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章  研究結果 

第一節 幼兒英語教學法（教學內涵）之比較 

測驗結果顯示，教學法雖然不是所有的測驗上都有差異，但在中文音素的

測驗，仍顯現出教學法的差異是存在的，為進一步了解教學實質內涵的差異，

在本節中，就「課程安排」、「教學時間」、「英語課程教學內容與方法」、「教學

教材與教具」、「師生互動」、「教師專業」，以及「聲韻覺識教學」的面向，分

別描述兩系統，再做一全面性的比較，資料來源除了觀察所得外，尚有訪談資

料，用以補充說明教學觀察的不足。 

引用訪談文本時，引用文字以另一字體表現，並在引用文字後方加註文本

的來源，代碼M-D、M-T分別代表M系統的主管與老師，代碼W-D、W-T則
代表W系統的主管與老師，代碼最後的數字表示該文件引用的起始行數。 

M 系統的觀察對象選擇「翔翔」班作為觀察對象，英語教師為 G 老師。
由於是「混齡」的組合，所以班上從小班、中班到大班的孩子皆有，該班的孩

子人數共三十四位。W 系統的觀察對象選擇某一校區的「大班」與「中班」

作為觀察對象，這兩個班級也是接受本測驗的主要研究對象來源，班級的人

數，大班有十五位，中班有十三位。三個班級各為期一週的觀察時間。 

一、 課程安排 

（一） M系統 

1. 課程模式 

M系統的課程模式即依循著該系統的課程安排，主要以「自由工作」
時間與「團體」時間為兩個最主要的活動形式，見表 4-1。以「日常生活」
為出發點，在教室中設計不同的區域，如，感官區、數學書、語文區、問

話區等。幼兒課程的範圍也以這些為出發點，以「具體到抽象，從整體到

部分」作為教學內容設計的原則。「M系統教學就是生活教育，但是他把
生活當中變成具體化，比如說日常生活當中的練習感，感覺器官的練習

感，數學區語文區文化區，那他的基本是以日常生活為主，那也是一種生

活教育，其實你像數學，他其實在日常生活當中他就已經存了相當多的數

學性的概念，然後我們是以這種基礎為出發點，那我們是以具體到抽象，

從整體到部分」（M-D-8）。 

2. 一週課表 

因此，就課表的規劃，個人擁有視自己情形決定學習速度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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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也就是說，在「自由工作1」的時間則以「個人」的「工作」為最主

要的學習內容，學生個人有自己的學習內容與進度，正因為這樣的安排，

所以 M 系統的班級，學生的組成採「混齡」的方式，也就是每一個班都
有小、中、大班年齡的孩子。「自由工作」乃M系統課程中最主要的課程，
與其說是課程，稱之為教學活動進行的方式來得更適當。上午與下午各有

一段時間為「自由工作」時間。 

除了自由工作時間，每天仍安排一段時間，進行「團體性」的互動，

有時帶班老師為主角，跟孩子說說故事，或者做些宣導、精神性的談話、

討論日常發生的事件等等；有時以孩子為主角，讓孩子輪流為大家讀一段

故事，或分享一些生活上的趣事或事物等；有些時候則為英文老師的時

間，以 G老師為例，她會在這段時間為全班小朋友進行英語故事的分享、
英語兒韻歌謠的教唱等。 

表 4-1  M系統一週課表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自由工作 自由工作 自由工作 自由工作 
戶外教學隔週 自由工作

8:30∼11:30 
10:30 
∫                  英文老師駐鎮時間 

12:00 

若該週星期四

戶外教學，則

隔天英文老師

駐鎮始自 9:00
11:30∼12:00 

大團體時間 

12:00∼13:00 中午用餐、休息 

13:00∼14:00 自由活動（教室內或遊戲場） 
（上全天班之小班生午睡時間） 

14:00∼16:00 自由工作 自由工作 自由工作 自由工作 自由工作

一週的學習總時數：27.5小時（扣除中午用餐休息與遊戲時間） 
英語教學時間＝英語教師駐鎮間：7.5小時 

（二） W系統 

1. 課程模式 

W 系統中的課程安排，基本上採分科教學形式，教學內容依科目與

當週週主題改變。基本上以一週為一循環，配合固定的科目課表，每週更

替不同的主題，小班到大班每週都以相同的主題進行，雖然不同年齡學習

                                                 
1 何謂「自由工作」，就M系統的主管談到：「M系統是以自由工作一對一的自由工作操作為主，

當然在一個完整的教育體系下面，即使是M系統，他也應該包括有個人、小組跟團體，那在M

系統裡面我們是以個別一對一的個別工作為開始，然後往上延伸」（M-D-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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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的主題，但教學內容則會因為年齡越大而加深加廣。W 系統主管說

明：「他整個的架構，他其實是 base在所有學前教育小朋友所知到的科目
然後再加上用所謂全美語的方案把他實現出來，所以這是他設計的根底，

那麼以小朋友三個階段 J1、J2、J3 來分的話，三個階段的主題都是一樣
的，都是我們有採用主題式教學的方式，那這個主題教學的方式當中，J1
年齡的時候他們學的就是很基本的，同樣一個主題，但是 J1 瞭解的是一
個 basic 的東西，但是到 J2 level 的時候，就同樣的主題，他們會把這個
討論的範圍加深加廣，到了 J3 level又比 J2 level加深加廣」（W-D-14）。 

2. 一週課表 

比較大班課表（見表 4-2）與中班課表（見表 4-3），可以發現每一班
都有相同的科目安排，只是安排的時段有所差異，因為 W 系統採情境教
學，所以因著學習科目的變化，也會到不同的情境教室上課，例如，數學

課有「Math Burger」教室。更換情境教室的時機，為每日上、下午「做
中學」的時段。 

 35



    表 4-2  W系統，大班課表 
      日 

時間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9:00-9:20 早操 

9:20-10:00 每週歌謠 與 社會學習（主題討論） 
（包含點名、天氣、日期、小幫手分配） 

10:00-10:20 遊戲時間 
10:20-10:50 點心 與 清理 

做中學 
10:50-11:40 

閱讀課 字母與發音 美勞課 科學課 問題解決

11:40-12:00 故事時間 句型練習 故事時間句型練習 故事時間

12:00-12:30 午餐、清理、如廁刷牙 
12:30-14:00 午休 

做中學 
14:10-15:00 

兒韻與律動 烹飪與家事 舞蹈課 中文課 數學課

15:00-15:15 點心 與 清理 

15:15-16:00 複習 與 回顧 
16:00-16:20 午操 或 自由活動 

             表 4-3  W系統，中班課表 
      日 
時間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9:00-9:20 早操 

9:20-10:00 每週歌謠 與 社會學習（主題討論） 
（包含點名、天氣、日期、小幫手分配） 

10:00-10:20 遊戲時間 
10:20-10:50 點心 與 清理 

做中學 
10:50-11:30 

數學課 科學課 兒韻與律動 閱讀課 問題解決
11:30-12:00 故事時間 句型練習 故事時間 句型練習 故事時間
12:00-12:30 午餐、清理、如廁刷牙 
12:30-14:00 午休 

做中學 
14:10-15:00 

字母與發音烹飪與家事 中文課 舞蹈課 美勞課

15:00-15:15 點心 與 清理 
15:15-16:00 複習 與 回顧 
16:00-16:20 午操 或 自由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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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英語教學時間 

（一） M系統 

1. 英文課所佔的比率（課程架構之安排） 

從表 4-1「M系統一週課表」中得知，英文的教學也被視為「自由工
作」的內容之一，老師固定在教室的一角落，孩子可以在英文老師每天駐

鎮的這一段時間，來找老師學習「英語」，當然，同樣地，每個孩子有自

己的進度，有時會以小組的方式一起學習，有時是個人。孩子可以自由決

定今日是否要學「英語」這項工作，老師也可視孩子當時的情形，邀請孩

子來學習。 

英文老師駐鎮的時間通常為早上「自由工作」的時段（10:30∼12:00，
見表 4-1），約莫一個半小時。若該週有戶外教學時，當天的英文課時間，
將挪到隔天加長英文老師駐鎮時間。因此，平均而言，每天英文課的時間

為一個半小時，一週五天，若一天的學習時間（扣掉中午用餐休息與遊戲

的時間）為五個半小時，一週為 27.5小時，則M系統安排英文老師駐鎮
教室內的時間以一週而言，英文教學時間約有七個半小時。不論以一週或

一天的學習時間為主，英文老師的教學時間佔了總教學時間的 27﹪，大
約四分之一的時間。 

2. 英文課實際進行的流程（課程實施之觀察） 

觀察一週的英語課程，研究者抽出一天做為代表，整理成表 4-4，觀
察的取樣以一分鐘為單位，紀錄每一分鐘內主要的教學方法與內容。同一

時間偶爾會有兩個教學活動進行，因此分列兩大欄表示同時進行的教學。 

從表 4-4中可以得知，G老師有時在同一時間中，進行兩組的教學，
一組學生在做「拼音盒」的同時，可能有另一個學生在閱讀「英文小書」，

老師告訴拼音盒這組孩子所要拼的字之後，孩子根據老師所唸的字，找出

其所對應的字母拼出字，孩子在動作的同時，老師就可以讓閱讀「英文小

書」的孩子進行閱讀指導。然而，老師也提到，通常一起進行時是不超過

三組的小朋友，M系統的老師提到「所以其實原則上最好不要超過三個，
我覺得，三個不同的東西同時在進行，（研：就是對你來講？），對對對，

對孩子來講其實也是，因為他這邊才聽了你的聲音，他旁邊有聽了聲音，

這樣會很 confuse，所以你會發現，小的會去拼到大的幾個字這樣子，會
有這種情形，但是畢竟這種情形出現的並不多，對不多」（M-T-382）。 

表 4-4為例，約末一個小時又十五分的課程，共有十八個學生來找 G
老師，其教學方式有以小組進行（如拼音盒），有以一對一方式進行（如

閱讀小書），教學時間長者達二十分鐘，如拼音盒；短則兩分鐘，如書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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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4-4  M系統英文課進行流程（以一天的英文時段為例） 

時間 

紀錄

單位 
‥ 
分鐘 

教學活動 教

具

幼

兒

年

齡

人

數

對

象

教學活動 教

具 

幼

兒

年

齡 

人

數

對

象

10:36 1.      
 2.      
 3.      
 4.  

聲音遊戲：起始音辨識與字音對應。幼

兒輪流拿著單一草寫字母的閃示卡，一

邊唸卡上字母的發音，做字音對應練

習。辨識音：/t/, /m/, /f/,。 

砂

紙

板

小

中

班

7 
小

剛

等     
10:40 5.      
 6.      
 7.      
 8.      
 9.  

閱讀小書：閱讀一本/ε/音為主的書，
一邊念老師一邊提醒幼兒不會唸的

字，幼兒讀完，老師再抽其中的字確定

是否會拼音 

英

文

小

書

大

班

1 
小

妤

   
 10.     

小葳要上英文，老師請

他準備地墊與拼音盒    
10:45 11.     
 12.     
10:47 13. 
 14. 
 15. 
 16. 
 17. 
 18. 

閱讀小書：閱讀一本/
ε/音為主的書，順利
唸完後老師再抽其中

的字確定是否會拼音 

英

文

小

書 

大

班 
1 
小

萱

 19.     
 20.     
10:57 21. 
 22. 
 23. 
 24. 
 25. 
 26. 

拼音練習：老師唸出 mat,並強調個別的
音/m/-/æ/-/t/,每個字重複三次，孩子從拼
音盒中，找出對應字母的音。題目有：

mat, fog, sum, tim, pad, beg, leg, lap, 
mum, red, pin, pot, hop。從頭到尾再重
複一次。約末一分鐘進行一個字。 

11:03 27. 
 28. 
 29. 
 30. 

閱讀小書：閱讀一本/
ε/音為主的書，順利
唸完後老師再抽其中

的字確定是否會拼音

（這段時間有時老師

會請孩子停下來，等待

做拼音盒的孩子） 

英

文

小

書 

中

班 
1 
小

顯

 31.     
 32.     
 33. 

字音分類：請孩子將所有已經排出來的

字母，找到同樣聲音的擺成一疊。由老

師說出單一字母的音，請孩子依老師所

說的字母音，一疊一疊地擺回拼音盒 

拼

音

盒

小

中

班

3 
小

葳

小

衡

小

睿

    
11:10 34.     
 35.     
 36.     
 37. 

閱讀小書：閱讀一本/Λ/音為主的書，
順利唸完後老師再抽其中的字確定是

否會拼音。 
    

 38. 認字：請小蓁把小書中所有 the圈起來。

英

文

小

書

大

班

1 
小

蓁

    
11:15 39.     
 40. 

書寫：孩子要求要做寫字練習，老師給

h 的書寫體，說明哪個位置要交叉，最
後要結尾要翹起來。孩子了解後拿著老

師書寫範例離去，並開始書寫練習。 

書

寫

範

例

大

班

生

1 
小

翔

    

11:17 41.     
 42.     
 43.     
 44.     
 45.     
 46.     
 47. 

閱讀小書：第一次閱讀/I/音為主，以及
一些與 blending sound: /dr/, /sp/組合的
字所編成的小書，有很多字拼讀不出

來，老師一一教導，一字一字拼。 

拼

音

盒

中

班

1 
小

婷

    
11:24 48.     小蓁讓老師檢查 the    
11:25 49.     
 50. 

小翔找老師檢查書寫 h，老師請小翔指
出自己書寫有缺點的地方，交叉在不正

書

寫

大

班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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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出自己書寫有缺點的地方，交叉在不正
確的位置，老師請小翔下午再練習。 

寫 班

生

小

翔

    

11:28 52.     小蓁讓老師檢查 the    
11:29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拼音練習：老師唸出要拼的音,並強調個
別的音，每個字重複三次，孩子從拼音

盒中，找出對應字母的音。題目有：pot, 
mud, pad, hog, fan, lid, dot, sin, mug, 
bud, red, hen。從頭到尾再重複一次。約
末一分鐘進行一個字。 

    
11:42 66.     
 67.     
 68.     
 69.     
 70.     
 71.     
 72. 

