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成為英文抓錯大師！ 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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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分閱讀有秘密  p.12 & p.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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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得不說，英語老師是很勤勞的一個族群，除了平常上課之外，總是會多方面的搜尋

師訓課程或教學講座的資訊，並犧牲自己的休假時間親自前往參加。我發現各項師訓課程中，

課堂活動、聽說技巧、發音基礎、文法教學等等，是比較常出現的熱門主題，反而在閱讀和

寫作部分，相對較少，因此許多老師雖然想增進這方面的教學技巧，卻苦無方法。

閱讀和寫作的基礎需要長時間建立，而且是「硬底子」的技能，若沒有大量的練習，再

好的教學策略都不見得能達到效果。以閱讀為例，雖然每種教材都有一定比例的文本，但有

時我們著眼於單字、文法的學習，會將閱讀篇章拆解成一塊塊的小單位，期望學生從單字文

法的角度來理解文章。這樣的方法不是不好，只是隨著時間過去，學生們有了英語基礎後，

老師們便應該思考如何將逐字理解的能力向上發展，轉而以通篇閱讀為主，從文章裡已知的

部分旁敲側擊、觸類旁通，並培養學生的邏輯思考和推理能力。這樣的教學脈絡，說起來容

易，但實際上不僅需要老師充份的備課，還要給予學生自由發揮的空間，才能事半功倍。

另一個讓老師頭痛的問題，是閱讀教學往往比較靜態，學生在尚未體會到閱讀的樂趣之

前，可能就對閱讀有了枯燥乏味的刻板印象。如果可以，建議老師們從小就培養學生對閱讀

的興趣：低年級的學生，對於英語繪本的接受度很高，色彩豐富的繪本，加上簡單且重複的

字句，老師可以先帶領學生從「讀圖」開始，然後再進入文字，用說故事的方式吸引孩子們

的注意。進入中高年級之後，老師可以幫學生挑選分級讀本，以學生的程度為基準，收集他

們可能感興趣的主題讀本，無論是趣味故事或經典童話，都能夠幫助學生持續閱讀。老師也

可以在此時加入開放性的練習活動，例如讓學生發揮創意改寫，或在課堂上以讀者劇場的形

式演出，相信都能夠讓學生收穫更多。

本期的「探索世界村」，吳敏蘭老師運用多彩的繪本，讓孩子理解不同人種、不同文化

的世界，教導孩子欣賞並擁抱與自己不同的人。而「圖解教學活動」則是分享閱讀課堂的創

意，為閱讀課創造樂趣。「閱讀越高分」將閱讀比喻為品嘗佳餚，經由適當的閱讀策略，將

閱讀的層次再提升。只要鼓勵學生多接觸不同的閱讀題材，透過學生的反饋，您就能掌握閱

讀教學的秘訣，幫助學生深化閱讀的實力。

《 Hello! E.T.》總編輯  孟慶蓉  

 pd@cet-taiwan.com

編輯
筆記

悅讀，從小開始

編輯
筆記

Editor's No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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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05/03（日）

      ．第 41 屆 STYLE/JET 全國兒童暨青少年英語分級檢定― 檢定日

 ★ 05/05（二）

      ．GEPT 初 / 中級寫作班― 開放報名

 ★ 05/07（四）

      ．第 17 屆 KITE 全國幼兒英語分級檢定― 寄發准考證

 ★ 05/11（一）

      ．「全民英檢中級單字一本通」搶先上市

 ★ 05/15（五）

      ．STYLE/JET 英語口說分級檢定：6/6 高雄、6/7 台中場― 報名截止日

      ．KITE 幼兒英語口說檢定：6/6 高雄、6/7 台中場― 報名截止日

      ．進口教具展― 優惠開跑！

      ．【進修充電月線上書展】66 折起優惠專案

 ★ 05/17（日）

      ．TKT 劍橋英語教師認證― 核心模組

 ★ 05/18（一）

      ．【STYLE/JET 實力超前優惠】開班提前準備

 ★ 05/20（三）

      ．第 41 屆 STYLE/JET 全國兒童暨青少年英語分級檢定― 開放網路成績查詢

 ★ 05/22（五）

      ．STYLE/JET 英語口說分級檢定：6/13 台北場― 報名截止日

      ．KITE 幼兒英語口說檢定：6/13 台北場― 報名截止日

 ★ 05/24（日）

      ．夏季英語教師聯誼會―台中場

      ．第 17 屆 KITE 全國幼兒英語分級檢定― 檢定日

 ★ 05/30（六）

      ．種子講師培訓班― 開課

 ★ 05/31（日）

      ．夏季英語教師聯誼會― 高雄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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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06/05（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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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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大師
開講

徹底做好自我校正工作，就直接給母語人士潤飾

的話，對修改者來說，會比從中文原稿重新翻成

英文還辛苦，也容易誤會作者原意。好好處理過

的話，即使不經母語人士潤飾，應該也不會有太

大的問題。

步驟一：留意紅綠底線

電腦能幫我們做的事情越來越多，打英文時，

可以幫我們檢查有沒有拼字和文法錯誤，Word 和

一般 email 程式都會用紅色底線標出疑似拼錯的

字，綠色底線則標出可能含有文法錯誤的句子或

片語。有些人可能沒有注意到這些好幫手，因此

信件或文稿還有很多錯尚未更正時，就原封不動

的送出去了。這其實會造成受文者的困擾，對方

看信時，每一個大小錯誤，都必須要花腦筋猜測

本來要寫的意思為何，還挺累人的。

Word 等文書處理程式裡的拼字檢查功能相當

管用，不過，不能完全依賴它來抓出你所有的拼

字錯誤，因為 (1) 有很多人名、地名等專有名詞 

Word 其實不認得，要自己好好檢查拼得對不對；

(2) Word 也容易抓不到同音字的拼字錯誤。英文

的同音字雖然沒有中文多，不過還是不少，像是 

to, too, two; here, hear; see, sea; way, weigh; 

peek, peak, pique 一類發音一模一樣，意思和拼

法卻不同的字；這些錯誤都要自己去抓出來校正。

Word 的綠色底線則標出它認為文法有誤的地

作文：檢查工具的聚寶盆

寫作時，通常比較沒有時間壓力，不像說話

時，有個用毫秒計算的反應時限，超越時限太多

次的話，該段對談會進行得很不順利，也不一定

會有第二次的機會讓你去挽回對方對你的信心。

反之，寫文章時，通常有充分的時間把不小心寫

錯的字句，和因為不確定正確用法所犯的錯誤，

一併抓出來訂正。

實際上，好的寫作跟說話一樣，也靠心裡事

先儲存的音檔，而非按照之前死背過的文法規則

自己逐字組合。寫作時，要假裝你在跟朋友講你

所要寫的意思，再付諸文字。寫完後，還要唸出

來，默唸也可以，來聽聽通不通順，合不合邏輯、

前後連不連貫、用字遣詞恰不恰當、有沒有贅字

或文法錯誤等。因此每天十到十五分鐘的回音法

練習（聽音檔、聽回音、跟著唸）不但對你英語

說話能力有莫大的幫助，也是提升你寫作能力不

可或缺的一環！

當然，如果你不是母語人士，心裡所累積下

來的英語音檔會有限，其中可能有不少還是錯誤

的台式英語，所以我們需要一些可靠性高的檢查

工具和方法。在交稿前照著以下五個步驟去做的

話，雖然無法保證可以達到 100% 零錯誤，不過

所剩下的問題應該不至於太多，這個時候拿給母

語人士潤飾的話，改起來就不會太費工。沒有先

Professor's Cor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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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睛會花，坐也坐不舒服，這樣更容易忽視各種

