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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學生英語程度的日漸提升，以及教材教法的多元化，目前許多學校和補習班，都是

由外師和中師搭配授課，讓學生能有更豐富的學習體驗。而家長們也多半期待，孩子能真正

接觸到 native speakers，從小習慣接觸外籍人士，自然地培養語言使用的能力。因此在我記

憶中，每次家長到補習班接送孩子時，只要看到自己的孩子正在跟外師說話，即使只是打個

招呼，都感到這是孩子進步的一種表現。不過偶爾也讓中師多少有些吃味，同樣花費時間和

心力教學，怎麼外師看起來似乎特別受學生和家長的歡迎呢？

站在中師的立場，很多人都有相同的煩惱：「孩子似乎比較喜歡上外師的課？」不僅上

課玩遊戲、讀課文特別起勁，下課時也喜歡圍著外師嘰哩呱啦講個沒完。但是認真想一想，

這實在不是什麼奇怪的事。外師來自於西方國家，僅僅是髮色、膚色等外表的不同，就足以

引起孩子的好奇心，更別說是文化背景和教學風格的差異，無一不讓孩子感到新奇有趣。孩

子正處於像海綿般吸收學習的年紀，如果能夠透過外師活潑生動的教學，引發孩子對英語的

興趣，並且不畏懼跟外籍人士交談，這不就已經為將來的學習打下穩固的基礎了嗎？

當然，如果希望外師的教學更有成效，中外師彼此之間的良性互動，絕對是不可或缺的。

有些人抱怨外師上課只喜歡玩遊戲，課程進度得要中師負責補救；有些人則覺得外師不願意

管理課堂秩序，中師每次都要板起臉孔來面對學生。然而，當中外師之間的關係不佳，班上

的學生往往是最無辜受害的一群人。想要解決這些問題，中師首先必須善盡溝通之責，直接

跟外師坐下來好好地聊，畢竟教學進度落後或課堂秩序大亂，也同樣會影響到外師的教學感

受。若是真的溝通無效，也可以試著尋求中師主管或外師主管的協助，經由資深主管側面瞭

解問題所在，或正面介入提供建議，都能讓彼此的教學更順利、合作更緊密。

本期的「補教經營成功學」，龔玲慧老師與我們分享她與外師合作的切身經驗，包括外

師的招募方式、職前的專業培訓，以及成功溝通的技巧。外師從自己的國家來到陌生的地方

從事教職，在語言文化上的不同，難免成為溝通的障礙，中師也必須多點耐心與包容，建立

起良好的互動關係，才能為彼此培養出最佳的教學氛圍。

《 Hello! E.T.》總編輯  孟慶蓉  

 pd@cet-taiwan.com

編輯
筆記

Good Morning, Teachers!

Editor's No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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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7 TKT 核心模組線上成績查詢

 ★ 07/02（四）

      ．第 41 屆 STYLE/JET 全國兒童暨青少年英語分級檢定― 成績複查截止日

 ★ 07/07（二）

      ．史嘉琳口說教學班 - 開放報名

 ★ 07/08（三）

      ．5/17 TKT 核心模組證書寄發

      ．8/23 TKT 核心模組報名截止日

 ★ 07/09（四）

      ．【杜哲宏新作】全民英檢初級聽力一本通

      ．第 17 屆 KITE 全國幼兒英語分級檢定― 成績複查截止日

 ★ 07/10（五）

      ．【最強優惠】2015 師德開學季

 ★ 07/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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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08/03（一）

      ．第 42 屆 STYLE/JET 全國兒童暨青少年英語分級檢定― 陸續寄發簡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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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08/10（一）

      ．8/23 TKT 核心模組寄發准考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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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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師管理學問大

　　其實在英語系國家的年輕人，很多都有想到

亞洲國家旅遊及教英文的想法，他們出國前都會

先上網約略查一些英語教學的網站，因此如果您

的補習班有設計完善的英文網頁，很有可能偶爾

還會有人由國外詢問您是否需要外師。

　　此外，以我個人的經驗，幾乎每次去美國時，

不論美國人或華人，都會有人問我到臺灣教書的

環境如何，可見想來的人不少，只是重點就在如

何讓補習班和老師能因緣際會找到對的人。

2. 透過仲介：如果班主任的英文程度不足以和外

師面試，或是補習班無法對外師做師訓，這會是

一個比較好的選擇。主任們可以儘量將補習班需

要的人才條件向仲介提出，媒合出適合的外師。

　　但是如果班主任英文程度不錯，或者是補習

班中有老師能夠協助面試挑選人才，個人比較建

議透過登報或網路人力銀行自己面試，一則省下

仲介費用，二則比較能真正挑選到適合自己補習

班的人才。

3. 登報或網路人力銀行：現在看報紙找工作的人

少之又少，但是只要網路一登，外師的履歷和電

話就如雪片般飛來。如果收到外師的履歷，我們

可以先過濾需要的條件再約面試；如果外師直接

打電話來，我基本上就直接約面試，有些有經驗

的外師會在電話上詢問有關薪水、時數等問題，

我都請他們來面試再談，如果不願意來就乾脆放

棄，以免造成後續有溝通落差等種種問題。

補教經營

成功學
Management Strategies of
Cram Schools

外師管理在補教業一直是個較麻煩的課題，

也因此許多補習班乾脆不用外師，或是以外師來

管理外師。其實只要面試找對人，錄用後溝通得

當，外師也可以成為我們得力的助手，甚至為教

學及招生加分許多。

外師的招募

招募管道

早期外師的招募主要以登報為主，其中又以 

China Post 為最有效的管道，其次為一些私人的

仲介。現在由於網路發達，幾乎都以網路的人力

銀行為主，其中又以 tealit.com 為大宗。基本上

目前業界招募外師的管道大約可分三種：

1. 到英語系國家招募人才：許多連鎖補教體系以

此方式為主，因為連鎖體系對外師的需求量大，

因此在當地招募，辦說明會，遴選人才，是個很

好的方式，但是對於一般非連鎖體系補習班而言，

這種方式反而太大費周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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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他們的教學經驗對於我們的判斷會有幫助。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teaching? 不論有無教

學經驗，由回答可以判斷外師對教學的想法，不

見得是由他的答案來判斷，而是在他說話時，去

感受他是否有教學的熱忱。

　　如果有教學經驗可以繼續再問：How did 

you teach? What is your teaching method? 