字音分類：請孩子將所有已經排出來的

字母，找到同樣聲音的擺成一疊。由老

師說出單一字母的音，請孩子依老師所

說的字母音，一疊一疊地擺回拼音盒 

拼

音

盒

中

班

2 
小

云

小

茹

    
11:49 73. 課程結束        

 

（二） W系統 

1. 英文課所佔的比率（課程架構之安排） 

由於 W 系統所強調的是「全美語」的學習環境，以英文來學習所安
排的教學內容，因此就研究者的觀察，除了中文課時間與舞蹈課時間是由

外聘的中文老師與舞蹈老師上課，全程使用中文外，其他的時間，不論是

否進行教學活動，教師與孩子都是使用英語。 

根據課表的結構與時間，若以一週為單位，計算進行教學的時間（扣

除遊戲或用餐時間），一週英語教學的時間約有 20.4小時。若分別加總每
一科目其學習的時間，分析各科目佔總學習時間的比率，以及佔英語學習

時間的比率，其結果如表 4-5。此表所統計的教學時間，乃W系統課程設
計理想上的應然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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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  W系統各科目一週的教學時間 

教學

語言 英語 中文 

科目

名稱 

運

動 
早操

與午

操 

句

型

練

習 

故

事

時

間 

社

會

學

習 
主題

討論

與週

歌謠 

閱

讀

課 

字

母

與

發

音

兒

韻

與

律

動

美

勞

課

科

學

課

數

學

課

問

題

解

決

烹

飪

與

家

事 

複

習

與

回

顧 

中

文

課 

舞

蹈

課

佔一

週的

時間 

5天×
2次×
20分
＝200
分 

2天×
20分
＝40
分 

3天×
20分
＝60
分 

5天×
40分
＝200
分 

1天×
50分
＝50
分 

1天×
50分
＝50
分 

1天×
50分
＝50
分 

1天×
50分
＝50
分 

1天×
50分
＝50
分 

1天×
50分
＝50
分 

1天×
50分
＝50
分 

1天×
50分
＝50
分 

5天×
45分
＝225
分 

1天×
50分
＝50
分 

1天×
50分
＝50
分 

以英語進行教學的總時數：1125分鐘（約 18.75小時） 
以英語進行教學佔一週教學總時數的 92﹪ 

以中文：

100分鐘
中英

文總

時數 一週教學的總時數：1225分鐘（約 20.4小時） 

1
﹪
6
 

3.2
﹪ 

5﹪ 16
﹪ 

4﹪ 4﹪ 4﹪ 4﹪ 4﹪ 4﹪ 4﹪ 4﹪ 18
﹪ 

4﹪ 4﹪

以英語進行教學佔教學總時數：92﹪ 中文：8﹪

中 英

文 佔

一 週

教 學

時 數

之 比

率 
「聲韻覺識」（含中英文）教學的時間佔總教學時間的 16﹪ 

4.4
﹪ 

4.4
﹪ 

4.4
﹪ 

佔英

語教

學時

間之

比率 

18
﹪ 

3.5
﹪ 

5.3
﹪ 

18
﹪ 

英語聲韻覺識

教學：13﹪ 

4.4
﹪ 

4.4
﹪ 

4.4
﹪ 

4.4
﹪ 

4.4
﹪ 

20
﹪ 

  

2. 英文課實際進行的流程（課程實施之觀察） 

就研究者觀察的兩週時間，由於 W 系統正值每學期全校性的戲劇舞
蹈表演準備期，所以課程的安排，有時會因為戲劇的排演而停課。再者，

因為大部分時間都是以英語進行教學，研究者所記錄的教學觀察內容，不

一一列出，大班與中班，各舉一堂課為例子。以較為接近研究者所要觀察

的「聲韻覺識」教學作為例子，其他課程的大致流程則以文字說明的方式

陳述。不同於M系統，W系統的課程進行方式都是以整班團體的方式教
學，兩位老師對多位學生。 

表 4-6為大班的課程，舉「字母與發音課」為例；表 4-7則為中班的
課程，以「兒韻與律動」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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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  W系統大班課程進行流程（以字母與發音課為例） 
教學對

象 
時間 

單 
位 
： 
分

鐘 

教材：【Steps to ABC】及 L開始或結尾的 flash card 
教學活動：認字活動以問答對話方式，後有書寫活動 

教學內容：如下 全

體 個人 

10:56 1. 
 2. 
 3. 

 老師準備教室中的桌椅，請孩子唱誦 AA/æ/æ/æ/, BB/b/b/b/, 
CC/k/k/k/…… 

ˇ  

10:59 4. 
 5. 

 請孩子就位 
 外師要孩子給 L開始的字 
 孩子回答/l/l/leaf, /l/l/Lucy, like, love, leg 

ˇ 個別
回答 

11:01 6.  外師唸出在黑板中寫好課本中的句子“Lucy lion loves to lick lollipops.” 
 孩子重複說 

ˇ  

11:02 7. 
 8. 

 外師問孩子：How many words with beginning sound “L”? How many 
letter L? 外師請不同的孩子回答。 

ˇ 個別
回答 

11:04 9. 
 10. 
 11. 

 請孩子圈出黑板中“Lucy lion loves to lick lollipops.”該句中有字母 L的
字。 
 孩子做的同時，外師準備 flash cards 

ˇ 個別
回答 

11:07 12. 
 13. 
 14. 
 15. 

 在黑板上寫下「-l」，請孩子說出 the word with ending sound “L”? 
 請每個孩子輪流說出：Paul, all, oil, soy, bell, ball, will, Michael, April, 
hill, call, deal，有的孩子回答不出來 

ˇ  

11:11 16. 
 17. 
 18. 
 19. 
 20. 
 21. 
 22. 

 秩序維持。外師說：two  “L” the end?並在黑板上寫下「-ll」？ 
 認字活動：拿出 flash cards：ill, will, （提醒孩子不說/w-I-l-o/，要說/wIl/，
短快），再拿出：all, fall, hill（一邊說一邊要孩子重複並糾正/Il/的尾
音），請孩子利用這幾個字造句, 再拿：well, spill。在黑板上寫下「-ld」，
請孩子說出-ld結尾的字，每一位孩子輪流說，沒有孩子回答出，外師
寫下：sold, fold，請孩子跟著唸。 

ˇ 個別
回答 

11:18 23.  發教材：Steps to ABC   
11:19 24. 
 25. 
 26. 
 27. 
 28. 
 29. 

 外師請孩子讀書上“L”的 main sentence “Lucy lion loves to lick 
lollipops.” 
 造句活動：請孩子跟著書上給的字，練習造句。有孩子利用 spill造句。
三位孩子用 fold造句，分別更換主詞或句型造出不同的句子。其他孩
子也都都輪流造句 

ˇ 個別
回答 

11:25 30. 
 31. 
 32. 

 暫停一會兒，中師帶其他孩子上廁所   

11:28 33. 
 34. 
 35. 
 36. 

 書寫活動：發筆，給本子「Steps to ABC」  
 書寫內容：l, ll, id, old, will（各一行） 
 外師衡量一行的空間，因為不同字的長度寫不同的次數：l (10次), ll (8
次), ld (6次), old (4次), will (4次) 

ˇ  

11:32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有兩位孩子說自己完成，請老師檢查 
 外師開始進行個別教學，糾正孩子書寫上的問題 
 中師也加入協助並檢查孩子書寫的問題 
 外師進行個別檢查時，除了書寫的部分，會再一次 check孩子是否能
認出書本所有的單字 
 通過的孩子，可以到外面的圖書區選一本故事書自行閱讀 

 

 個別

檢查

與教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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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49. 
 50. 
11:46 51. 
 52. 
 53. 

 外師指導一位唸不出單字的孩子，外師要幼兒個別發出字母的音，指
著 lid的 L，孩子回答 L，外師提醒 sound，孩子正確說出，外師再指
著 lid一起，孩子仍答不出，外師慢慢地直接說出/lId/，有些字外師以
直接告知方式。但在教「lion」則使用合併音策略，外師給孩子個別的
音/l/-/aI/-/n/，再拼出 lion音給孩子，孩子重複。 
 外師檢查孩子是否認得書上的字（word）時，要求孩子直接讀出，孩
子多是直接讀出，遇到不會讀的字，多採直接告知的策略。 
 約有三到五位尚未完全完成或者未檢查 

11:49 54. 
 55. 

 課程結束 
 選出三位孩子將大家的書本、筆收回 
 其他的孩子排隊 

  

   

註：外師指外籍帶班老師，中師指中籍帶班老師 

表 4-7  W系統中班課程進行流程（以兒韻與律動課為例） 
教學

對象

時間 

單 
位 
： 
分 
鐘 

教材：Rhyme Time 
兒韻：My mother said I never should play with gypsies in the woods. 
The wood was dark. The grass was green. In came Sally with a 
tambourine. 

教學活動：解釋意義再加上動作配合 
教學內容：如下 

全

體 
個

人

10:51 1.  全班帶到大活動區域準備   
10:52 2. 
 3. 

 複習上一週的兒韻 ˇ  

10:54 4.  排隊，請孩子照高矮排成前後三排   
10:55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外師打開教材「Rhyme Time」讀本介紹今天要教的兒韻，開始解說圖片內容 
 外師問：圖片中的馬車內有什麼？（一位孩子回答，一位孩子補充） 
 外師再一次解釋馬車的性質 
 外師介紹圖片中的主角「吉普賽人」（gypsies）、forest, woods、tambourine的
意思 
 外師問台灣有吉普賽人？孩子大部分一起回答沒有 
 一孩子問：圖片中另一組人為什麼不像吉普賽人？ 
 中師回答並澄清解釋原因 

ˇ  

11:06 16.
 17.
 18.
 19.
 20.
 21.

 外師把圖片中的句子再講一次 
 中師問圖片中的一個吉普賽女孩的名字，並提示孩子她的名字是/s/開始的音 
 孩子不知道沒有人回答 
 外師告知孩子她的名字是 Sally，並且用已寫好兒韻內容的海報指出名字 
 指著海報上的字，一句一句唸 
 再唸一次海報上的兒韻 
 再一次拿出教材「Rhyme Time」的圖片給孩子看 
 看著讀本再說一次兒韻 

ˇ  

11:12 22.  不專心的孩子被點名站起來   
11;13 23.
 24.

 外師要孩子跟著說，一句一句。中師打拍子提示孩子的節拍 
 讓孩子自己說一次，再一次 

ˇ  

11:15 25.
 26.
 27.
 28.
 29.

 外師與中師請孩子開始想句子的動作 
 讓自願的孩子展現自己的動作 
 中師跟外師討論並整合孩子的動作，一句一句示範，並詢問孩子的意見 

ˇ 個
別

表

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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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11:21 31.
 32.

 動作整合完成，全班從頭開始一邊唸兒韻一邊表演動作 ˇ  

11:23 33.
 34.
 35.

 最後一個兩兩相互溝手的動作太亂了，中師請孩子先坐下 
 從頭開始請兩兩一起，輪流做勾手的動作，細部指導孩子該往哪個方向轉，
誰主動勾手  

 小

組

11:26 36.
 37.
 38.
 39.

 全班一起唱，並加上動作。 
 總共做了六次 

ˇ  

11:30 40.
 41.
 42.
 43.

 分組，兩兩一起唱加動作  小

組

表

演

11:34 44.  外師糾正兩位孩子的發音，是 woods,而非 roods  ˇ

11:35 45.
 46.

 全班一起再做一次，並告知孩子要找出最棒的一組 ˇ  

11:37 47.  課程結束，剩餘時間進行表演的排演   

   

三、 英語課程教學內容與方法之比較 

（一） M系統 

1. 教學內容 

根據研究者觀察，所記錄的教學內容，從表 4-4一天英語課的內容
可以窺見一二，大部分的英語教學內容，是偏重於「語音」的教學內容，

各種不同的教學活動，都是為了達到對英語「聲音」的練習。其實，這

些教學內容通常被歸為字母規則或發音的教學，G老師也提到，其實就
是一般坊間所說的「自然發音」（phonics）教學。根據M系統自創的英
語教學法的資料介紹，幼稚園階段是在「字音的建立」與「字形的認知」，

其重要內容分別為： 

（1） 字音的建立：藉由日常生活所見的物品模型，引導孩子建立字
的音與形之連結關係，並分析字音的結構。 

（2） 字形的認知：請孩子將已能辨認的字母取出，由教師給予其指
令讓孩子嘗試拼出指定的字彙，藉以重複練習單子音與短母音

之組合及發音。 

2. 教學方法或教學活動 

根據M系統的教學方法，G老師英語教學的方法，也是採M系統
讓孩子「個別工作」的方式進行，孩子想來學英文時再來找老師，英語

老師像是教室中眾多學習內容之一。 

若再仔細分析 G 老師在實踐上述教學內容時所採用的教學方法，
簡單地說，教師透過不同的教學活動以「直接地」練習字音的配對，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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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透過練習拼音教學方式展開對英語的學習。研究者以為，在一週的觀

察中，G老師每一天的教學方法與教學活動，沒有什麼太大的差異。只
是面對不同的幼兒，根據其不同進度，透過相同的教學方法與活動進行。 

因此，根據訪談資料以及教學觀察紀錄，教學活動是可以有很多變

化，茲將M系統的英語教學活動分列如下，並以輔以 G老師的說明： 

（1） 字音對應：這是一開始學習英文時的主要活動，會藉著聲音遊戲
的方式，從最簡單的一個符號字對應一個聲音開始。大約認識了

八個字母的發音之後，利用這八個字母發音即開始介紹 CVC組
合的拼音，並且是從差異大的開始。如同M系統 G老師提到的：
「他只要能做到八個字，而且我們不給他，不告訴他什麼是母音

什麼是子音，都不給他這些東西，而且給的方式就是，選的時候

就是差異性很大的聲音，比如說你的是/d/-/o/-/s/這種聲音，因為
方便他的記憶，一次不會超過三個，這是標準 M 系統的作法，
OK，然後你給他這樣子下去後，差不多教到第八個的時候，你
就可以開始做拼音的介紹了，從這八個聲音裡面，你就可以把這

個概念去給他，原則去給他，他就可以開始拼了，比如說，

/k/-/æ/-/t/，cat；/b/-/æ/-/t/，bat，他可以一直在做這樣子的動作，
等到他做了差不多，然後，這中間當然你每次就再加一點聲音，

加一點聲音 review，這是孩子的特性，這是這個年齡的特性，他
學得快忘得快，所以你必須是，等於走兩步，退回來你要 review，
他是這樣在做，慢慢增加」（M-T-156）然而，在此要特別說明的
是，M 系統的字音對應只是所謂的「letter-sound」，而不告訴孩
子「letter-name」。所以字母 a對應的是/æ/的聲音（letter-sound），
而非 /e/的這個名稱（ letter-name）； b 對應的是 /b/的聲音
（letter-sound），而非/bi/這個名稱（letter-name）。M系統的主管
特別提到：「我們不是用 ABC，ABC 是算符號名稱，不是，我
們是算他們的發音，一開始我們就是先教他們正確的發音」

（M-D-81）。 

（2） 拼音練習：以辨識音與合併音為主，可能利用拼音盒或閃示卡。
這是非常主要且頻繁的教學活動。（見表 4-4） 

（3） 閱讀英文小書：有結構性地學習不同音節結構組合所產生的音，
幼稚園階段為 CVC組合的短母音與一些 blending sound（如，/fl/, 
/bl/, /cr/等）。使用有順序性的「英文小書」為主要教材。在幼稚
園階段，大約有十本的英文小書，其主要內容與功用為：「短母

音為主幹，然後再配上一些最基本的一些最必要的所謂的 s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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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ds2，或是 puzzle words3，然後給他一段故事情節，所以他裡

面有字彙有句子，然後也有練習到他的拼音」（M-T-252）。 

（4） 書寫：書寫時以書寫體為主，從字母練習，到自己的英文名字，
或一兩個新字彙。M 系統的主管與 G 老師都談到為什麼選擇書
寫體的原因：「因為我們相信，這個跟他的生理發展很有關，他

