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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筆記
Editor's Notes

節慶教學不簡單
每年年末，可以說是英語老師最喜愛也最忙碌的時間，由於好幾個西洋重要節慶接連登
場，從萬聖節、感恩節，一直到聖誕節，除了課堂上加入的節慶教學內容，許多時候更是必
須協助情境佈置，或者是實際上安排節慶相關活動。所以我們可以發現，英語老師們會帶著
孩子在萬聖節舉辦變裝派對，甚至是挨家挨戶 Trick or Treat；在聖誕節前還要教孩子寫聖誕
卡片，然後互相準備聖誕節的交換禮物。這個時節的活動多采多姿，卻也累壞了英語老師。

有關西洋節慶的教學資源，現在只要在網路上輸入關鍵字，就能找到為數不少的學習單，
無論是相關單字、節慶故事、應景歌曲，各種內容應有盡有，這對英語老師的備課，可說是
十分方便、省時。當孩子們第一次接觸西洋節慶的時候，總是充滿新鮮感，對於各項活動也
是躍躍欲試，通常都能達到很好的教學效果。然而，隨著年齡與語言程度的增長，老師們在
安排節慶教學的時候，也必須開始絞盡腦汁，設計不同於以往的教學活動，才能讓學生在學
習相同節慶時，有不同的體認和收穫，這對於英語老師來說可是一大挑戰。

此時，讓我們回到節慶教學的本質來思考，我們為什麼要花時間進行節慶教學？因為這
些節慶是西方人生活的一部分，也是西方文化的體現。節慶的誕生，往往與歷史和宗教有著
密不可分的關係，無論是由清教徒與印地安人淵源而來的感恩節，或是基督教用來紀念耶穌
降生的聖誕節，都有其宗教與歷史意義。也許一開始，這些故事的時空背景，對孩子們來說
相對陌生，但透過深入介紹這些節日的由來與習俗，我們希望孩子們在學習語言的同時，也
能從中理解不同的文化內涵，進而懂得欣賞並尊重不同的文化。

本期「繪本教學策略」專欄，琦琦老師挑選了適合不同程度學生的繪本，有充滿童趣的
情節，也有激發思考的故事，老師也精心設計能結合 STEAM 的繪本課程，不僅在語言學習
和文化認知上有所幫助，更融入科學常識與手作活動，培養學生全方位的知識與能力。請記
得，孩子的學習不需要設限，給予孩子的資源越多，孩子能夠吸收的知識就越多。即使現在
孩子們的產出能力仍然有限，但時間一到，這些知識輸入就能自然而然地展現在孩子的學習
成果當中。
《 Hello! E.T.》總編輯 孟慶蓉

pd@cet-taiw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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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師德重要活動訊息

有 10,389 人喜歡，快來按個讚吧！

November

★ 11/1（四）
．聖誕 Party 購
．作文易學堂帳號卡，熱烈開賣！
★ 11/5（一）
．年度暢銷教具展，全面 7 折起
★ 11/6（二）
．第 48 屆 STYLE/JET 全國兒童暨青少年英語分級檢定 / 准考證陸續寄發
★ 11/7（三）
．GEPT 初 / 中級寫作師資班，開放報名！
★ 11/11（日）
．TKT 核心模組、延伸模組
★ 11/15（四）
．師德好讀月線上書展，全面 99 元起
★ 11/18（日）
．第 48 屆 STYLE/JET 全國兒童暨青少年英語分級檢定 / 檢定日
★ 11/25（日）
．冬季聯誼會 / 高雄場
．英語桌遊師訓班 / 台北班

Contents
P.01 編輯筆記
P.03 大師開講
善用圖形輸入與時限增加認知投入
P.08 教案設計達人
感恩節學英語—
學習聽說讀寫，也學會感恩
P.12 繪本教學策略
Merry Christmas —
用繪本歡度聖誕節
P.16 教學得來速
Super KK 教你自信發音
P.20 教出中文寫作力
改寫教學：將文章改頭換面
P.24 活化教學新觀念
小學生遊學，學什麼？（學校篇）
P.28 教具創意角
新鮮感教具喚醒學習行動力！

December
★ 12/2（日）
．STYLE/JET 英語口說分級檢定台中場 / 檢定日
．冬季聯誼會 / 台北場
．英語桌遊師訓班 / 台中班
★ 12/5（三）
．第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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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2/9（日）
．冬季聯誼會 / 台中場
．英語桌遊師訓班 / 高雄班
★ 12/14（五）
．第 48 屆 STYLE/JET 全國兒童暨青少年英語分級檢定
成績單陸續寄發
★ 12/15（六）
．STYLE/JET 英語口說分級檢定台北場 / 檢定日
．KEY/PRELIMINARY for Schools 劍橋英語認證 / 台北場
★ 12/16（日）
．YLE 劍橋兒童英語認證 / 台北場
★ 12/19（三）
．TKT11/11 場次 / 線上查詢成績
★ 12/26（三）
．TKT11/11 場次 / 寄發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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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 搜尋 @cetline 將官方帳號設為好友

大師開講

Professor's Corner

善用圖形輸入與時限
增加認知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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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這幾期的專欄中，我們一直談論到關於

希望在這期的專欄中好好介紹這篇有趣的研究。

認知在語言學習各領域中的重要性。認知可以是

在這個研究中，作者探討了五種科技閱讀輔助技

學生的過去生活經驗的總和 (world knowledge)、

巧的相對效益：

非語言的學科知識（如：數學一加一等於二、湖

1. 使用電腦標示閱讀重點 (highlighting)

及海的差別）、學生所觀察到男女生之間溝通模

2. 使用電腦筆記閱讀重點 (notetaking)

式的差別、甚至是肢體語言。語言學習如果不涉

3. 使用電腦填寫互動心智圖 (interactive graphic

入上述這些「非語言」面向的認知知識的話，將

organizer)

無法深刻地刻畫在學生的記憶中；認知就像記憶

4. 先使用電腦標示閱讀重點 + 再使用電腦筆記閱

的錨，讓語言知識能夠附著。最後這一期的分享

讀重點 (highlighting + notetaking)

裡，我想以科技的運用作為結束的一回省思，因

5. 先使用電腦標示閱讀重點 + 再使用電腦填寫

為近幾年來科技在語言教學與學習上的運用，已

互 動 心 智 圖 (highlighting + interactive graphic

經密不可分。

organizer)

