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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er vacation, I'm ready!
轉眼又到了孩子們最愛、家長們最頭疼的暑假了，孩子們之所以愛，自然是因為不用天天
上學，加上暑假作業的取消，有好多的時間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再也不用一邊玩、一邊煩惱
著作業沒做完該怎麼辦。而家長們的頭疼，則是來自於如何安排孩子的暑期行程，尤其是雙薪
家庭的父母，如果無法事先規畫好孩子的活動，一方面怕孩子整個暑假都與電視、電腦為伍，
沒能好好利用時間，還可能在暑假過後成了近視兒童；一方面也擔心孩子在家或外出時的安全。
現在的學校或補教機構，針對暑期所開設的主題式課程越來越多元，甚至有極限運動、魔
術、手機 APP 製作等課程，跳脫我們以往對才藝的既定框架，每一項都新奇無比，深受孩子
歡迎。即使是與學科有關的課程，也加入了更多有趣好玩的元素，不但能讓孩子分組活動、發
表學習成果，並且會實際走出教室，設計半天或一天的校外參觀行程，讓孩子親身感受所學到
的知識，如何真實的體現在生活中。以自然科學課程為例，在教室裡學習天文科學相關知識之
後，還能造訪天文館，用望遠鏡觀測星空中的夏季大三角；或是在認識基本植物之後，參加手
作課程，親手將植物作成手工香皂和飾品，這些經驗都能讓孩子對學科更感興趣，並且深刻了
解到這些知識是如何與我們的日常生活有所連結。
另一項會被家長列入 “To Do List” 的活動，就是讓孩子參加短期英語夏令營或遊學。漫
漫暑假，如果時間許可，父母通常會安排家庭旅遊，帶孩子到處走走看看，不但是一種放鬆，
也是讓孩子增廣見聞的好方法。與家庭旅遊不同，夏令營或遊學活動對孩子而言，是相對陌生
而驚喜的體驗，孩子必須積極參與團體生活，學習與不同的孩子相處，同時從中訓練獨立自主
的能力。而且，只有實際身處於需要使用英語的情境中，才能讓孩子將英語當作真正溝通的工
具，發現自己的不足，激發他們主動學習更多英語的想法。

本期的「教案設計達人」專欄，劉儒蓁老師提供了相當符合暑假旅遊氛圍的教案，讓學生
從天氣預報開始，規畫自己的旅遊行程，說不定可以給各位老師一些靈感。因應這些暑期課程
的產生，老師們的暑假也忙碌了起來，在此也感謝各位辛苦帶領暑期課程的老師，因為有你們
的用心，學生才能快樂地、安全地參與各項活動，度過一個收穫滿滿的暑假。

《 Hello! E.T.》總編輯 孟慶蓉
pd@cet-taiw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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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德文教
有 9,045 人喜歡，快來按個讚吧！

July

Contents

★ 07/03（一）

P.01 編輯筆記

．TKT 08/20 場次 / 報名截止
．經典讀本買一送一 活動開跑
★ 07/04（二）
．YLE 劍橋兒童英語認證 輔考講座 / 報名截止
★ 07/10（一）
．繪本＆節慶雙修班 / 開放報名
．3 分鐘遊戲教具展 熱情展開
★ 07/11（二）
．【全面 79 元起】2017 晒書節
．YLE 劍橋兒童英語認證 輔考講座 / 台中場
★ 07/14（五）
．【STYLE/JET優惠】第 46 屆檢定出版品優惠
．第 46 屆 STYLE/JET 全國兒童暨青少年英語分級檢定 / 開放網路報名
★ 07/15（六）
．YLE 劍橋兒童英語認證 / 台北、台中、高雄場
★ 07/16（日）

P.03 大師開講—
彈性分組融入差異化教學
P.08 活化教學新觀念 —
Days of Being Read
就是愛讀繪本
P.12 翻玩教學遊戲—
玩桌遊，練英語
P.16 教學得來速—
數位時代的英語學習平台
P.20 英檢放輕鬆 —
兒童英檢比一比（上）
P.24 教案設計達人 —
Going on a Trip
天氣與旅遊主題教學
P.28 教學創意角—
單字對戰，實力升級

．新多益輔考師資班 / 台中班
★ 07/17（一）
．【團購優惠】師德開學季
★ 07/20（四）
．開學文具用品展，一次備齊開學所需！
★ 07/23（日）
．新多益輔考師資班 / 高雄班
★ 07/30（日）
．新多益輔考師資班 / 台北班

August
★ 08/06（日）

HellO! E.T.
發 行 人

陳文棋

總 編 輯

孟慶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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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月刊

台北市忠孝西路一段 100 號 12 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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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變教具 / 台北班（敦煌中山營業所）
★ 08/07（一）
．TKT 08/20 場次 / 寄發准考證
★ 08/20（日）
．YLE 劍橋兒童英語認證 / 台北、台中、高雄場
．TKT 核心模組、延伸模組
★ 08/26（六）
．百變教具 / 台中班（敦煌中港營業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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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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師開講

Professor's Corner

彈性分組融入差異化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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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為英語教學師資的培育工作者，我經常有機

彈性分組包括全班、個人、倆倆或小組內學

會進入國小教室觀看英文老師的教學過程，很常看

習，表一是彈性分組的定義和實施方式。在一堂課

到整節課中，老師只著重於教師對全班的教學活

的教學中，老師可以穿插使用這四種彈性分組的模

動。老師教授課本對話的方式，就是英文老師唸

式，把原本要講述的內容切成小段，講一部分就點

一句，全班跟著唸一句；不然就是英文老師播放

班上同學起來回答。可以抽籤或隨機選，不要每次

CD，全班跟著 CD 的內容複誦一次。有時老師要

都點舉手或特定的學生。有時候可以採取倆倆配對

求學生在複誦時跟著指讀，在大家齊讀的聲音中，

練習的方式進行活動，但要確定兩位夥伴之間有很

學生看似手指是指在正確的句子和單字上，老師也

好的默契和信任。有時候也可以透過小組活動一起

以為全班都已經會唸了，但實際上有些學生還是完

完成任務，最後課程結束前，則可以給予個人獨自

全不會。老師問問題的時候，經常舉手的就是那幾

完成的任務。不論是哪一種模式，教師都必須明確

位固定的學生，學生的答案也通常正確。在此情況

說明活動進行的步驟和流程，並提供學生足夠的教

下，老師可能以為全班都知道答案、都學會了，事

具和文具來完成任務。

實上某些學生可能還沒完全了解老師教授的內容。
★ 表一：彈性分組種類 (Chapman & King，2008) ★

因此，在課堂中將彈性分組 (flexible grouping
strategies) 融入教學內，是進行差異化教學的方
法之一。

定義

實施方式

total group

全班進行的
活動

1. 把較長的教學內容切成小片段
的講課。
2. 讓學生積極參與全班討論。
3. 用不同方式點學生回答，例如
自願者、抽籤、任意挑選等等。

個人

學生單獨完

1. 確定學生明白任務完成的步
驟和方式，不需要太多協助。
2. 教導學生如何自己檢查答案。
3. 確定學生有足夠的文具和教具
可以獨自完成任務。

全班

彈性分組指的是給予學生在全班、個人、倆
倆一組或小組內學習的機會 (Chapman & King，

2008，頁 83)。彈性分組有幾個優點：第一、彈性

working alone 成任務或活

動

分組可以用於形成性的評量中，滿足學生不同的課
業、社會和情感需求。第二、教師可以針對某個特
定學生設計，以強化其學習。第三、小組可以根據
學生共同的興趣和能力來分組。第四、學生參與不

