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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燭機先，成功在望
年末新舊交替之際，網路上總會出現「2017 星座運勢」這種熱搜字，感覺每個人都想在
新的一年掌握先機，對未來有更多的了解，進而能在穩定中求發展，好好擬定來年的計畫。我
有幸在這個行業當中成長，認識了許多一直以來都對教學有熱忱、有創意的優秀老師，我能深
深體會這些老師的付出，他們總是傾盡自己的生命、專業、熱情在教學。而且最讓人感動的是，
他們時時都想著如何精進自己、超越自己，每一年都能在他們身上，發現源源不絕的教學創意，
也讓人有了見賢思齊之心。

2017 年的師德會訊，我們持續地做為各位老師強有力的後盾，提供各種不同面向、不同
觀點的教學知識，並且邀請更多出色的老師，跟我們分享自身的教學經驗與教學資源。今年有
兩個全新的專欄，其中「教案設計達人」專欄，我們請到曾獲得創意教案設計獎項的劉儒蓁老
師，豐富的教學經驗、精彩的教學規劃，她將為您帶來各種主題的創意教案。而「英檢放輕鬆」
專欄，則是請到資深的補教機構教務長，同時也身兼英檢口試官的馬翠蔓老師，從她對兒童英
檢的深厚認識，以及帶領學生挑戰英檢的親身經歷，分析英檢的種種現象，並且分享幫助學生
獲得高分的秘訣。

今年的「大師開講」專欄，我們邀請到清華大學英語教學系簡靜雯副教授，探討差異化教
學的實務運用，希望協助老師面對班級學生程度不一的狀況時，能適時調整教學的內容與方
法，進而幫助每個學生都能有效學習。而「活化教學新觀念」專欄，我們邀請到對教學充滿各
種創意（搞怪？）想法的 Fatbat 林鈺城老師，他幽默又跳脫傳統的教學，一定會讓您也躍躍
欲試，創造充滿樂趣的課堂。許多老師喜歡的「翻玩教學遊戲」，同樣由張琬琦老師繼續嘔心
瀝血，賦予常見的課堂遊戲完全嶄新的面貌。「教學得來速」將由賴美如老師為您推薦精采的
實體書和電子書，為您的教學時時充電。「教具創意角」則是由黃有慈老師幫我們挑選各項教
學主題適合的教具，所有教學點子絕不藏私，大方公開。

星座運勢固然值得參考，但更希望今年師德會訊的精彩內容，能幫助您掌握教學的先機，
做好充足的準備，邁向心想事成的 Successful Year ！
《 Hello! E.T.》總編輯 孟慶蓉
pd@cet-taiw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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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師開講

Professor's Corner

英語差異化教學―選擇版的應用
文／簡靜雯
國立清華大學英語教學系 副教授
華盛頓大學課程與教學教育博士

英文老師在課堂上必須面對學生因為文化、經

1. 「內容」，也就是教什麼內容：首先老師必須

濟、教育等因素，導致英語程度不一。有些學生無

先確定每個單元主要的教學內容和目標為何

法完整聽說讀寫 26 個字母，但有的學生已經可以

(Blaz, 2013) ？針對教學內容和目標來選取

閱讀簡單的英文讀本甚至小說。英文老師面對班上

合適的教學媒材，除了課本之外，老師可以

的雙峰現象，勢必要在教學方法上有所調整。

針對學生程度提供不同程度的文本內容、文
本形式（紙本或電子檔）或文本種類（如報

有些老師選擇採用講述方式上課，但對於需

紙、繪本、童詩）。

要實際操作才能習得的學生而言，講述方式無法
讓他們理解老師的教學內容。除此之外，若老師

2.「 過 程 」 ， 也 就 是 如 何 教 ： 過 程 差 異 化 指

多採用全班性的教學方式，所有的練習都是老師

的是教師進行教學時的方式不同，老師在

對著全班，大家一起唸出課文、字彙或對話，不

教學時可以有全班、分組、兩兩或個人練

會的學生只要假裝張開嘴巴，老師更是無法確定

習的不同模式 (Blaz, 2013)。老師可以針

每位學生是否都能夠讀出課文、字彙或對話。

對全班進行講解；或是將全班分兩組，一
邊扮演 A，另一邊扮演 B，練習對話。老

沒有一種教學法或教學方法可以套用於所有

師可以設計活動讓學生進行小組討論或練

的學生，因此成功的老師清楚知道，學生的差異

習，再點每組的某一位學生起來回答。而

會影響學習，應該盡力去創造教室環境來尊重學

兩兩配對的活動，可以由第一個人指讀，

生個別的差異。因此實施差異化教學，可以滿足

第二個人聽第一個人讀的內容，然後角色

不同學生的需求。

互換。最後還可以設計個人的學習活動，
例如寫習作、學習單等等。過程差異化亦

內容、過程和成果的差異化

可指老師用不同方式讓學生了解教學的內

差異化教學指的是教師竭盡所能回應教室內

容。以字彙教學為例，字卡和圖卡可能無

學生的差異。根據學生的準備度、興趣和學習歷

法完全讓學生理解字彙的意思，老師可以

程，教師可以至少在這三方面進行差異化，包括

採用動作、舉例、母語、情境描述等等來

內容、過程和成果 (Tomlinson, 1999)。

幫助學生習得字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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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成果」，也就是如何評量： 成果差異化指的

以當作字彙教學的範例，以下是我曾經在國小

是學生在展現學習內容精熟度和複雜度上的不

英語課堂上實作選擇版的詳細教學步驟 (Chien,

同 (Blaz, 2013)。成果可以用文字呈現、口說呈

2013)：

現，也可以依照學生不同的智能和學習方式呈
現。例如喜歡畫圖的學生，可以用手繪圖畫呈

1. 第一堂上課先將學生兩兩配對，發給學生時鐘

現，音樂智能較高的學生，可以用唱歌或韻文

夥伴學習單（如圖二）。配對的同學就是各自

朗誦來表現所習得的內容。

一點鐘的夥伴，在夥伴學習單的一點鐘下方簽
名，兩兩練習說句子複習教過的句型，例如

在這一系列差異化英語教學策略中，首

How is the weather? / It's ______.，完成之後

先要介紹的是「選擇版」。選擇版是教師針

回到座位。然後全班重新配 對 找 兩 點 鐘 的 夥

對不同需求的學生設計活動的清單，每一項

伴，一點鐘和兩點鐘的夥伴不能是同一個

活動都和能力指標、學習技能和單元目標緊

人。如果班上學生總數是單數，沒有夥伴

緊相扣，學生可以透過教師教學、少數教師

的同學就和老師當夥伴。老師可以自行決

協助或完全無教師協助來完成 (Chapman &

定學生要有幾位夥伴。

King, 2008, p. 140) 。

字彙教學差異化
以字彙教學為例，老師進行字彙教學之
後，學生可以依照自己的興趣、學習策略、多
元智能等不同面向，來表現自己所學到的字
彙。教師可以選擇合適的時機來實施，例如課
前的暖身活動、學生先完成其他任務時空檔的
時間、學生需要特別補救教學或是下課前的
幾分鐘 (Heacox, 2002) 。 Kryza 、 Duncan 和

