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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不可否認的，生活在現代社會中，多少都有機會說幾句英文、必須看懂或聽懂一些簡單

的英文單字或短句。正因為英文如此貼近我們的生活，從小父母就希望我能將英文學好，將

來踏入社會才不會吃虧。但是就我所知，不用等到將來的踏入社會，因為現今在學校裡，很

多同學的英文實力都相當驚人！不少同學不是從幼稚園就開始學英文，就是有到國外遊學的

經驗，要是我等到踏入社會時才將英文學好，那就真的太遲了！小時後的我根本不懂學英文

的好處，曾經錯過了學習良機，等到我開始認真研讀英文時，我覺得自己的心和腦袋好像多

開啟了一道門，門打開、我看到了一個不同的世界。學習英文很重要，當然也有非常多的好

處，但要怎樣才能愉快、有效、輕鬆地學英文呢？藉此和大家分享我們的英語學習小偏方！

二、學習目標：

我從小的願望之一，是將來能當個英語翻譯導遊，因為我喜歡到處遊玩、到處學習。古

人云：「讀萬卷書，行萬里路」，書讀的再多卻沒有向外走走，很容易劃地自限，也很容易

成為別人口中的書呆子！導遊這項工作除了帶領旅遊團出遊，最重要的使命便是能與客人們

溝通，我希望自己能用最佳的英語向外國人介紹台灣的風俗民情及山水景觀，我更希望能運

用這個幾乎各國通用的語言，帶領我們國家的旅客到外國自助旅行，幫助他們體驗及瞭解最

道地的國外生活。

為了督促自己的英文能力一直有進步，並且隨時找出自己需要加強的部分，我要求自己

在國中畢業前需通過全民英檢初級考試；另外，我決定參加我們學校推展的多益普及測驗，

藉由分數的增減知道自己聽力和閱讀兩部分進退步的狀況。最後在口說方面，我希望自己能

用英語和學校的外籍們老師聊天，等到暑假有機會到美國或加拿大遊學時，我能用不錯的英

文和寄宿家庭的家人溝通，也能和同學們用課後時間自己問路、到處參觀，體驗道地的美加

生活。每次一想到能更接近我的願望，我就迫不急待地想多學點英文呢！

三、過程與經驗分享：

學習英文的基礎是單字，再加上聽、說、讀、寫四大技巧的統整能力，這個過程是一定

得下功夫的。以下是我們的學習方法與經驗，和大家一起分享。

1.單字

(1) 實物學習法：

小學上英文課時，老師總是會從家中把一些小東西帶到學校來，並用中英文交

錯的方式解說東西的用途，並帶著我們練習英文發音，

例如：

老師把啞鈴帶到教室來，跟班上說：「這是啞鈴dumbbell，它

是用在讓人舉起lift up，用來鍛鍊肌肉muscle的工具tool。」

學習收穫：經過老師這番講解後，我不但可以知道每件物品

的英文單字，又能了解有關這個字的相關英文用法，真是一舉數得！

學習『英』姿 徐匯中學   羅延誠  賴弘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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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圖像主題學習法：

我個人非常喜歡畫畫，我的英文老師看中了這點，所以他要求我拿廢紙在紙

上畫各種運動圖、物品圖、家具圖…等等，並在紙上寫下那件東西的英文。老師叫我每

完成一張就拿給他收集在一本資料夾裡，之後會要求我定期看一次，老師也會利用我自製的

圖畫字卡來考我單字。

例如： <1> <2> 
學習收穫：經過老師這樣的指導，我

一看到某張圖片，就很容易聯想到它的英

文，也因為是自製的單字卡，印象格外深

刻！

(3) 便利貼學習法：

背單字不只是a,b,c,d…這樣死背，可以融和一些創意與想法。像我就用了一招，

在家裡的物品上貼上便利貼，並在使用此物時先默背一次，沒有被成功就不能使用。

 

    

