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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大部分的家長而言，想知道孩子英語課學得好不好，最直接的方式，應該就是抽考單

字了。我有一個身為媽媽的朋友，好不容易帶孩子出門，跟大家一起開心地聚餐，沒想到她

趁著等待上菜的空檔，劈頭就問孩子：「告訴媽咪，『腳踏車』英文怎麼說？」孩子心驚膽

顫地回答：「bicycle」，我們正覺得鬆了一口氣，媽媽接下來又多問一句：「那 bicycle 要怎

麼拼？」孩子如果恰好答得出來，便是天下太平；萬一孩子一時緊張想不起來，這頓飯就得

在媽媽生氣、孩子難過、旁觀者尷尬的氣氛中吃完。

身為兒美老師，我們非常欣慰家長願意關心孩子的學習狀況，也非常希望家長能在課堂

之外，多鼓勵孩子持續練習英語，不過若是方法不對，可能適得其反，讓孩子從此將學習新

單字視為畏途。在許多老師的經驗中，單字背得快的學生，通常有相當穩固的自然發音基礎，

因此，如果想要加快孩子的單字學習速度，首要的是加強自然發音。這樣一來，孩子只要在

家多聽 CD，將單字的正確發音記熟，等到實際要拼字的時候，便不是從 26 個字母裡任意排

列組合，而是將發音作為拼字的線索，如此一來幾乎都能答對八成以上，而沒答對的兩成，

也都是雖不中，亦不遠矣。

另外，我常常遇到孩子告訴我：「我明明就學過這個單字，怎麼想不起來？」當新的單

字越學越多，舊的單字就容易越來越模糊，除非是生活中經常可見或需要用到的。所以每當

進入新的單字之前，建議先從舊的相關單字開始，讓孩子自己整理一遍既有的單字庫，先溫

故、再知新，孩子已經學到的單字，就不會因為太久沒用而悄悄消失了。重複溫習單字的過

程，就像一層層堅固的地基，打穩地基再往上發展，才能建築起壯觀的摩天大樓。

幫孩子建立良好的單字基礎，不但需要花時間，更要有技巧，畢竟「背單字」這件事，

可以是按表操課、十分枯燥的過程，也可以是腦力激盪、充滿樂趣的體驗。本期「圖解教學

活動」Mika 老師特別介紹了好幾個單字活動，運用不同的方式，讓孩子在互相競賽或彼此合

作的氛圍下，確實地練習單字，不僅充分達到了學習效果，也滿足孩子喜歡玩遊戲的心理，

一舉兩得，何樂而不為呢？

《 Hello! E.T.》總編輯  孟慶蓉  

 pd@cet-taiwan.com

編輯
筆記

我不要背單字

編輯
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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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彭若寧
        Master in TESOL, New York University
        「圖像式文法練習本」作者

        資深英語教師

趣味遊戲拼單字

圖解
教學活動
Teaching with Diagrams

 

即使再活潑好玩的英文課，沒有足夠的生字基礎，也無法盡情享受學習的快樂；即使再風趣幽默的

老師，也無法避免「考單字拼法」這個必要之惡。除了最傳統也最省事的中翻英「單字小考」外，Mika 

這次要跟大家分享幾個讓學生們在遊戲中練習拼字的教學活動！

初級學生

教學活動目的：提供單字含有的所有「字母」，不求學生憑空拼出整個單字。

吊死鬼

這個擁有黑色幽默的教學活動雖然驚悚，但是絕大多數的老師們一定在課堂上玩過。這個遊戲歷久

不衰的原因，是它不需要道具，卻同樣緊張刺激；它的運氣成分較大，不給同班級內程度較好的同學太

多優勢，因此能增加全班的參與度，學生也在猜字母的過程中，不知不覺地領略自然發音法的規則。

這個活動很適合用來向學生們介紹「母音的重要性」。沒有發音概念的學生，會以為 26 個字母的「中

獎機率」都一樣，但此時老師可以帶領學生觀察母音在單字拼音中的特殊地位：絕大多數的單字中，都

至少含有一個母音。

為了降低難度、節省瞎猜時間及複習發音規則，老師們也可試試吊死鬼的改良版本：

(1) 使用不同的顏色標出「母音」的格子。

(2) 若該單字中有兩個「重複的子音」，則在兩個子音的格子下用底線連接。

(3) 在格子下方以弧線切割該單字的「音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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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字彩蛋

老師視學生人數準備 6 到 12 個塑膠彩蛋，為了方便收納，可以把彩蛋裝在真正的雞蛋盒中（中空

的彩蛋可以在網路上買到，它們可以從中間旋開，蛋中可放置小物）。接著，將每個生字的示意圖貼在

蛋殼上，並在蛋中放置該生字含有的所有字母。比如說，如要測驗 dog 這個字，就在蛋殼上貼上狗的圖

片，並在蛋內放入 d、o、g 三個字母的硬紙板迷你小卡。

單字彩蛋的使用方式很多元。老師們可以將學生分成 2 ～ 3 人一組，每組發下一顆彩蛋，當老師喊

完“Open the egg!＂才能打開彩蛋拼單字，老師在計時 10 到 20 秒後，請學生停手並到各組檢查，將

生字拼對並念對的組別可獲得一分。每一組都拼過所有生字後活動即結束，最後老師統計每組的得分並

宣布獲勝隊伍。

　　彩蛋道具不但色彩吸睛，讓小朋友愛不釋手，更重要的是方便收納字母迷你小卡。若要為活動增添

一點驚喜與難度，老師們也可拿掉貼在蛋殼上的示意圖，讓學生回想本課學過的單字，觀察字母的各種

組合來拼出生字喔！

中級學生

教學活動目的：讓學生在「沒有字母提示」的前提下，拼出整個單字。

鱷魚遊戲

許多文具店都有賣一種玩具鱷魚，玩家可以隨機按下牠的牙齒；若不小心按到其中唯一的一顆「致

命之牙」，牠就會咬住玩家的手。這個玩具可以被應用在拼字遊戲上，參與人數不限，只要確定學生們

都能聽到其他人的回答即可。

老師可以念出目標單字，或是秀出單字圖片，請學生們背出該單字：一位學生說出第一個「字母」後，

隨即由下一位學生接力說出下個字母。若學生們合力將該單字正確拼完，老師則繼續指定下一個單字，

讓全班拼下去；若某一位學生沒有說出正確的字母，或是不知道現在到底進行到哪個字母，則需要按下

一顆鱷魚牙齒。若他很幸運沒有被咬到，老師可以喊出“Safe!＂，若他剛好按到的是致命之牙，也不失

為一種歡樂的體罰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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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遊戲之所以可以不限人數參與，是因為無論學生有幾人，他們都必須專心聆聽目標單字目前拼

