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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根據九年一貫英語能力指標，國小階段的學生要能唸出英語的語音，能拼寫一些基本

常用字詞，能運用字母拼讀法(phonics)等。學習字母拼讀法(phonics)讓學童能了解英文字

母（letter）與發音（sound）之間的對應關係，達到見字拼音、聽音辨字、聽音拼字的目

的。英文屬拼音文字，文字與語音間有相當高的對應關係，熟悉phonics有助英文拼字及閱

讀，學童會看著字母讀出字的讀音，也可以反過來依讀音拼字。因此字母拼讀法(phonics)

教學，是培養學生音感和語感很重要的基礎工作。

英語只有26個字母，不像注音符號有37個之多，對我國學童來說，學習phonics拼音應

非難事，但是根據筆者十年來在國小英語教學現場發現，英語拼音對國小學童非想像中容

易。究其原因，不外乎浸泡在英語語音的環境不足，學習時間不夠，練習時間更少，要孩子

一蹴而就，如緣木求魚。

筆者於去年十月參加臺北縣國小英語教師國際短期教育訓練，參觀美國加州哈崗 

(Hacienda Heights) 學區之學校，並進入教室參觀教學，發現美國小學之phonics教學 ~

〝Learn to Read〞，從幼稚園K班到三年級，循序漸進，達四年之久，直到四年級才達到獨

立閱讀的階段~〝Read to Learn〞。因此，在我們的國小階段，每週兩節英語課，英語時數

明顯不足，加上英語是我們的外語，沒有足夠的英語環境，也是學習英語的困境。

由於phonics對於學童的認字及拼音能力和往後的閱讀能力有相當的關連性，國外許

多文獻亦顯示phonics教學能提升學習者英文學習的能力，因此，學童只要建立起音韻覺識

(sound awareness)，通常可以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二、教學目標

(一) 能聽辨及唸出英語的基本發音。

(二) 能使用字母拼讀法常用的規則讀出單字。

三、過程與經驗分享

筆者所使用的發音教材除了坊間廠商的課程教材外，亦改編一套字母發音記憶口訣，

搭配簡易的動作，方便學童記憶並能朗朗上口。此外，筆者自製教學媒體，指導高年級優秀

學生錄製聲音檔，結合聲音、圖片、音效等，製作成數位化教材~字母拼讀線上課程，包含

「字母拼讀篇」及「字母拼讀挑戰篇」，並結合網頁呈現，建置於學校英語網站上(http://
teacher.ckps.tpc.edu.tw/english/)，供學生自行瀏覽與使用。線上課程的建置，除了老師上

課可以使用外，亦可讓學生利用課餘時間或在家自主學習。另，網路資源無遠弗界，國內外

有關發音之參考資源與素材相當多元，因此筆者經常上網搜集發音相關網站，整合英語發音

的相關資源，運用於課堂上，可以節省自製教學媒體的時間及資訊能力不足的限制。

為了讓孩子於快樂的情境中學習英語，筆者根據歷年來的教學經驗，編寫了一本「遊戲

大補帖」，既有趣又有效，孩子玩得快樂，學習更有成效。

以下就筆者phonics教學，說明如下：

活動名稱：字母拼讀樂

適用年級：中、低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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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目標：能正確讀出英文字母發音及基礎字母拼讀，建立字母及字音聯結概念。

活動步驟：phonics教學非一次教完，而是融入各學習單元，分布練習。筆者通常配合

教學輔助媒體與教具及運用一些發音教學技巧來教phonics，茲分述如下：

一、教學技巧

1.Letter-Sound Rhythm (字母發音記憶口訣)：學生邊唸口

訣邊做動作，增加趣味性並輔助記憶。筆者參觀美國加州

哈崗 (Hacienda Heights) 學區之學校時發現，美國老師

教授phonics時亦使用字母發音記憶口訣，並融入肢體動

作，加深印象，如：A-Allie Alligator,/æ/, /æ/, /æ/.  

E-Ellie Elephant, / /, / /, / /.I-Inny Inchworm, /

/, / /, / /.O-Olive Octopus,/a/,/a/,/a/. U-Umber 

Umbrella Bird, / /, / /, / /.