大小錯誤。有時間的話，建議把文章先擱著，伸

展四肢，去做別的事，或睡個好覺，隔天再回來

重讀幾次。隔段時間，頭腦會比較清楚，注意力

比較集中，文稿讀起來也較有新鮮感，之後，通

常可以多抓到一些原來 miss 掉的錯。另外，可以

用回收紙先印一份，專心再讀一遍，用紅筆標出

錯誤，然後在電腦上修改；如果剛好有平板電腦

的話，也可以把 Word 的檔案 email 給自己，在

平板上再看一遍，這是個比較省紙的辦法。也可

以把看文章段落的順序顛倒過來，從後面的段落

看起，因為我們前面的部分常常會看很多遍，越

到後面則重讀的次數越少，而且用比較不習慣的

順序讀，注意力會頓時甦醒過來。

若剛好有可以幫忙的朋友或家人在，也可以

請他提供意見。上一期介紹過 livemocha.com、

italki 和 Obeyo 的語言交換平台，除了練習會話，

也可以跟語言交換夥伴互相幫忙修改彼此的作文。

步驟三：用 Google 做文法和詞句搭配檢查
改 英 文 作 文 還 有 一 個 非 常 好 用 的 工 具，

比參考文法書效果更好，又快速方便，那就是 

Google。不是用 Google 的翻譯功能喔！方法如

下：(1) 先打開美國版本的 Google 首頁。無論你

在哪一個國家，或輸入的網址是什麼，Google 會

自動跳到你目前所住國家的版本，在台灣那就是 

google.tw，不特地換成美國版本的話，Google 

會多提供很多中文與東亞國家的結果，這會導致

你所搜尋到的英文，不一定是母語人士寫的，

因而可能會有不少錯誤。美國版本的網址為：

http://www.google.com/ncr (ncr = no country 

redirect)，光把語言換成英文還不夠，一定要輸

入此網址，如果 Google 使用的語言還是中文的

話，可以在語言設定區裡改成英文。所得到的結

果會很不一樣，自己可以比比看！ (2) 第二個步驟

就是把你想檢查的片語放入英文（半形）的雙引

號中，例如“when I was child＂，再去搜尋，看

方。跟拼字檢查功能相比，Word 的文法檢查功能

遜色許多，因為它只懂生硬的傳統文法，不會判

斷比較輕鬆、有創意的句型，所以一般母語人士

會乾脆把這個功能關閉（Word 裡頭這些預設的設

定都可以更改）。不過，對非母語人士來說，文

法檢查功能可以先抓出較明顯的錯，像 he don't 

know，也會提出一些（未必合適的）修改方式，

由你決定是否採用，還是要換一個完全不同的寫

法，這樣就可以節省不少時間。不過稿子打完後，

要記得檢查所有劃有紅、綠底線的地方，再好好

修正。

步驟二：仔細校對幾遍

稿子寫完後好好校對，應該是理所當然的事，

不過筆者在台灣多年，觀察到很多人好像沒有養

成這個好習慣，即使是英文作文課亦然。在寫的

同時，理應隨時注意動詞的人稱與時態、名詞的

單複數與可數或不可數等問題，不過這往往不那

麼容易做到。打字時，甚至母語人士也會漏打或

打錯 -s, -ed, -ing 等，這是因為附加這些文法詞

尾，與挑揀原形詞彙這兩種工作，是由人腦兩個

完全不同的區域來執行的，打完文稿校對時才會

赫然發現打錯的地方。英語母語人士寫英文時會

這樣，非英語母語人士，尤其是母語是中文的人，

更會這樣。所以寫完稿，不管是打字還是手寫，

一定得仔細校對剛剛所寫的內容。而且校對不要

只看一遍，要多看幾遍，因為每個人都有盲點，

常會視而不見――做過文字工作的人都知道這點。

英語裡也蠻忌諱重複的，所以校對時，盡量刪除

贅字與已經講過的內容。也要記得把格式好好檢

查幾遍，要特別留意分段、新段落內縮、段落之

間空行、大小寫、標點符號、該不該有空格等。

可以在線上找好的範本來模仿。臨時有文法問題

想要查詢的話，這個網站很不錯：The Purdue 

Online Writing Lab (Owl) https://owl.english.

purdue.edu/。

一直盯著電腦螢幕，注意力慢慢會開始渙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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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結果有多少，之後再去試另外一種你認為可能

對的寫法，例如“when I was a child＂，然後比

較兩次（或任意多次）所得到的結果筆數，通常

會相差很多，例如前者有 256,000 筆，後者卻有 

95,500,000 筆左右，相較之下，後者正確的機率

高很多。用這種方式檢查冠詞、名詞可數不可數、

介詞、動詞形態等的用法，特別管用。加了雙引

號會使 Google 不會省去像 a, the, to 等虛詞或忽

略 -s, -ed, -ing 等詞尾，這點非常重要，因為這

些有文法功能的成份正是我們所要查的。當沒有

母語人士幫你看文章時，這是個絕佳自力救濟的

方法，請多介紹給學生和朋友！

步驟四：將文章朗讀給自己聽，

　　　　或請你的電腦唸給你聽

已經全力將文章修改到盡量正確後，再把

整篇唸出來。如果還有哪裡不對，你的耳朵很可

能會「跳針」，告訴你哪裡需要修改。還有一

個很棒的高科技可以用，就是請你的電腦唸給

你聽，讓你邊看邊聽。有很多 TTS app（= Text 

to Speech app，文字轉語音程式）供你選擇，

Windows 和蘋果也都有內建的 TTS，可是品質並

沒有太理想，線上有更好的，像這個 TTS：http://

text-to-speech.imtranslator.net/（也有大陸腔的

中文 TTS 功能；另外，這個網站：http://tts.itri.

