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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五間兒童英語補教機構探析兒童英語教育的理念 
 
                       摘 要 

     

    本文藉由文獻分析的方法意圖從五間兒童英語補教機構探析兒童英語教育

的理念，而探析出的兒童英語教育理念分別為﹕首先在教材方面：（1）教材設

計要生動活潑，可與卡通人物充分互動學習；（2）英語教材的編寫從兒童日常

生活中取材，如此才能符應兒童的生活經驗；（3）以兒童為中心來編纂英語教

材，如此教材才能符合兒童的認知發展；（4）英語教材融合本國與各國文化，

兼具本土化與國際化的特色；（5）英語教材設計以趣味為導向，進而提升兒童

學習英語的興趣。其次在教學方面：（1）以兒童為教學中心，這樣才能瞭解兒

童學習需求，提升兒童學習英語的動機與興趣；（2）教學時讓兒童活用英語，

學而時用之，如此才能活用英語於生活中；（3）英語教學步驟要清楚分明，循

序進行教學。由簡單到複雜，由具體到抽象；（4）依兒童個性因材施教，關注

每位兒童差異，營造每位兒童都有學習英語成功的機會，創造孩子最高學習成

就；（5）英語教學時要培養兒童聽說讀寫的均衡能力；（6）發展多樣的英語教

學活動，創造兒童不同的學習收穫；（7）教學時讓兒童能完全沈浸在英語學習

環境裡；（8）運用「聽」、「說」、「讀」、「寫」循序漸進的英語教學步驟。 

 

關鍵詞：兒童、英語教育、兒童英語補教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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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ing the Ideas of Children's English Education  

from Five Children English Education Institutions 

 

                                Abstract 

 

This essay aims to explore the ideas of children's English education from five children 

English education institutions, and the ideas of the children's English education, respectively, 

from the level of material and teaching described. Firstly, the ideas of material are as follows: 

(1) designing materials lively, fully interactive learning with cartoon characters, (2) writting 

English textbooks drawn from everyday life of the child, so that it can meet the life 

experiences of children, (3) codifying child-centered English textbooks in order to meet 

cognitive development of children, (4) English textbooks which are merged own nation 

culture and others’ nation culture, and (5) English  teaching materials designed to 

interest-oriented, thereby enhancing the interest for children to learn English. Secondly, the 

ideas of teaching are as follows: (1) developing the teaching of child-centered, so as to 

understand the learning needs of children, improve children's motivation and interest in 

learning English, (2) let the child utilize English when teaching, so that the child can utilize it 

in daily life, (3) the steps of English teaching are distinct, and sequential English teaching, (4) 

paying much attention to each child's differences when teaching English, (5) to cultivate 

children's balance ability of listening, speaking, reading, and writing, (6) developing a variety 

of English teaching activities, and creating different learning result for children, (7) children 

can be completely immersed in the English learning environment when teaching, and (9) the  

use of " listening ", " speaking ", " reading ", " writing " sequential teaching.  

 

Keywords: the child, English education, children English education instit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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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隨著地球村時代的來臨，國際間政治、經濟、文化往來頻繁，英語的重要性

