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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限裡的無限：

「動」國文的課程設計與教學方法

施盈佑*

摘要

本課程「國文（一）」是沒有選擇性的必修，加上使用固定教材，

所以在種種框限條件裡，如何讓學生獲得無限的學習可能，這明顯是道

難題。甚至，青年學子多以「廢課」認知「國文」。然而，教師不想坐

以待斃，因此以「動」為課程設計理念。在課堂上，教師身份轉變成引

導者或參與者，但在課前、課後，卻要投入更多時間與精力。這也影響

學生學習方法的改變，當學生「動」起來時，產生「閱讀多」與「書寫

多」的兩種教學成效。總之，透過動態學習法的課程設計，確實能激發

學習者的興趣與學習成效。

關鍵詞： 動態教學法、國文、教學方法、課程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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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國文」在筆者任教的學校裡，乃是大一必修3學分的基礎課

程。從正面來說，「必修」且「3學分」，算是國文教師的幸福負

擔，畢竟許多學校早將國文改為2學分，近來甚至已有調整成「選

修」的傾向。但若撇除這個幸福負擔來說，必修3學分的國文課程，

其實對於國文教師有不少壓力，原因在大學生與課程間的巨大鴻

溝。近幾年來，溽暑難耐的八月天裡，每每聽聞令人心寒的新聞，

「國文」又榮登大學生心裡的廢課之一。廢課，顧名思義就是最無

用的課程，國文課程雖不是唯一被視為廢課者，可是卻時常被提

及。或許，身為國文教師的我，可以搬弄莊子哲理，揶揄世俗只知

「有用之用」，卻不懂「無用之用」。但顯然地，這無法說服時下

一大批學習動機（learning motivation）低落的青年學子，甚至有時

也說服不了社會紛擾雜語。那麼，面對沒有選擇性的必修，加上使

用固定教材（江亞玉等人，2016），在種種框限條件裡，如何讓學

生獲得無限的學習可能，這明顯是道難題。因此筆者身為國文課程

的教授者，難道不應該深自警惕嗎？難道不應該投入更多心力重新

規劃課程？難道不應該回應當代學習者的需求？正因上述省思，學

習動機應是關鍵中的關鍵，那麼如何滿足學習者的需求，如何提升

其學習動機，筆者嘗試以「動」為課程設計的核心，規劃一學期18

週的「國文」課程，希望透過「動」的課程規劃，引導學習者參與

並有效學習國文。

所謂「動」，主要是採取「動態教學法」（ d y n a m i c 

approach），透過各種活動引導學習者主動探索，且在討論與實

作的過程中，汲取學習知識並實際解決問題。而在教學場域裡的

「動」，簡單說就是要教師「動」起來，學生「動」起來，進而讓

國文課程「動」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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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師「動」起來

身為國文教師，我必須自己先「動」起來，將「被動受迫」轉

化為「主動出擊」。課前要製作預習影片、教學投影片，並且設計

有趣味且有意義的課程活動。課中要參與小組討論，要分享個人作

品，要聆聽學生難處。課後要批閱學生作品，提供適時且適合的建

議。

二、學生「動」起來

教師引導學生「動」起來，學習不只是聆聽，更多的是從做中

學。意即由「被動接收知識」擴張到「主動探索知識」，也只有主

動探索才會讓學習變得有趣且有意義。

三、國文「動」起來

在豐富活潑的學習場域裡，再加上教師與學生的「動」，國文

課程本身就不會是死氣沉沉。正因如此，國文課程不會「被動等待

淘汰」，而是「主動投入創新」。

總之，本課程的規劃，旨在讓國文課程跳脫以靜態講述為主的

教學方法，透過有趣味且有意義的活動，引導學習者「動」起來，

國文學習「動」起來。當然，這個「動」，也必須立基在教師自己

先「動」起來。

貳、課程設計理念

一、老師專長與學生本位的平衡

教師心中最核心的教學理念是，「老師專長」與「學生本位」

必須是平衡。在國文課程裡，教師專長當然是國文教學，不過內容

又可包羅萬象，因此必須以長久浸淫而心有所感，才會使得教學有

框限裡的無限：「動」國文的

課程設計與教學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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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實感，並讓學生有所收穫。但在另一面向，教師專長又必須關照

