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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語課程設計的新挑戰 /

Editor's Notes 

編輯筆記

「你今天防疫了嗎？」在新冠肺炎疫情籠罩全球的此時，在此要先感謝所有的老師們，在

防疫工作上的付出，確保孩子們能在安心的環境中學習。雖然疫情讓很多活動都必須延期或取

消，但是孩子的學習並不能因此而停止。衷心希望透過所有人的努力，配合政府的防疫政策，

能夠早日讓疫情平息，讓我們的生活回到正軌。

從 108 課綱推行以來，我們發現英文老師正在經歷一種巨大的轉變，開始重新審視並調

整自己的教學方式，備課的步驟不同了、上課的節奏不同了、教學的面向不同了，學生的成果

也隨之而不同了。以往的學習目標著重於語言知識的習得，現在則是以課程或學科知識的統整

為主，同時輸入學科內容和語言技能，並融入多媒體資源，讓學生整合性的學習。現在，花同

樣的課堂時間，不但能獲得更多、更廣的知識，更能提升學習動機和學習成效。

英語課程設計的策略，相信各位老師都有一套準則和心法，然而最重要的，還是要把學習

的主導權交回孩子手中，因此要給予學生他們所需要的、感興趣的、能運用的學習內容，便是

課程設計的最大挑戰。所謂「需要的」，就是孩子應該具備的知識與技能，所以我們會結合數

學、科學、健康、生活等學科知識，目的就是在於完備孩子所需的各種知識。「感興趣的」則

是採用吸引孩子的媒介，像是桌遊、多媒體、小組任務等，都能讓孩子在學習過程中感受到趣

味性與挑戰性。最後也最重要的是「能運用的」，除了難易度要適合孩子、讓他們容易吸收之

外，學習內容更應該要能融入他們的生活，只有真正符合生活情境的語言知識，才能讓學生自

然表達和運用，並且樂於了解更多，進而能夠自主學習。

本期的「大師開講」專欄，簡靜雯教授提供了有效的教學策略，將學校和地方特色與英語

課程結合，不僅貼近孩子的生活環境，更能培養孩子對學校和社區的認同感。「跨領域教案設

計」專欄，充滿教學創意的黃翊忠老師，為我們帶來英語結合科學的課程教案，從歌曲、影片

帶入植物各部位的相關知識，並且透過實際體驗與手作，完成知識與趣味兼具的 CLIL 課程。

課程設計是老師們需要不斷精進的能力，可以多方嘗試、吸取經驗，也可以集思廣益、互通有

無，如此才能讓每個精心設計的教案，成為孩子難忘的課堂。

《 Hello! E.T.》總編輯  孟慶蓉   pd@cet-taiw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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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07（日）

．史嘉琳英語發音班―台中班

．TKT 學霸證照班―台北班

06/14（日）

．STYLE/JET 英語口說分級檢定／台北場

06/21（日）

．STYLE/JET 英語口說分級檢定／台中場

．TKT 學霸證照班―台中班

06/22（一）

．TKT 7/5 場次／寄發准考證

J UNE

05/01（五） 

．英文老師試用大隊／立即上網登記試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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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嘉琳英語發音班―台北 1 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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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KT 7/5 場次／報名截止

05/24（日）

．史嘉琳英語發音班―高雄班

05/25（一）

． MyET 線上英語口說比賽／開始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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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KT4/19 場次／線上成績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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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嘉琳英語發音班―台北 2 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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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劍橋 YLE 英語認證／台北場

M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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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近八年在大專院校任教的我，因為參與師

資培育、地方輔導、中小學課程諮詢和訪視等等

工作，有機會到不同縣市的學校並趁機逛逛校園

或學校附近的景點，當我跟學校教學團隊分享可

以把所看到的一切如何融入英語或校本課程、呼

應學校願景。得到的第一反應不外乎是：「甚

麼？我們怎麼都不知道有這些景點或素材」、

「我們學校的願景是甚麼？」或甚至「我們從來

沒有想過也不知道可以這樣把學校和地方特色融

入課程」。

 將學校和地方特色融入英語課程設計內，可

以幫助培養學生興趣與態度，尤其是「6-Ⅲ-4 會

在生活中或媒體上注意到學過的英語」以及「6-

Ⅲ-6 在生活中接觸英語時，樂於探究其意涵並嘗

試使用」，更能達到教育部（民107）《十二年國

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國民中小學暨普通型高級中

等學校語文領域-英語文》中的「透過課程的統整

或學習主題的連結，提供語言使用的豐富情境，

不但活化語言學習，更有助於學習動機與效能的

提升」。

　　Hedges﹝2000﹞提出英語課程設計的七大步

驟（如圖一）中，第一個步驟就是考量學生需求。

首先教師必須認知學生是單一個體，配合學生不同

的興趣、學習風格和語言能力，設計適合學生的主

題式課程。第二，學生也是學習社群中的一分子，

教師必須設計符合學生能夠合作學習的活動。第

三，學生是教育系統下的一分子，教師的課程設計

必須幫助學生達成該教育制度應有的英語學習能力

表現和標準。第四，學生是社會的一分子，教師的

課程設計必須符合學生的生活情境。

　　在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的實施和推

動下，並非所有的英文老師都熟悉學校願景、特

色，甚至當地的社區和文化，英文老師需要更新

思想改變自己，重新認識自己所任教的學校和社

區，產生認同感。就我過去自己擔任小學英文老

師以及課程諮詢，在將學校和地方特色融入課程

設計時，英文老師在圖一的第二步驟「思考情

境」、第三步驟「設定目標」、第四步驟「設計

教學大綱」和第五步驟「設計教學媒材」可以邀

請學校其他學科老師、導師和行政團隊參與討論

和設計﹝Chien, 2014﹞。

　　學校和地方特色融入課程中可以提供學生英

語學習的真實語言情境和內容﹝Breen, 1985﹞，

以下針對設計結合學校和地方特色的英語課程，

四項教學活動設計策略進行介紹：

文／簡靜雯  • 國立清華大學英語教學系副教授

P
ro

fesso
r's C

o
rner

大師開講

更新英語教學信念，改變自己教學實踐―

結合學校和地方特色的
英語課程設計

◤圖一：Hedges (2000) 英語課程設計步驟◢

Step 2: considering the context

Step 3: establishing goals and objectives

Step 4: planning the syllabus

Step 6: teaching the course

Step 5: designing the materials

Step 7: evaluating

As 
individuals

As members of 
a learning group

As learners in an 
education system

As members of 
a social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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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活動設計策略一：校園字母 A-Z

　　小學一年級的學生在開學第一或第二周，班

級導師會帶學生參觀認識熟悉校園，依照此相同

的方式，英文老師在教學準備的時候可以先走訪

學校校園，將校園內有字母相搭配的單字圖片拍

照，如圖二。英文老師在教字母的時候，除了課

本所列出的字母搭配的單字，也可以補充介紹校

園的這些照片或替換課本的單字，學生在校園走

動時看到這些物品時會更覺得親切，自然而然可

以練習字母相對應的單字。

A B C D E G

G H I J K L

M N O P Q R

S T U V W X

Y Z

　　除了字母所搭配的單字之外，英文老師也可

以帶領學生在校園內尋找大小寫 Aa-Zz 的樣子，

可以發給學生平板，請他們將這些長的像字母大

小寫的角落拍下來，如此學生便可以達到「3-∏-1 

能辨識 26 個印刷體大小寫字母」的學習表現。

▼教學活動設計策略二：學校或地方特色 
   融入對話練習

　　第二個教學活動設計的策略是把學校或地方

景點特色等融入對話練習，下面的對話內容是針

對六年級課本的 Where were you ___ (yesterday/

last week)? 和 What did you do? 兩個句型的綜

合練習，英文老師可以把課本教過的單字例如 

museum 換成地方的博物館名稱、park 改成地方

公園的名稱等等。

Amy: I saw you in Yingge Old Street yesterday. 
What did you buy?

Fay: Really? I was not there.

Amy: Oh, that was someone else. Where were 
you yesterday?

Fay: I  was  a t  New Ta ipe i  C i ty  Y ingge 
Ceramics Museum yesterday.

Amy: What did you do there?