在那個時候是畫畫，所以是手腕的動作，覺得比較容易，比較好

學，比去寫直線的東西來的要容易，所以一開始我們是學草寫。

比較像畫畫，所以小朋友一來會說我要畫畫，我能不能畫，他會

覺得那是在畫畫，描起來很漂亮，所以他會喜歡做這個動作，事

實上也是跟他的，主要是他的發展」（M-T-236）、「而且很重要我
們是書寫體，我們不寫印刷體，因為書寫體的發展是跟孩子小肌

肉的發展是一致的，所以我們事先從這邊開始練，所以都是平行

發展」（M-D-132）。並且在真正開始書寫時，也有一段準備時期，
並不是一開始就寫符號：「這個 writing是在我們已經砂紙板開始
在模擬的時候，砂紙板跟 spelling結合的時候，過一陣子的時候
我們的 writing就要出來，我剛說的 writing就是我說小拼音盒拼
在地墊上面，那也叫 writing，那我們還有一個真正的拿筆的預
備，我們叫金屬嵌型板4（metal insets），就是你在教室有看到那
個幾何圖形，那是語文裡面運筆的準備」（M-D-125）。而對於「書
寫」的定義，在 M 系統中，書寫的意義擴大了，不只是拿起筆
在紙上寫，能拼得出來也是一種書寫，M系統的主管提到：「我
剛說的 writing 就是我說小拼音盒拼在地墊上面，那也叫
writing，……，那是要運筆到拿筆寫字，還有一點，原先我們的
writing是放在地墊上面拼出句子，拼出短句，比如說 I sit，還有
就是孩子後來就要拿筆。」（M-D-126）。 

（5） 聲音遊戲：起始音、中間音、尾音的辨識，數音節等。可能搭配
拼音盒或砂紙板練習。 

                                                 
2 「所謂的 sight words就是說，他必須看到就知道的字，……，包括所謂一些必要的單字，比如
說，什麼叫 like，什麼叫 love，breakfast，dinner，這些字，都是最基礎的字，比如說Monday、
Sunday、所以它是混合的，那他（Miss Lam）選出來是，Miss Lam，那時候經過，看教材啊，
自己有些資料可以有的，比如說，現在坊間可以有的，你必須要知道的字，常常在出現的這種字，

他們整理出來的一套這樣。」（M-T-267） 
3 「puzzle words就是沒有辦法拼出來的字，比如說像 the，no，像這種字，像 a也是，因為聲音
來講是/æ/的音，但它不是，它是ㄜ，這種就是最基礎的全部都算，比如說/tu/，t-o-o，或者是 t-o，
也是 puzzle words，因為所謂的音標，裡面是 t本來是/t/的音，OK，o會是/a/的音，所以/t/-/a/應
該是唸/ta/，可是它不是，它唸/tu/，所以這個，我們就把它歸在 puzzle words裡」（M-T-276） 
4 「『嵌型板』，這是一個很好的活動，它是做結合圖形，你發現他開始的時候很簡單，中班他只
畫圓，然後到大班他可能是圓、三角形，然後開始塗色，然後到最後做得很複雜，他可以三、四

個形狀合在一起，然後交集不同的地方，那個他這個上下就是在做運筆的練習，直的是在練習運

筆，然後這個（做出手腕圈的動作）就是在練習你的手腕」（M-T-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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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字彙學習：看字讀音並加上字義解釋，利用圖卡或者教室中具體
的實物。 

（7） 故事：以團體的方式進行，每週約二次，仍視當天情況決定。 

（8） 兒歌：歌唱加上動作配合。 

（二） W系統 

由於，W 系統以英語進行教學的時間較長，其分科教學的模式即

為 W 系統的教學內容，因此以教學科目分析，不細看每個科目的教學
方法，僅簡單地描述大部分的課程以什麼的教學方法進行。 

1. 教學內容（科目） 

從表 4-2與表 4-3的一週課表可以知道，分科教學的科目名稱有：
社會學習（主題討論）、閱讀課、字母與發音、美勞課、科學課、問題

解決、兒韻與律動、烹飪與家事、舞蹈課、中文課、數學課、故事時間、

句型練習、運動（早操與午操）、遊戲時間。這些科目有的以每天、間

隔一天，或者間隔一週的頻率出現。該科目的教學內容大部分環扣在該

週的週主題下，有些科目則有屬於該科目的進度與系列的內容，並不與

主題相關，例如，數學課、中文課、字母與發音、閱讀課等。 

根據研究者的觀察，教師的教學內容是有所根據，主要都是 W 系
統安排好的，根據教學系統所設計的「課程計畫」，以一週為單位，規

劃好所有科目的教學內容。不同於許多幼教機構，教案多由老師自行設

計的方式。所以，所有W系統的學校都是實施同樣的教學內容。 

2. 教學方法 

W 系統的教學活動，主要是配合著課程的安排，不同的科目，有

不同形式的教學活動。但是主要的原則是全身回應法「TPR」（Total 
Physical Response），根據文獻，TPR是 Asher, James1960年代鑑於第一
語言學習時，兒童經過一陣沈默期後才開始說話，學習第二語言可從大

人與兒童談話間的因果關係瞭解其意義與實際環境發生的變化，藉著類

化或轉移第一語言已習得的概念到第二語言學習（林壽華，1996）。W
系統主管也談到：「一開始就是所謂的 TPMR（應是 TPR）教學，就是
所謂的肢體律動的教學，因為肢體律動的教學，所以他們發明了歌唱語

句學習法，那後來將歌唱語句學習法、肢體教學帶入我們的教案當中

時，開始強調 learning by doing、learning by saying，就是要小朋友實際
的動手操作，那因為讓小朋友實際動手操作，所以我們認為小朋友要在

一個情境當中學習，所以因此我們會有一個很重要的制度，就是要小朋

友在每天上主要課堂時必須要交換教室，所以就強調他們的情境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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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情境教學當中利用實物實際操作，然後讓他們一邊說一邊做，那

這個就是我們教學最主要的一個原則。」（W-D-4） 

四、 教學教材與教具之比較 

（一） M系統 

M 系統的教具教材大多配合著上述英語教學活動進行，該系統統

一的主要教具描述如下，每個老師另外準備的教具則不細述。 

1. 砂紙板：砂紙板可以說是一開始學習英文的主要教具，是一種靠

著觸覺配合聽覺以認識字母發音的教具。「砂紙板，（研：那是更

早的？）對，這是更早的，他們叫砂紙板，最小最小的小班在做

的，因為他是靠著他的觸覺，對那個年齡就是他的觸覺敏感度的

時候，靠著他的觸覺然後配上那個聲音，所以他就容易會去記，

（研：那那時候是記聲音還是記比如說 A的形狀？），記聲音，我
們一開始學就不給字母，一直都不給，（研：所以他是觸覺加上那

個），加上聲音，對加上聲音」（M-T-150）。 

2. 拼音盒：拼音盒可以說是M系統中學習英文最主要的教具之一，
特別是在學習合併音、辨音時的主要教具，在孩子學習英語的過

程中會一直用到，通常在利用砂紙板認識八個差異性很大的字母

發音之後，開始進行拼音教學時，即利用此項教具進行。G 老師
談到這項教具的功用：「差不多教到第八個的時候，你就可以開始

做拼音的介紹了，從這八個聲音裡面，你就可以把這個概念去給

他，原則去給他，他就可以開始拼了，比如說，/k/-/æ/-/t/，cat；
/b/-/æ/-/t/，bat，他可以一直在做這樣子的動作，等到他做了差不
多，然後，這中間當然你每次就再加一點聲音，加一點聲音 review，
這是孩子的特性，這是這個年齡的特性，他學得快忘得快，所以

你必須是，等於走兩步，退回來你要 review，他是這樣在做，慢
慢增加，然後開始就用拼音盒，那拼音盒也是一樣，因為觸覺是

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在這個裡面，它是很重要，它是工作，所以

它有手、眼、心、口都到，他聽，聽進去以後，他想，想了以後

他要拿手去做，然後我們都固定唸三次，第一個是把聲音拆開來，

所以他會知道這怎麼來，所以以後他自己會，可以等於舉一反三，

這樣去做，有一個形式讓他這樣去做，完了以後呢，他就可以去

拿，那出來放，這樣子，所以基本上孩子就是在做這個。」（M-T-160） 

3. 英文小書：英文小書基本上是有結構性且具順序性的教材，孩子

透過閱讀英文小書的活動，擴充對同一個音的認識與練習，進而

歸納出發音的規則。書籍的安排主要根據五大內容，「短母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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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rt vowel）、「合併音」（blending sound）、「變音」（changing 
sound）、「複合母音」、「長母音」（long vowel），並且這五大內容
是具有順序性與階段性的（見訪談資料 M-T-63-75）。談到為何是
這樣設計，G 老師就其經驗也提出了原因，先給符號名稱再告知
符號的發音較易混亂孩子在此符號上的正確發音，若是先給符號

的正確發音則沒有這樣的問題：「他的長母音和短母音很容易會去

混淆，所以故意就是，要讓他受夠足夠的訓練，這變成是一種直

覺的反射的時候，那在去學後面的東西他不會去混淆，對。因為，

不然的話，那個/æ/跟那個/e/他永遠會搞不清楚，然後就全部都亂
在一起這樣，你差不多要半年的時間，那與其這個樣子，其實外

面一般教材設計就是他先來短母音，再來就跳長母音，所以你就

發現他就在裡亂，亂好久，那我們發現以我們經驗，在安排課程

的時候這樣子在走，走到最後長母音的時候，他很快就自然就吸

收，所以他很快很自然就會接受那個聲音，然後就不容易造成混

淆的現象。」（M-T-77），「他可能在外面已經學到字母的，回過頭
來，又有另外的不同的問題，會有啊，為什麼/a/（字母 o 發的聲
音）的聲音問題特別多，他不告訴你是/a/他說是/o/，因為他已經
學過這個字，像他很多聲音會拼成/o/的聲音，我說 NO，比如說
hot他會唸/hot/，他就把那個聲音會混淆，他會介於中間，…….，
傳統的教法，然後最後才告訴他，這個 A唸/æ/，B唸/b/，他就大
亂了」（M-T-468），因此 M 系統的老師一直強調的是，該如何介

紹給孩子正確的發音才是關鍵：「像我們以前也不知道，像/b/-/b/-/b/
給到最後你也不知道為什麼這個字唸的是/b/，事實上你後來才發
現說，原來所有 B 都是/b/。然後就學了很多，尤其像我這個年代
學 K.K.（音標）的時候，很多你問他說，音標有幾個，他告訴你
他不知道，他到底還有幾個沒學他也搞不清楚。所以你唸一個字

給他的時候他就完全寫不出來，是那種完全沒有搭嘎，那事實上

英文，我們那天有談到那個問題，英文事實是不應該是這樣，它

基本上還是有一個拼音的那個，它是一個拼音的語言，它雖然會

有很多外來語，可是它是事實上還是有一個拼音的一個特色在那

個地方，所以不應該會有那種狀況，所以問題是你怎麼介紹給他，

那我們覺得很好我覺得很有意思是，為什麼在給 ABC的時候，再
給聲音的時候，孩子這中間會一段時間會這麼混淆，可是反而現

在在M系統這邊，倒過來，只給聲音了，到最後再給他字（符號
名稱），他很容易他就接受了，他就沒有這種混淆的問題，我也不

知道為什麼」（M-T-483）。 

4. 閃示卡：通常在進行字音對應或者 CVC的合併音時，利用變化字
首、字中、字尾的方式，熟悉音的組合，會用到這項教具。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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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母的書寫體與印刷體對應時，可能會用到：「原來這個孩子之前

從來沒有接觸過所謂印刷體的字，這對他全新，我回再跳回來，

去拿，我有一本綠色翻的，你有沒有看到本子，全部印刷體那本

書，我有一本小本的，它是三格的，然後中間都是母音，然後那

個卡可以翻，這個給他一個前置動作」（M-T-454）。 

（二） W系統 

W 系統有六種主要的語言教材，並且在不同的課堂上使用，也成

為課堂中主要的內容依據。這六種教材，隨著年齡不同、每週主題不同，

各有配合的內容，各自為一系列有順序性、深淺不同的安排。另外，到

了大班之後，則增加不同的教材內容，不但種類增多，內容也加深。根

據每本書的前言介紹，研究者摘要說明該教材的主要功用與使用時機。 

1. Discovery：根據該書的介紹「共有十二本一系列的書，專為三到
六歲的孩子設計。書中共有三十六個循環主題，循環週期為一年，

從小班、中班到大班，為增進幼兒的「長期記憶」（long-term 
memory），相同的主題單元隨著孩子年齡的增長，內容加深加廣，
並且根基於「Learning by doing」、「Saying while doing」兩個教學
方法」。W 系統的老師提到，該書主題內容即每週搭配的「週主

題」，使用的時機為每天「社會學習」該科目的主要讀本教材。 

2. Rhyme Time：該書使用的時機為「兒韻與律動」課，根據該書的
簡介「有一系列共六本書，貫穿大、中、小班三年，有系統地設

計出可閱讀可教學的內容，其內容根據季節或者節慶。透過這些

內容與方式幼兒可以練習與建立相關的字彙。書中建議老師可以

藉著這些兒韻練習知曉孩子在練習合作、語言技巧、韻律、音樂

性、發音和社會互動的情形。」 

3. ABC Pie：從介紹大寫字母開始，到小寫字母，每一個字母搭配一
個以該字母開始的字，一週介紹一個為主，循環之後，再增加該

字母開頭的字，另有書寫的練習，小班主要是描繪字母的形，爾

後增加到有一行的書寫練習。字母以印刷體為主。主要是「字母

與發音」課上的教材。由於該教材比較偏向於練習本的形式，所

以並沒有說明該書的用途，訪談主管時，較為具體地提到「字母

與發音」這堂課的教學重點：「就是/æ/，ant，然後塗那個 ant，或
者是有一些 A 的字就念給他們聽讓他們能夠跟進，去感覺到那個
是 start A，所以 J1（小班）的小朋友是不從字形去練習，就是我
們不會寫一個 ant在白板上，去告訴他 a-n-t，ant，只會教 letter從
單音的 letter，A到 Z，這是 J1一整學期，那 J2（中班）一整學期
也是 A到 Z但是他們可能是練習，不一樣的地方是，J2他開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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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的功課，但是那些寫的功課是帶進去比較經過整理過後的

phonics的練習，以及那個所謂的文字上面，他們開始要寫 ABCD
或這是他開始要寫一個詞出來，他開始要去分辨 ant、elephant，
就是他把那個 phonics的歸類完全呈現在，當他們開始會寫 ABCD
的那個字的背後，那各自還可以 sound什麼，比方說 A sound ant，
A sound alphabet，那就是 al，那老師就會再叫他們造幾個字，這
是 J2，那 J3（大班） level的話就比較精進，就開始是寫一個詞，
但是那個詞可能是，他從 A然後 a-n-t ，然後再來 elephant，就是
體會到那個感覺」（W-D-377） 

