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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泰文化為英國劍橋大學出版社英語教材的台灣總代理。有感自 108 新課綱的實

施，各界教育工作者無不迫切想了解如何在日常的課程融入「素養導向」教學，華

泰特邀周中天教授執筆翻譯劍橋大學出版社與劍橋大學教育系合作發表的研究成

果—劍橋生活素養架構 (Cambridge Life Competencies Framework)。此研究揭

櫫 21 世紀必備的六大生活素養能力並提供明確能力指標，可為課程規畫提供具備實

證且可實踐的全齡段教、學指引。期待透過這份素養架構的中文翻譯，將劍橋的生

活素養教育實踐藍圖分享給更多關心教育的家長與教師，讓台灣新世代具備足夠的

素養能力來迎接明日生活的各項挑戰！

請掃描 QR Code閱讀
周中天教授《溝通互動》導言

2



3

溝通互動 (Communication)

劍橋生活素養架構簡介

針對學生在 21世紀所需的生活技能與素養，有許多作法提出，適用於不同的情境。許多教
育人士常提問，想知道這些作法如何在英語教學的領域中推動，劍橋盡力回應，責無旁貸。

我們著手分析各項素養能力的成分，目的是建立一個基礎架構，以詮釋各種可行作法。

本套架構涵蓋六項生活素養，奠立在三層基礎上。

 

Discipline Knowledge

劍橋生活素養架構
(THE CAMBRIDGE LIFE COMPETENCIES FRAMEWORK)

社會責任	
Social 
Responsibilities

協同合作	
Collaboration

溝通互動	
Communication

學習方法與	

態度	
Learning to 
Learn

慎思明辨	
Critical  
Thinking

創意思維	
Creative 
Thinking

數位知能 (Digital Literacy)

學科知識 (Discipline Knowledge)

情緒發展 (Emotional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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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研發了一套「能力指標」(Can Do Statements)（見本篇第 6頁），描述學習者各階段完
成時，能夠做到 (can do)的事。這些指標明確表明學習者在該階段結束時應該能夠做到的
事，也就是可以看得見的行為表現。 

本架構，從廣泛的素養描述，到明確的能力指標，分成三個層次呈現。

學習歷程 (The Learning Journey)

從學前階段到在職階段，每一學習階段各有不同的素養目標。

學前 (Pre-Primary) 小學 (Primary) 中學 (Secondary)

大學 (Higher Education) 在職 (At Work)

素養

(Competency)

核心範圍

(Core Area)

能力指標

(Can Do 
Stat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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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溝通互動」素養能力的定義
「溝通互動」是工作與生活中必備的素養能力，用來分享知識想法，表達感覺見解 (Cenere 
et al., 2015)。溝通過程生動多變，且受到人的各種行為因素影響，其中包括非語言的行為，
以及個人對訊息解讀詮釋的方式等等。溝通互動的能力，可以培養磨練，且絕不僅限於語

文技能部分。

對於「溝通互動」，我們確認了其中三個核心範圍：

• 針對情境適當地使用語言，表達得體。這是說，學習者明白使用語言的情境有正式／非

正式之分，應該適時採用不同用法、調整表達態度，才能恰當得體。學習者要會使用語

言各種詞語形式，以達有力說服、引起注意、強調重點、表現諧趣。

• 順利與他人對話。這是說，學習者懂得如何適當地開始、維持以及結束一段對話，以便

有效地與他人交談。學習者明瞭哪些重要溝通策略可以幫他們與同伴互相順利傳達訊

息。這也能幫助其他人順利溝通。

• 不卑不亢、態度明確進行溝通。這是說，學習者能夠流利、自信、不疾不徐地與人有效

溝通。這包括使用語氣和結構的變化、面部表情和眼神交流，以及談話內容組織結構達

到完整連貫的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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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溝通互動」能力指標 (Can Do Statements)

我們在此提出一些「能力指標」(Can Do Statements)的示例，這些指標，描述學習者於各階
段完成時，能夠做到的事。指標會視學習者所處的不同情境而有所不同。因此，只是做為

