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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tor's Notes 編輯筆記

我們在孩子學習英語的歷程中，總是試著找尋讓孩子獲得成就感和自信心的方式，因為透

過自我成就感的建立，孩子對這個越來越熟悉的語言，不但有充分的把握，也有努力的動機，

老師們不需再費盡心思，想辦法變著花樣的「威脅利誘」，而是讓孩子來肯定自己的成長、發

現自己的不足，循著這個模式持續學習，不斷向前。

老師們對孩子的期望，隨著學習年數的增加、孩子年齡的成長，會有不同的發展重點。剛

開始學習的初階學生，老師們的重點會放在鼓勵孩子用英語「表達」，藉由對話或回答問題，

讓孩子知道英語是用來溝通的工具。學習一、兩年之後，老師們開始培養學生用英語「表現」，

像是成果發表會的英語歌曲演唱、分組朗讀、讀者劇場等等，學生可以在團體合作下，表現出

中階英語學習者應該具備的程度。而在學習超過三年之後，學生的年齡也逐漸成長，此時老師

們會引導學生用英語「表演」，無論是演出完整的英文話劇，或是特定主題的英文演講，學生

必須獨力完成自己的角色，加上臺前幕後良好的團隊合作，才能站上偌大的舞台，這不僅需要

充足的語言能力，還需要有十足的技巧、創意和自信。

我還記得曾經協助輔導幾位學生，參加校際英文演講的經驗。從決定參賽之後，中外師與

學生們，必須利用課後的時間，先引導學生依據講題發想，親自寫出自己的講稿，再與老師幾

次討論修改之後終於定稿。接著就是與外師無數次的練習，學生依據老師的指導，修正發音、

語調與語氣等細節，加上個人的情緒與特色，不厭其煩地反覆演練。孩子因為有著明確的目標，

即使遇到挫折也會再接再厲，等到學生能夠真正站上舞台，演說的成績只是其次，學生從中所

獲得的知識、信心與勇氣，才是真正珍貴的體驗，無論對孩子或對老師而言，這都是一次完美

的通力合作，更是一場漂亮的戰役。

本期的「活化教學新觀念」專欄，Mike 老師從自身的經驗出發，提醒我們比賽當中需要注

意的各種面向，謹記這些重點，孩子就能有更亮眼的表現。老師們在協助孩子參加各項活動競

賽的過程中，千萬不要太過心急，孩子們的進步不會一蹴可幾，只要能從經驗中成長，過程中

展現出來的全心投入與自我要求，都會成為未來學習成就的養分。

《 Hello! E.T.》總編輯  孟慶蓉  

 pd@cet-taiwan.com

演出創意、說出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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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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50人喜歡，快來按個讚吧！

師德文教

HellO! E.T.  雙月刊

★ 11/02（四）

 ．第 46 屆 STYLE/JET 全國兒童暨青少年英語分級檢定 / 准考證陸續寄發

★ 11/03（五）

 ．聖誕教學人氣小物活動開跑！

★ 11/05（日）

 ．成人英語師資養成班 / 台北班

★ 11/06（一）

 ．39 教具館 -年終禮物季 溫暖展開

★ 11/10（五）

 ．【年終最優惠】師德好讀月 線上書展 99 元起

★ 11/15（三）

 ．知識小學堂電子書 全年最優惠開跑！

★ 11/19（日）

 ．第 46 屆 STYLE/JET 全國兒童暨青少年英語分級檢定 / 檢定日

★ 12/03（日）

 ．冬季聯誼會 / 台中場

 ．STYLE/JET 英語口說分級檢定台中場 / 檢定日

★ 12/06（三）

 ．第 46 屆 STYLE/JET 全國兒童暨青少年英語分級檢定 / 開放網路成績查詢

★ 12/09（六）

 ．YLE 劍橋兒童英語認證 / 台北、台中、高雄場

★ 12/10（日）

 ．冬季聯誼會 / 高雄場

★ 12/15（五）

 ．第 46 屆 STYLE/JET 全國兒童暨青少年英語分級檢定 / 成績單陸續寄發

★ 12/16（六）

 ．STYLE/JET 英語口說分級檢定台北場 / 檢定日

★ 12/17（日）

 ．冬季聯誼會 / 台北場

★ 12/20（三）

 ．TKT 11/12 場次 / 網路成績查詢

★ 12/27（三）

 ．TKT 11/12 場次 / 寄發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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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化教學新觀念

Dynamism of English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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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風格加創意，從比賽中突圍！

　　“Attention… Bow!＂，每當聽到這口令都讓

我翻白眼，但無論是帶隊訓練或擔任跨縣評審，

這十幾年來每次參加比賽都會聽上好幾遍，這魔

咒就好比夏日午後的濕 T-shirt，緊貼著身體讓人

極度不舒服。再來是歌唱比賽中整齊劃一的舞步

動作，還有讀者劇場比賽中異常起伏、扭曲人性

的誇張腔調，就像大浪般席捲而來，打得我好想

逃離比賽現場。或是看著小小參賽者一臉令人炫

目的妝容、穿著無比豪華的服裝，以及一片金光

閃閃的道具布景，都不禁令人倒吸一口氣。　

　　然而我慶幸自己一路走來，從來都不走這樣

的路線。我帶領的隊伍總是朝著自然純真派前

進，就連擔任評審時的評分標準也十分一致。小

朋友就該有小朋友的樣子，讓孩子的紀錄影片留

下他們當時的可愛小臉，而不是大人般的油條

樣。我們都希望孩子可能成為另一個獨領風騷的 

A-mei 或 Jay Chou，或是新時代的 The Beatles，

但請不要把孩子們訓練成演唱會上的舞群，他

們不該只是「上台伴舞當配角、下台印象好模

糊」。既然要上台，每位選手都是主角，每個人

的特色都要突顯出來！

　　上一期我們討論了個人賽，今天就來說說團

體賽吧。每次看“School of Rock＂（搖滾教室，

2004）都有不同的感動，影片裡的每位團員都發

揮了自己最大的潛力，因為布萊克（Jack Black）

為所有人找到最適當的位置，所以成就了一場完

美演出。舞台上表演的那一刻，既有團隊的光

芒，也有個人的精彩，每個角色都有故事，讓人

目不轉睛！或許你會說那不過是電影罷了，人生

可不是這樣。那麼現在我就來分享一部曾與孩子

們共同領銜主演的電影。

　　2010 年底，我帶領了一個五年級班級，班上

共有 26 個小朋友一同參加屏東縣舉辦的「鵝媽

媽英文演書比賽」。我們改編了經典繪本“Miss 

Nelson Is Missing＂，因為要讓這麼多孩子上

場，所以我將它改寫成音樂劇。將電影「聖誕夜

驚魂」的插曲改編成開場曲，還讓「鋼鐵人」與

「惡棍特工 」的配樂穿插其中，並把韓國女子

團體的“Nobody＂經典舞步，放入 70 年代名曲 

“Why Can't We Be Friends?＂之中，更大膽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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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典台語老歌「心事誰人知」，改編成英文版的 

