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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搭乘捷運上下班，總是會看到許多年輕的孩子，人手一支手機，不斷地用手指刷

啊刷，無論是跟朋友互傳訊息、瀏覽網頁，越來越多人享受著成為「低頭族」的樂趣。

無獨有偶，最近我時常在餐廳裡，看到以下的景象：幾個爸爸媽媽難得有時間聚餐，

所有人入座後的第一個動作，就是將自己的手機或平板電腦拿給孩子玩，讓這些 3C 產品

代為安撫可能坐不住的孩子。看這些孩子，睜大眼睛緊盯著螢幕瞧，小手不見得能握得穩

筷子或鉛筆，但卻能準確的靠著手指點來點去，遊戲一一破關，著實讓人有些驚訝。

還記得我們小時候，父母對於「玩電腦」這件事，通常有很嚴格的限制，例如要先做

完功課、每天不能超過兩小時等等。一方面擔心孩子沉迷其中，無心於課業學習；另一方面，

長時間用眼可能讓孩子成為小小眼鏡族，實在得不償失。慶幸的是，當時電腦與網路才剛

開始普及，對許多孩子而言，電腦還是一種比較奢侈的設備，因此父母也較容易限制孩子

接觸的頻率與深度。

反觀現在的孩子，多半小學就開始接觸 3C 產品，有些甚至更早。父母因為工作忙碌

或一時方便，不但自己成為重度使用者，間接也把孩子「綁」在螢幕前。孩子習慣於接收

這些聲光俱佳的資訊來源，因此降低了對單純文字及圖片的敏感度，結果導致孩子對一般

上課內容興致缺缺，無論老師教得多起勁，學生就是無法專注，此類狀況近來時有所聞。

面對孩子學習型態的轉變，如何適時適度調整自己的教學，也就成為老師們最大的挑戰。

近幾年，「資訊融入教學」已成為相當主流的教學方式，有越來越多的教材提供多媒

體光碟，讓學生能夠看著大螢幕進行學習。也有許多老師積極教導學生使用網路搜尋，完

成一份專題報告。透過本期的「美國教學連線」，我們發現身在美國的老師，同樣也在運

用科技輔助孩子的學習，期望豐富教學的內容。而面對這股不可抗拒的趨勢，老師們如何

以自己的教學專業為依據，拿捏運用的分際，讓這些資訊產品不致喧賓奪主，才是我們真

正要深入思考的課題。

《 Hello! E.T.》總編輯  孟慶蓉

 pd@cet-taiw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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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凱斯越南跨文化週

 "Give Your Child The World!"一直以來是凱

斯辦學的精神，我們希望透過各種多元文化活動的

進行，帶給孩子們多元的學習經驗。尤其是生活

在海島國家的我們，應該了解到台灣是 "Island of 

Immigrant"，不僅有在地文化的融合，近年來也逐漸

有新移民文化的加入。目前在台灣平均每十位學童當

中，就有一位是新移民，而其中又以越南的孩子居

多。在台灣的大街小巷也越來越多越南餐廳、越南小

吃店與雜貨店。所以當老師們在選擇這學期的跨文化

國家時，大家把票投給了「越南」，準備帶著孩子們

一起認識越南的文化、飲食、服裝、語言與運動。

只是，當老師們開始收集和越南相關的資料

文／ 吳敏蘭
美國哈佛大學雙語教育碩士

台北凱斯跨文化雙語幼稚園教務長

建國跨文化雙語幼稚園教務長

台北凱斯英語學校 教務長

教學
大視界

Learning to
Teach

時，我們發現越南其實有許多和台灣相似的地方。

例如，我們都是以農立國、都有綠意盎然的稻田

景色、都有豐富的熱帶水果、甚至連年節慶祝的

方式都很類似。這反而成為老師們設計教案時傷

腦筋的地方，因為以往我們介紹過的國家總是有

強烈的異國色彩。但是要如何讓孩子們對與台灣

有許多相似之處的越南有更深一點的印象呢？

為了收集更多越南資源，老師們發揮團隊的

力量到處搜尋，最後找到了「新移民文化協會」

與「南洋姐妹會」。兩個組織都是由菲律賓、印尼、

泰國、越南等南洋國家成員所組成的！在得知我

們即將在幼稚園舉辦越南教學的活動後，他們也

很熱心地提供我們好多好多資源，從越南傳統的

服裝、器具、海報，到提供老師現場教學，還提

供越南餐廳與雜貨店資訊的分享，讓人感受到南

洋文化的熱情。

為了規劃適合幼稚園的越南餐點，凱斯餐點

考察團再次出動，前往位於台北知名的越南餐廳，

大家一邊「嘗鮮」，一邊記錄與討論如何將餐點

變成幼稚園裡的異國料理，希望能一起研發出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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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期待又驚喜的越南美食饗宴。考察團在步出餐廳

