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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s/，把 /s/ 換成每個人的英文名的首字母，一

邊打拍子一邊說 Sammy（Amy 變成 Sammy）, 

Savid（David 變成 Savid）等。每個學生輪流

說，也可以採用接龍的方式進行，孩子們會很開

心。今天，就讓我們來了解，如何用教具海報玩

出新創意，讓課堂跟家庭的學習氛圍活躍起來，

讓練習發音時更有趣。

★ 遊戲海報組★ 
Slam Dunk 灌籃射手 詳細介紹  

誰不愛籃球？灌籃高手熱潮燃燒到桌遊英文！大

班級遊戲活動、分組競賽、團隊合作活動皆可使

用！兩張海報拼在一起就是一個完整的籃球場 ，

不管是想打半場或是打全場都可以。一套海報裡

面還有超大型海報（長 70cm 寬 100cm），可以

粘貼在黑板展示玩法，也可帶遊戲，另外還有桌

遊海報 4 張（長 29.7cm 寬 42.1cm），可分組競

賽，選出最終 MVP！

     海報百搭，無論是大海報還是桌遊海報均已上

膜處理，可直接用白板筆／水性麥克筆書寫，重

　　學習英文必須從多聽多輸入開始，自然拼讀

學了卻不用，遇到新單字傻傻分不清，實在讓人

彷徨！之前我們分別分享了「總體」與「文法」

兩方面與教具的結合， 這期我們將來看看怎麼運

用教具來學「發音」。自然發音（Phonics）是學

習英文的基礎，如何看到不認識的單字發音規則

讀出來，正是學生一直關注的話題。提到發音，

很多學生和家長都會提出這個疑問，到底是學 KK 

音標好，還是自然發音好呢？ 其實兩大方法各有

優缺點，我自己學習是兩個相結合，教學也是如

此，結合兩個方法更能準確發音，語感更好。下

面表格給大家作為參考。

KK 音標 自然發音

優 點 ○ 精準發音 ○ 拼讀快、語感好

缺 點
Ⅹ 要多學一種音標符號

Ⅹ 無法拼讀

Ⅹ 時間長，需要耐心

Ⅹ 發音規則不一時，容易讀錯

      學習發音的過程最好能夠邊發音邊玩遊戲，進

行發音教學是我學生最開心的時刻，因為發音的

韻律搭配上肢體動作，很能夠讓學生印象深刻，

樂在其中。例如其中一個讓學生很感興趣的遊戲

――pillow fight（枕頭大戰），在兩個枕頭上用長

尾夾夾上字母或音標，如 /t/ 與 /i/，兩人從遠處

開始一邊說音標一邊往對方走近，直到碰到對方

枕頭，自然拼出單字 tea /ti/ 的發音。同樣的方式

用跳繩也可以，抓住兩端開始往中間，跟拔河相

反。或是全班一起圍圈圈坐著，用新學的音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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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利用，cp 值高。遊戲玩法多種，除了 20 格可