                  
學習收穫：藉由「沒有背起來就不能使用」這個方法，可以使你更快的將此單字記在

腦海裡，而且可以將單字記得很熟，因為這些單字都是生活中常可以接觸

到的。

(4) 走、看、聽 隨 背 法：

在國際化的社會裡，馬路旁、招牌上，一定處處都可以看到一些英文單字，甚至能聽到

外國人在說英文，這時就可以聽到他們聊天中的英文句子，順便就邊走、邊看、邊聽隨心所

背啦！記得有一次在捷運車站的廁所裡，我看到了Flush這個單字，那時我還不太了解是什麼

意思，於是我立刻將他抄在我專屬的英文小筆記，一回到家就馬上查著這個單字，原來它就

是壓馬桶的壓，這使得我又學到了一個單字，沒想到連上個廁所都能學英文。有一次過年回

到家鄉的廟裡拜拜，也偶然的看見專門為外國人標誌一些注意事項的英文翻譯，使得我又好

奇的想要了解這些單字究竟是什麼意思，畢竟多學多受用，以後我可是要用英文來走遍世界

的呢！現在真的到處都可見到英文，不管是像我剛剛提到的捷運、廟裡，還是像在公車上、

高速公路上、國家公園裡……等等，不管我到哪裡，英文幾乎是無所不在的環繞在我身旁，

可見英文在國際上的影響力是如此的龐大。這招邊走、邊

看、邊聽，真的既方便又能讓自己對英文這方面的知識增廣

見聞，累積雄厚的英文實力。

例如：<1>

旅遊服務中文的英文是：Visitor Information Center，逐

字翻譯我知道遊客是visitor、information是訊息、center是中

Visitor Information Center(旅遊
服務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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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合在一起變成旅遊服務中心，而逐字翻譯則是遊客訊息

中心，這告訴我中英文並非總是可以逐字翻譯的。

例如：<2>

光看這個標示牌子我又可以複習幾個曾經學過的英文

單字，復興南路一段的英文是Fuxing S.Road,Section 1，

我可以複習到路road,段section,而南方只有標出第一個字

母，沒關係，南是south．我還可以複習到出口叫exit呢！

(5) 圖片、發音趣味法：

利用圖片、諧音雙關的方法幫助我記下一些較困難的單字，這可是我無意中發現的

招數，舉幾個例子和大家分享。

例如： 

<1> dilemma (進退兩難)→

dilemma (進退兩難)→圖片為一隻馬與一大堆地雷（念為地

雷、馬），因為地雷在馬的四面八方，所以那隻馬無法動

彈，進退兩難。

<2> table→(桌子)

諧音：「貼布」→諧音句子：這張破「桌」布，縫補上了一張「貼

布」。

<3> too bad→(真糟糕、太差了)

諧音：「禿背」→諧音句子：這條狗禿頭又「禿背」→「真糟糕」！

<4> strong→(強壯的)

諧音：「死衝」→諧音句子：高大「強壯的」體格，讓他更有本錢在

球場上「死衝」達陣。

<5> slender→(苗條的)

諧音：「失戀的」→諧音句子：「失戀的」的林黛玉(女生)，瘦得更「苗條」了！

學習收穫：誰說背英文只能死背，像我就發揮了一點小聰明外加國文課教到的弦音

雙關修辭法，使得一些單字變得簡單好記，不再像之前要時常重複背著

單字量較長及較容易忘記的單字，讓這些單字活起來，把我和腦袋永遠

牽在一起，想要忘記都很難，因為它讓記憶的第一印象留下深刻的烙

印，所以這種趣味性極重的快樂學習，相較於死背來得輕鬆，是個很值

得嘗試的方法！

2. 聽 (listening)

(1) 要聽懂外國人說英文，真的不是件容易的事。所以我要求自己一個禮拜至少兩

次，上BBC網站練習收聽最近國內外發生的新聞。以下是我聽過的一則新聞以及

如何練習聽英語新聞的方式。

Fuxing S.Road,Section 1（復興南
路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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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天新聞標題及內容：Dozens dead in Philippine floods

我會先閉著眼睛聽過這一段報導後，用自己的話寫下聽到的內容大意，例

如：

This news is talking about a heavy rain hits Philippine and there are a lot of 

people dead in the water, now there is one town fully under water. Even cars also be 

filled with water, the rain is going to be stronger and stronger.
在我寫下大意之後，才會去閱讀文字內容做對照。我不會刻意去訂正我的