Fay: My aunt works there. I visited her. She 
showed me around the park.

Amy: Cool. I want to visit New Taipei City 
Yingge Ceramics Museum, too. Maybe 
we can go there together next time.

　　以上述對話為例，Amy 和 Fay 是同學，Amy 

認為她昨天在鶯歌老街看到的人是 Fay，然後詢

問 Fay 在鶯歌老街買了甚麼。對話是針對學生

間會互相詢問對方昨天或是週末做甚麼的情境而

設計，對話的地名也是針對學生所在的環境而置

入，例如鶯歌，包含鶯歌老街和新北市鶯歌陶瓷

博物館。

　　在這對話內容裡，英文老師所要教授的語言

知識是以 What 開始詢問過去做甚麼、Where 詢

問過去某個時間點在哪裡、動詞過去式包含規則

﹝例如 showed﹞和不規則﹝例如 saw﹞、專有

名詞的用法﹝例如 Yingge Old Street﹞。技能方

面，透過對話的練習，讓學生可以聽懂日常生活

應對常用語句，並能作適當的回答。至於英文學

習態度面向，則是透過角色扮演讓學生樂於參與

課堂中各類練習活動，不畏犯錯。

　　英文教師可以把學生根據自己情境寫出的對

話中的過去式動詞列在黑板上，讓學生去分類，

培養他們英文自主學習的方法及策略。此對話的

內容設計在實踐力行上的表現，主要在於幫助學

生確認是否誤認他人以及邀請他人一同參與或參

觀某個地方或社區景點。

◤圖二：校園字母 A-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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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fessor's Corner

▼教學活動設計策略三：學校或地方活動融 
   入英文寫作的練習

　　每所學校或每個地方都有一些特殊的活動，

英文老師可以將特殊活動融入課程設計。以我曾

經教過的小學為例，在十一月份學校運動會前會

有一場馬拉松賽事，低年級生是跑一公里、中年

級生是跑四公里、高年級生是跑五公里，早上九

點三十分出發，最後一位學生大約會在十一點

三十分前回到學校，如果天氣比較寒冷，學校會

請志工或廚房阿姨準備薑茶來讓學生保暖。針對

特定活動，英文老師可以用不同 Wh 開頭的問句

進行引導式的寫作，如圖三。

　　根據圖三的馬拉松賽事 Wh 問題引導，英文

教師可以針對班上學生的

英文程度，設計不同程度

的書寫練習，英文程度中

等的學生可以用如圖四

的四格漫畫，讓學生自

行畫插圖和寫上句子。

　　英語程度高階的學生

可以設計撰寫學校的英文

新聞報  導如圖五，左邊

填入學生的英文名字，讓

他成為這份新聞報導的

主編，右邊為報紙出刊

的日期，下面框框內可以

畫圖或貼上當天的照片。

▼教學活動設計策略四：學校或地方特色 
    成為文本或跨學科教學

　　第四種英文教師可以採取的教學活動設計，就

是把學校或地方特色撰寫成為適合學生的文本或進

行跨學科學習，例如有些學校有蝴蝶生態園，可以

配合 Eric Carle (1969) A Very Hungry Caterpillar 繪

本進行蝴蝶的生命週期教學。我以前任教的國小校

園內有窯，透過美術專長的老師協助，我將陶瓷製

作過程寫成簡單的文本，讓學生閱讀，培養他們的

閱讀素養，也和該專長教師進行協同教學，他指導

學生製作陶瓷，將作品帶到英文課堂上，讓學生用

英文描述自己的陶瓷作品。

　　英文老師要設計結合學校和地方特色的英

語課程不單單是靠自己而已，整個課程發展還包

含其他學科教師甚至家長或專家，唯有透過教育

相關人員的共同努力，英文教師對於校本課程的

情境和教學專業知識才能夠完整發揮，設計出

符合學生需求的英文課程 (Sharkey,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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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馬拉松賽事 Wh 問題引導◢

What do you do?

When is it?

How far is it?

How do you feel? What time does it start?

marathon

◤圖四：四格漫畫◢

◤圖五：學校英文新聞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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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s/，把 /s/ 換成每個人的英文名的首字母，一

邊打拍子一邊說 Sammy（Amy 變成 Sammy）, 

Savid（David 變成 Savid）等。每個學生輪流

說，也可以採用接龍的方式進行，孩子們會很開

心。今天，就讓我們來了解，如何用教具海報玩

出新創意，讓課堂跟家庭的學習氛圍活躍起來，

讓練習發音時更有趣。

★ 遊戲海報組★ 
Slam Dunk 灌籃射手 詳細介紹  

誰不愛籃球？灌籃高手熱潮燃燒到桌遊英文！大

班級遊戲活動、分組競賽、團隊合作活動皆可使

用！兩張海報拼在一起就是一個完整的籃球場 ，

不管是想打半場或是打全場都可以。一套海報裡

面還有超大型海報（長 70cm 寬 100cm），可以

粘貼在黑板展示玩法，也可帶遊戲，另外還有桌

遊海報 4 張（長 29.7cm 寬 42.1cm），可分組競

賽，選出最終 MVP！

     海報百搭，無論是大海報還是桌遊海報均已上

膜處理，可直接用白板筆／水性麥克筆書寫，重

　　學習英文必須從多聽多輸入開始，自然拼讀

學了卻不用，遇到新單字傻傻分不清，實在讓人

彷徨！之前我們分別分享了「總體」與「文法」

兩方面與教具的結合， 這期我們將來看看怎麼運

用教具來學「發音」。自然發音（Phonics）是學

習英文的基礎，如何看到不認識的單字發音規則

讀出來，正是學生一直關注的話題。提到發音，

很多學生和家長都會提出這個疑問，到底是學 KK 

音標好，還是自然發音好呢？ 其實兩大方法各有

優缺點，我自己學習是兩個相結合，教學也是如

此，結合兩個方法更能準確發音，語感更好。下

面表格給大家作為參考。

KK 音標 自然發音

優 點 ○ 精準發音 ○ 拼讀快、語感好

缺 點
Ⅹ 要多學一種音標符號

Ⅹ 無法拼讀

Ⅹ 時間長，需要耐心

Ⅹ 發音規則不一時，容易讀錯

      學習發音的過程最好能夠邊發音邊玩遊戲，進

行發音教學是我學生最開心的時刻，因為發音的

韻律搭配上肢體動作，很能夠讓學生印象深刻，

樂在其中。例如其中一個讓學生很感興趣的遊戲

――pillow fight（枕頭大戰），在兩個枕頭上用長

尾夾夾上字母或音標，如 /t/ 與 /i/，兩人從遠處

開始一邊說音標一邊往對方走近，直到碰到對方

枕頭，自然拼出單字 tea /ti/ 的發音。同樣的方式

用跳繩也可以，抓住兩端開始往中間，跟拔河相

反。或是全班一起圍圈圈坐著，用新學的音標，

文／劉淑嫻 Suzanne Liu   • 國際教師資格   • 美語補習班年度最佳講師   • 師訓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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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拼讀原來可以這麼學―
發音結合教具的創意教學

教具創意角

http://bit.ly/2OVlK2Y
http://bit.ly/2OVlK2Y
http://bit.ly/2OVlK2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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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ive Teaching Aids

