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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電予繪本的製作與教學應

用:師資教育中對多媒體輔助

教學的建議

蔡素薰* 助理教授

臺北市立大學英語教學系

摘要

多年來壹灣地區學生之英語學科能力一直有雙峰現象，各方學者也提出諸

多改進方案，其中「增進學習動機」一項論者頗多，本文以「英語電子繪本製

作」教學活動概念，嘗試為學習者增添學習動機;也為英語科師資生做準備，

教導其熟練英語繪本製作，期望其日後國中心、任教時，能通量變化其教學活

動，以提高學生之英語學習動機與成就。學者研究指出，英語文產出型教學活

動可增強學習者學後保留，而現在學童已屬於「數位原生代 J '具有創作數位

作品的潛能。作者以數年教學經驗分享英語繪本製作，以《半屏山》傳說故事

為例，說明如何以民間故事文本指導學生分組製作，製成影音電子故事書。此

類教學活動，不僅是英語學習，也是將語文教育整合鄉土教學、品德教育、美

勞教育、資訊教育等面向，將之融為一體的作法。本文也建議，學生創作的成

品，一定要給予發表機會，以符合溝通表達目的、增強其學習成就戚，並藉此

進行國際交流活動，從互動交流中，深化自己的英語學習。

關鍵詞:英語學習、多媒體與英語教學、繪本教學、英語電子繪本製作、教育

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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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twin-peak distribution has been evident in the performance of students'
English language learning in Taiwan for years. The phenomenon has often been
attributed to the lack of interest and motivation of many students, which mainly
results 企om the limited chance for them to use the English language for meaningful
pu中oses. In recent years, making picture storybooks has been a commonly practiced
activity for various areas of study. This article suggests making elec甘onic storybooks
as an activity in English classes. Productive activities give children the chance to
express their ideas instead of simply receiving instructions. The pictures, artworks,
and sound effects involved in an e-storybook production allow children of different
strengths in the spec仕urn of multiple intelligence to have their shares of contribution.
Making e吟torybooks exercises the children's imagination and creativity, and may

(ge particularly exciting and inspiri時的 the children nowadays all belong to the
“digital native" generation. In the article , the author introduces the process of
e-storybook production in an English class. The e-storybook presented is based on a
local Taiwanese folktale “Ban Ping Mountain." The project is hoped to exemplify the
value of the activity in English learning in connection with other study areas such as
folklore teaching, character education, arts music education, and media education.
The value of the joint work of the students also lies in the presentation of the product
to other students either in reality or even on the Internet with students in other
countnes.

keywords: English language learning, multimedia and ELT, using storybooks to
teach, computer-assisted language learning, pre-service teacher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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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教育部 (2006 )在「國民中小學

九年一貫課程綱要」中揭蠶原則，強調

以自然、活潑、互動方式學習，以培養

學生學習興趣和基本溝通能力。使用教

材內容與活動設計需生活化、趣味化，

並注重實用價值;體裁需包含歌謠、韻

文、短劇、故事、廣播、影片等，讓學

生認識英語文在使用上的多樣性。

對此，許多教師與學者紛紛提出建

盲，希望能以多樣忱的英語學習在小學

廣泛實施，強他目前不足之處，藉此亦

可提高學童學習動機，進而養成其自動

學習的習慣，其中繪本教學亟受學者重

視，例如:利用英語繪本進行教學(楊

麗中， 2005) 、建構英語電子繪本教學

環境(劉佩奇， 2006 ;李文婷， 2013 ;

