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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即報名

編輯筆記
Editor's Notes

說出口的感謝
現在大部分的孩子，都處在相對幸福的環境當中，不僅想要的樣樣不缺，過著舒適便利
的生活，從吃的、穿的到用的，父母總是盡其所能給孩子最好的。然而我也遇過某些苦惱的
父母，因為自己總是買給孩子想要的東西、順著孩子的意思，某一天驚覺孩子任性而揮霍，
不懂得珍惜物質的富足，不懂得感謝他人的付出。這才恍然大悟，自己從未提醒孩子所有一
切都得來不易，導致孩子以為這些都是理所當然。
所以我很喜歡 Thanksgiving 這個節日，這個節日可以引導孩子們思考，他們生活中的
方便舒適，是源自於哪些人的付出。最切身的幫助，自然是來自父母、師長、朋友。但除此
之外，也可以請孩子說說看，生活中最想感謝的「陌生人」是誰。有些人想感謝街角早餐店
親切的老闆娘，每天為自己製作美味的三明治，並且總是給予溫暖的笑容，讓一天的開始充
滿活力。有些人感謝捷運的清潔人員，每天坐捷運上學的時間，都可以看到他們清掃的身影，
因為他們的認真努力，我們才能有世界級乾淨的捷運。有些人感謝十字路口的義交叔叔，放
學或補習完的回家路上，人車熙來攘往的路口，因為有義交的指揮，讓我們行路更安全。請
鼓勵孩子適時向這些人表達出感謝，可以是一句帶著笑容的「謝謝」，也可以是一張寫著感
謝字句的卡片，這些善意的交流，不僅會讓彼此心裡更快樂，社會也會因此多一分平和與溫
暖。

當孩子發現自己習以為常的日常生活，事實上得來不易時，我們也許可以進一步讓孩子
能夠親自體驗。我本身很愛看 YouTube 頻道「木曜四超玩」的 「一日系列」（如果還不知
道的人，我真心推薦），當中主持人親自去體驗各行各業的甘苦，每次看完都覺得，原來各
個行業比我們想像的更需要熱忱、專業與職人精神。孩子當然不可能真的去做那些工作，但
是如果有機會也應該學著自己動手。家裡的家事就是最好的開始，煮飯、洗車、採買、照顧
寵物，不要擔心孩子不會做，就是要從做中學，熟能生巧。正是因為自己有所參與，往後便
會更了解其中的辛苦，自然不會任意揮霍他人勞動的成果。

本期的「教案設計達人」，透過送愛到柬埔寨的跨國愛心活動，結合英語課堂，讓孩子
透過捐贈文具，成為一個給予者。歲末年終，是最適合表達感謝的時刻，現在就和孩子們一
起，對生活中值得感謝的人，親口說聲「謝謝」吧！
《 Hello! E.T.》總編輯 孟慶蓉

pd@cet-taiw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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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師德重要活動訊息

有 11,182 人喜歡，快來按個讚吧！

November

★ 11/01（五）
．聖誕狂歡同樂趣開跑！
．第 50 屆 STYLE/JET 全國兒童暨青少年英語分級檢定 / 准考證陸續寄發
★ 11/02（六）
．秋季聯誼會 / 台中場
★ 11/03（日）
．新多益輔考師資班 - 台中班
．秋季聯誼會 / 台北場
★ 11/07（四）
．【新書上架】全民英檢滿分寶典～中級文法與練習
★ 11/08（五）
．【史上最優惠】師德好讀月～線上書展
★ 11/10（日）
．新多益輔考師資班 - 高雄班
．TKT 核心模組 / 延伸模組
★ 11/11（一）
．暢銷教具年終慶 - 熱情展開！
★ 11/12（二）
．兒童中作易學堂教學光碟 - 全新上市！
★ 11/15（五）
．MyET 線上英語口說診斷師 - 全新上市！
★ 11/17（日）
．第 50 屆 STYLE/JET 全國兒童暨青少年英語分級檢定 / 檢定日
★ 11/24（日）
．數位教學達人師資班 - 台北班
．秋季聯誼會 / 高雄場

December
★ 12/01（日）
．數位教學達人師資班 - 高雄班
★ 12/04（三）
．第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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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2/07（六）
．YLE 劍橋兒童英語認證 / 台北場
★ 12/08（日）
．數位教學達人師資班 - 台中班
．冬季聯誼會 / 台北場
★ 12/13（五）
．第 50 屆 STYLE/JET 全國兒童暨青少年英語分級檢定 / 成績單陸續寄發
★ 12/14（六）
．KEY/PRELIMINARY for Schools 劍橋英語認證 / 台北場
．STYLE/JET 英語口說分級檢定 / 台北場
★ 12/15（日）
．冬季聯誼會 / 台中場
★ 12/18（三）
．TKT11/10 場次 / 線上查詢成績
★ 12/22（日）
．STYLE/JET 英語口說分級檢定 / 台中場
★ 12/25（三）
．TKT11/10 場次 / 寄發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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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fessor's Corner

CLIL 中的跨語言實踐
文／ 簡雅臻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兒童英語教育學系 助理教授

臺灣的英語教育一直不斷的向前邁進，從一

國內目前 CLIL 課程包含綜合、藝術領域、健

開始教授審定版課本內容，到提倡英語繪本教學

康體育等。在教師授課方面，CLIL 理想情形是學

提升閱讀能力、建置英語情境中心、實施英語差

科教師均能以英文授課，但鑒於此要求無法在國

異化教學、兩班三組等，直到最近的學科與語言

內一蹴而就，故教育部輔導計畫先推廣學科教師

整合教學 (CLIL)，無非是為了提升國家整體英語

與英文教師共同備課，但以學科教師為主要教學

能力。然而在不同的英語教育政策下，教師們必

者。然而筆者觀察到各校的作法不同，有的學校

須努力不斷的發展教師專業，依據學生的需求及

是透過英語教師團隊集體備課並諮詢專業人員，

語言能力調整教學方法。其中英語及母語（國語）

由英語教師來教健康課；有的學校則由學科教師

在課堂中所扮演的角色，常是教師們的疑惑之處。

及英語教師協同教學。CLIL 比較成功的課程，目

一直以來，我們秉持全英語授課的目標，為求增

前是以英語教師為主要教學者。雖然也有少數以

進學生語言輸入、接觸英語的機會，外師教學、

學科教師為主要教學者且全英語授課，但這些學

增設英語情境中心，目標皆在於提供沉浸式英語

科教師多半有國外留學背景，不是每個學校都有

環境，然而並非所有老師都能做到全英語授課。

這樣的教師。但讓英語教師擔任 CLIL 課程的主要

因此過去在英語課堂上的中英文轉換，常引起語

教學者，並非是長久適宜的教學生態，因為英語

言轉換在教學上恰當性的爭議。這是因為過去沉

老師有其本身應教授的專業英語課程，CLIL 課程

浸式英語教育的課程中僅鼓勵以目標語進行教學。

還是應該以學科教師為主要教學者。

然而 CLIL 課程的實施，讓我們對於是否應以全英
語授課，有了重新思考的空間。

二、 課堂中英語之使用

CLIL 課堂上是否能使用中文，是授課教師們

臺灣國小實施 CLIL 的挑戰

最關注的議題。曾有英師表示 CLIL 課程設計最大

筆者透過訪視臺灣多所學校進行 CLIL 課程，

的困難，在於雖然共同備課時教會討論如何以英

觀察記錄了目前國內 CLIL 的形態，列舉下列兩項

語引導孩子，但實際授課過程中，由於教學對象

臺灣實施 CLIL 面對的挑戰：

為低年級學童，並非一開始就接受沉浸式英語教

一、 CLIL 課程主要教學者的英語能力

育，也並非每個學童都有雙語學習環境，因此學
2019 師德會訊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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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的英語能力還無法撐起專業領域的知識，倘若

