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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聽說教學法
理論：通過反覆的句型結構操練來培養聽說的能力

教學方法：

1.認知--給學生展示新的語言材料，如生詞、句型，可借助實物、
字卡、情景、手勢…等讓學生理解。

2.模仿—教師示範，學生模仿。

3.重複—反覆練習，不斷覆現，以強化語言材料。

4.變換--改變句子結構，如替換辭彙、句子擴展，讓學生活用。

5.選擇—用問答、對話、敘述的方式讓學生選擇學習過的詞語或
句型來練習



<範例>--第一冊第一課

練習目標：模仿/重複/回答

「你好，我是XXX，你叫什麼名字?」 「我叫OOO」

教具準備：將練習句型寫在黑板上或顯示於PPT上，並準備
好學生姓名字卡

教學方法：

1.由教師先行示範，提問A學生，A學生回答後，再由A學生
提問B學生，如此循環練習。

2.可進行課後活動部分Part3，要求學生找三個同學詢問名字
並寫下



<範例>--第二冊第四課

練習目標：詞語變換/選擇(句型:先…再…)

練習Part3任務活動:根據圖片填入人物做了什麼事

教具準備：課本、教師可另外做其他字卡，並於黑板上寫上
「先…再…」的句型

教學方法：

1.先進行課本上6個例句，並確認學生的回答是否正確

2. 教師可另外做其他字卡，並於黑板上寫上「先…再…」的句
型，然後放入不同字卡，要求學生說出，或由學生相互提問



二、直接教學法
理論：主張按兒童習得母語的自然過程為基礎來進行教學，是不依賴
學生的母語，亦不採用翻譯的教學法，而是透過實物、圖片、演示等
方式來幫助學生了解。

教學方法：

1. 用目的語直接與客觀實物做聯繫，不依賴母語和翻譯

2.因不翻譯，需花費較多時間來解釋辭彙及句型，故適合小班制教學



<範例>--第二冊第十一課

練習目標：用目的語(中文)與客觀事物相聯繫

練習動物辭彙的說法

教具準備：PPT、字卡、圖卡

教學方法：

1.教師可利用PPT或圖卡來讓學生練習動物辭彙(老虎、獅子、長頸
鹿、企鵝、熊貓、大象)

2.若使用圖卡，則可一面為圖像，另一面為漢字及注音或拼音

3.可將學生分組，各組各有六張圖卡，後由教師唸出詞彙，讓學生
找出相對應的圖卡，進行分組比賽ˋ



<範例>--第二冊第九課

練習目標：直接使用目的語來讓學生了解

練習Part3 B:了解方位—東南西北

教具準備：PPT、圖卡、地圖、位置圖等

教學方法：

1.教師先複習「東南西北」方位，鞏固學生的記憶

2.根據圖片要求學生回答下方的四個問題

3.教師可自行另外準備其他圖片讓學生回答方位

4.教師可在黑板上寫上方位，後請學生上台根據教師指示畫出物品
的位置(如:教師說「學校在北方」，學生要將學校畫於北方，然後讓
不同學生上台依據教師的指示畫出物品的正確方位)



三、情境教學法
理論：以口語能力培養為基礎，並設計有意義且真實的情境讓學
生融入情境中來練習語言

教學方法：

1.角色扮演

2.教室布置

3.校外實際教學



<範例>--第二冊第一課<新同學>

練習目標：角色扮演

課文:根據課文改編自己的情況

教具準備：課本

教學方法：

1.教師先領讀課文，讓學生熟悉課文內容

2.安排學生角色，一人扮演老師，幾位學生扮演新同學，並根
據自身情況改變句子內容(如:大家好，我叫蔡依林，今年九歲，
我最喜歡跳舞)。幾位學生扮演舊生，歡迎新同學。(如:你們好，
我叫錦榮，很高興認識你們)



<範例>--第二冊第四課<我想吃漢堡>

練習目標：教室布置成真實情境

課文:根據課文改編其他情況，熟悉對話內容

教具準備：食物的圖卡或實物、將教室布置成廚房

教學方法：

1.將學生分組(三人一組)，一人扮演媽媽，兩人扮演小孩

2.將課文對話中可替換的辭彙挖空，讓學生自行發揮(如:我想吃
漢堡跟薯條，我們可不可以出去吃?)