劉愛萍， 2006) 、卡通影片教學或師生

共同製作影片等(莊曉君， 2007 ;陳雪

麗、黃翠柳， 2013) ，其中多項已經實

證為有明顯效益的教學做法。

目前在師資培育型大學裡，主修英

語教學的師資生要修習多門專業學程，

本文嘗試提出以「英語電子繪本製作」

的概念，融人諸如「電腦輔助英語教

學」或「多媒體英語教學」等學科，使

師資生同時涵泳課程專業與資訊能力雙重

技能，達到教育部所揭蠶的要項，以養成

師資生專業能力，讓他們將來在國中小正

式教學上能就已學基礎，自行增能。

貳、文獻揉討

一、繪本在教學上的價值

影響英語學習成效的因素眾多，

諸如教材選擇、課程設計、教學方

法、學習者的動機、情意等，不一而

足 (Brown， 1994; Gardner & Tremblay

1994; Sh。此， Harste, & Burke, 1995) 。此

中， Short 等人特別著墨教材之選擇或

設計應連結學習者個人的生活與學習經

驗，並且在教學方法上尊重學習者的差

異性。 Brown 則研究學習者動機是學習

成功與否最主要的因素，他強調沒有學

習動機或學習動機薄弱，則學習成就將

乏善可陳。就動機面向而盲， Gardner與

Tremblay進一步訴求，認為只有在學習

者很清楚察覺到自己與學習的關條非常

重要時，才會有發自內心的渴望，願意

去學習，也才會有穩定與長期的學習成

就。

文字和圖畫是繪本的支柱，兩者 v

相互陪襯、相互詮釋，讓讀者能用視覺

或文字的角度去解損內容(方淑貞，

2004)。對兒童而言，以棚棚如生的彩

色圖畫配合簡潔文字的呈現，對於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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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尚未完全發展的孩童而言，正是彌

補了純文字書籍的單調無聊或是艱澀難

懂，為閱讀動機的產生構成基本條件。

Merchant 與同事Thomas (Merchant &

Thomas , 1999) 進一步歸納繪本的功用

為:有助學習故事元素、進人想像世

界、認識自己與他人、探索情感、思考

議題。

黃秀雯 (2004 )則提出繪本的八

項特質:圖像性、兒童性、教育性、藝

術性、趣味性、傳達性、想像性、創造

性，其體地指出了繪本在兒童教育上的

重要作用。

在英語學習的作用上，由於繪本

往往有簡單的故事大綱，還有押韻或是

反覆句型，容易讓兒童察覺和掌握英

語文字與其聲音的特性(教育部國教

司九年一貫課程推動工作「課程與教學

輔導組」語文學習領域英語組輔導群，

2011) 。除了上述因素，在與臺灣地區

類似的文化氛圍中，胡月寶還提出以繪

培養新加坡學童的情意教育、從其中

強化學童學習成果(胡月寶， 2010 、

2013 ;胡月寶、林季華， 2010) ，從一

系列研究中，她闡明如何以故事帶人繪

本來激發學童的學習興趣，進而達成學

童的高度學習成果。在繪本教學活動

裡，胡月寶(20 13)還添加戲劇表演與

手工書製作來豐富其故事教學，她發現

對學童學習有非常明顯的促進作用，她

的語文教學經驗，也可做為臺灣地區以

英語繪本做為主要教學活動的參考。

繪本故事融入教學，不只促進學

童的情意與語文發展，它同時還敢發學

童其他能力的培養，諸如生命教育、情

緒教育、環境教育、美學欣賞、多元文

化學習等(李文婷， 2013 ;吳歐敏，

2013 ;賴嫖蘭， 2013 ;劉愛萍， 2006 ;

涂淑貞， 2010) 。在英語領域裡，近

年還有從繪本延伸其他方面的研究，如

養成學童的朗讀流利度、認讀字彙、閱

讀理解等(李曉婷， 2013 ;黃彥嘉，

2013 ;楊麗中， 2013) 。

二、繪本與閱讀教學

在繪本教學實際的作法上，一般

以說故事教學的方式最為普遍，大多是

教師以英語繪本作為教學媒材，在介

紹故事主題後，以說故事的方式說給

學生聽，並配合帶讀、帶寫、討論等活

動。繪本或大型紙本書籍，或經教師掃

描紙本後的電子檔案，或為學校購置的

互動電子繪本。帶讀方式有數種變化，

如教師帶全班眼、小老師帶全班跟、分

組輪流朗讀、教師隨機點學童逐段朗讀

等。帶寫大多是教師根據需要事先選好

字彙、常用詞、句子。討論則可能配

合學年主題如生態保護、生命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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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勢關懷、勇氣、友情等(李文婷，