時，大家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手指間的香味，因為每

道菜幾乎都有九層塔與檸檬！於是，我們把這個經

驗帶到了學校，要讓孩子們記得這個特別的「越南

味道」。因為考量到許多小朋友不吃牛肉，我們將

最有名的越式生牛肉河粉改成了豬肉丸子河粉，

然後在要品嘗時，讓孩子們自己用手將九層塔一

葉一葉撕下、用指尖擠檸檬塊，再將清脆的豆芽

菜拌進熱湯裡。小朋友們興奮的直呼「好香」呢！

在課堂上，我們也讓孩子們親手做「越式春

捲」，越南的春捲皮是透明的，而且是要先沾水

後才開始包，包好後還要沾一種很特別的醬汁：

魚露。一開始孩子們覺得很陌生、不敢嘗試，後

來經過老師的示範與鼓勵後，輕輕咬了一口，覺

得口感很特別，和他們所熟悉的台灣潤餅和炸春

捲不一樣，更對越式春捲和魚露印象深刻呢！另

外越南因為曾是法屬殖民地，所以飲食文化也受

到法國的影響，將美味的南洋風味咖哩搭配酥脆

可口的法國麵包，不同於台灣孩子們所熟悉搭配

白飯的咖哩吃法。孩子們拿著沾著醬料的法國麵

包，吃起來格外香濃。

我們也介紹了越南的交通工具，最具特色的

就是越南的人力車。我們將各國的計程車顏色讓

孩子們做比較、也比較了不同國家的人力車，像

是早期台灣的三輪車等等。大部分的人力車乘客

都是坐在後方，騎車的人在前方。但是越南的人

力車很特別，乘客是坐在前面，騎車的人在後面！

為了讓孩子們親身體驗到這樣特別的搭乘方式，

我們的老師與娃娃車叔叔們，動手將腳踏車組裝

成越南人力車。同時，老師也用滑板車和紙板製

作出一艘船，讓孩子們體驗在船上販售水果，當

個水上人家的新奇滋味！

這次越南國旗的製作結合了摺紙的概念。

我們先介紹越南國旗是紅底加上一顆明亮的星

星，接著，我們帶著孩子們一起認識其他國家

的國旗，找找看哪些國家的國旗也是紅底？找

找看哪些國家的國旗也有星星？不同年級的小

朋友用不同的方法製作越南國旗，例如，大班

的小朋友摺出了三個三角形，再用老師示範的

方式拼出一顆星星！中小班的小朋友用顏料刷

上紅底或是用手指沾顏料塗滿整個紅底，都別

出心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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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欣賞完許多的越南風景後，我們讓孩子進

行「越南風情畫」，其中包含了梯田的景色和悠

閒的水牛，將越南鄉村的景色展露無遺。在搜尋

資料時，老師們發現越南還有一個很特別的「水

牛彩繪」活動，在真的水牛身上畫上鮮豔的圖案，

成為當地農家很特別的活動。因此，我們也讓小

班的孩子們在水牛的圖案上畫上美麗的色彩，體

驗一下這樣有趣的水牛彩繪。越南的斗笠也很有

特色，有別於台灣有弧度的斗笠，我們先讓孩子

們看看各種有特色的越南斗笠，再帶著孩子們用

各種方式製作出五花八門的越南斗笠，有的光鮮

亮麗，有的樸素優雅，各具特色。為了讓孩子體

驗越南的農村生活，我們特別去借了幾支扁擔，

讓孩子們體驗挑扁擔的樂趣，我們在扁擔的兩邊

各放了假的水果，多了些重量的扁擔，讓孩子們

更有真實感，藉由分組接力的遊戲，讓孩子們體

驗到農夫挑扁擔的辛苦！

至於越南傳統的拋繡球活動是用布劄成像橙

子一般大小，中間放入稻草或棉花，外面則點綴

了美麗的彩色布條。拋繡球的地點通常是在一片

寬廣的草原上，中間豎立一支高竹竿，上面掛著

一個半徑 50公分的竹圈，參加拋繡球的女子分為

兩組站在廣場兩端，每邊輪流拋一次，直到任何

一方把繡球拋過頂上的竹圈者為勝方。於是，學

校裡的叔叔運用巧思做出拋繡球的框架，還用保

麗龍球與毛根紮出漂亮的繡球，老師們也找了適

合小小孩拿的繡球（竹編球較輕），讓孩子們體

驗越南獨特的拋繡球文化。

還有，越南著名的水上傀儡戲讓孩子們充滿

好奇，老師們從網路上蒐集了許多水傀儡的影片

與圖片讓孩子們觀看，孩子們對於如何在水上操

作傀儡覺得很疑惑。於是我們帶著大班的師生前

往林柳新紀念偶戲館，讓孩子們實際操作水傀儡。

在館裡還有許許多多不同的戲偶，讓師生們都玩

得不亦樂乎。林柳新紀念偶戲館安排的專人解說

與導覽，讓孩子們大開眼界、收穫滿滿！當天最

棒的是偶戲館頂樓的越南水傀儡，館方人員讓孩

子們實際操作，感受一下如何在布簾後面操作水

上傀儡呢！

在這次的越南跨文化週中，我們特別邀請南

洋姐妹會的李老師來帶領越南週的歌謠教唱派對，

李老師相當熱心地借我們好多件越南傳統服飾，

是相當漂亮又細緻的越南服 (Ao Dai)。當老師們

一一穿上高挑又漂亮的 Ao Dai時，小朋友們露出

新奇的表情說：老師好漂亮喔！李老師也是一位

相當有教學經驗的老師，不但教孩子們說道地的

越南招呼語：你好 (Xin Chao)、再見 (Tam biât)、

不客氣 (Khong Co Chi)、謝謝 (Cám on)！還依照

不同年齡的孩子，教了不同的越南童謠，一句一

句的教唱，並且搭配可愛的動作，聽著聽著孩子

們也開口跟著唱唱跳跳了！李老師為每一首童謠

設計了小遊戲，讓這場越南歌謠活動從頭到尾都

沒有冷場！派對結束時，我們特別準備了道地的

越式拉椰糕，濃郁香 Q的美味讓每一位師生都豎

起大拇指！ 

 這次的越南週有別於以往，我們雖然依照往例

邀請了該國的朋友來到學校和孩子們交流，不過不

管是南非週、法國週或俄羅斯週，大部分的來賓都

是不同膚色、需要用英文來溝通的，但是，這次李

老師的樣貌和我們十分相近，還會說華語，讓孩子

們相當好奇也印象深刻呢！感謝教學團隊的努力，

從籌備、情境佈置、到活動進行都盡心盡力，讓我

們的孩子們感受到十足的越南味！

.

.







