點。）

第二節：Connecting the past and the present

學習目標：

1. 學生能以英文做簡單的重點總結。

2. 學生能思考問題，說出想法或提出問題。

3. 學生能依據臺北市的歷史背景，進行古與今

的連結，了解大眾文化的產生及變化。

4. 學生能理解與關心本土事務。

→  教學準備：有關大稻埕的自編文本、教學 

PPT、iPad

→ 教學活動流程：

1. 教師與學生口頭複習上一節課所討論過有關大
稻埕的歷史內容。

2. 將部分文本和圖片以 PPT 呈現，帶領學生閱

讀，找重點及單字學習。

3. 發下文本，引導學生在每一段落中找出重點並
畫線，接著請學生朗讀文章。

4. 教師帶領學生作重點整理，以最後一段的結語
作討論：How can we connect the past and 

the present?

5. 以 PPT 播放一張大稻埕的「老照片」，旁邊

放三張新照片讓學生對照，學生要從中找到該

第一節：Talking about the past

學習目標：

1. 學生能以英文過去式敘述在大稻埕所看見或

感受到的人事物。

2. 學生能從教師所朗讀的文章中，摘取重點。

3. 學生能整理段落大意並依照自己的筆記進行

簡短的重述。

4. 學生能積極參與發表及聆聽。

→ 教學準備：有關大稻埕的自編文本、教學 PPT 

和 Outline chart

→ 教學活動流程：

1. 教師展示一張寫有「粒粒皆辛苦」的農夫圖
片，引導學生猜出今天的主題：大稻埕。

2. 以 PPT 播放學生於五年級時去大稻埕的照片，

回顧大稻埕景點與當天所進行的活動。

3. 教師提問，引導學生用過去式句型回答問題。
4. 教師發下便利貼，請每位學生寫出一句自己對
大稻埕的記憶。（差異化教學：學生盡量用英

文寫出自己的想法，但若有困難，可以部分用

中文或以圖示來表達。）

5. 教師唸出有關大稻埕的自編文本，學生聆聽後
說出主題。

6. 發下學習單，引導學生寫出文本的主題：Old 

Taipei, Da-Dao-Cheng。

7. 將文本分成三部分，一次唸一個部分，讓學生
能夠寫出重點（用學習單中的 where、when、

◤教師帶領學生進行文章理解與討論 ◢

◤以學習單引導學生聽取

重點 ◢
◤學生認真聽，在組織圖中寫

出重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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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領域教案設計