以下為筆者改編之英文字母發音記憶口訣：

a, a, a, /æ/, /æ/, /æ/ , a, /æ/, ant.  Ant, ant, crawl, crawl, crawl. 

b, b, b, /b/, /b/, /b/ , b, /b/, bird.  Bird, bird, fly, fly, fly.

c, c, c, /k/, /k/, /k/ , c, /k/, cat.   Cat, cat, meow, meow, meow.

d, d, d, /d/, /d/, /d/ , d, /d/, dog.  Dog, dog, bark, bark, bark.

e, e, e, / /, / /, / / , e, / /, elephant. Elephant, elephant, walk, walk, walk.

f, f, f, /f/, /f/, /f/ ,f, /f/, fish.  Fish, fish, swim, swim, swim.

g, g, g, /g/, /g/, /g/ ,g, /g/, goat.  Goat, goat, go, go, go.

h, h, h, /h/, /h/, /h/ ,h, /h/, horse.  Horse, horse, run, run, run.

i, i, i, / /, / /, / / ,i, / /, Indian.  Indian, Indian, dance, dance, dance.

j, j, j, / /, / /, / / ,j, / /, jellyfish. Jellyfish, jellyfish, up, up, up.

k, k, k, /k/, /k/, /k/ ,k, /k/, kangaroo.  Kangaroo, kangaroo, hop, hop, hop.

l, l, l, /l/, /l/, /l/ ,l, /l/, lion.  Lion, lion, roar, roar, roar.

m, m, m, /m/, /m/, /m/ ,m, /m/, monkey.  Monkey, monkey, climb, climb, climb.

n, n, n, /n/, /n/, /n/ ,n, /n/, nest.  Nest, nest, in the tree. 

o, o, o, /a/, /a/, /a/ ,o, /a/, ox.  Ox, ox, moo, moo, moo.

p, p, p, /p/, /p/, /p/ ,p, /p/, pig.  Pig, pig, oink, oink, oink.

q, q, q, /kw/, /kw/, /kw/ ,q, /kw/, quail.  Quail, quail, quick, quick, quick.

r, r, r, /r/, /r/, /r/ ,r, /r/, rabbit.  Rabbit, rabbit, jump, jump, jump.

s, s, s, /s/, /s/, /s/ ,s, /s/, snake.  Snake, snake, hiss, hiss, hiss.

t, t, t, /t/, /t/, /t/ ,t, /t/, tiger.  Tiger, tiger, stomp, stomp, stomp.

u, u, u, / /, / /, / / ,u, / /, up.  Up, up, to the sky.

v, v, v, /v/, /v/, /v/ ,v, /v/, van.  Van, van, drive, drive, drive.

w, w, w, /w/, /w/, /w/ ,w, /w/, watch.  Watch, watch, dick-dock-dick.

x, x, x, /ks/, /ks/, /ks/ ,x, /ks/, fox.  Fox, fox, run away.

y, y, y, /j/, /j/, /j/ ,y, /j/, yo-yo.  Yo-yo, Yo-yo, up and down.

z, z, z, /z/, /z/, /z/ ,z, /z/, zipper.  Zipper, zipper, zip, zip, zip.

搭配簡易的動作，邊唸邊做動作，多唸之後學生便能朗朗上口，將基本的字母發音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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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Letter Search(字母尋寶)：教完一段對話後，請學生將所有包含字母b的單字圈出來，