4. Steps to ABC：由於一些因素，研究者只能取得片面的資料，無法
完全得知該書的內容，但就以下的內容可以知道「Steps to ABC」
教學內容與「聲韻覺識」教學的確是相關的。 

（1） 簡介：共兩冊，此為大班時才增加的教材，根據該書的簡介「建
基於幼兒已經擁有完整的字母學習，包括字母的名稱與發音，該

書便是為了擴充幼兒更進一步的知識，包括母音與子音的結合，

每一單元以兩頁為主，介紹一個音素或相關合併音，內容設計具

彈性與變化性，包括一列的 rhyming words，一個 jingle，一個做
中學的活動以及一些書寫練習。」 

（2） 教學活動（遊戲）：書中介紹的做中學活動，根據簡介，所要練
習的重點有「押頭韻(alliteration)、押韻(rhyming)、字首與字尾音
素(initial and final phonemes)、字首音素(initial phonemes)、發音
(pronunciation)、拼字(spelling)、音素及其所代表的字母形式之關
連 (phoneme and grapheme correspondence)、字尾字母 (final 
letters)、結合音素以閱讀(blend phonemes for reading)、發音與拼
字的關係(learn new sound to spelling correspondence)、結尾音
(ending sound)」總共又十四個活動（遊戲），各自有一到兩個活
動是與上述練習重點有相關的，但是每一單元從中所選擇一個活

動。 

（3） 設計原則：由於研究者觀察的大班外師，恰巧就是該書的設計者
之一，研究者詢問該書的難度時，她順道提到其設計的順序為：

「（研：那你覺得 Steps to ABC會不會太難？）訪：我覺得難是
不會。（研：那會不會讓他們 confuse，比如說 a, e, i, o, u，有時
候是 short，那你要怎麼交他們去分別。）訪：他有分啊，像說
one book，因為那個課程是我自己編出來的，所以我滿清楚的，
如果這一本他在教 vowel的時候，都是 short a、short e、short i、
short o、short u，那另外一本才是 long a 、long e、long i。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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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先是教 short，再教 long訪：那個 level 2的課本是先教 short，
再教 long，level 3的課本是先教 long再教 short。」（W-T-112） 

5. Reading Train：為「閱讀課」的主要教材，由於該書無簡介，因此
無法知曉教學內容設計的原則。但根據W系統的主管說明，是比
較偏向「句型練習」的教材：「reading class 他的教學內容就是一
樣，就是有點類似句型的一個變化，讓小朋友知道說，小朋友可

能不會知道那各式名詞，那各是動詞，但是他不斷把句型不斷的

變化，比方說，I am a boy，那你可能變化 I am a girl，I am a mother，
I am a father，所以讓小朋友去知道說你去變化後面那個字，那個
就是同樣的詞性」（W-D-350）。 

6. Brain Power：為「問題解決」科目的主要教材，主要是透過一些
紙上的益智遊戲作為練習，觸發幼兒解決問題的能力。 

五、 師生互動 

（一） M系統 

1. 互動方式： 

關於師生互動部分，M 系統主管分析兩種特性的孩子，主動的

與被動的孩子，因為這兩種孩子的特性，老師的方式也要有所不同：

「他們互動其實也很自然啊，多半我們會給英文老師一個主要的坐

在那裡，孩子會自動去找他，那針對一些比較被動的孩子，或者對

英語這個領域不是很有興趣的孩子就變成我們M系統的老師要去做
引導，要去介入了，因為我們採用的是比較開放自由的方式，那孩

子也知道說，他每天都要有一個時間要去找一下英文老師，那有些

不主動的孩子，或者是對英文有點害怕的孩子就變成我們M系統老
師要去介入，要去帶著他去，然後坐在旁邊陪他，然後或者變成英

文老師要比較主動離開他的位置去跟那樣的孩子去做一些些暖身，

去做一些些短短的交談，不一定他會來到英文老師那個區域，變成

英文老師要走出去，或者是說，當英文老師，當孩子一批批主動來

以後，因為孩子會回到他自己的自由工作的領域去，就變成說英文

在那邊的時候，是沒有孩子在他周圍的，那變成老師要比較主動去

遊走在孩子當中，去觀察到哪一些孩子的工作是可以跟他做一個小

小的討論的，所以孩子就可以跟他，就會去跟孩子稍微的談一下。」

（M-D-221） 

2. 英文教師角色：教室中第三個老師、以學生學習為中心 

在M系統中，G老師談到其教師的角色也如同是教室內的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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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老師5，而不只是英文老師這樣的角色而已：「當初開始的作法就是

分開來，就是這是英語時間，英語老師來帶，那應該是到，今年開

始算是第二年，第二年了，對，然後就是老師駐鎮在教室裡面，那

種方式就等於是我們是第三個M系統的老師，以前我們不是，我們
類似就像是台語老師這種方式，只是進來上英文課，對，後來我們

就發現我說，我們覺得應該是用，像，把我們也當作是正規老師之

一，隨時有那個環境在那個地方給他，隨時有這樣輔助的人在旁邊

帶領他，這種方式」（M-T-36）。而這位M系統的 G老師也談到對於
自己在M系統中的定位，她認為自己是一個提供孩子英文的學習環
境：「帶領他，幫助他，輔助他而已，對，這就是啟發他，你不是一

個就是很單純，那種教跟授的關係，完全就是你給他這樣子的環境，

這樣子的工具，然後讓他自己去，自己去探索自己去學習，然後你

在旁邊帶著他，然後當然最好做到最後就是他可以依照這個模式他

自己去做」（M-T-524）。 

正因為英語教師角色的轉變，使得幼兒在學習英文時的方式也

隨之轉變：「那時候我們做的就是大團體，那是區隔的，那就是比較

傳統式的作法，後來我們就改了，改了就變成說老師就是駐鎮在教

室裡面，對，然後就像他們一般做M系統的工作，你有什麼樣的孩
子，什麼時候有機會，就把他抓過來，然後依著他的程度，依著他

的發展進度快慢這樣去做。然後就發現這樣的效果，真的很好」

（M-T-45）、「大班（團體）的時候你必須顧及是大部分孩子的進度
跟程度，所以你一定會有很多的死角，你會看不到，你沒有辦法給

每個孩子他的，注意力，因為你會有一個進度在走，……，那以目
前現在這種作法，小組或者是個人的，你就可以依據他的，強的地

方或者是他需要補強的地方，或者是他可能學習比較強就可以進度

快，所以完全變成是有一點是依照個人來走」（M-T-52）。 

3. 英語使用情形與要求 

雖然是在進行英語教學，但就研究者的觀察，當老師以英文給

孩子交談時，孩子並一定會以英文回答，因此，當孩子聽不懂老師

的話時，也會去猜老師的意思，並再一次地與老師確認是不是這個

意思。M 系統主管對於這種不強迫孩子一定要使用英文的作法，其

原因為：「我們不是在重視說，他會不會說英文，他會不會用英文來

表達，表達一個句子，或是用英文來說出一個字，我們重視的是孩

子在成長過程當中語文的能力，比如說他的發音口齒是不是夠清

楚，他的發音有沒有狀況，再來就是學習語文這方面他的基礎有沒

                                                 
5 在M系統的教室中，一個班級有兩位老師的安排，一位稱之為主教老師，另一位為助理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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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確實被奠定住，所以我們給他這樣的環境，但是我們不是要他們

照著我們一定要說出完整完整句，孩子會說出來，說的不夠多，也

不是每一句都是英文，但是呢，我們的英文主要目的不在於那個我

剛剛所說的要他會說出多標準的句子，但是相對的在這個練習當

中，孩子還是會說英文，孩子還是會發的出來音，那只是是附加的，

可是我們重點不在那，所以我們沒有很要求我今天用英文問你話，

你要用英文回答」（M-D-157）。 

（二） W系統 

1. 互動方式： 

除了「字母與發音」課之外，W系統大班的外師在課堂上較為
重視孩子「說」（speaking）的能力，雖然是大團體的教學方式，但
是大多時候會讓孩子輪流回答或示範，或者讓孩子輪流說出老師要

求的，如造句的練習等。大部分的教學互動，都是一種跟著主題在

走的「對話」，這種形式類似傳統教學方式的「講述法」，雖然孩子

與老師對話的機會與頻率比傳統「講述法」來的高，但是對話內容，

誰可以說話，或者教學與學習的時間是否應該開始或終止，其控制

權大多掌握在老師手上。比較起M系統的方式，老師的主導權較高。 

2. 教師角色： 

在 W 系統的老師，每個班級的老師都有兩位，一位外籍老師，

一位中籍老師。兩位教師都是帶班老師的角色，主要是希望營造出

如同家庭環境的氛圍，兩位老師如同家中的父母一般，W 系統的主

管解釋：「主要角色來講，其實我們相當的強調兩位老師是兩位一

體，所謂兩位一體是你是互相協助的，那兩位一體就是說當你這個

班級交給你們帶，你們的角色就有點像一個環境的爸爸媽媽一樣，

當然你不是只照顧你們班的小孩，我們會有很多的機會讓所有的老

師照顧所有的孩子，所以小孩子很習慣跟外國人本國人相處，同時

他們也學到了外國人的這種的文化，那他們也學到了本國老師對他

們的期望值，那針對中外師的，我們非常強調 co-teach 來講，怎麼
樣的 co-teach 是最好的，第一個，事前的準備兩個老師都要共同參
與，第二個，凡事的決定，有關這個教室的決定，兩個老師要共同

承擔責任共同參與，小朋友也是這個教室的一份子，所以我們讓大

家在這個教室的相處，或是在這個環境的相處，是像一家人一樣，

但是在職權的分類上面，主管我看到你們班的是，一個老師而已，

我所謂的一個老師就是說，我看你們班上我不會說你這個外師來跟

我講中師怎麼樣，那我就覺得這個外師不好，我不會這樣子做，原

因是因為我講過，所有的老師來，我都告訴他們，你們兩個人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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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師一定是兩位一體，兩位一體是共同 share所謂的甘苦共嚐，然後
共同的 share responsibility，共同互相的合作，然後共同滴水不漏的
把你的班級帶好，所以，我們有一個原則，有小朋友的地方，一定

要有老師，所以當老師一個忙著對外的時候，一個老師一定在內的，

所以小朋友永遠不會有一個狀況是說老師看不到的，所以這就是我

們中外師互動的一個部分」（W-D-449）。 

然而，就事實的情形而言，中師的工作卻是較為吃重的：「教學

的部分其實是兩個老師上課是共同教學沒有問題，那中師的角色比

較吃重是在於這個所謂的保育的部分，來有一些 paper work上面，
他可能必須要做電話訪談，他可能必須要寫每天的聯絡本，寫三天，

那外師是兩個禮拜寫一次，那中師是每天都要寫，寫三天，第四天

note 第五天沒有，那他可能是在小朋友發生問題的時候，跟家長溝
通的一個橋樑，因為我們並不建議家長直接跟外師做溝通，那同樣

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狀況，也是因為文化性的差異，常常我們很瞭

解外師他講的是什麼意思，可是家長會斷章取義，然後開始會有一

些誤會產生，所以我們比較建議說家長有問題隨時跟 office當作他們
唯一的窗口」（W-D-471）。 

從研究者的觀察與了解，以及上述的說明，更說明幼兒在面對中

籍教師時，自然而然會產生較外師更多的依賴。中籍教師比較是教

學與保育兼顧的幼教老師角色。然而，若以教學與保育比重來劃分

中外師的角色，外師角色若因此而被歸類於類似「英語教學教師」

的角色，在W系統系，又不盡然，因為外籍教師也必須共同承擔班
級的帶班責任，事實上兩位老師的角色與責任卻又不全然對等。然

而，為了營造「全美語」的學習環境，W系統又必須設置外籍教師。
研究者在詢問了為什麼是這樣的選擇與搭配，W 系統主管所提出的

理由，主要的因素一者為教育或保育上所產生的「文化差異」，一者

為外師較易產生中斷教學的突發狀況，而中師在這些情況下可以適

時地扮演平衡的角色（內容摘自訪談文本W-D-413-447）。 

3. 英語使用情形與要求 

對孩子而言，不論是外籍老師或是中籍老師，基本上大多時候，

都是要以「英語」做為主要溝通談話的語言。而採取全美語的教學

方式是因為：「我們認為說其實在台灣你要把第二個灌進到你的母語

一起去學習的時候，你必須一定要讓小朋友有一個所謂的創造一個

環境，那如果是像一般坊間的這種一個小時兩個小時，其實那個學

到的其實是比較，也是有幫助，但是以你要把第二個外語學得比較，

從小，就是我們相信從小學第二個外語是好的這個角度來看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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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就是W教學系統的方式會比較快進入狀況，因為他是一個全美
語的環境，他創造的是，在這各校區，小朋友一定都要講美語，所

以你在學校講美語，你在家裡你可以講美語也可以講國語，那當然

就是小朋友有他自己的一個語言的轉換，這個是他自己會產生的一

個能力，這樣子」（W-D-87）。環扣到W系統的教育目標之一，欲培
養孩子「卓越美語」的能力，「全美語」呼應教育目標成為教學設計

中理所當然的先決條件。 

同時該系統的主管也提到，對於新生的孩子，實行「全美語」

的要求，也需要時間的等待：「所以當新血加入的時候，W系統的制
度是說，一個月之後就必須要完全的用美語來談話（研：一個月？）

對！W 教學系統是要求一個月，不管他的年齡，可是在我們執行起

來的話，我是覺得一個月對於一個新的班級，還有平均值你還要看

這個老師帶的狀況怎麼樣，有的老師快有的老師慢，那平均估算下

來，我是覺得我們校區來講，我是覺得要花到一個半月到兩個月的

時間」（W-D-121）。 

以孩子接受「全美語」且使用該語言的情形而言，W系統主管
就其經驗提到，越小的小孩越容易進入「全美語」的狀況：「不同年

齡學習語言的模式會不一樣，小小孩是用 imitate的方式模仿聽人家
講話，他馬上就去 copy，所以他 copy的能力很快，速度很快，尤其
是小小孩他沒有分辨的能力，他會覺得這個環境很好玩，所以你可

以看到小小孩早上他來的時候，他一定會跟老師說 good morning，
那他的這些能力是怎麼來的，像他一樣會跟大家說 wash your hands，
或者是說 make a small ball，他也許不會講完整句，但他會開始用老
師上過的話，或者是老師講過的話，他 copy的速度是很快，所以並
沒有形成一種狀況是說，J1學得一定比 J2還慢，J2一定比 J3還慢，
不是這樣子的」（W-D-128）。 

然而，正因為仍是處於母語的大環境中，孩子若使用母語（中

文）而與學校「全美語」策略的要求相衝突時，學校的處理方式，

並不是告訴孩子說不可以說中文，而是以另一種方式告知孩子：「我

們不跟孩子講說 no Chinese，從來不講，甚至於他們有人說 Chinese，
有人會說，喉！（台語：表示你糟糕了的發語詞）Chinese，然後老
師會說，That’s ok to speak Chinese, but we like to speak English more at 
school, and we speak Chinese at home.我們會用這樣的方式去引導小
朋友說，我們本來中國人就是會兩種語言，我們應該要感覺驕傲的