到哪個字母了，以免要按齒受罰；而且此遊戲的節奏很快，即使每個人都參與，也不會浪費太多上課時

間。如果老師們擔心致命之牙會傷害學生手指，也可以準備一支木製的咖啡攪拌棒，讓拼錯的學生使用。

這種替代方式並不會降低遊戲的驚悚感，因為即使鱷魚咬到的是攪拌棒，那突如其來的動作跟喀嚓聲，

就足以讓學生嚇得半死了。

中高級學生

教學活動目的：不提供中文或圖片的輔助；帶領學生理解單字的「英文釋義」，進而猜出並拼出單字。

填字遊戲

這就是美國人很喜歡在報紙上玩的 criss-cross。老師們只要在網路上輸入關鍵字“criss-cross 

maker＂，就可以找到許多能設計客製化填字遊戲的網站。老師們可以在遊戲中自訂目標單字，提供該

單字的「簡易英文釋義」作為提示，或提供上下文邏輯合理的「克漏字填空句」來作為提示。

這個遊戲可在課堂上單人玩、分組玩、或當作回家功課。分組玩時可將學生分為兩組，一起看著黑

板上的填字遊戲表格，輪流念提示、猜單字並上台拼出，拼對的隊伍可得一分。這個遊戲的挑戰性在於

學生光會背單字還不夠，必須讀懂提示，才知道要拼出哪個單字。相對地，遊戲慈悲的地方是交疊的格

子提供了不同單字間共通的字母，讓學生在沒有頭緒時，能從共通的字母中找尋一線希望。

以上就是 Mika 針對不同程度學生設計的單字拼音教學活動，希望能幫助老師們帶領學生開始在課

堂上享受拼單字的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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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嘉琳 (Karen Steffen Chung)

        國立台灣大學 外文系 副教授

重方法不重死背的
英文文法（上）

大師
開講

該都知道，考試能拿高分跟英文好不好沒有任何

直接的關係。

所以第一個要先問自己的問題是：「我學英

文是為了什麼目標而學的？」如果主要是為了考

試，你也許該看別的文章或參考書，或去報名一

個托福或 GRE 的速成班。修完後，考試可能會考

得不錯，可是英語的溝通能力多半不會有多大的

進展。學習的具體效果要看你當初所設的目標是

甚麼。也許你沒有特別去想這個問題，而只是順

勢，無意間默認台灣這個大環境已經給我們大家

潛在的、預設的目標：就是「考試要考好」。

可是，當你的目的設定為「考試要考好」，

考完後，不管結果如何，自己所定的目標已經走

入歷史了。反過來，如果所定的目標是要「把英

文學好」，考完試並不代表目的達成了，考試只

是學習過程中的小插曲而已，你還是會繼續努力

來達成你的長遠大目標。而且，當目標是「把英

文學好」時，考試自然也會考得好，也不會考完

馬上把那些硬塞的單字和文法規則忘得一乾二淨。

有一次，我在課堂上跟學生說，「學英文其

實應該是為了真正把英語學好，而不應該光是為

了考試」後，有位同學回應說，「哇，這種想法

很新鮮，從來沒想過。」我聽了傻眼。這並不代

表考試都不好，沒有定期的大小考試，我們常會

缺乏動機把課堂的內容讀熟。把考試作為整個教

上一期談過為什麼台灣人受過這麼多年重視

文法的英語訓練，結果還是常常講出少了動詞與

名詞詞尾，「沒有文法」的英語。其實，不只台

灣人有這問題，一般東亞人士，還有世界很多其

他的國家，包括西班牙、俄羅斯、和土耳其，都

有類似的困擾。

1. 英文是為了什麼目標而學的？
先問一下讀者：為自己設目標，然後經過一

番努力後，目標終於達成了，你會為這個已經達

成的目標繼續付出努力嗎？還是會把這項從你的

待辦事項清單劃掉，再為下一個所設的目標開始

努力？應該是後者吧。我們現在就按照同一個道

理來談一下考試。

再問一下讀者：你學英文的目的是什麼？筆

者的經驗裡，不少台灣人一看到外國人常會問，

要怎麼樣才能把英文學好？我的回答總是，「要

每天練習聽跟說」，然後我會簡短的把回音法介

紹給對方，也會建議他上網去看「大師開講」的

頭兩篇文章。不過，一說到要「每天練習」，很

多人就聽之卻步，心裡想，「好麻煩，這樣太累

了吧。」一方面原來問這個問題的人可能不是真

的那麼想要把英文學好，優先順序上可能不是真

的那麼高，他也許以為台大的英文老師總應該有

個什麼仙丹，睡前服用後，隔天早上起床時，英

語就會講得呱呱叫。也可能他所謂的「把英文學

好」，指的是「考試能拿高分」。不過，大家應

Professor's Cor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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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二：必須要在台灣學習者最容易出錯的地方

