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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筆記
Editor's Notes

/ 在家學習的挑戰與轉變 /
撰寫此篇編輯筆記的時間點是六月初，此時老師、學生、家長們正為了疫情造成的第二波
停課而感到苦惱。為了有效防堵疫情擴散、減少群聚效應，停課自然是勢在必行。然而想要達
到「停課不停學」的目標，卻沒有想像中容易。部分家長必須請假在家照顧孩子，同時親自敦
促孩子學習。老師們則是短時間內技能點數爆表，搖身一變成為數位教學達人，以往想過的、
沒想過的、試過的、沒試過的點子，全都有機會實際搬上數位平台展現一番。
停課期間，幾乎每天都能聽到家長們的哀嘆：孩子在家上學，最忙的是家長。不但要幫孩
子搞定家裡的硬體設備，桌機、筆電、平板能用的全都派上用場，同時還要確保家裡的網速夠
快，上課不會卡卡。再來就是每位老師安排的上課方式、課表和作業各有不同，尤其是年紀小
的孩子更會需要家長幫忙完成。然而孩子們所學習的內容和方式，跟我們的年代相差甚大，家
長協助孩子的同時，有時自己還需要再學一遍呢。另外，因為學習環境是在家裡，孩子比較容
易分心、怠惰、吵鬧，可能會讓忙於管束的家長也感到疲累或情緒不佳，此時真的是考驗 EQ
的時刻！建議家長們還是多跟孩子溝通，以雙方共識取代硬性規定，而且不要把自己和孩子逼
得太緊，偶爾「放養」一下孩子也無妨。
老師們雖然平日多多少少有結合數位工具教學的經驗，但要完全從實體課堂改變為線上教
學，許多早已熟悉的備課方式和教學流程，幾乎是要打掉重來的程度，畢竟遠端教學要如何讓
學生維持長時間專注上課，還要能夠吸收課堂所學，老師們絕對需要將目前的課堂教案重新審
視、修改一番。更別說有些老師對於各種線上教學的平台功能還不夠熟悉，要兼顧教學又要操
作介面，一開始可能真會有些手忙腳亂。所幸現在的孩子對於科技的接受度高，如果老師能夠
善用數位工具增加彼此間的互動，提高孩子的參與度，並且發揮數位課堂即時、同步、富有變
化的優勢，課堂可能會比想像中更有趣，獲得學生更多反饋。
最後還是提醒大家，疫情是瞬息萬變的，在這個必須與病毒共存的時代，日常生活中的防
疫作為仍然要落實，千萬不能因為疫情稍有趨緩就掉以輕心，對於防疫這件事，再小心也不為
過。衷心希望各位在讀到文章的此時，已經逐漸開始恢復日常生活的步調，並且期待著更好的
下半年。

《 Hello! E.T.》總編輯 孟慶蓉 pd@cet-taiw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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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師德重要活動訊息
J uly
7/01（四）
．兒童寫作教學線上講座／開放報名
7/09（五）
．Phonics 拼讀黃金月—優惠開始
．第 54 屆 STYLE/JET 全國兒童暨青少年英語分級檢定 / 開放網路報名及
線上索取簡章
．【新書上架】Just Write 1&2
7/11（日）
．遠距教學線上培訓班1班：第一堂&第二堂―直播日
7/12（一）
．【新書上架】全民英檢中高級全真題庫
．單字嗨翻樂特展—嗨翻價開始
7/13（二）
．秋季線上聯誼會—開放報名
7/15（四）
．【最優惠搶購】師德開學季

師德文教
有 11,530 人喜歡，快來按個讚吧！

Contents
P.03 跨領域教案設計—
英語融入健體 CLIL 課程設計—
「語」「食」俱進
P.08 大師開講—
英語演說不思議
P.12 教具創意角—
聽力教學成功關鍵
Tips for a Successful
Receptive Skills Lesson
P.16 主題課程專區—
輕鬆上手多元英語寫作
P.20 素養導向深教學—
素養導向課程的慎思與架構
P.24 數位教學力—
YouTube 創意教、Apps 創新玩：科技
與 Multimodal learning 結合的活動設計
P.28 全方位幼美教學—
幼兒英文啟蒙—歌謠韻文教學

．老師印起來—優惠開始
7/18（日）
．遠距教學線上培訓班1班：第三堂&第四堂―直播日
7/21（三）
．劍橋YLE英語認證／9/5 台北場報名截止日
7/25（日）
．遠距教學線上培訓班2班：第一堂&第二堂―直播日

A ugust
8/01（日）
．遠距教學線上培訓班2班：第三堂&第四堂―直播日

8/02（一）
．開學預備GO—優惠開始

8/11（三）
．劍橋YLE英語認證／9/26新竹場報名截止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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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5（日）
．兒童寫作教學講座—直播日

8/20（五）
．劍橋YLE英語認證／9/5 台北場准考證寄發

請先點選 LINE 的「加入好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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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領域教案設計
CLIL Lesson Plans

英語融入健體 CLIL 課程設計―

「語」「食」俱進
文／沈佳慧 • 現任臺北市國小專任英語教師 • 臺北市國民教育輔導團國小英語輔導員

█ 「語」「食」俱進單元主題概念
根據學生在學校英文課使用的主教材和
國際美食議題讀本，進行跨領域健體教育

(interdisciplinary education) 和教育與學習科技
(education and learning technology) 的創新英語

Fruits and Vegetables 蔬果類、 Dairy 乳製品、
Fats and Sugars 脂肪和醣類），透過多元活動，
讓學生對食物金字塔有正確的分類觀念。

█ 學生學習條件分析

課程教學，讓學生透過外語的「『語』言」，探

1. 小學四年級學生搭配英語課本教材「 Food 食

究「『食』物」，進一步能具體展現自己喜歡的

物」主題，學生已在跨領域的健康課學過食物

食物給他人知道，以及能描述食物的內容，達到

金字塔的知識，也接受 Reciprocal Teaching 交

素養導向評量的意義。

互教學法進行預測、澄清、提問、摘要，這四
個閱讀策略的直接教學。

█ 教學設計理念
透過閱讀英文
讀本，翻轉教學模
式，先讓學生從文
本中找出關鍵字重
點，嘗試自主整理
出心智圖（國家—
代表食物之名稱―食物特色），推翻以前學生總

2. 搭配「臺北酷課雲」 Food 主題，學生再次
複習學過的句型： What is it? 和回應句 It is

_______. / What are these? 和回應句 They are
_____. / Do you like ______? 和回應句 Yes, I
do. / No, I don't. 。

█ 差異化教學 (Differentiated Instruction)
設計理念

是等著老師揭曉答案的學習模式；更能刺激學生

◎ 學生學習需求：

專注學習，讓英語學習充滿挑戰！此外，也讓學

1. 班級內有高等和中等程度的學習者，透過差異

生自我評量，省思英語學習歷程。使用的具體策
略有：圖形輔助策略、測驗輔助策略、遊戲學習
策略、即時回饋策略、線上互動討論策略、資料
蒐集策略，以及影片教學策略。

化教學活動以弭平程度落差。

2. 高等英語程度的學生能聽懂、讀懂、說出並拼
寫出食物主題單字句型。

3. 中等程度的學生在聽讀、影音和文字輔助之
下，能活用食物主題的單字和句型。

此外，學生可能對於食物金字塔的正確分
類容易混淆（ Grains 澱粉類、 Protein 蛋白質、

◎ 學生學習責任：

1. 依據個人能力完成課堂內差異化教學活動，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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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領域教案設計
達成學習目標。

→ 教學準備：

2. 學生能在異質性分組中與同儕合作學習，完成

1. 紙本繪本 My World Your World: The Food We
Eat ，「食物」主題的知識性文本閱讀 (https://

指定活動。

3. 學生能精熟學習目標，且能積極主動參與課堂

www.rubytuesdaybooks.com/food/) 。
2. Food Groups & My Plate 食物分類和我的餐盤

中的學習活動。

影片 (https://youtu.be/L7QOUiQCb5E) 。

差異化面向：
□ Content 內容 ■ Process 歷程 ■ Product 成品

→ 教學活動流程：

差異化根據：■ Readiness 起始點

★ Pre-task

□ Interest 興趣 □ Learning Profile 學習風格

1. 教師引導學生觀察讀本封面並詢問相關問題：

差異化活動： Varied organizers 多樣概念圖、

Q1. What's the title of the book?

