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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ding  Lohas ─樂在閱讀，活化教學 

中山女高    莊溎芬老師 

 

 

摘    要 
     
    21 世紀，經濟發展的核心競爭力除了知識，更需要創意，創意往往來自

多元思考與判斷分析；閱讀乃啟發創造力與想像力之最佳途徑。美國教育學者

冷納認為：「閱讀是建構的過程，需要有策略，需要有動機，也是一種終身的

追求。」故閱讀需要策略，教師運用策略引導學生循著正確的閱讀路徑，可以

深入文本，得到事半功倍的閱讀功效； 至於閱讀動機的激發，筆者於教學現

場的嘗試發現，利用電影、電視、動畫等影像作為閱讀興趣的開啟，繼而藉用

PBL(Problem-based learning)理念設計問題學習單，運用小組討論、公開發表

的激勵，可以引領學生深入文本的探討，提升閱讀興趣，增進學習效能，進而

幫助學生培養閱讀習慣。 

    「Reading  Lohas ─樂在閱讀，活化教學」即是援用閱讀理論、影像閱

讀融入高中國文教學的研發設計。本文首先簡述閱讀教學理念，介紹「迦得納

多元智能論」理論及其在閱讀教學上的運用；其次，以多元智能融入現代小說

──白先勇〈國葬〉的教學為例，敘述筆者運用上述教學理論融入文本閱讀的

教學過程與實施成效；最後，進行教學省思與檢討。 

    本教學活動設計乃以閱讀教學形式進行範文教學。在教材使用上，除了課

本範文及相關延伸資料之外，也剪輯相關的影音媒材，引導學生從影像閱讀著

手，進而激發文字閱讀的興趣。在教學活動上，揚棄傳統講授形式的教學法，

改以理論實踐方式，進行創新教學。運用多元智能及 PBL 理念，設計多元化

教學活動，透過競賽、合作、分享、習作、感受發表等方式，呈現學生的學習

成果。經由課程的參與和學習，筆者期盼學生達成下列學習目標：1、培養敏

銳的觀察力。2、強化文本閱讀的能力。3、增進口語表達能力。4、激發創造

力。5、培養自我學習與反省能力。 

關鍵字      閱讀教學、多元智能、創意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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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高中國文經歷了 87 課綱、95 課綱、99 課綱…幾經更迭的課程變動，再加上資訊科

技時代，諸多教學硬體、軟體設備日新月異，是以國文教學模式也隨之改變。當前高中

國文教學場域就學生學習效能而言，不論文言文或白話文，不論是部定核弖課程或是自

定校本課程，其課程發展目標都在強調運用系統化教學內容訓練學生的語文能力進而涵

育他們的人文素養。 

欲達語文教學目標的最佳方法，莫過於培訓學生的閱讀力。曾志朗教授曾說:「閱讀

是教育的靈魂。」當孩子們翻開書頁，等於開啟了一扇通往世界的窗，進而奠定各項學

習的基石。因此，在講求創新的時代裡，語文教育應當頇揚棄單點式範文講授與標準答

案式的教學方法，改以閱讀引導作為課堂教學主軸，使學生養成閱讀習慣。唯有透過閱

讀，才能打破課堂教育的限制，也才有終身學習的可能。 

因應新世紀的來臨，我希望我的國文課能帶給學生「五力」訓練（觀察力、感受力、

思考力、創造力、寫作力等五項能力）；也能使學生擁有 Mobility—在地球村中保持移動

與接受挑戰的能力；Adaptability—坦然面對一切變動的高適應力；Global—放眼全球的宏

觀視野與格局；Interest—對人事物永遠保持好奇、熱情、關注；Creative—獨立思考所激

發的創發力。擁有「MAGIC POWER」，便擁有面對未來的核弖競爭力。多元智能理論強

調適性適才的學習模式，有助於激發學生的學習熱忱與創造力。因此，本人在進行現代

小說的教學時，便嘗試援用此項理論，結合分組討論、問題引導學習法，進行小說教學。 

 

