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件一：聲韻覺識測驗題目與中文注音符號測驗

刪除作業
中文 示範題：氣球、公車、走路、杯逃、密朋
音節 練習題：衣服、鉛筆、時我、狗海
刪除 5 兩個字組 汽車、月曆、花草、橡皮、天上
10

合的真詞
5

車、

曆、

草、

皮、

上

兩個字組 節手、航給、氣笨、六敢、佛賣
合的假詞
手、 給、 笨、 敢、 賣

英文 示範題：water, begin, baseball, tittle, hody,
音節 練習題：apple, monkey, spider, kimber, neekend,
刪除 5 兩音節真詞 ankle, tiger, morning, baby, seven
kle, ger, ning, by, ven
10 5 兩音節假詞 footy, chable, byler, shimkoo, cellow
ty,

ble,

ler,

koo,

low

中文 示範題：月（ㄝˋ）、誰（ㄟˊ）、班（安）、ㄐㄜ（ㄜ）、ㄏㄤ（ㄤ）
音素 練習題：哭（屋）、走（偶）、海（矮）、身（恩）、ㄘㄟ（ㄟ）、ㄈㄝ（ㄝ）
刪除 10 一聲母＋ 上、他、歷、蓋、福、徐、可、猴、灣、草
一韻母的 盎、ㄚ、易、愛、吳、魚、噁、偶、安、ㄠˇ
真詞（字）ㄤ、ㄚ、ㄧ、ㄞ、ㄨ、ㄩ、ㄜ、ㄡ、ㄢ、ㄠ
20 10 一聲母＋ ㄖㄟ、ㄈㄠ、ㄏㄝ、ㄒㄨ、ㄅㄩ、ㄎㄧ、ㄌㄞ、ㄑㄜ、ㄙㄥ、ㄒㄢ
一韻母的
ㄟ、 ㄠ、 ㄝ、 ㄨ、 ㄩ、 ㄧ、 ㄞ、 ㄜ、 ㄥ、 ㄢ
假詞（字）
英文 示範題：do, far, bear, pen, house, yes
音素 練習題：no, way, more, look, dog, sit, watch,
刪除 10 CV
類似 go（ㄍㄡ）, bee（ㄅㄧˋ）, my（ㄇㄞ）, how（ㄏㄠ）, law（ㄌㄛ）
中拼
/o/, /i/,
/aɪ/,
/ aU /,
/Ɔ/
異於
中拼
易
20

10 CVC 類似
中拼

zoo, sir, her, show, chow
/u/, /ɝ/, /ɚ/, /o/, /aU/,
not, good, down, bird, mail
/ʌt/, /Ud/, /aUn/, /ɝd/, /el/

shut, sell, five, dish, thin
/ʌt/, /ɛl/, /aɪv/, /ɪʃ/, /ɪn/
拼音策略：□唸出類似中文拼音 □思考後直接說出答案 □英文發音拼音
異於
中拼

示範題：burst, most, fank, rusk
練習題：first, self, hent, pind

green , bleek, black, clup
tweak, fless, smile, snike
VI

10 CVCC 真詞
假詞
難
20

10 CCVC 真詞
假詞

want, milk, left, thumb, waist
/ant/, /ɪlk/, /εft/, /ʌmb/, /est/
tink, dolf, pand, fent, boast
/ɪŋk/, /Ɔlf/, /ænd/, /εnt/, /ost/
flush, clean, skirt, sweet, twice
/lʌʃ/, /lin/, /kɝt/, /wit/, /waɪs /
gruit, steach, smoon, clab, blick
/rut/, /tiʧ/, /mun/, /leb/, /lɪk/

替代作業
中文 示範題：鹽巴、棉被、鈴鐺、項藍、疼果
音節 練習題：樓梯、爬山、可踏、很坦
替代 5 兩個字組 手帕、窗戶、小貓、電燈、跑步
10

合的真詞 得帕、得戶、得貓、得燈、得步

得 5
ㄉㄟ

兩個字組 藍具、看格、台然、真體、打貪
合的假詞 得具、得格、得然、得體、得貪

英文 示範題：puppy, zebra, rabbit, chinker, hedding
音節 練習題：noodle, lunch, lady, paget, nather
替代
dadle, danch, dady, daget, dather
5 兩音節真詞 happy, because, window, today, never
dappy, dacause, dandow, daday, daver
5