倆倆配對
partner work

同的彈性分組活動，可以獨自或和不同人格特質的
人進行合作學習。第五、小組的組合可以展現學生
的優勢能力 (Chapman & King，2008，頁 83)。

小組
small group

兩位學生合 1. 確定夥伴間有足夠的默契、信
作完成任務
任和團隊精神。
2. 讓夥伴可以透過討論，選擇和
完成自己喜歡的任務。
三到四位學
生為一小組

1. 給予完成小組任務的清楚指
令。
2. 教師於小組間巡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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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師開講 Ⅹ Professor's Corner
教師可以設計不同的教學活動來達到彈

以下介紹我自己常用的任意分組方式，透過

性 分 組 學 習 ， 如 作 者 整 理 的 表 二 ( G re g o r y &

下列六種方法還可以幫助學生複習英文的字母、

Kuzmich，2004)。以閱讀而言，全班活動可以是

單字、字母拼讀法規則、句型等 (Chien，2013)。

跟著老師或 CD 跟讀；個人活動可以自主閱讀課
文或文本；倆倆活動可以作夥伴的複誦式閱讀，

任意分組方式一：形狀顏色小組
教具：形狀顏色小卡

一個讀，一個聽；小組活動可以輪流唸讀。
表二：彈性分組的教學活動 (Gregory & Kuzmich，2004)
英文
技能

讀

分組
方式

全班

全班跟讀

寫

聽

說

腦力激盪

聽 CD 內容

齊讀

自我評量

聽 CD 內容

跟著CD
唸讀
思考―配

choral
reading

個人

自主閱讀
self-directed
reading

倆倆
配對

複誦式閱讀 互相訂正

夥伴閱讀

echo reading

peer editing

buddy reading 對―分享
think-pairshare

小組

輪流唸讀

小組腦力

輪流唸讀

Round Robin 激盪
Reading
carousel
brainstorming

小組討論

Round Robin
Reading

1. 發給學生一人一張形狀顏色小卡，請學生自行
找擁有相同顏色和形狀的夥伴，學生必須用英
文說出 I have an orange square. ，然後詢問

學生的分組方式可以如表三所列的六種分類
方式，老師可以針對課堂的教學目標將學生進行
不同方式分組，例如透過學生的認知、興趣、能
力、年齡、合作學習或隨機的方式來分組。
★ 表三：小組分組種類 (Chapman & King，2008) ★

種 類
知識分組
knowledge
base groups

興趣分組

根據學生對於該主題的認知、理解和技能來
分組。

根據學生的能力來分組，相同能力分在同一
組。

混齡

小組內的學生由不同年齡組成。

multiage group

不同能力的學生在同一組進行合作學習。

cooperative
learning group

隨機分組
random group

04

圖案和顏色不符合，就回答 No, I don't.。

2. 找到夥伴之後，每次老師點學生回答就可以說
Number 1 from the orange square group.。

任意分組方式二：拼字小組
教具：字母卡

根據學生的學習興趣來分組。

ability group

合作學習分組

人如果說 Yes, I do. 就是同一組的夥伴。如果

定 義

interest group

能力分組

Do you have an orange square, too?，另一個

隨機將學生分組，例如抽籤等。

1. 老師先複習教過的單字，例如 bird 、 duck 、
fish、goat 等等。
2. 在黑板上貼出這四種動物的名稱，發給學生一
人一張字母卡，請學生唸出自己的字母，然後
找到夥伴拼出單字，例如 b-i-r-d 、 d-u-c-k 、

f-i-s-h、g-o-a-t 等等。
3. 找到夥伴之後，每次老師點學生回答就可以說
The first letter of the word from each group。

任意分組方式三：字母拼讀小組
教具：字母拼讀字卡

2. 發給學生一人一張單字卡，學生唸出自己的單
字，然後去找和自己同一類別的單字。

任意分組方式六：句子重組小組
教具：單字卡和問號圖片

1. 老師先複習教過的句子，例如 Who is he? 、
How are you?、What is it?。
2. 發給學生一人一張單字卡，學生唸出自己的單
字或說 question mark ，然後找到可以拼出一

1. 發給學生一人一張字母拼讀字卡，學生必須唸

個句子的夥伴。

出 [m]-[e]-[k], make，然後找出和自己相同韻母
的夥伴 (rhyme)。

2. 找到夥伴之後，每次老師點學生回答就可以說
[e]-[k] team, make。

任意分組方式四：字母小組
教具：字母、字母發音卡、圖片卡

1. 發給學生一人一張字母、字母發音卡或圖片
卡，學生依照自己拿的卡片必須唸出 big G

【參考文獻】
◆

Chapman, C., & King, R. (2008). Differentiated
instructional management: Work smarter, not

(upper case G)、small g (lower case g)、[g] 或

harder. Thousand Oaks, CA: Corwin Press.

girl，然後找出同一個字母的夥伴。
◆

2. 找到夥伴之後，每次老師點學生回答就可以說

Chien, C. W. (2013). Analysis of implementation
of group strategies among pre-service English

upper case letter from each group。

teacher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eaching and
Case Studies, 44(2), 160-170. Retrieved from

任意分組方式五：單字分類小組
教具：水果圖卡或字卡

1. 老師先複習教過的單字，例如水果 apple 、
banana 、 lemon ；動物 cat 、 dog 、 zebra 、

http://dx.doi.org/10.1504/IJTCS.2013.058802
◆

Gregory, G. H., & Kuzmich, L. (2004). Differentiated
literacy strategies for student growth and achievement
in grades K-6. Thousand Oaks, CA: Corwin Press.

bird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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劍橋英檢
到校服務

考前
必買

活化教學新觀念

Dynamism of English Teaching

Days of Being Read
―就愛讀繪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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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文科在臺灣，除了拿來比賽和檢測，有沒

我們上完 Duck's Vacation 這本書後，就可以讓孩

有別的可能？「表演！」也許你會說。在小學階

子當寒假作業喔！（作品請見 Mike Fatbat 版上的

段，其實它是個很年輕的科目，才十幾歲，還是

相片【2017 Winter Break Assignment- 優秀作品】

teenager 的年紀。你會發覺，英文是非常能跟各

相簿）。

科建立關聯的媒介，可以跟自然、社會、綜合、音
樂或體育結合，像是粉絲頁『體育課好好玩』裡的

去年暑假，

【體育趣味教材：反應訓練】影片 (https://www.