Flexible grouping 彈性分組（依英語能力高低

Q2. What do you see on the cover?

程度做異質分組）、 Small-group or individual

2. 引導學生預測故事內容 (Prediction)，鼓勵學生

instruction 小組或個別教學、 Jigsaw 合作拼圖

積極參與課堂中的英語討論

法、 Anchor activities 支持性活動。

Q3. What's this book about?
3. 播放食物分類和我的餐盤影片，並和讀本作連
結。

█ 教學策略
單字句型教學、文本閱讀、實作評量、問題導向學
習、學科內容與語言整合學習。

★ Task

1. 教師和學生一起討論 What foods do we eat?，
引導學生回答世界各國的代表食物為何？

2. 閱讀文本中的主題，包含： Delicious bento

█ 教學活動介紹

boxes, Sweets for Diwali, Fasting for
Ramadan，和學生一起討論各國食物有什麼獨

Part I

特之處。
教學時間：40 分鐘

3. 對於英語程度基礎的學生，其英語字彙和句型

教學／學習目標：

能力較需要加強，教師可以引導他們使用學過

1. 學生能使用英語預測故事內容。
2. 學生能朗讀文本，並聽懂教師的英語提問，
且能用英語回應。

的句型 In the United Kingdom, people like to

eat fish and chips. 說出完整的句子。
★ Language Focus
學生能討論讀本中的內容，且能回答教師的提
問，更鼓勵和同學用英語提問和回答。

點 我

點 我

Part II
教學時間：40 分鐘
教學／學習目標：
1. 能聽懂 Food and Drinks 主題單字╱句型，
並作出相關的圖片和文字對應。
2. 能認讀並使用 Food and Drinks 主題單字
╱句型。
04

CLIL Lesson Plans
Part III
點 我

教學時間：40 分鐘
教學／學習目標：
1. 能運用整合文本資訊並作相同相異比較。
2. 能辨識各國食物的特色。

點 我

→ 教學準備：
教具：1:1 iPad、Healthy Helpings 桌遊教具
→ 教學活動流程：

點 我

點 我

★ Pre-Task

1. 學生複習食物主題之主要字彙，例如： dairy,
protein, fruit and vegetables, grains, fats and
sugars。
2. 學生學習主要句型：
Q: Does he/she like tomatoes?
A: Yes, he/she does. No, he/she doesn't.
★ Task

1. 教師將自編的 Food 主題 Quizlet 閃示卡
(https://quizlet.com/201470929/) ，透過投影
和自動發音的方式，幫助學生複習近 50 種日
常生活常見食物的英文說法和拼法。

2. 進行 Quizlet Live 合作學習活動。
3. 透過 Kahoot! Jumble (http://gg.gg/LTTCfood)
複習所學的食物問答句型，並能將句型重組成
正確的文法順序。

4. 結合 Learning resources: Healthy Helpings 教
材，加強學生活用單字與句型練習。
★ Language Focus

1. 實作評量：評量學生是否能認讀食物主題之字
彙和句型。

2. 口說評量：學生能積極參與學習活動，說出正
確發音和應用字母拼讀。

→ 教學活動流程：
★ Pre-Task
學生透過 iMindMap Kids app 異質程度分成兩人
一組進行 pair work ，完成讀本之心智圖學習單

(https://qrgo.page.link/jBuCU) 並歸納重點。
★ Task

1 . 請 學 生 上 台 報 告 ， 以 及 請 全 班 回 答 Ve n n
Diagram (https://qrgo.page.link/dMeuG) 的問
題，特別是比較國家與國家之間多元食物特色
的異同。

2. 學生撰寫英文 Food 小作文 (https://qrgo.page.
link/xZd14) 。
3. 搭配 Seesaw app 將作文拍照並錄製音檔，進
行單字與句型的多次練習，同時加強練習英語
寫作與英語口說的能力。

4. 和同學以及家長分享自己的作品。
★ Language Focus

1. 實作評量：學生能聽懂、讀懂讀本內容，從中
擷取訊息。

2. 檔案評量：能將 Food and Drinks 主題單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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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領域教案設計
句型運用於生活情境對話中。

█ 教學省思

Part IV

「語」「食」俱進跨領域課程讓學生從英

教學時間：40 分鐘

語閱讀中，認知自己每天吃的食物種類與營養

教學／學習目標：

需求是否均衡？也從瞭解他人和自己吃的食物

1. 各組派一位學生，用英語說出觀察到的現

後，比較有沒有相同或相異之處？也從此 CLIL

象。

課程中看見世界，覺察不同的國家、種族、文

2. 學生能用英語歸納觀念。

化，有不同的飲食習慣，能感受與
欣賞彼此不同的特色。成果影片：

https://youtu.be/w9Uv6uMraWo 。
點 我
點 我

接續的閱讀素養課程可以再進行以下三個活
動：

(1) 學生說出、寫出理想中的營養午餐為何？是否
有符合均衡飲食？

(2) 小專題 (Mini-project) ： Make a class food
點 我

survey，班級內大家喜歡吃的三餐分別為何？
讓彼此更喜愛更認同自己的班級。

(3) 家庭和學校的連結 (Home-School Link)：Make
a list of the foods you and your family eat for
→ 教學活動流程：

one day. Are they mostly healthy? 將你和家人

★ Pre-Task

一天當中吃的食物記錄下來，並分析是否健康

教師將學生上次寫的英語作文批閱後發下，請學

均衡。

生上傳至 Seesaw 並進行英語口說錄音。
★ Task

1. 先完成學習任務的學生可以先進行配對遊戲
https://wordwall.net/play/524/228/670 確認
學生理解文本內容，以及相對應的國家地理位
置。

2. 邀請學生回家之後繼續完成這項學習任務。
3. 搭配 r u b r i c s ， 讓 學 生 進 行 自 我 評 量 ( s e l f evaluation) https://qrgo.page.link/Znqwo。
★ Language Focus

1. 學生能使用所學的英語來描述和表達這一系列
的閱讀和體驗學習活動。

2. 顏色聽懂在課堂中同學之間的發表及教師所給
予的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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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
購買

大師開講
Professor's Corner

英語演說不思議
文／陳湄涵

•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兒童英語教育學系助理教授

我是 1980 年代的乖乖牌小朋友，早上乖乖

anything she likes. I'm happy to hear about what

背著書包、便當上學，下午乖乖掛著鑰匙回家，

she thinks.（不知道答案沒關係啊！想說什麼就說

練琴、寫作業。上學很制式，教室端坐、手放背

什麼，我很想得知她的想法。）

後，一個指令一個動作，國語、數學、社會、自
然，一堂一堂聽老師講課，偶爾穿插沒被借走的

Krashen (1985) 提出五個 input hypothesis

美勞課跟體育課。放學回家後，按照聯絡簿抄下

（語言輸入假說），其一即為 affective filter

的項目，機械式地做功課。上課安靜學習、下課

（情意濾網），當中提到語言學習者的 silent

安靜看課外讀物，不主動發出聲音，這就是那個

period（靜默期），意即在語言學習階段，學習者

年代標配的好學生。

的態度會影響學習成果。當學習者出現緊張、無
聊、壓力等負面情緒時，即無法有效學習。此時

沒想到，小學五年級隨著母親移居美國後，

應允許學習者擁有靜默期，等待他們克服焦慮。

花了 11 年練就一身的乖乖牌功夫，瞬間被打成

但是，這個假說在美國的小學卻完全不被實行。

呆呆牌。上課完全鴨子聽雷，更別說是用貧乏的

老師總要求大家開口說話，而且不只是學習語言

語言能力拼湊句子。上學三個月，在感恩節後迎

時的覆誦，或是機械式地跟著老師發音。在美國

來第一個親師會，在台灣從未遭遇任何學習問題

的小學，老師問問題是為了引導、引發學生思考

的我，破天荒第一次被老師抱怨： Jenny doesn't

動機，並不要求學生能正確回答問題，任何回

speak. She never says anything or answer my

應、分享都能被接受，都會被鼓勵。不過，我這

questions. （珍妮不說話，她從來不開口，也不

個小小留學生，除了第二語言學習的焦慮，還有

回答問題。）我委屈得很，老師說的都對，有什

文化差異得要克服。一直到了來年春天，才總算

麼好回應呢？點頭就代表同意，要另外回答什麼

能開口跟鄰居聊聊天。

呢？媽媽急著向老師解釋：Jenny doesn't spe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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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 very well. She probably doesn't know the

