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集教材 

教學主題：Useful Expression 

教學者：李豫媛（Julia）大華國小 

I. Introduction【1 min 】 

歡迎收看“快樂學英語，親子一起來＂，Happy English Learning. Let’s learn it 
together. Super!” Hello, everyone. I’m Julia. I teach at Da-Hwa Elementary School. 
I’m glad to be here with you. Hope you enjoy the program. 在今天的節目裡，我們

主要介紹有用的英語表達方法。首先，我們學習英語的簡單自我介紹─介紹自己

的名字、就讀的學校以及幾年級。接下來，我們會告訴大家如何用英語表達你的

心情，是快樂呢？還是傷心呢？最後一段，我們將介紹有關時事的美語給各位觀

眾知道。在節目的尾聲，我們將請小朋友為我們演唱一首英語童謠“If you’re 
happy”，節目內容豐富，Please don’t go away. 不要走開喔！We’ll be right back. 
 
II. Body 

Part A【7 min 】 

Debbie: Hi! I’m Debbie Xiao . I go to Da-Hwa Elementary School. I’m in grade six.  
June: Hello! I’m June Hong. I go to Da-Hwa Elementary School. I’m in grade six.  
非常謝謝大華國小六年級蕭渝庭（Debbie）、洪孟君（June）兩位同學的示範。

觀眾朋友請注意，用英語介紹自己的名字時，姓和名字的位置和中文不同，中文

是先講姓再講名字，英文正好相反，以示範的小朋友為例─蕭渝庭的英文名字是

Debbie Xiao、洪孟君的英文名字是 June Hong，兩位同學都把姓放在名字的後面，

這樣的用法是遵循英文的習慣。 
介紹自己姓名的句子，我們可以用除了 “My name is _____.”以外更生活化的方

式，那就是──I’m _________.（兩次）I’m=I am的縮寫，看到 “m”，不要忘了

嘴巴要閉起來喔！以我自己為例子，當我介紹自己給外國朋友時，我可以說I’m 
Julia.(兩次)。如果你也要介紹你姓什麼，別忘了，英文和中文的習慣不一樣喔！

“姓＂是要放在名字的後面，而不是前面，以我本人為例子，我姓李，所以我可

以說I’m Julia Lee. (兩次)現在讓我們一起再練習一次如何介紹自己的名字──

I’m ________.（兩次）。 
如果你的英文名字正好和當紅 3 人偶像團體S.H.E.的英文名字相同，你就可以

說，I’m Selina.（兩次） I’m Hebe. (兩次) I’m Ella.（兩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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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來要介紹你讀什麼國民小學，很多人喜歡用I study at ____ Elementary School. 
事實上，比較生活化的英語用法是這麼說的，那就是─ I go to _____(校
名)Elementary School.（兩次）.例如，我就讀於鳳信國民小學，用英語表達就是

─I go to Fengxin Elementary School.（兩次）前面示範的兩位小朋友Debbie and 
June，就讀於大華國民小學，所以他們說 “I go to Da-Hwa Elementary School.” 現
在讓我們一起再練習一次，如何介紹自己就讀於哪所國民小學──I go to               
_______（校名）Elementary School.（兩次） 
介紹完就讀學校之後，你要介紹你讀幾年級，我們可以說I’m in grade _____.（兩

次）grade，中文的意思是年級。就讀於一年級，我們說I’m in grade one.（兩次）

讀就二年級，I’m in grade two.（兩次）就讀三年級，I’m in grade three. 以此類推。 
現在讓我們再重頭複習一次如何用英語簡單地介紹自己的名字、就讀學校及年

級。 
準備好了嗎？Are you ready? Let’s go! 
介紹自己的名字── I’m ________ . (兩次) 我是Julia──I’m Julia. 
介紹自己的學校── I go to ______ Elementary School. (兩次) 我讀鳳信國民小

學── I go to Fengxin Elementary School. 
介紹自己的年級── I’m in grade ________. (兩次) 我讀五年級── I’m in 

grade five. 
現在我們再看一次 Debbie and June 為我們所做的示範。 
Debbie: Hi! I’m Debbie. I go to Da-Hwa Elementary School. I’m in grade six.
June: Hello! I’m June. I go to Da-Hwa Elementary School. I’m in grade six. 
 
 

 Part B【12 min 】 

Debbie: Hi! June, what’s up? 嗨，June，最近怎樣？ 
June: Nothing much. What about you?  沒什麼！你呢？ 
Debbie: There’s a big exam coming up, and I’m not even prepared for it yet!  