文法錯誤，而是把重心放在「我是否有聽到整個報導的重點」。

學習收穫：經過了聽新聞這項方法，不但能訓練聽力，也幫助我在和外國人對談

時，雖然不見得每個字都聽得懂，但都可以抓到他們要表達的重點，

並做出適當的回應。當然，這也幫助我不再害怕聽到沒學過得單字，

因為我知道只要繼續聽下去，就能瞭解八九成的內容。

(2) 聽英文歌翻翻法：

我喜歡聽英文老歌，藉由英文歌學英文，不僅能學到單字的不同用法，也能

練習做歌詞的翻譯。一首英文歌我都會聽個5遍，每聽一遍就會多聽出幾個自己背

過或聽過的單字，看著自己能聽到寫下來的單字跟著每一遍聆聽逐漸增加，進而

能了解作詞者要表達的意念與情感，那種成就感是難以形容的。此外，藉由模仿

演唱者的發音方式，我學會了不少字與字之間如何連音的方式，對於哪些字該發

重音、或者哪些詞語該用加強或輕聲的語調，透過模仿練唱英文歌曲，我自己也

學到很多很多訣竅。這些是我喜歡利用英文歌學英文的原因。直到現在，我會唱

的英文歌至少有20首，翻譯功力也在不知不覺中的有所提升，就連我說的英文，

偶爾還會被問到「是否有在國外待過呢?」，這種 “被懷疑的喜悅” 實在是難以

言喻！

3.說 (speaking)

害怕和老外對談嗎？還是連一句I am a boy 都無法脫口而出？ 我們曾經做過外

訪的作業，這是我們和外國人交談踏出的第一步。外訪，故名思議，就是找外國人聊

天，當然我們不能兩手空空、沒準備地去打擾外國人，所以我們會先把一切事情計畫

好，準備錄音機、照相機、問題單…等等，並且，事前會和搭檔的同學演練幾次如何

打招呼、如何說明我們的用意等基本禮貌用語再出發。

學習收穫：經過了看書說意這個動作，讓我不僅能閱讀，也能知道它在說些甚麼有

時還可以多了解一些單字呢！

優

特

國
中
學
生
組─

徐
匯
中
學  

羅
延
誠
、
賴
弘
展

石門國小英語小偏方.indd   77 2010/3/8   上午 11:33:04



��

臺北縣英語教學 (學習 )小偏方

徵文比賽優選作品集

臺北縣英語教學 (學習 )小偏方

徵文比賽優選作品集

4. 寫 (writing)

(1) 連環漫畫寫故事：這是我根據三格漫畫寫的一篇作文。

Last Saterday was August 4th, Eric and Jane were thinking about what thing they could 
give to their mother, because tomorrow was their mother’s birthday. Eric wanted to give 
his mother a LV bag, but it’s too expensive. They don’t have enough money to but it. And 
Jane wanted to but a ring, but it was also too expensive to them. 「A cloth!」 Eric cried . 
Jane agreed with Eric’s idea. Then Eric and Jane went back to home and took out all their 
pack money.「There are four thousands dollars! 」 Eric said. They decide to find a cloth 
next day. 「Get up! Brother. Today is mother’s birthday, we have to but a cloth for her, do 
you remember it? 」 Jane said to Eric. 「Of course! Let’s go!」 Eric cried. When they got 
to SOGO department store, they found a cloth that was four thousands dollars and the cloth 
was very nice. They bought it at eleven o’clock in the morning. At six o’clock Eric’s dad 
brought them to a famous restaurant. During the dinner, dad suddenly took out a birthday 
cake. 「Surprise!」Eric and Jane took out the gift. 「Wow! You guys are so nice!」 said 
mom. Mom had a great time and Eric, Jane and dad were also happy too!