■ 圖二：時鐘夥伴學習單

Stephens (2009) 針對字彙學習設計了五種選
2. 老 師跟學生解釋這學期上課會採用選擇版，如

擇，如圖一：

表一。以字彙為例，如果學生採用選擇二，
畫出字彙

用動作演出字彙

自己選擇，或想出一個方
法來呈現你學到的字彙。
用字彙創作一首
饒舌、歌或詩

跟你的夥伴說和
聽練習字彙

■ 圖一：字彙學習選擇

學生和夥伴必須練習拼出單字，如 l-e-m-

o-n ， lemon 。如果學生採用選擇三，學生必
須和夥伴用字卡進行老師剛才在課堂進行的
單字活動，例如字圖卡的配對。如果學生採
用選擇四，學生必須和夥伴利用教室內的字
典或電腦尋找與該單元主題相關的單字，並
做出單字卡。選擇一則是針對英語需要特別
補救的學生，老師可抽出兩三位學生進行個

Kryza (2009) 等人提出的字彙學習選擇，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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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教學。

教學內容

字 彙

句 型

字母拼讀法

對話

5. 計時器響起時，學生跟夥伴說 Thank you. 並回
到自己的座位上。

選擇一

補救教學

補救教學

補救教學

補救教學

選擇二

與夥伴將單 與夥伴練習 與夥伴練習
與夥伴練習
字 重 組 成 正 用 字 母 拼 讀 角 色 扮 演，
拼出單字
確的句子
法讀出單字
練習對話

選擇三

與 夥 伴 用 字 與夥伴進行
卡 進 行 單 字 句子的聽寫
活動練習
練習

選擇四

尋找該單元 利用課文的 寫出該字母
的 相 關 單 字 單 字 重 新 照 拼 讀 規 則 相 重新改寫對話
並做單字卡
新的句子
關的單字

與夥伴用字
與夥伴練習
母拼讀卡進
對話活動
行拼讀練習

■ 表一：選擇版設計範例

6. 老師抽點某幾組學生確認學習狀況，學生必
須用簡單的英文描述其夥伴的學習狀況，例如

______ did a great job, because______ .、______
worked hard, because ______ .、______ never
gives up.。老師可以在一開學的時候先教學生
這些句型，也可以做句型條提供學生參考。

有效地將選擇版融入英語課堂中，可以幫助

3. 活動開始前，老師可以說 Point to your one
o'clock partner.，學生必須指出自己學習單上
的一點鐘夥伴，老師須確認學生都知道夥伴是

學生選擇合適的方式，呈現自己所學習的內容，
滿足學生個別的差異，期望老師們上課時也能多
加利用。

誰。如果夥伴當天缺席，或者是需要補救教學
的學生，老師要迅速幫沒有夥伴的學生找到夥
伴。

4. 老師用計時器計時十分鐘，學生找自己的一點
鐘夥伴，兩兩討論要選擇二、三或四，依照選
擇內容進行並將成果寫在學習單上，如下方的
自我評量單。

【參考資料】
．Blaz, D. (2013). Differentiated instruction: A guide for
foreign language teachers. New York, NY: Routledge.
．Chapman, C., & King, R. (2008). Differentiated
instructional management: Work smarter, not
harder. Thousand Oaks, CA: Corwin Press.
．Chien, C. W. (2013). Implementing choice boards

Vocabulary DI Instruction Self-Evaluation Form
字彙區別化教學自我評量單
Name: ________

Signature: ________

My Choices 我的選擇
Pull-out remedial education
補救教學

My Achievement
我的成果

Work in pairs and test each
other to spell out the words.
互相測驗拼字能力
Work in pairs and use the
word cards to complete word
activities.
進行字卡活動
Make word cards on related
words or make sentences.
用相關單字製作字卡

with cooperative learning to serve mixed-level
elementary school EFL learners. Journal of Taipei
Municipal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44(1), 67-88.
．Heacox, D. (2002). Differentiating instruction in the
regular classroom: how to reach and teach all learners,
grades 3-12. Minneapolis, MN: Free Spirit Publication.
．Kryza, K., Duncan, A., & Stephens, S. J.

(2009). Inspiring elementary learners: Nurturing
the whole child in differentiated classroom.

Thousand Oaks, CA: Corwin Press.
．Liu, Y. F. (2008). Differentiated instruction in flexible

grouping in EFL classroom. Journal of Taipei
Municipal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39 (1), 97-122.
．Tomlinson, C. (1999). Differentiated classroom.

Alexandria, VA: Association for Supervision
and Curriculum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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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來
卡位

翻玩教學遊戲

Fun Classroom Ideas

字母方塊這樣玩
文／張琬琦

(Moji)

現任嘉義市國小英語教師
「麻糬手繪單字書」作者 強力推薦
Did you moji today? 部落格版主

“

某日因為籌備輔導團研習需要，Moji 來到益智用品社購買
桌遊配件。由於我要購買的圓形透明片不巧缺貨，老闆拿
出了方形透明片，我見獵心喜，馬上決定帶回家。Moji 在
透明片寫上英文字母大小寫後，又開始進行腦力激盪。將
這項新教具納入以往常見的遊戲後，又是一種新鮮風貌。

”

以下分享一些透明字母方塊的創意小遊戲：

1

字母大小寫配對
★ 準備：兩個盒子，一個裝大寫字母，一個裝小寫字母。
★ 玩法：2-4 人一組。學生輪流從兩個盒子中抽字母出來，若大小
寫配對成功則可得分

，最終得分高者獲勝。

★ 補充：可視學生程度加深難度，如：配對時要唸出字母與代表
單字，甚至用單字造句。

2

單字 Bingo

★ 準備：一個裝小寫字母方塊的盒子。每人一張 3×3 格子遊戲板，每
格各有字母的代表單字或圖片（每人的版本不同）。
★ 玩法：以字母 a-i 的代表單字為例。2 人一
組，輪流從盒中抽出一個字母，放
在自己遊戲板相對應的單字格中，
連線 Bingo 即為 贏 家 。 亦 可 設 定
拼 成 U 型 、 T 型……為贏家。
★ 補充：可利用 Bingo 生成網站 (https://goo.gl/7TTdNg)

點我

，快速製作

所需套數的不同版本 Bingo 卡，再將單字換成圖片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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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單字 Blackout

★ 準備：每人一套字母方塊。每人一張 3×3 格子遊戲板，每格各有字
母的代表單字或圖片（每人的版本不同）。計時器一個。
★ 玩法：計時開始，學生將自己的字母方塊依照格中單字的開頭字母擺
放，並唸出單字。在限時 20 秒內，「蓋完」遊戲板上的所有
格子即獲勝。
★ 補充：可直接使用活動 2 之 Bingo 遊戲板進行遊戲。