二年級的健康課程內容，老師讓孩子們思考

沒有中文加以輔助說明，學童們討論的深度及範

並判斷哪些飲食行為恰當，學習目標著重健康學

圍有限，恐怕影響學習。但也擔憂過多的中文輔

科知識。老師主要以英語指導為主、中文為輔，

助，失去了沉浸式英語的目的，因此國語及英語

英語使用比例介於 60%-70%。中文部分是讓學生

如何使用得當，成為教學上棘手的問題。

唸出恰當飲食的情境用詞，因二年級學生不見得
了解相關的英文字彙。以下為老師拿著牙齒模型

在 網 路 通 訊 發 達 的 時 代， 地 球 村 的 概 念 促

為學童複習潔牙觀念時使用的指導語：

使多語言溝通成為當下的趨勢及未來的能力（高

這 個 地 方 叫 作 咬 合 面 So we can say, top, one

郁 婷，2018）。 有 學 者 提 出 應 該 拋 棄 過 去 透 過

more time, Top! How about the last one 舌側面 ?

單 語 達 到 雙 語 的 教 學 觀 (bilingualism through

Okay. Raise your hand. Don't talk and I'll be

monolingualism)。隨著 CLIL 課程的實施，跨語

there. Let's have Alan. 舌側面 Yes, okay, what

言實踐 (Translanguaging) 成為支持 CLIL 課程的

else? Okay, good job! 舌側面碰到哪裡 ? Where?

教學策略。García 與 Li (2014) 提出了跨語言實

舌 頭 So we can say "inside." Okay, everyone

踐，強調在現今多語言的環境下，不論是語言訊

say "inside." When you brush your teeth, you

息的接收，或是語言表達的產出，語言學習應該

have to remember 牙側面、咬合面、and then?

以多語觀作為教學的依據，讓學童可以交替使用

舌側面。

不同的語言。也就是說，在台灣的環境下，教師
及學童可使用中、英文交替穿插來達到溝通理解

老師主要以英語指導為主，但句子中穿插著中文

之目的。Lin 與 He (2017) 的研究中表示，雖然英

的牙齒部位。這部分學科知識以英語教授，舌側

語為授課的主要語言，然而師生皆運用其他語言

面為 inside 而咬合面為 top，簡化的翻譯與中文

資源做為提供學生知識理解的鷹架，運用跨語言

內涵有出入仍待商榷。老師們表示因為教學對象

的目的包括有效教室管理、提供正向鼓勵、透過

為二年級，必須簡化內容來確保學生能理解，因

尊重學生的母語使用建立師生默契。所以考量到

此英語的正確性及難易度實難拿捏。但是由於老

前述 CLIL 的兩項教學挑戰，筆者認為現階段如果

師使用跨語言實踐來教學，因此手持牙齒模型輔

學生程度無法達到用全英語溝通，寧可適當使用

以中英穿插解釋，達到了學童理解之目的。

跨語言實踐的技巧。
案例二：

臺灣教學現場的 Translangua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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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小 健 康 課 程 主 題 為 零 食 大 調 查。 老 師 發

以下是筆者訪視學校中運用到跨語言實踐，

給 每 組 兩 種 零 食， 詢 問 學 生 該 如 何 判 斷 零 食 健

也就是夾雜部份中文，但仍有達到 CLIL 教學目的

康，讓學童以實際的零食了解營養標籤 Nutrition

的課程案例。

Facts。我們由以下課程的對話，來觀察老師語言

案例一：

實踐的情形：

T: 再唸一次 Calories!

們想一想，有關係喔！而另一個例子則是由於學

St: Calories!

童猜測不出 calories 的意思，因此老師使用中英

T: What are calories? 熱 量 是 什 麼 ? What is

文穿插的方式講解。

calories? What are calories? 熱量是幹什麼用的 ?
都是英文，所以看不懂嗎 ?

García (2009) 認 為 21 世 紀 是 多 語 言 的 時

St: It will make you strong!

代，兒童必須發展多語能力來面對時代的挑戰。

T: It will make you strong!? Oh! Miss Amy put

國內語言學者也支持跨語言實踐的理念 (Ke & Lin

a strong man here, so calories will make you

2017)，並表示原因在於學生未來職場上也會運用

strong. Is that right? What about this?

跨語言溝通，不會只是英語為單一語言的環境。

St: 消耗的熱量。

因此成功的跨語言實踐，能讓學童不再因為無法

T: 消耗的熱量，簡單講，calories 這個熱量是讓

以單語溝通，而不敢表達；英語老師不再堅持只

我們身體可以活動的一個重要能量來源。Okay?

以英語解釋，更能顧及學童理解；學科老師也能

Our body needs it to work.

勇於嘗試跨語言實踐，更有自信來進行 CLIL 課
程。

由這段對話可得知，老師在問 calories 是什麼的
時候，學生是依據老師投影片上的圖片線索來猜
測，並用英文回答 It will make you strong.，老師
想再給學生線索 What about this?，有學生回答
消耗的熱量。老師在這裡判斷學生需要用中文才
能理解 calories，就先以中文解釋，再補充英文

Our body needs it to work.。

參考文獻：
· García O. (2009). Bilingual education in the 21st century: A
Global Perspective. Malden: Wiley-Blackwell Pub.

· García, O., & Li, W. (2014). Translanguaging: language,
bilingualism and education. New York, NY: Palgrave

MacMillan.
· Ke, I. & Lin, S. (2017). A translanguaging approach to
TESOL in Taiwan. ELT, 41(1), 33-61.

從上述兩校健康課程 Translanguaging 的例

· Lin, A. M. Y. & He, P. (2017). Translanguaging as

子可以得知，教師用中英文穿插授課，多為以下

dynamic activity flows in CLIL classrooms. Journal of

兩種情況：

Language, Identity, & Education, 16:4, 228-244.

