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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教育部在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的「核心素養」中說明：素養

指人在適應現在生活和面對未來挑戰時，所應具備的知識、能力和態度。為了

因應新課綱，銜接高中特色課程，國中亮點課程登上舞台，齡園規劃的專案課

程也揭開序幕，國文科教學夥伴從無到有，大家腦力激盪，共備設計課程，開

啟孩子嶄新的學習之窗，希望培養未來領袖所需具備的能力：閱讀探究、批判

創思、團隊合作、藝術涵養及世界接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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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實施動機與目標 

教育變變變，從高中特色課程設計延伸至國中亮點專案，貼心的校長未雨

綢繆開設進修研習的課程，只為了這一屆新學年的課程規畫做變革，稟持著活

到老學到老的精神，筆者和玉玫師也跟著求取新知，嘗試以 PBL（Project Basic 

Learning，專題導向學習）、UBD（Understanding by Design，重視理解的課程設

計）的概念設計專案課程。PBL 係指教師在教學過程中，採專題為主的學習模

式，以培養學生主動學習和解決問題的能力；UBD 模式講求「多元評量」、「學

習者中心」，因此我們開始思考以終為始，想讓孩子透過課程學習到什麼能力？ 

夥伴共備發想：搭配國文科課程（新詩）結合士林夜市在地文化（自編教

材《飲食文學》），開設專案—舌尖上的新詩，筆者並嘗試在去年下學期專任班

第八節併班教學時現場操作： 

第一次 3/7 新詩創作暖身 

第二次 3/17 視覺摹寫練習 

第三次 3/31 觸覺＋聽覺摹寫練習 

第四次 4/14 嗅覺摹寫練習 

第五次 4/28 味覺摹寫練習 

第六次 5/12 士林夜市實地踏察 

第七次 5/26 電腦教室完成作業＋成果發表觀摩 

有了操作經驗，為了對應校本能力指標：

閱讀探究、批判創思、團隊合作、藝術涵

養和世界接軌，我們修正設計了以下的課

程計劃表： 

臺北市立百齡高級中學 105 學年度第一學期國七專案專題課程計畫表 

課程名稱 舌尖上的新詩 
設計教師 余雪溱、毛玉玫 領域/科目 國文 
教學對象 國七學生 教學時數 隔週週五上午兩節 

課程目標 
1、能領略欣賞新詩的聲情之美 2、能運用感官修辭摹寫美食  
3、能創作新詩並多元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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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問題 

本課程所要探究的關鍵問題 (Essential  Questions) 

如何以新詩為美食按個讚 

如何運用感官修辭摹寫來創作新詩 

能力指標 

本課程之能力指標（Skills） 

3-4-4-6 能和他人一起討論，分享成果。 

5-4-3-1 能了解並詮釋作者所欲傳達的訊息，進行對話。 

5-4-3-2 能分辨不同文類寫作的特質和要求。 

5-4-7-1 能共同討論閱讀的內容，交換心得。 

6-4-2-1 能精確的遣詞用字，恰當的表情達意。 

對應校本能力指標（Skills） 

(一)閱讀探究 

■1-1 資訊擷取   ■1-2 資訊詮釋   ■1-3 反思評鑑 

(二)批判創思 

■2-1 想法流暢性         ■2-2 改善精進性 

■2-3 改造變通性         ■2-4 不同獨創性 

(三)團隊合作  

■3-1 表達、聆聽與討論   ■3-2 分工與分擔 

■3-3 共同完成任務      ■3-4 貢獻與服務 

(四)藝術涵養   

■4-1 藝術欣賞   ■4-2 藝術評鑑   ■4-3 藝術創作 

(五)世界接軌   

□5-1 外語表達與應用    ■5-2 認識並尊重多元文化 

□5-3 培育全球公民素養 □5-4 認識國際及全球議題 

知識 
經由本課程學生能知道的知識（Knowledge） 

1、何謂新詩 2、認識修辭 3、了解飲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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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評量 

實作 

評量 

喜歡品嘗美食的我，能在品嘗美食後，運用感官摹寫，

融入資訊，創作新詩，並以口頭表達、音樂、製作影

片、動作，表現該作品。 

互評： 

初階：在電腦教室，利用 iWonder 軟體，創作新詩後，

同學利用該軟體的互評方式，進行詩作互評。 

進階：期末成果發表時，以多元方式呈現詩作，也讓同

學互評。 

互評標準： 

初階：以 iWonder 軟體中互評項目，同儕之間評分。 

進階： 

評量等第

評量標準 
優 良 可 

能善用感官修辭摹寫    

文字簡鍊，意象豐富    

詞序跳脫，有詩趣    
 

其他 

評量 

1、新詩仿作、學習單 

2、以朗讀、多媒體、演戲、音樂等多元方式呈現作品 

教材發展 1、介紹新詩 ppt、影片 2、美食相關影片 3、學習單 
教學方法 1、講述法 2、分組討論 3、實地踏察 4、學生仿作 5、學生觀摩互評

課程內涵 

週次 授課大綱 學習重點 

第 2 週 

9/9 

新詩創作暖身篇

之一 

1.認識新詩的特色。 

2.領略詩歌的情韻之美。 

3.能以切近的生活體驗創作新詩。

第 4 週 

9/23 

新詩創作暖身篇

之二 

1.認識新詩的特色。 

2.領略詩歌的情韻之美。 

3.能以切近的生活體驗創作新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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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週 

