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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陳順龍．東海大學英語中心主任

透過線上課程「笑話聽讀講輕鬆學英文」 
重建中低成就學生基礎必備的文法概念

觀
察大學學測和指考英文科的翻譯題，學生

經常失分的地方在於不會使用子句，以及

時態語態用法錯誤。這些原因讓學習英文變得令

人生畏，一點都不有趣。同時，學生缺乏組建創

造的能力，使得他們的英文能力無法獲得全面整

體的改善。

教學發想

學生常見的狀況是：時態語態的概念薄弱、基

本動詞屬性認識不清、對子句以及子句變化沒有

深刻了解，以至於聽力、口說和書寫都大受牽

連。為了讓學生有學習興趣並提升學習效果，可

以藉由過去20年來的收集與篩選出的70則長篇英

語笑話，以幽默的素材反覆解析學生應該具備，

但卻屢學不會的基本文法概念，例如：時態語

態、五大句型、子句種類與變化、假設語氣的用

法等。藉由幽默素材刷新英語學習動機，去除國

中、高中，甚至是大學以來，以訓練考試得分的

教育方式所衍生的學習無力感。

教學規劃與教學現場問題

本計畫以學期為單位，探討教材與教法創新所

帶來的學習動機改變；以及全面的文法通盤整理

是否受到不同程度學生的歡迎。研究對象為東海

大學選修英文課的學生，這個族群程度參差不

齊。明顯可見學生經常搞不清楚：⑴英文的12種

時態：對過去、現在、未來，三種時間如何搭配

「簡單、進行、完成與完成進行」的概念非常薄

弱（特別是過去完成進行、未來進行、未來完成、

與未來完成進行）；⑵對主動語態如何變化為被

動語態感到生疏，對於子句的種類以及所衍生的

分詞片語和分詞構句認識不明；⑶不清楚在假設

語氣中，動詞必須再做進一步的變化；⑷不了解

完全與不完全及物動詞和完全與不完全不及物動

詞的差異，是不是需要補語？又應該補在什麼位

置？因此沒有辦法了解五大句型。

舉例來說，當老師問：「What did  you do 

last weekend?」學生的回答經常是：「I go 

home.」；又有一次，一位程度優越的同學被問

到：「你以後想從事什麼工作？」他的回答是：

「I haven't think about it.」學生似乎永遠用現在簡

單式回答所有的問題，以不變應萬變；再舉例來

說，當老師問同學：「How are you?」他們都會

回答：「I am fine. Thank you.」但是如果再問：「How 

are you doing?」大部分學生就不知所措；如果接

著問：「How have you been?」能夠回答的人更少；

如果又再問：「How have you been doing?」那麼

根本就沒有人知道老師在問什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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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上在國中與高中的英文教材中，時態的概

