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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脫教材，讓孩子想學 p.28

■ 聽力Up提升法：用力聽、用力看  p.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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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小孩擁有的吸收能力與思考模式，真的不同以往。有機會跟他們聊天時，我都會想

起自己在他們這個年紀時，不但對各種資訊反應遲鈍，對人際關係也不敏感，說的直接一點

就是個書呆子。當自己有機會成為老師之後，每當聽到從學生口中說出的「非典型」答案，

剛開始確實會讓我覺得有點訝異，但之後更多的是自省：自己是不是還在用我那個年代的方

式教學生？

由於以前的學習素材和評量方式比較缺乏變化，所以我們是擅長於是非題、選擇題、填

充題的一代。然而我們都知道，現實生活中很多事並沒有標準答案，只要看的角度不一樣，

解讀就會不一樣；做的方式不一樣，結果就會不一樣。所以現在越來越多老師，比起直接告

訴學生答案，更喜歡讓他們分組合作學習，老師則是擔任引導者與提問者，給予他們基本的

知識與關鍵的提問，接著就讓他們自己去發現、討論、實驗。也許有時候會遇到困難，也許

會得到與預期答案不同的結論，老師只要能夠幫助學生思考解決問題的方法，相信對於自己

努力而獲得的答案，學生們更能學得深、記得牢。

另外，無論在課堂上或是課外，請適時讓孩子們表達他們真正感興趣的是什麼，老師才

能真正把教學內容跟孩子們的生活結合。現在孩子們的興趣五花八門，可能是電玩、桌遊、

偶像，我們雖然不必樣樣都精通，但至少要能夠「略懂」，才不算太落伍。也許您的學生未

來的夢想，是想當「Youtuber」或「電競選手」，如果老師本身真的不太懂，這更是個難得

的好機會，可以讓學生當一回主角，做個專題報告，跟同學和老師分享自己的興趣。老師們

請務必要用心聆聽，還可以提出問題，讓學生感到老師是真的重視自己的興趣，接納自己的

取向。

本期「活化教學新觀念」專欄，Tina 老師跟我們分享她如何打破課程的框架，勇於當個

「不乖」的老師，讓教學的本質回到學生身上。「大師開講」專欄則是鼓勵我們從各種多媒

體教學資源著手，讓學生發揮創意自行創作。我們在給予學生舞台的同時，也要記得感謝學

生的參與，欣賞學生的創意，並且成為支持學生的力量。

《 Hello! E.T.》總編輯  孟慶蓉  

 pd@cet-taiwan.com

跳脫「標準答案」的教學

Editor's Notes
編輯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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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有 9,932 人喜歡，快來按個讚吧！

請先點選 LINE的「加入好友」
ID搜尋 @cetline將官方帳號設為好友

師德重要活動訊息

June
 ★ 6/3（日）

      ．史嘉琳發音精修班（台北 2 班）

      ．第 21 屆 KITE 全國幼兒英語分級檢定 / 檢定日

 ★  6/6（三）

      ．TKT4/22 場次 / 寄發證書

 ★  6/8（五）

      ．第 47 屆 STYLE/JET 全國兒童暨青少年英語分級檢定 / 證書寄發

 ★ 6/10（日）

     ．全民中檢初等區域考（台北、台中）

 ★  6/15（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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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6/26（二）

      ．第 21 屆 KITE 全國幼兒英語分級檢定 / 證書寄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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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fessor's Corner大師開講

文／ 劉宇挺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英語學系 副教授

         哥倫比亞大學教育學院英語教學博士

善用多媒體影音資源提升聽力

support)，是否真的能夠提升他們在日常生活中，

對於沒有字幕的對話的聆聽能力？到底字幕的理

解輔助，是不是等於聽力增益的輔助，值得深思。

隨著科技網路資料取得的便利，語言學習材

料不再受限於實體紙本教材與附贈的影音光碟。

網路上隨手可取得的影音資料（如：YouTube、

TED、VoiceTube 等），皆已成為許多在 EFL（英

語為外語）情境下的常用學習資料庫。這些網路

影片資料庫的共通點就是：皆提供了英語學習者

各式各樣的題材，並允許依照自己的喜好，選擇

感興趣的主題影片。更重要的是，資料庫的影片

還能夠讓學習者選擇是否開啟字幕模式。有了字

幕，就可以一邊觀賞影片，一邊聆聽快速語速的

內容，也更方便理解與學習。在這些影片資料庫

中，常見的字幕模式通常有：(1) 全字幕模式 (full 

caption)，這是最常看到的字幕模式，一般電視節

目或電影的字幕，就是以此方式呈現，將每一幕

的字幕一次全部呈現在螢幕上；(2) 同步字幕模式 

(real-time caption)，和全字幕模式不一樣的是，

同步字幕模式是隨著語音檔的播放，逐字呈現正

在說出的字（有點像同步翻譯的概念），或是在

螢幕上以區塊方式逐步框出正在說出的字。不論

是上述哪一種字幕模式，其目的都是協助語言學

習者更容易聽懂影片內容，減輕他們耳朵的負擔。

但是值得語言教師及語言學習者深思的問題是：

這個協助他們理解影片內容的字幕輔助 (ca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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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知層次的思考）。