我跟美術老師

facebook.com/school.physical/?fref=nf)

就

決定要在新的

能改成 colors、 numbers、body parts、actions 等

學年做兩個大

複習活動；而最近除了玩猜拳、丟骰子、擲硬幣之

的 project：

外，我也教孩子迦納小朋友玩的遊戲：AMPE（詳

第

細過程請在我的粉絲頁肥蝙蝠—林老 bat 上搜尋

劃是【行銷臺灣：郵票風聖誕卡】，六年

【AMPE】），都是嘗試在英文課裡加入一點動感

級 上 學 期 十 月 中 ， 我 先 以 一 個 Ta i w a n A t o

元素。那美術課呢？藝術與人文跟英文的結合，一

Z 的簡報讓孩子們更了解台灣之美 (https://

定可以帶給孩子們更多探險和發表的樂趣吧！例如

www.facebook.com/1764759950417925/

點我

一

個

計

★ 以第一人稱角度歡迎大家來 Taiwan 玩

posts/1939563982937520)

點我

，美術老師也

蒐集了好多臺灣意象的圖案讓大家參考，目標是在
寄給各國的聖誕卡上介紹台灣，以 stamp 格式讓
他們設計四格漫畫、又有套票的概念，甚至有小朋
友做成四格漫畫、有繪本的感覺！正面把台灣介
紹給外國 Santa （當然也有 reindeer, Xmas tree &

snowman），跟台灣美食和景點結合；背面是基本
書信格式，可以在美術課寫英文、在英文課畫圖，
★ 小朋友貼了砂礫，非常用心啊！

08

★ 意想不到的結果

小朋友都非常有成就感。但因為這絕對是封「有去

無回」的信，我們從草稿到完工，作品都拍攝留

不過自製繪本這麼大的工程，真的久久一次就

念，更有意義（可在粉絲頁搜尋【介紹臺灣】）。

可以了，平常我們直接以小白板活動讓各組表達
自己對故事的看法，甚至已經完成了兩次英詩的

第二個計劃則是【跨學期英文繪本製作】，從

創作。第一次是上學期期末，我介紹了一本對日

去年十二月開始，美術老師發下「繪本製作學習

常生活中的自然景觀和現象充滿好奇的 Questions,

單」，解釋製作時的注意事項，我也借她幾本英文

Questions，每一頁都是獨特的渲染畫風，用很簡單

繪本 (There Are No Cats in This Book, Foggy Foggy

的兩句話提出疑問，比如﹕

Forest, It Looked Like Spilt Milk, 10 Things I Can Do

Does a whale make up a song

to Help My World, Round Trip) 秀給學生看，當四

so other whales will sing along?

種繪本類型（立體、剪影、洞洞和圖地反轉）的

How do birds learn how to sing?

例證。學習單裡有草稿欄八頁，讓師生共同討論

What brings summer after spring?

繪本的走向，我們也再次強調「不能有暴力、骯
髒、色情、負面四大 taboo」的出現，加上出版資
訊、作者自序和 ISBN 條碼，弄得跟真的一樣。
可以三人共同完成一本 8 頁繪本、也可以獨力完
成，更可以挑戰自我、完成 20 幾頁的精裝本！

Birds and flowers, sea and airquestions, questions everywhere!
充滿詩意的押韻問句，我帶全班一起唸的時
候，孩子都能感受到韻律。看完前幾頁，詩句的

patterns 一旦被「識破」，就可以開始讓孩子們猜
測和發表。當看到各種顏色落葉的那一頁，我就問

雖然幾次 draft 之後還是有些許文法和語法
的錯誤，但每一本創作都熱情奔放、創意無限
啊！這個計劃持續到今年三月才完成，最後在
母親節前的 flea market 上做展示，讓家長看到
美術和英文的協同教學成果！最大的夢想是：
期末準備到中低年級各班講自己創作的繪本！
小朋友的作品介紹，請看直播影片（https://

www.facebook.com/1764759950417925/
posts/2046999295527321）
集體創作繪本大公開】。

點我

或搜尋【學生

“What question can we ask? And what rhyme can

we use?＂有的孩子說“fall. Why do leaves fall?＂
其他人就幫腔 「可以押 all 的韻！hall, wall 都能
寫…」。在還沒看到下一頁前，師生已經共同創作
出好多有趣的詩句。答案揭曉：

What turns the leaves from green to brown
and sends them floating gently down?
我們刻意更強調抑揚頓挫、好多孩子還發出
讚嘆的聲音：「這作者也太厲害了吧？」還有人
會問：「如果寫 autumn 呢？押韻字會比較難找
吧！」所以我又介紹了 http://www.rhymezone.

com/

瞭解更多

這網站，告訴他們可以怎麼找押韻字

和其他功能。整本讀完，我告訴他們生活中還有
很多事物，能用這樣的句子來表達讚嘆或疑惑，
“What do you want to talk about?＂，什麼樣的
想法都有，但也有幾組開始擔心「我們連中文的詩
都不會寫了，還要我們寫英文詩？」「先別想押韻
這件事，決定好要寫什麼題材，再慢慢找字。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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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第一句想出來、後面就簡

「改編 Once Upon a Time (by Nick Sharratt)」繪本

單了！」我跟全班這麼說。

創作遊戲 (https://www.facebook.com/fatbatisdrevil/

於是腦力激盪、百花齊放，

posts/1798642207029699)

從流行文化、童話改編、校

我索性自己創作，把我養的三隻貓都寫在 3 Little

園生活都有。押韻不一定正

Cats 故事裡了。活動步驟如下：

確，但心意十足啊！學生作

1. 上課前我把這學期的精華照片穿插在「三隻小

品請在粉絲頁搜尋【我的學

貓」 ppt 中，原則就是盡量讓每個小朋友都上

生是詩人】。

鏡頭！

點我

。而另一個班，

2. 再用 25-30 分鐘讓小朋友討論、填寫小紙條，
第二個寫詩計畫，是這學期開學之後，除了
分享繪本 Who Will Be My
Valentine This Year? 一起踏

再分別投入 5 個盒子裡。
1 person 2 張，自己的名字、朋友、學校老師 、
卡通 or 政治人物

上河馬小姐的「愛錯人之心

2 action 1 張，可以是 V or V-ing

靈旅程」，我們也寫情詩給

3 place 1 張 (review ROOMS, PUBLIC PLACES,

想說悄悄話的對象，不一定

COUNTRIES or imaginary settings)

是心儀對象、還有家人、寵

4 food 2 張，自己的 favorite food

物、偶像、卡通小說漫畫主

5 sentence 1 張，對話或敘述皆可！

角，甚至無生物。一首耳熟能詳的 Roses are red.

3. 這時才把 ppt 打開，大家看到第一頁 slide 就大

Violets are blue. Sugar is sweet...and so are you.

笑囉 --> 所以時間一定要抓準，前面不能討論

我們先找出韻腳、討論可能替換的字，再看了網路

太久、後面至少要把整個故事講兩次！

上的 30 幾首改編作品，接著就是各組創作時間。
保留前兩句、寫出的後兩句，有健康寶寶的自豪

4. 全班一起念過每一張 slide 上的字、碰到 blanks
再由我抽籤唸出！

(I'm happy, because my eyes are good.)、有嘲諷政
治的宣言 (Trump is not great, and he will LOSE.)，

一共玩兩次、第二次請小女生幫忙抽籤，實在

當然最多的是拿 you 當尾字，寫出對死黨的小小控

太好玩！很「寫實」的故事、超 high 的末堂課。

訴 (Cats are violent, just like you.)。七個班的作品、

玩繪本的極致就是把自己變成主角！你會想怎麼

N 種風格的呈現，原則就是 input 一定要多，老師

上繪本呢？

自己也可以寫幾篇、配合網路蒐尋，讓孩子有大量
的閱讀、比較、討論，就能在短短 15 分鐘內寫出
令人驚艷的詩句！詳細過程和學生作品，請在粉絲
頁搜尋【情詩】。

繪本的另一種「讀法」，我放在期末最後一堂
課。期末的最後一堂，要上什麼呢？除了看影片、
同樂會、玩桌遊、甚至複習整冊，有沒有別的方
法？2015 年的最後一節課，我在其中一個班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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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即
報名

