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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tor's Notes 編輯筆記

教師在學生的學習歷程當中，有著舉足輕重的角色，從奠定基礎的階段，到能夠發揮所學，

最終達成學習的目標，學生所踏出的每一步，都有賴於教師的悉心引導。教師必須能夠全面性

的為學生規劃好學習進程，並且採取適當的方法，讓學生從學習中獲得成就感，方能延續學習

的熱情。

然而，無論是學校或補習班，同一個班級的孩子，程度多多少少會有差異，在固定的授課

時數、固定的教材內容之下，如何確定不同程度的孩子，都能吸收良好並樂於學習，成為教

師必須設法解決的課題。您一定曾經發現，有些孩子其實很認真想要學習，不但上課時專心聽

講，還會試圖融入課堂活動，但是因為思考過程較長或是個性比較害羞，搶答問題時總是慢了

一步，分組活動時也總是沉默。這樣的孩子在每個班上都有，身為教師如果沒有特別留意他們

的學習發展，及時給予他們協助，很可能他們會在持續得不到成就感的過程當中，逐漸對學習

失去興趣，往學習成效不佳的方向靠攏。教師對於每個學生，當然都應抱有高度的學習期待，

但要切記在個別程度不同的前提之下，除了課堂活動的設計，應該彈性調整、有效兼顧，學習

成果的檢驗或展現，也不能只有一種方式與標準。

本期的「大師開講」專欄，針對閱讀教學的提問方法，提出了適合不同程度學生的問題設

計原則，更實際提供課堂活動的詳細步驟，搭配混合程度的分組方法，能讓學生依照程度回答

自己有把握的題目，並且跟程度相同的同學一起競爭，學習上會更具有挑戰性和趣味性。而在

「教案設計達人」中，分享了如何以童詩來作為教學的素材。過往我們會擔心童詩的程度較深，

不敢運用在初階的班級。但只要仔細挑選主題和內容，初階班可以透過簡單的唸唱或朗讀，幫

助學生熟悉英語的語音和語感，進階班則可以仿作，讓童詩成為打好閱讀與寫作基礎的利器。

各位注意到了嗎？這本會訊是師德會訊的 100 期，100 是一個完整而美好的數字，也是值

得留下紀念的里程碑。所以本期會訊當中，我用了兩頁的篇幅，帶大家一起回顧會訊的歷程，

並且立下未來的目標。在此也期盼下一個 100 期來臨之前，能跟您一同成長，有您的支持，我

們會做得更好！

《 Hello! E.T.》總編輯  孟慶蓉  

 pd@cet-taiwan.com

百尺竿頭，更進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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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先點選 LINE 的「加入好友」

ID 搜尋 @cetline 將官方帳號設為好友

有 8,660 人喜歡，快來按個讚吧！

師德文教

HellO! E.T.  雙月刊

★ 03/01（三）

 ．【歡樂學習】KITE檢定出版品優惠

★ 03/06（一）

 ．TKT 04/23 場次 / 報名截止日 

★ 03/09（四）

 ．39教具周年慶，驚喜 “袋＂著走

★ 03/13（一）

 ．【新書登場】Start to Talk 練習本 

★ 03/15（三）

 ．【考前衝刺】STYLE/JET 檢定出版品優惠

 ．第 45 屆 STYLE/JET 全國兒童暨青少年英語分級檢定 / 通訊報名截止日

★ 03/19（日）

 ．YLE 劍橋兒童英語認證 / 台北、台中、高雄場

 ．GEPT 中級輔考師資班 / 台中班

★ 03/20（一）

 ．「全英語教室特展」活動開跑

★ 03/22（三）

 ．第 45 屆 STYLE/JET 全國兒童暨青少年英語分級檢定 / 網路報名截止日

★ 03/26（日）

 ．GEPT 中級輔考師資班 / 高雄班

★ 04/09（日）

 ．春季聯誼會 / 台中場

 ．GEPT 中級輔考師資班 / 台北班

★ 04/10（一）

 ．TKT 4/23 場次 / 寄發准考證

★ 04/15（六）

 ．STYLE/JET 英語口說分級檢定 / 台北場

★ 04/16（日）

 ．春季聯誼會 / 台北場

★ 04/20（四）

 ．第 20 屆 KITE 全國幼兒英語分級檢定 / 通訊報名截止日

★ 04/22（六）

 ．YLE 劍橋兒童英語認證 / 台北、台中、高雄場

★ 04/23（日）

 ．春季聯誼會 / 高雄場

 ．STYLE/JET 英語口說分級檢定 / 高雄場

 ．TKT 核心模組、延伸模組

★ 04/26（三）

 ．第 20 屆 KITE 全國幼兒英語分級檢定 / 網路報名截止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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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案設計達人

Creative Lesson Plans 
童詩教學引導創作

文／劉儒蓁

       國立政治大學英語教學碩士

       現任新北市國小英語教師

設計理念

　　未嘗試之前，老師們可能會覺得讀詩對學

生來說太難，擔心字彙過於艱深，或學生無法體

會作者要傳達的意境。但其實童詩有許多特色，

非常適合教學和學習。第一，創作童詩時，作者

會特別注意選詞用字 (wording)，好在簡短的文

句中創造畫面，激發讀者的想像力；因此讀完一

首詩後，學生會有很多想法，不論是關於詩的內

容，或者是與生活經驗相關的連結，都可以在課

堂上討論分享。第二，閱讀童詩最好的方法就是

進行朗讀 (read aloud)。童詩的押韻 (rhyme) 有

助於學生順利流暢的朗讀，增加學習英語的自

信。同時學生無形中透過口語朗讀學習到的內

容，都將是日後閱讀和書寫的基礎。第三，童詩

題材貼近學生生活經驗，好讀易記，又富有童趣

和幽默感，學生朗讀起來，可說是趣味性十足！

教學活動分析

　　活動設計由淺到深，先從聆聽開始。選用的

教材可以是與目前教學主題相關的兒童詩歌。先

以教師朗讀或影音欣賞的方式呈現，訓練學生的

「聽」力 (train students' ears)，慢慢地學生對

語音的辨識就會更加敏銳，同時也累積字彙、熟

悉語法、清楚押韻 (rhyming) 概念等。接著就是

「朗讀活動」，多讓學生朗讀韻文童詩，藉由朗

讀理解童詩的意思，作為未來讀寫能力的養分。

最後就是「創作」，用繪本延伸、用心智圖引導

學生仿作童詩，展現學習成果。

學生程度分析

　　童詩因為題材和創作選擇豐富，因此適合各

階段英語學習者接觸。針對初學者 (beginners)，

教師可以多朗讀給他們聽，讓學生透過音韻來感

受詩的魅力，另一方面讓學生透過大聲朗讀，培

養音感和學習成就感。針對中階 (intermediate) 以

上程度的學生，除了朗讀和欣賞，還可以進行童

詩仿作和創作等活動。

教學活動

★Poems in the Class
　　老師們是不是會懷疑：年級較小或英語學習

剛起步的學生怎麼讀得懂童詩呢？其實童詩涵蓋

的範圍很廣，有許多貼近學生生活經驗的創作，

程度上也沒有想像中艱深，像是童謠 (nursery 

童詩深具魅力，在我嘗試將童詩融入教學，並設計適合學生程度的教學活動後，意外發現學

生們對童詩的接受度很高。在童詩的創作過程中，學生們也都願意積極討論及主動學習，師

生都充滿著滿滿的成就感呢！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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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反覆聽唸，全班一同找出押韻字  (rhyming 