上國中後，第一次對著全班同學演講的經

correct answer. （珍妮還不太會說英語，她不敢

驗，真是讓我畢生難忘。那一次老師要求大家輪

開口，可能是不知道正確答案。）老師說： It's

流上台，花三分鐘談談週末做的一件事。對美國

ok if she doesn't know the answer. She can say

土生土長的同學來說，這樣的分享連小蛋糕都稱

Professor's Corner
不上，充其量只是蛋糕屑，完全不用準備，每個

語無倫次、不知所云，邊講邊胃痛，字唸不太出

人都妙語如珠、言之有物，過了五分鐘仍滔滔不

來，心臟卻彷彿要從嘴巴蹦出來。生平的第一次

絕。我卻從老師交代這項功課開始，沒有一刻不

演講，只能以「悽慘」兩字作結。

緊張到胃痛，媽媽只好帶著我，把想說的內容寫
成逐字稿。我記得是要分享一齣動畫電影，但想

高中階段，我到美國東岸私立寄宿學校就

了老半天也生不出幾個字。媽媽只好引導我說出

讀。除了課程比一般高中嚴謹，班級人數也更

喜歡那部電影的三個理由，一步步描繪出簡單的

少，不管修什麼課，人數都不超過 15 人，有些

架構，好不容易寫完，緊張剌激的在後頭，要怎

課的學生人數甚至只有個位數。好處是老師能瞭

麼背、該怎麼說呢？

解每位學生的學習方式及需求，做適性、適才的
專注培育。但班級人數少，每個學生的發言機率
也提高，對我可是不太妙。我只能逼自己努力閱
讀，理解老師上課的內容，預先寫下想法，隨時
準備被點名開口。明明就不在台灣的升學制度
下，竟然還得焚膏繼晷、夙夜匪懈，這樣的心理
壓力，可不是筆墨能形容。
每年在甫開學之際，學校會在某一週的集
會，由老師邀請五位同學，分派五個不同講題，

◤年幼的孩子擬演說稿，常需要老師及家長的協助。 ◢

當場給 20 分鐘準備，然後直接上台即席演講。
還記得某位同學的講題是 What makes me a

上台演講的確不用把文章完全背誦出來，可

Renaissance man（如何成為跨領域人才）。高

以帶小抄上台。老師也曾在課堂上介紹最常見的

中至今已近 30 年，但那位同學在台上侃侃而談的

3" × 5" 小卡，這個尺寸跟手掌差不多大，經常發

自信，我仍歷歷在目。

表演說的公眾人物也會使用。在小卡上可列出內
容大綱、必須提到的關鍵字詞，以及可能需要逐
字背誦的名言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2011)。

高中畢業前夕，依照學校傳統，畢業年鑑的
總編要對全校進行正式演講，並將第一本年鑑獻
給扉頁上所列的感謝人。不知是幸或是不幸，當
年的總編就是我，聽眾從全班拉高至全校層級，
我又迎來好幾週的失眠佐胃痛之夜。好險有指導
老師協助我擬出大綱，照順序把每段主題列出，
再慢慢寫出逐字稿。先寫出第一版，琢磨字句是
否優美、契合氛圍。此時，一本合適的工具書就
會對用字選擇大有助益 (Shrunk & White, 1995)。
在那個還沒有智慧型手機的年代，台下幾百雙眼

◤演說者常使用的 3"× 5" 小卡 ◢

在語言能力極度不足的狀況下，我無法只帶
大綱上台就暢談無礙，只能土法煉鋼，把全文密

睛，只能盯著被燈光打在身上、原形畢露的講
者。五月的紐約明明還算涼爽，我卻有如身在台
灣的七月，汗流成河。

密麻麻寫在小卡上，上台照唸。結果可想而知，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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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師開講
習。在房間裡對著鏡子自言自語，直至自然純
熟。充滿自信，用真誠的心加上完整的表述，
把想法傳達給聽眾。

◤對許多講者來說，最大的挑戰就是如何克服上台的恐懼。 ◢

我在大學主修建築，拜科技進步所賜，當時
已有幻燈片這項偉大的發明。大綱擬好後，我可
以先把幻燈片排好，在逐字稿中插入星號 (＊)，提
醒自己切換下一張。最棒的是，放映幻燈片時必
須關燈，全黑的環境就是焦慮者的福音，我的各
種報告也得以順利完成。
五年大學生涯中，修習各種建築及設計課
程，都要無中生有，把還沒見過的東西講得頭頭
是道。教授每次評圖都劈頭先問： What's your

concept?（你的設計概念是什麼？）即使沒概念
也得硬生出來一個，從中發想細節，合理化每個
環節。在建築物不能倒的前提下，只要能說出理
由，沒有什麼設計想法是語言不能表達的。這種
「紮實」的訓練，可說是造就我一生受用不盡的
「睜眼說瞎話」技術。
我在碩博士階段主修教育，完成學業後投入
教職，即使教學年資已長達 20 多年，每次受邀演
講多少仍感到有壓力。不過，像我這種從小到大
都恐懼上台的人，在一次次的經驗中，還是從中
得到了許多準備演說的想法。

參考資料
★ Krashen, S. D. (1985). The input hypothesis: Issues and
implications. Boston: Addison-Wesley Longman Ltd.
★ Shrunk, W., Jr. & White, E. B. (1995). The elements
of style, 3rd edition. Boston: Allyn & Bacon.

演說這件事，先由大綱組成理性骨架，以獨
立判斷的思維發展結構，斟酌字句、善用修辭，
為其填上靈肉，再搭配圖片、影片甚至是互動
遊戲做點綴。最重要的是，一定要不斷反覆練

10

★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2011). Stand up, speak out:
The practice and ethics of public speaking.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Libraries Publis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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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力教學成功關鍵
Tips for a Successful
Receptive Skills Les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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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三期我們分享了 Vocabulary 的拼字教

力前只需提前分析關鍵字。第三，如果你挑選的

學（以 Text-based 課程為大綱）， Functions

聽力材料，自己沒有先聽過，那是絕對不能播放

（ Test-Teach-Test 課程）教學，還有文法教學

給學生聽的。作為老師，我們備課就是必須先聽

當中常用到的 guided discovery。今天我們來談

材料。而且必須要在準備上聽力課前檢查設備，

談聽力閱讀教學 (receptive skills) 。記得關注每

能否正常播放，播音是否清晰，並試播一次，確

一期的師德會訊，才不會錯過後面的口說寫作課

認沒有問題才能播放材料。最後，我相信聽力課

(productive skills) 哦！

的目的並非打擊學生，嘲弄他們無法聽懂，關鍵
是讓他們感到自己在聽力上獲得成功。所以如果

在正式進入教學之前，我想先談幾個接收技

在聽力練習後大多數學生都錯的題目，請務必要

能課程類型成功的關鍵。首先，不要為了鍛鍊聽

再重聽該段並解釋，或者直接在聽完該聽力內容

力而做聽力練習。這可能很難想像，不為訓練聽

後，停下來讓學生了解問題所在，如果還是無法

力技能，學生為何而學？其實，聽力課程應該是

聽出，就必須給出 transcript 並再次解釋後，才能

充滿歡樂的，因為聽力是為了更好地理解對方的

繼續後續課程內容。

用意。如果我們今天聽力課前並沒有建立背景知
識，也毫無緣由，就突然開始聽力練習，然後馬

我們來進入聽力課吧！這一課我要分享的聽

上解答，這樣的聽力練習是乏味而無用的。聽力

力內容是關於大家都很熱衷的戶外活動—露營或

練習的前提是必須有內容、有文化背景、跟生活

登山，這個文化背景讓很多學生感興趣，學習後

相關，並且帶著疑問去解決聽力任務。如此學生

融入生活中，當露營、登山或談及這些戶外活動

才能真正理解，聽力本身就是為了更好地互動，

時，都能更好地用英文表達相關場景。

並表達自己認同或否定對方的觀點。所以成功的
關鍵之一是在聽力練習前，提供一個 context 情
境，讓學生將情境跟自己建立連結，才可以產生
共鳴，「對話」才能繼續下去。第二個關鍵，聽
力前並不需要理解每一個單字的意義。就好比我