4

填字遊戲

【參考 Crossword 及 Scrabble 玩法】

★ 準備：兩人一套字母方塊，各字母的個數如下所示。
a=5

b=5

c=5

d=5

e=5

f=4

g=4

h=4

i=5

j=3

k=5

l=4

m=4

n=4

o=5

p=5

q=3

r=4

s=5

t=5

u=5

v=4

w=4

x=3

y=4

z=4

★ 玩法：老師先以字母方塊排出一個單字當起始字（如圖 1 get）。學生輪流增加方塊來排出新的
字（如圖 2 bed），拼好要唸出並造句（視學生

1

3

程度而定），最後無法再拼出新字者就輸了。
★ 補充：學生須能拼出「有意義」的單字，因此建議將程度
相近的學生分成一組，較為公平。老師可以輪流駐

2

站，個別指導需要協助的組別。

5

拼字富翁

★ 準備：兩人一組。每組一個骰子，點數設為 2~6 。一套字母方
塊，每個字母右下方皆寫數字，代表分數（字母出現次愈
少則分數愈高），如左圖。
★ 玩法：玩家輪流擲骰子決定要拼出單字的字母數目，再拿出相同
數目的字母方塊拼單字。單字的得分愈高則總分愈高。例
如：骰到 3，若拼出 tab (T1, A1, B3)，得分就是「5」；
若拼出 tea (T1, E1, A1)，得分就只有「3」。限時內分數

■ 圖片來源：https://goo.gl/oEq3g
點我
即 Scrabble 桌遊的字母。

高者獲勝。
★ 補充：由 3 或 4 個字母組成的單字較常見，
因此可設計「3」或「4」的點數有兩
面，擲到的機率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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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我會拼字

★ 準備：三個袋子，分別代表子音／母音／子音，將數套字母方塊依子母音放入袋中。
，排出 CVC 單

★ 玩法：兩人一組，猜拳決定誰先玩。玩家從三個袋子中各抽一個字母

字並唸出，唸對可擁有該方塊，唸錯則要將方塊放回袋中。時限內或任一袋中的字母用
盡時，遊戲結束。最後擁有最多方塊者獲勝。

7

大小寫聽音拼字
★ 準備：大小寫字母方塊各一套。
★ 玩法：兩人一組。A 拿大寫，B 拿小寫。老師唸出單字，兩人要分別
用字母拼出單字，若正確，較快者得 2 分，較慢者得 1 分。幾
輪之後兩人交換手中的方塊繼續進行。在練習拼字之餘，也複
習大小寫的轉換。

8

字母拔河

【參考 Word on the Street 桌遊】

★ 準備：將兩張 A4 紙拿直式，往中心對折
三次，打開後，將兩張紙銜接成一
長條，並在最上方由中心線往外，

B
A

A

B

依序寫上 1, 2, 3。之後，將 26 個小
寫字母方塊依序排放在紙上的中心線。

學生 A 唸出“ink＂，並移動單字
字母 i , k , n

字母 c , f 掉出紙張，則學生 B
獲得 2 分，且此兩字母不可再
用於拼字了

★ 玩法：兩人一組。學生輪流說一個單字，唸到的字母就要從中心線往外退一格。如：學生唸「cat」，
可以將方塊 c

a

t 往自己方向拉一格（拔河的概念）。遊戲目的就是要將 26 個字母

往自己的方向拉出紙張外，贏得愈多字母者勝。

字母方塊真的很好用！偶爾將字卡遊戲，巧妙地轉換為使用這種小型教具進行的遊戲，效果相當
不錯。只要能幫助學生學習，哪怕只有那麼一點進步，對老師都是很大的鼓舞，不是嗎？更何況這種
塑膠方塊超耐用，連咬都咬不破，非常適合動作不夠秀氣的小學生。我們一起來努力讓課程保持新鮮
感吧！
歡迎您延伸各種玩法與我分享！

Did you moji today?

★ 特別感謝葉采旻老師、黃慧麗老師的研習分享，也要感謝部落格《TheMeasuredMom》版主 Anna Geiger
的無私資源下載，讓我可以引用與改編，觸類旁通！

10

活動任
意門

活化教學新觀念

Dynamism of English Teaching

教孩子，耐心、創意才是王道
文／林鈺城

(Mike Fatbat)

親子天下「翻轉教育」百大教師
曾任教育部國小英語領域中央諮詢輔導員
現任國小專任英語教師

我有三隻貓，個性都不一樣。常覺得為什麼我都

這位組員的小組在平時成績上加分；或採用多元

這樣掏心掏肺對待你了，還把家裡弄那麼亂、又

智能論，說某組正需要很會畫圖卻不善言詞、或

那麼怕我？想到十幾年前，剛開始教國小英文，

很愛表現但需要指導的人才，而○○正具有這種

也是這種心情：上課回答這麼大聲、月考怎麼雙

潛力……。

峰得那麼嚴重？遊戲玩得這麼起勁，作業怎麼還
是寫得像甲骨文？後來才發現，用心用力不代表

Understand what your kids are capable of. 分

用對方法，當然適得其反。因此分享幾則這幾年

好組後，讓各組選好 Helper 1, 2, 3 的順序。在每

來跟小朋友╱貓咪相處的特別方式，希望不只能

次單字句型或課文演練的過程中，老師都可以出

跟他們和平相處，所到之處還會喵聲四起、跑來

不同程度的題目，讓每個組員都有回答的機會。

討摸，表現突出又貼心……。

以 country 教學為例，T says, "Helper Number 1,

please stand up and try answer this."（指著服裝

愛 包裝而成的合作學習，由下而上的讀
寫演練

繡有國旗的奧運選手照片），或 T asks, "Where

Setting Up. 分組座位安排好，學習成效真正妙！

另外還可以多出幾題基本題問其他 Helper 。接

多年來我一直運用 Ace （王牌）、 Helpers （幫

著繼續 T says, "Ace, I need you. This is gonna

手）、 Lucky Star （福星）的分組法，讓孩子有

be tough. Aside from great food, friendly people

更多發揮機會。可以用學期開始簡單的課前測

and beautiful scenery, what else can we say

驗、月考後的成績、甚至用口試或歌唱方式，區

about Taiwan when we introduce our country to

分出程度不同的孩子。第一次分組就先讓全班程

foreigners?" 聽懂題目又能回答完整的 Ace ，可

度最好或考最高分的 6 位當 Ace，最弱或成績最

得 5~7 分。然後請各組 Lucky Star 站起來，教師

落後的 6 位當 Lucky Star，把他們的座號寫在黑

指著某國國旗問 What country is it? 或 Where are

板上，再讓他們自己找麻吉，也就是 Helpers 同

you from?，最快答對的福星可以得 10 分！

is she from?" ，最快答對的幫手可得 2~3 分。

組。所以每組就有 1 位 Ace、1 位 Lucky Star，

12

加上 2~3 位 Helpers。對於落單或人緣不太好的

N o,

小孩，老師可以發揮話術，如採認養制 ，幫收編

當然 Lucky Star 不想永遠只回答最簡單的題目，

I can't. 的推託之詞或想法，會越來越少！

即使他們馬上能從 zero 變 hero 。他們也會想幫

《探險活寶》中的老皮阿寶，就拿來當學習單的

自己的組別多拿一點分數、藉由聽懂更多句子答

「圖說故事」對話角色。我嚮往電影《海底總動

出線索來證明自己。這就要靠老師在每次小組

員 1 & 2 Finding Nemo & Finding Dory》的大海

問答前，讓各組討論、複習、演練，合作學習

冒險，就把故事改寫成簡單韻文，甚至後半段

(cooperative learning) 就自然發生了。這就跟對待

讓孩子嘗試創作不同結果。我覺得抓寶浪費時

貓兒一樣，你不會逼著牠們吃罐頭或喝水，而是

間，但抓住趨勢把 Pokemon Go 當成簡易辯論素

環境對了、氣氛對了，下班回家時自然看到貓食

材，讓小學生開始學習 A（Assertion 論述）、R

都解決、貓咪一天天變大隻……。

（ Reason 理由）、 E （ Evidence 證據）的基本
論述觀念，正反兩方進行辯論，連 Lucky Star 都
能站起來講 "I'm for Pokemon Go, because it's

cool and fun."，然後再由 Helpers 或 Ace 詳述
For example... 或 It's quite rewarding when you
play it ... 的細節和原因，接著再從對方論述中找
出可攻破的論點，加以反駁。例如反方可能說

