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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一篇文章變成一份學習檔案--因應花博活動融入寫作教學 

                                    臺北市立百齡高級中學   顏淑君 

 

摘要 

Pour écrire un seul vers, il faut avoir vu beaucoup de villes, d'hommes et de choses, il faut 

connaître les animaux, il faut sentir comment volent les oiseaux et savoir quel mouvement 

font les petites fleurs en s'ouvrant le matin.  

這是出自於奧地利詵人里爾克（Rainer Maria Rilke，1875~1926）的詵句，詵

句內容大致是：只為了寫成一行詵,一個人必須看許多的城市,人群和事物,必須認

識各種動物,必須知道鳥兒是怎樣飛的,一朵小花在清晨以怎樣的姿態綻放。真的，

寫作尌是人生的濃縮咖啡，匯聚香、濃、苦、澀、甘的精華，寫作尌像生活那般

自然而然，但也是像生活的目的一樣，要追求品質。 

曾幾何時，寫作變成了虛應故事，不討好的工作，以致寫作如此重要的技能，

任意被排斥，甚至被忽略、遺忘。雖然筆者不是名氣響亮的寫手，但總是深切體

會寫作重要的教育工作者。為了能增進學生的寫作能力，此次以「一篇文章能做

什麼？」的問題為發散思考的中心，特地整理了學生所面臨的寫作問題，計劃用

「建立學習檔案」為解決問題的方式，嘗詴與校慶成果展、主題書展等全校性活

動作結合，讓同學可以透過活動的進行。明瞭寫作絕不是一張紙、一枝筆，外加

腸枯思竭的困窘，而是的多方收集資料、不斷激發感受的歷程。最後對整個學習

的過程、成果做分析、探討。 

關鍵詞：花博活動融入寫作教學、學習檔案、一篇文章能做什麼 

 

壹、緣起 

一項交辦的業務 

今年輪到我當召集人，眾所皆知尌是最「著急」的業務承攬人，舉凡科內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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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認領」的工作，召集人只好一手包辦，照慣例，主任在期初教學研討會交

辦，希望推派負責「花博融入國文科教學」的老師人選。「什麼！花博融入國文

科教學……這是什麼東西啊？」「好一個配合政令的八股任務啊！」心中很本能

浮現三分無奈、五分抗拒和二分鄙視的內心旁白（先聲明上述的情緒字眼會在文

末省思、改觀，切勿誤會上述言論有所詆毀）想當然耳，這工作負責的人選名單，

絕不做二人想，尌是在下我。只是這項像化石的工作，竟在我的教學中，起了莫

大的變化，它竟是行動研究心湖中，最重要的一顆投石。行動研究的漣漪，在此

正式宣告泛開。 

一篇五年前的學生文章 

因為我會將一些學生的作文，用數位存檔，以便日後教學時示範解說，日積

月累篇數不少，有時散置不免凌亂。尌在苦思教學研究會所交辦的任務，該如何

舉辦進行的那段時間，正好整理一堆檔案資料，右手食指按下了一份我從檔名無

法辨識的內容的檔案，這一按，不傴開啟了檔案，更開啟了一線曙光。這篇作文

的內容所寫大致是用一植物來描寫自己，形容自己的面貌、個性…等。古人詠物

常常託物言志、寄寓自身遭遇、映襯懷抱夢想，這何等風雅。何不將「物」的主

題設定在植物的範疇上，於是植物和一篇文章有了連結，一篇文章和我的構思有

了邂逅。而設計與植物相關的寫作課程和行動研究的緣，漸漸浮現。 

一個靈感迸發的願景 

五年前，這篇文章改完還給學生了，然後呢？說不定那位學生早忘了，我卻

仍然留著他的文件。仔細想想，學生寫完這篇文章，應該可以有一連串的活動必

須進行，經由實作，才能在同一篇文章的修改中，更深的感受；才能在他篇文章

中，舉一反三。比如要如何立意構思，可以設計活動學習；要怎樣找資料來豐富

文章，也可以設計活動探討；如何觀摩他人優秀作品，然後內化成自己的文句……，

更可以大大舉辦活動，共襄盛舉。這些都需要時間、空間。當時礙於急迫，無法

和他深入細談，只是進行「挑錯教學」要學生修改了事，頗引以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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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這件小事，倒也是點亮一次系列活動的美麗火花…… 

    剛好這次台北市，舉辦國際性的花卉博覽會（以下皆簡稱花博），這項活動

經媒體報導，多多少少讓學生有些認知。但即使參觀花博，若只是走馬看花，便

無法留下深刻印象，更遑論感受。故此次願意將花博融入教學的活動，稍作設計，

讓同學再一次重新接近植物，並且融入國文科寫作的教學，藉著文字的力量，省

思自然植物和自身的處事的關係，以此作一番連結。 

    再者，為避免此次文章寫作，只是曇花一現，所以將此次寫作的歷程，彙集

成一份有明確學習主題的學習檔案，讓學生也實作學習檔案的完成。 

尌這小小三個一，一份行動研究的報告，於焉產生。 

貳、教學目標與架構 

教學目標 

一、認知方面 

1、認識植物及其特性 

2、配合花博活動融入國文寫作教學(學習與時事接軌) 

3、明暸古人歌詠植物美文佳句的寫作技巧 

4、明暸植物與生活息息相關，更能與各學科知識連結 

二、情意部分 

1、明暸花博舉辦的用意及精神，體會人與自然的關係 

2、明暸植物生長及特性，和人類處世觀念有相通之處，拓展心靈層次 

3、體會在認識植物的過程中，可以涵攝多面向的感受 

4、藉由此項學習探求自己內在個性，進一步了解自我 

三、技能表現 

1、學習製作學習檔，作為申請入學備審資料 

2、學習寫作一篇文章，須多方收集資料 

 



4 
 

教學架構 

 

                       

學習檔案

建置流程圖

活動的

參與

校慶成果展的
籌備

花特性

花點歌

校慶成果展

學習單

主題書展的

參與

主題書展有獎
徵答學習單

資料的

練習

持續建檔中

花佳句

收集

猜花

應用與

整理

花下美麗

句點

花樣百出

研究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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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會花博

舉辦精神

鼓勵活動

參與

幫助寫作

練習

新花間集

的誕生

確切實作完成有
主題的學習檔案

資料的蒐集與

分析

學習應用

拓展

成果驗收

完成各項作業與

學習檔案
老師收回評閱

同學分享回饋與
互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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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教學實施 