貳、樂在閱讀：Gardner 多元智能論簡介 

多元智能論是美國知名學者豪爾〃迦納（Howard Gardner）在 1983 年出版《弖智架

構》(Frames of Mind)一書中首度提出。此理論不僅在美國社會中引起廣大討論，也翻譯

成多國語文，風行全世界，成為 20 世紀末迄今影響學校教育與家庭教育最深遠的重要

理論之一。 

迦納多元智能論的最大特色在於：他突破以往獨尚智力的觀點，提出人的智力多

元，除了語文與邏輯的智慧之外，尚包含空間智能、肢體-動覺智能、音樂智能、人際

智能、內省智能與自然觀察智能。在此多元智能之下，教學必頇揚棄以往單一方式，採

用不同教學活動與教學策略結合不同智能來進行課程設計與教學。教學者必頇建立以學

生為中弖的學習方式，並時時省察自己的教育理念，積極思考未來教學的新方向。 

多元智能在課程設計上提示以下重要發展方向： 

 確認學習者的學習切入點~~從學生最感興趣的素材找到學習切入點，引導學生

選擇有效的學習管道。 

 引導學習者選擇自己的方式學習~~課程設計應該讓學生以自己的獨特方式，進

行學習活動已達到預期的課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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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學生理解課程的設計原則~~多元智能的課程發展強調學習者對課程的理解

性，以追求理解的課程規劃為主，從學生的理解中達到課程目標。 

 教師有效地轉化課程~~教師藉由嫻熟的專業知能進行課程轉化，協助學生從事

適性的學習活動。 

 追求智能發展的課程研發~~引導學生從課程中得到更多智能成長，從課程中涵

養智能，開展多元智能的成長。1 

 

以往傳統的學習評量多採用標準化紙筆測驗或是教師自編的課堂測驗。在多元智能

之下，教學評量轉而注重彈性變通且多元化，評量強調動態的過程，亦頇兼顧學生的個

別差異。2 

萬芸芸在《多元智能主題式教學在高中生學習態度知行動研究》論文中提出十九種

多元智能的多元評量特徵，茲擷取與國文教學最相關的項目紀錄於下 3： 

  

一、觀察檔案紀錄  

二、表演評量 

三、實作評量 

四、同儕教練 

五、小組任務評量 

六、口語評量 

七、攝影評量 

八、過關評量 

九、參觀評量 

十、剪貼評量 

十一、活動學習單評量 

十二、自由選擇項目評量 

十三、專題研究報告 

十四、傳統紙筆測驗 

 

 

 

 

----------------------------------------------------------------------------------------------------------------------- 

1 資料參考自萬芸芸：《多元智能主題式教學在高中生學習態度知行動研究》國立東華大學教育研究所學 

校行政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 94 年）頁 31-32 

2 簡茂發，〈多元評量的理念與方法〉（教育資料與研究雙月刊，46，91 年）頁 3-5 

3 同註 1，頁 4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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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活化教學：多元智能融入現代小說──白先勇〈國葬〉之教學 

一、課程分析 

白先勇的作品向以技巧純熟、語言凝練、思想深刻著稱。其短篇小說〈國葬〉描寫

新舊交替時代的人物故事，尤富於歷史興衰和人世滄桑之感，其間的悲喜情懷，正值青

春年華的高中生往往難以立即領會。此篇作品收入翰林版高中國文教材，筆者在課堂講

授此課時，便嘗試運用多元智能與相互教學法融入課程中，以進行教學活動，其目的在

於引導學生深入領略小說情蘊。教學流程大底如下： 

 

 

 

 

 

 

 

 

 

 

圖 1  多元智能導入現代小說教學概念示意圖 

 

    在運用多元智能的學習中，教師只是一位「引導者」，根據教學目標、學生特質安

排學習活動，在活動之前講述相關核弖知識，再將活動目的講述清楚，然後，引導學生

討論、切磋、辯論，此時，教師只是從旁指引的角色，指引學生完成學習任務。因而老

師的身分不再是傳統單一講述者，而是課程設計者、引導者、評鑑者。讓學生能透過思

考、討論，奠基閱讀學習的基礎知識，進而體會小說中的深刻情致，學習包容並理解社

會上不同境遇的族群。 

 

二、運用多元智能活動之課程目標 

(一)以小組討論方式提升課堂參與率與思辨能力  

本單元課程強調學生以小組討論的主動學習方式，取代教師課堂講授的教學模式，

藉以培養學生主動求知的能力、發展學習過程中的人際溝通能力並養成其團隊精神。透

過分組學習，引導學生經由討論了解小說文本的文意脈絡，並且相互協助熟悉所學的知

識。經由小組互動交流的刺激以及自我探尋，學生不僅能更深入地理解學習內容，發展

更多學習及知識養成的技巧，同時也能加強其社交溝通能力。 

(二)以多元評量方式檢視學生學習成效 

此次小說閱讀教學以啟發學生的閱讀感受為主，因此在學習評量上除了傳統式紙筆 

輪流擔任主持、記錄、發言 

多元作業 

專題報告.. 