翻玩教學遊戲

Fun Classroom Ideas

玩桌遊，練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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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強力推薦
Did you moji today? 部落格版主

英語對我們而言是外語，所以要有足夠的練習才能精熟，以至於流暢。不過老師們總是

擔心學生在反覆練習的過程中，會漸漸失去原本的興趣，只是像機器人一樣做著重複的

動作，反而沒辦法達到預期的學習效果。本期 Moji 要來介紹一些可以讓學生反覆練習學
習目標的桌遊，讓 drilling 也可以很有趣！

1

單字拔河

”

★ 準備：遊戲版（如右圖）、透明小圓片一枚。
★ 人數：兩人一組
★ 玩法：

1. 將一枚小圓片放在正中央的圓圈處。
2. 兩人猜拳，贏的人將小圓片拉往自己這端一格，要正確唸出單字才可以停留。
3. 重複以上步驟，小圓片拉出人形圖案時即遊戲結束。
4. 過程中若有回到正中央的圓形，就必須說出一個該 phonics 重點的單字（如「短母音 a」）。
★ 改編：

1. 可以改編成其他主題版面，如「槍戰」（根本是為了小男生而設計）。透明小圓片上貼一張「槍」的
貼紙，或直接使用模型玩具槍更有逼真效果。猜拳贏的時候，就可以將「槍」移往對手那方一格，一
直到最後斃掉對方。

2. 更多主題版面如：狗搶骨頭、貓搶魚、強盜搶寶石等，等您一起構思喔。
3. 正中央的圓可以設定成其他有趣的任務，如：做鬼臉、用屁股寫字等。

2

單字摔角

★ 準備：遊戲版（如右圖）、透明小圓片兩枚。
★ 人數：兩人一組
★ 玩法：

1. 將小圓片放在兩端人形圖案。
2. 兩人猜拳，贏的人將小圓片推往對手一格，要正確唸出單字才可以停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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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當兩枚小圓片相遇時，兩人必須猜拳，贏的人將輸的人往後推，此時贏家要唸出單字，輸家也要唸出
新格中的單字。

4. 重複以上步驟，直到小圓片抵達對方人形圖案即遊戲結束。
★ 改編：

1. 可以改編成其他主題版面。
2. 加入骰子進行遊戲。猜拳贏的人可以擲骰子，骰子可以是「+1、-1、+2、-2、換顏色（指兩方的代表
物交換）、完成指令……」等。

3

賓果四連線

★ 準備：遊戲版（如右圖）、發音骰子一個、每人十枚透明小圓
片。發音骰子六面 (th, ph, ch, sh, wh, gh)。
★ 人數：2-4 人
★ 玩法：

1. 發給每人一張遊戲版。
2. 玩家輪流擲骰子，依擲出的骰子內容，在自己的遊戲版上選一個
對應的單字，正確唸出後，將一枚小圓片擺在該格中（如：擲到

sh，可以擺放單字 short, shop, shot, wish, Josh 等，由玩家自
行選擇）。

3. 若擺放的小圓片有四枚連成一線，即為贏家。
★ 改編：

1. 也可以 2 人共用一張遊戲版，各自選用不同顏色的小圓片。先將自己顏色的小圓片連成一線者才是贏家。
2. 在骰子加入更多趣味內容，如其中兩面為 apple 與 rotten apple。若擲到 apple 可以「自由選一格擺
放」，擲到 rotten apple 則必須移除一枚自己原先擺好的圓片。

3. 只要更改骰子和遊戲版內容，就可以靈活練習各種 phonics 重點，如「母音 a, e, i, o, u，第六面可以
放 y 或一個趣味練習內容」、「blends: bl, cl, fl, gl, pl, sl」等。此外，文法重點也可以用此方法複習，
如骰子內容為「I, you, we, they, he, she」等，就可以搭配動詞遊戲版進行遊戲。

4

Phonics 拔毛運動會

★ 準備：遊戲版（如右圖）、五個堆起來的樂高積木各四
色、兩個骰子（一個數字骰子、一個字母骰子）。
★ 人數：4 人
★ 玩法：

1. 數字骰子各面設為 1-5 及 home run。字母骰子則為 b, d, f, t, n, s 等較常見的字首音字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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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玩家將自己的樂高棋子放在遊戲版四個角落，此為玩家們的起點。
3. 玩家輪流擲骰子，依數字骰子決定前進步數，再依字母骰子將單字拼讀出來。例如骰到 1 與 b，則玩
家前進一步，並將 b 代入空格中，唸出單字「big」。唸對即可停留，唸錯退回原本的位置。

4. 遊戲過程中，若有玩家「超越」其他玩家，則可拔起被超越玩家最上方的一個樂高積木，放在自己的
樂高棋子上。

5. 骰到 home run（棒球機制）的時候，玩家可以跑回自己的起點（本壘），途中同時還可以收集大家
的積木喔！

6. 當落在四個角落時，則要完成角落內容給的任務，如「說一個短母音 i 的單字」。
7. 限時內（或直到有一名玩家「輸光」自己的棋子），擁有最高樂高棋的玩家勝。
★ 改編：

1. 可以加入運氣的機制。當兩位玩家在同一格時，兩人必須猜拳，贏的人就可以拔輸的人一個積木。
2. 四個角落可以設定更多其他任務，如：回答問題、做趣味指令（屁股寫字？不然來抱抱老師好了）。

5

跑跑龜-phonics 版

★ 準備：任何有起點和終點的遊戲版或課本內容、不同色透明小圓片四枚，骰子一個（內容為：

+1、-1、+2、stop、hop、step）。
★ 人數：4 人
★ 玩法：

1. 玩家將自己的小圓片放置在起點，輪流擲骰子來移動圓片。
2. 擲到 stop 該局休息一次；擲到 hop 跳過「離自己最近」的玩家；擲到 step 踩在「離自己最近」的玩
家圓片上。

3. 最先抵達終點者勝。
★ 改編：
更改骰子內容，如「push」是「推自己前方的棋子一步」（也就是離自己最近的玩家會被往前推一步，
該玩家自己會前進至該前方玩家的正後面）；「reverse」是變更輪流方向；「bomb」是全部玩家退回
起點重新開始。（太刺激了！）

寫到這裡，不難發現其實很多時候都可以一版多用，而且各個遊戲機制可以「錯綜交雜」、
「融會貫通」，以保有遊戲的新鮮感。換句話說就是換湯不換藥啦！老師們就像果汁機一樣，依學
習目標與對象搭配不同食材，打出一杯杯不同口味的精力湯；而不是像冰箱一樣，把新學的教學點
子照單全收，一律冰起來。 Practice makes perfect. 我們不用要求學生達到完美，但是無庸置疑，

Practice makes"fluency"! 您的精力湯是如何呢？我可以嚐一口嗎？請跟我分享您的「食譜」吧！
Did you moji to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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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得來速

