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北縣英語教學(學習)小偏方
徵文比賽優選作品集

快樂學英文

明志國中 黃奕瑄、葉筑淇

一、前言
學習英文是很簡單的！只要你用點心思，多花點時間，短期之內，就能將英文學好。有
時看到外國人利用英文對話，那一連串令人苦惱的談話內容，真的很頭痛！但卻又很想把它
學會，以外國人為目標，大概就是促使我學習英文的動力來源吧！
二、學習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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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學習英文的方法有很多種，必須要找到適合自己的方法，不光只是有死背而已。
EX:com pu ter電腦有時我都用畫底線的方式來記，非常的簡單！不彷參考我的方法試試看
吧！
再說，學習必須花時間不怕要麻煩，學英文如果沒有持之以恆、認真去學，到後來又半
途而廢，怎會有一番好成績呢？學英文的目的有很多種，對於現在和未來也很有幫助！EX:
上大學的書，都是原文書，如果現在不讀書，以後就會輸，何不現在就把英文學好，還比較
有幫助呢！有機會還可以出國留學，學好英文，和別人溝通就不會有代溝了！
英語既是國際的語言，也是和他國溝通的橋樑、，即使你不會他國的母語，但是能利用
簡單的英文單字，說出你想要的東西，他人就能立刻明白！一起來動動腦，學習英文囉！
三、過程與經驗分享
學英文就是要紥紥實實的去學，才會有幫助。但有時可以運用誇張的言語，不合理的圖
像，透過圖像、想像、冥想、催眠、呼吸等方法的『右腦圖像記憶訓練』來讓右腦進行圖像
記憶法，這個圖像記憶法，非常的簡單，而且又能快速記住，右腦比左腦學習的程度，快來
個100倍，只要利用諧音已知連接未知的方式，來記不會的英文單字！(以上是我補習英文得
高分密技大公開)
聽→
聆聽的主要目的，是要讓我們透過聽覺，來複習英文。就算你手邊正在做事情，耳朵也
是一個很好的學習幫手！一邊聽，一邊記，慢慢熟悉……。很快的！你已經漸漸明瞭如何用
聽來學習了，接下來就為您介紹有哪些好的單位，可以讓您輕鬆學會英文吧！
(1)收看英文相關節目
其實英文不只是有難度有深度，才叫做英文！英文有分很多種，可以先從基礎開
始。像我就是從小看卡通學英文的好節目開始的！例如：最近播放的東森幼幼：Dora-朵
拉也或者可以選擇像是可以改雙聲道的節目！開始用原文記憶，來幫助你學習良好的英
文！
※Dora播出時間星期一～星期四晚上8:00~8:30
再來就是英文電影了！國小可以透過較為輕鬆具有娛樂性的卡通來有效的學習英
文，例如：廣受小朋友喜愛的迪士尼動畫電影，如：美女與野獸等
而身為國中生的我們，對於電影更有不一樣的選擇，可以看一些好萊塢電影來訓練
日常生活的對話。在此十分強力推薦【歌舞青春High School Musical 1～3+畢業季，現
在還在拍攝第4季，內容有趣又傾向校園生活，而中間還會有英文小插曲供我們學習，不