一、分組練習活動前，教師比較會同時使用中文
及英文講解。這是為了讓學童了解活動的進行方
式，因此以英文解釋後增加中文解釋的比例比較

· 高郁婷 (2018)。運用跨語言實踐營造課室互動。載於鄒文莉、
高實玫（主編），CLIL 教學資源書：探索學科內容與語言整
合教學，55-65 頁。臺北市：書林。

多。
二、學生有疑問時，老師會以中文引導、解釋。
課堂中有學生問：走廊奔跑跟牙齒有什麼關係？
老師馬上回應：走廊奔跑跟牙齒有什麼關係，你
2019 師德會訊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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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案設計達人

Perfect Lesson Plans

英文祝福語實作教學：
送愛到柬埔寨
文／鍾佳慧
現任新北市國小英語教師

一年前，我們帶著孩子寫信給遠在地球另一端的聖誕老公公，許多孩子在期待中收到回信以及聖
誕老公公的祝福，為此臉上掛著無限喜悅與幸福，幾乎不敢相信自己會收到對方的來信，甚至還在信封
裡找到驚喜小禮物。我們看到孩子接受別人的祝福與贈與，是如此的開心愉悅。心想，若是我們的孩子
也能當別人的聖誕老公公，理解自己也能成為一位幫助別人的個體，將自己曾接受別人祝福的經驗也分
享給其他人，成為善循環中的其中一環，不正是傳達了很正面的教育意義嗎？恰好一位認識多年的朋友

Judy，在她一次旅途中的偶遇，認識了一位在柬埔寨創建語言學校的負責人，而這所學校也正需要物資
上的協助。因此，我們經由她的協助與學校負責人連絡後，向學生們預告即將進行一項很有意義的英語
課跨國活動。
活動開始前，我們先請學生準備一項文具用品，若是家中已有鉛筆、橡皮擦等物品，便可事先準備
好。許多高年級學生已多年未使用鉛筆寫字，所以鉛筆的準備數量是最大宗的，而其他文具用品也是琳
瑯滿目，各種相關文具都有不同學生細心準備著。在這段準備的期間裡，學生對於這樣的活動相當期待，
也對自己的一支鉛筆能幫助他人而感到驚奇。
有一部在網路上廣為流傳的影片，當中柬埔寨小孩說著多國語言來販售紀念品，令許多人留下深刻
印象。乘著這股熱潮，讓孩子們藉此機會了解不同國家的社會風情，以及自己與其他國家孩子之間的異
同。因此，我們將此課程分為三節課進行，首先介紹柬埔寨國家的背景知識和與我們合作的學校，再引
導孩子們學習英文祝福語，並運用小組方式讓孩子們能理解或說出簡單的祝福語，最後由學生親手包裝
自己的禮物。這三節課的課程詳細活動如下。

教學準備：
自製 PPT 簡報、世界地圖、學習單、祝福紙條、祝福語句條（貼在教室四周）、欲寄送的文具（教師可
事先準備，或是由學生自備）、打洞器、包裝繩、紙箱。

第一節課：
1. 播放柬埔寨孩子的影片，引起孩子們的共鳴，並請學生從中細數柬埔寨的孩子說了幾種不同的語言。
2. 請學生舉手發言，說出共有幾種語言，並說明是哪一些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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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請學生分組討論影片中的孩子學習各國語言的動機及方式。
4. 請各組派出一位代表，以 "He wanted to sell souvenirs." 的句型發表討論的結果。
5. 請學生思考自己是否想要學習不同的語言，並與小組分享。
6. 邀請幾位自願上台的學生，和全班分享自己與小組討論的內容。可以引導學生以簡單的句型敘述，例
如 "I want to learn Japanese."。另外，也可進一步詢問學生學習的動機。

7. 請學生猜一猜影片中小孩的國籍，若學生猜不出來，教師可給予提示。
8. 將世界地圖貼在黑板上，亦可使用投影機將世界地圖投影在布幕上，請學生猜猜看柬埔寨的地理位置。
9. 等學生猜完後，再用自製的 PPT 簡報及簡單句型介紹柬埔寨的人文風景，讓學生對柬埔寨具有基本的
認識。

10. 運用簡單的 Wh- 問題提問，幫助學生複習柬埔寨的相關資訊，例如 "Where is Cambodia?"、"What
is the most famous travel spot in Cambodia?" 等。
11. 使用自製的 PPT 簡報及柬埔寨學校的簡介，以學生學過的句型，例如 "This is a classroom. They
are playing on the slide."，幫助學生認識當地學校及學生的樣貌。
12. 介紹完畢後，請學生討論自己的學校與該所學校的異同之處。
13. 請學生以簡單的句型發表討論的結果，例如 "There are many classrooms in our school. There is a
(only one) classroom in that school. We learn English in our school. They learn English, too."。
14. 詢問學生這堂課中印象最深刻的部分，可視學生的學習情形引導學生以 "The most impressive part
is..." 的句型說出自己的看法。

第二節課：
1. 教師事先將祝福語句條貼在教室四周，祝福語可依學生程度或人
數調整難易度和句數。

2. 詢問學生平常會聽到或是給予哪一些祝福的話，讓學生自由回答。
3. 教師引導學生環顧教室四周，尋找祝福語句條的位置。
4. 向學生說明可自行尋找自己喜歡的祝福語，最多只能有三位同學
挑選同一句。每句的限制人數也可依班級人數多寡而定。

5. 發下學習單給每位學生後，開始句子的填寫活動。每人填寫時要
依照自己在小組中的編號填寫，譬如該名學生是小組中的編號 3，即寫在第三行的位置。

6. 寫好後，書寫同一句的學生要一起唸出句子，並討論句子的意思，再一起舉手請教師確認口說、書寫
及句意理解。完成之後，方可回到小組座位上。

7. 教師隨時巡視活動的進行，如果學生遇到困難，可舉手發問、尋求協助。
8. 所有學生回到座位後，要將自己填寫的句子唸給其他組員聽，並說明句子的意思。
9. 請學生將小組內的全部句子填寫在自己的學習單上，程度較好的學生可請組員唸一次後，直接用聽寫
方式進行。

10. 各組練習將句子唸熟，再由教師確認書寫及唸讀的正確度。
11. 請各組上台唸出自己組別的全部句子，台下的其他組則要記錄該組與別組重複的句子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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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教師詢問各組有哪些重複的句子並書寫在黑板
上，最後統計重複最多的句子並做為本週或下
週的每週一句。

第三節課：
1. 利用英文祝福語的 PPT 簡報，帶領全班學生唸出
所有的祝福語。

2. 詢問學生本週或下週的每週一句是哪一個句子。
3. 請學生與組員分享自己最喜歡的句子是哪一句，
並說明原因。

4. 邀請幾位學生上台，以簡單的句子 "My favorite sentence is ___________. Because ___________."，
和全班分享自己喜歡的句子和原因。

5. 發給每位學生一張祝福紙條，並將自己喜歡的句子寫在上面，也可使用不同顏色的筆書寫，或畫上簡
單的圖案。

6. 完成後，可至教室後方進行美工處理，譬如使用打洞機做圖案變化，或是貼上自備的裝飾品，再繫上
包裝線，將祝福紙條綁在文具上，或是用袋子將文具與紙條包裝在一起。
活動中，有許多孩子給予我超乎平常對他們的印象，有的會好奇想知道一個陌生國度的一切；也有
的會精心製作一張小卡片，並細心的綁在文具上；還有的會為了給予最誠摯的祝福而猶豫不決，不知該
選擇哪一句祝福語才好；更有的會一直擔心對方可能收不到自己的禮物與祝福。我們也從中了解到孩子
們對此活動的重視程度，以及對探索世界的渴望。完成寄送後，我們特別請合作學校在收到禮物後，拍
下幾張照片傳送過來，好讓孩子們都能放心、開心。當我們在課堂上播放柬埔寨學校傳來的影片和照片
時，孩子們專注的眼神，在安靜的氣氛下顯得萬分耀眼！這一次的課程活動帶給我們師生的感動是如此
微妙，這股喜悅之情也讓孩子們知道，雖然自己年紀還小，卻能盡一己之力幫助世界上的其他小朋友，
深刻體會到「施比受更有福」的意義！
參考資料：
Smiles of Angkor (https://www.smiles-of-angkor.com/about-me.html)
Tourism of Cambodia (https://www.tourismcambodi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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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ynamism of English Teaching