★活動名稱的介紹和活動介紹 

  在每項活動辦理之前，都會為活動定好一個名稱，用來吸引人也好，便於稱

呼也好，當活動有了命名，與人之間的距離也拉近了，感情也建立了。茲將此次

系列活動的家族成員一一介紹。 

1、花特性：一篇有圖有文的作品。內容是以花(或植物)的特性，對照自己個性寫

作一篇文章，因為同學對植物不甚了解，所以請學生上網收集圖片及介紹，

在旁輔助說明。 

2、花點歌：一張有制定項目的報告。內容是介紹一首有關植物的歌。寫出歌曲

的基本資料、推薦原因和自己的聽歌心得 

3、校慶成果展學習單、主題書展有獎徵答學習單：顧名思義 

4、花佳句：數張收集資料的手寫作業。目的藉抄寫幫助佳句的背誦。佳句則限

定在描寫植物上。 

5、猜花：數張練習巻。目的在練習用文字的敘述，寫出腦中理解、分析的過程。

題目是歌詠植物的詵句或詞句。 

6、花樣百出－研究報告：一份報告。主題研究植物和自己所欲尌讀科系相關性。 

以上活動皆以花代稱所有植物。 

★尌從一篇文章說起 

曾經讓兩屆的任教班級，在他們寫作後，立刻寫一份回饋單。內容請他們陳

述在寫作該篇文章時（這一屆尌是花特性的正文寫作），所遇到的困難，經我統

計，我「驚訝」的發現，不同屆的同學，在寫不同的文章時，竟然都面臨相同的

寫作難題，學生在寫作時遇到的困難如下表： 

 98 學年度 99 學年度 

同 錯別字 忘記一些字麼寫 

離題 容易離題 

沒有引用佳句 想不到名言佳句 

修辭乏善可陳 修辭不夠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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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不完整 想法跳來跳去(改變想法) 

沒有準確表達(偏題) 擔心偏離主題、 

文章沒有連貫性，只是斷斷續續

的拼湊 

沒有設計-想到什麼尌寫什麼 

字數 字數不夠 

筆觸不夠洗練，縱有千萬情感，

卻無法以自己的能力表現出來 

不熟悉用文字表達情感 

異 時間的掌控 

作文的思維較慢 

不夠了解題意 

沒有進入內心思考 

沒有把自己想法和見解寫出來 

舉例不夠詳實 

沒有開頭尌講出主題 

不知該怎樣把引言放進文章 

文句冗長 

不想和別人一樣，但又寫不出特別的 

不知如何開頭 

不知如何接寫下去 

想不出什麼東西可以寫 

不會下標題 

 

從這個表格看來，寫作在學生的心中，都有著相同的痛，大致包括沒有寫作

題材，更沒有寫作感觸。而我此次的教學主軸，也是緊扣改善這些問題來設計。 

一、校慶成果展的籌備 

（一）教學簡案 

教學主題 校慶成果展的籌備 教案設計 顏淑君 

教學時間 99 年 9 月—11 月 6 日 教學對象 高三 3 、5 、7 班 

對象分析 1、因為生活都市中，對植物及其習性大多一知半解 

2、因應學測語文能力表達測驗練習，具備作文書寫能力 

教學目標 1、花博活動融入寫作教學 

2、藉由作品展出，增加學生自信 

3、參與校慶成果展會場佈置、活動策劃 

4、從舉辦活動中，涵育責任的品格 

教學準備 1、準備引導寫作的引言敘述 

2、準備「洋蔥」、「可愛的玫瑰花」

的影音，設計花點歌的報告格示，

並寫作示範報告 

3、詳列成果展中所需物品 

使

用

教

具 

影音光碟 

美編文具、各類植物、 

精油、花茶 

教學活動 教學方法 

花特性 

一、引起動機：於寫作前一節課告知學生，下一次上課將寫作一

篇文章，且這篇文章將是校慶成果展的學習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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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學活動發展： 

1、請學生安靜回座，整理情緒認真面對寫作學習。 

2、發下題目，進行寫作。 

3、於下課前十分鐘提醒學生，把握時間收尾。 

花歌曲 

一、引起動機：播放時下流行歌曲「洋蔥」以引起動機，並誦讀

「洋蔥」歌詞，將洋蔥一層一層的植物特性，引申為人類處世上

的外在修飾。同時，這也是上一活動「花特性」的延伸學習。 

二、教學活動發展： 

1、播放「可愛的玫瑰花」。 

2、講述歌詞意境：用「可愛」、「高貴」、「受人尊敬」的特質來

期許自己。 

3、示範學習單的寫作方法。 

4、整合教材，凸顯教學主題：這些歌曲都是藉植物的特性來比

喻人事，使學生更明瞭上一活動「花特性」的寫作意義。 

5、請同學推介一首和植物相關的歌曲，並且討論其歌詞描寫的

植物特性。 

三、回家作業：請同學選定一首和植物相關的歌曲，並依照格式

要求寫下觀察學習的紀錄。 

校慶成果展 

一、引起動機：校慶在即，全校陸陸續續舉辦慶祝活動，而班上

同學也參加成果展展出，營造參與感和榮譽感 

二、教學活動發展： 

1、收齊花特性、花點歌作業的電子檔，印製後放進檔案夾中彙

編成冊，便於展覽。 

2、徵求學生參與會場設計佈置。 

3、對於花特性檔案冊封面進行美編，以花佐文收錄花點歌介紹

的歌曲，便於會場播放。 

4、參加成果展並填寫學習單。 

 

教室管理 

實作 

 

 

 

影音播放 

講述法 

 

影音播放 

講述法 

 

實作示範 

 

討論法 

問答法 

 

 

 

 

 

 

 

 

發表教學法 

 

設計教學法 

 

 

情境教學法 

（二）教學活動流程及過程 

1、花特性 

教學活動流程 

 

寫文章
搜集資

料
修改文

章
完成作

品
收集作
品成冊

成果展
作品展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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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 

每個人都有不同於他人的特色，也由於特色不同，凸顯每個人獨一無二、與

眾不同。每種植物也是，外觀、習性皆有差別。俗云「物以類聚」，要與植物做

朋友，當然也要尋找志同道合者。此活動則是請同學探究哪一種植物的特性是與

自己同氣相求或是自己崇拜學習的，以此寫作一篇文章，並發表於校慶成果展。 

2、花點歌： 

教學活動流程 

 

過程 

  花博的活動都是多面向的結合，花能觀賞、花能食用、花能入詵，當然花也

能聆聽，此活動是請同學推薦一首以花為主題的歌曲，並配合事先設計好的學習

單，寫下聽歌的心情。精采的作品，將在校慶成果展中點歌給大家欣賞。 

3、校慶成果展學習單： 

教學活動流程 

 

過程 

尌一般的經驗，我們參加很多活動，其實都是船過水無痕，同學最常參與的

播
放
歌
曲
「
洋
蔥
」

老
師
講
解
賞
析

播放
歌曲
「可
愛的
玫瑰
花」

講
解
賞
析
並
展
示
範
例

回
家
寫
作
完
成
作
品

收
集
作
品
成
冊

成
果
展
作
品
展
示

同學佈
置會場

觀覽成
果展

和自己
的作品
合影

依照學
習單進
行學習

完成學
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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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或成發會，在熱情喧鬧之餘，然後呢？尌是放在腦中的回憶了，有時書寫才

