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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老師在課堂上講得口沫橫飛，學生在底下低頭猛滑手機的畫面，在十二年國教免試啟航

後，有人擔心情況會日趨嚴重，如何留住從教室溜走，無動力的「滑世代」，讓他可以沉迷於

學習，首先要提起學習興趣，覺得上國文課有趣。筆者在校內教學研究會作分享時，也提到

老師要有一顆愛玩的心，才會設計活潑的教學活動；一隻照相功能完備的手機，才能隨時記

錄學生的課堂表現；一張地圖，指的是符合課程需要的回饋學習單，才能作為自己的教學省

思。因此筆者將這些教學活動，實際在課堂的操作過程、學生心得回饋以及教學感想記錄下

來，將經驗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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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臺灣的教育長期以來「考試領導教學」，根據「親子天下」雜誌在 2012 年所作的國中生

「學習力大調查」發現：有 3/1 的國中生對自己的學習成果不滿，將近 4/1 的國中生無法完全

聽懂老師的上課內容，有三成的孩子對自己沒信心，最討厭的科目依序是數學、自然與生活

科技、英文、國文和社會，而最喜歡的科目是：健康與體育、藝術與人文、綜合活動。1十二

年國教啟航，在大免試的框架下，有人擔心孩子因此成為「無動力世代」。從事語文教學的我

也在思考：難道國文教學只有零星的形音義教學、修辭教學？為何不能結合孩子喜歡的親自

體驗、動手做的活動，在寓教於樂、潛移默化中把主動學習的發球權交給孩子？因此把第二

屆十二年國教的孩子，這兩年上國文課所作的教學活動，擇要整理分享如下。 

貳、教學活動剪影 

一、「紙船印象」教學活動—紙船啟航 

    即使當時課程有些趕，但我還是堅持上完「紙船印象」，要讓孩子摺紙船、放紙船，體驗

一下洪醒夫的童年樂趣，對母親的感恩，以及傳承這份愛的心情。 

（一）課前叮嚀：請同學攜帶紙、彩色筆等。 

（二）活動流程： 

  1.先發下學習單，請同學在課堂上摺紙船，可以彩繪、妝點一些小道具，並觀摩同學的作品，

因學習單上需描繪最有特色的三艘船。（進行時間 20—25 分鐘） 

  2.請大家帶著最心愛的紙船，到校門口的水池去放紙船。（進行時間 5—10 分鐘，記得讓小老

師帶著長柄刷和塑膠袋，因為紙船變成「鐵達尼號」時需打撈，以免汙染水池。） 

（三）課堂上的風景： 

    

（四）學習單寫真： 

    

 

◎最有特色的三艘船： 

                                                      
1
 見何琦瑜、賓靜蓀、陳雅慧、《親子天下》編輯部 等著《翻轉教育：未來的學習、未來的學校、未來的孩子》。

臺北：天下雜誌，2013 年，頁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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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她的紙船上有一根旗子，寫著「維尼」，而且小小的，很 cute！ 

2.她把兩艘船拼在一起，好像愛心的樣子。 

3.她的船是三艘合體，體積比正常的大，很酷。（一班雯渝） 

1.她用鋁箔包釘在紙船上，水就不容易跑進來。 

2.把寶特瓶放在紙船外面，永遠都沉不下去。 

3.她摺了三艘紙船，並且把它們全部連在一起，就像草船借箭一樣（八班宣妤） 

 