words) 寫在空白海報上，方便日後反覆練習。

4. 學生發想搭配童謠的動作，讓學生熟悉童謠內

容，教師亦可藉此觀察學生是否理解文意。

5. 若時間允許，請學生繪製童謠摺頁小書。教師

可以影印歌詞，讓書寫有困難的學生，選擇字

句剪貼在摺頁上；程度較佳的學生則可抄寫歌

詞並繪製插圖。

6. 請學生將小書成品帶回家，朗讀給家人聽。將

學習延伸至課堂外，也是一種學習歷程的展現。

Nursery Rhyme 圖文學習小卡

教學時間：10 分鐘

教學準備：韻文學習小卡、學習筆記

教學目標：能透過朗讀活動熟悉英語語音。

教學活動：

1. 將韻文學習小卡發給學生，帶學生朗讀韻文，

學習新字彙，最後請學生繪製韻文插圖。

2. 請學生將韻文學習小卡貼在筆記或作業簿裡，

有時間便全班一起朗讀。

3. 此教學活動不需花太多時間，很適合作為課堂

一開始的例行活動 (classroom routine)，或課

堂持續性的活動 (anchor activity)，整學年下來

學生也可以朗讀許多不同類型的韻文。

2 Poems Read Aloud 童詩朗讀

教學時間：10 分鐘

教學準備：學習筆記、童詩繪本

教學目標：透過朗讀欣賞童詩之美

教學活動：

1. 教師先朗讀童詩給學生聽。接著再次朗讀詩

句，請學生複誦。最後師生一同朗讀。教師可

rhymes) 和繞口令 (tongue twister) 這些老師們常

在教學中運用的媒材，其實也都是童詩的一種。

透過欣賞、朗讀和延伸活動，學生若能自然而然

地將優美的語彙內化，並且培養語感和押韻概

念，對日後的引導創作也很有幫助。

1 Nursery Rhymes 童謠唸唱

　　童謠是很適合英語初學者的學習內容，除了

簡短好記、易唸能唱，內容還蘊藏了許多語言學

習元素，像是字彙、句型、介係詞運用以及音群 

(sound clusters) 拼讀練習等。透過重複朗讀，學

生能熟悉英語語音，同時無形中將所學的語言留存

在語庫中，供日後重新組合運用。此外，許多經典

的童謠都是當時歷史事件的小縮影，例如 Humpty 

Dumpty、Mary, Mary Quite Contrary 等，據傳分

別影射了不同的英國歷史人物，可以介紹給年紀較

大的學生，讓他們認識創作背後的歷史故事，加深

學習廣度的同時，也增添了許多趣味。以下分享兩

個在課堂中可以進行的教學活動：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Once I Caught A 

Fish Alive

教學時間：80 分鐘

教學準備：韻文歌曲海報、韻文配對圖片、空白  

                 海報、色卡紙

教學目標：能唸唱韻文，並找出押韻字組。

教學活動：

1. 教師先朗讀一遍歌詞給學生聽，接著再次朗

讀，請學生一句一句跟讀。

2. 進行圖文配對遊戲，讓學生利用圖片猜測每段

文句的意思。

Ⅹ Creative Lesson Plans 教案設計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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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My Five Senses

教學時間：80 分鐘

教學準備：繪本、主題相關影片

教學目標：透過小組共同討論進行童詩創作

教學活動：

1 . 我 們 感 受 周 遭 環 境 時 會 運 用 到 那 些 感 官 

(senses)？請學生發想並舉例分享。

2. 觀賞補充影片 點我觀看（可上 YouTube 尋找），

加強聽力並且學習相關字彙。

3. My Five Senses 繪本共讀。在書中，作者用貼

近孩子生活及想像力的字句，帶著讀者去看、

去聽、去聞。

4. 小組腦力激盪，先

用心智圖把想法記

下來，接著引導學

生運用形容詞和描

述地點的介係詞等

擴寫句子 (expand 

the sentences)。

5. 組員共同挑選語句，集結成一篇童詩。

　　在英語課堂中，遊戲、歌曲、繪本、短文

閱讀是老師們經常使用的教學活動，這次分享

一些在童詩教學中可以運用的小點子，希望

讓老師們在英語教學的過程中多一些選擇。

以選擇貼近學生經

驗的趣味短篇童詩

讓學生朗讀，在此

列舉一篇和老師們

分享。

2. 請學生將詩句張貼

或抄寫在學習筆記

中，反覆朗讀。

3. 許多繪本以童詩形式來創作，朗讀起來特別有

節奏感，加上有趣的插圖，讓學生朗讀時更有

畫面感。

★Poem Guided Writing

1 Color Poem

教學時間：40 分鐘

教學準備：引導創作的 ppt 詩文範例

教學目標：能透過聯想進行童詩創作

教學活動：顏色是兒童英語教學中常接觸的主題，

在單字教學和繪本共讀之外，還可以嘗試用童詩

創作來豐富學習。

1. 先讓學生說出喜歡的顏色，從這些顏色又會聯

想到什麼？

2. 帶學生一同朗讀教師自創的 color poem。教師

可以創作不同版本讓學生選擇參考，例如：

3. 接著請學生進行仿作練習，過程中可以引導學

生運用心智圖 (mind map) 來進行靈感發想，並

且在字彙選擇上給予建議。

4. 讓學生朗讀自己的 color poem 創作，與全班

分享。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louds
Christina G. Rossetti

White sheep, white sheep,
On a blue hill,

When the wind stops
You all stand still.

When the wind blows
You walk away slow.

White sheep, white sheep,
Where do you go?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繪本：My Five Senses 

(Aliki)

I see yellow in a sunflower.
I smell yellow in a lemon.
I taste yellow in a kiwifruit.

I love yellow it's everywher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Yellow is the candy in the store.
Yellow is the lemons on a tree.

Yellow is the sunflowers in a garden.
Yellow is the color I see everywhere.

100 No.

https://goo.gl/T4Lqfq
https://goo.gl/T4Lqfq


http://goo.gl/Q4pFmf
http://goo.gl/Q4pFmf
http://goo.gl/kSkVRj
http://goo.gl/kSkVRj


https://goo.gl/cwt4ok
https://goo.gl/urXlV9
https://goo.gl/cwt4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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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wn，指的雖然是和文本主題相關的題目，但詢

問的是讀者的經驗或感覺，不需要從文本得到答

案 (Raphael，1982 & 1984)。Raphael (2001) 將 

author and you 改成 author and me，並增加讀者

和文本的三種不同關係的問題，例如 text-to-self 

文本和讀者、text-to-theme 文本和主題，以及 

text-to-world 文本和世界。

　　Lawrence (2002) 將 Raphael (1982) 的 QARs 

改編成「紅綠燈」的比喻。綠燈是最容易的，讀

者只要在文本某一頁就能找到答案。黃燈是讀者

必須放慢速度，仔細讀文本中不同地方，才能把

答案組合起來。紅燈是讀者必須停下來思考文本

的內容，他們究竟理解哪些，用先前文本中所學

到的知識或資訊，做文本的推測。

　　QARs 提問策略應用在英文課堂差異化教

學，可以有四種作法，以下為詳細步驟和作法。

文／簡靜雯

       國立清華大學英語教學系 副教授

       華盛頓大學課程與教學教育博士

QARs 提問策略應用

大師開講

Professor's Corner

　　在英文課堂上，英文老師必須帶入教科書的

文本或是繪本，通常老師會從封面和每一頁進行

圖片預測 (picture walk)，詢問學生 What do you 

see?、What is he / she doing? 等類似的提問。在

說故事當中，英文老師也會問類似的題目，這類

型的題目比較粗淺，只能帶學生初步認識文本，

因此無法讓學生和文本或繪本產生關聯。舉手回

答的學生通常都是固定幾位，導致有些學生無法

參與討論。除此之外，這些簡單的提問對於英文

程度比較好，或具有批判思考的學生而言，他們

會很快就完成閱讀後的文本理解題目，導致他們

在等候其他同學完成時，沒有事情可做。

　　由 Raphael (1982) 提出的 Question answer 

re lat ionships（問題答案的關係，以下簡稱 

QARs），是將不同的提問策略帶入文本的討論，

以提升學生的閱讀理解能力。QARs 包含四種問

題，第一種題目稱之為 right there，指的是可

以從文本的某一頁找到答案。第二種題目稱之為 

think and search，指的是無法從文本的單一地

方找到問題的答案，必須跨頁或讀完一部分才能

找到答案。第三種題目稱之為 author and you，

指的是無法直接從文本裡面找到答案，讀者必須

使用先前從文本中所學的知識或資訊，做文本

的推測和發現隱喻。第四種題目稱之為 on my 

■ QARs提問策略 
(L awr en c e，
2002)