org.tw/ 有台灣腔的中文 TTS，可以幫你檢查中文

文章，甚至閩南語的 TTS 功能也有；不過，這個

網站的英文 TTS 發音不標準，不建議用）。另外

由於一次能貼到網站頁面的字數有限，所以通常

文章要分幾次複製貼上才能「聽」完，不過還是

非常好用，聲音相當自然，不像是機器人在講話。

步驟五：平時的準備

除了每天的回音練習之外，也該養成隨時看

書的習慣。很多人會覺得，看書好累，沒有空，

尤其是看英文書好難，單字太多。這裡提出兩種

很簡單的解決方法：(1) 不要看原著，換看專門為 

L2 英文學習者改寫的簡化版本，尤其是經典小說

類。要記得留意詞彙字數與難度級別，以免選到

一本真的太簡單的書。可能的話，最好找附 CD 

或 MP3 音檔的書。簡化版書通常要花錢買，線上

可以免費下載的不多，不過，算起來要比補習費

便宜很多，而且買回來以後可以跟同事、朋友交

換分享。可以參考 Oxford Bookworms, Penguin 

Readers, Macmillan Graded Readers 與 其 他

大型出版社的目錄來選購。有位學生曾說，他覺

得看簡化版有點心虛，因為好像不是真的在「看

書」。這個想法是錯的。看簡化版的第一個目的，

就是把你對閱讀英文書的印象從可怕不愉快轉為

輕鬆有趣。記得務必找一本自己喜歡的書來看，

要不然就達不到提升學習意願與興趣的目的。第

二個目標，就是讓你在捲入豐富劇情的同時，也

吸收新詞彙與漂亮的英文句子，最好同一本書看

很多遍，看到不知不覺中，裡面的字句差不多都

背熟了，書讀到很熟效果才會彰顯出來。至於時

間不夠的問題，要懂得善用一天中零碎的時間，

出門記得隨時帶書，捷運上，等公車或朋友時，

可以把書拿出來看一兩頁。一個人吃飯時也可以

架在讀書架上邊吃邊看，睡前也是個看書的良機。

如果選擇電子書的話，可以用隨身攜帶的閱讀器、

平板電腦、或手機隨時隨地看。若是選用有聲書

的話，可以在走路、騎車或開車時聽，但千萬要

注意安全，音量也不得調太高，以免傷到聽力（所

以環境噪音太大的地方就不適合聆聽）。吃飯、

睡前時也可以聽有聲書或播客 (podcast)。(2) 要

更上層樓的話，可以用一個最古老卻有效的方法

加深自己對於書的內容和語言的印象，那就是抄

書。等自己要寫英文時，你會發現書裡看過的佳

句已經變成你心裡的好範本，會在需要時自動湧

出，不但省時省力，而且寫出來的英文會越來越

正確道地。 

下期預告：可數？不可數？到底怎麼判斷？下一期談

談看！有英文問題時，別忘了上臉書的 Karen on Ivy 
League Analytical English 發問！





★ 洽詢專線（02）2382-0961 分機 117 或上師德網站 www.cet-taiwan.com

名師推手／

殷彩鳳 Sarah Yin
CELTA 英國劍橋大學訓練證照

18 年英語師資訓練經驗

25 年成人暨兒童英語教學經驗

各大出版社力邀金牌講師

業 界 獨 有

★ 課程內容：  

      1. 講師的角色定位與特質

      2. 如何精準規劃訓練內容

      3. 如何善用訓練素材創造亮點

      4. 簡報製作與內容搭配應用

      5. 台風魅力與氣氛營造

      6. 分組團討、實務演練

★ 課程資訊： 台北班限定   5/30、5/31、6/13、6/14 共四天

★ 課程時間：10:00∼17:00

★ 費用：一般會員  $8,900 元/人    兩人同行 / VIP 會員 $8,500 /人

從老師跨階人氣講師最短距離！從老師跨階人氣講師最短距離！

種子講師
培訓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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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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色彩繽紛的多元族群世界
The Colors of Us

探索
村世界

Read and Explore

小時候和家人從地球的南端住到地球的北

端，不論在紐西蘭、泰國、韓國、台灣或瑞典，

我結交了來自世界各地的好朋友，除了居住國的

朋友，我的朋友還有孟加拉人、肯亞人、秘魯

人、波蘭人、北韓人、南韓人、日本人、印度

人、西班牙人、挪威人等等。每個人來自不同的

國家，橫跨幾大洲，大家彼此學習，互相觀察，

認識對方的文化，驚訝於習俗的不同，也驚喜於

習慣的相似之處。印象中，朋友之間總是互相羨

慕――大家羨慕波蘭的朋友頭髮蓬鬆、編起辮子

漂亮，盤起來更像清秀佳人般浪漫；而波蘭的朋

友卻羨慕亞洲人有又亮又直、烏黑亮麗的頭髮。

大家羨慕彼此的美好，也一起討論彼此的困擾，

英國女孩分享如何化妝蓋住自己的雀斑、印度女

孩分享如何用椰子油保養自己的頭髮，就像 The 

Cheltenham Elementary School Kindergartners 

小朋友們所寫的書 We Are All Alike... We Are All 

Different 中所呈現的，大家共同生活，享受著相

同的美好，尊重彼此的差異，更擁抱大家所代表

的多元性（celebrating the diversity）。

多年來我收集了各種介紹族群融合的繪本，

大多是分享這樣的概念，希望孩子們能跨越文化

界限，不論膚色、國籍與宗教，學習尊重、包容、

欣賞不同的族群。自己在辦學過程中，也儘量安

排跨校的活動交流，希望讓孩子們有更多的機會

與外國孩子互動。活動過程中也儘量將孩子配對，

讓孩子們有機會近距離相處。記得多年前有一次，

學校有位六歲小女生和一位外僑學校的非裔孩子

一組，兩人要牽手的那一剎那，小女生卻突然收

手，遲遲不肯牽起來。我悄悄地問她，才知道她

覺得對方的膚色深，不敢和他握手。記得那時，

我馬上想到自己十七歲單飛美國時，從紐約飛 

Albany 路上的經驗。當時是我第一次赴美，緊張

的我在不停轉機的過程中隨時保持警覺。就在剛

入座機位的同時，我隔壁座的旅客出現了，是一

位退休的非裔美國軍官。又高又壯、皮膚黝黑的

他一看到我，就說“Don't worry. I won't bite.＂ 

當下讓我很不好意思。一路上想著，是不是我有

面露害怕的神色，或是有不禮貌的舉動？雖然後

來我們有聊天，但我一直為沒有向他解釋我並不



色嗎？」於是媽媽帶領 Lena 到左鄰右舍去繞了

一圈，細心的引導 Lena 觀察，看看周遭生活中

的好朋友們的膚色有多麼的特別。在遊樂場玩的 

Sonia 皮膚是淡淡的黃褐色，Lena 說就像香濃

的花生醬（creamy peanut butter）一樣！好朋

友 Isabella 的膚色是像巧克力（chocolate）的

咖啡色，Lucy 有桃子般的膚色，亞洲友人 Jo-Jin 

則是蜂蜜般的膚色，而同樣黑髮的 cousin Kyle 

則有著較紅的褐色膚色，就像秋天的落葉一樣！

當我第一次翻閱這本繪本的時候，嘴角不禁

上揚微笑了起來，讓孩子從周遭的生活圈去認識

與觀察人，是多麼好的親子教育！而看到 Lena 如

此精彩地形容不同的膚色，更是忍不住會心一笑！

因為映入眼簾的不只是作者 Karen 溫暖充滿童趣

的畫風，以及填滿整頁畫面的飽滿色澤，讀者更

能透過 Lena 對人的形容詞，感受到食物的香味

飄在空中，不管是熱可可、披薩、蜂蜜，都讓人

留下「齒頰留香」的深刻印象。於是在看完故事

後，我記得書中義大利裔的 Mr. Pellegrino 的膚色

像是披薩邊（pizza crust）的金褐色；印度裔的 

Mr. Kashmir 彷彿飄出薑（ginger）和辣椒粉（chili 

powder）等辛香料的味道；而看到 Aunt Kathy 

則聯想到椰子與咖啡太妃糖的甜蜜。這些將食物

與人連結的記憶方式，讓人對人的聯想都變得非

常美好。在故事中，Lena 最後也提起畫筆畫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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怕他而耿耿於懷。因為，小時候的我不喜歡白人