◎活動心得： 

因為時間有限，在摺的時候很緊張。摺好小船後，我們就到池塘放小船，真的是「心肝結

歸丸」。期待它可以遠走高飛，又深怕它沉船，因為只放了 5 分鐘，所以十分不捨。但好像

也是這樣，心愛的小船才能安然無恙的回到我身邊。這個活動真的好好玩，看到了各式各

樣，五顏六色，大小不一的船，體會到了洪醒夫所描述的「比肩齊步」、「互相追逐」、「曹

操的戰艦」等，我們也像洪醒夫一樣，得到真正的快樂，留下來收拾紙船殘骸的同學辛苦

了！（一班湘芸） 

這一次的活動中，大家都做了大小不一的紙船，我也摺了四艘，其中的兩艘小小船，沒多

久，船就成了傳說中的「鐵達尼號」。為了讓自己的船不要沉下去，大家都想盡了各種方法，

保護自己的小船，所以最後大家都是那個贏家。這次的活動，我學到了：要讓船堅固就必

須嘗試各種方法，看見有的人做大號的紙船、小型的紙船、首尾相連的，超有趣。不管是

什麼樣子的紙船，這一次的「紙船之旅」，都讓大家印象深刻，希望下一次還有機會可以做

活動。（八班珮綺） 

（五）「紙船啟航」教學省思： 

    做完活動有一個很深的感觸：更少孩子會摺紙船了，果真是 3C 保母的兒時回憶，當我在

示範摺紙船猶如變魔術，自嘲是「裕隆」基本款時，感嘆居多，後來請孩子發揮創意將它改

造成「勞斯萊斯」、「賓士」，的確令人眼睛一亮，學習單的表現一片叫好感謝聲，但有人會覺

得放紙船的時間較短。其實這屆孩子太活潑，時間不太夠固然是主因，再來因「短」，覺得意

猶未盡，也可以避免孩子情緒太亢奮，會發生無法掌控的情況，這是做活動的「小撇步」！ 

二、「世說新語選」教學活動—我是大明星 

    上到「王藍田食雞子」，補充講義列舉不少「世說新語」的小故事讓孩子閱讀，為使他們

能加深印象，所以準備了一個活動：我是大明星，讓學生分組演戲。 

（一）課前叮嚀：全班先分組，選定要演的故事，再分配角色，以不重複為原則。 

（二）活動流程：課堂上再給各組十分鐘準備，然後各組依序上台表演。 

（三）課堂上的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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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學習單寫真： 

    

 

