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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傳統課堂講述法較難以引發學生學習動機，在課程活化、創新的理念下，筆

者在地理教學中，持續思考要如何將抽象的地理內容與學生認知結合，增進學習

動機、提高學習興趣，從而更快速、有效率地吸收運用課堂所學，於是嘗試在課

程方面融入新形態的桌遊，讓教學更為多元。 

    八年級的課程主軸是中國地理，為了奠定學生中國各地的位置概念，培養讀

圖能力，筆者設計了兩項桌上遊戲活動：「中國十日遊」及「中國行政區拼圖」，

以趣味化的具體接觸與操作，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培養他們的觀察能力、組織

及規劃能力，減輕學習焦慮。 

 

關鍵字：中國行政區、桌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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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設計動機緣起 

    地理位置是學習區域地理的基礎。國中八年級課程主題為中國地理，由於學

生在先前學校課程中完全沒有接觸與中國相關的課程，部分學生甚是對中國的行

政區全然不知，因此在學習中國省級行政區常感困擾。在不清楚、不熟悉中國各

地區的空間位置下，學生學習各區域的空間特色、特色行程之原因常淪於「一個

蘿蔔一個坑」的背誦，無法理解運用，因此讓筆者萌生如何讓學生認識、熟悉中

國行政區位置的想法。 

    近年來，桌上遊戲風氣盛行，已有不少桌遊與實際教學結合，藉由遊戲的方

式讓學生學習。筆者上網搜尋與地理科的相關桌遊，搜尋到「10 DAYS IN AFRICA」

遊戲，利用圖板及各國家板塊、交通工具，將國家連成一線，完成非洲十天的旅

程，遊戲過程中可認識非洲的國家與相對位置，這個遊戲給筆者一個靈感：我是

不是可以將它改進成為「10 DAYS IN CHINA」（中國十日遊）？因此，筆者嘗試

以「10 DAYS IN AFRICA」的規則為基礎，自製「10 DAYS IN CHINA」，期盼學

生能藉由連結這十日的旅程，認識並熟悉中國行政區的名稱、位置、相對位置關

係。另外，亦搭配「中國行政區拼圖」活動，讓學生從「無」到「有」，能拼出中

國疆域版圖，增進中國疆域與行政區的學習效能。 

 

貳、 活動目標 

 

認知
• 能了解中國省級行政區及其位置關係。

情意
• 藉由遊戲學習，引起學生的學習興趣，激發學生的內在學習動機。

技能

• 增進閱讀地圖的能力。

• 透過小組合作，培養相互溝通、互助之能力。

• 培養學生解決問題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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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課前準備與活動設計 

    敝校絕大多數學生在國中八年級前並未有系統地接觸中國疆域與行政區的

知識，只是多多少少聽過「上海」、「北京」，以及歷史課曾學習過的「福建」、「廣

東」，但對於這些「聽過的行政區」只知道它們位於中國大陸，但確切的位置不

並清楚。因此筆者設計「10 DAYS IN CHINA」（中國十日遊）活動，藉由抽取不

同行政區的牌卡，熟悉中國行政區的名稱；而為了將牌卡串聯成十日的旅程，必

須了解行政區所在之位置及其相對關係。「十日遊」活動結束後，再給每一組一

副「中國行政區拼圖」，學生必須將 33 片拼圖放置到正確的位置才能組成中國完

整的疆域，亦即必須了解中國行政區的位置關係。兩個活動相互配合：「十日遊」

因為有完整的地圖供其查閱，讓學生先了解中國細部的行政區；「中國行政區拼

圖」可視為學生必須將分散的行政區板塊組合起來、從「無整體」到「組合」的

過程。 

 

一、 分組方式 

    每組約 4-5 人，以座位鄰近者為分組原則，但為避免學生在學習中的焦慮、

不安全感，以及與同學間合作默契的問題，且在遊戲中筆者期待藉由愉快的學習

經驗引發學生的內在學習動機，因此教師於事前分組時先請教該班導師是否有哪

幾位學生不宜分於同一組；另外，也安排小幫手帶領、協助資源班學生參與。 

 

 

 

 

 

 

 

二、 「10 DAYS IN CHINA」教具簡介與使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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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具介紹：  

 

