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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對很多學生而言，不是正課的第八節輔導課，通常都覺得興趣缺缺，孟子

說，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如果老師想要求學生已放失之心，就要

嘗試「信，則教」，攻心為上，心病要有心藥醫，為了治療學生學習低落的心

病，就要花點小心思，規劃一些寓教於樂的教學活動，如：成語填空、圖畫成

語、「人時地事」造句、剪報童詩創作、簡訊文學對話創作、歌名組合成文和聽

寫小說續作，那麼即使是第八節，課堂上仍然可以呈現學習熱烈的風景，達到

事半功倍的學習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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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帶完一屆十二年國教，今年當專任休息一下，任教的國七兩班，第八節都

是併班上課，雖然開玩笑說是廉價安親班，但還是希望作些改變。其實上到第

八節，大家都有些疲憊，由於尚未規劃完整的課程架構，就嘗試把課堂上因受

限於時間，無法完成的教學活動，在第八節以實驗性質操作，看看教學成效如

何。 

 

貳、 第八節菜單 

一、 「人、時、地、事」拼盤 

（一）課前準備：四個袋子，白紙 

（二）活動流程： 

1. 一人發四張紙，讓學生依序寫上 who（人）、when（時）、where

（地）、what（事）後，再分別放進袋子。 

2. 然後讓孩子輪流抽出，還要大聲念出來並表演。 

（三）『「人、時、地、事」拼盤』的教學省思 

這個教學活動想讓學生練習造句，有趣的地方在於看學生如何描述一件事

情，有些孩子會故意寫些不雅的動作字句，以為能製造「笑」果，正好可以進

行機會教育，由老師寫句子讓他們抽出及表演，如：超人（人）地震時（時）

在坍塌的大樓（地）救了一隻小狗（事）。孩子態度大方，勇於表現自己，大家

玩得快樂，對字句如何組合也印象深刻。 

二、 成語餡填空 

（一）課前準備：名人故事 

（二）活動流程： 

1. 分組讓同學閱讀如諸葛亮等名人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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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諸葛亮  

    東漢獻帝時，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引起各方勢力的反抗，劉備就是其中

之一。劉備謙虛有(1      )，知人善(2      )，他與關羽、張飛義結金

(3  )，傳為佳(4     )。 

    劉備身旁有位謀士徐庶，替他分憂解(5     )，屢建(6     )功。曹操想千

方百(7     )，想收買徐庶，派人抓走他的母親，想引他北上，徐庶知道消息

後，心急如(8     )，想追隨劉備又掛慮母親安危， 後還是決定回到母親身

邊。當他要離開時，特別向劉備推薦了一個人，就是諸葛亮。徐庶極力推崇諸

葛亮先生是個高人，有他相助，必可事半功(9    )，早日完成大業。 

    劉備惜才如(10     )，決定請他出來幫忙。劉備帶著關羽、張飛及幾個士

兵去「臥龍崗」。一路山明水(11     )、鳥語花(12     )，的確是個臥虎藏

(13     )的好地方。劉備找到諸葛家上前敲門，僮僕開門後，劉備說明來意，

僮僕告知諸葛先生出外訪友，可能很多天才會回來，劉備一行人只好失望而

回，第二次拜訪也未遇到，直到第三次登門(14     )訪才見諸葛先生。諸葛先

生仙風道(15    )的丰采，令劉備心折，兩人暢談一番後，劉備再三懇請幫

忙，諸葛亮才同意並拜為軍師 。 

    諸葛亮倡議聯合東吳孫權，在赤壁一戰中擊潰曹操，從此奠定三國鼎

(16     )的局面。章武三年，諸葛亮奉遺詔輔佐幼主；建興元年，被封為武鄉

侯；建興三年蠻族作亂，親身率兵平亂，七擒七(17     )孟獲、蠻族心悅誠

(18     )，從此才不再作亂。建興六年，大舉北伐，六出祈(19     )，連戰皆

(20     )不料馬謖違背作戰計畫，在街亭大敗，諸葛亮只好退守關中。 

    諸葛亮一向號令嚴(21     )，賞罰分(22     )，為正軍紀，只好揮淚斬馬

謖。建興七年，因為長期為軍、政事憂煩勞(23     )，終於病死軍中。在他臨

死前，眼見北伐無望，還訂下一計，使部隊能全部撤離，後人雖有心承繼他的

志願，無奈天下大勢已定，只能徒留感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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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諸葛亮通曉軍事，上知天(24     )、下知地(25     )，善定奇