Teaching Resources

數位世代的英語學習平台
文／

師德 教資中心

“

繪本是文字和圖畫的美妙結合，英語若能從繪本閱讀中學習，既能有效地學習，也能從

中得到樂趣；傳統的繪本都是紙本書，書本大小不一，需要放置的空間，有時附有朗讀

CD，收藏及歸類都要費心。現在透過 e 化繪本雲端學習，省空間也省時間。e 化繪本能
讀、能聽、能唱，還有動畫，不但是最豐富的學習資源，更是英語學習的新體驗。

利用分級讀本進行差異化教學
在台灣的課堂英語教學中，面對全班學生英
語程度不一的狀況，教師可以利用符合「因材施

”

方便，可隨時往前翻，或者依照需求暫停，也可以

隨時調整聲量大小。學習者可以按照自己的閱讀理
解程度，或快或慢地學習、閱讀並再三溫習。

教」、「適性學習」的分級電子讀本來做教學：閱

讀本教學是豐富、多面向的，以下我們先拋

讀教學的方式可分為全班性的閱讀，或是以小組為

磚引玉，以“Beauty and the Beast＂讀本為例，

單位的差異化閱讀教學。若是全班性的閱讀教學，

來跟大家分享生動有趣的教學活動：

教師可選擇配合學生教材學習主題的讀本，作為全
班性共讀材料 (shared reading)，在課堂上進行閱讀
活動，將讀本作為課程延伸，或是加深加廣學習範
疇的補充教材。

Language－形容詞大集合
★ 教學目標：
練習單字聽說、問答

教師也可以選擇合適的讀本，在班上以小組
為單位，進行差異化的「引導式閱讀」 (guided

reading) 閱讀教學，根據學生個別能力的差異，在
小組中提供不同程度的讀本與閱讀活動。

★ 遊戲方式：
教學撲克牌－空白卡
★ 應用單字：
學生所學過的形容詞
★ 活動步驟：

讀本教學示範
英語繪本 e 樂園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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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教師挑選書中出現的角色，並帶領學生一起腦
詳情

，已經做好完整

內激盪任何可以形容這些角色的詞彙（每個角

的級數分類，自己閱讀或想聽生動朗讀，都可以

色至少五個形容詞），例如：

依自己的速度自在學習。電子書中的朗讀 (read

The merchant：worried, anxious, concerned

aloud) 功能，不僅可輔助年幼的孩子熟悉語言的

Beauty：pretty, brave, honest

聲音，帶領害怕閱讀的學生開始學習，並且操作

The Beast：angry, frightening, powerful

2. 將全班同學依照討論的角色數量分成數組，例

Acts like 的空格中。完成之後，由教師先開始

如：討論的角色有三位，則分成三組，以此類

發問：

推。

T: Tell me about your Beauty.

3. 將空白卡發下，請學生幫忙將剛才討論的形容

S1: She looks like a brave girl when she talks

詞寫在字卡上，寫完交還教師，教師則將空白

to the Beast.

卡背面朝上、放在桌上。

She is the most beautiful daughter in her family.

4. 教師指定每一組代表的角色，該組則必須蒐集
該角色的相關形容詞，例如：“Beauty＂組必
須蒐集 pretty, brave, honest 等形容詞。

5. 各組輪流派一個人上來抽選字卡。抽到字卡
後，學生要大聲唸出字卡上的形容詞，如果是
自己組別需要的字卡即可拿走；如果不是，則
放回原位。

6. 教師可限定時間進行，時間內蒐集到最多字卡
的組別即獲勝。
★ 形容詞參考：
The merchant:

worried, anxious, concerned, poor, unlucky
Beauty:

8. 延伸練習：
每位同學拿著 Character profile 學習單，兩人
一組練習問答：

pretty, brave, honest, caring, beautiful, cute
The Beast:

ugly, angry, frightening, powerful, kind,
generous

S1: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the Beast?
S2: He is ugly but powerful.

The Prince:

handsome, tall, royal, happy, gentle

9. 由教師來總結，引導學生將課程中所使用過的
形容詞進行分類。
同義詞 (synonyms): pretty, beautiful, attractive,

cute
反義詞 (antonyms): pretty, ugly; brave, fearful;

relaxed, concerned

善用繪本閱讀英語，可擴增字彙量、提升文
法概念，又可增進知識，生活技能、家庭教育或

7. 發下 Character profile 學習單，讓學生先在中

環保概念都在其中。只要擬訂閱讀計畫，每天固

間畫出自己最喜愛的角色，接著將練習過的形

定時間學習，眼看、耳聽、口唸，持之以恆，假

容詞，分別放入 Looks like, Sounds like 以及

以時日，英語聽說讀寫能力皆能全面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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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英檢比一比（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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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台灣，適合兒童參加的英文檢定考試為

相關領域的學者專家，針對所有非英語系國家

數不少，有國際認證機構、台灣認證機構以及

學生所研發設計的一套英語評量系統，且此檢

坊間一些補習班自辦的兒童英檢考試。到底應

定已被日本、韓國、法國、義大利、波蘭、德

該怎麼選擇，才適合自己的孩子呢？這次我會

國、希臘等非英語系國家廣為採用。STYLE/

介紹三種不同的兒童英檢考試給大家做參考，

JET 是專為 6~17 歲及學習英文一年以上之兒

從而幫助大家選擇對孩子最合適的考試。

童及青少年設計的檢定，並依照年齡及程度做
專業分級 STYLE：1-6 級；JET：A-C 級，

YLE 劍橋兒童英語認證

孩子可以選擇適合的級數參加。檢定項目為聽

Y L E ( C a m b r i d g e E n g l i s h : Yo u n g

力、閱讀、聽寫及口試。因為 JET 英語檢定

L e a r n e r s E n g l i s h Te s t s ) 是 由 劍 橋 大 學 考 試

是以青少年為考試主要對象，所以接下來的

院特別為檢測 7~12 歲及學習英文一年以上

介紹主要將以針對兒童的 STYLE 為主。若以

之學童的英語能力，所設計的一套英語檢定

CEFR 的能力指標做為參照標準， STYLE 5 、

認證系統。YLE 共分為 3個級數：Starters,

6 級的檢測程度，相當於 CEFR A1 級。

Movers, Flyers，考試內容包含了聽力、閱讀
與寫作以及口試 4 項完整技能，讓小朋友從小

GEPT Kids 小學英檢

就自然養成全方位的英語能力。對照 CEFR 的

GEPT Kids 是由「全民英檢」主辦單位

能力指標來看， YLE Movers 的語言能力相當

LT T C 於 2 0 1 5 年 底 特 別 為 臺 灣 小 學 生 量 身

於 A1 級， Flyers 則相當於 A2 級。

打造，並依「全民英檢」架構往下延伸的英
語能力測驗。GEPT Kids 的參加資格，為年

STYLE / JET
全國兒童暨青少年英語分級檢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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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 6 歲以上至未滿 14 歲的學生，但檢測的
目標對象為國小高年級學生，或學習英語達兩