◎活動心得： 

今天的國文課實在是太有趣了！因為之前輔導課就有演過戲，所以這次大家的表現都非常

優秀。第一組演的是「管寧與華歆」，這個大家耳熟能詳的故事，透過同學的表演，彷彿真

的看到管寧與華歆正在我們面前呢！第二組「鍾毓與鍾會」，以及我們這組的「陳元方答客

問」都是以比較寫實的方式呈現，讓人能一目了然。而第三組「謝無奕罵王藍田」、第五組

「七步成詩」、第六組「望梅止渴」則是走 kuso 的搞笑路線，像是第五組的改編版：「七步

不成詩」，和第六組極具特色的「一匹馬」，都讓人看了捧腹大笑，大家真的都表現得很棒！

我覺得能夠透過演戲的方式呈現世說新語的小故事，使大家對世說新語有更深的了解及印

象，很有意義也很有趣。（一班沁怡） 

我覺得這個活動非常的有趣，因為每一組的演戲，有的很搞笑，有的很正經，有的卻不知

道在演什麼，不過我還是覺得這個活動能帶給我們全班歡樂，不管演的是好是壞都沒關係，

只要能讓全場 high 翻天，而且我們對這些故事會有很深刻的印象，也學到抓住演戲的重點：

音量要夠大，經過這次演戲的表演，我真正體會到了：原來要進演藝圈，並不是很容易的。

（八班郁欣） 

（五）「我是大明星」教學省思： 

    這次是小國七第一次粉墨登場，有現成的小故事，只需要分配角色，演出來即可。看似

雖簡單，其實不容易。我知道他們空閒時間不多，所以分組完、確定故事後，在正式演出前，

每堂課都會留五分鐘讓他們準備一下，甚至在做活動前再給他們十分鐘彩排。兩個班演出的

篇目大同小異，但一班可能經過其他課程：如童軍、輔導、表藝等上臺的洗禮，被嚴苛的要

求下，國文課演戲初體驗表現不錯，再加上有聽老師的話，因為我有提點他們學長姐的經驗：

製作簡單的名牌、表演時要面對同學等，所以他們有聽進去，還會精心製作其他道具：鬍鬚、

乘輿（利用童軍繩）、駿馬（童軍繩加上黑色繩子）。大家的表現旗鼓相當，原本「七步成詩」

kuso 成「七步不成詩」，曹植走了九步被害，雖搞笑卻贏得多數同學的青睞。另一個班因為沒

有製作名牌，所以上臺時無法分辨角色，加上有些人的音量不夠大，緊張忘了台詞，感覺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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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在彩排或演默劇，但是也有讓人眼睛一亮的表演，有幾個同學落落大方毫不怯場，搞笑犧

牲的演出讓人留下深刻印象：如「望梅止渴」，將「梅子」kuso 成「美女」，同學男扮女裝，

搔首弄姿；另外一個演孔融的同學，拿著父親牌位一直哭泣，同學覺得他很入戲，還頒給他

最佳「哭爸」獎，讓人哭笑不得。同學經由演戲的方式了解世說新語的小故事，似乎教學、

娛樂效果不錯，我也讓他們彼此觀摩，發揮創意仿照奧斯卡金像獎頒獎設立獎項，頒獎給同

學。 

三、「兒時記趣」教學活動—童玩大會串 

    沈復的「兒時記趣」，可以延伸不少教學活動，首先進行「童玩大會串」，就是讓同學帶

兒時的童玩來學校與其他人交流分享。 

（一）課前叮嚀：全班先分組，各組討論要帶什麼童玩，如何呈現兒時玩樂的情景。 

（二）活動流程：課堂上再給各組五分鐘準備，然後各組依序上台表演。 

（三）課堂上的風景： 

    

（四）學習單寫真 

    

 

◎活動心得： 

哇！真讓我大開眼界！大家帶的東西包羅萬象，如果把全部的玩具都擺在一起，一定很壯

觀。我的童玩是貼紙，以前很喜歡蒐集，如今已一大包，也很愛蒐集姓名貼，但有時覺得

以前好無聊，直到這次的活動才讓我再拿出貼紙，頗懷念當時拿到貼紙喜悅的心情喔。 

（一班鉫崝） 

今天看到大家小時候的玩具，總覺得自己好像又回到了童年一樣，看到每個人在介紹自己

所帶來的童玩時，臉上都帶著微笑，想必大家一定都跟我的感受一樣，不過我想最讓我感

到印象深刻的童玩表演，是同學的陀螺，因為我從來都沒有玩過那種東西，看到他們成功

地讓陀螺旋轉起來，真的感到很開心、很酷，本來我也跟老師想的一樣：想說大家都帶 3C

產品，結果竟然有人帶這麼復古的東西來，希望以後，小朋友不要只有 3C 產品玩，自己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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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或者玩以前的東西，也是不錯的呢。（八班加恩） 