玩 STEAM 學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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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 年 來， 台 灣 的 英 語 教 學 將 STEAM

二、老師們可以視主題本身、實際的上課時間、

(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Art, and

與教材進度等，調整 STEAM 英文的內容及延伸

Math) 融入其中，已漸蔚為風氣，很多老師對於

廣度，並不是每一個主題都要用到 STEAM 五個

STEAM English 躍 躍 欲 試， 一 方 面 覺 得 有 趣，

領域，如果硬要扣合五個領域，有時反而顯得牽

另一方面又有點害怕，總覺得自己只是英語教學

強而支離破碎，甚至讓主題失焦，那可就真的可

的專業，而不是 STEAM 領域的專家。不過，這

惜了。

些擔憂往往發生在真正的行動之前，一旦開始了

STEAM English 的備課流程，老師們很可能會跟

三、在選擇教學主題時，如果可以，不妨先考慮

我一樣愛上它喔！本次將跟大家分享幾個，我認

老師們自己喜歡或想學的主題。STEAM 對於老師

為在嘗試將 STEAM 結合英語教學時，可以納入

們來說如果是個陌生的嘗試，那麼從自己比較有

參考的相關觀念與注意事項，希望能幫助各位老

興趣的主題開始，絕對是最容易上手、成功率也

師拓展自己的教學面向，也能享受和學生之間「教

較高的方法。舉例來說，我個人偏愛享受食物，

學相長」的樂趣。

所以在設計「五感」單元時，便在味覺與嗅覺的
部分設計了「品嚐多種口味 jelly beans 軟糖」的

相關觀念

活動。每個孩子在拿到 10 顆軟糖後，要先寫下每

一、老師們將 STEAM 融入英語教學時，語文教學

一顆軟糖的外觀顏色，再聞一聞並猜猜看是什麼

依然是主軸，只是以不同的學科為媒介，讓英語

口味，接著用紙筆記錄下來。最後品嚐軟糖時，

教學的內涵更豐富多元，因此老師們不必太過擔

也要寫下每一顆的口味分別為何。孩子們在活動

心自己其他領域的專業度不足。事實上，我們在

中有「聞香」的興奮、有「猜測」的專注，還有

英語教學時常將歌謠、戲劇等元素加入課程內容，

額外的收穫，由於大家都很認真的在「辨識」軟

但我們本身也並非是專業歌手或演員呀！所以，

糖的口味，因此不會沉浸在享受糖的甜份裡，反

只要記住自己的主要目的是教語文，便無需心虛

而會提出「好像是哈密瓜，可是味道好假喔！」、

了！

「這個是爆米花口味的嗎？真噁心……」等的評
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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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其次，也可以學到孩子喜歡或想學的主題。

那不是蠟燭嗎？」是的，現代的雞農會用手電筒

例如孩子們對於動物多半很感興趣，有一次我們

對著蛋殼照光，辨認雞蛋是不是有可能孵出小雞，

在 上「 松 鼠 」 的 主 題， 可 愛 的 松 鼠 雖 不 若 一 般

或是在運送過程中因為碰撞過度而已經胎死蛋中。

的寵物，卻也是公園裡常見的小動物，孩子們充

「蛋」的主題上完後，每個孩子都成了雞蛋專家，

滿了興趣。利用國外網頁，很容易就找到相關資

回家跟父母炫耀自己成了 "eggspert" 了！

料，當孩子們看到一隻沒有磨牙的松鼠，牙齒竟
然可以長得長過下巴時，無不驚異連連！當時的

六、 知 識 是 死 的， 頭 腦 是 活 的， 因 此 在 進 行

時節剛巧接近端午節，我們除了學習松鼠的飲食

STEAM English 教學時，我建議將重點多放在探

習慣、棲地、有趣的松鼠知識之外，還讓孩子們

索以及思考的過程，而不是學到的知識本身。例

縫製松鼠香包，不僅

如讓孩子觀察蛋的蛋白其實有兩層，有些蛋黃上

文化上很應景，也將

還有一點紅紅的，猜猜那是為什麼？或讓孩子推

Art 融 入 教 學 中， 且

測塌塌的生蛋黃和挺挺的生蛋黃，哪一種比較新

在教導孩子縫製香包

鮮？比起教蛋的「繫帶」英文名稱來得重要多了。

時，一定會出現 sew,

又譬如我在進行「烏龜」單元時，先讓孩子畫下

thread, needle 等 英

他們心中所想到的烏龜及生活的背景，展示大家

文 單 字， 而 Do-Re-

的作品後，便可明顯看到有的烏龜是在水族缸裡；

Mi 這首歌的歌詞也剛

有的是在大海裡的海龜 (sea turtles)，鰭肢也畫得

好可以帶入教學中。

維妙維肖；有的則是陸龜 (tortoises)。這些都是可
以帶出孩子生活經驗，引導口說的絕佳素材，可

五、讓孩子與家長互動及擁有共同關心的主題也

見得其實不必急著教海龜、陸龜如何區分等知識，

很好。Food Science 是個很值得嘗試的切入點。

這個主題所引出的孩子的感受與學習動機才是最

我們曾上過「蛋」的主題，從一張美國超市販賣

寶貴的。

的「雞蛋盒」照片講起，讓孩子猜一猜從蛋盒上
可 以 得 知 哪 些 資 訊， 結 果 學 到 了 organic, free

七、有的老師會擔心，自然科學的內容還要用英

range, one dozen, Grade A, Grade AA, since

文教，太難了，孩子可能不會懂或記不起來。這

19xx 等知識。之後又做了新鮮蛋和不新鮮蛋的「沈

的確是有可能發生的

浮」實驗及「開箱破蛋」見真章，最後也教了孩

情形，因此老師和家

子如果去國外點早午餐時，各種蛋料理烹調方式

長都要有心理準備，

的說法，例如炒蛋、水煮蛋、荷包蛋……，切身

需要多給自己，也多

又實用。有孩子主動問起要怎樣知道雞蛋裡有沒

給孩子一些時間消化

有小雞呢？本來我也不知道，但既然學生問了，

與熟悉。當我剛開始

老師當然有問必答的找資料囉！後來我告訴孩子，

教三大洋七大洲時，

雞農會 "candle the egg"。孩子問：「candle ？

確實有些挫折，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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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學生的地理概念尚弱，這些大洋大洲對他們來