◎配件 

1. 中國行政區及鄰國位置圖 2 張，須上

色（分 6 種顏色，同色不相鄰）。 

2. 牌架 1-5 日、6-10 日各 4-5 支。 

3. 省分牌 60 張，省分卡片顏色與地圖顏

色相同。其中陝西省、湖南省、湖北省、

山西省、內蒙古自治區、海南省各 1張，

其餘省分皆為 2 張。 

4. 飛機牌 6 色，每種顏色各 1 張。 

5. 汽車牌 5 張（無顏色）。 

10 Days In China 內容 

 

省分牌（局部） 

 

飛機牌 

 

汽車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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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架 

 

 

（二）相關事項 

1. 教師說明約 10 分鐘，學生活動時間 25 分鐘，教師總結 10 分鐘。 

2. 使用時機：介紹中國省級行政區時實施。 

3. 每組 4-5 人進行活動。 

4. 活動規則學生每人一張，利用圖中範例說明更為明確。 

 

肆、 「10 DAYS IN CHINA」實施與回饋 

一、 規則 

（一）教師說明規則流程 

    一般桌遊進行時會以「遊戲前置準備」、「遊戲進行」及「遊戲注意事項」三

者來說明，但於教學現場中建議先讓學生了解「遊戲的目標」，如何才能獲得勝

利著手，如此可讓學生快速了解任務的目標。如同課堂說明概念時先讓學生了解

大方向，大方向確認後，後續再講解細部其他規則，說明流程如下圖：

 

（二）活動規則 

 開始前…… 

1. 每個人輪流抽取卡牌置於牌架上，一次抽一張牌，考慮好後放到牌架上自己

認為適當的位置，牌一放好就不可以在牌架上互相調整調動，直到牌架放滿

10 張牌。 

遊戲目標

• 完成10日旅
程

如何完成10

日的旅程？

• 規則：遊戲
開始…3

先前準備
事項

• 規則：開始
前…~

如何進行？ 注意事項

規則：遊戲

開始 1&2 

規則：遊戲

開始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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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牌架上的 10 日旅程必須以省份牌開始（第 1 天），並以省份牌結束（第 10

天）【即第 1 天與第 10 天只能放置省份牌】。 

3. 把剩下的卡牌面朝下疊成一疊牌庫。 

4. 從牌庫翻開 3 張牌，面朝上，放在牌庫旁形成 3 個棄牌堆。 

 遊戲開始…… 

1. 抽一張牌 

從牌庫最上方抽一張牌，或從 3 個棄牌最上方堆裡選一張牌。（牌庫用完時，

3 個棄牌堆除最上方的那張牌外，其餘棄牌堆的牌都要重新洗牌成為新的牌

庫）。 

2. 放置卡牌 

(1) 用新抽到或新選來的牌替換掉自己牌架上的任一張牌。替換掉的牌丟出，

牌面朝上，放在任一棄牌堆上方。 

(2) 若新抽到或可選擇的牌都不合用，可以不換牌，把新抽到的牌置入棄牌堆。 

（如果剛好選走某棄牌堆的最後一張牌，須優先把自己替換掉的牌放到空

的棄牌堆，以確保隨時都有 3 個棄牌堆可以選牌。） 

3. 連結成 10 天的旅程：如何完成？【重點！！最先達成者為贏家！！】 

(1) 步行連接：相鄰的省份，牌卡可直接相連（如雲南省可連接四川省）。 

(2) 汽車連接（跨越一個省=通過二次省界）：使用汽車牌穿越一個省，

該被穿越省須與出發省和抵達省相鄰（如黑龍江省—汽車牌—遼寧

省）。一張汽車牌佔一天的行程。  

(3) 飛機連接（相同顏色省份）：同一顏色的兩個省份，可利用同顏色之

飛機牌連接【兩個同顏色的省份牌中間放置飛機牌】（如河北省—綠色

飛機牌—西藏自治區）。飛機牌佔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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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注意事項：  

(1) 不可連續兩天停留在同一省（如第 1 天四川省、第 2 天四川省），但可

以以後再回到去過的省（四川省—重慶市—四川省）。 

(2) 飛機、汽車不一定要出現在 10 天的旅程規畫內。但不可連續兩天使用飛

機、汽車牌（如第 2 天放汽車牌、第 3 天放飛機牌）。 

 

二、 教學實施現場 

   

教師針對學生不清楚之處

說明 
認真看地圖：尋找中國行政區及安排旅程 

相鄰省份 

 兩省同顏色，使用

同顏色飛機飛行 

相鄰省份 

相鄰省份 

 