特別下功夫、加強戒備。發音方面，請參考第 69 

到第 86 期的「大師開講」系列文章。至於文法方

面，向讀者推薦一本好書，裡面收集著台灣學習

者常犯文法錯誤的實例，是由美國哥倫比亞大學

英美文學系畢業的 Scott Cuthbert 史考特·科斯博

親筆用中文編撰的《親愛的英文，我到底哪裡錯

了？》（本事文化 2014）。建議每天研讀一兩篇，

讀完要記得把所學到的重點放在心上，隨時複習。

筆者今年還把這本書當作英文課的指定教科書！

步驟三：光知道常犯文法錯誤有哪些還不夠，要

很刻意，很用心在自己的頭腦裡建立新的文法範

疇 grammatical categories。大家都知道英文跟

中文在文法上最大的不同有哪些，像是單複數、

動詞一致與時態等等。可是這些文法範疇不單單

是文法「細節」而已，根本就是不同的世界觀。

意思就是說，每一個名詞在使用之前，心裡必須

要很清楚，講的到底是不是只有一個？還是一個

以上？可數還是不可數？說中文時，這些通常根

本不需要納入考慮，說「桌上有書」時，誰也不

會想到要問，你講的「書」是指一本，還是超過

一本？中文文法根本就不要求你提供這樣的資訊。

可是說英語時，你被迫，無時無刻，每一個名詞

都必須要事先把數量與可數或不可數的性質弄清

楚，不能等到要用的時候才慢慢去想，要把這些

隨時放在心上，然後把這個資訊標在所使用的每

一個英文名詞上。動詞也一樣，要隨時想，指的

是第幾人稱？事情已經完成了沒有？現在還持續

著嗎？是假設語氣嗎？再選正確的動詞形態。

因為要隨時放在心上的文法範疇很多，建議

學習者，除了每天的聽講練習外，要為自己定出

一個培養「英文頭腦」的計劃。可以先從名詞的

單複數與可數不可數開始，不管是在講中文還是

講英語時，一天中所用的每一個名詞，閃電式的

想一下，指的是一個，還是一個以上？可數或不

可數？一個名詞也不要放過。可數或不可數不確

育體系的重心，因而把它當做我們學習的主要目

的，這才是問題所在。很多研究者已發現，這樣

的“high stakes testing＂（高風險測驗）對學習

者相當有害。

好，這些話都已經講在前面了，我們現在就

當你是屬於真的想要把英文學好，而不是只想拿

下「考試大王」冠軍的那種學習者。在這個前提

下，下面我們來很實際的講，如何對付英文文法

問題。要分兩頭講，因為說話和寫作，各有各的

對付策略。本期先講說話。

2. 說話：未雨綢繆
像上期所說的，無論是母語還是外語，一個

語言要說得流利、正確、漂亮，主要靠無意識頭

腦來執行任務，而不是有意識的一個字一個字按

照一些背過的文法規則去組合句子，因為有意識

頭腦根本就太慢，來不及應付，有意識頭腦對人

腦一天中有限的能量資源，需求量也特別大，比

無意識頭腦所需的能量多很多，消耗得也快很多。

所以，如果要提升你的英語口說能力，一定要好

好的未雨綢繆，絕不能臨渴掘井，要靠之前回音

練習裡所灌入無意識頭腦的現成語句來跟人對話。

事先沒有做這樣的練習，或做的太少的話，就沒

救了，你只能動用高消費的有意識頭腦胡亂硬擠

出自己創的洋涇浜式英語了。

要突破這個在台灣已經變成常態的英語困局

的話，可以採取以下幾個步驟。

步驟一：固定每天無論如何挪出時間做回音練習。

這是最重要的基本工夫。好的電視影集就是再棒

不過的教材（請見第 69 與 70 期的後記，列有推

薦的優良影集），可是要記得，要分成很短的片

段，大概四個英文字左右，而且同一個片段要不

斷地、不厭其煩的重複、重複、重複，重複到快

要發瘋的地步，要不然那些漂亮的語句只會左耳

進，右耳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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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時，有空可以上網或翻字典查一下。慢慢的會

養成習慣，每次用名詞時，會自動的用上正確的

形態。名詞搞定後可以把焦點轉到動詞時態上，

依此類推。

步驟四：找個語言交換的夥伴。如果住的不太

遠，時間上能配合的話，可以當面進行語言交

換；如果距離太遠或見面不方便的話，可以用免

花錢的 Skype（唸做單音節的 [skaɪp]，不要唸 

['skaɪpi] ！）來練習會話。如果還沒找到語言交

換夥伴的話，可以透過以下的平台尋找一位想要

學中文的英語母語人士，或英文很好的非母語人

士作線上的語言交換夥伴：1. http://livemocha.

com/；2. http://www.italki.com/；還有台灣本地

的 3. Obeyo（黑白學）https://www.obeyo.com.

tw/。

教別人中文，最好先學會漢語拼音，因為大

部分的中文教材都使用漢語拼音而並不用注音符

號。可以用以下的簡短免費教程來學：

漢 語 拼 音 八 講 Eight Lessons in Hanyu Pinyin 

http://www.ncacls.org/materials/HanYuPinYin-8.

pdf。中文教材可以在敦煌、師大書苑等書局購得。

教學相長，藉著教別人中文，你會多了解自己的

母語，這對外語的學習其實幫助也很大。

步驟五：打開英文字幕。雖然一般在台灣放映的

外國影片與電視影集用原音，不用配音，但大部

分的人只看中文字幕，英語原音當耳邊風。台詞

如果可以用讀的，搞不好大部分會看得懂，可是

光憑聽的，無法辨認出講的是哪幾個字。如果加

上英文字幕，可以把所聽到的跟文字連貫起來，

聽力與說話能力慢慢會進步，尤其是同一部影片

重複看很多次的話。筆者的教學生涯中，每一年

會遇到一兩個英語超優的，沒有出過國的學生。

他們的英文，幾乎百分之百是用英語電視影集或

電影學來的。

步驟六：多 聽 播 客 podcasts 與 有 聲 書 audio 

books。不管中文英文，台灣還不太流行聽有聲

書與 podcasts 播客（可以下載的廣播節目音

檔），不過，在國外，尤其在英美國家，越來越

多的人喜歡用聽書來取代看書。在 Librivox 這個

網站上 (https://librivox.org/)，可以免費下載無

限多版權期限已過的英文與其他語言的有聲書，

都是由世界各地的志工所錄製的，同時也可以從 

Gutenberg 網站（https://www.gutenberg.org/） 

下載電子書，讓你可以邊聽邊看。比較新的書可

以在 Audible.com 等付費網站購買。Podcasts 

則可以在 iTunes 上瀏覽最受歡迎的節目，大部分

都可以免費下載，然後用隨身聽或手機來聽。最

近在美國相當紅的節目包括：This American Life

（平常人不尋常的故事）、Serial Podcast（真人

真事殺人案的剖析）和 The Truth（現代廣播劇），

都是可以當進階聽力練習的優質娛樂節目。

步驟七：用英語自言自語。我們每個人無時無刻

都在心裡邊自言自語：「中午吃什麼？」「那個

人到底什麼意思？」「哎喲，還有一件事情今天

一定要做……」等等。我們可以改以英語自言自

語做練習，不過要記得一點：心裡所使用的聲音，

不要用自己習慣用的聲音，而要用熟悉的英語母

語人士的聲音（請見第 70 期）。雖然一般台灣人

從小所學的，所使用的是台式英語，不過，因為

畢竟也看過許多外國影片與電視節目，所以心裡

也「錄」下了母語人士的口音與講話習慣的一個

輪廓，即使可能還不夠用來讓自己講的跟他們完

全一樣，可是他們的聲音所留下的印象至少會讓

你有能力在自言自語時，當做是某一個英語母語

人士在說話，這樣可以避免加深講台式英語的不

良習慣，用比較道地的發音與表達方式取而代之。

下期預告：寫完一封英文信或一篇英文作文，可以用什

麼方法來檢查文法對不對？下次再談，敬請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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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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跨文化週來了
Konichiwa!