過最低門檻是 phonics 一定要有基礎，畢竟跨到

說也真的很遙遠。後來我讓孩子彩繪保麗龍地球，

STEAM 領域後，詞彙變長，有了 phonics 的拼讀

加上手寫七大洲三大洋的名稱後，他們逐漸有了

法輔助，孩子們學習起來才會更有自信。

一些印象。後來教動物主題時，每一種動物我都
會提一次牠們是分佈在 Australia, North America

三、STEAM English 比較適合做質性的評量。孩

或是 everywhere but Antarctica，並配合學生製

子們在我的課堂上有許多活動式的學習，因此我

作的地球指給大家看，這才發現他們真的已經吸

會將上課過程做成影片，以呈現每位學生的進步，

收所學了！同時我也了解到，學得快不如學得深，

而現在的家長也越來越能接受多元的評量方式。

學得有意義！

結語
注意事項
一、有的老師會擔心 STEAM 的備課很花時間，

融入英語課程的樣貌，能有較具體的認識，也能

的 確 如 此， 不 過 教 案 的 靈 感 在 國 外 網 路 資 源 裡

燃起「來試試看」的欲望！若是老師們擁有學習

很容易取得，甚至連學習單都不乏有國外老師大

新事物的熱情，這樣的熱情便可感染孩子們，讓

方 分 享， 但 比 較 費 時 間 的 其 實 是 實 作 的 部 分。

孩子們也都感覺到英文是一種充滿能量且真的有

YouTube 上有很多 STEAM 的實驗，我會提醒老

用的語言！教育，不就是點燃孩子們心中學習的

師們，不論影片中的實驗看起來有多麼簡單與簡

火苗嗎？

短，上課前自己一定要先實際做過實驗！因為看
起來只有兩三分鐘的成功影片，也許是練習了很
多次或者有一些影片中沒透露的「眉角」才成功
的。以我自己為例，曾經想做以銅線環繞電池並
配合磁鐵，讓電池可以像磁浮列車那樣快速通行
的實驗，但是在家實驗老是不成功，所以便沒有
帶著學生做。一段時日後向自然老師請教，才知
道坊間買的「銅線顏色」的線，常常不是真正的
銅線，而且磁鐵一定要「很強力」，甚至連電池
的大小都要配合，才能成功呀。

二、 將 STEAM 融 入 英 文 教 學 的 好 處 是， 無 論
孩子們在英文的 language arts 學多學寡，面對

STEAM 主題，都是同樣陌生的字彙！太陽系八大
行星的英文名稱，對於一年級生與五年級生來說，
都是新的詞彙，因此可以混齡學習沒有問題。不
14

希望這一期的內容，讓老師們對於 STEAM

聖誕

同樂 GO

主題課程專區

Theme Course Planning

第一次教英文寫作就上手
文／ Jamie

Wang

資深兒美教師
《3 分鐘玩遊戲》作者

教導英文寫作對老師們來說，確保學生單字量的充足與文法句構的正確性，當然是需要加強的重點，
但是我們也不難發現，很多孩子之所以句不成句、段不成段，是因為缺乏系統化的腦力激盪過程。也許
是想法不夠，所以內容空洞，反覆出現的都是那幾句話；也許是想法太多，所以專注於細枝末節，讀完
全篇還是摸不著頭緒。如果一開始能夠幫助孩子建構清楚而明確的思路，就可以避免之後的各種問題。

英文寫作的入門書籍不少，網路上也有很多學習單可供利用，但要讓孩子在有完整規劃的架構底下，
自由的腦力激盪，還要能不失樂趣，挑選書籍絕對需要老師們多方面的考量。筆者此次選擇《引導式英
文寫作 1&2》來規劃為期 10 週的課程，以每週一個單元的進度，逐步幫助孩子培養寫作能力。每本書
有五個最常見的寫作主題，各主題包含 6~10 個寫作活動，由淺入深的活動設計，讓孩子能夠達到自由
寫作的目標。接下來將依序介紹書中的教學活動，希望能對您在寫作教學上有所助益。
◆ 使用教材：《引導式英文寫作 1&2》
◆ 課程期間：10 週
◆ 上課時數：每週兩次／每次 50 分鐘

Week 1

B1/ Unit 1

Week 6

B2/ Unit 1

Week 3

B1/ Unit 3

Week 8

B2/ Unit 3

Week 2
Week 4
Week 5

B1/ Unit 2
B1/ Unit 4
B1/ Unit 5

Week 7
Week 9

Week 10

B2/ Unit 2
B2/ Unit 4
B2/ Unit 5

》Picture Telling
每個單元的起始，是一張關於該主題的跨頁大圖，首先就能夠吸引學生
的目光，連結到該堂課所要寫作的主題。書中貼心的將大圖裡出現的單字列成

Word bank，讓孩子不會因為不熟悉單字，而阻止了他們的思考和表達。接著，
以對話方式開啟孩子對主題的討論興趣，讓孩子將主題連結到自身經驗上。彩
色的大圖當中，除了主題單字之外，還包含許多元素，老師可以帶著孩子討論
16

"What else do you see?"，透過觀察與討論，得到更多寫作點子，為主題增添更多細節。
》Analyze the Story
在真正開始寫作之前，每個單元會有一段相關的段落文章，讓孩子先經由閱讀文章、分析文章，
進一步理解構成一篇文章需要哪些元素。孩子們要在閱讀文章之後，找出文章當中的 Topic sentence,

Supporting sentences, Concluding sentence 分別是哪些。這個階段就是奠定孩子寫作時，是否能夠
脈絡清楚的關鍵。當孩子學會找出上述句子的同時，也就代表對文章的起承轉合有了初步的了解，知道
哪些應該先寫，哪些要放在最後。等到孩子開始寫作的時候，也會按照相同邏輯審視自己的寫作內容，
因而能夠做到思路清晰、條理分明。各單元的閱讀內容可能是跟主題相關的敘述型短文，也可能是短篇
故事或詩文，不同的體裁和命題可以豐富孩子的閱讀視角，也能夠從閱讀中激發孩子的靈感，成為他們
未來寫作的養分。
》Brainstorming and Writing

每個單元的 Brainstorming corner，會引導孩子將想法轉化成寫作

的段落，以三大部分來組織自己的文章：Topic sentence, Supporting

sentences, Concluding sentence。孩子需要做的，是經由引導的過程，
將腦袋裡所想到的內容去蕪存菁，按照明確的敘事邏輯，最後自己完成一
整篇文章。在 Brainstorming 的部分，老師必須課堂上幫助學生自由提出
想法，羅列出要點，並且建立完整的前後順序，以及提醒寫作的重點。至
於全篇作文的 Writing 部分，因為剛開始會需要比較多的時間，老師可以
用來當作回家功課，讓學生有時間慢慢琢磨細節，同時也可以教導孩子

proofreading 的概念，知道在交作業之前，得從頭檢查一次拼字、標點，
自己要先修正錯誤。等到孩子的程度較高，或者較熟悉寫作之後，老師就
可以幫助孩子挑戰自己的能力，利用課堂剩餘的時間，請他們限時之內完
成作文。

根據這兩本學生本的設計，每個單元都有紮實的寫作活動，適合所有英文寫作的初學者，只要能夠
循序漸進地接觸寫作、練習寫作，孩子們絕對可以從搜索枯腸到信手拈來！

《引導式英文寫作》套書
（學生本 1&2 + 教師本）
定價／ $ 607，特價／ $ 488

超值優惠購

優惠期間：2019/11/1 ～ 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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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ing Writing Skills in Chinese