★ Stage 1: Lead in 情境設計
內容：簡短遊戲，引出話題
目的：引起興趣，進入話題∕情境，了解
學生已掌握的概念

們在聊天，如果我無法明白你說的每個單字，我

12

是否就無法繼續對話？答案相信各位了然於心。

把兩個問題投影在白板上或寫在黑板上，學

即使我無法理解每個字，但是我抓住了關鍵字，

生兩兩一組討論（設定時間 5 分鐘），邀請學生

我一樣可以回答並做出反應，不是嗎？所以在聽

跟全班分享有趣的經歷或想法：

Creative Teaching Aids
1. Have you ever been hiking or camping? If so,
would you like to?
2. What problems do you think people can have
if they're hiking or camping in the mountains?

★ Stage 2: Pre-teach Vocabulary
詞彙解析
內容：預測學生會遇到的聽力障礙，並提前
把這些詞彙障礙排除
目的：打破聽力的關鍵障礙
觀察圖片裡的物品，讓學生從中找出新單字
或片語。我通常會先用圖片或者故事，簡單用五
分鐘分析這些關鍵詞彙的發音、意義和詞性，例
如：

★ Stage 3: Pre-text discussion task
聽力前討論任務
內容：讓學生清楚他們將要聽什麼
目的：融入聽力，嘗試理解聽力意義
在聽力開始前，在學習單上給出任務，並讓
他們了解進行聽力時需要注意哪些資訊，讓學生
花 1~2 分鐘先閱讀任務，然後可以問 ICQs，確
定大家明白待會要做什麼，然後開始第四階段的
第一次聽力練習。在聽力中，老師可以走動並把
答案拿在手裡，觀察學生的難點在哪裡並做上記
號，練習結束後解答。

2b. Watch and listen to Lisa and Rebecca's
conversation. Put these things in the order they

rucksack /'r9k�sæk/ (noun)
瞭解更多

talk about them. There are two things they don't
talk about.
• what to wear

• food to take

• Daniel's tent

• dangerous animals

• getting lost

• the best mountains

• hotels and pubs

• crossing rivers

我會用一個經典遊戲「 Pictionary 猜猜畫
畫」來快速確認學生對單字的掌握。 7 個人（新
單字有 7 個）分成一隊，排成一條直線，並轉身
向後，2~3個隊伍一起比賽。把沙漏放在大家都看
得到的地方，每隊有一個白板頭套（綁上彈力繩
可佩戴在頭上）和一支白板筆。老師一共有 7 張
生字卡，每張卡片有一個單字，例如 rucksack，
將卡片朝下放。計時開始，各隊第一名選手先開
始看老師示意的單字，用理解在白板上畫出基本

★ Stage 4: First Listening 第一次聽力
內容：設定聽力的簡單任務（聽力練習內
容請見參考資料）
1. 學生進行聽力，聽力後可以發
transcript 聽力文本
2. 兩兩確認答案
3. 進行反饋。投影答案，或請答案
正確的學生上台畫出答案
目的：了解學生對聽力材料的理解並找出
誤區

輪廓（如圖），並以最快速度畫好，接著將白板
頭套綁在頭上，第二名選手轉身，猜隊友畫什
麼。隊友在規定時間內先猜出 rucksack，則得 2
分；否則只得 1 分。然後時間到，換第二名選手

★ Stage 5: Second Listening 第二次聽力
內容：二選一選擇題，判斷關鍵資訊
目的：提升發現關鍵資訊的能力

開始畫，第三名選手猜，以此類推。 7 張單字卡
全部完成的隊伍先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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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具創意角
發下學習單，讓學生聽第二遍後討論並回答，
倒數計時 3 分鐘內完成。再次兩兩確認答案，老
師從中觀察，如果沒有異議，只給出答案不需講
解。如果有爭議，則重聽一遍有疑問的地方，如果
還有疑問，提供 transcript 聽力文本做對照。

2c. Listen again. Circle the correct things that
Rebecca advices Lisa to take with her on her
hiking trip.
1.

a new tent/ Daniel's old tent

2.

hardly any/ plenty of warm clothes

3.

waterproof clothing/ watch

4.

comfortable/new walking boots

5.

fresh fruit/ dried food and pasta

6.

a torch/ a topping

7.

spare batteries/ batter

8.

a cap/ a map

9.

contact lens/ a compass

★ Stage 6: Post-text discussion task
聽力後討論任務
內容：根據聽力內容，小組討論
目的：根據聽力，發展學生思考並表達想法
的互助能力

讓學生根據 2c 中選擇的句子回答 2d，倒數
計時 5~8 分鐘完成。再次兩兩確認答案，老師從
中觀察，如果沒有異議，只給出答案不需講解。

★ Stage 7: Productive Skills Extension
Activity 產出技能拓展活動
內容：設計產出技能（口說或寫作）的活動
目的：引導聽力文化背景與學生文化背景的
融合，並運用聽力文本學到的單字、
片語、句型來提升該場景的表達能力
把聽力文本中的關鍵句型投影給學生參
考，倒數計時 10 分鐘，轉到哪一張天氣或季
節小卡（共 20 張，含天氣圖卡 16 張、季節圖
卡 4 張），就根據不同的天氣和季節變化，建
議帶什麼不同東西去露營或登山，並陳述給同組
的同學聽。在小組討論中，運用關鍵句型 "You

may..."“You'd better..." "You could/should/must/
might..." "If I were you, I would..." 來表達。
瞭解更多

例如轉到 lightning 閃電，學生開始對話：

A: Oh, no. Did you see the lightning? It must be a
rough day to stay on the mountain.
B: That's why we'd better bring our new tent and
wear waterproof clothes to keep us dry and
warm. In case the weather is getting worse,
we should be prepared.
A: What a nice suggestion!

如果有爭議，則分析聽力文本或重聽第三次關鍵
訊息。

劃線地方可以根據不同天氣季節改變，並結
合聽力練習給出更加合理的對話內容。老師從中

2d. Work in pairs/groups. Compare lists. Why
does Rebecca think Lisa should take each thing?
Rebecca thinks Lisa should take a new tent
because Daniel's old tent doesn't look very
waterproof. （學生寫出 because 引導的原因）

觀察，並及時寫下障礙和問題所在，互動結束
後，在黑板上進行 delay error correction，幫助釐
清學生盲點，達到更大的進步。
參考資料

1 使 用 教 材：face2face Intermediate Student's Book (2nd
Edition) 請 參 考 下 列 網 址 的 聽 力 材 料：https://www.youtube.
com/watch?v=n-fn8QVnN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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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課程專區
Theme Course
Planning

輕鬆上手多元英語寫作
文／ Jamie

Wang • 資深兒美教師 • 《3 分鐘玩遊戲》作者

◆ 使用教材：《Just Write 1》、《Just Write 2》
在台灣過往的英語教學中，多半偏向希望學
生透過記憶的方式學習，不管是文法、單字、句
型等，都使用「背多分」的方式。在高中以前的