"You'll spend too much time on it." 正方就可以說
"It gets people to work out more with friends and

N on-negotiable

elements of differentiated

family."。

instruction. 差異化教學的必備元素包括扎實的課
程設計、持續而自然的評量、舒適且支持性高的
環境營造、有彈性的分組方式和符合程度的任務
分配。在活動中隨時發現問題，檢討自己的課程
安排，才能真正幫助學生。現在我教的這群六年
級生，是從五年級開始帶的，運用 HAL (Helpers,

Ace, Lucky Star) 方式一學期後，我又將名稱改
為︰Coach, Players & Agent。教練 Coach 就是
原來的 Ace，球星 Player 其實就是 Helpers，而
專門培養人才的經紀人 Agent ，就是潛力無窮、
眼光獨具的 Lucky Star （所以才讓他們一開始

多了解流行文化，多站在孩子角度思考︰什麼東

去選組員）。轉換一下名稱，就會讓愛打球的男

西是 fun & practical? 而非一直拿林志玲和周杰

生們覺得更酷、想換換不同口味的女生們覺得新

倫來當範本。類似跟貓咪相處，你可能會買一堆

鮮！到了六年級時，又有不同的分組法，下一次

逗貓棒、假老鼠、貓薄荷抱枕、三層旋轉軌道

再跟大家分享細節囉！

球……可是到頭來，也許只有貓抓板是必須的。
如果你懂貓、你會知道牠們真正需要什麼！

Y es,

we care. 流行文化拿捏好，課程安排一把

罩！你可以投學生所好，但不是被牽著鼻子走﹔

Sewing

你可以融入孩子，但不是變成他們。我也愛卡通

穿插跑，溝通理解超重要！我很喜歡使用小白板

your activities with tempo. 動靜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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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這種「不插電」的草根型課內活動，我不

語協同教學課程，是結合聖誕卡和台灣風景美食

必擔心 iPad 不夠、wifi 不通、螢幕失效、或強光

介紹，配合四格漫畫呈現，準備寄給各國 Santa

傷眼。基本的小白板活動可以是：【 Drawing 猜

的活動。有個小男孩，在全班都臨近完成 Xmas

謎】各組出題讓別組猜，畫出課本的單字、句型

card 的繪圖，也寫好信封上的住址時，他的進

甚至是某一句話。【見賢思齊】 Ace 書寫一次、

度還在寫草稿，卻又一直愛講話，還跟組員起爭

Helpers 各書寫一句、Lucky Star 跟著也寫一句，

執，一節課才寫了幾個字；下課鐘聲一響，我正

等於一組會有 3~4 雙眼睛用關懷的心情監督福

忙著檢查每個信封上的住址，他就溜走了！求好

星。另外也可以做較有難度的活動：

心切的我，氣得跑到他教室說︰「中午前沒把草

【解析課文】使用 5W1H 問答、Story Elements

稿交來，以後不必進我英語教室了！」後來了解

的分析，甚至 6 Thinking Hats 的分類法。

狀況的導師，跟我說了他的家庭狀況，她就像是

【看圖說故事】天馬行空的對話創作，如︰將課

男孩的媽一樣；最後補了一句︰「他是個寂寞的

本每單元最前面無文字敘述的前導圖拿來說明、

男孩， Mike 還請你多幫忙喔！」這時我才知道用

從課文對話分析各個角色的五星級造句法 、用插

力過度，可能傷了我們的師生關係。之後用不同

畫家 Liz Climo 的療癒系動物玩笑畫作延伸活動。

方式跟他聊天，才又看到他的純真笑容。每一次
事件真的都是一種學習呀！

這些活動都能展現團隊合作的精神――讓 Lucky

Star 先寫、Ace 和 Helpers 幫忙，不再只由最強
也可以由老師自創富有節奏感的 hip hop 歌曲，

No child left behind. 應該有更不一樣的說法。
No child left uncared for. 有些孩子可能進步很

先複習上一課的句型打先鋒，活絡孩子筋骨；再

慢，但都需要老師的關心和理解。

接上老師精心安排的 riddle-making game 讓各

Y ou

組進行，培養組員感情和向心力；然後進入學習

mentos. 有時候太嗆、太激進，會有反效果。

的 Ace 獨秀，其他人當觀眾。而整節課的步調，

can be their mentor, but don't be their

單或練習本的安靜書寫。也就是說，孩子的注意
力、心情起伏、學習進程等，通通在老師掌握和

愛貓咪也一樣，知道每隻的習性、常常跟牠們說

預期之中。

話，讓牠們清楚知道你對他們的付出，不只是提供
飲食玩樂的主人，才有真正的情誼、才是實在的關

U se

your force, Jedi. 活動中偶爾還是會有突

發狀況。像我們已經進行一個多月的美勞——英

14

係呀！OK，說到這裡――

我要去清貓砂了。

我要
購買

教學得來速

Teaching Resources

唱跳英語好實力
文／賴美如
曾任知名兒童美語補習班師訓講師
現任台北市國小資深英語教師
美國 Lawrence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教育科技碩士

語文是一種與周遭環境互動的生活經驗，包

Sing Along & Read Along with Dr. Jean

含了聽、說、讀、寫的過程，也就是包括口說語
言（說話）與書面語言（文字）。若我們希望提
供孩童一個自然習得語言的情境，就必須在學校
或教室建構一個充滿可聽、可看、可說、可玩豐
富資源的環境，讓孩子置身其中，以自然的方式
學英語。而歌謠與韻文的教學，正好可以提供豐
富的語音輸入，讓孩童在韻律與節奏中，藉由多
元的感官互動經驗，不自覺的習得語言。