敘事說理的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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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敘文重在以情動人，而議論文重在以理服人。說理要有例子，事實勝於雄辯，舉出確鑿而典型的
事實，想法就會得到支持，比直接權威說理更有說服力，所以透過事例是最好的。一篇好的敘事文章，
要能讓讀者有共鳴，最好是抒情之餘，也能帶出哲理，情理兼備，層次便豐富。其實，很多文章都是藉
著事件傳達某些道理，道理可以蘊藏在文章中，也可以讓讀者自己領受、感悟，這就是敘事說理。

一、小妙招
1. 敘事說理：先說事，但其中有寓意或道理，事件必須與所說的道理關係緊密。
2. 有「先敘事後說理」或是「托事寓理」兩類。

事：

寓：

理：

事情 / 事件

寄寓（帶出）

道理 / 事理

二、引言
你想說服人嗎？古代荀況、孟軻、墨翟、韓非等，國外的雨果、培根、蘇格拉底等，都是敘事說理
的高手。一個故事講完，不需過多的說教，讓人在不知不覺中接受了所闡述的道理。

三、閱讀文章
背景》

蘇格拉底是古希臘一位偉大的學者，以睿智聞名，很多年輕人從各地慕名前來學習。

有一天，蘇格拉底帶領幾個弟子來到一片麥田。當時，正是小麥收成的季節，麥田裡滿
是沉甸甸、成熟的麥穗。蘇格拉底對弟子們說：「你們沿著這片麥田走過去，去挑一株最大
原因》
的麥穗，記住！只許進不許退，每個人只能摘一次，不許任意丟棄再重新挑選。我在麥田的
盡頭等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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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子們仔細聆聽老師的要求後，就走進了麥田。一望無際的金色波浪裡，到處都是閃亮
亮、沉甸甸的麥穗。哪一株才是最大的呢？弟子們埋頭向前走。看看這一株，搖了搖頭；看
看那一株，又搖了搖頭。他們總認為最大的那一穗還在前面。有的弟子試著摘下麥穗，但最
後並不滿意，便隨手扔掉，觸犯了規定；有的弟子猶豫不決，下不了手，他們總以為機會還
經過》 很多，沒有必要過早定奪。
弟子們一邊低著頭往前走，一邊挑挑揀揀，不知不覺過了很長一段時間。突然，大家聽
到了蘇格拉底如同洪鐘一般的聲音：「你們已經到頭了。挑到最大的麥穗了嗎？」這時，兩
手空空的弟子們才如夢初醒，羞愧的搖了搖頭。他們回頭瞭望麥壟，無數株小麥搖晃著腦袋，
似乎在為他們惋惜。
蘇格拉底凝視著遠方的金黃色麥田，對弟子們說：「這片麥田裡肯定有一穗是最大的麥
結果》

穗，但你們未必能碰見它；即使碰見了，也未必能做出準確的判斷。所以，你們幾乎都錯過
了採摘的時機，不是嗎？」弟子們聽了老師的話，望著彼此，無言以對。蘇格拉底語重心長
的說：「孩子們，這就是人生──一次無法重來的選擇。」

弟子們悟出了一個道理：人的一生彷彿也在麥田中行走，也在尋找那最大的一穗。有的
道理》 人見到了顆粒飽滿的「麥穗」，把握時機摘下它；有的人則東張西望，一再錯失良機。當然，
應該追求最大的，但把眼前的一穗拿在手中，這才是實實在在的。

四、思路引導
每個人遇到事情，可能會有不同的觀點。借助具體的事情，通過對這些事情的記敘、描述、議論，
表達抽象而深刻的道理，這樣的方式讓人容易接受，效果較好。像範文中蘇格拉底想教導弟子們的道理，
還有我們熟悉的《晏子智救養馬人》、《燭之武巧退秦師》都是敘事說理，讓人心悅誠服的接受道理。
敘事說理有兩種：
（一）先敘事後說理：先敘述具體事件，然後有條理的說明道理，將道理直接點出。例如：

那一晚，小芬因小事與媽媽吵架後，什麼都沒帶，就隻身跑了出去，心裡發誓永遠也不回家，
不想再見到煩厭囉唆的媽媽。她漫無目的走著，經過一個賣麵的攤販前，她好想吃，可是身上沒有
錢！
善心的老闆發現了小芬，就問：「小妹妹，請問你是不是要吃？」「可是⋯⋯我沒有錢！」小
芬不好意思的說。「沒關係啦！我請你吃！」老闆熱心的說。不久，老闆端來湯麵。小芬吃著吃著，
竟然哭了起來。
老闆問她怎麼啦？「沒什麼，我只是太感動了。」小芬對老闆說：「我們又不認識，你只不過
在路上看到我，就對我那麼好，願意免費煮麵給我吃！可是⋯⋯可是我自己的媽媽，我跟她吵架，
她竟然把我趕出來。」
老闆聽了，笑笑的說：「小妹妹！你怎麼會這樣想呢！你想想看，我只不過煮一碗麵給你吃，
你就這麼感激我，那你媽媽煮了十幾年飯和麵給你吃，你怎麼就不感激她呢？你怎麼還要跟她吵架
呢？」
小芬先是呆了一呆，接著哭得更厲害，心想：是啊！陌生人煮了一碗麵給我，我那麼感激，而
媽媽辛勞養育我，也煮了十多年的飯和麵給我吃，我怎麼沒有感激她呢？怎麼還為了小小的事跟她
吵架呢？
2019 師德會訊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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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過攤販老闆，小芬飛快向家的方向跑。跑到離家不遠的街口，小芬見到疲憊、焦急的母親，
正在四處張望。媽媽一見到小芬便迎上來說：「小芬，趕快回家，我煮了一碗你最喜愛的湯麵給你
吃。」
有時候，我們會因為別人給予的小恩惠而感激不盡，卻對父母、親人的一輩子恩情視而不見！

先敘事後說理的文章裡，作者所要闡明的道理，一般都包含在事件中。這些事件，本身已是要說明
的道理的例證。因為先有例證，到了要說明道理時，作者只要扼要點明，讀者就可以接受，不須另外論證，
這是先敘事後說理的好處。

（二）托事寓理：用一件事帶出想說的道理，而道理就在事件中，事理相融，渾然一體，要自己從事件
中領悟並讀出來。例如《曾子殺豬》：

一個晴朗的早晨，曾子的妻子梳洗完畢，換上一身乾淨整潔的藍布新衣，準備去市集買東西。
她出了家門沒走多遠，兒子就哭喊著從身後追了上來，吵鬧著要跟去。孩子年紀小，市集離家又遠，
帶著他很不方便。因此曾子的妻子對兒子說：「回去在家等著，我買了東西一會兒就回來。你不是
愛吃醬汁燒豬蹄、豬腸燉湯嗎？我回來以後殺了豬就給你做。」兒子一聽，立即安靜下來，乖乖的
望著媽媽遠去。
曾子的妻子從市集回來時，還沒跨進家門就聽見院子裡捉豬的聲音。她進門一看，原來是曾子
正準備殺豬給兒子做好吃的東西。她急忙上前攔住丈夫，說道：「家裡只養了這幾頭豬，都是逢年
過節時才殺的。你怎麼拿我哄孩子的話當真呢？」曾子說：「在小孩面前是不能撒謊的。他們年幼
無知，經常從父母那裡學習知識，聽取教誨。如果我們現在說一些欺騙他的話，等於是教他今後去
欺騙別人。雖然做母親的一時哄得過孩子，但是過後他知道受了騙，就不會再相信媽媽的話。這樣
一來，你就很難再教育好自己的孩子了。」曾子的妻子覺得丈夫的話很有道理，於是心悅誠服的幫
助曾子殺豬去毛、剔骨切肉。沒過多久，曾子的妻子就為兒子做好了一頓豐盛的晚餐。