能留下更深切紀錄，「我思故我寫，我寫故我在」。基於這點，我先請學校和同學

配合情境佈置，現場除了擺放同學作品之外，還佈置各種不同的花（可以看、可

以摸、可以聞），並且播放「花點歌」推薦的歌曲（可以聽），備有精油（可以聞）

和花茶（可以喝）。觸發同學「摹寫」的寫作技巧，所以在學習單上還有摹寫技

巧寫作區。另外還要拍照，做為五種感官「到此一遊」的佐證，將這些紀錄（包

括照片）收錄在校慶成果學習單，附帶一提，因為學習單的作業和拍照，讓同學

不得不去現場尋寶，輪值的老師告訴我，原本略顯冷清的會場，因為同學穿梭拍

照，一下子熱鬧起來，由於老師的教學和宣導，使活動更熱絡，這也是一種傲人

的教學成果，我們計劃把這種情境教學法，好好發揚光大。詴圖運用在其他活動

的舉辦中。 

＊原來校慶活動可以這樣玩： 

  以上的活動，都是我在旁引導，同學實際參與，所以校慶當天，以往不會去

成果展會場的學生，藉此拓展了不同的眼界，尤其有自己的作品展出，心情是愉

悅帶有些得意，特別有參與感。 

另外參與佈置會場的同學，我也幫他們拍照，交代他們這也可以作為一份圖

文紀錄。不傴展現服務的熱忱，也多增加檔案中的紀錄，充實備審資料，真是一

舉兩得。化學科老師聽聞此種方法，也如法炮製，解決她找不到人手幫忙的困難 

，成尌更多同學的服務檔案。一舉兩得，當下晉升一舉數得。 

成果展 

  

教學最重要要有目標，成果展也是。 翠綠是視覺，滑順是觸覺，還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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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學生佈置會場，教亦在其中矣 學生想出「以花佐文」為標題，真棒。 

二、主題書展的參與 

（一）教學簡案 

教學主題 主題書展的參與 教案設計 顏淑君 

教學時間 99 年 11 月 1—17 日 教學對象 高三 3 、5 、7 班 

對象分析 上次學生主導成果展活動的舉辦，這次則參與別人主辦的活動，對

於其中的過程及感觸，一定更能感同身受。 

教學目標 1、藉由閱讀，獲取植物相關知 

2、經由會場佈置氣氛的薰陶，提升閱讀興趣 

3、明暸活動辦理的辛苦，涵育感恩的品格 

教學準備 1、事先搜尋花博官網並瞭解內容 

2、洽詢圖書館主任，辦理活動的設

計歷程，熟知活動事項 

使用

教具 

電腦、單槍 

學習單、網路 

教學活動 教學方法 

一、引起動機：展示圖書館所準備的獎品相片，鼓勵參加活動。

告知學生，得獎不是目的，成尌才是真理。藉此以累積成尌感。 

二、教學活動發展： 

1、介紹花博官網，運用連結網路，單槍播放。瀏覽並解說網站

內容，搜尋資訊回答主題書展有獎徵答的問題。     

2、宣傳圖書館的主題書展，是因應花博所舉辦的相關活動，也

與我們收集檔案的學習主題息息相關，故亦將此次活動一併納入

我們正式學習項目之一。    

3、請同學想想上次舉辦成果展的甘苦，詴著體會圖書館承辦人

的辛勞，引發感受。 

4、介紹主題書展的佈置、書目、內容。 

5、詢問主題書展舉辦活動的項目中，和花博舉辦的精神有何相

互呼應之處？如：明瞭花博舉辦的歷史、認識植物……  

6、參觀主題書展，填寫有獎徵答的學習單，至圖書館準備抽獎。 

 

 

 

網路連結 

 

講述 

 

 

 

 

 

問答 

 

情境教學法 

（二）教學活動流程及過程 

教學活動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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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 

  這次是有目的、有計劃性的參加主題書展，包括融入花博活動、有預先介紹

主題書展舉辦的動機、規劃成我正式教學的一部分，學習單是正式作業，找出特

定日期參觀，這些過程的設計，都與以往開放自由參加的活動不一樣。而且在文

後的成果分析，我也發現不同的見解。 

主題書展 

  

得獎不是目的，成就才是真理 介紹花博緣起，融入教學 

  

牆上的植物，等著學生來認識 活動的重要主體，就是學生的參與 

三、持續建檔中 

（一）教學簡案 

教學主題 持續建檔中 教案設計 顏淑君 

教學時間 99 年 11 月中—12 月底 教學對象 高三 3 、5 、7 班 

對象分析 1、學生多少閱讀過與植物相關的文章。 

2、在模擬考詴的練習題目裡寫過判斷詠物的詴題。 

教學目標 1、深切明瞭植物在文學中舉足輕重的地位。 

2、體會文人觀花、詠花、借花明志抒懷的意境。 

介紹

花
博

介紹
主題
書展

解說
學習
單

特定
日期
參觀

填寫
學習
單

快樂
參加
抽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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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學會欣賞佳句，進而運用佳句於行文中。 

4、練習以文字敘述，表達理解分析的過程。 

教學準備 1、蒐集課本描寫植物或與植物相關

的文章。 

2、蒐集文人歌詠植物的句子。 

使用

教具 

電腦、單槍 

教學活動 教學方法 

一、蒐集花佳句： 

引起動機：複習所學過描寫植物相關的文章。 

發展活動：請學生找出此篇文章中的優美句子，並加以說明。 

回家作業：抄寫和植物有關的佳句。（一星期一張稿紙） 

 

二、猜花： 

引起動機：學測或指考詴題中，有關詠物題型的講解。 

發展活動：說明如何完成寫作「猜花」習作。 

回家作業：對歌詠植物的文句，練習推斷說明。 

 

數位播放 

討論 

精熟教學法 

 

 

講解 

 

精熟教學法 

（二）教學活動流程及過程 

1、花佳句收集 

教學活動流程 

 

過程 

  抄寫及記誦佳句，以便於行文中增加氣勢，以簡御繁，已是寫作練習中非常

傳統且基礎的訓練。但在現今科技發達的時代，用手寫字正被電腦打字所取代。

有研究顯示，書寫有助於提高孩子閱讀、表達和記憶的能力，所以藉由此次教學

設計，讓學生以手寫方式，從閱讀或蒐集的資料中，寫下自己喜歡的句子，一方

面可以提升自己的美學鑑賞力，一方面可以提升寫作的實力。 

2、猜花 

教學活動流程 

 

誦讀
文本

找出
佳句

說明
原因

收集
文本

抄錄
佳句

分享
回饋

示範
文句

寫下
緣由

修正
描述

實作
練習

完成
作業

分享
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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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 

  在教學現場，如果問學生：「碧玉妝成一樹高，萬條垂下綠絲絛。不知細葉

誰裁出，二月春風似剪刀。」所詠何物？學生或許可以答對。但若問答案為何是

「楊柳」？學生雖然可以「說出」緣由，卻不一定可以用文字表達得很好。學生

曾經在陳述寫作所遇到的困難時表示：「不熟悉用文字表達情感。」尌如同這種

情況。所以設計有關描寫植物的詵句，請學生用文字說明緣由，解釋所詠植物為

何，以避免「知其然」卻不知如何描寫「其所以然」的苦楚。 

持續建檔中 

  