以填寫內容的投籃路線外，還提供了 4 色的格子

跟分數 1-3，可以用 4 色的迴紋針／雪花片當玩

家代表物，用轉針或骰子來選擇誰先出發，順便

可以練習回顧「顏色」的單字。

玩法一：Phonics Basketball 拼讀籃球賽

1. 兩組進行籃球賽，2-4 人一組，使用兩種不同

顏色迴紋針／雪花片。發給每組一份海報，合

併起來，一起玩遊戲。

2. 兩組分別從 Start（紅色圓圈）同時開始，必須

按照腳印路線（如上圖）走到籃框（可選擇左

或右路線）。

3. 每組 2-4 名玩家輪流，每到一格，玩家須講出

音標對應的單字，如：看到格子裡 /kek/（老

師須先自行挑選一些單字並將音標填在格子

裡），就要說出 cake，才能傳球給下一個同隊

玩家；如無法講出音標，或讀音不正確，則換

下一位玩家嘗試，全組都無法完成任務，則對

方隊伍加一進球。

4. 先投籃（到達下方紅色籃框）的隊伍為贏。如

果同時到達，則看進球多的隊伍獲勝。

玩法二：Monopoly 佔地為王

1. 2-3 人一組黃隊，2-3 人

一組綠隊，發一份海報，

兩種顏色多個迴紋針／圓

片。

2. 遊戲開始，猜拳決定順序，選擇任意格子放置

顏色圓片。玩家用格子裡的音標造字，如：放在 

/t/ 格子（老師須先自行將音標填在格子裡），

就可以造字如： tea、teen、take、took、kite 

等。回答正確，則放自己隊顏色的迴紋針／圓片

在該格子上，表示已經佔領這塊格子。

3. 玩家輪流幫助自己隊伍作答，所有格子都被佔

滿後，最多格子的隊伍獲勝。

4. 遊戲也可以增加難度，例如能夠在同一格講出 3 

個以上單字的，即使已被佔的格子，也可以搶

地盤。限定時間內，最多「地」的地主獲勝。

玩法三：Jeopardy 危險邊緣

1. 4-8 人，分成兩組，發一份空白海報，兩種顏

色多個迴紋針／圓片。

2. 每個格子有 1 分、2 分、3 分,  3 分球題目最

難，2 分中等，1 分最簡單。一共有 9 個 3 

分，9 個 2 分，1 個 1 分。 也可兩張海報一起

用，即有 18 個 3 分，18 個 2 分，2 個 1 分。

3. 搭配空白吐司卡，寫好 1-3 分的題目。最難

的雙母音為 3 分題（或孩子學生最困擾的音

標），如 /au/；單母音為 2 分題， 如 /u/；子

音為 1 分題，如 /s/。

4. 遊戲開始，猜拳決定順序，選擇任意分數的格

子抽卡回答問題，回答正確就放置該組的顏色

圓片。由其他玩家或老師判斷詞彙正確性，不

正確則停留一回，再用同一個發音造字。正確

則下回繼續選擇新分數的格子。

5. 全部格子都被佔滿，計算總分，總分高的隊伍

獲勝。

★ 記憶吐司字卡 ★  
圖像字母篇 詳細介紹

54 張字卡（52 張圖像字母卡、2 張遊戲說明），

可以搭配記憶吐司空白卡一起使用。將大小寫字

https://reurl.cc/g7DD4b
https://reurl.cc/g7DD4b
https://reurl.cc/g7DD4b
https://reurl.cc/g7DD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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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法三：Blending Fun 拼讀樂開懷

暖身活動：把 a、e、i、o、u  5 張小寫字卡單

獨排成一排，先學 KK 音標的母音發音，轉動轉

針，搭配子音，練習拼讀（如圖）。

1. 4-5 人一組，發給每組

一張瘋狂賽車手海報

詳細介紹 ，兩個轉針，

每人自備鉛筆和紙

（用於拼寫單字）。

2. 在瘋狂賽車手海報轉盤填上學生容易混淆的母

音，然後以下方法擇一：(1) 直接在海報的軌道

上填上各個子音（大小寫）或是 (2) 搭配「記

憶吐司字卡―圖像字母篇」，將 Aa、Ee、Ii、

Oo、Uu 這 10 張以外的字卡疊在旁（牌面朝

下）。

3. 轉針放在兩個轉盤中間，玩家從 start 開始，

每走一格，轉動轉針，(1) 對應格子內的子音

或 (2) 抽字卡看抽到的子音為何，然後再將子

音母音拼讀在一起，並拼寫出一個與其對應的

單字。例如：/k/ + /e/ = /ke/，學生可以拼寫出 

cake、Kate、Kay、cape、came 等字，只要拼

寫出一個單字即可過關。反之，無法拼讀或無法

拼寫出單字，則停在該格，下一回合再繼續。

4. 最快完成比賽（到達 Finish）的玩家獲勝。

　　以上遊戲分享只是冰山一角，如果你有更多

有趣的方式，歡迎隨時提出與大家一同分享，也

可發表實踐後的感想與問題，讓我們一起來打造

出愉快學習的氛圍，好讓孩子們沉浸在其中。 

★關注 Suzanne 的個人 FB 粉專：跟著 Suz 瘋玩英文 

母形狀，與單字圖像相互結合，學生從圖像就能

直接聯想英文字母的形狀，並同時學會每個字母

的代表單字。在學習字母的同時，還有筆順，

讓煩惱孩子如何書寫的老師家長一次解決所有字

母問題！同時還可以搭配圖像字母教學卡（閃示

卡） 詳細介紹  和其他桌遊海報一起使用！

玩法一：Brain UP! 最強大腦

1. 2-4 人一組，發給每組一盒記

憶吐司字卡。

2. 選擇已學過的字母卡（大小

寫），排成圖片中的樣式（也

可用更多卡牌，更具挑戰），

牌面朝下。

3. 玩家以順時針方向開始，依次

輪流選擇兩張卡牌，如果卡牌

大小寫配對成功，則收入該玩

家手中，反之，則牌面重新朝

下，則下一個玩家繼續翻牌。

4. 所有字卡完成配對，則遊戲結

束，手中有最多卡牌的玩家勝出。

玩法二：Hide and Seek 字母躲貓貓

1. 4-6 人一組，抽籤決定一名藏字卡的玩家（以

下簡稱「貓」），開始在規定範圍內藏  10-

15 張字卡（大小寫）。其餘玩家（以下簡稱

「鼠」）閉眼，倒數 100 秒。

2. 鼠睜開眼睛，貓說一個字卡上的單字，貓開始倒

數 15 秒，鼠若能在時限內找到該字卡並講出字

卡上的字母跟單字，則該鼠可拿該字卡在手上。

3. 如果 15 秒內鼠沒有找到對應字卡，該鼠即被

認定為被貓抓住，被抓住的鼠下一回合就減

少 5 秒，變成 10  秒內必須找到字卡，不然即

被抓。換句話說，不同回合被抓 3 次，該鼠就 

game over， 成為貓的助手，幫忙抓鼠。

4. 鼠收集到 8 張字卡，鼠贏； 如果貓有 3 個助

手，則貓贏。

https://reurl.cc/E7ooa1
https://reurl.cc/E7ooa1
https://reurl.cc/E7ooa1
https://tinyurl.com/yb9blr2c
https://tinyurl.com/yb9blr2c
https://tinyurl.com/yb9blr2c
https://tinyurl.com/yb9blr2c
https://tinyurl.com/yb9blr2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