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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國小時，家裡的哥哥去補習班學美語回來後，都會在家裡複習，在身旁的我，聽到了這

新的語言，覺得很好聽也很有趣，便一起跟著哥哥聽CD、看繪本故事，哥哥有時也會教我，

於是我對英文的興趣越來越濃厚，我便跟媽媽說我也想去學英文。開始學英文之後，我對自

己更有自信也過的更快樂，因為我從英文學習中獲得許多成就感。英文是我的好朋友，有了

它的陪伴，我的生活更多彩多姿，視野也更寬廣了，雖然有時它會出難題考驗我，但每跨越

一道障礙，我的實力也向上提升不少。

二、學習目標

由於我對英文學習非常感興趣，所以，無須師長父母的逼迫，我就會自動自發地學英

文。越在乎英文，對它的野心也就愈大！從我開始學英文時，我就會要求自己一定要把老師

當天教授的課程內容融會貫通，遇到比較複雜的內容時，我會自己多花時間去克服難處。我

還記得小六教KK音標時，一開始覺得好難好複雜，但我就是每天不斷練習，直到熟練。抱持

著這樣的學習精神，對於英文，我對自己有很大的期待。我希望透過目標的設定，來規劃自

己的學習，讓它是有計畫、有效率地，而不是漫無目的地打轉。以下為我的學習目標：

1.近程：身為國中生的我，首要目標是將自己在校的課業顧好，然後多參加校內外的英語

比賽，如英語演講、英語話劇、英語朗讀、英語小偏方或英語四格漫畫等，藉此來提升

自己的實力。

2.中程：利用閒暇時間多方充實自己，透過檢定考試相關書籍（全民英檢、多益或托

福）、英語雜誌、廣播、故事書、小說、繪本或電影來補充課外的知識，藉此幫助自己

通過英檢考試。

3.遠程：順利考取外文系，然後可以到國外留學，體驗被英語沉浸的世界，能用流利的英

文和來自不同國家的人交談互動，一直是我的夢想。

三、過程與經驗分享

從跟英文的第一次接觸，一直到現在，算一算也將近三年多，這當中我一直是很樂於學

習的。除了本身有很大的「興趣」之外，我想「學習的方法」也是關鍵。

大家都知道英文學習很重要，也知道聽說讀寫不可偏廢，但是，真正能將英語學習落實於

生活中的又有幾人呢？當你為了考試要得高分而去背單字、練習文法題目時，你的心情會是愉

悅的嗎？不少人討厭學英文的原因就是因為他們只在必要的時候才學，沒考試壓力時，英文就

被拋在一邊，久而久之，「英文」就和「考試」連結在一起，而產生不快樂的感覺。而我呢？

雖然我現在生活在台灣，但我卻試著讓自己的生活中充滿著英文，我不為了考試而唸英文，我

將英文視為我的好友，每天和它愉快地交流互動著，我是怎麼做到的呢？請往下看。

我將英文學習分為「課內」和「課外」的學習，內外兼顧才是王道喔！

1.「課內」學習的部份：我就照著老師的進度走，方法很簡單，三大要訣而已－「課前預

習」、「課中專心」、「課後複習」。三大要訣看似容易，但要貫徹實行，還是需要有

堅定的意志力和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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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課前預習」－讓我知道自己哪裡不太懂，我會先做記號，等老師講解到這部份