(26     )，常有神來之(27     )，其中又以「草船借(28     )」，「孔明借東

(29     )」 為人津津樂(30     )。尤其是他盡心竭力扶持幼主，不辱先主託

付， 讓人感動，他的精神與風範，永遠活在人們的心中。 

2. 讓同學找出成語填空的字，舉行競賽。 

（三）「成語餡填空」的教學省思 

    這個教學活動想讓學生培養閱讀力，增長知識外，還能依據文章前後文，

找出填空的成語，知道如何運用，因採上臺寫答案的競賽方式，同學不僅有榮

譽感，也能學習如何正確書寫，上課反應熱烈。 

三、 剪報童詩大雜匯 

（一）課前準備：報紙、剪刀、膠水、黑色簽字筆、壁報紙、白紙 

（二）活動流程： 

1. 和同學一起複習七上教過的童詩—夏夜中出現的場景，然後以九宮格方

式，將「秋」放在中間，思考相關的事物，例如：明月，接著在這些事

物中，找出四、五個寫詩句，如：天上有明月。 

2. 接著讓孩子抽撲克牌，花色相同的在一組，分好組後，請同學拿出自己

的詩句，和其他同學的組合起來成為一首新詩。 

3. 再來就要同學從報紙上找字，剪下來貼在壁報紙上，字不能太小，各組

報紙可以交流，詩作完成還可以加上美編。 

4. 詩作完成，各組觀摩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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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品嚐時間： 

702 上菜 

第一組 第二組 第三組 第四組 

  

明月來相照 

我在吃烤肉 

肉在火爐上 

我看到滿月 

秋天月圓又大 

秋天風情好 

明月在天上 

烤肉真美味 

中秋吃燒肉 

月餅好好吃 

我在吃月餅 

月餅讓我吃 

徐徐的風吹落樹

上的楓葉 

楓葉落下十分美 

小橋流水 

明亮的月光 

讓人覺得 

美不勝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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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3 上菜 

  

第一組 第二組 第三組 第四組 第五組 

    

中秋節到了 

烤肉好好玩 

秋水好冰爽 

秋月好美麗 

每當秋月出 

看看舞秋風 

秋葉金又黃 

中秋賞明月 

烤肉萬家香 

中秋早點睡

中秋送溫暖

中秋回老家

中秋有金鐘

秋風吹又起 

楓葉落滿天 

烤肉萬家香 

中秋合家歡 

秋風吹過花草香

楓葉被風打落下

使得楓葉滿天飛

楓葉真的好自由

楓葉真的好美麗

（四）「剪報童詩大雜匯」的教學省思 

這個寫作練習對小國七來說，還真的有點難度，首先要自己創作詩句，分

組後還要跟其他人的詩句組合在一起， 不容易則是要從報紙上找到同樣的字

詞，內文字太小還不行。課堂上發現大家都很忙，聰明的組別會分工進行，負

責黏貼的同學會發號施令，告訴組員他須要什麼字。觀察孩子課堂的表現很有

趣，有人以找字為 高準則，有人聽老師說找不到，可以用寫的，就比較敢放

開用筆寫，各種不同的因應方式，也是考驗他們的解決之道。短短的一節半體

驗嘗試，不管詩作表現如何，他們都是 棒的！有人第一節剪的字不見，所以

草草了事，所以下次要記得準備一個袋子裝起來。而評分時，大家除了投自己

一票，還會分散票源，讓大家平手，實在是太可愛了，所以關鍵的一票就在老

師的手上，這時學生就要使出渾身解數努力行銷自己組別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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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來熬圖畫成語粥 