到學生，何處是學生的學習基點？1 什麼是對學生最有效的學習？如

何提升同儕學習（peer learning）？為何某學生無法參與課堂活動？

倘若二者缺乏平衡，學習成效將會大打折扣，這也是本課程最核心

的教學理念。

二、講述課程與多元活動的配合

正因為有前述的基本理念，傳統的講述課程，顯然不會或不該

是唯一教學法。而多元活動的經營，不僅能夠活絡班級氣氛，更能

注挹新的學習活力。在教授每個單元之前，數位學習平台會先置放

10至15分鐘的預習影片。在課程裡，除了一般常見的課堂書寫、小

組活動及上台分享等，本課程還特別用力在「想像」與「實踐」，

如「詩歌重組」、「校園」、「楚漢相爭桌遊」及「故事鬼」等

等。而有些個別性或深度性的學習，則透過如Facebook網路資源，強

化多元活動的操作性或豐富性。

三、翻轉自我與輔助他者的並行

在大量的多元活動裡，教師將變成「輔助理」的引導角色，

儘可能提供學生有更大揮灑空間。不過，角色轉換並非要喪失「老

師」的意義，應是藉由教師自我成長來參與全新樣貌的課堂。如何

成長？就是要研習精進，就是要內化沉澱，就是要跳脫習慣，而我

姑且統稱為「翻轉自我」。例如製作教學影片、設計桌遊牌卡等

等，既能作為輔助教學之用，又何嘗不是教師自身的微翻轉？

1   學習基點，乃是學習者在學習前的基本立足點，意即具有那些先備知識。此概念又可與
「鷹架理論」合觀，鷹架（scaffolding）一詞是由布魯納、羅斯和伍德（Bruner, Ross, & 
Wood, 1976）提出， 旨在學習可能發展區裡，給予學習者合宜的學習支撐，既能維持學習
方向，又能如鷹架持續不斷 的動態架出支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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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課程設計與教學方法

在課程設計方面，除了固定教材內容的編排外，亦嵌入對應主

題，更有與教材相互配合的活動：

表1 

大學國文（一）課程規劃表

 週次       內容 主題          活動與評分

 一 課程如何進行？  

 二 國風選 愛情 

    活動：詩歌重組
 三 國風選 愛情
    評分：教師與同儕

 四 重耳出亡 成長 

 五 重耳出亡 成長 

 六 寓言選 語言 

 七 項羽本紀 人際 

    活動：「楚漢相爭」桌遊
 八 項羽本紀 人際
    評分：桌遊加分

 九 期中考週  

 十 履歷自傳 自我 靜履歷

 十一 履歷自傳 自我 動履歷

 十二 搜神記選 鬼怪 

    活動：鬼故事大比拼
 十三 搜神記選 鬼怪
    評分：教師與同儕

 十四 世說新語選 人物 

    活動：虛靈化書寫
 十五 世說新語選 人物
    評分：FB 同儕投票

 十六 聶隱娘 武俠 

 十七 聶隱娘 武俠 

 十八 期末考週  

框限裡的無限：「動」國文的

課程設計與教學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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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來，再分就「教學方法」與「活動設計」作說明：

一、教學方法

國文課程雖然免不了使用講述教學法，但本課程對此教學法作

了些變動，變動後的講述教學法，可概分成兩種：

（一）教師講述 

有關本課程的教師講述，又分兩方面，一是「預習影片」，二

是「變形講述」：

1. 預習影片

作者背景介紹或概論說明文本的講述，皆挪移至預習影片，而

不在課堂裡長篇大論，保留更多時間讓學生唱主角。相關預習影片

截圖如下：

圖1 詩經國風選之預習影片 圖2 搜神記選之預習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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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製作使用PowerPoint、免費icon、威力導演、自攝照片、自

畫圖片等等，教師雖未具相關專業背景，但卻願意投入時間心力，

這也是基於教師「動」起來的教學理念。

2. 變形講述

教師講述多運用生活實例，如動漫、電影、教師個人生命經驗

等，與文本相互聯結，使學習者能夠更快速且有效體會文學內涵，

甚至將之化為個人生命成長的養份。其下以第十七、十八週的唐傳

奇〈聶隱娘〉為例：

圖4 搜神記選之預習影片

圖3 史記項羽本紀之預習影片

框限裡的無限：「動」國文的

課程設計與教學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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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變形講述之唐傳奇聶隱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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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講授分析「聶隱娘的武藝進展」後，再透過絕多數學習者