STYLE / JET 是由英國試題中心

年以上者。測驗本身並無分級，內容涵蓋聽、

Saxoncourt Examinations 根據「兒童托福」

讀、寫、說四項技能的評量，檢測程度相當於

的概念延伸，並邀集多位分別在歐、美及亞洲

CEFR A1 級。

Kids 則把口筆試分為不同日期進行，這樣可以

以下為三種英檢的重點資訊：

讓孩子更有餘裕地先準備其中一種考試，不用
兒童
英檢

試題
研發

檢測
對象

檢測
級數

測驗
內容

YLE
英國劍橋大學語
言測評考試院
Cambridge
English Language
Assessment

STYLE
英國試題中心
Saxoncourt
Examinations

GEPT Kids
財團法人語言
訓練測驗中心
LTTC

6~16 歲

國小高年級學
生或學習英語
達兩年以上者

3個級數：
Starters,
Movers, Flyers

1~6 級

沒有分級

聽力、閱讀、
寫作、口說

1聽力、閱讀
2口說

1聽力、閱讀
、寫作
2口試

舉辦
地區

考試
費用

童對考試範圍內的單字、文法及句型融會貫通

氣呵成的感覺也較為輕鬆。

考試舉辦次數
STYLE 及 GEPT Kids 每年均會舉辦兩次
考試，每次間隔半年。這樣可以讓孩子有充足

（同天完成考試）

第 1 項及第 2 項可分別參加

舉辦
頻率

個角度來看，口筆試在同一天舉行，可以讓孩

地運用，而且一天當中便能完成兩種考試，一

7~12 歲

每月至少一次

擔心考完筆試之後，接著又要考口試。從另一

筆試每年兩次
口試每年6-8場

筆試及口試皆
每年兩次

（視地區而定）

的時間去準備下一級的考試，如果第一次沒有
考取到好成績的孩子，也可以再利用半年時間
做更多的練習。 STYLE 的口試場次較多，每次
間隔兩至四個月，可以按照孩子學習和準備的
進度，安排適當的時間應考。

北、中、南

考場分布全國

臺北、桃園、
臺中、臺南、
高雄

Starters: $1,700
Movers: $1,800
Flyers: $1,900

筆試：$780
口試：$450

筆試：$750
口試：$450

考試場次最多的是 YLE 。台灣總共有四個考
試中心舉辦考試，北、中、南皆有考場，每個
月至少有一次。不過，單場考生人數若未達最
低標準，考試中心可能會要求更改其他日期。

檢測對象及級數
總括 來 說 ， 這 三 種 兒 童 英 檢 主 要 是 專 為 國

所以報名之前，可以先撥打電話詢問你所選擇
的日期是否確定舉辦。

小學童而設計，而且學習英文一年以上便可以
參加考試，只有 GEPT Kids 是比較適合國小

考試費用

高年級或學習英語達兩年以上的學生。因為

家長最關心的當然是考試費用。表格中可

GEPT Kids 並未分成不同級數，所以若孩子剛

以看到 STYLE 及 GEPT Kids 的價格其實差異

開始學習英文或第一次參加公開考試，建議可

不大，跟 YLE 比較起來相對較便宜。另外，

以選擇有分級的英檢，這樣除了讓孩子能透過

STYLE 1~6 級的費用是一樣的，費用不會跟著

分級，循序漸進挑戰之外，更能先熟悉該級的

級數調高。不像 YLE ，費用隨著級數調高。如

範圍和題型，讓他們有信心取得好成績，不會

果考生第一次參加公開考試， STYLE 或 GEPT

對英檢產生恐懼。

Kids 可以單純只考筆試或口試，負擔的費用會
比較少。

測驗內容
相對於 YLE 把筆試（聽力、閱讀與寫作）

此外，我們也要了解這三種兒童英檢的國際

和口試安排在同一天完成，STYLE 及 GEPT

認證程度及成績證明有什麼不同。下表會作出比

21

2017 師德會訊

英檢放輕鬆 Ⅹ Guide to English Test
學習成效，自 2005 年起，也採認 CEFR 的架構

較，讓你更清楚了解。

標準。
兒童英檢

YLE

STYLE

GEPT Kids

這三種兒童英檢皆符合 CEFR 的標準，可以
證書

不會以分數或「通過」與「不通過」來呈現

CEFR

Movers = A1
Flyers = A2

L5-L6 = A1

A1

透過基本的介紹，有沒有更清楚了解這三種

這三種兒童英檢考試的證書上皆沒有通過
與否的標準，也不會以分數來呈現。這是希望
提升孩童對學習英語及參加英檢的興趣；更鼓
勵他們提升英語能力，所以在證書上會以圖案

、 GEPT Kids 則用太陽

子頭

、 STYLE 用獅
。證書上圖

案數（最高 5 個）的多寡表示在日常生活中能
使用簡易英語及傳達簡單訊息之能力高低。

證書上，YLE 及 GEPT Kids 把聽力、閱讀與
寫作的成績分開標示。這樣能讓老師及家長清楚
了解孩童的優缺點，從而加強比較落後的地方。
雖然 STYLE 的證書上把聽力和閱讀結合在一起，
但是會另外提供全國落點及各項成績分析的成績
單，成績單分為教師聯、學生聯與落點分析聯三
種。這樣更清楚顯示出孩童在全國的英語能力是
否達到該有的水平，使老師及家長更精準增強孩
童各項英語技巧，規劃未來英語學習之路。

歐洲語言學習、教學、評量共同參考架構
(CEFR)
因為在全球所舉辦的英文檢定非常多，
所以歐洲委員會在2001年通過了一套建議
標 準 名 為 歐洲語言學習、教學、評量共同參
考架構 (CEFR)， 作 為 國 際 共 同 之 語 言 學 習
及 使用能力指標。將語言程度分為六個等級：

A1,A2,B1,B2,C1,C2 。而台灣教育部為推動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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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英文能力提升後，可以順利銜接參加 A2 級以上
的英文檢定。

證書／成績單

呈現來代表成績： YLE 用盾牌

讓家長放心參加兒童英檢，也能跟國際接軌。未

兒童英檢呢？下一篇會繼續比較這三種英檢在內
容上（聽力、閱讀與寫作以及口試）的分別，不
要錯過了！

教案設計達人

Creative Lesson Plans

Going on a Trip
天氣與旅遊主題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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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兩個人想開口聊天，又不知道從哪裡開

教學素材時，大量運用真實語料，讓學生一看就

始時，天氣似乎是很容易被接受的話題。想起

懂，懂了就能立即運用。所發想的學習活動，也

來有些不可思議，但從我居住的城市聊到你的

希望讓學生透過實際觀察，進而內化學習。而學

家鄉，再從你的家鄉聊到我的國家，就這樣開

習任務的指派，則是賦予學習意義，同時引發成

始了溝通互動，也開啟了人與人的交流。

就感為主。
這些教學活動的成效都非常好，學生能在筆

設計理念
Weather 是很基本的日常生活英語教學單
元，本教案設計由基本字彙和句型向外延伸，

記、紀錄表、氣象播報影片和旅遊簡報，看見自
己的學習成果；教師也能記錄學生的學習狀況，
在日後教學上做適度的調整。

活動設計涵蓋聽、說、讀、寫等各種練習，目
的是希望學生能夠熟悉和 weather 相關的學習
內容，並活用於生活中。

學生程度分析
雖然這次分享的教學活動，需要學生利用課

之 所 以 在 活 動 中 嘗 試 將 真 實 語 料

外時間觀察、查找資料或編輯檔案，但也因為學

(authentic materials) 轉化為教材（如氣象報

習可以跳脫課本、走出教室，學生的學習自主性

告、氣候地圖、主題影片音檔等），原因除了

似乎也提升了，很適合高年級或有英語基礎的學

這些媒材取得容易，方便教師運用之外，更重

習者。

要的是希望學生有機會聆聽不同的英語口音，

至於小小孩或英語初學者，只要將教學內容

練習擷取其中和氣候有關的關鍵訊息。同時，

簡化，他們仍然能參與活動。例如紀錄天氣變

為了讓學生能夠活用在日常生活中，還特別設

化，或是在教師教授字彙句型後，讀簡單的文字

計了旅遊行程規畫教學活動。透過實際查找天

稿，一樣可以化身神氣的氣象主播喔！

氣，讓學生知道如何運用網路資訊規畫行程，
也許有朝一日真能走出世界，盡情探索。

教學素材
天氣是很貼近日常生活的單元，所以在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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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活動
★ Get to Know the Weather
在教完 weather 單元的字彙和句型後，可以
進行字圖卡配對遊戲，或設計口說桌遊活動，讓