What would you do when you have naughty 

students? How do you encourage students to 

learn? 由上述這些問題可以判斷這位外師是否是

一位好老師，並了解他的教學態度、教學技巧、

及教室管理方法。除此之外，還要注意外師的用

字遣詞，以判斷他的教育水準；同時發音是否標

準，是否有特殊腔調等，都在評估項目之中。

安排試教

　　在試教的過程中，主任應該挑選對於學習來 

說，最具代表性的一課或一頁請外師試教；同時

班主任也可以模擬您補習班中較常發生的狀況，

看外師如何處理。不論是否有教學經驗，試教都

很重要：對於有經驗的老師，我們看他的能力、

技巧；對於沒有經驗的老師，我們看他的教學態

度、親和力。

　　我們的作法比較特別，我們不要求試教，而

是直接提供十小時、五天的免費師訓，師訓結束

後再決定錄用誰。每次訓練約七、八位到十幾位

外師，這個模式使外師之間產生良性的互動學習

及競爭，同時五天相處下來彼此更熟悉，我們加

深了對外師的認識，而外師也會更清楚這是不是

適合他們的工作，以免簽約開始工作後，才發現

不喜歡這份工作。

面試外師

挑選外師的條件主要包含人品、穩定性、親

和力、活潑、學習意願及學習能力強、容易溝通。

除此以外，很多補習班可能會問外師是否有教學

經驗？是否有 TESOL 或 TEFL 證書？在上述這些

條件中，我個人覺得人品比什麼都重要。而上述

這些條件的判斷，透過面試就可以初步評估，以

下提供班主任和外師面試提問的內容給您參考。

　　如果外師是第一次到台灣，問 Why did you 

come to Taiwan? 主要是了解他來台的動機，如

果是仰慕中華文化、學習中文，或是在他的國家

很難找到適合他的工作，這類人會比較穩定些。

How long have you been here? 如果已經來一、

兩個月了，就要了解為什麼到現在還沒有工作，

有些可能真的條件不佳，這種當然也不予考慮，

也有可能他想長久定居，因此希望慢慢找到適合

的，也有些人是來學中文、武術……可能要等排

定學習課程之後才開始找工作，這兩種人就可能

會成為很好的工作夥伴。問 How long do you 

plan to stay in Taiwan? 只是參考用，答案大約都

是一或二年，偶而會有視情況而定，或直接回答

希望長久待在這裏。

Have you taught English? How long have 

you taught English? 有些人雖然第一次來台，但

可能之前在日、韓、中國、或東南亞有教過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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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定錄用

　　我個人的感覺是寧缺勿濫，只要您覺得不好，

不要勉強，合則來，不合則去。畢竟挑錯人時，

請神容易送神難，不適任的老師將來只會造成補

習班的困擾。而一旦您決定後，簽約前一定要仔

細詳談，將補習班的工作守則或要求講清楚，同

時說明管理方式。可以有話直說，但是對事不對

人，這一點對外師來說很有用，同時對於今後的

管理也方便很多；例如我去看課之後，就可以很

自在的討論看課結果，需要如何改進和調整等，

同時家長、學生有抱怨時，也可以直接提出來。

與外師的溝通：即時、正面

　　許多班主任心中都有的痛，就是外師狀況一

堆，卻不知該如何和他們溝通，縱使溝通也不見

得會改進或配合。但是在外師的圈圈裡，他們對

補習班也是抱怨連連，總覺得老闆常常有莫名其

妙的要求，歸根究柢問題都出在溝通不良。

　　許多狀況是因為外師沒有參與全程，只有最

後被告知配合，我們沒有給他們機會和我們站在

同一陣線上。因為大部分的溝通（不論是和學生

或家長）都是以中文進行，外師對整個前因後果

不了解，再加上有些要求他們不認同又沒有得到

合理說明的情況下，因此配合度很差。有人可能

會覺得為什麼要對他們特別多作解說？這是因為

我們的工作環境是以中文為主，許多事情我們不

需特別解釋，就能參與並理解情境，而外師則往

往在狀況外。有狀況時我們一般都只以一、兩句

話直接要求，沒有說明及解釋，外師不了解家長

和學生的問題為何，可能不知道究竟要如何改進，

或甚至不認同需要做任何改進。

　　我的作風是有任何大小狀況，都會立即向相

關的老師提出（縱使有些事情不見得必須處理，

我也會讓外師知道狀況），而我的態度是：我們

是站在一起的，凡事沒有對錯，只有現在面對的

狀況要用什麼方式處理最好。我尊重老師們的想

法，也會提出我的意見，而目標是問題要解決，

任何班級、教學、學生、家長問題，都是大家共

同的問題，而不只是個人的問題。當然前提是外

師不能只在乎拿多少薪水。

如何當外師心目中的好主管

　　這二十年來，有不少外師感謝我們，感謝這

個地方讓他們成長、感謝這個地方讓他們變得更

有自信，感謝這個地方成為他們的第二個家。我

也請教外師，為什麼他們在這裡的配合度這麼好，

他們給我許多回饋，綜合而言，大致有下列幾項：

1. 良性的溝通：能表達意見的安全環境，外師有

任何事情都可以提出來討論。主管有話直說，但

是態度尊重，有問題大家一起解決，絕不責怪。

2. 給予支持：在工作和私人兩方面提供老師們幫

助。讓他們在工作中發揮更多潛能。給老師們更

多空間發揮，如製作教具、行銷活動……。

3. 共進退的環境：讓大家感受到每個人都是這團

隊的一分子，大家一起努力，而不只是上對下的

要求關係。

4. 定時召開會議：我們每日都有例會，會議中我

們給老師們教學建議，適時給老師們鼓勵，老師

們則提出問題討論。

感謝我的老師們給我的支持，和他們的互動

也同時讓我成長，在經營管理的路上永遠都學不

完，讓我們一起努力，成為外師心目中的好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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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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美國喝中國茶
Dim Sum for Everyone!

