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繪本環遊世界 p.3
好文法，用說的！ p.8
輕鬆圖解自然發音 p.12
不可不知的閱讀技巧 p.16
招生開班成功術 p.20

87/

Jan
2015

編輯
筆記
Editor's Notes

一年之計，始於改變
隨著跨年的倒數聲，將去年對大環境的不安和失望一一清點，仔細打包，毫不留戀地「斷
捨離」，全都留在過去。打開全新的記事本，看見 2015 年 1 月 1 日，一切又有了新的開始。
2015 年，師德從 20 歲生日的歡樂，走向 21 歲的成長，在英語教育與學習的路上，我們
總是不敢鬆懈，期望跟所有英語教學前線的老師們一起，因應教育型態的改變，找出更有效
的教學方法，幫助孩子們提升英語素養，進而培養國際觀。今年的師德會訊，也以這個想法
為前提，規劃了數個全新專欄，從各個不同的面向，提供教師們多元化的教學觀點。吳敏蘭
老師的「探索世界村」專欄，透過活潑生動的繪本，以及跨文化活動的舉辦，從小就讓孩子
瞭解世界有多大，孩子的心也就越寬廣。彭若寧老師的「圖解教學活動」，從引導學生的右
腦學習為出發點，以圖像、故事、遊戲等方法，創造學習的樂趣，真正在潛移默化中學好英
文。詹麗馨老師、李欣蓉老師的「閱讀越高分」專欄，以多年的國高中英語教學資歷，回頭
來看現在英語閱讀教學的現況，提出實用的教學心法，培養學生既深且廣的英語閱讀能力。
龔玲慧老師的「補教經營成功學」，深入剖析成功的補教經營，應該具備哪些條件，才能讓
學生、家長、老師都滿意，達到三贏的局面。
今年的「大師開講」專欄，將以文法為主題，史嘉琳教授以她身為外籍教授的身份，以
及在台灣任教的長年經驗，精準地點出台灣學子常見的文法錯誤。「ET 書坊」專欄邀請沈佳
慧老師，從國小英語教師的角度出發，為老師們推薦能增進教學技巧的實體書與電子書。「教
具創意角」 的作者劉學蕙老師，她的英語教學部落格超過十萬點閱率，今年請她來跟我們分
享教具使用的新點子，更能激發老師們的教學創意。
希望今年的師德會訊，能夠帶給您不同的教學能量，也將自己的教學方法重新統整，加
入一些變化，創造更有活力、更有效率的教學。永遠要記得，適度的改變是一件好事，尤其
在這個數位時代，不斷地改變，才是永遠不變的真理。
《 Hello! E.T.》總編輯 孟慶蓉
pd@cet-taiw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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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德重要活動訊息

有 5,144 人喜歡，快來按個讚吧！

January
★ 01/05（一）
．GEPT 初 / 中級輔考師資班開放報名
★ 01/07（三）
．第 40 屆 STYLE/JET 全國兒童暨青少年英語分級檢定― 成績複查截止日
★ 01/08（四）
．第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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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7 屆 KITE 全國幼兒英語分級檢定―
開放網路報名及線上索取簡章
★ 01/11（日）
．冬季英語教師聯誼會― 台北場
．百變教具全能班― 台南場
★ 01/15（四）
．39 桌遊教具節活動開始
．經典故事繪本活動開跑！
★ 01/16（五）
．「新書登場」― 國中英語會考模擬試題
★ 01/18（日）
．百變教具全能班― 台中場
★ 01/23（五）
．學生練習本寒假優惠開跑
★ 01/25（日）
．百變教具全能班― 高雄場
★ 01/26（一）
．第 41 屆 STYLE/JET 全國兒童暨青少年英語分級檢定― 簡章寄發日
．第 17 屆 KITE 全國幼兒英語分級檢定― 簡章寄發日

February

Contents
P.01 編輯筆記
P.03 探索世界村—
跨越 24 個時區 All in a Day
P.08 大師開講—
脫口而出的英文文法
P.12 圖解教學活動—
拼字高手的圖解式發音
P.16 閱讀越高分—
閱讀教學五大心法
P.20 補教經營成功學—
贏在起跑點：招生與開班
P.24 ET 書坊—
幸福教室的教學秘訣
P.28 教具創意角—
Sight words 創意桌遊

★ 02/01（日）
．百變教具全能班― 台北場
★ 02/02（一）
．第 41 屆 STYLE/JET 檢定出版品優惠登場
★ 02/04（三）
．TKT 劍橋英語教師認證― 核心模組 3/22 報名截止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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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