On my own 

Think and search

Right t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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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不同提問融入說故事 

1. 從封面開始說故事，進行不同的提問。以下用

繪本《David Goes to School》 點我觀看  為例。

教師可問 Who is the boy?（right there 的問

題），點名適合該題目程度的學生回答。

2. 繼續看封面提問，例如：Do you like to go to 

school?（on my own 的問題），點名適合該

題目的學生回答。

3. 依序可以繼續問下面問題，例如：What is 

he doing?（right there 的問題），What will 

happen to this boy?（think and search 的問

題），Is it OK to fly a paper plane in class? 

Why?（author and you 的問題）。

  二、問題顏色便利貼（Chien，2013）

1. 將題目投影出來，如表一。

2. 發給學生藍色的便利貼，請學生閱讀 on my own 

的問題，把答案寫在藍色的便利貼上。

3. 完成的學生則領取綠色便利貼，閱讀 right there 

的問題，把答案寫在綠色的便利貼上。

4. 完成的學生接著領取黃色便利貼，閱讀 think and 

search 的問題，把答案寫在黃色便利貼上。

5. 完成的學生最後領取粉紅便利貼，閱讀 author 

and you 的問題，把答案寫在粉紅便利貼上。

6. 五分鐘後檢討答案，時間到後所有學生必須放下

筆。點名適合題目程度的學生唸出 on my own 

的問題，再選另一位同學回答。依序檢討其他題

型的答案，選出完成的同學來回答。

 三、拼圖式閱讀 Jigsaw Reading 

1. 發給學生如表一的學習單。

2. 依照學生的語言能力，發給第一組學生貼紙 A，

第二組貼紙 B，依序完成分組工作。

3. 每組拿數字 1 貼紙的學生回答 on my own 問

題，數字 2 的回答 right there 的問題，數字 3 

的回答 think and search 的問題，數字 4 的回

答 author and you 的問題。

4. 數字  1  的學生一起討論寫出答案，依此類推。 

5. 五分鐘後回到原來的形狀小組，從數字 1 的學

生開始分享答案。

 四、機智問答 Jeopardy 

1. 利用簡報檔製作機智問答的內容，如表二。將

繪本故事的題目分成角色、情境和故事內容。

每種類型下有四種分數，從一百分到四百分。

1 2 3 4

貼紙 A

貼紙 B

1 2 3 4

On My Own

1. Do you like to go to school?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Are you a good girl or boy?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ight There

1. Who is the boy?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Where is h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What does the teacher ask 

    the boy to do?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uthor and You

1. Do you think David Shannon was

    like that boy in the story? Why or

    why not?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Do you think David's teacher likes   

    David or not?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Think and Search

1. Is the boy good or bad? Why?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What did the boy do in the clas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表一 ★

■ 繪本：
   David Goes to School 

(David Shanoon)

100 No.

https://goo.gl/etazyP
https://goo.gl/etazy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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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二：分數表 ★

Characters Setting Story

100 100 100

200 200 200

300 300 300

400 400 400

2. 利用簡報檔製作不同題目，如表三。100 分為 

on my own 的問題，200 分為 right there 的問

題，300 分為 think and search 的問題，最後 

400 分是 author and you 的問題。

★ 表三：問題設計 ★

Characters Setting Story

on my 
own

Are you a good 
girl or boy?

Do you like to 
go to school?

What do you 
usually do in 
school?

right 
there

Who is this boy? Where is the 
boy?

What does 
the boy do 
in the class?

think and 
search

Do you like the
boy?

Where does 
the boy go in 
school?

What does 
the teacher 
ask the boy 
to do?

author 
and you

Do you think 
David Shannon 
was like that boy 
in the story? Why?

What should 
the boy do in 
these places?

Is the boy 
good or 
bad? Why?

    
3. 學生四人一組，小組內成員應有英文程度上的

差異。

4. 發給每組小白板和筆。先點每組當中程度較不

好的學生作為第一個人，小組一起唸 100 分的

題目，由第一人寫出答案。兩分鐘後小組秀出

答案，並由第一人唸出答案。答案正確者就可

以獲得相對應的分數。

5. 依序完成所有的題目，並統計分數。

　　筆者在備課過程中發現 author and you 的題

目比較難以設計，右上方表格是 Raphael 和 Au 

(2005) 設計將 QARs 和閱讀理解策略結合。例如設

計 author and you 的問題，可以將預測、文本意像

化或推論等的閱讀策略融入題目設計。提供英文老

師未來在將 QARs 融入文本和繪本教學時參考。

★表四：QARs 和閱讀理解策略結合★
（Raphael & Au，2005，頁214）

QARs 閱讀理解策略

on my own
啟發先備知識 （例如文本類型、經驗和作
者）、與主題連結。

right there
閱讀找特定資訊、做筆記進行重要資訊的
簡單回憶、利用文本提示找尋定義。

think & search
找重要資訊、摘要、用文本組織來找相關訊
息、用上下文描述符號或比喻性的語言、釐
清文本和文本間連結、做簡單的推論。

author & you
預測、文本意像化 (visualizing)、做簡單和
深入的推論、辨別事實和想法、進行文本
和自己的連結。

Ⅹ Professor's Corner大師開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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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wrence, K. M. (2002). Red light, gr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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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goo.gl/GHFl4q
https://goo.gl/GHFl4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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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玩教學遊戲

Fun Classroom Ideas
Race to the Top 
桌遊版的六種運用

文／張琬琦 (Moji)

       現任嘉義市國小英語教師

       「麻糬手繪單字書」作者

       Did you moji today? 部落格版主

　　「Race to the Top」是寫作活動中常進行

的一種桌遊，孩子在擲骰子的過程中練習書寫單

字，直到攻頂則遊戲結束。下面就是常見的 Race 

to the Top 桌遊版。

　　今日 Moji 想要挑戰自己的腦力，看看這種

遊戲機制是否能改編成其他「換湯不換藥」的桌

遊，讓學生充滿新鮮感！

改編 1  將以往「只有書寫」的指令，改
 為「各種不同的指令」

★ 適用：字彙練習

★ 版面說明：若骰子為橫軸，則在縱軸設定指

令；反之亦然。指令包含：Say it.、Write it.、

Draw it.、Write it in the air with your elbow.、

Act it out.、Answer the question.、Make a 

sentence.