探索
村世界

Read and Explore

剛回國的頭幾年，我在臺北歐洲學校教了幾

年書，我常常到處尋找和中華文化有關的繪本，

希望能藉由繪本的分享，讓外國孩子更接近中華

文化。同時，我也和國內孩子們分享此類的英文

繪本，期望孩子在透過英文繪本接觸英文之餘，

也能藉由介紹中華文化的英文繪本，學習如何以

英文詞彙表達自己的文化，或是透過這些繪本看

看外國人眼中的中華文化。

一開始時，這樣的繪本不容易找到。某些

繪本插畫已經有些年代，就像 The Five Chinese 

Brothers 中的角色，都是充滿刻板印象的清朝中

國人長相――光著前額，後面留著長長的辮子，

眼睛一定是誇張的丹鳳眼，甚至頭上還戴著一頂

小圓帽。而許多刻畫中國故事的繪本，如著名的 

Tikki Tikki Tembo，因為描述的是中國古代傳說故

事，角色大都戴著大斗笠，也形成外國人眼中對

華人的刻板印象。因此我除了和孩子分享凱迪克

兒童插畫獎得主 Ed Young 充滿濃濃中國風、將

中國特色發揮得淋漓盡致的作品，如 Seven Blind 

Mice、Lon Po Po，也到處尋找刻畫現代華人社會

的英文繪本。最後，我終於看到了 Grace Lin 的 

Dim Sum for Everyone! 記得第一次看到這本繪本

時，我興奮的不得了，一邊讚不絕口，一邊迫不

及待地尋找 Grace Lin 的其他作品，猜想著她一

定是移民第二代，才能夠在她的繪本中融合了中

西文化的元素，又能將文字掌控得恰到好處。

後來我有幸在一次演講中，聆聽 Grace Lin

（林珮思）分享自己小時候的成長經驗，才知道

她的父母為台灣人，他們移民到美國後就住在

白人社區。從小 Grace 和她的兩位姊姊一直都

認為自己就是美國人，直到有一次，小學老師

拿 了 The Five Chinese Brothers 的 繪 本 唸 給 全

班 聽， 說“This is a Chinese story.＂ 時， 同 學

都 笑 了， 叫 嚷 著“This is where Grace came 

from!＂，Grace 當時不願意承認，因為她認為

自己長得和畫中長相好笑的人不一樣！後來，她

開始畫畫，她喜歡西方的童話故事，剛開始畫的

也是王子和公主。直到有一次她到歐洲旅行，

當她在畫城堡的素描時，一位路人問她「你是



很多的桌子，很多的客人，很多的小碟子。家中

的每一個成員都點了自己喜歡的點心，大家點好

後一起分享，然後“Everyone eats a little bit of 

everything.＂每個人每道都各吃一點點，到最後

只剩下一堆空碗盤，與一臉的滿足！

記得第一次讀到結尾的時候有些錯愕，好像

還沒過癮故事就完結了！但是其實這本繪本可以

細細品味的地方可多了。首先在書名頁，映入眼

簾的就是「天下為公」的牌樓與街上中英文的招

牌，還有在國外的中國餐廳典型可見的中國宮廷

式屋簷設計，熟悉的景象讓讀者馬上聯想到這是

在美國的中國城（Chinatown）。在跨頁圖中，則

可以看到一個偌大的魚缸裡只有三隻大魚，這幅

畫面真實地呈現了一般中國餐廳為了風水，會在

門口養條大「紅龍」在魚缸中的景況。而門口擠

著一堆客人，與後面的侍者遠遠揮手招呼來客的

情景，讓讀者感受到飲茶餐廳的熱鬧。

接下來的故事插圖，也都看似簡單，實則充

滿生氣，「動作」不斷――絡繹不絕的推車、此

起彼落的點餐，茶餐廳忙碌的氛圍在跨頁的全景

圖中清晰可見；雖然劇情簡單，但透過 Grace 精

簡的文字，配上線條簡單又豐富的插圖，能讓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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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人，為什麼不畫自己的文化？」她才開始

追溯內心文化認同的疑問：「我是什麼人？」

她的家中保留著中華文化的傳統習俗，但是她

所接受的美國教育，卻讓她擁有西式的思維。

最後，Grace 決定開始畫「亞裔美國人」

（Asian American）的故事，於是她的繪本中

充滿了濃厚的東方味，從刻畫她媽媽將家中花

園變菜園的 The Ugly Vegetables，到充滿中國

節 慶 文 化 的 Bringing in the New Year、Round 

is a Mooncake 和 Red is a Dragon。 從 描 述 美

國的中國餐廳才有的特殊文化 Fortune Cookie 

Fortunes，到敘述東方特有風俗文化的繪本 Kite 

Flying。Grace 這幾年來不斷創作，作品涵蓋繪

本、橋樑書及青少年小說，因為她的跨文化題材

與充滿特色的插畫，讓她大受歡迎，甚至在 2010

年，Grace 的 青 少 年 小 說 Where the Mountain 

Meets the Moon（中譯《月夜仙蹤》），還得到

美國紐伯瑞文學獎銀獎（Newbery Honor Book）

的殊榮！

Dim Sum for Everyone! 是 Grace 早期的作

品，故事本身架構很簡單，描述的是一個亞裔家

庭到中國城餐廳吃港式點心。在畫面中可以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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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在閱讀的時候，不斷地被小細節所吸引，從碗

盤上的紋飾到衣服上的線條，到處都呈現了濃濃

的東方味。在故事的最後，Grace 還特別用兩頁

來介紹港式飲茶的飲食文化――從中國人在茶館

喝茶的習慣，介紹到點心的演變，並說明當茶壺

空了，可以將茶壺蓋翻過來；或是當有人幫你倒

茶時，可以用三隻手指在桌上輕敲以示感謝等飲

茶的禮貌。

最後，這本繪本最讓我驚豔的地方，其實

是蝴蝶頁的設計。打開封面後，映入眼簾的蝴蝶

頁是滿滿和中華料理（Chinese cooking）有關

的食材與工具，舉凡大菜刀（cleaver）、蒸籠 

（steamer）、筷子（chopsticks）等器具，或是

麻油（sesame oil）、白醋（rice vinegar）、醬

油 （soy sauce）等調味料，以及大蒜（garlic）、

香菜（cilantro）、八角茴香（star anise）等香料，

還有餛飩皮（wonton wrapper）、荸薺（water 

chestnut）等食材，光是這兩頁介紹中華料理的

單字就精彩無比了！而翻到封底蝴蝶頁看到的，

則是我們熟悉的各種廣式點心，以及這些點心的

廣東唸法與英文名稱，單只是嘗試唸出這些廣式

點心的名字，就充滿了趣味。讓孩子先試著聽聽

看“lor bak go＂、“cha siu bao＂是什麼？孩

子就會興奮的大喊「蘿蔔糕！叉燒包！」。另外，

因為很多點心的英文名稱都是“dumpling＂，

也引起孩子許多討論；例如鹹水餃是 crescent 

dumpling，蝦餃是 steamed shrimp dumpling，

燒賣是 pork dumpling，大家都一致覺得，為什

麼不直接叫點心的名字即可，就像披薩可以叫 

pizza，壽司可以叫 sushi，我們應該不用把蘿蔔

糕 翻 成“turnip cake＂， 而 是 直 接 將“lor bak 

go＂之名發揚光大，就像豆腐（tofu）一樣，簡

單好記又有特色！

我常常將 Dim Sum for Everyone! 介紹給外

國友人，因為藉由這本繪本我不僅可以分享中華

飲食的特色，還能將華人家庭的稱謂“Ba-Ba＂ 

“Ma-Ma＂“Jie-Jei＂“Mei-Mei＂，直接置入性

地介紹給大家，真是一舉數得啊！

<與吳敏蘭老師同步收藏 >

Dim Sum for Everyone!

作者：Grace Lin

出版社：Knopf Books for Young Readers

定價：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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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解漫畫學文法

圖解
教學活動
Teaching with Diagrams

不同的文法單元有著不同的教法，實在沒有什麼萬用的教學活動可以套用在所有的文法單元上。儘

管如此，無論我教的文法單元為何，我都期許自己能涵蓋以下三點原則：

1. 宏觀角度――觀察、推測與比較

2. 微觀角度――熟悉細部變化與例外

3. 實際應用――生活會話與造句

Mika 就以「現在進行式」為例，跟老師們分享我大致的文法教學流程！

Step 1. 宏觀角度―― 觀察與比較

我喜歡在介紹一個文法重點之前，提供一些有情境的句子，鼓勵學生們瞎猜其中含意。而我認為圖

文相互呼應的「文法漫畫」是很好的媒材，因為學生若無法全然看懂漫畫中的文字，至少圖片還能提供

一些印證的線索。下圖是 Mika 用童話 Little Red Hen 所改編的漫畫：

相信老師們都有發現，我刻意在漫畫中置入了許

多現在進行式的句子。我會用以下幾種方式來引導學

生藉由漫畫認識現在進行式：

(1) 看圖猜測文意

引導學生猜出現在進行式的使用時機：此時此刻正在

發生的事情。

(2) 歸納重點句型

請學生從不斷重複的句型，找出構成句型的元素：

be + V-ing。

(3) 觀察細部變化

請學生寫出每個現在分詞 V-ing 的原形，並猜測其變

化方式。



2015 師德會訊  13

其實 Step 1 只是一個引起學生興趣並吊學生胃口的引子。老師們不需要在這個階段太用力地介紹此

時態，只要讓學生們對這個文法產生一點點好奇心即可。接下來只要打開課本或發下講義，詳細的文法

使用時機、句型與現在分詞的變化，就留到下個步驟來解釋囉！

Step 2. 微觀角度――細部的變化 

在介紹完大重點之後，就是帶出細部變化的時機了。相較於該時態的籠統句型 be + V-ing，所謂的

細部變化，指的是形成現在分詞 V-ing 的四種方式。如果時間允許的話，可以提供學生足夠的例句（別

忘了也要提供動詞原形），並且請他們發揮偵探的精神，互相討論並歸納出現在分詞的變化方式。

My dogs are running in the park.