學生透過實際操作來熟練學習內容。以下的教學

教學時間：40 分鐘

活動，就是讓學生實際觀察天氣、紀錄結果，藉

教學準備：學習單、氣象網站

由日常生活題材來活用學習內容，最後再選擇以

教學目標：能運用網站查找及紀錄天氣。能說出

口頭 (oral report) 或書面 (writing report) 方式來呈

台灣各縣市的天氣概況。

現學習成果。

教學活動：

1 Record the Weather

1. 發下 weather

教學時間：20 分鐘

map

教學準備：氣象預報的音檔

單，請學生運

教學目標：能聽懂並紀錄天氣字彙。

用網站查找台

教學活動：

灣今日各縣市

教師播放一段氣象預報音檔，請學生一邊聆聽，

天氣預報。

一邊記錄各地的天氣狀況。學生可以用寫單字或

2. 教師帶學生練

畫圖的方式來記錄，只要能擷取出關鍵字 (key

習一些氣象

words) 都值得鼓勵。

預報中的句

2 Weather Chart

子，例如 It's

教學時間：為期一週

raining in Hualien. The temperature is about

教學準備：學習單、氣象網站

21 to 22 degree Celsius. It's warm, but bring

教學目標：能透過氣象觀察熟悉氣候相關字彙、

your umbrella if you plan to go out.

能介紹居住地的一周天氣。

學習

3. 小組合作，一同練習運用所學的字彙句型，播
報台灣各地天氣概況。之後教師再邀請學生上
台分享。

4. 若想增加活動變化及拓展世界觀，教師亦可讓
一組學生查找台灣天氣，其他小組查找不同國
家或城市的天氣。透過分享，看看同一個時間
點不同地方的氣候狀況。

教學活動：

1. 教師介紹中央氣象局全球資訊網，先請學生瀏
覽，再說說看哪裡可以查找到什麼資訊。

2. 發下 weather chart 學習單，請學生進行為期一週
的實際觀察，或參考網站資料來紀錄天氣變化。

★ Weather Forecast
學習了這麼多 weather 主題的字彙和句子，
該 是學生 好好 展現的時候 了。教師可以營 造主
播台的情境讓學生播報氣象，讓小組成員們從查
找氣象資訊、討論、寫稿、練習，到坐上主播台

3. 請學生將紀錄表帶至課堂，組成 study group，

播報新聞，全都一手包辦。過程中也許會因為語

分成口說組和文字組（ 2~4 人一組）。口說組

料不足，需要查字典或尋求教師協助；或者練習

將觀察記錄以口頭報告給大家聽，文字組則將

時，組員必須互相教導並一再重複排練。但一到

觀察記錄用短文寫出來，最後再一同分享。

正式錄影，當學生坐上主播台合力進行氣象播報

3 Weather Map

時，大家是非常有成就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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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Fill in the Story

程中，學生對這個活動的主動和喜愛程度完全超

教學時間：120 分鐘

乎預期，規劃出來行程的豐富度和整密度不輸成

教學準備：網路氣象預報影片、The World Weather

年人。而且在報告分享的時候，我們似乎經歷了

Forecast 網路短片 點我觀看 、script 引導

一場又一場的異國文化之旅呢！

學習單、錄影裝置。

教學時間：120 分鐘

教學目標：能完成氣象播報。

教學準備：活動引導 ppt

教學活動：

教學目標：能依照旅遊城市的天氣狀況規劃行程。

1. 請學生觀賞一段

教學活動：

weather forecast

1. 教師準備活動引導 ppt，說明活動內容。除了

的影片，學習氣

瀏覽網頁（如何查找氣象預報和城市著名景點

候播報用語。

等），亦讓學生觀看事前製作的 A Trip to L.A. 簡

正式新聞氣象預

報（若有歷屆學生作品可讓學生參考），引導學

報的語速較快，建議供英語程度較佳的學習者

生在簡報中加入圖表、相片和文字，提高聆聽者

觀賞聆聽。若是要給初階學生觀賞， YouTube

的參與度。經過這樣的說明，學生查找資料時能

裡有許多仿效 weather forecast 的英語教材短

更有效率，在了解教師對這個活動的期望之後，

片，用字較簡單，速度也較慢，學生學習起來

學生會有更多信心共同來完成作品。

會更有興趣。

2. 請學生分組討論欲前往的城市。我挑選的旅遊

2. 請學生自由選擇要播報氣象的城市或國家，或者

城市通常會盡量分散在不同洲，讓學生對世界

運用老師提供的影片作為媒材，觀看影片的同

地圖 (world map) 和不同地區的氣候變化有粗

時，也將各地方的天氣狀況紀錄在學習單中。

略的認識。

3. 由小組成員合作撰寫播報的腳本 (script) ，
分配每個成員的播報段落，並進行預演

(rehearsal)。
4. 各組輪流上主播台播報氣象，相互觀摩學習並
給予鼓勵。

3. 讓學生前往資訊教室查找資料，搭配活動學習
單，完成簡報製作。

4. 小組進行口語報告練習，分配報告段落，並相
互協助、反覆練習。

5. 各組輪流上台分享旅遊行程規劃。

★ Going on a Tr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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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初構想這個教學活動的目的，單純是想讓

介紹了這麼多活動，其實 weather 就在每一

weather 和 travel 結合，像是哪個城市的氣溫適合

天早晨的窗外一瞥，和每一句上課前與學生的問

帶什麼衣物、如何規劃晴雨天的行程等。然而過

答互動中，So, how is the weather today?