10/7 
視覺摹寫練習篇 

1.認識新詩的特色。 

2.領略詩歌的情韻之美。 

3.能以視覺摹寫創作 

第 8 週 

10/21 
觸覺摹寫練習篇 

1.認識新詩的特色。 

2.領略詩歌的情韻之美。 

3.能以觸覺摹寫創作 

第 10 週 

11/4 
聽覺摹寫練習篇 

1.認識新詩的特色。 

2.領略詩歌的情韻之美。 

3.能以聽覺摹寫創作 

第 12 週 

11/18 
嗅覺摹寫練習篇 

1.認識新詩的特色。 

2.領略詩歌的情韻之美。 

3.能以嗅覺摹寫創作 

第 14 週 

12/2 
味覺摹寫練習篇 

1.認識新詩的特色。 

2.領略詩歌的情韻之美。 

3.能以味覺摹寫創作 

第 16 週 

12/16 
走讀麥當勞篇 

能尋訪美食，完成感官摹寫學習

單。 

第 18 週 

12/30 

資訊融入教學…

創作篇 

1.認識新詩的特色。 

2.領略詩歌的情韻之美。 

3.能以感官摹寫創作。 

第 20 週 

1/13 
成果發表篇 

1.認識新詩的特色。 

2.領略詩歌的情韻之美。 

3.以多元方式呈現自己創作的詩。

預期成效 

檢核 

能運用感官摹寫創作新詩，能以多元方式呈現作品  

評量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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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評量等第

評量標準 
優 良 可 

能善用感官修辭摹寫    

文字簡練，意象豐富    
詞序跳脫，有詩趣    

 

貳、 課程與教學設計 

一、 新詩創作暖身篇之一 

（一） 詩的初體驗： 

第一次上課就告訴同學：大家選這個專案課程，不必太

緊張，來這裡是要輕輕鬆鬆學創作，筆者先介紹詩的概念： 

（二） 我猜我猜我猜猜（謎語找關鍵字）： 

再來讓同學猜謎語，學習如何以關鍵字描述物品，因採排間競賽方式，大

家玩得不亦樂乎！ 

 

眼鏡 日曆（作者：張默） 眉（作者：商禽） 

（三）欣賞「食尚玩家—士林夜市終極美食指南」： 

因為課程結束前，孩子要到外面尋訪美食，描寫創作，所以先給他們看介

紹士林夜市 的影片—「食尚玩家—士林夜市 終極美食指南（1）」

https://youtu.be/P64IN6iyDi0。 

（四）欣賞韓劇「一起來吃飯」： 

再讓同學欣賞韓劇「一起來吃飯」，「一起吃飯吧—第五集窯烤披薩篇」影

片 http://www.dramaq.com.tw/lets-eat/ep1.php，學習如何以文字描述美食，這次

看的是「披薩」： 

這個火爐披薩，可以感受到四個季節的味道： 

草綠色的羅勒，香氣沁入鼻尖，可以感受到大地回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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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色的蕃茄醬代表夏天強烈的太陽之味； 

噴香的芝士可以感受到秋天的豐饒； 

隱隱的木材香可以感受到冬天之味。 

（三） 點心時間來創作： 

接著請他們邊品嚐小點心，邊嘗試一句新

詩創作：「你是我人間的四月天」，將「人間的

四月天」做替換，期待他們的表現。 

 二、新詩創作暖身篇之二 

（一）新詩習作觀摩分享 

將上次同學的作品打字做成 ppt，讓大家欣賞，並給與回饋，也請他們票選

表現 佳者，會給一點美食鼓勵，孩子有人很認真，創作不只一句，而當他們

見賢思齊，要選出作品也能客觀給分。 

1. 你是我旅程的風景，在我慢步時以愉快的心情陪伴著我、 

你是我鏡子裡的另一個自己，能比我更了解我 

2. 你是我冬天中唯一的花朵、你是我夏天中的冰淇淋、 

你是我人生道路上的休息站、你是我思緒的逃生出口 

3. 你是我人生的 GPS 、你是我 大的寶藏、你是我冬天的暖爐，夏天的風扇、

        你是我的橡皮擦，讓我遺忘煩惱 

4. 你是我課堂中的支柱、你是我生命中獨一無二的奇蹟 

5. 你是我學校裡的合作社 

6. 你是我春天的冰淇淋 

7. 你是我人生中的一根柱子 

8. 你是我絕望中的動力、你是我糧食中的蘋果、你是我寒冬裡的濃湯 

9. 你是我饑荒時的依靠、你是我絕望時的支柱、你是我生氣時的發洩物 

10. 你是心裡的力量、你是我眼睛裡的淚珠、你是我嘴巴裡的珍珠麵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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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你是我心中的糧食、你是我夢想中的哆啦 A 夢、你是我陪伴已久的伴侶、 

你是我尋找的人物 

12. 你是我生命中的開心果 

13. 你是我味覺上的享受、你是我舌尖上 閃耀的珍珠 

14. 你是我舌尖上 蓬鬆的麵包、你是我生平中 令我陶醉的珍珠麵包 

15. 你是我柔軟又香甜的棉花糖 

16. 你是我舌尖上繚繞的美食、你是我心中唯一的窗口 

17. 你是我釋放壓力的美食 

18. 你是我心裡的窗口 

19. 你是我心中的帥哥、你是我溫暖的棉被 

20. 你是我心中的絆腳石 

21. 你是我心中的小太陽 

22. 你是我心中的老師 

（二）乾坤大挪移找詩味（寂寞的人坐著看花） 

將學生分三組，以「寂寞的人坐著看花」為

題，請同學掛上字牌，嘗試改變順序創作句子，再

由同學寫在黑板上分享，大家一起找出像新詩的句

子。他們從習慣的字序到漸漸有詩感，開始體會創作的樂趣。 

（三）分組謎語創作輪流猜 

再來讓孩子抽撲克牌分組，各組嘗試創作一個謎

語讓大家猜，簡單的容易猜，太難的沒人猜中，像有

一組寫「困著的翅膀」，全部的同學猜「鳥籠」，但是

加上猜「夏日一物品」，大家就知道是「電扇」了，這

就是讓他們學習如何以關鍵字描述物品。 

（四）「告白詩」我猜我猜我猜猜 

將網路上找到的告白詩讓孩子組間競賽，猜一猜是向誰告白，有一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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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女生都答對，只有男生組錯，也不知他們真是不知道，還是......？看他們幾家