120

石門國小英語小偏方.indd

120

2010/3/8

上午 11:34:45

Taip

ith Tips
ellency w
c
x
E
f
ei County Selection o
g
Learnin

f or E n
and
glish Teaching

僅學到英文的說法也學到表達的肢體動作語言，是一部非常棒的作品呢】。
我在這裡網路資源共享：http://www.grammarfree.com.tw/tw/ 文法重要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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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收聽廣播節目
我最喜歡的就是「大家說英語」了！因為可以自由選擇你喜歡的時段，由6：30～
22：00，都可以自由選擇，無論你身在何處，只要打開廣播，轉到你在的頻道，就可以
任意收聽囉！
透過「大家說英語」學習英文是再好不過了！「大家說英語」是最基礎的廣播節
目，適合初學者或全民英檢初級程度，大多是實用型會話居多，對聽力訓練很有幫助
喔。大家說英語→http://digichannel.go2school.com.tw/lt/main.asp?page=dailyTV
還有一個就是「空中英語教室」，「空中英語教室」屬於全民英檢中級程度，內
容大多是時尚生活話題，蠻多學校採用此教材的，考大學也很有用。空中英語教室→
http://www.studioclassroom.com.tw/sc/
再來還有「彭蒙慧英語」是所有英語教學節目裡最難的，適合全民英檢中高級
以上程度，內容大多是全球性話題，比較注重思考的能力。彭蒙慧英語→http://ww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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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ioclassroom.com.tw/sc/
最後「常春藤英語」偏重大考趨勢，能解析英文各類題型及作文寫作能力，較注重
文法。常春藤英語→http://www.ivy-tpr.com.tw/
我覺得學英文就是要一步一步紥紥實實的去學，才會有好結果，學習完空中英語教
室，再來學習更上一層的節目囉！！
(3)聽流行英文歌曲
英文歌曲有很多種，像是木匠兄妹的Yesterday once more(昨日重現)像這種經典
的我最喜歡了！還有瑪麗亞凱莉的H.A.T.E.U滄桑的味道，很甜。而且慢板的節奏，可以
讓你慢慢的學習英文。詞曲優美的令人陶醉，百聽不厭。更重要的是，還可以對照中文
翻譯去學習呢！聽久了慢慢就會哼出聲音來，還可以增進咬字的能利，多認識單字或片
語。
學習完好聽的經典抒情歌，接下來你就可以開始聽一些流行快歌了！我就蠻推薦
「布蘭妮」的歌曲的。例如：Toxic(中你的毒)、Me Against the music(嗆音樂)、DO
SOMETHING(馬上行動)這些都是我最喜歡的音樂，也可以藉由這些音樂去認識英文哦！
說→
學習英文，不能只是在心裡默念、心裡學習而已。而是要大膽說出來，讓聆聽者明白你
所要表達的意思，想起我剛開始鼓起勇氣說英文時像錄音機般不斷重複到現在已可以自在的
說英文，那種成就感超讚的，體會了只要用心一定會成功。而在生活中，有很多例子，可以
讓你學習「說」呢！
(1)游泳池
在很多地方都有為外國人所設的英文標語，無論在捷運站、地方站牌…各個地方，
都有英文，而那些英文，不光只是讓外國人看而已，就連我們也可以試著去學習看看！
像是游泳池內的一些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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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跳水
No diving please!
游泳池內禁止穿鞋進入
No shoes in there please!
入內請拖鞋
Wear sandals please!
這些對我們生活也是大有幫助，以後看到，也可以試著唸唸看哦！
(2)課內的英文單字
在我們的教科書裡，也有頗多的英文單字，先背好該背的，也是不可或缺
的哦！在背英文單字的同時，一定要大聲的念個幾遍，加深印象！！也剛好符合
「聽」呢！這樣嘴巴和耳朵都能同時運作，試試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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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
閱讀能力是我們不可或缺的能力之一，想要提昇你閱讀能力的不二法門，就是大量閱讀
了，但閱讀的教材也很重要，到底要閱讀什麼，才可以重要的提升能力呢？

明志國中 黃奕瑄、葉筑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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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閱讀期刊或雜誌
市面上的英文雜誌種類繁多，可以選擇知名的雜誌去閱讀，去一些圖書館良好的閱讀環
境，去看免費的英文雜誌。安靜的地方，可以保證你學習快速，吸收能力也較強
【現在雜誌都有附贈CD 可以一邊看雜誌，一邊聽發音也是很好的選擇呢！】
(2)名師出高徒
很多名師都會提供他們的一些英文小妙招，可以去購買他們的書來融會貫通加強自己的
能力。像是英文名師：徐薇、crystal、小魔女….等。這幾位都有在電視上公開教導英文，
是很棒的英文老師，而且都有出書，例如：「徐薇英文UP學」，就是一個很好的教材，在這
本人也強力推薦呢！
寫→
想要用英文，寫出一篇好文章，沒有一個好範本，是要如何下手呢？
(1)參加英文比賽，互相切磋，良性競爭
學校內、外都有很多的英文競賽等著我們去參加，而想要更進階的話，就必須去參
加寫文章的比賽了，如果寫的好的話還可以去外面比賽呢！而賽後都會有一些很好的對
手作品供我們欣賞，也是一個學習如何寫作的好方法呢！
(2)小日記不可缺，未來讓你出本書
從現在開始寫一篇英文小日記，日積月累就可以提升英文程度，篇幅不需太大，只要小
小的一篇，你就會發現自己的功力也漸漸進步了哦！
★重要的練習，是學習英文的最好特效藥
☆【學校教的英文是最基本的，務必緊緊把握住，學習也有一套方法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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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顆星「基礎打好」