2013 ;吳敵敏， 2013 ;楊麗中， 2005 ;

賴嫖闊， 2013 ;劉愛萍， 2006) 。李玉

貴 (2001) 則引用Merchant & Thomas

( 1999)的看法，特別強調繪本中的故

事元素，也就是故事裡的角色、情節、

場景、主題等。她認為這些故事元素可

以抓住兒童的專注力與想像力，老師如

果能設計有意義且適齡的語文學習活

動，將故事元素策略性地介紹給學生，

則每個喜愛故事的小孩都能主動熱情參

與老師所設計的討論和活動。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繪本用在教

學上的一項重要價值，是它的趣味性。

日本繪本創作大師松居直(劉游昭譯，

1995)曾指出 r 圖畫書對幼兒而言，

沒有任何的『用途.JI '不是拿來當作教

材，只是用來廠受『快樂』的。所以一

本圖畫書越有趣，就越能深刻地存留在

幼兒的記憶中。」因此，教師是利用繪

本「說故事J '而不是「教故事J (程

佩珊， 2005) ，如果教師拿著繪本，對

學生講文法、練習造句、作內容分析，

那就失去採用繪本的原意了。

歸納而言，帶領學生閱讀好的英

文童書有三大好處:第一，好的英語童

書能提供孩子優質的語吉學習經驗;

第二，能提供孩子豐富的知識觸角與

想像空間;第三，能幫助孩子奠定各方

面能力發展的基礎。因此，童書繪本的

閱讀，不僅是教室中常用的活動，也可

以鼓勵家長陪著孩子親子共讀，或是由

孩子當小老師，把在學校學到的教給家

長，和家長分享(教育部國教司九年一

貫課程推動工作「課程與教學輔導組」

語文學習領域英語組輔導群，2011)

三、繪本創作教學

在上述教學活動之外，若能再加

人其他活動讓學童能更主動學習，尤其

是能讓學童一起參與的繪本製作，則

學習過程不僅更為有趣，學習成果也

會相對增加，更重要的是，學童的學後

保留更為持久，且學習動機持續高昂。

透過繪本創作可以讓孩子輕鬆地表達自

己的想法及創意，可以是情戚的抒發，

也是夢想與現實間的橋樑'讓孩子說自

己的話、畫自己的畫、做自己的書，從

創作的過程中肯定自我，在分享的活動

中，懂得尊重自己，也尊重別人的想法

(游慈雲、連森裕，2007) 。學者發

現，學童繪本創作過程中，教師的從旁

引導，可以協助學童建構認知的鷹架O

( scaffold) 。只要給予充裕的時間，擴

充孩子的生活經驗，給予自由發揮的機

會，並鼓勵親子共同創作，都能有助於

孩童的成長(陸錦英， 2009) 。陳中民

(2012)的研究，則探討給予學童說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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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的提示對於其創作故事繪本的影響，

發現如果使用有鷹架功能提示系統，見

童創作故事的流暢性與準確性都比較

好，但是學童的創意自我效能卻較低。

繪本創作在見童教育上的價值普

遍為學界所肯定，現在已經成為許多學

校的重要教學活動，一般稱為「小書製

作 J '運用在不同年級、不同領域的教

學活動之中。其中極受 l囑目的一項，是

新竹女中所推動「為愛朗讀:用我的英

文繪本說故事」的活動。這些英文繪本

由學生合作完成，每年產出七十多本，

師生還到社區的國中、小學與長青學

院，為學生與老人讚繪本，不僅本身英

文聽說續寫能力升級，更贏得社區人士

致稱績。此一活動，為該校獲得 2011

年教育部教學卓越金質獎，主要是讓學

生得到四個方面的收穫:增進英文聽說

讀寫能力、強化邏輯性思考、品格教育

融人英語繪本創作與服務學習(應惠

蔥， 2013) 。

。四、繪本教學電子化

隨著媒體的飛速進步，許多平面

媒體也朝向數位化方向發展，原來圖文

並茂的兒童繪本，也有學者開始嘗試

增加聲音與動態的效果，成為電子繪

本，對於資訊原生代 (digital native)