“Sad Things If You Don't Speak Out＂。 除了

有音樂老師教唱，還有美術老師指導全班製作道

具，我們利用紙箱疊成柱子，在四個面畫上不同

場景，於是這就變成最便宜又最獨特的布景。經

過一個多月不斷的辛苦排練，我們最後得到了全

縣冠軍。（影片請在 Youtube 搜尋“Miss Nelson 

Is Missing Kids in Taiwan＂）　

　　我的原則是：絕不走傳統路線。結合我所喜

愛的電影、音樂和各種流行復古元素，運用最少

的經費做出最大效應，並且要讓全班孩子都上

場，用一種即使沒有得名我們也要玩到瘋的「打

破菁英制豁出去」的方式來突破重圍。也許有人

會說：「等等，你這是團隊合作的成功經驗啊！

要是在學校只有我一個人負責怎麼辦？」

　　2011 年我在屏東教書時組了一個「瘋狂長頭

蝨」隊，率領學生參加全國兒童英文歌唱大賽。

我們從多達 109 個隊伍中脫穎而出，最後進入決

選。我帶著六個小毛頭到台視參加決賽，每個人

幾乎都是第一次坐高鐵，全程都是由我一人「公

雞帶小鴨」。結果終於揭曉，我們竟得到全國冠

軍。雖然跌破各大縣市隊伍的眼鏡，但聽了評審

團的一席話後，我更加確定了自己的方向。「小

朋友就是有小朋友的樣子，沒有太多人工的裝飾

和加料。我們就是喜歡這樣！」評審團中有唱片

製作人及雜誌總編，所以我想這可能就是藝能界

和出版業對表演下的定義。但對真正要培育下一

代的教育界而言呢？很多時候，我們常只看到一

種過於極端、揠苗助長的比賽風氣。（影片請在 

Youtube 搜尋「瘋狂長頭蝨」）

　　我對於訓練團體和參加比賽有幾點特別的看

法，這些看法非常地「肥蝙蝠」式，提供大家參

考：

A.過程中學到的東西，永遠比成績揭曉那一刻多

很多。既然決定要參加比賽，請把抱怨收起來，

當個讓自己看得起的 trainer！在高科技時代就要

用高科技方式，可以錄影讓孩子互相觀摩，也可

以在網路上找尋相關影片給予孩子刺激，這樣做

比提醒他們十幾次還要有效！我們應該引導他們

養成自信而非臭屁；應該希望孩子是 street smart 

但不油條、敢於表現但仍保有純真、懂得歸納而

非鑽漏洞、愛分享也尊重別人！這些目標並不

難，卻也不簡單。

 

B.「發音」遠比服裝、道具、化妝、手勢和表

情重要太多。不管是 Reader's Theater、Pop 

Song、Drama Play、Read Through Pictures，還

Ⅹ Dynamism of English Teaching活化教學新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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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其他比賽，回歸到根本會發現「發音」還是最

重要的。擔心自己不夠標準嗎？可以透過 Google 

搜尋“text to speech＂，上面有多個相關網站可

以運用，除此之外還可使用線上字典和 Youtube 

影片，這些方法絕對是最好的幫手！但「語調」

千萬不要矯枉過正，「越矯情越高分」的原則應

該由下而上根除，如果有更多人響應自然派，就

會看到更多快樂自在的訓練風景。

C.創意絕對需要被尊重。想想 fairy tale 的必要

性，一定要是那個方向嗎？能不能講講現實生活

中的議題？譬如 3C 成癮、校園霸凌、青少年的

愛情與友情、環保問題、自我認同、性別平等、

世界新聞、社會事件、流行文化等都可以寫進劇

本，其中師生共創劇本更是必要，相信各位老師

一定可以巧妙地把學生的意見放入劇中。至於歌

曲，“Proud of You＂ 和 “Beautiful Sunday＂ 

真的是光緒年間的流行歌曲了，拜託別再上演穿

越劇了。  

D.創造每一個珍藏的時刻。隊名的發想、劇名的

確定、隊服 T-shirt 的設計等，都可以讓小朋友一

起投票參與，也能藉由小活動一點一滴地凝聚向

心力，例如：即興演出、交換禮物、聖誕節傳福

音、升旗公演等，還可互相分享意見，像是練習

結束後大家圍成一圈，一一講述自己從隊友身上

學到了什麼。

　　最後，評審團的慎選也很重要。真正專業的

主辦單位，會要求評審團先開會討論達成共識，

當然可以有個人意見，但這場比賽想選出什麼樣

的優勝隊伍、想傳達怎麼樣的教學或訓練理念、

想帶給來年也想參賽的學校什麼訊息，至少要有

確定的方向。不該只是「今年好衰換我們辦」這

種想法而已喔！比賽後的評審意見最好能收集起

來，請工作人員打字存檔，並寄給各個參賽團

體，這樣才是周全、有意義的做法。讓比賽不只

是比賽，還有鼓勵、建議、傳承、期許的深層目

的在其中！同時這也是對整場比賽表現出最負責

任的態度。  

　　我曾擔任過某縣市國小英語歌唱比賽的評

審，主辦學校在那一年也找了大學音樂系教授、

高中音樂老師、國中和國小英文老師，以及一位

極富音樂素養的外師。由這些人共同組成評審

團，其陣容之龐大、意見之公平客觀，讓人嘆為

觀止。而這樣也能讓參加比賽的各個隊伍學習到

好多呢！

　　回到文章的一開頭，為什麼我會這麼討厭 

“Attention… Bow!＂的開場呢？如果想表現團隊

精神、引起觀眾注意、讓人耳目一新、或顯現很

有活力，當然很好！但為什麼要用漢武帝時代的

口令呢？吹個口哨、拍個節奏、起個合音、踏個

步伐、來個 beatbox、扭動身體、裝個酷臉，甚

至唱首歌，都很獨特呀！

　　“Be yourself; everyone else is already 

taken.＂，這是愛爾蘭劇作家王爾德（Oscar 

Wilde）的一句名言，也是一直以來我在甄選和訓

練孩子，以及教學時的座右銘。「做自己，好自

在！」，與大家共勉。

　　若有興趣了解我如何訓練個人賽及團體賽，

包含當中各種省思、劇本、影片和照片等，都

可以到 FB 搜尋「Fatbat 朗讀演說讀者劇場俱樂

部」。



限量
搶優惠

https://goo.gl/3YhrD6
https://goo.gl/3YhrD6
https://goo.gl/3YhrD6
https://goo.gl/3YhrD6


https://goo.gl/3YhrD6


08

　　Heacox (2002) 認為老師給學生分層作業之

前，要向學生清楚說明一項事實，即為「每個人

學習的方式都不同，因此每個人的作業或學習

單不一定要一樣」（頁 125）。因此 Tomlinson 

(1999) 認為教師給予學生分層作業很重要，因

為教師知道學生有不同的學習方式，但必須達

到特定教學目標（頁 83）。除此之外，Heacox 

(2002) 建議老師給學生分層作業的時機點是「一

開始上課的暖身活動」或「需要讓學生安靜的時

候」（頁 125）。

　　設計分層作業的時候有八項重點規準

（Blaz，2006；Tomlinson，1999）：

第一、選定某一單元必須達成的重要概念或學習

技能。

第二、評量學生的興趣、準備度、學習檔案和專

長。

第三、設計分層作業的時候，可以根據布魯姆的

教育目標分類表來設計，程度比較好的必須能夠

「綜合」和「評鑑」，中間程度的必須能夠「應

用」，依此類推。

第四、設計有趣的活動，且每個不同層級的作業

都能讓學生充滿熱情且積極的態度想要完成，如

此學生就能夠使用技能去理解重要概念。

第五、依照活動區分難度，活動難易程度可以從

基礎到難、熟悉到不熟悉、與個人經驗相關到和

個人經驗完全無關。

第六、教師必須確定指令是清楚的，最好有清單

讓學生知道完成任務的每個步驟。

第七、標示分層作業不要用低、中或高這樣的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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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計分層作業融入英文課程

大師開講

Professor's Corner

　　老師通常習慣以習作、作業本或學習單，當

作練習或評量，有些習作或學習單的內容是簡單

的臨摹抄寫單字或句型，對於較早接觸英文的學

生而言，這樣的臨摹抄寫可能過於簡單，他們很

快就能完成，也沒有挑戰性。然而對某些學生而

言，他們只是剛接觸英文，這些臨摹抄寫單字或

句型，是基本功夫的培養，透過抄寫也同時在培

養單字和句型的辨識。面對班上不同英文程度

的學生，英文老師如果能夠設計分層作業  (tiered 

assignments)，進行課堂的差異化教學，就可以

解決學生的不同需求。

　　分層作業指的是「某一單元裡面給予學生

選擇不同深度和複雜度的任務，通常分成三個

層級」（Blaz，2006，頁 44）。Blaz (2002) 把

分層作業分成四種，包括資源、結果、過程和作

品。Heacox (2002) 認為分層作業可以分成六種，

包括挑戰程度、複雜度、資源、結果、過程和作

品。表一是分層作業種類與其定義。

種   類 定         義

challenge level
挑戰程度

以布魯姆的教育目標分類表當做指引，設計
不同挑戰程度的作業。

complexity
複雜度

根據學生的需要和準備度設計較簡單、較抽
象、分析或更複雜的作業。

resources 
資源

根據不同教學內容的教學媒材和資源來設計
不同的作業。

outcome
結果

根據學生不同的（語言）能力程度設計不同
的作業。

process
過程

根據學生不同的（語言）能力程度給予不同
的協助和設計不同的作業。

product
作品

根據學生不同的多元智能、學習策略和傾向
而有不同的作品。

■ 表一：分層作業種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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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用中立的詞彙來區分，例如顏色、衣服。