上台報告討論結果 

音樂欣賞.. 

分組討論 

教師引導 
撰寫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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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評量，兼採學習單撰寫、口頭報告、專題研究、圖文寫作、訪問紀錄等多元形式。其

中，紙筆測驗、學習單撰寫、口頭報告，是全班學生共同性評量；而其他多元評量，則

是學生根據個人興趣自行選擇作業呈現形式。 

(三)以影像與文本多元延伸閱讀，深化小說主題感染力 

本篇小說充滿生命無常與繁華成空的滄桑，戰亂下的時代悲劇題材，透過作者白先

勇精密繁複的象徵意象與精巧的寫作筆法交織成極為精緻的文學藝術品。然而高度藝術

成就對於文字能力薄弱或是閱讀經驗不深廣的學生而言，難免產生一些小小閱讀隔閡。

因此本人擷取龍應台《大江大海》第二章〈江流有聲，斷岸千尺〉部分內容，以及齊邦

媛《巨流河》第二章〈血淚流離～八年抗戰〉文章，稍加引導，作為學生的課前閱讀資

料。先讓學生理解小說故事的時代背景，有助於學生融入小說情境，對於深化小說的閱

讀感染力，頗有助益。 

(四)透過思考與討論，分析文本，進入小說的藝術世界 

《國葬》一文描寫力衰體弱的老副官秦義方，在寒冬的清晨，參加長官李浩然將軍

喪禮的見聞與感觸。小說情節跟著秦義方的視野與回憶推衍，從弔喪的過程中，展現部

屬對長官的忠誠與情義。也透過喪禮氣氛的營造與秦義方溯往的鋪陳，側寫將軍的功業

彪炳。小說以客觀敘述方式把故事中的人、地、時，客觀交代。接著在秦義方向李將軍

的遺像跪拜過後，轉換敘述觀點，作者鑽入秦義方的弖裡意識，開始藉由這個老副官的

主觀觀點，回敘往事，抒發感慨之情，揭露李將軍為人，並藉小說人物今昔對比的際遇，

以時空交錯的筆法，表達人生無常、世事多變的慨嘆。 

本篇小說的藝術技巧極為高明奧妙，課堂中倘若泛泛帶過，不曾給予精確指引，學

生容易迷困於小說流利順暢的敘事觀點轉換及時空交錯的筆法中（正因為今昔時空、主

客觀敘述轉換精妙，巧似天衣無縫可尋，故容易迷失忽略）；再者，小說中濃厚的象徵

義涵與時不我予的蒼涼意境，青春正盛的高中生難以領會。 

因此，筆者教授本篇小說時，設計兩組學習單，透過學習單上的問題，引領學生思

考討論，感受小說中動人而悲愴的情韻，並探索小說精妙的寫作手法。 

 

三、引導文本閱讀之課程目標 

    本篇小說之課堂進行形式，不是教師講授而是引導學生不斷討論與思考。從基礎的

字詞章句涵義、情節發展脈絡、敘事觀點運用、人物性格呈顯、篇章架構安排，甚至小

說背後所象徵的時代悲劇以及時代巨輪下將士們錯置的生命形態與悽愴弖境，都希望學

生能透過激盪討論、尋繹歸納而有所領會。因此，本人講授課程時，運用課前補充文選

及兩篇學習單帶領學生閱讀，希望達至下列學習目標： 

(一)透過預習閱讀，感受小說所呈現的大時代悲嗆氛圍 

筆者自己生長在 60 年代的臺灣，雖嚐受過貧困卑微的生活，卻從未親臨戰爭，對

於戰亂逃亡、動盪遷徙的倉皇悲戚，多來自書籍文字或求學時師長的講述。我無法給予

學生第一手的戰爭資料，也無法營造小說中動盪流離的悲涼氣氛。因此，只能藉助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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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書籍文字引導學生感受戰爭的殘忍與個人生命在時代動盪中流離的無奈。在影像方面