科技如何輔助閱讀

第一種科技輔助（使用電腦標示閱讀重點）

不論科技如何日新月異，它的運用如果不涉

涉及最低程度的認知知識，因為劃記重點不見得

及認知，其效應將大打折扣。最近在 Computers

可以有效地讓所有讀者都做深度的思考，甚至很

& Education 期刊上刊登了一篇學術實證研究，

多時候我們標示一個詞語，僅僅是因為我們以前

提供了科技、認知與學習結合的正面證據。這篇

沒看過這個詞，或者只是隨手把閱讀過程中尚未

學 術 研 究 中 所 運 用 的「 科 技 」， 嚴 格 地 說 不 是

消化的東西做最低層次（不太有思考）的標示。

像 Google 所發展的眩目科技，充其量只能稱作

想想我們平常用螢光筆劃記文章重點時，往往會

cavemen technology（山頂洞人級的遠古科技），

有這種不做太多思考的標記，最後變成文章到處

但是其效益及教學上的暗示，應該可以推及到所

都是「重點」。

有使用科技輔助語言學習之相關應用。因此，我
2018 師德會訊 03

大師開講

第二種科技輔助（使用電腦筆記閱讀重點），

與 2 這兩個單一科技輔助。這個發現基本上驗證

因為涉及產出（得要打字／寫下）所讀到的重點，

了認知涉入越多，越能幫助學生理解閱讀過程中

因此會比單純使用電腦標示重點涉及更多的認知

所擷取的資訊。

思考（至少要想想用什麼關鍵詞可以摘要出剛剛
讀到的內容）。

II. 1 與 2 是這五個輔助科技當中效能最低的
兩個，因為他們都是單一輔助科技，且涉及最低

第 三 種 科 技 輔 助（ 使 用 電 腦 填 寫 互 動 心 智

的認知需求。但是當這兩個輔助科技結合（變成

圖），是比筆記關鍵詞還要高一個層次的思考：

第四個輔助科技）時，卻出現 1+1>2 的加乘效

整理完關鍵詞後，必須思考這些關鍵詞彼此之間

益。其解釋有可能是因為，第一與第二個輔助科

有什麼樣的關係。因此，第三種科技輔助比前兩

技的結合「加重」了學生的認知負擔。

種科技輔助需要更多的認知。
上面 I 及 II 共同暗示著，教師在設計語言
第四種科技輔助：第一種科技輔助 ＋ 第二種
科技輔助。

學 習 活 動 時（ 不 論 有 無 使 用 科 技 ）， 不 需 要 過
度地把學生在執行活動時的認知負擔 (cognitive

loading) 當成一件壞事。例如：教導 lake 這個字
第五種科技輔助：第一種科技輔助 ＋ 第三種
科技輔助。

時，同時讓學生思考 lake 與 river 的三個差異點，
這個看似與學習單字的形音義並無直接相關的認
知思考，卻可能讓學生的語言學習更有深度，印

這篇研究的作者因而假設：第四、第五種為

象也會更深。

複合輔助科技（因為都是兩種單一輔助科技的結
合），因此會比前三種單一輔助科技涉及更多的

III. 輔助科技 3（心智圖）雖是單一科技輔助，

認知資源。所以作者假設：以上五種科技閱讀輔

但是具有近似 4、5 這兩個複合科技輔助的效益，

助技巧所涉及的認知知識需求程度（由小至大）

這暗示著使用科技的「量」越多，卻也並非都是

依序為：1<2<3<4<5。

好事；重要的是使用輔助科技的「質」：所使用
的科技是否真的能有效地加深學生的思考，促使

但是，分析這五種科技輔助下的閱讀理解測

學生使用認知及已知知識。另一個有關這個發現

驗成績後，研究者發現這五種輔助科技的相對效

的暗示是：「圖」比「文字」（如：劃記關鍵字）

益（由小至大）依序為：1 ＝ 2 < 3 ＝ 4 ＝ 5。這

更能有效地激發學生的認知使用。

個發現有四個有趣的地方。以下我們就這四點做
深入的論述，以及談論其教學上之暗示：

IV. 1、2、3 都屬於單一科技輔助，但是 3
（心智圖）的效益卻遠高於 1、2 的效益 (1 ＝

I. 首先，4 與 5 這兩個複合科技輔助優於 1
04

2<3)。這篇研究的作者甚至發現，1、2 的效益

和不使用任何科技輔助 (reading-only) 比起來，

知負擔極重的任務。當然，介紹這個軟體的目的

並沒有好到多少。作者認為，用電腦標示重點及

不是要說明有多好用，而是希望透過軟體的設計

用電腦筆記重點時，學生僅會做線性思考 (linear

理念，幫助教師思考使用科技時，應如何誘發學

thinking)，不會做非線性思考（思考前後因果關

生認知的可能。希望透過這幾期的文章，可以讓

係並與所知做連結）。而做互動心智圖時，學生

語言教師思考各種在教學現場，能引發學生認知

得使用非線性思考模式，才能把閱讀內容摘要的

火力全開的活動與原則，讓語言的學習與教學不

所有關鍵詞，依照邏輯關係填寫。因此，雖然心

再只是涉及語言知識的學習。

智圖也是單一科技輔助，卻有著比 1 與 2 更高的
效益。

以上 III 及 IV 的發現，都提供了圖片對於激
發認知的正面證據。但是，我們在設計語言學習
活動時，常常傾向於文字優先的思考模式，卻忘

▲ 圖一：「限時塗鴉」軟體畫面

瞭解更多

記了圖片／圖形的產出與使用，是最能激發學生
認知思考的有效工具。因此，在設計語言學習活
動時，教師不妨多多思考如何在語言教學活動中，
適時引領學生使用圖形註記。

時限帶來的效應
Google 前 幾 年 曾 發 展 了 一 個 叫 做 Quick,
Draw!（「 限 時 塗 鴉 」） 的 軟 體 (https://

quickdraw.withgoogle.com)，是一個使用圖形概
念的應用程式。在執行這個軟體時，學生看到某
個英文單字後，需要在有限的時間內畫出最能表
達那個單字的圖。在繪圖過程中，Quick, Draw!
會 一 直 以 語 音 告 訴 你 對 於 所 畫 的 圖 的 詮 釋（ 請

▲ 圖二：「限時塗鴉」軟體讓學生有機會比較自己與別人的認
知

參考文獻：
Ponce, R. H., Mayer, R.E., Loyola, M.S., López, M.J., &

見 右 圖 一 ）； 若 在 限 定 時 間 內 無 法 畫 出 Quick,

Méndez, E.E. (2018). When two computer-supported

Draw! 可以正確詮釋的圖像時，Quick, Draw! 就

learning strategies are better than one: An eye-tracking

會讓你參考別人的繪圖樣本（請見右圖二）。這

study. Computers and Education, 125, 376-388.

樣的設計迫使（鼓勵）學生在學習過程中，有效
地結合文字與認知，也因為得在時限內完成一個
能正確詮釋的繪圖，每一個限時塗鴉都是一個認
2018 師德會訊 05

了解 TKT
教師認證

教案設計達人

Perfect Lesson Plans

感恩節學英語—
學習聽說讀寫，也學會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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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言

們的重要課題。

歲末除了將熱鬧登場的聖誕節之外，就是每
年 11 月的感恩節了。感恩節在加拿大和美國都有

教學素材來源

慶祝活動，不過加拿大的時間較早，訂於 10 月的

1. 英語繪本："Turkey Trouble"（作者：Wendi

第二個星期一，其由來及慶祝方式也大不相同。
大家比較熟悉的感恩節歷史背景是在西元 1620

Silvano）
2. 自製學習單："Reader's Theater - Turkey

年，英國清教徒為了感謝印地安人無私傳授種植

Trouble" 繪本學習單（版本 I、II）、"Things

農作物及捕獵的技術，也感謝上帝恩賜豐收的一

I'm thankful for" 歌曲學習單

年，隔年準備了火雞佳餚，盛情款待印地安人，
而這傳統也傳承至後代。直到 1941 年，羅斯福總

學生背景分析

統正式訂定感恩節為 11 月的第四個星期四。這天

此次授課對象為六年級學生，英語能力已從

是全家人相聚的時光，一邊享受著火雞大餐，一

國小一年級累積至六年級，具有聆聽與閱讀英語

邊圍在餐桌前互相分享感謝的人、事、物。

繪本，以及認識國外節慶的經驗。由於即將結束
小學的學習階段並進入國中，藉此機會讓他們能

教學理念

夠沉澱心情，感恩師長。

身為英語教育者，我們希望學生學英語不僅
止於語言的學習，而是一種工具，能幫助探索不

教學策略

同領域的知識，進而瞭解世界各種文化與習俗。

一、跨領域學習：英語、社會、綜合領域。

節慶教學是最容易讓學生學習到西方文化的課程。

二、協同教學：外師介紹國外慶祝感恩節的風俗

教師可透過課程安排，讓學生習得該節慶的相關

習慣，中師則負責句型教學、繪本教學，以及帶

單字、句型，也更了解該節慶的風俗文化或歷史

領製作創意感恩節火雞。

背景。藉由一系列有組織的節慶介紹，不但能提
升學生的學習興趣，也豐富英語教學的內容。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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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活動介紹