歡樂幾家愁，很有趣！ 

 

李白 衛生棉 

（五）影片欣賞 

原本要讓孩子觀賞士林夜市 影片，及韓劇「一起來吃飯」，可是電腦不配

合，無法播放，只好放棄。 

（六）點心時間來創作： 

這次挑戰三句詩，先看範本，在孩子構思

時，又發了一張心理測驗，給這兩堂上課優勝組

美食，大家邊享用牛奶愛心麵包、多啦 A 夢小饅

頭，邊習作，暖身操就圓滿結束了！ 

三、視覺摹寫練習 

（一）新詩習作觀摩分享： 

將上次同學的作品打字做成 ppt，讓大家欣賞，並給與回饋，也請他們票選

表現 佳者，會給一點美食鼓勵。 

＊只是一場演奏罷了！在會場中，已引起了一陣熱烈的掌聲。   

＊只是一隻小狗罷了！在所有人的心裡，已經陪伴了許多人。   

＊只是一隻娃娃罷了！在黑暗的櫃子裡，已歷經許多年的時光。   

＊只是一隻蟑螂罷了！在房間角落，已經歷了無數天了。   

＊只是一個掌聲罷了！在無數失落的人們心裡，已激勵了許多更大的夢想。   

＊只是一對眼睛罷了！在無盡的景物裡，已看穿了歲月的流逝。   

＊只是一本相簿罷了！在老舊的櫃子裡，已記載了 美好的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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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一隻筆罷了！在寂靜的鉛筆盒裡，已經歷了無數種的考試。 

只是一盤千層麵罷了！在角落的廚房裡，已經歷了各種熾熱的考驗。   

＊只是一塊蛋糕罷了！在廣大的餐廳裡，已經歷了無數次的改造。   

＊只是一道彩虹罷了！已綻放了美麗的身軀。   

＊只是一架紙飛機罷了！在湛藍的天空，已盛載了滿滿的思念和無數的盼望。 

＊只是幾塊蛋糕罷了！在客廳的餐桌上，已經吃了無數種的口味。   

＊只是一套餐具罷了！在餐盤上，已經歷了無數的風霜。   

＊只是一球冰淇淋罷了！在嘴裡，已融化開來了。   

＊只是一棵大樹罷了！在孤獨的黑夜裡，已看盡了人間的悲傷。   

＊只是一個成績罷了！在佈告欄上，已經弄哭了無數的學生。   

＊只是一個鉛筆盒罷了！在家裡的書桌上，已經用了很多年。   

＊只是一場演唱會罷了！在空闊的東京巨蛋，已流下了無數的不捨。   

＊只是一抹白雲罷了！在藍天的世界中，已畫出了多彩多姿的圖畫。   

＊只是一位電影明星罷了！在一部精彩的電影中，已嘗試了無數次艱難的動作。 

＊只是一件舊洋裝罷了！在陰暗的衣櫃中，已看過了無數場的婚禮。   

＊只是一張照片罷了！在家裡的櫃子上，已經存了喜怒哀樂的回憶。 

因為有個同學三句漏寫一句：只是一道彩虹罷了！

已綻放了美麗的身軀。筆者趁機請各組腦力激盪，創作

一句幫他完成，然後請學生票選 佳者，

後是這句脫穎而出：在皓瀚的藍天白雲中。    

（二）聯想默契大考驗： 

再來請各組寫下一樣美食，然後每組組員輪流到前面

來，抽一張紙，當筆者念出題目，如：蛋炒飯，大家要一

起說：一想到蛋炒飯啊，我就會想到……，只要有人的

答案一樣就得分，讓大家學習找關鍵詞，不過孩子有些

羞怯，又有些人取巧，都想 安全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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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影片欣賞：「食尚玩家—士林夜市 終極美食指南（2）」。 

（四）再讓同學欣賞韓劇「一起吃飯吧！—第九集拌飯篇」影

片，學習如何以文字描述美食，這次看的是「拌飯」： 

滲透著媽媽味道的蔬菜 

和帶有媽媽的溫暖的米飯 

媽媽嘮叨一樣的辣椒醬 

（五）我猜我猜我猜猜： 

以 ppt 播放描寫食物的新詩，著重在視覺上的摹寫，各組都努力搶答，猜

得大家都飢腸轆轆了！ 

  

荷包蛋 玉米 

（六）點心時間來創作： 

請同學將 ppt 的詞語組合成詩

句，當然少不了美食鼓勵，讓他們邊

吃米果邊思考，大家都絞盡腦汁。 

四、觸覺摹寫練習 

（一）新詩習作觀摩分享：  

將上次同學組合的詩句打字做成 ppt，讓大家欣賞，並給與回饋，有些同學

的詩感不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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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詩句拼圖： 

讓每一組選擇一個詞性，並提供一個詞語，各組選出來的是： 

1.動詞：跑 2.名詞：海綿寶寶 

3.形容詞：可愛的 4.量詞：一個（同學原本寫「一筐」，後來發現很難造句）

5.代名詞：她 6.副詞：優雅地 

接著大家腦力激盪組合詩句，經由票選，孩子青睞的是： 

她／一個可愛的海綿寶寶／優雅地跑 

     

