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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邊有幾個媽媽朋友，目前都面臨孩子剛進入小學的階段，除了擔心孩子在群體裡的適

應問題，就是煩惱孩子的學習狀況。很多爸媽在幼稚園階段，就努力培養孩子對學習的興趣，

希望孩子與生俱來的好奇心，能幫助他們學得更快更好，但也有一些隱憂。

朋友們告訴我，不曉得是不是因為太早接觸電子產品的關係，孩子們對於紙本閱讀，似

乎不那麼熱衷。有些媽媽是職業婦女，一整天工作下班後，拖著疲憊的身軀，好不容易哄孩

子坐下來，打算和孩子來個共讀時間，結果不到三分鐘，孩子的注意力已經不知飄到哪裡去

了，甚至有孩子直接問媽媽「我能不能玩 ipad、手機？」顯然這些有聲有色的娛樂，對孩子

有著更強烈的吸引力。最後媽媽也只能放棄這個吃力不討好的想法，把孩子學習閱讀這件事，

寄託在老師的身上。只是老師們同時要照顧好多個學生，對於孩子閱讀興趣的建立，以及個

別閱讀的程度，可能無法面面俱到，這也讓我們對孩子未來的閱讀成效，感到憂心。

反觀近幾年，國外孩子在閱讀的方式上，已經有了顯著的變革：國外的老師們相當喜歡

利用電子書，鼓勵孩子主動學習。老師們發現，既然孩子們不願意離開平板電腦，那麼就乾

脆用平板電腦來上課，把孩子們平常熟悉的娛樂，轉化成為學習的媒介。國內也有學校開始

因應這股學習趨勢的改變，逐步採用電子書作為上課的素材，舉凡 Scholastic BookFLIX 或是 

Tumblebooks，都是現在許多老師們愛用的電子書平台。電子書的好處，除了打破實體書的限

制，讓書籍數量大幅增加之外，有聲有影的互動學習方式，不但學生感到興趣盎然，老師在

教學上也有更多可以發揮創意的空間。懂得善用電子書，能夠幫助孩子在上課時專心學習，

也可以激發孩子自己探索的潛能，開始自發性的閱讀，最終培養出良好且有效的閱讀習慣。

本期的「教學得來速」，Tina 老師也為我們介紹了 Benchmark Universe 電子書平台，不

僅藏書數量豐富，更有實用的搜尋功能，能依據孩子的程度，選擇適合的閱讀素材。這個讓

老師和家長都心動的學習提案，您可千萬不要錯過了喔！

《 Hello! E.T.》總編輯  孟慶蓉  

 pd@cet-taiwan.com

編輯
筆記

有聲有影，盡情悅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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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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教經營決勝關鍵

在教育訓練方面，包含師資及行政人員的培

訓：師資上除了教學的訓練之外，也需要培養對

兒童心理學的了解以及和學生家長的溝通技巧。

至於行政櫃檯人員的訓練，則包含溝通話術與電

話應對禮儀，及招生技巧等。績效考核方面，除

了著眼於招生、留班人數以外，員工的工作態度

也應列入。師資管理及人力配置方面，則最好永

遠都有儲備師資。

行銷管理

有了優秀的人才之後，主任就可以和櫃檯一

起規劃：如何行銷我們的課程，如何招攬學生，

如何取得家長的信任。除了招生實務與宣傳策略

之外，班主任也應該事先規劃好招生預算，同時

每隔一段時間，必須做相關市調，以了解目前市

補教經營

成功學
Management Strategies of
Cram Schools

連續五期我們由補習班的各個層面探討了

如何成功的經營補教業，而讓補習班成功的關鍵

到底是什麼呢？是名牌師資？超優環境？便宜價

格？常辦活動？任何企業經營的成功絕對不只在

於一個面向或一個人，而是靠團隊的努力。補習

班是個以人為主的事業，只要將老師、櫃檯、學

生、家長這四種人照顧好，我們自然能達到上述

目標，班務得以蒸蒸日上。

簡單地說，如何評斷一間補習班經營成功？

就是櫃檯招生績效佳，老師教學有成效，學生考

試成績好，家長信任且滿意。

管理實務
班主任要如何面面俱到地照顧好上述四種

人，以達成終極目標呢？第一步，在下列管理方

面的努力必不可少：

人力管理

首先在徵才時要找到合適的人才，找不對人，

再努力經營都徒勞無功。找到好人才後，必須透

過教育訓練、績效考核、合宜的管理制度以達到

留才、育才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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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分析哪些班級是有利潤的班級。簡單的財務分

析，能幫助主任們作出更正確的決策。

品質管理

生產線有品質管理，文教業當然也應該有品

質管理，由教學、招生、班務、到和學生、家長

溝通等，都應該有好的品質。品質優良才能讓我

們永續經營，而為了要做到這些面向的品質控管，

主任應該固定和老師及櫃檯開會、看課、並保持

與家長、學生的接觸。

領導能力
探討到這裡，我們會發現班主任是補習班經

營的靈魂人物，是讓上述這些管理項目上軌道的

關鍵角色。要做一個成功的領導者，成功帶領整

個團隊，優質班主任應該具備以下的能力：規劃

組織、打造團隊、激勵員工、控制績效。

規劃組織

規劃是一切的開始，補習班開班之初，主任

們就應該擬定經營目標，由目標訂定發展策略，

制定計劃。從空間配置、設備規劃、到師資管理、

教材規劃、課程編排設計、班務行政規劃……，

這些規劃得愈完善，日後的經營也才能愈穩健。

軟硬體建構完成之後，就要開始擬定招生企劃、

教學計劃、員工訓練計劃及各種活動設計等。完

善的規劃才能指引正確的方向，達到有效地執行

與控制。

打造團隊

要如何組織團隊、如何用人呢？主任們在聘

僱櫃檯和老師後，應該分析組織的資源，例如員

場競爭及趨勢。

教務管理

有了學生之後，好的教學是留住學生續讀的

重點，主任必須確認每一堂課老師都很清楚如何

教學，並激勵老師精進教學技巧及教學熱忱。學

生成績的好壞，影響著補習班的命脈。要提升教

學成效、提高學生成績，必須在教學計畫的掌控、

教學進度的控管、以及教學日誌記錄方面下功夫。

如此一來，才能有效掌握學生的學習狀況，創造

亮眼的學習成績榜單。

創新研發管理

任何產品都必須創新，老師的教學也必須跟

著各種趨勢與時俱進，一成不變是很容易被時代

淘汰的。主任應該常常主持教學會議，和老師們

探討激發新的教學點子，或是開發新的教學課程。

班務管理

班務管理雖然並非直接和學生或教學有關，

但是這項繁雜的行政工作如果經營得當，會是整

體營運良好的潤滑劑。主任們必須做好督導工作，

才能使家長、學生、老師和補習班彼此間達到良

好溝通。透過行政櫃檯對於作業流程的熟悉，以

及各類行政管理表單的運用，維持和學生及家長

優質的互動，是創造補習班業績很重要的一環。

財務管理

大部分的補習班因為規模小，比較沒有財務

管理的系統，但是主任們自己最好能做一些簡單

的分析，例如我們的支出項目中是否有不合理的，

或是可以減少的項目；或估算每個班級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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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擁有哪些特殊技能？由此研擬策略，發展企劃，