不經意地笑亞洲人小眼睛的不友善舉動，當然也

不希望自己給別人不好的感受。而從小就能擁有

這麼多膚色的朋友，對我來說是件值得自豪的事。

在一個偶然的機會中，我翻到了 The Colors 

of Us 這本繪本，不禁拍案叫絕。因為書中不只是

談這個世界的多元，還很正向地讓我了解，身為

老師、家長，我可以用更不一樣的方法去形容各

種膚色的美好呢！這是一本充滿愛的繪本，書一

翻開，就看到大大小小、不同膚色張開的手，好

像是在招手、邀請你來和他們握握手，非常的溫

馨而友善。

作者 Karen Katz 在一開始就表示要將此書

獻給全世界所有的小孩和她的女兒――也就是本

書的主角 Lena。The Colors of Us 的故事從小

女生 Lena 的角度來述說，七歲的她自信滿滿的

說：「媽媽說我的膚色就像肉桂的顏色一樣，讓

她想把我一口吞下去。」而身為藝術家的媽媽，

每天都在玩不同顏色顏料的調配，在她的工作室

中，光是咖啡色系的顏料名稱就有 umber, tan, 

cocoa, sand, toast, ochre, chocolate, sienna, 

brown 等等。Lena 的媽媽說：「紅色、黃色、

黑 色 和 一 點 白 色 就 可 以 調 配 出 Lena 的 膚 色

了。」但是 Lena 問媽媽：「咖啡色不就是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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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所認識的人，而每個人都有獨特的代表色，像

是“Cinnamon, chocolate, and honey. Coffee, 

toffee, and butterscotch.＂，這些食物讓每個人

的膚色都看起來秀色可餐啊！閱讀時我不禁心想，

這真是一本難得的好書，讓我們看到一位充滿母

愛的媽媽，如何運用自己的智慧，和孩子一起認

識周遭豐富的多元族群社會！

我曾經在學校運用這本繪本，和孩子們分

享世界各地孩子外型的特色。除了膚色，也讓孩

子們學會如何形容各種髮色與髮型，如 black, 

brown, dark brown, red, blonde, long , short, 

curly, braided 等。甚至還有孩子們注意到 Mr. 

Pellegrino 和 Mr. Kashmir 的鬍子也不一樣呢！

我 問 孩 子 “Guess where they are from?＂ 大

家先從各大洲 Asia, Europe, America, Africa 開

始猜，然後再猜國家。有的孩子猜亞裔（Asian 

American）的 Jo-Jin 是韓國人，有的說是中國

人，但是他們都確定這不是日本名字！孩子們還

會討論黑髮紅褐膚色的孩子 Kyle，是美國原住民

（Native American） 還 是 墨 西 哥 裔（Mexican 

American）？而 Carlos 是西班牙的名字，所以

應該是拉丁裔（Latino）！細心的讀者甚至會發

現，Lena 和她的媽媽膚色髮色都不同，好像不是

同一個種族的人耶！於是對於較大的孩子，家長

或老師還可以和孩子討論收養家庭（adoption）

的特別與動人之處，甚至對於被收養的孩子，我

們又有哪些該給予尊重與體貼的地方。曾經我很

意外看到有人帶著氣憤評論此書，仔細閱讀後，

才發現原來有些讀者認為作者在書中對某些特

定人種的「職業」有先入為主的「刻板印象」 

（stereotype），因此感到不以為然。例如書中

保姆 Candy 膚色是 bronze and amber，好像

代表膚色深的人就要從事保姆 babysitter 的職

業，而義大利裔的 Mr. Pellegrino 就一定是開披

薩店的命，更別說 Mr. Kashmir 頭上戴著的頭巾 

（turban），其實也是一味的將所有印度人都歸

類成錫克教徒呢！（其實在印度還有印度教、佛

教與回教徒，只有錫克教徒會包頭巾。）

每個人在閱讀繪本時，其實都是從自身的文

化去解釋繪本所想要傳達的意義。身為教師兼讀

者，我們怎麼帶領孩子們閱讀是很重要的。適當

的引導，可以讓孩子們有更開闊也更柔軟的心。

避免孩子掉入刻板印象的陷阱，是孩子學習包容

的第一步，進而才會懂得欣賞這個繽紛、充滿色

彩的多元世界！

<與吳敏蘭老師同步收藏 >

The Colors of Us

作者：Karen Katz

出版社：Henry Holt and Co.

定價：32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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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彭若寧
        Master in TESOL, New York University
        「圖像式文法練習本」作者

        資深英語老師

以圖輔讀，閱讀更有趣！

圖解
教學活動
Teaching with Diagrams

我發現自己是一位「譁眾取寵」的英文老師。除了上課時很三八，我在規劃任何教學活動時，都會

先設想自己若是學生（尤其是對英文不太感興趣的學生），會不會覺得課程內容很好玩。也許是因為我

看到太多討厭英文的孩子，因此「好玩、有趣」變成我備課時的準則。我對發音、字彙或文法教學活動

都蠻有自信（有時恨不得能跟著一起玩），但以前教到「閱讀」時，時常擔心學生會分心或聽不懂，往

往也因而匆匆帶過。但是後來透過各種實驗以及資料收集，我發現即使沒有套圈圈或黏黏球，閱讀也可

以很好玩！

讀前活動 Pre-reading

閱讀的題材很多，從一段文章、一首詩、一篇劇本，到一則漫畫、一段歌詞，甚至是一則廣告，都

可以成為有趣的上課內容。不過無論媒材為何，教學活動都必須「以學生為中心」，引發他們對於文本

的興趣，避免劈頭就唸文章或教生字句型，這樣再好玩的內容，都有可能在第一時間就令人反感。

預測故事

如果閱讀的內容剛好是一本書或繪本，不妨讓學生們看著書本封面或內頁插圖，猜猜故事內容，他

們就會對即將閱讀的故事產生期待。老師可以鼓勵個人發言或小組討論，甚至請他們預測故事大綱。此

時使用中文討論也無妨，因為老師的目的是要引發學生的好奇心，以提升其專注力。預測完後，也可帶

他們認識作者跟插畫家，討論他們的其他作品。如果之前讀過相似主題的書，如「寵物」，也可以一起

回味一下！

產生連結

有些文本的主題，如出國旅行，學生們不一定親身體會過。老師可以輔以實物（護照、機票或地圖）、

照片、短片、旅遊書、歌曲、校外教學等，或甚至做個科學小實驗。建議老師一次選用 3~4 種上述項目

帶出主題，幫助學生產生連結。有些文本的主題則每個人都體會過，如「嫉妒」，老師可以喚起學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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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前知識（prior knowledge），像是嫉妒別人的經驗，請他們分享。也可以用