（三）美食箱體驗： 

事先準備健達巧克力蛋、曼陀珠、金莎巧克力、棒棒糖，讓孩子輪流上來

抽，然後回去描述討論寫答案，猜中率頗高，同學也覺得刺激有趣！ 

     
（四）影片欣賞：觀看「食尚玩家—士林夜市 終極美食指南（3）」。 

（五）再讓同學欣賞韓劇「一起來吃飯」：「一起吃飯吧—第十三集韓氏炸雞

篇」影片，學習如何以文字描述美食，這次看的是「韓氏炸雞」： 

自古以來，雞肉當然是要帶骨頭的才好吃， 

飽滿的雞腿肉，嚼、啃、嘗、愛，嘴的幸福， 

軟嫩的雞翅，扭動旋轉跳著舞，指尖的幸福， 

這樣嘴和手可以同時感受到的幸福， 

為什麼因為純肉而放棄呢？ 

還是帶骨頭的炸雞才是真理。 

（六）我猜我猜我猜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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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ppt 播放描寫食物的新詩，著重在觸覺上的摹寫，各組都努力搶答，但

是這一題，考倒大家了！ 

   

（七）點心時間來創作： 

請他們根據上下詩句，填入關鍵

字，並給心理測驗，讓他們邊吃巧克

力邊思考，發揮想像力。 

五、聽覺摹寫練習 

（一）新詩習作觀摩分享： 

將上次同學填空的詩句打字做成 ppt，大家的答案發揮想像力，果然天馬行

空，但還是有同學能揣摩到詩人創作的初衷！表現優異的同學給與鼓勵。 

     
（二）尋找狀聲詞： 

讓同學閱讀「耳鳴」這篇文章，如何描繪聲音，並找出狀聲詞，大家程度

不錯，正確率百分之百。 

     
 



13 

「用聲音寫小詩」學習單 

班級：           座號：         姓名： 

一、找出詩中的狀聲詞：（           ）、（           ）、（          ）、

（           ）、（          ）、（           ）、（            ） 

二、寫出生活中聽到的聲音：（          ）、（          ）、（         ）、

（          ）、（         ）、（          ）、（           ） 

三、用上面找到的聲音，以五個狀聲詞，組合後，寫出一首小小的短短的詩 

（三）聽曲辨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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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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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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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也是再三挑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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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猜中率頗高，上臺表演更是踴躍。「聽媽媽的

話」果然是國歌，孩子可以從頭唱到尾，至於「小蘋果」有人還會帶動作，真

是太可愛了！即使歌曲放完，他們還意猶未盡，很想再繼續。 

     

（四）影片欣賞：「食尚玩家—士林夜市 終極美食指南（4）」 

（五）再讓同學欣賞韓劇「一起來吃飯」，「一起吃飯吧

—第二集烤肉篇」影片，學習如何以文字描述美食，但

因網路有問題，只好做罷。 

（六）我猜我猜我猜猜： 

以 ppt 播放描寫食物的新詩，各組都腦力激盪搶答，不過這題有人有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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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因為他們家是加甜辣醬的，可是詩句是「微酸微甜」啊！ 

（七）點心時間來創作： 

      請他們根據上下詩句填入關鍵字，一樣用美食鼓勵，大家都吃得很開心 

   

六、嗅覺摹寫練習 

（一）新詩習作觀摩分享： 

將上次同學填空的詩句打字做成 ppt，觀摩分享，表現優秀的給與獎勵。 

  

（二）尋找嗅覺： 

因為剛好在「中學生報」讀到一篇以嗅覺描寫的好文章，就和同學分享，

並嘗試讓孩子看圖試著創作嗅覺摹寫的詞語。 

 

（三）誰是「好鼻師」大車拼： 

事先準備了不同香味的香皂、芳香劑，有玫瑰、檸檬、薰衣草、夜來香、

葡萄、蜜桃等，讓孩子分組輪流到前面來聞香，再回去跟夥伴描述討論，猜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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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何種香氣，同學參與熱烈，還會挖一點肥皂回去給組員聞，真的好可愛，這

堂課剛好其它國文科教學夥伴來觀摩，孩子還會找救兵詢問。 

   

（四）影片欣賞： 

觀看「食尚玩家—士林夜市 終極美食指南（5）」，因播放韓劇有問題，只

好讓孩子閱讀如何以文字描述美食，一個是「一起來吃飯」中的「第二集烤肉

篇」，一個是「第四集紅豆刀削麵篇」影片。 

  

有句話說得好：肉是由自己來決定什

麼時候可以吃，也就是肉在流汗的時

候，熟好的肉就像憤怒的拳擊手一

樣，放進嘴裡的瞬間像瀑布一樣降臨

的肉汁，觸動鼻子的火一般的味道，

還有入口即化的感覺，味覺只能被這

記上勾拳 ko 掉。 

就像剛開始談戀愛一樣，第一口的味

道是甜甜的，勁道的麵在嘴裡拉拉扯

扯，令人心焦，有點感受膩的時候，

登場的鳥蛋心（糯米丸），就好像是倦

怠期時，再一次的噴發愛情，還有加

白糖和加鹽，會帶來非常奇妙的味道

差異。  

（五）我猜我猜我猜猜： 

以 ppt 播放描寫有關嗅覺的新詩，各組絞盡

腦汁做答，總是幾家歡樂幾家愁。 

（六）點心時間來創作： 

請他們根據範例，仿做一首新詩，除了小點心，因為是嗅覺主題，另外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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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備奶茶、咖啡、藍莓果茶，讓他們可以沖泡，聞一聞不同的香味，大家都很