是，你擁有兩種語言的能力，但是你不是說在學校我們就是 no 
Chinese，我們並不這樣告訴小朋友」（W-D-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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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教師專業之比較 

（一） M系統 

1. 選擇英語教師之要求 

（1） 教師的專業背景 

對於英語教學師資專業性的要求，教師的專業背景也是考量的重點

之一，但是該系統更重視的是，成為 M系統教師之後的培訓。M系統
主管提到：「這方面我們也有考慮，但是我們在選擇的時候，當然教英

文他有這樣的專業啦，然後有一些老師他們只是會教英文，他並不是會

以 M 教學系統方式來帶孩子，那這樣子的一個專業背景是後來到學校
來以後，我們有一個訓練中心在訓練他，在培訓他們的，當然基本條件

是，他們在英語教學這個領域上面，他們有這樣一個能力了，但是不見

得每個老師都會以 M 教學系統的方式來帶，來教孩子，那進來之後我
們必須要再培訓他們」（M-D-39）。 

對於外籍教師聘用的情形，研究者觀察了三個分校的情形，僅有位

於天母校區的班級，有兩、三個班級是外籍老師進行英語教學，大部分

都是中籍的英語老師，M系統解釋此種情形：「其實我們也有外籍老師，
其實我們比較重視老師的發音，所以那剛好是，這一批我們選擇的英文

老師他們很多都是把英文當作是母語，比如說是 ABC，或是從小就已
經在國外，就是小留學生才再回來的，所以剛好他們的發音都是跟外國

人是一樣的，所以英文可以算是他們比較主要的語言，或者是她的先生

是外籍人士，只是剛好他們是東方面孔，是中國人」（M-D-28）、「因為
我們是從 phonics開始引導孩子，所以發音其實滿重要的，就是正確的
英文發音唸法，腔調這樣子」（M-D-35）。也就是說，選擇教師時，考
慮老師的「發音」更甚於老師的膚色。 

（2） 培訓內容 

然而，當英語老師被選定之後，為儲備教師的角色，並非立刻進入

教學現場，M系統另外成立一語言教學中心（即訪談文本中所提的「M
大」），所有的英語老師皆要接受語言中心的培訓，而該語言中心文宣資

料中說明，培訓的內容可分為「職前訓練」與「在職訓練」。儲備教師

職前訓練包括了五十個小時的觀摩學習，三個月的課程培訓，最後有

200 個小時的課程實習，才能成為 M 系統的正式英語教師。其課程培
訓內容多是與「語言教學」有關之課程，包括「M系統語言教學概論」、
「教學教具使用方法」、「英語教學法」、「M大 M系統英語教學法—課
程篇」以及「儲備師資實習教學」。在職訓練則包括一年兩次的師訓課

程、不定期的督導與評鑑、定期的國際進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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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系統重視英語教師進入該系統後的專業培訓，更甚於教師本身

已具有的專業背景。以 G老師為例，在成為M系統的老師之前，其英
語教學經驗多是在「兒童」領域，而論及「專業背景」，G 老師並不是
畢業於語言教學相關科系，能成為 M 系統的英語老師，最主要還是接
受了該系統的培訓過程。（見訪談文本M-T-538-549、694-699） 

2. 對於「聲韻覺識」教學知識或概念的了解 

詢問 G老師是否知曉「聲韻覺識」概念，G老師：「I think I know it.，
因為其實它比較強調的，如果我沒有說錯的話，它比較強調的，基本上是

用拼音的方式，對不對？（研：嗯，沒關係你先講），我不太能夠講得出

這個，這個理念，但是因為我自己有在看一些書，所以我大概知道所謂的

awareness的意思，但不是能講得很清楚。（研：沒關係，那你覺得說這個
東西對英語學習重不重要？）訪：我覺得非常重要，OK，就像我剛剛講
的，你必須把字跟音去做一個結合，而不是說字是字，聲音是聲音，那我

覺得這個東西影響到你後面，你的字彙，影響到你後面整個閱讀，你會變

成是一種比較被動式的學習會變成是一種主動式學習，對。」（M-D-552）
雖然，G老師並沒有辦法具體地說出「聲韻覺識」的意涵，但是根據其教
學經驗卻正確地點出聲韻覺識與「認字」、「閱讀」的關係。 

（二） W系統 

1. 選擇教師之要求 

（1） 教師的專業背景 

關於W系統聘請中、外籍教師的要求：「當然我們會以第一個要求
的標準是大專以上，兩種老師都是，第二個，如果你是大專以上，學歷

當然是越高越好，然後你要有英文的背景，我挑人我一定要有英文的背

景，或者說你英文一定要流利，那第三個就是談到相關的經驗，你有沒

有相關的經驗，那第四個你如果是專業的那當然更好，比方說你是教育

系的，比方說你是英語系的，那這兩個的 related的這個經驗都算是我
要的目標，那除此之外就是黑馬型的，他就是雖然是過去可能有經驗但

是他學歷並不高，但是擁有的經驗足夠證明讓你覺得說把一個班級交給

他帶的時候我會非常的放心，那這樣的人我也會用他」（W-D-481）。已
經擁有四年教學經驗的M老師也表示，之前並沒有「英語教學」的訓
練或背景。（見訪談文本M-T-2-7） 

（2） 培訓內容 

W 系統主管表示，該系統對於新進的老師有職前訓練，在職訓練

也不定期舉辦，其培訓的內容重點為：「職前訓練的話當然一定讓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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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這個幾天的時間完全瞭解W教學系統的制度、歷史、成立的宗旨、
要求老師所擔任的角色，尤其是會把 teacher’s handbook裡面的東西講
得非常清楚，你當一個老師從早到晚你要負責的部分是什麼，那一些我

們大型的活動老師要怎麼提前規劃準備，還有就是我們要求所謂的

co-teach 的品質是什麼，還有的話就是我們所謂的 learning by doing、
saying while doing還有 TPTR或者 TPMR或者是歌唱語句教學法，我們
所強調的精神到底是什麼，這些東西都會在職前訓練的時候都會教會每

一個不管是中師還是外師，那在在職訓練的話就是視情況而定，那原則

上我們有時候會有全員訓練，全員訓練平均來講就是一年一次，那全員

訓練的就是所有的中籍的工作人員我們都會聚集在一個地方，可能就是

過夜的那種，那就有那種類似卡內基的訓練，再來的話就是平均每一個

學期會有三次左右的在職訓練，在職訓練之一種，這種也是叫做 W 教
學系統的中師進修，那這個進修主題就會事先規劃好，可能講的都是一

些幼教理論，或者是幼教相關的議題，那我們會在會議當中訓練老師做

一些即席的活動。」（W-D-493） 

訪談 M 老師在 W 系統裡的培訓經驗：「除了他們自己用的那些

teaching…(聽不清楚)之外，幾乎沒有，因為他們的這種 program 就是
observation 嘛，所謂的訓練就是看到你上課之後就是給你一些建議」
（W-T-9）。 

對於教師的專業培訓上，似乎主管與老師間的認知存在著落差，而

這個矛盾點所能延伸的議題值得再討論。 

2. 對於「聲韻覺識」教學知識或概念的了解 

詢問 M老師對於「聲韻覺識」的概念，M老師直接表示並不知道何
謂「聲韻覺識」（phonological awareness）。雖然，M老師對於“phonological 
awareness”這個專有名詞的概念一無所知，但是認為孩子在一開始時學習
語言的發音要正確：「因為我發覺一開始沒有學得很清楚，你以後會很糟

糕，比如說他的 ending……講不出來，我們是會聽的出來沒有真正的學會
這個字，然後有一種懶惰的感覺，會帶來一種懶惰隨便的感覺，就是隨便

講，有一些發音是比較難學會，比如說 th（�），所以我會就是有都我聽到

講不正確，我也會趕快提醒他，那有的學生是真的需要花一些時間在發音

上面」（W-T-74）。 

再者，由於M老師是「Steps to ABC」教材的編著者，對於該書以及
「字母與發音」課應具備的教學重點為：「就是知道說每個小朋友可以發

出這個聲音嘛，用這個機會去抓住他們已經會的 vocabulary」（W-T-96）。
研究者提出該書編排內容是否有一順序性的安排：「訪：他有分阿，像說

one book，因為那個課程是我自己編出來的，所以我滿清楚的，如果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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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他在教 vowel的時候，都是 short a、short e、short i、short o、short u，
那另外一本才是 long a 、long e、long i….（研：所以先是教 short，再教
long）訪：那個 level 2的課本是先教 short，再教 long，level 3的課本是
先教 long再教 short」（W-T-116）。的確，不同於 M系統對於介紹字音順
序的要求與架構，M 老師認為會發生認為孩子並不會有長、短母音混淆

的情形：「我覺得不會，因為他們已經知道，因為我們是先用傳統的方法

先教 ABC嘛，所以他知道一看到那個東西他就會很自然反應那就是 A，
那有時候 A 是有/æ/也時候是有/e/的音嘛，其實他們滿瞭解這一點，就是
說，因為我覺得如果我教他 This is the letter A，然後再去問 what sound does 
it make，我就是用這個方法」（W-T-126）。M老師認為，孩子遇到子音母
音組合成不同的音節時，自然要再去學新組合出來的發音：「所以他本來

就是 letter A它有不一樣的發音，那如果你這樣教，他以後比較能夠去接
受說為什麼 cat是 short A，然後 plate是 long A，為什麼，就是有不一樣
的發音，我覺得對我來講，你這樣教他第一次看到 A 它就是/æ/，那他下
次看到 long A那怎麼看？他又要重新學會，A+E是/e/，那為什麼不一開
始就教他 A有兩種發音，對我來講，我覺得說這是會比較不 confuse他們
的教法」（W-T-136）。 

從M老師對於「字母與發音」課的看法，以及課堂上偏重於「認字」
的教學重點，可以知道其所注重的是「發音」與「字彙」，然而，「發音」

若只是發出「字詞」的音，然後記憶字詞的拼法，這樣的教學方式距離培

養孩子「聲韻覺識」能力可能尚有一段距離。當然，一堂課的觀察無法直

接下判斷這樣的教學是否有助於聲韻的學習。 

七、 與聲韻覺識教學相關之比較 

（一） 英語聲韻覺識教學相關之比較 

1. M系統 

（1） 與英語聲韻相關之教學活動 

正因為 M 系統教育重視的是孩子配合語言敏感期的發展，所以不
論是學習中文或英文，甚至是任何一種語言，在幼兒這段期間特別重視

語言學習中的正確發音，所以對於「英語教學」定位是希望孩子可以藉

著接觸英文時活化孩子的口腔發展。在這個觀點下，所設計的課程與教

學內容，自然而然地與觸發「聲韻覺識」這項能力有了密切的關係。從

上述相關的「教學活動」中可以發現，例如一開始學習「字音對應」、「聲

音遊戲」，到「拼音」、「閱讀英文小書」等，都與「聲韻覺識」的教學

有相同的觀點與作法。 

當然，從教學活動的重點看來，除了「聲韻覺識」能力的建立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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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具體地說 M 系統以系統性的方式循序漸進，是為了建構孩子在英語
「字音」上的知識。 

（2） 英語聲韻教學佔英語教學時間之比率 

 分析「課程架構之安排」（應然面） 

由於，M 系統的英語課不採結構性地按表操課方式，其所設計的

英語教學時間即是每日一個半小時，根據 M 系統將「英語」定位為多
種語言學習的材料之一，以及「豐富孩子感官能力」的教育目標之下。

在幼兒階段，初步接觸的英語課，都圍繞在所謂「字音的建立」以豐富

對英語敏感度的概念下，進而再培養幼兒對「字形的認知」。從這個觀

點可以想見其中與「聲韻覺識」教學相關的內容與時間應該是大部分。  

 分析「課程實施之觀察」（實然面） 

就英語聲韻覺識的教學時間而言，M 系統的英語教學設計中，一

天一個半小時的英語教學時間，研究中表 4-4M系統英文課進行流程做
為分析，關於「聲韻覺識」的教學幾乎佔了百分之百。在研究者所觀察

的一週時間，根據不同的教學活動，計算活動所佔的時間，整理出表

4-8 資料。表 4-8 欄中代表的是當天這項教學活動進行的次數與時間，
以一分鐘為單位計算教師教學活動的次數，不論幼兒是否重複回來找老

師也以一次計算，所以同一時間中可能會有兩組到三組教學同時進行，

同時進行時，若某一組暫停等待老師的時間則會扣除。 

從表 4-8可以得知，M系統中聲韻教學佔總英語教學時數的百分之
八十九，是相當高的比率。研究者嚴格將教學活動分為兩類，一者是與

聲韻教學有關，一者是與聲韻教學無關，但事實上，M 系統老師在教

學時，即便是研究者認定與聲韻無關的教學活動，多多少少還是會帶入

關於「發音」或「聲音」的教學，若採這樣的標準，則關於聲韻的教學

所佔的比率將會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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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8  M系統聲韻覺識教學相關活動次數與時間比率 
教學活動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字音對應 1. 4mins   1. 5mins

2. 10mins
閱讀小書 1. 5mins

2. 7mins
3. 9mins
4. 5mins
5. 7mins

1. 4mins
2. 5mins
3. 6mins
4. 6mins
5. 6mins

1. 3mins
2. 9mins
3. 7mins
4. 4mins

1. 5mins
2. 7mins
3. 8mins
4. 13mins
5. 9mins
6. 4mins

拼音練習--拼音盒 1. 23mins
2. 21mins

1. 21mins
2. 22mins

1. 17mins
2. 18mins
3. 9mins

1. 24mins
2. 26mins
3. 24mins
4. 16mins

數音節   1. 2mins  
聲韻覺識教學時間 81mins 70mins 69mins 151mins 
書寫 1. 2mins

2. 5mins
1. 4mins
2. 1min 
3. 1min 
4. 1min 
5. 1min 
6. 1min 

1. 2mins
2. 2mins

1. 2mins
2. 4mins
3. 2mins
4. 1min 

認字 1. 2mins 1. 1min 1. 4mins 1.  2mins
字彙學習    1. 10mins
其他教學時間 9mins 10mins 8mins 21mins
聲韻＋其他教學＝ 
英語教學之總時： 

90mins 80mins 77mins

戶外 
教學 

172mins

聲韻教學佔 
總教學時數之比率 

觀察週的英語教學總時數：419mins 
觀察週的聲韻教學總時數：371mins 
聲韻教學總時/英語教學總時＝89﹪ 

註：原本星期五英文老師駐鎮的時間為三個小時，但是到了要進行團體教學的時間

時，因為臨時要為一位小朋友慶生，所以帶班老師請英文老師將時間留給這位小朋友

分享他的糖果。因此，原本英文老師安排的故事及兒歌時間這週也就暫停。 

2. W系統 

（1） 與英語聲韻相關之教學活動 

分析 W 系統的課程安排，研究者認為有三堂課可能會牽涉到「聲
韻覺識」的教學，這三堂課分別為「閱讀課」、「字母與發音」、「兒韻與

律動」。從上述教材介紹中可以看到，「字母與發音」的教材的確與「聲

韻覺識」教學有關。 

雖然教材的設計內容如此，但分析大班「字母與發音」這堂課，外

師的教學似乎偏重於「認字」與「書寫」這兩項活動上，同樣是教「L」
相關的字，字首有「L」的音與結尾是「-l」、「-ll」、「-ld」發音是有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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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但是外師一直沒有讓孩子區辨兩者的差異，認字的教學，也偏重在