日益突顯。從資訊、科技、工商業乃至高等教育，英語已成為國際交流的重要溝

通工具。此外透過英語文學習，學習者能適切回應英語國家的社會文化活動和增

進多元文化的瞭解與尊重，並進而能使用英語能力為 21 世紀的生活做準備。再

者為配合政府國際化的政策，提高我國的國際競爭力，政府正大力推動各個階段

的英語教育 (教育部，2008)。 

    進一步析述，地球村為世界之趨勢，為因應國際化挑戰，提升全民英語能力

已成為我國的目標。以目前資訊化的時代，網際網路的催化，英語更是邁向國際

化的必備工具。家長們早已意識到這個趨勢，遂紛紛提早於國小前讓孩子接受民

間英語機構的英語教育 (邱毓雯，2007)，希冀提升自己孩子的英語能力。而且，

在國民小學推動英語教育的同時，坊間的兒童英語補教機構在兒童學習英語的過

程中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筆者記得以前在國民小學擔任級任老師時，班上有很

多小朋友在英語補教機構學習英語，從他們的敘說言談中發現有些孩子喜歡去學

習這樣的英語課程，有些孩子還會炫耀他們已達英語第幾級？證明自己的英語有

多厲害。基此，這些兒童英語補教機構是怎樣的兒童英語教育理念吸引了這些孩

子，便成為本文關注的重要課題。 

    再者，學習動機是指引起個體的學習活動，維持學習活動，並促使該學習活

動朝向教師所設定目標的內在心理歷程。英語學習動機即指學生在學習英語時，

為達到英語學習目標時所具備的內在動機與情感。學習動機是教學過程中激勵學

習者參與的重要因素，而如何發展適當的教學策略以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是教

學者重要的課題 (林威龍，2010)。進一步析述，如何促發孩童學習英語的內在

動機與情感，正確的兒童英語教育理念以發展適當的教學策略便益形重要。所以

本文藉由文獻分析的方法意圖從五間兒童英語補教機構探析兒童英語教育的理

念，發展適當的兒童英語教學策略，讓兒童的英語能力提升，以迎向全球化、國

際化的挑戰，讓臺灣站上國際的舞臺，在世界發光發熱，成為全世界一股不容忽

視的力量。 

 

貳、臺灣兒童學習英語的圖像 

    

兒童是我們的未來，是我們的希望，是國家最寶貴的財富，他們的發展如何

攸關國家將來的整體發展，故可探知培育健全兒童的重要性，因有健全的兒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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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來才會有健全的國民，才會有安康祥和的國家。所以我國行政院頒布之「中華

民國人口政策綱領」中便指出應建構完整之兒童教育與照顧服務體系（行政院，

2012）；而在《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中，第一章總則第一條即揭櫫為

促進兒童及少年身心健全發展，保障其權益，增進其福利，特制定本法。第三章

福利措施第二十三條規定直轄市、縣（市）政府，應建立整合性服務機制，並鼓

勵、輔導、委託民間或自行辦理兒童福利措施，如辦理兒童托育服務、兒童課後

照顧服務（全國法規資料庫，2012），上述政策皆彰顯出我國政府對於兒童教育

的重視。進一步析述，《國民教育法》規定凡六歲至十五歲之國民，應受國民教

育；而國民教育分為二階段，前六年為國民小學教育，後三年為國民中學教育；

其教育以養成德、智、體、群、美五育均衡發展之健全國民為宗旨（教育部，2012）。

換言之，國民教育目標之一在培養健全的兒童。然想要有身心健全的兒童，除必

須有正常的遺傳、健康的飲食與居住環境、健康的身體及外貌、良好的家庭氣氛、

安全的社會（人際）環境外，也要有適宜的教育理念（廖鳳池，2008）。據此，

任何的教育實踐都要有適宜的教育理念。所以，兒童英語的教育實踐也要有適宜

的兒童英語教育理念。 

其實，外語教育為現代化國家教育政策中重要的一環，特別在推動教育國際

化（internationalisation of education）之過程中，外語教學為教育邁向國際化的一

個不可或缺的要素，因為語言能力是站上國際舞臺、進行國際溝通交流與理解的

第一步，無論國民教育或高等教育，外語能力都是重要的國際素養與國際競爭力

的基本元素（洪如玉，2014)。所以隨著全球化及國際化的潮流，英語已成為全

球共通的世界語，國際間政經、科技、資訊、文化各方面的往來與互動都仰賴英

語。再者英語是現今地球村化後與社會風潮轉變下的強勢語言，是世界溝通的強

勢語言，而英語教學近年來已成為國內熱門的話題。尤其兒童英語教學在近幾年

一直是持續發燒的議題（施宜煌，2010)。 

    所以從九十學年度開始，英語教學正式納入國民小學課程的一部分，有些縣

市甚至從小學一年級便開始實施英語教學。配合國家發展方向、因應國際社會需

要，國小英語教學是勢在必行、也是無可遏阻的。也因它是教育上的一大突破，

大家除寄予厚望，更希望踏出的是關鍵且成功的第一步 (詹餘靜，2000)。彭漣

漪 (2017: 85) 指出： 

 

    現在家長覺得英文愈來愈重要，孩子學英文也愈學愈早，成為家長新的「競賽項目」。環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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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市明星學校仁愛國小周邊，是補習班一 級戰區，專攻兒童美語的柏萊頓小學院，座落 