快要大考了，但是我還沒有準備考試呢！ 
June: Why? Aren’t you always ready for tests?  

為什麼？你不是一直都是為考試準備嗎？ 
Debbie: Well, not this time. I was busy over the weekend.
        唉！這一次沒有。我週末期間都很忙。 
June: No wonder you look unhappy.  You better go study then, bye!
       難怪你看起來不快樂。你最好去讀書吧! 
Debbie: Bye-bye!  
非常感謝Debbie and June為我們示範以上的對話，在對話的一開始，兩位小朋友

彼此打招呼，並不是用我們一開始所學的 “How are you?”，而是用年輕人之間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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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歡的打招呼方式，我們一起來說說看，What’s up?(兩次) What’s=What is的縮寫

。 
各位觀眾朋友，從節目的一開始到現在，你是否也注意到了，在日常對話當中，

用縮寫的方式來表達比一個字一個字地說較為自然和生活化呢！另外，各位觀眾

朋友要注意使用 “What’s up?” 的說法，因為和長輩們打招呼，我們還是用 “How 
are you?” 比較有禮貌、也比較恰當，這一點十分重要喔！ 
在對話中June說到 “No wonder you look unhappy.” 難怪你看起來不快樂。電視機

前的你，現在的感覺是什麼呢？是快樂呢？還是不快樂呢？如何用英語來形容你

的feelings，情緒和感覺呢？各位觀眾朋友，現在我們一起來學習用英語表達我

們的情緒、感覺，也就是「feelings」。 
首先，我們先學「快樂」怎麼說，happy(兩次)『請插入圖卡』， 
接下來我們來學「悲傷、難過」怎麼說，sad(兩次)『請插入圖卡』， 
在日常生活中有時候我們難免會生氣，那「生氣」的英語怎麼說呢？ angry（兩

次）『請插入圖卡』， 
如果是「非常生氣」，「氣炸」了呢？我們也一起學學看，mad（兩次）『請插入

圖卡』。 
剛做完家事的媽媽們，如果你感到疲倦、累了，那「疲倦」、「累了」的英語怎麼

說呢？我們也一起學學看，tired（兩次）『請插入圖卡』， 
最後June所說的「不快樂」也讓我們一起學學怎麼說，unhappy（兩次）『請插入

圖卡』，unhappy就是在happy的前面加上un，快樂也就變成不快樂了，英文字是

不是很有意思呢！ 
現在讓我們再一起跟著螢幕複習有關 feelings 的英語單字，Let’s learn it together!  
快樂── happy(兩次)『請插入圖卡』 
不快樂── unhappy(兩次)『請插入圖卡』 
難過── sad(兩次)『請插入圖卡』 
生氣── angry（兩次）『請插入圖卡』 
氣炸了── mad（兩次）『請插入圖卡』 
累了── tired（兩次）『請插入圖卡』 
各位觀眾，還記得第一段我們用的I’m嗎？I’m=I am的縮寫。 
我們將 I’m 和這一段有關 feelings「情緒」、「感覺」的單字一起來使用。 
I’m happy. (兩次)『請插入圖卡』（我很快樂） 
I’m unhappy. (兩次)『請插入圖卡』（我很不快樂） 
I’m sad. (兩次)『請插入圖卡』（我很難過） 
I’m angry. (兩次)『請插入圖卡』（我很生氣） 
I’m mad. (兩次)『請插入圖卡』（氣死我了） 
I’m tired. (兩次)『請插入圖卡』（我很累） 
各位觀眾，現在我們一起來測驗看看，你會說了嗎？Ready? Go!  
『請插快樂的圖卡』（）I’m happy（兩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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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插入不快樂的圖卡』（）I’m unhappy.（兩次）， 
『請插入難過的圖卡』（）I’m sad（兩次）, 
『請插生氣的圖卡』（）I’m angry.（兩次）, 
『請插氣炸了的圖卡』（）I’m mad.（兩次）, 
『請插累了的圖卡』（）I’m tired.（兩次）。 
相信電視機前的你，一定通過了我們的測驗，所以 You’re happy. I’m Happy. We’re 
happy. 如果你沒有通過測驗，請不要難過喔！ Don’t be sad. Practice makes 
perfect. 多多練習，相信你會更好！ Coming up next, 我們將邀請一位同學為大

家介紹有關時事的美語喔！Stay with us. Don’t change the channel. 不要轉台喔！ 
現在就讓我們再看一次 Debbie and June 的對話！ 
Debbie: Hi! June, what’s up? 
June: Nothing much. What about you? 
Debbie: There’s a big exam coming up, and I’m not even prepared for it yet!  
June: Why? Aren’t you always ready for tests? 
Debbie: Well, not this time. I was busy over the weekend.
June: No wonder you look unhappy.  You better go study then, bye!
Debbie: Bye-bye!  