其少子化的影響下，學生往往個個都是寶，面對

此次感恩節的教學活動共分為四堂課，分別

父母或師長朋友的幫助時，容易視為理所當然，

為感恩節的風俗文化介紹、感恩節的單字與句型

缺乏同理心，所以學會「感恩」已成為現代孩子

教學、"Turkey Trouble" 英語繪本教學，和感恩節

的歌曲教唱、各班創意火雞製作及張貼。學生在

》教學準備：

這四堂課之前，必須先開始設計各班的火雞造型

單字閃示卡、英語簿、火雞翅膀雲彩紙 2~3 張

並張貼於壁報紙上，所以也需要各班導師的配合。

（手型剪紙）

建議英語老師也可先完成火雞壁報紙之製作，以

》教學活動流程：

增加後續教學的流暢度。

1. 教師藉由提問複習感恩節的背景，並請學生
回答問題。

1st Lesson

2. 使用閃示卡，以自然拼讀法逐一介紹感恩節

》教學時間：40 分鐘

的相關單字。

》教學／學習目標：

3. 接

1. 能認識感恩節的背景由來
2. 能認識感恩節的風俗習慣
3. 能引發學生對異國節慶與文化的興趣
4. 能能激發學生對周遭人、事、物的感念之心
》教學準備：

著

介

紹

句

型 "I'm thankful for

___________."，並提醒學生空格內只能填入名
詞， 例 如："I'm thankful for my mom."、"I'm

thankful for your love." 等。
4. 再介紹書信的基本寫法，利於進一步應用句
型。以下為範例：

感恩節的歷史背景與文化風俗簡報
》教學活動流程：

1. 教師進行教室佈置，將感恩節的相關海報張
貼在教室周圍。

2. 以問答方式，詢問學生今日主題與感恩節的
相關問題。例如：
a. What are we going to talk about today?
b. When is Thanksgiving?
c. What do people do on Thanksgiving?
d. What do people eat on Thanksgiving?

3. 教師以簡報方式，介紹感恩節的歷史背景和
文化風俗，讓學生知道清教徒感謝印地安人的
原因，並說明感恩節在美國的慶祝方式。

4. 請一位學生上台發表自己想感謝的人及原因。

2nd Lesson

》教學時間：40 分鐘
》教學／學習目標：

1. 能學習感恩節的相關單字 (Mayﬂower、
Pilgrim、Thanksgiving、Indian、
November、corn、turkey)
2. 能學習感恩節的相關句型及問候
3. 能引發學生對異國節慶與文化的興趣

5. 請學生構思要感謝的人和想寫的話語，程度
基礎的學生可參考老師的範例，而程度較好的
學生則可自由創作，將草稿寫在英語簿上。

6. 經由教師檢查通過的學生，可以將句子寫在
剪好的手型雲彩紙上，作為火雞的翅膀。

7. 教師請學生發表手型雲彩紙上的內容，與全
班同學分享想要感謝的人。

8. 最後，由學生將手型雲彩紙帶回家給要感謝
的人，唸出卡片內容後再請對方簽名。

3rd Lesson

》教學時間：40 分鐘
》教學／學習目標：

1. 能欣賞繪本 "Turkey Trouble"，養成閱讀習慣
2. 能了解繪本故事意涵，明白臨危不亂的重要
3. 能了解感恩節吃火雞的文化，並完成學習單
4. 能以讀者劇場的劇本朗誦方式呈現繪本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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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案設計達人

》教學準備：

意涵，與臨危不亂的重要性

英語繪本 "Turkey Trouble"、"Reader's

Theater - Turkey Trouble" 繪本學習單（版
本 I、II）

3. 能了解感恩節吃火雞的文化
》教學準備：
繪本 "Turkey Trouble"、"Things I’m thankful
for" 歌曲學習單

》教學活動流程：

1. 請學生一邊看繪本封面一邊進行猜測，並回

》教學活動流程：

1. 教師發下歌曲學習單，並播放 YouTube 上

答老師的問題。例如：
a. What's the title of the storybook?

的歌曲 "Things I'm thankful for" (https://www.

b. Why are we reading this book?

youtube.com/watch?v=TKl8BuVWnUA)。

c. What else do we eat on Thanksgiving?

2. 請學生聆聽後將單字填入學習單上的空格，

2. 教師運用繪本進行故事教學，並引導學生認

再跟著一起唱。

識繪本學習單上的主要句型。

3. 教師利用繪本複習故事內容，並練習主要句

3. 發下繪本學習單，進行差異化教學。程度基

型和單字。

礎的學生拿選擇題學習單（版本 I），程度較好

4. 接著請學生逐一將自己準備的手型雲彩紙貼

的學生則拿問答題學習單（版本 II）。

4. 待學生完成後，再進行讀者劇場的練習。
5. 教師可帶領全班或以分組方式，練習朗誦學
習單上的劇本。

在壁報紙上，同時教師可再次播放歌曲作為背
景音樂。

5. 最後教師將各班完成的作品，張貼於教室後
方或學校川堂，供全校師生欣賞。

點我聽歌

教學省思
一直以來，我都有個信念，希望學生從課堂
上學到的不僅止於英語會話或技巧，更加希望他
們帶走的是一種生活態度。我深信，一個人擁有

4th Lesson

》教學時間：20 ～ 40 分鐘
》教學／學習目標：

1. 能吟唱感恩節歌曲 "Things I'm thankful
for"，並完成學習單
2. 能了解英語繪本 "Turkey Trouble" 的故事
10

正確的態度才會懂得感恩、惜福、負責。感恩節
的系列活動，除了讓學生學到英語的聽說讀寫技
能，以及了解節慶的文化背景，也藉由英語繪本
的閱讀，學習國外吃火雞大餐的習俗，更藉由歌
曲吟唱及海報製作，帶領學生進行藝術與人文的
欣賞。最重要的是，學生能藉此機會試著沉澱自
己，思考與學習感恩，將感謝的心表達出來。

免費
報名

繪本教學策略

Teaching with Picture Books

Merry Christmas—
用繪本歡度聖誕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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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誕節是所有孩子都熟悉的重要節日，也是

精靈的存在，孩子們就會格外注意自己的言行，

英語老師一定會介紹的西洋節慶。在西洋文化當

老師也可以藉此機會提醒大家，因此這絕對是一

中，聖誕節當然有其宗教意義，不過對孩子們而

個鼓勵和督促小朋友的好方法。

言，聖誕老公公、馴鹿、禮物，才是他們心中最
鮮明的聖誕節象徵。延續著這股歡樂的氣氛，我

跟聖誕老公公相關

們就來介紹更多聖誕節相關的繪本和教學活動吧。

的第一本繪本，我建議可
以

低年級的 Learn to Read

用 "Father Christmas

Needs a Wee!"，主角聖誕
老公公到了許多戶人家，喝了大家準備的不同飲
料，一杯、兩杯、三杯……，也回送了不同個數
的禮物，十支筆、九本書……。小朋友可以練習
數字和許多物品的名稱，還可以藉由押韻練習語

