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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合科技的英語教學 /

Editor's Notes 

編輯筆記

現在的世代，是孩子們從小就開始接觸科技產品的世代，是科技產品陪伴著長大的世代。

我們有時會怪孩子們，為什麼學習時無法專心、為什麼等待時沒有耐心，但是回頭看看他們的

成長環境，手機、平板日新月異，網速突飛猛進，只要手指點幾下，幾秒鐘之內就能找到各式

各樣的資訊來源，於是他們凡事急躁、不善等待。另一方面，長久以來習慣於圖象化、影音化

的訊息輸入，對於躺在課本上看起來相對蒼白、乏味的文字，難免感覺無聊，於是他們左顧右

盼、意興闌珊。

想讓孩子願意學習、樂於學習，老師們當然要有方法，而且還得是與時俱進的方法。科技

融入教學並不是這一兩年才有的議題，但要真正能夠落實，總是差了那麼臨門一腳。事實上，

孩子們的科技素養可能比我們想像的要來得優秀，反而是老師們，要挑戰自己以前的教學方

式，調整教學步驟，適時加入數位科技的新工具，的確要花一番功夫。有些英文老師覺得自己

並不是對科技非常熟稔，如果勉強要在課堂中加入數位科技運用，反而打亂原有教學節奏。也

可能會擔心課堂上必須處理軟體或硬體的問題，結果運用效果不如預期。

老師們的擔憂都是必然的，但從豐富自己的教學技能、提高學生的參與度兩大優點來看，

數位科技與教學的整合，是值得我們花費時間和心力去投資的。況且新課綱已經將「科技資訊

與媒體素養」，列為學生必須具備的基本能力，身為老師的我們，有責任也有必要為孩子們培

養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英文和數位科技的融合，並沒有想像中複雜，很多遊戲式的網站或應

用程式，都可以做為一個有效的學習平台，老師只是擔任引導者的角色，提供適當的工具，讓

學生自己去操作和創作，不但落實了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理念，也能激勵學生投入更多熱情來

學習。

本期的「數位教學力」專欄，Rick 老師將單字教學的 Restate and Show階段，運用不

同的數位科技呈現出來，除了課堂上的互動方式更多元之外，學生還能夠完成與單字相關的圖

卡、表格、影片等，這些作品累積起來，就是一份完整的學習檔案，詳實記錄了孩子們的學習

歷程。運用科技做為教學媒介並不難，只要有心就能夠實現，現在就翻開「數位教學力」專欄，

看看 Rick 老師這次為我們帶來哪些精彩又實用的單字教學數位工具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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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春季聯誼會因應新冠肺炎疫情取消。

★ TKT 學霸班順延至 5/31、6/7、6/21。

03/02（一）

．TKT 4/19 場次／報名截止

03/09（一）

．【新書上市】First Writing Workbook 1&2 學生練習本

．史嘉琳發音班／開放報名

03/13（五） 

．第 51 屆 STYLE/JET 全國兒童暨青少年英語分級檢定／通訊報名截止日

03/15（日）

．YLE 劍橋兒童英語認證―台北場

03/20（五）

．第 51 屆 STYLE/JET 全國兒童暨青少年英語分級檢定／網路報名截止日

03/29（日）

．YLE 劍橋兒童英語認證―台中場

MAR

04/06（一）

．TKT 4/19 場次／寄發准考證

04/12（日）

．合作學習活動設計師資班―台中班

04/15（三）

．第 23 屆 KITE 全國幼兒英語分級檢定／通訊報名截止日 

04/17（五）

．第 51 屆 STYLE/JET 全國兒童暨青少年英語分級檢定／寄發准考證

04/18（六）

．STYLE / JET 英語口說分級檢定―台南場

．劍橋 KET、PRELIMINARY for Schools 英語認證―台北場

04/19（日）

．TKT 核心模組 延伸模組／認證日

．合作學習活動設計師資班―高雄班

04/22（三）

．第 23 屆 KITE 全國幼兒英語分級檢定／網路報名截止日

04/26（日）

．合作學習活動設計師資班―台北班

AP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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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我在美國讀書的時候，美國同學和老師很

驚訝地問我，「為何問臺灣學生 How are you?，

臺灣學生不加思索一致回答 I am fine. Thank you 

and you?，即使學生當下看起來沒有很好」。

我回答「很有可能是臺灣課本或老師是這樣教我

們，我們就背起來。」另一個我曾經遇過的情

況，有一天我的室友（housemate）因為我住的

房子的美國管理人員詢問她 What's up? 而暴怒，

但我的美國管理人員不知道她為何發怒，原來我

的室友認為美國管理人員經常問她 What's up?、

How's it going on? 或 What's going on? 是在打

聽她的私人生活或甚至認為她管太多，她不清楚

管理人員只是問候打招呼而已，最後是透過我居

中進行溝通協調，化解因為語言和文化的差異所

造成的誤會。

　　這幾年我有機會到一些小學觀課，有些英文

老師的句型和對話教學缺乏真實任務，英文老師

先播放光碟片的對話，要全班跟著光碟片指讀課

本一兩次，然後用中文解釋對話內容並強調文法

的重要性，例如第三人稱動詞要加 s，複數字尾

要加 s 等等。然後英文老師自己再唸一次對話，

要求學生跟著指讀課本一兩次，最後英文老師要

求學生兩兩或小組內各選一個角色把對話內容讀

完。在這樣的教學方式下，學生應該無法培養基

本英語溝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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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句型教學應說明語用情境、設

計實用的練習活動，讓學生在解決問題、完成任

務中，自然而然使用該句型或文法觀念，才能落

實文法句型在語言中的角色」﹝頁29﹞。

　　Harmer（2007）提出教「產出技能」的教

學模式，如圖一。英文老師首先要透過主題帶學

生進入任務，例如可以詢問學生關於某個主題的

先備知識或讓學生熟悉需要使用的單字和句型，

這也是任務型導向教學法（task-based language 

learning）中的前任務或任務準備期（pre-task 

stage）（Ellis, 2009; Littlewood, 2004）。接下

來英文老師設定任務，清楚解釋任務的內容。在

學生執行任務當中，英文老師也要四處走動監督

學生學習，觀察學生是否需要協助，這也是任務

型導向教學法中的任務執行階段（the task cycle 

stage）（Ellis, 2009; Littlewood, 2004）。英文

老師也要針對學生的口語表達內容和語言使用給

予學生口頭上的回饋，然後有可能進行循環，重

新設立任務、監督學生表現和給予回饋。最後英

文／簡靜雯  • 國立清華大學英語教學系副教授

P
ro

fesso
r's C

o
rner

大師開講

更新英語教學信念，改變自己教學實踐―

從不同層次的任務
讓學生實踐力行

T sets the 
task

T monitors
the task

◤圖一：教產出技能的教學模式 ◢

SS have 
all the 

information 
they need

Lead-in
T sets 

the task
T monitors 

the task
T gives task 

feedback
Task related 

follow-up 

T gives task 
feedb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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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老師總結本口語能力的學習重點，並說明學