讓櫃檯和老師各司其職，不只讓他們發揮所長，

更同時促進個人和組織的成長。而在合作參與的

過程中，溝通管道必須暢通，除此之外，在組織

用人上，最好能充分授權，在執行任何活動企劃

時，能確實分工合作，才能讓組織活化，提升績

效和運作，達成目標。

激勵員工

要使團隊更有效率，主任們必須透過激勵讓

您的櫃檯和老師們更有成就感。領導要多用影響

力，少用威權力，促使員工達到目標。激勵員工

的方法，除了有形的獎金獎勵之外，也應該常常

口頭讚賞員工，欣賞他們的努力，感謝他們認真

工作。以讚美代替責備，以鼓勵取代要求，創造

一個共同的願景，大家在一個有相同的價值觀和

教育理念的環境下工作；員工自然而然就能因為

完成共同的目標，而獲得成就感。

控制績效

依據老師和櫃檯不同的工作性質，事先設定

標準，以了解工作成果的回饋，並確認員工努力

的方向。例如在櫃檯方面，可以設定每年或每季

的招生人數，活動舉辦的次數、內容。在老師方

面，可以統計他們的留班率，和家長溝通的次數，

和學生的關係經營，以及學生的成績是否達標等。

經由績效控制，了解員工的技能和能力不足之處，

再給予必要的訓練。如果員工都達不到目標時，

除了考量員工能力外，可能也必須適時修正目標，

設定一個可以達成的目標。

由於少子化的關係，補教業的經營也愈來愈

辛苦，要如何在補習班快速增加，但學生日益減

少的市場下，創造競爭優勢？優質的管理、優秀

的團隊，可以幫助我們建立口碑，增加學生，提

升利潤。祝福各位，擁有堅強團隊，創造您經營

的藍海，獲得亮麗的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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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8 (日) 高雄班

 11/15 (日) 台中班

 11/29 (日) 台北班

時間：10:00∼16:30

一般會員
1,700 元 

兩人同行． VIP 會員
1,600 元

1

2

3

4

5

國中英語會考
師資班

教學專長再加碼  輔考名師就是您！

 課程服務專線： (02) 23820961分機117    www.cet-taiwan.com

完成課
程即頒

發「國
中會考

師資班
」結訓

證書。

課程
大綱

課程
時間     

課程
費用

政治大學英
語教學碩士

20 年國中、小
英語教師

教育部閱讀
推動教師

全國中小學
教師研習

資深講師

林淑媛 Chere 

滿班倒數計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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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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說教學活動出招！

圖解
教學活動
Teaching with Diagrams

老師們有沒有這樣的經驗呢？身為老師的我們，平常閱讀、寫作不成問題，但是若與美語人士交談

時，講錯一個時態或文法，回家都會自責個半天：「我不是英文老師嗎？怎麼可以說錯呢？我的英文好

爛啊……」。

其實大多數人評斷自己英文能力好壞的第一指標就是「口說能力」。無論自己的聽、讀、寫能力再好，

溝通能力上的不足總是最令人感到挫敗。偏偏學校的英文課很少有機會讓學生練習到口說，所以我盡量

在每次的正規課程中，安插一個口說的小活動。我的學生們每次都非常期待，甚至將口說小活動視為一

種「獎勵」呢！

不過在分享活動之前，先給各位老師一些小叮嚀：

★在設計活動時，請使用貼近生活並且有意義的主題。在口說活動開始前，先透露該次口說主題，並且

帶著學生一起腦力激盪，引導他們將可能會用到的相關字彙先寫在黑板上。

★在活動進行時，老師請強忍住想要糾正學生發音或文法的衝動，以免打斷學生說話的流暢度或打擊他

們的信心。但在學生之間穿梭時，別忘了隨手記下學生常犯的錯誤。

★在活動結束後，可以請幾組同學到前方示範。並且把蒐集的錯誤寫在黑板上，反問學生們如何改正。

第一招：Side By Side會話練習

這套教材令人喜愛的地方是，它針對許多文法

設計了很生活化的對話練習，並且還可以將不同的

情境套入同一組對話，再搭配幽默可愛的圖片，讓

學生反覆練習也不覺得乏味。即使是初級程度的學

生，也能無壓力地享受對話的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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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招：大家來找碴

　　準備兩張細節豐富的圖片，兩張圖片必須看來大致相同，但是細部有些微差異。將學生分成兩人一

組，一人拿一張圖片。在不秀出圖片給對方看的前提下，學生必須用英語口說描述自己手上圖片的所有

細節，逐步找出並圈出兩張圖的相異之處。最先找出所有差異的組別就是贏家。至於圖片的來源，只要

上網搜尋關鍵字 spot the difference，就可以找到很多現成的圖片了喔！

第三招：Taboo 猜字遊戲

　　這個遊戲不需要繁複的準備工作，卻最受學生歡迎。首先將學生分

成兩隊（或以上），每隊推派一位學生當「猜字者」，並且背對黑板坐

著。老師在黑板上寫下目標生字，接著兩隊隊員輪流擔任「提示者」，

引導猜字者猜出生字，而猜中者可為自己的隊伍贏得一分。

　　以上的玩法是 Mika 簡化後的版本，適用於初級和中級的學生。而

Taboo 的原始玩法其實限制比較多，也比較有挑戰性，很適合給中高級

的學生練習口說。原始的玩法，是在目標單字下方列出 3 ～ 4 個不能說

I see a man. He is lying on the sofa.

Wait! The man in my picture has nothing in his hand.

Got it! Let's circle his left hand.

Same here. And he is holding a spoon in his h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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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限定三場，全面3折起！ 神祕好禮現場加碼
全體好書挑不完　優惠好禮不間斷   ★ 三場書展時間：13:00∼17:00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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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的「禁忌字」，提示者必須拐個彎用更迂迴的方式，讓猜字者說出目標生字；作用是避免搶答者馬

上就猜出答案。這個活動不僅練習到了口說，也很適合拿來複習範圍內的單字呢！

第四招：看圖說故事

以上漫畫是出自 Can You Believe It 這套書，其實它是一套介紹片語的教材。其內容非常特別，每

一個主題都是根據真人真事改寫而成。每課由一篇簡單的文章開頭，接著才出現無字漫畫。原書的目的

是希望學生回想文章的內容後，再用自己的話說出故事。但是 Mika 會先把裡面的漫畫獨立挑出來做口

說練習，最後才秀出原始的文章，讓學生看看真實事件的始末，如此也能順便加強閱讀能力呢！

第五招：批判性思考

在中高級的課堂當中，除了進行如 Side by Side 那樣例行性的文法口說練習以外，老師們也可以提

出有爭議性的議題，請學生用英文表達自己的想法。至於議題的來源，我建議可以使用托福 (TOEFL) 寫

作題目。以下舉幾個題目為例：

* Face-to-face communication is better than other types of communication, such as emails, 

   telephone calls or text messages.

* Playing a game is fun only when you win.

* The decisions that people make quickly are often wrong.

* When people succeed, it is because of hard work. Luck has nothing to do with it.