影片互動教學

因此，我們給予老師的第一個建議就是：在

使用影片教學或練習時，教師不是只有播放影片，

讓學生「自行」觀賞而已。如果只是這樣，學生

從這個影片題材所能裨益與得到的東西就會非常

有限。老師應該在播放的過程中，以類似繪本的

教學互動方式，經常性地暫停影片內容，與學生

互動，帶領學生同步思考認知與語言層面的問題

或是議題。這樣的教學操作，才能讓影片在提升

聽力的輔助效益上達到最大化。透過以上的帶領，

就算沒有開啟字幕或是觀看無字幕的影片內容時，

學生也能透過與教師的互動，更加精進他們的聽

力，也更了解影片的內容。

若是學生在家自行使用網路影音資料庫的

影片（在沒有教師帶領的情況下），不妨鼓勵學

生在觀看或聆聽的過程中，將關鍵字寫下來（非

逐字稿或聽寫），並以簡單線圖（如下圖）快速

地記錄他們的理解（畫線形圖的目的就在於可以

簡單呈現，不需花費太多時間）。畫圖是一個啟

動認知概念相當有效的機制；我們會發現在畫圖

過程中，我們無可避免地就會去「思考」正在接

收的輸入資料（影片影音內容）的（認知）概念

（如：要怎麼描繪一個不開心的臉孔），讓整個

聆聽過程不只是沒有太多思考的聆聽 (hearing)，

而是同時使用認知和語言知識的聆聽 (listening 

with the acquired conceptual and linguistic 

knowledge)。當然，上述的聆聽練習也可以在有

老師的教室情境中操作。簡單地說，這些「多做」

的部分（畫圖、寫關鍵字、教師引導學生在觀看

在上期，我們曾經提及任何語言學習或是教

學的活動，最好都要能夠誘發學習者的認知與語

言知識。若在進行練習時，僅僅只能啟動或是激

發語言知識，這對字彙量還不多及文法知識仍不

足的語言學習者來說，無疑是拿掉他們手上的另

一個語言學習工具（認知）。回到上述的字幕議

題，當字幕協助學習者輕鬆理解影片內容時，當

然可以不費吹灰之力理解其語音內容。但是也因

為這樣，學習者就沒有啟動認知機制的必要。那

到底如何在使用影片教學或學習時，同步啟動語

言學習者的認知機制？以下提供兩個可供語言教

師及學習者參考的建議。

在 提 及 第 一 個 建 議 前， 我 先 介 紹 一 個 許

多老師可能也知道的美國卡通動畫 "Dora the 

Explorer"。這個動畫是由 Nickelodeon 電視頻道

播出，從 2000 年播到 2014 年，期間共播出將近

143 集。這可能是美國播出時間最久的卡通之一，

而且廣泛運用在英語和西班牙語的語言學習上。

這部卡通敘述一個七歲女孩 (Dora) 帶著她的猴子

好朋友 (Boots) 冒險的故事。跟其他卡通很不一

樣的地方在於，這部卡通在進行的過程中會經常

「暫停」劇情，丟出問題要觀眾在 2 到 3 個選項

中做選擇（這時觀眾就會運用到認知），或是要

觀眾跟著 Dora 朗誦某一個字串或字詞（這時觀眾

則會運用到語言知識）。也因此，在影片觀賞的

過程裡，觀眾需要經常在認知和語言知識中切換。

這樣的運作，相信許多老師都不陌生。沒錯，這

有點像是在教繪本時，老師或繪本帶領著讀者或

聽眾的互動過程（在帶繪本時，相信有經驗的老

師不會只執著於繪本字面上語言層次的互動，而

是在每個適當的時刻，都會帶領聽眾或學生進行

大師開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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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過程中思考並做選擇）都是希望讓學習者，

在觀看或聆聽的過程中，同時啟動認知與語言知

識，而不是僅僅只依賴學習者的語言知識。下圖

就是一個日語學習者，在觀看影片後所畫下的線

形圖和簡短的關鍵字筆記。

 

化身影片主角

第二個我們給予老師的建議，是由台大外文

系黃恆綜教授 (Huang & Hung, 2015) 在第 17 屆

電腦輔助教學研究論壇，所發表的一個影片教學

觀點。黃教授在這個研討會報告中，倡導鼓勵學

生幫影片配音的練習活動。進行這項活動時，老

師要把「沒有消音過的影片」與「消音過的影片」

提供給學生。為了幫影片配音，學生當然要先熟

悉劇情與精熟影片中原來角色的發音。為此，學

生要不斷參考、聆聽沒有消音過的影片。完全熟

悉之後，學生就可以開始練習幫消音過的影片錄

製配音。錄製影片配音其實就是一個需要認知機

制涉入的過程。學生要揣摩角色的性別、個性、

語氣等，這些都需要認知思考。為了增加認知機

制在這配音過程中的涉入，老師甚至可以請男學

生幫女生角色配音，或是要求以不同語氣（嚴肅 

vs. 輕鬆；正式 vs. 非正式；男生 vs. 女生；年長 

vs. 年少）來改變原來影片裡的說話方式。在執行

上述的配音練習時，學生就會更用心聆聽原來影

片裡的各個聲音細節（這會比平常單純觀賞或聆

聽影片，還要投入更多注意力），因而更加精進

他們的聽力技巧。尤其是，重新配音後的影片可

以當成之後練習聽力的教材，這種由學生自行創

作、配音的影片，就是一個有意義的聽力輸入語

料。　

上面兩個建議皆是鼓勵教師使用各種方式，

讓看影片不僅僅是單純觀賞或聆聽的輕鬆過程。

我們希望透過觀看影片，讓學生在這過程中可以

大量激發認知與語言知識的涉入，並且透過各式

互動與活動，讓他們可以認真、用力、用心地去

聆聽，這樣才可以聽得更多，聽力也才會更進步。

但是這並不代表學生只能透過上述「用力聽」或

「用力看」的專注練習方式，來精進聽力。大部

分的課後聆聽，學生把目標語的影音當成背景音

樂，以輕鬆的方式聆聽，但是在大量的輕鬆聆聽

後，適時的專注聆聽練習，也可以協助學生養成

挑剔的耳朵，加倍精進對目標語的聆聽與理解。

參考文獻：

Huang, H., & Hung, S. (2015). Effects of a video-dubbing 

task: Perspectives of EFL learner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17th CALL Research Conference. Tarragona, Spain, July 6 

– 8, 2015.



https://goo.gl/MxiDm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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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ppy Mother's Day—
觸動孩子心靈的繪本

文／琦琦 Chi
        「Chi's 奇思英閱」繪本教室創辦人

        國立政治大學英國語文學系學士

        英國 Sheffield 大學碩士

將每年五月的第二個禮拜天定為母親節，並且會

配戴康乃馨 (carnation) 以表達對媽媽的敬愛。

由於母親節的時空背景，牽涉到美國史上重

要的南北戰爭，對年紀小的孩子來說較為複雜，

第一次我會用中文解釋，讓孩子先有整體性的

了解。許多繪本當中都有與林肯總統 (Abraham 

Lincoln) 或黑人民權發展相關的主題，也會牽涉

到南北戰爭。因此建議老師們可以多為孩子們補

充相關歷史，讓繪本學習多方面延伸，也為孩子

的未來知識打好基礎。

子的愛是沒有任何條件的。當中有很多單字是我

們比較少在教科書上看到，但是繪本中卻常常

出現，非常值得學習。而且每兩頁都是相同的 

rhyme，可以加強孩子的發音，唸起來也更有樂

趣。

選擇適合小朋友的「英文歌曲」，也是很好

的一個學習方法。其實某些學校在課堂上或休息

閱讀繪本是一種兼具理性與感性的學習，繪

本故事不僅包含品格教養的寓意，也有令人溫暖

感動的情感描繪，透過簡單的文字與生動的圖畫，

讓孩子們感受到「愛」的存在。在母親節來臨之

際，我們也能透過合適的繪本，讓孩子們深度地

學習。

年紀較小的孩子：感受與表達

中 不 斷 重 複 出 現 的 "I love you when..."， 搭 配

很簡單卻很有意味的動作 (cuddle up, give me 

kisses, stroll) 或情緒 (scared, brave, shy)，馬上

能讓小朋友很有共鳴，也能感受到日常生活中媽

媽對自己的愛是無微不至的。

接下來，我會視學生的程度與年齡，告訴他

們母親節的由來。母親節是由一位名為安娜賈維

思 (Anna Jarvis) 的美國人發起，為了紀念其母親

生前對女性權利的重視，以及安慰 19 世紀南北戰

爭時期失去兒子的母親們，希望設立一個全國性

的節日來紀念母親的偉大。1914 年美國政府正式

Teaching with Picture Books繪本教學策略

如果是低年級或者

學習英語時數較少的小朋

友，我會先從繪本 "The I 

Love You Book" 開始，書 

另 外， 我 還 會 挑

選 "I Love You Because 

You're You" 繪 本， 這 本

書同樣也表達了媽媽對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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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會播放英文歌曲，但很多小朋友都不知道