（一）課前準備：上網收集圖畫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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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活動流程：讓同學分組討論成語競賽，老師則在組間巡視，適當給予幫

助。 

（三）「來熬圖畫成語粥」的教學省思 

    能善用成語對寫作測驗絕對是加分助力，為了引起孩子的學習興趣，利用

圖畫讓學生發揮想像力，找出正確答案，而且分組合作，大家腦力激盪，又有

競賽的榮譽心驅使，課堂上大家的學習氣氛熱烈，不過老師很忙，在組間如蝴

蝶般穿梭飛舞，要給同學提示，為他們解決疑惑。操作時間有些緊迫，在找出

正確答案後，可以讓孩子練習造句，加深印象。 

五、 焗烤簡訊文學對話創作 

（一）課前準備：英文簡訊講義、第八屆簡訊文學創作對話組優勝作品 

（二）活動流程： 

1. 介紹什麼是簡訊。 

2. 發下英文簡訊講義，讓孩子嘗試說出短文大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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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欣賞第八屆簡訊文學創作對話組優勝作品 

臺灣大哥大第八屆簡訊文學組得獎作品：對話簡訊組 

首獎：「媽，自己的國家要自己救！」  

     「歐，那自己的晚餐自己做。」／林佩賢 

二獎：「Dear 文昌帝君，請保佑我填對志願！」  

     「嗯，待老夫先搞個明白...」／陳信衛 

二獎：「妳在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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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睡了？」／李承哲 

三獎：「兒子，愛女生不是很好嗎？」  

     「老爸，愛媽媽不是很好嗎？」／潘信宏 

三獎：「兒子，你不要一直去支持，那些你終究還是做不了的事情！」  

     「爸媽，你們不要一直去反對，那些你們終究還是反對不了的事情！」／

紅塵俗世 

三獎：「年底你挺誰？」  

     「我挺忙的。」／久利生公平 

佳作：「錯過我，你還剩下什麼」  

     「除了你，以外的所有」／孫文安 

佳作：「老闆，我今天人不舒服，想請假。」  

     「坐在那麼前面看電影，的確不舒服。」／KENNY 

佳作：「大嫂，我媽希望妳不要每週都回娘家。」  

     「小姑，我媽也希望妳不要每週都回娘家。」／張雅芳 

佳作：「妳究竟是喜歡我，還是喜歡我的錢？」  

     「傻瓜，當然是你，你這麼會賺錢！」／毅 平 

佳作：「他昨天在我家。」 

     「他現在在我家。」／潘信宏 

佳作：「為了養你我辛苦了大半輩子！」  

     「我知道，所以我不敢生小孩。」／陳思宏 

佳作：「月老啊，我的線呢！」 

     「早升級無線了，你設定對了嗎？」／陳松郁 

佳作：女：「你會介意我剛離婚嗎？」 

      男：「你會介意我剛結婚嗎？」／ireo 

佳作：「以前的你，總是讓我忘記時間。」  

     「那現在呢？」 「時間讓我忘記了你。」／何志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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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作：「你要愛情還是麵包？」 

     「還有哪一個是天然的嗎？」／一 點 

人氣獎：「月老啊，我的線呢！」 

       「早升級無線了，你設定對了嗎？」／陳松郁 

4. 請同學以「黃鶴樓送孟浩然之廣陵」為創作主題，設想李白和孟浩然的

對話 

5. 下次上課公開入圍名單，請孩子票選前三名給鼓勵 

（三）品嚐時間： 

702 簡訊文學組對話篇入圍 

1. 李白：我們分手吧！ 

孟浩然：我們從沒在一起過。 

李白：…… 

2. 李白：你送我的手錶，我會一直保存的！ 

孟浩然：但……那其實是我媽媽的。 

3. 李白：到遠地後要好好生活。 

孟浩然：那當然，而且我覺得我會過得比現在更好。 

李白：為何？ 

孟浩然：因為不用再照顧你了。 

4. 孟浩然：你可以不用因為我的離開而難過！ 

李白：我是因為你離開所以喜極而泣。 

5.   李白：你覺得你帥嘛？ 

孟浩然：跟你站在一起就帥了！ 

6.  A：你知道嘛？520 無法除以三，所以愛容不下第三者的！ 

B：但可以除以四啊！ 

703 簡訊文學組對話篇入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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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李白：小孟……，你在哪？ 