生的口語表現，也是任務型導向教學法中的語言

加強階段（the language focus stage）（Ellis, 

2009; Littlewood, 2004）。

　　Littlewood（1981）提出溝通式語言活動可

以從控制性到有創意的，如圖二。第一種的學生

演出課本背誦的對話（performing memorized 

dialogues），就是學生完封不動地背出對話內容

來，即是上述第一和第二段教學的產出內容。第

二種是機械式練習（contextualized drills），在英

文課堂中也很常見，英文老師掌控情境、角色和

句型架構，學生必須背句型，根據老師給的單字

替換練習。

　　第三種是線索式對話（cued dialogue），學

生聽對方的內容根據情況回答，這已經算是比較

真實的互動，而不只有背誦和複誦。就前一篇文

章中所提到的語言情境對話而言，除了 What's 

this?、It's not a ____. 和 It's a ___. 是課本中主要

的句型，需要學生透過背誦精熟，其他部份例如

媽媽說的 Another pen? How many pens do you 

have in your pencil case?，和 Kelly 回答的 I have 

12 pens in my pencil case.，都可以根據學生真實

回答而撰寫。第四種是角色扮演（role-playing），

英文老師只有限制情境和角色，對話內容多數由

學生自行主導說出，例如媽媽和 Kelly 在書局買

文具，對話中必須包含 What's this? 和 It's a/an 

____. 的句子。最後一種是可以發揮創意的即興語

言活動（improvisation），英文老師給題目，例如

文具或詢問物品，學生演出對話的內容。

　　面對新課綱強調情境化的活動和學生實踐力

行的表現，英文老師也要更新自己過去對於句型

和對話教學的信念，改變和嘗試新的教學活動設

計，以培養學生英語的溝通能力，以下針對上述

五種溝通式語言活動方式，提出五項英文教師可

以嘗試的教學活動策略。

▼教學活動設計策略一： 
    聲音、情緒、語調、角色變化

　　然而即使是第一種和第二種的語言活動，英

文老師還是可以加入創意元素，讓課堂上的語言

活動變的有趣，例如可以讓學生用不同的音量大

小、喜怒哀樂等不同的情緒、不同的語調﹝例如

上揚、下降﹞，甚至用卡通人物、名人的角色讀

出對話。

▼教學活動設計策略二：模擬不同對話者

　　英文老師甚至可以讓學生用相同對話，模擬對

不同的人說出，例如用 Hello! 對不同人打招呼，包

括父母、老師、朋友、六個月大的嬰兒、好朋友、

講電話時不確定對方還在線上、已經兩三個月未見

的朋友或同學、逢年過節才會遇到的親戚等等。亦

或是讓學生用 Goodbye! 和不同人說再見，例如放

學的時候跟同學說再見、跟第一天上學的幼稚園小

朋友說再見、下課跟導護老師、義工們說再見、父

母一方要出國在機場說再見等等。

▼教學活動設計策略三：融入彈性分組 
   策略（flexible grouping strategies）

　　英文老師可以將彈性分組策略（ f l ex ib le 

grouping strategies）融入對話練習中，例如對

話練習可以是老師對全班練習（total group）、

兩兩配對（partner work）、老師對小組（small 

group）、甚至老師對個人（working alone），如

◤圖二：溝通式語言活動 ◢

performing memorized 
dialogues

creativity 

control 
contextualized drills

cued dialogues

role-playing

improvis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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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fessor's Corner

此一來英文老師可以清楚知道學生都能用正確的

語調念出對話，是很好的評量機制（Chapman & 

King, 2008）。

▼教學活動設計策略四：融入情境和語言功能

　　在小學英文課堂中，為了讓學生能夠將單字

和句型實踐力行於生活之中，英文老師可以透過

共備，想出句型會使用到的情境、配合語言功能

和學生必須具備的邏輯思考問題解決能力，融入

第三類的線索式對話（cued dialogue）。表一

是我曾經和不同國小英文老師一起共備針對不同

句型所撰寫的線索式對話。以 How can I get to 

___? 和 You can get ___. 為例，可能是路人或觀

光客在捷運、火車站、公車站或路上問路，想要

知道去某一個地點的交通方式，回答者可以提供

不同的交通工具搭乘方式，問路的人可以根據當

時的天氣、交通狀況、自己的體力、時間長短等

來決定選擇搭乘交通工具的方式。

表一、線索式對話（cued dialogue） 

句 型 情 境 語言功能 實踐力行

What is this?
It's a ___. 書 局

詢問資訊、表
達需要和想
要、提出要求

根據自己所需要和擁有
的，決定是否需要再添
購文具。

How can I get 
to ___?
You can get 
___.

捷運或
公車站

詢問到某一地
點的交通方式

根據天氣和交通狀況，
決定搭乘交通工具。

What time do 
you ___?
I ___ at ___.

Line
對話

討論作息和活
動

根據兩人的每日作息，
決定要去做一件事的時
間。

Where were 
you yesterday?
I was in the ___. 教 室

討論過去做的
事情、邀請

詢問同學週末或昨天去
哪裡？確認是否誤認他
人？互邀對方去做自己
過去做的事情。

▼教學活動設計策略五：角色卡 
  （role-play cards）

　　針對班上英語語言程度較佳的學生，英文老

師可以設計語言角色卡，讓已經完成指定對話的

練習者挑戰比較高難度的第四種角色扮演和第五

種即興語言活動。以食物單元為例，英文老師可

以提供下列的角色卡。

Student A
You are in a store. Write a 
list of 4 things you want to 
buy. Respond to what the 
shopkeeper tells you. But do 
not buy more things than you 
need.

Student B
You are the shopkeeper in a 
store. You want to sell as much 
as possible. For example, if the 
customer asks for two bottles of 
Coca, try to sell him four.

　　溝通式的任務可以幫助學生沉浸在真實對話

中的「可理解的語言輸入」，可以幫助學生吸收

和自然使用語言（Baker, 2014），因此英文老師

可以透過共備或其他專業成長的機會，學習和嘗

試設計不同層次的任務，以讓學生有實踐力行的

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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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角色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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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bit.ly/2unZaWA
http://bit.ly/2unZaWA
http://bit.ly/2sNdmrZ
http://bit.ly/2sNdmr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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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景新桌遊海報★ 
Catch Me If You Can 貓鼠大戰  詳細介紹

玩遊戲學文法，最重要的莫過於怎麼設定情境

（context setting）。大家都知道，2020 是

鼠年，這款桌遊海報實在是再應景不過了。

海報不但百搭，還可以直接用白板筆書寫、

酒精擦拭、重複利用、cp 值高且玩法多種：

除了  20 格可以填寫內容的追逐路線玩法外，

另提供  4  色轉盤搭配格子外框顏色的玩法。

玩家可以用  4  色的迴紋針當作玩家代表物，

玩遊戲時還可以順便複習「顏色」的單字。 

玩法一：Catch me if you can! 來抓我啊！

1. 2-4 人一組，發給每組一份海報，一個轉針，4 

個不同顏色迴紋針。

2. 遊戲開始前，每位玩家先挑選自己喜歡的顏色

「What color do you want?」 玩家回答自己的

　　文法到底是什麼？為何總讓無數英雄扼腕嘆

息？為何平時不痛不癢的東西，卻總在關鍵時

候砸鍋？「全民學英文（英文學習網站）」曾

在 2017 年做了個問卷調查，題目是「您覺得學

英文最困難的地方是什麼？」，選項有「講不出

來」、「不懂文法」、「單字太多」、「中式英

文」。根據 500 份問卷，台灣人心中「不懂文

法」排名第二，僅次於「講不出來」。證實文法

是很多人心中的痛。 

      文法學習不單是學生的問題，更有不少老師

家長，對文法頻頻搖頭。教授文法不外乎演繹

教學法（deductive approach）跟歸納教學法

（inductive approach）。以下表格更能反映兩

種教學法的差別。

演繹教學法 歸納教學法

優 點

○ 學習效果快

○ 容易複製

○ 能夠掌控

○ 準備跟進行時間都短

○ 以學生為主，老師為輔

○ 發現式學習，培養能力

○ 記憶深刻，運用靈活

○ 提升與學生之間的溝通

缺 點

Ⅹ 學習當下記得，過後容易

     忘記

Ⅹ 學了很多，用上很少

Ⅹ 對動覺型學生不利

Ⅹ 需要備課時間長

Ⅹ 學生發現規律的速度不一

Ⅹ 需要耐心與經驗來發現學 

     生問題

　　兩大教學法各有優缺點，今天我們就來結合

歸納法和教具，玩出創意，讓課堂跟家庭學習氛

圍活躍起來，讓學習文法變得更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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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id
s

善用教具，玩出文法―
文法結合教具的創意教學

教具創意角

http://bit.ly/2GC3oNs
http://bit.ly/2GC3oNs
http://bit.ly/2GC3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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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ive Teaching Aids