08

此活動內容主要為介紹身體臟器。這些生字

鮮少在教材中討論過，也因為如此，此展覽館正

符合戶外教學的立意：讓學生認識教室內或教材

中未涉及的領域。方位介係詞的用法許多孩子並

不陌生，建議老師可以先在課堂中引導學生熟悉

本單元的主要字彙，並對身體器官所在位置先有

基本觀念。

高雄的好鄰居—
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
文／ 尤淑華
現任高雄市山頂國小英語教師

戶外教學
齊步走

Outside the 
Classroom

位於高雄市九如路的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

（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useum，以

下簡稱科工館），堪稱是南部戶外教學的重要

景點。科工館是國內第一座應用科學博物館，

亦為南台灣第一個國立社教機構，其設立主旨

為蒐藏及研究科技文物、展示與科技相關主

題、推動科技教育並提供民眾休閒與終身學習

為其主要功能。科工館內的展覽多元並多以日

常生活科技為主，著實給予孩子做中學的機

會，但卻鮮少有老師將科工館中的常設展覽和

體驗設施與英語教學做結合。有鑒於目前諸多

補習班與冬、夏令營推出主題性教學，讓我萌

生了「科學 ABC」的點子，讓孩子在熟悉的

場所中玩出不一樣的興趣。

活動地點：展覽館四樓科學開門廳

建議活動：人體拼圖

主要字彙：

heart, lung, liver, stomach, intestine, under, 
on, between

主要句型： 
My heart is between my lungs.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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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有了對單字以及句型的知識後，在此即

可進行「動手學英文」的活動。老師可先將學生

分成兩人或六人一組的競賽隊形，並引導學生依

序唸出手中器官所代表的單字，以及該器官在人

體中所屬的位置，正確者即可將拼圖放入模型（圖

1），最後能在一分鐘之內完成拼圖的隊伍為贏

家。請注意人體拼圖的設置為磁性吸力設計，如

果孩子一分鐘內未能將拼圖完成，所有已吸附上

的拼圖將全面往下掉（圖 2）也就是當上方秒數

歸零時，所有的器官皆自動滑落。

學生可以一邊做、一邊直接看到所剩的秒

數，讓這活動更為刺激和激烈，老師們也無須額

外準備計時工具。此外，科工館網頁也提供相關

的學習單，倘若想要留下教學檔案的老師，也可

下載文字檔後稍作修改，即可成為豐富的英文學

習單。

航空與太空館是結合動態體驗與實際操作

構想的展場，裡面除了塔台設備，也有飛行發

展的介紹、火箭裝配教學、飛行機器動力生產

和月球漫步體驗區等等。虛擬塔台的擺設十分

簡單，備有 LED 燈式航行線（圖 3）與數個

塔台管制系統操作螢幕，可以引導學生架構出

完整的世界國家概念。

學生在教室內聽過許多國家名稱，但因為

缺乏出國的機會，所以對地理位置卻十分陌

生，更不用說各地往返的航行時間。老師們可

使用平日所教的 Where are you going? I  am 

going to Par is. 句型與航行線指示圖，讓學

生在練習句型時，同步了解各城市與台灣的地

理相對位置，並讓學生動手點選自己想去的國

家（圖 4）。進一步，可讓學生閱讀塔台給

予的目的地資訊（圖 5），來回答第二個問

題 How long does i t  take to go to Par is? 

由於此句型較長，老師也可準備句型條，方便

教學。練習幾次後，也可讓學生角色扮演，一

問一答增進練習次數與聽力技巧。

活動地點：展覽館六樓航空與太空館

建議活動：環遊世界 80天

主要字彙： 
New York, Hong Kong, Paris, Singapore, 
Tokyo, Sydney, Bangkok, hour, minute

主要句型：

 (1) Where are you going?  I am going to     

      Tokyo.
 (2) How long does it take to go to Hong 
      Kong? It takes one hour and twelve 
      minutes.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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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球漫步體驗區裡每個參與的學生須穿著特

殊的裝備，體驗六分之一重力的感覺（圖 6），

並隨著虛擬實境畫面的播放，跟著「玉兔」前往

廣寒宮去拜訪嫦娥（圖 7）。

館中多媒體影像的感官刺激與虛擬實境的互

動體驗，讓拜訪過的學生都留下極為深刻的印象。

太空漫步體驗區是需要付費的（每人每次 30元，

團體 25元），並有身高（130公分以上）和體重 

(20kg~90kg) 的限制（圖 8）。雖然較為麻煩，但

能夠讓學生體驗登上月球十分鐘的經驗是無價的。

此活動設計的教學內容是針對活動中的指令，

說出簡短的祈使句。建議老師在讓學生體驗前，

可先運用 TPR教學法，讓學生一邊做動作一邊熟

悉句型。接著以分組方式進行，讓體驗的學生在

剛開始的三分鐘挑戰矇眼跳躍，只能單純聽從隊

友的指示跳往廣寒宮尋找傳說中的嫦娥公主（圖

9），之後再讓學生拿掉眼罩感受彈跳在外太空的

樂趣。

館藏豐富的科工館提供學生多方的科學知識，

而不定期的特展更擴展了學生們涉略學識的機會，

老師們可多利用機會舉辦科工館英文教學一日遊，

說不定可以發展出運用科學學習英文的多元方式

並成為您教學的特色。

【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

 ★ 地址：807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一路 720號

 ★ 電話：07-3800089

 ★ 首頁 http://www.nstm.gov.tw/index.aspx

6

7

8

9

活動地點：展覽館六樓航空與太空館

建議活動：太空漫步

主要字彙：
left, right, up , down, higher, faster

主要句型：
Jump to the left. Jump hig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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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史嘉琳 (Karen Steffen Chung)
國立台灣大學 外文系副教授