■ Dr. Jean's Make & Take Books
歌曲小書

■ 教學指南

Sing Along & Read Along with Dr. Jean 這套
音樂可以刺激多重感官，激發大腦的學習熱

電子書中，包含 12 首歌的教學指引，另可加購

情，使學習更有效益。藉由歌曲與動作，孩童們

Dr. Jean's Make & Take Books 歌曲小書，每首

在教師帶領的唱跳中能獲得更多成就感，進而產

歌都有搭配的繪本歌詞，可以讀，也可以唱。小

生學習的歸屬感。唱跳一方面可以減低或釋放學

書除了有與歌詞內容相映襯的生動插圖，可以豐

習時的焦慮，另一方面，也讓孩童能以一種自然

富閱讀的視覺線索外，歌曲的旋律及編曲更能讓

的方式，發展語言的聽覺記憶與流暢性。孩童歌

孩童在唱跳時，接收到豐富的聽覺刺激。每一本

唱時，他們豐富的想像力能幫助在腦中產生視覺

書的內容與設計理念都是根據此階段孩童 (young

圖像，這對閱讀理解而言是很重要的一部份。歌

children) 所應習得的概念與技巧編寫而成，內容

曲或韻文中的押韻，可以培養孩童音韻覺識的能

涵蓋多個學習面向，包含情緒、肢體、語言方面

力，相較於正式教學，他們更能從中學習到相關

的發展、早期讀寫及數學能力的養成，以及科

概念。歌 曲及韻文容易琅琅上口的特性，也幫助

學、社會和創意表現與藝術領域的能力培養。

孩童們在練習口語時增加語彙，讓他們易於記憶
並習得相關詞彙、語句與語感，無形中增強了學
習動機。

16

在 Sing Along & Read Along with Dr. Jean 的
教學指引中，有相當豐富多元的資源可供教師應

用，其中不乏有趣生動的教室活動，可以搭配跟

這些新穎的教學活動，對孩童的學習將會是

唱及跟讀教學，也有跨學科的活動構想，來與閱

相當深刻的經驗。例如在教 Action Alphabet 這首

讀、習寫、數學、社會、科學等作連結。教師能

歌時，針對每一個字母與相對應的字彙，都提供

藉由這些活動所介紹及探索的學習概念，進一步

了詳細的動作描述，以方便教師教學，例如： A

強化孩童的學習。每一首歌伴隨著 4 個活動，

for apple-hold up a fist and pretend to eat, B for

其中有可影印的學習單，還有額外活動建議，可

bounce-bounce an invisible ball, etc. 如此一來，

作為進行主題相關或延伸概念學習的參考。這些

即使不擅長編舞或做動作的老師，也可以輕鬆的

建議活動不僅能支持閱讀教學中的音韻覺識、發

帶領孩童們一起享受唱跳的愉悅。

音、流暢度、字彙與各領域文本的閱讀能力養
又或者在教 I Know an Old Lady Who

成，更能提升學習動機。
......................................................................................

Swallowed a One

Point and Read

......................................................................................
Why

I Know an Old Lady
Who Swallowed a One

這首歌時，教學指

Reading pointers are a helpful tool for children to use to track print as they sing or read.
The pointers will help children make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spoken word and written
word, and they will help develop eye-hand coordination and left-to-right orientation.

引的學習單上有 old

lady 和數字 1-10 的

Eye Can Read!

Magic Wand

Have each child glue a wiggly eye to
the end of a jumbo craft stick. Remind
children to keep their “eyes” on the
words as they sing or read.

Give each child a chopstick. Let him
or her dip one end in glue and then
dip it in glitter. Allow chopsticks to
dry overnight. Have children use
these “magic wands” to identify
letters and words they can read in
the books.

圖案，孩童們可以
一邊唱歌，一邊學

字放入自製的 old
Theme Pointer
Take a craft stick or straw and add
stickers or fun foam shapes that
relate to the songs. For example, a
glow-in-the-dark star for Twinkle
Friends, or a monkey sticker for
tracking text in Five Little Monkeys.

lady 夾鏈袋中。

Invisible Paintbrush
Give children small, clean paintbrushes, and encourage them to
ﬁnd and “paint” details on each
page. Guide students with
questions such as Can you ﬁnd
the blueberries? Where is the
spider? What number did the
old lady eat on this page?

孩童們的學習經驗
裡有聽、有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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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數字，然後將數

I Know an Old Lady Who Swallowed a One

唱、有觸摸的過程，充滿了感官互動。會唱就會
讀，是這系列歌曲編寫的特點。除了在旋律中增加
Point and Read

5

教學指引中的主題相關教學活動，都相當實

孩童口語的練習機會，也因為聽覺上有大量且有意

用且有確切的教學步驟。根據不同歌曲的主題與

義的語音輸入，讓孩童能在跟讀過程中，習得早期

內容，讓孩童能在多元的感官經驗與互動中進行

重要的識字能力。例如，在教 Rules Rap 這首歌

學習。例如「指讀 (point and read)」的工具，學

時，孩童可以在唱跳中學習到生活中的規範；在跟

生們可以用筷子做成一支魔杖 (magic wand)，或

讀的過程中，更能進一步將這些內化的規範，與歌

是在冰棒棍上貼上會動的小眼睛，來幫助孩童提

曲字彙相連結，從而提升閱讀識字能力。

升視覺專注力。甚至根據不同主題，還可以製作
與主題相關的指讀棒。如在教 Twinkle Friends 這

善用 Sing Along & Read Along with Dr. Jean

首歌時，就可以利用閃閃發光的星星粉，作為指

這套電子書資源，不僅可以創造出活潑生動的英

讀棒的裝飾；或是在教 Five Little Monkeys 時，

語學習環境，更讓孩童在早期的閱讀能力上得到

在冰棒棍貼上猴子貼紙裝飾，以符合歌曲主題。

直接有效的學習，這對教師們來說，是一套不可

透過這些有趣的構想，可以讓教師的教學更加有

多得且令人驚喜的英語輔助教材！

趣也更有效益。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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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Spy Signs ―發現生活英語
文／劉儒蓁
國立政治大學英語教學碩士
現任新北市國小英語教師

“

在 EFL 學習環境中，如何引導學生將課堂所學的知識和現實環境連結，並且主動發現生活中

的英語，相信是許多英語教師經常思考的事。例如透過繪本共讀，學生能夠聆聽和自己生活
經驗相似，或是不同文化的趣味故事。而透過標示語（signs）識讀，學生則能夠擴充語彙，

延伸觸角了解實際生活中的世界。I Spy Signs 便是希望將環境中的英語，帶領到英語課堂所

”

設計的教學活動。

設計理念

境中大量和重複出現的標示語來設計課程，增加

若想激發學習動機，讓學生明白英語是可

學生的語言輸入 (input) ，豐富語彙。活動設計為

以使用在生活中的，那麼學習便不能只侷限於

先引導學生認識標示語，經過清楚明確的教學活

課本。環境文字（ environmental print ）在英

動與教師說明後，再鼓勵學生主動發現探索。接

語教學中是很重要的一環，因為這是課本以外

著藉由同儕分享和回饋來提升學習成效，最後透

生活中最常見到的學習媒材，也是環境中處處

過創作或情境模擬展現學習成果。

可見的字語，其中 logo（標誌）、label（標
牌 ） 、 sign （ 標 示 語 ） 都 包 括 在 內 。 在 環 境 便

學生程度分析

利且與世界接軌的台灣，處處可見英文設計

I Spy Signs 教學活動適合各種學習程度的英

（ print in English ），因此我設計以下教學活

語學習者。透過引導，學生能注意到環境中的英

動，讓學生不再和 signs 擦身而過，而是從發

語標示。面對年紀較小或程度較低的學生，教師

現、嘗試讀音，進而透過所在環境地點和圖像

可以從文字簡短的 logo 開始，先讓學生找出其

來解義，目的是希望學生能有更多機會接觸並

中的字母 (Where can you find a "t"? )，問問學生

學習英語。此外，標示語設計經常伴隨著母語

logo 中的字母是大寫或是小寫？它們的設計、字

說明和圖例（ visual aids ）， 對於英語初學者

體變化、顏色能吸引你的注意嗎？再來教師可以

或程度較落後的學習者來說，是很好的輔助，

進一步運用 logo 進行字母拼讀教學，優點是許多

可以讓學習者有信心嘗試，同時獲得成就感。

商標學生可能在廣告或生活中曾經聽過，在連結
發音規則之下更容易學習。

教學素材
I Spy Signs 教學活動為自編課程，運用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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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已經熟悉發音規則，進入讀寫階段的學