興奮，此時教室香氣瀰漫，孩子也開心學創作！ 

  

七、味覺摹寫練習 

（一）新詩習作觀摩分享： 

將上次同學仿寫的新詩打字做成 ppt，詩作涵蓋的主題還真多元，大家一起

鑑賞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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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我是句子美容師： 

讓學生比較加上味覺描寫的句子與沒加的差異，並試著創作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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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味覺範例描寫欣賞： 

讓大家觀摩味覺描寫的佳句和佳文。 

（四）尋找味覺: 

準備橘子、跳跳糖、栗子、椒麻花生、酸味糖

等食物，請每一組推派一位同學上台，閉上眼睛，抽一個號碼，筆者會把食物

放進他的嘴裡，以味覺推測是什麼美食，大家配合度高，猜中率百分百，答對

了還可以把食物帶回去。 

 

 

（五）影片欣賞：因為下次上課要帶孩子到麥當勞，所以讓他們觀賞美食介紹

影片，還有有趣的點餐。 

（六）欣賞韓劇「一起來吃飯」，「第十三集醬油醃螃蟹篇」。 

這醬油醃蟹是可以俘虜全世界胃口的美食，免稅

店 暢銷的調味紫菜鹹鹹的味道，加入水果的醬

汁，甜甜的味道，黃黃的籽，香香的味道，再加

上透明的蟹肉，黏黏的口感，這醬油醃蟹是讓大

家可以體會到，地球村可以因為美食融為一體的聯合國一樣的美食。 

（七）我猜我猜我猜猜： 

以 ppt 播放描寫有關味覺的新

詩，讓大家分組作答，訓練腦力一

下。 

（六）點心時間來創作： 

這次準備蛋糕吐司，請他們

根據範例，加上味道描寫美食。 

八、走讀麥當勞： 

原本規劃是士林夜市踏察，但是上課時間是一大早，和學生討論後決定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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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麥當勞，上一節課先讓他們點餐，上課前一天，其他國文科教學夥伴還陪筆

者先去訂位、點餐，所以孩子到了以後，熱呼呼的餐點已在地下室的桌子上，

同學幫忙分餐點，課程設計如下： 

（一）新詩習作觀摩分享： 

將上次同學味覺寫作練習打字，大家邊享用美味的早餐邊欣賞同學的創

作，經過票選，選出優秀作品並給予鼓勵。 

＊糖醋排骨 

1. 這盤糖醋排骨，吃起來辣辣的，還夾著酸酸的糖醋，吃起來真好吃。 

2. 這盤糖醋排骨，吃起來酸酸甜甜的，加上排骨外酥內軟的感覺，簡直是人間

美味啊！ 

3. 加上了微微的辣椒味道，這盤糖醋排骨的肉可口又鮮嫩，讓人吃起來津津有

味。 

4. 酸甜到味，在口中散發著濃郁的香味。 

5. 這盤香氣四溢的糖醋排骨，咬一口，軟而不爛；再一口，橙香迴盪在身體的

任何角落； 後一口，酸酸甜甜的化在我的嘴

裡。 

6. 酸酸甜甜的，新鮮多汁。 

7. 這道糖醋排骨酸酸甜甜的，醬汁配飯更是大開

胃，光這樣菜，我就能吃得很滿足了。 

8. 這盤糖醋排骨，香甜可口，讓我忍不住一口接一口。 

9. 吃完糖醋排骨後，那可口的香味不斷的在口中繚繞。 

10. 酸酸甜甜的排骨醬，帶骨排骨的絕配美食，真是人間美味啊。 

11. 鮮嫩的排骨淋上酸酸甜甜的糖醋醬，讓味蕾感受到戀愛的滋味。 

12. 這盤看似美味的糖醋排骨，吃起來酸酸甜甜又帶點嚼勁，讓人一口接一口。

13. 糖醋排骨有著一種香香甜甜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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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吃起來鹹中帶甜，那軟嫩的排骨肉在嘴中散發出無限的誘惑，令人一口接一

口停止不住。 

15. 鮮嫩多汁的豬肉，讓人想一口接一口，無法克制，加上甜到心頭的糖醋醬，

十分誘人。 

16. 加上味道以後，糖醋排骨糖糖的。 

17. 吃起來酸酸甜甜，在口中吃起來軟嫩軟嫩的。 

18. 酸酸甜甜的糖醋加上炸排骨，入味得剛剛好，真是人間美味。 

19. 這糖醋排骨外頭包覆著一層甜而不膩的醬汁，和一層酥脆的糖衣，真是好吃

極了。 

20. 糖醋排骨吃起來甜而不膩，酸中帶甜，甜中帶辣。 

21. 香甜好吃多汁的糖醋排骨。 

22. 這道糖醋排骨，糖醋酸酸甜甜的，排骨很有嚼勁，真好吃。 

23. 這盤糖醋排骨，酸酸甜甜，肉質鮮美，內軟外脆，十分美味。 

24. 酸酸甜甜的糖醋醬，加上嚼勁十足的排骨，搭配起來根本是人間上 美味的

食物啊。 

＊玉米濃湯 

1. 這碗玉米濃湯，喝起來彷彿玉米在舌間上跳舞，還加濃濃的玉米喝，真好

喝。 

2. 這碗玉米濃湯，喝下去後玉米的味道在舌間跳動，經過長時間的熬煮，濃厚

的奶香味，在我的舌間化開，也在腦海裡永久的記住。 

3. 加上濃濃的奶油，這碗玉米濃湯，喝起來濃純香好喝。 

4. 溫暖香濃的玉米濃湯，讓人在寒冷的冬天享受人間極品。 

5. 這杯溫暖可口的玉米濃湯，在嘴裡搖擺，在香甜的湯中，突顯出……。 

6. 有玉米的味道，甜甜的，溫暖的味道。 

7. 玉米濃湯在媽媽的料理下加了牛奶，甜甜暖暖的，一碗富含了媽媽的愛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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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裡的溫馨。 

