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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中英語教室自學系列 Part I 
作者：王鵬順 東吳大學語言中心組員 

 

 

適合對象：適合用「聽」的方式來學習的人。 
具備能力：大一程度，能聽懂大家說英語的學習者。 
準備工具：空中英語教室 Studio Classroom或 Advanced彭蒙惠英語雜誌、廣播教學版、

筆記本。 
預期目標：建立個人學習策略，長期下來可提升寫作能力，加強文法觀念。 
自我評鑑：個人累積的筆記內文及冊數越多，進步的機會就越大。 
 
 

前言 
空中英語教室歷史悠久，在媒體還不太發達的時候，許多人是透過電台廣播的方式

學習英文，空中英語教室就是老字號的教學節目。最早，一本雜誌內包含了實用（Basic）
及進修（Advanced）兩個等級；發展至今，這兩個等級已分為兩本雜誌發行，一本仍然
叫做空中英語教室 Studio Classroom，另一本則叫做 Advanced彭蒙惠英語。儘管如此，
這兩種都是很不錯的英語學習雜誌。另外，還有一本雜誌－大家說英語，則較適合國、

高中程度的初級學習者。 

 
 

說明 
這份學習單張的主要目的是要幫助學習者，透過「聽」的方式，搭配閱讀雜誌劃記

重點，建立屬於自己的學習策略。本文將就下面幾個部分一一說明：收聽前的疑惑、收

聽前的準備、收聽時如何做筆記、雜誌內文劃記重點、如何利用所做的筆記。 

 

【收聽前的疑惑】 

 
- 是用「聽」來學，還是要用「聽與看」來學？ 
 
 每個人有不同的學習風格，一般來講，可分為三種：視覺學習、聽覺學習及觸覺學

習。不論是哪一種，瞭解自己擅長的學習方式，才能有效建立個人的學習策略。這三種

學習方式，概略敘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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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覺學習」是最為普遍的使用方式，凡是用到眼睛的，都可以算是視覺學習。有

的人特別擅長於視覺學習，也就是說，靠的是圖表或文字的編排方式、整體的相關位置

等等來學習或記憶，就好比光靠課堂中的聽講不一定全吸收得進去，但是回家看一遍課

本就記住了。屬於視覺學習的人，建議將繁雜的內容做成圖表，或是將內容多「看」幾

遍，甚至在背誦英文單字時，可以將一個個的字母想像成一幅幅的圖畫，有助於記憶。 

 
「聽覺學習」著重於對聲音的感受和接受度，若光聽老師上課就吸收了百分之八十

的內容，就是適合聽覺學習。擅長聽覺學習的人，不用說，當然是上課的時候要專心「聽」

講，或者錄下來反覆聆聽，甚至可以運用各種聲音的想像，將枯燥乏味的文言文編成一

首歌，或是將要背誦的重點改成一句順口溜，也就是將傳統的「視覺學習」轉變成自己

可以接受的「聽覺學習」。 

 
「觸覺學習」可能是較為陌生的詞，舉凡用到身體各個部位的大小肌肉，都可算是

「觸覺學習」。從小，我們就被要求在教室裡要安靜地坐在椅子上，不可以亂動；然而

對於某些學生來說，「維持端坐」反而要花掉他們大半的注意力，這時候學習的效果就

大打折扣了。因此，若是習慣一邊看書，一邊甩筆、吃口香糖、咬指甲、玩頭髮、抖腳

等等，在不妨礙他人的情況下，這些小動作是不應該被禁止的。此外，「觸覺學習」其

實還包括了「自己動手做」，最常見的就是學校的實驗課以及在家裡自行拆組用品器具。 

 
也許你會問，既然視覺是最常被使用的方式，是不是不該用「聽」廣播英語來學習

英文？仔細想想，雖然是用聽的，可不是完全沒用到視覺喔，還必須搭配閱讀雜誌上的

文章、圖片、圖表，才能真正熟習。以看電視上播送的空中英語教室節目而言，學習者

必須處理的資訊除了「聽覺」之外，尚需處理大量的視覺資訊，例如臉部表情與肢體語

言等，而這些視覺資訊絕對有利於理解。因此，學習目標若是要加強會話能力，收看此

類視覺節目會有不錯的效益。 

 
- 聽 Basic 或 Advanced？ 
 
 這個問題困擾過許多學習者，以筆者的學習經驗而言，Basic對於初次接觸者來說，
可能還是有點難以接受，但若能夠耐心聽完，配合適當的學習策略來進行，難度就會隨

著每日的收聽學習而逐漸降低。當你覺得 Basic似乎沒有那麼難了，應該也可以慢慢接
受 Advanced。 

 
 那麼答案到底是什麼？筆者認為最好兩個等級都聽。對剛入門的收聽者而言，建議

每個等級聽兩次，Basic兩次，Advanced兩次。以這樣的次數持續約一個月後，你就會
發現自己慢慢能夠聽懂 Basic 了，此時再依據個人狀況調整為收聽 Basic 一次，但
Advanced 或許還是頗難的，那就繼續維持兩次。到第三個月後，多數人會發現也聽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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懂七、八成的 Advanced 了。這是不是很值得高興的事哩！繼續持續下去，你就可以完
全聽得懂唷！ 