◆ 上課次數：每週兩次∕每次 40 分鐘
Week 1

B1 / Unit 1~ 3

Week 2

B1 / Unit 4 ~ 6

Week 3

B1 / Unit 7 ~ 9

Week 4

B1 / Unit 10 ~ 12

但寫作其實是英語教學很重要的一環，如何應用

Week 5

B1 / Unit 13 ~ 15

所學的文法、單字、句型等等來完成一段完整的

Week 6

B1 總複習

敘述，不僅可以讓學生靈活運用所學的英語，也

Week 7

B2 / Unit 1~ 3

能加強英語其他方面的學習。

Week 8

B2 / Unit 4 ~ 6

Week 9

B2 / Unit 7 ~ 9

Week 10

B2 / Unit 10 ~ 12

Week 11

B2 / Unit 13 ~ 15

Week 12

B2 總複習

考試題型也較封閉，沒有太多可以讓學生發揮的
空間，讓英語淪為一個學科而不是可以應用在日
常生活的語言。到了高中，開始出現英語寫作，
導致很多本來沒有接觸過寫作的學生手足無措，

市面上英語寫作的教材琳瑯滿目，有配合故
事情境、結合文法或單字、看圖寫作等等，讓教
師們可以依照需求去挑選，學生也能買來自學。
而筆者此次選擇《 Just Write 》系列來安排為期

12 週的教學，此系列一共有二冊，為英語初學
者培養基礎英文寫作能力的練習本，每冊各有 15
個單元，以每週三個單元以及每冊一週總複習的
方式，從第一冊至第二冊循序漸進引導學生認識
英文寫作，每個單元皆安排了豐富多元的寫作練
習題型，藉由有趣、吸引人的寫作活動，幫助孩
子鍛鍊英語能力。不只能幫助學生增加字彙的廣
度，還可結合各單元的文法，自然而然熟悉英文
句型，進而掌握英文寫作技巧，讓學生能發揮獨
特創意寫出屬於自己的英文作文。
16

◆ 課程期間：16 週

4

好上手的生活化主題
每單元皆以主題作為切入點，然後根據主題
提供範文和相關應用單字。一般英語考試的寫作
題型，多需要較複雜的敘述及架構，對於初學者
或者程度較差的學生而言其實是有負擔的。而本
系列所選用的主題淺顯易懂且貼近生活，例： A

description of your family、A postcard，讓學生
一目了然且沒有距離感，不管任何程度的學生都
能輕鬆上手，程度好的學生老師可以加以引導去

Theme Course Planning

豐富文章內容，程度較差的學生也能參考範文完
成寫作。

★要點提示：本系列以 "Just a Minute!" 穿插輔
助，幫助學生獲得即時寫作提醒，並使用適當
的英文時態、連接詞等正確表達。
寫作教學比起其他領域更需要教師的引導與
輔助，要如何讓學生敢於表達想法並架構文章是
老師必須費心的。良好的寫作能力需要單字、
句型、文法等的鋪墊，所以本系列涵蓋了各個方
面，希望除了寫作外也能繼續加深其他方面的學
習。除此之外寫作的選題也尤其重要，能力再好
的孩子遇到陌生的題材一樣難以發揮，所以本系
列除了提供足夠的寫作架構之外，更希望能透過
不同的主題，讓學生連結生活經驗，進而激發學
生的寫作興趣。單元內容也很適合設計更多的延
伸活動，讓枯燥的教學轉變為活潑有趣的課室活
動，豐富寫作教學的廣度和深度，使英語寫作結
合生活，跳脫傳統考試規範，讓每個學生都可以

以寫作出發的多元學習

輕鬆寫出一篇好作文。

本系列的特色在於除了寫作外還融合了其他
各方面的學習，包含單字、句型、文法，在學習
寫作的過程中一併加深其他方面的基礎。題型跳
脫單純的選擇題，有單字填空、句子重組、改寫
句子、對話排序、簡答題、連連看、圈圈看、配
合題、看圖回答、填字遊戲等等，扣合主題且豐
富多元的題型讓學習寫作的過程不枯燥。
★範文引導：依照單元主題提供多元寫作題材，
幫助學生瞭解文章結構，並使用主題單字練習
英文寫作，進一步達到獨立完成作文的目標。
★單字學習：依各單元所規劃的不同主題，幫助
學生認識重要相關字彙及應用句型，並於融會
貫通後能活用於寫作活動當中。
★寫作練習：詳細規劃寫作步驟，幫助學生學習
有條理的整理脈絡，讓學生知道要如何著手，
並以單元範文為參考依據，按部就班練習寫出
完整文章。

Just Write 1&2
優惠期間：7/9~9/13
優惠價：399 元 定價 $518 元

我要
購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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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
購買

免費
報名

素養導向深教學
Competency-Based
Education

素養導向課程的慎思與架構
文／范雅筑

Sonya Fan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師培中心助理教授 • 中華民國核心素養教育學會理事長

當教師們已經完成跨學科的共同願景、檢視

或結合 CLIL 的教學中，我們需要幫助學生學習

學科的教學需求，並找出學科間教師的合作方式

使用目標語言，並運用語言的規則，但更進一

後，我們可以開始考量共備課程的發展。本文旨

步，我們需要在 CLIL 中使用目標語言進行溝

在提供您一套合適且容易上手的課程設計與清晰

通，意即 CLIL 的課程設計將超越單字背誦與文

的流程，同時能為課程設計提供慎思的餘裕。因

法學習， CLIL 涉及學習者使用目標語言，但卻

為跨學科教師在考量與英語結合的課程時，需清

與英語課相異。

楚理解教學語言的使用層次，切分不同教學階段

（三）認知

的語言使用，方能提高課程方案實際實施的語文

為了使跨學科或結合 CLIL 的教學有效，課

與學科學習之有效性。故以下就跨學科的課程面

程設計必須挑戰學習者進行思考和反思，從事

向，與目標語言使用的種類與內涵進行探討。

高層次的思考。 CLIL 的教學並非將知識從專家
轉移到新手的過程，意即教師無須以傳授知識

一、4C 架構：內容、溝通、認知、文化
當我們理解跨學科或結合 CLIL 的教學是複雜
且與脈絡相關的，接著我們可以聚焦於 CLIL 涉及
的語言面向，這些理解有助於我們設計與規劃有
效的課堂語言。和跨學科課程發展有關的要素包
含內容、溝通、認知與文化。學者 Coyle (2008)
提出了簡明且清晰的 4C 架構，值得設計課程時
參考：
（一）內容

為目的，而是透過跨學科或結合 CLIL 的教學，
允許學習者在過程中構築屬於個人的理解和挑
戰。由於學習者的年齡或能力差異甚大，善用

Bloom (1956) 的認知層次分類，就能清楚理解
認知能力發展的順序，可以為您帶來對學生學
習情形更加清楚而有效的理解：
★ 表 1 Bloom 的認知層次分類
層面

內容、概念或學習的主題是學習歷程的核
心，內容的習得可帶來概念的理解、新的知識或

．作者的論點是什麼？
學生背誦所
．故事發生在哪一年？
記得的內容
．五個步驟是什麼？

理解

．請舉出明確的例子。
．你能解釋如何做某事？為
證明學生是
什麼？
否瞭解
．請依據性質類別分類。
．說說看 A 和 B 的差別是什
麼？

念、主題或知識的串聯，而非僅是片段學科課程
（二）溝通
目標語言是溝通和學習的橋樑。在跨學科

20

可能的教學提問

記憶

新的技能。在 CLIL 跨學科的課程中，內容涉及概
的拼湊。

解釋

Competency-Based Education

應用

．如果改變 A ，會發生什麼
學生在不同
事？
情況下能使 ．為行動列出一個可行的方
用適切的知
案。
識和技能
．提供可能的多個解決方
案。

溝通

互動，使用語言學習

認知

參與，思考與理解

文化

自我和其他意識╱公民身份

要使用 4C 的架構來規劃課程，我們不妨和

分析

創造

評鑑

．找出某事╱某物有哪些功
能？
學生將主題 ．找出錯誤╱不合理之處。
拆解為構成 ．將論點依時間急迫性排
要素並加以
序。
分析
．哪些變項最為重要？
．比較 A 和 B 二者間的關
係。
．如果加入某要素，請解釋
學生將不同
可能的改變。
主題彙整或 ．創造出一個能說服他人的
融合在一
論述。
起，以形成 ．設計一個新的學生活動空
新的事物
間。
．優化制度╱流程。
．哪一個設計會成功？為什
在特定條件
麼？
下，學生判
．這個計畫是否達成其目
斷某件事的
標？原因為何？
效力、結果
．哪個過程最有效率？
或價值
．這項計畫的可行性如何？