還另外製作學習單，請孩子回家詢問父母長輩的童年，從食衣住行娛樂方面，和自己的童年

生活做比較，並抒發感想。 

◎兩代電力公司學習單： 

跟父母在食衣住行相比之後，才發現我們這一代比較幸福。像母親以前常吃泡麵，而我吃

的則是母親親自下廚為我煮的雞湯麵；母親小時候都穿哥哥們穿過的衣服，我則是穿新衣， 

這讓我感受到母親的愛，也享受了獨生女的特權，其實只要不過苦日子，就要感恩，感恩

父母。（一班宜臻） 

隨著時代的改變，父母跟我們的童年有很大的差別。像是飲食，父母小時候都是吃臺灣本

土的食物；現在，到處都有義大利麵、壽司店的異國風。而育樂的差別比其他都還要大：

以前流行的陀螺、鬧片，現在較少見，很多人手上幾乎都會拿手機、平板，可見時代真的

進步很大。（八班奕軒） 

（五）「童玩大會串」教學省思： 

    雖然有分組，但因時間緊湊，只要求孩子帶小時候最心愛的玩具，或曾經玩過的童玩到

課堂上來。活動開始前，還給他們幾分鐘準備，暗示沒帶東西的小朋友要想辦法參與，有人

聽懂就知道摺紙飛機來應變。專任班的同學帶電玩，讓其他同學好羨慕，還有一個同學帶計

算機，我以為他在敷衍我，誰知他煞有其事地說，他小時候真的都拿來按著玩，真特別！也

另外準備「兩代電力公司學習單」，請孩子詢問父母小時候的食衣住行育樂等方面，再跟自己

的小時候做比較，希望藉機達到親子互動，結果有家長跟孩子一起完成學習單，真感人。很

多孩子的學習單用心書寫，圖文並茂，讓人頗覺欣慰，希望「童玩」＝「3C 產品」的那一天

不會到來！ 

四、「吃冰的滋味」教學活動—剉冰進行曲 

    炎炎夏日，又上到國中課文排行榜很受歡迎的「吃冰的滋味」，這是可以設計讓孩子體驗

自己做，發揮巧思，享受成就感的好文章。 

（一）課前叮嚀：先請同學分組，分配要帶的配料、器具，也可以帶已剉好的冰。 

（二）活動流程：活動進行前先解釋學習單需完成的內容，各組腦力激盪，要想冰品名、廣

告詞，並邀請兩位老師品嘗給分。然後在「剉冰進行曲」的音樂中，大家就開始「剉」「剉」

「剉」了！ 

（三）課堂上的風景： 

1.一班： 

  

第一組：在這“芒芒”人海裡，我不要變得透明 

第二組：香蕉你個芒果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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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組：雪白中的彩虹 

第四組：夏日慶典 

第五組：巧克力香蕉冰 

第六組：楓之戀 

2.八班： 

  

第一組：黑糖八寶 

第二組：冰淇淋總匯 

第三組：綜合冰 

第四組：「冰」紛樂園 

第五組：芒果冰沙 

第六組：清冰 

（四）學習單寫真： 

    

 

◎活動心得： 

吃冰真的是消暑的最佳方法，冰在嘴裡溶化的時刻，就像整個人跳進冰水裡，沁涼的感覺

頓時全湧了上來，真是爽快！大家真的都很有創意，像是巧克力加多多再放入碎冰，其實

滿好吃的，看到每個人吃得津津有味，讓人覺得這個活動更加有趣，謝謝老師。 

（一班亞庭） 

這一次的活動，我已經期待了很久，到了今天的第三堂課，我又再度感覺到夏天冰涼舒爽

的滋味，彷彿又來到冰的世界。藉由今天的國文課，讓我知道加在冰上的配料有哪些，在

這世上有很多種不同的冰品，陪我們度過美好的夏天，今年我一定要大快朵頤一番。 

（八班子沅） 

（五）「剉冰進行曲」教學省思： 

    做活動的期末六月幾乎天天高溫悶熱，實在是體驗「吃冰滋味」的好時機。做活動前有

讓孩子討論幾分鐘，看大家的團隊合作，及解決問題的能力。活動當天，導師班有人請店家

送冰，或帶小型剉冰機剉冰，有手動的、也有電動的打汁機，因為毒澱粉事件，孩子偏向帶

水果，連棉花糖、餅乾、巧克力醬都出來了，「剉剉剉不停」，吃得不亦樂乎；反觀專任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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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冰進來、或帶機器自己作都有，有的配料還是家長幫忙準備，可惜剛開始可能因溫度高，