Booklet。任務主題有三種：Best things 

to eat／Best things to do／Best places to 

go。各組抽籤決定。

4. 學生一同蒐集資料，製作旅遊寶典。英文老
師與社會老師同時在教室中進行指導。教師

需事先指導學生如何上網找英文資料及有關

英文關鍵字的輸入。

5. 各組分工蒐集資料及圖片，摘要所讀內容及
規劃 Keynote 簡報。

6. 請學生分組報告所完成的任務內容，帶領臺
下學生專心聆聽且給予鼓勵。

7. 教師將學生的 

Keynote 簡報

列印出來整理

成一冊 Travel 

Booklet，提供

資訊給來臺的

觀光客。（當時剛好有一位加拿大學者來臺

演講，透過介紹，教師將學生所做的 Travel 

Booklet 送給他，他也寫了一封感謝信給

學生，並與我們分享他在大稻埕觀光的照

片。）

◤學生透過文字與圖片與外國觀光客互動 ◢

張「老照片」的

現今模樣。教師

可引導學生說出

「古」與「今」

的差別。

6. 引導學生探討為何有這些改變，店家可能遇到
了什麼困難，要如何繼續經營，可以有什麼創

新？

7. 播放第二張、第三張「老照片」，請學生進行
小組討論，再讓學生進行發表分享。

8. 看完古今比較照片，教師提問：你發現了什麼
改變？變成什麼了？為什麼會有這樣的轉變？

它呈現什麼大眾文化？

9. 請學生回想在大稻埕看到的建築及參與過的體
驗活動，這些活動是否能夠吸引觀光客？請學

生試著說說看有什麼活動可以吸引觀光客到大

稻埕。

第三節：Welcome to Dadaocheng

學習目標：

1. 學生能輸入英文關鍵字上網搜尋資料。

2. 學生能理解與關心本土與國際事務，將自己

城市的文化介紹給觀光客。

3. 學生能以創新思考方式，因應日常生活所見

之情境。

4. 學生能樂於與團隊成員互動合作，完成簡報

製作與報告。

→ 教學準備：有關大稻埕的自編文本、教學 PPT 

和 iPad

→ 教學活動流程：

1. 教師播放剪輯過後的 Youtube 英文小片

段：外國遊客看大稻埕。

2. 看完影片後，教師與學生討論並歸納出觀光
客眼中的大稻埕。

3. 學生小組合作以 iPad 搜尋資料，並運用  

Keynote 完成 2 頁的大稻埕旅遊寶典 Travel 



詳細
介紹

http://bit.ly/2E0WboB
http://bit.ly/2E0WboB
http://bit.ly/2E0WboB
http://bit.ly/2E0Wbo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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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戲名稱：Back to the Board
適合程度：初階

示範網址：https://quizlet.com/283376227

back-to-the-board-flash-cards/ 點我

（在 Quizlet 搜尋 Back to the Board 還可以找

到許多可以直接運用的詞組）

遊戲方式：

1. 老師將班上分成兩大隊。先請 A 隊派出一個

代表到台前，並背對投影螢幕、面向同學。

2. 老師運用 Quizlet 先揭示第一題的答案：

fork。

3. A 隊在台下的學生要盡力用英文描述出 

fork，講台上的代表若能猜出 fork 則得一

分。時間內獲得最多分的隊伍獲勝。

4. 簡易版也可以改成可中英夾雜、比手畫腳或

畫圖的方式來描述。

遊戲名稱：Taboo Words
適合程度：中高階

示範網址：https://quizlet.com/10017346

taboo-words-flash-cards/ 點我

（在 Quizlet 搜尋 Taboo Words 還可以找到許

多可以直接運用的詞組）

遊戲方式：

1. 老師將班上分成兩大隊。先請 A 隊派出一個

　　在 108 課綱中，九大核心素養之一就是「科

技資訊與媒體素養」。而十九項融入各領域的

議題中，「科技教育」與「資訊教育」就是其中

兩項。如何將科技與資訊議題的三大基本理念

「做」、「用」、「想」融入現有的英語課程

中，便是英語老師們在執行新課綱時的一大考

驗，同時也是身為英語老師的新挑戰。

　　如果單字教學 1.0 是運用紙本的閃示卡、教

具與實物；單字教學 2.0 是運用 PowerPoint、網

際網路資源；那結合無所不在的行動載具、新興

的數位科技就是單字教學 3.0。單字教學中有一

個著名的 Marzano 單字教學六步驟（explain、

restate、show、engage、discuss 和 play）。今

年度的師德會訊，筆者將以這六大步驟為架構，

說明如何將資訊科技融進單字教學裡。本期就將

介紹第一步驟――explain 如何與資訊科技結合。

以下是筆者建議在 explain 階段的三大呈現方式：

一、Digital Flashcards 數位閃示卡

　　傳統的閃示卡不僅昂貴、不環保，也無法點

選發音聆聽、更無法提供給學生回家自學。以老

師們最熟悉的 Quizlet 為例，點選字卡不僅能反覆
發音、呈現圖片與例句、還能運用載具進行內建

的練習活動與測驗，更能進行刺激的 Quizlet Live 

課堂競賽遊戲。以下是 Quizlet 結合 Taboo Words 

及 Back to the Board 單字遊戲的活動設計說明：

文／林加振 Rick  • 現任國小英語教師   • 教育部國中小行動學習傑出教師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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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字教學 3.0：
用科技幫助學生「做」、