 
 兩個等級都收聽的理由是加強能力上的挑戰。Basic 的老師講話速度都刻意放慢，
Advanced 則是一般的說話速度，有的老師甚至用比較快的速度，這樣的搭配正提供了
最佳的聽力挑戰。 

 
- 需要翻字典弄懂每個單字嗎？ 
 
 閱讀的過程中，鐵定會遇到一些生字詞彙，到底有沒有必要每個字都查字典？其

實，閱讀牽涉到推測理解能力，如果遇到生字，先別急著搬出字典，第一個動作應該是

看看這個生字的前後字句或文章，由生字的上下文、前後句來推敲猜測這個字的意義。

如果是關鍵字，作者通常會對這個字彙加以補充說明；如果沒有，就由上下文來判斷。 

 
 先猜測，再仔細聽廣播解說，大多數的狀況下，一定會解說關鍵字的意義及用法，

可以藉此印證自己對文字的推敲判斷能力。還不懂，再搬出字典查吧！透過推敲判斷，

不僅可以增加字彙能力，更可以訓練閱讀的理解力。 

 

【收聽前的準備】 

 
- 先看中文翻譯嗎？ 
  

以收聽廣播英文解說的角度來看，每個人的習慣不同，可大略分為三種： 

 
l 一種是先看中文翻譯，再去閱讀英文及收聽。 
l 一種是先看英文，再去看中文翻譯及收聽。 
l 最後一種是直接收聽廣播及閱讀英文，必要的話，再看中文翻譯。 

 
這三種學習策略並無絕對的好壞，選擇適合的才是最重要的決策標準。如果光聽說

其中一種是比較好的學習策略，但並不真正適合你，學習效用會減半。所以採用適合個

人的學習策略，就是最好的學習策略。 

 
- 要準備筆記本嗎？ 

  
這是一定要的啦！準備約 20〜30頁的小筆記本就行了。為何只要 20〜30頁？目的

很簡單，就是快快看見自己的成果，好激勵自己。如果是一本厚厚的筆記本，得熬好長

一段時間，才能寫完一整本，進展緩慢；而要是 20〜30頁薄薄的一本，你可能一兩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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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就完成一本，顯得很有成就感。 

 

【收聽時如何做筆記】 

 
+ 初次做筆記的重點方向： 
 
 剛開始培養收聽或閱讀習慣的學習者可以朝下列幾個方向來做重點筆記： 

 
（1） 注意句型，找出主詞及動詞 

以句子為單位，找出主詞、動詞還有主從關係，接著判斷動詞跟其他詞彙的

文法關係。這樣做的目的是一邊閱讀，一邊複習你對文法的理解。例如： 

   

As you grow old, she once noted, "You become more and more limited 
but you don't entirely stop.  One does the best one can:  One lives on." 

 
你看出這整句話的主從關係了嗎？找到主詞、動詞了嗎？主要的句子是 she 

once noted，she及 noted分別是主詞和動詞。 

 
附屬子句則是 As you grow old，附屬子句裡又有主詞、動詞，亦即 you、grow，

而 old是形容詞。為何 old可以直接放在 grow之後呢？因為 grow在這裡的用法就
跟 be 動詞一樣，「be 動詞＋形容詞」這個規則沒忘記吧？！這一類的動詞除了
grow，還有 become、turn…等，因此我們可以推論，這類與「情狀改變」有關的動
詞大概都可以直接加形容詞來描述主詞的變化。 

 
再接著看其後的句子，You become more and more limited but ~，嗯，become

跑出來囉！形容詞 limited接在後頭，形容 you的狀況「行動不便，能力有限」。把
more and more劃起來，「越來越〜」。合起來是「行動或能力越來越不便、有限」。
but 是對等連接詞，跟 but 一樣的還有 and/or，前後都必須是一致的詞性或詞句，
比如 N. + but/and/or + N.，或 S. + V. + but/and/or + S. +V.，或 V-ing + but/and/or 
V-ing。 

 
這樣短短的幾句英文，就可以做這麼多的文法解釋，看起來好像有很多該記

的，其實只要習慣閱讀英文之後，就能立刻理解句型之間的關係。剛起步時，或許

分析句型的速度會比較慢，請記得，只要每日確確實實練習，這樣的能力就會越來

越強。 

  
（2） 注意片語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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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語是學習英文時重要的一環，片語有動詞片語、分詞片語、形容詞片語、

介系詞片語等等。建議先別管這些專有名辭的區別，實際瞭解這些「片語」是怎麼

被運用的，在文章裡是怎麼被表達的，注意正確用法才是重點。當你瞭解如何正確

使用這些片語之後，再來回顧理解文法上的專有名辭，是比較簡單的學習方式。這

道理就好像會開車的人不一定就完全理解所有的零件，但隨著開車經驗的累積，你

慢慢會清楚一些汽車零件的功用及名稱。例如： 

 

In order to live in these two worlds effectively, you must let go of the 
need for certainty and control…. 
 