探索
村世界

Read and Explore

離我們上次舉辦日本跨文化週已經是 10 年前

的事了！在票選今年度跨文化國家時，日本很快

就成為大家全數通過的首選！敲定日本後，我們

積極地與各大專院校聯繫，很幸運地獲得景文技

術學院日文系的熱情協助，租借給我們許多教具

資源。日本交流協會也將他們精美的日本娃娃雛

人形（Japanese Display Dolls）與太鼓（Taiko）

等讓孩子們嘆為觀止的收藏出借給我們。另外，

我們也借到十幾套浴衣（yukata）讓老師們在學

校穿著，增添日本情境！

由於日本跨文化週正好在秋天，我們將日本

的《秋之祭 Japanese Sacrifi cial Ceremony》慶

典融入教學中，作為這次日本週的主軸。在學校

的各個角落，有形形色色的慶典攤販佈置，形成

非常熱鬧的日本氛圍。學校大門口也架設了日本

神道（shito）的橘色拱門，讓孩子踏入學校就感

受到濃濃的日本味。校園中映入眼簾的各個班級

大門，都是老師們的精心傑作。門上呈現出許多

日本卡通角色或主題，例如：哆啦 A 夢、龍貓、

Hello Kitty、忍者哈特利、櫻花及富士山。孩子們

穿梭在校園裡，異常興奮。在學校大廳，我們舉

辦了日本公仔展，有熱心家長提供好多動漫角色，

像是海賊王、哆啦 A 夢、櫻桃小丸子等這些熟悉

的日本公仔，都在校門口一字排開，成為迎賓大

隊呢！

老師們決定趁日本週進行最具日本特色的摺

紙活動（Japanese Origami），讓大中小班的

孩子都有機會做手眼協調的練習。於是針對不同

年齡層，我們安排了不同的摺紙教學，例如：小

班的孩子們摺紙扇（paper fan）、櫻花（cherry 

blossom）與可愛動物烏鴉、青蛙等；中班摺難

度較高的大象、木屐（wooden clogs）或是桃

子；而大班則挑戰武士帽（Samurai Hat）、忍者

飛鏢 （Paper Ninja's Star）與可以競賽的紙相撲

（paper sumo）。老師們事先製作好 step-by-

step 的摺紙步驟海報圖，讓孩子們可以按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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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調看圖完成作品。一張紙、一個紙板，加上手

的拍打就可以玩起來的紙相撲遊戲相當討喜；日

本週中，我們常常可以聽見孩子們進行紙相撲競

賽的歡呼聲。而透過巧思，課程中的各種摺紙活

動都可以搭配日本故事，像是桃太郎與桃子摺紙、

忍者哈特利與飛鏢、哆啦 A 夢與竹蜻蜓。經由故

事的串連，讓孩子們對日本留下印象。

日本週時我們也介紹許多日本的節慶，還製

作了日本兒童節鯉魚旗（Carp Flag）。小班的孩

子們用棉布和軟鐵絲做出了很立體的鯉魚旗，加

上孩子們的彩色手掌印，非常漂亮！中班的孩子

們也都各自發揮創意，用金色勾勒出傳統鯉魚旗

的線條，畫上鱗片顏色，別具巧思。大班則是進

行紙鯉魚旗的設計，大家將做好的鯉魚旗掛在學

校大門或是走廊上，旗子迎風飄揚的畫面漂亮又

熱鬧。這次日本週我們也介紹了許多日本童玩與

傳統遊戲，像是沙包（Otedama）的不同玩法，

以 及 劍 玉（Kendama）、 翻 花 繩（Ayatori）、

打不倒翁（Daruma Otoshi）與新年玩的板羽球 

（Hanetsuki）。這些童玩輪流放在教室中，每

班的孩子都有機會體驗把玩。我們也邀請了日本

友人千葉與澤田老師來分享日本兒歌，包含《大

象》、《下雨歌》、《桃太郎》與《豆豆龍》。

這場日本音樂饗宴讓孩子們在為期兩週的日本週

中學會了多首童謠，許多會日文的爺爺奶奶來接

孫子時，都倍感驚喜呢！

學校的大廚們在日本週也用心準備了深受孩

子們喜歡的日式餐點，像是咖哩炸豬排、味噌湯，

還有親子丼。點心則準備了蕎麥涼麵以及哆啦 A

夢最喜歡的銅鑼燒！教室裡，老師帶著孩子們親

手製作壽司，大班製作了日式手捲（Temaki），

孩子們自己選擇裡面的配料，再小心的捲起來。

中班則是自己設計飯糰（Onigiri），老師準備了

許多模具與素材，讓孩子們設計可愛的圖案，有

些孩子做完飯糰還捨不得吃呢！小班則製作稻禾

壽司（Inari Sushi），要把米飯裝的飽滿也是一門

學問呢！最後孩子們在壽司上灑上黑芝麻等配料，

做得開心、也吃得津津有味！

為 了 體 驗 日 本 茶 道（Japanese Tea 

Ceremony），我們特別請了修習茶道五年的幼兒

園校友 Mia 與她的母親來學校作示範。活動中有

正統的抹茶粉、點心、茶皿、榻榻米等，希望孩

子們可以體驗真正日本茶道的莊重、禮貌，並感

受主人泡茶給客人喝的那份用心。茶道解說時孩

子們聽得非常認真，記得四季茶點的特色，也會

欣賞正式和服的花色。孩子們品嘗時都小心翼翼

地用雙手將碗捧起、把漂亮的花紋朝外，再小口

細心品嘗，感受日本茶道的莊重與典雅。

為了介紹日本的傳統運動，我們請了專業的

劍道（Kendo）老師，讓孩子們認識劍道的配備、

規則與精神，並實際著裝，體驗劍道的專注力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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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儀。其中最讓人印象深刻的莫過於日本相撲 