「用」、「想」

數位教學力

http://bit.ly/2YL3g6t
http://bit.ly/2YL3g6t
http://bit.ly/2YL3g6t
http://bit.ly/2YL3g6t
http://bit.ly/2YL3g6t
http://bit.ly/34kHzLN
http://bit.ly/34kHzLN
http://bit.ly/34kHzLN
http://bit.ly/34kHzLN
http://bit.ly/34kHzL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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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gital-Age Teaching

代表到台前，並背對投影螢幕、面向同學。

2. 老師運用 Quizlet 先揭示第一題答案：pirate，

再運用 Quizlet 揭示以下的 Taboo Words：

treasure、hook、parrot、skull、island。

3. A 隊在台下的學生要盡力用英文描述出 

pirate，但不可以說到 treasure、 hook、

parrot、skull、island 這幾個禁忌單字。如

果有人不小心說到 Taboo Words，則此題

不計分。講台上的代表若能猜出 pirate 則得

一分。時間內獲得最多分的隊伍獲勝。

4. 簡易版也可以改成可中英夾雜、比手畫腳

或畫圖的方式來描述，但同樣不能呈現出 

Taboo Words。

　　除了 Quizlet，筆者另外推薦幾個可以進行數

位閃示卡的網站或 APP：

1. Flippity：網站中的 Flippity Flashcards 模組，

只要在表單中輸入所要的單字，就可以轉換成

線上的數位閃示卡。單字會直接文字轉語音，

可以反覆聆聽發音。也可以再轉換成內建的練

習活動與小遊戲。從電腦網站製作出的教材，

更可以讓學生回家直接在載具中進行練習。參

考範例：https://www.flippity.net/fc.asp?k=1G

Y9A3JAEXXdKa8PSByIaU4qYSNZBfXShVuw

GP04qr_Y 點我

2. BarryFunEnglish 網站能直接將單字詞組轉換

成 Flash 數位遊戲跟實用的學習單。

3. Spelling City 除了網站，也有 APP。付費帳

號有超過四十種練習遊戲。

4. Cram 是一個類似 Quizlet 的 APP，當學生熟悉

了 Quizlet 想換一個背誦單字的軟體，可以嘗試 

C r a m  看

看。

◤ 學 生 運 用 
Spelling City 進
行趣味單字練

習，讓練習充滿

變化、不枯燥 ◢

二、Interactive Presentation 互動式簡報

　　透過簡報來解說例句、呈現圖片、進行練

習，相信已經是許多老師們慣用的單字教學方

式。除了老師們熟悉的 PowerPoint、iOS 系統的 

Keynote、以及 Google Slides。另外推薦兩款有

趣的 APP：Buncee 和 Haiku Deck。前者適合小

學生來製作簡報，內建有許多可愛的貼圖、動態

圖片、簡報底圖，付費版更可以錄音及錄影；後

者適合中學生以上，可以讓學生分組運用載具製

作簡報，上台進行單字主題發表，更能達到新課

綱中以學習者為中心的理念。

　　除了傳統的簡報方式，另外推薦四個網站：

Poll Everywhere、Mentimeter、Pear Deck、

Nearpod，以上網站皆可以在簡報的過程中穿

插問答或投票，讓觀眾或學生透過手機或平板

與簡報者有更多互動，如：測驗、票選、文字

雲、提問，甚至給講師打分數。下圖是筆者用 

Mentimeter 的文字雲功能進行的單字教學活動，

請學生在六年級開學時，回想五年級曾學習過的

單字，並在 Mentimeter 輸入後送出。在網頁中

越大越顯眼的單字，就代表是越多學生輸入的單

字，教學者可以從中了解學習者的舊經驗與先備

知識。

◤運用 Mentimeter 讓學生寫下所記得的單字，置中且越大越 
顯眼的單字，就是越多學生共同寫下的單字 ◢

三、Vocabulary in Context  
       從情境中學習單字

　　在新課綱中「素養導向教學」四大原則之一

http://bit.ly/38vyfrw
http://bit.ly/38vyfrw
http://bit.ly/38vyfrw
http://bit.ly/38vyfrw
http://bit.ly/38vyfr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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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情境脈絡化的學習，就如同許多老師都擅

長運用 TED、YouTube 或繪本動畫來呈現出所要

進行的單字教學主題，讓單字在情境中呈現，更

能呈現出其實用面。以下將特別介紹融入 Kahoot! 