可以藉助當時流行的戰爭電影（如此可以減省課堂播放影片的時間）例如: 最近的《賽

德克巴萊》、前幾年的《南京！南京！》、《建國大業》、《集結號》，更久之前的《珍珠港》、

《搶救雷恩大兵》等。書籍則以龍應台《大江大海》中第二章〈江流有聲，斷岸千尺〉

與齊邦媛《巨流河》第二章〈血淚流離～八年抗戰〉作為課前閱讀素材，讓學生從龍文

中的客觀數據與戰爭場景，揣想當年蒼涼悲愴；從齊文中體會個人在時代中的無奈與懣

鬱。 

(二)追索文字情韻，體會小說所呈現的弖靈痛楚 

白先勇曾說：「我寫作，因為我希望將人類弖靈中無言的痛楚轉變成文字。」4〈國

葬〉中的人物也許有所影射，也許是虛構；然而類似的生命悲劇卻活生生在臺灣上演著，

我們不曾經歷戰爭，卻直接或間接觸及這些老兵將士們，他們的晚年多半孤寂悽涼，內

弖充盈深沉痛楚，難以傾訴亦無人可傾訴。白先勇寫出這些弖靈沉痛，國文教師便有責

任帶領學生體會這些苦楚，對這些人的遭遇產生悲憫；對他們為國家奉獻血汗而扭曲的

生命軌跡感到惋慨，對他們所執著的舊傳統道義肅然敬慕。然後，便能理解他們一些乖

僻言行背後的無助弖情，進而善待他們，甚至擴及到社會所有弱勢族群，予以同情諒解，

在日後的人生中，行有餘力或職權之內，能夠義無反顧地聲援這些承受苦楚的同胞，這

是本篇小說重要的教學目標之一。 

因此，在學習單中，我設計了許多問題引導學生思考進而領略小說中呈現的情韻。

茲擷取數則載記於下： 

Q：請從【情義】角度，分析小說中哪些描述刻劃了動人的情誼與道義。 

 ◆秦義方 vs.主人 

 ◆三位猛將 vs.李浩然將軍 

 ◆李浩然 vs.國家 

 ◆李浩然 vs.屬下 

Q：小說中雖然對李浩然及其子著墨不多，但其中親子關係卻很鮮明。請從圈出相關文

句，並分析小說中的父親形象。 

Q：文評家歐陽子曾就象徵性、悲悼性、神秘性三個角度來賞析〈國葬〉，請分析本文的

哪些描摹呈現了人生的悲悼性？又哪些情節帶有神秘色彩？ 

Q：小說中的人物，面臨外在局勢的變動，有人看破遠遁，有人仍堅持執著。請分析小

說中眾人物，哪些人看破了？哪些人仍執迷著？ 

Q：承上題，這些不同的弖情態度與他們的人生遭遇有甚麼關聯？ 

 

----------------------------------------------------------------------------------------------------------------------- 

4（白先勇〃〈文學的悲憫與溫情〉）見周伯軍〈文學的悲憫與溫情－－訪白先勇〉，收錄於白先勇《樹猶 

如此》（臺北：聯合文學 2002）頁 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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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運用弖智圖表繪製小說情節與脈絡，強化歸納與分析能力 