　　托福寫作的標準回答方式，是提出三個反對或同意的理由，並且在每個理由下舉例闡述。老師們可

以根據學生的程度，指定回答的方式，不必全然遵循托福的規定。大多數的托福寫作題目，很明顯地有

所偏頗，目的就是希望學生反駁它。儘管如此，每個人提出的理由與例子不可能全然相同，聽聽不同學

生的想法，這才是有趣之處。如果能在練習英文之餘，培養學生獨立思考的能力，這樣不是一舉兩得嗎？

老師們有空時不妨試試看這些口說活動喔！

沒有對白的漫畫，是最好的口說題材。對於想

像力或是口說能力欠佳的學生來說，即使只用一、

兩句話描述一張圖，也能夠說出簡略的故事。而對

於口說能力較佳的學生來說，同樣的六格漫畫，還

可以加油添醋講得天花亂墜。這就是此練習的有趣

之處，因為每個人對情節的解讀都不盡相同，且表

達方式也各有特色，所以這種沒有標準答案的練習，

不管是什麼程度的學生都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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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教室無限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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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at is it about?

「知識小學堂」在其美國合作學校的網站上，

都會有醒目的連結與系統說明，目的在於請家長

協助孩子上網進入此系統，閱讀老師指定的電子

書。藉由一開始進入網站的主介面 My Library，

閱讀者可以進入多達 3,000 多本的電子書，並建

立自己的閱讀書架。而 Assignments 及 Manage 

Students 則可以讓教師運用系統強大的後台管理

功能，建立給學生的閱讀作業，或是管理班級學

生的閱讀進度及情況。

網站上大部分的書是英文電子書，只有少部

分為西班牙文電子書，以回應美國國內學習西班

牙語的需求。種類則概括分為語文 (Language 

Arts)、數學 (Math)、自然科學 (Science)、及社

會科學 (Social Studies)。這 3,000 多本電子書有

清楚的難度分級，且不論讀本內容長短，都一律

配有逐字逐句的聲音檔，以及彩色插圖或照片。

因此孩子在閱讀時如果遇到困難，都像有小老師

在旁邊一般，有圖像及語音的協助。學生也可以

隨著網路上的英語教學資源越來越豐富，老

師們也有越來越多的管道可以找尋學生感興趣的

英語學習媒材。但是，即使老師在課堂上教得再

賣力，回到家以後，學生究竟花了多少時間在英

文上？恐怕真的不得而知。孩子到底學了多少，

台灣的父母似乎只能從考卷上的分數來判別。也

因此，每當我看到現代家庭至少都有一台的平板

電腦，多數都成為播放影片或讓孩子玩遊戲打發

時間的「高科技玩具」時，總會想到在美國，已

經有蠻多學校會利用平板電腦教學，甚至以平板

電腦裡的互動式資源代替課本與紙筆了。孩子藉

由電腦的播音及影像功能，隨時可以學習，教師

也可以在後台端管理及了解孩子的學習情形。藉

由設計良好的教學平台，教師可以進行翻轉教育

的前置作業，以及教學後的控管作業；家庭中的

平板電腦，也可以得到更有教育意義的應用。

本期要為大家介紹的，便是一個互動式的線

上閱讀與教學平台――知識小學堂 (Benchmark 

Universe)。這是美國發展出來的一套完整教學系

統，目前已經有許多美國小學正在使用中，我們

一起來看看這套將教室延伸至雲端的「知識小學

堂」到底是如何運作使用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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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放聲音檔，不看文字內容，試著理解文意，訓

練聽力。

What are the strengths?
搜尋功能完整強大

「知識小學堂」的設計定位，在以英語為

母語的美國，是一套「統整性的教學系統」，

因此電子讀本的主題科目涵蓋相當廣。又因讀

本的數量眾多，因此其進階搜尋的功能勢必相

當強大。使用者可以選擇用主題（如：animals 

或 plants）、適讀年齡、教學目標（如：sight 

words、phonics、 或 reader's theater……）、

學科類別、關鍵字等十多種分類搜尋功能，立即

搜尋到自己想要閱讀，或想指定給學生閱讀的書。

　　在眾多的搜尋過濾標準中，我認為最特別的

兩種進階搜尋，分別是 Comprehension Strategy

（閱讀理解策略）以及 Lexile Level（美國最普遍

使用的閱讀能力分級系統）。前者可以幫助學生

找到每本電子書的閱讀重點，例如是要他們分析

因果關係、還是要區分意見與事實、或是需要解

析文中的角色心態等等，相當適合高年級或國高

中的學生。後者的 Lexile Level 閱讀能力分級架

構，可以方便教師精準地指定適合學生閱讀程度

的書籍，讓學生的閱讀能力與國際標準接軌。其

實現在有許多坊間的英文小說，也都會附上該書

的 Lexile Level 供讀者購買時參考（例如哈利波

特系列小說大約皆落在 880L-1000L 之間），是

目前英語學習界相當具有公信力的一套分級架構。

學習年齡無限制

「知識小學堂」提供的電子書不僅主題涵蓋

範圍廣，從孩童到成人適讀的知識性書籍都有，

所跨的難易度也極廣。以語文學習來說，從經典

童話故事、寓言，到西洋神話、古典小說、名人

傳記，讀者都能有所選擇；另外除了知識性及故

事性的語言學習讀本，甚至還可以找到可讀、可

唱的讀者劇場呢！在社會科學方面，從認識各行

各業，到介紹世界各國的風土民情，內容不僅多

元豐富，更適合不同年紀的讀者鍛鍊自己的閱讀

力！此外，「知識小學堂」收錄自然科學方面的

電子書也不少：地震、演化、地熱、甚至人體的

消化系統等等，都屬於適合青少年或成人讀者的

內容。雖然文字較艱深，頁數也較多，但都會配

上圖片與編排清楚的表格，幫助讀者瞭解吸收。

以較客觀的 Lexile Level 的分級架構來檢視，

「知識小學堂」的電子書難度從 BR (Beginning 

Reader) 橫跨至 1335L；而以美國共同核心標準 

(Common Core State Standards) 的教學進度來

檢視，學生在 12 年級時，需達到的目標閱讀能力

在 1215-1355L 之間。換言之，「知識小學堂」

裡提供的所有閱讀素材，如果讀者都能順暢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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貼」以及「畫線筆記」。老師可以直接將「電子