規劃課程或評估的初步參考點。 

通常，每個階段的「能力指標」大致假設學習者在前一階段都已完成應有的發展目標；不

過，大學和在職階段是例外，這兩階段時間並列，並非先後關係。

學習階段	
(STAGE OF LEARNING)

核心範圍	
(CORE AREAS)

能力指標	
(CAN DO STATEMENTS)

學前	
(PRE-PRIMARY)

針對情境適當地

使用語言，表達

得體

 • 了解班級／學校中的指令，並且照做。
 • 簡單表達喜歡／不喜歡、同意／不同意
 • 以簡單有禮貌的方式，問候、介紹和道別
 •  扮演不同的身分（例如：老師、動物或故事中的某一角色）
時，使用不同的表達法。

順利與他人對話

 • 聆聽他人說話。
 • 依照順序輪流講話。
 • 適當回答問題。
 •  以極簡單的方式使用基本溝通策略，例如要求重複或自行修
正失誤。

 • 參加團體活動時清楚說話。

不卑不亢、態度

明確進行溝通
 • 提出簡單的問題，也能回答問題。

小學	
(PRIMARY)

針對情境適當地

使用語言，表達

得體

 •  談論自己的日常生活、家庭、興趣以及其他適合小學階段的
話題。

 • 適當地請求許可、表示歉意、提出要求、同意或不同意。
 •  使用禮貌的方式問候及稱呼，並回應他人的邀請、建議、道
歉等。

 •  進行戲劇表演或做角色扮演時，會改變音量和音調，以傳達
不同的情緒。

順利與他人對話

 • 對話中適當依序講話。
 • 有禮貌地插話。
 • 對方聽不懂時，嘗試改用替代字詞或其他表達方式。　　　　　
 • 聽不懂他人說話時，要求說明。
 •  進行寫作和說話活動前，先與同伴交換意見，以便有更佳的
表現。

不卑不亢、態度

明確進行溝通

 • 在學習活動中提問、回答、說明自己的理解，有助活動進行。
 • 與他人分享想法，以進一步探討想法，解決問題。
 • 可以用簡單的方式講故事或描述事物。
 •  使用簡單的連接用法，例如：“and”、“but”或 “because”來
連接詞組。

中學	
(SECONDARY)

針對情境適當地

使用語言，表達

得體

 • 使用適當的方式稱呼、問候、道別。
 • 清晰明確地提出有說服力的想法。
 •  用語言表達特定效果（例如：誇張、分裂句 “It is...that...” 
等）。

 •  依據口語／書面互動的對象（例如：朋友，或是不認識的人），
採用不同的表達方式。

 • 了解在不同情境中，適合就哪些主題進行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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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階段	
(STAGE OF LEARNING)

核心範圍	
(CORE AREAS)

能力指標	
(CAN DO STATEMENTS)

中學（續）	
(SECONDARY)

順利與他人對話

 • 適當使用語言，使對話順利進行：
－表示理解；

－表示不夠理解；

－請求重複；

－請求說明；

－請他人調整講話的速度和音量；

－確認自己理解；

－確認他人理解。

 •  使用簡單的技巧，來開始、維持、結束各種長度的對話。
 •  發生阻礙溝通的語言落差 (language gaps)時，適當使用以下
方式來處理：

－表示有落差出現；

－向對話夥伴求助；

－使用非語言溝通方式（例如：手勢或畫圖）；

－使用適當的同義詞；

－根據既有的語言知識猜測／創造一個「新」說法。

 • 將他人所說的內容換句重述，以幫助溝通。
 • 在對話中請其他人參與發言。
 •  使用適當的方式維持對話進行（例如：表現興趣、具體回應、
或提出後續問題）。

不卑不亢、態度
明確進行溝通

 • 說話流利。
 • 書寫順暢。
 • 從容自信地開始對話，且持續進行。
 • 與陌生人順利交談。
 • 適當使用面部表情和眼神交流，增進語言溝通效果。
 • 邏輯順序分明，描寫敘述清楚。
 • 使用多種銜接技巧，使內容前後連貫流暢。