如:beautiful, Baby Bear, big，再唸一唸，以加深印象，增強學習效果。

3.Sound-letter Correspondence (字母-發音對應關係)：

one letter- one sound:子音 Bb /b/, Dd /d/, Ff /f/等

two letters- one sound: ch /t∫/, ph /f/, th /θ/, sh /∫/等

one letter- two sounds: x /ks/, s /s/、/z/、/∫/、/了/等

4.Whole-word Recognition(全字辨識)：運用最簡化之單音節字，即最小相似音開始，再

引出其它單字來熟練發音。如：at  bat  cat  fat  hat  mat  pat  rat  sat 

或 all  ball  call  fall  hall  mall  tall  wall。

讓學生透過「視覺字彙」(Sight Words)來學習，一看到單字就能唸出來，藉以建立基

本字詞。經由不斷模仿、練習此類的聲音與單字，形成具體深刻的印象，如此，容易

將形、音、義連結起來。

5.Syllable-counting (拍手數音節)：當學生唸單字時，指導學生拍手數音節，如：father 

拍兩下，grandfather拍三下，並以拍大聲來代表重音節，讓學生「我口拍我手」。

6.Sound Awareness音韻覺識的訓練：運用音韻覺識來建構學生「字母拼讀」的能力。

音韻覺識 (sound awareness)是指在一連串語音中覺察、切割與合成音節或音素的能

力。將聽到的字音或單字分割成較小的組合的成份。如：

 ant這個單字，是由/æ/, /n/, 和/t/三個「音素」組合而成的。

 test這個單字，是由聲頭/t/和韻尾/εst/組合而成的。

 mother這個單字，是由兩個音節mo-和-ther組合而成的。

運用語音幫助學習，是字彙教學很重要的部份。藉此，學生背單字時，可以領悟出

字母與拼音之間的對應關係。

7.Finger Pointing (用手指字): 要學生眼睛看著課本上的字，並指著字唸出來，養成眼

到、手到、口到的習慣，一方面讓學生專注於所讀的內容，一方面可以達到識字的目

的，如此，可以增進學生認讀的能力。

8.Fun Dictation(有趣的發音聽寫)：教完發音後，做發音聽

寫練習，複習所學，將發音表run一次，如：Ii-/ı/-in-ink-
big-dig-lit-pig-sit-wig，每次只練習一種組合。當老師唸

出單字，ink(慢速)/ink(中速)/ink(快速)時，播放15秒的背

景音樂(Mission Impossible)，學生要在音樂結束前拼出來，

增加刺激與趣味，如此練習，學生會覺得興味盎然，樂意挑戰

拼音，讓發音練習變好玩了。

9.Easy Readers (搭配簡易英文讀本)：教完課程教材之

phonics後，搭配簡易英文讀本，指導讓學生朗讀，配合

讀本上之圖片，簡單易懂，能做加深加廣學習。

二、教學輔助媒體與教具

1.以圖卡、字卡輔助教學：藉由視覺輔助學習，可加深學

習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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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以TPR及短句、韻文輔助教學：以短句、韻文的形式提供phonics語料，學童在有意義

的文句中學習phonics，加上手勢動作，可增加趣味性，並加強記憶。學生可以透過上

下文語境的字彙瞭解單字的用法。

3.以歌曲輔助教學：運用輕快、動聽的歌曲，由字母的基礎發音開始，漸進式的去學習

字母與語詞，配合動感、美妙的旋律，跟著音樂唱和，容易

讓學童記住發音，並寓教於樂。

4.自編字母拼讀線上課程：包含「字母拼讀篇」及「字母拼讀

挑戰篇」，並結合網頁呈現，建置於學校英語網站上，供學

生自行瀏覽與使用。透過線上課程，學生可以依自己的學習

速度及進度自主學習。加上網路上豐富的英語教學資源，以

多媒體的方式學習，提高學生學習英語的興趣。

5.自編拼音遊戲：為了讓孩子於快樂的情境中學習，將遊戲融入拼音教學中。筆者根據

歷年來的教學經驗，編寫了一本「遊戲大補帖」，讓孩子從遊戲中學習，讓學習更有

成效。簡述拼音遊戲如下：

a.抽牌
【教具】字母卡
【玩法】蓋一疊字母卡在桌上，小朋友一一上來抽牌，抽出來後朝向所有小朋友，如：

B，所有小朋友皆說”B、B、B”， 抽牌的小朋友則回答/b/ /b/ /b/，若他說
對了，所有小朋友要跟著說；若他不會或答錯，則蓋回該疊字母卡之下。

b.驛站
【教具】字母卡
【玩法】在A、B兩組前各蓋上一組字，如：A組的是pig，B組的是bag，各組第一位小朋友跑上前拿

第一張字母卡，如：A1拿p，傳給A2說/p/，A2再傳給A3說/p/，依序傳至最後一位，最後一
位跑上台，貼在黑板上大聲唸出/p/，再拿第二張傳遞，貼上黑板後，再拿第三張依樣畫葫
蘆，當此字之字母皆貼上後，老師問所有A組的人”What is it?”，A組的人須說出/pıg/。
B組亦然，答對加分。

c.搶拍搶答
【教具】小寫字母卡
【玩法】將小寫字母卡隨意貼在黑板上，由兩組各派一名代表出來搶】將小寫字母卡隨意貼在黑板上，由兩組各派一名代表出來搶

拍，老師說/ı/，先拍到i者，得分；老師把i貼在一邊，接
著，再派出另一位，老師說/t/，先拍到t者，得分。接下來，
老師指著it問全班”What is it?”，先舉手者，搶得回答的舉手者，搶得回答的
機會，若答對/t/，加分。

d.丟炸彈
【教具】字母卡、軟球10個                                     
【玩法】將軟球當成炸彈，每組5個。兩組前各放一疊字母卡，由A組先，A1抽出一張牌給A組的小朋將軟球當成炸彈，每組5個。兩組前各放一疊字母卡，由A組先，A1抽出一張牌給A組的小朋