英語教學死角：
複合名詞重音

大師
開講

Professor's 
Corner

高會特別高或低；2.母音要唸得比較長；3.母音

要唸得完整、清晰，不會唸做央音 schwa /4/；4.音

量較大一點。因為英語的重音規則眾多且繁雜，

想知道哪一個音節有重音，套用重音規則不如查

字典。

不過，如果將兩個單純的名詞拼在一起構成

一個複合名詞 (compound noun)，如 bookcase, 

classroom, telephone call重音到底要怎麼放？套用

一般規則，在句子裡實詞（名詞、動詞、形容詞、

部份副詞）有重音，虛詞沒有重音。複合名詞裡的

每一個成份本身都是名詞。這是否代表每一個字

都要依照它原本的重音來唸，例如：'book'case, 

'class'room, 'telephone 'call？其實，這種唸法在

一般的「台式英語」裡，經常可以聽到。不過，在

標準英語裡，無論是美式、英式等，複合名詞有一

套自己的特別重音規則。很遺憾，在台灣，多數老

師不太熟悉或不知道複合名詞的重音規則，以至於

複合名詞重音很容易被忽略。也許有人會認為複合

名詞重音是不重要、可有可無的。在這先試想，如

果有外籍人士在說中文時，完全忽略「連讀兩個三

聲字，第一個要唸第二聲」這條規則，每次把「很

好」唸做ㄏㄣ ˇㄏㄠ ˇ而不唸ㄏㄣˊㄏㄠ ˇ，聽起

前期提過英語三種不同層次的「重音」，

即：「字重音」 (word stress)、「複合名詞重音」

(compound noun stress)與「句子音調」 (sentence 

intonation)，也已經詳細的講解過字重音。本期將

介紹英語第二種重音，也是教學中常會被忽略的

複合名詞重音。

依英語發音的規則，每個字當中有其中一個

音節，要唸得比其他音節較「重」，也就是說：1.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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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 (material or ingredient)時，兩個詞都保留其

原有的重音。

例詞：

'beef 'stew 燉牛肉  'paper 'airplane 紙飛機

'clay 'pot 陶鍋        'chocolate 'cake 巧克力蛋糕

'apple 'pie 蘋果派  'glass 'door 玻璃門

'brick 'wall 磚牆     'cardboard 'box 紙箱

'metal 'ring 鐵圈    'plastic 'bottle 塑膠瓶

b. 如果第一個名詞是個時間或空間單位（時間單

位通常只包括專有名詞，如 Saturday）或是某一

種組織的話，兩個字也還是維持其原來的重音。

例詞：

'Monday 'night星期一晚上（Monday是時間單位）

'kitchen 'sink廚房裡的水槽（kitchen是空間單位）

'world 'leader 世界領袖（world是空間單位）

'family 'meeting 家庭會議（family是一種組織）

'class 'secretary 服務股長（class是一種組織）

'bedroom 'window 臥房裡的窗戶（bedroom是空

間單位）

有時候，為了要強調某一點，母語人士可能

會選擇不管這些重音規則。一個常聽到的例子是

在捷運上的英語廣播，如：'Taiwan Uni'versity 

'Hospital 'Station（“Station”其實應該沒有重

音）。電視與廣播新聞，為了強調要講的內容，

會需要用較 high的語氣來留住聽眾的注意力，也

常會無視複合名詞重音規則，而把每個字裡原有

的重音全都念出來，不過日常生活對話裡還是要

遵循基本規則。只是要有心理準備，有時候因為

特殊緣故，甚至是母語人士也會「違規」。另外

也要記得，所有的規則偶爾也有例外，如果碰到

了，當成例外背就好了。

來感覺如何？應該心裡會覺得怪怪的，很想糾正

這樣的發音。

其實，複合名詞重音唸錯，有時就會變成完

全不同的意思，例如：'smoking room 是「吸煙

室」；如果唸做 'smoking 'room兩個字都放重音

的話，意思是「失火冒煙的房間」。這可能會導

致一個蠻嚴重的誤會！

我們先來瞭解一下複合名詞重音規則 (Noun 

+ Noun Compound Noun Stress Rules)：

1.（當形容詞用的）名詞 +（被修飾的）名詞 
    = 複合名詞

被修飾的名詞沒有重音，有修飾功能的名詞保留

它原有的重音。

例詞：

'coffee cup 咖啡杯   ex'tension cord 延長線

'water bottle 水瓶   'furniture business傢俱公司

'eye lash 眼睫毛  'management expert管理專家

'brain power腦力   'radio station廣播電台

'Web page網頁    'work environment工作環境

唸類似這樣的複合名詞時，要特別注意被修

飾的那個字完全沒有重音，要用低平調來唸！開

始時，可能不習慣，會一直想要保留後字原來的

重音，所以在建立正確習慣之前，要時常提醒自

己，壓制想要唸出原來重音的衝動。如果自己唸

出這個新唸法時，會覺得怪怪的，這就表示你心

中英語發音的模範 (model)是台式英語，而非母語

人士的標準英語。

2.名詞 + 名詞的字詞還有一些特殊的狀況， 重
   音跟一般的複合名詞不同：

a. 如果第一個名詞是第二個名詞的主要原料或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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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到這裡，你可能會覺得有點暈頭轉向，