世界村

Read and Explore

跨越 24 個時區
All in a Day
文／吳敏蘭
美國哈佛大學雙語教育碩士
台北凱斯教育機構教務長

生長在台灣的孩子視野其實很封閉，打開報

自從回到台灣開始和孩子們說故事以來，我

紙與電視，那些震驚國際社會的新聞常常只占了

無時無刻都在搜尋和跨文化有關的繪本。我總覺

報紙最後幾頁小小幅的版面。許許多多震懾人心

得「語言」和「文化」是密不可分的，孩子們在

的國際新聞如日本的火山爆發、伊斯蘭國的殺戮

接受一種語言的環境洗禮之時，他們也可以同步

戰場、香港的民主抗爭、伊波拉病毒的蔓延、馬

去學習、欣賞與慶祝這個世界的多元文化。當我

拉拉得到諾貝爾和平獎…諸多種種討論國際自然

們想要去多了解一種語言的同時，我們也必須更

生態、人權、宗教、醫療、兒童等議題，往往都

深入地去了解一種語言背後的深層文化，才能有

被社會情殺、黑社會暴力、綜藝八卦等新聞所覆

更進一步的交流與了解，而不是只能用日常用語

蓋。於是我們大人的世界越來越小，更別說有多

蜻蜓點水的談論天氣與漫無目的的閒聊。

少機會去讓孩子擴展視野了。
但是要認識一種文化除了親身體驗外，以口
但 是 身 為 島 嶼 型 國 家 的 台 灣， 本 身 是 個

述讓孩子去了解是有相當困難度的。在「認識」

“Island of immigrants＂， 過 去 的 歷 史 與 現 在

之後，孩子對於不同的文化仍會有距離感，這時

社會形態的轉變，讓我們將自身如此豐富又多元

候繪本就是最好的媒介。繪本有劇情有畫面，讓

的文化融匯在一起；因此能夠包容與欣賞各種文

小小孩到大人在閱讀時都有視覺輔助，能產生不

化，應該是台灣孩子所擁有的特質。可是，事實

同的閱讀趣味。除了有助於對文字的理解，插畫

卻並非如此。一般台灣的孩子非但對於原住民文

更能幫助閱讀者在視覺情境上建立閱讀的情緒，

化了解不夠、對於各種外來移民文化不夠重視，

甚至有時插畫中「畫中有話」，可將閱讀導入更

對於世界的各種文化，更是存在既有的刻板印象

深層的意境，讓想像力無限延伸，這就是繪本的

(stereotype)，覺得非洲就是貧窮，回教徒就是野

魔力。透過跨文化繪本，我們可以隨著故事進入

蠻，而蘇格蘭應該和我們一點關係都沒有，所以

和我們截然不同的生活空間，隨著書中角色去揣

不重要也不在乎。

摩不同的生活方式。
2015 師德會訊 03

於是我開始收集各式各樣的跨文化繪本，透

的正中央水平延展開，敘述一位男孩因為發生船

過繪本認識世界各地的不同角落。從孩子們日常

難，和一隻狗被困在一座孤島上，他向不同國家

生活的食衣住行育樂開始，看看非洲的孩子去鄰

的孩子們發出 SOS 求救訊號；另一個主軸則由八

近部落找朋友時，會帶什麼禮物去？看看西班牙

位不同的畫家，在上下畫出八個畫框將中間的故

的小男生為何不想成為人人稱羨的鬥牛士，而想

事包圍住，描述各自處在不同國家、時空與季節

當個畫家？看看美國 Kansas 的小朋友如何從畫

的孩子們，同在這個時段各自忙碌進行的活動。

自己的家園地圖開始，慢慢認識自己在這個世界、

這八個畫面的顏色鮮豔而飽滿，讓人好像置身在

這個宇宙的位置！透過閱讀，孩子能跳脫出自己

新聞台，有許許多多的電視牆面正在播出不同國

的生活圈，認識不同的習俗、傳統與價值觀。

家的現場實況報導。這個構想實在相當令人驚豔！
因此，當我第一次拿起這本書的時候，不禁驚呼：

“ Next door to the country you live in,

「啊！我終於找到可以討論時差的英文繪本了！」

there is another country where children also
live.＂小時候隨著外交官爸爸到處遷移的生活，讓

從 英 文 老 師 的 角 度 而 言， 以 這 本 書 介 紹 各

我常常東想西想：「現在的我正在瑞典吃晚餐，

國過新年的習俗再好不過（雖然中國北京不會在

那在韓國的小學同學們現在正在做些什麼呢？」。

一月一號放鞭炮，而是在農曆年時），整個故事

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一次電話突然在半夜響起，原

的時間橫跨八個不同的時區 (time zones)，記錄

來有一位移民到美國的韓國僑生小學同學，輾轉

了整整 24 小時的時區內，各國孩子迎新年的方

打電話到瑞典找我――只不過他算錯了時差。對

式。男孩所在的無人島 (Uninhabited Island) 位

孩子而言，每個國家之間的時差不同，甚至氣候

於南太平洋，靠近國際換日線 (International Date

不同，都是奇妙而有趣的一件事。

Line)。 由 此 繞 地 球 一 圈， 位 在 美 國、 巴 西、 英
國、肯亞、蘇俄、中國、日本、澳洲八個不同時

“All in a Day＂ 就是這樣一本非常有趣的繪

區的孩子，各自都在進行不同的活動。在日本的

本故事。故事有兩個主軸，一個主要故事在頁面

女孩 Aki 在一月一日新年當天，依照傳統打板羽

八國兒童
活動主軸

04

孤島男孩主軸

球 (Hanetsuki)；而同時段身在美國的 Tom，則還

Ending。就像整本繪本的故事，是由八國畫家繪

在十二月三十一號的深夜，在家裏開 New Year's

製而成，畫風雖各有特色，卻和諧而不衝突。除

Eve Party。當身處肯亞的 Jomo 在新年當天下

了男孩主軸的故事由 Mitsumasa Anno 的插畫來

午，陪家人上市集採買晚上聚餐的食物時；正在

貫穿全場，還有“The Very Hungry Caterpillar＂

澳洲海邊露營的 Ben 已經過完新年第一天，準備

的美國作家 Eric Carle，以及創作大家熟悉的“The

沉沉入睡了。另外當住在北半球莫斯科的 Alyosha

Snowman＂的英國作家 Raymond Briggs 等等。

和美國的 Tom 在新年玩雪的同時，住在南半球里
約熱內盧的 Ze 和雪梨的 Ben 則在海邊放風箏和

在書的序言中，作者們共同寫下“In all the

露營。這本書真是有太多可以和孩子們分享的內

great universe, there is only one planet, the

容了！

earth, where people can live, and we all live on
it together.＂他們共同努力創作，希望能傳達這個
訊息：期待世界的孩子們能夠活在一個更快樂而
友善的世界；我在讀完這本書後，也對於這幾位
知名兒童文學創作家的心意，感到深深的感動。

※ 書籍圖片來源：http://www.everbooks.co.kr/

index.jsp?PageId=pg131110&ItemId=AA00000445#

我曾經跳過故事的內容，直接運用這本書介
紹各個國家的重要都市，在世界地圖上尋找這些

< 與吳敏蘭老師同步收藏 >

國家、城市，討論時差的問題（例如元旦時新聞
台可以先看到哪個城市率先歡慶元旦、放煙火）。
我 也 曾 帶 著 孩 子 細 細 閱 讀 故 事 中 的 文 字， 學 巴
西的葡萄牙文說晚安“Boa noite!＂，知道「晚
安」日文是“Oyasuminasai＂、俄文是“Dobroj

nochi＂，或是「早安」在肯亞是“Umelalaje＂，
而 Happy New Year 在 巴 西 是“Feliz Ano

Novo＂！

All In A Day
作者：Mitsumasa Anno
出版社：Pufﬁn Books
定價：280 元

細細品嘗這個故事的人，可以發現男孩自言
自語的孤單，與周遭各國忙碌慶祝新年的孩子形
成對比，但是整體畫面仍顯得溫馨而諧和，在故
事的最終，小男孩看到搜救船也意謂著 Happy
2015 師德會訊 05

大師
開講
Professor's Corner

脫口而出的英文文法
文／史嘉琳 (Karen Steffen Chung)
國立台灣大學 外文系 副教授

近三年來，「大師開講」系列文章一直以發

I am eating rice.“Choose＂不是感官動詞，所

音為主題。雖然還沒把可以講的話題全部講完，

以，除非指的是經常發生的事（像 Every time I

不過，在今年的六期中，我們要講一個全新的主

come to this reading room, I always choose

題，就是文法。

the same book.），就不應該用現在式了。可是
台灣學習者八九不離十都會在想表達已經完成某

1. 選擇讀書報告用書的故事
筆者最近請班上同學各選一本簡化版英文
小 說， 準 備 做 口 頭 讀 書 報 告。 有 一 位 同 學 寫 一

事的時候直接用“choose＂。遇到很多類似情況，
也會做同樣的處理――也一樣都不正確。可是，
要想那麼多才能選對時態――哪裡來得及？

封 email 說 : “The book I choose is Treasure
Island.＂隔天問全班，這句話寫得對不對？有人
回答：「在我聽來，沒有任何錯啊。」