右方的 KWL chart，請學生寫下自己的想法。

預習生字

我習慣在閱讀前先介紹生字，因為閱讀前若能了解 90~95% 的生字，就能

大幅降低閱讀挫折感。但也別忘了留下約 5% 的生字，訓練學生從上下文或插

圖中猜字義的能力，這也是一個很重要的閱讀技巧。

讀中活動 During-reading 

閱讀文本時，老師除了示範閱讀策略與技巧以外，必須不時確認學生是否理解，千萬不要一口氣把

文本念完喔！

成為閱讀楷模

(1) 讀到哪裡，指到哪裡：讀文本時，老師可以用手指著目前唸到的字，讓學生習慣英文的閱讀方式為由

左到右、由上到下，不但抓緊學生的注意力、避免跳行，也方便讓他們觀察聲音與文字的連結。

(2) 抑揚頓挫的語氣：無論平常有多嚴肅，在念故事時請放下身段，用豐富的聲音表情讀出文本。因為語

氣本身也能傳遞訊息，提供學生更多線索，讓他們大致猜出此時文本的氛圍是憂是喜，同時也提供了優

良的朗誦典範。

確認理解

　　念完一個段落時，老師不是光問 Do you understand? 或 Any questions? 就能得知學生是否聽懂。

老師可以根據文本內容設計幾個簡單的問題，若學生沒有答對，就知道哪裡要補充說明。對於英文口說

程度較初階的學生，可以設計「是非題」或「選擇題」，並引導他們理解題意。這樣一來，他們依然能

在不使用中文的狀態下回應問題。對於口說程度較進階的學生，可以設計「開放式問題」，以下是幾個

以小紅帽故事為例，設計讓學生們分組討論的問題。

(3) 閱讀時的反思：老師可以在讀文本時，示範類似自言自語的 think 

aloud 閱讀技巧，說出心中對於所讀內容的想法與疑問。以小紅帽為例，

老師念完前幾段後，可以說著：Hmm, I used to visit my grandparents 

when I was a child. Have you ever visited your grandparents? 讓學

生知道閱讀不是傻傻地唸或一味吸收，還要懂得提出疑問，或與自身經

驗做連結。讀完一個段落後，還可以提供一系列的符號讓學生 stop and 

jot，在文本旁快速註記自己的心得，並鼓勵他們分享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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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預測：猜測後續情節。What do you think the wolf will do later?

(2) 內容：詢問文本中的資訊。Where does Grandma live?

(3) 釐清：解析學生易混淆或不懂之處。What do you think "set out" means?

(4) 總結：歸納一個段落的重點。Please summarize this paragraph in one sentence.

(5) 連結：反問相關自身經驗。Have you ever been anywhere by yourself?

小叮嚀：文本可以配合不同的活動一唸再唸，不需要在第一次唸時就應用太多活動，也不要讓這些活動

太頻繁地中斷閱讀，以免影響閱讀的流暢度喔！

讀後活動 Post-reading

　　雖然讀文本時，老師已不時穿插問題確認學生理解與否，但是在讀完文本後，可以再用宏觀的角度，

檢測學生是否能說出大綱以及寓意。進一步，可以帶學生反思或辯駁書中的觀點，並綜合他們的先前知

識以及從文本學到的新概念，將其融入生活當中。以下是深度討論外可應用的幾種教學活動：

情節排序

　　其中一個確認理解的方式，就是請學生將文本內容依時間排序。對於初階學生，老師可以提供故事

插圖供排序，再鼓勵他們為每張圖造出一個句子，組成簡易的故事大綱。中階學生，老師可以將段落大

意印在小紙條上，請學生理解句子後再排序。最後請他們抄下排序的句子，再補充不完整之處，或加上

插畫，作為回家作業。高階學生，老師可以要求他們寫出故事大綱，甚至發揮想像力，延伸發展故事。

角色扮演

　　可以請學生們分組擔任不同角色，在不走位、不使用道具的前提下，以讀者劇場的方式演出。另外

也可提供簡易道具或是改編台詞，讓他們演出舞台劇。對於初階學生，可以由老師念出文本，學生以默

劇的方式做出動作。老師更可以攝影錄音，偶爾播放，幫助學生內化文本內容。

製做勞作

　　勞作除了好玩，更是學生事後回味文本的依據。我通常都針對

文本內容，設計一些「吊掛」的勞作，學生在家中看到作品，往往

會回憶起文本的內容；厲害的話，甚至能說出一些令他們印象深刻

的生字、句子或情節呢！如果不知道能做些什麼勞作，可拿文本主

題在網路搜尋關鍵字，例如：farm art crafts 或 clothes art crafts

就能找到許多範本囉！

教完 Old McDonald Had a Farm 的勞作：免洗盤乳牛掛飾！





品嚐悅讀好滋味
閱讀 STAS：Smell、Taste、Appraise、Savor

閱讀
越高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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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ell――文本初體驗
文本像一盤盤好菜，端上桌來，先嗅其香，其味道可從文章標題及插圖略知一二。教師可用標題或

插圖提問，鼓勵學生進行推測，引起他們探索文本的興趣，例如：Look at the picture. Who might the 

two women be? Tell me something about them. 教師也可以喚起學生的真實生活經驗，讓學生猶如聞

到家常菜餚味，而對文本產生熟悉的好感。例如：Do you have good study habits? What study habits 

might the reading talk about?

在這個階段，教師也可以先介紹文中的重要字彙，讓學生品味文本時對一些原料 (new vocabulary) 

有先備知識，減低閱讀困難。教師可依學生程度做些調整，若學生程度較佳，可以將字彙放在下個品嚐

階段，讓學生練習從語境 (context) 猜測字義。

Taste――品味文本的滋味
品嚐（taste）文章好菜應有兩階段，先欣賞擺盤，再細細品味。此階段教師先引導學生觀整體菜色

（文章概要），而不是直接一口一口吃掉（字彙或文法解說）。

一、觀菜色，接觸並了解文本

讀完文章後，可用以下三個方式，請學生個別練習或分組討論，看出文章端倪：

1. 由教師提問，學生統整、歸納篇章主旨，例如：What is the reading about?

2. 學生自行繪製或完成教師提供的圖像組織（graphic organizer），理出頭緒，看出文章鋪陳。圖像組

織能提供學生和文本互動的機會，培養他們將學習內容組織化、視覺化，也加深學習的印象。

3. 運用學習單或教材提問，練習略讀、瀏覽和精讀的技巧，問題設計可如下：

(1) Skimming（略讀）

Keys to Reading

文／詹麗馨．李欣蓉
       資深英語教師

       《國中會考英聽全真模擬》、《國中英語會考模擬試題》作者

探索文字有如品味佳餚，先嗅出 (smell) 菜餚滋味，接著品嚐 (taste) 文章之美與義，

之後給文字佳餚來番品頭論足 (appraise)。意猶未盡時，再佐以點心來品味 (savo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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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 over the reading quickly and answer the question.

- What is the best title for it? / What is the reading about?

(2) Scanning（瀏覽）
Go over the reading quickly and answer the question.

- What is the second step to make salad? / Who has music class on Thursday?

(3) Intensive reading（精讀）
Read the reading silently and then draw a graphic organizer about the context with your group.

Read the reading and write down the five ways of writing a good story.

