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北縣英語教學(學習)小偏方
徵文比賽優選作品集

神奇寶貝開啟我的英語世界

中正國小

陳冠辰

一、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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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四歲時因為爸爸工作的緣故，全家搬到上海定居，那時爸爸安排我到上海長寧
國際學校（SCIS, Shanghai Community International School）念中班，開始我的英文學習
之路。因為是國際學校，上課的語言是英文，那時老師上課說些什麼我完全都不懂，班
上又只有我一個是從台灣過來，只會講中文的小朋友，有半年的時間，我覺得自己在班
上像個啞巴聾子一樣，只能看著同學做什麼我就跟著做什麼，那時我對英文一點好感都
沒有，也害怕到學校上課。
不過，很幸運的，經過半年多的時間，我慢慢適應了學校的英語教學，也慢慢瞭解
老師和同學所說的話。其實我的學習過程很簡單，一方面，是媽媽每天持續陪我閱讀英
文繪本，另一方面，是玩我喜歡的卡通人物英文版遊戲卡以及網路遊戲等。從遊戲中，
培養出了我對英文的喜好。我是在遊戲與玩樂中，來學習英文，而『神奇寶貝』英文版
遊戲卡，可以說是我英文學習路上的啟蒙老師，我的英文學習之路，輕鬆又有趣，這次
在洪菁菁老師與媽媽的協助下，特別將我在英文學習方面的一些小小心得，提供出來與
大家一起分享。謝謝！
二、學習目標：