時，特別注意聽講。先找出症狀，才能對症下藥，才能有效率的學習。

（2）「課中專心」－老師在課堂上的講解，一定都是最精華的呈現，所以，我  每堂

課都會很用心地吸收老師所提供的「精華液」，幫助我補充許多英文的養分。另

外，我有做筆記的好習慣，而且我會善用不同顏色來標記重點。例如，我會用黑

筆來寫單字和音標，籃筆用來補充說明單字的例句，綠筆用來寫文法重點，紅筆

用來標注最重點的部份，而螢光筆則是拿來用在標記我最容易忘記或出錯的地

方，這些顏色清楚地幫我區分不同的重點，所以，我總是可以快速又有效率地善

用我的筆記來幫助我學習。

（3）「課後複習」－前兩個步驟確實完成後，第三個步驟的執行對我而言，真的很輕

鬆。我習慣自我評量，當我準備好時，總是很興奮地想要測試自己，而且多做題

目的練習可以幫忙我釐清觀念並加強實力。

2.「課外」學習的部份：

一開始學習英文的時候，只埋首於英文課用的教材，後來透過自己的摸索和他人的

分享，才知道「原來，外面的世界無限寬廣啊！」 學習是需要多方刺激的，所以，我喜

歡看課外讀物來充實自身的知識，但升上國中後，幾乎大部分的時間都花在學校的課業

上，我真的很不能適應，而且也發現，英文要好，基本常識不可或缺，像我練習英檢的

模擬口試題時就遇過「你最喜歡哪種類型的音樂？」或「你最喜歡哪個畫家的畫作？」

因為我都沒有研究過，導致答不出來，由此可見「背景知識」對於外語學習也是極其重

要，所以我就試著殺出重圍，替自己找尋另一片天，解決方式為：

（1）網路學習：我通常會google我不懂的東西，然後就會有相關連結，帶領我學習。

有些單字我查了意思之後，還是不懂，這時我就會用google的圖片搜尋，看看那個

東西的樣子，例如，apricot，意思是杏仁，但我不知道杏仁的樣子，這時我就會

搜尋它的圖片來幫助我了解，實物總是比抽象的說明好了解。又或者，我想知道怎

麼準備全民英檢的考試，我只要輸入關鍵字，就有人分享他們的心得，所以往往可

以在網路上挖到寶，學習真的是要有方法的喔，用對方法可以省很多力。

（2）YouTobe：這是我最喜歡使用的網路資源，YouTobe裡面有很多的英文短片或電

影，不僅可提供休閒娛樂，更是學習的好幫手。

用途1: 聽歌學英文

很多人喜歡聽英文歌來學英文，我也是，不過，有時一直聽，卻還是有些字聽不出來，

我又沒有歌詞單可以查閱時，我便會使用YouTobe，輸入「英文歌名+ lyrics」，如“big 

big world lyrics”，便會有播放歌詞的MV出現，此時我就可以一邊聽，一邊看單字，然後

聽不懂，還可以再暫停重播，這樣做的好處是可以同時聽音對字，遇到不懂的字，可以馬上

查網路字典，google,oxford,cambridge,msn,yahoo等都有提供線上字典可供使用。雖然有

人說，一直重複聽就會聽懂，但是遇到不懂的字，真的不懂時，就要趕快做功課了，趕快查

單字。

用途2：看電影學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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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電影是學英文最好的方法，兼俱休閒娛樂的功效，而且透過電影還可以學到很多外

國的文化和了解他們的生活方式。相對於課內的學習而言，這是屬於比較活化的學習，因為

電影的內容包羅萬象，而且透過電影場景，我往往會將自身融入其中，想像自己正在某個國

家，模擬主角的對話。電影裡的對話都是日常生活中會用的到的，既口語化又實用，不過，

電影裡的對話講話速度有時很快，所以，切記要挑選比較適合自己目前程度的片子，才有效

果。YouTobe上的電影都很貼心地將一部電影切割成大概10來段，所以，我的方式是選取某

一段，先找沒有字幕的聽個兩遍，再找有字幕的聽，然後馬上查不懂的單字或片語用法。

用途3:看繪本學英文

網路上的資源真的很豐富，連繪本都有人放上去，讓它有動畫的感覺，還配上音效，效

果真的很好，而且很快就可以看完，短時間就可學到很多，學習的層面涵蓋語言、美術欣賞

和故事寓意，一舉多得。

用途4：看廣告學英文

YouTobe上有許多英文廣告，各式各樣都有，而且來自不同國家的廣告，除了可聽到不

同腔調的英文外，還可欣賞不同的創意，訓練自己也動動腦。

用途5：看英語教學節目

這是我偶然發現的一個節目，（http://www.youtube.com/watch?v=6f_FtzgL9y4&featur
e=channel），主持人就是一個英國人，裡面講的很詳盡，我記得有一課在講“hello and 

goodbye”，打招呼和再見的方式，讓我大開眼界，沒想到居然有那麼的方式，以下列出和

大家分享。 Ways to say ‘Hello’ Ways to say ‘Goodbye’
Hi. Bye.
Hello. Bye for now.
Hi there. Bye-bye.
Hello, there. So long.
Hey, how are you doing? Later.
Howdy friend .(USA) See you around.
What’s up? Farewell.
How’s it going? See you again.
Wow, it’s good to see you. Catch you later.