顏色「I want red/blue/green/yellow.」。

3. 把轉針放在右上角 4 色轉盤（提前在每種顏色

上分別寫上 1-4 數字各兩個）上，轉動轉針，

轉到前三號顏色的玩家是老鼠，轉到最後一號

顏色玩家則是貓咪，如果是 3 人，則前兩號玩

家是老鼠，最後一號玩家是貓咪，以此類推。

貓咪任務，抓住老鼠則贏；老鼠任務，不被貓

咪抓住，到達終點（Home）為贏。

4. 結合動詞的時態，玩家到達「sleep」格子則

回答「sleeping」，到達「explore」則回答

「exploring」，練習現在／過去／未來進行式

的變化。如回答正確，前進轉針指向的數字步

數，回答錯誤，暫停一回。

5. 凡被貓咪抓住的老鼠玩家，若能講出 5 個進行

式的動詞，則可以逃過一劫，但需要從貓咪玩

家前面一格開始遊戲（隨時可能再被抓住）；

無法正確回答的玩家，就淘汰出局。 

6. 首先到達 Home 格的老鼠玩家或首先抓住老鼠

的貓咪玩家獲勝。

玩法二：Connect Four 老鼠連連樂

1. 將玩家分為兩組（貓咪隊／老鼠隊），發一份

海報，兩種顏色的迴紋針或圓片數個。

2. 遊戲開始，猜拳決定順序，貓咪隊／老鼠隊

選擇任意格子，用格子內動詞造句，如「I am 

making the cake. 」或練習被動語態 「The 

cake is made (by me).」回答正確，則放自己

隊伍顏色的迴紋針／圓片在該格子上，表示已

經佔領這塊格子。

3. 玩家輪流幫助自己隊伍作答，4 個格子先連成

一條線的隊伍獲勝。

玩法三：Join the sentences! 組句樂無窮！

1. 3-4 人一組，發給每組一份空白海報，轉針，

玩家個人物品（作為棋子）

2. 在黑板或投影片寫上各色代表的連接詞，例

如：紅色 and、藍色 so、綠色 because、 黃

色 but。

3. 玩家從 start 開始，轉動轉針，若轉到藍色，走

到對應的第一個藍色格子，如第 6 格，則要用 

so 造句，說出複合句，如「Her car is broken, 

so she came to work by bus this morning.」。

由其他玩家或老師判斷句子可行性，不合理則

停留一回，再用同一個連接詞造句。合理則下

回可以轉動轉針繼續前進。如部分框有兩個顏

色，則二選一，如遇到 4 個顏色，則四選一。

4. 首先到達 Home 格的玩家獲勝。

★ 記憶吐司字卡 ★  
動詞篇 詳細介紹 、桌遊板 詳細介紹

、空白卡  詳細介紹

36 張動詞卡，16 張功能卡（6 張發霉吐司，4 張

黃金厚片吐司，4 張迴轉卡，Start 跟 Finish 各

一張），可以直接用白板筆書寫、酒精擦拭、重

複利用。另外還有 4 款（2 張雙面）桌遊板（海

報）可搭配使用，像是學習完成式時，就可以用

來複習常用動詞三態，確保學生了解過去分詞的

規則與不規則變化，如：take-took-taken（不規

則）和 clean-cleaned-cleaned（規則），方便又

實用。

http://bit.ly/3aWeZEG
http://bit.ly/2RF8Yog
http://bit.ly/2RF8Yog
http://bit.ly/3aWeZEG
http://bit.ly/2RBJbO0
http://bit.ly/2RBJbO0
http://bit.ly/3aWeZEG
http://bit.ly/3aWeZEG
http://bit.ly/2RBJbO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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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具創意角

玩法一：Halli Galli 動詞心臟病

1. 3-6 人一組，發給每組一份「規則動詞」卡片

和 4 張發霉吐司。

2. 所有牌洗牌後，牌面朝下平均發給每個人，均

不可看卡牌。

3. 依順時針方向開始，每個玩家依次輪流說 /t/、

/d/ 和 /Id/ 的發音，並翻出一張卡牌，如果卡

牌上動詞過去分詞尾音與唸到的發音一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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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nt 的過

去式變化是 wanted，屬於 /Id/ 的發音，所以

當玩家唸到 /Id/ 並翻出 want 牌時，則大家都

要搶拍；反之，當玩家唸到 /Id/，卻翻出 ask 

(asked /t/) 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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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也同樣必須收走全部卡牌。

6. 先出完所有卡牌的玩家勝出。

玩法二：Believe or Not 選擇困難症

1. 4-5 人一組，發給每組

一盒 44 張空白卡（可以

發給每個學生 5-10 張空

白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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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el decide... 造句轉轉樂

1. 4-8 人一組，發給每組一盒記憶吐司，一張 

spinner toast 海報，轉針。

2. 請玩家在 spinner toast 海報中心圓的 8 格卡

牌位置上，分

別填上分數，

如：-2、-1、

0、+1、+2、

+3、Reverse

（ 反 轉 ） 、

Skip a round（暫停一回）。

3. 轉針放在中間，吐司字卡放在旁邊備用，四

周 8 個不同色的空格上紛紛放上動詞字卡，玩

家輪流轉動轉針，然後根據轉到的動詞字卡，

以規定時態造句，造句成功，即可拿下該張字

卡（拿下後需另外再從牌堆裡抽一張擺回原

位），並獲得轉到的分數；造句失敗，則直接

扣 5 分。

4. 設定時間大約 5 分

鐘（可視人數靈活

改變），統計分

數，最多分的玩家

獲勝。

　　玩遊戲學英語，用教具玩文法！無論大人還

是小孩，課堂或是家庭，若是能在歡樂的氣氛

下，以不傷孩子自尊心的方式幫忙糾正錯誤，鼓

勵孩子勇敢開口，相信學習英文、熟稔文法不但

不會成為我們心中的痛，反而是件令人愉快的

事。 



搶購去

http://bit.ly/2Gz2bpV
http://bit.ly/2Gz2bpV
http://bit.ly/2Gz2bp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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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對於英文學習者來說，如果自然發音沒有學

好，或是剛好對於拼音文字有閱讀障礙，那麼學

起英文來，真是少不了一路顛簸。

　　本期的「活化教學新觀念」，想跟大家分享

的是我自己在帶 phonics 課程時，會跟家長溝通

的內容、上課強調的重點、以及教材之外的素材

運用。因為我是一個堅信「教材是死的、教學是

活的」的老師，因此教學內容可能會跟老師們熟

悉的不太一樣，也剛好提供大家做個參考。

　　首先，教學之前一定要先了解學生目標群。

以 phonics 為例，教成人、小學、跟幼兒園一定

是用不同的帶法。我近期帶的 phonics 課程多是

針對低、中年級學生，這些孩子很多都是之前學過 

phonics 但沒學好，甚至學到錯的發音，以致於在

正音方面要多花些時間。另外，這個年紀的孩子領

悟力已經不錯，對於圖像尤其有感覺，但還不適合

引入太多發音上的專有名詞，老師只需要有好的示

範以及可以激發他們興趣的素材即可。

與家長溝通

　　在課程開始前，我會先跟爸爸媽媽說明課程進

行方式與希望他們幫忙的事項。

1. 教材使用方法：有的父母會希望只要教材上有

空格或畫線的地方，孩子就應該在上頭寫字，但

是我卻希望在有限的課程裡，盡量讓孩子「想」

文／劉楚筠 Tina   • 資深國小英語教師

D
ynam

ism
 o

f E
ng

lish 
Teaching

有趣的自然發音─
Phonics 教學技

　　在過往的教學經驗中，只要遇到英文已經學

了好一陣子，但依然學得很痛苦的學生被家長

帶來找我，超過 70% 都是因為 phonics 沒有學

好。a、e、 i、o、u 裡可能知道短母音“a＂跟

“o＂，“u＂因為較少遇到所以不是很熟，遇到 

“e＂ 和“i＂就真的搞不太清楚了。或是短母音

“a＂“e＂跟長母音“a＂混在一起，遇到時就

只能猜猜看，結果便是孩子只能唸他已經記得發

音的單字，像： dog、cat、pig、elephant……，

而這些字有的其實也是靠認圖片唸出來的。在 

Phonics 基礎不佳的情況下硬撐著學習，不出兩

年，孩子就會遇到瓶頸，然後就會跟爸媽喊：

「我單字背不起來，不想學英文了！」

　　老師們都知道，phonics 自然發音（或稱「字

母拼讀」或「自然拼讀」）之於英文，相當於 ㄅ

ㄆㄇ 之於中文。不同的是，當孩子能辨認許多

中文字的形狀後，注音符號的重要性便降低了。

活化教學新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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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ynamism of English Teaching