第八、學生投入不同層級的作業，時間和心力必

須相當。

　　Baer (1990) 的 This is the Way We Go to School 

 瞭解更多  繪本，是介紹世界上不同國家的小朋友用不

同的方式上學，以下就針對此繪本內容來設計閱讀

後的 (post-reading) 分層作業，供英文老師參考。

一、挑戰程度

　　這項分層作業設計是依據布魯姆的教育目

標分類表設計，挑戰程度比較低的是屬於「記

憶」，學生只要寫出書本中的交通工具。第二層

級是屬於「理解」，學生列出不同國家的小朋友

以及搭配的交通工具。最高層級的是「分析」，

不同國家的小朋友，會選擇搭乘某種交通工具去

上學，必然是受到所在國家的自然或人文環境所

影響，例如居住在威尼斯的 Bianca、Beppo 和 

Benedetto 就必須搭乘 vaporetto （水上巴士）去

上學。分層作業說明如下：

挑戰
程度

記憶
（最低層級）

瞭解
（中間層級）

分析
（最高層級）

作業
說明

列出書中的不
同交通工具。

用表格列出小
朋友居住的國
家 和 交 通 工
具。

選擇一個國家，
解釋為何小朋友
使用該種交通工
具去上學。

二、複雜度

　　英文老師提供給予學生的分層作業，也可

以呈現複雜度上的差異。以複雜度最低、最

簡單的為例，學生可以將繪本中的交通工具進

行分類，例如  land（陸地）、water（水中）

或 air（空中）。複雜度中等的作業，是讓學生

列出交通工具的優缺點。至於複雜度最高的作

業，必須列出搭乘某種交通工具時可能會遇到的

問題，然後提出解決方法。分層作業說明如下：

挑戰
程度

 易 中 難

作業
說明

將繪本中的交
通工具進行分
類。

選出繪本中的
某一種交通工
具，分析優缺
點。

選出繪本中的
某一種交通工
具，寫出可能
會遇到的問題
和解決方法。

三、資源

　　老師給予學生的資源可以有不同程度，因為

資源的不同可以提供學生不同的分層作業。看海

報是比較容易的，因為只要看和直接抄寫即可。

聽歌曲對學生是難度高一點的挑戰，因為學生必

須聽懂歌曲的內容。最後一項作業是閱讀繪本，

因為學生必須讀懂整個故事，才能寫出或畫出所

有交通工具。分層作業說明如下：

挑戰
程度

 易 中 難

作業
說明

看著海報，列
出或畫出交通
工具。

聽 完 一 首 歌
曲，列出或畫
出交通工具。

閱讀繪本，列
出或畫出交通
工具。

　　參考歌曲連結如下：

1. Modes of Transport for Children 

https://www.youtube.com watch?v=BFGtse525UE 點我觀看

2. Vehicle and Transport Songs Collection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eCa_LJzbQs 點我觀看

3. Transport Vehicles Song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QOe9-mOZc 點我觀看

四、結果

　　班上學生的英文能力程度不同，下面的分層

作業，可以依照所希望達到的結果，分成低、中

和高程度。分層作業說明如下：

挑戰
程度

 低 中 高

作業
說明

首先學生從書

中 找 出 一 個

單字，選出單

字的詞性是名

詞、動詞、形

容詞或副詞。

然 後 學 生 在

meaning下方，
用自己的話描

述這個單字的

意思，然後代

入原本的句子

再讀一次，看

看是否正確。

最後在右邊寫

出或畫出這個

單字和自己過

去的相關經驗，

如圖一。

首先學生從書

中找出一個單

字，寫出單字

的詞性。然後

學 生 在 your 
definition下方，
用自己的話描

述這個單字的

意思。然後想

想這個字的意

思可能和哪個

字相同，寫在 
like 下方，並在
because 下 方

解釋原因，如

圖二。

首先學生從書

中 找 出 一 個

單字，寫出單

字的詞性。在

related words
下方寫出三個

相關的單字。

然後想想這個

字的意思可能

和哪個字相同，

寫在 like下方，
並 在 because
下方解釋原因。

最後推斷這個

字的意思是甚

麼，寫在 Your 
definition下方，
如圖三。

https://goo.gl/uepNMB
https://goo.gl/ySXmyB
https://goo.gl/uepNMB
https://goo.gl/VWJyKJ
https://goo.gl/VWJyKJ
https://goo.gl/VWJyKJ
https://goo.gl/VWJyKJ
https://goo.gl/e3GZs9
https://goo.gl/e3GZs9
https://goo.gl/e3GZs9
https://goo.gl/e3GZs9
https://goo.gl/R8BEvu
https://goo.gl/R8BEvu
https://goo.gl/R8BEvu
https://goo.gl/R8BEvu


10

五、作品

　　分層作業中作品的呈現方式，可以根據學

生的多元智能、學習策略和風格有所不同，

下面的分層作業是針對「肢體動覺知能型」、

「音樂智能型」和「語文智能型」的學生而設

計。分層作業說明如下：

挑戰
程度

肢體動覺知能型 音樂智能型 語文智能型

作業
說明

用 charade（比
手畫腳）方式
比出繪本中的
交通工具，讓
同學猜。

選 擇 一 首 歌
曲，把繪本中
的交通工具套
入 歌 曲 中 演
唱，或選一首
和 交 通 工 具
相關的歌曲演
唱。

製作單字卡介
紹繪本當中的
不 同 交 通 工
具，或是以新
聞報導的方式
介紹不同國家
小朋友上學的
方式。

　　在課堂將分層作業融入英文課堂中，教師

更要注意的是過程中針對不同的學生給予不同

的協助，才能真正達到差異化教學。

Ⅹ Professor's Corner大師開講

【參考文獻】

◆    Blaz, D. (2006) Differentiated instruction: A guide for 

foreign language teachers. New York, NY: Taylor &

    Francis.
◆    Heacox, D. (2002). Differentiating instruction in the 

regular classroom: How to reach and teach all learners, 

grades 3-12. Minneapolis, MN: Free Spirit Publication. 
◆    Tomlinson, C. (1999). Differentiated classroom. 

Alexandria, VA: Association for Supervision and

    Curriculum Development. 
◆    Witherell, N. L., & McMackin, M. C. (2007). Teaching 

vocabulary through differentiated instruction with 

leveled graphic organizers. New York, NY: Scholastic.

■ 圖一：單字學習單
  （改編自Witherell & McMackin，2007，頁37）

■ 圖二：單字學習單
  （改編自Witherell & McMackin，2007，頁38）

■ 圖三：單字學習單
  （改編自Witherell & McMackin，2007，頁39）



立即
報名

https://goo.gl/k5gbPB
https://goo.gl/k5gbPB
https://goo.gl/k5gbPB
https://goo.gl/k5gbP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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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案設計達人

Creative Lesson Plans 
Where Are You From
－從台灣到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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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得高二時和西雅圖的筆友通信，是第一次