會覺得怎麼這麼複雜，之前怎麼都沒有人告訴

過我？

首先，知道規則比起把每一個複合名詞的

重音一個一個分開背，其實要輕鬆很多！知道

規則可以幫你省下很多麻煩和時間。所以把規

則搞清楚，並開始使用吧！至於為什麼之前沒

人告訴過你，這就是為什麼本篇將其稱為英語

教學的死角，因為幾乎被完全忽略。有些課本

會提到一些，可是因為老師對這些規則不很熟，

可能會快快的帶過，自己所說的英語也不遵守

這些規則。實際上，你如果問一般母語人士這

些規則，他很可能會愣住，因為他只會講，完

全沒想過為什麼會這樣講。一般英美國家的學

校也不教，甚至 TESOL 的教材裡也不一定交代

得清楚。這就好比，問一般台灣人閩南語的轉

調規則是什麼一樣，閩南語明明講得很溜，可

是不知道到底有什麼樣的轉調規則，無從回答。

平常我們要如何練習呢？就是多聽。在做

你的每日十分鐘「回音」聽力練習時，記得要

特別注意聽，遇到複合名詞時的唸法。很多人

會嚇一跳，發現真的有這回事，以前怎麼都

沒注意到？這就是懂得如何聽（所謂的 active 

listening）跟一般的糊裡糊塗的聽，巨大的差別

所在。另外，看英文文章時，試試看把所有的

複合名詞找出來、圈起來，想一想依照學過的

規則，該如何用正確的重音來唸。

下一篇我們來談第三種重音，就是句子音

調，還有斷句問題。很多人可能以為英語的音

調只能憑感覺，毫無規則可循。實際上，句子

音調跟複合名詞一樣是有規則的，而且這些規

則並不多且不難學。下期千萬別錯過喔！

下面簡短介紹，一般形容詞 + 名詞的重音規

則 (Adjective + Noun Phrasal Stress Rules)：

如果一個片語是由一個一般的形容詞（如：

beautiful）；再加上一個名詞（如：day）所構成

的，這就不是複合名詞了。後面的名詞則要唸出

它原來該有的重音（例如：'beautiful 'day而不是 

'beautiful day），以下為此規則的例詞：

'red bal'loon 紅色的氣球

'loud 'noise 很吵的聲音

'cloudy 'sky 多雲的天空

'long 'novel 很長的小說

'instant 'coffee 即溶咖啡

'complicated expla'nation 複雜的解釋

不過，有一種類型的＜形容詞 + 名詞＞

用的卻是複合名詞的重音，也算是複合詞的一

種。這種詞都有一個特別的意思，並非直接用

形容詞加上名詞原來的意思可以想得出來的，

所以需要特別收錄在字典裡，最常見的例子就

是 hot dog。雖然中文直接把它譯為「熱狗」，

但它並不是一種動物，也不一定熱。這種詞的

重音跟前文所介紹的複合名詞重音是一樣的，

被修飾的名詞，也就是後面的字，是沒有重音

的。hot dog 一詞的正確唸法是 'hot dog，如

果唸做 'hot 'dog 意思就是「感到很熱的一隻

狗」，也有「很棒！」的意思。同樣，「黑板」

一詞要唸 'blackboard，如果唸 'black 'board

意思就是「黑色的板子」，而不是「黑板」。

'greenhouse 是「溫室」，'green 'house 是「綠

色的房子」；'darkroom 是洗照片用的暗房，

'dark 'room 是缺乏光線的房間；'highchair 是

嬰兒用的高腳椅，'high 'chair 是座位較高的普

通椅子⋯⋯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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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
快遞

Teaching 
Resources

文／ 師德出版部

為教學活動增色

教學總是被侷限在白板上嗎？試試看可以擦拭、移動、組合的句型條吧！課堂活動

變不出新意嗎？讓有趣的大腳怪海報，來增添遊戲的刺激度。

★參考教案

1. 老師先複習所要練習的單字，並引導學生

熟悉單字拼法。

2. 依班上學生人數分成 2~4 組。

3. 每組各發下一張句型條和一支白板筆。

4. 老師指定一個單字，各組必須輪流傳下句型

條，每人在句型條上寫出單字中的一個字母。

5. 最快完成且書寫位置都正確的隊伍獲勝。

用法
1

★ 教具名稱：易可擦句型條          ★ 教學類型：單字句型教學

★ 活動方式：個人／分組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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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多教學教具請見師德網站 -                   ★

★參考教案

1. 老師需事先將要練習的單字書寫在大腳ㄚ

的空白處。

2. 老師複習單字後，視學生人數決定以分組

或個人競賽。由各組推派一位參賽者，老

師則交給每位參賽者一顆黏黏球。

3. 由老師出題，參賽者將黏黏球投擲到正確

答案處，並唸出正確單字。答對者該組則

可獲得一分。累積分數最高之組別獲勝。

1. 老師先複習所要練習的句型，並引導學生熟

悉用法。

2. 依班上學生人數分成 2~4組，每組各發下一

張句型條和一支白板筆。

3. 由老師指定句型，每人必須各自在句型條上

寫出一個單字。

4. 最快且正確組成老師指定句子的組別，即可

獲勝。

1. 老師先在大腳裡面，寫上今天課程的單字，全

班一起邊寫邊唸。

2. 將全班分成兩組。

3.  在海報兩邊，各畫一個九宮格。

4. 請兩組各派一位代表上台，於九宮格中，寫出

九個顏色的單字，顏色要從大腳的顏色中選

擇，不重複。

5. 兩組輪流丟擲黏黏球，並依顏色對應到大腳裡

面的單字，造句或回答問題，之後可以將丟中

的顏色圈起來。

6. 最快圈完全部顏色的組別獲勝。

用法
1

用法
2

用法
2

★ 教具名稱 :趣味大腳怪          ★ 教學類型：單字句型教學

★ 活動方式：個人／分組2





考季來臨考季來臨
第 36 屆檢定出版品優惠期間：
即日起∼11/25（日）
第 36 屆檢定出版品優惠期間：
即日起∼11/25（日）

門市位置：台北市忠孝西路一段 100 號 12 樓（營業時間：週一∼週五 09:30∼17:00）
洽詢專線：(02)2382-0961 ext.198、119    網路訂購：http://www.cet-taiwan.com

STYLE 兒童英檢
練習手冊 1∼6 級

2012
全新版

說明 1. 2012 年 7 月推出 「2012 年版 STYLE 練習手冊 1-6 級」
2. 內容完全依據新版單字句型手冊撰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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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
教學連線