便利貼」貼在書頁上，這樣學生在閱讀的時候就

一定會看到老師貼上的便利貼小提醒。同樣的，

便利的電子白板功能也讓老師能選擇不同顏色的 

highlighter，把重點畫起來或圈起來。

支援各種可上線的裝置

「知識小學堂」不僅可以在電腦上使用，在

手機、平板電腦等載具上也皆通用。因此有了這

套系統，學習無死角，學生可以運用許多零碎的

時間閱讀，在電子書精美的圖文參照、標準的美

語發音協助之下，收事半功倍之效！如果學生想

要把電子書的內容印出來，也不是問題喔！只要

點選畫面中小印表機的圖示，便可以列印指定書

頁，隨身攜帶。

在這個雲端學習越來越興盛的時代，英語教

師除了要能夠呈現 (present) 豐富活潑的教學內

容，更要成為資訊的收集與過濾專家，為擁有不

同學習優勢或阻礙的孩子開發多元的管道，讓科

技成為老師與父母們的助手，才能創造親、師、

生三贏的局面喔！

無障礙，那麼其閱讀力便相當於可以進入美國社

會就業的人士或 17 歲美國準大學生了！

強大的教學管理功能

這套系統對英文教師的好處是，老師可以將

全班同學分組，指定每組不同的閱讀作業，如果

老師發現有某個學生程度特別高或對某個主題特

別有興趣，也可以單獨指派某些特定書籍給這個

學生。學生在登入網站後，就可以看到老師指派

的作業以及留言。除此之外，教師還可以指定閱

讀完成的時間，並且追蹤查看學生的閱讀記錄。

「 知 識 小 學 堂 」 中 有 部 分 電 子 書， 附 有

詳 細 的 教 師 指 引 (Teacher's Guide) 和 學 習 卡 

(Comprehension Card)。教學指引中列有課堂教

學活動及學習單等豐富的教學資源，而學習卡則

列出了主要學習單字、內容，和各種加強閱讀理

解的練習問題。藉由上述功能的輔助，教師可針

對不同程度的學生，設定對讀本理解的標準以及

要學習的單字。

另外，在電子書的閱讀界面上，老師可以

在書頁上打字輸入隨頁註記的小筆記，像是希望

學生在此頁特別留意的字詞、或是希望學生思考

的問題等。隨頁小筆記是可以暫時隱藏的，學生

可以在讀完之後，再讓網頁顯示所有加上小筆記

的頁數與內容。另外，還有不能隱藏的「便利

Related Teacher Resources
Teacher's Guide

Comprehension C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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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致勝 Q&A

閱讀
越高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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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閱讀速度慢，如何改進？
A：閱讀速度慢，有可能是學習者語言的基礎，還無法勝任所閱讀的文本（text），例如，缺乏認識和

主題相關的詞彙，或文本的句型結構遠超過學習者所能理解的範疇，此外更有可能是因為缺乏有效的閱

讀策略，比如說用逐字閱讀，而不是用意群閱讀或跳躍式閱讀。閱讀速度可以經由練習而加快，因為閱

讀是一項技能，熟能生巧，而大量閱讀則是加快閱讀速度的不二法門。閱讀的素材可由易而難，短篇文

章、進階式讀本或是英語繪本，皆能提供不同的閱讀學習經驗。閱讀學習之路需要教師的引導，帶領學

生持續接觸不同題材和體裁的文本，積極學習閱讀策略，並練習掌握文章的主旨及細節。

Q2：若平時習慣逐字閱讀，要如何調整閱讀方式，增加閱讀速度及理解力？
A：英文是以意群（semantic groups）表意的語言，因此若是逐字閱讀，可能見樹不見林，不但速度

慢，對於理解文意也會有所阻礙，不容易看出作者要表達的意念或看法，也無法掌握整體文本的要義。

要改善逐字閱讀的習慣，可以從以下三點著手：1. 加強對搭配詞的認識（collocation），例如：make 

money / a living / a phone call、strong coffee、heavy rain、fast asleep 等。2. 在教師的指導下標

示意群，例如：The moment / I saw / the book cover /, I was / so fascinated by it / that I couldn't / 

move my eyes from it. 平時聽英語廣播或看英文電影時，多留意句子的斷句，多聽多學，就能逐漸掌握

劃分字群（chunk） 的訣竅。3. 要多練習，多接觸英文文本，自然能培養以字群為單位的閱讀習慣。

Q3：閱讀遇到長句時常會心中生畏，如何克服障礙？
A：閱讀的自信來自於長期不斷地接觸文本，並在過程中逐一攻克閱讀障礙。其中對於長句的閱讀耐心

和解讀能力，也是能持續閱讀並樂在其中的關鍵。要加強理解英語長句的能力，可參考下列四點策略：

1. 要能掌握一個句子的精髓處：主詞和動詞，例如：The tree house where Amanda and Victor often 

spend their summer vacations was built by their father several years ago. 若能在平時閱讀時，多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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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英語初學者而言，閱讀有如一場障礙賽，當文本內容難以意會時，閱讀的樂趣就會打

折扣。但閱讀障礙並非無法跨越；找出問題，一一攻克，閱讀趣味即源源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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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主詞和動詞的一致性，並留意句子的結構，就可以推敲出句中主詞為 The tree house，動詞為 was 

built，其他的部分則為讓句意更加明確、清楚的補充訊息：The tree house where Amanda and Victor 

often spend their summer vacations was built by their father several years ago. 

2. 熟悉連接詞的用法也能幫助讀者理解長句。例如：Sometimes life is full of trouble, but you can 

always find your way out if you do not give up. 這一句中 but...up.，表示對立的概念，而 if...up.，則

為條件子句。

3. 除了要能掌握句子的主詞和動詞，及辨識連接詞和句子結構，多利用上下文的訊息也能幫助讀通長句。

往往閱讀一段或一篇文章中的長句，會比單獨看一個句子更有線索可循，思路也比較暢通。

4. 具備和主題相關的背景知識，也是克服長句的致勝關鍵。例如，閱讀有關林書豪（Jeremy Lin）的比

賽報導時，如果能具備籃球知識，閱讀起來就會輕鬆許多。

Q4：閱讀後仍無法掌握篇章重點。該如何補強？
A：閱讀時應眼、手、腦並用。必備的工具有紅筆、藍筆和螢光筆。善用螢光筆標示關鍵字句，段落的

重點就能清楚呈現。接著用藍筆或紅筆，在段落空白處，用一、二句話寫出段落重點。閱讀、標記、思

考、整理、摘記為掌握段落重點的實用策略，也可以用「表格」整理段落重點，例如在筆記本的頁面上，

寫出 who、what、where、when、why 和 how，就能整理出文中的人、物、地、時、原因和方式，既

能掌握重點，又能加深印象，值得一試。

　　圖像組織（graphic organizers）則是比上述的 5W1H 整理法更彈性多元，例如，運用 story maps 

（http://goo.gl/Mwpfj），可以整理出角色、問題、故事大要、重要事件及結果等，幫助閱讀思考系統化。

教師可以針對文本的內容引導學生繪製文氏圖（Venn diagram: http://goo.gl/BBA9KH），比較人或事

物的異同等，讓閱讀歷程更有所得。

Q5：除了課本之外，有哪些書籍或網路資源適合國中小學生閱讀？
A：要提升閱讀力，讀得多、讀得勤、讀得對，都相當重要。目前巿面上可供選擇的英文讀物琳琅滿目，

網路上免費或付費的閱讀資源也相當多。學習資源雖多，但必須依學習者的英語程度篩選使用。小學生

比較適合閱讀繪本，可以試著在學校或地區圖書館借閱繪本，或是利用網路資源充份學習，例如使用兒

童英語學習網 Starfall（http://www.starfall.com/）。

　　閱讀若能和興趣相結合，將大大提升閱讀的動機。例如，喜愛林書豪的中學生可以閱讀 Jeremy 

Lin: Rising Star（Scholastic）一書；如果喜歡閱讀輕鬆幽默、圖文並茂的英文讀本，可閱讀 Diary of a 

Wimpy Kid《遜咖日記系列》；Oxford、Cambridge、Longman 等出版社也出版了許多優質的英語讀

本系列。適合國中生的線上閱讀資源非常多，例如 Short Stories（http://goo.gl/X9DHPa）就值得推薦。

此外只要在網路搜尋關鍵字“English stories＂，就可獲得許多閱讀的素材。有心想學，資源實在相當多。

養成每天固定閱讀的習慣，假以時日，擁有優異的閱讀能力將是必然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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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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遊世界上學去！
This Is the Way We Go to School