複利用，cp 值高。遊戲玩法多種，除了 20 格可

以填寫內容的投籃路線外，還提供了 4 色的格子

跟分數 1-3，可以用 4 色的迴紋針／雪花片當玩

家代表物，用轉針或骰子來選擇誰先出發，順便

可以練習回顧「顏色」的單字。

玩法一：Phonics Basketball 拼讀籃球賽

1. 兩組進行籃球賽，2-4 人一組，使用兩種不同

顏色迴紋針／雪花片。發給每組一份海報，合

併起來，一起玩遊戲。

2. 兩組分別從 Start（紅色圓圈）同時開始，必須

按照腳印路線（如上圖）走到籃框（可選擇左

或右路線）。

3. 每組 2-4 名玩家輪流，每到一格，玩家須講出

音標對應的單字，如：看到格子裡 /kek/（老

師須先自行挑選一些單字並將音標填在格子

裡），就要說出 cake，才能傳球給下一個同隊

玩家；如無法講出音標，或讀音不正確，則換

下一位玩家嘗試，全組都無法完成任務，則對

方隊伍加一進球。

4. 先投籃（到達下方紅色籃框）的隊伍為贏。如

果同時到達，則看進球多的隊伍獲勝。

玩法二：Monopoly 佔地為王

1. 2-3 人一組黃隊，2-3 人

一組綠隊，發一份海報，

兩種顏色多個迴紋針／圓

片。

2. 遊戲開始，猜拳決定順序，選擇任意格子放置

顏色圓片。玩家用格子裡的音標造字，如：放在 

/t/ 格子（老師須先自行將音標填在格子裡），

就可以造字如： tea、teen、take、took、kite 

等。回答正確，則放自己隊顏色的迴紋針／圓片

在該格子上，表示已經佔領這塊格子。

3. 玩家輪流幫助自己隊伍作答，所有格子都被佔

滿後，最多格子的隊伍獲勝。

4. 遊戲也可以增加難度，例如能夠在同一格講出 3 

個以上單字的，即使已被佔的格子，也可以搶

地盤。限定時間內，最多「地」的地主獲勝。

玩法三：Jeopardy 危險邊緣

1. 4-8 人，分成兩組，發一份空白海報，兩種顏

色多個迴紋針／圓片。

2. 每個格子有 1 分、2 分、3 分,  3 分球題目最

難，2 分中等，1 分最簡單。一共有 9 個 3 

分，9 個 2 分，1 個 1 分。 也可兩張海報一起

用，即有 18 個 3 分，18 個 2 分，2 個 1 分。

3. 搭配空白吐司卡，寫好 1-3 分的題目。最難

的雙母音為 3 分題（或孩子學生最困擾的音

標），如 /au/；單母音為 2 分題， 如 /u/；子

音為 1 分題，如 /s/。

4. 遊戲開始，猜拳決定順序，選擇任意分數的格

子抽卡回答問題，回答正確就放置該組的顏色

圓片。由其他玩家或老師判斷詞彙正確性，不

正確則停留一回，再用同一個發音造字。正確

則下回繼續選擇新分數的格子。

5. 全部格子都被佔滿，計算總分，總分高的隊伍

獲勝。

★ 記憶吐司字卡 ★  
圖像字母篇 詳細介紹

54 張字卡（52 張圖像字母卡、2 張遊戲說明），

可以搭配記憶吐司空白卡一起使用。將大小寫字

https://reurl.cc/g7DD4b
https://reurl.cc/g7DD4b
https://reurl.cc/g7DD4b
https://reurl.cc/g7DD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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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具創意角

玩法三：Blending Fun 拼讀樂開懷

暖身活動：把 a、e、i、o、u  5 張小寫字卡單

獨排成一排，先學 KK 音標的母音發音，轉動轉

針，搭配子音，練習拼讀（如圖）。

1. 4-5 人一組，發給每組

一張瘋狂賽車手海報

詳細介紹 ，兩個轉針，

每人自備鉛筆和紙

（用於拼寫單字）。

2. 在瘋狂賽車手海報轉盤填上學生容易混淆的母

音，然後以下方法擇一：(1) 直接在海報的軌道

上填上各個子音（大小寫）或是 (2) 搭配「記

憶吐司字卡―圖像字母篇」，將 Aa、Ee、Ii、

Oo、Uu 這 10 張以外的字卡疊在旁（牌面朝

下）。

3. 轉針放在兩個轉盤中間，玩家從 start 開始，

每走一格，轉動轉針，(1) 對應格子內的子音

或 (2) 抽字卡看抽到的子音為何，然後再將子

音母音拼讀在一起，並拼寫出一個與其對應的

單字。例如：/k/ + /e/ = /ke/，學生可以拼寫出 

cake、Kate、Kay、cape、came 等字，只要拼

寫出一個單字即可過關。反之，無法拼讀或無法

拼寫出單字，則停在該格，下一回合再繼續。

4. 最快完成比賽（到達 Finish）的玩家獲勝。

　　以上遊戲分享只是冰山一角，如果你有更多

有趣的方式，歡迎隨時提出與大家一同分享，也

可發表實踐後的感想與問題，讓我們一起來打造

出愉快學習的氛圍，好讓孩子們沉浸在其中。 

★關注 Suzanne 的個人 FB 粉專：跟著 Suz 瘋玩英文 

母形狀，與單字圖像相互結合，學生從圖像就能

直接聯想英文字母的形狀，並同時學會每個字母

的代表單字。在學習字母的同時，還有筆順，

讓煩惱孩子如何書寫的老師家長一次解決所有字

母問題！同時還可以搭配圖像字母教學卡（閃示

卡） 詳細介紹  和其他桌遊海報一起使用！

玩法一：Brain UP! 最強大腦

1. 2-4 人一組，發給每組一盒記

憶吐司字卡。

2. 選擇已學過的字母卡（大小

寫），排成圖片中的樣式（也

可用更多卡牌，更具挑戰），

牌面朝下。

3. 玩家以順時針方向開始，依次

輪流選擇兩張卡牌，如果卡牌

大小寫配對成功，則收入該玩

家手中，反之，則牌面重新朝

下，則下一個玩家繼續翻牌。

4. 所有字卡完成配對，則遊戲結

束，手中有最多卡牌的玩家勝出。

玩法二：Hide and Seek 字母躲貓貓

1. 4-6 人一組，抽籤決定一名藏字卡的玩家（以

下簡稱「貓」），開始在規定範圍內藏  10-

15 張字卡（大小寫）。其餘玩家（以下簡稱

「鼠」）閉眼，倒數 100 秒。

2. 鼠睜開眼睛，貓說一個字卡上的單字，貓開始倒

數 15 秒，鼠若能在時限內找到該字卡並講出字

卡上的字母跟單字，則該鼠可拿該字卡在手上。

3. 如果 15 秒內鼠沒有找到對應字卡，該鼠即被

認定為被貓抓住，被抓住的鼠下一回合就減

少 5 秒，變成 10  秒內必須找到字卡，不然即

被抓。換句話說，不同回合被抓 3 次，該鼠就 

game over， 成為貓的助手，幫忙抓鼠。

4. 鼠收集到 8 張字卡，鼠贏； 如果貓有 3 個助

手，則貓贏。

https://reurl.cc/E7ooa1
https://reurl.cc/E7ooa1
https://reurl.cc/E7ooa1
https://tinyurl.com/yb9blr2c
https://tinyurl.com/yb9blr2c
https://tinyurl.com/yb9blr2c
https://tinyurl.com/yb9blr2c
https://tinyurl.com/yb9blr2c


搶購去

https://reurl.cc/Nj00VQ
https://reurl.cc/Nj00VQ
https://reurl.cc/Nj00V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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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經驗，希望能給老師們一些靈感，讓這麼有

意思的藝術元素，可以被融入英語教學裡！

踢掉絆腳石

　　在開始英文歌舞劇的嘗試之前，老師們一定

會想到種種「現實」的限制，於是便卻步了。那

些絆腳石可能有甚麼呢？

1. 學生放不開？對於把學生放在第一位的老師

們，這的確是名列第一的問題。「萬一有的孩子

沒興趣呢？」其實，不管老師安排什麼樣的遊戲

或活動，一定會有孩子沒興趣。所以重點在於老

師平日在安排教學活動時，是不是能顧及班上同

學的屬性平均分配，有動有靜、有猜謎有影片、

有寫作有手做。而在進行音樂劇這類以口說與表

演為主的活動之前，班級氣氛的營造一定要是較

為輕鬆且友善的，因為在一個「肅殺」或「感受

到同儕敵意」的氛圍下，孩子不敢發表意見、不

敢大聲唱歌，是再正常也不過的了！而這可能就

會進入老師們面臨的下一個問題……。

2. 秩序怎麼辦？沒錯！就是班級經營。如果是同

儕之間的訕笑（例如某學生扮演鐘樓怪人，其他

同學可能會笑他），通常靠著老師的敏銳觀察與

分析，便能四兩撥千金。例如老師可以嘉許願意

演鐘樓怪人的同學的勇氣，也讓同學們知道他們

的反應恰好表示飾演鐘樓怪人的同學演技一流，

文／劉楚筠 Tina   • 資深國小英語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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載歌載舞加戲味的
英文音樂歌舞劇 