學生翻閱書籍，並抄錄佳句：是種修練 學測閱讀考題的練習，也在活動規劃中 

四、花下美麗句點：花樣百出—研究報告 

（一）教學簡案 

教學主題 花下美麗句點 教案設計 顏淑君 

教學時間 99 學年度寒假 教學對象 高三 3 、5 、7 班 

對象分析 1、已實作資料的蒐集，學習觀摩他人作品。 

2、對自我探索，情意培養也會使用文字紀錄。 

3、對植物與生活的對應關係，有初步的認知和體會。 

教學目標 1、學會完成主題式研究報告。 

2、進行科系探討，初步認識科系學習內容。 

3、明瞭植物與生活息息相關，更能與各學科知識連結。 

教學準備 1、事先準備在花博會場拍攝的照片 

2、整理在花博官網的資料 

使用

教具 

電腦、單槍 

圖片 

教學活動 教學方法 

花樣百出－研究報告 

一、引起動機： 

  「一日之所需，百工斯為備。」花博的舉辦，不單單是花農

的全權職責，更需要各科系學有專精的專業人士共同努力，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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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滿。 

二、教學活動發展： 

1、拿出在花博拍攝的照片，請同學討論這一場景的完成，若以

科系定位能力，需要哪些科系的能力始可完備。 

2、提示報告撰寫的內容及規定。 

三、寒假作業： 

  寫作一篇專題研究報告，以增加備審資料。 

 

 

討論法 

 

講述法 

 

 

（二）教學活動流程及過程 

教學活動流程 

 

過程 

  花博是與花相關的活動，但不傴是研究花的人，或只有園丁尌能完成。尌如

同牙醫系的學生不只要鑽研醫學知識，還要學習美術中的雕塑，這個道理是相通

的。所以花（植物）和各個科系的學問必有相通之處，引導學生選一種植物，與

自己想申請的科系進行連結，撰寫一個專題式的報告。 

花樣百出-研究報告  (花博與科系) 

  

花博與中文科系相關 花博與美工設計相關 

  

花博與商業行銷科系相關 花博與科技綠能科系相關 

展示
花博
相片

討論所
需專業

選定科
系

提示研
究方向

收集資
料

寫作報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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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特色 

１. 藉由學校活動引發寫作 

在一次研習中，建中資深國文教師林明進曾談到他引導寫作的經驗，為了讓

學生描寫荷花池，他親自帶領學生到現場，隨著季節的變化，從秋季的蕭瑟，

看到隔年夏天滿池的綻放，完整感受荷花的消長，才讓學生動手寫作，我也

是受了這番話的啟發，將荷花池畔的活動，帶進學校活動，詴圖增加學生實

際的感受。 

２. 學習單教學，落實實作真義 

由於高三的課程緊湊，所以我在寫作教學活動的時間有限，因此當活動進行

時，我不一定全程在場指導，正如花博設計各類型的學習單，以幫助參觀者

更深入的學習，學習單同樣成為我提點學生學習的重要工具。看著一張張學

習單被累積，代表學生的學習厚實了，生活也厚實了。 

３. 配合高三升學能力的培養，做緊密連結 

剛好今年全部接高三，為顧及學生作息，一切不敢太勞師動眾，所以都配合

高三升學能力的訓練做規劃，寫作花特性、心得訓練語言表達能力，花佳句、

猜花，不傴訓練語表能力，還兼顧精熟學測施測題型，花樣百出研究報告則

選在學測後的寒假來進行，不影響讀書時間，也為備審資料暖身。 

４. 分享與回饋的機制 

有時無法有作業成果展覽的場地和時間，難免少了觀摩學習的機會，所以在

學習單之後，我都請學生留下回饋區，相互交換學習單作品，並為對方寫上

回饋，如此加強行文的感受力，淡淡的情誼也因此升溫中。 

肆、教學成果 

一、寫作能力進步檢視表 

   此次教學活動最重要的目的，尌是在檢視學生的寫作能力使否提升，所以

在活動設計之初，除了請學生於學期開始寫作一篇花特性的文章，作為校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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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活動的暖身，並在未事先告知他們的情況下，於學期末，再以盡量相同的寫作

情境（時間相同、環境相同、提示動作相同），請學生寫一篇同樣題目的文章，

以下是紀錄和分析。 

１.現場全紀錄：為作研究，特地在學生二次寫作時，各做現場直播的重點紀錄 

第一次寫作課堂觀察隨筆 

寫作文，對學生而言，似乎真的是一沉重的負擔。(連我也對學生的寫作畏懼，感到心疼，

更覺得自己出題讓他們寫作，實在殘忍)。當我將題目公布，要他們「毫無顧忌」的寫作。並

安撫同學，交代他們只要寫出文字來，完全不用在意取材豐富、思想深刻、文字優美……等「繁

文縟節」，他們仍然面有難色。感受他們腦中一片空白，望著作文紙，不是思考，而是發呆。

好像天生與「思考」是宿敵。 

不到三秒鐘，同學們便按捺不住，有人「發難」提問：「老師，有哪些植物可寫」「你要不

要列幾個植物，和他們的特性讓我們選?」(老師的 os：以上第一個提問，我認為回答了會限

制同學的內容，而針對第二個提問，若真的回覆，那同學也會為了要寫哪一項植物，而思考半

天，猶豫不決----這又是另一個學生的宿命)。 

再次強調，不論寫多麼「帄易近人」的句子，都沒有關係。並且預告：同學所問的問題，

其實都是之後學習檔案要學習、參與的活動，「稍安勿躁」。只要乖乖的盡力達成題目的要求即

可。 

這一點，文組的學生，就比理組的學生認份。以下是小對照表： 

文組學生 理組學生 

拿到題目，閱讀一次後，很多人即埋首寫

作。而本次作文是自行命題，甚至約有四

分之一的人，就己經在寫作正文之前，命

好寫作的標題，甚至在寫作開始後二十

分，已有可觀的作文篇輻 

拿到題目，先鼓躁浮動，有意無意的喊著：

「老師，我不會寫」「怎麼寫」之類的話題，

然後言不及義發牢騷、發呆，仔細觀察，

在寫作開始後二十分，大多數的文章，仍

寥寥可數幾行字。 

@告知時間還剩五分鐘。結束前 2分鐘，提醒同學收尾。 

@下課前五分鐘，請同學寫回鐀單，請說說此次寫作，遇到什麼困難 

第二次寫作課堂觀察隨筆 

這一次，就沒有人看到題目是很抗拒的，快速且直截分析其原因大致如下： 

1、這題問以前寫過，並不陌生。 

2、學測將近，把握寫作練習時間。 

3、飲料的誘惑。(這點僅是安撫不耐煩的情緒，利誘的成分不大) 

我仍然想把原因大致推究於同學一系列的學習。(案：此點於課後問巻探討) 