探索
村世界

Read and Explore

　　小時候隨著爸爸居住在不同的國家，上學的

方式除了爸爸開車的溫馨接送情，就是運用當地

的交通工具；因為各地的風俗民情與地形氣候不

同，常常有些令人印象深刻的「上學經驗」。例

如小學在韓國冬天大雪紛飛的日子裡，就曾經因

為爸爸的車沒有雪鏈而卡在路上，最後我們只好

下車推車，年幼時反而覺得新鮮有趣。而初中放

學時，曾遇到韓國學生示威暴動，在警察噴灑催

淚彈的同時，公車上的我們也嗆到猛流眼淚。回

到台灣的國中上學生活中，我的公車記憶都是一

邊擠在悶熱的人群中，一邊想著當天學校要考幾

張考卷？在瑞典念高中時，我最深刻的印象停留

在又冷又暗的斯德哥爾摩冬天。每次全身包得像

狗熊出門，像走進山洞一般地走進地鐵站去上學

時，總是對又深又長的地鐵電扶梯感到「永無止

盡」，反映著漫長冬天時的心情。而在美國念研

究所時，我每天都沿著查理士河開心的騎腳踏車

上學，然後回家時再痛苦的背著腳踏車爬樓梯上

三樓，只因為樓下禁停腳踏車。以上這些，都

是我難忘的「上學經驗」。其實每個孩子上學的

經驗，都會和在路途上看到的、聞到的、遇到的

人事物產生連結，這也是為什麼當我看到這本書

《This Is the Way We Go to School》時，特別

有感覺的原因。

　　 記 得 我 第 一 次 分 享《This Is the Way We 

Go to School - A Book About Children Around 

the World》這本繪本，是在小學教孩子“I go to 

school by _____.＂的句型時。當孩子們練習著課

本上的例句：“I go to school by bus.＂“I go 

to school by car.＂“I go to school by MRT.＂的

同時，透過繪本，他們就可以看到世界各地的小

孩怎麼去上學。相較於台灣，夏威夷的孩子走在

鳥語花香的路上去上學（walk to school），陽光

加州的孩子則穿著溜冰鞋（roller skates）去上學。

在肯亞，孩子們是坐火車（train）去上學，但是

在紐約的孩子則坐渡輪（ferry）去上學。在很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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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的挪威，有的孩子必須滑雪（ski）上學。在中