（Sumo）了。課程裡我們介紹了相撲比賽的規則

及精神，每一位孩子都有機會上場；最後由班上

的男女優勝者，於壓軸的秋之祭 party 進行總決

賽。比賽時，全校師生都非常興奮，用高昂的嗓

音為選手鼓舞加油；每一位孩子參賽時都全神貫

注，眼睛認真直視對方，努力不被對手推到圓圈

外。最難能可貴的是，賽後小朋友也都很有運動

家的精神，會相互握手鼓勵。

為了籌備熱鬧的秋之祭，我們請孩子們將家

中與日本相關的服飾帶到學校。大家在班上也運

用簡單的布條，透過不同方式的編織，製作出頭

飾（Japanese Headpiece），在祭典當天繫在頭

上。我們也讓孩子們繪製自己的團扇（Japanese 

Uchiwa），在扇子畫上喜歡的日本卡通人物，或

加入櫻花、秋楓、甚至是祭典上特有的大字「祭」

等元素來點綴扇子。每一天我們都會帶孩子跳可

愛的香菇舞，也配合傳統的「東京音頭」音樂跳

扇子舞。祭典當天，孩子們拿著自己做的團扇一

邊吆喝，一邊跳扇子舞，氣氛更是熱鬧非凡。

祭典當天，還出現了很受歡迎的攤子――章

魚燒 (Takoyaki）！熱心的家長們提供了章魚燒機

器，並親自調配了章魚燒的料，示範打麵粉、加

料、攪拌等過程，直到經過機器翻滾後，變成一

顆顆金黃美味、香味四溢的章魚燒，讓孩子們迫

不及待想嚐嚐。最後，秋之祭的高潮莫過於抬轎

活動，老師們精心打造了孩子可以抬得動的日本

神轎，相撲比賽的冠軍則成為抬轎手。每一位抬

轎的孩子臉上都神氣的不得了，歡欣地抬著轎子

繞校一圈。遊行的隊伍搭配日本慶典音樂，孩子

們一邊遊行、一邊吆喝，為精彩的日本跨文化週

畫下一個難忘又精彩的句點。





國中會考：
　　八大閱讀策略

閱讀
越高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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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中教育會考英語科試題和歷屆基測試題相比較，文章篇幅較長、使用架構較複雜、文章涵蓋的主

題也更多元，更需要運用閱讀策略以理解、分析、統整、歸納及推論。以下就 103 年會考英語科試題，

分享學生作答時應備有的八個閱讀策略。

1. 能利用上下文推敲字義
閱讀並不是字字句句都要懂才行，要能忍受適度的模糊，並練就大膽利用上下文猜測的能力。例如

會考 49 題：What does swoon over mean in the reading? 即是評量考生是否能從上下文猜測出片語有 

“go crazy about＂（為之瘋狂）的意思。推敲字義的能力必須來自經常閱讀不同體裁、稍有難度的文章，

才能涵練出一流的「猜功」，猜得快狠準。

2. 能利用上文找出代名詞的指涉
英語如同其他語言，也習慣用代名詞取代不斷重覆的人或物的名字，讓語言表達簡練而不累贅。代

名詞在英語學習裡，通常不會造成閱讀障礙，只要多閱讀，就能視代名詞為「戴上口罩的朋友」，不會

認不出來。建議教師平時教學時，多請學生標記段落中的代名詞，並在空白處寫上代名詞的指涉。例如

會考 44 題：What does it mean? 中的 it = tell Eddie about his baking。

3. 能以意群流暢閱讀 

閱讀不用逐字閱讀，而是以意群來閱讀，例如會考 48-50 題組的句子：Though the movie won him 

/ two best actor awards, / it did not bring his fans / back to the theater.。用意群閱讀就像用廣角鏡拓

寬視幅，比較不會見樹不見林，有助於掌握句意及段落要旨，進而理解整篇文章的大意。意群閱讀相較

於逐字閱讀，對於文意的掌握往往更快、更準。教師可以在課堂播放課文 CD，請學生根據朗讀的停頓

節奏標出意群，多做練習，就能搭上「字群列車」輕鬆閱讀。

Keys to Reading

文／詹麗馨．李欣蓉
       資深英語教師

閱讀策略就像一盞燈，讓文字天地的探索更有方向感，使閱讀之旅多了自信。有效運用

閱讀策略作答國中會考的英語閱讀試題，使閱讀有方，就能得心應手地掌握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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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能參照圖文理解文意
有時閱讀不僅是閱讀文字，同時也要參照輔助的圖片，理解文字敘述。例如會考 37 題：Look at 

the map. Where does Angelica live? 即是評量圖文參照的理解力。考生必須運用對文字的理解，在地

圖中找出通往 Angelica 家的正確路徑。要培養學生此種能力，建議教師可多補充真實性的教材。

5. 能綜合歸納篇章主旨
看得懂，才能掌握文章陳述的要點。例如會考 48 題：What is this reading mostly about?，從文章

標題 Forever Takes a Bow，僅能推知永遠謝幕之意，但若詳細閱讀全文，掌握關鍵字句並理出頭緒，

就能推論文章主要在講述 Nathan Lang 一生的星海浮沉。建議教師引導學生看標題找出關鍵句，掌握文

章發展的脈絡；或是提供文章，讓學生分組練習下標題，都是好方法。

6. 能掌握文章的細節
閱讀文章時常常要見林也要見樹，才能通盤了解文章，掌握重要訊息。會考評量文章細節的題目

並不少，例如 38 題：Which is NOT said about the book in the reading?、43 題：Which is true? 及 

55 題：Which of the good things about the roof garden is NOT talked about in the interview? 等。

要培養學生掌握細節、系統化整理的能力，可以透過分組活動，進行繪製「圖像組織圖」（graphic 

organizer），以加深閱讀印象。

7. 能就文本內容進行推論
會考試題相較於基測試題，文本的複雜度增高；相對地，評量推論能力的題目也比較多。例如會考 

45 題：Where does Josie work? 的文章為一位醫護人員的工作日誌，但日誌中並沒有明確提到醫院，

考生要從內文推論出 Josie 的工作地點。不但考驗考生閱讀的耐心，還評量他們運用文本判斷推論的能

力，很有鑑別度。要培養學生較高層次的理解力，必須靠平時持續閱讀，如果能養成看英文讀本或青少

年小說的習慣，會考加分的效果會更顯著。

8. 能比較不同的訊息或觀點
一些報導、訪談或記錄的文章，資訊通常更為豐富，必須加以比較，才能釐清細節。以會考來說，

51-53 題為十大城市排名及各城市報導，訊息量多且牽涉到不同年度的排名，資訊複雜不易作答。54-56 

題為六位大樓住戶發表對大樓屋頂花園的看法，挑戰性較高。建議可培養考生平時閱讀英文報導的習慣，

像是中學生報（Youth Journal）或學生郵報（Student Post），以提升吸收資訊及比較分析的能力。

結語：本文以 103 年國中會考英語科試題為例，提出八個國中生應掌握的有效閱讀策略；期許學生經由

教師的用心引導，展開豐富的閱讀之旅，有如在晴天看山觀海，一覽無遺，享受眼界大開的喜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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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教學實用 e資源

