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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ndy：每次面對電腦自我評量，一定要做到 100分。

在 Cindy 的告別式上，爸爸、媽媽、弟弟、妹妹和老師們，對

這位在世上僅僅短暫駐留 14個寒暑的小天使，有著滿滿追思的情懷，

「她是這麼貼心的孩子」、「她是『佳音』最引以為傲的學生」。佳

音英語陳平三董事長在寫給這位小天使的弔唁文中道出：「妳是佳音

英語這 30 年來，上百萬的學生中，讓我最驕傲的一位。」

Cindy 的身軀和同齡的孩子比起來顯得瘦弱了一些，那是因為先

天性心臟病讓她吃足了苦頭，從小到大得天天吃藥控制，還要定期回

診，若是狀況不好立刻就要住院，但她比一般人更堅強、更勇敢、更

不屈不撓。和大家一樣，她每天上學、寫作業、補習，喜歡和同學聊

天，喜歡英語，對數學很頭痛。有時上完課回到家已經很累了，她會

告訴媽媽，「我頭好暈，先在沙發上休息一下，等一下再叫我起來補

習。」、「Cindy 如果很不舒服，就留在家裡休息，媽媽幫妳打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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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0 061

向佳音請假。」、「媽媽，每一個禮拜兩天到佳音上課是我最快樂的

時光，我一定要去，您不可以剝奪我快樂的權利！」

誰也阻擋不了 Cindy 去佳音上課的決心，「當她卯起勁來做一

件事時，就像一位充滿戰鬥力的小巨人。」、「每當月考前夕去佳音，

她把它當成抒解壓力的管道；被撞傷硬說去佳音可以療傷。」爸媽雖

然心疼她的身體，但會在一旁為

她加油打氣，也就是因為 Cindy

這一份堅持到底、永不放棄的毅

力，讓她蟬聯 15 次佳音英語線上

評量全國第一名的佳績。到目前

為止，還沒有其他的孩子超越了

她的記錄。

Cindy只要面對電腦螢幕做線

上評量，一定要做到 100 分，而

且是螢幕上的分數全部都被 100

分蓋過為止，每個月做線上 PK 

時，Cindy早算準一定會有很多同

學跟她一樣考 100 分，所以，她

還要掌握做答的秒數。媽媽回憶起
Cindy（上圖）從小身體顯得瘦弱，但意志
力堅強，至今仍留給爸媽和弟妹（下圖）無

限追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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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段往事時深深地以 Cindy 為榮。

「為了達到在最短秒數內做完題目，

而且還要得到 100 分，平常一有空

閒，Cindy 就會不斷地在幾千題的

題庫當中來回練習作答，找出一套

答題的技巧。」而爸爸為了掩飾自

己的緊張，總會提醒 Cindy：「要

考 100 分ㄋ！但不要求快，以免中

箭落馬！」Cindy 一邊比出 OK 的

手勢，一邊很有自信地說：「OK 啦！ No problem!」每個月的線上

月考模式，成了 Cindy 一家人共同的娛樂和歡笑的動力。

她是爸爸媽媽的驕傲，也是佳音英語永遠的第一名。「Cindy 在

課堂上不是特別愛講話的孩子，可是她下課都會來找老師聊天，她不

是很愛表現的那一型，但她的作業寫得很工整、漂亮，她小考都考得

很好，答案很有創意，她很仔細，對自我要求很高，她是大家公認的

第一名。」班主任 Sandra 細數起這位小天使的優點，直說她就是佳

音英語的最佳典範。

在最後一次住院期間，Cindy 的狀況時好時壞，但她仍堅持要繼

續練習線上評量，一開始，她向醫院請假回家練習了 4 個小時，並且

陳平三董事長前往醫院探望 Cindy，為她加
油打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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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了月考模式，但是因為無法天天練習，她還拜託媽媽買了筆記型