( Wikipedia, 2014)的現代孩童，或許是

更為熟悉而樂於親近的形宮。

「兒童文化館」網站條文化部前身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自1999年建置，

該網站以提升兒童閱讀興趣為目標，是

見童線上閱讀的園地。其中「繪本花

園」單元中有許多精彩的圖畫書，以語

音動畫的形式呈現，讓孩子只要有網路

連結，就能隨時欣賞這些繪本動畫，進

行閱讀活動。其中繪本目前共183筆，合

翻譯類117筆，創作類的筆，且每月製作

一部全新的繪本動畫，所以數量還在不

斷增加中(文他部， 2014)

Matthew ( 1997) 以及Doty等人

( 2011 )都指出，電子繪本的特色，是

能籍著多戚官的電子環境，增強學習動

機，也刺激學習內容的吸收。

至於將電子繪本運用在英語教學，

國內也有研究，結果發現電子繪本之教

學的優點是(一)以學習者為中心的教

學方式; (二)活他國中英語教學的一

種方式; (三)可改變教師的實務經

驗。因此，可提高學習者之學習動機並

培養其英文能力，教師之資訊能力也可

獲得成長且提升教學專業(張瓊穗、劉

佩奇， 2005)

綜合以上文獻，本文作者認為，

既然繪本教學的功能已經普受肯定，而

鼓勵兒童創作繪本也是許多教師已經認

同並採用的教學活動，隨著科技媒體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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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學童不可避免將接觸電子繪本，因

此在英語師資養成階段，除了研習一般

繪本教學的技巧，更可以考慮嘗試電子

繪本的製作與運用，以養成英語科師資

生日後在其教學生涯上能有更活潑的表

現能力，藉此輔導學童的英語學習。

參、英語電子續本製作

原則

臺灣受惠於政府開放政策與民間的

努力，市面上有許多兒童英語讀物可供

英語教師選用，但選用這些書籍之餘，

授課教師如能指導班上學童分組合作製

作英語繪本，如前面文獻所吉，將更可

以引發其學習動機、充實學習內涵、提

高其學習成就。而隨著媒體工具進步，

兒童對於電腦多媒體的使用並不陌生，

甚至比成年人還要熟悉、運用自如，因

此讓兒童嘗試電子繪本的創作，讓他們

將圖像、聲音，與語文結合，成為英語

學習的一種新經驗。

本文介紹的，是在電腦輔助英語教

學課程中，讓英語師資生練習創作電子

繪本的過程，也希望他們日後能將相關

作法發揮到中小學的英語教室中;在製作

過程裡，對於題材選擇、文字創作、圖畫

與配音等部份，都有些重要的原則。

一、題材選擇

繪本既然由學生創作，當然最好

也由學生選擇最戚興趣的主題。由於繪

本可以運用在各個主要的教學議題上

(如:兩性、環保、資訊、家政、人

權、生涯發展等)。本示例是以國小學

童為例，所以，題材的選擇以簡單易懂

的民間故事為主，最後學生選擇了臺灣

民間傳說「半屏山」為主題。此一故

事，敘述八仙之一的漢鍾離來到臺灣，

在南部尋找誠實青年作為傳人，他扮成

賣湯圓的小販，招牌上寫著「大渴圓!

