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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樂學英文 樂利國小  郭佳容

一、前言：

時代的腳步日新月益，世界各國的交通越來越發

達，地球村的來臨，已經不再是夢。交通的進步和便

利，人們往來頻繁，語言變成是溝通的重要橋樑，世

界共通的語言──英文，尤其重要。也因為如此，大

家也越來越重視英語課程的學習。在我就讀的樂利國

小，也是從一年級開始，就有英文課了。

曾經我也是在下課後，趕往英文補習班聽課的學生，但是隨著日積月累的學習，功課越

來越多，課本內容越來越難，壓力愈來愈大，還要應付考試，漸漸的我認為學習英文，變成

是一件痛苦的事，彷彿是一場惡夢一樣。之後，在升上小學三年級之前，家人同意讓我離開

英文補習班。

離開補習班的我，感受到英文真的很重要，反而開始自己主動接觸英文，我也很感謝

爸爸媽媽提供我一個良好的學習環境，讓我免除補習之苦，時常陪著我一起享受學習英文的

樂趣，使我樂於親近英文；同時也要感謝三、四年級教我的英語老師，她運用容易取得的資

源，啟發我對英文的興趣，持之以恆的學習，逐步打好更堅固的英文基礎。

我覺得學習英文不一定要到補習班上課，對很多同學說，到補習班學英文是一件痛苦的

「差事」，不但有堆積如山的作業，還會占用到自己許多自由的時光，但是不補習，又會擔

心沒有辦法學好英文，無法理解目前學校所教的英語課程，不能銜接未來的課業。

學英文真的很難嗎？製作這份小偏方，我想和大家分享，其實沒有補習，只要懂得運用

身邊各式各樣，隨手可得的學習資源，不只能全方位學習，也可親身感受學習英文的樂趣！

大家也可以和我一樣開開心心，快樂學英文！ 

二、學習目標：

☆短程目標：1.輕鬆學會背單字（好玩的圖像記憶法）

☆中程目標：2.加強句型和文法的了解（閱讀好好玩）

☆長程目標：3.聽說讀寫樣樣通（成為英文小達人）

三、過程與經驗分享：

1.輕鬆學會背單字：學英文背單字，是每一個人學習英文的

基礎，但是要記憶好多的單字，又會擔心很困難。老師運

用簡單有趣的方法引導我們，如何輕鬆背單字，我想和大

家分享，老師提供我們的好方法。     

☆好玩的圖像記憶法：

老師運用圖像記憶法，教導我們可以先寫出要整理的 屬於我的Long A的單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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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字，另外加上自己畫的圖畫，輔助我們背單字，學習過後，可以更了解相同結構

的單字，例如：所有相同的長母音單字，我們可以透過查英語辭典、課本、網際網

路等各種不同的資源，加以整理。像右圖中的主題是：Long A，讓我們了解更多有

關長母音單字。我也自己另外找了很多相關的單字，加上活潑有趣的插圖，製作我

的長母音單字表。這個活動讓我從中學習到更多的單字。

右邊的單字表，則是老師同時運用圖

像記憶法和加強練習相反詞的方式，幫助

我們記憶，使我們從學習更多的單字。我

自己使用剪貼的方式，加上上色，讓單字

表顯得更有趣，更方便記憶。

☆單字接龍小高手：

學會很多單字後，在學校的課堂上老師讓我們以小組討論的方式，一起使用心

智圖的活動，延伸了許多不同的單字，大家腦力激盪畫出一個又一個的單字，我們

這一組各個都很用心，得到第一名，共討論出110個單字，很驚人吧！我們的主題是

「天氣」，想出一些和天氣相關的事物，畫在紙上。這個活動，不僅可以學會更多

單字，還可以測試自己，背單字的記憶能力，讓我收獲滿行囊。你也可以自己在家

和家人討論，運用一個延伸的主題，共同腦力激盪，可以和家人增進感情，同時認

識更多的單字。

這是我的相反詞單字表

這是大家腦力激盪的情形 這是我們共同討論的作品

這是我自己在家獨立完成有關心智圖的延伸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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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加強句型和文法的了解：