對「魯夫」的熟悉，用以說明聶隱娘在文本裡，呈現出獨特的學習

進層，最終成為一名頂尖的刺客。有此串接的想像，學習者確實對

「聶隱娘」與文本，產生更強烈的探知欲望。當然，更重要的是，

學習者必須能夠再針對文本進行深度思考，因此這次教師講述的收

結，即提出聶隱娘最後為何要拂袖而去？為何成為一位求道者？與

武藝五階段相較，又呈現出何種生命樣態？

這種變形的教師講述，其實就是借用時下青年所喜愛的動漫，

與文本進行比附，遂能提升學習興趣與效力。所以，最實際的回

饋，反映在期末考的作答裡。試卷第三題的題目，「請說明聶隱娘

對父親聶鋒口述被擄離家五年中，武學經歷了那五階段？而每當跨

越到下一個階段，又較前一階段有何精進」？且觀學習者總分高、

中、低三卷的該題作答情況：首先，在期末考81分卷之聶隱娘武藝

進展作答情況，該卷獲得20分。其次，在期末考60分卷之聶隱娘武

藝進展作答情況，該卷獲得18分。最後，在期末考40分卷之聶隱娘

武藝進展作答情況，該卷獲得22分。

在總分上，三份作答卷有較大落差，但從學習者對第三題的回

應，與其它三題相較，顯見此單元的教學方法，產生不錯的學習效

果。尤其是低分卷的學習者，本是學習動機較為薄弱，但在相同試

題的回答內容上，雖然未能完整論述聶隱娘的五層武藝進展，但討

論內容仍舊具豐富。那麼，此講述教學法是能夠正面提升學習，且

又不單純是解讀文本的講述教學法。

（二）學生講述 

在本課程的教學設計裡，更多情況是，教師進行概論式說明

後，讓學習者分組針對某一議題討論，並且進行分享。換言之，文

本解讀交給學習者，講述者是學習者，非是教師。當然，運用此法

還有一些注意事項，例如各組解讀或缺或誤，教師必須在小組討論

或分享時，給予適合引導或糾正。而分組也必須注意到，各組裡是

否有學習者不想或無法參與其中，教師也要立即處理。如本課程的

分組方式，採用教師自製的「分組卡」：

框限裡的無限：「動」國文的

課程設計與教學方法



112

2018 年大學教師優良創新課程及教學競賽專刊

每次分組討論都是隨機分組，並且牌卡裡有兩張魔王卡，此卡

畫有教師大頭照及英文簡寫SYU，抽中學生必須與「老師」同組。

要言之，學生講述或分組方式，皆是要避免學生因熟悉而懈怠，更

能透過積極主動的學生，激發或引導消極被動學生的學習狀況。若

再積極來看，此種強迫拆散原有分組成員，重新組成小組樣貌，即

是「強迫組合」（forced relationship），2 藉由相關或不相關的重新

聯結，提供激發出新事物的可能。

圖6 教師自製分組卡

2 「This method was developed by C S Whiting, and its main objective is to produce new ideas by 
creating a forced relationship between two or more generally unrelated items or ideas」（Osborn, 
1963），Whiting 提出的「forced relationship」，就是一種強迫組合的想法，透過兩個或兩
個以上的強制組合，創造出新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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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讓學生能夠清楚講述，教師在第一次授課時，先說明「心智

圖」（Mind Map）3 的撰寫方式，其後討論遂以心智圖為小組討論的

產出作品，並使學生熟悉依據心智圖作為講述底本，更將之作為學

習評量之一。另外，製作心智圖又分成三種方式，一是小組式限定

主題，並讓各組抽取主題牌卡；二是小組式未限定主題，由小組自

行擬定；三是個人式未限定主題，由個人自行擬定。

統整而言，根據授課教師之觀察，學生在限定主題的情況下，

心智圖較能聚焦，而在未限定主題時，則是創意較易被激發，可謂

各有優點。無論使用何種方式進行心智圖，學生皆先有閱讀文本、

整理並討論資訊、書寫心智圖這三階段，最後才是上臺分享。本課

程希望透過「心智圖」，讓學生不再是被動接受知識，而是更積極

主動地探求知識。

二、活動設計

本課程以「動」為設計核心，因此有諸多活動，不過最主要的

活動有四項，其下逐一說明：

（一）「詩歌重組」活動

 