2. 要快思，不得慢想的文法
台灣的英語教育，如果要評比哪一部分成效
比較好，那應該是文法吧。台灣學生常常對英文

你覺得呢？先想一想，學生要表達的意思是

文法的詳細規則比有些母語人士還熟。不過，有

什麼？再想一下，現在式“choose＂的含義是什

幾點應該先好好深思一下：（1）您這位中文母語

麼？指的是進行中的事嗎？還是之前已經做好的

人士對中文文法了解多少？如果一下子要去教一

事？還是準備要做而還沒做的事呢？

位外籍人士中文的話，你會從何開始？（我們會
在往後的一期回到中文文法的問題，敬請期待！）

照理說，應該是第二個意思，指的是寫該句

所以應該設身處地提醒一下自己，英美人士對英

話前已經完成的事。不過，那不就是要用完成式

文文法的了解，其實可能跟你對中文的了解是差

“have chosen＂嗎？為什麼會認為“The book

不多的。（2）對英文文法了解得那麼透徹，是

I choose＂沒有錯？“The book I choose＂這個

以什麼樣的代價來換取的？有沒有顧此失彼的疑

片語符合文法，沒錯，可是它代表什麼意思呢？

慮？如果有，捨去的是什麼？（3）學會這些文法
知識的方法，有沒有造成一些原先沒有預料到的

大家應該都知道，現今英語裡，一般來說，
所 謂 的「 現 在 式 」 根 本 就 不 是 什 麼 現 在 式 了！

附帶問題或後遺症？如果有，是哪些？又該如何
糾正？

英語的現在式常用來指事實、常態、或習慣性的
動 作， 譬 如 The world is round. Birds ﬂy. I eat

在開始談個別的常見文法問題之前，我們要

rice (every day).。現在式也是感官動詞專用的

先講大方法，因為方法一對，其實很多累積 N 年

時態：I see him. I feel great.。如果要用一般動

的常見錯誤會渙然冰釋。

詞表達現在正在進行中的事，要用現在進行式：
08

首 先， 請 讀 者 回 顧 一 下 本 刊 第 69 和 70 期

有頗大的出入。就是因為這樣，我們才會不但發

有 關「 回 音 法 」 和「 語 言 自 動 化 」 的 內 容。 要

音有自己獨特的腔調，而且在文法方面，我們也

多了解如何做到語言自動化，建議讀者有空也可

只會用之前死背過，不加詞尾的原形單字，也就

以 讀 一 本 暢 銷 書， 就 是 丹 尼 爾． 卡 納 曼 Daniel

是無時態、不分第幾人稱的動詞原形，不分單複

Kahneman 所 著 之「 快 思 慢 想 」Thinking, Fast

數、可數或不可數的名詞。這樣做，我們所講的

and Slow 一書；YouTube 上也可以看相關影片，

英語會少掉很多母語人士認為不可或缺的重要文

也可以搜尋相關的中文文章來了解書的精華。簡

法資訊。中文為母語的人，要想起適當的單字往

而言之，學語言不能只靠用來做邏輯思考、速度

往已經很辛苦又很花時間，根本就來不及顧到文

遲慢的前腦（系統二），一定要把該語言常用的

法。同時常會把這種極簡化的英語表達方式加以

語句灌入任務執行起來快速俐落的無意識頭腦（系

合理化，會自己認為，「那些文法詞尾反正只是

統一），這些零錯誤的現成語句才會在需要用時

形式而已，沒有太大的實質意義，可有可無，而

霹哩啪啦自動的蹦出來。

且，我說這種陽春型英語時，對方通常好像大致
能會意。了不起再加一些臉部表情與肢體動作，

3. 心裡的過濾網與「英語為世界共通語」
（English as a Lingua Franca: ELF）

也應該沒有少掉太多太重要的語義……吧？我少
了那些東西反正不是故意的，是真的來不及把文

小孩子生來都有驚人的語言學習能力，不過，

法規則應用上去，如果真的要加所有的 -s, -ed 和

這並不代表大人學語言一定很「遜」，大人也有

-ing 的話，對方肯定會很不耐煩，提早結束這段

大人的優勢，譬如，分析能力強，生活經驗豐富，

對話……不是嗎？」

也已經成功的學會了自己的母語。小朋友學得那
麼快有個很重要的原因：他們的頭腦幾乎是一片

常用這樣的省略式英語，不久就成習慣，要

空白，也沒有「過濾網」讓他們能篩選出，哪些

突然開始把該加的詞尾加上去，自己都會覺得有

資訊可以進來長住，哪些要擋在門外。大人就不

點不習慣，會聽起來怪怪的。

一樣了，對於所聽所看到的一切，會先仔細思考，
這對我有沒有用 ? 有沒有好處？有沒有危險或壞

筆者曾經有一次，請學生敘述一下，寒假做

處？符不符合我習慣的作法和想法？能讓我覺得

了些什麼。剛開始時，所有的學生都只用動詞的

有安全感嗎？小朋友就不會這樣先做過濾，進來

現在式。當被提醒要用過去式時，他們就慢下來

的東西幾乎是照單全收。

了，然後真的開始用過去式了，可是每加一個 -ed
之後，就不禁嘻嘻笑起來了。我心裡想，這是英

一般的情況下，大人的這個「過濾網」有自

語最基本常用的規則――怎麼到大一了，用對詞

保作用，比方說，有時它會警告我們，某一項資

尾還會引起笑聲呢？很多歐洲人學英語，小學時

訊可能不對，不足為信。不過，在學語言時，可

都已經不容易犯這麼基本的文法錯誤。台灣的英

以拒絕資訊進來的這個能力，常會有反咬作用，

語教育到底出了什麼問題？這些學生，中學的英

會使我們不知不覺中自己破壞自己學習的努力。

語課是怎麼及格的？

因為當這個過濾機制檢測到跟之前所接觸過的，
或跟自己母語不同的用法時，會攔下這來歷不詳

最近又流行一種想法：英語已經變成世界共

的資訊，瞬間把它抽換成比較符合自己習慣與信

通語，規範語言的標準不再是母語人士的專利，

念的樣貌。這樣一來，原始資訊的真正面貌，跟

亞洲人有自己亞洲人的英語，母語人士無權干涉

自己心裡頭做過處理、動過手腳的資訊樣貌，會

或表達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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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這種想法只有一句話：這純粹是藉口。
中文的母語人士常會嚴重的低估文法在英語裡的