有機會用英語介紹自己，字典東翻西查，發現介

紹自己並不容易。後來念語言學校時，就有更多

機會需要介紹自己的國家和文化，在當時網路資

訊並不發達的年代，其實並不知道該如何把台灣的

美好，透過簡單的句子告訴老師和同學。有鑑於

此，在英語課堂中，我很重視本國文化這一塊，節

慶教學時會把傳說故事用英語說給學生聽，也讓

學生介紹或動手製作家鄉美食，因為我知道學生

們以後都有機會用英語介紹自己的家鄉 Taiwan。

設計理念

 　　語言學習不需捨近求遠，從學生熟悉的生活

內容開始，練習用英語介紹。讓學生想像，如果

有一個外國好朋友到台灣旅遊，他想要透過景點

來認識 Taiwan，你會帶他去哪裡？如果你的外國

朋友想品嘗台灣美食，你會帶他吃些什麼？又要

怎麼介紹這些食物呢？透過情境，讓學生的學習

任務 meaningful，過程也會相對有趣許多。

當然，學生一定會有機會走出台灣看一看，因此

搭配教材的文化單元，教師可以透過豐富的網路

資源，讓學生對不同的國家有初步的認識。

教學素材

　　這個主題教案的設計概念是從「我」向外延

伸，由介紹自己認識的學校和社區開始，接著學

習和台灣有關的事物與英文說法，最後將觸角拓

展到世界各地。可以作為教材中文化單元的延伸

活動，也可以獨立進行，作為文化學習課程。

學生程度分析

　　此教案裡的教學活動，可以依照學生程度調

整，因此適合不同程度的學生學習。由於學習內

容貼近自身環境和所居住的國家，因此學習起來

不會太困難。而國際課程的部分，也可以利用學

生對世界的好奇心切入，加上未來有運用到的機

會，因此學習起來也會很有興趣。

教學活動

★ Know About My Neighborhood

1 My Favorite Spot at School 

　　校園的景物在每個學生的腦海中都會留下深

刻的印象，透過學生視角，讓學生介紹校園中有

趣的景點，或私下常造訪的秘密基地，是一個能

夠獲得共鳴和學習校園字彙的活動。

教學時間：80 分鐘

教學準備：圖畫紙、著色用具

教學目標：能畫出校園中喜愛的景點，並介紹出來。

教學活動：

1. 請學生在校園中寫生，在圖畫紙上畫出想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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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大家的景物。

2. 讓學生用 school map 去查找所畫景物的單字，

並寫在圖畫紙上。

3. 回到教室，

小組先一同

進行口語練

習 介 紹 內

容 ， 再 輪

流上台介紹。為了增加說者和聽者的互動，引

導學生用 riddle 的方式呈現，先不要 show 出

圖畫，讓其他同學猜猜是哪個 spot，例如 It's 

full of water. It makes you cool. I can stretch 

my body and exercise in this place. Do you 

know what this place is? Yes, it's the school 

swimming pool. 或者 In this place we look, 

listen, and click. We use a keyboard to send 

massages. It's all about technology. Do you 

know what it is? 

4. 教師將學生分享的字彙寫在白板上，全班一起

練習。

2 My Neighborhood

教學時間：為期一週

教學準備：紙張、實際探查、Google map 

教學目標：能畫出學校周邊地圖。

               能說出所標示地點的相關位置。

教學活動：

1. 教師先將學校及周邊道路簡圖畫在白板上，再

打開 Google map，引導學生查詢路名並標示

出來。

2. 說 明 活 動

內容。請學

生放學後實

際探查，將

沿 路 看 到

的 商 店 、

公園、學校、郵局、捷運站等標示在地

圖上，也可以運用  Google map 來輔助。

3. 請學生把 map 帶來學校，和同學一同分享，

並且練習說出各點的位置 (The post office is 

across from the MRT station. The bakery is 

next to the convenient store.)。

★ Know About Taiwan 
　   對於我們成長的台灣，學生不至於太陌生，

但要用英語介紹熟悉的事物，就需要練習的機會

了。先玩遊戲讓學生猜測和學習字彙，接著透過

查找資料、報告、實作將台灣介紹給大家。

1 Taiwan Jeopardy 

教學時間：40 分鐘

教學準備：Game ppt

教學目標：能參與活動並學習台灣相關字彙。

教學活動：

1. 以分組競

賽的方式

進 行 遊

戲，小組

輪流選題

作答。

2.  Jeopardy  分成  About  Ta iwan,  Ta iwan 

Attraction, Taiwan Food 三個 category，透過

遊戲，學生可以學習和台灣相關知識、著名景

點、美食的英文字彙和句子。活動過程中學生

展現不但有高度的學習動機，也很刺激。

    

★ I'm From Taiwan 
　　我認為能把自己的家鄉用英語介紹出來，是

學習語言很重要的目的之一，相信老師們都規劃

過許多和 Introduce Taiwan 結合的英語學習活

動，以下再介紹二個活動給大家參考。

1 The Cat from Taiwan

教學時間：80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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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準備：繪本、紙張

教學目標：能畫出並介紹 the Cat from Taiwan

教學活動：

1. 朗讀繪本 My Cat Likes to Hide in Boxes  瞭解更多，

重覆的韻文，搭配富有各國特色的貓咪們穿插

其間，是很洗腦又能認識不同國家特色的繪

本。

2. 教師向學生發問，有一隻 Cat from Taiwan 出

現在面前，你們覺得牠會長什麼樣子？有哪些

特色可以代表台灣呢？接著請學生設計一隻代

表台灣的貓。

3. 教師將全班的 cats 張貼出來，請學生說說設計

的概念。

2 Making Taiwanese Food

教學時間：120 分鐘

教學準備：食譜、食材、烹飪器具

教學目標：能查找並介紹食譜

                  能共同製作一道台灣美食 

教學活動：

1. 小組討論喜歡的台

灣美食，上網查

找食譜，製作成 

recipe 簡報。程度

好的學生，鼓勵他們盡量用英語來寫 recipe，

教師可以事先找些簡易版的食譜讓學生參考，

讓學生寫出 ingredients 和 procedure / steps。

2. 小組練習，輪流上台介紹食譜。

3. 在課堂上動手製作美食，一同分享品嘗。學生們

非常喜歡動手做食物，記得有一組全部是男生，

當他們製作出生平第一道料理（即便只是蛋餅）

時，四個人感動到捨不得吃，真是太可愛了！

★ Know About the World
　　每次遇到教材的文化單元時，我喜歡搭配繪

本來教學，看看其他國家的孩子怎麼打招呼、如

何上學、做哪些活動或慶祝哪些節日等等。當

然，如果時間允許，我會設計活動讓學生主動探

索，透過分享認識不同國家的特色。

1 Read the Map

　我常常很驚訝學生腦海中沒有世界七大洲分布

的輪廓，也少有讀 world map 的機會，因此雖然

這是一個很簡單的教學活動，還是非常值得進行。

教學時間：40 分鐘

教學準備：網路影片、世界地圖或 Google map

教學目標：能學習閱讀世界地圖

教學活動：

1. 反覆觀賞 Seven Continents of the World 影片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rr53arh-

-E)  點我觀看  ，讓學生熟悉各大洲的分布和唸法。

2. 教師說出一個國家的名稱，如 Sweden，請學

生合作看地圖找出這個國家，找到之後，教師

請一位學生將該國的國旗標示在地圖上。若班

級程度較好，教師可以提問 What continent 

is Sweden in?，學生可以回答 Sweden is in 

Europe.

2 World Search

教學時間：120 分鐘

教學準備：網站資源、WebQuest ppt

教學目標：能查找並介紹指定的國家

教學活動：

1. WebQuest 是指網路主題探索學習活動，教師

先運用簡報說明活動內容，包含查找主題、學

生簡報呈現方式、完成時間或可使用的相關網

站等。

2. 學生或小組針對指定國家的主題如 fun facts, 

landmarks, weather, food, clothes 等，進行資

料蒐尋和彙整。

3. 小組進行口語練習，透過 rehearsal 將自己負責

的內容流暢地表達出來。

4. 班級分享時間，透過各國主題嘉年華，認識不

同的國家。

Ⅹ Creative Lesson Plans 教案設計達人

https://goo.gl/ghtXiW
https://goo.gl/ghtXiW
https://goo.gl/ghtXiW
https://goo.gl/tmtbym
https://goo.gl/tmtbym
https://goo.gl/tmtbym
https://goo.gl/tmtbym


歡慶
聖誕GO!

https://goo.gl/aj5vkW
https://goo.gl/aj5vkW
https://goo.gl/aj5vkW
https://goo.gl/aj5vk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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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得來速