與「講」，因為在課堂上幫助孩子練習拼讀才是

最重要的課程目標。所以，他們的課本上可能只

會有畫圈圈（例如把 a_e 或 ee 圈出來）的痕跡，

或是聽音打勾、連連看，而少有單字抄寫。

2. 發音示範請交給老師：有的父母非常認真，希

望能回家幫孩子複習。但一般的情況是，孩子並

不希望爸爸媽媽變成「老師」；如果遇到爸爸媽

媽的發音跟老師的不一樣，那孩子就更困惑了。

所以我會跟家長說，回家就安心陪孩子玩就好，

如果真的想為孩子的英文學習盡心力，對自己的

發音又非常有把握，那就讀故事或繪本給孩子聽

吧！不過，通常在我請家長試讀 ran／wren／rain

／rang 以及 run／rung 這幾個音，再告訴他們正

確發音後，家長就明白我的意思了。但是，我並

不是不鼓勵家長讀英文書給孩子聽喔！只是我個

人認為讀英文故事給孩子聽，「心靈陪伴」的意

義比「教學」來得更為重要，尤其不要刻意去糾

正孩子的發音，如果真的覺得孩子發音怪怪的，

可以直接向老師詢問。

3. 重點不是背單字、也不是教單字的意思：當

我們急著要孩子把單字背下來，或是要告訴他們

這個字是甚麼意思的時候，太功利的目的，往往

抹煞了語文的樂趣與美感。而樂趣與美感，才是

能帶著孩子在英文學習路上走得長久的要素，所

以我的 phonics 課堂上常會出現一些「怪字」

拼讀，後文會再描述！不過，雖然我的上課重點

不是背單字也不是教單字的意思，但是背單字的

技巧當然已在不知不覺中精進，而孩子對單字意

思的好奇，會在對這個語言產生興趣後，自然浮

現。當孩子主動問起時，我再講解與補充更多的

字義，孩子才會學得深刻啊！

課程重點

　　各項發音規則的講解、發聲位置的清楚示範

與演練，自然是最基本且重要的，在此就不贅

述。但除此之外，我的 phonics 課程中還會有幾

個重點：

1. 說明長母音與短母音的差別，在於聲帶鬆緊，

而非聲音長短。我希望孩子有正確的發音觀念，

更別以為用聲音長短區分就不必管發聲位置啦！

2. 加入常見字 sight words 教學，也讓學生知

道英文發音規則還是有例外的。跟一些歐洲的語

言比起來，英文因為加入了許多外來語，因此發

音規則中的例外還真不少。我希望孩子在學英文

時，可以有比較全面性的認識，尤其是中、低年

級的孩子，對於「例外」的原則是會感到疑惑

的，且學 phonics 最重要目的就是奠定「閱讀」

的基礎，所以每次上課專門針對幾個不照發音

規則來的 sight words（像是 he、she、give、

come……）做活動加深印象，甚至帶讀一些含有

這些 sight words 的短句或短文，都可以達到幫助

孩子未來能順利閱讀的目的，而不是 phonics 學

好後，面對英文繪本想要閱讀，依然困難重重，

因為裡面太多不照規則來的常見字。

3. 不教 KK 音標，但會教重音 stress 的概念。

除非孩子已經是高年級以上，家長又很希望孩子

學 KK 音標，否則我是傾向不主動教 KK 音標的，

因為已經有很多種以 phonics 為本的標音記號，

同樣可以標出難讀字。且事實上，對學生來說，

他們如果把 phonics 的規則練熟了，那麼會讀不

出字的原因通常是「遇到多音節的字，卻不知道

重音在哪裡」。所以我在 phonics 學到一個階段

後，會慢慢加入音節和 stress 的概念，不過我不

是用「重音」這個詞，而是用「聽起來最清楚、

最亮的音」，因為「重音」一詞太容易誤導學生

了！他們會以為唸得最「重」的就是重音節，像

是 orange 這個字，孩子會覺得 “ran＂ 唸起來最

重啊！“o＂ 的音那麼輕！此外，「重音節比較

法」也是我常用的示範法，以 orange 這個字為

例，我會唸四個版本：分別是重音落在第一、第

二、第三音節，以及「三個音節都是重音」的唸

法。孩子對 stress 有概念後，我的 phonics 教學

中就會刻意放些多音節的字，並在重音節上標記

重音節符號，孩子發現自己能夠唸出多音節的字



14

活化教學新觀念

時，都覺得非常有成就感呢！

教學素材

　　除了參考課本外，可以拿來教 phonics，又讓

學生不覺得「自己在上課」的素材非常多！這裡

舉出幾項跟大家分享。

1. 環境中的常見字：Lego、Line、YouTube、

Facebook、Pizza Hut、車子的廠牌……現在孩子

的生活環境中原本就充滿了英文字，只要好好利

用這些素材就可以讓孩子知道――原來只要學了 

phonics，這些字的音跟形狀，就能很有意義的連

結起來，尤其還可以用這些字做為 phonics 拼讀

時的「聯想」，例如 like 和 Line 僅一字母之差，

孩子很容易觸類旁通。

2. 繞口令：繞口令可以讓孩子用有趣的方式，

短時間內不斷重複類似的發音，而且還必須辨別

出字形相近卻發音不同的規則，加上裡面還會有 

sight words，所以是個非常棒的練習媒介，如果

再加上 rap 的語調，就會像韻文一樣琅琅上口。

3. 寶可夢：小學生多半非常喜歡寶可夢，就算沒

有特別著迷，一看到英文課上老師竟然秀出伊布

的圖片或玩偶，精神必定立刻就來！寶可夢裡的

角色非常多，都有英文名字，投其所好來幾個超

厲害或孩子們喜歡的角色，讓孩子唸唸看，當孩

子唸出名字的瞬間，可能會覺得自己是那隻寶可

夢的再造父母喔！

4. 同學的名字：同樣是名字，拿同學的名字來做 

phonics 教學，也很有效果。有一次我教到 actor 

這個字，其實 ct 要連在一起念還不是那麼容易，

可是這時候有學生說：「就是像 Victor 的名字

那樣嘛！後面都長一樣！」我大大的誇讚了這位

能舉一反三的學生一番！同樣的，名字後面有 

y 的學生的名字，也幫了大忙。Amy、Jimmy、

Lily……都能讓孩子知道，y 如果放後面，常常都

是發 [ I ] 的音。

5. 別國文字：非英文也可以拿來教 phonics 嗎？

哈哈！當然可以啊！我們在練的是一種拼讀的

「 方 法 」 ， 所

以只要按照這個

「規則」，理論

上就可以造出各

種 「 音 」 來 唸

呢！所以我的課

堂上，孩子們常

常會玩「造字」遊戲，只要老師或同學隨機唸的

音，有辦法用英文字母按照他們學到的發音規則

寫出來，都可以！我也曾經在教 sh 的音時，為了

加深孩子的印象，寫上 shang shin 給孩子拼讀，

您猜到這是甚麼字了嗎？孩子們一開始猜不到，

我就在字的旁邊畫上哭哭臉，給他們點提示。

結果馬上有小孩猜到了：「我知道了！是『傷

心』！！」接著孩子不斷要我再寫中文字詞的英

文拼音給他們猜，完全沒發現自己已經練了好多

次自然發音拼讀啦！另外，用已經有「中譯音」

的字來帶 phonics，孩子也會有「恍然大悟」的醍

醐灌頂感！例如有一次我教 smile 這個字之後，

讓他們猜猜「史萊姆」怎麼拼，提示他們跟 smile 

很像喔！小學生都很喜歡史萊姆，所以非常有感

的想拼出來，效果極好！我還用過俄羅斯文的數

字 1-20，讓孩子看一看他們從來沒看過的文字

符號，後面再標上英文的音標，孩子同樣在練習 

phonics，可是又可以從中歸納俄羅斯文中數字說

法的規律，學英文也學思考與分析呢！ 

　　以上是我在 phonics 教學上的一些想法與心

得。孩子在打通 phonics 這個關卡後，之後的英

文學習就能順暢許多，所以非常值得老師們一起

用心吸引孩子來學 phonics，花時間打好這最重

要的基礎！不過，即使是在英美國家，phonics 

的教學也會不斷的複習到小三，所以也不要操之

過急，常常用，常常提醒，孩子便能越來越嫻熟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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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bit.ly/2DVhJmK
http://bit.ly/2QzVGI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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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Jamie Wang  • 資深兒美教師   • 《3 分鐘玩遊戲》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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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單字到閱讀的橋樑