國，許多孩子是騎腳踏車（bicycle）去上學。至

於在地廣人稀的澳洲，則有一群孩子因為路途遙

遠，只能透過聽收音機做遠距學習（go to school 

by radio）。而在美國賓州的 Amish people 則是

過著純樸自然的生活，坐馬車（horse-and-buggy 

ride）去上學。這些不同的上學方式，著實讓孩

子們感到新奇、感到驚訝，甚至是羨慕不已呢！

而且因為貫穿整本書的英文句型是 “_____ and 

_____ go to school by _____.＂，老師在和孩子

們討論 “How do we go to school in Taiwan?＂ 

“We go to school by _____.＂的同時，也可以

將書中孩子們所用的各式交通工具的英文名稱，

如 bicycle, cable cars, train, vaporetto, copter, 

skidoo 等等，一併介紹給孩子認識。

　　書中提到的國家和城市非常多，作者也是直

到最後一頁，才整理出故事中所提到的孩子是居

住在哪些國家及城市。而因為小小孩不容易理解

「國家」和「城市」的概念，所以其實我在第一

次為年幼孩子帶讀時，不會強調「國家」和「城

市」，而是強調交通工具。共讀這本書的目的，

是讓孩子知道這個世界有很多和他們有「不一樣

生活模式」的人。若是針對較大的孩子，則可以

多花些時間和孩子由最後兩頁的閱讀作延伸，投

影出世界地圖，根據書中所有孩子的居住地，繞

地球走一圈，擴展身在台灣的孩子們的世界版圖。

我的孩子年紀還小時時，家裡就為他們準備了一

張世界地圖，親子共讀完這本書後，我會蒐集書

中所提到的交通工具圖片，不論是從雜誌或 DM 

上剪下來，或是從電腦印出都可以。剛好故事的

最後一頁，作者羅列了所有提到的人名、交通工

具和國家／城市，於是我會先帶孩子找到這些國

家，然後引導孩子將交通工具放到正確的國家或

城市位置上。至於小學生，除了在世界地圖上標

出這些國家，寫上他們所適用的交通工具，孩子

們還可以順便認識世界各大洲，延伸練習“Taiwan 

is in Asia.＂“I would like to go to Europe.＂等

不同的句型。

　　其實，在引導孩子閱讀時，就可以知道孩子

對這個世界有多少了解。因為國家與城市的標準

答案在最後一頁才會出來，所以老師一邊在讀，

孩子們就會一邊七嘴八舌地討論著書中不同的上

學方式，循著「蛛絲馬跡」找尋線索（clues），

嘗試猜出書中孩子居住的國家與城市。例如看到

山中的纜車（cable car）時，許多孩子立即猜測

是歐洲有山的國家，推想可能是瑞典或瑞士？而

看到雙層巴士（double deck bus）的時候，有的

孩子則馬上喊出「英國」！但是其實故事中的孩

子，是住在曾是英屬殖民地的印度，於是討論隨

即延伸至在哪些國家看得到雙層巴士？哪些國家

駕駛座是在右邊？很多時候，孩子們都在打破「刻



這個世界很大，有很多不同的地方、不同的人、

不同的交通工具，不同的生活方式。而有一天，

可以有機會踏出自己的部落，走出自己的城市，

飛出自己的國家，進而去探索認識這個世界！

註 記： 本 書 作 者 Edith Baer 與 繪 者 Steve 

Bjorkman 另外合作了繪本 《This Is the Way We 

Eat Our Lunch》，可以

讓孩子認識更多的國家，

並了解各種特色飲食與

習俗喔！

<與吳敏蘭老師同步收藏 >

This Is the Way We Go to School

作者：Edith Baer

出版社：Scholastic

定價：280 元

板印象」，譬如在看到地下鐵的漂亮水晶燈時，

很多孩子就猜是法國，但是再仔細看看巡邏軍官

的制服，才發現原來是在俄羅斯！

　　這本書除了帶孩子認識各種交通工具，還能

啟蒙孩子的「世界觀」，是我在進行跨文化教

學時，很喜歡使用的繪本。作者介紹了世界各

國 20 多個族裔，每個族裔孩子的名字唸起來都

有不同的特色，是帶讀時的重點之一。值得一提

的是插畫中的人物膚色、五官輪廓或是服裝，都

能呈現出各族裔的特色；而他們的生活環境與建

築景致，也是各有不同。另外，作者選用的人名

也非常具有民族特色，例如住在南京的孩子 Mei 

and Ling 都取中國偏好的單名，美國的孩子 Jake 

and Jane, Liz and Larry 則是典型的美國名字，

埃及孩子 Ahmed 有典型的回教徒名，而肯亞孩

子 Akinyi、印度孩子 Ram、墨西哥孩子 Carlos、

瑞士孩子 Sepp and Heidi、俄羅斯人 Igor and 

Ilyana，他們的名字個個都很具當地的代表性。在

閱讀時，讓孩子聽到名字、看到插畫，就能引導

孩子知道，這個世界上其實有很多和他「不一樣」

的人，每天都在和他做「一樣」的事――就是去

上學！

　　曾經，我跟著偏鄉閱讀深耕志工隊走進泰雅

部落中，與孩子們分享這本繪本，當我問他們

“How do you go to school every day?＂有別於

台北的孩子們的各式回答，全校的孩子都齊聲回

答 I walk to school!＂，讓我好生羨慕的說：「哇，

你們和書中的夏威夷孩子一樣幸福！」在故事活

動結束後，有個五年級的男孩跑來對我說：「我

以後要當一個背包客，我要到歐洲！」這，就是

繪本的力量。當孩子細細品味繪本中的插圖，認

識世界文化（world cultures），慢慢就會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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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嘉琳 (Karen Steffen Chung)

        國立台灣大學 外文系 副教授

動詞時態三頁通

大師
開講

good.＂“That stew smells wonderful.＂“He 

hears very well.＂“It seems unlikely.＂“He 

likes to read detective novels.＂“She loves 

him dearly.＂。現在式雖然只有第三人稱單數才

要加 -s 詞尾，很多人還是會忘記加，這可能是因

為被其他不加詞尾的人稱「慣壞」了。怎樣解決？

光知道文法規則還不夠，要先做幾週的每日回音

練習，而且要有系統、有意識地加強練習含有 -s

詞尾的第三人稱單數形態動詞的句子，練一兩遍

絕對不夠，要練到自動化為止。徹底自動化之後，

說話遇到第三人稱單數時，不需經過大腦，-s 詞

尾就會自動跑出來。台灣的語文教學裡，常以為

懂規則就夠了，太過依賴大腦的理解，對無意識

頭腦的訓練極度不足。實際上語言學習需要大量

重複練習，規則才會滲入無意識頭腦裡，再紮根

成為習慣。還沒有變習慣之前，就等於「不會」，

因為大腦會來不及通知嘴巴要多加一兩個音，結

果名詞、動詞，通通都只用原形。這就是為什麼

每天做 10-20 分鐘的回音練習這麼重要：不做，

就無法把無意識頭腦訓練到位，也就只能講出折

騰對方的“broken English＂。

現在式還有一個時而會遇到的用法，就是

所謂的「敘述現在式」narrative present，也叫

「歷史現在式」historical present。過去的事，

照理說應該用過去式來表達，不過，寫故事或小

說時，作者有時會刻意選用現在式，目的是給讀

者一種現場感，例如：“He picks up the phone 

and dials the number on the paper. No one 

answers.＂。遇到這種用法，最好就把它當過去

在台灣學英文，很容易以為學文法主要的目

的就是應付考試。實際上，文法要發揮該有的功

用，就要活用才行。在今年系列文章的最後一篇，

希望給讀者一些很實用的工具，讓英文的主要動

詞時態能離開考場，滲入你的英語日常會話裡！

現在式 Present
英文所謂的「簡單現在式」（也叫「現在簡

單式」）simple present，最有特色的地方是，通

常它根本就不是什麼「現在式」――而且也並不

「簡單」！為什麼會名不符其實呢？其實，歷史

上簡單現在式曾經有過現在式的功能，只是時間

久了，英語內部發生了一連串的變化，使得現在

式有了新的詮釋與適用範圍，其中最重要的兩點

是：1. 常態、習慣性、經常發生的事才用現在式，

這也包括 to be（如 to exist, to live）與 to have

（如 to possess, to own）一類的動詞，例如：

“He takes a short nap after lunch every day.＂ 

“The sun rises in the east.＂“Dust collects 

really fast when the windows are open.＂“He 

gets nervous around other people.＂“She eats 

fast.＂“He's here!＂“She has time now.＂。

目前正在進行中的事，請不要用現在式！通常要

用現在進行式，例如，「下雨了。」不要說成 

*“It rains.＂，應該說 “It's raining.＂。另外要

小心，如果要講時間已經持續多久的話，不能用

現在式，要改用現在完成式，例如：*“I am in 

sales for 17 years.＂應該說成“I have been in 

sales for 17 years.＂。2.感官動詞平常該用現

在式，通常不能用現在進行式，例如：“It looks 

Professor's Cor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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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期）。另外要留意，也有不少有 -ing 詞尾卻

不是動名詞的一般名詞，像 clothing, morning, 

evening, wedding, bedding, outing, wording, 

plumbing, sibling 等。

未來式 Future
嚴格來說，英文沒有一個像過去式完全「文

法化」的未來式 future tense，只有幾個比較將就

的句型與用法。大家最熟悉的應該是 1. 情態助動

詞 will+ 動詞原形。will 原先的意思是“want＂「想

要、有意志」，未來式的用法是後來由此演變出

來的，will 其實也還部分維持著「有意志」的原意，

很像中文裡的「要」：也有「想要」及「將要、快要」

兩種不同又相關的意思與用法。未來式用的 will，

通常是對未來做預測時才用，例如：“It will be 

sunny tomorrow.＂（我聽過天氣預報）和“He'll 

attend the event this evening.＂（他在名單上）。

第一人稱單、複數有時候也可以用 shall 這個情態

助動詞組成未來式，例如 “Shall we go?＂，常

有「提出建議」的意味，不過現在，尤其在美式

英語裡，已經很少用。要表達未來式，除了 will, 

shall 之外，還有 2. to be going+ 不定詞。這通

常代表著某現況、意圖或造因的自然結果，例如：

“She's going to be a big sister next month.＂

（ 因 為 媽 媽 懷 孕 了 ） 和“There's going to be 

trouble.＂（因為我已經觀察到有人犯規）。3. 進

行式形態有時也可以當未來式用，通常意味著該

事做過事先安排或規劃，例如：“We're having 

breakfast together Wednesday morning.＂ 和

“I'm getting my hair cut tomorrow.＂。4. 現在

式有時也可以當未來式用，通常只用於非常確定

的事情上，例如“School starts next week.＂。5. 