在第一單元《詩經》「國風選」後，讓學生進行「詩歌重組」

活動。首先是針對夏宇〈甜蜜的復仇〉進行局部改寫，其次則重組

鄭愁雨〈錯誤〉這首詩。而無論改寫或重組，皆要說明背後的意

義。

「詩歌重組」活動之學習單如圖7：

3 片岡俊行曾言「心智圖是倫敦的企業諮詢顧問東尼�博贊所發明、提倡的一種筆記術。在
『心智 圖』中央寫下或畫下關鍵字、影像及圖畫等，再如同放射狀樹枝般，從中延伸出其
他項目。可用 手寫，也能利用心智圖專用的電腦軟體描繪」（片岡俊行，2007：46），片
岡更強調「心智圖的 三大效果」有「情報的整理（提高閱讀與書寫的速度）」、「記憶力
的提升（輸入）」及「想像力的 提升（輸出）」（片岡俊行，2007：34-35）。

框限裡的無限：「動」國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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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寫這部分是本課程學生較不善長，因此在學期一開始的第一

份書寫作業，其實以「改寫重組」為主，個人創作成份雖然較低，

但目的卻是要吸引學生投入，不再那麼排斥書寫。而評量方式則採

取「同儕互評」與「教師評分」，同儕互評不僅讓評量更多元，亦

能提供各組間的砌磋機會，達到見賢思齊之效。

（二）「楚漢相爭」活動 

在第四單元《史記》「項羽本紀」選文之後，讓學生進行「楚

詩歌重組

小組名稱：                        

出席成員： 

詩歌重組 重組說明

夏宇〈甜蜜的復仇〉

把你的影子加點鹽
醃起來
風乾

老的時候
下酒  
鄭愁雨〈錯誤〉

我打江南走過
我達達的馬蹄是美麗的錯誤
恰若青石的街道向晚
那等在季節里的容顏如蓮花
的開落
你的心如小小的寂寞的城
跫音不響，三月的春帷不揭
你的心是小小的窗扉緊掩
東風不來，三月的柳絮不飛
我不是歸人，是個過客……

✧同儕互評 ✧老師評語

圖7 詩歌重組之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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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相爭」活動。楚漢相爭是教師自製的文學桌遊，並製作一段15分

鐘的桌遊教學影片。桌遊教學至少有兩大目的：

1. 娛樂性

桌遊牌卡是競賽式的遊戲，因此極具娛樂性，如每張牌卡裡的

「馬」，即是勝負比較的點數。而牌卡裡的「猜牌」、「看牌」、

「換牌」、「棄牌」等等，皆是遊戲娛樂性質，明顯不同於傳統課

堂的分享，嚴肅性少了些，娛樂性多了些。

2. 知識性 

玩家若要使用牌卡的人物功能，即要理解「施恩布德」、「力

能扛鼎」、「天命難違」、「人馬俱驚」等等意涵，且這些功能其

實是〈項羽本紀〉的內容，或者延伸而出的意思。甚至，玩家若不

了解其意，當其由玩家轉換回學習者身份時，也有機會激發其再閱

讀的可能性。

教師自製桌遊「楚漢相爭」如下：

圖8 教師自製桌遊「楚漢相爭」

框限裡的無限：「動」國文的

課程設計與教學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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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之，教師希望透過桌遊這個媒介，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並

且加強對文本的理解。而整體來說，「楚漢相爭」活動營造出一個

「動」國文的基本樣貌，讓學生能夠投入其中，並享受桌遊給予的

娛樂與知識。教師在活動過程，明顯只是個引導者，而不是傳統講

述裡的國文教師。

（三）「故事鬼」活動 

在第六單元《搜神記》選文後，舉辦「故事鬼」活動。先前在

第一次的「詩歌重組」，書寫份量較少，但經過半學期課程的練習

後，此次書寫份量有所增加。不過，為了讓學生更投入書寫，本活

動仍舊以「遊戲」方式進行，遊戲元素有三，一是請各組學生抽取

《說書人》牌卡，利用四張牌卡進行鬼故事的編寫；二是必須將四

張牌卡，重繪在學習單上；三是在各組上臺說完鬼故事之後，讓各

組拿3、2、1分的便利貼，進行投票加分的競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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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9 故事鬼活動之學習單、學生分享及同儕投票

上列第一張圖，乃是其中一組分享者，將教室電燈關閉，戴上

衣帽，留下投影機的詭異藍燈，營造出「聽覺」與「視覺」的鬼故

事整體氣氛，這就是面對文學的主動探索。其次，上面列舉的兩組

作品，文筆雖不及干寶《搜神記》，但我們卻能看見，不喜書寫的

技職生，只要給予適當引導，也能有不錯的表現，這即是「動」國

文的教學理念。

框限裡的無限：「動」國文的

課程設計與教學方法

學習單、學生分享及同儕投票，參閱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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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校園書寫」活動