像這樣借助故事人物說明道理，道理寄寓在故事中，就是托事寓理。文章沒有說明道理，但讀完後
我們都體悟到：信用是立身行事之本，不要輕率許諾，輕諾必寡信。曾子用言行告訴人們，為了做好一
件事，哪怕對孩子，也應言而有信，誠實無詐，身教重於言教。

敘事說理是議論文中常見的寫法，屬舉例論證的一種。當你想說明一種道理，但難以用言語表達，
可以用一件事情去帶出該道理，讓想帶出的道理更加具體清晰。總括而言，敘事具備完整的前因後果，
最後帶出哲理感悟，必是上品之作。平時多練筆，成功並不難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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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D Talks 閱讀教學
TED Talks X Reading

訓練閱讀技巧 (6)—

Understanding Transition Words
文／黃元怡
國立清華大學、臺灣科技大學講師
美國波士頓大學教育媒體與科技碩士

這一期，我選擇了常見閱讀技巧中的轉折語 (Transition Words)，這些字詞其實都不難，但是針對
文意理解非常有幫助。這些轉折語不只是出現在閱讀文章中，也會出現在口語表達，最後運用於寫作的
訓練，因此熟練如何使用轉折語也是寫作技巧的重要主題。

Step 1：講解閱讀技巧

轉折語 (Transition Words) 的主要功能在於文意的連結、引導文意的轉折、對比或是對立、強調或

是同意、表達目的、結果或是結論。轉折語會讓閱讀者更容易也更快理解文章的架構和脈絡。不同的轉
折語常常扮演著不同的功能，以下列舉一些常見的例子：
功 能

轉 折 語

語意連結

and, also, in addition, not only...but also, in fact, besides, etc.

語意轉折

but, yet, however, still, on the other hand, while, though/although,
despite, in contrast, etc.

表達原因

because, since, as, for, due to, etc.

表達結果

so, thus, as a result, therefore, etc.

Step 2：速讀找出重點字

我找了點閱率非常高，時間又不會太長的 TED Talks 影片當作例子。首先印出講稿，讓學生在時間

限制內自行閱讀，我會給學生 12~15 分鐘閱讀這幾篇文章，並要求學生在過程中將所有的轉折語畫上底
線。此時，學生不用想太多，只要先迅速畫上所有底線就好。
第一篇是 "A new way to get every child ready for kindergarten" 點我 ，當中有許多語意轉折，
例如：Since Head Start, we've made strides, but there are still 2.2 million children in the US without

access to early learning, or more than half of the four-year-olds in the country. 語意轉折 (00:47)
And we tell them the software can check every reading, math and science box, but they're going to
24

be responsible for motor skills and self-help skills, and together, we're going to work on social
emotional learning. 語意轉折 (03:46)
That plan has worked in three states to date: Utah, Indiana and South Carolina. We've also piloted
the program in a number of states and identiﬁed champions. 語意連結 (07:46)
第二篇是 "My seven species of robot -- and how we created them" 點我 ，例如：

It ﬂips its body 180 degrees and it swings its leg between the two
legs and catches the fall. So that's how it walks. 表達結果 (00:43)
And thus, DARwIn I was born in 2005. It stands up, it walks -- very
impressive. However, still, as you can see, it has a cord, an umbilical
cord. thus 是表達結果；however、still 是語意轉折 (08:54)
第三篇是 "A song of the city" 點我 ，這一篇很難得出現了一個轉折語 on the other hand，這通
常是在閱讀文章中而不是在口語表達，但是很幸運地讓我找到了！

So, the other character is Otto, the automobile. He is invited for a party -- he never wants to leave.
...Very egotistical: he carries only one or two people and he asks always for more infrastructure.
Freeways. He's a very demanding person. And on the other hand, Accordion, the friendly bus, he
carries 300 people -- 275 in Sweden; 300 Brazilians. 語意轉折 (02:29)
第四篇是 "A mini robot -- powered by your phone" 點我 ，這篇
出現一個常常被誤用的轉折語 in fact。in fact 常被用來當作中文的「其
實」，但「其實」不只是這樣喔！ in fact 也有語意連結的功能，用來強
調語氣和補充說明。

But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about Romo is that we wanted to
create something that was literally completely intuitive. You do not
have to teach someone how to drive Romo. In fact, who would like to drive a robot? Okay.
Awesome. Here you go. but 是語意轉折；in fact 是語意連結 (02:57)

Step 3：閱讀理解小測驗

從前面的例子中，學生們應該已經很熟悉轉折語的用法，這時可以挑選一篇包含不同轉折語的 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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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lks 來 練 習， 根 據 上 下 文 填 入 適 當 的 轉 折 語。 我 用 這 篇 "When do kids start to care about other
people" 點我 設計以下的文意選填，而這些轉折語也在表格裡出現過。
Well, I'm a psychologist and not a mind reader, ______ many people think that's the same thing.
語意轉折 (00:16)

A. also

B. because

C. so

D. although

Clearly, our concern with how other people will evaluate us is a big part of being human. ______
this being a big human trait, however, we know relatively little about when and how we come to
care about the opinion of others. 語意轉折 (00:44)
A. So

B. For

C. Despite

D. Not only

Well, if my husband were up here right now, he would tell you that I interview babies, ______ he
would rather not say that his wife experiments on children. 表達原因 (01:59)
A. because

B. so

C. also

D. however

Step 4：整合練習

最後一個階段，就像前幾期一樣，我會找另外一篇學生沒有接觸過的 TED Talks 文字稿，將文字稿

剪成條狀，讓學生以小組方式進行文章重組，他們必須運用學到的轉折語來判斷句子排列的先後順序。
這個活動非常有意義，因為學生在重組過程中，必須要先能判斷文意是連結、對比、原因還是結果，然
後才有辦法重組句子的順序。

Step 5：如何尋找恰當的 TED Talks?
其實找影片非常花時間，所以在專欄的最後一篇，我想和老師們分享我是如何找影片的！以這期的
主題為例，若要尋找跟轉折語 also 相關的 TED Talks 影片：
步驟一：點選官網上方的 "Watch" → TED Talks。
步驟二：接下來設定 "Topic"、"Language"、"Duration"。
步驟三：選擇自己想要的影片及點選影片下方的 "Transcript"。
步驟四：點選 Chrome 右上角的設定，再點選「尋找」。
步驟五：輸入 "also"，就會尋找網頁中所有的 "also"。