4. 如何讓自己的英文文法變好：
帕雷托二八法則

重要性。你以為別人有耐心聽亞洲人「獨創」、

所謂的「帕雷托二八法則」Pareto Principle

少了很多文法資訊的那種英語嗎？你只要有一點

（也叫做 the 80/20 Rule）可以應用在很多不同

跟別人用英語互動的經驗，你就會知道這種想法

的領域裡，比方說，一家公司的銷售量，有 80%

是不能成立的。會說中文的人口已經超過十億人，

是來自於 20% 的客戶；80% 的時侯，你只穿衣

國際上很多人也在學，所以中文應該也總有一天

櫃裡 20% 的衣服。也可以應用在文法的學習上。

會成為世界共用語之一。那麼，這是不是意味著，

要造出漂亮又合文法的英文句子，光靠所背過的

這些 L2 的中文學習者也應該有權利決定什麼叫

單字和文法規則是不夠的。這樣做你很可能會造

「正確」的中文呢？以下舉一些網路上收集到的

出合文法，卻沒有人講，聽起來很怪，詞不達意

中文學習者所寫的真實例子：1. 我有看過他們的

的句子來。其實文法的學習，只有 20% 應該是靠

演唱會在紐約。2. 我媽媽是漂亮。3. 咖啡還不好。

書本與上課的修習，剩下的 80% 要靠回音法與交

（應該為：咖啡還沒好。）。你覺得這樣的中文

談的日常練習。台灣一般的英語教學裡，這個比

你願意接受嗎？如果你覺得這簡直是錯誤的中文，

例剛好相反，其實，恐怕連 20% 的聽力與說話練

那麼，這跟文法不對的英語有啥不同？聽得不但

習也達不到。台灣人的英語聽講能力普遍偏低，

不舒服，而且連語義都搞不太清楚。你覺得英文

會有人感到意外嗎？

的文法錯誤和這些中文句子的錯誤是不一樣的情
況，不能相提並論嗎？有人說，英語時態不對有

其實，要徹底的翻轉台灣的英語教育，只要

什麼關係？可是中文裡，「不」和「沒」搞錯了，

做一件事，學生的英文程度在一夜之間就會開始

也不就是中文的時態搞錯了？而且這對聽者來說，

快速的提升。是哪件事呢？就是：從今天起，每

不是一種折騰嗎？

一位英語老師從第一堂英語課開始，要讓學生每
天練習聽英語，練習說英語。老師自己的英文好

同理，台灣有很多公認為權威的文法書和字

不好都無所謂，學生自己可以從好的音檔自己學

典，使用前你查過「作者與編輯頁」沒有？上面

得很好。這樣做，再也不用怕遇到外國人整個人

有沒有列出英語母語人士的姓名？一個也好，不

僵住了，開不了口。事情就是這麼簡單。那麼，

用多。如果有的話，那你運氣不錯。因為在台灣

效果這麼好的話，怎麼還沒有開始這麼做呢？不

編纂的文法書和字典，參與編寫和校對的，絕大

是因為預算不足，不是因為缺乏適當的教材，也

多數連一個母語人士都沒有。假設一下你在國外，

不是因為沒有教育當局支持的問題――完全是各

送小孩上中文學校，可是所用的課本是美國人撰

個老師的觀念問題，看老師，也就是看你，知道

寫的，參加編輯和校對的連一個中文的母語人士

這個好方法之後，願不願意付諸行動？

都沒有，你會放心嗎？筆者問過的人都毫不猶豫
的笑著說，「當然不會放心！」那麼，在台灣出
英文文法書，不先給母語人士看一下，你認為不

下期預告：除了回音法之外，還有什麼具體的方法可

會有錯誤和過時的用法嗎？最嚴重的問題是有些

以用來把英文文法學好呢？下一期再細談！另外，有

作者可能沒有意識到自己知道的有限。這種情形，

英文問題時，別忘了可以隨時上臉書的 Karen on Ivy

從處處可見用英文亂寫的路牌和 T 恤，可見一斑。

League Analytical English 發 問， 也 可 以 加 入 Karen

母語人士對此的感受，可以上網搜尋「好笑中文

新開的 Email Updates list ！

刺青」的圖片來自己體會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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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解

教學 活動

Teaching Grammar

拼字高手的圖解式發音
文／彭若寧
Master in TESOL, New York University
文化大學推廣部英語講師
「圖像式文法練習本」作者

我在教學時，總是希望學生能先掌握「發音」，再接觸文法。為什麼發音這麼重要呢？首先，漂亮
的發音就已經贏在起跑點，再者，發音跟拼字之間密不可分，「把生字唸對」是順利「拼出生字」的首
要條件。死背單字就跟死背電話號碼一樣，而英文單字書就像一本電話簿，即使死背每一組電話，誰又
能保證自己在撥電話時不會出錯呢？

因此相較於 KK 音標，我教學時採用「自然發音法」，因為「給人魚吃，不如教他釣魚」。對我來說，
自然發音法就像是「釣魚的技巧」，而音標則比較像是「現成的魚」。以下分享幾則自然發音法的活動：

1. 發音規則小故事
無論學習發音規則或文法句型，沒有邏輯的公式是最難記憶的。或許成人還能鞭策自己死背，但是
對於學習需要誘因的兒童與青少年，記憶發音規則可能變成另一種學習負擔。所以我盡可能幫每個發音
規則編故事，把原本沒道理的排列組合，變成一個個故事情境，讓學生們一聽難忘！以下分享三個發音
規則小故事：

(1) 長母音：母音 + 子音 + e，如 face, bike 及 joke
e 是一位匿名醫生，他看診時總是隔著一道牆；母音病人從來沒有看過他的真面目（e 前面必須有一個
子音），而母音病人得到醫生的幫助後，從此長命百歲（母音發長音）；即使病人希望知道隔牆醫生的
名字，醫生總是堅持不說（e 自己不發音）。

發音規則：字尾 e 不發音，但能隔一
個子音讓前面的母音發長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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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長母音：雙母音組合――母音 + 母音，如 meat, toe 及 suit
雙母音是一對恩愛的夫妻，母音先生在前方闖事業，母音太太則不離不棄地跟在丈夫後方；母音太太奉
獻自己，以讓母音先生活得健康長久（前方的母音發長音）。但是她不邀功，甘願在先生背後默默支持（後
方的母音不發音）。

發音規則：兩個母音在一起時，後面的
母音不發音，但前面的母音發長音。
(3) 短母音：母音落單時，如 cat, pig 及 clock
母音先生跟母音太太如此恩愛，以致於當母音太太不在時（只有一個母音時），母音先生也因為思念過
度，而無法像以前一樣長壽健康（唯一的母音發短音）；所以除非母音先生請求 e 醫生的幫助，要不然
難過的他也只能短命過一生。

發音規則：當母音（在該音節中）落單
時，會發短音。

2. 標註母音與切割音節
我遇到許多口語能力不差的學生，對發音的敏感度卻非常低，常把 cut 唸成 cat、Sprite 唸成

spirit、leopard 唸成 lollipop 等等，原來他們把英文單字當作「圖像」在記憶，甚至簡化到只記單字的「輪
廓」！因此對於單字是由哪些字母組成的，他們的印象非常朦朧。為了降低學生以輪廓認字的壞習慣，
每當介紹生字時，我會帶學生找出母音並用螢光筆畫起來。畢竟一個單字裡，子音的發音變化相當有限，
但母音卻時長時短，或甚至出現非長也非短的發音。對初學者來說，標註母音能幫他們觀察母音的相對
位置，進而唸出正確發音。

標出母音之後，次重要的就是切割音節了。如果學生們看待單字總是以「一坨」為單位，沒有拆解
出每個音節，就不容易看出每個母音該發什麼音，最終就會淪為用輪廓認字了。

教兒童美語時，為了培養學生對發音的敏感度，我稱音節為「拍（子）」。我通常會先唸出單字，
請學生告訴我他們聽到幾「拍」，並用「拍手」的方式檢視，然後我再帶他們在單字下方用「弧線」切
割出音節。之後，我也會慢慢帶出輕重音的概念，請學生觀察哪個音節聽起來音調比較「高」；我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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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後提出「重音」這個專有名詞，因為「重」這個字對初學者往往有誤導作用，會誤以為重音節是單字
中音調較低的音節。