8. 玉米濃湯香味四溢，加入蛋後的滑蛋口感，真是人間美味。 

9 . 喝完玉米濃湯後，那濃醇的奶香，在我的味蕾上不斷地散發。 

10. 香甜濃郁又可口的玉米，在滑順的濃湯裡自由的悠游，多麼令人開心啊！ 

11. 濃濃稠稠的湯加上鮮甜的玉米，組成一碗完美的玉米濃湯，只要喝上一碗就

能感受到從裡到外的溫暖。 

12. 這碗玉米濃湯，香味四溢，並且很濃稠，令人讚不絕口。 

13. 玉米濃湯，有著香濃的奶味，讓人百倦不厭。 

14. 那香濃可口的湯在舌中流動，喝進食道中，更帶來一種溫暖的感覺。 

15. 喝起來甜中帶稠，香味誘人無比，真是美味。 

16. 玉米濃湯，加上味道後很濃郁。 

17. 喝起來濃稠的感覺，鹹鹹的味道，十分好喝。 

18. 香氣十足的玉米濃湯加上起司粉，玉米跟起司搭配的那香味，無人能敵。 

19. 一碗熱呼呼的玉米濃湯喝下肚後，有著濃厚的奶香和玉米清甜的味道，真是

棒極了。 

20. 玉米濃湯喝起來甜而不膩，入口即化。 

21. 玉米粒粒的金黃，好吃多汁的玉米濃湯。 

22. 這碗玉米濃湯，濃濃的，玉米甜甜的，搭配起來，簡直是一級棒。 

23. 這碗玉米濃湯很濃稠，香味四溢，甜甜的紅蘿蔔和湯，加上馬鈴薯，完美的

搭配。 

24. 濃郁奶油香，搭配上香甜玉米，彷彿整個人泡在玉米濃湯中。 

（二）閱讀〈麥當勞午餐時間〉： 

大家一起朗讀，討論老中青三代對外來飲食文化的態度。 

麥當勞午餐時間—羅門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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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群年輕人／  帶著風／  衝進來／被 亮的位置／拉過去／同整座城／ 

坐在一起／窗內一盤餐飲／窗外一盤街景／手裡的刀叉／較來往的車／ 

還快速地穿過／迷你而帥勁的／中午 

二 

三兩個中年人／坐在疲累裡／手裡的刀叉／慢慢張開成筷子的雙腳／ 

走回三十年前鎮上的小館／六隻眼睛望來／六隻大頭蒼蠅／在出神／ 

整張桌面忽然暗成／一幅記憶／那瓶紅露酒／又不知酒言酒語／ 

把中午說到／那裡去了／當一陣陣年輕人／來去的強風／從自動門裡／   

吹進吹出／你可聽見寒林裡／飄零的葉音 

三 

一個老年人／坐在角落裡／穿著不太合身的／成衣西裝／ 

吃完不太合胃的／漢堡／怎麼想也想不到／漢朝的城堡哪裡去／ 

玻璃大廈該不是／那片發光的水田／枯坐成一棵／室內裝潢的老松／ 

不說話還好／一自言自語／必又是同震耳的炮聲／在說話了／ 

說著說著／眼前的晌午／已是眼裡的昏暮 

（三）尋覓美食之旅說明： 

下一節孩子要利用電腦創作，所以發下感官摹寫學

習單，請他們利用空閒時間至士林夜市，或其他地方尋

覓美食品嚐，並將品嚐後的感覺重點描寫下來。下次上

課帶來電腦教室，要利用電腦軟體創作一首新詩。 

九、資訊融入教學…創作篇 

經過暖身、味覺、視覺、聽覺、嗅覺、觸覺感官的

摹寫練習，這次上課，同學就要實際創作一首有關美食

的新詩，因為希望資訊融入教學，讓孩子嘗試使用 APP

軟體創作，這套 iWonder 軟體是學校購買供老師使用，

它的好處是除了自評，還有互評，可以給分和文字點評，點評完還能再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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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對國文老師來說，3C 產品真是隔行如隔山。事前花了不少時間就教電腦老

師如何使用，前置工作完成，孩子才能順利創作。 

（一）學長（姐）新詩習作觀摩分享： 

先帶孩子欣賞去年學長姐的作品，讓他們經由觀摩鑑賞能有些概念。 

（二）實際創作： 

再告訴他們如何使用軟體，找到題目就可以開始創

作，至少五句以上，可以插入照片，完成作品後就

開始互評，欣賞完其他同學的作品並給予回饋，大

家皆能在兩節課裡完成，以下就是孩子的作品： 

※地瓜球 

炸的金黃酥脆的地瓜球 

咬下去時在我的味蕾上跳躍著 

聞起來香香的 

聽起來噗滋噗滋的在機器上跳躍著 

用竹叉子插下去時 

酥脆的聲音跑出來了 

※冰淇淋泡芙 

渾圓飽滿的泡芙讓人難以抵擋 

濃濃的奶香在齒頰間化開 

清涼爽口的冰淇淋在嘴中散出 

冰淇淋泡芙 

是夏日的人間極品 

※王子起司馬鈴薯 

馬鈴薯上有豐富的配料 

有濃郁的起司香氣 

美妙的口感迴盪在每個部位 

聞起來令人垂涎三尺 

咬下的瞬間 

聽見馬鈴薯的滋滋作響 

叉子刺向馬鈴薯時 

外酥內軟 

※青蛙下蛋 

瞧那青蛙蛋在口中玩耍 

Q 彈口感令人驚奇 

粗大吸管一吸就是一群渾圓小兵在

你口中挑逗 

看客官您是要加冰心愛玉還是清爽

綠豆湯 

無論是冷是熱 

都是一杯美味的極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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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芒果冰 