最後，不定詞 infinitive 本身也常有未來的意思，

例如：“That's for you to find out.＂「這事有待

你自己 [未來 ] 去發現。」雖然有不少可以表示「未

來」的不同動詞形態，不過，各有各的適用範圍

――每一個也都要好好注意與練習！

式看。因為怕有的人把「敘述現在式」當理由不

好好練過去式，建議學習者盡量避免使用，平時

能看懂就好。

進行式 Progressive
一 般 現 在 進 行 中 的 動 作 應 以 現 在 進 行 式 

present progressive 來表達，而不是用簡單現在

式（感官與常態動詞除外）。要記得用 be 的正

確形態，後面的動詞加上 -ing 詞尾來構成現在分

詞 present participle，例如“I'm working on my 

report now, so I can't talk long.＂。也要留意不

要把現在進行式，用在該用簡單現在式、原形、

不定詞或其他動詞形態的地方，例如 *“I want to 

learn how to riding ( → to ride) a bicycle.＂ 或 

*“I can doing ( → do) everything myself.＂

過去進行式 past progressive 是用來指之

前持續一段時間的事，例如“He was taking a 

shower when the phone rang.＂。如果是長時

間一直重複的事，就要用 used to+ 動詞原形，

例 如“I used to eat meat, but then became 

a vegetarian after seeing a lamb being 

slaughtered.＂。 第 一 句 不 可 以 用 *“He used 

to shower when...＂，第二句也不能用 *“I was 

eating meat, ...＂。過去進行式和 used to + 動詞

原形都意味著現在這些事已經沒有在進行中，或

原來常發生的事已經停止，不再發生了。

需要稍微留意的是，雖然現在進行式與動名

詞 gerund 同樣都是由 -ing 形態的動詞構成的，

可是兩者迥然不同：前者是動詞，也常有形容詞

的功能，例如“a flying object＂；後者是名詞，

前面可以加冠詞，數字等。例如“He's walking 

across the field right now.＂裡，“walking＂是

現在分詞，可是在“Walking is good for you.＂

一句中，“walking＂是主詞，也就是動詞類的名

詞，或「動名詞」。複合名詞重音要念對的話，

必須要能把現在分詞與動名詞分辨清楚（見會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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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單過去式 Simple Past與現在完成式 
Present Perfect

簡 單 過 去 式 simple past 與 現 在 完 成 式 

present perfect 一樣都用來指過去所發生的事。

最大的不同是，現在完成式所指的事情通常還持

續到現在，或對於現在還是有影響力或重要性。

反之，用簡單過去式時，會聯想到之前所發生的

事的某一個時間點，因此可以跟時間、還有地方、

方式等副詞片語並用。用現在完成式時，我們最

關心的是事情到底發生了沒有？對於這事情什麼

時候、在哪個地點、以什麼方式發生的，暫時不

關心，例如，我說“I've broken my leg.＂時，

我在向你宣布你原來大概不知道的一件大事，可

是我沒提什麼時間、地點、原因，因為這些在這

個時刻相對不重要，腿上裹石膏得用拐杖代步，

這 才 重 要！ 反 過 來， 當 我 說“I broke my leg 

yesterday.＂時，你可能知道我昨天準備去滑雪，

現在告訴你有件事在某一個特定的時間發生。其

實，中文也有類似過去式和完成式的嚴謹區別：

中文的「完成式」常以「了」字標示，例如：「我

的手錶掉了。」“I've lost my watch.＂（凸顯出

掉錶這件事）。「（你是）在哪裡掉的？」“Where 

did you lose it?＂「（我是）在學校（掉的）。」“(I 

lost it) At school.＂。用「（是）……的」的句構

時，往往是在問或交代事情是在什麼時間、地點

等發生的，跟英文用過去式的規則非常類似。中

文裡，主動詞後加「過」，也常常會對應到英文

的現在完成式，例如「你讀過那本書嗎？」“Have 

you read that book?＂「沒有（讀過）。」“No, 

I haven't (read it).＂。（中文裡的「了」常表示

已完成或有了新變化的狀況；「過」用來標示發

生過至少一次的事。）在聽或讀英文時，要開始

特別注意什麼情況用過去式，什麼情況用現在完

成式，建議你同時也想一下，翻成中文的話，到

底要用「了」、「過」還是「是…的」的句型？

不是每一句話都能互相對應得這麼整齊，不過，

這方法還是很有參考價值，可以讓你比較輕鬆地

了解英語的過去式與現在完成式不同的適用範圍。

千萬不要打糊塗仗，以為聽懂了動詞的基本語意，

不用去注意它的時態，就可以了事，時態本身也

有不容輕忽的語意！

過去完成式 Past Perfect
許多學習者好像對過去完成式 past perfect 

有很大的誤解，以為既然現在完成式是指現在

之前發生的事，那麼，過去完成式理應是指很久

很久以前發生的事。錯了！過去完成式有時所指

的事情只有幾分鐘前才發生的。重點是，過去

完成式無論如何不能單獨使用，一定要跟另一

個簡單過去式動詞並用。例如，有個人已經就

業，感覺大學時代很遙遠，說“I had attended 

university in the US.＂。因為他沒有提到讀大

學之後所發生的另一件事情，來做兩者在時間順

序上的對比，所以這句話是錯的。如果重點是他

「讀過」大學，那就應該用現在完成式：“I have 

attended university.＂；如果要強調他是在什麼

時候、什麼地方讀大學的，那就應該用過去式：

“I attended university in the US after I finished 

high school.＂。可是當你想說，在另外一件事

（例如移民美國）發生之前，你早就已經在美國

讀完大學，這個時候過去完成式才適用，例如：

“I had already attended university in the US 

before I moved there permanently in 2010.＂。

以上只是英語動詞時態簡短基本的介紹。想

要更深入地了解英文動詞種種形態的正確使用法，

在此推薦一本好書：Geoffrey N. Leech 所寫的 

Meaning and the English Verb。

筆者執筆的「大師開講」到此就要告一段落了，感謝

各位讀者多年來的支持與鼓勵！雖然在 Hello! ET 近
期內不會再跟各位見面，不過，我還是會繼續為大

家服務，寫出台灣不容易看到的英文學習秘訣。想要

知道最新動態，歡迎加入臉書 Karen on Ivy League 
Analytical English 的粉絲團，同時訂閱 Karen's Email 
Updates。我們 Facebook 見！

歡迎來電洽詢，服務電話 : 02-23820961*117、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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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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音可謂是英文學習的基礎，語言有了聲音，

學習就能變得活絡起來。不過發音規則林林總總，

要怎麼介紹才不會一下就讓孩子們望而卻步呢？

對許多師長來說，以遊戲輔助或帶入學習，會是

一種相當愉快的方式。近期推出的卡牌教具「激

智 PK 王」在發音學習上，囊括了相當完整的 

phonics 學習規則及概念，相信經過適當的運用，

一定能讓孩子隨著遊戲快樂學發音，建立見字讀

音的信心，踏上愉快的語言學習之旅。

★ 激智 PK 王

這套遊戲卡牌有 150 張牌，內容包含：

(1) 紅寶牌：共 20 張，每張紅寶牌都印有 a, e, i, o, 

u 五個母音字母的其中四個，剩下未列出的一個母

音字母被封印在中間的紅寶石中。

Phonics 卡牌遊戲王

教具
創意角

(2) 藍寶牌：共 21 張，代表英文字母的 21 個子

音。每張藍寶石牌上都印有四個該子音的英文例

字，而該子音字母被封存在藍寶石中。

(3) 星寶牌：共 16 張，上面各自印著興趣、動作，

交通工具、食物飲品、昆蟲 、地名國家、時間、

事件、運動、職業、人物、物品、動物、建築物、

形容、感覺等 16 種主題的字樣。

(4) 功能牌：共 11 張，上面印有打叉、龍捲風、

小丑、禮物、迴轉等五種圖案，每種各兩張，另

外再加上一張皇冠卡。

　　以上 1-4 種卡牌，背面皆無內容，可蓋起進

行遊戲。而除了上述的 68 張卡牌外，另外還有雙

面皆有內容的自然發音牌及英文字母大小寫牌：

(5) 自然發音牌：共 30 張，正面、背面皆有字。

每面卡牌上都印有一個發音規則，以及 3 或 6 個

代表該發音規則的單字。

Creative Teaching Ai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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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分數。例如：要丟出的紅寶石牌，可以跟中間