 
在第七單元《世說新語》選文後，針對「虛靈化」4 這個書寫技

巧，設計一個有關「校園書寫」活動。本活動主要是讓學生離開課

室，走進自己熟悉的校園，用手機拍下一張照片，並附上客觀外貌

與虛靈化兩種書寫方法的短詩。其下羅列四位同學的書寫作品：

1. 書寫作品1號 

客觀化書寫： 開著門的音樂教室／牆壁上有沒接開窗簾的窗戶

／外面也擺著讓人能坐著的一排鞋櫃

虛靈化書寫： 黑暗的診所開著門／等著那些自以為花錢看病就

能痊癒／的愚人上門／殊不知這扇門只進……不

出

2. 書寫作品2號 

客觀化書寫： 些許的陽光照射在染黑的磁磚上／玻璃的做成的

天窗／周圍佈滿了青苔

虛靈化書寫： 玻璃製成的棺塚／我的青春熱血都葬在那／時間

衝衝而過／日復一日／時間過久了／只剩下些許

的綠色植物／靜靜的陪著我看那些回憶

3. 書寫作品3號 

客觀化書寫： 在我們熟悉的地方／停滿青春的腳踏車／一個男

孩，拿著手機往遠方瞭望

虛靈化書寫： 十八歲那年／拍張照片／以為拍下了青春／五年

後／他依舊在那

4. 書寫作品4號 

客觀化書寫：綠色的窗簾／排列整齊的課桌椅

虛靈化書寫：透著光的窗簾／像是一道希望的曙光／讓老師覺

得好像會有人來上早八一樣

本活動雖然意圖在虛靈化書寫練習，但為求學生混淆「虛靈

4 宗白華（1981）曾言，「晉人向外發現了自然，向內發現了自己的深情。山水虛靈化了，
也情致化了」，而此項「校園書寫」活動的書寫方式之一「虛靈化」書寫，即是讓學習者

練習將「情感」投射到校園場景裡，使之「虛靈化」與「情致化」，藉以對比另一客觀描

繪書寫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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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與傳統客觀外貌書寫，故同時練習以見其異。學生練習作品，

有瑕有瑜，瑕者如書寫作品1號，雖然刻意營造「門」的意象，但手

法明顯過於粗糙，教師推薦該名學習者參閱非馬〈鳥籠〉，  其它

書寫作品還有主詞不明確或用詞不精確等問題。然而，當教師閱讀

到「玻璃製成的棺塚／我的青春熱血都葬在那」、「以為拍下了青

春」這類文字時，不禁感到開心，文學沒有死去，只是悄稍地睡著

了。倘若能夠讓國文「動」起來，學生也會「動」起來，睡著了的

文學也會「動」起來。前述的四項活動，乃是本課程的主要活動，

除此之外，還有一些課堂討論的小活動：

（一）「我」的關鍵字

圖10 課堂討論之「我」的關鍵字

框限裡的無限：「動」國文的

課程設計與教學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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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履歷表

圖11 課程書寫活動之履歷表

（三）韓憑夫婦與康王

圖12 課堂討論之韓憑夫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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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干將莫邪

圖13 課堂討論之干將莫邪

因此，課程以翻轉教育為理念，透過師生「動」起來的活動規

劃，使得國文課程不會枯燥乏味，而也只有產生興趣時，教學才會

是師生的雙向流動，否則只會變成一個令人鼻酸的教學場景：自說

自話的老師與人型看板的學生。

綜而來說，因為有前述的教學設計與活動設計，使得本課程具

有三大特色：

（一）教師從旁引導

國文課程的傳統教學法裡，教師泰半是講述者的身份。但在本

課程裡的教師，雖然仍具講述者身份，但絕大部分的時間，卻是引

導者。換句話說，教師從完全掌控的主宰者，轉換成協助調整的參

與者。必須釐清的是，此身份的轉換，教師並未從教學現場退離，

亦非課室中的隱形人，而應是另一種更被學習者接納且形成更多互

動的參與姿態。

框限裡的無限：「動」國文的

課程設計與教學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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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生從做中學 

本課程的教授對象，乃是科技大學的技職生。因為技職生的學

習強項，在於如何將知識轉為實作，所以課程雖為基礎知識型態的

國文課程，卻側重從做中學。正因如此，學習者在學習過程，不再

是單純吸收教師給予的知識，更多時候是，學習者在努力運用所學

知識，完成一篇文章或一份作品。

（三）國文從靜而動

 

