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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章 課程之教學實施 
在進行完整個教學的設計以後，筆者進一步做教學實施，以了解實際教

學的狀況與成效，做為新詩寫作課程設計成功與否的一個標準。在教學實施

的過程當中，除了教學以外，還必須蒐集學生上課「口述作文」的草稿和最

後發表的作品，並利用訪談的方式隨時了解學習者的學習狀況，掌握教學品

質。 

第一節  教學實施背景 
本課程尚屬於測試階段，是以筆者的學生為主要受試者。學生的來源均

是九十三學年度台灣大學的交換學生 (EAP, Education Abroad Program)，並

在台大國際華語研習所修習語言課程。筆者徵得學生的同意，以真實姓名和

背景資料呈現。 

一、 學習者相關背景 

第一個班有三個學生，第二班有四個學生，均為美國籍的。兩班上課所

使用的課本都是《思想與社會》，屬於中高級程度的教材。學習者的背景資

料下表 六-1。 

 

表 六-1 教學實施學生背景資料表 
姓名 性別 年齡 國別 班別 中文程度 
何羅蘭 男 22 美 一 中高級 
賴翊恩 男 20 美 一 中高級 
白天柏 男 20 美 一 中高級 
李佳恩 女 20 美 二 中高級(華裔) 
姜宜霏 女 20 美 二 中高級(華裔) 
今井關平 男 20 美 二 中高級(華裔) 
魏亞瑟 男 24 美 二 中級 

 

兩個班的特點不相同，第一個班全為美國學生，沒有任何中文背景，聽

說讀寫的能力大致平均。第二個班除了魏亞瑟以外，都是華裔，所以三人會

在家裡使用中文，但識讀和寫字的能力較差。換也之，聽說較讀寫能力為佳，

但因背景環境，中文語感較第一個班的學生準確。非華裔的四位學生，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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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的背景資料如下表 六-2： 

 

表 六-2 非華裔學生學習中文背景資料表 
姓名 上過寫作課？ 學習中文時間和地點 
何羅蘭 否 兩年半： 

美國一年；北京一年；台灣半年 
賴翊恩 否 兩年半：美國兩年；台灣半年 
白天柏 否 兩年半 

美國；北京；台灣 
魏亞瑟 否 兩年半：美國兩年；台灣 

 

四位學習者中文都是在美國啟蒙的，其中何羅蘭和白天柏兩位到過北京

學習中文，相對於另外兩位來說，程度都較好。 

二、 時程安排 

本次教學實施，是在學生一個禮拜五天，每天一小時的語言課中，擇一

天(也就是一小時)來實施新詩寫作教學課程的單元。課程的安排根據第四章

第一節而來，課程的時程安排如下表 六-3所示： 

 

表 六-3 課程安排時程表 
 教學單元與內容 
第一周 1.1 詩是什麼？；1.2 錯接遊戲；1.3 錯接的應用(1) 
第二周 2.1 錯接的應用(2)；2.2 變造練習與應用 
第三周 3.1 擬人；3.2 擬人的定向思考；3.3 水果動物詩 
第四周 4.1 比喻；4.2 比喻的定向思考；4.3 人物速寫 

 

在實際上課中，由於兩班語言課安排的進度一樣，所以安排的進行新詩

寫作教學單元的時間也都相同，如下表六-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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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六-4 教學實施時間表 
第一班 

周次 
第二班 

內容安排 

3/11(五) 

第一次 

3/11(五) 

1. 先詢問學生所了解的詩是什麼，以此了解學習者對

文學方面的涉獵。 
2. 進行錯接的遊戲，利用生詞的排列組合，造出有意

思的句子，激發靈感。 
3. 用錯接的遊戲，套用範詩的樣式：你的 A 是我的 B，

產生有意思的句子。 
3/18(五) 

第二次 3/18(五) 
1. 請學習者先發表上次錯接的成品。 
2. 進行第二階段錯接的活動，用錯接的方式依範詩的

句型來做創作練習，並請學生下次發表。 

4/01(五) 

第三次 

4/01(五) 

1. 請學習者先發表上次錯接和仿造的成品。 
2. 請學生閱讀擬人的範詩，試著說出自己的感覺，之

後再請學生說明原因。 
3. 介紹擬人修辭法，再看一次範詩，請學生指出哪裡

使用了擬人法。 
4. 從範詩出發，請學生試著仿作，並進行語文遊戲，

藉以熟悉擬人的用法。 
5. 最後請學生從動物和水果著手，試著找出自己有興

趣的主題，用同樣的方法進行動物詩或水果詩的寫

作。 

4/08(五) 

第四次 

4/08(五) 

1. 請學生先發表上次擬人的作品，並請同學猜猜詩題

是什麼，藉此互相觀摩，並指導學生。 
2. 請學生先閱讀比喻的範詩，試著說出自己的感覺，

之後再請學生說明原因。 
3. 介紹比喻修辭法，之後再請學生看一次範詩，除了

請學生指出哪裡用了比喻修辭法，請學生試著更動

詩中的幾個字詞，看是否能營造出不同的詩意。 
4. 進行比喻教學的遊戲，從同學出發，可以配合上次

動物和水果的主題，進行相關聯想。 

 

以上介紹了教學實施相關的背景資料，包括教學時程安排、教學內容安

排和學生中文學習背景，下面簡述教學實施的實際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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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教學紀錄 
本節將就筆者已經施行的教學活動做個紀錄，包括上課的情形以及學習

者的表現，做為第三節綜合討論和第四節學習成效分析的依據。以下就四次

的上課內容，簡單敘說教學歷程。 

一、 教學單元一：錯接 
當初只是抱著嘗試的心情，試著將新詩結合語言教學理論，運用到華語教室

中，很多朋友知道了都抱著懷疑的態度，認為這種結合已經跳脫出語言課的範圍，

應該會面臨種種困難，一方面學習者的意願不高，一方面學習成就難以評斷。忐

忑不安的心情直到上完第一堂課才放下，畢竟學生的表現以及肯定的眼神是最大

的肯定！(研究者札記，2005.3.11) 