教學伙伴一起討論以下問題。首先從內容開始，
我們可以界定跨學科的教學內容，一起討論：

• 我們會教什麼？
• 學生會學到什麼？
• 我們的教學目標是什麼？
• 學生的學習成果是什麼？
接下來試著將界定出的內容與溝通各層次的
串聯，一起討論：

• 學生需要哪種語言來處理內容？
• 有涉及哪些專業詞彙和短語？
• 學生們在課堂間會從事什麼樣的談話？
• 我們是否需要確認學生學習上主要用語英文的
能力？

• 這個單元可能會用到的特定時態或語法有哪
些？如比較級和最高級。

• 課學任務和課堂活動的語言如何運用？
• 討論和辯論如何進行？

（四）文化
透過外語學習，我們能了解這世界是多元
的，自理解以外，運用同理和寬容能促進更高層

再來找出可以發展的思考技巧，一起討論：

次的國際理解，同時提高對多元文化的認同，當

• 我們必須問什麼樣的問題才能引發思考？

我們能承認「 他者」時，我們才能更加理解自

• 我們將運用哪些活動來鼓勵高層次的思考、語

我，這是相當重要的概念。因此跨學科或結合

言、溝通？

CLIL 的教學，必須涵蓋對解釋、詮釋、個體甚至

• 哪些內容能夠輔助這樣的學習方式？

是不同意見的兼容並蓄，透過學科或結合 CLIL 的

• 哪些思考技巧與教學內容切合？

教學，我們習得的是一種視野與情懷。表 2 為 4C
最後，利用文化元素將整個主題交錯編織起

之架構與內涵：

來，我們可以利用真實的情境、案例，或探究式
★ 表 2 4Cs 架構與內涵
4Cs 架構與內涵
內容

知識，技能的進步

的學習，一起討論：

• 我們要探討的主題有什麼樣的文化含義？
• 我們如何探討主題中關於他者和自我的關係？
• 文化脈絡和內容、溝通與認知的關聯又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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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Language of learning, language for
learning, language through learning
在完成以上 4C 的架構討論之後，我們就可
以進到語言設計的階段了。我們以三階段來逐
步進行，首先分析學習語言的內容，接著添加內
容語言以進行學習，最後透過學習應用於內容語
言：
█ 階段 1：分析學習語言的內容 (Language of

learning)
首先，我們先找出一段教學期間的內容重
點，可以是一個單元、一堂課或一個活動，找出
學習的內容範圍。定位後，我們針對內容學習所
需的語言進行分析，討論出哪些語言能幫助學生
理解教學內容大範圍的概念。這樣的分析，主要
在於找出關鍵字、片語、句型或語法，方能概略
的形成和理解。例如在藝能科的雙語教學中，我
們的學生應該要學習使用哪些中英語言？可能是
印象派或是拼貼，也有可能是介紹不同觀點的概
念等等。如果是數學，可能是 數字、加減乘除的
英文說法、數量、模式等等。請注意此階段並不

課程設計而言，格外重要。必須事先考慮搭建學
習的鷹架時，哪些輔助或是引導的設計會有用。
這個階段關乎內容和語言是否能真正整合，所以
非常重要。
█ 階段 3 ：透過學習應用內容語言 (Language

through learning)
第三階段是應用階段，也就是內容與語言的
習得，透過設計出的學習環境而展現。我們需要
設計清楚的機會或任務，讓學生應用其認知、技
能和文化意識。我們可以思考，我們如何確認學
生都能學會？是請學生口頭回答呢？還是製作學
習單？小組報告或許也是種方法。最後我們需要
思考要怎麼做，內容才能被充分教授與練習？課
前可以做哪些準備？課中需要做哪些檢核？課後
需要做哪些修正呢？因此，問對的問題，或是設
計出合理並且與教學目標一致的任務要求，非常
重要。透過這個階段，學習者才有機會往更高層
次的部分去發展，同時也產生自我要求與學習之
間相互扣合的內在動機。

著重於字詞翻譯，而在於概念可能如何被理解。
█ 階段 2 ：添加語言協助內容學習 (Language

for learning)
第二階段將重點放在學生身上。為了讓學習
者可以在 CLIL 環境中有效學習，此階段聚焦於
學生的語言經驗上，也就是充分了解學生在語言
上的起始能力（如閱讀和理解困難的字詞等），
接著思考認知或學習者策略、課堂討論方式、任
務與學生的特別需求有哪些。此外，在課堂教學
中我們會運用很多程序性的語言，有可能是「打
開書、想想看、請找出、請利用、請圈出、連連

參考書目

看」等等。所以我們必須理解，當我們用雙語教

★ Coyle, D. (2008). CLIL – a pedagogical approach. In N.

學時，學生無法達到學習目標，很多時候未必是
因為 language of learning 學不會、沒學好，而是

language for learning 聽不懂、看不懂。因此搭建
學科中 language for learning 的鷹架，對 CLIL 的

22

Van Deusen-Scholl, & N. Hornberger, Encyclopedia of
Language and Education, 2nd edition (pp. 97-111). Springer.
★ Bloom, B. S. (1956). Taxonomy of Educational

Objectives, Handbook I: The Cognitive Domain.
New York: David McKay Co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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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教學力
Digital-Age Teaching

YouTube 創意教、Apps 創新玩：

科技與 Multimodal learning
結合的活動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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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ur senses are designed to work

I remember。

together, so when they are combined... the

Auditory 是

brain pays more attention and encodes the

屬 於 認 知 的

memory more robustly. 這是學者 John Medina

層次，屬於 I

曾經說過的一句話。一個班級裡面大約會有 25-

hear, I know。而

30% 視覺型的學生、 25-30% 聽覺型的學生、

Kinesthetic 是

15% 觸覺型的學生、甚至還有 25-30% 是混

屬於後設認知

合多種學習型態的學生。所以教學時我們可以

的層次，屬於 I do, I understand。而結合 Visual

融入「多模態學習」

learning、Auditory learning、Kinesthetic learning

(Multimodal Learning)

的學習將能進入 Deeper Learning 的層次。

的理念，在活動設計中
融入多種不同的感官體

本期就將融入 YouTube 影片資源與多元數位

驗，幫助學生更容易習

工具來幫助學生們學習，YouTube 影片本身就具

得課程的知識與內容。

有視覺影像 (Visual)、聽覺聲音 (Auditory)、當然
也會有文字 (Reading and writing)，再透過數位

◤ 圖 片 來 源：https://www.
learnupon.com/blog/multimodal-learning/ ◢

工具讓學生實際操作 (Kinesthetic) ，一次結合四
種不同的學習模態。活動設計並結合了 Learning

VARK Model 是由一位紐西蘭的老師 Neil
Fleming 所發展出來的。VARK 分別代表了 Visual

Through Play、Problem Solving 的精神，讓學習
變得更有效率。

learning、Auditory learning、Kinesthetic
learning、Reading and writing。Visual 指的是學
習者擅長運用 seeing 來學習，如：圖片、圖表。

Auditory 則是學習者擅長運用 hearing 來學習，
如：歌曲、討論。Kinesthetic 則是運用 doing 來學
習，如：實作、表演。而 Reading/Writing 則是英
文課堂中最常見透過書本、文字來學習的學習者。
根據下圖，Visual 是屬於記憶的層次，屬於 I see,
◤ 圖 片 來 源：https://www.slideshare.net/timbuckteeth/
podcasting-and-the-listening-cultur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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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一：Seven Second Riddles
Seven Second Riddles