★ 遊戲目標：小組合作，限時內抵達終點的組別

獲勝。

★ 遊戲說明：

1. 各列起點擺放一個棋子。學生輪流擲骰子，對

照骰子點數在該列往上爬一格。全組都必須依

該格的指令完成動作後，才換下一位玩家進行

遊戲。

2. 變化：若只有五個單字，可設定點數六為「自

由選擇」，學生可以自由決定要選哪一列。

3 .  特別提醒：若老師規定「最先抵達終點者

勝」，可能會出現學生馬虎進行指令，造成

投機取巧的行為。因此可以設定「只要抵達

終點，不論快慢，都是勝利者」。

　　透過此活動，讓學生對單字「爐火純青」，不

僅要會唸 (phonics)、會拼寫 (spelling)，還要會畫會演 

■ 圖片來源：

     Annie Moffatt's 

     worksh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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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d meaning)，會造句 (use the word)，會回答問題 

(Q&A patterns practice)，等於是一魚多吃了呀！

改編 2 將以往「不需要做任何事」的終
點格，改為「各種不同的指令」

★ 適用：phonics 練習（因為 phonics 的代表單

字多，可以放進各個格子中）

★  版面說明：在各終點格中寫下指令。其終點

指令包含：Sing the ABC song!、Do the 

monkey!、Make the letter Jj!、Write your 

name in the air!、Say "I love you" to the 

teacher!（哈！哈！哈！）

★ 遊戲目標：小組合作，限時內抵達終點的組別

獲勝。

★ 遊戲說明：

1. 各行起點擺放一個棋子。學生輪流擲骰子。對

照骰子點數在該行前進一格。必須全組都唸出

格中的單字後，才換下一位玩家進行遊戲。

2. 若擲到點數六則為「自由選擇」，學生可以自

由決定要在哪一行前進一格。

3. 變化：終點格中的指令可以依年級改編，上圖

範例為初學字母的三年級課程使用，若是高年

級，可改為「唱一段最近教的流行歌」、「小

組合作比出單字」、「用屁股寫字」等。

　　由於這是小組進行的活動，每個人都必須要

唸出單字，因此讓小組內程度較落後的學生有更

多機會學習。最終大家一起完成指令的感覺能增

進小組感情，還有跟老師說 "I love you!" 也能讓師

生感情更加溫。

★ 適用：該單元主題為「零件」之組合（如 facial 

parts, body parts, rainbow colors, the names 

of the fingers 等）

★ 版面說明：以五官為例，將各五官的單字寫在

終點格（或放圖片），各終點格前則為此五官

的拼字，一格一個字母。

★ 遊戲目標：每個人在課本空白處畫下自己收集

到的五官，限時內集滿一張臉則可加分。

★ 遊戲說明：

1. 學生輪流擲骰子走棋前進，對照骰子點數在該

行前進一格，唸出該格中的字母，才換下一位

玩家繼續進行遊戲。（終點格為各五官）若擲

到點數六則為「自由選擇」，學生可以自由

決定要在哪一行前進一格。

2. 學生抵達某行終點時，要唸出該行的字母（即

該五官的拼字），才可以在課本空白處畫下

贏得的五官。

3. 若有學生已經集滿一張臉而時間尚未結束，可

以拿出新的棋子繼續從最底層開始爬，集滿

兩張臉則分數加倍。

　　此活動結合拼字，由於各單字長短不同，因

此各行的長短也不同，視覺效果大跳脫！而且活

動設計抓住學生喜愛集點的天性，也可以結合班

級經營的集點制度，來個集點放送喔！

改編 3 設計為「集集樂」收集遊戲

100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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Ⅹ Fun Classroom Ideas翻轉教學遊戲

改編 4 設計為「雙人PK」遊戲

★ 適用：字彙練習

★ 版面說明：版面改為左方為骰子點數 1, 2, 3，

右方為點數 4, 5, 6，中間各格放目標單字。

★ 遊戲目標：限時內，先抵達對方終點者勝。最

後贏的行數較多者，為最終贏家。

★ 遊戲說明：

1. 骰子起點擺放一個棋子。兩人一組，分成左方

與右方 PK。學生輪流擲骰子，對照骰子點數在

該行往前進一格，正確唸出格中的字母後，才可

換對方進行遊戲。若該生不會唸，則對方要教他

唸，該生要正確再唸一次，遊戲才可繼續。

2. 當兩生在某行「相遇」時須猜拳。輸的人要退

回該行起點，重新進行遊戲。

　　此遊戲包含猜拳，因此還有運氣的元素，讓

低成就的學生也有機會成功！

改編 5 依主題改變遊戲板的「前進方向」

★ 適用：各種主題

★ 版面說明：此為遊戲版的變化，至於玩法則大

同小異囉！原本 Race to the Top 是由下往上

爬，但也可以配合單元或節慶需要，改變前進

方向，如：

1. 端午節時，

將各行設計

成 龍 舟 ，

由左往右前

進，終點則是龍舟棋！（感謝嘉大附小的林淑

娟老師提供創意。）

2. 教到動物或海底世界主題時，可以改為由上往

下前進，即 dig the hole 或 go under the sea 

to find treasures。

改編 6 設計蜘蛛網放射狀的遊戲版

★ 適用：造句練習

★ 版面說明：中心點為六角形，放射網往外延伸

為各格子。每行的第一

格為教學主題單字。

★ 遊戲目標：小組合作，

限時內抵達終點的組別

獲 勝 。 學 生 每 前 進 一

格，就要在格中造句，

寫出「比上一格字數多的句子」。

★ 遊戲說明：

   中心格放六個棋子。學生輪流擲骰子，對照點

數在該行往前進一格。走到第一格時唸出單字

（如：nose）；下一次擲到相同點數則以 nose 

造句，並寫在第二格（如：I have a nose.）；

再下一次又擲到相同點數時，則造一個比上一

句字數多的新句子（如：I have a nose and it 

hurts.）依此類推。最外圈的句子字數最多。

　　此為團隊遊戲，學生可以討論後再寫句子，

幫助活用單字。由於版面是放射狀，下一格都比

前一格長了一點，剛好適合愈來愈長的句子！看

來我要去申請此活動的專利了（撥頭髮）！ 

　　原來 Race to the Top 也可以有這麼多改編玩

法！我相信所有的桌遊版都是如此，歡迎您加入

我的粉絲專頁，與我一同腦力激盪！

Did you moji today?



 

 Go!

https://goo.gl/bw7Xub
https://goo.gl/bw7Xub
https://goo.gl/bw7X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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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德會訊的「角色」

　　師德會訊 100 期了！這本師德會員專屬的刊

物，固定在單數月份出刊，不曉得您收到的時候

是什麼心情呢？會不會期待本期的內容呢？是先

瀏覽封面上的標題，決定要翻到哪一頁？還是直

接找到特別喜歡的專欄，進入您專屬的充電時間

呢？對許多讀者而言，會訊就像是一個好朋友，

總是定期的拜訪，談論教師們關心的話題，分享

彼此教學上的甘苦，也在輕鬆的氛圍中，確實地

注入了教學專業、創意與活力。事實上，師德會

訊一直以來，都以身為一個能鼓勵您、陪伴您、

與您交心的朋友為榮。

師德會訊的「蛻變」

　　您的第一本會訊是哪一本呢？若是 100 本會

訊一字排開來，想來也是非常壯觀。筆者一一翻

出珍藏的各期會訊，當然也翻出了許多回憶。在

師德會訊開始之初，形式比較像是報刊，一份三

大張的內容，提供實用的教學活動、學習單、教

學 Q&A，以及各項師資訓練課程的資訊，雖然只

是簡單雙色印刷的一份報刊，但當時英語教學正

是方興未艾的時期，能夠提供這些相關知識的刊

物並不多，因此會訊的出現對英語老師而言，是

補充教學知識、解答教學問題的好工具。

　　第 8 期開始，師德會訊正式升級為單冊雜誌一

般的型態，也開始採用美麗的彩色封面，用童趣的

圖案，帶給讀者煥然一新的感受，內頁的版型也逐

漸活潑起來。第 21 期適逢師德十週年，會訊有了

重大的變革：進入全彩時代！是的，您目前所看到

的全彩內容呈現，正是從第 21 期開始。有了全彩

內容的輔助，版面的豐富度、內容的完整性都大幅

提升，像是當時的手作教具專欄，有了彩色的照片

示範，想要立即上手絕對不是問題。就從這個時期

開始，師德會訊奠定了目前您所熟悉的樣貌。

　　近幾年來，由於電腦、手機和平板的普遍，以

及環保無紙化的推行，師德會訊也因應趨勢，推出

每期會訊的 PDF 下載，成為很多讀者的新選擇。

但無論樣貌如何改變，會訊永遠會以最用心的設計

和編排，將內容精采地呈現給您。

師德會訊的「核心」

　　 專欄是師德會訊的核心，我們與英語教學領

域的許多佼佼者合作，邀請他們分享個人的教學

經驗與專業知識，也從不同的面向，切入英語教

學這個領域，討論所有英語老師們可能想知道、

或感興趣的事。那麼，師德會訊最長壽的專欄是

文／孟慶蓉

       師德會訊總編輯

用心一意，精彩百期

100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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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 一 個 呢 ？ 沒