整個字發音為何，並沒有為孩子切出字詞中最幾本的「音素」。因此，

具體而言，這堂課是否能觸發幼兒在「聲韻覺識」上的能力，似乎值得

再進一步地討論。另外，研究者所觀察的一週時間裡，有時候，老師會

請孩子利用等待老師準備教室或者準備進教室的幾分鐘，請孩子複誦字

母對應其發音的短謠：「AA/æ/æ/æ/, BB/b/b/b/, CC/k/k/k/……」。 

以中班的「兒韻與律動」課而言，可以發現教學亦是偏重於「內容

意義」上的了解，透過圖片、動作加強孩子對於兒韻內容的了解與記憶，

並沒有牽涉到「聲韻覺識」教學的相關活動。雖然，在研究者觀察的一

週時間裡，「字母與發音」課因為大型表演的採排而停課，「閱讀課」則

因為一上午的教學參觀而停課。不過，在其他教學時間中，中班的老師

會因為教學內容有新的字彙，或者孩子已經會的字彙但不知該字詞的拼

法，在介紹內容時順道提醒孩子字詞的拼法，其介紹方式會將字詞的音

拆解至最小的「音素」，然後讓孩子試著猜測該「音素」對應的「字母」，

若遇到超出孩子所理解的一字母對應一音素的情形，則老師會以其他例

子解釋的方式呈現。例如，科學課時，因為該週主題為「建築」，所以

科學課的教學內容讓孩子認識一些建築材料，並讓孩子親自攪拌水泥、

疊磚塊，老師在一開始便介紹已準備好的建築材料，一開始介紹「磚塊」

（brick）時，指著磚塊先說了三次「This is a brick.」之後，請孩子試著
拼出磚塊這個字，老師先說/b/，孩子回答 B，依序把整個字拼出來，並
解釋結尾有兩個字母 ck，都是/k/的音，然後請孩子輪流說 b-r-i-c-k 
brick。就研究者觀察，只有中班這兩位老師比較常使用而已。 

比較 W 系統的中班與大班教學，可發現，兩位外籍老師在教學時
所抓的重點不一樣，大班老師偏重於字詞的「認字」，或者根據這個字

詞造句，偏重孩子表達（說）的能力。中班外師則偏重於孩子理解字詞

的「音素」與之相對應的「字母」之間的關係，並藉此帶出字詞的拼法，

從此處點出，即便是同一教學系統，老師的教學內容與方法也有所差異。 

（2） 英語聲韻教學佔英語教學時間之比率 

 分析「課程架構之安排」（應然面） 

研究者根據 W 系統主管對於課程內容的說明，以及教材的內容判
斷，何種科目與聲韻覺識教學相關，以及與「聲韻覺識」教學相關所衍

生的活動，可能發生在「閱讀課」（4.4﹪）、「字母與發音」（4.4﹪）與
「兒韻與律動」（4.4﹪）（見表 4-5），這些以英語為主要教學語言的科
目，以一週為基準，約佔英語教學時間的 13﹪。若將中文課也加進入，
則與聲韻覺識相關的教學時間佔一週總教學時數的 16﹪，也就是說，
W 系統的幼兒學習與聲韻覺識相關的時間大約佔總教學時數的六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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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分析「課程實施之觀察」（實然面） 

以W系統的大班「字母與發音課」為例（見表 4-6），整堂課都在
進行有關「字母與發音」的練習，與「聲韻覺識」教學相關。但若仔細

分析其教學內容，則不是那麼「直接地」與聲韻覺識教學相關。教師根

據教材（Steps to ABC）設計，進行與字母 L相關的教學，然而教材的
內容有起始音 L 的字詞（word），以及韻腳中以「-l」、「-ll」、「-ld」結
尾的相對字詞，特別是韻腳與 L 相關的發音，其實與起始音 L 已經完
全不一樣，但教師因循教材內容教學，並沒有特別教幼兒區辨其中的差

異，雖然給予這些字母相對應的字詞，但是不同字詞間所有的共同部分

所呈現的「聲韻」關係並沒有被提出而進行教學。同樣地，中班的「兒

韻與律動」課，也是著重在對於兒韻的理解與背誦，沒有「直接地」與

聲韻教學相關。 

因此，就時間觀點上，分析W系統與「聲韻覺識」相關的實然面，
實有困難。如同前面已討論過的，真正與聲韻覺識相關的教學活動可以

發生任何科目、任何時間，也跟老師所抓的教學重點有關係。因此，比

較教學內容與教學方式之外，老師的教學專業以及教師的教學想法也應

該是討論的重點之一。 

（二） 中文注音符號教學與學習之比較 

根據鄭佩芬（2000）的研究指出，中文語音覺識在注音符號的觸發下，
正確率與反應時間比在沒有注音符號觸發下來的高。本研究之設計，加測

「中文注音符號」辨識與合併音的測驗，以驗證中文聲韻覺識能力與注音

符號之間的關係。在初步了解兩系統的教學內容安排，得知兩者皆有不同

程度的「中文注音符號教學」。因此，訪談兩系統主管時，也簡單地了解

兩系統中文注音符號教學的情形。 

1. M系統 

M系統的教學設計，認為第二語言的學習是奠基於母語的學習之上，
特別是進行英文的拼音與閱讀前，孩子對注音符號已熟悉，且能做注音符

號的拼音：「那在英文他的進行方式，我們一定要有中文的一個基礎之下，

日常會話當然是在生活當中就已經帶出，可是如果說在拼讀的方面，我們

說英文的 phonics，那今天孩子要進到認讀 phonics，然後拼音這個能力的
話，是要奠基於他的中文的能力，他中文的注音符號有拼音的能力之後，

我們在這個英文部分的上面，我們才開始帶入」（Ｍ-D-19）。所以，可以
說，M系統的中文注音符號的辨識與拼音能力是進入英語學習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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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 M 系統中文注音符號的教學，也包含英文的教學，都是以豐富
孩子語言的敏感度為出發點：「所以在我們的語文的教材的設計就是從這

樣子的一個觀點裡面，讓孩子去分析到什麼是開始的聲音，什麼是結束的

聲音，什麼時候是連結音，包括英文也有嘛，我們是藉助他這樣子對語言

學習的時候的敏感度，他對語言學習的敏感期，那語言的敏感期是零到六

歲，所以他對些微差異性的敏感度，所以我們設計出從感官開始發展到語

文，所以語文的時候他可以聽出來，貓，他的開始音是ㄇ，他不需要我們

去講他的發音是，貓這個字開始是ㄇ開始跟ㄠ結尾音在一起，才能作聲音

的一個解析，然後包括他的符號，語文學習包括符號，視覺，所以視覺之

後他又開始可以藉由圖片的閃示去吸收到圖形 A 這個圖形跟 B 這個圖形
不同在哪裡，牽扯到中文就是，比如說ㄅ跟ㄆ跟ㄇ有什麼不一樣，認識到

符號」（Ｍ-D-347） 

2. W系統 

根據 W 系統幼兒在注音符號測驗的結果，部分大班生對注音符號尚
不熟悉，拼音表現上則大都沒問題；中班生大部分對注音符號認識約末一

半，或者完全不清楚，拼音能力也尚不成熟。根據教學觀察紀錄，W 系

統的中文課，著重在兒韻的教唱、注音符號的認識與拼音的練習這三方

面，透過唱謠、書寫等活動增加注音符號的熟悉度。採坊間編著的教材為

主要讀本，教學內容跟著讀本安排進行。不論是大班或中班，每週四十至

五十分鐘的教學時間，大約有二十分鐘左右進行注音符號拼音練習，或是

符號的發音練習。 

八、 小結 

上述較為全面性地說明兩教學系統的實質內涵之後，接下來提出一些英

語教學與學習的綜合比較觀點，將 M系統與 W系統之差異整理如表 4-9。
資料摘要自訪談文本及觀察資料。 

表格 4-9中所比較的觀點，兩系統都有明顯地差異，從教育目標到課程
模式、教學內容、教學方式、教學時間、師生互動、教室語言的使用、教師

培訓等都是天壤之別。不過，就教材設計則有些是相同的。詳見表格內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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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9  M系統與W系統之綜合比較表 
比

較

觀

點 

園所名稱 M系統 W系統 

教育目標 
配合幼兒邁向成熟之前的變化

與蛻變時，協助其成長。 
領袖氣質、資優才藝、卓越美語

課程模式 
內容以「生活教育」為出發點，

課程進行方式採視個人學習進

度為主的「個別工作」模式。 

以「全美語」環境為主幹的主題

式分科教學模式，課程為既定內

容，採團體性按表操課的模式。

英語教學在課

程中的定位 
□ 為學習的科目之一 
□ 為學習其他學科的媒介 

 為眾多語言學習材料之一
（主管：就學習的領域區分） 

□ 為學習的科目之一 
 為學習其他學科的媒介 

（主管：課程重心，為教育目標

所欲培養的能力之一） 
語言能力培養

重點 
聽與讀為主要重點，培養孩子抓

住聽到與說出「聲音」的準確

性，視孩子個別狀況，待孩子肌

肉發展準備好即有正式的書寫 

聽、說為一開始的重點，重視語

言中溝通表達的能力。隨著年齡

增長，大班時讀寫份量加重 

語言能力成熟

度（主管觀點） 
聽＞讀＞寫＞說 說、聽＞讀、寫 

英

語

教

學

的

定

位 

時間觀點 時間長短不影響，重要的是內容

以及孩子的發展（中文能力準備

好了才學英文） 

創造如同母語一樣的環境，從小

開始學較易進如狀況，投注的時

間是重要關鍵 
一週總教學時數
（扣除用餐休息與遊

戲時間） 
27.5小時/週 20.4小時/週 

英語進行教學

之一週總時數 7.5小時/週 18.75小時/週 
英

語

教

學

時

間 

英語教學時間

佔總時數之比

率 
27﹪ 92﹪ 

教學內容 

教學內容：字音的建立、字形的

認知 
教學活動：字音對應、拼音練

習、閱讀英文小書、書寫、聲音

遊戲、字彙學習、說故事、兒歌

律動 

教學科目：社會學習（主題討

論）、閱讀課、字母與發音、美

勞課、科學課、問題解決、兒韻

與律動、烹飪與家事、舞蹈課、

中文課、數學課、故事時間、句

型練習、運動（早操與午操）、

遊戲時間 

英

語

教

學 

教學方法 

個別工作，將英語老師視為教室

中提供英語學習的環境之一。與

孩子透過不同的教學活動，達到

教學內容的學習。教學活動直接

反應教學內容。 

全身回應法(TPR)，強調做中
學、說中學的教學方法。配合每

週主題的情境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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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教具種類 教學活動時配合使用的教具/材
1. 砂紙板 
2. 拼音盒 
3. 英文小書 
4. 閃示卡 

針對不同的科目所備的教材：

1. Discovery 
2. Rhyme Time 
3. ABC Pie 
4. Steps to ABC 
5. Reading Train 
6. Brain Power 

教材來源  有固定系列，學校安排 
□ 無固定系列，由老師安排 

 有固定系列，學校安排 
□ 無固定系列，由老師安排 

英

語

教

材 

教材分級  有  有 
師生互動方式 一對一或一對小組（五人以下）

依學生的個別進度進行 
一對多，團體或全體性 
教師主導性強 

幼兒使用英語

情形 
□ 頻繁 
□ 尚可 

 很少（重複老師的話或簡單
對話） 

 頻繁（幾乎不使用中文） 
□ 尚可 
□ 很少 

師生溝通語言 英文老師大多對孩子說英文，孩
子可以以中文回應，簡單的問句

孩子能以英文回答。 

不論中、外師，大多時候皆以英

文作為對話的語言 

師

生

互

動 

教師角色 除了教室中的兩位帶班老師之

外，英語教師是教室中第三個老

師，只是以「英語」與學生溝通。

教學進度以學生學習為中心。 

兩位老師，一中一外，兩位皆有

教學責任與帶班責任，但教學以

外籍教師為主。教學進度由教師

掌控。 
是否有教師培

訓課程 
 有（有語言中心培訓） 

□ 無 
 有（主管回答） 
 無（M老師回答） 

職前訓練 五十個小時的觀摩學習，三個月
的課程培訓，最後有 200個小時
的課程實習。多是與「語言教學」

相關之訓練課程。 

機構制度、歷史、宗旨，教師角

色與責任（中外師搭配）、教學

方法等。 

培

訓

內

容

重

點 
在職訓練 一年兩次的師訓課程、不定期的

督導與評鑑、定期的國際進修。

一年一次全員集訓、一學期三次

有關幼教理論或議題之進修。 
被訪教師之背

景與經驗 
G老師非語言教學相關科系畢
業，在M系統教學前從事兒童
美語的教學 

M老師沒有語言教學之訓練或
背景，但在W系統做 tutor的經
驗四年 

教

師

專

業 

被訪教師對於

聲韻覺識認識

及其重要性的

看法 

G老師不能清楚表達，但點出與
「認字」、「閱讀」是有關係的。

M老師表示不知道。 

聲韻覺識相關

固定教材 
英文小書（十本） 1. ABC Pie 

2. Steps to ABC 
3. Rhyme Time 

與

英

語

聲

韻

教

學

聲韻覺識相關

教具 
1. 砂紙板 
2. 拼音盒 
3. 閃示卡 

Flash ca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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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訓練聲韻覺

識相關的教學

活動（可觀察

到的） 

 兒歌韻文教學 
 字—音對應 
 辨音訓練 
 合音訓練 

其他：閱讀小書、數音節 

 兒歌韻文教學 
 字—音對應（中班） 

 

聲韻教學相關

活動佔英語教

學時間之比率 

應然面：100﹪（因為第一階段以「字
音的建立」、「字形的認知」為主，與聲

韻覺識能力建立相關） 
實然面：89﹪（一堂課時間紀錄）

應然面：13﹪（研究者認定的相關
科目） 
實然面：無法計算，就觀察資料

應該少於應然面 

學

相

關 

英語聲韻教學

時間佔英語教

學時間之時數 
7.5 小時/週×89﹪＝6.68 小時/週 18.75 小時/週×13﹪＝2.44 小時/週

與

中

文

聲

韻

教

學

相

關 

中文注音符號

學習情形 
注音符號的辨識與拼音能力建

立後，才進行英語的學習。大班

對母語的注音符號與拼音教學

已經很熟悉；中班孩子有個別差

異，有些孩子符號與拼音已熟

悉，有些孩子符號熟悉但拼音能

力尚不成熟 

部分大班孩子對注音符號尚不

熟悉，但拼音沒問題；中班孩子

大部分對注音符號大約認識一

半，或者完全不清楚，拼音能力

也尚不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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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聲韻覺識」測驗與注音符號測驗之結果 

