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reaTeach 2012 全國創意教學獎
方案名稱：媒來演趣讀國文
參加領域：本國語文
發表者姓名：張素靜
學校名稱：臺北市立木柵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壹、 創意教學背景說明
一、高職生「四不.一沒有」的學習特質與窘況
根據筆者二十多年教學經驗發現：高職學生缺乏學習動機者居大多數；國
文學習基礎比起一般高中生相對薄弱許多，堪稱根基不穩；經過國中基測洗禮
後，多半屬於遭受打擊的一群，普遍呈現自信心不足；老師教學時數、學生付出
學習時間都顯著不足；加上以技能學習為導向的課程設計架構，國文教學淪為副
科早是不爭的事實，沒有利於的國文學習環境是事實。以上「四不.一沒有」的
國文教學現況窘境，對高職國文教師而言，的確是項嚴酷的挑戰。危機是轉機，
教師不應只是一種職業，更是一份志業，如何激發學生學習國文的興趣、提振教
學的多元效能、維持教師的教學熱忱，是筆者不斷累積經驗、汲取新知、力求突
破的最大動機。
二、傳統國文教學所面臨的困境
一般高職學生對於讀國文的印象，就是背不完的注釋、始終難以釐清的作者
生平字號、艱澀難懂的國學常識，老師無止盡的「之乎者也」句子；因此略知上
進的學子採取「講光抄」、考前「背多分」為對策，等而下之的隨時「與世界接
軌」
，成為「低頭族、摸摸族」
，以至於上課補眠，段考前只能胡亂強記字形字音，
背背注釋，認得張冠李戴的作者生平，便自認是「混」完三年的國文課程。
平庸的老師只是敘述；好的老師講解；
優秀的老師示範；偉大的老師啟發。 （英 威廉 亞瑟 瓦爾德）
面對基礎語文程度欠佳占多數、學習意願如此低落的學習族群，講台上的教
師該扮演哪一種推手，以推動學生發現自己、肯定自我呢？現代夫子該用何策略
以重建講堂裡的價值與尊嚴呢？
三、教學的價值在於多元智慧的重視與啟發
處在資訊爆炸，一切走向 E 化、雲端的新科技時代，國文教學立基於傳統，
但絕不局限於傳統單一的教學模式，學生學習的成果更不應侷限紙筆單一評量模
式。教師透過戲劇、實作、生活體驗等教學設計，結合數位媒體教材教具，推動
閱讀風潮以深化、活化國文教學，期許激發學生的學習動機、提升學習興趣，讓
每位學子都能適性發揮多元的潛能。

貳、 創意教學策略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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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創新策略：
運用數位媒體教學設計，融入學生實作教學，作主題導向營造出創作的
環境；以學生創意思考、分享作品、小組合作、發表觀摩、實作為中心，設計產
出型的課程活動，讓每位學生達到寓教於樂，多元學習的效益。

二、理論與實施步驟：
1.數位媒體教學：教師廣泛收集資料，編輯整合大量媒材，配合教學節奏，導
引學生學習，引發求知慾望、加深學習印象。激發學生的聯想力與創意，進
而仿作創作，並作分享與觀摹。
2.戲劇表演融入教學：透過影片觀摹、文本角色分析等教學設計，學生配合分
組腳本大綱寫作、完成戲劇演出，讓學生對文本有更深層的體悟與省思。
3.悅讀不只閱讀：
「閱讀使人知識廣博，寫作使人思慮精細」
，唯有引導學生養
成閱讀的習慣，方能培養終身學習的習慣。透過班級套書共讀，指導讀後心
得發表，鼓勵網路分享與觀摹（博客來三魚網）
；進階引導小論文寫作競賽，
多元展現閱讀風貌，讓學生學習真正帶著走的能力。
4.實作為核心的教學：教學不能一味「講光抄」
，學生的實作演練、親身參與，
遠比安靜聽講重要。所謂「從做中學」，透過仿作、觀摹、修正，達到學習
成效最大邊際效益。
三、教學目標：
1.從認知、情意、技能三向度深化活化國文教學。
2.激發學生國語文創作的興趣與能力。
3.增加學生對閱讀內涵深層的理解與省思。
4.培養學生多元、帶著走的能力。
5.強化學生學習的自信心。
6.培養人我合作的向心力與相互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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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創新教學實施內容
（一） 多媒體教學設計與應用
創新教學