電腦讓她在醫院可以隨時練習。因為這樣不停地練習，讓她又蟬聯了

好幾次的第一名。在第 5 次開刀前夕，Cindy 跟媽媽說：「我開完刀

是不是有很多事都不能做了？」媽媽拿出筆記本讓 Cindy 寫下開完

刀想做的事，Cindy 寫下的第一件事是「回佳音上課」⋯⋯。

隨著生命沙漏無情地逼進漏完的盡頭，爸爸媽媽看著病榻上身體

越來越孱弱的孩子，他們強顏歡笑，不斷地鼓勵 Cindy， 「寶貝，

妳還有勇氣繼續嗎？」Cindy 吃力地張開眼皮，以堅毅的眼神看著媽

媽，點了點頭。

但，天不從人願，Cindy 已經無法向蟬聯 16 次的冠軍寶座邁進

了。雖然 Cindy 離開了大家，但在她短暫的生命旅程裡，卻創造了

最輝煌的成就，這位「英語小尖兵」的故事讓人肅然起敬！

      鄭詠心．Cindy    

● 連續蟬聯 15 次「佳音英語線上評量」

 全國第一名的佳績
● 短暫駐留人世．令人引以為傲的英語小尖兵

Pro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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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對「學習遷移」的標的，提升學習的興趣與成效。　

Cindy 短暫而輝煌的生命不僅讓認識她的師長、同學和親友感到

不捨，更激勵著大家把握生命中的每一刻，讓生命的意義發揮到極致。

故事中 Cindy 因為臥病在床而無法再到佳音上課，而線上評量變成

了她與佳音最大的連結點，這樣的學習資源不僅給予心理上莫大的安

慰，對她的學習也起了增強的作用。

「學習遷移」是指一種學習對另一種學習產生了影響；在前一種

情境中所獲得的知識、技能、甚至情感、態度與觀念等，轉移到另一

種情境的學習上。佳音線上評量、線上基測系統，累積了超過 5000

題的題庫，整合了英語課堂中所教的字彙、文法、句型，讓學生得以

檢測並應用所學。現在的網路學習媒體資源豐富，孩子可以就自己的

能力或興趣來選取學習的內容，彈性大，加上不受時間與空間的限制，

學習的進度可以自己控制，不受他人的影響，孩子的學習態度更為積

極、主動，也較不易有疲乏的狀態出現。而且網路的技術日新月異，

有許多不同的功能，如即時回饋、分析學生個別的能力和學習狀況等，

專家的話

Dr. Peggy Huang S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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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學習效率大為提升。但要特別注意孩子是否「健康上網」，利用「上

網行為管理器」，就能輕鬆幫父母把關，不僅能杜絕色情、暴力、血

腥等兒童不宜的網站，還可設定家中電腦的上網時間，避免孩子過度

沉迷網路。

若能把課堂所學推廣應用到課外讀物或報章雜誌的閱讀，以獲取

更多的知識，那更是正向的「學習遷移」了。隨著年齡的增長，認知

能力不斷提升，要讓英語文能力與時俱進，「閱」、「聽」英文讀物

最是上策。每個孩子都喜歡聽故事、看繪本故事書，大量的閱讀不僅

可以豐富孩子的智能，更可以開啟孩子的心靈之窗。特別是為兒童量

身訂做的雜誌，不但包羅萬象，提供最新的資訊，還依據孩子的能力、

興趣與需求，分成不同的程度，這樣孩子每個月都會期待新的體驗。

學習英語初期，孩子尚需輔導，親子可共享閱聽之樂；孩子能自行閱

讀時，要他儘量利用上下文的線索來理解文意，不必一直翻查字典，

以免干擾學習，遇到重複出現的關鍵字，也可先猜測該字的意義，增

加閱讀的趣味。

至於繪本的題材選擇，需以孩子的興趣為優先的考量，內容的長

短及難易要看孩子的程度，一般來說，有韻腳、有節奏、有音效、重

複的文字，配上具有意義、美感創意的插畫，不但能加速理解，孩子

也能朗朗上口，要是文字可以配合吟唱的話，更能加深記憶。如果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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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可以念給孩子聽的話，那就最完美了。不然，有系統地播放 CD 也