主題課程專區

　　從單字到句子，從句子到段落，孩子們的英

語閱讀能力像是網絡，是需要透過時間累積，一

步步發展、連結起來的，絕非一蹴可幾的事。重

要的是如何在孩子開始培養閱讀能力的起始點，

就讓他們輕鬆有趣地找到閱讀的成功方程式，收

穫成就感。真正掌握了「閱讀感」之後，即使閱

讀的難度和長度逐步增加，對孩子們而言，都會

是充滿意義的挑戰，而非舉步維艱的難關。

　　除了主教材當中的閱讀段落之外，如果想幫

助已有拼讀基礎的初階學習者，開始進入段落閱

讀，閱讀素材的選擇，將會決定孩子能否順利

銜接至下一階段。筆者此次選擇《Word Family 

Stories and Activities 1-4》規劃為期 12 週的課

程，因為剛開始進入閱讀，學生所需的時間也會

較長，建議老師可以視學生的實際學習情形，調

整課堂時間，務必讓學生能有足夠的時間，完全

消化、吸收。以下筆者會分享此套教材的特點和

教學步驟。

◆ 使用教材：

    Word Family Stories and Activities 1-4 

◆ 課程期間：12 週

◆ 上課次數：每週兩次∕每次 40 分鐘

Week 1 Book 1 -at, -am Week 2 Book 1 -en, -ill

Week 3 Book 1 -op, -ug Week 4 Book 2 -ack, -ake

Week 5 Book 2 -ay, -et Week 6 Book 2 -eep, -ark

Week 7 Book 3 -ain, -ale Week 8 Book 3 -ell, -ice

Week 9 Book 3 -ock, -ore Week10 Book 4 -ail, -uck

Week 11 Book 4 -est, -ook Week 12 Book 4 -ight, -ide

▼  Meet the Word Family

　　 這套 Word Family 的最大特點，是在於運用

國外常見的字彙家族概念，以相同拼讀規則來擴

充字彙，孩子只要有自然發音的基礎，可以自動

將已知的拼讀規則連結至未知的新單字，例如孩

子學過 -am 的發音，可能已經學到 jam、ham 這

兩個單字，老師就可以按照拼讀規則，將 dam、 

ram、clam、spam 等字，加入他們的字彙庫。這

樣倍數成長的字彙量累積方式，對孩子來說不但

沒有負擔，也能加快學習的速度。Word Family 的

每個單元起始，就以這樣的邏輯，先幫助學生認

識同一個字彙家族的單字，再用簡單的句子串連

這些單字，為接下來的故事閱讀熱身。

▼  Read the Story

 由字彙家族串連、發展出來的 24 個不同故

事，每一則都搭配著童趣的插畫，故事雖然篇幅

不長，但是情節的起承轉合相當完整，學生能夠

從閱讀過程當中，了解故事主角是誰、發生了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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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me Course Planning

麼事、最後如何解決等等。每則故事之後的閱讀

理解問題 About the Story，幫助學生再次複習故

事的各個環節，並且審視他們對閱讀內容的理解

程度。書中的閱讀理解問題為簡單的選擇題，如

果老師希望更進一步讓學生自由思考，可以給予

學生更多的問答題，例如：你覺得主角的個性是

怎麼樣的？如果你是主角會怎麼做？這個故事還

告訴我們什麼？

▼  Read and Write / Listen and Write 

 既然學生認識了這麼多新的單字，就要打鐵

趁熱，讓學生透過各種方式加深對單字的記憶。

每個單元的最後一部分，就是要讓學生真正動手

拼寫這些單字。著重於閱讀面向的看圖拼字、句

子填空，以及著重聽力面向的圖字配對、單字聽

寫，運用各種語言技能，幫助學生更加理解這些

單字的運用。老師也可以在最後階段，讓學生分

組進行單字遊戲，讓學生以快樂的心情複習單

字，也方便老師驗收學習成果。

▼  Reader's Theater 

 每一冊 Word Family 的最後，都有一篇讀者

劇場的劇本，劇本故事則是來自於該冊的其中一

個單元。學生在已經學習過故事內容的前提下，

對於主角和情節有充分的了解，能夠更輕鬆地進

入讀者劇場的劇本朗讀。老師會很驚喜地發現，

學生不但在唸讀台詞的時候十分流暢，連聲音表

情都很到位，作為成果發表或班級競賽的素材，

都是相當適合的內容。

▼  Word Family Chart 

 這套 Word Family 另外有一項筆者非常喜歡

的教學配備，那就是插卡掛圖。插卡掛圖除了可

以用在課堂上的教學，以及進行單字拼讀遊戲之

外，還可以作為學生複習用的教室情境掛圖。讓

學生親自動手，挑選正確字卡拼出單字，可以滿

足學生的視覺和動覺學習需求。插卡掛圖的下方

還設計有句型條，老師可以寫上短語或句子，幫

助學生將單字實際運用在句子中。 

 

Word Family Chart
（插卡掛圖 1入＋字卡 149張）
定價 $899  特價 $710
優惠期間：3/1~4/30

建議搭配使用教材　 
Word Family 
Stories and Activities 1~4
定價 $1076  特價 $850
優惠期間：3/1~4/30

必買
教具

必備
教材

https://bit.ly/2riRNil
https://bit.ly/2riRNil
https://bit.ly/2riRNil
https://bit.ly/2riRNil
https://bit.ly/2uqNKlg
https://bit.ly/2uqNKlg
https://bit.ly/2uqNKlg
https://bit.ly/2uqNKlg
https://bit.ly/2uqNKlg
https://bit.ly/2riRNil
https://bit.ly/2riRNil
https://bit.ly/2riRNil
https://bit.ly/2uqNKlg
https://bit.ly/2uqNKlg
https://bit.ly/2uqNKl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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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bit.ly/2v77Dhn
http://bit.ly/2v77Dhn
http://bit.ly/2v77Dh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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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bit.ly/39x04jO
http://bit.ly/39x04jO
http://bit.ly/39x04j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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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黃翊忠  • 現任臺北市文昌國小英語教師   • 臺北市國小英語輔導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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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融入健康CLIL課程─ 
My Face

　　為符應十二年國教精神，筆者從 106 學年度

開始於之前任教學校，與健康學科老師著手規劃

跨領域的實驗課程―「英語融入健康」，並從低

年級開始實施。目的是讓孩子在生活情境中對英

語有感，讓英語不只是一門學科，或是課堂才用

得到的語言，讓孩子在生活中有機會使用英語，

並自然而然的習慣使用英語。「英語融入健康 

CLIL 課程」可以在學童學習時提供情境化、脈絡

化的學習，並藉由任務的執行有效的運用所學習

的知識、技能和態度。學生透過表現型任務及實

作活動，展現其所學之語言知識及能力，藉此能

讓孩子感受到英語是生活中可使用的溝通工具，

並將語言的學習重點放在聽與說，讓學習者對英

語有感。

█  教學理念

　　由英語老師及健康老師協同設計、執行，

並以「內容與語言整合性學習」（Content and 

Language Integrated Learning 以下簡稱 CLIL）

為理論基礎，期望學生

同時習得學科內容及語

言知識兩個目標，於低

年級健康課的正式課程

時間，進行英語融入健

康課程。

　　教學者可藉由多元評量，無論是以口語或是

書寫的產出形式，提供學生在學科內容及語言能

力的多元展能，例如：Show & Tell、歌曲律動、任

務實作。另外，教師授課語言的使用上，將中文與

英語的比例維持在 3：7 的比例，將健康課程內容

裡較不適合以任務實作的部分，以中文進行授課。

　　此課程設計的學科內容部分，著重在認識五官

及介紹護眼操，在語言的部分則針對五官的字彙及

護眼操的步驟進行聽說的練習。最後再使用「任務

導向學習」的課程設計，將課堂所學運用在表現型

任務上：「Show & Tell」及「護眼操」。

1. 「Show & Tell」：這堂課的時候適逢萬聖節

前後，於是將學習單設計成南瓜臉，讓學生畫

上五官，學生運用完成後的學習單上台或是在

小組內分享自己的作品。發表結束後還可以成

為情境佈置。

2. 「護眼操」：利用課本上的保護眼睛課程內容

為發想，並參考了網路上的中英文護眼操動作

影片，簡化語言後自行錄製，配合 PPT 在課堂

上進行教學，當學生可以聽著指令，完成護眼

操的動作，便達到了學習目標。

█  學生背景分析

跨領域教案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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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L Lesson Plans

★ Warm up

全班練習歌曲 My Eyes Nose Mouth Ears，一

邊唱一邊用手指比出相應的臉部五官：“Hello, 

class. Let's start the class with a song. Can you 

sing and touch?＂

★  Present

1. 老師朗讀分級繪本 My Face 給全班的學生聽。

2. 老師分別介紹臉部的五官：“This is my nose. 