生，教師可利用 sign 的特性，如語句簡短有重

上，並設計插圖。延伸活動還可讓孩子看彼此

點 、 隨 處 可 見 且 重 複 性 高 …… ， 讓 學 生 輕 鬆 學

畫的插圖，猜猜是哪個標示語。

習，加深學習印象。學生可以透過學過的字彙或

2. 讓學生進入校園探索，找找看教室和校園中有

熟悉的圖像，來猜測 sign 當中未知的語意；最重

哪些 signs，再用平板電腦、手機或相機拍攝下

要的是 sign 具有功能性，識讀 sign 讓學生有能力

來，帶回教室和同學們一同分享。藉著這個活

面對文字與圖像充斥的世界。

動，可以提供學生們口語發表的機會。

年紀較大和程度較好的學生，教師可以讓他

2 Sign Collage

們口說介紹在社區或觀光景點所看見的 signs，或

教學時間：40 分鐘

者寫成介紹短文：I went to the zoo last Saturday.

教學準備：壁報紙、膠水、報章雜誌、網頁或相片

I saw a big sign in front of the wild animal section.

教學目標：發現生活中常見的標示語

It says, "No feeding during the driving tour. Close

教學活動：

the windows at the whole time." I think there are
lots of dangerous animals in this area. We need
to be careful so we can protect ourselves, and
the wild animals.

教學活動
★ Signs Around Us
1 Signs at School
教學時間：80 分鐘

1. 請學生預先從報章雜誌或網站上蒐集生活中能

教學準備：校園標語集錦、照相設備

看見的 signs，也可以從周遭環境取材拍照，將

教學目標：認識校園中的標示語

相片帶來教室。

教學活動：

2. 小組共同作業，將帶來的資料剪下，運用拼貼
方式製成一幅海報，教師可將海報用於教室佈
置，讓學生自由參觀 (gallery walk)，再請學生
聊聊曾經看過哪些 signs，或者想認識哪些標示
等等。

★ Sign-Seeing
1 Tour of Signs
教學時間：40 分鐘
教學準備：景點標示語簡報

1. 教師秀出幾張校園中發現的 signs，讓學生運用

教學目標：常見標示語介紹與識讀

字母拼讀法唸出字音，並猜猜看這些標示是什

教學活動：

麼意思？接著請學生將英語標示語抄寫在筆記

教師搜尋觀光景點中出現的 signs，將其製作成教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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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簡報。先讓學生嚐試 sound out the sign，再想

有趣的莫過於分享時間。年紀較小的孩子，教

想看這個 sign 是什麼意思；如果學生猜不出來，

師可以將 sign 一張張投影出來，先讓孩子們

教師可以提示這個 sign 通常會出現在什麼地點，

說說這個標示是在哪個景點發現的，再全班一

給孩子多一些聯想線索。過程中教師可以引導學

起唸讀出來。年紀較大的孩子，則可進行小組

生透過觀察，發現 sign 的文字創作方式和一般句

口語分享活動。以六年級為例，在畢業旅行回

子書寫有何不同？版面編排上又有哪些巧思？這

來後，可以讓小組的組員一同挑選標示語，製

些都會是師生討論的有趣話題呢！

作成圖文簡報，接著進行小組口語練習，最後
再進行全班分享報告。透過如此反覆練習，更

2 I Spy Signs at a Trip

能加深學習印象，下次有機會看到這些 signs

教學時間：某期限內

時，亦能實用。

教學準備：照相設備
教學目標：主動探索並發現環境周遭的標示語

2. 延伸活動部份，教師可以顧及學習者差異，多

教學活動：
這個活動的設計構想是希望學生在旅遊的過程

提供幾個選項讓學生依照自己的程度或興趣來

中，打開眼睛，用類似尋寶的方式找出旅程中所

選擇，展現學習成果。例如設計一個 sign 擺放

出現的標示語。此活動可以給學生較長的探索時

在校園中，讓使用者更加便利、寫短文介紹校

間，沒有出門遠遊也沒關係，可以在住家附近尋

園中的 signs、讓學生化身小小校園導覽員，幫

寶，或者在家人的陪同下來趟公車／火車／捷運

助外籍學生進行英語校園導覽等。

小旅行，將找尋到的 signs 拍照紀錄下來。對於六
年級學生，我則會在畢業旅行前指派這項任務，
引導小組對照旅遊行程先進行工作分配，並準備
好前置作業（如照相器材取得、相片存儲平台等
相關細節），請學生帶著愉快的心情一邊旅行，
一邊發現生活周遭的英語。
以上幾個教學活動分享，除了希望學生能運

3 Sign Sharing

用學過的字母拼讀法唸出字彙外，還能發現和了

教學時間：80 分鐘

解我們生活周遭存在的標示語。學生透過獨立探

教學準備：學生圖文簡報

索，體驗發現的樂趣，再從同儕分享，擴增學習

教學目標：透過口語和文字介紹標示語，展現學

的內容。活動設計中，大量運用環境四周的真實

習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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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料（ authentic materials），便是想讓學生明白

教學活動：

學習英語不是只能侷限於課本，而是可以活用，

1. 在學生帶回旅遊中蒐集到的 signs 相片後，最

同時讓我們的生活更加豐富、暢行無阻。

即刻
報名

英檢放輕鬆

Guide to English Test

兒童英檢，考不考？
文／馬翠蔓
英國曼徹斯特大學畢業
英檢考試口說官
現任補習班教務長

身為資深的英語老師，每次向家長和學生提

報名資格。另外，即使是到了就職的年紀，若沒

起「參加英檢」這個想法時，大家心裡似乎都會

有參加過任何語文類的公開考試，遇到好的工作

有許多疑問，我相信當老師的人是最了解的。孩

機會，也可能從面前溜走。因為沒有那一紙證

子的心裡出現的 OS 一定是「為什麼要考？」、

書，導致競爭力也隨之而下降。所以我們絕對可

「考不好怎麼辦？」；家長則是會問老師「考

以體會到及早擁有證照的重要性。

試有什麼好處？」、「對我的小孩未來有幫助
嗎？」。其實將心比心，如果突然要你去考試，
你也會有同樣的反應。不過老師們要面對的，不
止是這些疑問帶來的壓力，還有另一層煩惱。試
想萬一班主任告訴你，下次考試你們全班學生都
要參加，而且都要考過，你也會懊惱的想「為什
麼是我的班？」、「家長會願意嗎？」、「學生
有辦法全部考過嗎？」。各式各樣的問題，都會