 

要建立一個符合寫作歷程要求的環境，首先要讓學生放輕鬆，別把這個

課看得太嚴肅，不然僵化的語言和思想是寫不出有創意的東西。所以一開始

先問學生對詩的看法，聽完之後再說明為什麼要上這一系列的課。 

 

師：先請你們說說什麼是詩，或是你對詩的感覺。 

生：詩是把很多的意義用很少的字說，就好像成語一樣。 

師：那你讀過中國的詩嗎？ 

生：高中的時候我參加念詩比賽， 

師：朗讀。那你讀什麼詩？還記得嗎？ 

生：遠上寒山石徑斜，白雲深處有人家。停車坐愛楓林晚，霜葉紅於二月花。 

 

有些學生已經對詩有很清楚的觀念，甚至讀過唐詩，有的學生只是讀過

幾首英文詩而已，對寫的興趣不大。在學生講完之後，老師告訴學生，對老

師來說，詩是遊戲，希望大家能在遊戲中學習，不需要給自己太大的壓力。 

討論完後發給每個學生 4組各 3張的紙卡，在 4組紙卡上分別寫上人、

時、地和事，不必是同一個句子，愈奇怪愈好。寫完之後，請學生依照紙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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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顏色分別放在講桌上。全部寫完之後，把同類紙卡排列順序打亂，並請學

生每種各抽一張，依照人、時、地、事的順序，組合成一個句子，必要時可

以加上介詞。在學生的努力之下，產生了許多非詩但創意十足的句子，如： 

 

天柏和他的女朋友三更半夜在宿舍的浴室對老鼠談吉他(翊恩) 

小布希半夜在台北 101最高的樓大叫我愛你(佳恩) 

亞瑟半夜三點在天堂賣毒品(亞瑟) 

佳恩在聖誕節在我的房間對老師彈吉他(關平) 

 

當然，這些句子可能沒有意思，也有可能非常好笑，但是不可否認的，

這些句子有非常多的想像空間。創意是寫作的第一步，要怎麼樣讓學生打破

已經逐漸習慣的語言，提昇到創意的層次，這的確是個好方法。看著學生大

笑完，接著引導學生開始用這種方式進行創作。 

 

師：你們知道為什麼要玩這個遊戲嗎？ 

生：不知道(搖頭)。 

師：如果老師說這個就是寫詩，你們相信嗎？ 

生：不相信(搖頭)。 

師：那我們用這種方式來寫詩吧！ 

 

在學生意想不到的情況下，以遊戲先放鬆學生緊張和一點點抗拒寫詩的

態度8，然後再用同樣的方法練習。先在黑板上寫下「你的夢撞擊我的緘默」

來吸引學生的注意，然後請學生說說這首詩在寫什麼。令我意外的，學生給

了這句詩很多的解釋： 

 

                                                 
8 筆者之所以進行此項活動，主要由於前導試驗所得到的結論，參看第四章第一節二、前

導試驗的結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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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布希的夢是打敗伊拉克，撞擊了我們的沉默，所以我們去抗議(天柏) 

我在學習的時候，沒有什麼聲音，可是室友睡覺，很有意思的夢，做夢的時

候很大聲，讓我不再沈默(羅蘭) 

 

欣賞除了讓學生學習到「什麼是詩」以外，讓學生試著用自己的觀念解

詩也是幫助語言能力進步的好方法。而且在進行這個單元的時候，還要進行

機會教育，讓學生知道詩的解釋可以不只一種，每個人的角度不同，賦予詩

的意義也不同，只要言之成理，就是解得好。 

等到學生都說完了，再告訴學生如何用這個句型結合上面的遊戲玩出幾

句詩。以「你的 A 是我的 B」句型，先讓學生自由說出一組名詞放在 A，

之後再自由說出一組名詞放在 B。最後再請學生利用這個句式將之組合起

來，看是否可以找到幾組有詩意的句子。在短短的時間內，已經有不少可以

再繼續發揮的句子了： 

 

你的溫柔是我的玩具(天柏) 

你的安靜是我的負擔(翊恩) 

你的笑聲是我的快樂(宜霏) 

你的溫柔是我的衛生紙(天柏) 

你的快樂是我的快樂(佳恩) 

在這樣的練習中，學生體會到詩並不是晦澀難懂的，寫詩也不是枯燥無

味的，而是可以在遊戲中取得靈感，甚至激盪出不錯的詩句。在短短的 50

分鐘裡，將學生帶進詩的殿堂，讓他們抱著期待的心情，盼望下一次上課。 

二、 教學單元二：錯接和變造 
雖然上次學生的表現讓我很意外，也沒有想到可以激發出那麼多有意思的句

子，但是進教室前仍不免擔心學生是不是能用同樣的方法「玩」出幾句詩呢？進

教室後，看到學生迫不及待地想要說出自己的詩句，心中的感覺只有欣喜！(研究

者札記，2005.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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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上課，先請學生說出上次未完成的句子，有些學生覺得上次的句子不

錯，所以沒有什麼更動；也有學生回去用同樣的方法，寫出了有趣的詩句： 

 

你的生活是我的小說(羅蘭) 

你的追求是我的樂趣(羅蘭) 

你的開車技術變成我的惡夢(宜霏) 

你的愛是我的燃料(佳恩) 

你的幽默是我的咖啡(佳恩) 

你的笑聲是我的快樂(關平) 

你的成功是我的玻璃天花板(翊恩) 

我們的弱點是他(魔鬼)的力量(天柏) 

我們的恐懼是他(魔鬼)的力量(天柏) 

 

看到這些句子，怎麼能不讓身為老師的人不興奮呢？「你的愛是我的燃

料」說出了對方的愛是自己前進的動力；而「我們的恐懼是他的力量」不正

像一個虔誠的信徒所說出來，勸人堅定信仰的詞語嗎？ 

 

等到學生發表完，並說出一些想法之後，在黑板上寫下「一張嘴/吻多

少次酒杯9」，讓學生說說這是什麼樣的感覺。 

 