“Every child is an artist. The problem 
is how to remain an artist once we grow 
up.＂

- Pablo Picasso

　　雖然我們今天要談的不是如何讓孩子成為如

畢卡索一般知名的畫家，但我的確相信大部分孩

子心中都有一小團充滿創意與表現慾的火苗，只

要老師給機會，加以引導，孩子就能發現以前沒

看見的自己！

這跟英文學習有甚麼關係呢？

　　英文，是眾多語言之一，而語言的存在，就是

為了表達與溝通。所以，不僅寫作是表達，戲劇、

歌唱、跳舞，當然也都是語言的表現途徑。甚至我

們可以說，後者是更貼近小小藝術家們心靈屬性的

表現方式。除此之外，戲劇教育的好處真的是太多

了！啟發創意、涵厚藝術素養、導入戲劇治療、深

化同理心、練就換位思考能力、培養觀眾意識……

都是不亞於語言學習與表達本身的好處！

　　當然，除非是在幼兒園，否則在平日的小學課

堂中，因為課程進度的關係，縱使老師們是才華洋

溢的音樂劇迷或網紅，也很難有足夠的時間帶著學

生做一場大製作，所以在今天的專欄裡，我將提供

活化教學新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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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這些笑鐘樓怪人的同學，就像劇中路人的反應

一樣，因為不了解而覺得鐘樓怪人很怪，問問他

們現在是不是能體會劇中的鐘樓怪人受到的委

屈？此處的重點，是嘉許被訕笑者，但「不要」

去責怪訕笑的同學，一來，這些同學們也在學

習，老師讓他們知道他們的反應很正常，但是會

讓別人不舒服即可；二來，如果這些同學被責怪

或處罰了，低落的情緒對整個戲劇表演的成果來

說也沒好處。

　　如果是同學們太 high，或老師指導少部分人

時，另一些人已經在作亂了呢？有幾種方法提供

老師參考：

(1) 全班一起學：老師可以從全班同學中找到做得

認真或表現好的，讚美他，只要一位同學被讚

美了，其他同學便會更起勁的也想做得更好，

老師也可以從中發掘人才，最後同一個角色好

幾個人一起演也無不可。

(2) 簡單的學習單或道具製作：如果老師一定得指

導少部分同學時，可以給其他人學習單做，但這

份學習單最好是跟音樂劇有關，而且一定要非常

簡單，例如請同學們畫出或寫出劇裡會需要用到

的道具或布景。可以成為日後老師靈感的參考，

點子被用到的同學也會感到很光榮。

3. 課程進度趕不及？「化整為零」是我常用的辦

法。每堂課抽個 5~10 分鐘練歌、練幾個動作就

好。老師一定要先規劃好，不要總是從頭練，挑

學生不熟的地方練就好。孩子們的大腦很厲害，

他們有很強的串接能力！我會在上課一開始便跟

孩子說今天要上到哪裡，然後才練歌舞。幾次下

來之後，學生們反而很期待下課前 5 分鐘的「歌

舞時間」，所以上課會更專心、更有效率。而這

種「化整為零」的方法，也可以避免班級秩序的

問題。如果老師在選素材的時候，可以配合課程

內容，那麼不但不會有進度趕不及的問題，更能

有強化學習的效果。像 Lenka 的 Everything at 

Once 這首歌曲 搶先聽 ，整首曲都是 as…as 的句

型，又有很多動物，非常適合拿來教學。

4.沒表演舞台？其實學校或美語班裡常常都需要

英文歌舞或戲劇表演，平常就練好一些橋段，有

機會表演時可以很快就組合好。但是如果真的沒

機會，或是學生對自己還不夠有自信，那該怎麼

辦？哈哈！拜現代科技所賜，老師可以用手機小

段小段錄影後製，現在有許多簡易好用的 App，

只要加上字幕，孩子們口齒不夠清晰或聲量不夠

大的小缺點就可以被修飾！再加上些 dramatic 的

小貼圖，孩子自己都很愛看自己的影片。我自己

的經驗是，一開始不願意演的同學，看到影片出

爐，下次就變得立刻願意參加。一旦放上網路，

整個雲端都是孩子的舞台！

靈感哪裡來？

　　要演甚麼呢？百老匯的音樂劇諸如 Matilda、

Mary  Popp ins、W icked，或迪士尼系列的

Aladdin、Beauty and the Beast、The Lion 

King、Frozen，都是很適合孩子的素材，音樂劇

電影 The Greatest Showman 裡也有很多動聽又

音樂性強的歌曲，老師們不妨試試看。以我自己

而言，我試過古典的音樂劇，如「悲慘世界」，

但只選其中小孩唱的兩首歌 Castle on A Cloud 和 

Little People，音域適合小學生，也容易找到現成

的示範影片，但整個故事我是會講給他們聽的。

不管年齡，孩子在聆聽這個故事時都是非常專注

的，經典果然有其經典的魅力。Do You Hear the 

https://reurl.cc/z8YYjp
https://reurl.cc/z8YY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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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ople Sing? 這樣的歌曲低中年級的學生不喜歡

聽，但高年級學生的認知發展程度就可以進入歌

詞裡，體會當時法國平民的苦痛。

　　在唱歌與練台詞階段，學生一般來說不會有

太大的感覺，但是在「走位」與「穿上戲服」

時，粉墨登場的感覺便真實了起來！所以千萬別

小看了幫孩子打扮造型的過程，這像是種重要的

「儀式」，讓孩子知道這是件大家看重的事。我

還試過一次特別的歌舞劇教學，是完全讓孩子自

己決定故事場景、情節、選對應的流行歌曲、甚

至部分編舞。孩子的英文程度還沒有好到可以在

短短時間內自己創作，所以我的工作就是把他們

告訴我的內容編寫成英文對白，並把他們想到的

舞步串在歌曲裡面。在練習時，如果他們覺得我

的對白寫得太難或太多，他們可以決定把它改簡

單或改短。

　　那次的經驗非常有趣，孩子決定演一個鉛筆

盒裡文具們的故事，裡面有懸疑也有男女同學純

純的愛，因為劇情是他們設計的，所以講起來格

外有感覺。用到的歌曲有動物方程市電影裡的  Try 

Everything、樂高電影的 Everything is Awesome，

Minecraft 電玩裡的 Starless Night，真人版阿拉丁

裡的 Speechless，都是從中擷取一段載歌載舞。

孩子們說他們想要專心唱歌或專心跳舞，所以他

們會輪流唱跳。這些歌曲看起來完全不搭軋，但

真實反應了孩子的興趣與生活。結果一鏡到底，

孩子都沒有忘記何時該換幕上場，真的是一次愉

快的經驗！

甜美餘韻永留存

　　因為篇幅的關係，關於選角或編排戲劇與指

導唱歌跳舞的細節，請參考 112、113 期的專

欄「要求勝？還是一個都不能少（上篇）（下

篇）」，在此便不贅述了。不過最後要提醒老

師，老師們花這麼多時間做的這個 project，最重

要的目的其實是在這一切表演結束後！跟學生談

起在這個表演籌備過程中的種種，就是最棒的品

格教育與情感教育！

　　「你還記得你當初被笑是鐘樓怪人嗎？你看

你後來決定繼續演，演得多好？沒有你的話，我

們的劇怎麼走下去啊？」「妳說妳不要跳舞，結

果妳編了一個好棒的隊形喔！而且雖然沒跳舞，

但妳唱歌真好聽。」「當初你練那句台詞練好久

對不對?現在念課文卻這麼順，進步好多喔！」

　　有了具有溫度又真實具體的激勵與讚美，孩

子的自信心自然會像樹苗般發芽茁壯。這是他們 

自己長出來的力量，但孩子常常忘了看自己的美

好與進步，所以需要老師們提醒他們。最怕的是

老師們也忘了回頭看自己的美好與進步，所以，

在每一個辛苦的 project 之後，一定要記得好好反

覆利用這個經驗，讓這一切的 歡笑與淚水都能加

三倍值得喔！



立即
報名

http://bit.ly/2U5bk03
http://bit.ly/2U5bk03
http://bit.ly/2U5bk03
http://bit.ly/2U5bk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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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Jamie Wang  • 資深兒美教師   • 《3 分鐘玩遊戲》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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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中小文法「無痛」接軌

