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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與英文為友 

  

Good morning! It’s a beautiful day! 早安，又是一天的開始! 

每一天張開眼睛，英文已無所不在。一大早起來，馬上到浴室梳洗，拿起了牙刷、牙 

膏，包裝上的一串串英文字彷彿在向你道聲早。回到臥室換衣服前,你又可曾注意到自己的 

衣著尺寸是 S M L 還是 XL? 衣服上的標籤也在聲聲勾起你當時買這件衣服的種種情形。也

許是上回到百貨公司大減價搶購回來的，也許是跟家人出國到日本 shopping 回來的紀念品

(made in Japan)好了，好了，該吃早餐了，今天吃什麼呢? 是 corn flake 加 skim milk 脫脂牛

奶， 還是 yoghurt 美味優格呢 ? 別忘了自己吃了什麼東西，都要靠近的多看它一眼，是不

是還在有效期限內，食品的 expiry date 是什麼時候。當然，注重身材的人還要控制飲食食量，

喝了多少 C.C.的飲料. 接著，拎著包包趕著出門，現在許多年輕人都趕流行，LV 手提包，

Burberry 皮包，比比皆是，與英文親近，儼然是一個人人必備的常識了! 上了路，無論是開

車，趕公車，或搭捷運，我們也都無時無刻浸淫在與英文為伍的環境中，車牌,站名,路名標

示,為因應行政院 2008 年與世界接軌的計畫，所到之處都可見到為雙語標示的準備，只是身

為英語老師，對於週遭的英文總是禁不住要多看他一眼，有時甚至還情不自禁的做起

proofreading「校正」的工作呢。 

 

來到學校，現在幾乎每一所學校的校名都是雙語銜牌，當然也期許學校裡的小朋友能 

不忘開口說英語，鼓勵把英文成為生活的一部分。於是向老師問好的聲音此起彼落的響起; 

還記得曾經有一群孩子，初學會以英文向老師打招呼 ”Good morning, Ms. Wang” ，下課後

竟然學以致用，迫不及待的見到每一位老師都不忘說 ”Good morning, Ms. Wang” ，令人哭



笑不得.校園裡有多元的學習活動，每個禮拜僅有的兩節英文課顯得彌足珍貴.除了英文正課

的時間，總是希望能再延伸學習，於是,各式英語學習活動因應而生.透過學習單引導學生多

開口練習英語，配合時令，融入領域學習活動，甚至是開闢雙語廣播節目，班級英語歌劇等

等，都可以用來輔助英語學習時間之不足.小朋友是學習的主角，教師從旁推動，巧妙的引領

學生喜歡英文，與英文做好朋友是刻不容緩的課題。 

  

二、設計英文班呼 

  

聰明的老師可以為班級小朋友設計班級專數的 “Class Chant” 英文班呼。設計班呼當然可以

從許多層面考量，與大家分享簡便的方式，就是可以依據班別的英語韻腳著手，以下舉幾 

個例子提供參考： 

  

1. 一年八班(Class 108)的英文班呼- 

One O eight, one O eight, we are all grade A! 

One O eight, one O eight, we are all grade A!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six, seven and eight! 

We love class 108, we love class 108! 

  

2. 二年六班 (Class 206) 的英文班呼- 

Two O six, two O six, come to class 206! 

Two O six, two O six, say you love 206! 

Kiss you, kiss me, kiss 206! 

Love you, love me, love 206! 

Go! ,Go! Go! Class 206! 

  



3. 三年七班 (Class 307) 的英文班呼- 

Three O seven, three O seven, we are not seven-eleven. 

Three O seven, three O seven, we are the lucky three O seven. 

Who are lucky children? 

We are the lucky Three O seven! 

  

4. 四年一班 (Class 401) 的英文班呼- 

Four O one, Four O one, we are number one! 

Four O one, Four O one, we are the lucky one! 

Who is the lucky one? Four O one! 

Who is the number one? Four O one! 

  

5. 五年五班 (Class 505) 的英文班呼- 

Five O five, five O five, give you five! 

Five O five, five O five, give me five! 

We want to fly! 

Fly up high, up in the sky! 

  

6. 六年六班 (Class 606) 的英文班呼- 

Six O six, six O six, beautiful girls in class 606. 

Six O six, six O six, handsome boys in class 606. 

Hurray class 606! 

Bravo class 606! 

  



另外可以再加上英文課當中，整頓班級紀律的韻文，隨時可朗朗上口，隨時可提醒小朋友專

注力提升的有效韻文： 

 

Teacher: Everybody, stand up! 