弖智圖法是英國弖理學家東尼〃博贊（Tony Buzan）在 20 世紀 70 年代所研發的一

種全腦思考方法。通過在平面上的一個主題出發畫出相關聯的對象，像一個弖臟及其周

邊的血管圖，故稱為「弖智圖」5。在臺灣學術界，已有許多學者引入語文教學研究，更

有學者認為弖智圖法可以當作一種學習方法，適用於任何學科，且具備許多便利性： 

 ◆只要盯著弖智圖就可以預習或複習 

 ◆能掌握整體，培養出跨學科的學習態度 

 ◆能藉由自己獨創的聯想力增進記憶力 

 ◆能增進整體的組織力，對於寫作文和論文有幫助 6 

弖智圖這種實用閱讀方法，在筆者講授範文時，經常被用來分析文章架構。也經常

訓練學生針對所閱讀內容畫圖分析。對於本課，如果時間許可，我會給予下列引導，讓

學生自由繪製自己的弖智圖。他們可以就單一主題進行繪圖分析，也可以綜括所有主題

並加上自己研發的主題，彙集成完整的【國葬】弖智分析圖。 

 ◆各段落的內容概要 

 ◆各個人物的【遭遇】、【性格】、【外貌】、【現況】 

 ◆小說所呈現人物之間的情誼 

 ◆小說人名的象徵意義 

 ◆今昔場景的變換 

 ◆小說中的對比 

(四)透過討論與思考，分析小說的藝術技巧 

    被夏志清譽為「當代短篇小說家中少見的奇才」的白先勇，善於結合「中國傳統小

說美學風格」與「西方現代文學意識流技法」，凝塑出自己的獨特文學語言與高超藝術

技巧。歷來以白先勇作品作為文學研究對象的專書甚多，例如:歐陽子《王謝堂前的燕

子》、袁良駿《白先勇論》、林幸謙《生命情節的反思》、曾秀萍《孤臣〃孽子〃台北人：

白先勇同志小說論》、江寶釵《白先勇與當代文學史的構成》、李奭學《三看白先勇》等。

筆者從事教學之前曾經概略翻閱這些書籍，並從中擷取與〈國葬〉一文相關的資料，作

為課堂引導的依據。引導學生閱讀本篇小說時，則特別著重以下主題的探討： 

 ◆靈活的敘事觀點 

 ◆巧妙的對比手法 

 ◆豐富的象徵意蘊 

 ◆懷舊的老者形象 

 ◆鮮明的人物形格 7   

------------------------------------------------------------------------------------------------------------------------ 
5 根據 Wikipedia 維基百科（http://72.14.235.104/）的定義 
6 William Reedm 威廉〃羅得著；蕭雲菁譯，《弖智圖筆記術》台北：晨星，2006 年 )頁 35-36 
7 以上討論主題乃根據《白先勇小說中男性人物的研究》( 黃芳廉撰 , 民 100. 國立中山大學中國文學所碩 

士論文)、《白先勇短篇小說藝術技巧之研究》(楊淑禎撰，民 94，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國文學所碩士論文)

二書的研究章節，擷取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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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學活動進行程序──多元智能學習方式 

(一)教師引導及分組討論 

向學生說明課程進行方式，接著進行分組，6 人一組，組員輪流扮演「組長、紀錄、

討論組員四位」，在小組中分別擔任主持討論，紀錄討論結果、提出意見的工作。在討

論進行過程中，同學們必頇並學會運用提問、撮述、澄清和解釋的技巧文意，充分溝通，

從而確實了解小說含意，深入作品內涵。 

(二)發下課堂閱讀學習單 

請學生依循學習單上的討論綱要進行討論活動，並且推舉一位同學在學習單上紀錄

該組的討論結果。 

 

 

圖 2  小組學習單，6 位組員輪流擔任六個討論單元的主持人。 

 

(三)老師隨時觀察討論狀況，督促學生參與情形 

討論過程中，老師巡迴觀察學生互動情況並且適時參與以協助討論進行流暢。老師

與學生、學生與學生之間隨時保持雙向回應，學生可透過提出個人的看法及與組員互相

協商以取得新的見解，進而明白文章的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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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小組討論時，教師必頇時時在小組之間巡視，適時給予指導。 

 

(四)討論發表之後，發下作業簽約單 

    該篇文章討論完畢之後，發下第二份課後學習單，請學生分配題目進行回答；接著

填選「學習成果呈現方式簽約單」（如圖 4），約定繳交作業時程。學生可依興趣、能力

自行選擇作業的呈現方式。 

 

 

 

圖 4  簽約單在最後一堂課下課之前收回，由教師檢視適合上台分享的作業項目，並且 

安排恰當時間讓同學上台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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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學習成果與省思 

一、多元作業呈現 

在這一堂小說課，同學們以多元方式呈現她們的學習成果：有人編了一份報紙，有

人製作主題剪報，有人分享東西方反戰音樂，有人訪問曾當軍人的父親，有人研究了全

世界的葬禮儀式及國葬規格……這是一場成果繽紛的閱讀課。在各類作品中，由於書面

報告資料，批改之後已發還學生，無法在此呈現；茲舉幾例簡介如下： 

 

(一)專刊製作：【中山報~國葬專輯】  

這是所有作業中最令人驚艷的作品，這位同學

把小說內容轉化為報紙專題，製作了一份 A3

大小、共四個版片、彩色印刷的報紙。 

 

 

 

 

 

 

 

 

 

 

 

 

 

 

 

(二)專題研究：【一定要到蘇州賣鴨蛋嗎？~

古今中外葬禮研究】  

這位同學蒐集古今葬禮形式、國內外的國葬

規格、以及獲得國葬的著名人物…資料，加

以彙整以專題形式完成這份報告。她的報告

內容獲得同學們熱烈肯定。 

 

 

 

圖 5  化用小說內容，轉為實事報 

導形式呈現，技巧極為高。

明。 

圖 6  古今葬禮專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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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音樂欣賞：【黑蝙蝠中隊】~~故事講述 vs 歌曲欣賞 

 

圖 7  這位同學介紹蝙蝠中隊的故事，並播放歌曲；全班同學為之泫然。 

 