 這個句子一開頭就是介系詞片語，In order to + V., S. + V. 是主要的句子架構，
In order to 還可以用其他詞彙替代，例如 To+V或 For the sake of + V-ing；接下來的
let go of + N.則是動詞片語。為什麼 in order to叫介系詞片語？因為是 in領導的嘛！
in是介系詞，若是 to+V.的話，就叫做不定詞片語。那你一定可以猜想出 let go of 叫
動詞片語的原因了－因為 let 是動詞。用這個方式去理解，是不是就沒有那麼複雜
了呢？ 

 
（3） 單字及俚語 

 單字及俚語也是重要的一環，單字是最基本的要素，俚語則是增加表達上的

活潑及色彩。看到重要的單字首先可以判斷它的詞性，是動詞、名詞、形容詞或副

詞，接著看前後文意義來推敲，這樣可以增加你對這個字的印象及理解。 

  
至於俚語，若是當代的流行語可以列入筆記，若已經過時，則看過理解即可。

俚語是活的東西，隨著時代的變動而有變化。有些經得起時間的考驗，得以存活下

來，有些則會慢慢消失，甚至變成陳腔濫調（cliche）。例如 kick the bucket是某人
死了的講法，現在已經比較少人用了，如果你拿出來用，或許有人還要請你解釋意

義。 

 
 除了收聽廣播解說節目，再搭配閱讀雜誌，理解句型、片語、單字及俚語是重要的

基本功。長期下來，必定能累積實力。 

 
（4） Last but not least，遇上漂亮的詞彙句子，要怎麼做？ 
  二話不說，當然是立刻列入筆記之中。讀起這類的詞彙或句子，必定令你有

獨特的感受，例如： 

 

 Last but not least, you should put your own prejudice aside…. 
 
 這是出自於 Shakespeare 的文學作品，常被引用，意思是「最後一點，也是最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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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點」。將這樣的詞彙用在寫作上，必定增色不少。 

 

 Nowhere is the spirit and substance of the Indian culture presented with 
more drama and authenticity than in Oklahoma City, Oklahoma. 
 

這是倒裝句的強調用法，原句型是：The spirit and substance of the Indian culture is 
presented nowhere with more drama and authenticity than in Oklahoma City, Oklahoma.倒裝
句的重點就在於動詞要拿到前方位置，這樣的強調用法尚有許多，多聽多看就會慢慢發

現。 

 

 Swift and fast like lightening.  No words better describe the latest new 
model of M16… 
 
 這個句型的寫法很漂亮，先以形容詞帶出主角的模樣，接著敘述「再也沒有更好的

字可以形容〜」。日後遇到類似的主題，想要奪人眼光焦點，這招就可以派上用場－「形

容詞。No words better describe…」。 

 

【雜誌內文劃記重點】 

 
+ 如何在雜誌內文劃記 
 
 準備二種顏色的筆－紅筆以及醒目的螢光筆。用紅筆直接在雜誌裡標示重點，將句

型架構劃上底線______ 或括號（ ）[ ]，或拉長線至空白處寫下重點；螢光筆則是標示
出要列入筆記本的重點。有些內文不需要列入筆記本，看過即可；有些則要列入筆記，

作為日後參考或長期記憶之用。後者就先用螢光筆在雜誌上劃記，再把螢光筆標記的部

分，抄寫到筆記本裡。 

 
+ 筆記整理 
 
 筆記本上的重點要標示日期，例如 2001 March 29-31，俾便往後快速找到該期雜誌
和出處。整理時，以條列式方式寫入，把重點寫在前面，力求簡短醒目。特別重要的項

目，再以特別記號或顏色加強標示，甚至加以分類整理並以表格型態來呈現。記得嗎？

善用視覺學習跟觸覺學習，能夠幫助記憶。 

 

【如何利用所做的筆記】 

（1）潛移默化地記憶或背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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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空就拿出筆記翻一翻，不需要刻意硬背起來，只要經常重複翻閱，逐漸就會成為

你記憶中的一部份。這樣的學習方式很輕鬆吧！ 

 
（2） 寫作時的私房資料庫 
 寫作時，這些薄薄的筆記本就成了技巧運用與靈感衍生的最佳資料庫。你所閱讀過

的文章、句型、語意、想法、起承轉合等，都會在翻閱筆記本時閃過腦海，並且派上用

場。 

 
 

【End of Part I】 

2002.09.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