Teaching Resources

 　  越來越多的研究與報告指出，這一代的孩子

是所謂的數位原生代 (digital natives)，對數位閱

讀的形式有較高的接受度與興趣，線上電子書 

(eBook) 是符合這個世代閱讀需求與閱讀習慣的

平台。以閱讀的角度而言，電子書的特性是結合

音訊、視訊，以多媒體的方式呈現，使閱讀有更

多的感官體驗，具有互動性與多元性 ，能帶給讀

者不同於書本紙張平面的閱讀經驗。從學習的認

知方面來看，電子書的朗讀功能相當適合學習外

語的學生，能提供學生在學習語言過程中所需要

的協助。就情意方面而言，電子書的形式與多元

性，能引發學生的閱讀興趣並增添閱讀的樂趣。    

　　目前有相當多提供英語電子書的閱讀平台，

其中以程度分級的電子書最適合學習英語的學生

閱讀。筆者此次要介紹的是由 Era Publications 所

提供的線上圖書館《Readalong》。這個網站平

台上有A-Z的發音讀本 (WINGS Phonics)，以及 

1-26級的分級讀本 (WINGS Guided Readers) 共

約 150 本，除此之外，網站上還有 Singalong 的

歌曲，學生可以跟唱，或是以卡拉 OK 的形式讓

學生自行唱出歌曲。每首歌都有輕快的旋律、朗

朗上口的歌詞，相當適合初學者或是低年段的學

生。網站上還提供學生可練習的遊戲與學習單，

同時也有與讀本相關的教學資源供教師參考與使

用。在學習資源當中，有各種主題的圖畫字典 

英語線上圖書館

(Picture Dictionary) 可供教師教學或是學生學習應

用。《Readalong》提供讀者一個直覺、好用且

易於上手的閱讀頁面，尤其適合英語學習的初學

者，教師可以自行控制書本的頁面，讓旁白一頁

一頁的朗讀給學生聽 ，也可以選擇完全讓學生自

行唸讀，不會有旁白敘讀的聲音。此外，還有自

動播放模式，電子書會自行朗讀並自行翻頁，不

需要教師或學生操控。

      筆者在此要特別介紹 WINGS Phonics 自然

發音系列讀本  點我試讀，這系列的電子書相當適合

初學的英語學習者。讀本內的字體適中，能讓初

學者辨識正確的大小寫字母，讀本的內容具有故

事性，搭配全彩且精美的插圖，能讓初學者更容

易理解文本的意義。有意義的文本可以增進初學

者的語料輸入，重複性的句型能減輕初學者的負

擔，反覆朗讀之後更容易記憶。例如字母 C 的讀

本 Clever Cat 的內容是：　

文／賴美如

       曾任知名兒童美語補習班師訓講師

       現任台北市國小資深英語教師

       美國 Lawrence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教育科技碩士

https://goo.gl/Chx4c4
https://goo.gl/Chx4c4
https://goo.gl/Chx4c4
https://goo.gl/tmtbym
https://goo.gl/Chx4c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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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ever cat comes to school.
Clever cat can count coins.
Clever cat can cut out circles.
Clever Cat can color in.
Clever Cat can cook cupcakes.
Clever Cat can clean up.

Clever Cat can climb up to get a cuddle.

     讀本內容相當少，但是字句之間可以讓學生

不斷聽到字母 c 的發音，認讀大、小寫字母 c，

同時也能學習到文本中出現頻率較高的常見字 

(high-frequency words)。其中的詞組或片語，藉

由插圖的視覺提示，學生便能理解其意義，即使

是初學者，也能了解到 clean up 或是 cut out 等

片語的意思。教師在進行 letter sounds 的教學

時，可以應用此系列讀本，將讀本投影在在螢幕

或電子白板上，由老師進行導讀之後，全班一起

共讀，讀本可以一頁一頁讀，也可以一次從頭讀

到尾，教師可以依學生的學習情況開啟聲音朗讀

或是讓學生自行朗讀。閱讀之後，讀本中出現的

單字 (words) 可以獨立出現或是搭配圖案 (picture 

+ word groups) 一起出現，除了方便教師聚焦在

讀本的內容，對初學者而言，字與視覺上的圖案

連結，更可以增進意義上的理解。讀本出現的語

音組合 (sound groups) 也方便教師針對發音的部

份，讓學生認讀與精熟。最適合低年段初學者的

功能，是讀本最後的 practice board 練習版，可

以讓初學者上台書寫或畫畫，教師可以藉此工具

設計相關學習活動，以增進學生的互動，或是做

為檢視學生學習成效的工具。

     WINGS Guided Readers 分級讀本，每一本皆

由專業的英語母語者敘讀，非常適合教師在英語

課堂上教學運用或是學生在家自學。從「適性學

習」的教育理念出發，教師可根據學校的課程主

題，或是搭

配節慶文化

相關教學活

動來篩選所

需的讀本。

而閱讀教學

的方式可分

為全班性的閱讀，或是以小組為單位的差異化閱

讀教學。教師可以針對學生分別提供指導，同時

讓學生依照自己的閱讀能力及閱讀速度，建立個

別化的分級閱讀書單與獨立閱讀的習慣。除此之

外，教師也可以指定回家的閱讀作業，指派給學

生符合學生能力的讀本，讓學生在家也能藉由閱

讀來增加字彙量並提升閱讀能力。

　  《Readalong》線上圖書館除了讀本之外，

還提供學生多元豐富的學習資源，包含各種主題

的學習性互動遊戲（字母、顏色、數字、形狀

等），讓學生能一邊遊戲一邊學習。每本讀本都

有教學指引（教師手冊），也有相對應的學習單

可供教師在課堂上使用，或是讓學生回家練習。

以主題分類的 Picture Dictionary，除了方便教師

根據主題進行字彙教學或複習之外，同時可以整

合成互動的教學活動，同時提升學生的聽、說、

讀、寫的能力。　　　　

　　《Readalong》線上圖書館結合有趣的文本與

插圖，不僅吸引學生閱讀，也讓教師有更多的選

擇，善加運用可以提升學生的英語閱讀能力。教

師可以利用分級讀本，依照學生的程度與能力進

行差異化的教學設計，並提供他們進行個別化且

適性的學習管道。針對初學者或是低年段學生，

是相當適合的課後補充及延伸教材，兼具豐富性

與互動性，非常推薦給教學現場的教師們。



點我搶購

https://goo.gl/pJFrCS
https://goo.gl/pJFrCS
https://goo.gl/pJFrCS


點我
報名

https://goo.gl/asbvyM
https://goo.gl/asbvyM
https://goo.gl/asbvyM
https://goo.gl/asbvy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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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宮格也可以這樣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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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玩教學遊戲

Fun Classroom Ideas

我們應該從幼兒園開始，就開始會玩「OOXX」的遊戲了，這種九宮格連線遊戲，規則很

簡單，格數多一點，就變成 Bingo，老少咸宜。傳統遊戲不一定就是過時，端看您怎麼

玩。Moji 在抓掉了 101 根頭髮之後，想出了以下幾種玩法，也將我遊戲產生的靈感思維

跟大家分享。

“ “

對話篇

　　各個學習主題都有單字句型與對話，透過九

宮格連線機制，可以提供學生更多口語練習的機

會，讓學生從玩中學。

★ 靈感：許多老師在開學第一週會讓學生填寫

「九宮格個人檔案」，我將它稍微改編一下，

讓學生去尋找九宮格檔案的主人。

★ 改編：

1. 將九宮格內容設計好，如圖。學生將周圍八格

填好，中央格留白不填寫。

2. 全班圍成圓

圈，將上述

紙張摺成紙

飛 機 後 射

出，因為要

充分洗牌，

所以學生要

撿起眼前的紙飛機後再投出，反覆來回三次。

最後拾起的紙飛機為待解答的題目。學生在此

張九宮格中央寫上自己名字。

3. 學生拿著手中的九宮格檔案，四處詢問同學，

如：“Is your favorite color white?＂“Are 

there 5 people in your family?＂若該格為正

確，繼續詢問下一格，直至找到檔案主人。檔

案主人最終在自己檔案中央寫上自己名字，任

務即結束。

★ 變化：可以接續玩「I have, who has?」的接龍

遊戲，只是將句型改為「I'm _____. He / She's 

_____.＂學生依據單字中央格的名字進行接龍。

★ 靈感：同樣延伸上述「九宮格個人檔案」活

動，加入「每一格」的尋人活動，收集簽名

來達成連線。

★ 改編：

1. 設計九宮

格檔案，

同右圖所

示。

2. 學生先填

完自己的

答案後，

尋找夥伴1

姓名連連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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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處詢問