念經常分散於六冊課本當中。如果學生自己沒有

統整能力，而老師補救教學又做得不夠好的話，

學生殘破的文法就經常被帶到大學裡頭，缺乏組

建創造的能力，在片語與單字的斷垣殘壁裡徘

徊，顯得徬徨而不知所適。

現今臺灣的大一英文或是大二英文的教材，幾

乎都是外國出版商的市場。這些書商所出版的教

材，經常是一套或是一系列的書，最常見的是一

套三冊，由初階、中階到進階。讓老師依照學生

的程度差異，挑第一冊、第二冊或是第三冊作為

上課教材。但這樣的編撰方式，經常把文法概念

打散至各冊裡頭。因此，學生不管學到哪一冊，

都沒辦法得到全面的文法整理。而選修英文對於

那些曾經上過必修的大一英文、大二英文，尚需

要3學分的選修英文課作為畢業門檻的替代課程

的學生來說，就是在大學畢業前，最後一次將英

文學好的補救機會。 

這個族群當然也有已經參加英檢考試，通過畢

業門檻資格的學生，但是其中也有為了增強英文

實力，而來參加英文選修課的例子。因此，如何

讓那些低成就的學生，脫離傳統的習得無力感，

並且重新激發他們對英文的興趣，進而能夠敞開

心胸接受文法教導而不感到煩悶呢？而在主題的

設計上，又該如何能夠兼顧那些程度已經很好的

學生，讓他們也能夠因為內容的創新，能夠快樂

的學習，更上一層樓呢？這些綜合的考量就變成

了選修英文課老師的最大挑戰！

創新教學策略

●善用線上教學平台（iLearn）

這一門課在108-1學期以線上課程（iLearn）的

方式呈現，為3學分的線上課程，將15週的進度，

錄製成30單元的微課程，由申請人側錄螢幕上的

PPT畫面並加入講解。每週學生必須在家線上觀

課2單元，每一單元約為20分鐘，並完成教學平

台上的一回測驗，面授時間為每週1小時，並將

問卷連結考題作為前、後測。108-2學期修課人

數達135人，因應COVID-19疫情避免群聚，本學

期面授的1小時改以線上同步直播的教學方式進

Consider the case of the Illinois man who left the snow-filled streets of Chicago for a vacation in Florida. 

His wife was on a business trip and was planning to meet him there the next day. When he reached his 

hotel, he decided to send his wife a quick e-mail. Unable to find the scrap of paper on which he had written 

her e-mail address, he did his best to type it in from memory. Unfortunately, he missed one letter, and his 

note was directed instead to an elderly preacher's wife, whose husband had passed away only the day 

before. When the grieving widow checked her e-mail, she took one look at the monitor, let out a piercing 

scream, and fell to the floor in a dead faint. At the sound, her family rushed into the room and saw this note 

on the screen: 

Dearest Wife,

　　Just got checked in. Everything prepared for your arrival tomorrow. 

　　PS. Sure is hot down here.

　圖一 第1個教學實例Email Perils（發錯電郵惹的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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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本課程在不同笑話的情境與氛圍中，反覆鑲

嵌講述學生必須熟稔的基本文法架構，企圖透過

幽默與笑聲，為枯燥的文法教學找到新出路。

在錄製影音檔的時候，筆者詳細地講解PPT

畫面，並為了強調子句的概念，將形容詞子句

（紅）、名詞子句（藍）以及副詞子句（綠），

用不同的顏色標示出來。並且在朗誦完英文笑話

後，加上中文講解，以游標反黑的方式標示出在

英文原句中，依中文習慣應該先翻譯的部分。在

讓學生能夠對英文文章的區塊架構一目瞭然的同

時，亦讓學生了解在英譯中時，必須調整、挪動

英文的詞序和語序，才能避免發生過度西化，或

是產出翻譯體，甚至是出現不可理解的中文的問

題。

本課程的目標，是透過有趣的方式，加強中、

低程度學生整體的文法概念，讓他們重新（從

對等連接與複合連接圖示 對等連接說明

形容詞子句說明 名詞子句說明

副詞子句說明 Up and down在文化和宗教上的歧異性

圖二 句子的連結方式與子句的種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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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m is applying for a job as a signalman for the local railroad and is told to meet the inspector at the 

signal box. The inspector decides to give Tom a pop quiz, asking: “What would you do if you realized 

that two trains were heading towards each other on the same track?” Tom says: “I would switch one 

train to another track.” “What if the lever broke?” asks the inspector. “Then I'd run down to the tracks 

and use the manual lever down there,” answers Tom. “What if that had been struck by lightning?” 

challenges the inspector. “Then,” Tom continues, “I’d run back up here and use the phone to call the 

next signal box.” “What if the phone was busy?” “In that case,” Tom argues, “I’d run to the street level 

and use the public phone near the station.” “What if that had been vandalized?” “Oh well,” says 

Tom, “in that case I would run into town and get my Uncle Leo.” This puzzles the inspector, so he asks, 

“Why would you do that?” “Because he’s never seen a train crash.”

圖三 第2個教學實例Tom the Signal Man（鐵路局信號員）

圖四 假設語氣的用法語句式

心）喜歡上英文，並且也能在畢業後，以

同樣的興趣和動機努力不息地自學英文。

以下舉三個教學實例進行說明：第一個例

子為第1單元的第1則笑話：Email Perils（發

錯電郵惹的禍）（圖一），其文法學習重

點在於子句的概念。笑話的內容被標示成

不同顏色，紅色代表形容詞子句，綠色代

表副詞子句，藍色是名詞（本篇剛好沒

有）。本課程中的每一則笑話都依循這個

方式來操作，學生看著不同顏色的文字，

慢慢地就強化了文章當中各種子句相互依

存的概念。而且每當遇到子句的概念時，

筆者都會重新講解3種子句的文法介紹，

如此不斷重複（圖二）。

此外，同樣的文句也可以教導中英語法

和語言結構的差異：Consider the case of 

the Illinois man who left the snow-filled streets 

of Chicago for a vacation in Florida. 形容詞子

句如果不長的時候，先把意思翻出來，再

放到所修飾的名詞（先行詞）之前。如果

太長則採取斷譯，並依照著句子的順序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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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lind man has often been told that everything is big in Texas. So he decides to go there to verify. 