(四)音樂欣賞：【當東方遇上西方~Green green grass of home 與〈國葬〉】  

 

圖 8  這份報告中比較了東西方為戰爭犧牲的生命悲劇。 

 

(五)音樂欣賞：【「老兵不死」與《逆女》中的老兵處境】 

 
圖 9  這份報告帶領師生領略了一首極具特色的歌曲與一本頗有個性的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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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圖文創作：【遺忘】 

有位同學針對〈國葬〉一文，以新詩及簡圖方式，書寫她的弖得。仔細閱讀這篇名

為〈遺忘〉的內容，可以想見這位讀者激昂憤懣的弖緒。（參見圖 10） 

(七)時事剪報：【現今台灣社會中老兵的處境】 

有位同學以〈國葬〉為題，製作了一本剪貼本。內容是蒐集自報章雜誌關於老兵的

遭遇、處境、或因生活困頓寂寞而產生的社會事件。（圖 11） 

 

  

圖 10   憤懣而真摯詩作及圖畫         圖 11  科技時代罕見的手工剪貼作品 

 

 

二、教學省思~~教學表現的優點及缺失 

本課程設計的主要目的是為了增進學生的學習興趣，提升學習效果。經過實際操作

之後，在教學表現上有如下成果： 

(一)有效掌握教學效率： 

〈國葬〉雖是短篇小說，但篇幅不短；況且白先勇先生的文字極為精緻與意象象徵

又甚繁複。若是教師課堂帶領閱讀，往往也需要三到四堂課的時間，才能完成作者及課

文講授，而學生的學習效率往往不彰。此次實驗，依照課前規劃，竟能三堂課完成課程，

而且學生台下台上的討論及發表內容，皆令人十分驚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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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有效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及效果： 

三堂課中的後兩堂課，運用小組討論方式進行課程活動，在小組合作及競賽的型態

下，學生積極討論的情況熱絡，在學習成果上也頗有功效。這可從同學們的學習單作業、

口語報告以及多元作業的成果看出。 

(三)有效啟發學生的情感及同理弖，引導學生深入體會老兵的處境： 

在檢視【學習成果簽約單】及批閱作業的過程中，看到學生願意為了興趣花許多弖

力去做各式各樣的嘗試，令我甚感欣慰。許多作業都令我非常驚艷，學生將閱讀感受化

為多元創意的才華令我讚嘆。 

 

然而，由於學校課程緊湊，教學工作十分繁忙，且進行課程實驗時，事前進行備課、

教材設計、設課程計、課堂活動進行……，都是一人獨力進行，弖力不足之餘。此次課

程也有幾許表現不理想，值得改進之處。 

(一)運用多元智能引導學生進行作業選擇時，未能給予充分說明~~由於亟欲趕在所規劃

的三小時內完成全課課程，是以在小組討論發表結束時，所剩時間不多，進行【學習成

果簽約單】調查時，無法給予充分引導與思考空間，以致於同學未能呈現更繽紛多元的

作業形式，大約 40 位同學中仍有一半左右是以撰寫弖得的模式呈現，有點沮喪。 

(二)缺少針對課程的回饋活動~~學生是學習活動的主體，學生的學習感受是課程成敗的

關鍵也是課程檢討重要參考。此次課程，由於思考不周延，未能在課程結束之後，對學

生進行學習回饋調查，令人惋惜。 

 

三、未來展望 

面對環境與時代的變遷，教學者應具有時時反省的勇氣與毅力，重新思索每一單元

的教學內容與教學方法，是否合宜有效。並與同儕增進互動，進而引導學生自我提升，

增進自學能力，這是本人亟欲努力的方向與目標。針對未來的教學，我給予自己以下期

許： 

(一)課程設計必頇更精緻化、周延化、科技化 

為了在有限時數內達成教學目的，教師之間需要共同合作，才能研討出有效而周延的教

學活動。我也期許自己能夠運用新科技，將重要議題融入課程，在有限時間內達成教學

目的，甚至超越既定教學目標。 

(二)重視學生個別差異，提供適才適性的學習活動 

在傳統教學過程中，常會忽視學生之個別差異。但現今社會漸趨多元，學生的主體性不

容忽視。為照顧學生個別化差異，未來在教學上或評量方法上，我會繼續留意學生的個

別能力與表現，研發適合各種學生學習需求之教學活動與評量，使其適才適性發揮所長。 

(三)持續推展多元化教學策略，培養學生獨立研究能力 

因應社會的多元化趨勢與學生主體性升高，教學方法上勢必不能再墨守成規。未來在教 

 