兩省不相鄰，中

間隔甘肅省（兩

省都與甘肅省

相鄰），使用汽

車連接（跨越一

個省） 

 

相鄰省份 

 

相鄰省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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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相討論交流意見 過程中充滿歡笑 

三、 學生回饋 

1.量化回饋統計 

（1）內容引起興趣 

 

（2）熟悉中國行政區名稱 

 

（3）熟悉中國行政區位置 

 

（4）這個活動有助於我學

習中國的行政區 

 

（5）自己的學習態度認真 

 

 

（6）自己的積極參與程度 

 

 

    絕大部分學生對於這個課程活動皆給予正向的評價，在「藉此熟悉中國行政

區的名稱」、「藉此熟悉中國行政區的位置」、「藉此認識中國鄰國的位置」及「這

個活動有助於我學習中國的行政區」這四題的回饋中，回答「非常同意」與「同

意」者均超過 90%；第一題「內容引起興趣」回答「非常同意」與「同意」達 91%，

而「自己學習態度認真」選擇「優」與「良」者達到 85%；「自己的積極參與程

度」選擇「優」與「良」者達到 91%，可見活動、遊戲式學習課程能增加學生的

興趣且提高學生參與的積極程度，提升學生的內在學習動機。 

    在教學現場，學生玩到下課鐘響後仍欲罷不能，筆者三催四請，才結束遊戲，

甚至是幾乎拖到下一節上課，可見遊戲融入教學很吸引學生目光，學生的初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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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愉快、有助學習的。 

2.學生感想與建議 

    學生感想與建議分成兩個部分，因這個活動不僅讓學生認識、熟悉中國的行

政區，更藉由規畫 10 日的旅程，讓學生將中國的行政區及鄰國由不同的「點」，

利用不同的方式：直接連接、飛機、汽車，連成一條關係的「線」，這十分符合

地理教育培養學生空間的連結，因此在回饋中分為兩個題目：「如何完成 10 日的

旅程」、「對活動的建議」。 

（1）如何完成 10 日的旅程： 

先大致定一個方向，看哪個省連接最多，去湊。不要等一直等一張牌，

改變想法，有很多條路可走。（楊○臻） 

善用特殊卡及盡量找取四周相鄰較多省分的地方。（林○玲） 

試著找個相鄰的行政區。（鄭○昀） 

在近的地方打轉，再藉由車子到隔一個省的地方。（李○慧） 

1.將中國大塊地圖放置中央 

2.計算機率（卓○桓） 

    從學生的回饋中可知，不一定要使用特殊排，反而會從自己的手牌來思考要

如何完成旅程：如找相鄰的行政區。在學生尋找的過程中，會特別注意哪些牌是

自己需要的，哪些不是，無形中會認識到這些省分的相對位置關係：哪些省分互

相連接、內蒙古自治區和很多省分都有接壤、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的國界很長、東

北三省為黑吉遼等等，這些都可以透過活動讓學生自己發現，而「發現」是學習

的第一步，更可以讓學生印象深刻。 

（2）對活動的建議： 

    有不少學生提出「覺得這個活動很有趣，可以幫助自己學習中國的地理位置」；

「從遊戲中來學習是很愉快的」；「要動腦想」；「學習如何解決問題」等，對活動

有高度評價，並且學生能從活動中體驗到「思考」的必要，「並不是拿了一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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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就會贏」。建議的部分則提出「規則有點難，慢慢摸索後就好多了」、「希望下