搶先
購買

教具創意角

Creative Teaching Aids

單字對戰，實力升級
文／黃有慈
兒童美語老師
Joanne Hwang 教學宅急便 部落格格主

“

幫助學生熟悉單字的過程中，老師們是不是也希望學生，能夠更自由地發揮，把學到的所有
單字融會貫通呢？本期要介紹的教具活動，需要學生不斷的腦力激盪，不但可以展現單字實
力，還能強化句型的運用，好玩又有挑戰性喔！

1 木質字母拼字組

”
在遊戲海報相對應的位

詳情

置。假設翻開的字母片為

★ 活動一：字母接龍 Alphabet Domino

D，則「任選」海報上字
母 d 的位置放上。

4. 接 下 來 由 學 生 輪 流 出
牌。 S1 必須找找看自己手邊的字母片有沒有
字母 U 或者 I 來接龍，如果有，則可以出牌放
在 D 旁邊且相對應字母的位置上，並同時唸出

U-U-[9]-[9]-U-[9]-up（老師可自行調整內容）。
★ 所需教具：

5. 如果 S1 手邊沒有字母可以接龍，則從牌堆中

木質字母一套、 Alphabet Domino 遊戲海報
一張（請下載列印 goo.gl/79g0zR

點我

）。

★ 遊戲方式：

1. 請先將兩片空白木質字母片取出（僅使用 98
片），其餘木質字母片以正面朝下方式洗牌。

2. 發給每人等量的木質字母片：2 人遊戲，請各
取 25 個字母片；3 人遊戲，請各取 20 個字母

拿取一片字母，若該字母可以打出，就打出，
若不能出牌，就說 pass，輪到 S2 出牌。

6. 牌堆若已無牌可拿取，同時手上又沒有牌可以
出，則可以直接說 pass。

7. 最快將手中的字母片出完者為贏家。
※ 遊戲海報也可以自製喔！內容可以改成大寫字母、代表字
的圖案、單字字母填空等等。

片；4 人遊戲，請各取 15 個字母片。其餘為牌
堆，置於一旁。

3. 老師從牌堆中拿取一個字母片翻開，並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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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二：字母賓果 Alphabet Bingo
★ 所需教具：

木質字母一套、5 x 5 Bingo 遊戲板四份。

(2) 字母可重複使用在不同的單字。假設手上擁

★ 遊戲方式：

有的字母為：

1. 四人一組，發給每人一張 5x5 Bingo 遊戲板。

母音 a*2 / e*1 / i*2 / o*2 /u*1

2. 將木質字母片全數（ 100 片）以正面朝下方式

子音 b*3 / c*1 / d*1 / f*1 / g*1 /k*2 / l*1 / m*1 /

洗牌。每人拿取 25 片，翻開並任意排放在自

n*2 / r*1 / s*1 / t*1 / y*1

己的 5x5 Bingo 遊戲板上。

雖然分別只有一個 e 和一個 t，但能夠拼出單

3. 學生輪流喊出字母：I choose the letter H. H is for
house. （老師可以依學生能力自行決定句型。）
4. 遊戲板上有字母 H 的玩家，可將自己的字母 H
蓋牌，並同時複誦 You choose the letter H. H

is for house.。接著輪到第二位學生。

字：bite, date, mate，三個單字皆算分。

(3) 若抽到空白字母片，則視為棄牌，僅能使用
其餘字母來拼字。

5. 時間結束，一起檢查並計算拼對的單字數量。
先由 S1 逐一說出自己所拼出來的單字，包括

5. 有時候，遊戲板上同時有好幾個相同的字母

英文唸法和中文意思（ bite 咬、 date 約會、

（譬如有好幾個 H），只要有人選擇字母 H，

mate 夥伴），拼錯或超用字母不計分。依此類

全部的 H 都可以蓋牌喔！

推，檢查彼此的答案，同時複習單字。

6. 最後，分數最高的隊伍為贏家喔！

2 記憶吐司字卡—動詞篇

詳情

★ 活動一：Today is my day!
6. 依此類推，最快連成五條線者為贏家。

★ 活動三：字母拼讀王 Spelling Game
★ 所需教具：
木質字母一套、 A4 白紙四張、鉛筆四枝、計
時器。
★ 遊戲方式：

1. 四人一組，發給每人一張 A4 白紙、一枝鉛筆。
2. 將所有木頭字母片以正面朝下方式洗牌，每人
拿取 25 個字母片。

3. 計時 5 分鐘，每位玩家依照自己所擁有的字母

★ 所需教具：
記憶吐司字卡兩盒。
★ 遊戲方式：

1. 可分為 2-4 人一組。視玩家人數而定，從兩盒
動詞卡中選出適量的卡牌（例如拿出第 1~18

來拼字，將能拼出的單字寫在白紙上（時間可

張動詞卡，共 36 張）、4 張 Super 厚片吐司

視學生程度調整長短）。

卡、5 張發霉吐司卡。

4. 拼字時需注意：
(1) 若手中的木質字母片只有一個字母 e，則同
一個單字中不能有兩個 e（如 bee、feet）。

2. 洗牌後，均分給所有玩家。
3. 若 手 中 剛 好 拿 有 能 夠 配 對 的 動 詞 卡 牌 ， 將
該對卡牌取出置於桌面並造句。例如單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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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具創意角 Ⅹ Creative Teaching Aids
“ cook ＂，可以說“ What are you doing? I

am cooking. ＂或“Who is cooking? Mom is
cooking.＂。句型可視學生程度調整。
4. 若手上同時擁有 1 張 Super 厚片吐司卡和 1 張
發霉吐司卡，則可配對，拿出置於桌面，並說

6. 最快抵達終點者為贏家！

3 復活兔尋蛋趣 Easter Egg Hunt 海報
詳情

★ 活動：數字淘汰賽
★ 所需教具：

“Today is my day!＂（今天我很幸運！）

5. 接下來大家依照順時針順序，輪流從左手邊的
玩家手牌中抽一張，放到自己的手牌中。若能
配對出牌，就唸句子並出牌。若無法出牌，就
說 “Today is not my day!＂。

6. 直到玩家最後手牌只剩下 1 張發霉吐司卡，活
動結束。

★ 活動二：反轉人生

復活兔尋蛋趣海報一張、不同顏色磁鐵、骰子

★ 所需教具：

一個。

記憶吐司字卡一

★ 遊戲方式：

盒、每位玩家透明

1. 使用白板筆，於遊戲海報的每一格寫上想練習

小圓片（或棋子）

的單字，包括功能格（如第 3、5、7 格），單

一枚、骰子一個。

字可以重複沒關係。

★ 遊戲方式：

※ 進行此活動時，請忽略功能格上的指示。

1. 取出所有動詞卡（36 張）、起點 START 卡、

2. 全班分為 3-4 組，將每組所代表的彩色磁鐵置

終點 FINISH 卡、反轉卡（4 張）。

2. 除了起點 START 卡和終點 FINISH 卡，其餘
40 張卡洗牌，並以正面朝上、排成 S 型的方
式，置於桌面上，並分別將起點 START 卡和終
點 FINISH 卡置於起點和終點。

3. 四人一組，玩家們將自己的透明小圓片置於起
點上。

4. 玩家輪流擲骰子，按骰子的數字移動自己的透

於起點。

3. 每組依照擲骰子出現的數字前進，一邊前進，
一邊唸出該彩蛋上的單字，或按照句型回答。

4. 當磁鐵剛好落在『功能格』的位置上時，再擲
一次骰子，假設骰子所擲出的數字為 3 ，則所
有在 3 的倍數（3/6/9/12/15/18/21）格子的磁
鐵，全部要被淘汰回到起點，重新開始。

5. 最快抵達終點的組別為贏家！

明小圓片前進。按照所到達的卡牌回答問題：

play the piano －全體玩家問“What did you
do yesterday?＂， S1回答“I played the piano
yesterday.＂。句型可視學生程度調整。
5. 當透明小圓片停在「反轉卡」上時，必須往起
點卡方向「倒退」到距離最近的「反轉卡」上
或「起點 START 卡」上。

30

★ 長效記憶教具組 ★
包含 1 記憶吐司字卡-動詞篇
2 節慶遊戲海報-復活兔
尋蛋趣
每組優惠價 234 元（78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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搶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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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額秒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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