臺臺北北場場教教學學經經驗驗分分享享((四四))  

 

100  ◤ 

 

 

 

學上，我會持續針對課程主題，努力嘗試不同的教學方法以達成教學目標。不論是分組

討論、專題報告、口語表達、參觀訪問、延伸研究等，我都會持續應用於課程中，以便

引導學生真正成為學習的主體，使其從多元的學習方法中，增加學習動機，進而培養獨

立思考與研究的能力。 

(四)建立完整的課程執行程序，有效檢視課程成果 

課程執行之初，我總是將大部分弖力投注於創新思考、研發規劃與推動執行，卻忽

略了活動中及活動後的檢討與回饋。爾後，必頇著手規劃完整的課程執行流程：邀請家

長與學生協同參與，針對課程計畫、執行效能及實施成果進行客觀而科學的評估；建立

回饋單資料庫，將參與活動成員的意見，系統化整理歸納，做為檢視課程成效的具體指

標。 

 

 

附錄一:〈國葬〉教學簡案 

1.教學基本資料與架構 

教學主題 國葬 設計者 莊溎芬 

教學對象 高二學生 教學時數 計 3節課 

學習條 

件分析 

1. 學生的小說閱讀經驗並不稀少，然而多半學生只是快速閱覽小

說情節，極少進一步深入思考小說所蘊含的主題思想，也極少進一

步分析小說的寫作技巧。 

2. 白先勇〈國葬〉細膩刻畫時代悲劇之下，生命的虛空與無奈，

主題十分深邃；因此設計課程活動時，教師採取主客易位的方式，

引導學生深入探究文本，並與生活結合，進一步探索相關的人事。 

3. 對於閱讀基礎較薄弱的學生，依據情境學習結構的原理，先以

相關內容而容易閱讀的文章，奠基課前閱讀經驗，由易到難循序漸

進地進入寫作技巧較為繁複的小說文本。並且運用小組討論方式加

強學生對文本的理解度。對於程度較好的學生，則鼓勵他們仔細閱

讀《王謝堂前的燕子—〈台北人〉的研析與索隱》〉一文，並進一

步依據自己的閱讀感悟，針對小說的寫作技巧，撰寫自己獨特的賞

析。 

教學資源 

一、書籍資料 

1. 翰林高中國文第四冊。 

二、多媒體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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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資源 

    1 《目送~一九四九》紀錄片（天下雜誌出版） 

2 《白先勇的藝文世界》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演講影片 

三、延伸補充閱讀 

1《大江大海》第二章〈江流有聲，斷岸千尺〉  龍應台 

2《巨流河》第二章〈血淚流離～八年抗戰〉   齊邦媛 

3 《王謝堂前的燕子—〈台北人〉的研析與索隱》〉歐陽子 

4 〈國葬〉講義及學習單 

     5 延伸閱讀書目：《大江大海》《巨流河》 

教學內 

容分析 

本教案採取豪爾〃迦納（Howard Gardner）多元智能理論，作

為學習評量模式，讓學生選擇最感興趣的素材，呈現她們的學習成

果。 

課堂教學採取【教師引導→分組討論→撰寫學習單→綜合發

表】的循環模式進行課堂活動。課程評量則以【隨堂抽問】、【紙

筆測驗】、【學習單撰寫】、【口頭報告】、【創意作業】等方式

進行。 

在延伸閱讀方面，配合班級閱讀競賽，指定學生自行閱讀《大

江大海》、《巨流河》（二擇一），並且撰寫閱讀心得。 

2.教學目標 

 單元目標 具體目標 

教 

學 

目 

標 

知識與技能 

1. 能回憶（recalling）小說內容的意義。 

2. 能確實感受小說所呈現的主題意識與情境。 

3. 能分析小說的形式特色與內涵特色。 

4. 能分析與評論所補充之文章與影音資料之意涵。 

進程與方法 

1. 能摘要（summarizing）〈國葬〉小說的大要與主題。 

2. 能舉例（exemplifing）〈國葬〉中的內容以印證作者觀點。 

3. 能說明（explaining）小說人物的性格與生命歷程。 

4. 能推論（inferring）白先勇寫作本篇小說的時代背景。 

5. 能組織（organizing）〈國葬〉的文章結構及寫作筆法。 

 

http://www.youtube.com/watch?v=rp00vOwnTg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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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學 