友看，A組所有小朋友一起問”What’s the sound of C?” A1選擇B組之一人回答，如：”
No.2”，B組之No.2須回答/k/；若他不會，A1可丟一炸彈給B2，若他答對了，則不可丟炸
彈給他。如此，A、B組輪流問，最後，炸彈最少之組贏。

e.Bingo 
【教具】紙、筆
【玩法】每人一張紙，畫出九�格，填上a - i，老師說/b/，小朋友圈b，老師一一說出，小朋友人一張紙，畫出九�格，填上a - i，老師說/b/，小朋友圈b，老師一一說出，小朋友

一一圈出，先連成兩條直線或�線者，喊出”Bingo.”得分。九�格亦可改為16格，增加或�線者，喊出”Bingo.”得分。九�格亦可改為16格，增加
練習的機會。

f.音速小子
【教具】小寫字母卡二組
【玩法】小寫字母卡發給兩組人，每人一張，老師重覆說/d/、/字母卡發給兩組人，每人一張，老師重覆說/d/、/ı/、/g/，兩組人中有d的人，有i的

人，有g的人，跑出來依序將字母卡貼在黑板上，完成後，老師問該組人”What is it?”，字母卡貼在黑板上，完成後，老師問該組人”What is it?”，
若答對dig之發音，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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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我貼你說
【教具】磁鐵一個鐵一個
【玩法】在黑板上畫好格子及寫好字母如下：

a e i o u

b ◎ t

t g

k d

d m

s b

  

當老師將磁鐵放在◎的位置，小朋友須說出

/bıt/，可請A、B二組小朋友上來輪流放磁

鐵並問對方”What is it?”，答對得分。分。

h.拼拼看 
【教具】小寫字母卡
【玩法】以cake為例，將小寫字母卡k,e,a,c隨意貼在黑板上，亦即將打散後的cake字母卡放在黑板上

並發問”What is it?”，讓學生猜，此時可以/k/提示學生。學生邊猜，老師邊將拼圖慢慢
完成，引導學生說出cake。最後以/k/-/e/-/k/-cake的方式，帶入拼音的概念，並強調[e]k/-/e/-/k/-cake的方式，帶入拼音的概念，並強調[e]
來引起學生注意。

6.善用國內外發音教學相關網站：網路上有關發音教學之參考資源與素材相當多元，因

此筆者經常上網搜集發音相關網站，整合英語發音的相關資源，運用於課堂上，可以

節省自製教學媒體的時間及資訊能力不足的限制。茲列表如下：

公視e4kids

http://www.pts.org.tw/php/html/e4kids/abc/abc1.htm
本網站有認識字母、字母拼讀、單字圖典、字母歌、節奏韻文、MTV欣賞、故事園地、遊戲時間等，

內容豐富多元。

學習加油站

http://content1.edu.tw/ 
本網站包括學習資源、學科教材資源、鄉土教材資源、相關網站等內容。

Starfall.com

http://www.starfall.com/
本網站有字母讀音、大小寫字母筆順、字母發音和單字練習，由初階ABC、單字到句子，進階者可以

讀有聲故事書。

BBC Schools – Words and Pictures
http://bbc.co.uk/schools/wordsandpictures
本網站為英國國家廣播電台設計的兒童及青少年單字學習網站，包含CVC Words, Consonant Clus-

ters, Long Vowel Sounds, High Frequency Words等，老師可依課程Phonics進度做字母發音聽讀

練習。內含發音遊戲、字母拼讀、美勞、故事及教師教學資源等。

Phonics Faces
http://www.elementory.com/index.html
本網站為頗富創意的Phonics教學的工具書，用圖片的方式讓發音看得見，將字母和音的對應關係以

圖畫的方式呈現在臉上，讓學習者對字母和發音的對應有具體的概念。

Letter TV
http://www.lettertv.net/index.htm
本網站分為Kids 和Teachers二大區。在Kids區，有Audio Alphabet, Brick Wall, Coloring Pages

及Songs。包含字母發音、遊戲與活動和26個字母的主題曲。Teachers區，有Teacher’s guide, Shop-
ping, About Letter TV, Share Line, Resources。 

KidzSing Garden of Songs
http://www.gardenofsong.com/
本網站為兒童歌謠網站，有Nursery Rhymes, Just For Fun Songs, Holiday Songs– Chanukah, Holiday Songs– 
Christmas, Traditional Folk Songs, Folk Song Sing Along等，收集了許多耳熟能詳的童謠與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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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ma Lisa’s World
http://www.mamalisa.com/
本網站介紹童謠韻文以及英語童書，含Kid Songs from Around The World, House of English Nursery 
Rhymes, Classics of Children’s Literature等項目。收集世界各國的童謠韻文，有英文版譯本，有些還附