有人拿冰塊來玩，還有一組只有一個人帶清冰，其他組員是「兩串蕉」，失去分組，講求分工

合作的目的。這個歷年來最受孩子歡迎的活動，聽同事提到有孩子，當天是從外面叫一碗剉

冰進來吃，或帶兩根冰棒、兩盒冰淇淋等，讓老師很傻眼，所以我們也在自我檢討究竟是師

生溝通有代溝，還是有其他原因。即使有一些小狀況，但絕大多數的孩子都能享受吃冰的滋

味，跟著作者古蒙仁，一起回憶童年往事。 

（五）、「碧沉西瓜」教學活動—水果大拼盤 

    焦躁如焚、揮汗如雨的盛夏，享用冰涼多汁的西瓜，那種快感絕對不輸給吃冰的滋味。

藉開學第一課的「碧沉西瓜」，讓孩子先做預習單，課程結束再給他們吃西瓜，嘗試自己擺水

果盤。 

（一）課前叮嚀：請孩子帶水果、盤子到校，在課堂上擺盤。水果在家先削好亦可，若要帶

來學校削，記得準備水果刀。 

（二）活動流程：請孩子將準備好的東西，隨自己的巧思、審美感擺盤。 

（三）課堂上的風景： 

      

（四）學習單寫真： 

1.預習單： 

  

2.學習單： 

    

 

◎活動心得： 

做過這次的活動，最深刻的就是巧克力醬配上各式各樣水果的滋味，這還是第一次吃，感

覺很特別，不會膩。當我吃了一節課的「水果拼盤」，肚子很飽。有同學的拼盤太豐盛，水

果多到吃不完，還分給英文老師吃。在準備的過程中，我已經把帶來的香蕉吃掉一大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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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盤差點少了香蕉這道水果，總之「水果拼盤」很多樣，很特別。（一班鎮璿） 

我覺得這個活動很有趣，可以體驗一起吃水果的歡樂，也可以考驗各位的手藝技巧，雖然

只有短暫的三十分鐘，但還是給了我們學習合作的機會。我的作品上有葡萄、蘋果、芭樂、

香蕉和梨子，整盤看起來色彩繽紛，真捨不得吃掉呢。但是最後有拍照做紀念，希望下次

可以做更多活動。（八班麒融） 

（五）「水果大拼盤」教學省思： 

    金聖嘆曾云：夏日於朱紅盤中，自拔快刀，切綠沉西瓜。不亦快哉！所以我除了買已切

片的西瓜，讓孩子大快朵頤，享用汁水淋漓外，還買了兩顆西瓜新品種—紅美人，想讓學生

感受一下「自拔快刀，切綠沉西瓜」的快感，但因西瓜皮較厚硬，也不是用真正的西瓜刀，

所以專任班同學切起來有些吃力，也看得我心驚膽戰，導師班就取消了。兩個班的孩子都各

具創意，即使沒帶水果、用具，也會想辦法解決問題，融入參與這個活動。專任班還有孩子

因父親在復興航空空廚上班，所以帶來專業的刀具，令人讚嘆。而且課業不盡理想的同學，

創意巧思也讓人刮目相看；導師班則有人帶來可愛的削蘋果機，的確滿好用，也有同學準備

魚兒造型的盤子，吸引大家的目光，很專業！更有學生帶巧克力醬沾水果吃，讓全班趨之若

鶩，為之瘋狂。這兩個班有的成品多元，有的學習單表現亮眼，各有所長。雖然我看到整堂

課刀光刀影，要很小心注意孩子的安全，但看到孩子經由活動學到分享、合作，擁有成就感，

還能體會母親的辛苦、餐廳廚師的辛勞，就覺得欣慰值得了! 

（六）、「愛蓮說」教學活動—「借花獻佛」花語傳情 

    上到周敦頤的「愛蓮說」時，作者提到以蓮花象徵君子的品德，我的腦海中靈光乍現，

蹦出很多延伸學習的點子。 

（一）課前叮嚀： 

1.請同學回家查閱花語和各國國花，讓他們了解花除有象徵意義外，還可藉花傳情。 

2.請同學準備「花」，至少一朵，先觀察班上同學的個性特質，屬於什麼花，或者藉花表達情

意：可以是愛慕、崇拜、友情等，尤其更歡迎同學藉機告白。「花」可以是真花、假花、用畫

的、影印的，或用手做等，端看個人巧思。 

 （二）活動流程： 

1.以播放 ppt 提問方式讓同學搶答各國的國花。 

2.讓同學欣賞「梅花」、「茉莉花」和「夜來香」歌曲後，回答問題。 

3.在「獻花」的歌聲中，同學依序將花送給同學。 

4.等所有同學皆送完花以後，請同學數一數收到幾朵，男生最多者榮登「花王」；女生最多者

則榮登「花后」。 

（三）課堂上的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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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學習單寫真： 