Teaching in 
the USA

科技融入課程

鄉日學校的科技課程

在現今幾乎人手一機的時代，鄉日學校首度

在亨城 (Huntsville) 所有學校中，創先加入平板電

腦 IPAD教學，並為此開設科技課程，希望能夠藉

此教導學生如何充分使用科技來融入學習，以及

提供學生們應有的科技知識，這是本校科技課的基

本目標。

校長納夫女士本身對於科技以及時代潮流都

很感興趣，只是她年紀較長，在操作上以及科技運

用上較不熟練。剛好我兩年前加入鄉日學校後，她

文／ 楊因琦
Master in TEFL , University of Bristol, UK

現旅居美國 , 鄉日學校代課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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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我熟悉科技以及網路，便情商我設立鄉日學

校的臉書專頁且協助經營管理，隨時更新學校的

官方網站，以及負責對外一切學校和各媒體聯絡，

並且在今年度教授科技課。

目前，科技課只有開在六至八年級，兩個學

生共用一台 IPAD，全班共八台 IPADs放置於教室

的指定櫃子中，平常是上鎖的。我在第一堂課時，

先指定學生兩兩一組使用 IPAD，把使用規則交代

清楚，每組學生對自己的 IPAD負責，不能自行增

加或刪減APPs（應用程式），若不遵守使用規則，

則會被處罰停止使用。

軟體的教學運用

剛開始時，我先以一些基本的 APPs: IMAGE 

FINDER（圖片搜尋軟體）、GOOGLE EARTH（3D

衛星空照圖軟體）、GOOGLE MAPS（地圖街景

搜尋軟體）來讓學生了解基本功能。例如：先讓

學生想幾個著名的世界地標，使用 IMAGE FINDER

來抓它們的圖片，然後用 GOOGLE EARTH找

出它們的所在地以及附近地點，因為是 3D立體

影像，學生們更有親身體驗感。接著要求他們用

GOOGLE MAPS來計算每個地點與另一地點的距

離，讓他們更了解距離感。

也可以依特殊日子來找出可教學用的 APP。

例如：在 9月份的教學中，配合 911事件，我使

用 9/11 MEMORIAL APP（911紀念資料）讓學生

看 911事件的照片和影片，還有時間互動線可點

選進入每個 911重要相關事件。六至八年級這些

學生，911事件發生時他們都還小，沒有印象，藉

此他們能夠多了解 911事件。另外，我也教導學

生使用 NASA（美國太空總署）和 GRAIL（美國太

空總署在月球上的探測機）的 APPs 來配合學習與

太空火箭、航空飛行和衛星月球相關資訊，觀察

月球的變化等。

軟體的進階使用

為配合學校中年級舉辦的萬聖節南瓜雕刻比

賽，我讓學生們用 PAGES APP （文書處理軟體）

來設計海報。學生們都蠻有創意的，由網路上下

載了稀奇古怪的南瓜雕刻圖片外加文字敘述。完

成後，我讓全班投票選出兩張最佳海報，並印成

明信片，將它們郵寄給家長們、張貼於學校牆上，

且登在周報上宣傳中高年級一年一度的萬聖節南

瓜雕刻比賽活動。當學生們對這軟體有基本的認

識之後，接下來更要求學生們用 PAGES APP來打

報告，雖然這軟體跟WORD文書處理相似，不過

學生有機會能夠多一項使用軟體的技能。

另外，我也教導學生使用其他 APPs來協助日



22

照片做修改或造型變化。為配合 12月聖誕節學校

舉辦的冬季晚會，我幫中高年級兩班學生拍照，

接著由學生們自行變換照片做修改，我再列印出

來貼在班級牆上做裝飾，也讓學生對活動留下難

忘的回憶。

有一個很有意思的 PUPPET PALS，是一個連

四、五歲小朋友都能操作且愛不釋手的 APP。它

可以讓人選擇故事角色、背景，然後你可以自行

錄音，依照你所選擇的人物角色，運用你自己的

創意來編講故事。當我指派學生們做三分鐘的編

講故事，並且上台分享他們的故事時，我發現每

組雖使用相同角色，但表達的故事內容卻大不相

同。所以說，真的不能小看學生們，他們的想像

力以及學習力，真的超乎想像，很多學生做的報

告內容還真的令人充滿驚喜。

隨著科技日新月異，學生們要面對的挑戰只

會越來越多。IPAD APPs更是多如繁星，很多都

有寓教於樂的功能。平常我會去隨時注意網路上

大家所介紹的 APPs，再依據跟其他科目是否具有

相關連性，並自己先下載嘗試後才介紹給學生們

使用。藉由科技與課堂做連結，希望能夠讓學生

有更多面對挑戰的能力。

常生活的規劃，例如 : DICTIONARY字典，可隨時

查不明白的單字及用詞。WEATHER CHANNEL，

可查詢全世界的天氣。MYHOMEWORK 像是學生

記事本，可提醒功課以及考試等等作息項目。此

外，有趣的 HISTORYPIN，學生們可依年代地點選

擇看別人上傳的照片，經由照片可更了解當時人

們的穿著以及習慣，雖然還不是一個很完整的收

藏，但多多少少可以得到一些收穫。

平 常 學 生 們 做 報 告 時 最 常 使 用 的 是

POWERPOINT，我找了 SHOWME 讓學生們做多

媒體化的報告。SHOWME是一種使用錄音的互動

式白板，學生可以一邊講話一邊寫字或打字作註

解，甚至可以貼上圖片。最後上傳於 SHOWME

網站，可提供瀏覽者搜尋觀看。SHOWME跟

YOUTUBE類似，只是 SHOWME較偏向報告式，

若要在講解中做文字上及視覺上的變化，是一個

好用的 APP。

軟體的趣味運用

在文學課讀完一本書後，我們會在課堂上用

YOUTUBE看翻拍成電影的短片。接著，我們會使

用五至六種不同的照片處理 APPs，來幫電影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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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
書坊

Bookshop

Books

用「節慶」點亮學習課程
文／ 劉楚筠
現任育才雙語小學教師

What is it about?