希望這些教學技巧的分享能夠對各位老師們有所幫助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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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ive Teaching Aids

教具輕鬆上手，

把幸福感帶進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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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年將盡，檢視著這近一年來的教學，腦海中浮現最多的畫面是什麼呢？是不是孩子們喜愛學習，
而閃閃發亮的眼神？是不是當他們學會新事物時，對自己很滿意的表情？每一位孩子都有他（她）獨特
的個性、不同的學習模式。在教學現場，我們總是嘗試各種方法，把教學內容做最精彩的呈現。教學時
適時使用教具，效果總是不會讓人失望，充滿喜悅與樂趣的學習氛圍，也能讓老師感受到幸福感呢！

把感恩節帶進教室
美國的感恩節是在十一月的第四個星期四，是家人團聚的節日，也是重敘親情、友情的時刻。台灣
大多數家庭不會慶祝這個節慶，不過我們還是可以把感恩節的氣氛帶進教室。最簡單的方式就是使用「感
恩節閃示卡」，除了可以教相關英文單字，也可以用來講述感恩節的典故由來、傳統，甚至還能學到食
物的名稱。這些單字中，有些對台灣的孩子來說較抽象或是沒看過，有了閃示卡就能清楚明白。除此之
外，用來做教室佈置也很棒，整個十一月裡，教室都能籠罩在感恩的氛圍中。
‧ 感恩節的代表事物：cornucopia, harvest, wishbone, Mayﬂower, feast
‧ 與感恩節有關的人物：Pilgrims, Indians
‧ 感恩節餐桌上的佳餚：turkey, gravy, pumpkin pie, corn, cranberries

知道了感恩節的意義後，做一點延伸活動會更棒。年紀較小的小朋友很適合描繪自己的手掌形狀，
用來畫一張火雞圖，手掌裡寫著："I'm thankful for..."，大拇指畫成火雞頭，其他四
指分別寫上感恩的人事物，如：my books, the sun, my family, my teachers...。老
師還可以引導程度較好的孩子，從「五感體驗」來思考關於感恩節的所思所想，譬如
教導孩子寫出句子："I hear the birds sing. Thank you, birds, for making beautiful

music." 或是 "I taste the apple pie. I'm thankful for my mom, who makes delicious
food for me."。這樣的寫作能把平日所學做成有意義的「輸出」，學語言的同時也能
28

理解並尊重不同的文化。

聖誕節也要玩英文
聖誕節是充滿幸福感的節慶，孩子們通常較熟知聖誕節相關的單字、故事、習俗。老師可以把聖誕
節的節慶教學結合主要課程內容，例如正在教授的單字、句型，這樣不但不影響教學進度，也能刺激學
習動力。

★ Sleigh Away 情境遊戲海報

此款遊戲海報可以配合表格，把想要教授的文法和句型都帶入。下列表格是教「S. + V. + at 時刻 .」

的現在簡單式用法，將表格和海報結合後，玩法如下：

1. 將全班分成兩組，每次輪流請一位小朋友當代表。
2. 兩組各使用一個 marker，放置在樓梯底部，遊戲目標是要爬到聖誕樹頂端。
3. 兩位代表猜拳，贏的需說出問句，輸的必須回答，如 "A: What time does he take a bath?
B: He takes a bath at seven o'clock."，正確的話由老師將這個格子圈起來（如表格所示），之後便
不能選同一格做問答。贏的可以爬上樓梯兩格，輸的爬一格。若遇到斷掉的樓梯，就要回到起點。

4. 最快到達聖誕樹頂端的組別獲勝。
he

I

they

David and Betty

get up

6:30

7:15

10:00

6:20

take a bath

7:00

8:00

6:45

7:11

do homework

8:15

2:15

4:00

7:00

eat dinner

6:00

6:25

6:15

7:30

Tip：遊戲玩一遍可能很快就結束，因此老師可以一次給各組數個 markers，勝利的條件則改成要把全部的句子都造完，
看哪一組在樹頂的 markers 最多就獲勝。

★ 聖誕節樂遊卡
Let's Build a Christmas Tree! 使用這套字卡，整個十二月可
以玩上各種不同的遊戲，孩子們也會樂此不疲。若老師想要教地點
的英文表達方式，就可以這樣玩喔！ Q: Where is _______? A: He/

She is in the yard/dining room/bathroom/living room/ bedroom/
kitchen. 老師先在每張閃示卡下面寫上孩子們的名字（如上左圖），
再把樹的示意圖畫在白板最旁邊（見右圖），讓孩子們知道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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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一起 "Build up a Christmas tree like this!"。從最底下開始，第一層是六個，往上是五個，再來是四個，
依此類推，最上面的是一個，最後放上星星的隊伍則獲勝！

1. 將卡片預先設置好，並貼上一張咖啡色的紙當作聖誕樹的樹幹。使用一整套「聖誕節樂遊卡」，共 28
張，取出 2 張 star，其他 26 張正面向下，隨機混合後平攤放在桌上。star 等會兒只用到一張，所以
先收一張起來。

2. 將全班分成兩組，每次各由一位小朋友出列回答老師的問題，如："Where is Chris?"，小朋友要回答
"He's in the living room."（根據白板上的閃示卡和名字），回答完後再問自己組別另一個問題，如：
"Where is Howard?"，全組回答正確才算過關。
3. 過關後跟老師玩猜拳，小朋友贏了可選三張卡，平手則選兩張，輸了只能選一張。
4. 無論選到幾張卡，都要跟全組一起大聲唸出句子，如："Look at the angel! I have a present. Santa
has a sleigh."。
5. 最後將 star 放上樹頂的組別，即完成了 Christmas tree，也表示獲勝囉！

療癒系的字母教學教具
在幼兒班做英文字母教學時，我會讓幼兒慢慢認識字母的形狀、聲音

(phonics)，同時也能喜歡上英文。於是，可愛的教具就成了必備的利器。
運用這款「小寫字母樂樂墊」，鋪在地板上就可以複習小寫字母，還可以認
識海洋生物的名稱呢！而且可以有很多不同的玩法：

》將全班分成兩組，各使用一張「小寫字母樂樂墊」，老師再發給各組「大寫字母卡」，比賽哪一組最
先把大小寫字母配對完畢（將大寫字母放在小寫字母上面）。
》每次由 2~4 位小朋友比賽，各手持一個絨毛玩偶，聽老師說單字，如：lobster, lobster, lobster，請
小朋友想一想開頭是哪一個字母？要趕快把玩偶放在 "l" 上面，看誰最快！
》教小朋友認識「母音 a, e, i, o, u」，圍坐在「小寫字母樂樂墊」四周，老師一邊用指字棒指著字母，
一邊唱字母歌。當唱到母音時，小朋友要邊唱邊拍手一次，看誰不小心拍錯了！

勝任愉快，樂在教學
"A teacher takes a hand, opens a mind, and touches a heart."，教學不只是追求分數，也要讓孩
子們樂在學、老師樂在教。願更多孩子在我們的帶領下熱愛學習，藉由學好英文伸出更多觸角，未來就
能接觸更廣闊的世界。
新品上市優惠

小寫字母樂樂墊
每組優惠價 679 元（85 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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