同學，找

尋與自己

答案相同

的夥伴。

若詢問的

同學與自

己答案相同，則在此格簽名，只要同一簽名者

在自己學習單上連成一條線者勝。

★ 變化：連線後，兩人可以一起自我介紹：＂We're 

Doris and James. We both go to school by 

scooter...＂，當作口語練習。也可用配對結果

來安排座位。

★ 靈感：有一天，看到老公開啟手機的時候，

在類似九宮格的畫面上滑出「密碼路線」，

就讓我聯想到，或許可以讓學生互相猜彼此

的密碼路線！而結合「故事骰」也許可以玩

出不同火花！「Rory's Story Cubes（中

譯：故事骰）」是一種有趣的桌遊，一套有

3 或  9 個骰子，骰子各面是不同的圖案，

玩家必須自編故事來串連這些圖案。

★ 改編：

1. 此遊戲可以結合

總複習，將前一

冊的字彙挑出九

個以圖案呈現，

放入九宮格中。

2. 學生以小組進

行遊戲。各組討論如何將這些圖片串成故事

（不用 9 張全都使用，但至少要用到 6 張），

並將圖片在故事中出現的順序連線畫出來，即

為自己組內的「故事密碼」，不可讓其他組看

到。小組要在單字右方空白處寫下「使用了__

張圖片」以當提示。

3. 各組交換學習單，根據給予的提示編出新的故

事，目的是猜中對方的故事密碼，教師可以分

項給分，如：猜對圖案 1 分，猜對順序 2 分。

分數最高的組別獲勝。

★  叮嚀：這項活動屬於統整性且創意度高的活

動，可以在高年級使用，一開始老師可以先示

範一些句型供使用，並帶領全班學生從 3 張圖

片開始編故事，再放手讓學生嘗試。

★ 變化：對於中年級孩子可以從聽力練習開始：

老師唸故事，學生兩人一組連線畫出老師所說

的順序。最後再讓學生自己重述故事 (retell the 

story)。

　　Phonics 就像中文的注音符號，學會之後，

就能夠“Read to Learn＂。但是在一開始的 

“Learn to Read＂階段，除了繪本、歌曲的語料

輸入，我們也能設計一些教學遊戲，讓學生能大

量練習，又不失樂趣。

★ 靈感：桌遊《Slide Chip》（中譯：激鬥滑

幣機）。如同傳統的 tic-tac-toe 遊戲，但不

同的是玩家使用「溜滑梯」將棋子滑出去，

滑到哪格端看技巧和機率，棋子也可能被下

一位玩家蓋住，臺面上同色棋連線者勝。遊戲

影片：https://youtu.be/lxF2kkQJ1mU  點我觀看  

（→Moj i  與自家孩子的遊戲影片，媽媽本

人表示：假日好想休息）

★ 改編：

1. 由於要加入「機率」的成分，因此我設計此三

色的遊戲板，再加上顏色骰，如下頁圖所示。

2. 玩家輪流擲骰子，可以自己決定將棋子放在某

一個相對應的顏色格中。玩家要正確拼讀出單

字，始可放置棋子。

發音骰幣桌遊1

說故事高手3
Phonics篇

https://youtu.be/lxF2kkQJ1mU
https://youtu.be/lxF2kkQJ1mU
https://goo.gl/Chx4c4
https://youtu.be/lxF2kkQJ1mU


22

Ⅹ Fun Classroom Ideas翻轉教學遊戲

3. 該格若已經有棋子佔領，玩家也可以將自己的

棋子蓋在上面。每一格中最多疊五個棋子為

限。規則同《Slide Chip》。

4. 最先連線成功者為勝。

★ 變化：也可

以 改 編 成

三 種 顏 色

的 5×5 格

板。如圖所

示：

★ 靈感：來自網路影片。學生分成兩組，各拿

衣服當棋子（每組三件），各組輪流派一

位同學出賽，以速度來爭取選擇格子的機

會，直至三件衣服放置完畢，第四位同學起

就「移動」已放置的衣服，最先連成一線

的隊伍勝。網路影片：ht tps: / /youtu.be/

IRDp5HcZyVA  點我觀看

★ 改編：

1. 同原版遊戲，各玩家只有三個棋子，當棋子使

用完畢，便開始移動棋子。

2. 猜拳決定

誰先放棋

子！猜拳

贏的人就

可以優先

放棋子，

因此每輪放棋之前都要先猜拳。放棋之前要

先正確說出格子中的單字，說錯則機會讓給

對方。

3. 最先將自己的棋子連成一條線者勝。

★ 變化：當兩人出的拳相同時，最快說出某格中

的單字者，可以佔領該格（放入自己的棋子或

是將該格中已有的棋子移出）。

★ 靈感：當然是從正港的夜市賓果來的。從一

堆麻將牌中摸出指定的張數，開牌後放進相

對應的格子中。最後看是否有連線成功。

★ 改編：

1. 以發音活動為例，先製作一個單字遊戲板，另

外再製作單字圖卡卡牌（請善用課本所附的發

音小卡），圖卡卡牌同一單字需有兩張，角落

分別標上不同顏色。

2. 兩人一組。若遊戲板是 16 格，兩人分別隨機

抽取圖卡卡牌 12 張（不可看牌）。

3. 限時三分鐘，將自己手中的牌放置在相對應的

單字格中，並唸出來。由於每個單字各有兩

張，兩人可能拿到相同的圖卡，擺放的時候，

或許格子中已經有對方放置的圖卡，仍可以繼

續疊上去。

4. 限時結束或卡牌全部放置完畢時，顏色相同的

卡牌連成一線的玩家勝。

　　老調可以重彈，沒想到傳統的「OOXX 遊

戲」這麼好用！其實動動巧思，這些活動可以轉

化成更多「閱讀理解」、「單字」、「句型」的

遊戲。另外，善用猜拳、骰子還能增加遊戲的

「運氣」成分，讓學生更投入其中喔！

Did you moji today?

另類三子棋2

夜市賓果3

https://youtu.be/IRDp5HcZyVA
https://youtu.be/IRDp5HcZyVA
https://youtu.be/IRDp5HcZyVA 
https://youtu.be/IRDp5HcZyVA
https://youtu.be/IRDp5HcZyVA


寫作
拿大獎

https://goo.gl/Q32udN
https://goo.gl/Q32udN
https://goo.gl/Q32udN
https://goo.gl/Q32ud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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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終於讓學生複習完考試內容，也順利地帶

學生去考場考完了英文檢定，當您正在想應該

沒有什麼好擔心的時候，您確定真的已經完成

任務了嗎？其實還有很多「善後工作」要處

理。就讓我們一齊來探討看看吧！

考完試的隔天

　　我的學生都很可愛，每次考完檢定的隔

天，都會問：成績出來了嗎？我考得好嗎？可

以看一下考卷嗎？他們常常以為隔天就可以拿

到考卷，因此老師必須向學生和家長說明成績

何時會揭曉。孩子們雖然有點心急，但其實代

表他們真的很在意自己的成績。

    通常在考完試的隔天，我都會詢問學生考

試的困難度。如果他們說跟平常練習一樣，那

麼他們最後的成績大概會跟平常模擬考的成績

差距不大。當然最美好的狀況就是他們都說考

試很簡單，每一道題目都會回答，那您就可以

真的鬆一口氣了。有好當然有壞，萬一他們都

說不太會寫或者聽不懂的時候，就要全班一起

檢討一下，哪些地方他們是不懂的。但是老師

在詢問的時候，還是需要一些技巧。為什麼

呢？因為學生們都得了一種症狀，叫做「失憶

症」。如果直接問他們考試有什麼地方不懂

的時候，他們只會說「不記得」、「想不起

來」。最好的方法就是把先前的模擬試題拿出

來，利用試卷的每一個大題來喚醒學生的記

憶，了解他們不會的地方。學生們最常見的問

題，都是不會拼寫單字或者單字看不懂。利用

這個機會讓他們加深記憶不熟悉的單字，也能

了解學生們比較弱的地方。當然這樣只是先做

了基本工作，最終還是要等到成績出來，才能

知道學生哪一個大題比較需要加強。

成績代表什麼

　　終於最緊張的一天來臨了，帶著忐忑的心

情坐在電腦面前的您，戰戰兢兢的登入網站，

開始查詢學生的成績。我相信各位老師第一時

間，並不是看誰得了滿分，而是要看看哪一位

學生未能達到合格的標準。當然如果有學生得

到滿分，對老師而言簡直是錦上添花。而且當

所有學生全數通過的時候，您的心頭大石終於

可以放下來「一半」。為什麼只有一半呢？雖

然是全數通過，但還要看看有沒有學生考試成

績不如預期（明明平常練習的時候成績都是不

錯的，但考試出來並沒有預期的理想）。後續

必須對班主任及家長解釋成績不理想的原因，

可能會讓老師們招架不住。現在就來看看要怎

麼樣處理及溝通，才能順利圓滿的解決。

(1) 為何分數不如預期？

　　其實這種事情很容易發生在第一次考試的學

生。因為平常練習的時候，學生在自己熟悉的環

境裡，而且老師也會耳提面命的告訴他們答題時

考英檢之後要知道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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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檢放輕鬆