錯，就是「大師

開講」，最早在 

2003 年這個專欄

創立之初，就是

希望邀請不同的

英語教學領域專家或學者，帶來「重量級」的知

識，讓忙碌的英語老師在翻閱會訊的短短時間當

中，能夠了解更多教學趨勢與相關議題。時至今

日，這個專欄仍持續邀請不同專長的教授群，希

望帶給您更深層的思考與更廣泛的視野。

　　會訊的專欄

雖然是從英語教

學出發，但是主

題可說是包羅萬

象，從教學技巧

到實務應用，從自我進修到生涯規畫，從班級管

理到補教經營，期盼能滿足英語老師各方面的需

求。另外，我不得不提到，近年來某些讓我印象

深刻的專欄，這些專欄當時是因應教學趨勢或反

映教師現況而推出，現在看來真是走在潮流的前

端。例如為教師健康把關的「健康御守站」、融

入資訊教學的「嚴選好站 . com」、首篇教學日記

圖文專欄「麻糬教學 LIVE SHOW」、描述美國小

學教學現況的「美國教育連線」。這些專欄帶來

的不僅是新的知識，也是新的眼界和體驗。英語

教學界不斷有新血進入，會訊當然也要不斷以更

年輕的心態，貼近今日的教學現場。

師德會訊的「堅持」與 「感謝」

　　筆者從會訊 47 期開始擔任執行編輯，傳承各

位先進編輯的用心，接下這份工作的同時，也接

下了許多人對會訊的期望。翻閱歷年的會訊，可

以真切的感受到，對專欄作者、對先進編輯、對

所有讀者而言，會訊都是一份獨特的存在。透過

這本雙月刊，我們不斷思考著，如何能在今時今

日的教學現況之下，給英語老師更多的幫助。所

以每每在規劃專欄時，都經過反覆的激盪、討論

和取捨。也會不定期地透過讀者意見調查，了解

老師們的需求。因為想做的事真的很多，所以我

們盡力讓每個想法成為現實。相信我們仍有不足

之處，但期待您翻開會訊的每個瞬間，都能夠感

受到我們的堅持與用心。

　　100 期是個值得紀念的里程碑，在此感謝所有

曾為會訊撰稿的老師們，以及所有曾為會訊付出心

血的文字編輯與美術編輯，是你們給了會訊生命，

將它的價值發揮到最大。同時也感謝閱讀會訊的

您，有您的支持和鼓勵，我們才能不斷發光發熱。

我們常說教育是「百年樹人」的志業，而師德會訊 

100 期，也不單只是一個目標的達成，而是邁向下

一個里程碑的起點。讓我們繼續燃燒著自己的小宇

宙，期盼下一個 100 期的到來！

慶祝師德會訊 100 期，現在上網

留下你給會訊的祝福，就送

網路商城 50 元購物金！

領取購物金

https://goo.gl/WGYyn6
https://goo.gl/WGYyn6
https://goo.gl/WGYyn6


考前衝刺
必備

https://goo.gl/q86vuu
https://goo.gl/q86vuu
https://goo.gl/q86vuu
https://goo.gl/q86vuu


https://goo.gl/5BGGaK
https://goo.gl/5BGGaK
https://goo.gl/7KyZV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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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ynamism of English Teaching
獎賞進步，不是獎賞成果 

　　某次演講完，主辦學校的主任跟我聊天：

「Mike，你的這些活動和策略都很不錯，但如果

學生連最基本的單字都背不起來怎麼辦？」我問：

「所謂基本的意思是？」她回：「學校有單字護

照，我們每周都會抽考，但小朋友不背的還是不

背，從三年級開始就這樣了。」我聽了一驚，到

了 21 世紀，仍舊還有 20 世紀事倍功半的學習

法。於是我建議：「與其用『單字王』澆熄孩子

的學習熱情，不如修正成『句型王』。單字背誦

若沒有配合句型或情境，永遠只是單一字詞的記

憶，不會深入長久，難免會感到疲乏甚至厭惡。」

　　說到這裡，我突然想到好多學生升上國中

後，在 FB 傳訊寫著英文課有多讓他們翻白眼。

「不要扼殺孩子的興趣，就算你的出發點是好

的。」我說。「當我 2005 年還在屏東潮州國小

教書時，也做過全校性的學習護照 (passport)，

不過那時的《每周一句》活動，就已經分年級

並且讓他們自由創作了」「怎麼進行呢？」主

任興致盎然地問道。我回：「《每周一句小書》

是以自我介紹為核心，再加入日常生活用語，分

成低、中、高年級，各持不同顏色的護照。越高

年級填寫的空格越多，自由發揮的空間越大，但

都有格子讓小朋友加上圖畫。比如︰ I'm ______ 

(name). 是低年級、My name is ______ (name). 是

中年級、而 My name is ______ (name) and I'm 

a ______ boy/girl (adjective). 就是高年級要完成

的！」

文／林鈺城 (Mike Fatbat)

       親子天下「翻轉教育」百大教師

       曾任教育部國小英語領域中央諮詢輔導員

       現任國小專任英語教師

沒有芝麻的燒餅，沒有油條的飯糰，跟沒有句子的單字背誦一樣，是不完整的。那只是在自

欺欺人…
“

”

■ 《每周一句 Tiny Book》各年級同心圓主題

        低：自己、家庭     中：學校     高：家鄉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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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這些活動跟課本不太有關，以抽離課