3. 長短母音圈圈看
在幾十種自然發音法的規則中，學生常唸得不理想的，就屬母音的長、短音了。雖然子音中如 z 和

th 等也是某些學生的罩門，但是模稜兩可的母音發音，更容易造成聽者的誤會，如 Kate 與 cat。我在介
紹長短母音時，一定會加入一個「圈圈看」的分組活動。我讓學生兩兩分組，每人發一張長短母音的單
字對照表。表格設計者 Carol Jeanson 找了一百多組有意義的單字，讓學生可以比較母音的長短發音，
而我會先將每張表格護貝，連同白板筆一起發給每位學生。部份表格內容如下：
第一區

第二區

bit

bite

cub

cube

cap

cape

Jan

Jane

cod

code

man

mane

con

cone

mad

made

(Word Pairs – Short Vowel to Long Vowel,
by Carol Jeanson, Santa Maria Bonita School District)

兩兩配對的學生中，一位擔任 speaker，一位擔任 listener。speaker 先在第 1 區長、短音的字串中，
用白板筆在每列中二選一，將其中一個單字圈起來（如在字串 bit / bite 中，圈起 bite），被圈起來的字
就是他等會必須唸的字；而 listener 則不能偷看 speaker 圈了哪些字。待 speaker 圈完第 1 區的單字後，
即可把圈到的字一一唸出；讓 listener 在護貝表格上圈出所聽到的字。必要時可請對方重唸。

等到唸完第 1 區的圈選單字，speaker 就可以秀出自己表格的正確答案，彼此對照。接著兩人逐區
交換角色，練習其他的部分。如果學生有些吃力，老師也可以將表格拆半，前半段由老師念、學生圈選，
等學生較進入狀況後，後半段再分配他們兩兩練習。

標準的發音跟敏銳的聽力是相輔相成的，而這個活動同時可以訓練這兩種能力。本活動可以讓說者
檢視到自己的哪些發音需要改進；反之，聽者也可以檢視自己對於哪幾個音的分辨力還不夠敏銳。雖然
學生一開始覺得聽、唸得很吃力，但是整張表格練習完後，我發現他們唸單字時變得更加謹慎了。老師
們不妨試試看喔！
14

閱讀

越高分

Keys to Reading

閱讀教學五大心法
文／詹麗馨．李欣蓉
資深英語教師

閱讀教學引導學子穿越文字迷宮，教導他們辨識訊息、接收資訊，統整、分析和歸納，
並提供閱讀策略，幫助他們獨立閱讀。更重要的是，點燃學子對英語閱讀的熱情，開啟另一
扇知識的學習之窗。

閱讀教學目的在啟發學生興趣，引導其思考。抓住訣竅，五大心法讓教學得心應手。

1. 閱讀起步走，配備要足夠
要能流暢閱讀英語素材，必須先累積足夠的字彙量及夠用的句法，因此課堂的字彙教學與句法學習，
是重要的基礎功；而閱讀時，也同時在強化字彙與句法的理解與應用。彼此間可謂相輔相成。不同階段
的學習者，都需要大量擴充字彙，能辨識，能應用，閱讀才更有信心。

2. 閱讀如登山，見山也見林
閱讀教學時，教師的首要之務是引導學生找出文章主旨，猶如登山，遠望山之全貌。如果只是聚焦
在字彙的用法及語法的解析，便如只低頭看山間小徑，未曾舉目仰望山之高巍。因此在課堂可透過提問、
討論、積極對話，來掌握文章主旨和發展脈絡。教師在引導學生了解文章「說什麼」之後，才進行分析
「如何說」，教導用字和語法的精妙處。例如閱讀書信體的文章，先要明瞭寫信的緣由，掌握書信的重點，
再做書信用字及語氣的探討。

3. 閱讀有策略，輕鬆又自在
閱讀策略，有如長期登山所培養出的攻克高山訣竅，有助於在文字間擷取重要資訊。常用的閱讀
策略有――略讀（skimming）以迅速掌握文章大意，例如 103 年國中教育會考第 48 題：What is the

reading mostly about? 即在評量學生是否能利用文章各段落的主題句及關鍵字，推敲出文章主旨；掃瞄
（scanning）以尋找細節訊息，例如：What do we know from this reading? 的試題，即經常需運用掃
瞄找出特定資訊，以判斷其真偽；猜測字義（guessing）可利用上下文提示猜出字義，提示學生閱讀並
不需要逐字查字典。以 103 年國中教育會考第 49 題 What does swoon over mean in the reading? 為
例，即評量學生是否能善用已知訊息推知陌生字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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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篇章理解策略，教師可引導學生邊讀邊預測文章接下來可能發展的情節，從預測、閱讀，進而
印證，讓心智更加活躍。或是教導學生用圖像組織 (graphic organizers) 來整理、歸納、比較，以釐清
文章的要旨。例如用維恩圖（Venn diagram，例 1）比較一對雙胞胎的敘述文，讓文章訊息一目了然。
若是敘述事件的文章，例如描述陳偉殷在棒球界的發展，可以用故事敘列心智圖（Storyline，例 2），
鼓勵學生分組討論，依序完成 In the beginning、First、Next、Then 及 At the end 的事件發展心智圖，
以釐清事件發展脈絡。
【例 1】

She decided to meet
one of her Internet
friends named Jerry.

【例 2】

Venn Diagram

First

Kelly enjoyed chatting
with strangers online.

A
Different

Similar

B
Different

In the beginning

They met at a
restaurant.

Storyline

Next
Kelly won't meet
anyone who she
chats online.

When Kelly pulled
the door open, Jerry
pushed her aside.

At the end

Then

4. 閱讀知性行，學習多樣化
閱讀一如健康飲食，不可偏食，各種體裁，都要品味。除了教科書中的閱讀單元，教師若能提供學
生更多的閱讀素材，增廣學生的閱讀經驗，則學生的閱讀理解能力、字彙及語法能力，也會隨之進步，
例如：英語詩歌、時事報導、節慶故事、偵探故事、幽默小品或啟發性文章等，讓閱讀不枯燥，常常有
新意。
現今網路資訊發達，有許多提供閱讀資源的英語閱讀小品或繪本網站；此外也可利用手機下載

app 來閱讀英文。教師上課時可以引導學生如何利用網路資源，多接觸英文，以提升英文閱讀力。例
如：British Council 的 英 語 故 事 短 片 (http://learnenglishkids.britishcouncil.org/en/short-stories) 或

Children's Storybooks (http://www.magickeys.com/books/index.html)

5. 閱讀快樂行，循序且漸進
閱讀能力並非與生俱來，必須靠後天持續學習領悟，來增進閱讀技巧、理解能力及閱讀速度。要快
樂閱讀，閱讀的素材必須能吸引人，閱讀補充教材的難度也要恰恰好：不過難，讓學生感到挫折；不過深，
超乎學生的理解程度；不過多，以免學生無暇閱讀。