    其中。柏萊頓主任張伶如指出，20 年前她剛開始教兒童英語時，小孩子差不多從小學五、 

    六年級開始上英文補習班；10 年前提早至三、四年級，現在則是從幼稚園就開始，時間不 

    斷提早。怕學得不夠早，現在家長還流行買英文繪本與小小孩共讀。聽說小小孩不能「讀 

    死書」，應該在遊戲中、自然英文學習環境下接觸英文，家長開始揪團找老師教「律動英文」，   

    讓孩子開心學英文。在新北市中和一間工作室中，有位家長帶了兩個孩子一起來上兒童律動  

    英文，小的 11個月，大的 4歲多，全場有六個這種年齡層的孩子，「弟弟太小，原本沒在學， 

    但跟著看哥哥上課，有次在家裡聽到 『clap』（拍手）這個英文字，竟然就拍手，很神奇，」 

    家長不敢輕忽小兒子的英文學習能力。該多早開始學英文？兩派說法各有理論及研究支持， 

    早學派認為讓語言從小成為生活一部分可以減 少學習抗拒；晚學派則強調語言學習必須配   

    合孩子心智發展，有一定成熟度的孩子，才能分析了解語言的複雜性。 

 

    從以上的敘述，不難看出現代家長對於兒童學習英語的重視，而且為了提升

兒童學習英語的興趣，讓孩子參加不同學習型態的英語教學。再者，由於英語教

學市場擁有的龐大商機，補習班的英語教學永遠都跑在學校正式教育的前面。臺

灣目前兒童美語補習教育非常興盛的原因可能與教育部推動國小英語教學有關 

。回顧以往學校教育從國中才開始正式學英語的時期，補習班除了搶佔國中生課

後美語補習的市場外，還積極開拓國小兒童英語教學的市場。當國小開始正式教

授英語課程時，國小兒童課後學英語的市場早已飽和，補習班又大力倡導「語言

學習關鍵期」，英語要越早學越好，而向下往學前幼兒開拓提早學英語的補教市

場（許詩君，2008）。 

 

      貳、探析五間兒童英語補教機構的兒童英語教育理念 

 

    本文探析的五間兒童英語補教機構之兒童英語教育理念，分別為長頸鹿、何

嘉仁、芝麻街、吉得堡與格蘭。茲探析這五間兒童英語補教機構的兒童英語教育

理念如下： 

 

一、長頸鹿 

 

(一)以學習者為中心的教學法 

   

   長頸鹿關注以學習者為中心的教學法 (長頸鹿美語，2016)。當教師的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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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兒童為中心，才能瞭解兒童的學習需求，提升兒童學習英語的動機與興趣。

而當兒童富有學習英語的動機與興趣時，學習的效果才能有所提升。 

 

(二)強調學習「自然而活用的英語」  

 

    長頸鹿強調學習「自然而活用的英語」(長頸鹿美語，2016)。其實，語言的

學習貴在活用，學習不用，不能應用於日常生活中，這樣的英語學習效果往往不

佳。 

 

(三)循序進行教學 

   

兒童的生活是一個整體、一種總體性的生活。他/她容易快速地從一個主題

轉移到另一個主題；但他/她意識不到這種轉換或中斷，既無意識到有什麼割裂，

也無意識到有何區別。他/她所關注的那些事物，透過他/她生活中所承載的個人

和社會的興趣統一性而得以結合起來。此刻，他/她腦中最靠前的事物，對他/

她來說便是整個宇宙。這一宇宙是流動、不固定的，其內容以驚人的速度在分解

和重組著。然而那畢竟是兒童自己的世界，他/她那生命的統一性和完整性皆寓

於此。上學後，各種不同的學科便為他/她分割和肢解世界。地理學以某一特定

觀點，對一組事實進行選擇、抽象和分析。其他學科也是如此選擇、抽象、分析 

(Dewey, 1902)。然而這樣的學習，兒童往往容易喪失學習的動機與興趣。畢竟，

任何的知識學習，都有其序階性，由簡單到困難，由具體到抽象，由淺到深入。

長頸鹿著重教學步驟清楚分明，便於按部就班，循序進行教學 (長頸鹿美語，

2016)。著重任何的知識學習，都有其序階性，由簡單到困難，由具體到抽象，

由淺到深入。這樣循序漸進的教學，學習英語的效果必佳，也能提升兒童學習的 

動機與興趣。 

 

二、何嘉仁 

 

(一)依兒童個性因材施教創造孩子最高學習成就 

 