及 Lyrics Training 讓學生從 Context 中學習單字的

創意用法：

1. Kahoot!：許多老師已習慣運用 Kahoot! 來進

行課後的趣味搶答活動，但善用其插入影片的

功能將會讓課程更豐富。影片的插入不是直接

從電腦上傳，而是貼上 YouTube 網址，所以如

果是自己拍攝的影片，則需要先上傳 YouTube 

再貼上網址。貼上網址後在 Start at 跟 End at 

填入該題要播放的影片秒數。影片的變化有兩

種：第一種可以是每個題目是不同的影片，如

不同的流行歌曲、不同的電影片段、不同的廣

告。第二種整個題庫從頭到尾就是一個完整

的 YouTube 影片（如：繪本、短片、歌曲），

但每播一小段就設計一個關於主題單字的提

問。這樣的方式優點在於學生不需要一次觀賞

完一整部影片，而是每看一個段落，就必須回

答一題 Kahoot! 單字題。課堂結束老師還可以

把這個 Kahoot! 練習開啟成 Challenge 挑戰模

式，讓學生回家反覆觀看影片並複習單字。這

樣的進行方式類似另一個工具 EdPuzzle，但 

Edpuzzle 可以穿插選擇題、問答題及註記。

2. Lyrics Training：提到英文歌曲教學，就更不

能錯過 Lyrics Training，網站內可以將英文歌曲

製作成「邊聽歌邊選單字」或「邊聽歌邊打單

字」的小遊戲，甚至老師可以自行設定所要讓

學生學習的單字並製作成學習單。但筆者建議

不要讓學生用 APP，因為免費帳號會有使用上

的限制。可以直接在載具用瀏覽器開啟歌曲即

可破解。

破解方式：

(1)  老師將歌曲網址做成 QR Code

(2) 學生掃描後選擇 Go to Web 開啟網頁

(3)   按 PLAY 播放歌曲後，登入帳號的部分選擇： Maybe 

Later

小技巧：老師如何自己設定 Choice Mode 的填空單字？

(1)  登入 Lyrics Training 網站，按 Search 搜尋你要的 

歌曲。

(2)  找到工具列的 New Exercise 選項，點選你要的特 

定字彙，最後按 Save 存檔。

(3)  要開啟你設定的歌曲請到個人帳號內的 My Exercises 

的地方。

小技巧：如何製作填空學習單？

(1)  Lyrics Training 網站，找到工具列的 Print Lyrics 選項。

（不用登入即可製作）

(2)   選擇 Manual Selection of the blanks. 即可手動設定學

習單中的空格。

　　在教學者運用多種科技工具進行單字的說

明、解釋及提供範例後，下一步就是學生要能透

過語言層面（linguistic）的 restate 階段、及非語

言層面（non-linguistic）的 show 階段。想了解更

多運用資訊科技呈現單字教學的妙方，千萬不要

錯過下一期的專欄。

◤運用 Kahoot! 插入影片功能，並開啟 Challenge 模式，
讓學生反覆觀看影片並練習單字，運用影片網址：https://
youtu.be/D_FGxYqQ0lI ◢  點我

http://bit.ly/2LSIzQM
http://bit.ly/2LSIzQM
http://bit.ly/2LSIzQM
http://bit.ly/2LSIzQM
http://bit.ly/2LSIzQ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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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bit.ly/2riRNil
https://bit.ly/2riRNil
https://bit.ly/2riRNil
https://bit.ly/2riRN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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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去的 20 年間，我們不時的會討論到：「學