中正國小 陳冠辰
─

從遊戲中培養學習英文的興趣，讓英文成為遊戲的一部份，在遊戲中不知不覺學習
英文。
三、學習過程與經驗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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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的英語啟蒙---英文版神奇寶貝遊戲卡
我在四歲時，跟著爸爸媽媽到上海定居，那時爸爸幫我安排到上海長寧國際學校
（SCIS, Shanghai Community International School）唸書。我們班上有十幾位同學，但
只有我一個人是從台灣來講中文的小孩，班上同學幾乎都是外國小孩，他們講的我全
都聽不懂。
那時，下課時，同學們常拿著『神奇寶
貝』的遊戲卡玩，卡片上面的『神奇寶貝』
就是我最喜歡的電視卡通的主角人物，同學
們在玩的時候，我也在旁邊安靜的看。那
時，雖然我不懂同學們在講什麼，但是看到
『神奇寶貝』我好開心，我不知道該怎麼
玩，但我懂得他們拿的是哪隻『神奇寶貝』
的角色。
後來，媽媽也買了我的第一副『神奇寶
神奇寶貝英文版遊戲卡，卡片下方為英文說明
貝』英文版遊戲卡，媽媽不懂遊戲怎麼玩，
也不知道卡片上的人物是什麼東西，但是媽媽耐心的解釋每一張卡片上的英文說明。
慢慢的，我看懂了同學們的玩法，我一邊教媽媽玩，自己也一邊學習，逐漸我摸索出
了同學的玩法，也瞭解卡片上寫的英文意涵。
『神奇寶貝』英文遊戲卡，可以說是我英文學習路上的啟蒙，剛開始到國際學
校唸書的時候，英文一竅不通的我很害怕，但『神奇寶貝』，成為我和其他同學
能簡單溝通的橋樑，後來一直等到我升到小學，我還陸續買了『Pokemon Ultimate
Handbook』，『Pokemon Diamond/Peral Version』，以及『Pokemon, The Joh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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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urneys』系列故事等英文書籍，我一邊看一邊學英文，同時也藉由這些書籍與遊
戲，和同學建立了良好的互動與友誼。
2.英語學習經過
A、大量閱讀，持續參加學校的閱讀活動
當我升到大班，媽媽開始每週到學校圖書館固
定借五本英文繪本回家，帶著我念。那些書都非常
簡單，通常一頁裡面大部分是圖片，只有一兩句英
文。那時我也不懂那些英文在講些什麼，我只是看
著書中有趣的圖案，媽媽一邊念，一邊翻譯成中文
給我聽，然後也要我念一遍，後來看久了，我慢慢
一頁只有一句話的英文繪本
可以瞭解這些英文是什麼意思。
那時學校為了鼓勵學生閱讀，每年都會推出
『Dragon Readers』閱讀活動，在週會中，學校會
公開表揚累積閱讀書籍到一定數量的同學，那時我
和幾個同學在PK，看到同學上台被表揚，我好羨
慕，我就回去努力閱讀。後來終於我也被校長公開
表揚，成為學校『Dragon Readers』，還在校長辦
公室與校長一起共進午餐，得到校長親手送的禮
物，這種被肯定的感覺好棒，也鼓勵我養成持續在
家自行閱讀的習慣。！
我是前排左二的男生，小一我成為
SCIS對閱讀計畫的推動與鼓勵，讓我從害怕上 『Dragon Readers』一員，並與SCIS
學，害怕英文，到喜歡上學，喜歡英文，喜歡交朋 校長Mr.MaKamey共進午餐。
友。媽媽一直持續幫我到圖書館借書，幼稚園時期，媽媽是借那種一頁只有一兩句英
文的小書，等到正式上了小學一年級，媽媽就開始借圖片變少，字數慢慢增加的繪本
書籍，輪我要慢慢念書給媽媽聽，每次我遇到不會念的，或是發音不正確時，媽媽就
會糾正我的發音，遇到有我不懂的意思，媽媽就會用中文跟我解釋。在媽媽這樣的幫
忙下，我的英文慢慢上軌道了，也不畏懼英文了！
B、結交朋友，練習英文
我上小學一年級時，幾乎已經適應全英文的環境，再加上在這所學校已經念了一
年半的書，認識很多同學，所以小一開始我的學校生活變的多采多姿起來。
那時我們家住在學校旁邊，除了每天快樂的上課外，我還常請同學在下課後到我
家一起玩玩具，爸爸媽媽也常帶我到同學家參加生日遊戲派對一起玩耍，在遊戲的過
程中，我學到更多的英文，也慢慢將講英文當作是日常生活的一部份。
在上海唸書四年多，我認識了兩位好朋友，他們兩位對我的英文幫助非常大，一
位是我的鄰居Sameul，另一位是我的同學Jago。有一年我們搬到浦東，每天搭校車上
下學，那時一起搭校車的鄰居中有一位是德國小哥哥Sameul，Sameul的媽媽以前在台
北學過幾年中文，因此Sameul 知道台灣。每天放學回家後，我們一起踢足球，騎腳踏
車，在社區中探險，因此除了上課時間，下課後和他在一起我也得說英文，因為這樣
的機緣，我英文突飛猛進。Sameul還教我很多外國小朋友玩的遊戲，也教我上『Club
Penguin』網站http://www.clubpenguin.com，『Club Penguin』是最受全世界小朋友歡
迎的網站之一，在網站中，我是一個情報員，我用打字方式找我的同伴一起去北極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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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在探險過程中，情報員會接到上級用英文
寫的秘密任務與提示，當我完成一個任務時，
還會繼續再給我新的任務和提示，一直讓我不
斷探險下去，有趣極了。
另外一個幫助我英文進步的好朋友是我的
同學Jago，Jago是香港人，只會說廣東話和英
文，不會說中文，因此我只得和他用英文交
談。他對神奇寶貝有非常豐富的知識，擁有各
式各樣和神奇寶貝相關的書籍和遊戲卡，每次
我們在一起，我們都在講神奇寶貝，我對神奇 Club Penguin 是個好玩的網站，網站中我
寶貝有更進一步的興趣都是從JAGO這邊來的， 是一隻小企鵝，常去北極探險。
後來我請媽媽幫我買了和Jago 一樣的『Pokemon Ultimate Handbook』，『Pokemon
Diamond/Peral Version』，以及『Pokemon, The Johto Journeys』系列等英文書，讓
我的英文更突飛猛進，從簡單的繪本閱讀，提升到可以閱讀 Chapter Book 的階段。
從此，我可以開始自己獨立念一些比較複雜的 Chapter book 的書籍，像是Magic
Tree House,Bionicle Chronicles等系列書籍，都是我到現在還一直在重複閱讀的英
文書。
C、善用圖書館資源
從這學期開始，我的學校中正國小也開辦了『英語閱讀』社團，我也報名參加，
去上課的第一天我好開心，因為學校的英語圖書室了有好多的英文童書，很多童書都
是以前我在上海唸書時喜歡看的書，現在我在學校裡發現了一個可以自由自在閱讀英
文的新天地，那種與英語為友的感覺又回來了，感覺好棒！
為了補強我的中文，今年暑假媽媽特別幫我報名了國語日報作文班，同時幫我申
請國語日報的圖書館會員證，這讓我好開心，因為我發現國語日報的圖書館裡，有豐
富的英文童書，尤其這些書籍都可以讓我借回家閱讀，因此從這個暑假開始，我又開
始拾起閱讀英文書籍的習慣。
D、持續接觸英文
今年因為爸爸工作調回台灣的原因，我們也一起搬回台灣定居。媽媽要我回台灣
好好將中文基礎打好，但也要我維持已經打好基礎的英文，要求我每天盡可能的撥出
二十分鐘閱讀英文，不要讓英文完全中斷。
一直到現在，雖然我離開了上海全英文的學習環境，但我還是常和爸爸媽媽玩英
文文字接龍的拼字遊戲，尤其假日回阿公家或是外婆家一個小時的開車時間中，是我
們玩這遊戲的最佳時間，我常常一個人PK爸爸媽
媽，如果我一路過關斬將直到下車前都沒輸，那
爸媽就會給我一百元獎學金，所以我超愛這個遊
戲，可以讓我複誦單字拼音，又可以讓我賺到獎
學金。
四、對學習成效之評估及實質幫助：
經過上述的經驗與持續學習，我的英文有了以
下具體的進步：
1.外國老師在課堂上的講課，我幾乎都聽的懂，
尤其老師在課堂上問問題，我也可以主動舉手

