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北縣英語教學(學習)小偏方
徵文比賽優選作品集

英語學習─全民英簡

明志國中

許心柔、王婉懿

一、前言
(一)全民英「簡」公司
哈囉！這裡是全民英「簡」幻想世界，英文煩，英文難，英簡公司來幫忙，本公
司的英文教學，可以讓英文的單字變簡單 ; 使英文的功課變好玩，請各位顧客多多捧
場，或許英文不再是您的絆腳石，說不定還成了您最有利的墊腳石，有空常來玩，通
話完畢。

優

(二)動機

國中學生組

等

學習英文是一種樂趣，尤其是在「地球村」的生活中，學習英文的目的除了為了
應付各種考試外，更是一種接觸國際事件的魔法道具。從最基礎的 A B C 英文字母到
現在所接受的系統學習，我們認識英文這個朋友也有好一段時間了，讓我們大家一起
來好好認識這位朋友吧！

明志國中 許心柔、王婉懿
─

二、學習目標
學習英語是為了什麼？為何我們需要這麼拼命的學習英文？在這個知識競爭的時
代，國際交流就像是網路一般，我們是為了與國際接軌，英語能力像空氣般不可或缺
的。English is for communication.〈學習英文的目的是為了溝通〉，Right！學習
英文除了可以和世界上許多人做言語上的溝通，還可以藉由這個語言為自己打開一扇
門，學習可以達到心靈溝通、知識交流的目的。
參加考試能得高分固然重要，但是學會和人交談，如何表達更重要，不要學了多
年的英文可以考試得高分，但是無法和人流利交談是很可惜的。舉例說外國年輕人大
多是自助旅行，但是台灣的青年學生第一次旅遊大部分是參加團體旅遊，其中最重要
的就是英文能力，很多人因為害怕語言不能溝通而不敢自助旅行，所以我個人認為學
英文最重要的就是『communication』。
三、學習過程

A
聽（Listen）───
加強英文聽力，沒有捷徑，就是要經常聽，讓耳朵多習慣英語的環境。剛開始你不可能都聽
得懂，因為有不懂的詞彙的關係。聽久了，你會開始越聽越懂， 對於自己的英聽能力就會
越有信心，所以Practice makes perfect，加 油 !
(一)聽廣播
閒暇時間可以聽聽以英文為主語言的廣播頻道──ICRT，慢慢讓自己熟悉英語環
境。不管在洗澡、打掃或是吃晚餐，甚至坐車的時間，沒事就把ICRT放著當作背景音
樂，先不要給自己太大壓力聽不懂頻懊惱，記得只要做到一點：把『耳朵打開』，久
而久之便能上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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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國中學生組

(二)看電視英語頻道
電視上還有很多好看的英文影集，更是學英文的好題材。如果是想學日常生活用
語，推薦收看一個名為『Friends』（台灣翻成六人行)）的影集，每集三十分鐘，短小
又有趣，題材生活化，且皆為當下最常用、最流行的用語，非常適合一般口語及聽力上
的訓練。
(三)看電影/卡通/DVD
第一次可看有中文字幕的。 第二次看有英文字幕的。遇到不會的生字或是片語，
要去查閱。你也可把實用的句子寫下來或背下來。 第三次開始看沒有字幕的，專心
聽，看看你能聽懂多少。如果遇到聽不懂的句子，就可以到回去反覆聽幾遍。如果沒有
很多時間的話，可以分段聽。聽得差不多的時候，可以模仿劇中人物講話。練習次數
多，你的口音語調也會變得更像native speakers。聽力增強了，學習英文會更有樂趣
及效果，對於欣賞電影或電視會有更深入的了解。
(四)英文歌
聽英文歌是我最推薦的，不但可以放鬆心情也可以練習英文，而且也比較省時，
有些句子是很口語化的，而且用英文歌背單字很有用喔 !
◎外國遊戲網：http://www.gamegecko.com/

明志國中 許心柔、王婉懿
─

B
說(Say)───
學習英語就是將你之前所聽到的、學到的，將自己的想法、意見表達出來───說出來讓聆
聽著明白你要表達的意思。
(一)在日常生活中，將您所看到的物品，可以試著用英語叫出它們的名子或拼出它們的單
字，如果說不出來，要迅速的去查閱字典，絕對不可以錯過任何學習的機會。
(二)背英文單字時，盡量大聲的唸出來，並且試著自己去造句，把句子多唸幾遍，增加印
象。
(三)可以錄下自己所朗讀的文章，事後一邊聽一邊記住自己的缺點，將不順的地方加強。
(四)抓住機會開口說，可以和朋友交談：敢開口是成功的第一步(Broken English is better
than no English.)。