齡前學英文，到底是好還是不好？」即使是現在，

都還有研讀幼教的老師們，以這個題目來撰寫專題

報告。雖然近十幾年來，幼兒英文教學逐漸有了成

長與改變，但是現今的世界與社會一直在改變，英

文幼教界的這一點點成長是遠遠不及的。

　　目前，不同英文幼教系統的教學方式有著非

常大的差異，單以時數來說，有一個禮拜上課 30 

分鐘，也有半天甚至全天教學。可以想像一星期

上課 30 分鐘跟一星期上課 15 小時，小朋友接觸

到的英文含量差異將會有多大，同時我們還要面

對家長對於學習成果的急切。在忙碌與教學現況

下，很多老師和學校只好選擇讓孩子們「背誦」

英文這個語言，來呈現所謂的「效果」，而忘記

尋找要怎麼樣真正的幫助學齡前的孩子培養興

趣，建立實用的英文基礎，作為以後學習與成長

的根基。

    首先，我們要先正視的是學齡前學英文跟語言

學校的教學是不一樣的，學齡前的教學方式是可

以也必須跟語言學校有所不同的。要找到這些答

案我們可能要先探討下列問題：

• What we truly hope to achieve

• Successful Approaches 

• Consider how a baby learns language

• What we truly need

• Setting realistic achievable goals

   What we truly hope to achieve

　　很多人都說學英文很重要，要多接觸英文。

但是我們到底希望孩子們在語言學習上得到什

麼？

1. 有些人的答案是：培養興趣。主張培養興趣的
階段，通常是國小低年級前，且希望孩子們能

因興趣而持續學習英文並有所成長。問題是：

孩子真的培養出興趣了嗎？有多少真的會主動

文／張譯云 Elaine  • 現任幼美教師

Insig
ht into

 Teaching
 

K
ind

erg
arten 

Turning Impossibility to 
Possibility-Part I
幼兒教學的可能性（上）

全方位幼美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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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ight into Teaching Kindergarten 

想持續自我學習呢？我需要幫忙協助維持這個興

趣嗎？要怎麼做他才會主動想持續自我學習呢？

在孩子的每個成長階段，這些答案都是不同的，

不管是家長或老師都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2. 有些人的答案是：成績與升學。當然目前的
教育制度下，哪一個階段都會需要面臨成績