從「靜」而「動」，並非否定「靜」態式的教學法，而是更關

注結合教師與學生的共同參與。所以，本課程不只有老師孤立於講

臺去講述，絕多時候是眾聲喧嘩的國文討論。因此，學生不能自顧

自地抄筆記，不能自顧自地滑手機，不能自顧自地趕寫其它堂課的

報告，不能自顧自地睡覺夢周公。這就是「動」國文，讓國文知識

真正在師生之間有所流動。

肆、結論：教學成果分析與檢討

一、教學成果分析

根據國立勤益科技大學教務處提供的「106學年度第1學期教學

意見統計表」，本課程（W416）的教學成果分析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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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大學國文（一）之106學年度第1學期教學意見統計表

框限裡的無限：「動」國文的

課程設計與教學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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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本課程（W416）也針對教師自製桌遊「楚漢相爭」活

動，設計一張回饋單，以便未來調整改進之用，相關回饋情況參閱

下圖：

圖14 自製桌遊「楚漢相爭」活動之學習者回饋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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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學成果檢討

首先，教師預設以「動」為教學理念，引導學生積極投入課

程，而在教學意見的相關問題，已獲得正面回應，如「教師授課方

式能引發我的學習興趣」、「教師在課堂上會與學生學習有所互

動」等等，皆勾選「非常同意」或「同意」，並無勾選其他欄位

者。另外，本課程在學生教學意見的回饋上，獲得「4.81」的分數，

且如「這是一門值得學習的課程」有31位學生勾選「非常同意」，

有9位學生勾選「同意」，並無學生勾選「普通」、「不同意」及

「非常不同意」。要言之，在某種層面上，反映出「動」國文的設

計方式，確實能夠引導學生參與國文課，也讓國文課擺脫「廢課」

之名，重新找出一條活路。

其次，在單一主題「楚漢相爭」活動的回饋，學生也多有正面

肯定，無論是桌遊與文本的聯結，或者是提升學習興趣、活絡課堂

氣氛，皆達98%填選「同意」或「非常同意」。而在桌遊提供何種學

習內涵的複選題裡，學習者亦未勾選「沒有幫助」這一項目，足見

此種動態且跨域式的教學方法，有其實際上的成效。然而，教師亦

發現除了正面訊息之外，還是存在著有待改進處，如桌遊活動的設

計初衷，意圖從文本到桌遊活動，再由桌遊活動到議題討論，桌遊

實要與文本、議題是三者兼顧。換言之，「動」國文裡的桌遊，甚

至其他活動，皆欲在提升學習興趣之外，必須兼顧學習的深度。在

桌遊活動進行前的人物卡介紹，已說明牌卡與文本的聯結，如「項

羽」的牌卡功能是「力能扛鼎」，即能與其他玩家比大小，勝者留

而敗者淘汰，而項羽牌卡點數又是「八匹馬」，幾乎擊潰所有人的

無敵狀態，但唯獨無法贏過「天」的「九匹馬」，此即文本「此天

之亡我，非戰之罪也」。

但是在學習者的回饋中，「深層議題」僅占4%，而「文本理

解」亦只有7%，這都是教師認為可再改進的。所以，未來將從桌遊

牌卡設計與活動規劃等面向，重新調整以找出更能助益學習者的教

學方法與教學內容。

框限裡的無限：「動」國文的

課程設計與教學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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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而言之，本課程以「動」為設計理念，設計出與文本呼應

的創意活動，藉此引導學習者參與課程，並從討論、書寫、操作等

等，獲得可用知識及生命省思。那麼，看似有所「框限」的國文課

程，也能開展出「無限」的學習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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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楚漢相爭」之回饋單

框限裡的無限：「動」國文的

課程設計與教學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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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limited Possibilities Under Limitations: 
Course Design and the “Move!” Teaching 
Method for a Chinese Literature Course

Ying-Yo Shih*

Abstract

The mandatory course “Chinese Literature” has a fixed textbook 

content. Such a restricted condition makes it difficult for students to have 

unlimited learning possibilities. To make matters worse, some young 

students consider Chinese Literature a subject worthless to be studied. 

To overcome this problem as a teacher, I adopted the teaching method 

“Move!” as the curriculum design concept as I believe that teachers must 

invest more time and energy before and after class in order to become 

leaders and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lectures. This method has also changed 

the way students learn. When students “move,” two types of teaching 

effects are produced: they read more and write more. In short, curriculum 

design using a dynamic learning method can effectively stimulate 

students’ interest and learning.

Keywords: dynamic approach, Chinese literature, teaching method, 

course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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