內容是什麼，能從歌詞中學習到的單字和語感，

也就這樣錯過了。所以在我的課堂中，英文歌曲

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對於比較小的小朋友，我挑

選的是 Spice Girls（辣妹合唱團）的 "Mama"，

副歌當中重複出現的 "Mama, I love you... Mama, 

I care..."，孩子容易朗朗上口，曲調也非常簡

單。對於年紀較大的學生，我選擇的是 Celine 

Dion（席琳狄翁）的 "Because You Loved Me"，

歌詞當中有許多可以增加字彙量的單字，如

"strength"、"faith"、"grateful"，也有可以訓練語

感的句子。我會先帶孩子們聽過幾次，讓他們熟

悉曲調之後，再問問看他們知不知道這首歌在唱

什麼。然後再把歌詞做成學習單，空出重要的單

字，帶著他們一起填字，同時也理解整首歌的意

思。

最後，我還會引導小朋友做一些小活動，像

是大家一起製作 "Love Coupon"。小朋友可以寫

上自己想為媽媽做的事，譬如一個親親、一次抱

抱、或是幫媽媽按摩十分鐘、幫媽媽洗碗等。有

多餘時間的話，也可以進行簡單的引導寫作練習，

不求結構完整或完全正確，而是要幫助他們學會

表達。

年紀較大的孩子：觀察與體會

如果孩子的年紀較大或程度較好，我會挑選 

Robert Munsch 的 "Love You Forever"，雖然乍

看之下會覺得這本書的文字內容很多，但仔細去

分析就會發現，其實重複出現的這一段搖籃曲，

佔了很大的份量，也為故事情節的前後呼應，注

入了深深的情感。

我喜歡用這本繪本教學的原因，是孩子們

可以清楚地知道某些單字的用法，例如 "crawl 

across the floor"、"rock him back and forth" 等。

孩子透過反覆出現的這些單字，搭配圖畫一起閱

讀，自然而然就會將這些動詞的用法內化。以後

當他們看到 "rock" 這個單字的時候，不會只想到

它是「石頭」的意思，而會知道 "rock" 也有「搖晃」

的意思。再者，雖然這本繪本有超過 700 個字，

但由於不斷重複的內容，以及極其生動的描寫（兩

歲時把媽媽的手錶沖到馬桶裡、青少年時期家裡

像動物園一樣吵鬧），能引起小朋友的興趣與共

鳴，讓這本書變得好讀也易懂，不會對孩子造成

負擔，是非常好的 "Learn to Read" 素材，可以有

效地幫助孩子銜接較為長篇的閱讀文本。

這本繪本有很吸引人的故事情節，具備了很

棒的 "Read to Learn" 面向。比較大的孩子，通常

會對情節更有體會和想法，因此我也會引導他們

觀察和思考：主角逐漸長大之後，發生了哪些變

化？媽媽變老了、生病了，無法像以前那樣抱著

他唱搖籃曲了，主角做了什麼呢？有許多孩子非

常善於觀察，他們會發現圖畫中，媽媽的房間裡

掛滿了主角從小到大的照片，那些都是對孩子的

回憶和愛。故事中作者並沒有明確地告訴我們媽

媽最後怎麼了，我也會反問孩子他們怎麼想，讓

孩子明白死亡的觀念與價值。到了故事末尾，當

主角有了自己的女兒，同樣也抱著女兒唱搖籃曲

時，我會告訴他們，這就是一種愛的延續，雖然

I'll love you forever,

I'll like you for always,

As long as I'm living

My baby you'll 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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媽媽離開了，但是媽媽的愛是不會消失的。

時也讓學生練習過去式的用法，以及時態間的互

換。另外，我覺得這本書很重要的是故事情節發

生的次序 (sequence)，所以我會

簡單地摘要，再請學生排出情節

的先後順序。我還會讓他們做一

些寫作練習，像是 "All About 

Mom" 的主題，讓孩子親自去

了解一下媽媽的喜好，過程中他們有可能會發現

答案跟自己想的不一樣。最後，可以讓孩子親手

做一張卡片，他們可以抄寫書中的句子，或是由

老師引導寫出內容，相信媽媽們收到卡片的瞬間，

心裡一定溢滿了感動。

"Learn to Read" 和 "Read to Learn" 的功能，除

了基本的克漏字練習一定要做之外，因為全書都

是以過去式撰寫，所以同樣可以讓學生練習時態

間的轉換，並且可以補充一些句型的用法，例如

"too...to" 或 "so...that"。這本繪本也有將近 700 個

字，但因為有重複出現的字句，所以不會覺得難

讀，而且這本書讀完之後，學生自然會對一棵樹

繪本教學策略

的構造有更多的了解，老師也可以延伸補充關於

樹木構造的單字。

孩子去閱讀、去思考、去印證，我更鼓勵學生發

問，如此不但可以培養學生問問題的能力，我們

也才能知道孩子們心中的疑惑，以及共同找出解

決的辦法。最後，我會讓學生用自己的手印製作

一棵「感謝樹」，先描出自己的手當樹的枝幹，

然後在樹葉形狀的紙上寫出自己感謝的人事物。

小朋友的想法總是天馬行空，充滿童趣，我們也

不需要給他們太多限制，但要請他們說出感謝的

理由。最重要的，是引導他們懂得感謝自己的爸

爸和媽媽，這才是我們最希望孩子們懂得的感恩

之心。

LOVE YOU FOREVER

定價：210 元

優惠價：168 元

就英文學習的部分

來說，我同樣會以克漏字

讓學生複習其中的單字，

並且會補充文法解說，同

此外，我認為還有

一本必讀的繪本是 "The 

Giving Tree"，故事其實

很耳熟能詳，是一棵樹

全心將自己奉獻給小男

孩的故事。這本書兼具了

對於故事情節的理

解與討論，也是這本書的

重點之一：付出是不是真

的快樂、付出是否需要回

報、主角是不是一個自私

的人等等。我們可以幫助

點我
購買

https://goo.gl/1NN7b5




12

文／陳麗雲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語文教學碩士

        全國中小學語文領域專業成長研習講師

行走在山水景物間—
遊記景物的寫法

旅遊，是一件美麗的事情，徜徉在青山綠水

間，聽風、觀雲、賞星、看月，多麼幸福啊！像

遊記這樣的寫景文，重點在於：寫了什麼？我為

什麼要寫？一般寫景的目的有三：

一、單純介紹景物：文章對景物如實描摹，保持

客觀性，此時景語即物語。一般會採移步換景（按

照旅遊或觀察順序）進行寫作。

二、分享觀景感受：對景物直抒情感，了無隔閡，

情景交融，此時景語即情語。文句的表達更重視

觀景時所產生的「情」，情動辭發、觸景生情。

三、為了推薦旅遊：以推薦為目的，透過描寫讓

讀者了解後做選擇，此時景語即薦言。作者在文

章中呈現觀景中的新、奇、特，希望引發共鳴，

產生「我也想去」的衝動。當然，直接推薦去旅

遊的文章其實不多，作家大都是溫和含蓄、夾雜

在字裡行間，點到為止。

然而，真正寫作時，三者又常兼容交叉，介

紹中帶情感，推薦時含介紹。那麼，如何寫好一

篇遊記呢？如何讓遊記的寫作不流於流水帳呢？

以下我以「引言」及「思路引導」兩大方式進行

教學設計。

Developing Writing Skills in Chinese教出中文寫作力

引言

炎炎夏日何處去？走進山，走入水；奔向

藍天，奔向綠海，享受清涼的洗禮，是夏天最

棒的享受了。走吧！讓咱們走出戶外，迎向大

自然的呼喚，來一趟快樂的旅程吧！

※ 請依人、事、時、地、物、視、聽、嗅、味、

　 觸、感等方向思考，並加上形容詞。例如：

思路引導

（一）確認地點

旅遊前，要先做好功課喔！要先收集資料，

對這個地方有點兒認識，這樣玩起來才會更有趣

味呢！想一想，你希望去哪兒玩呢？它的地理位

置在哪裡？景點的特色是什麼？有沒有什麼需要

1 2 3

8 遊記&景物 4

7 6 5

整齊一致的豆腐岩 
深長的海蝕溝 
（物）

挺拔的美麗海角

鼻頭角

（地）

炎熱漫長的暑假

（時）

可愛有趣的蕈狀岩

奇妙的生痕化石

（視）

壯麗的海角— 
鼻頭角遊記

親愛的家人

可愛的阿姨一家人

（人）

波濤洶湧的海濤聲

歡樂的笑聲

蝍蝍的蟬聲 
（聽）

屬於海水 
特有的鹹味

（嗅）（味）

清澈冰涼的海水

（觸）

美不勝收的海景

幸福的旅遊 
（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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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先準備的用具呢？