Guide to English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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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注意些什麼。但是一到達考場的時候，看到不

熟悉的人、事、物，所有緊張的心情一湧而上，

結果老師曾經提醒過的重點，完全被拋在腦後。

欠缺大型考試經驗的學生們，可能因為緊張，而

變得腦袋空空，連簡單的題目也會出錯。有這種

情況的學生，其實在下一次考試的時候他們會變

得更加沉著、淡定，也不會再因為未知的各種情

況而感到緊張。

    假如不是第一次考試的學生，卻沒有獲得預

期的成績，首先要確認是只有一位學生考不好，

還是這個級數學生的分數都不如預期。如果是一

整個級數的學生成績都普遍較低，老師需要重新

檢視該級數的考試範圍，問問學生是否有什麼地

方不明白或者沒有學過。之前我發生過類似的經

驗，有一大題大部分的學生分數都不高。在我細

問之下，剛好那個大題是要考月份，但是考前並

沒有特別複習，而且還有一些學生並沒有學過。

所以之後我就調整了教學內容，讓他們提早學

習。

    對於學生成績不理想一事，老師本身應該先冷

靜分析，再找出可能的原因。另外，最好是在考

前就勤於和家長聯繫，分享學生在班上的學習情

形。因為平時做模擬練習的時候，老師應該都能

大致掌握學生的程度，在考試前就可以跟家長溝

通，讓家長了解自己孩子的英文程度與考前準備

情況，如此也可避免成績出來的時候，與家長的

預期相差太遠。

(2) 為何考試沒有通過？　　

　　首先，其實這樣的情況是可以避免的。在

報考英檢前，一定要給予學生模擬考試，充份

確定學生能報考的級數。若是考生未能達到預

期的程度，一定要提前跟家長溝通是否繼續報

考，或者建議選擇低一級的程度。我相信幫孩

子選擇報考級數的時候，一定要是在適合他們

的級數，甚至可以選擇低一級的級數，讓他們

有信心能完成考試。當然家長一定會詢問為什

麼不能報考較高的級數，老師的責任就是讓家

長了解孩子的英文程度，並且讓家長能夠信賴

您的判斷，而不是勉強報考高級數，成績未如

理想、夢幻破滅的時候，家長反而會對老師的

教學失去信心。

    另外，平常上課的時候，老師應該要細心觀

察哪些學生的程度無法跟上大家的進度。利用

平常上課或課間的時候，加強較弱的地方，也

可以請家長一齊配合在家裡監督孩子複習，千

萬不能報考的時候才臨時抱佛腳。相信跟家長

有良好的溝通，做任何事都會事半功倍。

     如果以上的準備工作您都已經做到，但還是

遇上學生考試不合格的時候，我建議老師們必

須誠實以對，重新檢視自己對程度落後學生的

補救教學方式，調整教學內容，積極加強學生

較弱的部分，並且思考如何跟家長建立一個更

好的溝通橋樑。

老師如何調整教學

　　我很贊成「成績不代表一切」，一次的考

試失誤並不代表以後的學習都會不好。而且現

在的家長也相對進步，不會太過在意一次考試

的成績。但是老師要記得，當學生看到自己的

考試成績不如別人的時候，心情是難過的、沮

喪的，可能因為這一次的挫折，讓他對學習英

語的熱忱度減低，甚至沒有勇氣再參加其他英

文檢定。

    所以身為老師的您，要更謹慎的去安排您

的教學內容，是否能夠照顧到所有學生的學習

需求，當個別學生開始出現跟不上的情形，更

是不能忽略，應該馬上處理。而且，老師所安

排的教學內容，應該要跟兒童英檢考試內容相

互吻合，只要認真上課，就能具備考試所需的

知識，而不是奢望在考試前短短一兩個月的時

間，填鴨式地把沒有學過的東西都學會，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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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但容易失敗，更失去了學習英文的樂趣。

    平常在教學時，應該要把考試的內容及題

型，透過巧妙的安排，讓學生多接觸，自然能

夠潛移默化。例如單字的拼寫，是許多學生最

有問題的地方，所以老師可以在平常下課前

五分鐘複習五至十個單字，並於下次上課的 

warm-up activity 利用這些單字做一次分組比

賽，他們當然會非常樂意參與。

學生如何提升程度

　　學生自己在家自學的時候，可以利用下列

網站練習單字及文法，我相信在遊戲中學習，

可以讓學生印象更深刻。

(1) http://www.vocabulary.co.il/  瞭解更多

　　這個網

站裡面的遊

戲種類非常

多，適用小

學到高中程

度，英文為

母語或第二語言的學生都可使用。

(2) http://learnenglishkids.britishcouncil.org/en

　　這個來

自  B r i t i s h 

Council 的網

站，有非常

豐富的英文

學習資源，

介面還可選用中文。特別的是它鼓勵小組或兄弟

姐妹合作玩遊戲，有互相學習的效果。

(3) http://www.eslgamesworld.com/  瞭解更多

　　這個網站的遊戲十分實用，且具有適合各種

程度的遊戲內容，可以在課堂上練習或者比賽。

另外也有可以印出來的遊戲版，可練習拼字、文

法與加強字彙。

　　學習的道路是非常漫長的，過程中總會偶有

挫折。除了孩子自己本身的學習態度非常重要之

外，老師的教學及家長的支持與配合當然是不可

或缺的。三方面一起合作才能得到三贏的局面。

而且英文檢定只是一個「檢視學習成果」的過

程，幫助孩子及老師了解到底學到了多少，才是

最重要的目的。尤其針對年紀還小的學生，更不

能用分數作為衡量學習的標準，而是需要學習過

程的協助與鼓勵，才能為將來的學習打下更飽滿

的基礎。

 瞭解更多

https://goo.gl/xtKmdR
https://goo.gl/xtKmdR
https://goo.gl/xtKmdR
https://goo.gl/xtKmdR
https://goo.gl/ftDiw3
https://goo.gl/pAGJZa
https://goo.gl/pAGJZa
https://goo.gl/pAGJZa
https://goo.gl/pAGJZa
https://goo.gl/ftDiw3
https://goo.gl/ftDiw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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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goo.gl/CpqsLX
https://goo.gl/CpqsLX
https://goo.gl/CpqsL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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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具創意角

Creative Teaching Aids
教學卡牌動起來

文／黃有慈

       兒童美語老師

       Joanne Hwang 教學宅急便 部落格格主

 1  小老師報到

★ 準備：動詞卡一套

★ 人數：4 人

★ 玩法：

1. 由其中一位玩家先當小老師。其餘三位玩家當

學生。

2. 小老師於桌面上先放置六張卡牌。

3. 學生一起問小老師“（小老師的名字）, （小老

師的名字）, what do you do every day?＂。

4. 小老師必須以桌面上的其中一張卡牌內容來回

答，例如：I study every day.。

5. 學生要搶拍“study＂的字卡或圖卡，並大喊

“study＂，若桌面上分別有“study＂的字卡

和圖卡，則兩張都可以搶拍。

6. 學生搶拍到的卡牌，可以留在自己手邊，視為

得分，一張卡牌為一分。拍錯卡牌者，則倒扣

一分。

7. 小老師將桌面上卡牌再補齊六張，並繼續下一

回合的問答，直到桌上卡牌無法補齊六張為止。

8. 學生們計算手牌，手牌最多者為贏家，並成為

下一回合的小老師。

※ 【延伸】偶爾也可以逆向操作，讓手牌最少者成為下

一回合的小老師。

 2  WH- 接力問答

★ 準備：動詞卡一套

★ 人數：4 人

★ 玩法：

1. 介紹所有動詞卡牌，讓玩家熟悉卡牌內容。

2. 將卡牌均分給四位玩家。

3. 指定一位玩家開始出牌。玩家打出的牌，必須

是自己手牌中圖字卡無法配對的卡牌。

動詞是學生學習英語時，最先接觸到的詞類之一，一來因為日常生活中經常用到，二來只要

搭配動作，就能讓學生迅速地理解其意義。這次要介紹的卡牌就是針對「動詞」和「動詞片

語」所設計，兩套卡牌皆可彈性運用於以下六種遊戲玩法。另外可以搭配空白卡牌，和動詞

卡牌一樣擁有彩色邊框，可自行使用奇異筆書寫想練習的內容，讓教學更豐富有趣喔！

“

”



29     2017 師德會訊

任意一張卡牌 (study)，並問 S3：I can study. 