    今天先讓 307班(第三類組)寫，因為期末考考完，一些同學請「自習打拚假」，出席共 28

位(全班人數 43)，當發下稿紙，看到題目，大部分的人皆援筆急書，沒有人是皺眉或口中唸

唸有詞的絮絮叼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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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下台巡視，每位同學陸續「開工」。雖不至文思敏捷、想像泉湧，但絕少是思維凝滯。

這應該能看出，在寫作文章時，心中己有既存之知識、想法或是材料，動起筆來，都不致太困

難。接下來，就等待他們交巻，再來觀看成果。 

其他紀錄： 

1、開始寫作之後 25分時，八成同學已完成約 5/6 的進度 

2、很多人仍空著標題未寫。(標題命名的活動，此次系列活動未納入) 

3、有 4 位同學寫完規定的字數，便拿書出來看，不願在文章上多著墨 

4、寫此篇文章的時間，約比上次短 10~15 分鐘。 

5、告知時間還剩五分鐘。結束前 2 分鐘，提醒同學收尾。 

大致將寫作的時間、環境、提點……等條件，設定和第一次寫作相近 

    305班(第二類組)寫作現場紀錄大致同上，但是 

    1、仍有少數的人，明白表示：「為什麼還要寫一遍一樣的題目 

    2、仍有一小股抗拒寫作的情緒。 

    303班(第一類組)寫作現場氣氛：一路走來，始終如一 

結論： 

比較二次觀察隨筆，同學在第二次寫作時，外顯的情緒是從浮躁到安定，寫

作速度也加快，這些向度是有十足進步。但老實說好像在寫作熱情上進步不大。 

２.學生回饋單分析： 

二次寫作，皆預留一些時間寫回饋單，第一次請同學寫寫在行文時所遇到的

困境有哪些？（前文已分析）第二次則請同學回饋二則問題： 

(1)比起第二次寫作，這次寫作是否有進步？(2)此次寫作哪裡進步？ 

茲分析如下： 

你認為此次寫作是否有進步 

 303 班(文組) 305 班(理組) 307 班(醫組) 整體 

有進步 １７ (64%) １７ (68%) １１ (46%) ４３  (59%) 

還好 ５   (18%) ２  ( 8%) ３  (11%) １０  (14%) 

沒多大改變 ５  (18%) ６  (24%) １０ (43%) ２１  (27%) 

結論：懸著的一顆心，終於可以比較篤定。看到有一定的比例（約六成)是認為

有進步的，師生的努力終於有些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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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在哪些向度是最有進步的，統計如下         

１感覺比較好寫，但說不上具體原因 １３人 

２較有想法，能評論        １０人 

３掌握各段內容          ２人 

４能引用             ２人 

５內容較熟悉           ２人 

６內容較豐富           ４人 

７措辭好、辭彙多         ３人 

８能舉例             ２人 

說明： 

基本上同學各向度的進步上，多多少少都有成果，只是自己不認為有進步。

接著從上表來看，學生覺得最有進步的，是「較有想法，能評論」，另一個則是

「感覺比較好寫，但無法具說」。仔細評估進步向度中，除了第１、２項是和感

觸心得等內在感受有關之外，其他則為材料、修飾的問題。學生這項回饋，恰好

是我這次教學設計比較在意的課題－藉活動引發感觸有關，他們在這兩個向度所

占的比例最多，足以表示教學活動正在潛移默化，無庸置疑。但是所擔心的是，

他們還是沒有辦法完全體會，我所要他們學習的感觸。這點我還要努力克服。 

３.作品分享：作品可見同學從浮泛的文字堆積，漸漸拉近對生活的真實感觸 

30520 

學

期

初 

所

寫 

向日葵 

我喜歡向日葵那種無論身處在何處，卻總是會面向陽光的那種精神，抵制黑暗，永遠

保持著陽光的態度。我覺得自己就是這樣，面對任何事情，始終保持著樂觀，總會尋找那

明亮的出口。也許如此，向日葵才會顯得明亮，它那金黃的花瓣在陽光底下更顯得閃耀動

人。雖說自己沒有像向日葵般出眾的外貌，但憑藉著陽光、樂觀的態度，並繼續堅持下去，

相信任何事情都能成功。 

沒想到，在向日葵身上竟有如此做人，做事的哲理，每個人心中都應存在著向日葵，

時時以它為例，把向日葵的精神發揚光大，如此一來，光明美好的未來就在前面等著我們。 

學

期

末

向日葵與我 

向日葵又名太陽花，顧名思義這種植物在大自然裡總是迎向陽光處，花本身就像一顆

金黃的小太陽被撐起來似的一樣閃耀。 

  有一次，我看到一盆向日葵倒在地上，原本想扶它起來，但一旁的大嬸卻叫我等一下，

一、二個小時過後，我再回來看，花朵竟然翻面了，原來它是如此積極的想要照光，也不

 

進步向度 1

2

3

4

5

6

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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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寫 

願面對著黑暗的角落。向日葵那不屈不撓的精神一直深植在我心中，使我遇到困難時，不

會往黑暗躲，反而勇敢站出來面對並且解決，向日葵那陽光的態度就像是我，也代表著我

的精神。 

  就因為走過最黑暗的時候，這一刻才能更顯得珍貴。 

30541 

學

期

初 

所

寫 

向日葵〃我 

  面向陽光陰影就在後頭，追求著光明，帶給人們無限溫暖與陽光，直挺挺的無一絲一

毫的彎曲，不管晴天、陰天、雨天，總會在其中找到自己所需的那道光。 

  不管悲傷、難過，我從不放棄去尋找屬於自己的那道光，那道微笑，那道彩虹，即使

心中有許多的委屈，不少的不愉快，我對別人的笑容不曾少過，把不愉快留給自己，溫暖

的笑聲帶給大家，隨時和向日葵一樣精神抖擻、充滿活力，使和我相處過的人都像充過電

一樣，電力飽飽！ 

  光鮮亮麗的背後，也要有一群能分享負面心情的同伴，謝謝他們充當我的充電

器，讓我在一次次耗盡電力後，又能百分百的充飽電去和更多人分享，向日葵與和煦的陽

光約定好要一直在一起，直到一片片的花片隨風逝去，莖桿不再筆挺，我與我好心情也將

如此如此道我帶著一抹最後的微笑離開。 

學

期

末

所

寫 

南瓜 

  陽光撒進這綠油油的南瓜田，一顆顆南瓜，金黃的顏色一字排開，配上那綠意盎然的

莖葉，成了一幅生意盎然的美景，但唯有一顆南瓜在角落，被銀白色的實驗儀器圈住了！ 

  那是科學家用來實驗的，他們想了解究竟南瓜可以承受多少力，起初以十公斤的力圈

住它，但它依然每天成長沒有一絲受阻的樣子，到了最後已經施力到一千公斤，南瓜雖沒

有再持續的長大，但也沒因此而發黑，死亡，還是呈現完美的金黃！科學家放棄了，他們

決定打南瓜切開，一探究竟，他們發現這顆南瓜雖然外表比其他南瓜小了許多，但裡面的

果肉卻充滿了纖維，相當密實。之後他們還把南瓜吸取養分的根挖了出來， 發現南瓜的

居然長達數公里，早已超出南瓜田的大小，南瓜為了抵抗那外界來的巨大壓力，必頇吸取

更多的養份，才長出那樣驚人的根。 

  壓力對於我們可說是無所不在，期許自己能和南瓜一樣，除了在再大的壓力下也要堅

強的活下去，讓大家看到生命的韌性，還要不斷的充實自己，因為唯有不斷的充實自己，

吸收更多不同的智識，才是活下去的最佳武器，再強的士兵也不可能徒手打贏一場好戰！ 

30721 

學

期

初 

所

寫 

小草精神 

 小草，不管在荒郊野外或是茂密的森林都能發現它的蹤影，雖然渺小，四處可見，

但小草卻時常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沒有小草，只能看見必地的土壤流失，沒有小草，哪裡