二、分析菜色，進行字彙、片語、句型教學

　　觀菜色後，學生對於文本已有較清楚的概念，能看出整體菜色（篇章主旨），也能掌握內含食材（內

容及架構），接著才進行品嘗：

1. 字彙教學：可藉由圖片、動畫或閃示卡進行教學，讓學生了解字的發音、詞類、字義及用法。教師可

編製字彙講義，補充單字的相關詞類，例如，friend→ friendly、動詞的三態變化、搭配詞（collocation），

如 heavy rain、make bed、set the table 等。字彙應從文章或句子中學習，因此建議教師用例句或文句

做字義或用法教學，或指導學生從字典找例句。

2. 句型教學：熟悉句型有助於閱讀理解。同樣地，由文本學句型比較能掌握句型的適切用法。教學時，

先從辨識形式著手，如先能認出關係子句，再談句型的功用。學生建立了句型的先備知識，並做過適當

的練習後，就可鼓勵他們運用生活經驗造句。

Appraise――品頭論足說文本
　　閱讀教學除了為學生搭起閱讀的鷹架之外，也要提供學生表達想法和批判的機會。教師可以詢問

學生對文本的看法，例如：Do you like the story? Why or why not? / Do you think Jerry did the right 

thing to solve his problem? 以此培養學生的思考力和表達力。

Savor――意猶未盡再多品味
　　若課堂時間有餘裕，可再提供「飯後甜點」，以額外活動提升學生對文本的了解和應用。例如分組

寫文本摘要、寫信給故事人物、說出故事中感興趣的部分，或將文本改編成短劇並分組上台演出。這些

活動都能增加學生與文本對話的機會，學習掌握重點，進而強化口語表達及寫作的能力。

結語：閱讀教學不僅啟迪學生的閱讀視野、提升英文能力，更涵養了賞析和批判的思考力。善用閱讀

教學 STAS（Smell, Taste, Appraise, Savor），讓閱讀課堂堂精采，成為學生們與文字接觸的美好經驗。

圖像組織 (graphic organizers) 補充資源：

(1) 教學實例：http://blog.roodo.com/anniechan/archives/cat_119552.html

(2) 30 Graphic Organizers for Reading 電子書：http://www.cet-taiwan.com/study/detail.asp?serno=12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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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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勝軟實力：
　　課程、班務、師資

鬆學英文，不死背單字，不強記文法。而「課程

規劃特色」則是全美語教學。當您將補習班的課

程目標、理念、及特色都定位清楚時，所規劃出

來的課程一定會吸引家長和學生。在這之後，就

可以規劃細部的課程種類了。

　　在課程類型上，一般大致可分為長期固定課

程，如兒童班、成人班、小兒童班等，以及短期

不固定、可於寒暑假開班的課程，如文法班、發

音班、字彙班、寫作班、聽力班、會話班、閱讀班。

決定班別後，再依據學區招生對象的特性，及所

選擇之教材來研擬課程應規劃多少等級、每期堂

數、每堂鐘點數、每週上課次數等細節。如果您

還未做課程規劃，不妨坐下來思考一下，您希望

給學生什麼樣的學習方式？什麼樣的學習成果？

當您為學生量身訂做一整套課程規劃後，一定會

為補習班帶來新的氣象，新的商機！

補教經營

成功學
Management Strategies of
Cram Schools

上一期的專欄中，我們提到要讓補習班的硬

體設備為我們說話；這一期，我們再來探討如何

以補習班的軟體設備為我們鞏固家長和學生的心。

當學生和家長走進來詢問課程的時候，要如何使

他選擇我們？要如何規劃一個吸引學生的課程？

課程規劃

家長和學生想要什麼？「效果！」他們關心「多

少時間可以學到哪種程度？」「和學校課程能否

銜接？」「學多久可以通過英檢？」「完整學程

需要多久？」「依年級還是程度分班上課？」「以

學區學校版本為主或採多校版本綜合教學？」因

此，我們可以透過「課程規劃目標」、「課程規

劃理念」「課程規劃特色」及「課程種類」來規

劃課程。

　　例如在目標方面，可以訂定學完幾級後可達

到哪種程度或通過哪些考試。在理念方面，要以

學校課程考試為主，還是實用會話？要採用何種

教學法或教育理念？在特色方面，有什麼是別人

沒有的？以筆者的補習班為例，其「課程規劃目

標」是讓學生能開口說英語、學校考試得高分、

達到聽說讀寫樣樣精通。「課程規劃理念」是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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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務管理

有了完整的課程規劃後，就需要優秀的團隊

去執行。櫃檯老師是介於家長、學生和老師之間

的重要橋樑，他們除了必須能將課程的優點和特

色介紹給家長及學生以外，還必須做好班務管理，

這樣才能在教學及課程規劃上發揮出最大的效果。

班務管理主要可分為學生基本資料建立、註

冊管理、出缺勤管理、進銷存管理、書籍教材庫

存管理、排課系統管理、成績管理以及和學生家

長溝通聯絡這幾大項，是事多且雜的行政工作，

雖然難度不高，但相當瑣碎，因此管理上也頗費

心思。學生基本資料建立、進銷存管理、書籍教

材庫存管理都偏向文書作業，只需要求行政秘書

作業細心，在時間內完成建檔即可。但其他項目

則最好能訂定標準作業流程，才能按部就班，達

到最好的績效。

例如在「學生出缺勤管理」上，訂定點名作

業的標準流程；學生的安全最重要，因此嚴格點

名並百分百掌控學生的出缺席狀況為首要之務，

如有遲到、缺席應立即通知家長。新進人員往往

不了解點名的重要性，因此有必要加強宣導，唯

有負責人員真正了解工作性質，主管才不需要緊

迫盯人。

「註冊管理」方面同樣應該訂定標準的作業

流程，這是補習班的財務來源。因此何時寄發繳

費通知單，何時收學費，何時發教材等，必須有

清楚的表單，而對於遲繳的學生及家長，也應有

一套良好的話術提醒他們。

「成績管理」也是一樣，有標準流程，才能

確認成績單是否定期寄發，讓家長全盤了解學生

的學習狀況。按時寄送用心製作的成績單，是我

們和家長建立及維繫良好關係的基礎。

在「排課系統管理」上，如何安排課程讓教

室的使用率達到最高，使老師和班級的配置達到

最好，使報名課程的人數能達到最多，若遇到老

師生病、請假，需要代課或調課時要如何處理，

在在都考驗著行政秘書的能力。

最後也最重要的是「學生家長的溝通聯絡管

理」，唯有和家長保持密切聯繫，才能讓他們了

解、信任我們。學生和家長的口碑才是招生最實

在的來源，也是確保補習班穩健經營的基礎。

師資培訓

在櫃檯將學生招收進來後，就靠老師們的教

學將學生留住。穩定優質的教學品質，才是補習

班永續經營的基礎，因此讓老師持續不斷的進步，

一直保有教學熱情是非常重要的。用對人是第一

要件，個人挑選師資的原則，首先必須是對教學

有興趣、在乎學生學習成效、認真學習的老師，

縱使他們完全沒有經驗，也比聘用活潑，教學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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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也塑造一種團隊精神：老師們不是單打獨鬥，