【本書簡介】

本教師資源電子書有將近 180 頁，紮實豐富的內文主要分為五大章節，首先是閱讀理論概論，接

著是四大主題：（一）Spatial Concepts 空間概念主題；（二）Opposites 對比詞主題；（三）Using 

Language 語言運用主題；（四）Authors 知名繪本作者專欄。透過閱讀本書，教師可以有效提升本身

的專業度，並深耕活化自己的教學技巧。

四大主題皆提供了現成的活動卡 (activity card)，目的是要啟動學生的背景知識，來和新知識作有

效的鍵結，以增強語言技巧，並建構理解新知。書中提供了許多創新的教學點子，讓教師能以多元的方

式呈現教學活動，其中包含了全班性或是小組活動，也有關注不同程度學生的差異化教學活動。例如在 

Opposites 對比詞的活動中，可以結合學生運動會大隊接力的生活經驗，來教 fi rst 和 last 的主題，讓

學生排隊練習用句型描述大隊接力選手出場的順序，例如：Jessica is fi rst in line, and Jimmy is last in 

line.。而在 fi rst 和 last 的語言活動中，可以讓學生聽辨字首子音 /f/ 和 /l/、指出這兩個字具有相同字尾 

E.T.
書坊

Start Exploring Nonfi ction
Reading in Language Arts
初階圖像閱讀活動

出版社：Shell Education

定價：875 元

English Teachers' Bookshop

文／沈佳慧
        國小英語教師

        Cindy 魔法 ABC 教室 部落格格主

本期要介紹三本教師資源電子書，教學對象是從幼稚園到國小階段的學習者，共有三大優點：

（一）使用上：存檔分類清晰，方便教師快速搜尋、學習單可直接列印。

（二）內容上：主題多元、教學流程簡潔明瞭、活動設計能兼顧不同英語程度的學生。

（三）成果上：記錄學生的學習歷程、學習成果具體展示，可作為學習情境佈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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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rly Learning Center Games
40個兒童角落遊戲
作者：Woodfield, Marilee

定價：455 元

-st 發音，並練習更多相關發音的單字。之後發下活動學習單，請學生完成後展示作品，進行同儕觀摩，

讓家長具體看到孩子的英語學習成效。

Opposites 主題情境圖卡                                              活動學習單

在 Using Language 部分，主要是聽說讀寫語言技巧的相關活動，著重在培養六大技能：（一）區

辨事實和意見；（二）學習用英語陳述事實；（三）學習用英語表達意見和想法；（四）依據圖片進行

問題討論；（五）預測策略的養成；（六）引導式問題，這些活動設計，對從小培養學生成為一位自主

的學習者相當有幫助。

【本書簡介】

書如其名，內含許多遊戲。全冊 160 頁共有 41 個主題，有助於英語初學者更樂在學習英語。內容

包含摺頁活動和桌上遊戲，可以刺激小朋友的肢體協調技巧、提升認知能力，也建構對顏色、數字、字

母和形狀的認讀能力。針對學習發展有特殊需求的小朋友，本書也已經設計好課程教案，讓教師可以立

即使用。在學習成果展現上，本書有教師／家長的學習資源單、相片學習卡、還有以遊戲為設計理念的

教材，可以啟發初學英語小朋友的興趣，進一步開創學習潛能！

例如 “Build a Story＂ 教師可以列印學習單（見下頁），指導學生裝訂成小書，再將搭配的人物、

場景、動植物、物品佈景圖黏貼在背景中，或是使用 “To Play＂ 內介紹的冰棒棍，讓學生說出和演出

自己或小組的英語創意故事，已設計好的檔案邊條也讓學生可以整齊分類排列主題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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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roducible Storybooks 
for Building Oral Language
趣味故事口說訓練

作者：Flora S.

定價：280 元

列印學習單頁面數張                                 貼上佈景圖                                  製作小書，說出和演出創意故事

【本書簡介】

本書共有 15 個主題，強調簡單製作故事小書、以遊戲學好英語！這些活動不但可以在課堂中進行，

也可以作為親子之間歡樂學英語的活動，增進情誼。在小朋友製作出一本本小書的同時，可以訓練其英

語閱讀和寫作能力，加上增強口語流暢度的引導朗讀，孩子的英語學習歷程具體可見。學生一開始可選

擇唸讀適合自己程度的讀本，建立自信後再逐漸閱讀較難的讀本，讓英語學習之旅充滿挑戰和成就感！

每一本主題故事小書有 12 頁，一開始是字彙教學，包含生字、常見字 (sight words) 和主題字，增

進小朋友從小的英語識字和閱讀能力。接著搭配對應的句型情境圖，訓練小朋友透過前後文和圖片推論

出字義，而不過份依賴逐字翻譯。另根據句型結構，可指導學生進行句型仿寫。以下方天氣 (Weather) 

主題小書為例，運用圖文搭配的讀本，可訓練小朋友英語閱讀和寫作的能力。

      基本主要字彙                     教學常見主題                 讀本內容難易適中                  學生創意寫作單

這三本教師資源電子書是教學的好工具好夥伴，相信在閱讀之後，會激盪出教師更多的教學新

點子，讓家長放心、學生更愛上您的英文課！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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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龔玲慧
         資深師訓講師