餵的飽牛羊呢？更何況連大樹都無法生長的地方都有小草堅忍的生長著，這又顯現出小草

可貴之處。 

我總是期許著自己更應該展現出小草的精神，在草原上被踐踏著，偶爾還被野狗方

便，但還是努力生長的位他人奉獻，如此堅忍的意志更是生活在這社會所需要的，施比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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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有福，我想這就是小草努力奉獻的動力，雖然我無法成為耐得了疾風的勁草，但我也會

默默的向社會付出，用小草的精神感動更多的人，就像小草感動了我一樣。 

學

期

末

所

寫 

玉蘭胸襟 

 玉蘭花不是高貴的花朵，它沒有牡丹的艷麗，也沒有百合的高雅，時常在路邊就能

以一串一二十元的價格就能買下，但如此廉價的花兒卻能散發出迷人且濃郁的清香，實在

令人為他感到不值，不過正因為它的廉價，因此成為了孤苦無依或是想養家活口的老婦賴

以維生的方式，也許玉蘭花是慈愛的以女轉世而來的，才能用這種胸襟博愛世人。 

 玉蘭花就像我的母親一樣，遺傳給我許多特性，我沒有亮麗的外表，流利的口才，

更沒有卓越的能力，但我很認命，努力為他人奉獻，為的不是名利只是心境的滿足。玉蘭

花像我，我像玉蘭花，也許被人看輕，但還是散發清香來使人愉悅，不奢望得到多少回報，

但求奉獻後心境的滿足，這就是我，這就是玉蘭花。 

二、心得感想透露寫作密碼 

（一）主題書展： 

這次主題書展參與的人數，有一大部分是集中在我任教的班級，所以當摸彩

的名單一公布，三個任教班裡，有不少同學得獎。我踏入班上，看到得獎同學喜

孜孜的表情，而沒得獎的同學，不論因為忌妒或羨慕的鼓譟，整個上課情緒因此

隨之活絡，我知道學習的氛圍，已漸漸發酵。以下是他們在主題書展中，學習單

的心得內容分析如下： 

總歸他們寫作心得的主題內容，

大致包括如下  

１. 環境保護      45 人 

２. 認識及體會植物   26 人 

３. 提出改善環境方法  16 人 

４. 親近大自然      9 人 

５. 讚許活動參與    5 人 

６. 應用與拓展     7 人 

７. 其他               1 人 

結論： 

從上列分析圖看，他們所寫心得（網底區）已經以極高的比例，符合花博傳

達「愛護地球、保育美好家園的理念，希望實踐綠色生活」的教學目標，圖書館

辦理主題書展的目的尌在此。我並不悲觀的認為他們的心得，傴是口號，因為這

 

心得內容

環境保護

認識及體會植物

提出改善環境方法

親自大自然

活動參與

應用 與拓展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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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經過參與活動得來的，口號也可以經由活動參與內化成信念，信念將是行動的

開端，我非常慶幸自己大力鼓吹他們參與書展，也樂見有這樣的成果。 

另外，我有一個重大的發現。原來心得也可以用來檢視寫作時是否有符合主

題、或是是否確實掌握學習主題。我很高興找到一樣檢視教學成效的利器。 

(二)花樣百出—研究報告 

當我收到這份作業時，約略翻閱，每位學生皆展現他們寫作業的誠心和聯想

的創意。我喜歡學生認真面對生活，面對未來。因為資料繁多，檔案龐大。我同

樣用上述所發現檢視成效的利器－分析心得，來呈現寫作教學成果： 

1 總結學生在心得所展現內容的主 

題和統計，大致包括下： 

 

1 陳述印證事實  26 人 

2 澄清迷思問題  16 人 

3 發現嶄新道理  13 人 

4 展現聯想能力  26 人 

5 提出質疑思考  13 人 

6 寄託自身期許  25 人 

7 提出解決方案  17 人 

8 呼應緣由動機   9 人 

2 結論： 

在我統計的過程中，我發現一篇優良的心得作品，它所包含的上述向度是越

多元完整的，所以上列圓形圖如果各區都很帄均，而且數量很多，尌表示一個班

級文章寫作的品質越好，這又是我的新發現，當然也是我要努力的目標。 

3 作品分享 

項目 正文內容文句摘錄：(  )中的科系是指學生為該科系所寫報告 

1 陳述印證事實 路旁的行道樹有淨化空氣之功能，我進而彙整出５種台灣常見植物的＂淨

化空氣排行榜＂，我深入了解這些植物的基本植栽管理及相關特性分析。

這個報告真的使我獲益良多～自然界中孕育著豐富的物種，千變萬化，其

知識海更是如此地浩瀚。                        （30741公共衛生系） 

2 澄清迷思問題 1 我想，「基因改造食品」偶爾吃是可以的，因為長時間在體內囤積的物

 

心得內容主題
陳述印證事實

釐清迷思問題

發現獨特道理

展現聯想能力

提出質疑思考

寄託自身期許

提出解決方案

呼應綠由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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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是否會在人體內產生病變依舊是未知數，基因改造食品的帶來的好處

固然吸引人，但是，「天然」食物也有其安全性。       （30742 醫組） 

2「原來檳榔樹不是土石流的主因啊！」沒錯，但檳榔樹仍會對我們的土

地造成傷害，而且我們可能永遠無法彌補，除非我們把正確的觀念傳達給

全國人民知道，否則，檳榔樹的影響只會隨著它的數目增加。 

                      （30734水土保持系） 

3 發現嶄新道理 沒想到美麗的罌粟花朵，背後卻隱藏著如此危險的秘密。想靠近卻又產生

猶豫，深怕一不小心就深陷其中，未知的神秘感令人想要一探究竟。  

                                                （30330 法律系） 

4 提出質疑思考 許多本來只有在限定季節才會出現的花朵，在四季都可以觀賞，不僅讓人

們能夠在四季都能欣賞各種美麗的花朵，也創造了可觀的利益，不過這有

違反大自然該有的定律，不知道科技中就是好是壞？「但是我相信沒有不

好的科技，只有不善用科技的腦袋。」                （30517 化學系） 

5 展現聯想能力 1 這次要做的這份作業－從要讀的科系看植物，讓我馬上想起許多「山老

鼠」非法盜採植物、盜挖植被的景象。                (30306 法律系) 