　　遊記是以寫景為主的記敘文，就是出去玩之

後，留下的一份文字記錄。遊記的主角就是「風

景」和「人」，是記錄「人」在這一段「風景」

中旅行的過程。所以，寫遊記必須要點明空間和

時間。在旅遊的過程中，靈魂之窗－眼睛，和心

靈雷達－耳朵，可是很重要的，要仔細觀察景物，

將它裝入腦海中。當然，最重要的是心靈的感受，

要敞開心胸去愛風景，風景才能將它最美麗的一

面顯露出來。

（二）確認觀察與寫作方式

遊記的景點也是文章要掌握的重點，所以描

寫的手法在此篇作文中顯得特別重要。寫景的方

式主要有兩種：一種是定點的描寫，一種是移動

的描寫。例如：

1. 我站在高貴的女王頭旁，向遠方看去，只見

深藍的天空中白雲朵朵，海鳥貼著海面飛翔，

無邊無際的大海在太陽的照射下閃閃發光。

2. 我一走進公園，遠遠向前望去，野柳岬就像

一隻烏龜，靜靜地趴在海邊。往前走，就是最

著名的「女王頭」。我再走到海岸邊，欣賞高

低排列的燭臺石。大浪撲打著燭臺石，濺起了

滿天細白的水珠，真是美麗！

描寫景物的時候，把普通的敘述變成生動細

膩的描寫，讓景色有層次、動作有變化，是這篇

文章可以增鮮活色的地方。寫遊記可以依時間或

空間順序描述深刻的活動，加入自己的想法和心

情，讓這篇旅遊日記更精采、有亮點。

 

（三）確認寫作的材料：

　　　哪些特殊的景物可寫入文章

寫遊記時，要繞著我們的發現和感覺來寫，

這樣寫出來的文章才會真實。在下筆前，我們會

想到很多材料，但是不能每一樣都寫進去，否則

文章會過於瑣碎，而且沒有重點，變成「流水帳」

了。我們必須選擇想表達什麼重點，把印象深刻

的景物詳細寫下來（詳寫），其餘的簡單帶過就

好（略寫）。

那麼，要寫哪些材料呢？取捨的標準就是以

你的喜愛為主，因為你才是文章的主人呀！例如：

出發的時間和經過的地方簡單地略寫就好；把最

顯眼、印象最深的景物深入地詳寫。描寫它們的

位置、大小、形狀、色彩、輪廓、動態和靜態等

特點，讓它們具體而突出。當然，要加入自己的

感情，你對這些景物的感覺是什麼，將它寫出來。

讓沒去過的人也彷彿身歷其境，這樣才是一篇成

功的遊記。

寫遊記可以按照時間的順序寫，走到哪裡寫

到哪裡，而且不同的時間，看到的景物會有不同

的特點。另外，也可以按照空間的順序寫，先看

到什麼（遠方或近處），接著看到什麼（定點或

移動），再看到什麼（全景或特寫）。不管按照

哪個方式寫，一定要有次序、有條理，才不會雜

亂。當然，我們可以利用相機將美麗的風景帶回

來，不僅留下美麗的回憶，還可以在寫遊記時，

我想去（　　），它位於（　　），它的特色是（　　）。

定點描寫：人的位置不動，有順序地由高到低、由遠到近來
　　　　　 描寫景物。

移動描寫：人的位置移動，依次描寫景物，要清楚寫出觀察
　　　　　 位置的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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幫助我們回味那次難忘的旅遊呢！

（四）抒發心情感受

遊記屬於記敘文，記敘文重在作者「我」的

感受，因為「文貴有我」。所以，最後一段一定

要總結心中的感覺。當然，構思時，也可以先確

認心中的感受，把主旨定調後，再書寫完前面的

段落。例如：這次的教學參觀，我看到了很珍貴

的古蹟，也認識了安平古堡內的歷史，收穫真

是豐富。那麼，前面的段落就要描寫到看到珍貴

古蹟的部分，也還需有對認識這地方歷史的說明。

這樣文章前後呼應，段落環環相扣，更是一篇好

的寫景文章。

（五）鍛詞鍊句：以修辭美化文句

遊記要描寫生動，情景交融，讓讀者彷彿跟

著作者到景點進行了一場深度旅遊。所以，可以

發揮想像力，展開聯想的翅膀，豐富遊記內容，

把描寫的景物加上形容詞，結合比喻和摹寫的技

巧，讓如詩如畫的美景表現出來，創造出令人陶

醉的意境。

形容詞可以讓原來平淡的語句，表達得更加

生動活潑。美麗的世界由於人事物的形狀、聲音、

顏色、性質或動作等，千變萬化了起來，所以將

敘述的對象加上形容詞，會使句子更有魔力。例

如：毛毛蟲變成蝴蝶→醜陋的毛毛蟲變成美麗

的蝴蝶。夜空中有一顆星星→璀璨的夜空中有

一顆明亮的星星。當然，善用形容詞外，再加上

色彩，能讓景色更鮮活明亮。例如：太陽的金光

在雲朵上流動著不同的光彩，豔麗的紅、生動

的橘、尊貴的黃、亮眼的銀……。向陽面的山

教出中文寫作力

峰，鮮亮的綠，耀眼灼目；被陰影遮住的地方，

深邃的黑，像有人肆意潑灑的墨色。沒有一位

畫家，可以調出那樣神祕清澈的藍；沒有一位

作家，可以寫出那樣多變豐富的綠。

如果將顏色漸層的變化，在細膩的觀察後寫

出來，更會讓人印象深刻。例如，要寫到阿里山

看日出這美麗的經驗，可以這麼寫：先是灰雲轉

換成紫雲，紫雲又轉換成紅雲，紅雲逐漸變成

橘色，橘色的雲逐漸閃耀著金光。就在這金光

閃閃的浮雲背後，升起一個熊熊的火球，一下

子金光四射。我們等待的太陽出來啦！透過這段

文字的描寫，彷彿我們也親眼看見日出的美景，

那陽光、雲層的顏色變化，栩栩如生。這種善用

「顏色」和「形容詞」的描寫技巧，是值得我們

學習仿作的好地方。因此，我們可以在寫景時，

善用色彩和形容詞，為文章增色加彩。比較一下，

有沒有發現，沒有運用形容詞或顏色的句子，無

法生動地表達真實的情況。當我們運用形容詞或

加上顏色時，句子就變得更加傳神，充滿了魔力

唷！

【寫作小寶庫】

寫景物常用的成語：

一望無垠、千山萬水、不毛之地、月明星稀、風和日麗、

火傘高張、白浪滔天、阡陌縱橫、羊腸小徑、怒濤洶湧、

風平浪靜，龍蟠虎踞、背山面水、康莊大道、崎嶇不平、

崇山峻嶺、碧海青天、蔚為奇觀。 



https://goo.gl/v8GaV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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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學習的翅膀—
運用線上閱讀激發學習力