Touch your nose.＂

3. 老師再次朗讀 My Face，並讓學生用手指同時

指出讀本上老師所唸到的字。

★  Practice

1. 全班跟著老師逐句朗讀讀本

內容。

2. 學生分成兩人一組，練習朗

讀讀本內容。

★  Produce

1. 學生分成兩人一組或數個小組，帶著讀本上台

朗讀 My Face 的內容。

2. 發下 My Pumpkin Face 學習單，讓學生畫出五

官並著色。

★  Wrap-up

請學生在家練習，說明自己所畫出來的  M y 

Pumpkin Face，並於下一堂課時上台介紹：

“Next time you wil l show & tell your｀My 

Pumpkin Face' to the class. You can practice 

speaking with your dad and mom at home.＂ 

2nd Lesson

教學時間：40 分鐘

教學／學習目標：

1. 學生能辨識和說出五官的單字

2. 學生能以 Show & Tell 的方式介紹自己所

畫出的 My Pumpkin Face
3. 學生能依照聽到的步驟，完成護眼操動作

→ 教學準備：

　　學習對象為臺北市某間國小的低年級學生，

平均年齡為 8 歲。該校學生從一年級開始，每週

有兩堂英語課，所使用的教材是以字母為主要學

習內容的非審定版教材。該校學童的家庭社經地

位較一般臺北市家庭來得低，故學習英語的資源

相對也較少。學校的英語課程為學生最主要的英

語學習來源。學校每週有一堂健康課，所使用的

教材為一般審定版的教材。為了進行「英語融入

健康 CLIL 課程」，協同教學團隊依照課程目標及

課本內容，挑選可以搭配的英語學習資源，利用

情境的方式導入，搭配任務的執行，達到健康及

英語雙軌的學習目標。教材採用自編模式。

█  教學策略

　　歌謠融入、知識性文本閱讀、任務導向學

習、肢體回應教學法、內容與語言整合性學習。

█  教學活動介紹

1st Lesson

教學時間：40 分鐘

教學／學習目標：

1. 學生能辨識和說出五官的單字

2. 學生能閱讀分級讀本 My Face (Reading 
A-Z)

3. 學生利用學習單畫出 My Pumpkin Face

→ 教學準備：

1. 歌曲 My Eyes Nose Mouth Ears https://www.

youtube.com/watch?v=lVINkMH0BUA 點 我

2. 分級讀本 My Face (Reading A-Z)

3. 學習單 My Pumpkin Face

→ 教學活動流程：

http://bit.ly/2UXPUnC
http://bit.ly/2UXPUnC
http://bit.ly/2UXPUnC
http://bit.ly/2UXPUnC
http://bit.ly/2UXPU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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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學省思

　　參與此實驗課程的研發及執行是非常有價值

的一件事情，此課程充滿了「以學生為中心」、

「重意義的學習」及「情意濾網低」之元素，

也提供了一個低年級可行的「內容與語言整合學

習」的教學模式。課程更備受孩子、家長的熱

愛，筆者以身為協同教學團隊的一員感到驕傲及

滿足。

　　隨著國家雙語政策的確立，此教學模式除了

可以提高學生學習成效，也提供有志進行雙語教

學或是跨領域教學的教師一個可行的範本。故筆

者持續的舉辦工作坊及公開授課以推廣此教學模

式。未來幾年是  12 年國教新課綱上路的關鍵時

刻，筆者將持續推廣 CLIL 課程給全台灣的其他教

師，在臉書也設立了教學專頁 English Blah Blah 

Blah，期望將自身的經驗，以圖文及影片的模式

與需要的教師們分享，提供一個可以讓教學夥伴

們互相分享及交流的平台。

1. 歌曲 My Eyes Nose Mouth Ears https://www.

youtube.com/watch?v=lVINkMH0BUA 點 我

2. 護眼操影片 httpㄈdw9n7tV8 點 我

3. 學習單 My Pumpkin Face

4. Show & Tell rubrics 回饋表

5. 學習單 Eye Exercise

→ 教學活動流程：

★ Warm up

全班一起唱 My Eyes Nose Mouth Ears，一邊唱一

邊用手指比出相應的臉部五官。

★ Pre-Task

1. 全班一起朗讀 My Face 讀本。

2. 老師利用一位學生的 My Pumpkin Face 學習單，

示範如何進行 Show & Tell。

3. 學生分成兩人一組，互相練習 Show & Tell。

★ Task 1: Show & Tell“My Pumpkin 

     Face＂

1. 老師運用 PPT 向

學生說明  Show 

& Te l l  的進行方

式，以及如何按

照  Show & Tel l 

rubrics 回饋表，

給予其他同學評分。

2. 各組學生輪流上台進行 Show & Tell，每一組完成

之後，其他組要在回饋表上填寫該組評分。

3. 老師可徵求數名自願者上台，單獨進行 Show & 

Tell。

★ Task 2: Eye Exercise

1. 老師在白板上秀出視力檢查表，接著徵求數名自

願者上台進行視力檢查。

2. 老師播放護眼操影片，並親自示範各個步驟。

3. 學生按照影片中的四個步驟完成護眼操： rub

（搓熱雙手）、cover（覆蓋眼睛）、circle（轉

動眼球）、 massage（按摩眼周）。

4. 學生分成兩人一組，練習護眼操的動作。

★ Language Focus

學生按照所學到的步驟，填寫護眼操學習單。

http://bit.ly/2UXPUnC
http://bit.ly/2vE0FAG
http://bit.ly/2vE0F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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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bit.ly/3719HVp
https://bit.ly/3719HVp
https://bit.ly/3719HV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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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讓我們透過下面這些新科技與新方法，培養出

學生學習英語的「單字素養」。

Pear Deck Flashcard Factory

　　  Pear Deck 網站的  Flashcard Factory

（https://www.peardeck.com/pear-deck-

vocabulary 點 我 ）功能就是 Marzano 單字教學

六步驟中的 Restate and Show 的徹底展現。活

動包含了三大流程：第一、Create Your List 階
段：老師課前先在網站中建立單字表。輸入單字

後，系統會直接帶出 Merriam-Webster 的單字解

釋。第二、Production Phase 階段：學生運用 

Gmail 登入後，會被分成兩大隊，分別為「早班」

跟「晚班」的工廠工人，請「工人」根據老師提

供的單字解釋，畫出屬於該單字的圖案並造句。

第三、Ship and Study 階段：而老師就是工廠的

「品管人員」，由「品管人員」選擇最適當的圖

片，當成「成品」。對於英文初學者，可將英文

解釋的部分改成中文翻譯，仍舊可以進行這個有

趣的活動。可以說是「自己的圖卡自己做，自己

　　在上期會訊中，我們認識了 Marzano 單字教

學六步驟：Explain、Restate、Show、Engage、

Discuss 和 Play；也認識了一些在 Explain 階

段可運用來進行單字教學的數位新方法。而這

一期 Marzano 單字教學六步驟的介紹，要進入

到 Restate and Show 的部分。Restate（重

述）是 linguistic 層面的 Ask students to restate 

the description, explanation, or example in their 

own words. 而 Show（重現）則是 non-linguistic 

層面的 Ask students to construct a picture, 

pictograph, or symbolic representation of the 

term. 意指學生要用自己的話、圖畫、動作、甚至

表演，將單字的意涵呈現出來。本期將會介紹數

位科技融入 Restate 與 Show 的一些可行做法。

但要如何檢視這些活動是否真能培養出新課綱中

所提到的「素養」呢？建議老師們可以參考四個

「素養導向的教學原則」。

　　我們可以運用 C.A.R.S. 四個字母來記憶這四

個教學原則，C 指的是 Contextualization（營造

情境脈絡化的學習）、A 指的是 Action（強調實

踐力行的表現）、R 指的是 Reintegration（整合

知識、技能與態度）、S 指的是 Strategies（注重

學習歷程、方法與策略）。本篇文章即將提到的

工具，就是讓學生將已習得的單字知識，透過情

境與實作，並結合策略的運用與技能的學習。無

庸置疑的，這就是新課綱中所提到的「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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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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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科技培養學生的
單字素養

數位教學力

◤小組合作完

成  Pear  Deck 
F l a s h c a r d 
Factory 單字圖
卡設計 ◢

http://bit.ly/3bIEtG2
http://bit.ly/3bIEtG2
http://bit.ly/3bIEtG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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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gital-Age Teaching