本句型的自我介紹為主軸，低年級會講 oneself 

和 family、中年級擴充到 school、高年級再包括 

hometown。目標是小學畢業前，都能對自己、家

庭、學校和家鄉侃侃而談或稍作敘述。內容設定

為 20 週、20 句，小朋友可以找學校任何一位老

師、主任、甚至校長認證，講述完整正確的話、

師長們就會簽名。」我說。

　　我繼續說：「不過考量到一定有人前幾周就

完成，所以我們有『小老師選拔』機制，在護照

推行幾周後，由幾位英文老師依據 accuracy（正

確度）、fluency（流暢度）、poise（台風）、

attire（服裝）四項標準，進行對話認證（後兩項

擺明要讓他們拿高分），分數達 95 分以上就能

獲選為小老師，經過一周訓練後，由校長在升旗

時授證。」接著，主任又興致盎然地問：「認證

後有什麼權利或義務嗎？」（感覺她隔天就要開

始實施了）我說：「別在他們胸前的勳章上面會

有 Harry Potter 角色或 Pixar 卡通人物，再加上手

寫的小老師名字，走在校園內隨時可以幫助其他

同學複習 Sentence of the Week.，真是威風！不

過那也是 10 幾年前的做法了，不知道現在還適不

適用？」 「很有意思！如果你現在有資源和強力

的行政後盾，你會怎麼做？」主任繼續說。「 調

來竹北中正國小後，第一年我們就在每月出刊的

『親師通訊』中，辦了 Riddle of the Month《每

月一謎》，也是分低、中、高年級，給全校學童

一個運用單字和句型的特別機會。我們發給大家

印有學校吉祥物的便條紙，英師上課時可以帶各

班討論、完成，然後投入教務處準備的三個大箱

子中，一個月後抽獎。高年級沒有標準答案，鼓

勵大家有 reasonable output！」

　　「另外針對單字背誦，我的建議是把『單字

王』、『千字王』改成『句型王』。配合常見字 

(sight words) 讓孩子熟悉用法，而不單只是勤背

單字。首先找校內英語領域教師開會，制訂各年

級要達成的單字／常見字範圍和數目，然後提供

基本且切合生活經驗的例句。但同時也要有空間

讓孩子自由發揮，例如若小朋友覺得學校給的句

子太簡單或太『不個人化』，可以畫圖或自己造

句；所以同樣一個 go 字，也許學校給的句子是 

I go to school by bike.，但有創意的孩子可能就

會寫 Going to cram school is boring.。此時認證

就需要統一由英師群負責了，因為語法的修正很

重要，這一定要有強大的教務處支援啊！說著說

著，我自己下學期都想做了呢！」我說。

　　主任又問：「有些學校在推行『線上單字檢

測』，你有什麼看法？」我繼續今天的開講：

「用一些過時的單字檢測網站，來進行全縣比賽

或普測只是浪費時間。尤其如果是上線考英文打

字而不是紙筆測驗，那更是讓家裡沒電腦或鮮少

上網的孩子，處於更不利的起點，其實更多學校

 green  yellow  blue低 中 高

■ 學生作品封面 ■ 《親師通訊》某期高年級題目和學生的可愛答案

高年級　依照提示想出答案！

There is a green house.

Inside the green house, there is a brown house.

Inside the brown house, there is a white house.

Inside the white house, there is a small swimming pool.

What is it?

100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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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在推行『單字王』護照這樣的活動，雖然出發

點 OK，但如果繼續拿我們以前學英文的態度來面

對這個世代的孩子，那就是再度複製我們以前的

挫敗，讓棄英潮的年齡更往下調！」

　　其實，將繪本跟生活議題結合，讓孩子自

己動手做桌遊，不只測孩子的反應也訓練邏輯

力；流行歌曲讓孩子唱出心聲和感動，戲劇更

是提供了滿滿的大平台。而不管是改編課文或

上台表演，都是一種自信和創造力的呈現，PBL 

(project-based learning) 和跨單元、跨年級、跨學

科的活動，也不正在幫國家培養跨領域人才嗎？

有這麼多可發展的素材，卻只讓學生背單字，不

是浪費了這些寶庫嗎？

　　最近上課我把一直以來使用的  Ace（王

牌）、Helpers（幫手）、Lucky Star（福星）

的方式（詳見  99 期會訊），改成了學習風格 

(Learning Style) 分組法之任務分配。假設今天的 

Daily Routine 單元教 What time do you get up?，

每組一共會有四項任務，分別是︰

1. Swordsman 劍士：Schedule-arranging（創作

自己喜好的生活作息表）

2. Archer 弓箭手：Chart-reading（簡易表格的判讀）

3. Alchemist 練金術士：Reading comprehension

（融合前幾單元的閱讀測驗）

4. Bard 吟遊詩人：Game-playing（有桌遊規則，

必須看懂、教會大家玩）

★ 隱藏版 Wizard 巫師任務：我會準備幾道奇特的

謎題 (riddle) 當加分題 10%。

　　每項任務都有一位負責人，可以諮詢其他角

色，但一定要達成任務！每項任務佔分 25%，

評分標準視各角色努力的方向 (effort)、使用的策

略 (strategy)、和進步的程度 (progress) 而定，就

不是本來的 intelligence or talent 了。

　　現在課文對話、習作檢討、造句練習、小白

板活動，我都用這套分類法，讓不同角色輪流

發表。我會從網站 EDpuzzle 抓影片設計問題、

讓孩子觀賞討論、提出創意回答。最近一支  A 

Day in the Life of a T-Rex 的影片 (https://goo.gl/

YVUYOc)     點我觀看 ，還有不少 Xmas 的廣告影

片，都很適合拿來互動喔！詳細過程可上網搜尋

我的 Facebook 粉絲頁。

Blessed are the forgetful, for they get the 
better even of their blunders. 
- Friedrich Nietzsche

健忘的人是幸福的，因為忘記錯誤會過的

更好。 

　　這句是尼采的名言，

我有時會拿來安慰自己。

小朋友記單字總會忘，但

千萬不要只靠什麼諧音法

或圖像記憶法，不然有可

能會事倍功半喔！我鼓

勵學生：「你可以造跟自己生活經驗有關的句子

呀！背單字不如造句，主角就是你自己！」然後

秀右邊這張圖給大家看，一起唸過後，引起好多

小朋友的驚嘆聲，還有人抄下來呢！

　　我們這一輩的人立志當老師，一定抱有想把

過去快樂學習經驗傳承下去的念頭，但要小心別

受到過去老舊學習理念的拘束。授業者要有新時

代的觀念，不是僅看成果，不要只背單字，不要

只藉由檢測通過率來追逐教學成就感。想一想︰

你是幫孩子鋪路、找到自信？還是掐住他們的脖

子、扼殺了學習興趣？不可不慎。

■ 學習風格分類法（取自阿普蛙工作室）和月考後分組

肥蝙蝠-林老bat

https://goo.gl/YVUYOc
https://goo.gl/YVUYOc
https://goo.gl/YVUYOc
https://goo.gl/YVUYOc


馬上
報名去

https://goo.gl/0AS6lN
https://goo.gl/0AS6lN
https://goo.gl/0AS6lN
https://goo.gl/0AS6l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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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坊間有很多不同的英文檢定，十隻手指頭都

數不完，考試內容也五花八門。相對而言，專為

兒童設計的英文檢定選擇就比較少。兒童英檢的

考題通常比較生動活潑，也比較貼近他們的日常

生活情境。現在讓我們先來了解一下兒童英檢。

兒童英檢考什麼？

　　雖然兒童英檢各有不同，但主要都在評量學

生是否具備基本的英語溝通能力，能理解日常生

活中的簡單英語。能力指標主要以聽、說、讀、

寫四項能力作為評分。

1 聽力 (Listening)

　　考題會從最基本的是非題、選擇題及連連

看，延伸到聽力填空及對話聆聽。兒童英檢畢竟

是專為兒童而設，所以題目通常會播放兩次，讓

小朋友容易作答。

2 口說 (Speaking)

　　兒童英檢的口試為主考官及應試者的一對一

面談，孩子可以提問及要求重複，以自然的溝通

互動模式來完成口試。題型則有朗讀、描述相異

處、看圖說故事、回答問題等等。

3 閱讀及寫作 (Reading and Writing)

　　兒童英檢中的閱讀及寫作，大部分會合併在

同一區塊，因為現階段他們無法寫出段落文章，

或抒發意見感想等，因此會測驗基本單字及簡

單句子的書寫能力。題型從基礎的是非題、配合

題，到閱讀理解、句子重組、克漏字等等。

　　當然考試級數越高，單字句型會加深加廣，

題目難易度及變化也會加大。但是只要充分準

備，一定還是能考取好成績。

程度如何區分？

　　依程度，兒童英檢有分成三級至六級不等。以

報考人數最多的「STYLE 兒童英語分級檢定」來

英檢放輕鬆

Guide to English Test
考英檢前要知道的事

文／馬翠蔓

        英國曼徹斯特大學畢業

        英檢考試口說官

        現任補習班教務長

能力指標：能聽懂常用之教室及日常生活用語；

聽懂簡單的句子（如問候、致謝、道歉、道別

等）及簡易之日常生活對話。

能力指標：1閱讀→能看懂課堂、日常生活基本

的常用的英語辭彙及簡單的句子；能看懂簡易的

英文標示，並能辨識英文書寫的基本格式。 2寫

作→能拼寫一些基本常用字詞及已學過的字彙；

能掌握英文書寫格式，並寫出簡單的句子。

能力指標：能以正確的重音及語調說出簡單的句

子及常用基本字詞；能以簡易英語介紹自己，且

能作簡單的提問、回答和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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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從國小一年級到高中三年級皆可報名。不過