一粒一文錢、二粒兩文錢、吃三粒不用

錢! J 來來往往的人無不貪心地買三個

好免費享用，而且一吃再吃，直到吃不

下為止。終於'來了一個年輕人，只買

一個，而且吃完照價付錢。漢鍾離問他

為何不免費吃三個，年輕人回答 r 如

果人人都因私念，想不勞而獲，那麼店

家如何生存? J 漢鍾離終於找到了一位

善良忠厚的青年，收他為徒，作為傳授

仙術的人室弟子，而那些貪心搶食免費

湯圓的人，不但沒機會受神仙點化，竟

發現他們飽餐的其實是半屏山的土石 '0

而且他們的貪心已將半屏山吃掉了一半。

這也是半屏山現在只剩半邊的由來。

這個故事雖然只是做為製作英文

繪本的題材，但其背景設定臺灣南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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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屏山，當中又有民間傳說的仙人為主

角，及教人知足誠懇的寓意，以此製作

英文繪本，可說是將鄉土教學、品德教

育與語文教育、美勞教育、資訊教育融

為一體的作法。

二、文字創作

繪本的呈現，顧名思義，以圖

為主，在電子繪本中，還有影音的配

合，但文字與影音在繪本中都是輔助的

地位。將繪本製作用在英語科教學上，

它的教學價值還是在於讓學生由圖畫以

及影音的效果中，戚受閱讀以及創作的

愉悅與成就，而文字的使用就是為了配

合故事的表現，自然地會為了表達的需

要而產出。也就是說，教師不必刻意安

排某單字或語旬的教學，而是在學生有

表達需要時，適時地給予協助，幫學生

找到貼切的英語用字或語句。本文附錄

一中的繪本示例文字，是大學英語師資

生的寫作結果，如由國中、國小學生創

舟，自然會有不同的表現方式。

三、圖畫與配音

圖畫的形式很多，讓學生配合故事

情節自行繪圖，可以發揮想像與創意，

在筆觸、構園、色彩上自由表現;而在

電子繪本的製作環境中，也可能有學生

會採用照片或是其他影像，只要符合主

題、所用影像前後均能和諧對應，又能

展現創意，教師都可以加以鼓勵。配音

部份也是如此，不論是音樂或是旁白、

對白以及各種音效，都可以讓學生盡情

發揮，不必給予太多的限制與約束。

肆、英語電子續本「半屏

山」製作步騰

以下就以「半屏山」為例，簡

述英語電子繪本製作的各階段步聽:

一、成文;二、鉛筆構圖;三、文、

圖修改與圖畫上色;四、轉製為電子

檔PowerPoint ;五、配音與配樂;六、

MovieMaker轉製為影片。

一、成文

可以先進行閱讀或說故事活動，讓

學生熟悉「半屏山」的故事情節，認識

其中人物角色的特色，再討論故事的涵

義，以及領後的省思。開始創作時，先

將故事以 10至 14段英文句子寫出，每段

編號如Sl 、 S2 、 S3等，編號主要目的是

讓後面轉製電子檔時不致混淆文本敘述

順序。英文字體以不帶蹄角的字型為佳

(女日Calibri '而非Times New Roman)

段落文句不要太長，每段以三至四行文

字較宜，若因敘事需要文段增長，則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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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司，。