(run)

My mother is working in the office.

(work)
You are tying your shoelaces.

(tie)

I am dancing to the music.

(dance)
The teacher is coming to the classroom.

(come)

Ted and David are swimming in Taipei.

(swim)
We are playing baseball.

(play)

Dad is lying on the bed.

(lie)

Mika 其實比較不常使用課本，反而習慣自己編寫文法講義，這樣就可以把我認為重要的文法重點，

用我喜歡的順序呈現出來。而我的講義裡，通常都會將文法的使用時機、句型、動詞變化規則整理出來，

或甚至把重點挖空，請學生在聽完講解後，用自己能理解的話填入空格。雖然學生們蠻常有異想天開的

答案，但他們往往都能靠自己的能力推測出四種 V-ing 的變化方式。而我的任務，就是使出拿手的編故

事絕招，幫助他們記憶這些規則（見下表）：

原形動詞形式 V-ing 形成方式 瞎  掰  小  劇  場

e 結尾 去 e + -ing
                                    ing 是一個俠盜，他專砍惦惦不說話

                                    的小敗類，也就是不發音卻霸佔一個

                                    位置的無聲 e（如 dance, come）。

短母音＋子音結尾 重複字尾 ＋ -ing
                                    ing 俠盜看到短命的媽媽（短母音）

                                    會心有不忍，總是多送她們一個孝子

                                   （子音）服侍在側（如 run, swim）。

ie 結尾 去 ie + -ying
                                    俠盜 ing 也幫助 ie 這對愛人結為連

                                    理，從此兩個母音永結同心，化為擁

                                    有一樣發音的 y（如 tie, l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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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介紹完 V-ing 的變化方式後，也可以利用一面是動詞原形、另一面是現在分詞的閃示卡進行快問

快答，幫助他們加深印象喔！

Step 3. 實際應用――口說寫作練習

　　在介紹完該時態的大小重點以後，接著就可以引導學生們說出或寫出現在進行式的句子了。以下分

享幾個我在教此時態時會使用的教學活動。

讀後活動 Post-reading
(2) 情境對話

學英文的最終目的，就是為了能在日常生活中靈活運用。我非常喜歡一套經典教材 Side by Side 課

本中的生活會話，也很佩服作者能把各種情境搭配精美插圖，自然地套用在同一個對話模版中。這樣的

對話練習，能幫助學生們增加英文的語感，透過反覆的語音記憶，讓常忽略 be 動詞的學生們習慣將 be 

動詞跟 V-ing 綁在一起。

(3) 寫句子遊戲
介紹完現在進行式的大原則、小變化與練習完口說之後，就可以讓學生

們小試身手來寫句子了！如果要避免在課堂上使用中文進行中翻英，老師們

可以準備一些圖片，請學生們看圖造句。或甚至可以在 PowerPoint 中放上

會動的 gif 檔圖片，讓動作看起來更像是在進行中喔！

(1) 雜誌遊戲
這個遊戲事前工作比較繁雜，卻也是學生最愛的遊戲之一。準備兩本雜誌，

最好是圖片多、學生較有興趣的八卦或服裝雜誌；Mika 準備的是美國的八卦雜

誌 People。在兩本雜誌中，試著尋找相似情境的圖片，如 A man is wearing 

sunglasses. 並記下兩本雜誌出現此圖片的頁數。其他情境可能是 Two people are 

holding hands. / A woman is laughing. / A person is walking a dog. 等等。

　　接著將學生分為兩組，每組各拿一本雜誌。老師唸出題目句 A man is wearing 

sunglasses. 後，學生才能打開雜誌尋找圖片。較快找到圖片的組別可獲得一分；

且勝組必須拿著圖片反問敗組：What is the man wearing? 而敗組必須回答 He is 

wearing sunglasses. 為了讓敗組服氣，老師可以提供事先記好的頁數，證明敗組

的雜誌裡也有相似的圖片。這個活動之所以廣受歡迎，除了緊張刺激以外，也是練

習口說的好機會喔！

Magazine 1

Magazine 2





看影片學閱讀

閱讀
越高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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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養成並非一蹴可幾，教師若想全面提升學生的程度，常常得絞盡腦汁嘗試各種教學方法。現在

可供借鏡的教學資源越來越多，甚至還有實境示範教學影片，能幫助教師快速掌握教學方法。本期所介

紹的教學影片「互惠式閱讀教學」及「國中英語閱讀教學」，就演示了許多適用於課堂的活化教學好策略。

《互惠式閱讀教學 (Reciprocal Reading)》
互惠教學（Reciprocal Teaching）是一種促進主動學習的教學模式，經由短短 9 分鐘的影片（http://

goo.gl/wGS5li），許琇敏老師演示了教師與學生如何積極對話，以預測、澄清、提問、概述四個閱讀理

解策略進行教學。透過引導學習者積極地與文本互動，提升學習者的文章理解力及思考層次。以下簡結

了影片中的教學四大策略：

1. 預測：閱讀前從標題預測文章內容，或是從已讀的部分預測情節發展。教師可引導學生利用既有的知

識以及文本中的資訊做合理的推測。

2. 提問：閱讀時引導學生不斷提問；提問能增加舊知識與新知識的連結，有助於掌握文章重點及大意。

3. 澄清：閱讀時遇到困難的字句能適當處理，也能利用文本中的細節，澄清文本中的概念或其它細節，

以建構意義。

4. 概述：閱讀後引導學生運用策略做摘要，培養歸納、整理，掌握重點的能力。

進行互惠式閱讀教學時，可透過異質性分組，鼓勵學生相互提問與回答，運用小組共學，彼此協助

加深學習印象。教師可在小組活動時，穿梭於教室扮演催化者或訊息提供者的角色。學生在密集接觸文

本時，無形中也將字彙與語法的學習內化到了閱讀過程中。閱讀教學應突破字彙與語法的層面，引導學

生進入更深層、更透徹的學習。影片中的教學法，值得教師探索並運用於課堂教學。

延伸學習

(1) 相互教學（互惠教學）名詞解釋：http://goo.gl/VYMfu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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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惠式閱讀教學」的預測、澄清、提問、概述，有助於啟發學子思考。閱讀前、閱讀