大學	
(HIGHER EDUCATION)

針對情境適當地
使用語言，表達
得體

 • 對個人之間以及文化之間溝通方式差異，有所認識。
 •  認識到對話主題的恰當與否，可能因語言情境和文化差異而
有不同的判斷。

 • 以有禮貌方式表達觀點、也邀請並回應他人的觀點。
 • 提出有說服力的觀點，以及佐證，也準備應付異議。
 •  面對各種人與情境，以適當得體的方式，清晰有禮地表達自
己。

順利與他人對話

 • 以適當的語言用法參與不同主題的討論。
 •  發生阻礙溝通互動的語言落差 (language gaps)時，適當使用
以下方式來處理：

－表示有落差出現；

－向對話夥伴求助；

－使用非語言溝通方式（例如：手勢或畫圖）；

－ 使用適當的同義詞，或根據既有的語言知識猜測／創造一
個「新」說法。

 • 在對話討論出現誤解時，介入澄清。
 •  對交談中可能發生溝通失效 (communication breakdown)有
所準備，並能用適當的方法加以克服。

不卑不亢、態度
明確進行溝通

 • 積極參與相關主題的討論與論辯。
 • 變化語氣、語句、話語結構，以吸引表達的對象。
 • 即使沒有事先準備，也能在活動中表達自己的觀點。
 •  口頭和書面表達中，條理分明、意旨清楚，注意連貫順暢、
主題明確、兼顧風格及場域適當。

 •  以細節和示例支持主要論點，且加以擴充，最後提出適當結
論。

7

劍橋生活素養架構∣溝通互動 Communication



8

學習階段	
(STAGE OF LEARNING)

核心範圍	
(CORE AREAS)

能力指標	
(CAN DO STATEMENTS)

在職	
(AT WORK)

針對情境適當地

使用語言，表達

得體

 •  對不同類型的談話對象（例如：同事、主管、客戶）各以得
體方式應對。

 • 適時做小結，進入下一個主題，以保持討論的進展。　
 • 總結討論結果，並與對方確認。
 •  掌握社會、文化和語言各方面差異，與本地人士以及外語人
士有效溝通。

 •  說話或寫作中，改變句型以產生特殊效果（例如：強調重點
或顯示幽默）。

 •  利用各種話語功能（例如：提問、命令）來吸引他人的注意
力或表達要點。

順利與他人對話

 • 必要時在會議中適當打斷同事發言。
 • 以適當的方式轉移話題。
 • 成功主持會議（例如：完成議程不離題、確認提案內容等）。
 • 將他人所說的內容換句重述或摘要整理，確認理解正確。
 • 有效且適當地開始、維持、結束對話。
 •  使用得當的語言用法，把握適當發言時機 (turn-taking)，積極

參與對話和討論。

 • 藉助上下文理解語言中不明的部分。
 • 無法理解時，請求對方解釋、重說或舉例。
 • 提出建設性的回應反饋。
 • 在各類型的交流中，提供建議與想法。

不卑不亢、態度

明確進行溝通

 • 提議行動方向，徵求他人意見，也禮貌回應他人建議。
 •  有效地準備並進行口頭和書面溝通（例如： 撰寫電子郵件、
商務信函，做成功的簡報）。

 • 使用適當組織結構及銜接方式，提出完整連貫的表達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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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溝通互動」素養能力培養指南
緊密相連的世界中，人人都必須具備溝通互動技能，才能以有意義、有效的方式將自己的

想法、需求、感受傳達給他人；也才能獲取種種訊息、機會，並發展人際關係。在語言課

上，學習者須要充分練習，吸取回饋，才能自信而流利地使用新語言。對此有益的作法，

包括問答練習、角色扮演等等各種表達性 (productive)、溝通性練習活動，讓學習者彼此密
切配合，以獲取或分享訊息。由於活動具有溝通性，使學習者有機會運用並增進溝通互動