而是互相扶持協助，讓大家的教學功力進步神速。

另一個幫助老師成長及掌握學生學習成效的

是師資會議。我們的老師每日下課後都要開師資

會議，有時會提出目前教學的障礙、瓶頸，或是

學生的學習狀況，大家共同討論、提出建議，有

時則是提出他們覺得很有效的教學小撇步，有時

是針對某個句型架構，分別示範各自的教學方式，

如此一來，老師們不但不會有被榨乾的感覺，而

且能夠不斷成長。

各位主任，照顧好您的老師、照顧好您的教

學品質，其實沒有那麼難，以上都是我個人的私

房訣竅，希望能讓您的班務蒸蒸日上！

巧好，但是缺乏熱忱、不關心學生的老師要好。

擁有一個好的師資團隊之後，下一個重點則

是如何培訓他們，這可以分為職前和在職兩部分。

職前訓練：任何一位新老師，不論有無教學經驗，

在進入新的教學環境時，都必須學習合於新學校

課程內容的教學法。以我們的師資培訓為例，在

職前，老師們必須接受 5 天共 10 小時的師資培訓

課程，內容包含：全美語教學基本原則、單字教學、

句型教學、phonics 教學、遊戲教學、教室管理

等。各位可以根據補習班教學的特色，訂定職前

所需的訓練課程，並由主任或資深老師來做培訓

的工作。職前訓練非常重要，由訓練當中可以再

次確認這位老師是否適合我們的教學法，以及其

人格特質是否適合我們的工作環境。

目前許多補習班的職前訓練都以看錄影帶或

看課為主，這種單向的作法較無法得知老師的吸

收程度如何，如果能在新老師開始上課前就掌握

其狀況，才有辦法控管他的教學及管理，並補強

其不足的地方，否則萬一直接上場發生狀況，等

家長和學生的抱怨產生後再來補救，就太遲了。

在職訓練：不用擔心補習班自身沒有辦法提供源

源不斷的教學資源。以我們補習班為例，在職訓

練可分為看課觀摩、檢討及師資會議。跑班老師

們都不喜歡讓人看課，因為這是商業機密，不願

意自己的教學方式因此被別人學走。但我們的老

師會互相看課，彼此學習，這樣不僅能學到其他

老師的教學技巧，刺激成長，而且老師們看課後

也會相互交流意見，產生正向循環。提供班內老

師互相看課的機制，不僅刺激老師們精益求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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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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師德的教學撲克牌中，除了 87 期介紹過

的 Sight Words 撲克牌與 88 期的主題單字撲克

牌外，這次要再為大家介紹四套在主題式教學中，

相當實用的接龍撲克牌。因為接龍（Dominos）

本身就是一個遊戲，因此老師拿到撲克牌後，可

以立即做教學運用，讓我來為大家介紹吧！

接龍撲克牌共有四套，每套包含兩個主題，

一套牌有 52 張，因此每個接龍主題有 26 張牌。

四套牌的八個主題為：(1) 地點 + 交通 (2) 蔬果 + 

食物 (3) 衣物 + 動物 (4) 人物 + 動詞。

挑戰金頭腦：接龍撲克牌

教具
創意角

現在，我們就來看看接龍撲克牌有哪些有趣

的玩法。

活動一：單一主題接龍

教學準備：任何一個主題的接龍撲克牌。

玩　　法：

1. 四人一組，每人發 3 張卡片，剩餘的卡片當作

牌堆放在一旁。

2. 由牌堆中抽取一張卡片當作母卡。

3. 由年紀最小的玩家開始，每次出一張卡片放在

桌上。

4. 依順時針方向進行，玩家所出的卡片要接到桌

上對應的單字圖卡或字卡（如下圖）。

5. 出牌時，要用卡片中的兩個單字，造出一個句

子，才可以將手上的卡打出，例如：A horse can 

Creative Teaching Ai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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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若手中沒有相同音節數的卡片可接，就要從牌

堆抽一張卡，並 pass 換下一位玩家。

6. 先接完手中卡片的玩家即獲勝，遊戲結束。

活動三：同母音的單字接龍

教學準備：多個主題混合或是單一主題的接龍撲

克牌。

玩　　法：

1. 四人一組，每人發 3 張卡片，剩餘的卡片當作

牌堆放在一旁。

2. 由牌堆中抽取一張卡片當作母卡。

3. 由頭髮最短的玩家開始（或由教師自訂規則），

每次出一張卡片放在桌上。

4. 依順時針方向進行，只要玩家手中卡片上單字

的母音字母，與桌上卡片相同，唸出單字後，就

可以出卡；若要減低接卡的難度，或加大練習範

圍，可設定音節數或母音發音相同亦可發卡（見

下方圖片與說明）。

說明：

draw（母音字母 a、發音 [ɔ]）→ walk（母音字母 a、

發音 [ɔ]）

fly a kite（母音發音 [aɪ]）→ write（母音發音 [aɪ]）

read（母音發音 [i]）→ eat（母音發音 [i]）

write（母音發音 [aɪ]）→ fly a kite（母音發音 [aɪ]）

jump rope（母音字母 ο）→ hop（母音字母 ο）。

（圖三）run and a snake can crawl.（動物主題）／ I like 

to wear skirts and shirts in summer.（衣物主題）

6. 若手中沒有卡片可接，就要從牌堆中抽一張卡，

並 pass 換下一位玩家。

7. 先接完手中卡片的玩家即獲勝，遊戲結束。

活動二：音節數相同的單字接龍

教學準備：多個主題混合或是單一主題的接龍撲

克牌。

玩　　法：

1. 四人一組，每人發 3 張卡片，剩餘的卡片當作

牌堆放在一旁。

2. 由牌堆中抽取一張卡片當作母卡。

3. 由生日月份數字最小的玩家開始，每次出一張

卡片放在桌上。

4. 依順時針方向進行，只要玩家手中卡片單字的

音節數，與桌上卡片相同，念出單字發音後，就

可以出卡（見下方圖片及說明）。

說明：

tomato（三音節）→ pomelos（三音節）

broccoli（三音節）→ hamburger（三音節）

beef（單音節）→ peach（單音節）

watermelons（四音節）→ watermelons（四音節）

mangoes（雙音節）→ peanuts（雙音節）

carrots（雙音節）→ pumpkin（雙音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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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若手中沒有卡片可接，就要從牌堆抽一張卡，

並 pass 換下一位玩家。

6. 先接完手中卡片的玩家即獲勝，遊戲結束。

活動四：主動式與被動式接龍

教學準備：人物與食物（或蔬果）接龍撲克牌各

一套。

玩　　法：

1. 四人一組，將卡片混合後輪流發給各個玩家，

直到發完為止。

2. 由生日月份數字最大的玩家開始，每次出一張

卡片放在桌上。

3. 依順時針方向進行，根據桌上卡片的圖案或

是單字出卡。如果先出現食物卡，則必須打出手

上的人物卡並造句。例如第一位玩家打出食物

卡 broccoli / onions，則第二位玩家必須打出人

物卡，並用被動式造句 The onion was eaten by 

the police offi cer.；第三位玩家必須打出食物卡，

並用主動式造句 The engineer ate French fries.