12

聖誕老公公的到訪，是年紀小的孩子們最期

感。最重要的是，小朋友會學到「我想尿尿」該

待的事，因為爸爸媽媽總會說，只有乖巧聽話、

怎麼說！而聖誕節的另外一個象徵，就是下雪的

表現良好的小朋友，才會在聖誕節收到聖誕老公

景象，因此跟雪有關的繪本，也會列入我的書單

公帶來的禮物。不過小朋友可能會有這樣的疑問：

當中。"Snowmen at Night" 是 "Snowmen" 系列的

聖誕老公公要怎麼知道我平時的表現好不好呢？

其中一本，也是非常適合剛開始學習的小朋友的

針對五、六歲的孩子，首先可以運用 "The Elf on

經典繪本，內容充滿童趣而且用字簡單。而繪本

the Shelf: A Christmas Tradition" 繪本，讓孩子們

"Snowballs" 則讓小朋友可以發揮美感和創造力，

先了解聖誕節的傳統，再把書中的精靈玩偶正式

做出不同造型的雪人。以上這三本繪本，都很適

介紹給孩子們認識；精靈是聖誕老公公的使者，

合用於初期 Learn to Read 的階段，老師可以帶

他的工作就是觀察小朋友平常是不是有乖乖聽話，

著小朋友，經常性地重複閱讀，藉由閱讀來認識

然後回報給聖誕老公公。小朋友可能不見得真的

Sight Words，彌補這個階段裡學習自然發音的不

能讀懂這一整本書，但是您會發現，因為意識到

足，培養生活中的語感和流利度。

接 下 來， 推 薦 各 位
老師帶著小朋友閱讀的
是 "Rudolph the RedNosed Reindeer"。 孩 子
們在聖誕節一定都有聽過
歌 曲 "Rudolph the red-

nosed reindeer, had a

首先我要推薦最受歡迎的繪本 "How to Catch

very shiny nose...."，那麼紅鼻子魯道夫到底是一

Santa"，這本書適合各年齡層的學生，內容輕鬆、

隻多特別的馴鹿呢？讀完這本書就可以認識牠囉。

富有童趣，可說是老少咸宜，每隔一段時間拿出來

雖然這本書的故事可能對剛開始學習的孩子來說

閱讀，都會有不同的想法和創意。孩子們一邊閱

比較困難，不過老師可以用說故事的方式，並且

讀，也會一邊思考：我想問聖誕老公公什麼問題、

摘要故事大意，讓小朋友了解內容，再結合有趣

我想告訴聖誕老公公的話、我想送給聖誕老公公

的「棒棒糖魯道夫」手作活動，這樣一來孩子們

的東西等等。請學生把想問聖誕老公公的問題寫出

都會很喜歡喔。

來，就會發現各式各樣充滿創意的內容，原來孩子
們對聖誕老公公的好奇心非常強烈，有些問題讓人
另一個可以延伸孩子

會心一笑，有些則讓人意想不到。這本書最後還引

想像力的繪本，是經典的無

導孩子們認識 riddles，對學生而言，要看懂、甚

字 繪 本 "The Snowman"，

至寫出英文 riddles，已經是不容易了，不過還是

這本得獎作品還曾經製作成

可以讓孩子們嘗試看看，透過不同的語言形式刺

動畫片，故事在溫暖中帶有一絲絲悲傷。書中雖

激，更能發現英文的有趣之處。

然沒有文字，但是老師可以搭配 "The Snowman
(Step Into Reading 1)" 來進行閱讀，全書使用現

高年級以上的學生，如果是已經學過或正要

在式句型，即使是初學的小朋友也能試著自行閱

開始學習被動語態的階段，那麼 "Little Santa" 會

讀。等學到過去式之後，則可以使用過去式的文

是一本相當合適的繪本。一方面孩子們對聖誕老公

本來練習閱讀，並且結合無字版繪本，進行圖文

公的童年感到好奇，另一方面書中使用許多被動語

配對或看圖說故事，訓練段落閱讀和組織能力。

態的句子，搭配與情節相呼應的圖片，學生就會在
不知不覺中更加熟悉被動語態的用法。另外，如果

中高年級的 Read to Learn

想增加高年級學生的閱讀量，可以選用 "The Polar

年紀較大的孩子，除了 Learn to Read 的功

Express" 這本繪本，雖然文字較長，但曾經拍攝成

夫要持續加強之外，也要加上 Read to Learn 的

動畫電影「北極特快車」，因此能夠很快引起孩子

學習層面，讓他們可以開始學著歸納、推論、預

們的閱讀興趣，更願意主動挑戰高階的閱讀素材。

測，培養主動思考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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繪本教學策略

聖誕節必備教學活動
我每年都會帶著學
生一起寫信給聖誕老公
公，通常學期一開始就
可以開始準備進行這項
活動了。北美和歐洲許
多國家都有聖誕老公公的專屬地址，如果希望回

每次在學習聖誕節相關的繪本時，通常都會

信率高一點的話，建議可以寄到加拿大。聖誕老

聯想到國外冬天特有的下雪場景，所以非常適合

公公的回信充滿了趣味，有時還會附上貼紙之類

補充關於水循環的相關知識，因此我會介紹水的

的小禮物，小朋友看到回信都會相當興奮。老師

各種形態要如何用英文表達，並且隨著學習階段

可以結合繪本 "How to Catch Santa" 的內容，讓

與年齡的增長，逐漸加深內容。即使是利用相同

學生把想問聖誕老公公的問題都寫在信裡面，最

的繪本，每次複習也都能再加入新的科學知識或

後老師再和小朋友一起閱讀聖誕老公公的回信，

手作活動，充分結合 STEAM 教學，幫助孩子們

相信這會變成學生每年都想做的活動之一。

在這個階段全方位地學習和成長。

還有一個一定要列入課程裡的，就是聖誕歌
曲的教唱。聖誕節的歌曲大多耳熟能詳，而我挑
選的是 Mariah Carey 的 "All I Want for Christmas
Is You"，搭配自製的歌詞學習單，我同樣會把主
要的單字空出來，讓學生試著完成。這首歌曲琅
琅上口，只要學會了怎麼唱，歌詞就能自動內化
在腦袋裡，保證不會忘記喔。

The Snowman
(Step into Reading 1)
定價／ $ 140

點我聽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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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價／ $ 126

Party
購

教學得來速

Teaching Resources

Super KK 教你自信發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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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國小英語學習的

學童入學前 10 週密集學習的重點，國語課本內的

階段，強調的發音教學

「首冊」就是專門教導注音符號的認讀與規則。

方式是以「自然發音」

而 KK 音標則適合學童具備基本知識和抽象思維

(phonics) 為 主， 希 望

後再學習，以免和英文字母或注音符號互相混淆。

透過字母的基本發音

英文中有 26 個字母，但發音上卻有比 37 個中文

(initial sound) 建 立 基

注音符號還多的音標，若要讓學習者快速、有效

礎，讓學生看到字母就

率地學習 KK 音標，《Super KK 音標》就是很合

能自然而然將單字的發

適的教材選擇。

音正確拼讀出來。
《Super KK 音標》分為 1、2 兩冊，一共 30
對於初學英語的學生而言，坊間有很多精心

個學習單元，融合了自然發音與 KK 音標規則。

設計的 Decodable Readers (Phonics Readers)