次可以在進行這個活動」等，甚至是有學生提出「未來如果有這樣的活動，我一

定要參加」，從中可看出學生的這樣學習經驗是愉快的，從遊戲中能引發他的學

習動機與意願。 

學生回饋 

做完今天的活動我覺得很開心，雖然對我來說有點困難，不過在這堂課學習到了怎

麼解決問題。（王○庭） 

這是一項非常好玩的遊戲，不僅可以記住地理位置，更激發了我們的腦力，玩的途

中更有些突發狀況（ex.某人將牌蓋了，而害了另一位同學無法連在一起！！）玩

的過程更必須思考路線安排是否正確，超讚！（楊○臻） 

雖然我沒有完成，但我覺得可以從遊戲中來學習知識是很愉快的，而且這些道具老

師都超認真做的，很用心，每個細節都畫得很好。希望以後有更多有趣的遊戲讓我

們挑戰！（劉○宜） 

這遊戲真的很好玩，既可以幫助思考，還能讓我們更熟悉各個位置。今天超可惜

的，我只成功排了 9 天的行程，差一點就贏了呢。而且這個遊戲並不一定你拿了一

手好牌就會贏，而是靠頭腦的。很希望還有時間的話，還能讓我們再玩幾次。（徐

○婕） 

這個遊戲讓我能把中國的地名和位置記起來，也讓我對中國的地圖更感興趣。（林

○庭） 

我覺得這個活動很好玩，而且有助於幫助我們背記地理的位置。而且老師給我們的

卡上面有寫關於這個地區的資料，讓我們更了解中國。（游○弘） 

我覺得超級的好玩，而且對地理更加有興趣，動腦又有趣，希望往後老師還有機會

舉辦這樣的活動，地理真的好好玩！（李○惠） 

一開始覺得很難，可是後來熟悉了，就還好，只差幾張牌就可以連載在一起，結果

還是沒有，下次還有這種活動的話，我一定要參加，不但可以熟悉中國的行政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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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還可以動腦。（林○蓉） 

 

 

 

 

伍、 「中國行政區拼圖」實施與回饋 

一、 規則 

    每組再細分成兩人一小組，獨立完成「中國行政區拼圖」，其他組員不可動

手幫忙拚，但可給予提示。因每大組約 5 人，為單數人次，故其中有一人必須與

兩位不同的同學完成 2 次拼圖（如甲乙丙丁戊五人一組，再細分成甲乙、丙丁、

戊乙兩人小組，其中「乙」完成 2 次拼圖），所以共會完成 3 次拼圖，最先完成

三次拼圖的組別獲勝。 

 

二、 教學實施現場 

   

學生兩兩一小組，完成

中行政區拼圖 

遇到不熟悉的地區，查

閱地圖 
全班各組積極投入參與 

   

過程充滿歡笑 小組組員合作，互相協 全班最快完成任務的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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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 別，學生十分開心 

 

 

 

 

三、 學生回饋 

1.量化回饋統計 

1.內容引起興趣 

 

2.熟悉中國行政區的名

稱 

 

3.熟悉中國行政區的位

置 

 

4.這個活動有助於我學

習中國的行政區 

 

5.自己的學習態度認真 

 

 

6.自己的積極參與程度 

 

 

    絕大部分學生對於這個課程活動皆給予正向的評價，在「藉此熟悉中國行政

區的名稱」、「藉此熟悉中國行政區的位置」、「藉此認識中國鄰國的位置」及「這

個活動有助於我學習中國的行政區」這四題的回饋中，回答「非常同意」與「同

意」者均超過 85%；而「自己學習態度認真」選擇「優」與「良」者達到 85%；

「自己的積極參與程度」選擇「優」與「良」者達到 89%。 

 

2.學生感想與教師省思 

學生感想 教師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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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和同學合作完成拼圖，有成就感，讓大

家容易知道分界線和另一個省份相連，更會

記住省分的位置。我認真地想把地圖拚完，

我覺得用拼圖可以幫助記憶也很有趣！（余

○萱） 

遊戲讓學生與小組共同合作，

彼此間有更多的互動與交流，

一同完成任務亦愉快的經驗，

「有成就感」。藉由實際動手

做，「容易知道分界線與另一

省分的相連，更會記住省分的

位置」， 達到期待學生認識中

國行政區位置與其相對位置

的目的。也印證了美國一句諺

語：「告訴我，我會忘記；給我

看，我會記得；讓我參與，我

會了解。」 

這個小組活動，讓我學習了很多東西，不只

學習如何和同學協力完成同一件事，也讓我

更積極的想要學習，我從活動裡更加認識中

國的行政區，所以我覺得遊戲一個學習的好

方法。（王○婷） 

拼拼圖一開始雖然很難，但多拚幾次後就愈拚

愈順手，之後就慢慢會把位置記起來，也比較

認識一些不認識的地方，我認為拼拼圖對學習

地理很有幫助。（黃○陽） 

學習的方式有很多種，不單只

有視覺或聽覺，藉由實際操作

的過程，讓學生接受不同的刺

激，增進學習。 

能讓我們記下中國地圖，也能讓我們知道中國

的地理位置，這對我來說是個能背下它的遊戲

真太好了！如果都用這種方式就太好了。（崔

○麟） 

死背不如動手做，這樣還能添加一點趣味。縮

小版的中國拼圖是一個很好的教材，不知道在

哪裡買的？老師可以幫我買一套嗎？（楊○

蕙） 

我覺得地理老師給我們玩的「中國行政區拼 藉由小組競賽激起學生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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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超好玩的，由於我的好勝心很強，所以玩