的教材就由自己設計」。成品最後還能夠匯出到 

Gimkit 中（Gimkit 是一個類似 Quizizz、Kahoot 

的遊戲式學習平台），讓自己設計的圖卡成為遊

戲中的題目，將會更激勵學生認真完成圖卡創

作。

Frayer Model

　　再來，要介紹一個用「圖像組織」來進行

單字教學的方法：Frayer Model。如下圖，學生

要將 turtle 這個字運用圖像組織的方式完成 My 

Definition、Characteristics/Facts、Examples、

Non-Examples 等欄位。老師也可以根據學生的程

度調整、簡化欄位的內容。

◤圖片出處：https://www.facebook.com/elemedtechva/
photos/a.151284952175565/
192161354754591/?type=3&theater ◢

　　建議老師們可以透過 PicCollage 或 Line 

Camera 這類照片編輯應用程式，讓學生在載

具中完成 Frayer Model 的電子檔製作。以 Line 

Camera 為例，開啟應用程式之後，會有一個「拼

貼」的選項。選擇類似上圖的五格模板，再運用

插入文字、手繪、插入圖片、插入貼圖等功能完

成單字 Frayer Model 的製作。

    下圖是筆者的學生運用 Seesaw 所完成的 

Frayer Model 作品，Seesaw 是一個老師可以指

派學習任務並請學生在載具中完成的平台，任務

的格式包含拍照、錄音、錄影、繪圖等等。長時

間累積下來將會是一個強大的學習歷程紀錄。老

師還能在活動內加上指定的模板（template），請

學生直接在老師提供的模板上完成作品後繳交。

Seesaw 另一個實用的功能是優秀的作品可以一鍵

發布到部落格。透過部落格，家長在家也能得知課

堂的學習狀況或是當作學生課後複習的學習資源。

Seesaw使用小技巧：如何設定部落格

教室右上方 Class Setting 的 icon 中有一個 Class 
Blog 的選項，將 Enable Blog 功能開啟後，學生的發

文下方工具列即會出現一個地球的 icon，點選這個 icon 
即 可 將 作 品 Publish to Blog。 在 Class Setting 中 
Blog Appearance 的地方可以更改部落格網址，只要登

入網址就可以瀏覽所有被發布到部落格的優秀作品。

◤運用 Seesaw 應用程式，讓學生在老師提供的模板上完成單
字的圖表與錄音◢

FlipGrid

　　從 2018 年六月之後，FlipGrid 已經成為了微

軟的服務之一，不僅完全免費，功能也是越來越

強大。老師能透過 FlipGrid 指派學習任務，並請

學生運用載具完成錄影。因此，可以將 FlipGid 理

解為是一個教育版的 YouTube 平台，想要培養未

來的 YouTuber 與網紅，就從 FlipGrid 開始。

    與上個活動介紹的 Seesaw 相比，FlipGrid 僅

限影片的錄製與上傳，而 Seesaw 則可以完成

更多類型的作業。但 FlipGrid 的錄影功能十分強

大，在錄影時能加入許多特效功能，如：上傳

照片、小白板、貼圖、手寫、手繪、打字、濾

鏡（如：馬賽克），善用這些特效能讓影片更



26

數位教學力

豐富。下圖就是我請學生運用 FlipGrid 錄製「小

小 YouTuber」影片的成果，請學生運用內建的特

效功能，完成單字影片的錄製，而錄製的過程則

需加入單字的講解與說明，學生不僅要會這些單

字，還要知道如何教別人、更要知道如何解說可

以讓人清楚易懂。

學生錄影時不一定要「一鏡到底」，可以錄一部分後先暫停，
練習好之後再繼續錄下一個段落。

數位玩桌遊

　　透過遊戲、猜謎、比手畫腳、你畫我猜的方

式，測試學生是否了解單字的涵義，是許多英文

老師常用的方式。不僅有許多桌遊是根據這樣的

理念設計的，還有許多有趣的 Apps 都是類似的

作法。Heads Up! 就是當中最知名的一個，另外

還有 Heads Up! Kids、Party Guess、Charades 

等應用程式都有異曲同工之妙。遊戲的玩法是老

師先建好字卡，並請一個玩家上台並將手機放在

頭頂上，底下學員要將看到單字內容表現出來讓

台上的玩家猜，可以用比手畫腳的方式、也可以

用英文描述該單字。只要猜到答案，台上的玩家

就將手機朝下方翻轉一下（顯示下一題）；如果

放棄則將手機朝上方翻轉（跳過這一題）。時間

內能猜對越多題目分數越高。有趣的地方是，底

下學員全程的影像，都會被台上玩家手中的載具

側錄下來，老師可適時「精彩重播」。Heads Up! 

與 Heads Up! Kids 的差別在於前者只能顯示文

字、而後者可以顯示圖片。

特別推薦 Party Guess 這個應用程式，在 Android、iOS 系統皆
可免費下載。不僅完全中文介面，還內建許多電影、美食相關
的題庫，甚至能免費自行設計題庫，而且同樣也有影片側錄跟
存檔的功能。

　　還有一個 iOS 的應用程式：SketchParty 

TV，可以說是畫畫版的 Heads Up!，此遊戲需要

能將手機或平板畫面做無線鏡射投影方能進行。

老師可將全班分成兩大隊，輪流派出代表到前方

平板中畫圖，如果遇到不會畫的題目可以先按 

pass 跳過，但跳過的題目還是會再輪回來。但

只有到前方操作載具的同學看得到單字題目，投

影出來的畫面只能看到作畫的過程，並不會顯示

單字題目。底下的同學需要根據台上同學的作畫

過程，猜出正確的單字。透過這類的 Apps 呈現 

Marzano 單字六步驟中的 Restate 跟 Show，有

效又有趣。

　　在上述的四個活動中，Pear Deck Flashcard 

Factory 整合了學習單字的知識、技能與態度；

Frayer Model 讓學生將單字透過圖表與情境來學

習；FlipGrid 讓學生錄製影片則是實踐力行的表

現；Seesaw 的作品部落格更是學習歷程的紀錄。

而這些正是素養導向的四大教學原則。在學習者

能運用多元的數位工具，將單字重述（Restate）

與重現（Show）出來之後，相信學習者已經從被

動的學習者，成為一位主動積極的學習者了。在

下一個 Engage 階段又要如何科技化呢？我們下

次見！

◤ 運 用 FlipGrid 應 用
程 式 讓 學 生 當 小 小 
YouTuber，將單字自製
成教學短片◢

◤運用 Heads Up! Kids 應用程式進行單字比手畫腳活動，台
下同學的表演會同步被側錄下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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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bit.ly/371dthI
https://bit.ly/371dthI
https://bit.ly/371dt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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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一期提到，學齡前讓孩子們學習英文，我

們是希望能夠達到：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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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然的養成孩子們使用英文表達需求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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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這所有的一切都是建立在對語言的興趣

與親近感上。

   What We Truly Need

　　要真正學好一種語言，並不光是複誦語

言，孩子們需要的是大量的  input 與使用語言

（output）的機會，如此才能讓孩子熟悉語言的

發音、韻律，以及了解語言如何被運用。input 可

以分成兩部分：

1. 大量重複一樣的單字、句型，讓孩子們確實有

機會聽到這些詞彙。

2. 增加孩子們接觸到的語言含量與多元化。

Linking with Different Senses and Experiences 
 多元感官學習

　　我們都知道，多元感官的學習，能夠將語言

和自身做連結，孩子們比較容易記得。現今社會

「體驗」對學齡前的孩子更是重要，很多時候生

活當中，大人不小心幫忙太多，無形中剝奪了孩

子體驗與學習的機會，導致孩子們的邏輯與認知

是缺乏的。以下是一些基本功：

★ TPR (Total Physical Response) 是不能省略的

一環

教學時多讓孩子們一邊動一邊說。老師可以多觀

察，比較常一起做動作的孩子們會記得比較快，

也比較不容易忘。TPR 的應用除了在單字和歌謠

以外，也可以應用在不同階段的 Phonics 學習

上。比如說“a  a  a,  /æ/  /æ/  /æ/,  alligator＂

（用雙手與手臂做出上下開合的動作，假裝是鱷

魚的大嘴巴）。在教 CVC（子音-母音-子音）

時，先玩遊戲讓孩子體驗並了解怎麼把聲音加在

一起，同時帶入手勢。透過讓孩子們自己體驗，

並發現如何把聲音加起來，無形中建立信心與成

就感，下次就可以只用手勢練習新字的拼讀了。

每次練習拼讀，老師都要用手勢讓孩子跟著再唸

一次，例如：

cat
/k/   讓小朋友把左手攤開

/æ t/  右手攤開

/k æ t/  兩手合併（拍手）

★ Everyday Routines 讓英語生活化

孩子們在學校會跟英文老師互動的所有事情，

都用英文來表達，包括非英文課的時間。比如

勞作課需要紙和蠟筆，老師可以說“We need 

paper and crayons.＂或“We need paper and 

文／張譯云 Elaine  • 現任幼美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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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rning Impossibility to 
Possibility-Part II
幼兒教學的可能性（下）