    針對孩子不同的個性因材施教，是何嘉仁一貫的教育態度。因此除課堂上

聽、說、讀、寫並進的活潑教學外，更延伸出許多課堂外的學藝活動，讓不同性

格的孩子都能在活動中尋找到自己可以發揮的一片天空。這所有規劃都是希望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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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造孩子最高學習成就」，讓孩子自信面對未來 (何嘉仁國際文教團隊，

2016)，在未來的世界更具競爭力。  

 

(二)專業教學規劃，培養聽說讀寫均衡能力 

 

    何嘉仁不僅有分齡分級、循序漸進的教學計劃，還有生動活潑的授課方式以

及專為臺灣兒童量身研發的生活化教材，搭配專業的中外師資，孩子的英語能力

得以在完整的教學中達到聽、說、讀、寫均衡發展 (何嘉仁國際文教團隊，2016)。

畢竟語言的學習需要聽、說、讀、寫均衡發展，但是要培養孩子聽、說、讀、寫

均衡發展，教師之兒童英語教育專業能力的養成，包含聽、說、讀、寫之教學技

巧均需要提升。如此，教師才能使兒童英語學習效果提升，達成兒童英語教育的

理想。 

 

(三)多元學藝活動帶給孩子不同學習收穫 

  

   何嘉仁會一年舉辦一次的「全國英語檢定考試」，除讓家長及孩子瞭解學習的

狀況，針對需要做補強，已紮實學習基礎。一年一度的「全國青少年美語寫作演

說比賽」更可讓兒童有機會展現學習成就，同時培養站上舞臺面對群眾的自信。

「英語劇團」的演出則又是更高一層的學習，除了必須有紮實的語言能力外，還

必須兼具表演及群體互動。不管參與哪一項活動，每一位願意接受挑戰的孩子都

是最棒的。因為積極和自信將他們的生命創造不同的學習經驗！此外還可延伸學

習，參加精心規劃的國內外夏令營，讓所學能真實地運用於生活當中 (何嘉仁國

際文教團隊，2016)。期待藉由師生彼此互動、活潑多元的教學方式，多元的學

藝活動，培養兒童對英語學習的興趣，為兒童英語的溝通能力，打下紮實的基礎。 

 

三、芝麻街 

 

(一)環境教學法 

 

    芝蔴街強調的「環境教學法」是在教學中讓學生處於百分百的英語環境裡，

教師直接以英語教學，訓練學生立即理解英語，並用英文思考；教學過程中絲毫

不用無謂的英翻中、或中譯英，讓學生在上課這段時間，能完全沈浸在英語學習

環境中 (芝麻街，2016)。於此可探知，塑造語言的學習環境是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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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母語教學法 

 

    芝蔴街強調的「母語教學法」，是用學習母語的方式來學美語。先從「聽」

聲音，逐漸累積基本字彙，慢慢地認識詞彙，並進入到「說」的階段。藉由「說」

的練習，從簡單到完整的句子練習，進而到「讀」和「寫」的階段，以期培養完

整語文的能力。這樣「聽」、「說」、「讀」、「寫」循序漸進的步驟，才是學習語文

最正確的方式。相信大多數人都有這樣的經驗－從國中到大學，苦讀十年英文，

歷經無數大小的考試，自認英文程度不差，卻在走出校門初次接觸外籍人士時，

不是聽不懂，就是說不出口，而受到嚴重的挫折。我們不妨回想一下自己學中文

的過程，在嬰兒時期尚不會說話之前，我們曾有一段沉默的時期（silent period）。

在這段時間我們「聽」周遭家人的談話，並開始脫口而出，開始進入「說」的階

段。慢慢地累積字彙及句型，我們開始由字到詞進而開始用句子表達意思。接著

上學後，開始唸課文及寫國字，則進入「讀」和「寫」的階段。因此，先「聽」

再「說」而後「讀」和「寫」（Listening→Speaking→Reading→Writing），這才是

學習語言最自然而正確的方式 (芝麻街，2016)。  

 

四、吉的堡 

 

(一)循序漸進、螺旋向上的教材編輯原則 

 

    吉的堡教材囊括聽、說、讀、寫的四項英語能力的培養，各級數教材均採以

循序漸進、螺旋向上的編輯原則 (吉的堡，2016)。易言之，教材的編輯原則是

從簡單到複雜，從具體到抽象，由動作表徵至符號表徵。如此，符合兒童學習的

原理，也較能達至較佳的英語學習效果。 

 

(二)與生動活潑的卡通人物充分互動學習 

    