1.心智圖： 

  

2.學習單： 

    

 

◎活動心得： 

我覺得這次的活動很有趣、很好玩，因為可以送好朋友花，還可以送給愛慕的人，這次我

送給了兩個女生一個男生。送給男生的時候有點緊張，結果大家還為我歡呼，就讓我更緊

張了，可是真的很開心。我也收到了六朵花，真的很謝謝送我花的那些朋友們，真的很謝

謝你們，希望老師還可以讓我們做有趣的活動。（一班華楨） 

這次的活動真的太好玩了！平常我們根本就沒有機會送花給別人，但因為這次的活動，讓

我終於有勇氣能把手中的花送出去，還可以藉著這次機會向心儀的人告白，但問題是---用說

的很容易，但事實上，完全沒有膽量送人，我好佩服男生，他們到底哪來的勇氣啊？經過

這一次的「獻花」活動，我發現每一種花都有代表的花語，不論愛情還是友情，各自都有

不同的意思和情感在裡面，下次有機會，再來一次這個活動吧！（八班宣妤） 

（五）「借花獻佛—花語傳情」教學省思： 

    上完「愛蓮說」，延伸學習，除了讓孩子學習畫心智圖，還請他們回去查花語。做活動時，

先讓孩子搶答各國國花，大家踴躍舉手，氣氛熱烈；再來讓他們觀看「梅花」、「茉莉花」和

「夜來香」MV，欣賞一下歌詞，再票選他們的最愛；緊接著重頭戲上場，大家要將帶來的花，

在「獻花」歌聲中，依序送給同學，因為我有預告可以表白，這一屆的孩子果然大方，專任

班的男生勇氣可嘉，反而收到花的女生很靦腆，有孩子告訴我，雖然被拒絕，但沒有關係。

這種態度很好，兩性關係對他們而言是很重要的課題，觀念正確才能和諧相處，還有同學摺

了好大一朵蓮花送給同學，「揪感心」耶。只不過沒有想到，結算花朵數目時，「花后」竟然

是國文老師！導師班則有女生大方表達愛慕之意，讓全班尖叫聲不斷；也有女生發揮愛心，

像大姐姐一樣送花給每個女同學；更有小男生單腳下跪，把玫瑰花送給導師，看著人比花嬌

的俊男美女，這一屆的小孩真特別，貼心又大方，收到花的感覺真讚，教室整天花香四溢。 

（七）、「木蘭詩」教學活動—cosplay：通緝最佳花木蘭 

   「花木蘭」代父從軍的故事，其實很多孩子都知道，尤其前幾年迪士尼還拍了一部動畫，



10 
 

非常受歡迎。國中階段不少學生喜歡動漫，“cosplay”（打扮成動漫人物），將是新鮮有趣的

嘗試，所以設計了這項活動，讓孩子打造心目中的花木蘭。 

（一）課前叮嚀：先讓孩子分組，找出扮演花木蘭的同學，可以是女扮男裝、女裝，也可以

是男扮女裝或男裝。其他同學負責準備道具、衣服等。 

（二）活動流程：課堂上大家組別帶開，開始準備，活動進行中，播放軍歌，cosplay 好的組

別可以練習一下，等一會兒全組唱軍歌則加分。最後每一組的花木蘭輪流上臺，彼此觀摩。 

（三）課堂上的風景： 

  

（四）學習單寫真： 

    

 