中正國小的『英文閱讀』社團，每個小
朋友都安靜的在看英文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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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言回答。
2.看的懂英文說明，可以與外國人溝通。和爸媽出國時，我可以清楚認識遊樂區上的英
文說明，也可以用英文與外國商店交談，購買東西。
3.尤其在閱讀方面，我可以自由的閱讀Chapter Book，遇到不懂的英文單字，從文中句
意，可以瞭解大致的意思，同時學會自己查英文字典。
4.可以自行上英文網站查資料，像『神奇寶貝』英文網站以及『卡通頻道』英文網
站，都是我常常點閱的網站，從網站中尋找自己喜歡的卡通人物相關資料。
5.可以寫簡單的英文作文和日記。
6.看到陌生的單字，可以主動唸出它的發音。
五、學習困擾及解決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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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剛到上海SCIS唸書時，心裡一直很怕，我記得我的老師是一位有著金黃頭髮的漂亮
老師，老師就帶著我們一起做遊戲，其實我根本聽不懂要怎麼玩，但我就是看別人怎麼
玩，然後就學著怎麼玩。我記得那時我上課很多時間都在玩遊戲或是動手做東西畫東西。
那時媽媽為了幫我適應英文學習環境，從大班開始安排我參加學校三點下課後的
才藝課程，除了『Reading Club』外，媽媽都是讓我參加動態的課後活動，包括『Art
and Craft』， 『Drawing』， 『Chinese Ku-fu』， 『Soccer』， 『Baseball』
等，這些活動都不需要用到大量的語言，只是簡單重複的語彙，我只要看老師同學怎麼
做，大概就知道要做什麼了，而且上這些課我都在玩，一點壓力都沒有，我超開心的。
從這些課後活動中，我多認識了一些朋友，他們有些也是亞洲其他地區來的小朋
友，英文也不好，那時我和他們講英文，壓力就比較小一點，也比較敢講一點點，逐漸
我聽得懂同學和老師講些什麼了。
可以說，我是從遊戲中開始來開始學習英文，進而接納英文。
六、實施心得及對其他人之建議：
我在上海學了四年的英文，其實剛上課的前半年，陌生的環境，陌生的語言，一切
對我都是陌生的，在班上我是孤單害怕的。
但是經由在遊戲中快樂學習，讓我在潛移默化中，慢慢接受英文，慢慢瞭解英文，
進而能駕馭英文，到小二時，媽媽告訴我說：我在晚上睡覺講夢話，都在講英文哩！我
想，當我自言自語在玩耍以及說夢話都用英文時，代表英文已經是我的朋友，它不再是
個陌生人了。
以下幾點，是我這幾年學習英文的經驗心得及建議，請大家參考，謝謝。
1.從遊戲中學習英文，培養對英文的接納與興趣。
2.先從自己有興趣或是熟悉的簡單的英文圖畫書先看起，培養閱讀英文的趣味。
3.找機會多開口講英文，找同齡的小朋友一起學英文，尤其與長輩玩英文文字接龍遊
戲，可以刺激學習更多的英文單字。
4.學校可以舉辦英文閱讀計畫，並提供小禮物獎勵閱讀英文書籍到一定數量的同學，予
以表揚及肯定。
5.學校可以建立英語『Reading Buddy』制度，由高年級同學每兩週固定念一本簡單的
英文書給低年級同學聽。一方面增加高年級同學對英文的自信及榮譽感，一方面可
以啟發低年級同學對閱讀英文的興趣。
6.持續接觸英文，不要中斷，每天至少撥出十分鐘接觸英文，例如：閱讀英文繪本，或
是玩英文相關遊戲，例如：英文版神奇寶貝遊戲卡，遊戲王卡，Club Penguin等。
7.善用圖書館資源，固定借閱英文書籍繪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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