STYLE 總共有六個級數，要如何為孩子選擇最適

合的呢？是學完一年就能參加，還是依年齡來報考

呢？判斷孩子的程度時，家長很容易只用以下「一

種」依據就下定論，但考完結果卻令人失望：

1 以「單字量」選擇程度

　　認為孩子已經看懂很多單字而把握十足，卻

忽略了孩子很可能無法理解單字在句中的意義，

結果是名符其實的「有看沒有懂」。

2 以「學習年資」選擇程度

　　有些家長認為學了好幾年的孩子程度應該不

錯，可以報考難一點的級數。結果成績不如預

期，反而孩子及家長都有挫折感。

　　其實除了單字量或學習時間，還可以根據下

方表格，參照文法基準，輕鬆找到適合孩子的級

數。如表所見，除了單字量要足夠，文法也不能

忽略。只依單字量選擇級數較為片面，也無法掌

握孩子能否完全運用學過的單字；加上文法及時

態作為參考才會更全面。

STYLE 報考級數及參考標準

Level
1

‧單字量約 200 字
‧現在簡單式
‧基本的 Question words 
    (what, who, where, how, do)
‧基本的 Preposition of place (on, in, under)

Level
2

‧單字量約 400 字
‧現在進行式
‧基本的 Question words 及 Preposition of place

Level
3

‧單字量約 600 字
‧未來式
‧更多的 Question words (when, why)
‧更多的 Preposition of place
    (between, in front of,behind, next to)

Level
4

‧單字量約 750 字
‧過去簡單式
‧更多的文法技巧 （比較級、連接詞、頻率副詞）

Level
5

‧單字量約 1050 字
‧過去進行式
‧需要多方面的聽力技巧

Level
6

‧單字量約 1300 字
‧現在完成式、假設語氣
‧多元化的閱讀技巧

要花多少時間準備？

　　決定報考級數後，就要著手準備考試。STYLE 

每年共舉辦兩次：春季（5月）及秋季（11月）。

準備時間大概從半年到一年半左右。Level 1、2 

因為檢測範圍比較基礎，而且不需拼寫單字，可以

從考前半年慢慢開始練習。Level 3、4 需要認識

的字彙及文法技巧比先前複雜，題目也較艱深，大

概需要九個月到一年的準備時間。至於 Level 5、

6，不僅單字量要充足，閱讀及聽力的文法技巧也

非常多元，要達到應試程度，建議要有一年到一年

半的時間準備。

★實際準備時間需視個別學生程度而定

如何準備考試？

　　考試最怕「臨時抱佛腳」。只做考前模擬練習

是不夠的，一定要讓考試準備「平日化」，讓學生

自然做好應考知識準備。首先要了解各級考試範

圍，是否與上課教材內容相符，再整理缺少的部

份，加入平日課程中。

1 單字及句型

　　每套教材的單字和進度

都不同，尤其程度越高越明

顯。針對 STYLE 檢定出版

的《STYLE 單字句型手冊》

點我查看 ，可以把沒出現在教

材的字彙及句型，利用平日

額外加強。而 STYLE 官網也

有單字表可以下載。

▼ STYLE 兒童英檢理想準備時間

★實際報考級數需視個別學生程度而定

100 No.

https://goo.gl/pDmtM4
https://goo.gl/pDmtM4
https://goo.gl/pDmtM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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Ⅹ Guide to English Test英檢放輕鬆

　　複習單字時，建議以主題式複習，會比按照字

母順序複習來得好。學生更能牢記同類型的字彙並

搭配延伸詞語。例如：主題是 transportation ，單

字：bike, boat, car, bus, MRT、片語：ride a bike, 

sail a boat, drive a car, take a bus, by MRT。

　　平常也可以利用 STYLE 考題模式出題，例

如仿照 Level 2（下圖左）及 Level 3（下圖右）

Reading B 大題的單字練習模式，將字謎加入學

習單當中。一方面讓學生們在平常課程中習慣考

試模式，一方面讓學習更生動富有變化。

2 聽力

　　由於每級的準備內容都不太一樣，我們來分

析一下課堂上的應考準備。Level 1、2 著重在顏

色單字及基本的位置介系詞（特別是 on the table 

/ under the table），當然還有該級數的字彙。不

過因為聽力 C 大題要貼貼紙，而該級考生年齡層

較低，小肌肉還未發達，加上考試緊張，很有可

能沒辦法順利撕下貼紙。平常練習，就可以提醒

孩子撕貼紙的訣竅及其它應試技巧。Level 3、4 

則要加重數字及拼字的聽力訓練。多數答案都可

以用阿拉伯數字回答。此外要注意數字的重音，

例如：13 (thirteen) 及 30 (thirty) 的分別。答題

時，也要注意是否只要打 V，還是也要打 X，這都

是孩子經常忽略的。至於 Level 5、6 更要學會看

懂地圖，孩子對於左右不分真令人傷腦筋（其實

大人也是，哈！）。有些特別用字也要注意，例

如：pass, in the middle of the block, on the right/

left。

3 口說

　　因為考試為一對一面談，沒有同學壯膽，跟

平常上課很不一樣，所以一開始孩子都會緊張，

導致表達不完全，或發音及音調不準確。平時上

課就可以多鼓勵孩子勇於表達，有錯也不要立即

糾正，打斷他們表達。當然考試時一定要注意問

題的文法時態，但先培養信心很重要。怕說錯而

不答或只說一、兩個字，不但無法傳達意思，也

展現不了孩子真實的程度。口試其實跟平常溝通

一樣，只要能儘量完整表達，說錯一、兩個字是

沒關係的。

　　提醒孩子在不懂或聽不清楚時，一定要發

問！能說 Can you say again? 或 I'm sorry. I don't 

understand.，表示孩子有應對溝通能力，有時甚

至有補救效果，千萬不要不說話！口試「信心」

最重要，緊張很正常，只要記得深呼吸，面帶微

笑，看起來就很有自信。就算說錯，也會讓人覺

得頭頭是道喔！

總結

　　其實兒童英檢的目的，在提升孩子學習英語的

動機，培養積極的應試態度。相信在老師及家長的

引導下，孩子一定會更有信心完成考試。希望透過

本篇對兒童英檢的初步介紹，能幫助老師和家長引

導孩子輕鬆準備，自信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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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具創意角

Creative Teaching Aids
混搭教具新玩法

文／黃有慈

       兒童美語老師

       Joanne Hwang 教學宅急便 部落格格主

 1  尋羊大作戰 Catch the Black Sheep

　　可愛又富童趣的綿羊海報，可以用白板筆書

寫喔！除了海報內原本的遊戲介紹之外，Joanne 

還能想到幾種玩法，和大家分享！

★ 活動一：好運咩咩

★ 所需教具：遊戲海報、指標組

★ 遊戲方式：

1. 在白色綿羊身上，寫上欲練習的單字。

2. 在海報的中央放上指標組。

3. 讓小朋友輪流轉動指標，並依照指標所指的白色

綿羊，唸出指定單字或句型，答對可得一分。

4. 若指標剛好指到黑色綿羊 Black Sheep，在正

確回答老師任意指定的單字或句型之後，除了

可獲得答題正確的一分，還能再額外多賺得一

分！（共得兩分）若答錯，則不給分。

5. 若指標剛好指到黑色山羊 Black Goat，在正確

回答老師任意指定的單字或句型之後，則可安

全保住原本的分數！若答錯，則倒扣一分。

6. 活動結束時，累積最多分數者為贏家。

★ 活動二：Run, Run As Fast As You Can

★ 所需教具：遊戲海報、透明小圓片、骰子

★ 遊戲方式：

1.  在白色綿羊身上，寫上欲練習的單字。

2. 發給每組一色透明小圓片 3 枚。請每組將 3 枚

當美語老師這麼多年來，以前常常因為教學需要，得動手自製教具，不僅耗費許多時間，而

且製作出來的教具只能以「堪用」來形容，真是所謂的「手工無價」。（這裡的「無價」是

雙關語喔！）反觀現在台灣的教學環境，有好多精美有趣的教具可供使用。除了國外的進口

教具，漸漸地，也有越來越多價格親民、更符合教學需求的 MIT 教具出版。不只讓孩子學習

時很幸福，老師教學也好有福氣呀！現在，Joanne 又要來介紹好玩又好用的教具囉！

“

”