閱讀一直是語言學習的重心，不論中文或英

語的學習皆是如此。語言學家 Stephen Krashen 

也大力推行閱讀，任何形式的閱讀都能讓人產生

連結，然後逐步在腦中建立屬於自己的知識庫。

就如同即將要上路的 108 新課綱中所強調的「核

心素養」，也就是 competence 和 literacy。前者

指的是學科知識、能力與態度的整體表現，後者

指的則是閱讀與寫作的能力。在這閱讀資訊爆炸

的時代，如何為正在學習英語的孩子選擇一份優

質且有系統的讀物，是所有師長們所苦惱的，而

「閱讀之翼」線上閱讀 就是解決問題的好辦法。

線上閱讀非常適合年輕世代的數位原住民 

(Digital Natives)，他們已經習慣用滑鼠或手指滑

動來代替翻頁，走到哪讀到哪，不用帶著厚厚的

書本。只要擁有行動載具，閱讀就是一件輕鬆自

在的事。這套「閱讀之翼」線上閱讀教材中，將

英語閱讀能力分為 20 級，孩子可以依照自己的英

語學習能力選擇想要閱讀的書籍，輕鬆沒有壓力，

非常適合初學英語的兒童用來培養閱讀習慣。透

過圖文輔助還有動畫穿插，可幫助理解句子，且

每次閱讀完皆會有小活動，對閱讀的內容進行加

深加廣的複習，同時還有繪畫及遊戲，讓孩子樂

此不疲。  

文／施錦雲
        現任台北市國小英語教師

        英國華威大學兒童英語教學碩士

教學得來速Teaching Resources

「閱讀之翼」除了有趣的故事外，還有許多

知識性的閱讀內容。在兒童閱讀理解的過程中，

不只透過圖像理解，也運用真實圖片來認識文字，

裡面有超過 1/3 的讀本都是這類型的讀物，能幫

助孩子結合閱讀與生活。從最簡單的第一級開始

就有圖像書，其中筆者非常喜歡 "In My Pocket" 這

本書，書裡小男孩的口袋裝了不少東西，例如：

"I have crayons. I have buttons. I have a ball..."

等。孩子透過這一個個的介紹就能知道單字的意

思，更重要的是結局讓人大為驚喜，猜猜看小男

孩把口袋中的東西變成了什麼呢？

馨， 故 事 中 從 奶 奶 的 照 片 開 始 介 紹， 例 如：

"Grandma is old. She cannot walk. She sits by 

the door..." 等。書中利用照片不斷拉開場景，帶

領讀者認識坐在門邊滿頭白髮的奶奶，再看到小

男孩幫奶奶拿毯子、點心，還有送奶奶花等，可

以讓孩子思考小男孩和奶奶是怎麼相處的。透過

圖片傳遞了溫馨的祖孫情誼，令筆者想起每年八

月的最後一週為「祖孫週」，老師們都會在暑假

在這個邁入老年

化 的 社 會 中，Level 5

的 "Grandma and Me"

這本圖像書讓人倍感溫 

https://goo.gl/RzIVZ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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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叮嚀學生，在暑假找個機會和長輩相處並記錄

作為暑假活動之一。孩子透過讀本可以了解「家

有一老如有一寶」，也能明白與長輩相處之道，

還可以模仿 "Grandma and Me" 的故事來自行創

作，製作專屬於家中長輩與自己的圖像書。　

「閱讀之翼」提供了豐富多元的圖像書，孩

子能依照程度及興趣選擇喜歡的主題，老師也很

容易在裡面找到相關的教學主題。譬如在 Earth 

Day 活動中，Level 12 的 "Rubbish" 就非常適合

當成環保的教育書籍，透過圖片了解我們製造了

多少垃圾，且教導孩子若能做到垃圾減量和資源

再利用，就會有更乾淨美好的生活環境。Level 

17 的 "Wetland Birds"，更是結合了環境教育與濕

地生態，當學生在國語領域中學到了關渡自然公

園或黑面琵鷺時，這樣的主題就非常能融入於教

學之中。

滿創意的插畫，孩子能一邊理解故事，一邊讓想

像力飛翔。例如：Level 2 的 "The Fish and the 

Cat"，就是透過簡單的重複句型引導孩子融入故事

裡。不論孩子在家閱讀或是老師上課教學，家長

和老師及學生都可以一起角色扮演，還可以更換

故事裡的單字，以符合學生的生活情境。

其中有些繪本故事還是系列發展類型，透過

熟悉的主角，小讀者能更快速理解角色與故事發

展，有助於閱讀理解。而且只要學過基礎的 26 個

字母發音規則，都能透過 phonics 自我閱讀，這

種 decodable reader 類型非常適合剛起步學英語

的學生，方便建立閱讀的信心與能力。

「閱讀之翼」的每本故事在閱讀後，皆可透

過遊戲測驗學生的閱讀理解程度，有的是簡單的

閱讀測驗，有的則是找出最適當的答案填入空格

中。如果連續答錯兩次，就會要求再讀一遍，以

確定是否真的理解故事內容。測驗方式也提供畫

畫模板讓孩子彩繪、重組句子，或是在時間內戳

破氣球以找出正確答案。我們都知道閱讀是英語

多元能力發展的基礎，而這套線上閱讀讀物提供

了豐富多元的學習管道，讓孩子透過聽故事、自

我閱讀或繪畫等活動，發展最基本的閱讀技巧，

同時也培養孩子的閱讀興趣，使孩子在學習歷程

中達到更圓滿的學習效果。

除了圖像書之外，

「閱讀之翼」的繪本故

事也很能擄獲小讀者的

心。透過色彩豐富且充



我要
購買

https://goo.gl/1fM41e


https://goo.gl/f3aJ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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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賴素卿
        現任台北市國小英語教師