中及閱讀後的「閱讀教學三階段」，幫助學子掌握文本的字義、句意、文意、甚至弦外之音；

學習加深又加廣，奠定閱讀好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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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九年一貫英語閱讀的定位及教學策略：http://goo.gl/CIfVAK

(3) 英文版互惠式閱讀教學介紹：http://goo.gl/rRH9JE

《國中英語閱讀教學》
在約莫半小時的影片中（http://goo.gl/O1eZyn），陳秋蘭教授、林利真老師、林素桂老師及傅惠美

老師討論及演示了閱讀教學三階段的教學目標和技巧：

1. 閱讀前：以分組討論的方式進行，教師提問，引導學生運用「標題」、「圖片」及「關鍵字」預測課

文內容，例如：What do you think this picture is about?、What is happening? 等，並逐一討論。接著

讓學生試著歸納主旨（main idea），學生掌握了文本大意之後，教師再引導學生利用上下文猜測字義。

2. 閱讀中：閱讀中的活動著重於加強學生對文本細節的了解。在這個階段，教師可以用 5W1H 的疑問句

提問，協助學生理出內容細節，並引導學生在字裡行間推敲文意和字彙；也可以進行略讀（skim）及瀏

覽 （scan）活動；亦或用分組合作的方式，將打亂的文本內容重新排列，讓學生有機會思考文句之間的

關係，了解故事鋪陳或發展的方向，訓練學生的理解、思考及寫作能力。

3. 閱讀後：閱讀後的活動可包含寫作，加深理解之外也引導學生應用所學，例如以填空活動回憶故事細

節（recalling details）。也可以選讀課外讀本部分章節，之後就觀點（point of view）、時態（tense）、

文類（genre）、角色（characters）、事件（events）、地點（locations）及主旨（main idea）等進

行文本分析（text analysis）。

　　影片中除了閱讀教學三階段的示範教學，也引介了課外讀本書評（book review）的學習單，例如在

閱讀前，寫出標題（title）、作者（writer）、出版者（publisher）、語言（language）及國際標準書號

（ISBN），作為認識一本書的基礎。閱讀後，進行描述文中的人物（Characters in the story are...）、

依時間順序寫出文中的重要事件（List important events happening in the story in time order.）等活動，

或是依教師指定閱讀的頁數寫出故事摘要。此外，教師也可以針對讀本的內容細節、文章結構，或就故

事內容與生活經驗的連結，設計相關的學習單，使學生閱讀後充份理解文本內容。

　　影片最後總結閱讀教學需融合聽、說、讀、寫的練習，把握「從做中學」的原則，讓學生從被動接

受教師的訊息，轉為主動參與。學生有興趣，學習動機就會增強，進而發揮潛能增進英語力。這部影片

拍攝至今已十多年，儘管當年的資訊科技遠不如現在，但是影片中示範的教學活動及技巧，均掌握了閱

讀教學的精髓。如果教師們想再多探究閱讀教學實務，以下三部影片有更深入的分享。

延伸學習

(1) 國中英語閱讀教學紀實－整合式的閱讀教學篇：http://goo.gl/b37xAx

(2) 國中英語閱讀教學紀實－多媒體應用篇：http://goo.gl/mK2nYX

(3) 國中英語閱讀教學紀實－課外讀本篇：http://goo.gl/2p05YI

結語：閱讀同時也是思考的歷程，若能從字彙與語法學習的層面，提升到與文本對話，並培養綜合、歸納、

整理及運用的能力，就能為學習注入新活力。教師的引導有如學生探索閱讀天地的探照燈，改變教學方

法，有可能就是學生有效學習的新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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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嘉琳 (Karen Steffen Chung)

        國立台灣大學 外文系 副教授

單數、複數、可數、不可數？

讓英文名詞再也難不倒你（上）

大師
開講

換成中文的代名詞來想，如果轉換後有個「們」

字在裡頭，那就得加 -s 囉！例如，說「很多隻貓」

之前，就把「貓」想成「牠們」，以提醒自己要

說 “cats＂，而不是說專指單隻貓的“cat＂。

有一次聽到一位台籍同事在講解課文時，竟然把 

“hotels＂這個英文字翻成「旅館們」！當時他自

己都沒發覺到，可是剛好那次有錄音存證，聽了

以後他自己也覺得很好笑。個人的詮釋是，這位

同事已經把英文單複數觀念徹底內化，所以即使

說中文時，他還是隨時把英文的「數」放在心上，

讀者不妨向他學習！

也別忘了 -s 詞尾的三種不同唸法，以及每一

種唸法該在什麼時候用（請見第 76 期）。同時

也要記得遇到第三人稱單數的主詞時，動詞後面

要加 -s 詞尾，如 “look＂ 要改成 “(he/she/it) 

looks＂，這也屬於單複數問題的一部分。至少英

文的簡單過去式不用去想「數」的問題，不像很

多歐洲語言，在這方面比英文複雜很多――若學

了德、法、西或俄語，就知道了！

1
「 文 法 範 疇 」 是 語 言 學 術 語， 英 文 是 “grammatical 

category＂ 或 “feature＂；「時態」、「人稱」等就是「文

法範疇」的例子。

前三期講過有關英文文法的學習方法，從本

期開始，則會針對個別的文法問題進行探討。首

先來講英文名詞的「數（Number）」這個文法範

疇
1 ，也就是名詞的單複數和可數與不可數性質、

定冠詞與不定冠詞、“a＂vs.“one＂等問題。各

個問題難易不一，最簡單的像“a＂vs.“one＂這

個問題，希望讀者看完這兩期後，立刻就能一勞

永逸地把問題解決掉。較複雜的像可數與不可數

的問題，期望讀完本篇後，讀者就可以掌握一個

明確的方向，慢慢把問題由大化小，進而再化為

「沒問題」！

中文也有單複數！

英文單複數的問題常讓人感到很困惑，一方

面因為中文裡「數」的範疇跟英文的不同，另一

方面是因為英文單複數不只是數量多少的問題，

還牽涉到「一般情況」跟「個別例子」的對比、

可數與不可數、修飾用名詞與「約定成俗」的用

法等問題。

其實，中文並不是完全沒有單複數的分別。

在使用中文代名詞時，通常不得不把數量交代清

楚：「我」與「我們、咱們」、「你」與「你們」、

「他」與「他們」，這些詞不得相混亂用，而英

文不過是把這個規則延伸到每一個名詞上。所以，

每次使用英文名詞時，可以在心裡先把該名詞轉

Professor's Cor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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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噪音」怎麼數？