除此之外，語言學習一定要有連貫性。之前

在你的腦海中出現。不過其實只要準備得宜，無

我曾經參觀一些幼稚園及補習班，我最關心的便

論是幫助學生的方式，或是說服家長的能力，一

是他們所使用的教材。有一些業者為了配合書

切都難不倒你的。

商，每一個級數都選用來自不同出版社的教材，
導致同樣的主題可能會在不同的級數出現，甚至

一定要考英檢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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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程度變得越來越簡單。有時在前一級學過的

相信大家都知道，現在是一個證照的時代，

主題，到了這級就直接跳過，如此必定會導致學

它就像一種身分和能力的象徵。我有一些學生想

習上的錯漏。要知道即使是同一套教材，同一級

去考比較好的私立國中，這些學校的入學要求除

的學生也可能因為教學方法和學生背景不同等因

了成績優異之外，還要有各種證照（不論是公開

素，而在程度上有些許落差。因為這些問題的存

比賽的證書或是國內外認證的公開考試），才具

在，所以考英文檢定變得相形重要。因為檢定考

備報名的資格，結果當然不是每一位學生都具備

試的內容是循序漸進的，每一個 級數要測驗的知

識會逐漸加深，所以透過考試，老師及家長都能
清楚了解學生的程度有沒有達到標準，有哪些地
方需要加強；學生也會知道自己的實力及弱點在
哪裡。

考英檢的優點
能夠拿到證明自己英語能力的證書，是報考
英檢的學生們一致的目標，也是最顯而易見的好

而加深印象，印在他們的腦海裡。若練習題目中

處。不過除此之外，英檢的好處可能比我們想像

出現他們未學過的單字，也能增加他們的單字

的更多。

量。透過這種複習的過程，能幫助學習者及其指
導者了解學習和吸收的狀況如何，還有哪些地方

1. 培養參與大型考試的能力
家長其實都知道，孩子未來升學勢必要面對
大型考試。但是他們可能認為孩子還那麼小，有

要補強。尤其針對年紀還小的小朋友，檢定成果
除了作為衡量學習的標準，更重要的是對學習過
程的協助與鼓勵。

需要去考試嗎？其實透過大型的公開考試，可以
訓練孩子獨立完成一件事，也能培養他們面對困

3. 產生更大的信心及興趣

難的勇氣及解決問題的能力。如果在學習過程中

如果 我 隨 機 問 學 生 兩 個 問 題 ， 他 們 的 答 案

過度保護，很多事情都不讓孩子自行完成，孩子

常常一模一樣：(1) 喜歡上英文課嗎？「不喜

反而會變得相當依賴。不要以為孩子準備好課本

歡」；(2) 為什麼要來上課？「因為媽媽說要

內容就可以輕鬆赴試，當他們進入考場時，所面

來」。這種沒有學習動機的上課是完全沒有效果

對的人、事、物都是不熟悉的。從一開始在教室

的。學習語言其實很需要動力來讓孩子前進，透

找到位置坐下，就已經是一門學問；在考試開始

過英檢考試的挑戰及晉級過程，能夠建立學生的

前，能否把個人資料（例如名字、考生編號）填

學習動機，進而激發他們學習英語的好勝心。當

寫在正確位置上，也是一種考驗。考 試的時候，

孩子通過檢定考試，甚至得到優秀成績時，他們

心裡的緊張和不確定、時間內一定要完成的壓

學習英語的信心會頓時大增，發覺學英文並不是

力，都要靠小孩自己主動去處理和克服，這些都

那麼的困難。擁有高度榮譽感之後，孩子就會自

不是平常在生活或課堂中能夠學習到的。在遇到

動自發的去學習，提升學習英文的興趣。就好像

各種狀況時，學會以正面的態度應對，及培養強

打電腦遊戲一樣，會興味盎然、鍥而不捨的投

大的心理素質才是最重要的。

入，直到過關為止。而且過了這一關，還會一直
玩下去，希望能破解下一關，不知不覺也將自己

2. 自我學習過程的檢視

的戰力大幅提升了。

檢定對於英語學習的助益，絕對不僅止於那
張證書，而是在於檢定的準備過程及考試結果，

考英檢的心態謬誤

到底能夠幫助學習者多少。在準備的過程中，孩

所有事情都是一體兩面的，考試亦然。不過

子會把以前學過的單字及句型重新複習一次，從

我們仔細想一想，如果考試完全是弊大於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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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為什麼在我們求學過程中，會有大大小小的

師也能以學生的進步為榮。一定要記得，不要

考試在等著挑戰我們呢？由此可知，雖然考試本

成為考試的奴隸！考英檢最根本的目的，是對

身其實沒有壞處，但是如果犯了以下錯誤，對學

孩子英語學習歷程的檢視，也是延續英語學習

生、家長及老師都會是很大的傷害。

的原動力。

1. 態度不正確
許多家長常常因為過度期待孩子的表現、害
怕孩子比不上別人、或對於取得證書的得失心過
重等不一而足的原因，要求補習班老師帶著自己
的小朋友四處參加英語檢定。此外，也有少數老
師認為考高分的學生越多，表示自己的教學專業
越強。但這些動機的出發點都不是為了孩子，只
是為了滿足大人們的虛榮心。如果抱持著不正確
的心態，將不必要的期待加諸在孩子身上，孩子
只會倍感壓力，每天機械式的為了高分而練習，
變成名副其實的「考試機器」。

2. 學生沒有充足的準備
有時候由於來自家長或班主任的壓力，老師
在無可奈何的情況下，要把沒有準備好或者程度
還不夠的孩子推向檢定。這樣的情況就像是不給
他們武器，卻要他們上戰場一樣的殘酷，到頭來
只是辛苦了老師和學生。學生為了考試而學習，
缺乏學習的樂趣；老師為了讓學生通過考試而教
學，失去教學的熱情。更糟糕的情況是，萬一考
試成績沒有達到預期的標準，對於孩子的學習將
是非常大的打擊，有可能從此失去學習的動力，
之後對於任何考試都提不起勇氣參加，實在對未
來影響甚大。

當然以上所謂的「副作用」，透過教師用心
的準備和精湛的教學功力，是絕對可以避免的。
例如：平常就把檢定內容融入課程中，提升學生
的能力、隨時跟家長溝通學生的學習狀況，讓家
長了解小孩的程度及待加強之處。做足了良好的
溝通與準備，家長就可以信賴老師的判斷，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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桌遊拼讀樂翻天
文／黃有慈
兒童美語老師
Joanne Hwang 教學宅急便 部落格格主

“

每當教到自然發音課程，無論是卡牌類還是海報類教具，想必每位老師都多少準備了一些
吧！的確，善用教具不但能讓老師備課輕鬆又容易，也能提升學生的學習專注力。今天

Joanne 要跟大家分享我利用三款新教具，所設計的一些活動，希望大家會喜歡！

1 字母拼讀【剪刀石頭布字母桌遊組】

”