        台北市國小英語輔導團

母親節繪本教學—
將英語教學融入不同學科

前言

面對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的變革，

學校的英語老師們都準備好了嗎？即將於 108 學

年度實施的十二年國教新課綱，國小的英語課程

大幅減少；低年段為 0 節，中年段每週 1 節，而

高年段每週 2 節。這對原本就超前進度的縣市來

說，著實為一大挑戰。英語老師該如何突破困境，

設計課程來因應十二年國教的改變呢？各校必須

絞盡腦汁，利用彈性課程來安排非英語學科的校

本課程。教師也必須設計一個以校本為出發點的

低年段課程，主要以英語為溝通工具，讓學生在

自然的環境中學習新的知識、技能與態度。除了

注重核心素養的培養之外，將英語教學融入各個

科目，勢必成為國小階段的新趨勢。

教學理念

十二年國教強調的核心素養，是指一個人為

適應現在生活及面對未來挑戰，所需具備的知識、

能力與態度，並強調學習不能侷限於學科知識及

技能，而應關注學習與生活的結合，透過實踐力

行而影響學習者的全人發展。以往英語教師在繪

本教學上，強調的是繪本內容的理解或單字句型

的學習，教學重點在學生是否能理解故事中的涵

義或欣賞優美的句型等。本次繪本教學的重點，

將放在如何把英語融入自然科學與生活課程中。

透過故事主角 Monkey 找媽媽的過程，學習到各

教案設計達人Perfect Lesson Plans

種動物的特色與習性。另外，母親節一向是學生

熟悉的節日，藉由此次教學，除了可以讓學生培

養核心素養等思考能力之外，也希望讓學生學習

到國際觀，了解母親節並非都在五月的第二個星

期日，同時提醒學生要記得感謝母親的辛勞。

教學素材來源

1. 英語繪本："Monkey Puzzle"（作者：Julia

Donaldson）

2. 自製學習單：" Good Morning, Mama " 歌曲

學習單、"Are You My Mother?" 親子動物學習單 

3. YouTube 感人影片：https://www.

youtube.com/watch?v=1dKEpBH1nHU

學生背景分析

　　對象為中年級學生，已具有一定的英文基礎，

也有聆聽英語繪本的經驗，所以即使不認識故事

中的新單字，仍可以做簡單的猜測。另外，學生

也知道母親節的相關背景，透過故事的分享及相

關活動，啟動合作學習教學的基本精神，培養學

生在團體中進行討論與責任規劃。

教學策略

一、跨領域學習：英語、自然、音樂、生活。

二、合作學習：合作學習教學法是利用小組成員

間的分工合作，共同利用資源，互相支援進行學

https://goo.gl/q52qeC
https://goo.gl/mqS3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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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拿出繪本，請學生一起看封面並回答問題，

例如："What do you see from the cover?/

What's "Puzzle"?/Who's the main 

character?/What do you think this story 

is about?/Who's the author?"。

up./Keep trying./Stay close to your parents."

等。

5. 與學生討論世界上的母親節不是都在五月的

第二個星期日，例如：英國―大齋期中的第四

個星期四、韓國―五月八日、墨西哥―五月十

日、法國―五月的最後一個星期日、泰國―八

月十二日。

6. 發 下 歌 曲 學 習 單， 教 唱 "Good Morning, 

Mama"。

2nd Lesson
》教學時間：40 分鐘

》教學／學習目標：

1. 能思考繪本故事內容並加以排序

習。主要功能是讓學生在小組間，充分發揮個人

專長，增加學習動機，也讓學生獲得較多發表機

會；運用同儕間的討論，激發出更多元的答案，

進而增加工作成效。 

三、差異化教學：差異化教學是指教師依據學生

個別差異和需求，彈性調整教學內容、教學進度

和評量方式，即所謂的因材施教。教學者面對班

上程度的分歧，接納學生不同的學習方法、先備

知識及學習需求，在教學上使用不同的教學策略，

期許每位學生都能有最好的學習成效。

教學活動介紹

母親節為中外的一大節慶，雖然各個國家的

母親節日期或慶祝方式不盡相同，但藉由節日感

謝母親的心意是一樣的。本次活動設計為三節課，

第一節課為繪本教學及故事探討，第二節課的重

點為核心素養能力的培養，將英語融入自然與藝

術及人文的領域，而最後一節課則是讓學生經由

分組討論，將故事內容做延伸並上台表演。

1st Lesson
》教學時間：40 分鐘

》教學／學習目標：

1. 能認識不同國家的不同母親節日期

2. 能欣賞英語繪本 "Monkey Puzzle"

3. 能理解故事內涵並了解其故事涵義

4. 能跟唱英語歌曲 "Good Morning, Mama"

》教學準備：

YouTube 影片、"Monkey Puzzle" 繪本、"Good

Morning, Mama" 歌曲學習單

》教學活動流程：

1. 教師播放此段感人影片。內容為一位跟媽媽

負氣而逃家的女孩，在飢腸轆轆的情況下，接

受了路邊攤老闆娘的免費炒飯，感謝之餘才發

現原來是媽媽的用心。藉由這段影片，可以讓

學生反思父母之恩，引起學生動機。

3. 教師講述故事，並

邀請學生加入說故事

的行列，或於故事中

提問請學生回答，增

加互動機會。

4. 說完故事後請學生

分組討論，分享故事

帶給大家什麼啟發，

例如："Never g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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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rd Lesson
》教學時間：40 分鐘

》教學／學習目標： 

1. 能將故事中的動物做分類

2. 能將故事延伸，增加故事的趣味性

3. 能上台分享並表演故事內容

》教學準備：

"Monkey Puzzle" 繪本、各組討論用之白紙數張

》教學活動流程：

1. 教師帶領學生複習故事中出現哪些動物，再

逐一寫在白板上。

方法，例如："4 legs vs. Non-4 legs / Brown

color vs. Non-brown colors"。

3. 請學生分組討論 Butterfly 還有可能找其他什

麼動物給 Monkey 當媽媽，並把對話寫下來。

4. 請學生上台分享延伸的故事並表演出來。

教學省思

母親節對學生來說是很熟悉的節日，而透過

風趣好玩的繪本教學，讓學生不僅感受到媽媽平

時對我們的愛，也可以透過多元的活動設計，讓

學生進行預測、分類及歸納等思考能力的訓練，

並融合自然領域的認識小動物，以及藝術與人文

領域的歌曲教唱，也讓學生上台分享小組的創作，

增加表演機會；讓學生不會只侷限在英語的學習，

更能增加其他領域的涉獵。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進行母親節系列活動時，

教師要特別詢問各班導師，是否有單親家庭或是

遭逢家庭變故的學生，可以將對母親的感謝延伸

至父親、祖父母或任何照顧自己的家人，避免觸

及學生內心的失親之痛。

教案設計達人

2. 能分享自己經驗並分組討論各種動物的習性

3. 能認識動物 baby 的英文名稱並完成學習單

》教學準備：

"Monkey Puzzle" 繪本、"Are You My Mother?"

親子動物學習單、"Good Morning, Mama" 歌

曲學習單

》教學活動流程：

1. 教師帶領學生複習上次的上課內容，並將故

事中出現過的動物以樹狀圖呈現（如 A 圖）。

2. 請學生依故事中出現的順序，將動物排列

出來，並回答為什麼這些動物不是故事主角 

Monkey 的媽媽，藉此複習動物的習性（如 B

圖）。

3. 發下親子動物學習單（如 C 圖）。老師一邊

帶唸各種動物名稱，一邊請學生想想動物小時

候的名稱是否跟長大後的一樣，例如："cat and 

kitten / dog and puppy / duck and duckling / 

horse and foal / cow and calf" 等，並完成學習

單上的連連看練習題。

4. 複習歌曲 "Good Morning, Mama"，再完成

該學習單下方的小卡，送給媽媽或是照顧自己

的家人。例如：

Dear Grandma, 

Thank you so much for taking care of me. I 

love you very much.

                                                  Love, Chelsea

2. 介紹動物的分類方法，

老師可先示範一種於白板

上（如右圖）。再讓學生

分組討論並寫下其他分類 

A

B C



http://goo.gl/wXrNL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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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黃美琳 Catherine Huang
        資深師訓講師

        美語補習班及教具品牌創辦人

        Catherine's Open House 部落格格主

充滿趣味的字卡輔助教學教具，是老師們上課的好幫手，無論是將字卡運用在教室佈置中，讓教學

效果深入日常生活裡；還是將字卡活用在課堂教學及遊戲裡，都能迅速抓住學生的注意力，使教學既生

動有趣，也大幅提升學習效果喔！

★ 記憶吐司字卡—物品篇
※教學：之前我們曾介紹過「動詞篇」，這次則要運用「物品篇」結合教學，字卡內容網羅了日常生活

用品、電器類、文具類等 36 個基本單字，就算英文程度初級的小朋友，也應該熟知這些單字。老師可

以把這些撲克牌大小的卡片，放入插卡袋再逐一介紹，也可以引導孩子們一起找找，教室裡有沒有這些

物品。更進一步，可使用英文與孩子們討論，家中、書包或教室裡是否看得到這些物品，以及物品的數

量。如果孩子們熟知一些商店的英文名稱，如：bookstore、supermarket、stationary store、electrical 

appliance store 等，也可以討論在哪些商店能買到這些物品。

參考句型：Is there a(an) __________ in the classroom?