Part C【4 min 】 

Hi, Hubert! Welcome to the Happy Learning English program. Please introduce 
yourself to the audience. 吳彥誼同學請介紹一下你自己給觀眾朋友認識。 
Hubert: Hello! I’m Hubert. I go to Da-Hwa Elementary School. I am in grade six. I 

like basketball very much. Do you like it too? It’s great to talk to you. 
That’s it! 

Julia: Thank you, Hubert! It’s wonderful to invite you to come to the studio to talk in 
English. 

      You just mentioned that you like basketball. First, please tell us what the NBA 
is? 

Hubert: The NBA is the National Basketball Association. 
Julia: Thank you, Hubert. 各位觀眾，NBA =National Basketball Association 也就是

國家籃球聯盟，也就是美國的國家籃球聯盟，相信喜歡運動的朋友對NBA一定

一點也不陌生，在這裡Julia提醒各位觀眾 “N”的讀法請不要讀成“恩”，他的讀

法是 “N”。 
Julia: Hubert, which team is your favorite? 你最喜歡哪一隊呢？ 
Hubert: Well, I’ll have to say the L.A. Lakers. 
Julia: 原來“洛杉磯湖人隊＂是你最喜歡的籃球隊！I wonder who your favorite 
player is? 我很好奇，誰是你最喜歡的球員呢？ 
Hubert: Derek Fisher. He’s great at three-poin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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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lia: Derek Fisher must be the player of L.A. Lakers.  
Hubert: Bingo!  
Ok, let’s get to the point. 現在讓我們回到主題─最近禽流感，大家聞知色變，可

不可以告訴大家禽流感的英文，怎麼說呢？ 
Hubert: Sure! It’s Avian Flu. 
Julia: 各位觀眾朋友，請跟著我唸─ Avian Flu. 其實禽流感也可以用更簡單的表

達方法，那就是 the bird flu. Avian 也就是鳥類的意思，flu 也就是感冒。 
    Please tell us the English name of the highest building in the world, 也請告訴我

們世界最高的建築物英文怎麼說？ 
Hubert: No problem. 101 Skyscraper. 
Julia: 各位觀眾，台北的 101 大樓─ 101 Skyscraper. 
      Well, how about 最近與選舉有關的公民投票，英文怎麼說？ 
Hubert: It’s not hard. It’s referendum. 
Julia: OK！ 觀眾朋友，let’s say it─ referendum. 
今天，我們就介紹 3 個與時事有關的英文，讓我們大家再練習一次， 
禽流感，Hubert，Avian Flu（兩次） 
101 摩天大樓，101 Skyscraper（兩次） 
公民投票，referendum（兩次） 
 

III.  Ending【1 min 】 

各位親愛的觀眾，it’s time to say Goodbye，又到了說再見的時候！別忘了，生活

英語就在你的身邊，7-11、NBA、Disney、Hang Ten 等等比比皆是，只要你用心

注意，Don’t be shy，不要害羞，Just say it！開口說，就對了！不管你說“吃飯＂

還是“粗飯＂，只要對方聽得懂，那就對了！而且不開口，哪有機會練習呢？你

說是不是？！ 
節目最後，請看螢幕上高雄縣政府教育局的網址 
www.ks.edu.tw (兩次) 
如有任何問題，歡迎各位觀眾上網查詢！ 
最後，大華的小朋友要為大家帶來一首美語童謠，“If you’re happy”，請大家一

同欣賞，不要忘了繼續收看我們的節目喔！Bye! Bye! See you next time! 
 
 
 
 
 
 
 

 5

http://www.ks.edu.tw/


（歌詞） 
If you’re happy, and you know it, clap your hands! 
If you’re happy, and you know it, clap your hands! 
If you’re happy and you know it, and you really want to show it. 
If you’re happy, and you know it, clap your hands! 
 
If you’re happy, and you know it, stomp your feet! 
If you’re happy, and you know it, stomp your feet! 
If you’re happy, and you know it, and you really want to show it. 
If you’re happy, and you know it, stomp your feet! 
 
If you’re happy, and you know it, do it both! 
If you’re happy, and you know it, do it both! 
If you’re happy, and you know it, and you really want to show it. 
If you’re happy, and you know it, do it bo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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