涵養閱讀力須靠日積月累，教師除了帶領學生精讀教科書的文章，還可在任課班級推行「英語每日
一文」、「一學期一讀本」、「班級圖書館英文閱讀」等活動，讓學生在大量閱讀中增進知識，培養語感。
學生便能逐漸建立信心，邁出獨立閱讀的步伐。教師若能以閱讀教學技巧啟發學生的學習興趣，提升閱
讀力，將是學生終身受用不盡的最佳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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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教經營

成功學
Management Strategies of
Cram Schools

贏在起跑點：招生與開班
文／ 龔玲慧
資深師訓講師
現任豐橋美語文教機構班主任

補習班的經營，是以「人」為主的行業。以

DM 可能隨手就扔了。

內部組織而言，主要分為行政櫃台招生，及班級

2 直接到學校門口派報呢？現在到校接孩子的家

老師教學兩部份；對外服務的對象，則是家長和

長少了，幾乎都是由安親課輔班接走，而極少數

學生。因此只要將源頭的「人」搞定，經營管理

沒有上安親課輔班的學生，則大都是不會補習的

上大致就能底定。學生是補習班主要的收入來源，

人。

要讓學生源源不絕，首先課程要規劃得好、招生

3 招生文宣是否完全沒有必要？倒也不是。DM

活動要吸引人。我們今天就先來談談第一步：招

的最主要功能是增加知名度，塑造形象，作為家

生與開班――包含常態的招生方式、節慶活動與

長學生熟悉我們的一種管道，讓我們成為他們未

寒暑假班。

來尋找或更換補習班時的選擇對象。因此 DM 的
製作仍非常重要，只是各位不要期待一次派報，

補習班招生要招得好，一定要有特色，要給
家長為什麼選擇我們的理由。在建立特色方面必

就能為我們帶來多少學生，而是要以長遠目標看
待。

須多下功夫，包括我們的教學方式與理念，以及
開設的班別是否跟其他補習班有所差異，最終目

（二）電話招生

的是要合乎市場（也就是家長和學生）的需求。

現在由於個資法，買名單打電話恐怕觸法，因此
不建議補習班採用。但是只要電話號碼是合法取

招生方式分析

得，我們仍然可以透過電話招生。如何合法取得？

（一）招生文宣

我們可以透過辦活動，由參加者填寫的電話號碼，

1 傳統的 DM 派發與夾報，效果已經非常小了，

來做電話招生。而且如此取得號碼在招生上也較

一是拿到 DM 的人，可能大部份不是我們的招生

容易，因為家長已經先透過活動認識我們，更能

對象；其次，就算是招生對象，大部份的人拿到

了解我們所要傳達的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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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勤辦活動

生除了功課進步以外，孩子喜歡上課，家長也安

在社區內勤辦活動，不僅提供我們電話招生的來

心。進一步和家長成為好朋友，讓他們了解、信

源，更是拓展知名度、建立企業形象的絕佳機會。

任我們，家長之間互相的介紹，才是最有效的招

豐橋美語創立之初，就是由此快速建立品牌形象，

生方式。

連附近的麥當勞都常主動找我們合辦活動。我們
營造熱鬧歡樂的活動氣氛，麥當勞則提供小玩具
給參與的小朋友。

舉辦節慶活動
節慶活動絕對是美語補習班的重頭戲之一。
它不盡然跟招生有直接關係，但絕對是塑造形象，

（四）示範教學

建立親密關係，留住舊生的好機會。若開放班內

當我們透過各種方式邀約家長和學生到班之後，

學生邀請同學好友一起參加，更能增加招生機會。

促使他們報名上課，最典型的方式就是舉辦示範

Invitation Card

教學。示範教學要辦得成功，教學的老師很重要，
要能在很短的時間內，讓孩子喜歡上課，同時又
要讓家長覺得有效果。此外行政櫃台人員也要掌
握每位家長，在教學結束後主動溝通，讓家長們
繳交學費或訂金。

（五）學生帶同學

在各種節慶中，又以萬聖節及聖誕節最重要，

同儕的影響力很大，偶而我們發現孩子不續讀了，

活動的設計要以增進學生對西方文化的認識為主。

詢問原因，原來並不是我們教得不好，也不是不

在萬聖節時，除了蝙蝠、南瓜剪紙等教室佈置、

喜歡我們的環境，而是他希望和好同學一起補習。

學生老師的變妝大賽，還有和萬聖節有關的活動

與其讓孩子被同學帶走，還不如請孩子將他的同

安排，如事先安排好熟人或家長，帶學生出去敲

學帶來。如何做到呢？首先要和孩子保持良好關

門 “trick or treat＂。

係，萬一有同學要拉他們時，才不會突然不續讀，
措手不及。其次，讓學生喜歡來這裡上課，自然

在聖誕節時，除了教室佈置，還可以和學生

也會希望好朋友在這裡一起學習。此外對介紹同

一起裝飾聖誕樹，教唱聖誕歌曲，再搭配一些聖

學來班上課者，提供某些點數獎卡，也非常具有

誕節活動，諸如請外師扮聖誕老人發糖果，帶領

吸引力喔！

學生報佳音等。這些活動不難設計，當學生和家
長看到我們如此用心，彼此的關係也愈來愈緊密，

（六）口碑建立

而這種不同文化的互動，也會使學生對英文更有

任何招生方式都比不上口碑的建立，這才是最實

興趣。

在、也最夠力的招生方式。在教學上用心，讓學
2015 師德會訊 21

3. 夏、冬令營
設計上，可依時間長短分為 3 天、5 天、或一週
的課程，也可依性質分為雙語或全美語。更可依
課程內容的規劃，安排在補習班內進行，或到一
些遊樂中心，規劃兼具上課及使用遊樂設施的雙
重課程。

課程做出口碑後，補習班不用特別行銷，每

開設寒暑假班

到寒暑假，家長就會主動詢問。而這些課程的開

在目前少子化，學生來源減少的情況下，補

設，就學習層面而言，提升了孩子的程度和對英

習班為了開源，可以多開設不同種類的班別，除

文的喜愛；就實質層面而言，除了增加收入，也

了供新生報名外，原來常態班級的學生也可以報

建立我們的專業形象，同時更加深家長的信任感。

名。這類的班別可以為學生提供具有知識性的寒
暑假活動。

寒假的招生旺季馬上就到了，可以試看看上
述的點子哦！祝福大家：學生成績好！家長滿意！

寒暑假課程大致可以分成三大類型：

1. 加強學習的課程
有些家長希望利用寒暑假補強孩子平時較弱的項
目，針對這方面，補習班可以開諸如「文法班」、
「發音班」、「字彙班」、「寫作班」、「聽力班」、
「會話班」、「閱讀班」等。由於這些課程和學
習有關，因此一定要讓家長看到成效，例如「寫
作班」可以製作或購買精美的作業本，讓家長看
到每次上課的寫作成果。

2. 有趣好玩的課程
對於覺得寒暑假就該好好玩一玩的家長，可以開
設一些活潑、多元，又能充分運用英文的課程，
例如：「英文歌曲班」、「英文說故事班」、「看
電影學英文班」、「英文話劇班」、「小小主播班」
等。這些課程由於以輕鬆為主，在課程設計上一
定要有趣又好玩，孩子喜歡了，家長就會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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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旺旺！

E.T.