   為了提高兒童學習英語的興趣，吉的堡的教材以色彩鮮明的人物圖案為主

角，並搭配節奏輕快的律動歌曲及押韻小朗詩，藉由營造美語學習的快樂氛圍，

讓每一位兒童透過與生動活潑的卡通人物充分互動學習，輕輕鬆鬆跨出美語學習

的第一步 (吉的堡，2016)。這樣的教學理念，符合「寓教於樂」的教育理念，

讓孩童在玩樂中學習英語，讓孩子的學習遊戲化，孩童的學習興趣自然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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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材編寫從兒童之日常生活中取材 

 

    學習動機須以某方式、在某地方引起注意，在心理與教材間必須建立聯繫。

問題不在於不帶有此種關聯進行教學，而在於它是產生於教材本身與心理的關

係，還是由外部的力量所強加並將它們聯繫起來。如果課堂上的教材能在兒童發

展的意識中占有適當地位，如果教材是從兒童自己過去所做、所思和所經歷的生

活中建構出來，能應用於未來的成就和知識接受，那就不必為了引起興趣而求助

於各種策略技巧。心理化了的教材，是充滿興趣的—即它被置於整個有意識生活

中，因而它分享了生活的價值。但那種從外部呈遞的教材，它產生的遠離兒童立

場和態度的構想，與兒童的動機格格不入。這樣的教材不會有地位，因而只能求

助於外部力量加以灌輸，及透過人為訓練加以推進，透過人工誘惑加以吸引( 

Dewey,1902)。基上所述，當可探知英語教材編寫應從兒童之日常生活中取材，    

吉的堡的兒童英語教材編寫從兒童之日常生活中取材，讓兒童在輕鬆的學習環境

下自然的運用課文內容做句型練習，並藉由精心佈置的美語情境讓兒童盡情發揮 

想像力，將語言及生活更加緊密的結合在一起 (吉的堡，2016)。畢竟，語言的

學習需要應用於生活中，語言的學習需與生活緊密結合，才能達致語言學習的最

大目的。 

 

五、格蘭 

 

(一)以學習者為中心編纂教材 

 

    兒童需要展現有的能力，須將現有才能拿來發揮作用，需將現有態度拿來實

現。但如果教師不瞭解、不能明確且徹底地瞭解所謂課程中包含著學習者的過往

經驗，那麼教師便無法瞭解兒童現有的才能、能力和態度，也就不會瞭解如何使

兒童的能力表現、發揮作用並實現 (Dewey,1902)。上述的理念，無疑彰顯以學

習者為中心的教育理念。格蘭是以學習者為中心編纂教材，一套涵蓋聽說讀寫全

方位的英語教材 (格蘭，2016)。如此編纂的教材，彰顯以學習者為中心，並且

符合兒童的認知發展。 

 

(二)教材融合本國與各國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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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化」（globalization）的概念自一九八０年代以來，成為熱烈討論的

主題。此一過程是否會衝擊人類生活包括物質與非物質的生活層面，乃至思想、

觀念的重組構？無論如何，在新世紀中，隨著全球化的來臨，「地球村」（earth 

village）的形成儼然是必然的趨勢之一 (陳瑞貴，2001)。當整個世界成為一個

地球村時，各國文化的互動與交流勢必更趨頻繁。所以，給予兒童學習的英語教

材最好可以融合本國及各國文化。格蘭的教材便融合了本國及各國文化習俗於一

爐，放眼國際與全球接軌，卻不偏廢本土特色 (格蘭，2016)。在這樣的教材設

計，可以讓兒童瞭解自身的文化，此乃所謂本土化、在地化；此外，也讓兒童瞭

解不同國家的文化，此乃所謂國際化。如此，便是一種在地連結與國際連結的英

語教材。 

 

(三)教材內容以趣味為導向 

 

    在資訊科技發達的現代社會，將資訊科技融入英語教學是提升教學成效的良

方之一，九年一貫課程綱要也明確指出可「利用科技提升英語學習興趣」。外語

學習者如能在類似目標語言的環境下學習，自然而然能習得此外語，而最佳的語

言學習環境是提供學習者充分的語言輸入，電腦多媒體龐大的容量及可不斷延伸

的超連結正好為學習者提供大量、多樣化的多媒體型態資訊 (林威龍，2010)。

然而以多媒體型態資訊為基礎的教材內容應以「趣味」為導向，如此才能提高孩

子的學習動機。而格蘭的教材內容環繞日常生活的題材，由淺入深，以趣味導向，

引起孩童高昂的學習動機 (格蘭，2016)。這樣的教材設計才是符合生活化、循

序化、趣味化，進而提升兒童學習英語的興趣。 

 