起來時也很帶勁，也記得清楚。希望老師以後

可以多給我們玩這種遊戲！（林○） 

勝心與學習動機。 

我一開始背得很熟，但地圖突然在眼前，就不

知所措。這次活動帶給我知識和判斷，因為當

你今天突然拼錯，就要回想，真是一個很棒的

活動！（陳○瑜） 

學生以往的學習方式有一張

中國的底圖，看著空白的圖將

省分填入，但這次活動完全沒

有底圖，孩子們必須一直不斷

地回想與判斷，無形中更加深

他們對位置的概念。從拼圖的

體驗中，學生試著擬定拼圖的

策略，不斷地嘗試並且修正。 

我覺得從新疆拼會比黑龍江拼還要簡單，因為

河北和遼寧超難拼起來的，反而是河北和山西

比較好拼起來。（王○倫） 

    因有了先前「中國十日遊」的基礎，學生在搜尋中國行政區的位置速度變快，

先從面積大的行政區著手，快速的將西南部面積大的西藏、青海，西北的新疆、

內蒙古，以及東北三省黑吉遼連接；在拼接華北、華中及華南時，雖然速度較慢，

但有些組會先把湖南及湖北、山東與山西、河南與河北這些成對的省分找出來，

再連接相臨的省分，較不會盲目的把「每個省分拿起來湊湊看，邊界可不可以湊

起來」。藉由兩人小組合作，一方面希望減輕學生單獨完成任務的「焦慮」，讓他

們可以在一個相對安心的環境下學習，一方面也希望兩人一起協力共同完成任務，

在過程中能互相討論、發現。此外，國中學生十分在乎同儕的評價，透過小組競

賽，激發學生的求勝心，積極投入學習。 

 

陸、 成效與建議 

一、 引起學生的習興趣 

    中國疆域廣大，面積是臺灣的266倍，就省級行政區就多達33個，如要求學

生全部記起來非易事。透過遊戲的方式讓學生先熟悉各行政區的名稱、行政區

與行政區的相對位置關係，不僅提高的學生對它的接受程度，覺得學習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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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的」、「愉快的」，也能在遊戲的過程中學習中國行政區，並且有有不少學生表

示希望未來能繼續有這種學習方式。 

二、 培養讀圖能力：使學生「認真閱讀地圖」 

    往昔在學習行政區或地形時，學生多半只是大概看看這個地方在哪裡，如福

建省在南方、內蒙古在北方，而在紙筆填圖測驗時，多半也只是記得大略的位置，

哪些省分相鄰、哪些省的南北位置關係並不會特別注意。而在這個活動中，學生

認真地閱讀地圖，認識到哪些省分相鄰、哪些省位置相隔十萬八千里、哪些省分

在熱帶等，誰在誰的東邊。此外，在觀察地圖時，學生發現中國省份常有「東」

與「西」、「南」與「北」成組的地名，在筆者進行活動的過程中，有不少學生發

現並提問，也可藉機進行說明。 

三、 規劃能力培養 

    桌遊其實是分配給學生一個任務，最先完成任務者勝利，因此也是在培養學

生「解決問題的能力」。如在「中國十日遊」中，他們必須在十天的旅程中，透

過手牌將空間中不連續的「點」連結成一條「線」，而學生要如何連結？完全考

運氣，一張張慢慢換？抑或是拼命集「功能卡」（汽車、飛機牌等），還是選擇相

鄰的省分連接等，正如學生回饋提到說：「不是拿了一好牌就會贏，而是要靠頭

腦的……」藉由活動的過程讓學生思考如何規劃、如何安排，進而解決問題。 

四、 學生享受合作學習的樂趣，也喜歡競賽勝利的成就感 

    在「中國行政區拼圖」中，學生必須和同學一起完成任務：他們必須盡其所

能在最短的時間內完成拼圖，有參與感並且能對小組有「貢獻」；而當看到小組

成員「卡關」，找不到拼圖、不知道接下來該找哪一個省份時，能給予提示協助，

這樣能減輕學生單打獨鬥時的焦慮感，甚至放棄。小組協力的過程中會形成一種

良性的互助環境，增進彼此學習。而教師肯定每位學生的參與，營造一個有安全

感且具回應性的學習環境，更有助於學生學習，強化教學成效。 

    設計小組競賽能增加課堂的趣味度，且小組間彼此較勁，個個不想落於人後，

亦有「互相監督」的意味。筆者每在一個班進行「中國行政區拼圖」時會記下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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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完成紀錄，告訴下一個班，鼓勵他們突破「大會紀錄」。雖然並非每班都能「刷