牌中的 f, t 組成單字 fat。

5. 當所有玩家手中的牌都出完時，遊戲結束。

6. 每位玩家結算手上的單字組合，擁有最多組數

者獲勝。當組數相同時，則由張數最多者獲勝。

★玩法二：Sort the Word 分門別類

所需教具：

1. 代表不同主題的星寶牌 16 張

2. 藍寶牌 21 張。

3. 紅寶牌 20 張（當作計分卡）。

活動步驟：

1. 將星寶牌排開成一列置於桌面正中間，藍寶牌

當作牌堆放在一旁。

2. 每位玩家輪流抽取一張藍寶牌，依據牌面上的

單字，放置於相關主題星寶牌的下方。放置時，

必須說出跟該星寶牌標示主題有關的單字。例如：

動物星寶牌→ lion、動作星寶牌→ sleep、職業星

寶牌→ doctor。若找不出與藍寶牌上單字相關的

主題星寶牌，需自行想出一個被封印在該藍寶牌

中子音開頭的單字。

3. 若說出的單字與星寶牌的主題相符，就可以得

到一張紅寶牌。若不相符，則將藍寶牌再次混入

牌堆中，換下一位玩家繼續抽牌。

4. 當任一紅寶牌或藍寶牌被抽完時，計算每位玩

家紅寶牌的數量，擁有最多牌者獲勝。

(6) 英文字母大小寫牌：共 52 張，正面是英文字

母與一個字母代表單字的圖形（例如：v-violin），

背面則有 4 個代表該字母發音的單字。

　　下面就來看看，這些牌互相組合後，有哪些

好玩的玩法吧！

★玩法一：Make a Word 倉頡造字
所需教具：

1. 52 張字母大小寫牌

2. 20 張紅寶牌（可代表 a, e, i, o, u 中任一母音

字母）

前置作業：

1. 將字母大小寫牌洗勻後，平均分給每位玩家。

2. 將紅寶牌洗勻後，平均分給每位玩家。

活動步驟：

1. 由生日月份數字最小者開始，依順時針順序輪

流出牌。

2. 出牌時，必須先唸出牌上的字母或單字，再將

牌丟出放在中間。

3. 輪到自己時，每位玩家都必須出一張牌，不可

以跳過或是放棄。

寶石卡可以當成任何母音字母（如圖可拼成 fat）

4. 當任何一位玩家發現他即將丟出的牌（特別是

代表母音的紅寶牌），可以跟中間的牌組成一個

有意義的單字時，就可以把該單字組合收回，作



★玩法三：Super Speller 拼字高手
所需教具：

1. 30 張自然發音牌

2. 52 張字母大小寫牌

遊戲步驟：

1. 將自然發音牌疊成一堆放在中間。

2. 將 52 張字母牌平均分給四位玩家。

3. 每位玩家按照順時針順序輪流出牌，並想辦法

從自己的手牌中，找出能與桌上的牌組合出有意

義單字的牌。例如：hurt, thin, horse 等。

 

4. 桌上的牌每組成一個單字，則放入棄牌堆中。

此時桌上的自然發音牌堆也換上了一張新牌。

5. 當自己手中的牌都無法組成單字時，則喊 

pass，輪下一位玩家出牌。

6. 若四位玩家手中的牌都無法和桌上的自然發音

牌組成單字時，每個人將一張自己手上的牌，順

時針傳給下一位玩家，彼此間互相換牌。桌上的

自然發音牌則置入棄牌堆，並換上一張新牌，依

此類推。

7. 先將自己手上牌打完，或是手上剩下最少牌者

獲勝。

★玩法四：Lost and Found 尋人大作戰

所需教具：

1. 一組一張 Lost and Found 海報。

2. 一組藍寶牌 12 張，紅寶牌 4 張（當作計分卡）。

遊戲步驟：

1. 將學生分成四人一組，每組以一張海報及 10 張

牌進行遊戲。

2. 將 16 張藍寶及紅寶牌洗勻後，蓋起放在海報上

的方格中；遊戲前，要讓學生有 10-20 秒的時間

記憶海報上的職業單字。

3. 決定遊戲順序後，每位玩家輪流用句型 He / 

She is a... 猜被蓋住的單字。當玩家要猜之前，

其他三位學生一起指著牌，用英語問猜測的玩家 

What does the person do?

4. 猜完後翻牌看答案，若所猜答案正確，則三位

學生回答 Yes, he / she is. 玩家可以拿走該寶石牌

當作自己的分數。若猜錯，則該寶石牌則放入棄

牌堆中。

5. 學生在組內輪流猜測被蓋住的單字，直到寶石

牌都被取走為止。

6. 計算每人得到的寶石分數，藍寶石 1 分，紅寶

石 2 分，分數最多者獲勝。

 

                               更多玩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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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測單位：

洽詢專線：02-2382-0961 ext.127

★ 命題依據符合課綱
      命題依據為《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試題編寫以 1,200 個基本字彙為主，取材多元、豐富，
      符合實用化及生活化之原則。

★ 提供專業成績分析
      除提供考生成績單外，團體可獲得團體成績分析報表，作為教師教學之參考。

★ 試題全真模擬
      測驗時間共 80 分鐘，閱讀+聽力共 60∼75 題，測驗方式說明如下：

架                    構

閱讀（40∼45題）（四選一）

聽力（20∼30題）（三選一）

   

 

題   型

單   題

題   組

單   題

考 試 內 容

語 言 知 識

篇 章 理 解

辨 識 句 意

基 本 問 答

言 談 理 解

題 數 分 配

12∼20

25∼35

3∼10

7∼10

10∼15

洽詢專線：02-2382-0961 ext.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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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報名考生即享輔考教材考生優惠價    折 ★

為你的教學專業加值

劍橋授權 TKT 考試中心
全國最大，考生最多

TKT 也成立社團囉！歡迎您的加入！

現在就上 FB 搜尋「TKT 教師認證中心」，我們能提供您以下資訊：

2016 年 TKT 劍橋英語教師認證考試日程
考試日期組 別 報名截止日

2016 /03 /06

2016 /08 /21

2016 /12 /18

2016 /01 /18

2016 /07 /04

2016 /10 /31

2016 /06 /19 2016 /05 /02

2016 /05 /15 2016 /03 /28

YL

M1-M3

9

英語新知
交  流

考試經驗
分  享

求才求職
訊  息

 TKT教師認證中心

www.facebook.com/groups/TKT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