人就要搶著出牌，例如： S1 手上有「 Ff-fish-

Stone」，就可以大喊 "Ff-fish" 並打出該牌，
放在「 Gg-gift-Scissors 」的牌上，成為新的
引牌。

4. 根據引牌，接下來要出的就是「 Paper 」的卡
牌。依此類推，最慢清空手中卡牌的人就輸囉！

★ 活動二：雙人限時 PK 賽
這組教具適合用在初學字母及發音的課程
上，除了教具本身可以當桌遊板來使用，還可以
花點時間將字母剪下來，變成字母卡牌，功能相

母卡牌，彼此不看到對方的牌。

2. 兩人一起喊 "Paper, scissors, stone!"，同時各

當多元喔！

打一張牌到桌面上（正面朝上）。依照牌面上

★ 活動一：眼明手快

的剪刀石頭布來決定，猜贏者唸出兩張牌上

1. 四人一組。剪下遊戲

的字母和代表字後，就可以將牌收到自己的

板的字母卡牌，發

手牌當中。若兩人平手，則各自唸出自己的

給每組 26 張字母卡

卡牌後，再收回手

牌一套。

牌中。

2. 將卡牌均分給學生，並留一張在桌面當引牌。
3. 假設引牌為「 Gg-gift-Scissors 」，依石頭贏
剪刀的原理，手上有「Stone」字母卡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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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限時 5 分鐘。兩人一組，均分一套 26 張的字

3. 依此類推，時間結束
後手中卡牌較多者為
贏家。

光是剪刀石頭布字母的玩法，就有很多可以發揮

★ 活動二：Ugly Doll 桌遊玩法

的空間，另外此套教具還有字母描寫、雙面轉盤、可

1. 每組人數不限，發給每組一盒卡牌。

愛老鼠卡等配件，可以創造出更多種有趣的活動，等

2. 將卡牌中的 36 張單字卡（不含功能卡）挑出

著大家來進行喔！

洗好，將牌堆正面朝下放在桌面中央。

3. 每位學生輪流翻一張牌，大家一起唸出牌面上

2 進階拼讀【JJ Funics Cards】
這兩套拼讀卡牌，適合讓已經有初步拼音能
力的孩子來練習拼音。第一套【JJ Funics Cards

1】主要是練習長母音 Silent E，包含 36 張長母
音圖文並列的單字卡牌，以及 16 張功能卡牌，讓
孩子在遊戲的同時，也可以認識新生字，了解單
字的意思，不單只是練習拼音而已喔！

4. 當桌上出現三張相同顏色邊框的卡牌，或三張
相同母音的卡牌時，就可以搶拍卡牌，搶拍時
一次不限一張，也可以用兩隻手喔！（這時來
不及唸單字也沒關係啦！）最快搶拍者，即可
取走該牌。

5. 兩人同時搶到同一張牌時，先喊 "Bomb!" 者可以
取走該牌。（老師可以自行設定單字！）

6. 桌上卡牌都翻完時，則遊戲結束，手中卡牌較

★ 活動一：Color Run

多者為贏家。

1. 上網下載 Color Run 桌遊板
https://goo.gl/MQWMm8

的單字。

點我

★活動三：Uno 桌遊玩法
1. 四人一組，發給每組一盒卡牌。一開始每人發
4 張牌，一張放在桌面中間當引牌，其他則作
為牌堆，正面朝下擺放在引牌旁。

2. 每人輪流出一張牌，同時要唸出牌面上的單
字。出牌的方式有兩種：（ 1 ）選擇與引牌同

2. 四人一組，發給每組一盒卡牌，及每人一枚棋
子（或用小花瓣、積木、橡皮擦等代替），放
在桌遊板的起點。

3. 將 JJ Funics Cards 卡牌正面朝下放在桌上，
請學生輪流抽牌，並拼讀出抽到的卡牌。唸對
則可依照卡牌的邊框顏色，將棋子往前移到最
近的同色圈圈。例如： S1 抽到綠牌，唸對後
可將棋子移到最近的綠色圈圈。

4. 若桌上卡牌翻完後還未產生贏家，可以將唸過
的卡牌重新洗牌，放回牌堆下方繼續使用。

5. 依此類推，最快抵達終點者為贏家。若大家都
已經靠近終點，則最快抽到藍色卡牌者為贏
家；若抽到其他顏色的卡牌只能待在原地，無
法前進。

色邊框的牌；（2）選擇與引牌同母音的牌。

3. 萬一手牌中沒有可出的牌，則從牌堆中拿取一
張，若該牌符合出牌方式則可出牌，若不符則
收到手牌中，輪到下一位學生出牌。

4. 四張功能牌的用法：（1）Draw 2- 下一位學生
必須從牌堆中拿取兩張加入手牌，並暫停出牌
一次；（ 2 ）Reverse - 出牌順序反轉；（3 ）
Skip- 下一位學生暫停出牌一次；（4）Change
color- 指定下一位學生出牌的邊框顏色。

5. 最快 打 出 所 有 手
牌者為贏家。
★以右圖為例，可搶拍
的卡片有同為綠色
邊框的 nine / these /
tape，還有母音相同
的 gate / wave / ta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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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萬用拼讀【Busy Bees 遊戲海報組】
這類型遊戲海報非常好用，不管是什麼主
題，只要填入欲練習的單字，即可練習單字或句
型，配合多款活動使用起來事半功倍！而且 Busy

Bees 遊戲海報組還有另外一項貼心設計：內容物
包含「遊戲大海報 1 張」和「桌遊海報 4 張」，
老師可以先在課堂上利用大海報引導學生進行一

3. 每組輪流派代表出來猜拳。贏家可以移動自己

次活動，之後再用桌遊海報分組練習，不用再煩

的小花瓣一步，移動時，該組成員必需依照該

惱為了分組，要買好幾份海報的問題了！

格內容回答單字或句子。

4. 若答對，則可吃掉該格的小花瓣。目的：吃光
對方的小花瓣。最後生存下來的組別為贏家。

因為老是擔心錯過好教具，「很愛買」且常
忘記買過什麼教具的英文老師並非少數（被我說
中了吧！），千萬要切記，教具買了要好好使
用，讓好教具有存在的意義（快去把教具們挖出

★ 活動一：好運天註定

來！），不然花再多錢也沒意思，您說是吧？

1. 事先在海報中寫上欲練習的單字或句型提示。
2. 兩人（或兩隊）一組，發給每人同顏色的小花
瓣數枚，彼此顏色不重複。

3. 發給每組一個小轉盤，上面註明三種數字 1, 2,
-1。
4. 每人輪流轉小轉盤，並依照轉到的號碼回答問
題。「 1 」代表可以選擇一格單字來唸，唸對
可放上一枚小花瓣。「 2 」則代表可以選擇兩
格單字。「 -1 」比較有趣，代表可以任意移除
對手的一枚小花瓣（ Remove one opposing

piece），前提是要唸對該格單字喔！
5. 依此類推，待全部格子放滿小花瓣後，活動結
束，海報上小花瓣較多者為贏家。

★ 活動二：生存遊戲
1. 在海報的每格寫上欲練習的單字或句型提示。
2. 將學生分兩組，每組發給六枚小花瓣，任意放
在海報格中。（每格一枚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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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桌遊拼讀優惠組 ★
包含 1 JJ Funics 拼讀卡 –長母音
2 JJ Funics 拼讀卡 –子音
3 剪刀石頭布字母桌遊組

限量10 組
每組優惠價 280 元（77 折）

即刻
前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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