全方位幼美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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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ight into Teaching Kindergarten 

crayons. Let me get the paper. Got it! Now 

let's get the crayons.＂學習語言時需要很多 

input，一句話常常需要重複很多遍（印證上期提

到的嬰兒語言學習過程），老師們要有心理準備，

同樣的話需要不厭其煩的說，甚至是常常自言自

語，孩子們才能聆聽和收集足夠的新語言訊息。

★ Creating Experiences 創造體驗的機會

增加孩子運用五感的機會與經驗值，對於語言學

習也有莫大的幫助。例如教字母 Aa 時，介紹完

單字後，把蘋果放在袋子裡，讓孩子們聞聞看是

什麼？是 ant、alligator 還是 apple 呢？接著拿

出蘋果讓小朋友們摸摸看，還可以讓孩子們看

老師削蘋果，並覆誦“a, /æ/, apple. Peel the 

apple.＂，並將字母擺在孩子看得到的地方，

讓孩子能把眼前的景象跟字母連結起來。最後

從 peel the apple, cut the apple, I want to eat 

the apple，一起把美味的蘋果吃下肚。學習過程

中，讓孩子們看到、聽到、聞到、摸到、吃到，

五感都做到了，用他們能理解的方式學到（體驗

到）生活中的事物。如此就連課堂之外的語詞，

也日積月累開始堆疊了。

Lots of Language Input with Variety  
各式各樣的語言輸入

★ Songs and Rhymes 歌謠和韻文

英文跟中文不太一樣，中文是一字一音，但英文

是拼音文字，是有節奏與韻律感的，藉由唱唱跳

跳或是好玩的手指謠，孩子們可以培養出對這個

語言的親近感與語感。從很多 actions songs 孩

子可以了解常用的詞彙，加上很多歌謠會用相同

的曲調，替換不同歌詞和故事情節，例如 Wheels 

on the Bus，有家庭成員版本：Dad, Mom, Baby 

在公車上常做的事，也有坐公車時可能有的體驗

版本：雨刷刷來刷去、車門開開關關、人們上車

下車，多唱幾次，多學幾個版本，小朋友就可以

學到許多不同的語詞。很多歌謠裡其實都有小故

事，老師可以讓孩子了解以加深連結，也可以把

小朋友已經會的歌，換個方式互動，加強我們想

要顧及的語言學習重點。

★ Picture Books – Rhymes and Story Variety 

繪本的誘惑與故事的多樣性

所謂的繪本，跟我們小時候所看的故事書非常不

一樣。在書林出版的「給媽媽的英文繪本閱讀」

書中，楊禎禎老師提到的繪本定義，是目前我覺

得最容易理解又完整的解釋：「大致來說，繪本

裡的圖畫和文字一樣重要，有些繪本甚至是無字

書，完全用圖畫來說故事。圖畫除了豐富閱讀的

樂趣，補足文字未描述到的細節，有時甚至和文

字背道而馳，藉此營造出獨特的效果。……在有

限的篇幅裡，……圖畫的表現技法多元，更已經

是一種藝術的呈現。」

以學習語言的目的而言，繪本圖畫讓孩子增加對

故事的理解能力，而多聽故事則會讓孩子們更有

機會接觸到不同的用語，語詞含量就會慢慢的

堆疊起來。老師可以在講故事的過程中，加入一

些聲音效果或聲調來增加孩子聽故事的理解與興

趣，孩子們藉由圖中的細節，了解故事內容並連

結到自身經驗，從而真正感同身受，或藉此體驗

不同的生活情境，提升日常生活的經驗值，日後

在使用語詞時將更具意義。

Opportunity to Use the Language  
使用語言的機會

　　之前提到過讓孩子們能使用語言（output）

的重要性，大家應該都有碰過，有些人可以聽得

懂英文但無法回答，卻又能用紙筆寫出，這就是

缺乏了實際的 output 能力。以下這些方式能讓孩

子們除了養成使用語言的習慣之外，還能內化並

使用之前大量聆聽所累積的語言。 

★ Classroom Languages with Variations 教室

用語的變化

老師上課的時候一定有常做的動作或程序，當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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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ilding Reading Interest 閱讀興趣的養成

　　我們最終的希望是在學齡前幫孩子建立基

礎，並讓孩子有能力與興趣可以自我學習，大量

的「聽」、有意義的「說」，都是很重要的環

節。當孩子有能力開始閱讀中文時，能否閱讀英

文書籍、是否喜歡英文書籍就是另一個重要環節

了。孩子要有能力並喜歡閱讀，才會自然而然的

自我學習。

　　早期在推廣自然拼讀時，大都是跟注音做比

較與連結。但是英文字母有字母名稱（name）

與音（sound），不像注音，名字跟聲音是一樣

的，所以孩子無法馬上就能拼讀，能拼讀之後也

要知道 sight words 才能閱讀，況且閱讀之後還不

見得能理解內容，所以很多孩子們習慣只看中文

書。這也是為什麼我們希望孩子們在小時候就聽

故事，從愛聽故事開始，養成愛看書、讀書，進

而自己發現書中的奧妙，學會用不同角度去看故

事，等到自己會獨立閱讀時，他們就能探索自己

喜歡的書籍了。

  Setting Realistic Achievable Goals

　　我們想要給孩子們的很多，但常常因為時間

不夠，只能用覆誦方式來增加孩子們重複語詞的

次數，感覺上孩子們練習「說」了很多次，但是

我們現在能理解，這跟實際應用（有意義的說）

是不同的。之前提到的各種方式，其實不需花太

多時間，有些活動不需從頭做到尾，老師可以視

狀況調整。另外，很多學校活動老師也可以從這

個角度出發，只要秉持初衷，孩子們每次練習都

是在學習，如此便能更具意義也更好玩。了解我

們真正的教學目標，思考要達到的目的之後，您

的教學方式與時間分配會做什麼樣的調整呢？相

信各位老師心中一定都有答案了吧。

子們都熟悉之後，老師可以適當的引導並更換用

語，因為在情境中所使用的語詞，會較容易理解

並轉化成自己的語言基礎。老師要盡量引導孩子

們說出口，例如從簡單的“Teacher, Me!＂ 可以

換成“Choose me! / I want to try! / I know the 

answer!＂。

★ Circle Time Discussions 團討（分享）時間

孩子們都是愛分享的，有些可能害羞或沒自信，

但是他們都希望自己的聲音可以被聽見，並得到

認同感。老師可以設定固定的團討時間，讓孩子

們有機會表達自我。剛開始可能會比較困難，老

師可以先做示範，在講故事前先問一些問題，藉

機培養孩子的自信，了解自己的想法是值得也會

被聆聽到，進而越來越主動想要表達，如此才會

真正使用到這個語言。

★ Lesson Plan 課程設計

很多小孩只關心課堂遊戲當下好不好玩，所以課

本的單字句型，雖然知道卻沒有辦法做連結。在

玩遊戲的過程中，孩子們可能可以透過遊戲，有

短暫記憶的連結，但實際上需要更多的時間與機

會，讓他們應用並把語詞內化變成自己的。

我們通常會先教單字，再玩單字遊戲，有時間再

做延伸。其實可以考慮直接讓孩子們做能讓他們

表達的延伸活動，例如在教 family 時，有些孩子

唱歌玩遊戲都表現很好，但是卻沒辦法分享。如

果直接讓孩子們帶照片來分享並介紹家人：This is 

my grandma. She is reading with me.。當孩子講

話時，這對他是有意義的內容分享，同學的反應

也會加深他對這件事的感覺與連結。同時鼓勵學

生用母語加上更多細節，例如孩子說“This is my 

grandma. 她在說故事給我聽＂，老師就可以適時

補上“She's telling you a story? That's nice. Do 

you like that?＂可以增加 input 並同時給予意義與

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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