本書集結了美國英語教學期刊中的精華活動

教案，實用性非常高。300多頁的豐富內容，按

照季節編排，從秋天的小詩開始，隨即進入 Back-

to-School 的各項主題活動，接著配合美國小學

的文化內涵，漸次為「蜂蜜月」(National Honey 

Month)、「報童日」(Newpaper Carriers’ Day)、

兒童美語老師的壓箱寶中，總少不了節慶教學相關的活動點子！新年、春節、端午節、中秋節、萬

聖節、耶誕節⋯⋯大概是大家最常拿來做活動的節日了。本期ET書坊要與老師們分享更多關於「節

日」與「季節」的教學活動設計，還有便利又容易製作的勞作喔！

「祖父母節」等等，設計出各式各樣從語

文 ( language arts )、 科 學 (sc ience)、 音 樂

(music) 到藝術 (ar t ) 領域的有趣活動！冬天、

春天、夏天，都還另有非常多的配合主題，絕

對讓學生欲罷不能！本書是為美國一到三年級

的學童所設計，台灣的老師可依照孩子的心智

年齡選取適合的素材，高年級的孩子一定也會

覺得裡面的許多主題新鮮有趣！

The Best of Holidays and 
Seasonal Celebrations      

主題選書：節慶教學

定價：873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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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are the strengths?

1.教案規劃完整、跨科際：本書作者群多

為第一線的美國小學老師，所以活動設計實用且

活潑。老師們在設計活動時，總是會希望能「一

魚多吃」，所以都會盡可能的跨科際。例如：2

月份的「國際友誼週」 (International Friendship 

Week)，教案設計便希望孩子能利用這個機會 think 

global，將教室佈置成充滿多元文化的環境。

2.內容新穎多元：本書希望透過孩子對於季

節的感知，充分與大自然融合，因此在活動設

計上，十分貼近土地。例如讓孩子動手做蘋果

泥  (apple sauce)，體會秋天蘋果收成的豐饒；

而在節慶活動，除了大家熟知的節日之外，

本書還多加了許多特別的節日，「地鼠節」

(Groundhog Day)  或「五月五日節」 (C inco 

de Mayo)  等。這正是老師們帶給孩子新鮮文

化刺激的好機會呢！想想光是「蜂蜜月」，就

可以和孩子動手做出簡單但絕對能讓孩子垂

涎三尺的甜品。

Cut and Create! 
Holidays          

主題選書：簡易節慶 DIY 

定價：383元

What is it about?

本書共有 80頁，收錄了適合小小孩（幼稚園

大班到小學三年級）訓練剪紙小肌肉的基礎勞作。

孩子只要有剪刀、膠水、著色用具，便可以輕鬆

完成一件件和節慶相關的應景勞作！書中幾乎都

是可再影印利用的剪紙造型，所以老師們如果不

擅長美工，也一樣可以藉由本書的幫助，及孩子

們的巧思，完成教學情境佈置。孩子們做出來的

作品，老師可以護貝，日後用來做分類 (sorting)、

數數 (counting)等活動之用喔！孩子們看到自己的

作品成為老師手上的教具，會很有成就感呢！本

書由於是美國出版的電子書，所以書裡的節慶清

一色是美國的節日，老師們可以選擇自己想介紹

的節慶再做延伸。

What are the strengths?

1.步驟清楚易操作：本書提供了 step-

by-step 的指引，讓老師能夠清楚跟著勞作的

教學步驟及呈現，進而能有條理的引導學生實

作。如果不希望都是單純剪紙工，老師也可以

在課堂上帶入其他的材料，如不織布、毛根

等，作品便會鮮活立體。

2 . 難易分級標示：作者貼心的標示出各

個勞作的難易度，如果是年紀較小的孩子，

也許試著做標示了「一把剪刀」的勞作就

好，而同樣的節日，也許會有標示了「三把

剪刀」的勞作，可以讓年紀較大、手較靈巧

的孩子挑戰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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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is it about?

本 書 提 供 了 27 篇 猜 字 謎 (crosswords 

puzzles)，每一篇的主題都圍繞著一個重要的節

慶。但是圍繞主題的字，可是包羅萬象唷！例如：

九月的勞工節 (Labor Day)，就讓孩子猜各種不同

的職業，並在頁首簡單的寫上：We honor working 

people on this holiday. 而美國的印地安日，則會

介紹一些與原住民文化相關的詞彙，如「圖騰」

（totem）或「土磚」(adobe)。每一則的字都不多，

都約在六個字左右，非常適合做為進行節慶教學

時的詞彙補充或靜態的收尾活動。

What are the strengths?

1.引發有意義的閱讀：孩子們都喜歡適度的

挑戰，這本電子書中的字謎，每一句的長度皆不

長，字謎的數量也不多，正好可以引起孩子挑戰

閱讀的動機，卻又不至於把他們的小腦袋榨乾！

2. 版面編排清爽：一張張精心編排的學習

單，讓目標詞彙一目了然，孩子既可學到節日

的意涵、也可練習讀寫。寫完後將句子大聲朗

誦出來的過程，也兼顧了口說的練習。

英語的學習如果能跟日常生活相結合，孩

子們會更富有學習動機。老師們不妨利用這三

本電子工具書，讓孩子動手做勞作、動腦猜字

謎、同時也給自己更多新鮮的活動點子，讓節

慶教學與其他各種智能 (intelligences) 相結合，

「動」起來吧！

Holiday Crossword Puzzles         

主題選書：節慶字謎

定價：280元

節慶教學 超值組  
優惠期間 9/1~10/31

 ★ The Best of Holidays  & Seasonal Celebrations

 ★ Cut and Create! Holidays 

 ★ Holiday Crossword Puzzles

單冊 8折  三冊合購 1,199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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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單字
3秒教