　　　　　Do you have a(an) __________ in your book bag?

　　　　　Are there any __________ in your bedroom?

　　　　　Where can you get a(an) __________? Can you buy one in the bookstore?

》遊戲一：I Can Draw and Write 

1. 將全班分成兩組。發給每人一個「舉牌書寫板」與一支白板筆。

2. 以輪流的方式，每組一位出列。老師隨機抽出一張字卡，秀給兩位小朋

    友看（約三秒）。

3. 兩位小朋友看完後，要在白板上畫出物品。

4. 其他人則依據白板上所畫，拼寫出該單字。（若無法拼寫整個單字，老

    師不妨鼓勵孩子寫出單字的第一個字母，並酌量計分）

5. 老師喊 "Time's up!" 後，所有人就要停筆並舉起書寫板，再依序說出一個正確句子，例如："This is a 

    green cup."。這時老師要統計寫對的數量並記錄下來。

讓教學生動起來—
寓教於樂的字卡教具

Creative Teaching Aids教具創意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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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持續進行畫與寫的活動，最後得分高的隊伍獲勝。

Tip： 藉由遊戲方式，可以讓孩子們在減壓的環境中，接觸這些單字。先學習如何正確發音，再學習拼讀。老師

可以引導孩子把單字運用在句子裡，練習說出完整的句子，而不是死記單字。

》遊戲二：Super Toast Rocks!（需預先準備兩組字卡） 

1. 以三倍人數來計算一共需要幾張字卡。若全班有 15 人，則需要 45 張卡片。卡片裡需包含 1 至 4 張

    「超級吐司 Super Toast」卡片，其他則是可以配對的字卡（即兩張一樣的卡片）。

2. 老師公佈計分方式：獲得「超級吐司」卡片可得 3 分；成功配對一組字卡可得 2 分。

3. 將卡片洗勻後，發給每位小朋友三張。  

4. 每人隨機找到另一人，並詢問："Do you have a(an) __________?"（目的是要和手中的卡片配對）。

   如果對方回答："Yes, I do. I have a(an)__________."，就必須交出該張卡片，自己則是拿一張不需要

   的卡片與對方交換。若對方沒有，回答："No, I don't. Let's exchange the cards."，則兩人互抽彼此

    一張卡片作為交換。

5. 遊戲時間終了，每位小朋友計算自己的得分。最高得分者，可獲得獎勵。

★ 親子動物樂遊卡

※繪本：搭配有關親子動物的繪本，很適合在母親節或父親節前進行繪本

教學。以下推薦幾本適合教學的繪本，提供各位老師參考。其中 "You Are 

My Baby" 系列，還有許多不同主題的繪本，大家不妨上網搜尋看看。

▼ 適合 3~6 歲幼兒（以親子動物認知為主）

▼ 適合 6 歲以上兒童（有故事情節，需要邏輯思考，可以進行延伸討論）

※佈置：可以在牆面或門掛上插卡袋，再放入「親子動物樂遊卡」。這

樣孩子們便可以隨時動動手，配對組合卡片，一邊多認字，一邊加深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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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戲一：Who's Looking for the Baby/Babies? 

1. 將樂遊卡分成「父母卡」與「寶寶卡」兩堆卡片。老師拿著「寶寶卡」，「父母卡」則正面向下，隨

    機混合後放置於桌面（也可以用插卡袋展示在白板上）。另外，可準備一些計分的小物件（如：雪花片）

    或獎勵卡。

2. 老師隨機翻開一張「寶寶卡」，例如 bunnies，就問："Who's looking for the bunnies?"。

3. 小朋友輪流（個人或分組）翻開一張「父母卡」並唸出單字，看看是否能做親子配對，如：horse、

    cat、owl 等。如果沒翻到，就繼續輪流翻下去，直至翻到 rabbit，並請翻到的小朋友回答："The 

    mother rabbit is looking for the bunnies."，正確回答者可得分。

4. 由剛剛得分的小朋友負責「寶寶卡」，繼續遊戲，直到所有動物完成配對，或是遊戲時間終了。

Tip：不見得每次都要用上所有的卡片，可視孩子們的程度、遊戲時間長短，使用部分的卡片來進行遊戲。

》遊戲二：Make Correct Sentences and Match 

1. 老師先教導小朋友英文句子的組成順序：主詞＋動詞＋地點＋時間。同時，可運用這個遊戲複習過去

    簡單式、現在簡單式、未來式三種時態。

Tip：在這個遊戲裡，老師可以自行帶入想教的文法、時態。「親子動物樂遊卡」也可以替換成任何可配對的卡 

      　片。不一樣的教具或玩法，會刺激孩子產生想要練習、比賽的動機，達到教學的目的。

    

    yesterday."、"Cindy is tired every day."、"Cindy will be tired tomorrow."。

4. 將樂遊卡隨機混合後，正面朝向白板，平均貼在格子裡。

5. 將全班分組，各組輪流造句。造句正確者，可取下一張卡片。

6. 直到卡片全數被取下，便開始計分。計分方式（兩者擇一即可）：(1) 配對出最多的親子動物、(2) 擁

    有最多的動物寶寶（每張寶寶卡上的動物寶寶數量不等喔），就是獲勝的組別！

教具創意角

2. 老師在白板上畫出表格（如右圖）。

3. 帶領小朋友先做每一格的造句練習。譬如以最右

    邊 "Cindy / tired" 為例，還可以練習 Be 動詞的用

   法，讓小朋友思考何時應該加入 Be 動詞，才能

    成為正確的完整句子，例如："Cindy was tired 

趣味學習字卡套組
包含：親子動物樂遊卡、記憶吐司字卡 - 物品篇

每組優惠價 584元（8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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搶購