相關課程

教學活動內容

教學 PTT 每一課範文都拆解成作者
與相關影 篇、題解篇、課文篇、延
片
伸學習篇等四大單元，已
完成百餘組多媒體教學資
料庫。

精心編撰製作 PTT、剪輯相關影片。為配
合教學 95 年起自行大量購置合法光碟以
利製做教材，也教育學生尊重著作權觀
念。

電影與文 《石壕吏》—搶救雷恩大
學
兵
《愛之淚珠》—貧窮百萬
富翁
《魚》—蘋果的滋味（黃
春明作品改編電影）

簡介與範文相關的經典電影，並播放精華
片段 5-8 分鐘，引領學生更深層理解作品
的背景時代意義與文意。

音樂欣賞 1. 聆聽動人音樂，感受範
文情意如：
《蒹葭》
、
《蓼
莪》、《我要再回來唱
歌》、《再別康橋》

播放流行音樂鄧麗君所唱的《在水一
方》，對應詩經《蒹葭》古詩篇；鳳飛飛
演唱的《心肝寶貝》、江蕙《落雨聲》對
應《蓼莪》詩情，深深觸動人心。《雨夜
花》、《偶然》直接呼應範文中的樂曲。
2.播放詩詞吟唱，感受古調唱腔；欣賞彈
詞說書、相聲說唱藝術影片。

2. 《明湖居聽書》、元曲

（二）戲劇表演融入教學
創新教學

相關課程

戲劇表演 《鴻門宴》
、
《劉姥姥》
、
《虯
融入教學 髯客傳》
、
《世說新語》
、
《魯
智深大鬧桃花村》、《郁離
子選》、《范進中舉》
、《左
忠毅公軼事》、《孔乙己》
等課次都很適合，演出時
創意無窮，笑料百出，但
印象極深刻。

教學活動內容
長篇小說則要求學生各小組編製劇本，儘
量合數班演出以利互相觀摩，激勵士氣。
短文或是時代隔閡難理解的文言句子，透
過即席演出，不但正確理解原意，還笑聲
連連，印象深刻，欣賞並學習同儕的創意
與大方氣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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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口摹擬 《魯智深大鬧桃花村》、
《一桿秤子》、《魚》、《散
戲》、《死去活來》

選擇對話多的課次，或是鄉土文的作品，
讓學生選擇文中人物，就其角色做對話摹
擬，以聲音揣摩文中人物心境。

（三）悅讀不只閱讀—開啟知識殿堂的大門
創新教學

相關課程

教學活動內容

晨讀—鮮 與課本範文現代作家為
給你報報 主：王鼎鈞、張曉風、余
秋雨、朱光潛、余光中、
魯迅、簡媜……等。

針對範文所提及的現代作家做延伸閱
讀，編輯版面 A3—B4 大小彩色晨讀書報
--「鮮給你報報」，

三魚網— 老師定期批閱，公告通過
一起捕魚 學生累積的篇數，並贈送
去
禮券、書籍，以鼓勵學生
開啟閱讀歷程。

鼓勵閱讀並上深耕閱讀網做題庫，或是寫
下心得投稿至三魚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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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腳閱讀 《北投硫穴記》
、《臺灣通
城市
史序》、《翡冷翠在下雨》

實地走訪歷史遺址，深刻體驗先人篳路藍
縷的精神；尋找郁永河三百多年前渡海開
採硫磺的蹤跡—北投溫泉之旅。

（四）實作為核心的教學
創新教學

相關課程

詩歌朗誦 現代詩選：
《再別康橋》、
活動
《錯誤》、《剔牙》、《狼之
獨步》、《乞丐》

教學活動內容
從高一起加強新詩導讀，練習短篇作品詩
歌朗誦技巧；高二時配合校內大型班際詩
朗活動。

實物教具 古文引述相關器物的篇目 所謂「百聞不如一見」，筆者大量蒐集各
展示
相多，如《訓儉示康》
、
《諫 式各樣文物，提供教學時學生傳閱加深印
逐客書》、《鴻門宴》等。 象，提升學習興趣；學生常驚呼連連，自
述以往的觀念都錯了，不知道器物原來是
長這樣。

新詩創作 作品張貼教室玻璃窗上，
與觀摹
遊老師學生共同票選優秀
作品。

新詩寫做除了老師批閱外，更好的方式便
是師生共參與，暨達觀摹效益，又增強「見
賢思齊」激勵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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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智圖法 篇幅較適中、簡易文言不
（Mind
艱澀的範文，容易上手，
Map）
效果最著，如：
《傷仲永》
、
《醉翁亭記》
、
《廉恥》
、
《與
元微之書》。