C
讀

(Read)───
以現代知識份子的需求而言，最有效的英文學習方法仍然是廣讀。廣讀所需的工具，
1.字源分析、2.句型分析。妥善運用這兩項工具、持續進行大量的廣讀，可以突破英文學習
的瓶頸，在聽、說、讀、寫各方面都會有顯著的進步。
(一)張貼英文海報
父母可以在我們的學習黃金時期中，在牆上張貼A B C字母的海報，並加上生動有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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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的圖片，提升我們對英文的興趣，更能加深我們的記憶。
(二)訂閱雜誌
假日時可以到圖書館閱讀，有許許多多的英語雜誌，在安靜的環境之下吸收能力會
比較強。有一些公共場所會自行訂購給消費者閱讀。還可以向有訂購的同學借來看，甚
至交換心得，互相切磋琢磨，一起進步。
(三)網路文章
可以上網找一些內容簡單的文章，大量閱讀對作文十分有幫助，遇到不會的單字要
勤首查字典，少用電子字典為妙，加深對單字的印象。
(四)吸收英文格言
可將一些格言、名句抄在小小記事本裡，多看多讀，在寫文章或說話時運用出來，
可以使對方刮目相看。
(五)閱讀方法
1、凡是用英文寫的文章，你看的下去，都可以閱讀，除會影響到對文章的了解，否則
不要停下來查生字。
2、養成每天閱讀的好習慣
3、可一邊看一邊大聲的朗讀。

明志國中 許心柔、王婉懿
─

4、先徹底的把音標發音多複習幾遍，一定完全沒問題。

D
寫(Write)───
要自己用英文來寫作文實在不容易，不過還是有日積月累的方法喔！我們來看看吧！
(一)使用即時通/e-mail
平常有時間時，可以和同學、老師以e-mail傳遞訊息，可以請老師幫你糾正錯誤
的地方，當自己程度變好時，還可以交外國網友。
(二)平時沒事可以試著用英語寫現在的心情，或在睡前寫一篇日記/週記，每篇日記分兩部
份（第一部份寫當日所寫的五到十個辭彙或片語，第二部份寫日記時，盡量應用上述
一些單字或片語）。
(三)現在很流行的交換日記也可以用英文寫喔。

E
想(Think)───
在這裡我們要培養用英文思考的能力，一起來試試看吧！
(一)可以在空檔時間運用頭腦複習自己今天所學到的英文知識。
(二)培養用英語思考的能力和習慣，隨時將聽到的，看到的，接觸到的在海腦裡表達出來
(達到能用英文作夢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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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記(Notes)───
(一)記字的方法
用例句或聯想法來記，不管你學到任何一個單字，一定要先用這個單字造一些和生
活有關的句子。換句話說學英文沒有『背單字』這個過程，而是壆習用單
字來表達意思。
※我的寶貝收藏

優
等

國中學生組
↑哈！我的 A B C 英語雜

考成績單。怎麼樣厲

誌，可不只這一些喔！

明志國中 許心柔、王婉懿
─

↑嘿！我的英文檢定

害吧！

↑這是全民英檢的試題。唉！這可就難倒我囉！

※全民英「簡」公司秘笈大公開
☆把英文單字變簡單★ 單字變魔術〈Compound
back背+pack 行李
ear耳朵+ring 戒指
fortune命運+tell說
fire火+fight打架
grass草地+hop跳躍
land土地+slide滑動
match配對+make做
rain雨+bow弓
snow雪+flake薄片
water水+fall落下

Words〉

backpack 背包
earrIng(s) 耳環
fortuneteller 算命師
firefighter 消防隊員
grasshop蚱蜢
landslid 土石流
matchmake 媒人
rainbow彩虹
snowflake 雪花
Waterfall 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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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握每一分每一秒(妙用英文時間)
(一)當你在刷牙、上廁所或等公車時，可以隨身攜帶小紙條，上頭有英語單字，邊背邊做事情。
(二)在自己休息時間時，可以看一些英語文章或聽英文音樂。
(三)睡覺時，父母都會要你數羊，你可以播放英文歌曲，甚至想一想今天所學到的英文。
※回家課程表
應付考試一次OK !
闖關成功~