主題課程專區

　　國小階段的孩子，吸收能力就像海綿，如果

能夠有效率的學習英文，優秀的成果往往會相當

令人驚訝。國小課程設計的多元化、趣味性，為

孩子的學習奠定了興趣和基礎，大部分的孩子在

此時都可以樂在學習。然而，升上國中之後，孩

子開始面臨升學的壓力，課程的進度與學習量也

讓人喘不過氣，孩子容易一下子「消化不良」。

再者，國中的小考、段考，乃至於會考，評量方

式都與國小時不同，更需要對題型的熟稔度，以

及具備不同題型的作答技巧，這是造成許多學生

國中時成績下滑的主因。

　　對於自己一路從小學帶上來的孩子，由於英

文基礎穩固，我們都很清楚他們已經具備足夠的

語言能力，其實要在國中拿到好成績並非難事。

但要如何幫助他們在國小升國中的過渡期，能夠

順利銜接，達到「無痛」接軌的目標，筆者此次

選擇《國中英語文法與練習  1》規劃為期 9 週的

課程。本書為系列書籍，共有 5 本，分別搭配國

中各學期學習內容。本次選擇第 1 冊做為學生國

中先修班用書，讓學生提前預習國中課程的文法

重點，也有足夠的時間認識、熟悉國中常見的的

測驗題型，才能在國中課程正式開始之後，更輕

鬆地調整、適應新的學習方式。

◆ 使用教材：

    國中英語文法與練習 1 

◆ 課程期間：9 週

◆ 上課次數：每週兩次∕每次 40 分鐘

Week 1 Unit 1 Week 6 Unit 6

Week 2 Unit 2 Week 7 Unit 7

Week 3 Unit 3 Week 8 Unit 8

Week 4 Unit 4 Week 9 Unit 9

Week 5 Unit 5

▼  基本觀念建立

　　對於已經學習英文好幾年的孩子而言，文法

其實早就體現在他們的對話句型、閱讀文本當

中，只是在國中階段，我們會更有系統地、更有

規範地來強化文法觀念。這本書的每個單元，第

一部分就是「基本觀念」，先針對單一文法重點

清楚地說明，再運用大量的例句，建構語言實際

運用的情境。書中有許多例句都是以對話形式呈

現，除了能呼應主教材當中普遍都有的 dialogue 

或 conversation 內容，更能幫助學生了解文法實

際運用在生活當中的樣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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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me Course Planning

 另外一個值得一提的特點，在每個單元的

基本觀念中，書中都會利用些許篇幅，提醒先前

已經學過的相關文法重點。教師也可以藉由這個

機會，先讓學生複習已知的部分，再進入新的知

識，幫助學生有效地溫故知新、融會貫通。

▼  句型靈活運用

 每個單元的第二部分是「句型運用」，會

以表格方式拆解句子的結構，並且將句中的主

詞、動詞、形容詞等等，用同樣的詞類作代換，

創造出結構相同但意思不同的例句。這樣的列表

方式，一方面培養學生拆解句構的能力，即使閱

讀長句也可以輕鬆分解，對於閱讀理解也大有助

益，逐步強化閱讀能力。另一方面則能舉一反

三，將自己學過的單字代換入句子中，創造出有

意義且結構正確的句子，可以靈活運用在寫作當

中，同步增進寫作能力。

▼  單元文法複習 

 趁著學生記憶猶新，針對每個文法重點，穿

插其中的 Quiz，題數並不多，但是題目設計直接

挑戰學生的理解度，教師可以馬上檢驗學生是否

真的了解剛才所學到的文法和句型，也能夠即時

糾正讓學生混淆的文法誤區。每個單元的最後，

有完整的 Review 測驗，運用大小考試當中常見

的克漏字選擇題、句子改寫、中翻英等題型，讓

學生透過反覆練習，再次釐清文法觀念，並且訓

練作答速度。也建議教師們可以先提示學生作答

的技巧，例如：選擇題若沒辦法一眼看出正確答

案，可以使用刪去法；中翻英句子寫完之後，要

再檢查其中的動詞時態是否一致等。

 每三個單元之後，則有統整性的 Achievement 

Test，讓學生每學習到一個段落時，都要複習先

前所學，並且題目中會出現更多相似詞語、相關

時態的陷阱題，如果先前只是一知半解的學生，

在這裡就很容易現出原形。文法的基本功不能偷

懶，大範圍的測驗就能見真章。

 國中階段的學生，學習壓力巨大，要發展

許多不同學科的能力，而且知識來得又快又

急，如果沒有用對方法、找對工具，挫折感可

能會讓他們從此對學習失去興趣。而幫助孩子

的最好方式，就是幫他們將已經具備的英語能

力深化，讓他們能運用自如，不用再浪費時間

學習已經會的東西，而是要用最短的時間，達

到最佳的學習成效。 

 

國中英語文法與練習 1 ～ 5
全套五本特價 $865 元（定價 $1095 元）

單本特價 $186 元（定價 $219 元）

優惠期間：5/1~6/30

我要
優惠

https://bit.ly/2P3z5nK
https://bit.ly/2P3z5nK
https://bit.ly/2P3z5nK
https://bit.ly/2P3z5nK
https://bit.ly/2P3z5nK
https://bit.ly/2P3z5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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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

https://reurl.cc/R4zzx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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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reurl.cc/R4zzx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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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黃翊忠  • 現任臺北市文昌國小英語教師   • 臺北市國小英語輔導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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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融入科學 CLIL課程設計─ 
Plants Everywhere

　　配合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政策，本校從 106 學

年度起，自一年級進行雙語實驗課程，並逐年向

上實施。課程發展初期剛好與 108 新課綱的期

程相符，學校便同時依據新課綱進行部定課程及

校訂彈性課程的規劃。部定課程裡使用英語授課

的科目有英語、健康、生活、藝文、綜合活動，

校訂彈性課程則包含了遊戲、科學遊戲、數學遊

戲、Language Arts 等課程。

█  教學理念

　　此單元為本校三年級所進行的「科學遊戲」

課程，以「內容與語言整合性學習」（CLIL）為

課程設計基礎，期望學生在學習過程中同時習得

學科內容及語言技能兩個目標。課程設計採用三

年級自然科的學科內容知識，以學生中文授課已

經學習過的「植物的構造」為主題，以實作的方

式，讓學生有機會反覆地聽到、讀到、說出或寫

出語言項目。

█  學生背景分析

　　學習對象為臺北市國民小學實施雙語實驗課

程的中年級學生，對象平均年齡為 9 歲。該年段

跨領域教案設計

 Plants 
Everywhere

Parts of 
a Plant

Mystery 
Box

Draw 
"My 

Plant"

School 
Field Trip

Plant 
Rubbing

學生從一年級開始，每週有八堂正式課程以英語

進行授課，到了中年級增加為十堂。除此之外，

潛在課程的部分也規劃了雙語學生晨會、中心德

目宣導、打掃時間、放學時間的廣播皆以雙語進

行。該年段學童為本校正式實施雙語實驗課程的

第一屆，自 106 學年度起參與此實驗課程迄今為

第三年。

█  教學策略

　　多媒體資源融入、知識性文本閱讀、任務導

向學習、內容與語言整合性學習

█  教學活動介紹

1st Lesson

教學時間：40 分鐘

教學／學習目標：

1. 學生能辨認並說出植物的不同部位

2. 學生聆聽 "Where Plants Grow"

→ 教學準備：

1. 歌曲 Parts of a Plant Song https://www.

https://bit.ly/2K8RL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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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L Lesson Plans

"Parts of a Plant" ，並一起做動作。

2. 徵求自願者上台跟著歌曲表演動作。

★ Pre-Task

1. 讓學生想想校園裡有哪些植物，可以用中文或英文

回答。

2. 秀出校園植物的圖片，並且詢問全班  "What 

part is it?"

3. 學生要回答出 "flower, stem, leaf, root or bud."