師：(這首詩)有什麼樣的感覺？ 

生：這是酒鬼的句子。 

師：所以你覺得他是高興嗎？ 

生：不高興。 

師：為什麼不高興？ 
                                                 
9 本文「/」斜線符號表示詩篇至此必須分行，其後均同，不另贅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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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他想吻女孩，可是沒辦法⋯ 

 

由此可見教外國人寫新詩和教本國人寫新詩的不同。對本國人來說(可

能除了小孩子)，如果不是意象隱晦難懂，要看懂詩其實不難。可是對華語

學習者來說，雖然字詞的語義都已徹底了解，但是文化差異、語言背景、表

達方式都會造成對詩意有不同的認識和了解。所以在教寫作之初，非得從欣

賞著手，先了解什麼是詩，詩人如何在一定的篇幅內表情達意，才能讀懂詩，

進而寫作。所以欣賞除了讓學生說自己主觀的感覺以外，還得引導他們，讓

他們注意詩中特別的字眼。 

 

師：酒杯有什麼特別的意思？ 

生：酒杯代替⋯好像難過的時候應該喝酒。 

 

除了逐步引導學生注意每個字詞是否有特別的意涵以外，也請學生更動

詩中的一個或幾個字詞，看是否有同樣的感覺。 

 

師：如果今天換了個動詞，會不會有同樣的感覺？如果用「碰」呢？ 

生：沒有難過的感覺。 

師：如果用「親」呢？ 

生：好像也沒有。 

 

在不斷地討論之中，讓學生「挖」這首詩，儘可能「挖出」最多的意思。

寫作奠基於欣賞，如果不能看出這首詩的美，那寫作時將會零散而不完整。 

接著請學生想一想，可否用「一+量詞+名詞+動詞+多少+名詞」的句式，

寫出一些句子呢？「看到學生苦思的表情，不免開始懷疑是否這樣的詩難度

太高了呢？」沒想到一會之後，學生慢慢抓到一些靈感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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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聖經給多少啟示？(天柏) 

一枝筆殺多少導演？(翊恩) 

一首詩弄亂多少學生的頭腦？(天柏) 

一個笑容救過多少猶豫/憂鬱的人？(天柏) 

一枝筆寫出多少心事？(佳恩) 

一首歌醫了多少心？(關平) 

 

雖然有些句子不符合文法，還需要做進一步的修改，但大抵說來都頗具

巧思。「一本聖經給多少啟示」說明了聖經在基督宗教中的重要性及啟發性；

而「一隻筆殺了多少導演？」，看其口吻，不就像是可憐的導演在影評家的

文筆下，無力招架的樣子嗎？ 

上課的時間很短，又結束了一次的課程。但是相較於第一次，雖然作品

的產量較少，但是品質絕對不輸給第一次。可能是這一次的範詩不適合給二

十出頭、洋溢青春的年輕人。下次應該找些活潑點、可愛點的範詩，相信更

能激發他們的點子(省思，0318)。 

三、 教學單元三：擬人 
今天學生不知道會寫出什麼樣的詩句呢？是感慨人生？或是悲嘆愛情的不確

定性？上次給的詩似乎太憂鬱了點，希望學生可以擺脫這個陰影，用自己的創造

力寫出自己的朝氣。(研究者札記，2005.4.1) 

 

在課堂的一開始，一樣先請學生說出自己上次回去練習的內容。令筆者

意外的，本來以為這個句式比較適合用來訴說一些慨嘆，但是學生用自己的

創意打破了老師的成見，以下是一些學生的作品： 

 

一個犧牲替多少贖罪？(天柏) 

一粒沙有多少眼淚？(羅蘭) 

一棟房子有多少故事？(羅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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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顆星星累積了多少願望？(佳恩) 

一首歌按摩多少耳朵？(亞瑟) 

一枝紅杏誘惑了多少男生的心？(亞瑟) 

一句禱告救活多少屍體？(天柏) 

 

班上虔誠的教徒寫詩不忘傳教，「一個犧牲替多少贖罪？」應該加上

「人」，變成「一個犧牲替多少人贖罪」，可以清楚說明耶穌廣博無私的愛。

「一棟房子有多少故事」訴說著歷史演變，時光荏苒。更有學生化用成語「紅

杏出牆」，改成「一枝紅杏誘惑了多少男生的心？」來說明「紅杏」的不堅

貞和男生的「唯色是圖」，也頗具創意。 

發表完之後請學生看範詩「燈在書上寫詩」，然後請學生說說燈如何在

書上寫詩，還有這句究竟是什麼意思。 

 

師：什麼燈會在書上寫詩？是上面這種燈嗎？(指日光燈) 

生：不是這種燈。 

師：那什麼燈會在書上寫詩？ 

生：有火的。 

師：很好，那叫蠟燭。那為什麼說它像寫詩呢？ 

生：有時候說一個蠟燭會跳舞。 

 

雖然學生學過燈，可是學生的「燈」停留在用電的電燈。要逐步引導之

後，才會讓學生擴張自己的詞彙。所以擴張詞彙不一定是學新的生詞，有時

候是發現學過的生詞有更多的意思。然後要繼續追問學生「寫詩」講的是什

麼？因為比喻是有文化差異的，但剛好這個例子還滿符合英文裡面的說法，

所以學生在轉換的過程中沒有什麼困難。 

看完並欣賞討論完範詩之後，說明「擬人」的用法，並請學生指出詩中

使用擬人的地方，然後用同樣的句型，請學生想「A 在 B 寫詩」。第一個

班的學生很快就想出來不少例子，第二班的學生需要老師做一些指引：「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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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寫詩嗎？」、「時間會寫詩嗎？」。 

 

樹在風裡寫詩(羅蘭) 

天氣在樹葉上寫詩(翊恩) 

電視在牆上寫詩(翊恩) 

星辰在天空寫詩(天柏) 

毛毛蟲在樹葉上寫詩(天柏、佳恩) 

風在地圖上寫詩(亞瑟) 