☆閱讀好好玩：

在學校課堂上的學習除了可以幫助我打好英文基礎之外，放學後我也很喜歡閱

讀有關英文的課外讀物。英文的繪本世界裡很有趣，能充實自己的閱讀能力，也從中

了解更多的句型和文法，推薦大家可以省錢，看很多英文書的好方法，就是利用學校

或是社區圖書館借閱英文書籍，這些都是免費的資源，可以好好運用，絕對會讓你驚

喜喔！

◎圖書館的寶藏──有趣的英文繪本：

因為家中沒有那麼多類型的英文書籍，所以

我們全家人會一起到附近的圖書館「挖寶」，借閱

英文繪本、CD，來幫助我們學習英文。看完英文繪

本，我發現原來每本書都有它所要表達的意義，每

一次看的繪本，都讓我印象深刻，而且書中有趣的

插畫和內容，都是吸引我的地方，除此之外，閱讀

英文繪本，我最大的收穫是：了解英文文章中的文

法，並運用到學習上，讓我受益良多喔！

◎了解時事大顯神通──英文雜誌的饗宴

我在圖書館發現，也可以借閱好看的英文雜

誌，看有關英文的時事報導，隨時了解台灣大大小

小的事，此外雜誌中還有加上中文在旁註解，避免

學習上的麻煩，內容包括許多連載故事、令人捧腹

大笑的英文漫畫、最新的卡通和電影等，這些一篇

又一篇的文章，各個吸引許多我學習的興趣，好聽

的CD以及有獎徵答活動也都提高了我的學習興趣，

讓我快樂學英文，一同與英文交友。

◎我的歡樂時光──與英文書籍共舞

我和家人們也會常常抽空到附近書店，尋找課外的英文讀物，可以靜靜的在書

局裡瀏覽，欣賞最新的作品。這也是免費的學習資源，可以好好運用。

媽媽也會利用開學前，書店會對語言書籍打折，帶著我到書店，一起去選購英

文書籍，補充英文教材，我也仔細的將書籍畫下重點，並加上註解，輔助我閱讀英文

書籍。

我喜歡閱讀有關

英文詞彙、會話、片

語、句型等各式不同

類型的英文書籍，而

且我還很喜歡看書籍

中好笑的英文圖畫，

圖書館借閱好看的英文繪本

圖書館借閱豐富的英文雜誌

這是我的英文書籍 這是我的英文書籍重點註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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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能增加我學習的興趣。這些各種不同的書籍，帶給我很多的有關英文的知識。

◎網路萬花筒──一起學英文

網路科技越來越發達，運用網路便利，增進學習，也是學英文的好方法。老師

提供我們運用網路的資源，給予我們更廣泛的學習，她告訴我們可以利用網站（www.

llps.tpc.edu.tw），並點選部落格，再進入英語老師的部落格，標題是：（活到老,

學到老!）網址是（http://163.20.142.9/sandy17）。在裡面有許許多多不同的網站

資源，也提供了很多關於英語學習的相關網站，在這些網站裡可以看到，免費的動畫

故事和歌謠、有趣的繪本及故事教學，還可以練習英文打字呢！

這是國內版本的打字練習 這是英語版的打字練習

3.聽說讀寫樣樣通：（成為英文小達人）

未來我希望自己可以成為『英文小達人』，除了運用書籍、網路、報告等

各種資源，還可以全方位學習英文，在聽、說、讀、寫各方面，都可以熟能生

巧，我希望還有機會和別人實際使用英文對話，體驗說英文的樂趣。為了實現這個目

標，每一天我都訂定學習英文時間表，持之以恆、循序漸進一點一滴累積自己的英文

實力。

☆聽英文互動光碟、網站資源學發音：

我經由老師上課中的說明，得知很多可以朗誦英文繪本、單字的網站，糾正我

自己的發音，有時我也會和弟弟開心學唱英文童謠，而好玩的網路互動式遊戲，深

深吸引著我。我在學習英文的路上十分快樂，因為每一個過程都充實又有趣，學的開

心、玩的開心，過程中不會有被勉強的感覺，可以自動自發的去接觸英文，開心的和

英文做朋友。

☆說英文練對話：

此外，我也利用書籍內附贈的互動式光碟，練習英文拼字和錄音，再配合有趣

的動畫，使我愛不釋手。小時候我在弟弟的幼稚園遇到一個外國小孩，弟弟的英文名

是：Jimmy，她問我說：「What is Jimmy like to eat？ 」我回答：「He like to 

eat banana and egg .」後來她愈問愈快，我完全聽不懂，所以就「逃走」了！現在

回想起來，真是可惜，這是可以實際和外國人使用英文對話的好機會呢！如果以後再

遇到外國人，我不會再心慌的跑走了！我現在希望可以遇到外國人，我想要和他們實

際使用英語對話，看看自己的英文對話能力進步多少？ 

☆讀英文朗朗上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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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很喜歡參加有關英文比賽的活動，例如：我在四年級時，參加英文朗讀和