作者安排一天一個單元，計畫性地讓學習者在 30

小讀本，可透過自然發音規則來閱讀，以增進閱

天內學好 KK 音標，對英語發音更清楚。筆者認

讀的流利度。同時，對於常見但無法用自然發音

為，可以好好利用國小畢業後升上國中的暑假，

拼 讀 的 字 彙， 也 有 Sight Word Readers 幫 助 學

來學習這套《Super KK 音標》，因為此時學生已

生看到常用單字時能流利地拼讀。但一般閱讀通

經進入理性的抽象運思期，再學一套跟英語字母

常有 25% 的字彙，無法透過自然發音或是不在

很類似的符號，比較不會混淆，而且除了能夠建

sight words list 上 面； 以 Wednesday 為 例， 如

立 KK 音標的基礎，同時也是很好的機會可以複

果沒學過該單字，使用自然發音的話，就會變成

習國小階段所學的自然發音。

[w5dn5sde]， 以 及 colonel、resume、choir……
等單字，也很容易鬧出笑話。那麼，要如何才能

KK 音標基本上有 41 個音標符號，很多音標

讓學生更清楚地理解英語發音呢？「KK 音標」就

符號和英文字母長得一模一樣，筆者通常會跟學

是一個很好的發音學習輔助方式。

生介紹 KK 音標有穿外套，只要看到英文字母穿
上外套 [

KK 音標就像中文的注音符號，可用來協助
學習者認識發音。不一樣的是，注音符號是國小
16

]( 直線括弧 )，就是 KK 音標而非英文

字母，例如：[wet] 可不是單字 wet ( 潮濕的 )，而
是 wait ( 等待 ) 的 KK 音標發音符號。

作者在每一個單元

下，通常很快就會熟悉 KK 音標，達成教學目標。

裡，會依據 KK 音標的難
易 度 安 排 2~5 個 音 標 符

每個單元最後是 Tongue Twister ( 繞口令 )，

號，進行學習和比較，讓

讓學生在快樂、有趣的氛圍裡做做舌頭暖身活動。

學生循序漸進認識 KK 音

老師也可根據所學的音標，找到類似的繞口令，

標的規則。例如：第一冊

為學生在學習過程中增添各種趣味，譬如以下這

的第一單元是 [b] [p] [m]

個典型的頭韻 (alliteration) 繞口令，就非常具有

[f] 等四個和字母長得一樣

挑戰性。

的音標符號，和注音符號的前四個ㄅㄆㄇㄈ符號，

Peter Piper picked a peck of pickled peppers,

同樣是與唇部發音相關（雙唇音和唇齒音）。學

A peck of pickled peppers Peter Piper picked.

生可以透過每單元第一部分的聽說練習，反覆看
著圖示聽辨發音，強化對字母和音標的學習印象。

If Peter Piper picked a peck of pickled peppers,
Where's the peck of pickled peppers Peter Piper
picked?

如果老師運用此套教材作為國中英語先修班的基
礎教材，就可以將音標和字母分別寫成字卡，例

每冊還有三個實用的複習單元，是很好的檢

如：book、pool、moon、food 寫成四張字卡，

核活動，因為學生可以再次透過反覆的聽辨練習，

請學生唸唸看，聽看看，分辨哪個 "oo" 的唸法不

認讀之前學過的音標符號。第一冊的附錄是作者

一樣。然後，再寫四張音標符號卡 [b8k]、[pul]、

發明的 KK 音標鍵盤 ( 子音 )，可將上面的中文提

[mun]、[fud]，讓學生可以看著音標符號唸讀，也

示或注音符號當作輔助，降低學習上的困難。第

能試著與正確的單字進行配對。這樣不僅能引發

二冊的附錄中，作者更貼心地附上不發音的字母、

學生的學習興趣，還能逐漸培養學生的學習信心。

有陷阱的單字、較長的單字，以及美式口音和英
式口音的區別，讓學習者的學習更加國際化，也
豐富了 KK 音標的學習內涵。
最值得一提的是，每個單元都有 QR Code，
方便學習者可以直接拿手機掃描，觀看作者親自
教學解說，加上每冊附有 MP3 光碟，能夠隨時聆

作者在第二部分安排的是聽辨練習，讓學生

聽以強化聽辨發音的能力。相信在作者精心安排

試著圈選出聽到的發音是哪個單字，而這也是國

設計的課程中，學習者可以在最短的時間內有效

小所學的自然發音部分，單元內容結合了 KK 音標

學好 KK 音標，對英語發音更有自信。

和自然發音，雙管齊下讓學生會唸也會拼。第三
和第四部分，則是將聽到的子音、母音或整個單
字的音標，依據提示回答並寫出來。第五個部分，
是讓學生看字寫出或連連看到正確的音標符號。

[ 套組優惠 ]

Super KK 音標 1+2

這些都是按部就班地訓練學生建立 KK 音標符號的

（附 2 MP3）

基礎，因此高年級學生在這個階段學習 KK 音標，

定價／ $ 438

並不會增加太多學習負擔，且在這樣的學習進度

我要購買

特價／ $ 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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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ing Writing Skills in Chinese

改寫教學：將文章改頭換面
文／陳麗雲
全國中小學語文領域專業成長研習講師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語文教學碩士

「改寫」是訓練寫作的重要形式，也是一種

的新穎風格。以《太空梭》為例：

重要的寫作能力。所謂「改寫」，是在保留原來

一架飛機在天空自由自在地飛著。他一會

句子或短文意思的原則下，將原文的形式、體裁

兒俯衝，一會兒爬升，一會兒翻筋斗，覺得很

做不同的改變，並且仿照文本現有的內容加以摹

得意。

寫；也就是不更動中心思想，不改變原作主旨、

突然一聲呼嘯，一個龐然大物騰空而起。

意識的前提下，將原作的形式加以改變，以達到

只見他三角形的翅膀，尖尖的腦袋，方方的機

靈活運用不同體裁的能力。所以，「改寫」通常

尾，轉眼間便飛得無影無蹤了。飛機想：「這

以一篇現成作品為基礎，在不改變原作題材及中

是什麼呀？怎麼飛得這樣快呢？」

心思想下，將原作品重新設計，寫成新作品。換

他找到智慧老人，想問個究竟。智慧老人

言之，「改寫」就是改變原作形式或內容的寫作

笑著說：「剛才你見到的是太空梭。他比你飛

方法，幫文章改頭換面，但精神不死。改寫有以

得更高更快。你能飛兩萬米高，他卻能飛幾十

下幾種常見的形式：

萬米高。從東海之濱到帕米爾高原，你要飛行

（一）改變人稱：如第一人稱改為第三人稱。

四個多小時，他只需要飛行七分鐘。」

（二）改變體裁：如詩歌改寫為白話散文。
（三）改變結構：如分述法改為起承轉合四段論法。

原文中的「他」是主角太空梭，使用第三人

（四）改變敘述方式：如倒敘、插敘改為順敘。

稱的敘述方法，若改為第二人稱的「你」，感覺

（五）綜合改寫：融合以上各類改寫，按寫作要求，

就像在和文章主角對話一樣，可以抒發自己對文

靈活運用的改寫方式。

章主角的感情；也可以改為第一人稱的「我」，
把自己當成文章主角，用自己的角度寫更有說服

其中比較簡單的是改變人稱和改變體裁。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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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也讓讀者有深刻的感動。改寫後：