Can you study?。

7. S3 若手上沒有相對應的字卡或圖卡，則回答 

No, I can't.，並問S4：Can you study?。

8. 依此類推，最快出完手中卡牌者為贏家。收回

全部卡牌，重新洗牌，再發牌繼續練習。

 4  動詞 Uno

★ 準備：動詞卡一套

★ 人數：4 人

★ 玩法：

1. 介紹所有動詞卡牌，讓玩家熟悉卡牌內容。

2. 發給每位玩家 5 張卡牌，另外將一張卡牌置於

桌面，正面朝上當成引牌。其餘牌堆以正面朝

下置於桌面。

3. 指定由一位玩家 S1 開始出牌，其餘玩家依照

順時針，輪流出牌。

4. 假設引牌為 run（字卡），注意觀察該張卡牌

的邊框設計：綠底∕五角形，S1 必須打出的牌

有兩種選擇：（1）綠底邊框卡牌、（2）邊框

有五角形的卡牌。而打出的卡牌，則成為新的

引牌。

5. 若手上無卡牌可出，則從牌堆中，抽取一張卡

牌，若該張卡牌可以出牌，則出牌。若該張卡牌

無法出牌，則說“PASS＂，輪到下一位玩家。

6. 打出卡牌同時，必須依照該張卡牌上的圖片

單字，唸出老師所指定的句型，譬如：She is 

drawing.（若打出的為『字卡』，沒有圖片可

判斷主詞性別，則任選  he / she  造句。）

4. S1 打出 cook 這張牌，並說：I can cook. Who 

can cook, too?。

5. 假設 S2 手中有 cook 相對應的圖卡或字卡，

S2 打出該張相對應卡牌，並說：I can cook, 

too.。

6. 接著 S2 就可以選擇打出手中任意一張卡牌，

並繼續發問。（例如：I can sing. Who can 

sing?）。

7. 依此類推，最快出完手中卡牌者為贏家。收回

全部卡牌，重新洗牌，再發牌繼續練習。

※ 【延伸】可依據孩子的能力和學習目標設定活動句型。

※ 【提醒】活動進行時，Joanne 不喜歡有孩子被晾在

一旁，因為這樣的狀況容易導致秩序混亂。所以在

活動設計上，會規定只要有一人手中無牌，活動即

結束，以維持每位孩子都能全心全意進行練習。

 3  YES / NO 接力問答

★ 準備：動詞卡一套

★ 人數：4 人

★ 玩法：

1. 介紹所有動詞卡牌，讓玩家熟悉卡牌內容。

2. 將卡牌均分給四位玩家。

3. 請每位玩家打出手中配對成功的卡牌，並造

句：I am really good at singing.。

4. 剩下最多手牌者為 S1，開始出牌。依照順時針

方向進行 Q & A 活動。

5. S1 打出 cook 這張牌，並問 S2：I can cook. 

Can you cook?。

6. S2 若手上有相對應的字卡或圖卡，則打出該張

卡牌，並回答：Yes, I can.，接著再打出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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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當手上只剩下一張卡牌時，必須告訴大家 

“Uno!＂（譯：西班牙語數字「1」），意思

是告訴大家：「注意囉！我快贏囉！」若被抓

到沒有說 Uno，則必須從牌堆中再拿取一張卡

牌，作為懲罰。最快出完手中所有的卡牌為贏

家！

※ 【延伸】卡牌下方具備有趣的功能指令：Change 

color---可指定下一位玩家出牌的顏色、Reverse---

返轉出牌順序、Skip---下一位玩家暫停出牌一次、

Draw 2---下一位玩家從牌堆中抽兩張牌加到手牌

中，並暫停出牌一次。

 5   比大小

★ 準備：動詞卡一套、骰子一顆

★ 人數：2 人

★ 玩法：

1. 將牌堆均勻洗牌後，正面朝下，置於桌面上。

2. 兩位玩家輪流翻牌，並依照卡牌上的單字，唸

出單字或造句。

3. 每張卡牌的右上角皆有分數，兩人都唸出正確

的單字或句子後，由其中一人擲骰子決定如

何比較分數。數字 1/2/3 代表「比較誰的分數

小」，4/5/6 代表「比較誰的分數大」。

4. 假設 S1 的卡牌分數為 +11，S2 的卡牌分數

為 -3，擲出的骰子為 2（比較誰的分數小），

S2 的卡牌分數比較小，則由 S2 獲得這兩張卡

牌。

5. 將獲勝的卡牌置於一旁，活動結束時結算分數

用。

6. 依此類推，直到牌堆的所有卡牌使用完為止。

結算所獲得的卡牌，卡牌張數多者為贏家。

※ 【延伸】若遇到炸彈，則視為最低分，無需擲骰子，

直接將卡牌送給對方。

※ 【提醒】如果孩子太小，尚未學過正負數概念，可以

規定「忽略正負數，只比較數字就好」。

 6   幸運之神到我家

★ 準備：動詞卡一套、空白骰子一顆

★ 人數：2-4 人

★ 玩法：

1. 事先幫空白骰子加工：在骰子的六面分別寫上

red / blue / yellow / green / mix / your call（由

你決定）。

2. 將所有卡牌均分給每位玩家。

3. 玩家輪流擲骰子，假設  S1  擲出骰子面為 

“red＂，每位玩家皆可以從手牌中打出一張紅

色卡牌，並唸出單字或造句。說出正確的單字

或句子，即可將該張卡牌放置於桌面上。若唸

錯單字或造出錯誤的句子，則必須將該張卡牌

留在手牌中。

4. 玩家輪流擲骰子和出牌，若骰子面出現 

“mix＂，意思是「可以打出雙色的卡牌」，而

骰子面“your call＂意思是「擲骰子的人可以

決定這一回合大家要打出什麼顏色的卡牌」。

5. 若無該指定的卡牌可出，則喊“PASS＂。最快

出完手牌者為贏家。

Ⅹ Creative Teaching Aids教具創意角

 
★ 教學卡牌動起來套組 ★ 

   包含 1 教學撲克牌-動詞

      2 教學撲克牌-動詞片語

      3 教學撲克牌-空白卡

   每組優惠價 384 元（8折）
搶購去

https://goo.gl/tx2L8w
https://goo.gl/tx2L8w
https://goo.gl/tx2L8w
https://goo.gl/tx2L8w
https://goo.gl/tx2L8w
https://goo.gl/tx2L8w
https://goo.gl/tx2L8w
https://goo.gl/tx2L8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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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來
挑禮物!

http://goo.gl/wXrNLZ
http://goo.gl/wXrNLZ
http://goo.gl/wXrNLZ
http://goo.gl/wXrNLZ


立即
報名

https://goo.gl/7SdqEr
https://goo.gl/7SdqEr
https://goo.gl/7SdqEr
https://goo.gl/7SdqEr


http://goo.gl/mWD5cs


前往
口試網頁

http://goo.gl/HBGvXx
http://goo.gl/HBGvXx
http://goo.gl/HBGvXx
http://goo.gl/HBGvX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