根據研究設計，本研究採三因子變異數分析（three-way ANOVA）中的
混合設計（兩個獨立樣本與一個相依樣本），想了解幼兒的不同年齡（獨立

樣本：中班與大班），以及接受不同教學法（獨立樣本：M系統與W系統），
其聲韻覺識能力（相依樣本：音節與音素成績），是否有差異，考驗三因子

各自的主要效果和交互作用效果的顯著性。 

另外一部份即是中文注音測驗的部分，有「注音符號辨識」測驗（注音

辨識）與「注音拼音」測驗（注音拼音）。此部分僅利用二因子變異數分析

（two-way ANOVA），看「教學法」與「年齡」的解釋力是否顯著。 

最後，利用皮爾遜積差相關法（Pearson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分析中
文與英文聲韻覺識能力間的關係。 

一、 聲韻覺識測驗結果 

聲韻覺識的測驗成績，含中文聲韻測驗與英文聲韻測驗兩部分，以下就

中文聲韻與英文聲韻分述研究結果。 

（一） 英文聲韻覺識 

表 4-10 為所有幼兒的英文聲韻覺識測驗及分測驗（音節、音素）
成績之百分比平均值與標準差。 

表 4-10  英文聲韻覺識及分測驗成績之百分比平均值與標準差 
 大班生  中班生 
 M系統 N=20 W系統 N=20  M系統 N=20 W系統 N=20

測驗項目 平均值 
(Mean) 

標準差 
(SD) 

平均值

(Mean)
標準差

(SD)  平均值(Mean)
標準差 

(SD)
平均值 
(Mean) 

標準差

(SD)
英文聲韻 .92 (.07) .89 (.16) .64 (.19) .55 (.18)
英文音節 .97 (.04) .96 (.07) .90 (.09) .88 (.13)
英文音素 .88 (.14) .82 (.27) .38 (.34) .22 (.28)
註：所有成績的滿分為 1。所有的數值以四捨五入取到小數點第二位。 

表 4-11為英文聲韻覺識測驗的變異數分析表。英文聲韻覺識測驗，
「年齡」的主要效果達顯著，F（1,76）＝74.66，p＜.001，全體大班生的
英文聲韻成績優於全體中班生；「教學法」的主要效果未達顯著。而「英

文聲韻覺識」測驗的「音節」成績與「音素」成績之差異達顯著（F（1,76）

＝175.29，p＜.001），全體研究對象之「英文音節」成績高於「英文音
素」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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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4-11英文聲韻覺識測驗之變異數分析表 
變異來源 自由度 平方和 均方 F統計量 P值 

受試者間  
教學法 1 0.16 0.16 3.14 0.08
年齡 1 3.79 3.79 74.66 <.001
教學法*年齡 76 0.03 0.03 0.56 0.46
受試者內  
英文聲韻（音節、音素） 1 4.90 4.90 175.29 <.001
教學法*英文聲韻 1 0.09 0.09 3.31 0.07
年齡*英文聲韻 1 2.26 2.26 80.92 <.001
教學法*年齡*英文聲韻 1 0.02 0.02 0.67 0.42
誤差 0  
總計 159  
註：數值以四捨五入取到小數點第二位。 

交互作用部分，「教學法」與「年齡」交互作用未達顯著水準，意

即不同年齡的英文聲韻覺識能力差異不會隨著教學法不同而有所差

異，反之亦然。但是「年齡」與「英文聲韻覺識（音節、音素）」能力

之間有交互作用效果（F（1,76）＝80.92，p＜.001），交互作用情形見圖
4-1；也就是說，不同年齡的差異表現在不同的英文聲韻覺識能力（音
節、音素）有所不同，反之亦然。「教學法」與「英文聲韻能力（音節、

音素）」間則未產生交互作用效果。 

由於「年齡」與「英文聲韻覺識（音節、音素）」能力之間有交互

作用效果，進一步考驗單純主要效果，分析細格內的差異發現：相同教

學法下，比較不同年齡在「英文音節覺識」或「英文音素覺識」的能力

表現的差異，大班生表現明顯優於中班生。 在「英文音節」能力上，
M系統的大班生表現優於M系統的中班生（F（1,38）＝9.42，p＜.01）；
W系統的大班生表現優於W系統的中班生（F（1,38）＝5.07，p＜.05）。
表現在「英文音素」能力上的差異，M 系統的大班生表現也是優於 M
系統的中班生（F（1,38）＝37.39，p＜.001）；W 系統的大班生表現也是

優於W系統的中班生（F（1,38）＝46.59，p＜.001）。 

最後，「年齡」、「教學法」以及「英文聲韻覺識」能力三者之間並

沒有交互作用效果。 

上述結果得知，就英文聲韻覺識而言，在英文「音節」的這個聲韻

層級，雖沒有教學法上的差異，但有年齡上的差異。屬於較難的「音素

覺識」能力，有「年齡」的差異，大班明顯優於中班；然「教學法」的

差異，則未達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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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4-1 「年齡」與「英文聲韻能力（音節、音素）」交互作用情形 

（二） 中文聲韻覺識 

表 4-12 為所有幼兒的中文聲韻覺識測驗及分測驗（音節、音素）
成績之百分比平均值與標準差。 

表 4-12 中文聲韻覺識及分測驗成績之百分比平均值與標準差 
 大班生  中班生 
 M系統 N=20 W系統 N=20  M系統 N=20 W系統 N=20

測驗項目 平均值 
(Mean) 

標準差 
(SD) 

平均值

(Mean)
標準差

(SD)  平均值(Mean)
標準差

(SD)
平均值 
(Mean) 

標準差

(SD)
中文聲韻 .97 (.05) .89 (.13) .74 (.23) .57 (.18)
中文音節 .98 (.05) .97 (.06) .895 (.09) .89 (.11)
中文音素 .97 (.09) .82 (.22) .58 (.39) .24 (.29)
註：所有成績的滿分為 1。所有的數值以四捨五入取到小數點第二位。 

表 4-13為中文聲韻覺識測驗的變異數分析表。中文聲韻覺識測驗，
教學法的主要效果達顯著，F（1,76）＝12.28，p＜.001，M系統表現得比
W系統好；年齡的主要效果也達顯著，F（1,76）＝61.43，p＜.001，全體
大班生的中文聲韻成績優於全體中班生。而中文聲韻覺識測驗的「音節」

成績與「音素」成績之差異達顯著（F（1,76）＝109.47，p＜.001），意即
全體研究對象之中文音節成績高過於中文音素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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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3 中文聲韻覺識測驗之變異數分析表 
變異來源 自由度 平方和 均方 F統計量 P值 

受試者間  
教學法 1 0.63 0.63 12.28 <.001
年齡 1 3.14 3.14 61.43 <.001
教學法*年齡 76 0.08 0.08 1.65 0.20
受試者內  
中文聲韻（音節、音素） 1 3.19 3.19 109.47 <.001
教學法*中文聲韻 1 0.57 0.57 19.49 <.001
年齡*中文聲韻 1 1.63 1.63 55.85 <.001
教學法*年齡*中文聲韻 1 0.09 0.09 3.06 0.08
誤差 0  
總計 159  
註：數值以四捨五入取到小數點第二位。 

交互作用：教學法與年齡交互作用未達顯著水準，意即不同年齡之

聲韻覺識能力差異不會隨著教學法差異而有所不同，反之亦然；但，教

學法與中文聲韻能力（音節、音素）產生交互作用效果（F（1,76）＝19.49，
p＜.001），表示隨著教學法不同，聲韻覺識能力之表現也有所不同，交
互作用情形見圖 4-2；「年齡」與「中文聲韻覺識」能力之間有交互作用
效果（F（1,76）＝55.85，p＜.001），也就是說，不同年齡的差異會因為不
同的聲韻覺識能力（音節、音素）的差異而有所不同，反之亦然，交互

作用情形見圖 4-3。比較「教學法與中文聲韻」以及「年齡與中文聲韻」
交互作用顯著後的單純主要效果考驗中，分析細格內的差異發現： 

1. 教學法之間的差異：「中文音節覺識」能力在相同「年齡」（中班或
大班）之下的比較，教學法的差異未達顯著，也就是「中文音節」

能力不因教學法不同而有不同。但是，在「中文音素覺識」能力上，

比較大班組或者中班組的差異，都是M系統表現優過W系統，其
差異的顯著值：大班生組的中文音素能力，M 系統大班生優於 W
系統大班生（F（1,38）＝7.94，p＜.01）；中班生組的音素能力，亦是
M系統中班生優於W系統中班生（F（1,38）＝9.63，p＜.01）。 

2. 年齡之間的差異：相同教學法下，比較不同年齡在「中文音節覺識」
或「中文音素覺識」的能力表現的差異，大班生表現明顯優於中班

生。 在「中文音節」能力上，M系統的大班生表現優於M系統的
中班生（F（1,38）＝11.472，p＜.01）；W 系統的大班生表現優於 W
系統的中班生（F（1,38）＝7.624，p＜.01）。表現在「中文音素」能
力上的差異，M系統的大班生表現也是優於M系統的中班生（F（1,38）

＝19，p＜.001）；W 系統的大班生表現也是優於 W 系統的中班生
（F（1,38）＝48.96，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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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年齡」、「教學法」以及「中文聲韻覺識」能力三者之間並

沒有交互作用效果。 

綜上所述，「中文聲韻覺識」能力，在「音節」的這個聲韻層級，

沒有「教學法」上的差異，確有「年齡」上的差異。但是在聲韻覺識能

力中屬於較難的「音素覺識」能力，不但有「年齡」的差異，大班明顯

優於中班，也有「教學法」的差異，不論中班或大班的差異都是 M 系
統優於W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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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4-2 「教學法」與「中文聲韻能力（音節、音素）」交互作用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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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4-3 「年齡」與「中文聲韻能力（音節、音素）」交互作用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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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小結 

上述「中文聲韻」與「英文聲韻」兩部分成績，在比較了「年齡（大

班、中班）」、「教學法（M 系統、W 系統）」和「聲韻覺識（分測驗：

音節、音素）下間的差異結果，「中文聲韻」測驗與「英文聲韻」測驗

結果相同之處在於，「相同教學法」中比較「不同年齡」在「音節」或

「音素」能力上的表現，其結果都是大班生優於中班生，顯示，年齡的

確會影響聲韻覺識（音節或音素）的能力，隨著年齡增長表現越好。 

「中文聲韻」與「英文聲韻」兩部分測驗，另一相同結果則是「音

節」測驗中，不論是「中文音節」或「英文音節」成績，在相同年齡的

條件下，比較不同教學法的差異，大班生的「音節」能力不因教學法不

同而有差別，中班生的「音節」能力也不因教學法教學法不同而有差別，

這點說明，音節能力，在中班這個年齡可能即達成熟。 

但是，「中文聲韻測驗」與「英文聲韻測驗」，兩測驗結果最大的差

別在於，「中文音素」能力下，比較「相同年齡」之間的差異，不論大

班組或中班組，接受M系統教學的幼兒都表現得比接受W系統教學的
幼兒來得好，並且有顯著的差異；但是「英文音素」能力，不論是大班

組或中班組，皆不因「教學法」不同而有「英文音素」能力上的差異。 

二、 中文注音測驗結果 

中文注音測驗分為兩部分：一為「注音符號辨識」測驗（簡稱為「注音

辨識」），另一為「注音拼音」測驗。表 4-14 為中文注音測驗平均值與標準
差結果表。 

表 4-14 中文注音測驗平均值與標準差結果表 
 大班生  中班生 
 M系統 N=20 W系統 N=20  M系統 N=20 W系統 N=20

測驗項目 平均值 
(Mean) 

標準差 
(SD) 

平均值

(Mean)
標準差

(SD)  平均值(Mean)
標準差

(SD)
平均值 
(Mean) 

標準差

(SD)
注音辨識 .997 (.008) .91 (.14) .97 (.07) .64 (.28)
注音拼音 1.00 (0) .95 (.08) .84 (.33) .66 (.30)
註：所有成績的滿分為 1。所有的數值以四捨五入取到小數點第二位，但部分數值由於進位後
變成 1，所以取到小數點第三位，方便看出些許的差異。 

（一） 注音辨識 

中文注音測驗結果在「注音符號辨識」（簡稱為注音辨識）與注音

拼音這兩項測驗中都在年齡與教學法上呈現顯著性差異。「注音辨識」

測驗，年齡的主要效果達顯著，F（1,76）＝17.38 ，p＜.001，大班生優於
中班生。教學的主要效果也達顯著，F（1,76）＝31.24，p＜.001，M系統
表現優於W系統。並且年齡與教學法交互作用效果也達到顯著水準，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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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10.95，p＜.01，也就是說，不同年齡的注音辨識能力會因為教
學法有別而有所不同。 

（二） 注音拼音 

「注音拼音」測驗，年齡的主要效果達顯著，F（1,76）＝19.52 ，p
＜.001。教學的主要效果也達顯著，F（1,76）＝5.10，p＜.05。但在年齡
與教學法交互作用未達顯著水準，也就是說，不同教學法的差異不會隨

年齡而有所差異，反之亦然。M系統大班全部答對，為四組中最高分，
再者為 W 系統大班，次為 M 系統中班，最後為 W系統中班。這項成
績以年齡而言，是大班優於中班。 

（三） 小結 

「注音辨識」測驗中，M系統「中班生」（「辨識」測驗平均為 0.97，
標準差為.07）表現優於W系統「大班生」（「辨識」測驗平均為 0.91，
標準差為.14），表現在測驗上的「教學法」差異，與實際觀察時兩系統
在「教學內容」的差異相呼應。由於 M 系統中班的學生已經進行注音
符號教學，且大都熟悉注音符號，然而W系統大班雖有注音符號教學，
但可能W系統大班幼兒尚未熟悉，因此成績不如M系統中班生。 

然而，「注音辨識」測驗的「年齡」與「教學法」交互作用效果，

沒有反應在「注音拼音」測驗中，僅有「年齡」、「教學法」單純主要效

果。由於 M 系統中班的孩子雖然多能回答注音符號的音（注音辨識測
驗），但是還是有些孩子無法拼音，所以仍是大班生平均成績高於中班

生，有「年齡」差異；同樣地，注音拼音能力在「教學法」上的差異仍

是存在的，一樣是M系統優於W系統。 

綜上所述，「注音辨識」測驗上，M系統中班的孩子表現的比W系
統大班的孩子還要好，然而，M 系統中班的孩子在「注音拼音」測驗

則沒有相對的表現，研究者以為「拼音」（合併音）能力的發展，應與

年齡發展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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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各項測驗間之相關 