Memory  
Skills

單字高倍速學習法
文／ 王鼎琪 
Oxford Brookes商學管理研究所

暢銷英語學習書作者

如果您需要在 3年的時間內背 10000個英文

單字，那表示每天要記下 9.13個單字，這個任務

聽起來很簡單，但重點是您要每天持之以恆不能

中斷，記過的單字更不能忘記！除了這個看似簡

單卻又難以完成的方法，還有沒有其他方式可以

克服呢？

相信您聽過字首、字根、字尾的單字學習法

吧！如何讓單單記憶字首等背誦或抄寫的覆誦法，

轉換為大腦喜歡的一張張圖像式高倍速吸收法，

發揮右腦比左腦快速又大量的運作功能，來協助

您記憶海量的單字，我們可以使用心智繪圖的方

法，加強我們對英文單字的深刻記憶與資料管理。

Mind Mapping心智圖經過英國全腦
專家 Tony Buzan博士研究 ，是一種
有效的閱讀策略，能夠改善記筆記的

方式，輔助和強化你的記憶功能，更

是一種能夠輕鬆記憶、快速檢閱的組

織型態，便於查詢資訊。

它代替傳統的筆記方式，在大腦中建立整體

架構，分類並幫助記憶和學習的腦力激盪。它對

您記憶單字的好處是：一、建立聯想中心主題，

使思考變簡單。 二、幫助大腦做聯想，並記錄下

來，等待您隨時提取資料。 製作與閱讀「心智繪

圖」的方法如下：

1. 一開始就把主題擺在中央。 

2. 向外擴張分枝，從主題的中心向外擴張重

點。

3. 可用不同顏色、圖案、符號、數字、 字形

大小表示類形及次序。

4. 建立自己的風格 ，儘量發揮視覺上的想像

力，將枯燥零碎的訊息有效整合管理。 

以下是運用圖像式聯想與諧音方法加深單字記

憶法，並將資料統整在心智圖法上的呈現。我們舉

幾個單字做例子，您就能了解心智圖如何幫助聯想

與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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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inent    KK: [`1bst4n4nt]  a. 節制的；禁慾的
聯想 / 阿伯直瞪人
記憶 / 「阿伯直瞪人」看大家有沒有「節制的」吃飯，
保持身材。

＊ abstract   KK: [`1bstr1kt]  a. 抽象的、難懂的、深奧的
聯想 / 阿伯是催生
記憶 / 「阿伯是催生」「抽象畫的」始祖！

＊ alliance   KK: [E`la64ns]  n. 聯盟；同盟；聯姻
聯想 / alliance（A來一盎司，諧音）
記憶 / 他費盡力氣與人「聯姻」，不會只為了「A來一
盎司」黃金。

心智圖除了可以運用在整理字根外，也可以協助

您在擴充英文單字量時，有效統整意義相近的單

字，提升辭彙變化性，讓您用字更精準，寫作時

有更不一樣的表達。

＊ abolish   KK: [E`balI]]  vt. 廢除，廢止
聯想 / 阿爸立誓
記憶 / 富翁「阿爸立誓」一定要「廢除」遺產稅法。

＊ abnormal  KK: [Ab`nOrmy]  a. 不正常的；反常的；不
規則的

記憶 / ab（離開） normal （正常的），就是反常的！

＊ abuse   KK: [E`bjuz]  vt. 濫用
聯想 / 阿伯猝死
記憶 / 「阿伯猝死」，因為他濫用藥品。

＊ adjacent   KK: [E`d.es4nt]  a. 毗連的；鄰接的
聯想 / adjacent（ad，廣告簡稱 + jason，英文名諧音）
記憶 /「廣告」男主角 Jason與女明星「比鄰」而坐。

＊ advocate   KK: [`1dv4k6t]  n. 提倡者；擁護者
聯想 / advocate（ad，廣告簡稱 + vocation，職業、天職）
記憶 /「廣告」人的「天職」就是讓消費者變成商品的「擁
護者」。

＊ adjoin   KK: [E`d.7In]  vt. 貼近；毗連
聯想 / adjoin（ad，廣告簡稱 + join，加入）
記憶 /「廣告」「加入」動畫後，可以更「貼近」觀眾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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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iant    n.（童話中的）巨人、偉人
Shakespeare is a literary giant.  
莎士比亞是一位大文豪。

＊ gigantic    a.巨人的；巨人似的
Kevin was a guard of gigantic strength. 
凱文是個擁有巨人般力氣的守衛。

＊ tremendous     a. 巨大的；極大的
My mom cost a tremendous amount of money in surgery.
我媽花了一大筆錢在手術上。

她對他發生的車禍意外相當同情。

＊ twarmhearted    a. 熱心的；富於同情心的；慈愛的
My mom is a warmhearted and generous lady.
我母親是一位熱心腸且慷慨的女士。

單字記憶的速度與詞量多寡，取決於您如何將它有

效率的呈現與整理，記憶單字的深刻度，取決於您

對這筆資料在輸入時所給予的畫面。有些人的畫面

是空白的，有些人是黑白的畫面，有些人卻是動畫

版或動作片，您的資料如何輸入，將來它就如何為

您輸出。因此，現在辛苦點，好好管理您記錄的每

項資料，成為有系統有組織的資料庫，總比遇到一

個記一個，記一個又忘一個來的好。

＊ enormous    a. 巨大的 ,龐大的
Their living room was enormous.
他們的客廳很大。

＊ immense    a. 巨大的；廣大的；無邊無際的
The Pacific Ocean is immense.
 太平洋浩瀚無邊。

＊ decent    a. 正派的；合乎禮儀的
I only associate with good decent dealers.
我只和正派的商人合作。

＊ generous     a. 慷慨的；大方的
She is generous in giving help with money.
她樂於用金錢助人。

＊ considerate     a. 體貼的；體諒的；考慮周到的
Cindie is considerate of everyone.
辛蒂對大家都很體貼。

＊ sympathetic     a. 同情的；有同情心的
She is sympathetic over what has happened to his car 
accidents.

jumbo  

a. 巨大的；特大 (號 )的  n. 龐然大物

kind    

親切的 ;和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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