點我

(https://

w w w. y o u t u b e . c o m / c h a n n e l / U C t t F k 8 Nysnyw59aNlWOWzw) 這個知名的 YouTube
頻道裡面，最受歡迎的是一系列關於偵探解謎
類的影片。因為案件大多會運用「過去式時
態」來描述，特別適合英語老師們在進行過去
式文法教學時使用。以下面這則影片為例：有

Digital-Age Teaching
一天老師的蘋果被偷
了，老師知道這三位最

兩個有類似功能的 APP：Tap Roulette 跟「小決定
Tiny Decisions」。Tap Roulette 只有選人，沒有分

有嫌疑的學生中只有一

組功能。「小決定 Tiny Decisions」則除了手指選人

位說實話。根據三位學

外，還可以製作轉盤、丟錢幣、數字選號等功能。

生所說的話，能否找出
誰是真正偷蘋果的人

★ 活動二：Verb 'to be' Activity

呢？
◤ 影 片 網 址 ： h t t p s : / / w w w. y o u t u b e . c o m /
watch?v=XEecZVpY4HY（從 07:23 開始）◢

解答：偷蘋果的是 Billy，而唯一說實話的是 Henry。因
為如果偷蘋果的是 Henry 或 Tyler，那另外兩位
說的就都會是實話。所以偷蘋果的一定是 Billy。

運用工具：
1. Kahoot!

◤影片網址：https://youtu.be/2eu18kkdZNg ◢

Games4esl

點我

(https://www.youtube.com/

免費版的 Kahoot! 在命題時即有插入影片的功

channel/UC9SoAIo4z8rfVnfhMpKfC4g) 是一個非

能。影片的插入不是直接從電腦上傳，而是貼上

常實用的 YouTube 頻道，裡面有許多與節慶、文法

YouTube 網址。所以如果是自己拍攝的影片，則

教學、單字教學有關的影片。以上方影片為例，學

需要先上傳 YouTube 再貼上網址。貼上網址後在

生需要先根據圖片中的陰影猜測 It's a dog. 或 It's a

Start at 跟 End at 填入要播放的影片秒數。課堂

cat. 並把答案寫下來，時間到影片就會公布答案。

進行後，還能夠將 Kahoot! 練習開啟成 Challenge

每一道題目即是練習一種 be 動詞縮寫的寫法。

挑戰模式，讓學生回家再次觀看影片複習。
運用工具：
2. Chwazi Finger Chooser

1. Whiteboard.fi (https://whiteboard.fi/)

Chwazi 是一個可用來選人及分組的趣味 APP 。

Whiteboard.fi 是一個免費的白板工具。學生運用

Android、iOS 系統皆可免費下載。手機約可同時

數位小白板來書寫答案，全部白板畫面會直接同

間放五根手指頭，平板約可同時間放十一根手指

步上傳。老師端除了可以同時看到每一組的小白

頭。每組派一位代表到台前來，同時將一根手指

板，也能夠廣播其中一個作品給其他同學觀看。

放在載具上，被抽選到的同學需要講解自己那組
的答案及理由。最後再觀看影片並公告答案。因

Whiteboard.fi 操作說明：

此 Chwazi 適合課堂時間不足，又想公平讓大家都

老師端：進入網頁後，選擇 +New Class 或右上方的

有參與機會時的趣味抽籤方式。

New，任意輸入一個名稱後，按下 Create New Class，
會產生出一個代碼跟網址。學生端：進入網頁後，選
擇 Join Class 或右上方的 Join，輸入老師提供的代碼，

Chwazi Finger Chooser 操作說明：

再輸入暱稱後，按下 Join Class，即進入白板教室。老

將應用程式設定在 1F，每人放置一根手指，系統

師也可透過傳送網址的方式，讓學生參與。

將會選出一個人。如果設定到 2F 就是選取兩人，
此時最少要有三根手指頭，以此類推。如果設定
到 2G 就是分兩組的意思，此時最少需要三根手
指頭，系統就會隨機將三人分成兩隊。另外推薦

2. Kids Doodle（快樂塗鴉）
如果沒有網路環境的話，可以選擇 Kids Doodle 這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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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教學力
個 APP。應用程式打開後就是一張空白的畫紙，

2. Cosmobuzz (cosmobuzz.net)

可直接在上面書寫內容。寫字或畫圖的過程甚至

Cosmobuzz 是一個免費的搶答鈴網站，觀賞完

能變成影片播放出來，老師可以從中了解學生書

Weather Forecast 影片後，即可透過載具進行搶

寫的筆順或流程是否正確。

答遊戲。老師先從影片中設計提問，並讓學生按
下虛擬搶答鈴來回答。Cosmobuzz 還有一個輸入

★ 活動三：Weather Forecast

文字的實用功能，可以請學生先輸入答案，再請
搶答到的學生將所輸入的答案朗讀出來。

點 我

Cosmobuzz 操作說明：
老師端點選 Host Buzzer Room 進入，會自動產生一
組代碼。學生端點選 Join Buzzer Room 後再輸入代
碼及暱稱進入教室。搶答鈴出現黃色 Locked 表示鎖
定中、綠色 Buzzed 表示已被搶走、紅色 Buzz 表示
仍可搶答。搶答鈴的下方有可讓學生輸入文字的地
方。

點 我

They may forget what you said, but they
will never forget how you made them feel.
在英語課中運用 YouTube 資源有一大優
點，就是能找到許多真實的語料來做練習，並
且訓練學生聽力。以 Weather Forecast 主題為
例，就可以運用下面兩則影片，播放後再運用

Liveworksheets 及 Cosmobuzz 來進行教學活動。
運用工具：
1. Liveworksheets (liveworksheets.com)

Liveworksheets 是一個製作電子學習單、電
子考卷的網站，網站中也有許多現成可以直
接使用的教材。以上兩個影片就可以直接在

Liveworksheets 找到可運用的電子學習單。只要
在載具內完成學習單作答，再按下 Finish 即可立
刻對答案及計算成績。網站內也可以自己製作電
子學習單教材，題型十分多元。
影片一線上電子學習單：

https://www.liveworksheets.com/pl1258463vg
影片二線上電子學習單：

https://www.liveworksheets.com/mb850634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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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詩人 Carl W. Buehner 說過的一句經典。因
此，只有文字或語言的英語課是不足夠的，結合
了 Visual、Auditory、Kinesthetic、Reading and

writing、甚至 Technology 的活動設計，一定會更
加深刻的帶學生們往 Deeper Learning 的境界邁
進。

搶先
報名

全方位幼美教學
Insight into Teaching
Kindergarten

幼兒英文啟蒙—歌謠韻文教學
文／詹靜怡 • Jean's Story Nest 負責人

• 資深英語師訓講師

人類知覺感官最早期發展的是「聽覺」，音

韻文都能找到與課程相關的主題，並可在教唱

樂是聽覺的藝術，而幼兒的音樂潛能是與生俱

過程中學習新單字，甚至進行句型的練習，透

來，身為幼美老師可讓聲音、語言與幼兒為伴，

過較輕鬆的學習方式學習英文，會更加有趣又

透過音樂的傳遞來達到語言學習的成效。「歌謠

具有成效。

韻文教學」是幼兒英文啟蒙課程的重要教學內容

3. 活動轉換：唱歌可自然轉換課堂活動，也可作

之一，學生在沒有學習壓力下用唱跳的方式學習

為活動的開場或結尾。例如老師可在講故事

語言，跳脫傳統正規、死板板的學習課程，再搭

前與學生分享 Emily Arrow 的歌 Books!