有鋼琴配樂。

Between the Lions
http://pbskids.org/lions/
本網站有歌曲、遊戲和故事，在遊戲區有phonics遊戲，讓小朋友在聲色俱佳的動畫中快樂學pho-
nics。
Rebus Rhymes from Enchanted Learning
http://www.enchantedlearning.com/Rhymes.html
本網站有鵝媽媽童謠和其他童謠韻文。

Scholistic Kids
http://www.scholastic.com/clifford/read/index.htm
本網站提供有聲故事書、Phonics遊戲，含Make a word, Letter Match, Sound Match，讓小朋友從遊戲

中學Phonics。

The Mother Goose Page
http://www.mothergoose.com/
本網站有鵝媽媽童謠韻文，有free Games, Crafts, Stories & Videos。

Eva Easton’s Authentic American Pronunciation
http://evaeaston.com/pr/home.html
本網站提供26個字母的聲音檔、子音、母音、線上辨音測驗等。

english raven.com 
http://www.englishraven.com/flashcardsalphabets.html
本網站可以免費下載phonics課程，課程分為入門Phonics Starter Kit ~介紹字母發音；Phonics Builder 
Kit ~介紹用於字尾字首的子音及短母音；Methodology and Tips ~介紹教學秘訣；Phonics Study Ele-
ments ~介紹學習元素；Games and Activities ~遊戲及學習活動區；Sound-Color Chart ~可免費下載的

發音彩色圖片(The Silent Way)。 

abcteach 
http://www.abcteach.com/
本網站含Worksheets~依主題提供老師多樣化的學習單；abctools~讓老師自行建構所想要文件或學

習單，含ABC sorts, handwriting worksheets, crossword puzzles, shapebooks, spelling lists, circle & spell 
lists, word walls, word unscrambles, word searches, math_worksheets, word shapes, sudoku, and bingo.

四、對學習成效之評估及實質幫助

語言學習需要日積月累，何況是外語。從遊戲中自然的學習，運用輕快愉悅的歌

謠韻文融入拼音教學，營造校園豐富的雙語環境，提供學生一個更開放的學習空間，

讓學生置身其中，可以發揮潛移默化的功能。筆者規劃之「字母拼讀線上課程」，讓

學生可以透過線上課程，自主學習。額外的線上學習課程，提供學生另類的學習機

會，不會造成英語老師太大的負擔，卻獲得許多意想不到的效果。

五、過程遭遇困境及解決策略

茲就實施過程中遭遇的困難及解決策略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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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學生英語程度落差大：各班學生英語程度落差頗大，因此利用補救教學、同儕師徒

制、班級小老師制提昇低成就學生的程度，縮小學童英文程度之落差。優秀的學生

則擔任班級小老師或師傅生，讓其有所發揮與展現。 

(二) 英語教學時數不足：每週二節課的教學時數明顯不足，鼓勵各班於班上播放教材

CD，打掃時間全校播放教材內之英語歌曲。規劃Weekly Oral Test，讓班級小老師

每週幫組員口試，延伸學習的長度。實施「同儕師徒制」一對一配對，鼓勵師徒們

善用零碎時間(如早自習、午休時間、下課時間等)練習英語，徒弟小考及格，師傅

一起沾光，雙雙獲得老師的獎勵。 

(三) 落後學生學習意願不高：將phonics規劃為補救教學之課程主軸，放慢學習的腳步，

讓低成就學童能獲得成功的經驗，提昇其學習動機。 

六、實施心得及對其他人之建議

英文是拼音文字，由一個個字母所組成，每個字母有其在語音上的對應，如果對

語音結構的敏感度較高，對英文字的辨識能力也會較高。學生若能學好phonics，建立

字母(letter)與語音(sound)之間的對應關係，能看到英文字母的排列就能讀出單字的

發音，能聽到發音就能拼出單字，如此可以增進學童拼讀單字的能力，認字能力自然

會大大的提昇，進而能夠進行獨立閱讀。

Phonics教學，是培養學生音感和語感很重要的基礎工作，學生若能建立起音韻覺

識 (sound awareness)，可收事半功倍的效果。然而，基本字詞的建立，要在有意義

的語言情境中，透過大量的sound input、模仿與練習，並經由不斷接觸聲音與文字，

形成具體深刻的印象，效果更佳。

由於英語是我們的外語，我們沒有足夠的英語環境，然而語言學習需要日積月

累，因此建構校園英語聽力環境，於學生早會時間、打掃時間、午餐潔牙時間、放學

時間等，全校播放英語會話及歌謠韻文，給予學童較多聽聞英語的機會，可以增加語

感，自然而然達到較佳的學習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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