英文拼字比賽。參加英文朗讀時，老師運用錄音筆，放在電腦上給我們聆聽，修正錯

誤的地方，加強需要進步的缺點；參加英文拼字比賽時，我和同學之間互相口試、出

考題背單字，而我使用「單字拆解記憶法」，例如：hamburger漢堡，我就將這個單

字拆解為三份，「ham」「bur」「ger」，這樣可以減少背單字被不起來的困擾，非

常實用。今年升上五年級了，我將嘗試挑戰，學校的英文比賽「看圖說故事」，每天

很努力聽CD練發音，期許能有好成績。

☆以英文製作繪本：

三、四年級時，我在偶然的機會下由老師指導製作英文繪本，我們一起先從擬

定故事主題→討論故事大綱→編輯故事內容（國語版）→再將故事內容翻譯為英文

→畫出故事圖畫→貼上英語文字→裝訂成一本書，經過這樣的步驟慢慢的將英文繪本

完成。每次看見自己的作品完成時，心中都很有成就感，自己一點一滴的心血終於有

了成果，過程中，雖然很辛苦，我仍然用很快樂的心完成它。從這些經驗當中，我學

到的比以前更多，對英文文法更加了解。我將延續這個有趣的活動，搭配我喜歡的繪

畫，繼續製作屬於我的英文繪本，為自己留下珍貴的回憶。

四、對學習成效之評估及實質幫助：

經過這些點點滴

滴的學習過程當中，我

覺得自己在英文方面上

進步了許多，可以將英

文運用在生活上，對英

文更有把握，勇於說英

文。我的弟弟也像我一

樣熱愛英文，所有關於英文的書籍和網路資訊，都令他愛不釋手。

在背單字的方面上，我進步的地方除了可以一次背很多單字，也可以短時間內記

憶背過的單字，更可以運用有趣的記憶法，讓背單字富有趣味，不再是運用「死背」

的方式，並將自己學到的技巧，告訴家人和朋友，讓大家都可以快樂背單字。

在句型方面，我發現我可以自己閱讀更多書籍，了解更多文法，讓閱讀英文書

這是我三年級的英文繪本作品：這頁內容是我和媽媽正在做餅乾的情況

這是我四年級的英文繪本作品：這頁內容是環境保護不能再等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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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加輕鬆和容易，也能熟悉更多英文的文法。現在我也常常運用英文來造句，而未來

我希望可以善加利用這些所學的文法嘗試寫英文日記，讓英文更加生活化。

在表達的方面，我現在可以使用英文，簡易的表達自己的想法，也可以用英文

和別人簡單的對話。參加英文朗讀比賽、演講比賽

的我，更能在大家面前勇於開口說英文，所以我現

在對說英文越來越有信心了！

結合日前多種的努力，我現在常常在參加有關

英語相關的活動和競賽，培養我對英文的自信心，

日後我希望能有更好的表現。也期許自己，能將英

文學習生活化，常用英文，使它成為我的第二語

言，輕鬆自然朗朗上口。 

五、過程遭遇的困境及解決策略：

在學習英文的過程中，我也常常遇到一些困難，例如：看到不熟悉的辭彙、或是部

分句型文法看不懂等，這時候我會運用身邊周遭容易取得的學習資源，經由嘗試各種解

決的方法，讓自己能輕鬆理解，更加熟悉這些陌生的單字和句型。

每次當我遇到不懂的單字時，我選擇的解決方式：如果是在家中閱讀英文書籍不懂

的辭彙，我會選擇查詢英文辭典，或是翻閱課本、相關書籍的方式來解決。

如果是在網路上讀網路英文書遇到不懂的辭彙，或是當我遇到陌生的句子時，我

會選擇查詢Yahoo奇摩字典查詢（http://tw.mini.yahoo.com/）的方式。這樣的解決策

略，使我在學習的過程中能順利了解不懂的地方，秉持著有始有終、鍥而不捨的學習精

神，並堅持到最後。

此外，英文發音是我現在最想加強的部分，每天我會特別花時間聽CD練習，不停的

反覆聽，跟著CD一起讀，希望能做到發音越來越好。 

以上就是在學習英文的過程中我曾經遇到過的難題，但是憑著我對英文的興趣，

一一克服了，我真心喜歡英文，同時享受學習英文帶給我的快樂，我相信培養英文閱讀

的興趣是很重要的，讓它成為我們每天生活的一部分。

六、實施心得及對他人之建議：

自己的努力加上家人的鼓勵，讓學習英文輕鬆又有趣，這是我要和大家分享這篇學習

小偏方最重要的目的，我希望大家都能和我一樣，用簡單的心情悠遊在英文的樂趣中。

自學英文需要的是持之以恆的心，除了必須花時間提醒自己，不能間斷反覆複習，

做了這些點點滴滴的學習磨練，我學習到的很多，我的心得是：「其實肯用心，人人都

可以快樂去學習、去體會學習的快樂」希望每個人閱讀我的英文小偏方後，都可以開開

心心的學習英文，體驗英文的奧妙與樂趣。也期待未來我可以慢慢磨練自己的英文能

力，越來越進步！永不間斷的去學習，不半途而廢，相信我一定可以快樂的學。

最後我給大家的建議：『天下無難事，只怕有心人』，不要一直想著學英文是一件

很難的事，從現在開始，找一找身邊自己可以閱讀的英文繪本，馬上行動吧！希望大家

都能找到快樂學英文的鑰匙，打開興趣之門，你一定會得到更多喔！

這是我和同學們參加英文繪本比賽

得獎和老師合照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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