                     肆、結論 

 

    在兒童英語教學盛行的情況下，卻也衍生了一些相關問題，其中之一的問題

是教師無法發展優質的兒童英語教學，無法發展能夠誘發兒童學習動機的英語學

習環境。基此，如何發展優質的兒童英語教學，能夠誘發兒童的學習動機，讓兒

童在英語的學習上獲得更多的成長和改變，進而建構優質的兒童英語教育，以致

打開國際視野，遂成為本文關注的重點（施宜煌，2010)。 

就實際情形來說，兒童英語教育可以說主要包含三大面向，包含教師的教學

與學生的學習，也包含英語教材的設計。首先，關於英語教材的設計，教育部公

布之國小英語課程綱要中，能力指標描述國小畢業應至少會說300個字詞、拼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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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個字詞。這樣的指標太過籠統，於是形成各校「各自表述」的課程綱要。在

各自表述的情況下，同樣的年級，各校所選的教材難易度也會有所不同。國內兒

童英語教材琳瑯滿目，教育局也開放各校自行針對需求選擇適合的教材，因此，

學區內的不同國小，教材不一定相同，甚至同一所學校的不同年級間也出現教材

不同的現象。雖然各校都組成英語教材評選委員會，不過有些委員對教材並不熟

悉，選出來的教材不見得實用 (邱毓雯，2007)。有感於此，本文探究出兒童英

語教材的設計理念為：（1）教材的設計要生動活潑，可與卡通人物充分互動學

習；（2）英語教材的編寫從兒童之日常生活中取材，如此才能符合兒童的生活

經驗；（3）以兒童為中心來編纂英語教材，如此編纂的教材才能符合兒童的認

知發展；（4）英語教材融合本國與各國文化，兼具本土化與國際化的特色；（5）

英語教材的設計以趣味為導向，進而提升兒童學習英語的興趣。 

其次，無論人們如何為教育下定義，在學校中有形的「教學」永遠是教育活

動中最重要的一環（簡成熙，2003），所以教學在教育活動有其重要性存在（賴

郁璿、陳姣伶、張瓊尹，2013）。同理，教學在兒童教育活動有其重要性存在，

兒童英語教育成效要良好，教師的教學極為重要。對於兒童英語教學，本文探究

出如下的教學理念：（1）以兒童為教學的中心，這樣才能瞭解兒童的學習需求，

提升兒童學習英語的動機與興趣；（2）教學時讓兒童活用英語，學而時用之，

如此才能活用英語於生活中；（3）英語教學步驟要清楚分明，循序進行教學。

由簡單到複雜，由具體到抽象；（4）依兒童個性因材施教，關注每位兒童的差

異，營造每位兒童都有學習英語成功的機會，創造孩子最高學習成就；（5）英

語教學時，要培養兒童聽說讀寫的均衡能力；（6）發展多樣的英語教學活動，

創造兒童不同的學習收穫；（7）教學時讓兒童能完全沈浸在英語學習環境中；

（8）運用「聽」、「說」、「讀」、「寫」循序漸進的英語教學步驟。 

 走筆至此，筆者要特別強調的是父母的態度也大大的影響了孩子學習英語

的能力，家長們多以「競爭能力」為評比，忽略了溝通能力才是語言的最基本意

涵，反而越早學習英語，並未給孩子帶來更多新的契機，反而更沈重的競爭壓力，

讓許多學童還沒真正接觸到語言的美妙，便已經厭惡學習它了。事實上，在現代

的社會裡，英語不只是課堂中考試的其中一項科目，而是涉及在我們生活的每一

個層面。從車牌到身份證，從馬路上的招牌到餐廳的點菜單，已經很難將其從生

活中抽離。因此英語學習的領域裡，學習其語言文化不是學習其知識性文化的片

段，而是學習適合該語言文化模式的溝通方式，從事有效的溝通，如此才是真正

學習英語的最好心態（張湘芬，2016）。希望本文的探討，可以豐富臺灣當前的

兒童英語教育理念，讓教師有效地教，學童快樂地學，師生共譜一段成功學習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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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進行曲。也讓我們的下一代在全球化的潮流中，更有國際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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