運用在國文教學上，對於釐清文意脈絡、
掌握文章主旨、篇章結構，了解事件的先
後次序與因果關係，以及增加教師與學生
的教學互動，都有極好的效果。

分組微型 《翡冷翠在下雨》就文中
報告
提及的代表性人物、建築
物等分組。

學生分組蒐集資料，做 PPT 上台做報告，
訓練資料蒐集、口語表達、資訊整合能
力。

小論文寫 參加全國中學小論文寫作
作
比賽、北北基（桃）四縣
市小論文寫作，屢有佳績
捷報。

指導學生找尋有興趣的題目，練習小論文
寫作；也鼓勵學生組隊參與北北基（桃）
四縣市小論文寫作。

參、 創意教學成效評估
藉由以上一系列教學設計活動，學生的學習成效如下：
1. 知識力：利用 ppt、學習單及相觀影片，豐富學生語文以及國學的知識。
2. 情意表現力：透過欣賞、分享及觀摹，學習團隊合作及發揮語文創作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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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新穎性：運用創新的教學方式，適性的課程活動，培養學生帶著走的競爭力。
4. 合作力與自信力：藉由分組合作完成論文創作及戲劇演出，提升學習成就感與自
信心。
5. 資訊力：透過數位媒體教學，引導學生結合所學，提升網路資訊整合以及應
用的能力，並建立正確的智財觀。

肆、具體績效
（一）有意栽花花必開（有形的收獲）
學生方面
在校內大力推動人文閱讀活動，任教班級學生參加各項校內語文活動，舉凡
作文、讀書心得報告、小論文寫作、專題寫作等比賽，獲得臺北市及全國性比
賽無數獎項。
1.99 年指導任教班級（電機三忠、電機三孝、配管二忠）學生參加 9910 梯次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讀書心得寫作比賽，榮獲特優 2 名、優等 9 名、佳作 4 名，
總計 15 位得獎，佔全校總得獎數二分之一，幾乎等同、大於友校全校總得獎
人數。
2.99 年指導電三忠、電三孝參加 9811 梯次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小論文寫作比賽
榮獲優等、佳作各 1 件。
3.99 年指導學生參加臺北市 99 年度高職學生優良書籍閱讀心得寫作競賽表現
優異，榮獲散文類第 2 名、漫畫與綜合類第 2、3 名、小說類第 3 名。
4.99 年指導任教班級（電機二忠、電機二孝）學生參加 9810 梯次全國高級中
等學校讀書心得寫作比賽，榮獲甲等共 2 位。
5. 99 年指導導師班學生參加全國高級中學 9903 梯次心得寫作比賽榮獲甲等 4
名。
6. 98 年指導任教班級學生（電機一忠、電機一孝）參加 980430 梯次全國高中
職跨校讀書心得寫作比賽，榮獲第三名共 3 位，入選 6 位，佔全校總得獎數
三分之ㄧ強。
7.97 年指導導師班學生（圖三孝）參加 970430 梯次全國高中職跨校讀書心得
寫作比賽，榮獲第三名共 2 位。
8.97 年指導任教班級學生（圖三忠）參加全國高級中學跨校網路讀書會
961-1130 梯次心得寫作比賽榮獲第一、三名。
9. 96 年指導導師班學生參加 2007「臺北市縣中小學學生小論文專題寫作比
賽」，榮獲高中職佳作。並積極分享參賽經驗，多次擔任小論文寫作指導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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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座。
10. 98 年指導電機科葉哲成參加臺北市 98 學年度公私立中等學校詩歌朗誦比
賽，榮獲高中職個人組一等獎。
11.89 年指導學生參加「臺北市八十九學年度公私立中等學校詩歌朗誦比賽」獲
高中職男女聲混合團體組特優。
12.95 年指導學生參加臺北市 95 年度公私立高職校園人權法治小故事甄選活
動，表現優異獲表揚。
（95 年以下年代稍遠，恕不續錄記。）
（二）、無心插柳柳更蔭（無形的收獲）
(1)同學感情融洽：對班級有強大的向心力，多數同學具高度榮譽感；班級滿牆
的獎狀是師生共同的回憶與驕傲。
(2)學生感念師：許多學生從小學起就沒有得到大型競賽、正式獎狀，第一次代
表學校出去競賽因而獲獎，熱淚盈眶是常有的場面；也因此逐漸對自我積累
自信心，感念老師一路辛苦的指導。
(3)畢業學生回母校常提到念四技二專最拿手的科目就是國文，感謝老師打的深
厚底子。
筆者也因此多次獲殊榮，諸如：臺北市98年度教學卓越獎評選，高中職組優
選、99年度教育部教學卓越獎金質獎、臺北市閱讀推手獎、教育部優秀推動閱讀
教師。

伍、省思與分享
技職生必定是社會未來穩定與發展的基石，儘管時代變遷迅速，教師教學環
境與條件有所丕變，但危機未嘗不是一個改革創新的契機。筆者雖深感高職國文
教學環境有其極大阻力，但始終未忘自小發願投入教職的初衷，故願意戮力開發
教材與創新教學模式，勇於接受挑戰與試煉，不揣自陋，參與此次評選活動
；同時藉此更激勵自我「磨礪以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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