<範例>--第二冊第三課<去超級市場>

練習目標：校外實際教學

在情況允許之下可安排戶外教學活動，以連結課文所學

教具準備：圖卡、字卡

教學方法：

1.教師先準備學習過的字卡

2.帶領學生到超級市場，給予學生字卡，要求學生找出相對應
的物品或食物

3.亦可藉由到超級市場的機會額外補充尚未教過的辭彙(如蔬菜)



四、肢體反應法(TPR)
理論：是由觀察兒童語言習得過程而得出的，提倡與言語肢體相連
接，特別強調聽力理解。如此經過一定時間學生就能說出語言。此
教學法特別適合使用於兒童教學或成人零起點及初級教學。

教學順序：

1.師說師做--老師說動作，並示範，學生看

2.師說師生做--老師說動作，並示範，再要求學生跟著做

3.師說生說做—老師說動作，學生跟著說並做動作

4.生說師生做—學生說動作，老師跟學生一起說並一起做動作



<範例>--第一冊第八課<下課以後做什麼?>

練習目標：生詞中的動詞部分

唱歌、打球、跑步、跳舞、看電視、聽音樂

教具準備：PPT、圖卡、字卡

教學方法：

1.使用PPT或圖卡、字卡，由教師先說(如打球)，後示範(做“打
球”的動作)

2.老師說動作(如跳舞)，要求學生跟著做動作

3.老師說動作(跑步)，要求學生一邊說“跑步”一邊做動作

4.學生說動作(唱歌)，老師跟學生一邊說一邊做“唱歌”的動作



<範例>--第一冊第七課<一起畫圖吧>

練習目標：了解身體部位

練習Part6:身體部位歌

教具準備：多媒體音樂

教學方法：

1.先由教師領讀一次歌詞內容，同時帶動作，讓學生了解身體
部位，包括:眼睛、鼻子、身體、手、頭

2.教師唱一次，邊唱邊比出身體部位，學生跟著比

3.教師唱一次，要求學生跟著唱並比出身體部位

4.學生一起唱，老師跟學生邊唱邊比出身體部位



五、溝通教學法
理論：學生除須具備辭彙及語法能力外，還應具有社會溝通能力，因此
在課程中必須含有具意義及溝通的教學活動。如角色扮演、問題解決、
分組活動等。目的在於培養學生將所學的語言實際運用於情境中。

教學方法：

1.傳達或了解情況—如詢問、判斷、報告等

2.理性表達—如同意、接受、拒絕、確認、知道等

3.交際表達—如道謝、道歉、遺憾、原諒、贊成、反對等

4.情感表達—如高興、生氣、難過、不舒服、喜歡、想要、意願等

5.請求他人—如拜託、建議、邀請、命令等

6.社交—如介紹、問候、告別、祝賀等



<範例>--第一冊第二課<你家有幾個人>

練習目標：傳達或了解狀況--詢問他人

問題：你家有幾個人？

教具準備：照片、圖片、PPT

教學方法：

1.學生兩兩一組，互相提問對方家裡有幾個人，成員為何。

2.課後可安排學生訪問三個同學家裡有幾個人、成員為何，並
於隔周在課堂上報告



<範例>--第一冊第五課

練習目標：理性表達—同意

心美:今天很冷!