優
國中學生組

等

第一關 :
預習下次上課
的內容。

第二關 :
上課專心聽講。

第三關 :
自己統整筆記，
課本畫重點。

第四關 :
課後勤於複習，
多讀課外知識。

明志國中 許心柔、王婉懿
─

四、對學習成效之評估及實質幫助
學習英文就要學會分配好每一天的份量，好比每日三餐，吃了之後自然而然就能
得到營養補充。利用這些方法學習，可以提升自己的英文能力，讓我學習英語的效率提
升，應付考試、檢定，甚至參加校內或校外的英語競賽，都能輕而易舉的闖關成功。以
前的英文考卷上永遠都像被轟炸機炸過一樣，到處沾滿紅色的鮮血，簡直慘不人賭啊!
然而現在的英文考卷上到處都有「NIKE」的品牌，令人開心不已!
五、過程遭遇及解決策略
(一)過程遭遇
1、英文字會太多無法熟記，以致增加閱讀文章的難度。
2、不敢開口說英文，沒有對象練習，苦無與外籍人交談的機會。
3、英文作文能力差，無法寫出文法的正確句子。
(二)解決策略-錦囊妙計
1、單字與閱讀
每天背五到十個單字:(1)單字與句子一起背（Learn a word in context），因為死背
一個單字是無用的（Never learn a word in isolation）。(2) 將學的單字、詞彙或句子在
生活中與同學、家人應用練習。閱讀方面可先選簡易英文故事書 (simplified readers)，
再配合國內的英文報紙 (The China Post,Taiwan News, Taipei Times)──因報導與我們生
活相關較易引起興趣。
2、英語發音與口語表達能力
儘量用英語與父母、同學交談，參加教會經會話班或其他活動（都市教會有英語
崇拜、英語聯誼活動），以擴大與外籍人市交談的機會。為增加練習機會，我個人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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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朋友交談時，可英語與母語混合使用。無對象練習時，也可對自己說話，或每天對
鏡子背一、二段英文做口頭練習，讓所學的辭彙、句子一直再腦海裡迴盪（thinking in
English）。腦裡有英語句子，開口說話就不難。
3、英文作文能力的加強
除聆聽老師指導，注意用字、組織、內容外，還可以寫信、記電子郵件、寫日記均
用英文寫。日記每週寫三篇以上，每篇日記分兩部份（第一部份寫當日所寫的五到十個
辭彙或片語，第二部份寫日記時，盡量應用上述一些單字或片語），內容可真可假。

優

六、對其他人之建議

等

國中學生組

(一)臉皮要厚
妳自己衡量一下，是要面子，還是要學好英文。不笑人之錯，也不怕被人笑。忍不
住要笑人之錯，就在心裡偷笑。想一想，被笑了之後，這個錯我們就不會再犯了。被笑
這麼一次，多值得啊！如果妳的心胸大，還可以當面謝謝笑妳的人。謝謝她的提醒。
(二)唸出聲音來，和自己說話

◇

千 里 知 行 ， 始 於 足 下

明志國中 許心柔、王婉懿
─

很多人擔心開口會被笑，建議妳從和自己開口說話下手。和自己說話總不會有人笑
妳吧。如果妳要自己笑自己，那又有什麼關係勒？
(三)每個音都試著唸清楚
有一個同學說，她的目標就是把文章唸得跟我一樣溜。她都不曉得，到她們面前去
唸那一篇的前一晚，我自己早就將生字查好，事先唸過一百遍了。一篇文章唸過一百遍
之後，妳說溜不溜？何只溜啊，背下來都有可能了呢。（哇，怎麼將這個世紀大秘密說
出來了呢？Me and my big mouth.）
(四)不恥下問，勤查字典
該問的就問，該查的就查，不要懶惰或不好意思。只要是可疑的，都該查。
再熟的字，橫看豎看都覺得用在這裡怪怪的時候，就該查。查了之後才知道哪裡怪
嘛。反正查字典又不會多一塊肉，勤查字典還可以造就翻字典比翻臉快的好功夫，有何
不可為？
(五)堆積成塔
常有人問學好英文的捷徑。我的答案：〝廁所法〞，顧名思義，就是在上廁所的
時候背英文。先將要背的句子寫在一張簡單的、小小的、不會被妳當垃圾揉掉的小紙張
上，隨身攜帶，進了廁所先拿出來唸一唸，任何小空檔，都可以用來唸一唸。
然後，沒記住也無所謂。第二天直接進行到下一張去，不需要等到妳覺得記住了才
換新的。然後某一天，妳會發現，不知道什麼時候，妳已經學會了這一句話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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