He gets off the plane and checks in at the hotel. Because it is still too early for dinner, he decides to 

go to the bar to have a beer. The barman pushes a bucket to his front. The blind man feels the bucket 

and asks what it is. “It is the beer you just ordered, my friend,” answers the barman. After finishing 

the beer, the blind man needs to go to the toilet and is told that the toilet is down the hallway and 

the second door to the right. However, he trips at the end of the hall, gets up, and unfortunately 

misses the second door. Fumbling, into the third door he enters and falls right into a swimming pool. 

Thinking that he must have fallen into a commode, the blind man begins shouting, “Don’t flush! 

Don’t flush!”

圖五 第三個教學實例

行翻譯。

英譯中的時候，為求文義的通順與精采，請依

中文習慣與理解需要，增減字詞。如下例，括弧

裡的中文加與不加，就會造成在英譯中時的理

解差異：Consider the case of the Illinois man who 

left the snow-filled streets of Chicago for a vacation in 

Florida. 請看這位家住（美國）伊利諾州的男人

（闖了什麼禍），他離開芝加哥冰封的街道，去

（陽光普照的）佛羅里達度假。

另一個教學實例為第5單元的第1則笑話：Tom 

the Signal Man（鐵路局信號員）（圖三），其文

法重點在於子句的概念，以及假設語氣的學習。

這一篇笑話是一個使用假設語氣時，動詞必須加

以變化的完美例子。這些動詞都被標成粗體字，

提醒學生注意。

筆者會在文意講解完畢後，解釋假設語氣變

化的原則：對現在狀況的假設，動詞或是助動

詞必須變成過去式；對過去狀況的假設，動詞

必須用過去完成式（had＋過去分詞），助動詞

之後則必須是have＋過去分詞。而且，假設語

氣通常會出現在⑴感嘆句、⑵名詞子句，以及

⑶以if為開頭的副詞子句以if為開頭的副詞子句

（圖四）。

第三個教學實例（圖五）是為讓學生學習時態

跟語態的概念。操作方式為：在朗誦並且講解完

笑話之後，接著介紹12種時態，以及主動與被動

兩種語態（圖六）。請同學熟記表格內容，並請

他們將原本使用現在式敘述的笑話，改為過去式

（圖七）。

課程成果

本課程的教學評鑑，2學期平均為97.1，2學期

的前後測結果呈現了顯著的正向差異（圖八）。

學生的文字評量也顯示許多人在上完課之後，重

拾了對英文的熱情。比對以傳統方式講述文法規

則的課堂；和以笑話為素材，鑲嵌文法教學的課

堂。結果顯示，以笑話進行文法教學，除了讓學

生更容易記住文法與句構外，也能使學生更樂於

運用，進而深化文法觀念。其效果遠勝於以講述

文法規則，再以例句練習的傳統教法。顯示的確

如同Woolard（1999）在Grammar with Laughter

一書中所表示，透過笑話會使學生更樂意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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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Deneire（1995）認為原本生硬的文法教學，

若以幽默（笑話）的方式呈現，有助於英語並非

其母語的學生，了解母語和英語間句法結構間的

基本差異。

 反思與精進建議

值得注意的是，本課程為3學分的線上課程。

其實際面授時間只有1個小時，課堂上中文、英

文交換使用，大約各爲50%；另外2個小時的課

程內容，學生必須在家觀課，因此查核學生是否

在家確實觀課就變得非常重要。不可諱言，不乏

一些學生是抱持著僥倖與省事的心態，來選修這

門實際授課只有1個小時的線上課程。所幸，透

過愛學網（iLearn）的線上觀課個別記錄，老師

可以清楚地知道學生有沒有觀課，以及學生在網

上停留時間的多少。並且能夠在每週面授的那1

個小時課程中，將管理者的畫面投影在螢幕上

面，口頭獎勵有觀課的學生，並溫和告誡偷懶

沒有觀課的學生。如此，老師才能夠清楚掌握

並且監管學生的自學情況。此外，嚴格考察出

席率對於學習效果也有非常大的影響。筆者的

做法是，每堂面授課都使用愛學網（iLearn）的

線上即時點名功能，讓學生能夠透過手機確實

簽到，同時嚴格規定缺席超過三次的人將不會通

圖六　時態語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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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 將敘述時態改為過去