的素養。

學習者在許多課堂活動中都會設法鍛鍊溝通策略，這是來自內在的需求。沒有溝通策略可

用的話，學習者的溝通勢必經常受阻；課堂上花費了再多工夫，受益也有限。溝通策略不

論在課堂內外，都對語言學習者有極大的好處。舉例而言，儘管主要詞彙不足，仍然能進

行口說活動；能時時確認所說的內容，來避免他人誤解；或使講出的故事更動聽感人。

如能做到以下這些，師生才算是純熟地發揮溝通技巧：

• 適當地表達自己的意見，並營造生動、利於表達的學習環境；
• 能夠更有效地與他人協同合作；
• 更有能力對本身的學習承擔更多責任、表達需求、擷取訊息、尋求支持；
• 更有能力參與溝通性語言練習活動，並從中受益；
• 溝通活動成功，激發更強的學習動機。

劍橋出版社 
語言研究部總監 
B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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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活動建議

以下提出的活動建議，只是概要說明培育這項素養能力的可能作法，當然仍可不斷補充

增修。

一般建議

溝通技巧本來就是語言教學的重要內涵；問題不在於是否要在語言課上推動，而在於如何

更明確有力地強調其重要。

熟悉溝通策略 (familiarisation with communication strategies)

應當注意的是，花大量時間在課堂練習特定的溝通策略之前，最好先讓學習者認識了解這

些策略。這種認識很重要，因為學習者藉此才有適當的概念與動力去繼續採用。這可以幫

學習者更獨立練習，並反思自己的表現，而不必一直依賴老師。

長期努力 (allowing time)

學習者一旦確認了一項策略（包括它所涉及的內容、潛在效益）並時加練習，在以後的學

習中就較會繼續使用，並且會更獨立自主。關鍵就在於，這些溝通策略最初看似偏離其他

教學目標，如果要讓學習者肯定它們的價值，就必須耐心長期努力。

在日常練習中運用溝通技能 (including communication skills in everyday practice)

須要注意的是，現有的一些學習活動，加以調整，也可適用於培養溝通技能。這本身就是

一個重要概念和作法；須要納入溝通活動中，將一些具體策略重新檢討、修訂，做為發展

基礎；這樣可使學習者在語言課內與現實世界中，都有更多成功機會。

幼年學習者

這個年齡的孩子通常更傾向於溝通互動—他們有自信且樂於說話—缺乏的只是在團體中

有效合作的技能。增進孩子們對有效溝通策略的意識，進行有助於發展這些技能的活動，

是支持幼年學習者在此範疇發展的極重要關鍵。劍橋生活素養架構中所列的溝通策略，就

可以拿來向幼年學習者做明確說明。說明時，可以參考使用不同情境中適用的詞語短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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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室公約 (ground rules)

作法之一，是在溝通活動中，訂定學生之間，還有師生之間，彼此要遵守的約定。例如：

教室公約

1. 清楚說話

2. 認真聆聽

3. 提出問題

4.  表現感興趣—點頭、微笑、注視

5.  聽不懂時，可以說：
 a.  Sorry, could you please repeat that?

 b.  I’m sorry, I don’t understand. Could you explain, please?

 c.  Could you speak more slowly/loudly, please?

6. 輪到自己才發言

如果這些「教室公約」是全班共同決定的，那麼就更有意義了。

說故事 (storytelling)

在課堂中說故事，來練習溝通互動，相當有效，可以多加運用；例如：讓幼年學習者學習

如何問候、做禮貌性要求，或請求許可。精心選擇的故事情境可以表達常用語詞的含義。

再以進一步的問題討論，可以更確認詞語使用的狀況，幫孩子更了解語言的功能和適用的

場合。 

小學生還可以練習重述故事，以增進溝通技巧。這類活動中，因為有自我評估和同儕評估

的成分，孩子會更用心準確、清晰地講故事。這樣的評估成分也可以幫助發展孩子理解能

力 (receptive skills)和獨立性。要成功實施這種方法，老師必須為孩子建立明確、適當、可
達成的成就標準，也要有能力評斷孩子的表現。作法之一，是使用數位工具（例如平板電