中文裡，「噪音」這個名詞該用什麼量詞？

筆者問過的人都講不出來。他們會想，「一□噪

音」到底有什麼單位可以當量詞呢？似乎沒有吧！

要了解英文「不可數」的概念，可以多想一下這

個有點類似的中文難題。

其實，中文裡所有的名詞單獨出現時，都是

不可數名詞，包括「人」在內！想要把一個名詞

變可數時，就要在名詞前面加上「這」或「那」

一類的指示形容詞或數字，並搭配適當的量詞，

例如：「椅子」vs.「這張椅子」、「三把椅子」，

「人」vs.「一個人」等。不過，有些沒有固定形

狀的東西，像「水」和「麵粉」，以及較抽象的

概念或無形的現象，像「時間」和「噪音」，中

文裡不一定會搭配量詞來使用。英文裡，這一類

的字也通常就是不可數名詞。中文靠額外加的字

（即量詞）來區別名詞的可數與不可數；然而英

文裡，可數與不可數是名詞本身的天性。其中可

數名詞佔多數，其餘則固定是不可數名詞，或是

可數與不可數兩種型態都有（當然也有視個別情

況而定的例外）。所以學英文時，一開始就必須

要特別留意哪些名詞「可數」，哪些名詞天生「不

可數」，不能光憑感覺順勢帶過，才不會因為用

錯而讓別人誤解你的意思，或對你的英文水準產

生懷疑。

英文裡，不可數名詞通常是屬於以下這幾種

類型：

1.材質：wood, metal, glass, paper, cloth, 

cotton, silk, plastic, concrete, rubber, clay

2.氣體與液體：air, gas, steam, smoke, 

pollution, oxygen; water, blood, sweat, 

shampoo, paint

3.食物、飲料、農作物、固體與半固體日用品：

food, meat, beef, pork, bread, pasta, cheese, 

ketchup, mayonnaise, chocolate, oil, soy 

sauce; milk, juice, coffee, tea, water, wine, 

beer; wheat, rice, corn/maize, grass, sugar 

cane; glue, soap, toothpaste, shoe polish

4.由微粒／細條組成，或成片的物質：dirt, sand, 

powder, flour, sugar, salt, pepper, cinnamon; 

hair, fur, skin

5.自然現象：weather, wind, rain, snow, ice, fog, 

dew, humidity, thunder, lightning, electricity, 

sunshine, heat, cold, gravity, time

6.組合與總稱（集合名詞）：furniture, bedding, 

clothing, underwear, fruit, machinery, housing, 

traffic, jewelry, medicine, makeup, money, 

cattle, poultry, equipment, software, baggage, 

luggage, mail, research, homework, grammar, 

vocabulary, alphabet, information, slang, 

gossip, feedback, staff, faculty, audience, stuff, 

junk, garbage

7.活動、動名詞、疾病：basketball, tennis, 

chess, work, sleep, music, leisure; running, 

swimming, cleaning; cancer, pneumonia, polio

8.抽象概念與學科：truth, happiness, honesty, 

beauty, death, fun, help, intelligence, 

knowledge, progress, information, advice; 

science, history, literature, law, art, religion

不可數名詞的類型此處並沒有列盡，以上的

八種類型重疊性也很高，不過，其實歸納起來都

有共同的性質，大致為這兩類：(1) 沒有固定形狀

的東西；(2) 較抽象或概括性的觀念。

請特別留意紅字的例子――很多學習者誤以

為這些是可數名詞，常加了不該加的 -s 詞尾。由

這些例子可以看出，最常出問題的類型就是「組

合與總稱」。很多人在初學時，可能沒有注意到

這些字是屬於「組合與總稱」的類型，以為是「單

一」或「個別」東西的意思。像“vocabulary＂，

一般人常把它當作一個單一的單字，可是實際上

所指的是一整套認識的字，因此 vocabulary 是

不可數的，除非指的是幾個成套的字彙；所以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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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是有特殊、罕見的意思或用途。也有的字加了 

-s 代表「一陣一陣的」、「一場一場的」，例如 

rain =「雨」，rains =「一場接一場的豪雨」。

還有為數不少的名詞，可數與不可數兩種

形態都有，且意思各自不同，所以也要特別留

意：像 condition 常指「狀況」，而 conditions 

多 指 的 是「 條 件 」；instruction 是「 教 學 」，

instructions 是「說明、指示」；damage 是「損

害」，damages 是「賠償金」；pepper 通常指「胡

椒」，而 peppers 是「青椒、甜椒、辣椒」。中

文裡也有一些類似的例子，請比較一下：「他很

有經驗。」跟「我有過一次很驚險的經驗。」前

者指累積而成的生活或工作上的經驗（不可數），

後者指一次單獨的經驗（可數）。

總之，不能把名詞的單複數和可數與不可數

當成是「小細節」，用錯形態有時真的會讓別人

一頭霧水。建議各位學習者盡量養成一個習慣：

在學習或遇到每一個名詞時，多留意它的單複數

和可數或不可數性質，再把它記起來，這麼做會

讓你的英文學習達到全新的境界！

下期預告：有關「數」的討論才剛暖身而已，接下來還

有很多要談的內容，敬請期待！

們 應 該 說：“He has a large vocabulary.＂ 或 

“He's memorized all the vocabulary words for 

this lesson.＂，而不可以說 *“He knows many 

vocabularies.＂。alphabet 也 是 如 此， 單 一 的

字 母 叫 做“letter＂， 例 如“The word dog has 

three letters.＂，整套的 26 個英文字母才稱之

為 “the alphabet＂。audience, faculty, staff 

也都是如此，想要加 -s 詞尾的話，後面要附上 

“members＂才行，讓它變可數名詞。有些字會

隨著時間或科技發展從「不可數」變成「可數」，

像原先不可數的 email，現在大家都已經當可數名

詞用了，例如 “I have hundreds of unanswered 

emails.＂。

有些字雖然加有 -s 詞尾，可是無法用「一個、

兩 個 」 來 數， 像 是 clothes, groceries, goods, 

contents, leftovers，只能說“some leftovers＂, 

“lots of groceries＂等，並要搭配複數形態的

動 詞， 例 如“The groceries have arrived.＂。

有 些 學 科 也 有 加 -s 詞 尾， 像 mathematics, 

physics, electronics, statistics, economics, 

politics, linguistics，但是要當單數來看待，例如

“Linguistics is fun!＂。有些「遊戲」類的字也

是 如 此， 像 cards, billiards, darts。“News＂ 

也要當單數看待。還有一批有 -s 詞尾的名詞，

諸 如 scissors, pants, jeans, shorts, glasses, 

binoculars，都是指具有兩個對稱成分的物品，這

些字必須要用 “pair＂ 做量詞，例如 “There's a 

pair of scissors in the drawer.＂。

另外，有很多原則上是不可數名詞的字，加

了 -s 可以變成「各式各樣」的意思，像 fruit = 「水

果」，fruits =「很多不同種類的水果」。可是要

注意，並不是每一個不可數名詞都可以這樣使用，

像 sunshine, furniture, homework, equipment, 

underwear 等，就不能加 -s；網路上可能還是找

得到這些單字加上 -s 的形態，但大部分只會出現

在非英語系國家的網頁上，要不然是公司廠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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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教材    連線
The Complete Book Se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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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設計