★★兩顆星「給你勇氣」

★★★三顆星「力量」
一個禮拜的
單元課程，

預習下次上課內容，才不會生疏
上課專心看著老師聽講，
抄好需要筆記，利用螢光

假日要勤於
複習，手也
不能空著，
一定要動筆
開始學習，

優

在頭腦上刻

包準 ALLPASS！
周一考試到來，回想筆記的位置內

等

許忘記！

國中學生組

容，別慌一定要認真思考！！

下內容，不

明志國中 黃奕瑄、葉筑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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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英文密笈大公開！

※如果有什麼不懂的地方，一定要及時解決，不能一拖再拖，拖到忘記你就 game over 了！
英文單字，可說是非常的重要，若是你不會英文單字，就算你會再多的句子用法，沒有
英文單字的輔助，你大概還是不能寫出一個完整的句子！
一開始學單字，總會有些不熟悉＋認知效果不夠，倘若一開始就沒有加深印象，後面是
要如何使用呢？這就是有技巧了！如果你對於背英文單字有很大的困難，時常被三個忘兩個
的話，接下來的小偏方你不得不試試看了！
「死背是行不通的！告訴你怎麼樣背單字可以聰明又快速！」
Respect？你知道Respect(尊敬)該怎麼背才不會輕易忘記呢？
EX：
你想要得到尊敬，就必須要比別人累十倍，累十倍才能得到尊敬！
累十倍Respect
Respect=累十倍 累十倍=Respect
【想要得到尊敬，就必須要累十倍！Respect～】………
Respect是什麼？Respect就是尊敬的意思～

想要得到尊敬，就必須
要累十倍！Respect～

Unifrom？你知道Unifrom(制服)要怎麼背阿～怎麼這麼難！
EX：
週一到週五，不要穿制服，禮拜日就由你瘋~
由你瘋Unifrom Unifrom=由你瘋 由你瘋= Unifrom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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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周日不用穿制服，所以由你瘋～想穿什麼就穿什麼Unifrom~】………
Unifrom是什麼？Unifrom就是制服的意思～
Bride？你知道Bride(新娘)怎麼樣才能快速記住不忘記阿？
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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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婚？哇我好怕結婚哦～所以我要當一個落跑新娘！咦～不賴的建議……
不賴的Bride Bride=不賴的 不賴的= Bride
【嗚 我不要結婚啦，我要當落跑新娘～哇～不賴的！Bride】
Bride是什麼？Bride就是新娘的意思～
簡單吧？看完以上這些例子對於英文你還有什麼質疑嗎？趕快跟著
我的腳步，一起進入不合邏輯的「右腦圖像記憶」的世界吧！
★製作屬於你專有獨特的英語圖像記憶法，讓你右腦動動腦，學習
英文更快速！請利用圖像、想像、冥想、催眠、呼吸等方法的
『右腦圖像記憶訓練』來讓右腦進行圖像記憶法，這個圖像記憶
法，非常的簡單，而且又能快速記住。
四、對學習成效之評估及實質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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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小小的圖像記憶，來幫助我們學習英文，其實每個英文單字，都可以使用不合邏輯
的方法學會哦！誇張的圖片，只會讓右腦更深刻的印象，我已經利用右腦圖像記憶法學會許
多英文單字了！學會了英文單字，對於各方面都有很大的幫助，與各國人溝通，都是一個很
棒的教材！用趣味的手法，改掉枯燥的英文！
更重要的是其他科目也適用喔。
五、過程遭遇困境及解決策略
剛上國中時，看到一大堆令人苦惱的文法，心都糾結在一起了，但是我卻有絕不妥協
的戰鬥力。剛開始真的很難！心想：難道我真的註定要和英文絕緣了嗎？但藉由老師們的鼓
勵，我把自暴自棄的心收了起來，展開新的生活，我很努力的將老師所補充的教材抄寫起
來，開始接觸課外讀物，開啟我的新生活，剛開始真的很不習慣，但我現在真的很放心我的
英文了！
「勤能補拙」現在是我最重要的一句話，沒有好的程度，就必須努力很多！
六、實施心得及對其他人之建議
如果你覺得讀英文靠別人就能得勝，告訴你，你大錯特錯了！做任何事都必須靠自己，
其中你必須要有毅力、耐力！！你要對英文有所付出，才會有等值的收穫，我都已經把我的
英文小偏方提供給你了，最重要還是再於你是否願意和我一起學習呢！加油啦！
大家可以多多和他人交流彼此的讀書方法，共同進步！R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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