和升學的現實問題。問題是：現在的教學方

式是對成績與升學最有效的嗎？舉例來說，我

們的孩子國小階段就會學到「第三人稱動詞 + 

“s＂」的文法概念，國中再教一次，高中再複

習一次，有些時候到了大學還在強化「第三人

稱動詞 + “s＂」的用法，重複的學習卻未能

達到效果，這是目前教學環境下的普遍問題。

3. 有些人的答案是：它對未來很重要。我們繼續
思考下去，可能會發現很多人認為，英文好會

讓孩子以後在社會上有較好的競爭能力，以及

用英文實際溝通的使用性。問題是：學了英文

之後，真正能使用英文的比例高嗎？有些家長

會在這階段開始要求孩子背英文單字，用自己

年代已久的學習的方式來要求孩子，而忘記現

今社會的不同。

　　而以人類的進化史來說，語言存在的目的在

於：

1. 跟他人溝通需求（listening and speaking）

2. 表達自己的想法（listening and speaking）

3. 保留歷史與增長見聞（近代）

　　所以，考慮到語言本身的用意和環境的需

求，我們希望在幼稚園的階段：

1. 能培養出孩子們對英文的興趣或是對英文的親

近感，讓孩子們感受到這是生活的一部分，不

會去排斥英文。

2.自然的養成孩子們能使用英文表達需求的能

力，開始讓孩子們使用英文表達想法。

3. 讓孩子們感受到自我學習的成就感。

4. 建立良好的學習習慣。

　　我們希望現在給予孩子們的語言環境與機

會，是幫孩子們建立持續自我學習的基礎，讓以

後每個學習階段的成果，能像堆積木一樣持續堆

疊上去。

   Successful Approaches

　　提到給予孩子語言環境，10 多年前常常會聽

到人們說：想學好英文就要給孩子們英文環境，當

時很多學校都會強調他們是如何營造英文環境。直

到前幾年有些人開始認為，這是不可能的，因為我

們畢竟不是以英文為母語的國家，孩子們路上看到

聽到的通通都是中文，以大環境而言，在幼稚園階

段多接觸英文與沒有接觸過英文的孩子相比，到國

中時可能是沒有太大差別的。我們當然無法真正複

製英文環境，尤其是語言量與語言文化，那麼為什

麼有些班級或學校會有成功的例子呢？差別是什

麼？英文環境到底是什麼？

　　我們來思考一下，在幼稚園階段，不同語言環

境的孩子所接觸到的英文環境：

英文為母語的
小孩

英文非母語的
小孩

語言音律：
語感養成

日常談話
幼兒歌謠
各式流行音樂

課本上的對話
課本上的歌謠

閱讀：
日常標示

教室內、超市
圖書館、公園
隨處可見

教室內

閱讀：
繪本故事

班級
家裡

家裡：少量
班級：幾乎沒
有繪本課

聽力：
語言的不同
使用方式

家長 老師 同學
任何日常生活
中碰到的人

英文老師（可
能只有一位）

口說：
語言的不同
使用對象

家長 老師 同學
任何日常生活
中碰到的人

英文老師（可
能只有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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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五個階段，提到第一個階段是 silent period，也

就是接收資訊的階段。

　　剛開始學習語言的人都需要花很多時間聆聽

和收集新語言的訊息，在這個階段的學習者，使

用語言的時候並不涵蓋實際的流暢度或理解力。

在幼稚園裡，你可能會觀察到某些孩子們會比較

安靜幾個月，然後開始把他們會的語詞或是句子

連在一起去表達他們想要說的話。你也可能發現

到，當老師經常跟他們對話，而且在語言情境

中他們可以理解的範圍內，給予足夠的語詞量

（variety），有些孩子們可能會比較早進入第二

個語言學習階段。 

註：https://www.ted.com/talks/deb_roy_the_birth_of_a_word

點我

　　我們會希望孩子們學習語言之後，是能真正

的使用語言，而不是只能在學校中說這個語言，

但是通常英文老師只有一個人，所以孩子們只接

觸到一種語述方式與少量的語詞，因此無法有足

夠的語詞讓孩子們表達自己的意思。讓孩子「使

用語言」比較成功的例子，大多都是當孩子們

能使用英文向大人與同學表達自己的需求與想

法時，英文這個語言才比較容易在生活中內化

生根，才有機會讓這語言  last longer than the 

Kindergarten years。

★想一想：如何創造讓孩子能夠真正「使用語

言」的機會 authentic language？

  Consider how a baby learns language...

　　再回去看一下我們的表格，我們知道英文為

母語的小孩所聽到的語言量一定會比較多，可是

你能想像到會有那麼大的差異嗎？教第二語言

時，我們通常會設定我們的教學目標，然後用不

同的方式重複的講給學生們聽，或讓他們複誦，

這已經是一個非常好的架構，能讓孩子們了解當

下所學的語句，然而單是這樣是無法給孩子們足

夠語言量的，孩子們也無法在未來真的使用這個

語言。

　　認知科學家 Deb Roy 曾研究嬰兒學習語言的

過程，他對嬰兒的生活環境進行為時三年的長時

間拍攝，並針對一個特定單字 “water＂，開始觀

察這個字何時何地出現在嬰兒的生活中，以及嬰

兒需要多久時間才能正確地說出 “water＂。實際

上，嬰兒要從 "gaaaa" 進步到能說出 "water"，他

們足足觀看、分析了 9 萬小時的影片，你可以想

像光是這一個字，一個嬰兒聽了多少次才能學習

講出實際的字。[註] 

　　你可能認為嬰兒跟學齡前孩子的認知能力不

太一樣，但在 Stephen Krasner 的第二語言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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