孟浩然：揚州。 

李白：你快回來吧！ 

孟浩然：我都去那麼遠了，幹嘛回來？你喔！ 

李白：你的內褲沒帶…… 

孟浩然：…… 

2. 孟浩然：太白兄，你的詩寫好了嗎？我可以回去了嗎？我都快暈船了！ 

李白：浩然兄，快好了啦！你再撐一下，這次發行個五千萬冊，獲利我們

五五分，不會虧待你啦！ 

3. 李白：你在揚州了嗎？ 

孟浩然：我在舟上啊！ 

李白：ㄚˋㄚˋㄚˋ。 

4. 李白：自己的朋友自己送！ 

孟浩然：那……自己的酒要自己買哦，不要再叫我請客了！ 

5. 李白：浩然，在長江上連得到 wifi，可以傳 line 嗎？ 

孟浩然：訊號微弱。 

李白：那你感到如何？ 

孟浩然：很寂寞、很寂寞、很寂寞，因為很重要，所以要講 3 遍×3。 

李白：…… 

6. 李白：老朋友，如果你走了，我會依依不捨。 

孟浩然：別擔心，你會比我更早走。 

（四）「焗烤簡訊文學對話創作」的教學省思 

「文學來自於生活」，3C 科技產品當道，人人都是創作者，從 早的簡訊，

到臉書、傳 Line，溝通方式日新月異，業者結合文學創作舉辦比賽，真的激發

出大家的潛能，「簡訊文學」應運而生，如何以言簡意賅的文句，讓人會心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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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或是反映社會現狀，一針見血，這是須要下功夫的。還記得兩年前的簡訊

文學創作比賽，十七歲高中女生以「我已讀你的已讀」，勇奪單項簡訊文學組的

首獎，獎金七萬元；而對話簡訊文學組奪冠的作品是：「媽，自己的國家自己

救」「歐，那自己的晚餐自己做」，反映兩代對社運不同的看法。學生一向對手

機情有獨鍾，故利用這次機會介紹「簡訊文學」，讓他們欣賞以前得獎的作品，

但又很貪心想跨領域結合英文，讓學生學習有哪些英文簡訊，並試著閱讀翻譯

一篇短文，實際操作後，發現時間很趕，所以這部份以後宜刪減，專注在簡訊

文學創作即可。因剛上完唐詩李白的「黃鶴樓送孟浩然之廣陵」，所以請同學假

想當時如有手機，兩人傳簡訊的內容為何？可以發揮巧思，增加現代感，同學

描寫的文句果然天馬行空，經由老師篩選，覺得還不錯的作品，打字後讓同學

觀摩，再從這些入圍名單中，票選出他們欣賞的作品。一節課下來發現孩子很

有創意，文句俏皮幽默，以現代語言描寫古代離情，挺新鮮有趣， 後讓孩子

票選，再公布作者也緊張刺激。 

六、 歌名短文創作烘焙 

（一）課前準備：下載五首只有音樂的歌（你是我的眼、倔強、忘情水、小蘋

果、聽媽媽的話） 

（二）活動流程： 

1. 輪流播放五首音樂，讓孩子分組競賽猜歌名，可以上臺唱幾句則加分 

2. 都猜完後，請孩子嘗試把所有歌名串聯成一篇短文 

（三）品嚐時間： 

◎阿黃說：「媽媽，你是我的眼。」 

    媽媽說：「要我當你的眼沒關係，但是你不能再倔強下去了！我告訴你，你

去樓下買一顆小蘋果，和一杯忘情水，好忘記受傷的感情。」這是告訴我們要

聽媽媽的話。（703 冠豪） 

◎蕭煌奇眼睛看不到，就跟他的母親說：「你是我的眼」，但是因為他的個性從

小就很倔強，所以每次叫他聽媽媽的話，他都不聽。有一次他交了女朋友，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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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後來分手了，他的心靈就像小蘋果一樣的脆弱，他的朋友叫他去喝一杯忘情