         現任豐橋美語文教機構班主任

營造高效學習氛圍：
　　教室佈置與教材選擇

險等，都會讓家長更放心，幫助學生更專心學習。

（一）教室內部的佈置

透過多樣化的教室佈置打造一個活潑的學習

環境，無形中不但豐富了視覺的刺激，也可為教

學成效加分。許多補習班，尤其是幼稚園的教室

都非常活潑，不僅每間教室顏色不同，更配合情

境做出各種佈置，孩子一看就喜歡。

　　最基本的可用顏色或水果命名教室，並依此

進行佈置，例如教室名稱是 purple，牆面就可以

塗上淡紫色的水泥漆，貼上和紫色有關的水果、

花草、蔬菜等圖案。此外也可以定期做主題情境

佈置，例如本月的教學主題是「動物園」，教室

就可貼上許多動物的圖形。這些佈置可根據學生

的課程內容，也可以根據節慶做更換，例如：農

曆年、復活節、母親節、端午節、中秋節、萬聖節、

及聖誕節等。

補教經營

成功學
Management Strategies of
Cram Schools

要成功經營補教事業並招生、開班，除了老

師的教學，硬體方面也同等重要。門面和硬體設

備是外界認識我們的第一步，能吸引學生、家長

走進來，才有機會告訴他們我們有多好。這並不

表示一定要有很豪華的裝潢，但至少要是一個整

潔、明亮的空間。此外教室佈置、公共空間、佈

告欄等硬體也是幫忙說話的重要媒介；最後選擇

合適的教材，讓家長知道孩子將在這裡學到什麼。

園所設備

所有硬體設備當然都必須從家長和學生的

角度出發，什麼樣的環境對學生的學習有幫助？

什麼是家長在乎的？如何塑造專業舒適的學習空

間？除去花費大筆裝潢費，其實只要將許多細節

做好，就可以小兵立大功。

　　首先，照明要夠亮；建議可以全面使用 LED 

燈或護眼照明設備，除了保護學生視力、博得家

長歡心，電費更是較傳統燈源節省。此外流通的

空氣及舒適的空調；隔音、安全、整潔的教室；

優質濾心的飲水機；乾淨芳香的廁所；殺菌燈的

設置；合法立案的消防、安全等設施及公共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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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語補習班還可以在教室中增加和學習有關

的日常用語或月份、日期、星期及天氣等佈置，

達到間接學習的效果。此外桌椅擺放的方式，如

果能圍成 U 字型，中間的空間則可進行更多的教

學活動。

（二）公共空間的佈置

包括門面佈置、作品牆、榮譽榜、獎勵牆、

佈告欄、換點數的文具櫃以及教材展示櫃。基本

上，所有公共空間的牆面應該都要徹底運用，這

是和學生及家長溝通的園地，也是一個默默為補

習班形象發聲的區塊。

在門面上，可以搭配每月的主題或是節慶做

佈置。在作品牆，可以貼上學生的作文、課堂的

活動成果、或是搭配節慶活動；如母親節可由學

生製作母親卡、聖誕節可讓學生寫信給聖誕老公

公、新年可讓學生寫上新年新希望等。至於榮譽

榜的範圍可以更廣泛，不只是考試分數或檢定成

績，也可以張貼班級上課的成果，這些成果不一

定是以分數表達，更可以是某些學習方面的表揚。

佈告欄的運用就更廣了，除了公告行事曆以外，

還可以展示班內活動照片、老師上課照片、設置

家長園地，甚至張貼教學理念及教育相關文章。

而換點數的文具櫃，一定要佈置得吸引學生目光，

讓孩子多一個想來上課的動機。教材展示櫃則要

放在明顯易拿取處，讓想詢問課程的人進來補習

班時，可以快速翻閱獲取資訊。

教材選擇

除了硬體設備外，能讓軟體得到最大發揮的

當然就是教材了。「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選對教材、善用資源，才能豐富教學。美語補習

班基本上除了主教材以外，其他不外乎發音、閱

讀、寫作、聽力等輔助教材。

（一）主教材的選擇原則

1. 依補習班的風格：如果是美式風格的美語補習

班，可以選擇內容較活潑、圖片或活動較多的教

材；如果較偏向文理補習班性質，則可選擇以文

法或句型架構為導向的教材；而安親課輔可以選

擇和學區國小使用教材搭配之書籍。

2. 依補習班等級的規劃：所選教材的等級、本數，

是否和班內規劃的等級搭配？每個等級的時數，

是否正好可將該級教材教完？

3. 依學生的素質及年齡：所選教材的編排方式、

單字、句型、內容，是否適合班內學生的年齡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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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愛讀的書？主題要是他們喜歡的，最好是有故

事性或能勾起他們好奇心，而不是生硬、教條式

的、或和他們真實生活距離太遙遠的。除了主題

喜好之外，根據不同的年齡、程度，選擇教材時

一定要注意學生是否能循序漸進地理解。如果文

章中生字太多，則容易造成學習困難，無法引起

學生興趣。目前坊間的閱讀教材，不外乎純粹的

讀物或搭配練習題的閱讀教材這兩類；不論是哪

一種，只要掌握上述原則，學生的閱讀能力一定

會進步，閱讀興趣也一定會增加。

（五）寫作教材的選擇原則

為了讓學生能輕鬆自如地面對各式考題，因

此不要侷限學生寫作練習的文體。在教材的選擇

上，最好能涵蓋多種型態，例如日記、說故事、

看圖說話、論說文、詩歌、書信等。同時我們也

希望培養學生寫作的興趣，因此教材的活潑性、

範文的難易度、範文書寫是否貼近學生的感覺，

都是選擇上需要注意的地方。

各位主任，如果您的補習班或幼稚園在園所

設備、教室佈置、教材選擇上都做到最恰當的配

置，在激烈的補教戰場上，您已經成功一半了！

及程度，也至關重要。幼稚園、小學、和國高中

的喜好是完全不同的，就連小學，低年級和高年

級的學習方式也有所不同。

4. 依教學資源配件：是否提供教師手冊、CD、教

學海報、閃示卡、考題評量等方便老師們使用的

資源配件，也需納入考量。

（二）發音教材的選擇原則

不管任何課程或教材，重點都是要學生喜歡。

能引起學習興趣、達到學習效果的就是最適合的。

而不論 k.k. 或是 phonics，發音課程總給人枯燥

或記憶性內容很多的印象，所選教材若能讓學生

在充分的練習中將規則記住、活用，進而不用死

背單字，就能輕鬆應付學校單字或發音的考試，

相信老師和學生都會喜歡！

（三）聽力教材的選擇原則

現在所有考試都很重視聽力，因此聽力已成

為一項必備訓練。只是聽力的培養不能只靠做聽

力測驗練習，而是應該多培養學生自主聽英文的

能力，例如搭配對話 CD 多做句型會話練習、多

聽英文歌曲、多觀看英文影集或電影等，之後再

搭配聽力教材，必能事半功倍。在教材選擇上，

除了故事性的教材，純粹聽力測驗的練習教材，

在用字句型上必須要接近學生的程度，內容也在

學生能理解的範圍，以循序漸進的方式培養學生

聽力。

（四）閱讀教材的選擇原則

我們常看見學生埋頭看漫畫、讀小說時，非

常專注，但是一拿起教科書就唉聲嘆氣，那麼我

們何不選擇孩子愛讀的書作為教材呢？什麼是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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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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續上期的 sight words 創意桌遊，本期要