新鮮的芒果配上淋上果醬的剉冰 

用湯匙舀一小口 

再放進嘴中的一剎那 

只覺得是人間美味 

不知道那兒才能找到此種美味 

※雪花冰 

軟綿綿的雪花冰 

吃進我的嘴裡 

就如同像下雪一樣 

再搭配巧克力粉 

真是讓我難以忘懷 

※蛋塔王子—蛋塔 

平凡無奇的人民美食 

竟能創造出如此美味 

銅板的價錢 

讓嘴巴享受幸福的滋味 

脆而不碎的外皮 

軟而不爛的內餡 

彷彿置身人間仙境 

※王子起司馬鈴薯 

金黃酥脆的馬鈴薯 

外頭包覆著濃厚的起司 

五彩繽紛的配菜點綴在起司上頭 

一口吃進嘴裡那濃郁的起司像在

嘴裡上演一場武打戲 

那起司的香氣在嘴裡不斷的徘徊 

讓人難忘不已啊 

※泡泡冰 

香濃且綿密的泡泡冰 

一放入嘴中入口即化 

那香味撲鼻而來 

在口中盪漾著 

美味到我無法自拔 

簡直是人間極品 

※珍珠奶茶 

寒冷的冬天配上一杯珍奶 

握在手心便溫暖了起來 

帶有嚼勁的珍珠 

滑順、微甜的奶茶 

彷彿是天生一對 

一口一口帶來了簡單的幸福 

※幾分熟—牛五花 

吸一口香味撲鼻 

仔細聽烤肉聲嘖嘖作響 

美味可口的烤肉串 

※棉花糖 

軟綿綿的棉花糖 

像花園裡的蒲公英 

四處飄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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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個躺在盤子上 

吃一口 

醬汁湧入口中 

醬汁的香 

肉汁的甜 

完美的結合在一起 

一口接一口 

不知不覺牛肉串沒了 

老闆    再來一份 

像草原上的綿羊 

肥肥胖胖 

像海洋上的浪花 

無憂無慮                                       

你的甜 

和我的口水溶於你 

甜甜的 

溜進了我的嘴裡 

你白白的 

有時候 

卻五顏六色 

總是令人讚不絕口 

※鹹酥雞 

金黃的雞肉 

搭配上翠綠的九層塔 

酥脆的外衣 

鮮嫩的肉質 

清爽的九層塔 

在嘴中 

演奏出一首交響樂 

令人難以忘懷 

※棉花糖 

軟綿綿的棉花糖 

是白色的雲 

是柔軟的枕頭 

吃下去的時候 

煩惱彷彿全部都被吞進肚子裡 

會讓人覺得好幸福 

一口接著一口 

讓人讚不絕口…… 

※糖葫蘆 

粉紅的草莓 

裹上一層紅色外衣 

一口咬下 

※玉米濃湯 

軟而不爛的火腿 

香甜可口的玉米 

加入蛋的滑順口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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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酸甜甜的口感 

讓人心甘情願的成為它的俘虜 

再灑上香辣的胡椒粒 

令人讚不絕口 

※黑森林蛋糕 

一個如同夜晚的森林裡 

巧克力蛋糕搭配奶油 

吃起來真是鬆軟綿密 

聞起來有巧克力香 

我彷彿吃掉白雲了 

※螞蟻雄兵 

在一個炎熱的夏天 

吃著一碗灑滿彩色的糖粒 

彷彿置身於天堂 

加上雪白的冰和黑色的巧克粉粒 

好像它在跟我說悄悄話 

※胡家車輪餅 

車輪餅的 

爆漿的起司有如夕陽一般的金黃 

彷彿在天堂似的 

讓人一口接著一口 

※草莓蛋糕 

環繞在嘴裡的汁味 

冰冰涼涼的奶油 

香甜可口的草莓 

讓人忍不住流下口水 

※雞排 

那酥脆的黃皮大衣 

點綴著一點一點的黑色亮片 

那鹹而不膩的可口肉質 

在我味蕾開始了一場音樂會 

吃了一口彷彿置身於天堂 

雞排啊 

究竟有誰可以比過你那令人讚不絕

口的滋味 

※派克雞排（脆皮雞排） 

油油亮亮的金黃色外衣 

鮮嫩多汁的雞肉 

加上酸酸甜甜的梅子粉 

撲鼻而來的香味 

咬一口 

喀滋喀滋 

聲音在我耳邊響起 

再一口 

簡直是人間美味啊 

※糖葫蘆 

一顆一顆的糖葫蘆猶如閃閃發光的紅寶石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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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發著一股淡淡的清香  吸引人們靠近 

甜甜的糖衣包著新鮮美味的草莓 

又甜又酸的滋味就彷彿味蕾墜入了愛河 

一口咬下發出的是十分輕脆的聲音 

糖衣的甜味與草莓的香味在口中散開 

互相搭配  把所有煩惱通通擊退 

※芒果冰     

冰冰涼涼的雪花冰     

          搭配著心情不定的芒果 

                再加上讓人感到溫暖的煉乳   

                      有時酸有時甜的環繞味蕾 

                            一口接一口讓人無法停下來 

                                  味道讓人回味無窮 

下次就是成果發表的時候，要做個完美的結束！ 

   