（3）多注意出現在生活週遭的單字：

平常我們走在路上或上網的時候

都會看到很多英文的招牌或廣

告，我會隨身帶著小的電子辭

典，看到不懂的字，就馬上查

詢，效果很好。例如，我去百貨

公司逛街的時候，就看到COACH這個字，想到課本上有出現這個字，是「教練」

的意思，很好奇怎麼會是一個牌子的名稱呢？然後我就查了這個字，原來它還有

其他意思，在英式用法中，是長途公車的意思；美式用法是巴士或公車。細心

些，學習俯拾即是！

（4）email：我會用英文寫email給自己，寄到自己的信箱，寫的是每天的心情，有點

像是文日記，我覺得效果也很好，因為是寫給自己的，不供他人觀賞的私人記

事，所以寄到email是不錯的選擇，順便練練自己的文筆。

四、學習成效之評估及實質幫助

透過上述我所提的方法，學英文真的有趣許多，透過網路和多媒體，學習方式可以很多

元，而且學到的都是很生活化的資訊，很實用，網路上的資料也更新的很快，誰說學英文就

等於死背單字、不斷地機械化練習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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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過程遭遇困難及解決策略

升上國中之後，課業變的繁重了，很多隨之而起的困難都一一浮現出來。國中的課程比

較著重在「讀」和「寫」，但我個人覺得「聽」跟「說」的練習其實更重要，尤其對第二外

語學習者而言。

1.抽不出時間聽英文雜誌：

上國中之後，每天早出晚歸，晚自習後回到家洗個澡，也差不多該就寢了，但是英文雜

誌是一定要聽的啊，於是後來我想到二個方法解決方案：

（1）將英文雜誌的MP3灌在自己的MP3 player裡，每天等公車搭公車的上下學時間都可

以聽。

（2）睡前聽，就當作是晚安曲，設定好CD player 的時間，讓它自動關機。擅用零碎

時間，學習可加倍。

2. 比較少機會練習口說：

每天從早上7:30到8:50都待在學校，除了英文課外，沒什麼機會說到英文，雖然在台

灣是說中文的環境，但我知道要達到我的遠程目標－出國留學，我現在就等開始準備，因為

「機會是留給準備好的人」。所以，我的解決方式為：

（1）「自言自語」：洗澡時，試著用英文把想說的話說出來，雖然常講的不是很通

順，但是有練習，真的會進步。不太會表達的，會因印象深刻而去查詢該如怎麼

說，反而學了寶貴的一課。

（2）「Skype」：這是個很好用的軟體，可以透過它跟世界各地的人聊天，只要有耳機

麥克風或Skype phone，網路線一接通，你將發現’It is a small world.’一

開始我超緊張的，連say hello都有點結巴，但一回生、二回熟，我現在對於說

英文已經不再覺得恐懼或尷尬了。

六、實施心得及對他人之建議

英文的學習，不只是語言而已，透過英文，我們可將觸角延伸到知識的百科。在英文學

習的過程中，我學會了訓練自己認真積極的態度，也學會了規劃自己的未來，更學會了欣賞

不同文化的生活方式和風格，最重要的是，我

不再是個井底之蛙，我學會放眼全世界，身為

地球村的一員，我努力將自己預備好，英文是

開啟世界這扇門的鑰匙，有了這把金鑰匙，我

們的生活會更多彩多姿喔！

空中美語教室

以下三本是單字�000、�001-�000和�000字

以下是全民英檢複習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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