Students: I stand up, I turn around, then I sit down. 

I will be a good kid, and you will be, too! 

“One, two, the sky is blue. 

Three, four, give me more, 

Five, six, I get up at six. 

Seven, eight, everybody is great. 

Nine, ten, say it again.” 

  

相信有老師的巧思，稍加設計，並佐以搭配的動作，小朋友應該各個都非常投入您的英文課

當中。 

  

三、創意英文作業 

  

隨著寒假的腳步近了，老師希望小朋友英文依然在孩子的身邊，不會因為放寒假而將英 

文學習拋諸腦後，但是考量寒假裡有一個非常重要的節日，我們更不能佔據孩子與家人共聚 

的親子歡樂時光。”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the question!” 所以，這份寒假英文作業的清單， 

必須是與時令相結合的，必須是在親子活動中可以駕輕就手完成的，如何不著痕跡，又富有 

教育意涵，端賴我們教師的巧思設計。 

  

 

 



1. 英語春聯喜氣洋洋: 

  

小朋友在新年裡都有新希望與對自己的期許，老師可以指導小朋友製作 ABC 春聯，配合 

單元主題內容，寫出小朋友對新年的簡單願望，例如，介係詞教學單元的延伸，可以運用為 

願望的期許: 

A: 象徵幸福家庭的英語春聯 

Under the sky, there’s a happy family. 

In the family, everybody is lucky. 

B: 象徵好話祝福的英語春聯 

Over the house, there’s a best wish for you. 

“Happy Chinese New Year to all of you, too.” 

(註: 以上英語春聯僅提供參考用,相信老師必因啟發帶領學生更多的創意) 

  

2. 招牌林立學看英語: 

  

寒假裡有許許多多出遊的機會，出遊機會中,家人一定會攜帶照相機，這項作業的出發點是希

望小朋友得到家人的協助，借助親子出遊的任何場景，大家一起張大眼睛學英語，別忘了前

面提到的，我們身處的環境英文就在你身邊,處處是學習的課程，學習也不一定要在教室裡,

延伸到街道上，也是一種新的刺激，也許可以舉一反三，提供另類的思考.開學後，這項作業

可以帶回學校，加以利用作為班級的雙語情境佈置與同儕分享.更重要的是，印證了我們的生

活與英語之息息相關，密不可分，它可以是如影隨形無所不在的. 

寒假作業 ”招牌林立學看英語” 學習單小朋友,請仔細觀察生活週遭是不是到處都有英語的

存在呢? 抬頭看一看 

  

 



當你跟爸爸媽媽出遊的時候,哪一家商店的英文招牌最吸引你的注意, 

請你用照相機把它照下來,然後貼在下面的框框裡,並請利用下面的文字欄寫出你的觀察,你看

到了什麼,學到了些什麼? 

我看到的英文是_______Seven-Eleven 便利商店 

_______Sunrise Dental Clinic 牙科醫師診所 

_______YAMAHA – Best Choice 機車修理 

  

3. 英文字母快譯通: 

  

過了年又長了一歲了，該不會是 LKK 吧? 當然自己更不要變成一個 OBS 喔！什麼是 LKK? 

什麼又是 OBS 呢? 原來有許多年輕的溝通語言都與英語有關，我們怎麼可以跟不上時代呢! 

請小朋友利用寒假，集思廣益,每個人收集,整理至少十個，除了再一次針對 26 個英文字母溫

故知新,同時也要將自己學習觸角多伸出去,探究許多溝通語言背後的含意,將會很有趣! 以下

提供了一些三個英文字母新含意的組合，給大家參考，博君一笑，但也不失教育意義喔! 

英文字母組合新含意英文字母組合新含意 

PLS 請! 拜託! VIP 重要的人物 

OBS 歐巴桑 MIT 台灣製造的 

LKK 形容很老跟不上時代 

ABC 在美出生的中國人 

OGS 歐吉桑 FBI 美國聯邦調查局 

PTT 怕太太的人 NBA 美國職籃賽 

當然還有許多許多相關類似的組合，等大家來探究與發掘，印證了英文真的在你我的身邊，

你我又怎能忽視他的重要性與存在性呢? 把英文融入我們的生活中，正式上課的課程裡，校

園裡，甚或是放長假的寒假裡，我們都要主動出擊，選擇鼓勵孩子與英語為友，原來學習英

語是這麼有趣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