十、成果發表 

後一次上課，筆者的課程設計如下：大家先去成果發表區集合照相，感

謝行政端的配合，幫忙印出精美的海報，再來回到教室，筆者先上網連到學校

網站 iWonder 軟體，告訴孩子他們創作的優缺點。其實大家表現都不錯，評分

標準就是是否能以感官描述，內容是否豐富。筆者在成果發表中選錄了九個同

學的作品，請他們一一上台朗讀自己的詩作，再給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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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從 youtube 中找到「花漾廚神」影片，準備土司、餅乾、奶茶讓同學

邊享受美食邊欣賞，觀看完再做有獎徵答，感謝同學的配合，玉玫師的協助，

才能圓滿完成專案課程。 

    

參、 教學省思 

    齡園專案課程起跑，從無到有，猶如孕育孩子般，過程非常辛苦，從教師

研習學習，嘗試改變，到課程內容發想、設計，教學現場利用第八節嘗試操作

後，根據學生的回饋修正，再實際上路。十二門專案課程包羅萬象，有：日本

文化探討、生物花路米、從童玩中玩科學、創意機器人、數學玩很大、圖說社

區、創意 GOGOGO、生活智慧王、行動學習玩創意、英文謎情等，對開課老師

是個挑戰、壓力，為吸引學生選修，筆者還請國八同學製作應援影片，幸好第

二輪即額滿。 

    來自不同班級的學生一共二十三人，在一個學期十次上課，二十節課程中

希望培養他們迎接未來的能力。學校在課程結束後，很用心地製作問卷，詢問

孩子上完專案，對應校本能力指標，覺得契合度為何？感謝上課同學都很捧

場，給予肯定。從數值高低可以發現：因分組上課，所以同學覺得需要團隊合

作，而因新詩是文學作品，閱讀探究絕對不可少，可能欣賞韓劇如何以文字描

寫美食，所以在世界接軌上，孩子有感覺。新詩習作通常都是觀摩鑑賞，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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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覺得少了批判部分，至於藝術涵養，同學比較無感的項目，可以給以後開

課的教學夥伴做修正參考，成果發表應更多元化，如：演戲、音樂、繪畫等。 

舌尖上的新詩 5 分 4 分 3 分 2 分 1 分 平均 總數 

閱讀探究 13 7 3 0 0 4.43 23 

批判創思 12 8 3 0 0 4.39 23 

團隊合作 15 4 4 0 0 4.48 23 

藝術涵養 14 4 4 1 0 4.35 23 

世界接軌 13 7 3 0 0 4.43 23 

 

上完整個學期的課程，還有其他教學省思如下： 

（一）改變的起點從你我開始： 

《親子天下》雜誌 89 期 5 月號的封面故事提到教育五冠王的新加坡，超越

考試制度的教改，是在培養孩子的 STEAM（Science「科學」＋Technology「科

技」＋Engineering（工程）＋Art「藝術」＋Mathematics「數學」）新素養，他

們教改成功的關鍵之一，就是教師樂於改變，願意在孩子尋找屬於自己的航道

前，扮演前導火箭的角色。 

科技日新月異，資訊爆炸的時代，想培養未來領袖，教師不能再閉門造

車，不斷充電學習要成為教育核心理念，因為在自己的學習過程中，遭遇到的

問題，也會是學生將面臨的挑戰，教師感同身受，更能提供有用的協助。筆者

的認知：「專案」不是「第八節」，也不是「聯課」，雖然在學期成績單上，它並

不會呈現任何數字，卻是教師透過完整的課程設計規劃，讓學生學習帶得走的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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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理解「專案」課程設計的內涵，才有辦法規劃對孩子有用的學習，那

這門課程才有意義。 

（二）莫做孤單又不燦爛的老師： 

    猶記剛帶新班，什麼都要重頭開始，還在跟新生磨合期時，隔週的兩節專

案備課真是重大的壓力，即使筆者曾在專任第八節時操作過，但一次要上兩

節，備課內容是兩倍，從無到有，大家都沒經驗，筆者只好先硬著頭皮獨撐，

往往剛上完課，又要準備下次上課的資料，常感到焦頭爛額，心中常吶喊：神

啊，請多給我一點時間！幸好沒多久玉玫師來支援，有夥伴的感覺真好。 

    專案課程處女啟航，需要跨領域教學夥伴及行政端的配合，才能讓課程順

利進行，但教學現場常有意想不到的狀況，如：電腦不配合，所以有夥伴相挺

很重要。下學期專案課程持續，讓孩子繼續跑班，學習不同的課程，玉玫師和

文君師接棒，以上學期課程為藍圖，再做修正，如：世界接軌部分，多介紹一

些異國詩作讓孩子欣賞，每堂課多留一些時間讓孩子思考創作等。 

    可見完善的專案課程需要團隊互助合作，單打獨鬥既要承受所有壓力，又

少了夥伴彼此的腦力激盪，也難呈現教學的火花。只有尋找志同道合的夥伴，

共同設計專案課程，成功的機率才會增大。 

（三）千里之行始於足下： 

    當初設計課程時，「以終為始」，就是希望讓學生經由視覺、聽覺、觸覺、

味覺、嗅覺感官摹寫的訓練下，能在品嚐美食後，創作一首新詩。這是國文新

詩課程的加深加廣，但是這樣是否就是開設專案的目的？ 

    還記得下學期開學備課日，向學校教學夥伴做分享時，余霖校長曾蒞臨指

導，他提出可以跟社區結合，例如：將孩子創作的新詩貼在士林夜市攤子上，

真的是於我心有戚戚焉！如何讓孩子利用學習到的能力去解決問題，主動出擊

做一些改變，才是開設專案的價值，但萬事起頭難，就先從第一步規劃設計課

程開始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