腦）來記錄和重聽他們的答案。

	請您實作……

1. 選擇一項上述提供的示例活動，在您的班上實作。     

－ 計劃活動時，可以參考前面所列的「一般建議」。

－ 完成活動後，請回想反思：就培養孩子溝通素養而言，活動的哪些部分

有效，哪些部分下次可以改進。

2. 請檢視課本或其他教材，選擇以後幾次上課可能進行的活動；想想如何進

行，使活動更有助培養孩子的溝通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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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學習者	

在這個年齡階段，動機是讓學習者參與溝通活動的關鍵因素。活動應該有明確的溝通目

的，並採用學生感興趣的主題。要做到這一點，就是要營造一個情境，讓學生體驗成功的

感受。 

對學生自發的良好作法給予肯定及讚揚 (recognising and praising good learner-generated 
models)

教師在進行溝通性活動時，應密切注意，選擇學生自發表現的良好作法，給予肯定及讚

揚，讓這些作法在全班共享。此外，對於學生在課堂上未經提示，就表現的有效溝通策

略，要特別點出，因為這些例子對學生而言，往往是既有意義又難忘的。當然，有些青少

年情緒較為敏感，處理時要特別留意。  

舉例言之，大家討論假期的活動時，老師發現某位學生會認真聆聽同伴發言，還提出相關

後續問題，使對話繼續開展，就可以給予嘉許。然後可以讓全班學生一起加入討論（可以

問：“What did they find out?”、“Was it interesting?”），最後擴展為一項全班性的活動。 

留意溝通策略 (noticing communication strategies)

應該鼓勵學生留意各種文章材料中使用的溝通策略，運用在自己的說話與書寫中。理想情

況是，教師選擇的文本要包含多種溝通策略的示例。文字要符合學生的年齡、興趣和語言

水準，這樣學生就可以專注於策略，而不只是費力解讀文意。以下是一個例子：

• 學生分析某些類型的電子郵件，探討其中適當的稱呼及問候的形式。這樣的分析，重點
在於看出寫作者與收件人之間的關係、郵件的目的、還有所用詞語；

• 學習者然後根據看到的類型範例，自己寫作電子郵件。

使用錄音凸顯進度 (using recordings to highlight progress)

如果學生願意的話，可以鼓勵他們在活動中給自己錄音，這可以使他們感受進步，增強動

機。可以要學生在一定的時間長度內，儘量流利自然地說明一段話（例如自己的愛好），並

使用一些字詞填補語句間的空檔停頓。學生可用手機錄音、自己聆聽並評估自己表現。然

後，老師可以讓學生找出應該注意的重點，再開始重複練習。最後，老師可以提出以下問

題，幫學生反思自己的表現：

1. What were you happy with?

2.  What difficulties did you face?

3.  How did you overcome these?

後續活動中，學生可以再一次錄音，來補強自己的弱點。或是根據錄音，做彼此互相評

估。鼓勵學習者彼此分享和互相建議，可以奠定後續語言練習的基礎，也營造一個積極有

利的學習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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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您實作……

1. 選擇一項上述提供的示例活動，在您的班上實作。      

－ 計劃活動時，可以參考前面所列的「一般建議」。

－ 完成活動後，請回想反思 : 就培養孩子溝通素養而言，活動的哪些部分有

效，哪些部分下次可以改進。

2. 請檢視課本或其他教材，選擇以後幾次上課可能進行的活動；想想如何進

行，使活動更有助培養孩子的溝通素養。

成年學習者

成人在母語上通常已具有較高的溝通能力，也有在各種情況下進行有效溝通的經驗，因

此，會將這種經驗帶入外語學習中。這表示，他們可能從相互學習中獲益更多。 

分享有效的溝通策略 (sharing effective communication strategies)

教師密切觀察學習者參與各種溝通活動（例如模擬參與會議），可能在其中看到有人使用某

些有效溝通策略（例如：提出建議、表達意見的方式），就可提請其他學習者留意共享。

留意溝通策略 (noticing communication strategies)