兩音節假詞

nummer, gookie, fandle, morry, yotice
dammer, dakie, dandle, darry, datice

中文 示範題：在（帶）、躺（檔）、貓（刀）、他（搭）、ㄍㄩ（ㄉㄩ）、ㄍㄝ（ㄉㄝ）
音素 練習題：狗（斗）、派（帶）、湖（讀）、辣（大）、ㄈㄧ（低）、ㄇㄤ（ㄉㄤ）
替代 10 一聲母＋ 河、改、耗、豬、胖、猛、翻、後、髮、給
20

一韻母的 德、歹、到、嘟、當、等、單、鬥、打、ㄉㄟˇ
真詞（字）ㄜ、ㄞ、ㄠ、ㄨ、ㄤ、ㄥ、ㄢ、ㄡ、ㄚ、 ㄟ
10 一聲母＋ ㄌㄢ、ㄍㄧ、ㄏㄡ、ㄋㄣ、ㄖㄚ、ㄈㄞ、ㄎㄟ、ㄆㄩ、ㄎㄠ、ㄌㄨ
一韻母的 ㄉㄢ、ㄉㄧ、ㄉㄡ、ㄉㄣ、ㄉㄚ、ㄉㄞ、ㄉㄟ、ㄉㄩ、ㄉㄠ、ㄉㄨ
假詞（字）

英文 練習題：guy, now, boy, he
fill, push, love, bird
音素 示範題：buy, new, car, they
learn, have, mike, fish
替代 10 CV
類似 bow（ㄅㄠ）, tie（ㄊㄞˋ）, le（ㄌㄧ）, lay（ㄌㄟ）, moo（ㄇㄨ）
中拼 dow（ㄉㄠ）, die（ㄉㄞˋ）, de（ㄉㄧ）, day（ㄉㄟ）, doo（ㄉㄨ）
VII

易
20

異於
中拼
10 CVC 類似
中拼

gear, view, shy, see, four
dear, diew, dye, dee, dour
fun（ㄈㄤˋ）,nine（ㄋㄞˋ）,mom（ㄇㄚ）, lid, rose
dun（ㄉㄤˋ）,dine（ㄉㄞˋ）,dom（ㄉㄚ）, did, dose

gas, soap, church, cook, nail
das, doap, durch, dook, dail
拼音策略：□拆音後再與/d/組合 □思考後直接說出答案 □英文發音拼音
異於
中拼

練習題：last, pond, numk, thimk

black, skin, snite, slin

示範題：cent, soft, shuft, pind

flag, smooth, plose, smike,

10 CVCC 真詞
假詞
難
20

10 CCVC 真詞

bump, kind, best, gift, fold
dump dind, dest, dift, dold
hance, tant, seach, shalk, mosk
dance, dant, deach, dalk, dosk
clock, skate, please, spoon, sleep
dlock, dgate, dlease, dpoon, dleep

假詞

scape, ploud, fline, smeak, bloof
dgape, dloud, dline, dmeak, dloof

注音符號測驗
辨識作業

ㄉㄤㄎㄐㄋㄣㄗㄖㄨㄠㄆㄓㄦㄈㄙㄊㄑㄟㄘ
ㄩㄍㄝㄞㄅㄛㄜㄧㄢㄒㄥㄕㄇㄌㄏㄚㄔㄡ
答對題數：
拼音作業（上下合併音）

ㄉㄍㄐㄗㄏㄨㄆㄨㄖㄊ
ㄤㄝㄞㄜㄚㄢㄥㄠㄨㄚ
答對題數：

VIII

附件二：英語教學方法與內容及聲韻覺識教學之觀察紀錄表
學校：

班級：

教學活動
時間(分)

字音對應

教師：

課程名稱：

與聲韻覺識相關之教學活動
辨音
合音
兒韻

日期時間：

其他

與聲韻覺識
無關之活動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Total
Percent
IX

附件三：訪談 M 系統教師或主管之問題

1.

M 系統的英語教學原則為何？如何設計的？為什麼這樣設計？

2.

原則上，M 系統教室中學習英語的時機（孩子的年齡）是？

3.

小班到大班的教學內容是什麼？焦點為何？

4.

在 M 系統畢業的孩子該有什麼樣的程度？比較差的，以及比較優秀的差
別？（不包含在哥大學習的孩子）

5.

英語教材主要有什麼？各自的功用為何？（拼音盒、閱讀的書___________、
書寫、）

6.

拼音盒與書寫為何選擇草寫，而非正楷？

7.