時間在太魯閣的石頭上寫詩(亞瑟) 

 

從自然著手，詩材無限。以這個小小的練習讓學生熟悉擬人的用法之

後，再讓學生看兩首由兒童寫的童詩。 

 

範詩一： 

？？10 

漂亮的？？被老師請到講桌上 

女生以羨慕的眼光看著她 

男生用色瞇瞇的眼睛盯著他 

老師豎起大拇指讚美她 

羞得？？滿臉都紅了 

 

範詩二： 

草莓 

害羞的小女孩 

                                                 
10 詩題和詩中「？？」原為「蘋果」，為了引起學習者動機和教學需要，故將此三處更動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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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紅的臉頰上 

長滿了小芝麻 

害羞的躲在綠綠的屋簷下 

跟著小孩子們玩捉迷藏 

 

將詩名及詩中關鍵字以「？」表示，讓學生猜猜這首詩寫的是什麼水果。

第一首詩大家很快就猜是蘋果，不過猜到還不夠，還要進一步說出原因。要

提昇學生的寫作能力，不能僅讓學生讀懂詩就來作詩，還要知道如何欣賞、

這首詩如何表達，才可以有效地提昇中文寫作能力。 

但是也有學生質疑：難道第一首詩非是蘋果不可嗎？櫻桃可不可以？因

為這兩首是兒童所寫的，水果的特點是寫出來了，但是如果沒有詩題的話，

可能性還是非常多的。所以這邊也必須跟學生點出了一個很重要的觀念：詩

的解釋是無限的。教師不要因為自己的看法侷限了學生的創意，學生也不應

該因為同儕的看法而忽略了更多的可能性。 

在欣賞討論完後，請學生抽幾張動物或水果的圖卡，大家互相激盪創

意，把聯想的一些點子寫下來。因為時間關係，只好請學生回去繼續完成擬

人的練習。 

四、 教學單元四：比喻 
經過了三個禮拜的引導，從讀詩開始，到了玩詩，今天終於可以看到一首完

整的詩了。不知道從句子到篇章，會不會遇到問題？不知道學生抽到的那幾種動

物，能寫出什麼讓老師驚豔的好詩呢？(研究者札記，2005.4.8) 

 

一開始同樣請學生發表自己的作品，雖然在整首詩的意象上還有很多可

雕琢的空間，但是依他們只學了三個小時的程度來說，是非常有潛力的，以

下是幾首作品： 

 



針對外籍華語學習者之新詩寫作課程設計與實施 

 102

貓頭鷹  白天柏 作 

為什麼動物之最有智總是問「誰誰？」 

 

香蕉  李佳恩 作 

我很苗條。我越黃越有人喜歡我 

我老的時候會長很多痣在我皮膚上。 

長太多的時候，我生命就快結束了。 

 

貓頭鷹  魏亞瑟 作 

聰明的獵人 

是耐心的 

躲在樹的裡面等機會 

捉捕動物 

 

短短的幾首小詩，都別有韻味。第一首的貓頭鷹，運用了英語中貓頭鷹

的叫聲，然後直接翻譯成中文，要不是學生解釋，還真不懂為什麼？雖然有

點屈折，但是這種巧思是值得鼓勵的。佳恩的香蕉勾勒得不錯，潦潦數筆，

香蕉的形象躍然紙上。不僅把握了形狀的特點，也抓住了表面顏色的改變。

亞瑟的貓頭鷹和天柏的不同，從習性著手，可惜的是如果遮住詩題，是很難

猜出在寫什麼動物，因為捉捕動物是很多動物的天性，如果在詩中沒有提到

「晝伏夜出」或是「森林」，僅從「聰明」、「樹」和「捉捕」來說，實嫌

單薄。還可以再修改成更好的詩篇。 

欣賞完彼此的作品之後，接下來要進行預定的教學進度。先將範詩寫在

黑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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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詩： 

媽媽是一杯酒 

爸爸喝了一口 

就醉了 

 

從這首詩出發，學生有很多不同的感覺。 

 

師：看到這個有什麼樣的感覺？你好像很不好意思，你不喝酒嗎？ 

生：不是，因為他說，媽媽很辣。 

師：那你們可以再說說看到這首的感覺嗎？ 

生：感覺就是爸爸很愛媽媽。 

師：那你的感覺呢？ 

生：我的感覺是他們在一起很久了。 

師：所以你同意爸爸愛媽媽的看法嗎？ 

生：嗯，同意。 

師：那你的看法呢？ 

生：我覺得媽媽很容易影響爸爸的情緒。 

師：為什麼？ 

生：因為一口就醉了。 

 

有學生開玩笑的說「媽媽很辣」，也有學生指出了是講「爸爸很愛媽媽」，

也有學生抱著另類的類點，認為「媽媽容易影響爸爸」。既然大家有不同的

看法，就要經過多方面的討論，以求更貼近詩意。除了討論以外，還要進一

步請學生試著更動幾個字，看是否可以營造出不同的詩意。有的學生把「一

杯酒」改成「一瓶酒」，發現詩意沒有很大的不同，爸爸還是很愛媽媽；有

的學生承襲上個修改，另外也把「喝了一口」變成「喝了一杯」，發現詩意

已經有些許改變了，好像爸爸沒那麼愛媽媽了；更有學生只改最後一個「醉」

字，變成「吐」，當場大家都笑了起來。詩意就是在不斷地討論中發現，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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了討論以外，就是從一些小的更動中發現用字遣詞的奧秘。 

欣賞討論完接下來就是「比喻」的教學，然後回去重讀這首詩。等到學

生已經能正確指出詩中使用比喻的地方時，就要繼續做語文遊戲，讓學生鞏

固所學。語文遊戲從「朋友是錢」開始，請學生想出喻解。本以為學生需要

至少一分鐘以上的思考時間，沒想到才剛停筆，就已有學生迫不及待地想要

說出自己的想法。 

 

朋友是錢 

容易賺，可是很難保存(天柏) 

 

朋友是錢 

因為存得久就利息就會變多(羅蘭) 