變人稱是指依照原意，改變範文中的人稱，再加

可愛的小星星，你們好！我叫太空梭，是

以創作的寫作方式。運用不同人稱，可使用不同

飛機家族中的一份子，但是個頭特別大。你看

的角度和感情描寫人物或事情，也可依照各種人

我長得是否有點笨拙？三角形的翅膀，尖尖的

稱寫法的優點，將文章重新詮釋，創作出不一樣

腦袋，方方的機尾。

然而，我飛行的時候一點也不笨手笨腳，

1. 明確文章中心，擬訂合適的標題。例如原文是

可靈活啦！你瞧！我可以快速地俯衝，可以快

記事的，要求改成寫人的，標題自然不適合沿用

速地爬升，還能像孫悟空一樣翻筋斗呢！我比

原文，必須按照文章中心擬定標題。

一般的飛機飛得更高更快。普通飛機能飛兩萬

2. 改寫文章中心思想及人稱必須一致，語氣及風

米高，我能飛幾十萬米高，遨遊太空。從東海

格要統一，敘述角度和立場必須不變。

之濱到帕米爾高原，普通飛機要飛行四個多小

3. 理解具體要求，確保依據要求進行寫作，也就

時，我只需要飛行七分鐘，眨眨眼就到了。

是符合題目對改寫的要求。不可過分自我發揮，
另起爐灶。

至於改變體裁的練習，則多半是由詩歌改為

4. 融入個人風格，展示獨特魅力。改寫是需要想

白話散文，可讓學生了解內容後再改寫為文章。

像力的，應融入自己的寫作風格，避免千人一面，

例如古詩詞《漁歌子》：西塞山前白鷺飛，桃花

展示自己的語言和行文風格。

流水鱖魚肥。青箬笠，綠蓑衣，斜風細雨不須

5. 在抓住原文的前提下，可將順敘改為倒敘、插

歸。改寫後：

敘，或倒敘改為順敘等。這種改寫或刪或增，但

我曾是朝廷上的一員小官，隨著母妻死去，

必須注意前後的自然銜接和照應，不能脫節和錯

本就極度煩厭官場的我悲痛欲絕，辭去官位，

位。

隱居太湖。皇上看我可憐，賞給我一個奴僕和

6. 形式改寫容易和白話翻譯混淆，必須明辨。將

一名婢女，我也萬分感激。

文言或詩歌改寫成白話散文，要重新組織文章結

太湖的風景很美，每年春天，西塞上一片

構，是一種中心思想不變的大翻修，並不是只有

鬱鬱蔥蔥，雲遮霧繞，宛如仙境。幾隻白鷺在

翻譯而已。在內容或形式上的創新，會比原文更

薄霧中悠然自得地飛著。水邊桃花樹上花瓣紛

有趣、更有新意。

飛，飄入流水之中，經過我的船舷和魚線。腳
邊水中，鱖魚又肥又大，繞著花瓣翩翩起舞。

若從經典進行改寫，學生不僅學習到寫作，

我頭戴竹笠，身著蓑衣，周圍飄著濛濛細雨。

也有閱讀經典的機會。我曾讓學生改寫國語課本

我不必回船篷，更不必回那朝堂之上。（六年級：

的「空城計」，羅貫中筆下的孔明足智多謀、博

步喧）

學多聞，「空城計」就是孔明急中生智，全身而
退的經典故事。課本的「空城計」是以第三人稱

改寫是根據別人的材料文章，消化整理後再

的觀點敘述事件，直接說出孔明和司馬懿的名字，

重新組織，所以要把握原創作的精神旨趣以進行

以旁述取代直述。因此改寫空城計之前，要先知

改寫。除了注意原文的完整性，充分表達原文的

道改寫是什麼？改寫的要求又是什麼？

精神與意境，更要增加一些詞彙，使得前後連貫，
但增加的詞彙不能改變原意。改寫不等於翻譯，

我設定的是「改變人稱」形式的改寫，也就

而是將故事以不同形式呈現，具有以下幾點原則：

是要用第一人稱敘述，把自己當作孔明或司馬懿，
2018 師德會訊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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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其中一個觀點，把空城計的故事說出來。改

得有異，馬上止住三軍，親自騎上快馬一探究

寫文章時，為了讓文句和內容更順暢，可以將敘

竟。

述改為描寫，加上符合故事主人翁性格的神態或

當看到孔明坐在城門的樓臺上，若無其事

動作，能進一步豐富想像力。改寫「空城計」的

地彈著琴，四周鴉雀無聲，只有一陣柔和、優

故事，首先要點出時代背景和原因，然後選擇以

雅的琴聲，絲毫沒有半點慌張的感覺。頓時，

孔明或司馬懿當敘述者，以第一人稱口吻敘述事

我心中充滿莫名的不安，啊！不好，孔明定是

件發生的經過。若以孔明為第一人稱，可以在應

想要騙我，才故意打開城門引我們入甕，等我

對司馬懿大軍時，描述孔明「我」的內心，也能

們一攻城，大批伏兵就會衝出來包圍我們，狡

揣摩孔明「我」掌握大局的神情與對話。在敘述

猾如孔明，果然是兵不厭詐，但我哪會那麼容

關鍵事件時，可以運用文章中原來的詞語和句子，

易上當呢？

寫出故事發生的情節與經過。最後寫出故事的結

「快！快撤退！前軍改為後軍，後軍改為

果，也就是孔明「我」的空城計成功了，心情一

前軍，朝北方山路撤退！」我以明確卻急促的

定是如釋重負又滿足。藉由改變人稱的改寫方式，

聲音下令，深怕等伏兵出來就來不及了。這時，

讓人物特性躍然紙上。

次子司馬昭忽然問：「說不定孔明是沒有兵力，
所以故布疑陣，父親為何輕易撤軍？」年輕人

空城計 ( 改寫 )
新北市修德國小 林博堯
「報告將軍，軍隊已訓練完畢，只待將軍

絕不輕易冒險，如果我軍進攻，必定中計讓他
得逞，還是撤軍比較妥當。」

下令。」「好，全軍準備，全力出擊！」這真

緊急撤軍的路上，我頻頻回頭，卻心存疑

是一個難得的好時機，孔明一定想不到我會乘

惑：為什麼孔明的軍隊沒有追上來？他沒發現

勝追擊。諸葛亮啊諸葛亮！今日你與我司馬懿

我識破他的詭計，已經撤軍了嗎？正當我百思

一決高下，我一定把你打得落花流水，讓你嚐

不得其解時，忽然聽見士兵來報：「報告將軍，

嚐失敗的滋味。想到這裡，我的腦海中浮現孔

剛 才 發 現 孔 明 的 兵 力 都 已 經 出 城 搬 運 糧 草，

明落寞悔恨的畫面，嘴角便不自覺地微笑起來。

城 內 的 確 沒 剩 多 少 兵 力， 現 在 孔 明 已 經 出 城

「一、二、一、二……」，士兵們個個精

了……。」剎那間，彷彿晴天霹靂般，我驚訝

神飽滿，雄赳赳、氣昂昂，似乎勝利就在前方，

得跌坐在地上，空城故布疑陣，虛虛實實間讓

我心中不自覺振奮起來，想必孔明看到我軍氣

我猜不透，我是真的中他的計了，原來這不是

勢磅礡、萬馬奔騰，一定嚇得不知如何是好。

「請君入甕」，而是「空城計」啊！頓時，我

走著走著，忽然看見先鋒快馬加鞭，以飛快的

不禁覺得又悔恨又佩服，既恨自己不該輕易退

速度衝了過來，急促地說：「報告將軍，前方

兵，又打從心底佩服孔明，利用這空城計，逃

城門大開，不見任何士兵、軍隊，只見幾名百

過一劫。

姓在清掃街道。」聽到這則消息後，我心中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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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然莽撞易騙。我說：「孔明一生行事謹慎，