配延伸遊戲，玩樂中給予適當的音樂與語言學習

(https://youtu.be/gE46rp2aukY) 作為開場歌

活動，讓幼兒在愉快自主的氣氛中體驗音樂的美

曲，歌曲內容如下：

感，同時建立對語言的好感度。

Books! Books!
「歌謠韻文」在幼兒英文學習過程中是不可
缺少的教學活動，幼兒可透過唱遊練習口語發
音、節奏韻律、手眼協調等，並學習與人互動及
增進自信心，師生之間也可以透過活動增進彼此
之間的情感。因為幼兒對音樂的靈敏度高，唱歌
時注意力也比較集中，故運用歌謠韻文的英語教
學，可以幫助老師輕鬆進行課堂。

Look around, look around.
What do you see?
Books! Books!
Are you ready to read?
Gather 'round, gather 'round.
What do you hear?
Books! Books!
Open up your ears.
I read to you, you.

★ 歌曲韻文教學的功能
1. 暖身活動：歌曲韻文的唱遊，可以成為一堂課
歡樂的開場且帶動上課氣氛，避免教學無趣沈
悶，也能讓學生卸下心防。

2. 藉由歌曲內容學習新單字與句型：許多的歌曲
28

You sing to me, me.
Books! Books!
Everybody, find a seat.
I read to you, you.
You sing to me, me.
We start in 1 2 3 ,1 2 3.

點我

Insight into Teaching Kindergarten
這首歌非常符合說∕聽故事的氣氛，可讓小朋

讓學生保持愉快的心情並期待下一堂課。

友感同身受並深入其境，學生們好像都成為沉
靜在書堆中的小書蟲呢！至於活動結束可以一
起唱 Goodbye, my friends!

點我

★ 課前準備

(https://youtu.

be/u8t5Q3Vyoyo) 大家互道再見作為課堂的完
美 ending。

1. 針對特定或較難的單字設計動作加強學習重
點，製作「文圖並現」的大字報或在白板寫上
歌詞。建議老師們在幼兒歌曲教學時利用「圖
像式教學」，運用圖像搭配歌詞來加深學生對
歌詞的印象。

2. 運用：搭配 CD 或影片等多元媒體設備進行教
學，讓學生接觸不同的影音媒介，刺激大腦學
習達到學習效果。適時適當的應用媒體設備，
也可減輕老師上課可能過度使用喉嚨的負擔。

4. 營造節慶氣氛：節慶應景歌曲可以製造上課歡
樂氣氛。例如 Thanksgiving 感恩節，師生穿上

3. 選擇歌詞重複率高，音韻為學生熟悉易唱的歌
曲為佳。

自製的火雞裝變身為大小 turkeys，齊唱 Hello,

4. 負責任的老師應先熟悉歌曲，做足課前備課，

Mr. Turkey!，歌詞內容也可讓學生學習到火雞

若歌詞有相關的故事或典故，也可事先收集相

叫聲 gobble gobble。延伸活動可玩「抓火雞

關資料再與學生分享。

Catch a Turkey」，由老師扮演成農夫手拿呼
啦圈，與小火雞們一邊唱歌一邊四處遊走，在

★ 教學步驟

音樂結束時隨機圈套住其中之一的小火雞。學
生們在「角色扮演」與「追趕跑跳碰」既緊張

1. 先將歌詞中重要的單字以圖卡∕圖像或特定動

又忙碌的狀況下學習，個個樂在其中，玩得不

作來教導學生（重要單字以不同的顏色呈現來

亦樂乎啊！

做加強）。

5. 維持教室秩序：課堂中有許多狀況可利用唱歌
來轉換氣氛或管理秩序，例如：老師在分發作
業、擦白板或是準備下一個活動時，可讓學生
複習教過的歌曲，避免吵鬧。學生們在做勞作

2. 帶領學生逐句念讀歌詞，必要時加以解說，對
於不熟悉的單字或句子可以多加練習。

3. 老師獨唱或播放 CD ，讓學生熟悉歌詞旋律與
曲調。

時，播放歌曲讓學生們跟唱，避免交談影響上

4. 老師帶領全班跟唱，老師可適時更正學生發

課秩序。學生上課略顯煩躁時可利用手指謠緩

音，初學階段可以放慢唱歌速度，先以學生能

和學生情緒，平穩上課氣氛。

熟悉歌詞與旋律為前提。

6. 讓學生發洩精力：邊唱歌邊做運動可適時地消
耗學生多餘的精力。

5. 再次播放 CD 讓學生逐句跟唱，熟悉歌曲後即
可不看歌詞內容，跟隨老師律動，邊唱邊跳完

7. 表演當成一種處罰：用「唱歌表演」代替「負

成歌曲。教唱歌曲時最常見的狀況是，學生通

面觀感的懲罰」會是一種正面且有趣的處罰方

常最容易記住的是歌詞段落最後一個單字或副

式。

歌重複性高的句子部分，這都是很正常的。小

8. 讓課程顯得意猶未盡：下課前分享歌曲，能夠

小孩的腦容量還小，無法一下子容納太多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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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方位幼美教學
字彙 inputs，需要不斷地提醒、重複練習來慢

將 farmer 換成其他角色如 "boy" 或 "girl"，

慢累積所學，因此老師在教唱歌曲時應該更有

dog 可換成其他動物像是 "cat" 或是 "rabbit" ，

耐心引導學生。

Bingo 亦可改為以五個字母組合而成的英文名

6. 學習逐字練唱：透過單字、句型、歌詞大字

字，如 Ricky/Lucky。將班上學生名字放入歌詞一

報，循序漸進地教唱歌謠，學生已略熟悉歌

起齊唱，依據男生∕女生名再使用 his/her ，如此

詞內容後，接下來就分發歌單讓學生做自我練

一來學生唱起歌來會更有共鳴喔！

習。雖然初期有時無法確實逐字逐句地跟唱，
但此用意最重要的是讓學生了解英文正確唸讀

There was a boy/girl in my class.

是「由左而右」進行，同時也透過「圖像式呈

And _______ was his/her name-o.

現」的歌單內容，試著讓學生用「聽音辨圖」

__-__-__-__-__.

的方式去尋找所唱的內容在何處。

__-__-__-__-__.
__-__-__-__-__.
And _______ was his/her name-o.

學生尚未
熟記 26 個字母
前，無法認讀歌

2. 瘋狂 DJ：老師可扮演 DJ 以正常速度、慢板、

單上所有的單

超快∕慢快板隨意調整唱歌速度，此活動可增

字，有些單字對

加教學時的娛樂性，且能有效宣洩學生多餘的

他們而言像是長

精力。

短不一的「圖形」罷了，所以運用「文圖並現」

3. 搭配樂器伴唱：運用不同的輔助樂器，如鈴

的方式引導小小孩看懂歌詞，也是身為幼兒英文

鼓、響板、鈴鐺、沙鈴等小型樂器，藉由敲、

啟蒙老師在教學上的小成就感，別小看幼兒們指

打、拍來伴唱，可增加歌曲教學時的豐富性，

字逐句跟唱這個小小步驟，這可是啟發孩子未來

同時也可訓練學生手眼的協調性與專注力。

進入閱讀最初期的基本認知。

4. 適者生存：這是屬於「動態性遊戲」。當學生
熟悉歌曲後，一開始老師可以請學生邊唱邊
在教室漫步或跳舞，當老師喊出某個數字例如

★ 延伸活動

four 時，學生要盡可能抓住身邊的同學，形成
四人一組，未能成功組成符合指定數量的學生

1. 改詞大挑戰：將某些歌詞代替成其他的單字，
提升學生學習熱忱，如：

則被淘汰出局，直到產生最後優勝者為止。

5. 課後複習：將歌曲來源的連結提供給家長，請
家長與小孩在家看著歌單一同複習，一方面讓

B-I-N-G-O
There was a farmer had a dog.
And Bingo was his name -o!
B-I-N-G-O
B-I-N-G-O
B-I-N-G-O
And Bingo was his nam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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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了解上課學習進度，也可增進親子關係。
幼美老師像是幼兒學園的園丁，陪伴孩子成
長與學習，讓音樂成為幫助小豆苗們茁壯的最佳
養份。童年只有一次，何不開開心心大聲歡唱
呢？相信幸福的孩子愛唱歌，而開心唱歌一定能
讓人感受到滿滿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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