 

朋友是錢 

因為有朋友的人是富有的人(翊恩) 

 

朋友是錢 

你可以花(翊恩) 

 

朋友是錢 

因為不可能有太多朋友，像錢一樣(亞瑟) 

 

朋友是錢 

是一生的財富(關平) 

 

朋友是錢 

幸福的國幣(關平) 

 

好朋友是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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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很難得到(佳恩) 

 

朋友是錢 

因為你可以利用他(佳恩) 

 

朋友是錢 

有很多但是我找不到(亞瑟) 

 

在第一次練習比喻，就得到這麼多很不錯的想法。有的人從錢的價值著

手：「很難得到」、「可以利用」、「可以花」、「一生的財富」，也有人

從稀少來說。大體而言，除了有幾個比喻太具體以外，都屬於不錯的詩句。

練習說喻解以後，進一步將難度提高，讓學生想喻依和喻解11。這次換個題

目，用「人生是⋯」、「愛情是⋯」來想，雖然花比較多的時間，但是卻很

值得： 

 

愛情就像台北的交通 

有的時候會快，有的時候會慢(關平) 

 

愛情像杯茶 

有甜也有苦(宜霏) 

 

愛情是 LV包包 

有真也有假(宜霏) 

 

愛情就像股票 

有些人賺錢，有些人賠錢(宜霏) 

 
                                                 
11 因為時間關係，所以想喻依和喻解的活動只在第二個班進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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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就像比賽 

結果不是你想像的到的(宜霏) 

 

在確定學生熟悉比喻的用法之後，接下來就是進行人物速寫。針對班上

的同學，先想出每個人的特色，然後再想比喻，寫成幾首小詩。有的同學很

難把握比喻的精神，短短時間就已經有一些初步的作品： 

 

亞瑟是一隻雞 

每天都很早起(佳恩) 

 

佳恩像一個貓咪 

因為愈害羞愈可愛(宜霏) 

 

關平是一隻大象 

朋友有話都會跟他說(宜霏) 

 

宜霏是一隻孔雀 

因為他很會引起人的注意 

他每天早上進來會遲到(關平) 

 

雖然有些比喻太過於平實，沒有令人驚奇的感覺，但是在短短的一個小

時中，從無到有的創作過程，進步不可謂不大。當然，如第三章教學設計時

所述，寫作初期的目標是讓學生熟悉新詩寫作的方法，並進而學習幾種相關

的修辭法。所以目前對於學生的意象、詩篇的經營只是視學生的程度而隨機

教育，完整的教學要到中後期的課程才會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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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簡單地紀錄了四次實際教學的狀況，包括教學內容、課程安排、學

生的口述作文以及最後發表的成品。下一節將就教學實施的實際情況以及學

習者的草稿和成品做分析，配合訪談和問卷的結果，對整個教學設計、教學

實施做一個綜合性的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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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綜合討論 
本節針對整個教學設計、教學實施以及學生的回饋做一個綜合性的討

論，分為事前的教學設計和教學實施，從這兩方面來檢討，做為日後課程修

改的依據。 

一、 教學設計 

(一)教學時數安排 

在教學時數安排上，目前是以一個小時為單位，每次上課上一個教學單

元。但是在教學實施的過程中，學習者的程度會影響教學進度。此外，一個

小時的時間要包含欣賞、教學、引導和練習太過密集，時間也不足。所以實

際上課往往只能讓學習者做了一部分的練習，大約是進行到草稿或修改的階

段而已。如果以後要將此課程推廣到各地，設計成兩個小時，也就是把寫作

活動儘量安排在課堂上完成，應該是比較適宜的。 

(二)課程主題 

在整個課程單元的設計上，是以用字遣詞為優先，等到具備了幾種修辭

能力以後，再從聯想著手，擴張詩篇，或是教篇章修辭，像是排比、映襯等。

目前教學實施已經到了第五個單元，頭兩個單元是以錯接為主，以遊戲的方

式讓學生欣賞詩、寫幾句詩。三、四個單元是擬人和比喻，五、六個單元是

著重聯想力的練習。整個安排符合之前設計的考量，但是在實際教學上，因

為每個單元從兩個小時縮減為一個小時，再加上學生程度如果不一，就必須

做一些調整。當然，需要調整課程單元的這種狀況也可能出現在學生程度沒

那麼好時，或是對於教學內容吸收沒那麼快時。 

如果發生了上述可能，首先在整體教學目標上要做一些調整：不能要求

和預期學習者詩篇的長度，也不能預設學習者的表現。畢竟新詩是文學的一

部分，要了解文學則不能不透過文化來瞭解，但是文化的差異有時卻不是教

學所能教的，是需要時間還有個人經驗。所以在教學上得先建立這樣的觀

念，再來修正教學單元。 

其次，在教學單元上，可以再加強不牽涉到篇章的修辭，將重點放在比

喻、擬人、設問等，藉著語文遊戲和創意思考的方法，激發學生的詩意。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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了以用字遣詞為主，在寫作練習上可以配合主題寫作法，例如擬人法配合動