◎活動心得： 

經由這次的活動，讓我不但感受到古代人上戰場的忐忑，以及代父從軍的緊張，還能深入

了解課文中木蘭的立場—「非去不可」的心情。古代人真可憐，一下戰爭、一下民變、一

下竄位，隔天醒來搞不好就跟昨天截然不同了。相較於以前，現在可真的是安定多了，沒

有戰爭、沒有民變、沒有竄位，現在真的比以前好！謝謝老師讓我們做這個有趣的活動，

讓我們在開心裝扮之餘，還能更加了解歷史文化。（一班韋傑） 

透過這個活動，可以讓我們看到好多花木蘭：有正妹版的、印度版的、還有像歌仔戲裡把

臉弄得紅紅的，五官都塗得很清楚，這也是特色之一。我印象比較深刻的是正妹版，每一

組都有每一組的特色和優點，經由這個活動，把自己心目中的花木蘭打扮在一個人身上，

你所想到的不管是現代、古代，都是很有創意、有新鮮感。藉這個活動，把心目中的花木

蘭展現出來，給大家看，很有趣也很好玩。（八班愷俐） 

（五）「cosplay：通緝最佳花木蘭」教學省思： 

    前幾年上完「木蘭詩」，會讓孩子欣賞「花木蘭」卡通，因為這部影片真的可愛有趣，後

來考慮到電視台不斷重播，孩子應該都看過了，所以就設計其他活動，想到每年動漫祭，會

有 cosplay 大車拼，動漫迷皆花費心思裝扮，就讓孩子嘗試變裝看看，可以是英挺的花木蘭，

也可以是嬌美的花木蘭，大家八仙過海，各顯神通。導師班的孩子很犧牲，有三組都有同學

扮成「馬」，只為了襯托英姿勃發的木蘭，也有三組演唱軍歌—「男子漢」（「花木蘭」卡通的

主題曲），沒想到這條歌這麼受歡迎；另外一個班的男生更是任女生擺布，塗上濃濃的妝，但

只有一組唱軍歌，唱的是「九條好漢在一班」，男扮女裝正妹版的花木蘭嗲聲嗲氣地唱，讓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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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骨頭都要酥了！這兩個班都只有一個女生扮成英挺的花木蘭，其他皆是男扮女裝，同學

盡情搞笑，孩子都笑到岔氣。男生雖無奈卻仍然賣力配合演出，只有一個小男生很享受，因

為他的身材瘦小，皮膚白皙，臉蛋清秀，戴假髮（我出借），化完妝，穿上裙子和高跟鞋，真

的是「雌雄難辨」的正妹，有同學說如果他是女的，一定追他。他自己又不斷擺出「萌」狀，

對著鏡子顧影自憐，下課後還繞八年級教室一圈，可見對自己有多滿意了，即使活動結束，

仍捨不得脫下女裝，真是入戲很深！他的導師說得好：他固然嬌媚無人敵，但真的代父從軍，

一定會被識破，所以還是要壯碩一點的比較合乎故事內容。做完這個活動，大家除了捧腹大

笑，應該稍能體會木蘭代父從軍的心情吧，當然也要對這些犧牲演出的同學拍拍手，他們都

是「最佳花木蘭」! 

（八）、「新詩選—傘」教學活動—傘季大展 

    上到新詩選—傘時，想到詩人在生活中取材，又以很多譬喻形容傘開的形狀，所以就讓

孩子準備一把有特色的傘帶到學校來走秀，除了體驗模特兒走星光大道的感覺，還可以彼此

觀摩。 

（一）課前叮嚀：帶一把傘，或有同等覆蓋功能的用具。 

（二）活動流程：在「一支小雨傘」歌聲中，大家輪流走秀，擺出最帥氣、嬌美的姿勢，可

以一個人走秀，或是找同學表現朋友、親子或情侶等感覺。 

（三）課堂上的風景： 

    

（四）學習單寫真： 

    

 

◎簡略描述對傘的感覺 

如果一把傘有「散」的意思，那兩把傘是否能負負得正，代表永遠不分開呢？（一班沁怡） 

傘是與朋友聊天的小空間，傘是讓雨天變晴天的地方，傘是雨的遊樂場，叫—溜滑梯。 

（一班鉫崝） 

傘對我而言，有種被保護的感覺，也有種被隔絕的感覺。外面下雨很吵，在傘裡的自己卻

很安靜；有時傘對我而言，也像是拉開兩個人的距離，兩個人走在一起，卻因為都各自撐

一把傘，不能緊緊靠在一起。（八班嘉渝） 

每次看到傘的時候，就想到颱風天，因為新聞都看到一堆雨傘在天空中飛舞。（八班暎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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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傘季大展」教學省思： 