只是，再多的悔恨，也於事無補……。

活化教學新觀念

Dynamism of English Teaching

小學生遊學，學什麼？
（學校篇）
文／劉楚筠

Tina

資深國小英語教師
文山教育基金會活動部主任

連續兩期為大家介紹了小學生遊學的生活概

過分級後，與其他非英語系國家的學生一起上英

況、可能遇到的突發事件、所得到的豐碩成長經

文課，輕鬆沒負擔，又能去玩樂、買紀念品。住

驗，這一期我們來看看孩子在遊學過程中的「學

宿舍的話，每天都可以和台灣同學聊天，大幅減

校」生活裡，有些什麼收穫吧！

少想家的機會，還能嘗試獨立自主，真是大解放
啊。費用方面，美國團收費上總是最高的，因為

小學生的遊學型態

美國語言學校的學費本來就比加拿大、歐洲、紐

（一）進入當地學生的課堂，和當地學生一起學，

澳，高了那麼一些些。

搭配寄宿家庭住宿。
這種遊學團通常是相當客製化的。首先，參
加的台灣學生英文要夠好，且必須是在台灣的寒
暑假期間，要前往的國家仍在學期中才有可能實
行，因此採 semester 制的學校便無法配合。真正
希望孩子學到英文以及體驗國外學校生活的父母，
或未來有留學想法的學生，便會覺得這樣的遊學
型態才能貼近當地生活，也認為這樣獲得的成果

▲ 台灣學生的到訪受到當地學校的重視

較為豐碩。但一般來講，這種遊學團因為語言門
檻較高，也需要孩子抱持願意在寒暑假繼續上課
的心理準備，所以較難吸引學生的青睞，因而有
一定的成團難度。

上下課的作息時間
上述兩種遊學型態對孩子來說，各有不同的
收穫。跟著英語系國家的學生一起上下課，對台
灣學生而言相當有新鮮感，但同時也很有挑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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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參加語言學校的 ESL 課程，搭配觀光行程，

首先，上下課的時間就大不相同。在台灣，每上

住宿舍或寄宿家庭。

四十分鐘就有十分鐘左右的下課時間，但不管在

對於一般孩子而言，寒暑假就是要玩的呀！

澳洲或英國，一節課常常就是一個半小時，而休

所以大部分孩子會比較喜歡這類的遊學團。在經

息時間則相對地比較長，可達半小時。這對習慣

上課四十分鐘就下課十分鐘的台灣小朋友來說，

容，例如：倫敦的地形、歷史、主要河流名稱、英

如果沒有強大的專注力支撐，一開始真的不太能

國錢幣……等。

適應。不過，因為三點前就放學了，玩樂的時間
因而變多，所以幾天之後孩子漸漸也就適應了漫
長的課堂時間。

ESL 課程方面，如果是安排整個台灣團的學
生一起上，沒有另外分級的話，英語程度較高（通
常也是年級較高）的孩子容易覺得無聊，然而經
過程度分級後，即使年齡異質，孩子往往會比較滿
意。值得注意的是，授課老師的態度一點也不會讓
孩子覺得，自己被分到基礎班就代表能力差，反而
透過更活潑有趣的活動（通常程度高的班級會有較
多的寫作課，而程度基礎的班級則有較多的口說
課），讓孩子感受到學習的無比樂趣。在語言學校

▲ 台灣學生參加澳洲小學的朝會

上 ESL 課程，還會遇到其他來自非英語系國家的
同學，雖然因為口音殊異，台灣孩子需要一點時間

豐富的課堂內容

適應，不過孩子們的耳朵很靈敏，適應得很快，不

將台灣學生打散入班後與當地學生同步學習

管是西班牙口音、法國口音，可是都能在很短的時

的這種遊學型態，因為完全按照學校的課表上課，

間內自動發展出「口音解碼系統」，這樣的能力連

所以學生們很快便發現自己對於和當地國家密切

大人都自嘆弗如呢！

相關的「歷史科」很陌生，但對於「數學科」卻
很在行！孩子們會笑著跟我說，他們老早就用心
算把答案算出來了，老師還在用計算機算答案。

不同的教師文化
在外國的課堂中，孩子們會驚訝地發現，怎麼
在台灣常因愛講話而被老師唸叨的同學，到了 ESL

不管是哪一種遊學型態，遊學公司多半都會

課堂上反而受到大家的歡迎？當大家害羞得不敢發

再另外幫孩子安排 ESL 課程。ESL 師資通常都

表意見的時候，敢秀敢言的同學倒成了課堂上最佳

很不錯，也會編排能認識當地文化的課程，讓台

的潤滑劑。外國的老師很願意傾聽，也容易接納不

灣學生更了解自己遊學的國家。以澳洲的 ESL 老

同國家學生的多元化觀點。

師 為 例， 他 會 介 紹 一 種 鹹 鹹 的 麵 包 塗 醬， 叫 做

Vegemite，這是澳洲家庭裡的常備早餐塗醬，老

有一次，一位台灣學生因為在班上不斷發出小

師還會帶來讓同學們一同品嚐。而澳洲的各種有

聲音、表現躁動，情緒似乎不太穩定，於是老師請

袋類動物，更是 ESL 老師不會錯過的重點主題，

語言學校的主任陪同與我會談。老師說：「這樣的

課 程 內 容 十 分 具 有 在 地 特 色。 另 一 方 面， 英 國

孩子，我見過很多，如果有信任的大人在身旁，會

的 ESL 老師也有很多能介紹給台灣學生的課程內

比較有安全感，也會表現穩定。希望您能來課堂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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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他幾次。」外國老師看待事情的角度讓我很訝