物詩的教學，比喻法配合人物的摹寫，設問配合愛情詩的寫作。 

在謀篇佈局上，聯想法還是建議保留，但是如果要更一步進到意象經

營、鍊字鍛句，就要看學習者的程度和學習的狀況。建議是中級程度的學生

以用字遣詞的訓練為主，配合聯想法，利用語文遊戲和創意寫作的方法學

習；中高級以上程度的學生視情況加入謀篇佈局，從篇章和文學的角度給予

學生多一點指引。 

二、 教學實施 

(一)範詩的欣賞與討論 

如前面所述，由於時間的關係，在範詩欣賞討論的過程中，如果發現課

堂上的空白太多、學生想不出來時，教師要主動適時地給予一些指引。因為

囿於成長環境、文化限制和語言能力，不是每個學生一開始都能很正確地解

讀每一首詩，這就必須仰賴老師的指引了。當然，如果能找到不難理解的詩，

但又必須經過一定的思索才能悟出詩意是最好的。 

在範詩的選擇上，最好能選擇一些符合學習者生活經驗的詩。像第二單

元用了「一張嘴吻多少次酒杯？」這樣滄桑的例子，在欣賞的過程中，就需

要多一點時間思考。而且這句範詩只有一句，但是在給學生仿作練習時，花

的時間就非常可觀。雖然學生最後都有不錯的成品，但是如果能由淺入深，

先學同樣句式但詩意沒那麼複雜的詩句，在學習上會更有效率。所以在準備

範詩時，如果要讓學生用同樣的句式仿作，建議至少準備三個例子。如果一

次有多個班級進行新詩寫作課程，可以挑選學生的例子做為範詩，這不僅比

較貼近他們的生活經驗、容易了解，對學生更是一種正向的鼓勵。 

(二)創作引導 

在課堂設計中，創作引導可以說是最難掌握的。語文遊戲雖名為遊戲，

但其實也是另一種形式的創作，所以這邊所說的創作引導，包含語文遊戲所

提供的練習以及語文遊戲文之後的個別創作。 

語文遊戲有時只是用簡單的仿作來讓學生熟悉修辭法的運用。在第三單

元擬人教學時，採用了「燈在書上寫詩」當作練習，第一個班的學生很快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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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狀況，源源不絕地想出了很多具有詩意的句子。但在第二個班，可能是

因為那天只有兩個學生來上課，互動不足比較無法激發靈感，大概三分鐘後

才有一些零星的詩句產生。在筆者事後回想檢討下，認為應該先將難度調

低，讓學生循序漸進的學習。以「燈在書上寫詩」為例，如果不能用「A在

B上寫詩」的句式，就應該用導引的方法，先讓學生想「風會不會寫詩？」，

引導學生從「風在 B 上寫詩」開始，熟練了之後再問他們：「時間也會寫

詩嗎？」，再練習一次「時間在 B 上寫詩」。等確定熟悉了以後，再開放

性地讓學生想：「還有什麼東西會寫詩」，才進入到「A 在 B 上寫詩」。

所以循序漸進並依照學生程度調整引導的內容是非常重要的。 

在語文遊戲之後的創作，就得視學生的個別狀況。在擬人活動之後，是

讓學生就水果、蔬菜或動物，挑選自己喜歡的主題來寫作。可是沒想到學生

對於這些名詞知道的不多，所幸事先準備了圖卡，讓學生抽圖卡來決定主

題。不過在決定主題以後，看到學生閉目苦思的樣子，不由得擔心起來。因

為這是第一次從單句到詩篇的練習，這是很不一樣的寫作方式，從點到線可

以組合成不錯的句子，但是詩篇重要的是整體性和連貫性，如何由線到面不

是將句子組合起來就行的。再加上聯想的練習是放在後面的單元，在這邊學

生只能憑著本能或是從自己文化背景來進行聯想，所以花了比較多的時間構

思。筆者後來採用引導的方式，不要求學生直接產出詩句，而是教導學生先

將跟主題有關的點找出來，再擴張成線和面，像學生以「香蕉」為主題，先

問他們從香蕉想到什麼，再進一步做說明和組織。這也是本研究採用的寫作

歷程法，要求學生逐步構思，教師在思考的過程中給予一些指引，不要求學

生給你一篇已經寫完的作品，而是從學生寫作的過程中，發現學生的問題並

給予指導。 

(三)學生的出席狀況 

在教學實施的過程中，筆者最感到力不從心的是學生人數和出席狀況。

教學內容是可以再設計、修正的，但是學生能不能來上課不是老師能決定

的。因為筆者的課是早上八點十分到九點，和九點十分到十點，幾乎是所有

學生的第一堂課，所以學生爬不起來的情形是普遍存在的，不因為星期幾而

改變。相較於上一般的語言課時，上新詩寫作課程學生的出席率已較高，但

是由於班上人數分別只有四人和三人，少了任何一個人都相當嚴重。尤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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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文遊戲時，太少人很難激發出詩的火花，遊戲的趣味性和教育性會減低不

少。不過學生在事後會詢問上課內容，並向同學請教謀篇佈局和補交作品，

讓筆者還覺得欣慰。 

三、 作品批改 

由於本研究課程是在一般語言課程之中加進幾個新詩寫作教學的單

元，再加上避免給學生壓力，所以不論是學生的口述作文或是最後發表的成

品，老師都只是給予一些建議，不能稱之為評量。所以本部分說明一些批改

的原則，並舉一些例子。 

在第三章第四節筆者綜合整理學者的看法，並提出了評量和批改時的七

項原則，以下分別就各原則，提出一些範例做說明： 

 

(一)書寫的正確性 

書寫的正確性足以影響整個詩意，所以在批改時，如不確定，必須詢問

學生是否和他的本意相符。書寫發生錯誤通常是同音和音近訛誤或是形近訛

誤。如下例： 

 

學生作品：你的追救是我的樂趣(羅蘭) 

老師批改：你的追求是我的樂趣 

 

「救」乃「求」之誤。又如姜宜霏所寫的： 

 

學生作品：一小養樂多就能印象到我一大早的精神(宜霏) 

老師批改：一小瓶養樂多就能影響到我一大早的精神 

 

經詢問學生結果，「印象」實為「影響」之誤。批改時除了必須將字詞

改對以外，有時候學生還會使用拼音，這類例子不勝枚舉。所以教師得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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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發表的作品應當將書寫錯誤降到最低，這也是華語新詩教學和一般新詩

寫作教學不同，華語新詩寫作教學的本質仍在語言上面，在注重創意和文學

性之前，必須先了解學習者所要表達的意思為何，換言之，必須注意語言的

使用沒有問題。 

如果學習者的中文程度已經了解修辭中的「轉品」，並且能在適宜的情

況下使用，不會出現過度類化的情形，可以再給學生一些使用「印象」的句

子，如： 

 

一小罐養樂多就是我一大早的印象 

 