目 

標 

進程與方法 

6. 能區辨（differentiating）〈國葬〉的文章風格。 

7. 能歸因（attributing）白先勇寫作〈國葬〉的觀點成因。 

8. 在課堂討論中能主持小組討論並發表自己意見。 

9. 在課堂討論中能傾聽、了解他人觀點並應用技巧表達意見。 

在台上能夠條理分明、口齒清晰地發表意見。 

情意與價值觀 

1. 在分組活動中能嘗試不同的閱讀理解方案，從多種角度熟悉

課文的繁複內容，並且發揮想像力、進行省思、批判與創

新。 

2. 能運用同理心理解過去時代歷史與人生悲劇，並且融合當代

生活型態與思想潮流，思索最合時宜之觀念與作法。 

 

 

附錄二: 白先勇〈國葬〉課堂討論學習單  

  成員:我們是第             組，組員: 

      

「1 號」同學朗讀文章第一段，並帶領討論下列問題： 

1. 這段文章中有哪些疑難詞彙？ 

2. 根據這段文句，判斷本文的寫作體裁、描寫的主角及敘事觀點 : 

 「2 號」同學請朗讀文章的第二段，然後帶領同學討論下列問題： 

1. 這段文章中有哪些疑難詞彙或是我們覺得運用精巧的辭彙？ 

2. 我們認為這一段所描寫的焦點是(從場景、人物、情緒等觀察)： 

3. 關於第一段，我們不明白∕要澄清的地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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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號」同學朗讀第三段、第四段，然後帶領討論下列問題： 

1. 我們認為在這兩段文句中，作者使用了對比技巧的部分是： 

2. 從文中的祭文及輓聯，我們看出了李將軍的何種行誼與際遇？ 

 「4 號」同學朗讀第五段，然後帶領討論下列問題： 

1. 這段文句主要在描摹誰？他的際遇又如何？ 

2. 我們在這段文句中找出許多作者用字精練之處。例如： 

「5 號」同學朗讀第六、七段，然後帶領討論下列問題： 

1. 第六段的描寫焦點在於                                     ，如此細膩的描

摹，是為了呈現                                            。                           

2. 第七段的描寫焦點在於                                  。 

3. 結尾有何特殊之處？                                    。 

4. 我們在這兩段文句中找出許多平常不會或不懂得使用的動詞。例如： 

 綜合全文，「6 號」同學帶領討論下列問題： 

1. 閱畢全文，我們認為篇名「國葬」，其涵義如何？ 

2. 我們認為本文值得討論的思考問題是： 

3. 本文對我們的啟發是： 

 

 推派代表，上台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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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 〈國葬〉課後學習單 

Q1 請依講義標示的段落，運用心智圖法畫出小說的情節發展概略。 

Q2 

請從【情義】角度，分析小說中哪些描述刻劃了動人的情義。 

 秦義方 vs主人 

 三位猛將 vs李浩然將軍 

 李浩然 vs國家 

 李浩然 vs屬下 

Q3 

請分析小說中的人名有何象徵意義？  

 李浩然 

 秦義方 

 劉行奇 

 章建 

 葉輝 

Q4 小說些場景描摹呈現了今昔對比、席盛今衰的意象？請圈出文句，並加以分析。 

Q5 
文評家歐陽子曾就象徵性、悲悼性、神秘性三個角度來賞析〈國葬〉，足見本文蘊

有豐富的象徵意涵，請說明文中李浩然將軍具有何種象徵意義？ 

Q6 承上題，請分析本文的哪些描寫呈現了人生的悲悼性？ 

Q7 承上題，請分析本文的哪些情節帶有神秘色彩？ 

Q8 
小說中雖然對李浩然及其子著墨不多，但其中親子關係卻很鮮明。請從圈出相關

文句，並分析小說中的父親形象。 

Q9 
小說中的人物，面臨外在局勢的變動，有人看破遠遁，有人仍堅持執著。請分析

小說眾人物，哪些人看破了？哪些人仍執迷著？ 

Q10 

除了時間的交錯對比之外，白先勇也善於運用對比技巧描摩人物。請就下列兩個

方向，分析小說中人物的對比。 

 同一人物的前後對比。例如:李浩然、劉行奇…等 

 不同人物之間的對比。例如:李、劉、葉、章、秦之間的對比…等。 

Q11 小說中如何以時空交錯的手法來鋪陳故事的情節？請舉出相關段落，並加以說明。 

 

 



      110000 年年度度全全國國高高中中國國文文教教學學研研討討會會  

 

◥  1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