新」，但大多數學生聽到紀錄時會躍躍欲試，希望成為下一個新紀錄締造者，達

到用小組激勵學生學習的目的。 

五、 精緻的教具增加學生重視度 

    在進行活動的過程中，筆者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如果教具做得越精緻、越

精美，會增加學生對這個活動的重視程度！當筆者發下「中國十日遊」的活動教

具時，學生表示「教具做得很漂亮，好像很好玩。」、「感覺很有趣！」從中可看

出已經勾起學生的興趣。 

六、 增加「鄰國」相對位置 

    由於這兩個活動都集中在「中國省級行政區」，筆者思考可以再加入「鄰國」

這個元素，讓學生了解中國附近的鄰國，且能以宏觀的角度，觀看全局，進而了

解中國在國際的地位。 

七、 規則說明方式、時間的限制 

    剛開始因為筆者沒有講解桌遊規則的經驗，因此說明從「桌遊的配件」開始，

繼而才進入如何進行，但進行一個班後發現效果不如預期，致使筆者重新思考：

應從「遊戲目標→如何達成目標→遊戲配件→思考策略」這樣的方式去引導學生，

並且在說明完規則之後，給學生一點時間試著進行活動，在此時教師到個組巡視

並提供適時的協助，這樣讓之後的活動過程流暢許多，而活動進行順利，學生知

道怎麼玩，才可能學習、體會遊戲的樂趣，進而達成教師期待的教學目的。 

    另外，社會科普遍面臨的最大困境就是時數不足。每週僅一節課，如何善用

每分每秒對於社會科教師是個考驗。教師在講解規則的過程中，如何能既迅速又

清楚地讓學生了解，讓學生能快速進入活動狀態、從遊戲活動中體會學習之樂，

是個重要的技巧。  

     

柒、 省思與展望 

    藉由這兩個桌上遊戲，筆者觀察，學生不僅僅是學習到「中國行政區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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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關係」，也透過小組溝通合作、彼此競爭，學習到分工合作、問題解決的能

力，而筆者也從學生活動過程中發現學生的另一面：學生積極投入參與。 

    講述教學法或許能讓教師在有限的時間內，講述完課程內容，但這是單向的，

較難見到學生主動投入的部分。根據戴爾（Edgar Dale）學習金字塔（learning 

pyramid）理論，若只聽教師講述，結束後學生只會記得課程內容 5%；如果教師

帶領閱讀，學生記得 10%；若教師使用多媒體教材，學生記得 15%如果教師上課

進行實驗示範，學生記得 30%；若學生參與討論，會記得 50%；如果從實做中練

習，學生會記得 75%！因此在「中國行政區拼圖」活動下課後，不少學生立刻與

筆者反應：「老師，我發現自己拼圖拼了三次之後，就把中國行政區記起來了！」

「老師，我本來以為行政區很難記，結果拼一拼就有感覺了。」 

    將遊戲融入學習之中，能減輕學生的學習焦慮，哲學家柏拉圖在《理想國》

中曾說：「沒有強迫性的學習，能久留於腦海中。如果在教育孩子時，能採用遊

戲的方式，我們能看到人類天性的流露。」在活動進行的過程中，看到學生的眼

神閃爍著興奮的光芒，我知道學生已產生了學習的興趣與熱忱，學習正在發生。 

    而筆者也是不斷在教學獲得學生的回饋、邊做邊學，一步步調整、修正，「教

學相長」。很多時候不僅是學生學，教師也不斷從學生身上獲得回饋、學習與啟

發。在這個單元結束後，學生給予教師諸多正向的回饋，激勵筆者根據學生的學

習困難，設計了「中國行旅」、「氣候圖大風吹」等桌上遊戲活動，前者是關於中

國地形位置，後者是氣候圖判讀。看到學生積極投入課程學習，每位同學都是「課

堂主人」，而非等待下課的「客人」，這樣美麗的風景深深感動筆者，讓我更有動

力，繼續研發下一個課程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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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圖大風吹 中國行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