不過這種方式與其說是批改，倒不如說是一種示範和建議，但是這種方

式是要先求得正確性以後，超越到文學性時使用較為適宜。 

(二)詞彙句型的使用： 

上個部分說了本研發課程和一般新詩寫作教學不同的地方，詞彙和句型

的使用可以說是另一個清楚且明顯的例子。在母語人士的作品中，詞彙和句

型用錯的情況應該是相當罕見的，但是對於華語學習者來說，有時候是已經

捕捉到意念，只是在轉換的過程中選錯了詞語，或是句型的使用少了某些必

要的元素。如： 

 

學生作品：一個孩子給多少白色頭髮？(羅蘭) 

老師批改：一個孩子給父母多少白頭髮？ 

 

筆者修改為：「一個孩子給父母多少白頭髮？」，「給」後面不能不加

受詞，否則就不合乎中文的規則了。有的是學生不知道該用什麼樣的詞語： 

 

學生作品：你的關心是我的迷住(羅蘭) 

老師批改：你的關心是我的安非他命 



第六章  課程之教學實施 

 113

 

因為「迷住」不能當名詞，這是學生囿於語言能力，所以沒有辦法選用

最適當的詞彙。 

(三)邏輯性和合理性 

前兩點注重使用正確的中文，這是語文教學的基本要求。但是當文詞都

使用正確時，意思卻不一定清楚。如： 

 

我的害羞是你的勇敢(佳恩) 

 

如果不請學生解釋，兩個對比的詞連結在一起，還真是捉摸不到頭緒。

一問之下，學生說他是個害羞的人，如果他害羞，別人做什麼都不會害羞，

因為他比別人都更害羞。所以是他的害羞造就了其他人的勇敢。 

在批改過程中得非常小心，要不然很容易就誤會學生的意思了。又如一

首令筆者百思不得其解的詩： 

 

為什麼動物之最有智總是問「誰誰？」(天柏) 

 

這首詩筆者改成「為什麼動物中最有智慧的/總是問：/「誰誰誰？」雖

然如此，仍是猜不到這是描繪什麼動物。如果從動物中最有智慧的，那應該

是「貓頭鷹」。可是這一點邏輯也沒有，為什麼是貓頭鷹呢？一問之下，在

英文裡貓頭鷹的叫聲就是「W-H-O」來表示。用了擬聲法，然後再將之轉

碼，也難怪百思不得其解了！ 

(四)創意 

創意有時候會違反邏輯，「無理而妙」正是文學中的一種境界，所以在

批改時，如何拿捏邏輯和創意，並在這之間尋求一個平衡點，這就要靠老師

的文學素養來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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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面兩個例子為例，雖然貓頭鷹的詩很難猜到，但是如果是給英語背

景的學生看，他們都可以知道這寫的是什麼。所以教師只針對詞語做了修

正，沒有因為邏輯而扼殺了學生的創意。 

 

一枝筆殺多少導演？(翊恩) 

 

利用擬人的方法來說明影評家的尖酸刻薄，這就非常的有創意。 

 

前四項技巧分別從正確性和意義來判斷，是屬於初期批改的重點。後期

應該著重用字遣詞的使用、篇章的安排和意象的經營。但是由於目前本課程

只實施了四次，還沒有引導學生到這些方面，所以沒有相關的例子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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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學習成效 
要評判一個教學課程是否成功，除了從教學實施上面來觀察，還必須從

學生的學生成效來觀察。在和學生個別訪談中，學生一致認為這樣的課程對

他們的中文有幫助，但是實際的幫助為何，大概都很難具體說明。有的學生

認為透過這樣的練習，可以更了解一些字詞所包含的意思；有的學生認為學

到用字遣詞對將來的寫作有非常大的幫助；也有學生反應，這樣的教學可以

更深入了解中國文化。以下將針對學習成效，分成幾個部分來討論。 

一、 修辭 

修辭是本研發課程的一項教學目標，所以首先針對修辭來檢視學生的進

步情況。目前已上了四個教學單元，前兩個單元以激發興趣為主，利用仿作

的方式，不做太多的說明，學生就已經學會了基本的比喻技巧了。像是： 

 

你的溫柔是我的玩具(天柏) 

你的安靜是我的負擔(翊恩) 

你的生活是我的小說(羅蘭) 

 

在第二個單元裡，用同樣的方式讓學生練習設問，學生的表現同樣亮眼： 

 

一枝筆殺多少導演？(翊恩) 

一個笑容救過多少猶豫的人？(天柏) 

一粒沙有多少眼淚？(羅蘭) 

一顆星星累積了多少願望？(佳恩) 

 

從仿作來學習，學生可能知其然而不知其所以然，所以在第三單元從擬

人開始正式教修辭： 

 

星辰在天空寫詩(天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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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毛蟲在樹葉上寫詩(天柏) 

時間在太魯閣的石頭上寫詩(亞瑟) 

 

從單句進入到完整的詩篇，學生也做了大膽的嘗試： 

 

香蕉  李佳恩 

我很苗條。我越黃越有人喜歡我 

我老的時候會長很多痣在我皮膚上。 

長太多的時候，我生命就快結束了。 

 

蓮霧  姜宜霏 

我的皮膚又滑又紅 

但我的內在很空洞 

如常在街上遇到我 

就知道我愛跟芭樂哥跟番茄妹一起混 

我很受大家的觀迎 

因為我不但甜，上半身也很豐滿 

國外的人愛我卻得不到我 

有些人為了得到我還得先付 3000塊台幣 

 

從以上的例子很清楚地可以看出學生從零開始，到獨力完成一篇完整的

詩篇。雖然在意象和詞彙上仍不夠精確，但就修辭而言，已經是很大的進步

了。 

二、 謀篇佈局 

在本文寫成以前，謀篇佈局只教了錯接和聯想。錯接是第一單元的遊

戲，最後以「你的 A是我的 B」做句式，讓學生組合出具有意義的詩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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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幽默是我的咖啡(佳恩) 

你的追求是我的樂趣(羅蘭) 

你的成功是我的玻璃天花板(翊恩) 

 