水，忘掉這段感情！（703 子瑄） 

◎小明和小松是兩兄弟，小明脾氣很倔強，有一天他吵著跟媽媽說要吃小蘋

果，媽媽跟他說，你要聽媽媽的話，才給你吃蘋果。小松很粗魯，有一天帶著

他的女友回家炫耀。結果隔天，他女朋友就說要分手，小松很傷心，跑去找忘

情水喝，結果找不到，便跑去飆車，弄傷眼睛，治療後回家跟媽媽說，媽，你

是我的眼，你要永遠陪著我。（703 靚芸） 

◎小明昨天失戀，所以我送他一杯忘情水，和一顆小蘋果，這樣他比較不會傷

心，還告訴他，要聽媽媽的話，不要亂交朋友。幾年後，小明生了小孩，小孩

的個性倔強，而且眼睛失明，但是小孩對小明說：「你是我的眼」，讓小明好感

動。（702 品蓉） 

◎我們要聽媽媽的話，因為不管我個性再怎麼倔強，她也會包容我，還會給我

喜歡吃的小蘋果。就算我喝下忘情水，我也會記得媽媽你是我的眼，告訴我

那些事做錯。（709 子瑄） 

◎我們要聽媽媽的話，不要倔強，就算喝了忘情水，我也會拿小蘋果來孝順媽

媽，因為媽媽你是我的眼。（702 鈞瑋） 

◎你對我說要聽媽媽的話，千萬別那麼倔強，就算我喝了忘情水，我還是會記

得你是我的眼， 

不管現在或未來，我一定會幫你賣小蘋果的。（702 林敏） 

（四）「歌名短文創作烘焙」的教學省思 

「歌名短文創作」，剛開始讓孩子猜歌時，他們有很多問題：有臺語的嗎？

都是流行歌嗎？怕他們會猜不出來，筆者也是思量好一會兒，希望挑選出的歌

曲有點難又不會太難，大家很興奮，參與熱烈， 後猜中率有九成，上臺表演

更是踴躍。「聽媽媽的話」果然是國歌，孩子可以唱一大段，至於「小蘋果」還

會帶動作，真是太可愛了，不過屋頂也差點要掀了！短文創作，希望他們歌名

能用的越多越好，有的孩子很優秀，在極短時間內就可以達成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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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悶煮聽寫小說結局續作 

（一）課前準備：一臺錄音機，「草坡上」文章 

（二）活動流程： 

1. 請同學排間競賽，輪流站到黑板前聽寫，每句放兩次 

2. 下一個同學可做修改 

3. 聽寫完小說第一段，請同學嘗試寫下結局。 

（三）品嚐時間： 

那隻灰黃色的母雞，終於不能走動了！一清早起，別的雞已全部出了窩，走到

草坡上和樹林裏去了，而那隻母雞的小雞們卻環著牠走來走去，吱喳吱喳地叫

著。（草坡上—鍾理和） 

 

＊好像在說：「媽媽，我們好餓啊！」但是，老邁年高的母雞早已走不動，也沒

有覓食能力了。正當牠們苦惱這餐該如何解決時，農場的主人出現了，像是救

世主般的把飼料盆填滿，讓這些小雞們飽餐一頓，但誰也沒發現母雞早已被主

人抓走，並且再也沒有回來。（703 季謙） 

＊直說：「媽咪！希望妳早日康復。」母雞說：「因為我是隻驕傲的母雞，連在

人類面前都不例外，所以被人類割斷腿了。而且我在其他同伴面前，更是橫行

霸道，因為我的顏色可是 獨特的呢！現在想起來我真是笨，後悔也來不及

了！可不要學媽咪喔！要謙虛才會討人喜歡。」（703 欣彤） 

＊好像是餓了，但小雞們卻不會自己找食物，而是找母雞要，日子就這樣過去

了，每天都找母雞要食物的小雞們，不像別的小雞一樣能自食其力，就慢慢餓

死了。（703 惠敏） 

＊而母雞奇蹟似的竟站了起來，發揮牠慈祥的母愛，將環繞著牠的小雞抱在胸

中，感受牠們的溫度。而沒想到，牠在那一剎那心臟停止跳動，原本直挺挺的

身軀倒了下來，小雞們就在那已失去溫暖的翅膀中，放聲大哭，哀悼牠們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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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母親。（710 詠珊） 