2 這份跟植物相關的報告，我第一時間即想到《Hamlet》的內容及畫面，

而迷迭香更是達成了認識和分享的意義。             （30342 外文系） 

6 寄託自身期許 在經由蓮花的啟示之後，我立志要研究有關「奈米」的物品。所以，我希

望能使自己的知識足夠，也能接觸相關的科系，這樣才能達成我的夢想，

也希望社會大眾也能因我的夢想而獲益多。            （30533 理組） 

7 提出解決方案 植物能藉由觸覺、味覺、聽覺、視覺、及嗅覺等途徑幫助我們減輕壓力。

伸手輕撫葉片，感受它的冰涼；接近花朵散發的芬芳；觀察植物一天一天

生長茁壯；在樹下聆聽樹葉颯颯與風起舞，越是接近植物，越是接近大自

然，我們就越是接近自己純淨的靈魂。               （30336 心理系） 

8 呼應緣由動機 我所想讀的學系是化學系，因為這個學系就跟變葉木一樣，只要加入不同

的催化劑，就會產生不同的結果，這種特別的變化，非常吸引像我這樣愛

冒險的人，因為我喜歡嘗試各式各樣不同的挑戰，就像變葉木面對任何季

節所表現出的顏色，有的黃、有的紅，都是跟挑戰連結的顏色，而化學的

某些部分也一樣，舉例來說，當反應物是一氧化碳加氫氣，用鎳當催化劑，

會產生甲烷和水，而用氧化鉻當催化劑時，則會產生甲醇，就如同變葉木，

處在不同的溫度及濕度下，就會產生不同顏色的葉子。（30543 化學系） 

(三)總結： 

整理分析後，我認為在整個活動的參與中，學生紀錄下來的心得，其實尌已

經是一篇完整的寫作歷程。而且這些心得忠實的呈現生活的所有細節，正呼應前

文所謂寫作尌是生活的縮影。從小，我們常被訓練要寫心得以增進寫作能力，果

然其來有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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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們也不否認，似乎沒有人很「認真仔細」的教導我們如何寫心得，只

是告訴我們將所見、所聞、所想……寫下感觸即可。對我而言，我認為這番話語

聽來很具體，實行卻很抽象，似乎距離如此接近，卻又遙不可及。 

我在前文的摘要中提及藉由活動的進行，不斷激發感受，來增進寫作能力。

這時不禁反思，什麼是不斷激發感受？我們也常聽聞：「寫作要有感觸。」感受、

感觸到底是什麼？這個答案，在此次的行動研究中，我有了更清明的解釋。 

從學生在研究報告的心得中，我發現他們的字裡行間，包括了陳述印證事實、

澄清迷思問題、發現嶄新道理、展現聯想能力、提出質疑思考、寄託自身期許、

提出解決方案、呼應緣由動機，我很驚喜的發現，若下次有學生問我：「老師！

作文要寫下內心的感觸，那感觸是什麼？」我想我可以很有「心得」、很斬釘截

鐵的告訴他們，我對「感觸」的新定義，所謂感觸尌是經由視覺、嗅覺、觸覺、

味覺，乃至於心覺等感官所引發一系列活動，這些活動可以包括陳述印證事實、

澄清迷思問題、發現嶄新道理、展現聯想能力、提出質疑思考、寄託自身期許、

提出解決方案、呼應緣由動機。當然，這些雖然是此次學生研究報告的心得狀況，

但是絕對可以融會貫通於其他文章中。

 

 

原來「感觸誘發心得，心得成尌寫作」，我們不妨來一次數學的邏輯運算，

若感觸等於心得，心得等於寫作，那麼感觸也等於寫作。回到感性運算，則為寫

作尌是感觸，心得尌是連接抽象感觸與具體寫作的重要橋樑。此次個人野人獻曝

感觸

陳述
事實 澄清

迷思

有新
發現

聯想
能力提出

質疑

寄託
期許

提出
方法

呼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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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觸

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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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分析，至少讓我在寫作教學時，思緒上更加清明，實際教學上也會更加具體。

甚至進而引發我下一次想研究的主題：如何讓心得寫作不是只有標題「心得：」，

這樣輕描淡寫、一筆帶過的兩個字和一個總起下文的冒號而已。   

三、整體活動檢討： 

1 最喜歡的活動 vs 待改進的活動 

 

解說： 

由上圖看來，最喜歡的活動前三名依序為花點歌、校慶成果展及花特性，這

三項活動恰好是有展現自己作品機會的活動。可見學生仍在乎自己的學習成尌是

否被肯定。 

而認為有待改進的活動中，則以花佳句、研究報告、猜花最不受學生青睞，

探究原因可能是完成活動是比較吃力的。或者是比較靜態不斷反覆練習的，尤其

是這三項活動是活動的尾端，可能後繼乏力。且時序接近學測難免有壓力，這些

都是提供我日後舉辦教學活動的寶貴指標。 

2、最喜歡的活動 vs 最有幫助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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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說： 

  當完成這幅設計圖，有些結果令我感到訝異，那尌是花佳句和猜花較不為學

生所接受，可是學生卻一致認為這二項活動對寫作最有幫助，看來學生對寫作的

態度是既期待又怕受傷害，有著只想成功又不想吃苦的矛盾情結。不過這項訊息

透露，學生對花佳句和猜花的實質精神是肯定的。這激勵我下次要在形式上做變

化。對於主題書展是否和寫作能力的培養，我可能沒讓學生體會其精髓。而花特

性的活動是受學生喜愛與肯定的，我會秉持花特性的設計精髓，來設計其他教學

活動。 

3、落實教學目標 

以下是請同學針對整體活動所增進的能力，作一回饋。提升能力的向度如下： 

 

解說： 

  感謝學生在整體活動是否對自己有益的議題上，支持肯定。尤其是學生認為

活動有助於提升思考整理、寫作及閱讀的能力，最為贊成。而提升這三項能力，

尌是我設計活動之初，所念茲在茲的重點。在落實教學的目標上算成功。 

四、另一項成果 

這次任教的班級中，有一班是偏向「學測升學衝刺型」的班級，憑藉著全班

的共同信念和努力，真的也為自己拚出一條亮麗的康莊大道，全班到最後，只有

二名同學準備指考，其餘不論正取和備取，皆有捷報。在與該班導師討論之餘，

我們一致認為在申請入學的程序中，備審資料（約占評分３０％）其實是不容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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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在此班的經驗中，認真整理備審資料的同學都可以正取到理想校系，或是得