https://goo.gl/mPpy1A


28

文／劉楚筠 Tina
        資深國小英語教師

老師「不乖」學生愛—
維持教學靈活度與客製化的可能

Dynamism of English Teaching活化教學新觀念

Close your eyes. 閉上眼睛，用腹式呼吸

法呼吸三次。回想一下從小到大你最喜愛的老

師……，你記得他（她）上課的內容嗎？還是，

更記得他（她）給你的打氣鼓勵，或他（她）在

課堂上講的笑話與軼事及溫暖的笑容？你喜歡一

板一眼、按表操課的老師，還是有「人味」的老

師呢？

我們教的是教材，還是人？

每當老師在寫教學計畫時，一定會想著自己

這堂課要教些什麼句型、字彙給孩子。但是，學

習的主體是「人」，教學的目的是讓學生心悅誠

服地學習，而不是只專注在將教學計畫走完啊。

這個道理相信老師們都知道，但是做起來卻有難

度，為什麼呢？

老師們也許會說：「因為我們背負著學生成

績的壓力，以及家長的期待啊！」沒錯，教學的

主體除了學生以外，其實還有家長呢！家長的期

待從何而來？家長的期待真的只有分數嗎？有沒

有可能，老師可以用自己的專業，調整家長對英

語學習的觀念？有沒有可能，老師可以自信地告

訴家長，他的孩子喜歡哪方面的主題，或哪方面

的能力特別強？

我要說的是，當家長沒有來自老師質化且有

人性溫暖的回饋，不知道孩子具體來說到底是哪

裡強、哪裡弱，或對於英語力養成歷程的資訊不

足時，他們自然只能看成績單上量化的數字，來

評斷孩子的學習成果以及老師的教學能力。而這

時候，老師的壓力就來了！

若老師被迫乖乖按照進度走，家長也繼續被

分數影響心情，孩子對英文的學習興趣只會越來

越打折扣。親、師、生，其實沒有一方受益。

關心學生，更關心家長

我的做法是這樣的。對於較落後或上課較無

法專心的學生，我一定特別關心，不見得是關心

英文學習，而是關心他的日常生活與興趣。下課

離開前，我會走過去跟這樣的學生多聊幾句，或

請他當小幫手幫老師拿東西，順便跟他一起走回

辦公室。跟他聊的目的是想建立彼此的熟悉度，

我也可以從閒聊內容中嗅一嗅他學習落後的原因。

這樣的孩子多半都有很焦慮的父母，有時還會在

家另外出功課給孩子做，因此父母更是老師要關

懷的對象。父母這麼努力，難道不值得老師肯定

嗎？所以我會打電話給孩子的爸媽，謝謝他們的

用心，同時告訴他們孩子在課堂上的好表現，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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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稍稍放心，並告訴他們根據我的實務經驗，

這個階段的孩子較適合什麼型態的英語學習模式。

換言之，父母還是可以幫忙，但可以換另一種方

式。父母的心情放鬆一點後，孩子通常就沒那麼

抗拒英文，表現也能越來越好！

對於學習較慢的孩子，大考時我會給予額外

的時間，考卷上再以藍筆（不用嚇人的紅筆）標

示「多給 Brian 20 分鐘作答」。如果是我讀題給

學生聽，他才有辦法作答，我也會在考卷上標示

「老師讀題，Brian 自己作答」。若需要補考，我

就會在補考的考卷上標出哪個大題是孩子自己作

的，哪些則是老師在一旁協助的，同時註記幫忙

的方式。我會將原卷和補考卷釘在一起讓孩子帶

回去，補考卷通常分數較高，我會以藍筆打分數，

並放在原卷的上面，做得好的大題我一定會狂蓋

章或貼上獎勵貼紙，更會告訴孩子：「我們學得

比較慢，但是一直在進步，慢慢來沒關係！」

同時我也會跟全班孩子講清楚，補考分數的

最高分有可能比原本高出很多，但是老師這邊登

記下來的成績頂多和全班沒補考的最低分相同。

這樣一來，沒有補考的孩子不會覺得不公平，而

補考的孩子也會理解老師的記分標準。家長看到

老師清楚的標示，就會知道孩子哪部分不錯，哪

一部分是原來不會，但後來會了，於是心裡也會

踏實一點。而依然不會的部分，我就會讓家長知

道這就是我之後補救教學的重點。根據經驗，這

個做法的效果非常好。當家長信任老師，老師日

後才能慢慢地讓家長吸收更多新觀念，也能放心

將孩子交給老師，因此老師就可以放手設計更多

元化的評量方式，讓有不同天賦的孩子都獲得發

揮的機會。

誰說不能偷跑？打預告效果好！

回歸到教學面，「偷跑」也是我這個不太乖

的老師常做的事。一拿到教材，將全部單元都瀏

覽過後，我便技巧性地將後面單元的句型和字彙，

挪來前面偶爾用一下，讓學生先有個印象。因為

通常老師剛開學時，還能好整以暇地上課，但到

了學期末就常會因一些活動或突發狀況，變得特

別趕，孩子到學期末也累了，心都飛到快樂的寒

暑假去啦。另一種偷跑的做法，則是在上這一課

時把下一課的單字貼在孩子看得到的地方。孩子

多看，很容易便記下來了。

而另一個出乎我意料之外的發展便是，當孩

子看到老師都會先預放下一課的內容後，他們就

會基於好奇，自發地不斷往下看其他後面的單元，

這下子，希望學生預習的目的，也自然而然地達

成囉！

不按照教材順序上課，可以嗎？

如果老師們很幸運，對於教學有較高的主導

性，那麼甚至可以視情況不按照教材的順序上課

呢！尤其如果採用的是 ESL 的教材，難度會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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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L 的高，而教材編寫者因為是設計給 ESL 的學

生，所以不會考量到英語母語情境的學生所熟悉

的句型，對於 EFL 學生來說是相對困難的。這種

情況下，老師便可用自己的經驗與對班級的瞭解，

看看是否一定要按照教材編排的順序進行課程。

有時候，老師可能想加入節慶教學，或是孩子對

某單元特別感興趣，老師也願意設計延伸活動時，

如果卡在課程的定期評量範圍，就會很可惜。因

此適時做些調整，將複雜的句型和簡單的句型互

相搭配，或是同一類的概念放在同一次評量，都

可以減輕老師的壓力與學生的挫折。教材是死的，

人是活的，可別被教材給綁死囉。

知己知彼，百戰百勝

說了這麼多，之所以會有這些「不乖」的教

學，回歸到源頭，還是因為要顧及學習的主體―

學生的需求。我通常會在一個學期裡，選兩個單

元加入這些彈性的主題，而這些主題常常都是來

自學生偶發的靈感。例如有一年教到家具，調皮

的學生問，為什麼課本教到浴室的時候會教浴巾、

浴缸、鏡子，可是沒教馬桶？我心血來潮，上網

搜尋各式各樣的創意馬桶圖片。下一堂課時，我

們便花了 20 分鐘，讓孩子對著這些創意馬桶的圖

片造句，描述馬桶上有什麼圖樣設計，或是有何

心得感想等。我還記得那堂課裡，根本不必分組

計分，就有舉不完的手等著我點名發言，連平日

不太舉手的學生都搶著講，大家把平常學到的顏

色、形狀、動物、感受全用到句子裡，作了一次

統整性的大複習！可見這種「跳脫課本，教孩子

想學」的魅力有多大。之後還有家長給予很正面

的回饋，因為孩子把課堂上的歡樂帶回家，跟家

人分享英文課所看到的各式奇形怪狀的馬桶。這

下子，不僅是我自己，連班上的家長也因為這「不

乖」的課程設計，走訪了一趟全世界的洗手間，

彷彿遊歷了一次精彩的旅程。

之所以有這些額外的時間，也正是因為平常

就已經先偷跑，所以上課的速度可以加快，而透

過這樣「教孩子想學」的強力動機統整練習，孩

子的實力一定可以墊高。

對於較高年級的孩子，老師們更要花點心

思瞭解他們的喜好。流行電玩「傳說對決」、

「指尖陀螺」、「3D 列印」，都是現在最夯的 

STEAM (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Art, 

and Math)，也都可以為您的課程增加特色和亮

點。現在的聰明世代，需要老師們有更多的創意

與跳脫框架的思考，才能跟他們 "in sync"，而附

加的好處就是更容易幫助自己永保年輕！

活化教學新觀念

▲ 神奇的 3D 列印讓學生們嘖嘖稱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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