在適當處分頁，否則後面轉製電子檔時

會因篇幅控制而有文字字型時大時小的

困擾;成文時英文文句應力求淺顯(全

文如附錄一)。文字創作由學生自行練

習發揮，並在小組中互相討論修正，如

果對故事情節有增刪修改的想法，也可

以互相討論決定;如有必要時，才請教

師指導。教師要特別注意，不在文字或

語法上作太多的要求，以免打擊學生的

信心，抹煞了他們創作的動力與興趣。

二、鉛筆構圖

每段文字搭配一幅構圖，也允許

、兩段文字共用一園，所以約 10至 12

幅圖畫即已足夠。構圖以傳統紙筆方式

製作即可，圖畫紙張厚度最少須以80磅

紙，大小則以二分之一A4影印紙就已

足夠。每幅圖可取段落的中心思想或足

以涵蓋段落全文的圖案設計，小組內發

想、討論圖與文相互搭配後，所呈現的

圖像是否足以敘述故事文本，不合處不

拘圓或文皆須進一步修改。構圖須以明

快、陽光氛圍為首選。各幅圖畫存檔取

名時，建議以各段文字編號為主要檔名

( 81 ，泣，......) ，以利後續階段製作時容

易提取檔案，以搭配對應的文字段落。

中等教育第66卷第2期

三、文、圖修改與圖畫上色

每組將撰寫好的文本與構圖完旱的

鉛筆圖在組內討論並修正，也可以請教

師協助檢查是否有修改必要。此時仍然

要注意，學生是創作者，教師只是一旁

的讀者身分，可以提供建議，卻不要過

份干預。經過檢查後，就可以開始圖畫

定稿。首先，以油性馬克筆勾勒定稿草

圓的輪廓讓線條明顯，再選用明朗色調

上色，上色媒材不拘，水彩、蠟筆、色

鉛筆、水彩鉛筆、馬克筆均可。到此階

段才上色的原因，是因為前一階段構圖

與討論時，可能會有一至四次的修改，

若之前就上色，會浪費許多製作的時間

與精力。文後附有兩幅隨意擷取的圖畫

可供參考(如附錄二)

四、轉製為電子檔PowerPoint

將定稿上色妥當的圖畫，每幅掃描

成一幅電子圖檔。轉成圓檔時若以照相

方式拍攝，則宜有後製，將照相常有的

梯形角度轉直，以便讓圖畫較為美觀悅

目。之後將每幅圖畫放人PowerPoint '每

幅圖畫適當放滿整頁的五分之四篇幅，

餘下的五分之一留白處，則以文字方塊

放人「階段一」已定稿的段落文字， 10

至 14英文段落搭配 10至 12幅圖畫，最後

一頁為版權頁，註明各項工作的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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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將要配樂的相關資訊等。此版權頁

有諸多功用，一來註明參與者各人的心

血，二來教師日後參考使用時，製作團

隊與時日一目了然，會讓國小學童心中

充滿成就鼠，學習動機倍增。版權頁之

前，建議加一頁 rTbe End J '己符合之

後「階段六影片製作」的需要。整個教

學活動若只做到此階段，也是一本電子

，以簡報方式呈現，雖未包含聲音，

一樣也是很好的電子繪本。

五、配音與配樂

此階段製作相對比較複雜，建議初

次採用繪本製作教學活動的師生可以省

略，就只做成陽春版的電子繪本ppt亦無

不可(階段一至四) ，等到雙方比較熟

練後，再在第二本或第三本繪本中加人

配音與配樂，完成挑戰度更高、精美度

更好的英語電子繪JI\. 0

配音與配樂為語音口述的「配音」

與視情節需要的「配樂」。配音需視故

文本分配不同角色:旁白、主角、各

配角等，各人須把各自的文段預先唸

熟，每人需注意英語發音的正確度、輕

重音、連音、強調與弱化音節、流利

度、音高、音量等，建議錄音時各角色

一起錄，格式錄成mp3檔案，因其通用度

最高，日後還有可能搭配其他教學活動

成為後製材料。之後再從整份音檔中裁

剪出各部分小音檔，供「階段六影片製

作」時不同圖文檔搭配使用。

「配樂」有音效與配樂兩部分，

音效比較容易，海浪聲、鳥叫聲、開門

聲、走路聲、馬蹄聲等，都有平實錄音

或不同的創意作法，可由學生去自由發

揮製作。網路上也有免費的現成音效

檔可供下載使用(女DFindSound : bttp://

www.findsounds.com/types.bhnl )。

真正的音樂配樂要比單純的配音

複雜，其做法有數種變化，簡單的可利

用微軟的錄音機Recorder' 直接擷取現

成音樂橋段做為配樂材料;或使用網路

上免費軟體Replay Telecorder '它有比

微軟錄音機更精緻些的功能，軟體可

在b ttp://toge t. pcbome.com.tw/category/

network! 12432.btml下載。另外，也可鼓

勵學生選一兩首適合曲子以簡單樂器吹

奏錄音，一樣使用前面兩種軟體錄成mp3

檔案。或者，採用最有創意的做法，由

學生自行製作音樂。市面上有若平免費

音樂製作軟體，使用者眾、功能也多、

學習困難度不高，許多人共同推薦的有

Finale NotePad' 其開發商一直有更新版

本上線， (可在bttp://www.finalemusic.