可以，讓孩子反覆地聽熟，熟到好像可以背出來了，這就是幫助孩子

「儲存聲音的記憶」，增加英語的語感，到要「看字識讀」時，學習

過程會輕鬆許多，因為孩子不必費力地一個字母一個字母逐個拼出，

只要能拼出一兩個音後，一連串的音接著就馬上念出來了。比如念

grandma 這個字時，只要念到 gr．a．n 後，馬上整個字就能脫口而

出，這就是聽得夠久的功效，所以「聽」是學習英語最重要的基礎，

不自覺、不經意地「聽懂」，才能真正輕鬆、有效、自然地與人溝通，

刻意地、放慢地聽，或把耳機塞入耳內仔細地聽，反而不會有太好的

效果。

從圖書館、博物館、各國文化辦事處、各類網站、媒體、書籍中

找尋，學習資源其實隨處可得，只要父母稍加用心，篩選適合孩子認

知發展與學習程度的，都可以是「學習遷移」的標的，有助於大幅提

升孩子學習的興趣與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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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圖表‧學方法

Super Chart S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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篩選適合孩子認知發展與程度的學習資源。

1. 網路學習資源

網路上豐富多元的英語學習資源可說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包

含各式各樣的主題學習單、英語遊戲、影音課程及英語文檢測等，不

論是收費或免費、國內或國外資源，家長都可以視孩子的需求來選擇

使用。此外，大部分的國中小學校以及英語學習機構也會配合教材及

課程內容提供相關的網路學習資源，孩子可多加運用，做有效的複習

和延伸學習。以下為推薦的英語資源網站提供家長及孩子參考：

a. 線上測驗：線上測驗服務中心 http://www.onlinetest.org

b. 主題學習單下載：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 http://isp.moe.edu.tw

c. 線上課程：英速魔法學院 http://tcew.tpc.edu.tw

d. 英語遊戲：

● 單字的遊戲 http://www.popcap.com/games/free/bookworm

● 句型的遊戲 http://www.superteachertools.com/index.php#games

● 主題式遊戲 http://www.gamesgames.com

父母可以這樣做

You Can Do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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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上豐富多元的英語學習資源，

可說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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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英文報章雜誌

英文報章雜誌有最新時事和流行話題，能引起孩子的閱讀動機，

加上孩子已對這些資訊不陌生，以英文閱讀起來就會顯得較不費力，

因此英文報章雜誌也是很好的學習資源喔！以下為推薦的英文報章雜

誌提供家長及孩子參考：

a. 佳音英語世界雜誌 (Joy to the World)每月提供有趣的主題，搭配

仿基測、全民英檢試題，並提供 MP3讓孩子走到哪兒英文就學到

哪兒。

b.  每週末的 Student Post，其中翻譯與寫作部分適合年紀較大的

孩子來練習寫作。

3. 國中小學校資源

部分國中小學校以英語領域作為發展重點，因此學校本身具備許

多英語學習資源，家長可透過各校的網站或者學校師長，瞭解孩子本

身就讀的學校或鄰近地區的學校是否有相關資源，並多加利用。國中

小學校內常見的英語資源有：

a. 英語故事媽媽：可讓孩子定期參加聽英語故事的活動。

b.  各式英語學習營：大部分於寒暑假舉辦。

c.   英語戲劇表演：有些學校會協助舉辦英語戲劇公演，如佳音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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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劇團的年度巡演多於各地國中小演出。

4. 各地公私立圖書館

a.  英文童書專區：如鄰近地區圖書館設有此專區，可帶孩子定期

前往閱讀或借書，從小養成接觸、閱讀英文書籍的習慣。

b.  英語文相關講座、讀書會：可多注意圖書館的各項活動訊息，有時

講座主題對象為父母，爸媽可藉此提升親職英語教育的能力。

若能把課堂所學推廣應用到課外讀物或報章雜誌的閱讀，以獲取更多的知識，那更是正向的「學習

遷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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