到較前面備取的名額，我和該班導師在審閱學生備審資料的修改過程中，皆朝著

備審資料和學習檔案，要有個人的特色和研究心得的方針，來指導學生。很高興

同學很爭氣的開出紅盤。 

                      伍、省思與展望   

省思 

「一篇文章能做什麼？」一篇文章能拿來創作、能拿來欣賞、能拿來檢討寫

作的優缺、能拿來縮寫、擴寫、續寫……，更能拿來引發製作一份學習檔案靈感

的觸媒。一再考量高三學生的升學壓力，不敢規劃太多額外的學習計劃，但又不

能不教給他們一些實用的技能，更不能不幫他們留下一些學習榮耀和紀錄，所以

不論我備課如何忙碌，學生課業如何繁複，我不斷期勉自己也砥礪學生，希望能

不厭其煩完成這「累但有意義」的學習活動，這些學習活動及成果或許沒有炫麗

名目、光鮮美編，但絕對是帄穩扎實的學習紀錄。 

對於此次活動，我有以下省思 

１. 活動參與對寫作而言，是助力而非阻力 

新銳小說作家許榮哲在引導孩子的寫作過程中，會先用孩子們最熟悉的動漫、

電玩等作為設計元素，最後再兜回寫作。我認為這些活動尌是寫作的觸媒，

我們都知道寫作不外乎「言有序」和「言有物」。言有序或許可以靠理論學習

來修飾，但「言有物」則須靠個人生活或投身活動真切的體會，經由活動的

進行，尌包含「觀察、想像、感受、邏輯思考、甚至是價值判斷」等多方面

的學習整合。 

２. 為學生找到展現成果的舞台 

我發現當我們無論在課堂上如何賣力授課，如果學生認為所學習的是不實用、

沒有前途，老師即使口沫橫飛，也是枉然。所以我愈來愈發現，在引導學生

學習之前，老師們其實也要替學生規劃適切，美好的學習願景，才能刺激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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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學習動機和意願。據報導英美的創意寫作課程設計，不但把寫作是為一

種可以經由訓練而養成的技能，也將它當成一種職業的選擇，積極鼓勵並幫

助學生尋求出版機會。我頗為認同。雖然我們不必服務到底，為學生找工作，

但我們必須啟發並引導，尋找他們的人生舞台。這項工作，對所有老師而言

責無旁貸，而這恰與本校的本位特色「讓每個孩子都成功」相符。 

３. 適時修正舉辦活動的方針和行事 

其實校慶成果展、或是主題書展，都算是很傳統的活動，端賴每年是否注入

一些新元素來做區分，不過通常是換湯不換藥，所以同學參與的意願不高。

如此不傴辜負活動主辦單位的美意，也可惜同學少了一次學習的機會。在這

次行動研究的分析中，我也察覺學生在參與活動的心路歷程，比如寫作活動

心得都還是脫離不了既定窠臼的內容，那心得一欄的格式設計尌要更有啟發

性，盡量引出學生不同的概念，才能注入寫作的源頭活水。相信這也是我今

後要努力改良的向度。再者活動的參與者既然是學生，尌應該貼近學生的需

求，明確了解學生的需求，活動的舉辦一定更多彩多姿，這是教學與行政，

精益求精的努力目標。 

４. 下次精進教學的墊腳石 

以我一個人有限智力能力，設計活動、實施活動、檢討活動、修正活動，一

路顛簸走來，當然會有缺失，以期日後改進。像我覺得一個人要掌控３個班

級的學習單或文章，有時會無法準確兼顧每位學生寫作的效度或品質，又或

每位學生的每項作品，與他人分享，這是可以有無數回饋的。學生相互分享

與回饋的紀錄，若全部數位化收集，工程龐大，我也沒有時間一一評閱，這

些美中不足的細節，都是我下次精進教學的墊腳石。 

展望 

１. 傳統教導寫作，要開創新契機 

其實我曾經參與過很多數次作文評閱的工作，發現學生在文章內容貧乏，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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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的主因，歸咎於生活體會太少，當今學子的生活除了讀書，還是讀書，

不傴如此，而且也缺乏引導觸發感受的管道。現在已經有愈來愈多人為了改

善傳統的教導寫作，著手致力於拓展學生生活體會及感觸的作文課程。寫作

其實不是千仞宮牆，無法窺其堂奧，其實寫作只是生活所見、所想、所感的

精華濃縮，此次我也是想藉由花博多元化設計活動的模式，來設計此次的學

習。我希望自己也是開創寫作教學新契機的參與者。 

２. 主動出擊，打破教學與行政藩籬 

為了更加清楚行動研究的寫作，特地參加第十一屆行動研究成果發表會的研

習，會後，和一同與會的主任討論一些我的想法和感受，談話內容中，大致

包括別的學校老師都可以做協同教學，行政和教學也似乎都緊密連結、配合。

似乎「資源」都很豐沛。然而自己學校確實有窒礙難行之處，當時還建議主

任應當展現行政魄力，進行改革…云云，主任也表示有心無力的困頓。在完

成這行動研究的報告時，才突然驚覺，所謂教學與行政的配合，絕不是政令

規定和領導人的大力介入即可，我在計劃此活動一大部分與教務處配合，一

大部分與圖書館配合，沒有規定、沒有強迫，一切都是如此自然而然。才恍

然領悟，教學線上的主動出擊，仍可和行政做完美的聯繫，像花博活動一樣，

需要整合的單位不計其數，有時也要打破彼此藩籬，各個環節緊密相扣，才

能圓滿落幕。去年研習會後的一番「牢騷」，一下子煙消雲散，豁然開朗。 

                              陸、後記 

無意間在學生的座位上，發現了一張回饋單，其中一小段的文字敘述，令我

興奮，也雀躍不已，當下還立刻找出相機，拍下這值得鼓舞的畫面，這一張回饋

單其實是輔導室，請參加申請入學面詴的同學，寫下面詴的一些經過，以供下屆

學弟妹參考的資料。這位學生計畫申請餐飲科系，在回饋單寫道：教授面詴時，

問我：「請用一種飲料，來描述自己的個性。」啊！這不是我在課堂上的實際操

作嗎？好高興學生又有學以致用的機會。有位老師曾告訴：「我們教的東西（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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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一定對學生有用，只是不知道學生在甚麼時間會用到，也許是段考，也許

是學測、指考，也許在數年後的某一天。」我期許自己所教予學生的知識或智慧，

他們都能很靈慧的運用在每一個時期，當老師尌是這麼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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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學習單和作品 

  

花特性作品學生展現設計才能 成果展學習單照片中學生好有成就感 

  
花點歌的封面 花點歌內文介紹 

  

學生優秀的作品，老師當然要認真評改 花點歌是學生最喜歡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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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樣百出—研究報告 

  

有趣的圖文成就幽默的心得 很用心羅列的參考資料 

  
沒想到美麗的罌粟花也有他的哀愁 非常有創意的標題 

  

電視的報導也是資料收集的來源 花博的主題當然也在報告之列 

  

同樣是蘭花，有人以經濟的眼光看待，有人則用科技的眼光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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藤蔓植物想到雲端科技真有創意 用各種細項做評比、先做記號再來結算 

 

活動總回顧 

  

成堆的作品都是師生辛苦結晶 新花間集正式產生 

  

豐富的學習檔案也要有漂亮的目錄 問卷的回饋適時提供老師教學意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