教師應幫助學習者留意各種情境中使用的溝通策略。無論何時何地，只要有溝通活動，就

可能顯示各類型的溝通策略，因此一定不缺可用的參照類範例。可能的溝通策略參照來源

包括：

• 課本文字和錄音
• 電影和電視
• 播客 (podcasts)、廣播和有聲讀物
• 實況錄音

• 故事和書籍（數位或紙本）
• 學習者彼此自然的互動
• 老師

有效的提問也可以點出溝通策略的成效。舉例言之，某老師指導一位為就業目的學英語的

成年學習者。老師播放一段錄影，影片中求職面談時，求職者低頭避免與主試者目光接

觸，老師在此暫停畫面，以顯示文化差異，並且詢問學習者對這個現象的看法。另外，老

師也可以提出問題或設計活動，引導學習者留意這種策略，還有它的使用方式及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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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實用語詞及語言結構 (providing useful phrases and language structures) 

教師應提供實用語詞及語言結構，幫學習者順利進行對話。這些語詞及結構可以先做模

仿、練習、然後再列出（舉例言之，可以列在黑板上或書面表格中，如以下示例），以便在

活動進行中隨時參考。這個簡便辦法，可以讓每個學習者得到適度的挑戰與支持；而學生

能力足夠時，就會自然不再依賴這樣的提示。

Language for signposting（常用轉折語）

• Firstly,
• First of all,
• Secondly,
• Furthermore,
• Another point is...
•  It’s important to remember that...

•  It is well-known that...
• In short,
• Finally,
• To summarise,
• In conclusion,

鼓勵使用溝通策略 (encouraging the use of communication strategies)

教師看到學習者使用溝通策略，即使不完全成功，也要多加表揚鼓勵。表揚和鼓勵應該明

確具體，才能表明各策略的好處和特徵，使學習者適時表現。

	請您實作……

1. 選擇一項上述提供的示例活動，在您的班上實作。    

－ 計劃活動時，可以參考前面所列的「一般建議」。

－ 完成活動後，請回想反思：就培養孩子溝通素養而言，活動的哪些部分

有效，哪些部分下次可以改進。

2. 請檢視課本或其他教材，選擇以後幾次上課可能進行的活動；想想如何進

行，使活動更有助培養孩子的溝通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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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acy

1 Liam uses Let’s to make suggestions.  Yes No
2 Jack participates in a discussion.   Yes No
3 Kate always agrees with Liam.   Yes No

2  6.2   6.10  Watch again. Circle the phrases you hear. 

1  6.2   6.10  Watch the video and circle Yes or No.

Oracy Skill: Participating in a Discussion 
When we participate in a discussion, we listen carefully and respond. 

Let’s Practice Oracy! O 10, 11, 12

1 Discuss the Oracy Time! topic.

2 Suggest ideas.

3 Agree or disagree with your classmates.

Your friend is sick at 
home. Discuss ways 
to help him or her.

 Oracy Time!

1 I participated in a discussion. Yes / No
2 I listened carefully. Yes / No

3 I agreed or disagreed. Yes / No

Check Your Oracy!
Let’s call him.

Let’s clean up the park. Let’s clean up the park.Look! 
There’s a 
duck over 

there!

I agree.

I agree. This is … I disagree.Can you repeat that?Let’s …

劍橋英語教材中的	

溝通互動素養教學活動範例
小學英語教材
Cambridge Primary Path Level 1, page 124,  
ISBN 9781108709873

16

核心範圍：不卑不亢、態度明確進行溝通

能力指標：	在學習活動中提問、回答、說明自己的理

解，有助活動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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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AROUND TOWN

To:

Subject:

Hi Luke,

[1] How are you? I hope you’re not studying too hard. Don’t worry, 
there are only two more weeks of school. Anyway, I’m writing because 
I have some really cool news. You won’t believe it. Mom and Dad are 
taking me to Sydney for the summer. Sydney, Australia! I can’t wait.
[2] So I did some research on the Internet. It looks like a really amazing 
place. Of course, there’s the famous harbor with the bridge and the 
Opera House, but there are so many other great things to do there. 
I’m defi nitely going to hang out on Bondi Beach. And guess what! 
Mom’s going to buy me some surfi ng lessons. I’m going to be a 
surfer! We’re going to be there for the whole month of August. It’s 
winter there, but I think Australian winter is hotter than our summer. 
So that’s it – my big news. What do you think?
[3] By the way, Dad says we’re going to be in Bangor next weekend. 
Is there any chance we can meet up? Let me know.
Love,