■ 曼斯特教具資源館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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喔！遊戲海報不一定要被它呈現的主題綁住，發揮

一點創意，跳脫原本的框架，也可以有一些不同的

玩法喔！現在就提供另外一個活動讓大家參考。

★ Q&A 著色活動：

★ 所需教具：骰子、棋子、蝴蝶學習單（如附圖）、

色筆

★ 遊戲方式：

1. 發給每人一張蝴蝶學習單。（人數多的班級可

分小組，發給每組一張蝴蝶學習單。）

2. 將海報張貼於白板上，並將棋子放置於Eggs

（起點）位置。

3. 搭配課程進行，隨時提出 Q & A 讓小朋友們搶答。

4. 答對者可擲骰子，假設擲到點數 3，依蝴蝶生命

週期移動棋子前進 (Eggs → Caterpillar →Pupa 

→ Butterfly)，棋子則停在 “Butterfly＂，該位

小朋友可以在自己學習單上 Butterfly 這個部位

塗滿顏色。

5. 第二位搶答正確者，依同樣的方式擲骰子，假

設擲出點數 5，則接續之前的位置開始移動棋

子 (Butterfly → Mating → Eggs → Caterpillar 

→ Pupa) 到 Pupa 的位置，並將自己的蝴蝶學

習單 Pupa 上色。

6. 依此類推，最快將自己的蝴蝶學習單塗滿顏色

者，為贏家。

7. 「蝴蝶學習單」不用

刻意找圖製作，隨手

依圖示畫一隻，影印

即可使用。

　　我發現這張海報時，有一種相見恨晚的感

覺。記得以前在寒暑假時，常需要設計一些多

元的英文課程，這張海報就是一個很棒的單元

呀！不僅包含主要教學內容，又融合了活動在

海報裡頭，不論是貼在牆上當海報，或放在白

板上玩遊戲皆可，重點是價格也很親民，CP 值

好高呀！

透明小圓片，分別放在不同的白色綿羊身上。

（一隻羊只能放一枚，不能重複喔！）

3. 每組小朋友輪流擲骰子，依骰出的點數以「順

時針方向」前進，按照所停留綿羊身上的單

字，回答教師指定的答案（單字或句型）。答

對後，可以依照剛才前進時所超越的透明小圓

片數，獲得相應的分數。例如：骰子擲到 6，

前進時，超越了 2 枚透明小圓片，則老師在白

板上幫該組登記 2 分。若答錯則不給分。

4. 若前進時，經過黑羊（無論哪一隻），可以額

外加一分。

5. 若前進時，剛好停在黑羊（無論哪一隻），正

確回答老師任意指定的單字或句型後，則得分

加倍。例如：這回合超過兩枚透明小圓片，則

可得到 2X2=4 分！

6. 最後結算分數，分數高的隊伍為贏家。

※ 此活動可用於年紀較小或比賽得失心較重的學

生，以正向加分的方式取代扣分。

 2  蝴蝶變身記 Let's Become Butterflies

　　乍看之下，還以為

這是一張介紹蝴蝶生命

週期的可愛海報，沒想

到 ， 在 色 彩 繽 紛 的 圖

案 中 另 有 玄 機 ！ 仔 細

觀 察 ， 會 發 現 以 「 蟲

卵  eggs」為起點，有

「 小 點 點 」 引 導 成 長

的路徑：eggs 蟲卵 → 

caterpillar 毛毛蟲 → pupa 蛹 → butterfly 蝴蝶。

這張海報還把蝴蝶成長過程中，可能遇到的狀況

也納入圖中，並給予有趣的遊戲指令，例如：The 

ant steals the egg! 蟲卵來不及成長，就被螞蟻偷

走了！(→ Go back to START.)、Eat! Eat! Eat! I 

can't wait to grow up! 努力吃樹葉，快快長大！

(→ Move forward 1 step.)。還有很多有趣的指令

100 No.

■ 曼斯特教具資源館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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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自然拼音 CVC 撲克牌 & 
         自然拼音 CVCe 撲克牌

　　這兩套撲克牌有一個很特別的地方，所有的 

CVC 單字，都剛好有搭配到一個 CVCe 的單字，

而且都是有意義的單字，並非虛字喔！例如：rat

（老鼠）／rate（速度）、bit（一小塊）／bite

（咬），兩套加起來剛好有 52 組相對應的單字

呢！現在，我們來看看這兩套撲克牌，要如何迸

出教學的火花吧！

★ 活動一：I have Who has

★ 所需教具：自然拼音 CVC 撲克牌、自然拼音 

    CVCe 撲克牌各一盒。

★ 遊戲方式：

1. 將兩套撲克牌混合洗牌，平均分配給學生，並

留一張在桌面當引牌。

2. 假設桌上引牌為  "s in"，大家就要一起發問 

"Who has sine?"（sin 的相對單字為 sine）

3. 手上擁有 "sine" 卡牌的人，就可以打出該牌，

回答 "I have sine."，接著，任意打出一張手牌

（假設為 mate），並問 "Who has mat?"，讓

擁有 mat 卡牌者，繼續接下去。

4. 依此類推，最快出完手中卡牌者為贏家。

※ 注意：出題給別人接牌時，不需要指定打出 

CVC 或 CVCe 單字，可自由發揮。

★ 活動二：You Never Know

★ 所需教具：自然拼音 CVC 撲克牌、自然拼音 

    CVCe 撲克牌、桌遊功能指令牌。

★ 遊戲方式：

1. 選出幾張功能指令牌，例如：Get an extra card. 

額外獲得一張卡片／Discard a card of your 

choice. 自選一張卡片丟棄／Get one card from 

another player. 從別人手牌中獲得一張卡片／The 

next player skips a turn. 下家暫停一次……。可

自行選擇喜歡的功能卡牌。（如下圖）

2. 將選出的功能指令牌和自然拼音卡牌混合，置

於桌面上。

3. 學生輪流抽牌，並將抽到的牌大聲唸給大家

聽，唸對時，可以留下該牌，成為自己的積

分，唸錯時，需將卡牌放回牌堆中。

4. 抽到功能指令牌時，要依照牌上的指示，做出

正確的活動。

5. 當桌面卡牌都抽完時，結算大家手中的卡牌

（包括功能卡），卡牌最多者為贏家。

　　除了花時間自製教具，更可以花時間善用教

具。假設手邊有一張遊戲海報，你能變化出幾種玩

法呢？我的建議是：單獨使用海報，是第一種玩

法；再來搭配骰子，就有第二種玩法；而搭配兩顆

骰子，也許就有第三種玩法。再來，分別搭配小道

具，如：指標、透明小圓片、撲克牌，就最少有六

種玩法，如果還能「混搭」（如：指標搭配小圓

片），如此變化下去，鐵定玩不完了！下次別再說

不知道怎麼利用教具，進行有趣的課堂活動囉！

Ⅹ Creative Teaching Aids教具創意角

 
★ 混搭教具超值組 ★

       包含 1 遊戲海報：蝴蝶變身記

               2 教學撲克牌-CVC
               3 教學撲克牌-CVCe

每組優惠價 347 元（77折）

■ 教具鋪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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