過本課程。整個學期操作下來，老

師可以密切掌握學生對課程投入的

程度。

此外，筆者也會在面授課的1個

小時，用愛學網（iLearn）隨機選

人的方式，請學生試譯大約3行到5

行的英文笑話，在學生產出中文的

過程中，當筆者發現學生因為對於

英文句構不夠嫻熟，而產出不順暢

的中文時，適時進行匡正，並趁機

把文法概念帶進來，告訴大家中、

英語法的差異。並且要求在學生上

完面授課後，必須在當天的11點59

分之前，完成筆者根據該週課程內

容所設計的線上小考，藉以驗收並

且加強課堂上學到的文法概念。考

題的設計緊密結合當中所要強調的

文法概念，例如：我會截取出笑話

中的一個句子，問同學畫線部分是

什麼子句？如果是形容詞子句，會

有什麼樣分詞的變化？或是說我會

給出5個句子，請同學作配合題，

標明哪一個句子是完全不及物動

詞；哪個句子是不完全不及物動詞；

哪個句子是完全及物動詞；哪一個

句子是不完全及物動詞；哪一個句

子又是授與動詞？

透過這樣課前預習與面授的那1

個小時，進行節奏明確、條理分明

的操作，並輔以當天11點59分之前

必須完成的與上課內容高度相關的

小考，老師可以盡最大可能地做到

引導與要求，確保教與學的品質。

另外一項值得一提的課堂活動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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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予學生5分鐘的時間，請學生用手機上網搜尋

一則他們覺得好笑的笑話，然後在隨機請學生大

聲朗誦這個笑話給全班聽後，再隨機詢問另外一

位同學是不是有聽懂？以及這個笑話的笑點又在

哪裡？

如上所述，本課程教學評鑑2學期平均為

97.1，2學期的前後測結果也都有顯著的正向差

異。第1學期，前測平均值為42.17，後測平均值

為63.61，進步達21.43；第2學期，前測平均值為

64.81，後測平均值為87.16，進步達22.35。值得

108-1共有36名學生修課，1小時面授為實境實地
上課，2小時在家線上觀課。前測平均值為42.17，
後測平均值為63.61。

108-2共有136名學生修課，因應疫情控制，1小時面
授為線上直播教學，2小時在家線上觀課。前測平均
值為64.81，後測平均值為87.16。

圖八 108-1和108-2前後測結果

觀察的是，本課程在108學年第1學期第一次開

課的時候，修課人數只有36名，前測成績只有

42.17；但是到了108學年度第2學期，第二次開

課的時候，人數便暴增到136名，而且前測成績

為64.81，高出第2學期的前測22.64。個人認為這

是學生的口碑相傳的結果。也因課程內容有趣，

老師督課嚴格，吸引了不少程度相對較好的學

生為了興趣前來選課。這點從學生的文字評量

可以看得非常清楚，例如：「用非常有趣的方

式讓我們進入英文的世界，先從喜歡上英文開

始，讓學習更有效率」; 「從前對英文不怎麼感

興趣，但自從上了老師的課後，覺得英文如同

日常生活的必需品，完全成了熱愛英文的人」；

「有趣且親近人的方式教英文，除了學習最正

統的文法以外，也教了平常口語溝通會用到的

話語」；「突破以往傳統的教法！讓我們更有

興趣學習英文」。

這樣的教材與教法經過實際驗證，深受學生

喜愛。僵硬文法的教學是枯燥可怕的，但是如

果用笑話來包裝，並且目標明確地在30個單元

中不斷重複這些基本重要的文法概念，可以讓

原來程度好的學生，文法基礎變得更加堅實；

程度較差的學生，也能因此得到全面性的文法

建構。而透過這些笑話，學生也能從多元文化

的視野中理解西方社會的幽默；中西方的幽默

是否有共通之處？這門課程已經在育網開課多

次，課程名稱是：「笑話聽讀講輕鬆學英文」。

今後將繼續觀察與記錄新的笑話，補充講義的

內容，保持課程的「即視感」，跟上文化與社

會現象的變化，與時俱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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