4. 展示並解說 "My Plant" 學習單。

★ Main Task

1. 帶全班學生做校園巡禮，探索不同植物。

2. 指出植物的特定部位並詢問。

★ Language Focus

詢問學生在校園巡禮當中，看到哪些植物。

3rd Lesson

教學時間：40 分鐘

教學／學習目標：

1. 學生能辨識並說出植物的不同部位

2. 學生能夠運用句型"It feels like a 
_________ (part of a plant)".

3. 學生能聆聽並朗讀 "Where Plants Grow" 
讀本。

→ 教學準備：

1. 歌曲 Parts of a Plant Song 

2. 一個紙箱和一些蔬果（紅蘿蔔、蔥、芹菜、甘
藍菜、花椰菜、木瓜）

3. 分級讀本 Where Plants Grow (Reading A to Z)

→ 教學活動流程：

★ Warm up

1. 全班一起聽歌曲 "Parts of a Plant" ，並一起做

動作。

2. 徵求自願者上台跟著歌曲表演動作。

★ Pre-Task

1. 將神秘箱 "Mystery Box" 展示給全班看。

2. 解說接下來要用神祕箱進行的活動。

3. 如果有需要，可先練習今日句型 "It feels like a 

youtube.com/watch?v=X6TLFZUC9gI  點我觀看

2. 影片 Parts of a Plant by Dr. Binocs https://

www.youtube.com/watch?v=p3St51F4kE8  

點我觀看

3. 分級讀本 Where Plants Grow (Reading A to Z)

→ 教學活動流程：

★ Warm up

全班一起聽歌曲 "Parts of a Plant"，並一起做動

作。

★ Pre-task

1. 秀出圖片並詢問 "So who can tell me about the 

topic?" "Parts of a Plant"

2. 請學生用不同動作表現植物的各部位。 "Can 

anyone show me FLOWER? What are ROOTS 

like? Show me."

★  Main Task

1. 播放影片 "Parts of a Plant by Dr. Binocs"。

2. 適時暫停並詢問植物各部位的名稱："What is 

it? / What are these?" ，並秀出真實圖片。

★  Language Focus

1. 展示讀本 "Where Plants Grow"。

2. 詢問學生是否能辨認其中植物的一些部位。

3. 老師朗讀分級讀本，並請學生仔細聆聽。 

2nd Lesson

教學／學習目標：

1. 學生能辨識並說出植物的不同部位

2. 完成學習單 "My Plant"。

→ 教學準備：

1. 歌曲 Parts of a Plant 

Song 

2. 影片 Parts of a Plant 

by Dr. Binocs

3. 學習單 "My Plant"

→ 教學活動流程：

★ Warm up

1. 全 班 一 起 聽 歌 曲 

https://bit.ly/2K8RLPM
https://bit.ly/2K8RLPM
https://bit.ly/2K8RLPM
https://bit.ly/3ai3aYa
https://bit.ly/3ai3aYa
https://bit.ly/3ai3a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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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領域教案設計

告訴學生  "We're going to make leaf rubbing 

today. "

2. 適時暫停並解說步驟。

3. 影片播放完畢後，全班一起總結製作步驟。

★ Main Task

發給各組一些樹葉並請學生開始製作葉拓。如果

有時間，可以讓學生挑選自己喜歡的樹葉。走動

巡視，看看有沒有學生需要幫助。

★ Language Focus

到各組巡視時，同時詢問學生問題，讓他們有更

多語言運用的機會："What is it? What color is it? 

What's the next step? 

█  教學省思

　　該年段學童課堂內已經很習慣使用英語為主

要學習語言。部分觀課老師對於我們使用的教學

材料的語言難易度有疑惑，尤其是影片。比較

常被問到的問題是：「你怎麼確認小孩子都聽懂

了？」

　　我們當然無法侷限影片裡的語言使用，但我

們可以簡化、歸納，搭配影片裡的圖片提問、討

論來提供孩子鷹架。在 CLIL 的學習裡，我們不

要求學生必須了解每一個字的意思，當然如果是

影響學習流程的關鍵字，則必須確認他們是否理

解。如果不是，則不需要使用語言教學的評量方

式來評量學生。所以我對上述問題的回答是：

「我們用作品評量孩子的學習情況，他做的出來

就代表他懂。」

_________ (part of a plant)".    

★ Main Task

1. 為每一組準備不同的蔬果，如此可以多練習運

用今日句型。

2. 學生輪流上前伸手摸神祕箱裡的蔬果。

★ Language Focus

1. 詢問全班神祕箱裡的蔬果是什麼。

2. 如果還有時間，跟全班一起朗讀 "Where Plants 

Grow" 讀本。

4th Lesson

教學時間：40 分鐘

教學／學習目標：

1. 學生聆聽並說出製作葉拓的步驟。

2. 製作葉拓。 

→ 教學準備：

1. 歌曲 Parts of a Plant Song

2. 影片 How to Make Leaf Rubbing Art https://www.

youtube.com/watch?v=W66TAqCT4hc&t=57s 

點我觀看

3. 網頁 How to Make Leaf Rubbing: https://www.

wikihow.com/Make-a-Leaf-Rubbing 點 我

4. 各種樹葉、白紙、蠟筆
→ 教學活動流程：

★ Warm up

1. 全班一起聽歌曲 "Parts of a Plant" ，並一起做

動作。

2. 暫停並詢問："What are you?"  "I'm a flower/ 

leaves / a stem / roots.＂

★ Pre-Task

1. 播放 "How to Make Leaf Rubbing" 影片，並

https://bit.ly/3bhNuFE
https://bit.ly/3bhNuFE
https://bit.ly/3bhNuFE
https://bit.ly/3bhNuFE
https://bit.ly/2xtXIEi
https://bit.ly/2xtXIEi
https://bit.ly/2xtXIEi
https://bit.ly/2xtXIEi
https://bit.ly/2xtXI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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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僅需透過免費的紙卡來回答，Plickers 卡牌
有 A、B、C、D 四個面，請學生將欲選擇的答案
面朝上，老師透過 Plickers 的免費 APP 掃描，
立刻可以得知全班同學的作答情況，甚至得到成

績的報表。特別是在沒有平板設備資源的教室， 
Plickers 會是一個非常好的選擇。

　　運用 Plickers 進行差異化學習任務的靈感源

自以下這篇部落格文章：PE Plickers Magnets 
for Student Engagement，文章網址：http://
www.ssww.com/blog/pe-plickers-magnets-for-
student-engagement/ 點 我 ，文章內有一個雲

端硬碟的連結，網址：goo.gl/ZssDis，在這個
雲端硬碟中蒐集了許多國外老師自己改編製作的 
Plickers 小卡牌檔案，老師可以選擇自己適用的列
印下來，並貼在厚紙板上、或黏貼在一般書局即

可買到的造型小色板上，後頭再貼上軟磁鐵，即

可開始進行這次的差異化教學活動。

教學流程

一、老師將全班同學的 Plickers 卡牌張貼在黑板

上。並先將 D 面朝上。

二、老師運用五分鐘說明今天的四大 MUST DO 

　　Marzano  單字教學六步驟（Exp la i n、

Restate、Show、Engage、Discuss、Play）的介

紹，我們將進入到 Engage 的階段。Engage 的

定義是：Engage students in activities that help 

them add to their knowledge of the terms in their 

vocabulary notebooks. 老師結合數位教材做單

字的展示與介紹（Explain）、且學生也運用科技

工具進行單字重述（Restate）與重現（Show）

練習後，如何透過活動讓學生在潛移默化中反覆

練習，以達到更進一步的學習遷移與內化，是 

Engage 這個階段最主要的目標。

　　在新課綱當中有三個主要的核心理念「自

發、互動、共好」，而這三個核心理念又延伸出

「自主行動」、「溝通互動」、「社會參與」這

三面九項的核心素養。核心素養指的就是「一個

人為適應現在生活及未來挑戰，所應具備的知

識、能力與態度」。但我們究竟要如何設計一堂

符合「自動好」精神的單字課呢？接下來將介紹

一個運用 Plickers 進行差異化學習任務的活動設

計。在這個活動中有兩大特色，第一、以學習者

為中心：學生是自主性的完成學習任務，並不是

被動式的聽講；第二、個別差異化的學習：學生

可以根據自己的學習速度來完成。而以上這兩大

特色，正是新課綱中重要的兩大面向。

　　Plickers（www.plickers.com 點 我 ）是一個

知名的 IRS 學習平台，老師從網站內命題之後，

文／林加振 Rick  • 現任國小英語教師   • 教育部國中小行動學習傑出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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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免費紙牌