comlNotePad/default.aspx下載)此軟體可

由使用者自行寫人通俗曲目，如人人耳

熟能詳的〈茉莉花> '填曲完成後，讓

軟體自動播放，仍舊以前面兩種軟體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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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成mp3檔案備用。

配樂最重要的是各幅圖文所需的樂

音長度、氣氛各有不同，所以各處所需

的小音檔必須再「後製」裁剪出來，才

能如意使用，達到情節所需要的配樂效

果，電子繪本中所需要的配樂是最困難

的部分，需要時間多加練習。

各個小部分配音檔或配樂檔檔案名

稱取名時，建議也以各段文字編號為主

要檔名，以利階段六的製作。最後，所

有擷取他人音樂的配樂，記得要在「階

段四」版權頁中補註來源，才不會有期

竊之嫌。

六、 MovieMaker轉製為影片

將「階段四」陽春版的電子繪本加

上「階段五」配音與配樂後，離最後階

段的影片製作，就只剩一個步驟。步驟

雖少，卻不見得能一步到位，還需要耐

性與時間來完成這本影片式的英語電子

繪本。

首先，將每一頁PowerPoint的圖文檔

轉成圓檔(文字變成圖檔的一部分)

可利用轉檔pdftv驟轉換。

繼而將MoyieMaker所需要的材料

一一放入工作區，包括圖檔(剛剛完成

的「圖文合一」檔)、各個小部分的配

音檔及配樂檔等，再依順序把相關的

圓、音、樂逐個拉人時間軸下面。特別

注意「時間軸」上要對好發生的順序，

儘量做到分秒不差，建議一邊拉放各項

材料、每完成兩三幅圖及其配音(樂)

後，就要先試播，看看有無破綻，若

有，則馬上修改，比較容易且省事。全

部拉放完後，試播兩三次找出不協調的

地方再加修改，直至小組內每個人都滿

意為止。

每一階段的檔案若有先後不同的版

本，建議直接在檔案命名上做區分，若

嫌檔名太長，則全部相同版本檔案可以

開新的資料夾存放，檔案如此管理會比

較清楚明瞭;因為版本一多，個別作業

時容易錯拿成舊版，如果還不假思索地

一直做下去，會有徒勞無功的危險。

科技日益進步，幾年內有可能上

述步驟可以更形簡忙，例如，以一個步

驟直接將上面「階段四」變成「階段

六 J (PowerPoint直接變成「影片編輯

檔 J ) , r 階段五」的錄音、配音與

裁減、後製等步驟也會更簡單，更容易

與「影片編輯檔」融合。在很短的時間

內，可預見利用數位媒體協助英語繪本

製作將更形容易。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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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英語重予信本教學

應用

繪本的教學應用，許多學者已討論

很多，本文從製作觀點提出一些不同的

看法。

首先，因為製作故事文本，學童

必須產出自己的句子與段落，英文寫作

本身就是英語學習裡比較高端的技能，

利用英語電子繪本製作，可以提高學

學習動機，強化己學得的英文、將之消

化、哺出，經過小組討論與教師提示、

訂正，學習成就在無形中增加。而且，

以小組方式製作繪本，依合作學習理

論，更是小組內人我互相支持、激勵彼

此成長的極好方式 (Beat吟， 2010 )。

凡是創作，就需要有人欣賞。學生

創作的紙本繪本，當然可以透過各種展

示活動，呈現給師長或其他學生欣賞;