閱讀的書共有幾本？設計的原則？孩子懂得故事的意思嗎？或者只是閱讀
而已？學習書中已經設計好的單字，其效果如何？

8.

請簡單地陳述一下課程進行的方式（個別、小組、時間、孩子的主動性…）？

9.

有時大小班一起進行（昨峻中、心睿一起進行拼音盒）會不會有什麼干擾，
或者有得孩子閱讀，有的做拼音盒，會不會干擾？

10. 對於即將要進入英語學習的孩子，老師如何選擇什麼樣的孩子應該要開始
了？與孩子的主動性與學習發展有關嗎？
11. 昨天喬原有做長音節的數數，數音節也是課程的一部份嗎？
12. 每天孩子的英語學習時間最多？最少呢？為什麼是這樣的時間？
13. 老師如何評量孩子的學習效果？什麼樣的情形可以再進行到下一步？
14. 對於自己置於 M 系統教室中的英語教師定位為何？
15. 成為 M 系統的英語教師，是否有先受過英語教學的專業訓練？請老師也談
談自己的成為 M 系統教室中的英語教師之過程。
16. 老師知道何謂「聲韻覺識」
（phonological awareness）？如何知曉？對於英語
的學習是否覺得很重要？
17. 在課堂上老師很注重孩子的發音，為什麼？
18. 拼音盒的教學跟自然發音有何不同？據觀察，老師好像不使用「字音對應」
（letter-sound）的教學方式，也就是要孩子找出 B 時，不是說 B，而是說/b/，
為什麼？
19. 一般坊間英語教學注重的兒韻文教學，在 M 系統教學中是否也有？
20. 是否要求孩子背誦單字？為什麼？
21. 為何另有 M 大的教學？學習效果是否有差異？時間或內容上的差別？

X

附件四： 訪談 W 系統教師或主管之問題
1.

W 系統的英語教學原則為何？如何設計的？為什麼這樣設計？

2.

W 系統的教學方式，想要培養出什麼樣的孩子？

3.

想要培養孩子什麼樣的英語能力（聽說讀寫）？是否有偏重？哪一方面？

4.

為何要實施全美語教學？實施全美語的成效如何？是否有年齡上的限制？
困難為何？

5.

請簡單地陳述一下課程進行的方式

6.

小班到大班的教學內容是什麼？焦點為何？

7.

英語教材主要有什麼？各自的功用為何？

8.

W 系統的兒韻文教學重點為何？

9.

W 系統的閱讀課教學重點為何？

10. W 系統的字母與發音教學重點為何？
11. 何謂「聲韻覺識」
（phonological awareness）？如何知曉？對於英語的學習是
否覺得很重要？
12. 老師如何評量孩子的學習效果？重點為何？
13. W 系統的中籍、外籍教師的專業背景為何？學校是否會安排職前訓練？以
及進修課程？大概內容為何？課堂中各自主要角色為何？為何這樣安排？
14. 這兩週的課程大多沒有按照課表進度在走，是因為？
15. W 系統所安排的中文課程一週僅 40 分鐘，此堂課的教學重點為何？
訪談 W 系統英語教師之問題
1.

成為 W 系統的英語教師，是否有先受過英語教學的專業訓練？簡述成為英
語教師之過程。

2.

W 系統的教學方式，想要培養出什麼樣的孩子？什麼樣的英語能力（聽說
讀寫）？

3.

請簡單地陳述自己課程進行方式為何？重點為何？與孩子的互動情形？

4.

課堂上最重視孩子什麼樣的表現？語言能力的表現重視嗎？哪一方面？

5.

老師覺得實施全美語的成效如何？是否是語言學習的必要條件？是否有年
齡上的限制？困難為何？老師覺得孩子能懂老師要表達的意思嗎？

6.

對於自己置於 W 系統系統中英語教師角色、定位為何？

7.

是否重視課堂上孩子的發音，為什麼？孩子的發音正確嗎？

8.

W 系統的兒韻文教學重點為何？

9.

W 系統的閱讀課教學重點為何？

10. W 系統的字母與發音教學重點為何？
11. 是否要求孩子背誦單字？為什麼？如何記單字？
12. 老師知道何謂「聲韻覺識」
（phonological awareness）？如何知曉？對於英語
的學習是否覺得很重要？
13. 有一天 Vivian 在問 kissing fish 怎麼寫？為何是教 kiss-ing？而非/k/I/s/s/-/I/n/
X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