＊那隻母雞闔上了眼，小雞們不停地叫，不停地跳，母雞揮動著虛弱無力的翅

膀，讓小雞離開，這使小雞們意識到：母親活不久了，要靠自己的努力才能有

美好未來。（703 靚芸） 

（四）「悶煮聽寫小說結局續作」的教學省思 

「聽寫小說結局創作」是以國三課本內的鍾理和小說，讓孩子聽寫，上臺的

孩子剛開始有點緊張，我告訴他們閉上眼睛專心聽，就不會覺得困難，這是希

望訓練他們的專注力，底下的孩子很聰明，也會注意聽，並寫下來，因為第二

個孩子可以修改，這是訓練孩子改錯字的能力。知道遊戲規則後，同學表現漸

入佳境，聽寫完，再複習小說大意，讓孩子嘗試主導小說結局，可以大膽創

作，結果真是各有特色。 

 

參、 教學省思 

非正規課程的第八節對老師們而言就像是「雞肋」，食之無味，棄之可惜。

全班上的時候，要趕課可以上新進度，不是全班上就只能上閱讀測驗。併班學習

效果更差，因為有些不認識的學生，班級經營管理較有困擾，所以每學期調查第

八節參加與否，都會跟學生仔細說明。但是有些父母不希望孩子太早回家，沒人

照顧，或沉迷電玩，就把第八節當做是安親班。孩子上完七節課已經有些累，有

的晚上還得趕補習班，精神體力欠佳，較無學習效率；對老師而言，上完平常的

正課，還得為一週一次第八節動腦備課，規劃教學活動，等於是增加工作量，但

十二年國教上路，教育鬆綁，大家談「翻轉」、「學習共同體」，其實就是秉持著

以下的信念： 

（一）、「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孟子曾說，要求得學問的正道沒

有其他的方法，去尋求到自我迷失的本心善性罷了！現在的孩子會沉迷有聲光效

果的 3C 產品，如果學習也充滿魅力，寓教於樂，是否可以增進他們的學習動力，

把玩樂迷失的心找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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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信，則教。」楊恩慈校長曾在臉書發表一篇文章：「教育人看《女醫明

妃傳》：原來，教學需要「祝由術」……」，他提到古代醫生治病會利用「祝由術」，

所謂的「祝由術」，是採用祝禱、咒語等偏向巫、道等宗教方式來進行治療的一

種醫療方式，這種偏向精神層面的支持安慰，治的就是心病。1學生的心病即是對

學習沒興趣，如果在課堂上他可以信任老師，配合老師學習，相信學習效果一定

是事半功倍！ 

    筆者嘗試讓國中新鮮人從成語字詞到造句，進而組織成短文，循序漸進增強

語文程度 

 

寫作功力，從活動中學習，添加趣味，所以孩子到第八節仍生龍活虎，學習氣氛

熱烈，這幾個教學活動都是第一次做，沒想到效果頗佳，同學參與感強，配合度

高，寫作練習也常有讓人眼睛一亮的創作，孩子潛力無窮，當老師的也樂在教學

中。孩子，你們真棒！ 

    這學期的教學活動如蜻蜓點水，有廣度欠深度，下學期將嘗試以 PBL 專案

設計的精神規劃課程，讓孩子有耳目一新的第八節菜單，還能更深入的學習，收

穫豐碩！ 

                                                 
1楊恩慈〈教育人看《女醫明妃傳》：原來，教學需要「祝由術」……〉，可參看

https://flipedu.parenting.com.tw/information-detail?id=2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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