既然是電子繪本，那麼保存與傳播就更

為方便，將作品放到班級網頁上是最基

的作法。此外，有許多學校靠著網路

連線舉辦跨校或跨國教學活動，例如目

前全世界最大的教育網路平臺 iEAR

( http://www.iearn.orgl)上面便有上百個

專案，每天成千的學子在上面交流。本

文所描述的英語電子繪本製作，本身就

是一個可以發展成世界交流的專案。在

小組內、班級內，學童的繪本製作是英

語學習與產出活動，當把它放到iEARN

平臺上與別的國家班級交流時，學童的

英語學習便拓展為真正的溝通學習。臺

灣的班級會製作半屏山電子繪本，南韓

的學童會製作青蛙民間故事，英國的學

童繪製他們蘋果砸牛頓的故事，各國班

級間以英文敘事繪本故事、在平臺上交

流、閱讀對方的繪本，他們因此而互相

詢問、回答疑點與交流意見，在傳統教

室裡必須要以模擬情境的方式才能達到

溝通教學的目的，在這種跨國專案交流

裡輕易可以達成。而學童自己的分組

作品，不僅豐富交流內容，幾年累積下

來，也是教師個人教學成長中最值得驕

傲的果實。從學童角度來看，更是教師

為他們創造的最值得回憶的教學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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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臺灣民間故事「半屏山」英語電

子繪本文本

S1:

Half Mountain

S2:

There is a mountain called Ban Ping

Mountain (Half Mountain). It has a special

ridge as if it has been cut away half by a

knife.

S3:

Long , long ago , when “ The Half

Mountain" was still in its full fOID1 , there

came an old man , selling rice balls for a

living. He yelled by his stand:

here! Here are many big and yummy r討lC臼e

balls. One rice ball is for one dollar, two

balls for two dollars, and three for 企ee!"

S4:

People heard this, and they all went to him

happily asking for three balls. Some greedy

people even repeated this seve叫 rounds 。

until they were ful l. Then they left when

they couldn't take any more rice balls. This

had been lasting for some time.

S5:

One day, a young man came and said to the



英語電子繪本的製作與教學應用:師資教育中對多媒體輔助教學的建議

Making an E-Storybook to Enhance English Language Learning: A Project Conducted for Pre-Service Teacher Training in Taiwan

old man: “Please give me a rice ball , sir." passed by the main street that was in front of

On wondering why not asking for three, the the mountain.

old man reminded him: “Young man, why SII:

don't you order for three just like others did? All villagers now knew that the old man was

Then you can get them all free!" a god from the heaven. Those who had taken

S6仗 advantages of 企e臼e rice balls came close and

The young man replied: "You have walked apolog♂IZ臼ed止:

a long way with such a heavy load in doing our gre臼ed出IDes晶一白 " '

business here. I don't want you suffer any S12:

loss, and I want to buy with money." The old rna smiled: "Look at the mountain

The old man nodded his head and praised behind you. Have you notice that half of it

him for his honesty. has disappeared? The truth is that the soil of

S7: the missing half was the rice ball that you

In fact , the old man was a god from the have eaten. That's the lesson for the greedy

heaven who came down the earth searching people." Everyone looked back and found

for an apprentice. that the only half of the mountain standing

S8: there. Then, all the greedy people suddenly

The god thought that the young man could had a severe stomachache starting to vomit.

be the best candidate for the apprentice, so S13:

he told the young man who he was and why The old man left with the young man and

he was here. The young man said to him: they paid no interest to the greedy group

。I have to ask for a permission from my S14:

parents." (版權頁:撰稿人、繪圖人、旁臼人、

9: 音效來源、配樂來源等資訊。)

A few days later, the young man went with

the old man as he had the permission from

his parents.

SIO:

Before they left the small village , th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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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臺灣民間故事《半屏山》英語電

子繪本構圖示例

瓜及
石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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