大文:我也覺得有一點冷。 (大文同意心美的看法)

教具準備：課本、PPT、圖卡、情境安排

教學方法：

1.可先由教師提問，詢問學生是否同意

如:教師--中文很難。 →讓學生表達是否同意教師的看法

2.由學生提問，詢問其他學生是否同意

如:A學生—我覺得唱歌很有意思。 →讓其他學生表達是否同意



<範例>--

第一冊第十二課<陳太太在家嗎?> →道謝

第一冊第六課<我的生日> →贊成

練習目標：交際表達—道謝及贊成

教具準備：課本、PPT、圖卡、情境安排

教學方法：

1.設計情境讓學生學習“謝謝”及對不起“說法

2.如:老師送給學生小禮物，要求學生要能說出“謝謝”表達感謝

3.如:老師或學生提出一個建議，由學生決定贊成與否

心美:林阿姨好，請您打她的手機。
林阿姨:好，謝謝，再見。

大文:我的生日快到了，來我家吃蛋糕，好不好?

心美:好，你的生日是幾月幾號?



<範例>--

第二冊第四課<我想吃漢堡> →想要

第一冊第八課<下課以後做什麼?> →喜歡

練習目標：情感表達--想要、喜歡

教具準備：課本、PPT、圖卡、情境安排

教學方法：

1.由教師先提問“想要、想吃、想做+什麼”來讓學生表達，後分組提問

如-教師:下課以後你想做什麼? 學生:我想______________。

2.由教師先提問“喜歡吃、喜歡做+什麼”等來讓學生表達，後分組提問

如-教師:你喜歡吃什麼? 學生:我喜歡吃__________________。

大文:我想吃麵。
文文:我想吃蛋炒飯。

東明:我喜歡唱歌和跳舞。
心美:我喜歡看電視，也喜歡聽音樂。



<範例>--第一冊第七課<一起畫圖吧!>

練習目標：請求他人—邀請

大文:新美，我們一起畫圖吧! (可練習"一起...吧!”)

教具準備：課本、PPT、圖卡、情境安排

教學方法：

1.教師可先示範邀請學生，後由學生相互邀請。

如-教師:我們一起唱歌吧! 學生:好。

 學生:XX，我們和老師一起打球吧!。 XX:好。

2.教師可設計各種情境或由學生自行發揮情境作邀請



<範例>--

第二冊第一課<介紹新同學> →介紹

第一冊第十二課<陳太太在家嗎?> →告別

練習目標：社交—介紹、告別

教具準備：課本、PPT、照片、情境安排

教學順序：(介紹)

1.教師先自我介紹以做示範

2.讓學生先個別自我介紹

3.讓學生介紹其他同學

4.要求學生帶家人的照片並介紹家人

教學方法:(告別)

要求學生於每堂下課後向老師及同學說“再見”

張莉:大家好，我叫張莉，今年七歲，我比較喜歡看書。 心美:林阿姨，再見



六、任務導向教學法
理論：教師給予學生學習任務，讓學生透過完成任務來學習語言。學習
任務指的是讓學生去完成或解決一件事情，即「用語言來做事情」。

教學流程：

1.任務準備階段—介紹教學主題並說明任務內容。教授任務相關的辭彙
及句型等語言內容。

2.任務執行階段—學生執行任務後發表成果。將學生分組後分派任務，
並於任務完成後發表成果。

3.語言加強階段—語言結構之分析與練習。教師與學生共同分析第二階
段中所產生的語言錯誤，並進行糾正與練習，以加強學生的語言能力。



任務導向教學法應用於兒童教學中的注意事項:

1.因學生年紀尚小，且語言能力不足，故所分派的任務應
簡單而容易執行

2.教師在學生執行任務中應扮演輔助的角色，而非以旁觀
者視之

3.降低學生在任務中所產生的焦慮感，讓學生了解任務的
要求在於語言能力的學習，而非完全是任務的達成是否完
美

六、任務導向教學法



 <範例>(個人)--第一冊第十課<他們是誰?>

練習目標：介紹家人

練習Part3 C：找一張你和家人的照片，貼在下面，再用提供的生詞完成句子。

教具準備：課本、照片

教學方法：

要求學生藉由家人照片向同學介紹家庭成員

 <範例>(個人)--第二冊第十課<外公、外婆住在臺灣>

練習目標：家在哪裡?