老師改正我誤寫的地方：

1.clothes是很多衣服沒錯，但cloth可不是(一件)衣服喔，cloth是一塊布的意思。

2.英文中表示人在說話時，要用“…”的符號，不能像中文一樣用上下引號「...」。

學習成果：寫完一篇作文，感覺很有成就感，不過有些地方會有錯，需要訂

正，當然！定正完後，下次就不會再犯同一個錯了，這可以讓英

文作文寫的更順暢。

(2)和老外傳情：我只要有認識的外國人，會找機會、找話題和他(們)通email，藉

由和他們的信件往來，我不但能夠知道國外很多地方發生了什麼事，也常常學到

新的英文辭彙或者是舊詞彙的新用法。以下是我和澳洲友人的信件往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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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9/21(日) 下午9:39     寄件者:JACK LO
Hello Mr.Leigh:
sorry about that I type the wrong name~~lol@.@
this week my brother is come back to Taiwan! i am so so so happy about that
now everyone say that I am taller than my brother! oh yea!!
i also miss you Mr.Leigh 
remember to sent back$$
thanks byebye....

-- 08/9/16 (星期二)，John Leigh：     寄件者: John Leigh

Hello JACK!!!
It was really nice to hear from you and I'm glad you're doing well - we all miss you!!! We 
enjoyed having you here at COIC and look forward to you coming back some day :)
Sorry you've got so much homework and so many tests - we have just finished ours for Term 3 
and the students are very glad! Dr Myers comes to talk to them all this afternoon.
I hope you kept yourself safe during the typhoon ... I heard it was a big one. It's just coming into 
Spring here now and the weather is beginning to get nice and warm. I have a Taiwanese student 
here who thinks it's already too hot ... he's going to get a surprise when Summer comes!
Mrs Nielsen says hello and so do the guys who know you!
God bless you:)
Mr Leigh.

學習收穫：因為寫英文信時我都沒有翻閱字典，這樣日日累積能讓我不用思考就能迅

速的說出英文或回答英文問題。

(3)每天寫日記：想練習寫作，那就少不了每天寫英文日記了，寫日記不但能練習寫作功

能，也能幫忙記住自己做過哪些事。

9/ 21/ 09   My New Classroom
Dear Diary,
Today is Monday, I got up very late, because I usually got up late on Saturday and Sunday. So 
today I was late to school. At the morning, my teacher told me that we were going to move to the 
new classroom. I was so happy!
When the first class was over. Our teacher told every to move their chair and desk to the new 
classroom.The new classroom was so big and comfortable, all of us were hap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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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會和同學進行「交換日記」的遊戲，彼此互相分享生活內容、並互改對方的

英文寫作，以下是我同學修改的版本。

Dear Diary,
Today is Monday.  I got up very late, because I usually went to bed late on Saturday 
and Sunday.  So today I was late to school.  In the morning, my teacher told me that 
we were going to move to the new classroom.  I was so happy!
When the first class was over, our teacher told everyone to move our own chairs and 
desks to the new classroom building. The new classroom was so big and comfortable.  
All of us were happy!

四、對學習成效之評估及實質幫助：

以上這些英文小偏方真的幫我很多，尤其讓我的英文學習成果漸入佳境！這些方法把

英文的學習變簡單了，學起來既輕鬆又快樂。當別人還在原點踏步時，我發現我已經跑在前

面了。雖然「學習」這件事不是說做就會立刻有成效的，我們也都曾經在過程中有失敗的經

驗，但只願意一直努力、勇於接受失敗、記取教訓後嘗試檢討後的方法，這些小方法雖不能

把我們馬上變成英語達人，卻也足以讓自己的英文能力大大進步了！

五、過程遭遇困難及解決策略：

學習英文當然不是那麼簡單容易的！在學習的過程中我也曾遭遇過許多的挫折與挫敗。

以下是我遭遇過的困難及嘗試解決改進的方式，對我來說，每天聽一則英文新聞，或許太費

時間了，不過我發現，每天聽，漸漸地，可以解決一些在聽別人說英文時不會一頭霧水的情

況發生。再來，我會每天要求自己要爸爸用英文跟我說一句話，比如說HELLO之類的話，當

然我也要回答，這樣每天講，也能訓練自己的膽量。最後，我每天睡前必做的事，聽一首

歌，幾乎沒有這麼做我會睡不著，但現在我要聽英文歌，而不是中文歌，每晚聽一次英文

歌， 然我不一定知道它在唱什麼，不過反覆的在英文的環境中，我將會慢慢熟悉聽英文的

各種發音、語調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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