Emily 99

4 VOCABULARY  Th ere are six highlighted words 
in the article. Match the words with these 
meanings. Write the words.

0 very expensive stones diamonds
1 destroyed  
2 a company that makes houses 
3 a small vacation village or town 
4 you fi nd a lot of it on beaches 

and in the desert 
5 holes in the ground from where 

we get substances such as coal, 
metal, and salt 

5 SPEAKING Work in pairs. Discuss.

1 Imagine you are going to make a movie set in one 
of these towns. Th ink about these questions:

 ● What kind of movie is it? (horror, romance, 
science fi ction)

 ● What’s the story about, briefl y? (It’s about a …)
 ● Who is going to star in your movie? (It’s going 

to star my favorite actors …)

2 Present your ideas to the group and vote on the 
best idea.

WRITING
An informal email
1  Read the email. Answer the questions.

1 Where is Emily going to spend her summer 
vacation?

2 What is she going to do there?

2 Find these expressions in the email. 
Use them to answer the questions below.
Guess what! | You won’t believe it. | I can’t wait.
By the way, … | Anyway, …

1 Which two expressions do we use to change topics?
2 Which two expressions do we use to introduce 

some surprising news?
3  Which expression means “I’m really excited?”

3 Look at paragraphs 1 and 2 of Emily’s email. 
Match the functions with the paragraphs. 
Write a–d.

Paragraph 1:  and 
Paragraph 2:  and 

a Describe the city c Ask how your friend is
b Give news d Talk about your plans

4  What is the function of paragraph 3?

5  Which paragraph answers these questions?

a What famous buildings are in Sydney? 
b What’s your news? 
c How long are you going to stay in Sydney? 
d What’s the weather like in Sydney? 
e 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in Sydney? 
f Where are you going next weekend? 

6  Imagine you are going to spend your next 
vacation in a famous city. Write an email (100–
120 words) to your friend telling her the news.

 ● Use the questions in Exercise 5 to help you.
 ● Use some of the language in Exercise 2.

中學生英語教材
American Think Level 1, page 99,  
ISBN 9781107596078

核心範圍：針對情境適當地使用語言，表達得體

能力指標：	依據口語／書面互動的對象（例如：朋友，

或是不認識的人），採用不同的表達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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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Work in small groups. Take turns sharing your solutions to the problem 
you chose. Does your group agree with your possible solutions?

8 Work in the same group. Discuss the questions about problem solving.

1 Can you think of any other ways to organize your ideas about 
problems and solutions? Look back at the different tables in the units 
of the book to help you.

2 What kind of information can you give to support your ideas for 
possible solutions? Think of supporting ideas you can add to the table 
in Exercise 6 to help you.

PREPARATION FOR SPEAKING

TURN-TAKING
1 People often use fixed phrases to invite others to speak, interrupt or 

continue speaking when someone has stopped them. Complete the table 
with the turn-taking phrases.

a What is your opinion?
b Could I finish?
c I’d like to finish my point.
d Could I just say something?
e Sorry, but I have to interrupt you and say …
f You haven’t said much. What do you think?
g Why don’t you start us off … ?
h Sorry, but can I just say … ?
i Would anybody like to say anything else about … ?
j Let me just finish what I was saying.

inviting someone 
else to speak

interrupting continuing to speak

Let’s get your thoughts 
on this.

Could I just say 
something here?

Could I finish my point? 
Please allow me to finish.

ANALYZE

PREPARATION FOR SPEAKING 77

18

成人英語教材
Unlock Listening, Speaking & 
Critical Thinking, 2nd Ed Level 2, 
page 185, ISBN 9781108567299

核心範圍：順利與他人對話

能力指標：	對交談中可能發生溝通失效有所準備，並能

用適當的方法加以克服。

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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