練習Part3 A：你的家在哪裡?外公、外婆呢?回答下面問題。

練習Part3 B：請你問五個同學住在哪裡

教具準備：課本、照片

教學方法：

 1.要求學生藉由家人照片向同學介紹家庭成員

 2.要求學生詢問家人及同學住在哪裡，並向大家介紹



<範例>(分組)--第二冊第九課<教室在北方>

練習目標：介紹方位

練習Part3，但將學生分組後要求分組畫出該組設計的地圖

教具準備：紙、筆、彩色筆、尺、圓規…等

教學方法：

1.於課堂中進行該活動。將學生分組後給予時間畫方位圖，然
後由其他組說出某組的地圖方位。如A組描述B組方位圖，B組
描述C組方位圖。

2.或可由A組成員將該組所畫的方位圖展示於黑板上，並向其他
組別提問物品的方位，以搶答競賽的方式進行



七、團體／合作語言教學法
理論：強調學生進行合作以達到共同的目標，要求學生在分組活動
中通力合作，共同完成工作或解決問題，因此有助於引導學生積極
相互依賴的學習。合作法的特點是讓學生自行規畫而進行活動。

教學流程：

1.教師事先擬定詳細的學習計畫和目標

2.教師將學生分組後講解活動程序

3.教師指派各組要完成的工作或要解決的問題

4.各組完成後分享成果，並講解過程中所遇到的問題等

5.教師針對各組的成果進行評估



<範例>--第一冊第一課<你好>

練習目標：合力連成句子

練習Part3 B：人體排排看

教具準備：課本附件的字卡、額外補充的字卡、雙面膠

教學順序：

1.將全班分成兩組(相同字卡準備兩份)

2.教師隨意將字卡貼於各個學生頭上

3.兩組分開進行，依據組員頭上的字卡組成句子，過程中盡量
要求學生不要說話

4.速度最快的一組獲勝

5.教師可準備不同句子的字卡作競賽遊戲



<範例>--第一冊第七課<一起畫圖吧!>

練習目標：合力依據他組指示畫出雪人

練習Part3 A：我們一起畫雪人吧!

教具準備：各色白板筆、白板或彩色筆、白紙

教學順序：

1.老師依人數將學生分成數組(每組三至四人為佳)

2.先分組讓學生討論要要求其他組畫的雪人圖樣(大小、顏色等)

3.先由A組說出要求的雪人，B、C組畫出。爾後由B組說，A、
C組畫，如此輪流完成。

4.教師評分:根據完成的圖樣來判斷優勝隊伍



<範例>--第二冊第十一課<去動物園>

練習目標：動物辭彙，老師說，學生做(可練習聽力)

練習Part 1：老師發號施令，讓學生模仿該動物。

教具準備：字卡、圖卡、PPT

教學順序：

1.老師可先複習所教過及未教過的動物辭彙，藉此鞏固學生記憶

2.老師說出動物名稱(如獅子)，學生須依照老師的指令模仿該種
動物的動作或叫聲

3.亦可輪流由學生發號施令，其他學生做



<範例>--第二冊第九課

練習目標：家庭成員辭彙

練習Part 4：家人tempo

教具準備：字卡、圖卡、PPT

教學順序：

1.老師可先複習所教過及未教過的稱謂辭彙，藉此鞏固學生記憶

2.將學生圍成一圈

3.全班以拍打大腿或拍手方式數拍子，由老師先行開始，說出第
一個家族稱謂(如爸爸)

4.學生依序說出其他的家族稱謂，但不可重複

5.遊戲進行時全班皆須打拍子，在兩拍之內未說出辭彙即出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