書坊

English Teachers' Bookshop

幸福教室的教學秘訣
文／沈佳慧
國小英語教師
Cindy 魔法 ABC 教室 部落格格主

學生最愛的幸福教室

Bringing Joy Back into the Classroom
作者：Danny Brassell
譯者：蔡欣怡
定價：320 元

【本書簡介】

（一）點燃教師教育活力

本書共有七大章節，以教育理論搭配教學實務，

熱愛教學的教師在閱讀本書後，會更加堅守教育

內容從教導老師因材施教的七大原則、如何滿足

理念；教學過程受挫的教師，亦可從這本充滿正

學生的身心基本需求、如何營造安心的教學氣氛、

面能量的書，找回教職的初衷。

如何搭建溫馨有愛的師生關係、到傳授以學習者

（二）培養教師自省力

為中心的教學技巧、幫助學生自我實現的策略，

每章節末有 3 題思考題，讓老師可以省思自己的

以及作者在教學中遇到的趣聞分享。每一個章節

教學模式，為學生開創具個人風格的幸福教室，

以 15 種方法深入探討議題，用詞淺顯易懂，教學

例如：明天你會在課堂上使用什麼「禮物」或教

現場範例能引起教師共鳴，讓人會心一笑！

學用品，來重新喚起學生們學習的好奇心呢？
（三）引導教師教學有效力

【適用對象】

每章節提供了 15 個具體教學策略，例如：建立學

本書不但適合充滿教育熱忱的教育工作者；相對

生自尊心的妙招、教導學生如何更樂在學習等。

的，也適合在日復一日教學中，漸漸對教學感到

書中甚至教導教師如何以合適的語言來與學生或

力不從心的教師。

教職夥伴溝通，在達到有效溝通時，也讓彼此關
係和諧互信，工作充滿歡樂！

【本書三大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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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英語教室

The All English Classroom
編著：Sunny Lee
定價：330 元

【本書簡介】
本 書 主 要 分 成 15 個 教 學 情 境 章 節， 收 錄 超 過

型的教師。

1000 句實用的教室用語，老師可依照教學需求立
即搜尋。附錄有「教學詞彙中英對照」和「全英

【本書三大特色】

文遊戲實例」，後者包含簡易遊戲和任務遊戲，

（一）廣泛的情境教室用語

讓老師在教學中，即使是在跟學生描述活動流程

從遊戲到班級經營小技巧，教師與學生互動的每

或複雜的遊戲規則，一樣可以使用全英語流暢地

一分鐘，書中皆提供了完整的教室用語。

進行教學活動。

（二）真實的語境展現能力
每單元後設計了「全英語教室實境 Show」，教師

【適用對象】

可以直接作為教材讓學生進行角色扮演，真切地

教師就是一種優良的外語學習典範，應該在課堂

運用學到的教室用語，也體悟到如何活用這些生

中給予學生充分的語言刺激。本書適用對象相當

活用語與簡易句型。

廣，包括：（一）想使用全英語教室用語者、（二）

（三）豐富的語料庫資源

想確認使用的教室用語是否正確者、（三）想在

透過本書，教師即使面臨相同的主題，也可以使

校園中營造出英語或雙語學習情境者、（四）想

用更多元的句型，而非總是使用類似的句子。促

選擇合適的教室用語者、（五）想引導學生在適

進教師專業發展之外，學生也能同時受益，接觸

當情境說出及聽懂回應句，並能讀懂相關用字句

更多真切實用的英文。

字母隨寫板
作者：師德出版部
定價：五入一組 15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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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具簡介】

型；2 號學生將聽到的句型寫在「字母隨寫板」上。

本教具適合學生個別學習、小組合作學習，或在

4. 下一題交換任務，由 2 號學生到台前聽教師所

大班級進行字彙和句型活動時使用！封面可以讓

說的句型，再傳話給 1 號組員。

學生寫上班級和姓名；輕巧的 A4 大小在攜帶及收

5. 活動完成。教師請第一組的學生展示第一題答

納時皆相當便利。字母隔線行距寬大而舒適，讓

案，全班一齊檢視；除了文法正確度，還要特別

學生從小學習如何寫出正確整齊的英文字型，展

注意字母大小寫及其正確位置、字的間距、標點

示起來亦大而清楚。隨寫板可用白板筆重複書寫，

符號等英語寫作規則。

好擦拭且不殘留筆跡，運用廣泛。以下分享三個
針對不同英語程度的學習者，使用「字母隨寫板」

活動三：腦力激盪大挑戰

的教學活動。

教學對象：高階英語程度學生

1. 教師將全班分成數組，每組準備一張「字母

活動一：愛拼才會贏

隨寫板」和一支白板筆，並將每組學生依序編

教學對象：初階英語程度學生

號，例如：no.1-4。

1. 教師引導學生用白板筆臨摹「字母隨寫板」背
面的小寫字母 a-z。

2. 教師帶領學生唸讀字母相對應的代表單字，例
如：Aa is for apple.... Zz is for zebra.

3. 教師說出單字“fox＂，學生必須拼寫出 f-o-x。
4. 教師可使用免費的計時器軟體 Cool Timer，將
倒數計時秒數呈現給全班看，請學生限時完成拼
寫任務。

2. 教師帶領學生唸讀繪本，例如：Joseph Had
a Little Overcoat 前 2 頁 的 句 子“Joseph had

a little overcoat. It was old and worn. So he
made a jacket out of it.＂。
3. 教師將上方句子寫在黑板上，並將繪本接下
來故事情節中，相同句型中出現的衣飾單字打
亂順序寫在黑板上（故事中衣飾出現的順序為

5. 教師可依照字母拼讀教學的重點，例：-ox 的

由大到小）。

word family，讓學生拼寫更多音韻字，如：box。

4. 教師請學生注意，句中畫底線的單字，在接

6. 答對一題得 10 分，最後依照學生個別得分成

下來的練習中須替換為黑板上的衣飾單字。之

績，作為補救教學之依據。

後，請學生進行小組討論，預測並寫出繪本下
兩 頁 可 能 出 現 的 句 子（ 答 案：Joseph had a

活動二：繪本教學小組合作學習活動

little jacket. It was old and worn. So he made

教學對象：中階英語程度學生

a vest out of it.）。

1. 此為閱讀後的教學活動，在教科書或是繪本教

4. 小組內每位學生按 no.1-4 的順序輪流寫句

學之後皆可進行，是一項萬用教學活動。

子，目的是讓每一位學生都有機會寫出完整且

2. 教師將全班學生兩兩分組配對，一位是 1 號，

文法正確的英語句型。

另一位則為 2 號。

5. 請每組分別報告預測的內容，全班共同檢視

3. 請每組 1 號學生到台前聽教師所說的句型。學
生聽完要立刻跑回 2 號組員旁說出剛剛聽到的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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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組作出的預測最正確，並請該組分享構思的
過程，深化學習歷程和養成閱讀策略。