及 Plickers APP                              
即可輕鬆進行教

學評量 ◢

https://bit.ly/2Ke2yYY
https://bit.ly/2Ke2yYY
https://bit.ly/2Ke2yYY
https://bit.ly/2Ke2yYY
https://bit.ly/2Ke2yYY
https://bit.ly/3biCYhf
https://bit.ly/3biCYhf
https://bit.ly/3biCYh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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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學習任務（Plickers 卡牌過四關）。建議可運用

來當成關卡任務的工具有：Kahoot!（達到 16000 

分即可過關）、Quizizz（達到 20000 分即可過

關） WordWall 的打地鼠遊戲（達到 50 分即可

過關）、Gimkit（賺到 15000 元即可過關）、

Lyrics Training（歌曲達到 300 分即可過關）、

Seesaw 完成圖、文、錄音創作等等。除了說明四

大 MUST DO 學習任務，建議老師還要設計幾個 

MAY DO 的學習任務，以供提早完成任務的學生

持續進行自主學習。

三、當學生完成第一樣學習任務之後，先請小組

長檢查確認，並上台將卡牌 A 面朝上。完成第二

樣學習任務將卡牌 B 面朝上。完成第三樣學習任

務將卡牌 C 面朝上。完成第四樣學習任務將卡牌 

D 面朝上。提早完成四大 MUST DO 學習任務的

學生，可以開始進行 MAY DO 的學習任務。

四、老師隨時可透過 Plickers APP 掃描卡牌條

碼，了解每位學生目前的完成狀況，並適時給予

協助。下課鐘響前，視學生完成的任務數給予獎

勵。另外並請學生在離開教室前運用 ExitPoll 網站

（https://www.classroomscreen.com/ 點 我

exitpoll.html）投下自己最喜歡的一關，投票結果

可供老師日後參考。

活動實施心得與經驗分享

1. Plickers 差異化小卡牌活動並不一定要結合平

板，即使是沒有行動載具的教室，老師也可

以指派一般性的學習任務，如：完成習作、

完成學習單、完成畫圖等等。老師可以透過 

Plickers 即時得知每位學生的進度，並給予協

助。學生也能夠根據自己的學習速度作調整，

不需要被全班的統一的進度推著走。

2. 如果課程只需進行一個活動，如：完成作文或

完成勞作。Plickers 差異小卡牌也可用來了

解每位學生目前的進度。如完成構圖將卡牌 

A 面朝上、完成上色將卡牌 B 面朝上等等。

Plickers 卡牌可幫助學生學習時間管理，分配

時間、掌握進度。

3. 進行方式除了「達到每一關的標準才可以進行

下一關」、也可以「不管順序，只要完成其中

一關即可進行下一關」，兩者各有優缺點。前

者學生必須有達到前一關的能力，才能繼續往

下一關挑戰，但往往會讓無法過關的學生感到

挫折。老師可彈性給予較低成就的孩子不同的

過關標準。後者學生可以根據自己的喜好與能

力，彈性選擇進行任務的先後順序，但也容易

造成學生放棄的心態。筆者建議先從前者的模

式開始實施，等到學生有一定的基礎後再朝後

者的模式來操作。

4. 由於學生必須於課堂上自主的進行四個學習任

務，建議至少有三個活動是學生曾經完成過且

熟悉的，這樣老師可以把注意力放在指導正在

操作新任務的學生身上。如果有超過兩個以上

的任務是學生感到陌生的，老師將會疲於奔

https://bit.ly/3cnAgXW
https://bit.ly/3cnAgXW
https://bit.ly/3cnAgXW
https://bit.ly/3cnAgX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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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建議可將較新的任務放在第一個，讓學生

有更多時間完成，老師也有足夠的時間做統一

的說明。

　　在這一節課中，筆者發現學生都能積極主動

的去完成每一道任務，這就是所謂的「自發」。

在完成任務的過程中，大家會一起分享操作的心

得與過關的密技，這就是所謂的「互動」。遇到

了難題，同儕間也都能互相幫助、一起解決，這

就是所謂的「共好」。而這正是一堂我心目中

「自動好」的單字課！

          《附錄：Plickers 操作葵花寶典》

1. 註冊帳號：

註冊帳號可使用 Google 帳號登入。

2. 建立班級：

左方的工具列先選擇左方工具列 Your Classes → Add 

Class，可以一次建立八個班級的名稱。超過八個班級能可

以繼續建置。

3. 建立學生：

再點入班級內選擇 Add Students，可以直接把班級名條貼

入左欄，再按下 Next，進入下頁後再按 done，留意學生姓

名前方的號碼，就是該名學生要拿的卡牌號碼。

4. 建立題目：

選擇左側工具列的 New Set，或者到左側工具列中的 Your 

Library 中選擇 New Set。此時會彈跳出另一個視窗，出題

可分為 Graded（有正確答案） 跟 Survey（沒有正確答案）

兩種題型，Graded 又可分為選擇題跟是非題。免費帳號一

個 set 可以最多出五題，但仍可以無上限的再建立另一個 

set。題目可以插入圖片檔，圖片檔也可以是 gif 動畫圖片檔。

5. 派送題目：

第一個方式：可以到 Your Library 點選該題目 → 點選右欄

（或直接在題目上按右鍵）→ 選擇 Play Now → 再點選要

回答的班級 → 會跳到 Now Playing 的即時答題 LIVE 視窗。

第二個方式：從手機 Plickers APP 登入帳號後，從 Library 

的地方點選題目按下 Play → 再點選要回答的班級 → 會跳

到 Now Playing 的即時答題 LIVE視窗 → 教室電腦端即會

倒數秒數開啟題目。

6. 掃描題目：

無論題目是從電腦端或手機端派送，掃描題目答案請一律

從手機 Plickers APP。點選下方圓圈即可開始掃描。掃描

結束需再按一次圓圈按鍵。

7. 學生回答：

學生手持卡片即可開始回答問題，特別注意要請學生將條

碼面朝老師、舉正、手不要遮到黑色的地方、不要被其他

同學擋到。把 ABCD 的正確答案朝上，旁邊的數字編號即

為學生對應的的卡片號碼。

8. 查成績：

Reports 的地方可以查每個題目的回答紀錄、Scoresheet 

的地方可以計算成績（先點選班級、再點選日期，免費帳

號只能記錄一個月內的回答紀錄，點選 total 可以讓排名照

分數高低排列）。

9. 列印傳統 Plickers卡片：

請到 Help → Get Plickers Cards 的地方，最多可以到 63 

號。每個老師所印出來的卡片都是一樣的，因此可以共享

資源。

下載網址：https://help.plickers.com/hc/en-us/articles/

360008948034-Get-Plickers-Cards 點 我

10. 列印 Plickers 小卡牌：

這個雲端硬碟內蒐集了許多國外老師自行改編製作的小卡

牌：goo.gl/ZssDis

https://bit.ly/2VdAOdb
https://bit.ly/2VdAOdb


https://bit.ly/3eGmEc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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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今社會步調快速，資訊獲得容易，孩子們

成長的短短幾年之間就有很大的差異。現在的孩子

們接觸到的環境跟以前大有不同，相對的孩子們的

興趣與學習方式也需要重新思考。有些人看來孩子

就是孩子，在幼稚園階段怎麼會有什麼不同呢？不

妨想想，現在大部分孩子從小就會看到周遭的人一

直使用手機，這是孩子們剛認識這世界的一種常

態，在手機或電視取代了實際互動的同時，孩子們

就減少了某些經驗值的累積。因為大人生活型態的

改變，孩子們在發展上的需求出現了差異，孩子們

累積的經驗值也變得不一樣。

　　家長的心態永遠都是望子成龍望女成鳳，因

此很多家長們並沒有發現因為時代不同、社會不

同、孩子們的經驗值不同，我們無法用以前的想

法引導與衡量孩子的發展。 因為現今我們需要更

清楚的了解他們真正的需求，所以我在第一篇提

出了很多問題，跟大家一起仔細思考，在幼兒階

段英語學習，我們真正想要給孩子們的是：1)  培

養出孩子對英文的興趣或是對英文的親近感，讓

他們感受到這是生活的一部分，不會排斥英文；2) 