每一本電子書都分成四大部分：一年級到三

年級的四大部分為 Reading、English、Spelling 

和 Math； 四 年 級 的 四 大 部 分 則 為 Reading、

English、Writing 和 Math。換句話說，從一年級

到四年級，編排設計上不只具有連貫性，隨著級

數增高也會安排對應的進階內容。而且不僅只有

英文科，還有數學科的課程。

在 Reading 的部分，涵蓋了英文學習的基礎

元素―― Phonics，越低年級的冊次，Phonics 的

比重會越重。English 的部分，則帶入英文學習的

骨架――字彙與文法，從介紹不同性質分類的名

詞開始，到介紹比較級、最高級等等，每一頁學

習單，都讓孩子學到不同種的英文概念。Spelling 

和 Writing 的部分，除了強化字彙認識之外，也

讓孩子實際練習將字彙應用在句子與文章之中。

每到新學期開始，老師們或美語班的主管們

可能就會面臨選教材的難題。辦學的方向？一週

上課的時數？孩子的屬性？家長的期待？各層面

的考量皆在在考驗著有心耕耘英語教學的老師們，

是否有足夠的判斷力。大部份老師會感覺紙本教

材較有系統性，一本本攜帶也方便，不過現在的

教材琳瑯滿目，根據孩子的程度不一，有時候也

需要給予不同份量與難度的學習單，因材施教。

這時候，內容編排同樣系統化的電子書，便能為

老師帶來最大的彈性與便利了！

筆 者 要 跟 大 家 分 享 的 是 美 國 American 

Education Publishing 出 版， 配 合 美 國 國 家 教

育標準的全英文電子書 The Complete Book of 

Grade 1 ～ Grade 4，本系列分成一到四級共 4

本，一至四級循序漸進由拼字再到讀寫等進階能

力訓練，接下來會有更詳細的介紹。由於這裡的

年級劃分是依照美國國家教育標準，因此在台灣

是適用國小低年級至國中程度的學生。電子書的

好處是，由於它不受重量限制，頁數再多也不怕，

內容自然也相對豐富喔！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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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h 的部分是坊間英文教材較少著墨的區塊，事

實上，美國小學階段所學的數學主題內容不若台

灣複雜，但如果能經由學習與日常生活應用息息

相關的基礎數學，讓孩子自然地接觸其他性質的

文本，對於孩子在英語系國家生活上的實際應用，

以及台灣日漸加重圖表等多樣文本的考試趨勢，

都是很有幫助的！

優勢特色

1.編排清爽多彩：The Complete Book 的 四 大

部分以不同顏色的頁面區分，一目了然。每一頁

學習單皆很用心地配上可愛的圖片與邊框，非常

符合能吸引小朋友的學習風格，怪不得已經售出 

700 萬套囉！現今的電腦與手機所能支援的功能

日益增加，老師們如能將電子書的內容投影在大

型螢幕上，必能吸引學生的目光！如果以學習單

方式影印給學生，也不至於排列過於緊密而產生

壓迫感。

2.內容豐富頁數充足：每 一 本 The Complete 

Book 都有 260 頁左右，因此涵蓋的範圍相當齊

全，編寫時也顧及螺旋式學習的原理，因此不同

冊之間仍能相互對照，當然句型的長度與指令的

複雜度會依孩子的年紀調整。例如在一年級與二

年級的 The Complete Book 中，都有「認地圖」

的練習，像是二年級的學習單中，小朋友要拿五

種不同顏色的蠟筆按指示畫出小女孩 Lisa 星期

一到五去 5 個不同地方的 5 條不同路徑。而在一

年級的學習單中，只需用鉛筆畫一條路徑即可！

此外，文章的長度與字彙的難度也會調整。以

四年級為例，每篇文章的長度從 200 字到 400 

字不等，非常適合用以訓練孩子的閱讀流暢度 

(fluency) 與閱讀理解力 (comprehension) ！

3.單元標題編寫用心：也許不是每個老師都會注

意到教材的單元標題。不過筆者倒是覺得這套電

子書的標題常常是「一語雙關」，相當生動有趣，

而這些有創意的標題，也恰巧可以作為教學活動

的名稱，保證讓學生與家長都能享受動動腦後的

成就感！例如，The Complete Book Grade 4 裡

有個單元標題是這樣的：Give Me A Break!（讓

我喘口氣！）您知道這是要教什麼的嗎？答案是

教「分辨音節」！讓孩子把看似很長的字，拆解

成好幾個音節，這樣讀起來、背起來，都可親多

了！還有一個單元的標題叫做 Undercover f（臥

底的 f），這又是做什麼的呢？原來是把所有會發 

“f＂ 音的字母集合一下，這樣孩子就能結合趣味，

有系統地知道 ph、gh，也常是臥底的 f 囉！

4.數學單元提升數字敏感度：不知道您有沒有發

現，學習英語的非母語人士（包括英語老師和學

生）可能對於英文的詞彙很熟悉，但是一遇到英

文數字，表達速度就變慢了呢？其實原因很簡單，

Grade 1                            Grad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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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終極挑戰：我會先行影印好幾份與目前所學相

關，但程度可能相當、可能較容易、但也有可能

較難的學習單，如果在課堂活動中，某些動作快

的同學已經完成老師指定的作業，他們知道可以

自行取用進階的「挑戰單」。「挑戰單」的難度

其實不見得難，但取這樣的名字，會讓學生很有

成就感！不過能夠做「挑戰單」的學生，必須要

有不錯的聯想力或讀懂英文指示的能力，如果大

部分人都不太懂該份挑戰單的意思，那就是選擇

的學習單難度太高，需要換一份。我的方法是兩

週結算一次，累積越多挑戰單的組別，也會有越

高的挑戰積分，得分最高的組別可以「抽獎」，

獎項可是五花八門喔！目前為止最受學生歡迎的

是「點心卡」和「天使卡」。「點心卡」顧名思

義是領小餅乾吃，「天使卡」則是老師當天上課

都要像天使一樣不能生氣。其實啊！當老師刻意

繃緊臉笑咪咪罵人的時候，真的頗有「笑」果，

學生圖的就是這一點小小的幽默趣味呀！

　　新學期，建議您可以用這套 The Complete 

Book 為自己的教學加些新意！

  

那就是我們不常訓練學生（甚至自己）對於英文

數字的敏感度。偏偏在日常生活中，數字會如影

隨形地出現，無論是記電話號碼、地址、複誦店

員告知的金額等等，都常常需要用到數字。因此，

藉由 The Complete Book 的 Math 學習單，可以

化零為整地讓孩子在每次的課程中都接觸到數字。

特別是有些孩子，也許數學能力還不錯，而這時

他們的數學背景知識則恰可補足其英文程度的落

差，進而增進他們對於英文學習的信心！

教學應用

　　筆者的學校目前有既定的主教材，但是因為 

The Complete Book 觸及的文法、字彙、自然發

音等主題都相當廣泛，因此很容易找到可以應用

的學習單作為補充，例如筆者在班上進行的兩種

活動：

1.動動數學腦：筆者建議要多利用這套電子書的 

Math 單元！信不信由你，平常對數學不怎麼感興

趣的同學，對於書中的 Math 單元可都覺得有趣

喔！也許是美國數學的編排方式跟台灣數學不太

一樣，或是小朋友覺得用英文算數學很新鮮，所

以對於每週一次的 Math Time，都興致勃勃的呢！

不過，我會跟孩子約法三章，遇到 Math Time（大

約 15 分鐘），所有的數字都要在腦袋裡用英文唸

過，這樣才能訓練對於數字的敏感度呀！

暑期主題課程首選教材暑期主題課程首選教材
The Complete Book Series 電子書

http://www.cetbooks.com.tw/    洽詢專線：(02) 23820961 #113http://www.cetbooks.com.tw/    洽詢專線：(02) 23820961 #113