有的學校很貼心，還會預先安排校園導覽，

異，因為老師並不是要我去「壓」這位學生，而

接著再安排學伴，讓進班學習的台灣學生不會覺

是希望我能陪伴他。經過我的陪伴之後，果然孩

得孤單。學伴也會帶著台灣同學去逛逛福利社，

子的狀況好了很多，後來我私下了解，發現原來

畢竟福利社永遠是孩子們最好奇、也最感興趣的

影響他情緒的原因是，同班的台灣學生老嘲笑他

學校場所。同學們也觀察到當地學生，在走去專

課堂上的回答很 "silly"。

科教室時，即使沒有老師的帶領也依然魚貫前進，
非常安靜、友善，充滿平靜的氛圍。因此，孩子

這讓我不禁想到，如果當初是以「維持秩序」

在學校裡的生活並無太大波折，而且能時時刻刻

的角度去「監視」他，看他是不是專心上課，那

睜大雙眼，用心比較台灣學校與外國學校的異同。

麼這孩子內在的不安，是不是就無法獲得安撫呢？
最後，那名學生的狀況平穩後，在課堂上回答了
很多問題，課程結束之後還得到任課老師頒發的
模範學生獎項呢！

充實的學校活動
除了常規課程以外，跟著外國學校班級一起
上課的同學，還會遇到「運動會」這類大型活動。

▲ 當地學校會安排學伴給台灣學生

有一次筆者帶的澳洲遊學團學生，因為碰上運動
會，所以有機會見識到全校學生組隊競技，各隊

從以上的內容，應該可以了解到台灣孩子在

的啦啦隊伍將臉塗得花花綠綠，還有隊呼和隊舞，

遊學時，校園學習方面比較沒有適應上的問題，

都讓台灣學生感到十分驚奇。運動會開放所有學

主要的挑戰來自於日常生活方面的人際相處，像

生自由報名參加，所以台灣同學也能參與。運動

是無法適應寄宿家庭，或難以和生活習慣不同的

會中，可以看到外國的家長們帶著露營椅，坐在

室友磨合。父母應要能理解孩子在生活上，已是

操場周邊野餐及觀賽，好不愜意。這樣自由的氣

面臨處處要重新學習新規則、適應新環境，因此

息與偌大的草坪，讓台灣學生們都忍不住在草地

盡量不要對孩子在國外掉東西這件事，給予過多

上盡情奔跑、盡興玩了起來！

的苛責。如此一來，孩子多半都能在豐富的活動
與隨團老師的協助下，擁有一段快樂的遊學回憶，
並帶回滿滿的有形與無形的收穫喔！

▲ 運動會中啦啦隊的練習實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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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ive Teaching Aids

新鮮感教具喚醒學習行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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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秋風起，時序即將入冬，剛過完 Halloween 就要迎來 Christmas。在日復一日的教學過程中，老師
和學生難免都有意興闌珊的時候，這時不如就把新教具帶進教室吧！我們都知道教具只是輔助，並非課
堂主角，但卻可以喚醒學生的學習行動力。老師們應該都有這樣的經驗，一個新的教具總是可以翻轉上
課氣氛，再搭配有趣的教學方式，往往能讓班上的學習活力再度翻騰起來。

在各式教具中，老師們很喜歡使用「遊戲海報」，小朋友們也特別喜愛！因為遊戲海報不但能變化
多端、適用各種程度班級、好攜帶又方便收藏，而且價格實惠，就算是小資老師，也可以投資十來款海報。
如果教室裡能有十來款海報備用，就不怕遊戲點子窮乏，也大概夠一整年的教學應用了。現在，我們就
來分享幾款充滿新鮮感的遊戲海報吧！

★ 叢林競賽，探險趣！
這組遊戲海報色彩豐富，配件完整。上課時，光是拿出來就很吸
睛。中間的彩色輪盤是很棒的設計，可以搭配指針使用，豐富遊戲的
多樣性。長 100 公分、寬 70 公分的大海報，足夠大班級使用。另外，
還有 A3 大小的桌遊海報也很令人驚艷，能將全班分成多組，以桌遊
方式進行。海報組所附的教案也提供了多種玩法，可視老師的上課需
求參考運用。

▲ 小朋友們喜歡自己寫！在格子中填入單字，更有參與感。只要再加上指針、標記物（走步棋）等桌遊小
配件，就可以分組遊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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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朋友們愉快地進行遊戲，老師也要巡視各組，看看大家有沒有使用英語，有秩序地按照規則進行遊戲。

》遊戲一：叢林競速

1. 三或四人一組。請小朋友將練習的單字填寫在空格中。或者，也可以當作聽寫、拼字練習，寫完後再
請全組一起檢查。

2. 將指針置於轉盤中央。請每位玩家選擇一個走步棋，放置在 "START"。
3. 玩家輪流轉動指針，根據轉到的顏色，唸出所有同色格子裡的單字。正確唸完後可前進到離自己最近
的同色格子。

4. 最快回到 "START" 的玩家獲勝！
Tip：當小朋友們都熟悉單字後，可進一步改成造句。在遊戲中練習造句，可刺激孩子思考與應用。若造句有困難的話，
其他小朋友也可以支援、協助，使遊戲順利進行。

》遊戲二：叢林積分賽

1. 將全班分成二或三組來競賽。
2. 老師先規定每個顏色的得分標準，例如：red = 2 points，yellow = 5 points，blue = 3 points，
green = 1 point。
3. 接著在各色的格子中，分別填入五個單字或片語，且每個顏色要能組成一個完整句。例如：將紅色格
子一一填入 eats dinner、at home、Joe、usually、at six thirty，而組合後的正確句子應為 "Joe

usually eats dinner at home at six thirty."。
4. 各組輪流轉動指針，再根據轉到的顏色，完成組合句子，正確者可得分。
5. 最後積分最高的組別獲勝！
Tip：每個顏色都有五個格子，很適合用來組句，也能幫助孩子在練習過程中，認識英文句子的結構（人→事→地→時）。
尤其是教導時態和頻率副詞時，這個充滿趣味的遊戲能降低孩子的排斥感，進而達到教學目的。

》遊戲三：叢林保衛戰

1. 將全班分組競賽，或分成小組進行桌遊也可以。
2. 不論分成幾組，或是有幾位玩家參與，這個遊戲只會用到一個走步棋，所有人都要共用走步棋。
3. 請小朋友將練習的單字填寫在空格中。寫好後，隨機放上 10 個得分標記物，例如：透明片、雪花片、
小棋子等都可以。一個空格只能放一個標記物。

4. 從海報附贈的動物中挑選 3~5 個，例如：bear、rabbit、fox，再分別放到沒有得分標記物的空格中。
5. 各組或各玩家輪流擲骰子，決定前進的步數（或是在轉盤中填入數字，轉動指針也可以）。移動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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棋到空格後，須唸出該格子中的單字或造句，正確者可獲得該格子上的得分標記物；若無得分標記物
或動物，則表示 "safe"。若遇到動物，且手上有得分標記物的話，就要全數交出，並隨機放置在其他
空格中。

6. 最後擁有最多得分標記物的組別或玩家獲勝！

★ 溫馨聖誕，佈置趣！
聖誕節的腳步開始接近，大概從十一月中開始，就能看到許多聖誕節
的佈置了。這時候，教室裡或教學環境中也可以著手增加一些佈置，為孩子
們的學習空間帶來滿滿的節慶氛圍。
★「歡樂冬季」情境裝飾海報：
這組海報具備了多種實用功能，不僅能用來進行聖誕節牆面佈置，每
張圖卡還可拆下來貼在教室的各個角落，也能用作圖卡，搭配冬季主題教
學，幫助學生一邊學習一邊發揮創意。
★「歡樂聖誕樹」遊戲海報：
利用這款海報搭配創意遊戲板，我們就能開始玩聖誕猜猜樂 (Christmas Riddles) 囉！將謎題寫在
遊戲板上，謎底則寫在海報上，讓小朋友們來猜一猜，看看是否有人可以解出正確答案。這張海報除了
能用來佈置教室，也可以成為孩子們互動的話題喔！

Tip：在網路上也可以找到很多相關的 Christmas Riddles，例如：

When does Christmas come before Thanksgiving? In the dictionary.
What does a snowman like to eat for breakfast? Frosted Flakes.
Why is Santa good at karate? Because he has a black belt.
What do you call a snowman in the summer? Puddle.

無論教學年資有多久，學生們上課時的笑容、學會某一主題時的成就感，都是老師最大的欣慰。看
到孩子快樂學習，就是老師最期待的目標。雖然教學內容大同小異，不過我們可以適時來點新鮮感喔！
今天開始讓老師和學生們一起樂在其中吧！
暢銷新品立即購

遊戲海報組 -Jungle Racing 叢林競賽
每組優惠價 169 元（85 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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