繼續分享的桌遊活動是三個可以在英語課堂上運

用的單字卡牌小遊戲。

活動一：我是大廚師

教學目標：運用學過的單字造句。

教學準備：

1. 將學生分成 4-6 人一組，或將全班分成 4-6 組。

2. 從一盒食物單字卡中，選出 20-26 組學生較需

要練習的配對圖卡與字卡。

3. 將圖卡與字卡分開。圖卡洗均勻後，正面朝下

依序排在桌上；字卡洗均勻後，發給每位玩家 3-4 

張（玩家為 4 人時，每人發 4 張；玩家為 5-6 人

時，每人發 3 張）。

4. 跟學生說：每位玩家都是大廚師，今天要比賽

煮菜，玩家手上的食物字卡就是他們今日要完成

當主題單字遇上桌遊

教具
創意角

的食物菜單，先完成手上菜單的就是贏家。

遊戲方式：

1. 玩家決定翻牌的順序，由最近有吃過牛排的玩

家先開始，以順時針方式進行。

2. 每位玩家輪流翻開桌上的圖卡，並造一個句子。

例 如：I like to eat steak. / Steak is delicious. / 

My favorite food is steak. 句子可視課程教學目標

或是練習的句型主題而定。

3. 造完句子後將翻開的圖卡蓋回；若句子造錯，

下回合還要再翻一次該卡，直到句子造對為止。

每位玩家要想辦法記住被翻開過圖卡的位置。

4. 當玩家覺得已經記住自己手上每張字卡相對應

的圖卡位置時，就喊 Bingo。喊 Bingo 的玩家依

序翻開桌上的圖卡，若是與自己手上的字卡百分

之百相對應，則為贏家。若是有任何一組卡片不

合，則淘汰出局。

5. 遊戲進行到有贏家產生為止。

Creative Teaching Ai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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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遊戲叮嚀：

此遊戲比較適合高年級生，遊戲前必須先在黑板

上做卡片排序練習，免得學生排錯卡片順序，造

成遊戲紛爭。另外，老師也可以將單字順序排好

列印在紙上，讓遊戲容易進行，如下圖：

活動三：尋找失蹤兒童

教學目標：

1. 說出和服裝、地點有關的單字。

2. 運用 Is the child wearing a _____ to

    the _____? 的句型造句。

教學準備：

1. 將學生分成 4-6 人一組，或將全班分成 4-6 組。

2. 挑出服裝單字圖卡 6 張、地點單字圖卡 8 張

（或服裝 7 張、地點 7 張），兩種主題的圖卡共 

14 張，卡片數量是玩家人數乘以三後再加二，如

下頁圖。

（圖三）※ 遊戲變化：

可變換單字卡主題，給學生簡單的情境，進行另

一輪遊戲。例如：

a. 服裝：手上的字卡是服裝的購物清單。

b. 國家：手上的字卡是要去旅行的國家。

c. 交通工具：手上的字卡是完成旅行所須搭乘到

的交通工具。

活動二：終極密碼

教學目標：可以說出學過的單字或是運用

                  Is it a _____? 的句型造句。

教學準備：

1. 將學生分成 4-6 人一組，或將全班分成 4-6 組。

2. 從一盒任一主題的單字卡中，選出 14 組學生較

需要練習的配對圖卡與字卡共 28 張。若一組為 5 

或 6 人，則選取 15 組共 30 張卡。

3. 將圖卡和字卡混合洗勻後，平均發給每位玩家。

4. 請玩家將拿到的卡片按字母順序由左至右排

好。如果有配對的字圖卡，則將圖卡放在字卡左

邊，如下圖：由左至右為 bakery convenience 

store convenience store farm gas station forest 

school，卡片正面朝下放在自己面前。

遊戲方式：

1. 玩家決定翻卡的順序，由年紀最小的玩家先開

始，以順時針方式進行。

2. 每位玩家輪流猜下一位玩家桌上的圖卡或字卡

名稱。若猜對，則被猜的玩家必須翻開桌上被猜

中的卡片；若猜錯，則猜的玩家必須翻開自己桌

上的任一張卡以示懲罰。

3. 遊戲進行到有玩家先翻完自己桌上的卡片為

止，先翻完者為最大輸家。

bakery bank beach bookstore

bus station convenience 
store

department 
store factory

farm garage gas station gym

hospital market movie theater museum

park pharmacy police station restaurant

school supermarket theater train station

zoo



3. 發給每位玩家一張空白紀錄表，並請學生將 14 

個單字寫入表中，如下圖。

4. 先將卡片依地點、服裝分成二疊，從每疊隨機

挑 1 張卡片秘密放入一個信封袋中。接著將剩餘

的卡片洗勻，發給每位玩家 3 張。

遊戲設定說明：

1. 信封袋中 2 張卡片的內容代表事件的真相，也

就是「失蹤兒童」身上穿的「服裝」以及失蹤的「地

點」，最先猜出信封袋中卡片內容的人即獲勝。

2. 每位玩家手中一開始拿到的 3 張圖卡為線索

卡，讓每人一開始都能排除三個線索，其餘的需

經過推理詢問才可得知。

遊戲方式：

1. 由任一玩家先開始，向左方玩家做推理提問：

例 如：Is the child wearing a raincoat to the 

bakery?

2. 被問的玩家如果手中有其中一張線索卡，就必

須出示該卡給前家看（不要給其他玩家看到），

如果手中剛好有被問到的兩張線索卡 raincoat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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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kery，則可出示一張線索卡就好。有一定要說，

不能不誠實，否則遊戲無法繼續。

3. 若被問的玩家兩張都沒有，則換下一家回答，

若下一家也沒有，則換下下家回答，直到提問的

玩家得到一個線索為止。

遊戲結束：

1. 若覺得線索已收集完整，玩家可在自己提出推

理的回合，推論出失蹤兒童穿的衣服和失蹤地點，

並在自己的紀錄表上圈起答案單字（如下圖）。

2. 接著，玩家自己去看信封袋裡的答案，若兩個

答案都吻合，則該玩家獲勝，要出示自己的紀錄

表給所有玩家檢查；若答錯則代表輸了，其他玩

家繼續遊戲時，該位玩家不能再提出推理，但必

須根據自己的卡片誠實回答其他玩家的問題。

※ 遊戲心得：

1. 這種偵探推理的遊戲玩起來其實很爆腦，需

要透過詢問來過濾線索，有點像小時候玩猜數字 

1A2B 的機制，當然種類並非只有數字這麼簡單。

2. 引導學生以正確作筆記的方式，幫助快速推測

及過濾得到的線索資訊。

3. 因為涉及推理能力，所以適合高年級以上玩，

中年級以下較不建議。

　　希望大家有機會可以把這三個遊戲運用在英

語課堂中，學生的反應會令您驚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