   「傘」是生活中隨處可見的物品，詩人發揮想像力描繪傘初開、半開、全開的狀態，還有

傘的功用，所以就想讓孩子帶傘來走秀。怕孩子不好意思一人上臺，還讓他們可以找夥伴。

專任班帶的傘都很普通，走秀時就老背少，或扮作情侶曬恩愛；反觀導師班有人帶美濃紙傘，

有人讓雨傘開花，或兩人拿著雨傘轉呀轉，跳起舞來，更有人拿畚斗替代傘，另一個人則做

猩猩樣，笑翻全班！不過最有特色的傘，還是國文老師的皮卡丘傘，和可以收納為酒瓶的造

型傘。相對於做活動有巧思特色，導師班寫的學習單就遠不如專任班的豐富用心，不知是否

因段考快到了，所以檢討學習單時有把專任班的作業讓他們觀摩一下，希望他們見賢思齊。 

参、結語 

    「下一節是什麼課？」「國文課。」「唉！」這樣的對話在校園裡常有所聞，大多數孩子

覺得國文很難，難在混淆難辨的形音義、艱深難懂的文言文、枯燥乏味的修辭、考驗記憶力

的背誦、文思枯竭的寫作等。十二年國教免試政策大躍進後，很多人擔心這群「滑世代」只

會想從教室逃走，「快樂學習」只會讓孩子成為無動力世代。我常為被汙名化的語文教學抱屈，

其實，語文學習可以是「寓教於樂」，逸趣橫生的。所以一直以來，我都喜歡根據課程需要，

設計相關的教學活動，課堂上有時只要二、三十分，就能讓孩子提昇學習興趣，發揮創意。

以下就將操作經驗的心得要點列舉如下： 

一、找出亮點、享受驚喜 

每次當我進行一個教學活動，孩子猶如接到任務指示，除了挑戰他們解決問題的能力，

還有如何發揮團隊精神，任巧思自由馳騁，激盪出智慧火花。曾讓孩子嘗試將「呂氏春

秋」的小故事以廣播劇的方式表現：有一組的同學選了「刻舟求劍」，拿水桶裝滿水，再

以手撥動發出船行走的聲音；還有一組「池魚之殃」則是為了以「聲音」演出魚兒蹦蹦

跳跳的生命力，利用雙手互打拍擊，透過麥克風的傳達，我們真的感受到那個畫面，非

常生動。 

二、適性輔導、從旁協助 

拋開分數的框架，從教學活動中，你會發現讀書讀不來的孩子，也有他們的一片天空：

反應敏捷、懂得解決問題、有巧思、能言善道、大方積極等。我會跟孩子說，這些教學

活動也是幫他們做職業試探，像演員、播音人、業務員、造型化妝師、廚師、模特兒等，

老師可以藉此挖掘出他們潛藏的實力，讓他們知道自己的優點。另一方面，從活動分組

中，老師也可以觀察班上的生態、孩子的人際關係，適時從旁輔導，提出協助。 

三、教學回饋、調整因應 

教學活動做完後，孩子還要完成學習單，因為我跟孩子說，這份學習單也是對老師的教

學回饋，做活動不是只有玩一玩、笑一笑而已。我希望透過活動達到學習目的，也想要

知道學生對這個活動的看法，有沒有哪些可以改進之處。像這一屆的兩個班，各有優缺

點：導師班很會做活動，課堂上笑聲不斷，但是學習單表現起伏很大，我就要不斷叮嚀

提醒；而專任班做活動較放不開，但是學習單圖文並茂，我就應該做活動前多給他們一

些準備的時間，並且提出一些做好活動的小建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