4. 依此類推，玩家輪流交錯打出食物卡和人物卡，

並造出適當的句子；若句子有誤，則必須撤回卡

片，換下一家出卡。

5. 先接完手中卡片的玩家即獲勝，遊戲結束。

接龍撲克牌也可以搭配別的教具，變化出更

靈活的玩法喔！例如下面兩個活動：

終極接龍

教學準備：計時器及接龍撲克牌。

玩　　法：用計時器計時 2 分鐘。玩家輪流出牌，

並正確唸出卡片上的單字，當計時器響時，正在

出牌的玩家出局。

KK音標接龍
教學準備：KK 音標卡及接龍撲克牌。

玩　　法：玩家接龍完後，可找出與單字對應的 

KK 音標卡，找對音標卡者可以加分。

對英語老師而言，現成的接龍撲克牌節省了

自己設計與製作的時間，不論是搭配課程主題，

或進行獨立教學，都非常實用，真的相當便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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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發音，自然免背！

教學
得來速

Teaching Resources

文／劉楚筠
        新北市育才雙語小學　雙語組組長

編排有系統、內容重效率

「免背式發音練習本 1」不像一般的自然發

音書籍從書寫字母開始。它不教字母寫法，而是

從字母單音開始，簡單介紹沒有特殊變化的子音

後，立刻切入短母音 a, e, i, o, u。緊接在短母音

之後介紹的，是字尾為 e 的長母音系列。然後再

到像 sh, ch 等的複合子音。最後以變化較多的長

母音（ai, ie, igh, ui...）收尾。

而「免背式發音練習本 2」銜接在第 1 本

的基礎之上，一開始先介紹對大人來說很簡單，

但對小孩來說很不容易的混合子音（bl, br, fl , 

fr, scr...），接著是較特殊的複合母音（al, ow, 

oo...），最後是一連串特殊規則的字母組合（mb, 

gh, gy, ear...）。

對於現代的父母而言，「背單字」大概是學

生時代學英語的最大惡夢！而這樣的恐懼，到了

出社會，還是無從擺脫，畢竟在職涯中，有時只

會英語的日常會話仍嫌不夠，就算能掌握基礎句

型也依然不足，因為少了一定的字彙量，我們就

難以精確掌握該種語言。所以歸根究柢，單字單

字，還是重要的！

跟上一代相比，這一代的英語學習者可就幸

運多啦！隨著「自然發音法」（phonics）的引進，

見字讀音、聽音拼字，已經不是天方夜譚。而「自

然發音法」的規則，其實一點也不深奧。在教學

現場，我常常遇到一些本身有一定英文能力，很

想陪伴孩子一起學習，但卻苦於不知何謂自然發

音的父母來求助。如果跟著孩子一起按照坊間美

語班的進度一起學，那可要分成好幾期才能將自

然發音全部學完。但在英文裡，自然發音規則的

重要性相當於國語裡的ㄅㄆㄇ，如果能密集地將

自然發音法一網打盡，孩子豈不是能更有效率地

學習往後遇到的所有單字？所以本期的教學得來

速所要推薦給大家的「免背式發音」系列，就是

為想更熟悉自然發音的老師、家長、與學生精心

設計的教材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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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這裡，是不是有些眼花撩亂了？雖然英

文字母只有 26 個，但是依據自然發音的規則排列

組合起來，就夠讓初學的孩子頭昏腦脹了！這也

就是為什麼坊間的美語教材很少將自然發音一次

收錄，尚輔以其他諸如會話、句型、閱讀等內容。

話雖如此，筆者仍認為提早將自然發音規則全數

介紹給孩子，對他們的字彙、乃至於閱讀學習力

與自學力，是有相當助益的！而跟著這兩本教材

的編排順序學習，孩子會發現自己見字讀音的能

力越來越強，對英語學習也會更加有信心！

配套完善（CD＋學習單＋免背式發音卡）
「免背式發音練習本 1、2」除了有清晰的設

計編排脈絡，還有完善的配套。每一本練習本都

配有兩片 CD，所以只要聽 CD 中的發音，原本不

理解自然發音規則的家長或學生，很快就可以知

道所謂的短母音 a 和長母音 a ，到底有什麼不同。

在練習本中，每一個單元都配有不同形式的

學習單。例如講到短母音 i 時，聽力練習會要孩子

從 rid 和 red 中圈出聽到的字。這樣的辨識對於孩

子來說有一定的困難，但如果孩子能分辨，則表

示他不但將之前介紹的短母音 e 的聲音記住了，

也瞭解了 e 和 i 的差別。

為了讓自然發音的練習更添趣味，「免背式

發音練習本」還搭配了很好用的免背式發音卡！

正面是代表單字及圖像，背面是更多符合該規則

的單字（約 6 個）。在小班教學中，對於學習

程度較基礎的學生，老師可讓他們輪流讀出圖卡

上的字，或是以小組玩撲克牌心臟病的玩法，讓

小朋友看字搶答，得到發音卡。而在程度中等的

班級，老師可以讓孩子猜猜看圖卡的背面，還有

哪些同規則的字。例如 cl 發音卡的正面顯示的

是 clerk，而背面顯示的則是 clap, class, clean, 

clerk, close, 和 cloudy。如果同學有講到圖卡上

的這幾個字，便可以為自己的組別得分！而在程

度進階的班上，可以鼓勵學生多腦力激盪，若能

講出圖卡外的字，可再多得一分！例如，如果有

同學可以講出 claw, clown，創造更多練習機會，

不是很好嗎？

教學小建議

筆者建議，對於自然發音這種較片段的「點」

的教學，可以多用遊戲、打電動過關的概念，來

設計教學活動。因為我們的目的是要孩子看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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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發音法是英語學習的基礎。它可能不像

會話那般有趣，但因為它比較屬於「點」的學習，

因此也很容易讓學生獲得成就感，早點熟練規則，

對長遠的學習，絕對有加速的作用！所以老師或

父母若能花點心思激發孩子對於自然發音的興趣，

那麼孩子即可免去重蹈上一代死背單字不歸路的

痛苦。

總而言之，要能夠達到看到字就會唸，聽到

音就可以拼得出來，必須掌握兩個重點，那就是

「聽」和「說」的練習。最基本的，就是要熟悉 

26 個字母的說和聽。除了看到每個字母，都可以

立即說出它的讀音外，當我們聽到任何音時，如

果都可以判定它是哪一個字母，那麼幾乎沒有什

麼單字可以再難得倒我們了！

就能拼讀出來，因此速度的訓練也很重要。例如

讓程度相當的兩位同學比賽念「免背式發音練習

本 1」中的句子：Hide nine dimes in the pine. 

先求正確再求速度。如果囫圇吞棗念過去，不算

得分，一定要念正確才能得分。如果兩位同學都

念正確，但是其中一位較慢呢？這時候，我通常

會給較慢的那位一分，較快的那位兩分。雖然兩

隊的差距還是一分，但是在付出努力的孩子的心

中，0：1 與 1：2 可是代表非常不一樣的意義喔！

另外，在做自然發音的辨音練習時，老師其

實不必總是喊得聲嘶力竭，有時「無聲勝有聲」。

例如，我要孩子在 blush 和 brush 中圈出我念的

字，但是我突然自己消音了！這時候孩子反而會

更專注、更覺得有趣地讀我的唇，幾次以後他們

會知道，在辨音時不能只憑耳朵，尤其是像 th 和 

f 的音，在學習階段，是需要同時靠視覺輔助的。

不過，有些字是不能消音的喔！像是 b 跟 p 開頭

的字，如果消音的話，那孩子就真的分不出來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