教具

創意角

Creative Teaching Aids

Sight words 創意桌遊
文／劉學蕙
高師大英語教學碩士
國小專任英語教師
Caroline TEFL Journey 部落格版主

真的是一件非常方便的事，它不但防水，也容易
整理與保存。

目前出版的撲克牌卡，分成主題單字，例如：
英文字母、人物、地點、交通、蔬菜、動物等，
也有常見字 (sight words) 以及接龍遊戲卡。每套
含 54 張，除了 sight words 字卡外，還另附兩張
從小我就喜歡玩桌上型遊戲，像是玩象棋、
大 富 翁、 撲 克 牌 等 桌 遊。 現 在 當 老 師 的 我， 也

空白卡，以便老師們彈性使用。以下就為大家推
薦幾個我在課堂上常使用的桌遊。

喜歡動腦筋把一些卡牌或是桌遊的概念融入在課
程中。在英語教學的課程中，如果只用一組大的
閃示卡去玩兩組競賽是不夠的。當學生人數超過
十二人時，如果只分成兩組競賽的話，每個學生
可以練習到的機會將相對變少，學習英語的成效

活動一：撿紅點 Pick Four
教學準備：

1. 相同的 sight words 字卡四盒，每盒選出 24 張
學生較需要練習的字。

必定大打折扣。為了要提升教學的效能與學生的

2. 學生分成四人一組。

學習興趣，以適當的分組來進行遊戲活動是非常

玩法：

有必要的。

1. 將四套卡片（共 24×4 張）混合，每個人發給
八張字卡。

在備課的過程中，我們常常需要自製或是影
印字卡或圖卡，不但要上網搜尋資料，還要列印、
剪裁，甚至護貝以避免損壞；如此不但耗費時間，

2. 四位玩家決定輪流的順序。
3. 發剩下的 64 張卡片正面朝下放在桌上後，翻起
四張卡朝上放在中間。

也耗費大量的金錢，甚至還會造成環境的汙染。

4. 遊戲開始時，第一位玩家看自己手上的八張卡

很高興看到這一系列英語教學撲克牌的出版，對

中，是否有跟桌上四張卡相同者。如果有跟自

於每樣教具都必須自己製作的英語老師而言，這

己手上卡片一樣的話，則把卡片打出去，並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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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唸出單字，如此可得兩分（但唸錯或不會唸
則無法得分），兩張配對的卡片則收回放在自

5. 當其中一位玩家的四個公仔形成橫的、直的或
（圖三）
是斜的連線時，則此玩家獲勝。

己桌上。之後，從桌上的卡片疊中再翻一張卡
片放在中間。

5. 翻卡後必須唸出卡片上的單字，唸對可以再得
一分，不會唸或是唸錯則不能得分。所以每玩
一輪每位玩家一般可以得到 2-3 分。

6. 如果手上卡片沒有可以與桌上卡片配對者，則
從桌上卡片疊翻一張卡唸出後，輪到下一位玩
家。（倒楣的玩家這輪只能得一分。）

7. 遊戲進行到桌上所有卡片被翻完為止，分數多
者獲勝。

活動三：棒棒糖運動會

Lollipop Sports Day

※ 注意事項：

1. 如果玩家唸錯打出去的卡片，則必須把自己的
卡片收回，等待下一輪。

2. 四人一組時，需要一位程度較好的小幫手當裁
判與計分。

教學準備：

1. 學生分成兩人一組。
2. 四個公仔（公仔須可裝置或黏貼物品，若沒有
可裝置物品的公仔，可以用布丁盒代替。）

3. 四根棒棒糖。

活動二：四子棋 Four-in-a-Row
教學準備：

4. sight words 字卡：24 張字卡，作為外圈跑道；
另外 12 張字卡，作為跑道內的翻卡。

1. 學生分成兩人一組。
2. 兩種不同顏色的塑膠錢幣或是公仔，一人 1015 個。
3. sight words 撲克牌卡 25 張或 16 張，一組一
套。
玩法：

1. 在教過單字後，把撲克牌卡放在桌上成 5×5 或
是 4×4 排列。

2. 每位玩家發給 10-15 個公仔或是塑膠錢幣。

玩法：

3. 兩位玩家決定輪流的順序。

1. 將 24 張字卡排成一個大圓，當做外圈跑道。

4. 先開始的玩家可以選擇唸出桌上任何一張卡片

2. 將另外 12 張字卡正面朝下，排在跑道內，形成

上的單字，正確無誤後，在卡片上放置代表自
己一方的公仔。若是唸錯，則換另一位玩家，
且不能放置公仔。

一個方形。

3. 將四個公仔各放在一張外圈跑道的卡片上，每
個的距離各相距五張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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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由年紀最小的學生先開始，順時鐘進行活動。

幣放在一張不同的字卡上。放置完後如下圖。

5. 先開始的玩家，必須唸出自己公仔右邊跑道卡
上的單字。

6. 單字如果唸對，就可以翻開一張中間的字卡，
如果字卡配對成功，就可以往右邊移動一步，
並繼續翻卡，一直到翻到無法配對的字卡為止。

7. 如果一開始所翻的第一張卡無法跟自己的跑道
卡配對，就蓋回卡片停在原地，換下一位玩家
行動。

8. 每張跑道卡上面只能有一個公仔，如果右邊的

4. 第一位玩家決定要移動的棋子數量後，例如：7

跑道卡有其他公仔，則需翻出那個公仔再右邊

個；把 7 個棋子不論遠近的移動到任何一個可

一張的跑道卡。翻到配對卡片的話，可越過前

以移動的字卡上後，該玩家需正確唸出字卡上

面的公仔，並且拿光盒子內的棒棒糖，放在自

的單字，若唸錯或是不會唸，則須回到剛開始

己的盒子中作為獎勵。

移動的字卡上。

9. 當其中一位玩家將遊戲中所有的棒棒糖全都拿
光，放在自己的盒子中，就獲勝囉！
※ 遊戲心得：

1. 玩家人數不宜過少，四個人剛剛好。
2. 可以改成造句配對、文意和答案配對、動詞三
態配對、不規則變化配對、填充題找答案等，
用途非常廣，可視您的教學目標而訂喔！

活動四：爭奪地盤 Battle Land

5. 第二位玩家決定要移動的棋子數量後，例如：4

教學準備：

個；把 4 個棋子不論遠近的移動到任何一個可

1. 學生分成四人一組。

以移動的字卡上後，也唸出卡片上的單字。棋

2. 每組需要四種顏色的塑膠錢幣，每種各八個，

子只能朝一個方向直行移動，如果中間有其他

當做棋子。

3. sight words 字卡 32 張。（超過 32 張也可以）
4. 將字卡排在桌上，成長方形或正方形排列。
玩法：

1. 先說明規則：每位玩家可以在字卡上自由直行
或橫行，但是不能轉彎或斜行。

2. 四位玩家決定輪流的順序。
3. 從第一位玩家開始，依序將自己的八個塑膠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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棋子擋道，則停止移動。

6. 遊戲依此規則進行。當玩家無法再移動任何一
個棋子時，該玩家的回合即結束。

7. 如果場上只剩一名玩家，該玩家仍能繼續移動
自己的棋子。

8. 當所有玩家遊戲都結束時，所有玩家計算擁有
字卡的佔地總和，佔地多者獲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