— 全球狂銷700萬冊 —

8/31 前，單一冊 280 元，全系列 999 元。

全彩電子書，共分 4 個級數 (1~4)，每冊包含
拼讀、閱讀、文法、數學邏輯主題。

Be

stsel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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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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趣吸睛的教具絕對是課堂上吸引學生注意

力的必勝法寶，藉由分組比賽、參與遊戲活動等，

學習少了乏味，多了興致。各類教具中，用海報

進行的 board game，以及撲克牌式的卡牌活動，

很容易就能搭配各種主題，穿插在教學活動當中，

讓沉悶的課堂氛圍搖身一變活躍起來，也提升學

生的學習專注力。

瘋狂賽車手遊戲海報

聽到瘋狂賽車，孩子們想必都會非常興奮，

加上海報亮眼的黃色及有趣的內容設計，相信無

論是男孩或女孩，第一眼都會被吸引！跟大部分

遊戲海報一樣，遊戲以擲骰子（或轉數字轉盤）

的方式前進，但海報特別設計的「加油站」和「炸

彈」遊戲格，為活動增添了許多趣味和變化性。

課堂吸睛活動王

教具
創意角

此外海報下方的 5 種交通工具 (bus, car, bicycle, 

scooter, helicopter) 還可以剪下來當作棋子。

海報本身附詳細的教案說明，方便老師備課

參考。另外，經過上光的海報可重複擦寫使用，

適用於各種英語教學主題，像是單字或句型等，

是訓練學生英語表達能力的好伙伴。我們此次用

海報及骰子進行了介系詞的遊戲活動：我將設計

好的學習單剪開，變成一張張的題目卡；再將學

生分成四組，到台前抽題並唸出題目與答案。答

對後，就可以擲骰子移動棋子前進。（另一種玩

法則是把題目卡貼在海報空格中，骰到哪格就要

唸出該格題目卡的內容。）

   

　　當棋子停留在「加油站」或是「炸彈」格時，

要另外再丟骰子決定要執行的「任務」。「加油站」

主要是正面指令，例如前進 1, 2, 3 步、大躍進、

再擲一次骰子等（如上圖）。「炸彈」則多是倒

楣事，例如：回到原點、唱一首歌、或是與別組

Creative Teaching Ai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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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該對卡牌，不成功則把卡牌蓋回原位，最後配

對成功最多者獲勝。卡牌數量可視年齡層而定，

幼兒一次約 4-8 對，國小生則可增加到 8-13 對。

玩法 2：

1. 將 52 張卡牌混洗後，正面朝下蓋在桌上。

2. 利用計時器或是手機計時，在限定時間內（如：

二分鐘）翻出並唸對最多對卡牌者獲勝。若是唸

錯單字，則必須將卡牌蓋回喔！

玩法 3：

1. 將 52 張卡牌左右配對後，拿取右方或是左方 

26 張卡牌，混洗後平均發給各個玩家，剩下的另

一半卡牌混洗後，正面朝下蓋起放在桌上。

2. 每位玩家每次輪流公開翻開一張卡牌，如果該

卡與自己手上的卡牌配對，則保留該卡，若無則

蓋回原來位置。最後手上卡牌先全部配對成功者

獲勝。

玩法 4：

1. 將 52 張卡牌混洗後，平均發給四位玩家一人 4 

張，剩下的卡牌放在中間當作牌堆，並翻開 4 張

牌（如下圖）。

2. 每回合開始時，玩家先檢視自己手上的卡牌，

若手上卡牌可以與桌上翻開的任一卡牌配對的話，

則唸出正確單字後打出該牌，並取得該對卡牌放

（圖三）交換位置等。加油站與炸彈區都有 6 種指令，除

搭配骰子，也能搭配旋轉指針使用，非常方便。

吸睛卡牌遊戲盒

精美的鐵盒內含四盒不同主題的卡牌，分別

為字母大小寫配對卡、常用名詞單字配對卡、常

用交通工具卡、以及數字與數量卡。每盒牌有 52 

張，卡片顏色鮮明且圖案精美，搭配生活化的實

用單字內容，十分適合英文初學者，是一項令人

愛不釋手，能激發孩子們學習興趣的產品。

遊戲一：配對大挑戰

所需教具：字母大小寫配對卡或常用名詞單字配

對卡。

玩法 1：

1.  將卡牌混洗後，正面朝下蓋在桌上。

2. 每次每人輪流翻開兩張牌，配對成功就可以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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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旁當做得分。

3. 每回合每位玩家只能做一次配對。若配對成功，

記得要從中間的牌堆中抽一張牌加入自己的手牌，

並從自己的手牌中選一張打出放桌上；若配對不

成功，則先從桌上牌堆中抽一張牌，再從手牌中

選一張打出放桌上，之後換下一位玩家。

4. 遊戲持續進行至無牌可取為止。最後擁有最多

對卡牌者獲勝。

遊戲二：Tic-Tac-Toe
所需教具：12 種常用交通工具卡 X 4 套（一副牌

含 13 種交通工具卡 X 4 套）、4 種不同顏色的積

木各 5 個。

玩　　法：

1. 將 2 套 12 種交通工具卡（共 24 張）排列成 

4X6 的牌陣。每位玩家發給同顏色的積木各 5 個。

2. 剩下的 24 張卡牌混洗後，平均發給四位玩家一

人 3 張，剩下的 12 張卡牌當做牌堆放在桌上牌陣

右方的中間。（如下圖）

3. 玩家依序輪流出牌。玩家打出一張自己手上的

牌後，要唸出牌中的單字（或是用單字造句），

之後將該牌放置一旁，並放一個積木在牌陣的對

應卡牌上。例如：左上拿黃積木的玩家第一次出

了 concrete mixer 後，就放一個黃積木在牌陣

的 concrete mixer 上，左下拿藍積木的玩家第一

次出了 helicopter 後，就放一個藍積木在牌陣的 

helicopter 上，以此類推。

4. 玩家每出完一張牌，就從牌堆中抽取一張牌，

直到卡牌被抽完為止。

5. 先將三個同顏色積木連成一線者獲勝。

遊戲三：數量問與答

鐵盒中的第四副牌是數字與數量卡，跟算術

有關，每張卡牌上都有一個用英文寫的數學小題

目。我們可以搭配「瘋狂賽車手遊戲海報」做英

文練習。例如：學生抽一張牌，唸出卡牌上的問

題後回答，答案正確時可以擲骰子前進，先到終

點者獲勝。

    填問卷，抽好禮！
    即日起自 7/31 日止，上網填師德會訊問卷，

    就有機會獲得神秘小禮！

    方法一：輸入網址

                  http://goo.gl/forms/2RRL34JGfw

    方法二：刷行動條碼

牌  陣
牌  堆

左上玩家

左下玩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