自然的養成孩子使用英文表達需求的能力，讓孩

子使用英文表達想法；3)  讓孩子感受到自我學習

的成就感；4)  建立良好的學習習慣。

　　在第二篇當中，我們開始討論到如何在課堂

中應用這些想法，和該注意的一些事項，其中很

多很簡單、看似不起眼的改變，但常常是這些小

細節累積起來，造成孩子日後在學習上出現很大

的差異。這篇我希望能讓老師更清楚了解該如何

掌握第一篇與第二篇的重點，讓老師們在自己的

課堂中能夠更容易落實。

   Basic Principles

大原則 1：讓孩子們產生接觸英文的興趣

　　當老師在設計課程目標時，不妨加入「培養

興趣」為其中一環，並觀察孩子們是否對英文產

生興趣，還是他們只對課堂遊戲有興趣。當然很

多孩子是從遊戲中培養出接觸英文的興趣，但是

如果長期觀察下來，孩子只對玩遊戲有興趣，那

我們就要想想如何擴展孩子的興趣圈。

　　有些孩子是因為跟老師的互動而產生出想接

觸英文的心，比如說閱讀時間坐在老師旁邊跟老

師一起看故事書，因為這種溫馨的感覺，孩子越

來越想閱讀（主動接觸學習）並跟老師互動 （主

動應用語言）。有些則是因為想分享或是想表

現，而從中得到成就感。其實只要老師多加觀

察，並從每次的觀察中，看看孩子是否受挫、是

否需要鼓勵、是否變得更主動，再評估需要如何

做一些小調整就可以了。

　　另外老師們也可以提醒家長，在家裡要以培

養興趣為主，並以這個準則來拿捏如何與孩子互

動，千萬不要說違背「培養興趣」的話語。要讓

文／張譯云 Elaine  • 現任幼美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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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ight into Teaching Kindergarten 

孩子們建立英文不是只有在校可以用，英文也是

可以跟爸爸媽媽互動的方式（即使孩子只是簡單

說一句話），並建立成就感（需要老師之外不同

的掌聲）。所以當孩子不會時，請以教孩子如何

解決問題和不影響興趣為原則，爸爸媽媽可以鼓

勵孩子先試試看，再告知答案。大一些的小朋友

可以讓他圈出不會的地方，明天問老師。藉此也

能養成孩子學習階段遇到問題會自己解決，而不

是每次都依賴爸媽。

大原則 2：如果無法培養出興趣，至

少讓孩子覺得這是生活中的一部分

　　有些孩子需要很多的鼓勵和關心，必須透過

各種不同的方式，且要年久日深才能培養出對英

文的興趣。如果是這樣的話，我們可以先把目標

放在讓孩子們習慣英文的存在，這樣老師跟學生

彼此之間才不會有太大的壓力。「習慣英文」在

生活中分為兩個階段：

1. 不斷地聽到英文使用在生活中 (input)

2. 讓孩子們使用英文 (output)

　　關於  input，很多人覺得每個禮拜固定上

課，就是在生活中一直聽到英文，但是如果把孩

子聽到中文的時間與聽到英文的時間相比，再想

想看英文課當中真的聽得到英文的時間，比例上

自然就少了很多。因為母語跟外語接觸時間差異

非常的大，所以如果一堂英語課只有 30 分鐘，

就應該盡可能把握這 30 分鐘。幼稚園階段的孩

子們大多是屬於直覺反應的狀態，可以想像老師

全程盡可能用英文，幾乎聽不太到中文，跟老師

用翻譯法教學，哪一個比較容易讓孩子們開始使

用英文呢？其它該注意的 input 和 output 細節，

可以參照上一期專欄的內容，應該能讓老師們更

有效率地運用英文課堂內和課堂外的時間。

   Planning Your Lessons

　　上一期提到了課程規劃時可以應用的一些技

巧與觀念。在規劃課程的時候，首先要問自己：

1. 教學目標是什麼？
2. 這個課程要如何引起孩子們的興趣（不只是玩
遊戲的興趣而已）？

3. 有辦法同時增加孩子們的體驗∕理解∕語詞多
元化嗎？

　　舉例來說，許多學校的課程都有安排歌謠時

間，老師們可以在選擇歌謠時，思考上述問題：

歌    名 Ring Around 
the Roses

Wheels on the 
Bus

教學目標
動態活動

熟悉英文的韻律感
動態活動

熟悉英文的韻律感

如何引起孩
子們的興趣

玩 Ring Around the 
Roses 遊戲

以 TPR 增加對歌詞
的理解和興趣

如何增加孩
子們的體驗
∕理解∕語
詞多元化

無

理解多元化 → 車子
的構造、車上的乘客
語詞多元化 → 語詞
有重複性也有差異
性，讓孩子們很快建
立熟悉感，進而願
意嘗試其中不一樣
（較難）的地方。 
體驗多元化 → 因為
是生活中常看到的情
境，會讓孩子們觀察
更細膩，有經驗上的
連結。

備    註

★ 孩子其實並不
完全瞭解意思，只
是跟著旋律哼出聲
音。
★ 歌詞的其中一個
可能的典故是指中
世紀的黑死病。

★ 第一次唱這首歌
的時候，花一些時間
用繪本作介紹，可以
增加孩子們對歌詞的
理解。

  Class Proportions and Priorities

　　正如先前提到，我們想給孩子的，其實的

是對英文的興趣，並且建立好的基礎，不但需

要有足夠的 input，也要創造機會給予有意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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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們可以慢慢嘗試加入屬於自己的新教學法，

當作基本之上的加分效果，不需壓力過大。

6. 讓孩子養成閱讀英文書的習慣  閱讀的優點真

的很多，以學習語言的面向來看，愛閱讀英文

書的孩子，學語言會較輕鬆，在不同階段的學

習，從閱讀中自然而然習得不一樣的詞彙與文

法應用方式，幫助孩子自我學習，讓孩子們能

夠真心享受英文這個語言。

《Wheels on the Bus》By: Paul O. Zelinsky

這本書裡的輪胎、雨刷等等都是可以動的，孩子從聽故事中就可

以知道 wheels, round and round, wiper, door, open and shut…

老師帶孩子做動作時也更有意義。

output。以下還有幾點提醒，希望能協助老師們

在課堂上的運用：

1. 觀察自己上課時引導用的語詞  當孩子們熟悉課

堂引導語後，請記得做一些變化，這樣可以增

加孩子接觸到的語詞，讓他們更了解語言多方

面的變化與應用。

2. 騰出固定時間講解繪本  講解繪本是孩子跟老

師都可以放鬆與享受的時間，雖然不一定有特

別的學習目標，卻可以引發孩子的興趣，讓孩

子喜歡跟老師的互動，並且是建立閱讀習慣的

第一步。同時可以藉由繪本題材與風格的多元

化，增加現在孩子缺少的生活經驗值，以及語

詞的多元性。

3. 讓孩子有機會說出來  有機會時盡量讓孩子應

用，這是指有意識地增加跟孩子們用英文互動

的時間。當孩子們要喝水時會跟老師說什麼

呢？是用英文還是中文呢？老師可以多花個 

20 秒引導，讓孩子將「老師我要喝水」轉換

成 “I want some water.＂。老師的回答也可

以從簡單的“Yes.＂變成“Yes, of course. Go 

ahead.＂。記得要有多元化的輸入 input，才能

有多元化的應用 output。

4. 找出讓孩子表達自我的時間  在學習語言的不同

階段，孩子能做到的事都不太一樣，剛開始可

能只是學以致用，用英文表達自己的情緒或今

天天氣如何。當學習一陣子以後，除了課堂上

給予的內容，老師也可以透過各種方式讓孩子

多多表達自己，用孩子的自身經驗幫他們累積

語彙量，孩子的表現會出乎意料的好。

5. 別給自己太大的壓力  我們的教學常常被要求要

立即見效，所以常用的生活用語加上課本∕教

材的內容，就是我們現在的英語教學範圍。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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