根據文獻資料，語言間的聲韻覺識能力可以互相轉移（見第二章文獻探討

第三節），因此，在本研究中，分析各組測驗之間的相關，看中英文間的聲韻

覺識能力是否有相關情形，以及注音符號測驗與其他測驗間的相關。 

以下各表的測驗名稱，以縮寫表示，測驗名稱的第一個字：「中」或「英」

表示「中文」或「英文」；第二個字：「節」或「素」表示「音節」或「音素」；

第三個字：「刪」或「替」表示「刪除」或「替代」。三者組合為一測驗之名稱，

如：「中素刪」，即表示「中文音素刪除」測驗。 

一、 M系統大班 
M系統大班在測驗類型間的相關性是四組中最少的，只有「注音辨識/

英素刪」、「英素刪/英素替」和「英素替/中素替」。可能因為大部分的成績太
高，使得測驗項目間的相關無法顯現，大部分高分成績表現在音節測驗，且

標準差值小；另外，注音拼音的作業由於M系統大班 20位學生皆達滿分，
所以與其他測驗間跑不出相關。其他測驗項目間的相關見表 4-15。 

表 4-15 測驗項目間相關—M系統大班 
 注音辨識 注音拼音 中節刪英節刪中素刪英素刪中節替英節替 中素替 英素替

         注音符 
號          

. .        注音拼音 

. .        
-0.14 .        中節刪 
         
-0.11 . 0.33       英節刪 
         
0.10 . -0.197 0.10      中素刪 
         
0.48* . 0.24 0.16 0.38     英素刪 
         
0.298 . 0.38 -0.16 -0.12 0.14    中節替 
         
-0.05 . -0.17 0.20 0.40 0.25 0.19   英節替 
         
-0.05 . -0.12 -0.095 -0.07 0.34 -0.10 0.15  中素替 
         
0.06 . -0.15 -0.09 0.08 0.46* -0.08 0.19 0.94*** 英素替 
         

註： 1. Pearson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N = 20, Prob > |r| under H0: Rho=0。 
2. r 值四捨五入後取到小數點後第二位。 
3. 相關達顯著水準者以***表示P值＜.001， **表示P值＜.01， *表示P值＜.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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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W系統大班 
在W系統大班的成績中，「注音拼音」這項測驗與大部分測驗間呈現負

相關，但未達顯著；「注音辨識」及「注音拼音」這兩項注音符號的測驗則

是和所有的「英文」聲韻測驗呈現負相關，除了「注音辨識/英素替」這兩
項不是負相關之外，但相關係數接近零。 
聲韻覺識間的相關，「中節替」與五項測驗（中節刪、中素刪、英節替、

英素刪、英素替）有相關，且達顯著；「英節替」、「英素替」、「英素刪」分

別與四項測驗有顯著相關；而「中素替」雖然只與三項測驗（英節替、英素

刪、英素替）的相關達顯著，但卻都是與英文聲韻的測驗；並且大部分有相

關的測驗項目多發生在「替代」作業這類的測驗間。其他測驗項目間的相關

見表 4-16。 
表 4-16 測驗項目間相關—W系統大班 

 注音辨識 注音拼音 中節刪 英節刪 中素刪 英素刪 中節替 英節替 中素替 英素替
          注音辨識 
          
0.40          注音拼音 
          
-0.14 -0.17         中節刪 
          
-0.03 -0.23 0.41        英節刪 
          
0.33 0.11 -0.09 -0.12       中素刪 
          
-0.05 -0.22 -0.03 -0.09 0.31      英素刪 
          
0.23 -0.17 0.54* 0.12 0.49* 0.57**     中節替 
          
-0.11 -0.24 0.24 0.32 0.25 0.49* 0.56**    英節替 
          
0.02 -0.27 -0.13 0.39 0.16 0.79*** 0.35 0.55*   中素替 
          
0.01 -0.32 0.08 0.16 0.21 0.91*** 0.59** 0.60** 0.90***  英素替 
          

註： 1. Pearson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N = 20, Prob > |r| under H0: Rho=0。 
2. r 值四捨五入後取到小數點後第二位。 
3. 相關達顯著水準者以***表示P值＜.001， **表示P值＜.01， *表示P值＜.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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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M系統中班 

M系統中班的「注音辨識」與「中節替」、「中素替」、「英素替」有相
關；「注音拼音」與「中素刪」、「英素刪」、「中素替」、「英素替」有相關，

也就是說，M系統中班生的「注音符號」能力，特別是「注音拼音」與「音
素」能力（含中、英文）有密切的關係。 

M系統中班的聲韻測驗結果顯示，與其他測驗間有最多相關達顯著的
測驗項目為「中素替」與「英素替」，兩者都與相同的五項測驗（注音辨識、

注音拼音、中素刪、英素刪、中節替）有相關，且相關係數達顯著，同時，

兩者互為相關，相關係數高達.96。另外，「中素刪」與四項測驗，「英素刪」
與五項測驗也有相關，且相關係數達顯著。 

進一步分析，有相關的測驗項目發生在：不同語言但同作業之間，如「中

素刪/英素刪」、「中素替/英素替」；或者是同語言但不同作業間，如「中素刪
/中素替」、「英素刪/中素替」；甚至是不同語言且不同作業間，如「中素刪/
英素替」、「英素刪/中素替」，相關都達到顯著，但不論上述何種情形，有相
關的測驗多發生在「音素」這個層級。其他測驗項目間的相關見表 4-17。 

表 4-17 測驗項目間相關—M系統中班 
 注音辨識 注音拼音 中節刪 英節刪 中素刪 英素刪 中節替 英節替 中素替 英素替

          注音辨識 
          
0.34          注音拼音 
          
0.06 -0.25         中節刪 
          
0.23 -0.24 0.71**        英節刪 
          
0.11 0.45* -0.03 0.05       中素刪 
          
0.34 0.46* 0.20 0.30 0.74**      英素刪 
          
0.70** 0.44 0.02 0.38 0.39 0.55*     中節替 
          
0.37 0.08 0.15 0.04 0.18 0.34 0.43    英節替 
          
0.54* 0.56* 0.16 0.39 0.62** 0.86*** 0.70*** 0.31   中素替 
          
0.54* 0.53* 0.27 0.37 0.53* 0.78*** 0.60** 0.31 0.96***  英素替 
          

註： 1. Pearson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N = 20, Prob > |r| under H0: Rho=0。 
2. r 值四捨五入後取到小數點後第二位。 
3. 相關達顯著水準者以***表示P值＜.001， **表示P值＜.01， *表示P值＜.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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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W系統中班 

W系統中班的成績是四組中測驗間有相關最多的一組。 

不同於前面四組，W系統中班是唯一在「注音辨識」與「注音拼音」
兩項測驗上有相關達顯著的組別；注音與其他聲韻測驗間的相關，只有「注

音拼音」與「中節刪」相關達顯著。 
「音節」作業間，除了不同語言且不同作業的「中節刪/英節替」與「中

節替/英節刪」相關未達顯著，其他聲韻測驗間的相關多達顯著。特別是「音
素」作業部分，如同M系統的中班生，不同語言但同作業之間，如「中素
刪/英素刪」、「中素替/英素替」；或者是同語言但不同作業間，如「中素刪/
中素替」、「英素刪/中素替」；甚至是不同語言且不同作業間，如「中素刪/
英素替」、「英素刪/中素替」，相關都達到顯著。其他測驗項目間的相關見表
4-18。 

表 4-18 測驗項目間相關—W系統中班 
 注音辨識 注音拼音 中節刪 英節刪 中素刪 英素刪 中節替 英節替 中素替 英素替

          注音辨

識           
0.601**          注音拼

音           
0.35 0.51*         中節刪 
          
0.14 0.32 0.58**        英節刪 
          
0.21 0.11 0.33 0.31       中素刪 
          
0.24 0.06 0.30 0.25 0.83***      英素刪 
          
0.23 0.09 0.32 0.35 0.24 0.27     中節替 
          
-0.13 -0.05 0.17 0.36 0.45* 0.40 0.70**    英節替 
          
0.36 0.15 0.30 0.35 0.44* 0.61** 0.57** 0.55*   中素替 
          
0.34 0.27 0.21 0.29 0.45* 0.55* 0.62** 0.66** 0.83***  英素替 
          

註： 1. Pearson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N = 20, Prob > |r| under H0: Rho=0。 
2. r 值四捨五入後取到小數點後第二位。 
3. 相關達顯著水準者以***表示P值＜.001， **表示P值＜.01， *表示P值＜.05 

 78



五、 小結 

（一） 中、英文聲韻覺識能力之相關 

中文與英文在聲韻覺識能力上之相關，如表 4-19。 

表 4-19 中英文聲韻覺識能力之相關達顯著表 
 中、英音節 中、英音素 

測驗

間 

中節刪

/ 
英節刪

中節刪 
/ 

英節替 

中節替

/ 
英節替

中節替

/ 
英節刪

中素刪

/ 
英素刪

中素刪

/ 
英素替

中素替 
/ 

英素替 

中素替

/ 
英素刪

M大 r=.33 r=-.17 r=.19 r=-.16 r=.38 r=.08 r=.94*** r=.34 
W大 r=.41 r=.24 r=.56** r=.12 r=.31 r=.21 r=.90*** r=.79***
M中 r=.71** r=.15 r=.43 r=.38 r=.74** r=.53* r=.96*** r=.86***
W中 r=.58** r=.17 r=.70** r=.35 r=.83*** r=.45* r=.83*** r=.61**
註：相關達顯著水準者以***表示 P值＜.001， **表示 P值＜.01， *表示 P值＜.05 

就測驗項目的部分，「音節」能力的中英文相關比起音素能力的中

英文相關情形少很多，可能是因為「音節」測驗較為簡單，測驗成績太

高導致。中文與英文音素替代作業中，四組研究對象的成績都呈現高相

關，p＜.001。假設中文與英文聲韻覺識之間有相關，結果顯示在「音
素替代」這項作業上產生一致性。根據測驗的設計，「音素替代作業」

是所有作業中最難的。據此推論，正因為音素替代作業的難度夠，所以

中、英文的音素能力間的相關得以顯現。 

就「年齡」而論，兩系統的「中班生」，中、英文間的「音素」相

關，發生在相同與不同之作業間。相較於大班幼兒，中班幼兒的音素覺

識能力尚在發展中，因此音素作業對中班幼兒而言有難度，由於音素作

業的難度卻仍產生中、英文音素能力間的相關，更加說明中班幼兒的

中、英文音素能力是有相關的。雖然，大班生僅在「音素替代」作業下，

中英文才有相關，同樣地，正因為音素替代作業是所有測驗中最難的，

更可說明在作業難度夠的情形下，中、英文的音素覺識能力是有相關的。 

綜上所論，「音素」測驗間有相關的情形較「音節」測驗間來得多。

根據文獻（Lonigan, Burgess, Anthonry, & Barker, 1998; Liberman, 
Shankweiler, Fischer, & Carter, 1974; Shu, Anderson, & Wu, 2000），幼兒
能自行產生音節能力，在中班年齡「音節覺識」能力多已成熟，則中、

英文音節能力的相關並未顯現；然而，中班生的「音素覺識」能力尚在

發展中，所以有所相關。因此，在本研究中，雖然，中、英文音素能力

有所相關，但這個現象隨著年齡的發展，聲韻覺識能力越成熟，相關情

形則會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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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注音符號測驗與其他測驗間的關係 

1. 注音符號辨識測驗與其他測驗間相關 

注音符號辨識測驗與其他測驗，如表 4-20，並沒有太多相關。
只有M系統中班，有三項聲韻測驗與之相關，一為中文音節替代
作業，再者為中文或英文的音素替代與之相關。不過，根據表 4-14
的注音測驗平均值，可能由於這項測驗大部分幼兒都拿高分。因

此，研究結果顯示，「注音辨識」的成績與聲韻覺識成績沒有太大

相關。 

 表 4-20 注音辨識測驗與其他測驗間關係 

測驗

間 

注音辨識

/ 
中節刪

注音辨識

/ 
中節替 

注音辨識

/ 
英節刪

注音辨識

/ 
英節替

注音辨識

/ 
中素刪

注音辨識

/ 
中素替

注音辨識

/ 
英素刪 

注音辨識

/ 
英素替

M大 r=-.14 r=.30 r=-.11 r=-.05 r=.10 r=-.05 r=.48* r=.06 
W大 r=-.14 r=.23 r=-.03 r=-.11 r=.33 r=.02 r=-.05 r=.01 
M中 r=.06 r=.70** r=.23 r=.37 r=.11 r=.54** r=.34 r=.54**
W中 r=.35 r=.23 r=.14 r=-.13 r=.21 r=.36 r=.24 r=.34 
註：相關達顯著水準者以***表示 P值＜.001， **表示 P值＜.01， *表示 P值＜.05 

2. 注音符號拼音測驗與其他測驗間相關 

注音拼音測驗與其他測驗間的相關，如表 4-21。由於M系統
大班生該項成績皆為滿分，所以與其他測驗的相關無法顯現。僅

有M系統中班幼兒，不論作業別或者中英文，所有「音素」作業
與「注音拼音」的相關皆達顯著。另外，僅W系統中班的「注音
拼音」與「注音辨識」、「中節刪」兩項測驗間有相關，且達顯著。 

表 4-21 注音拼音測驗與其他測驗間關係 

測驗

間 

注音拼音

/ 
注音辨識 

注音拼音

/ 
中節刪 

注音拼音

/ 
中節替

注音拼音

/ 
英節刪

注音拼音

/ 
英節替

注音拼音

/ 
中素刪

注音拼音

/ 
中素替 

注音拼音

/ 
英素刪 

注音拼音

/ 
英素替

M大 - - - - - - - - -
W大 r=.40 r=-.17 r=-.17 r=-.11 r=-.24 r=.33 r=-.27 r=-.22 r=-.32 
M中 r=.34 r=-.25 r=.44 r=-.24 r=.08 r=.45* r=.56** r=.46* r=.53* 
W中 r=.60** r=.51* r=.09 r=.32 r=-.05 r=.11 r=.15 r=.06 r=.27 

註：相關達顯著水準者以***表示 P值＜.001， **表示 P值＜.01， *表示 P值＜.05 

3. 小結： 

綜上所述，「注音辨識」與「聲韻覺識」測驗間的相關大多不

顯著，可能是因為「注音辨識」成績太高所致；「注音拼音」與「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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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覺識」的相關，則只有發生在M系統中班，對大班生而言可能
也是因為題目簡單，成績過高，則相關未能顯現。 

配合教學的實際情形，由於M系統已在進行注音符號教學，
為M系統中班生表現在「注音拼音」與「音素覺識」能力間的相
關，提出合理的解釋；相對地，W系統的幼兒由於注音符號學習/
教學尚在進行中，因此，看不出注音拼音能力與聲韻覺識能力的

關係。也就是說，當注音符號的教學，注入幼兒的學習中，漸漸

建立的「注音拼音」能力，與「音素覺識」能力是會產生相關的。 

採用「注音符號」做為「中文音素」的表徵，注音測驗與中

文音素理應有相關，然而，兩系統的表現情形不同。以實際的教

學情形來解釋這樣的結果：M系統中班幼兒有學習注音符號，學
習及運用注音符號的頻率較W系統的幼兒來得高；W系統的幼兒
注音符號的學習尚在進行中，對於注音符號的熟悉度較差。教學

與學習的影響，除了可解釋「注音符號」能力與「中文音素」能

力間的相關，這兩測驗個別的結果：「不論中班生組或大班生組，

都有『教學法』的主要效果，皆為M系統幼兒優於W系統幼兒（見
表 4-12）」。因此，注音符號學習有助於中文音素覺識能力的增加。 

 

 8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