聯想法是讓學生從一個點出發，做直線和擴散思考。雖然是第五單元的

內容，但是詩本身就是一種跳躍性的思考，在前四單元或多或少都接觸了一

些方法，要不然是不能將句組合成篇的。所以目前雖然沒有聯想單元的最後

成品，但是學生比喻和擬人單元所寫出的詩，也都可以視做是謀篇佈局的進

步。 

三、 用字遣詞 

詩的語言必須精緻，才能達到令人意想不到的效果。在課堂中觀察學生

口述作文的情形，就可以很明顯地看出學生的進步。口述作文剛開始只是從

點開始，寫一些跟主題相關的字、詞，之後再進一步擴張，最後組織成句，

在這個過程中，雖然教師未曾教導如何用字遣詞，但是學生有時只是看老師

皺一下眉頭，或是讀出來之後有新的靈感，就會很快更正。像亞瑟的例子： 

 

一首歌碰到耳朵？ 

 

筆者只是遲疑了一下，亞瑟發現不對，立刻就做了修正： 

 

一首歌按摩多少耳朵？ 

 

除了將句式改成限定的句式以外，也將動詞改成較有詩意的形式，利用

「歌按摩耳朵」這種陌生化的手法突顯了歌的功用，這就是一種進步。因為

老師不可能一輩子在學生身邊，所以讓學生有欣賞的能力，進一步有評析和

自我評鑑的能力，這對中文能力的提昇是有很大的助益的。另外一位學生的

例子也很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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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首歌醫了多少心？ 

 

在說完之後，學生想了一下，把他自己的句子改成： 

 

一首歌醫了多少受傷的心？ 

 

能夠廣泛運用這種能力，一定會提高中文水平的。 

 

四、 學生回饋 

除了教師觀察到的進步情形以外，學生在訪談中也說出了一些他們自己

的看法。整理如下： 

(一)詞彙的學習和掌握： 

「我覺得寫中文的詩很有好處，因為只寫字的時候沒碰到這個字有什麼

特別的意思，特別的感覺」羅蘭認為這部分的課程除了讓他學習到自己有興

趣的詩外，對詞彙的學習和掌握是有非常大的幫助。他以「媽媽是一杯酒」

那首詩來說，詩本身淺顯易懂，但是他卻沒想到可以用「醉」來表示一種

「愛」。所以羅蘭認為新詩寫作的課程，除了可以學習一些在詩中的語言以

外，對於掌握這個詞彙在文化中所蘊涵的意思，也是有極大的幫助。 

翊恩、亞瑟也提到相同的一點，認為範詩中有許多非常好的詞語，這些

詞語可能很難學到，可是非常有用。學詩也是讓他們有使用中文的機會。 

(二)文化差異的了解： 

為什麼學新詩會增進對文化差異的了解呢？羅蘭說：「我以前不知道醉

了可以有好的意思，所以我覺得要學寫詩，特別要注意這些小小的感覺。」

在教比喻時，曾經鬧了個笑話。學生讀了「媽媽是一杯酒」的例子，又做了

「朋友是錢」這個練習，做完之後學生自己試著想喻依，結果造出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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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是狗，因為他會保護我 

 

這樣的例子就筆者自己的語感，如果不看喻解，似乎是罵人的話。可是

學生說這在英文歌裡面，這種句子是很常出現的，像「你是我的狗」等。這

一方面固然可以歸結是比喻中的明喻和暗喻還沒有分別清楚，但一方面不能

不說是文化差異。為什麼 is 不能直接到中文的「是」或「像呢」？究竟什

麼時候可以對應，什麼時候不能對應？筆者淺見，因為「狗」在中文裡可能

有負面的意思，而且認為「人是萬物之靈」，如果將人比喻成動物，那應該

不是種讚美。所以像這樣的例子就可以從詩中，或是從創作的過程中逐步發

現。 

(三)修辭法的學習 

在訪談中，大部分學生都提到了修辭法的學習。本來以為修辭或新詩寫

作課程是一直不斷地寫，而且認為修辭對自己的中文沒有什麼幫助，可是在

課堂中，學生迫不及待想要發表作品，還有遊戲時的神情，都可以察覺他們

樂在其中。「學修辭很有幫助⋯因為這個機會用中文表達比較深刻的意思，

因為上課的時候、寫功課的時候就是隨便寫，沒有機會真的要表達想要說的

東西(天柏)。」、「學修辭很有意思，我覺得對我以後的寫幫助很大(翊恩)。」

這些回饋足以說明修辭對他們的幫助。 

(四)對新詩的了解 

羅蘭是中文輔系的學生，本身就對寫作特別有興趣，但是在學校只有文

學欣賞的課程，而且是偏重在小說，更遑論新詩寫作的課程了。「這讓我知

道不一樣的中文，也讓我學到怎麼寫詩。」、「這種課比較輕鬆⋯只要寫幾

個句子，可以利用我們的創造力，真的滿好玩的(佳恩)」。天柏舉例子，就

算看得懂李白的詩，也不可能寫得跟李白一樣好，因為不了解怎麼寫，所以

這個課讓他對詩的了解多了一些。 

(五)表情達意 

前面天柏提到學修辭的好處，其實也就是提供學生表情達意的機會。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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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寫作文的時候，是老師要他們寫的，學生不一定想寫這個題目。再加上要

使用課本的句型，所以在寫的東西不是自己想講的東西。但是新詩課可以表

達比較深刻的內容，翊恩也提到這是一個用中文表達自己意思的機會，也可

以藉著讀詩了解作者想表達什麼。宜霏也提到，除了這個以外，這門課還讓

他了解到歌是怎麼來的，所以這是一個練習中文的好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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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小結 
本章紀錄並分析教學實施的情況。第一節介紹教學實施的背景，包含學

習者相關背景和時程安排。第二節以教學單元做區分，敘述教學的實際情

況，包括教師的心情、學習者的反應、口述作文和成品發表。 

第三節從實際的教學經驗和學習者的回饋做整理，將得到的回饋分成教

學設計、教學實施和作品批改這三方面。教學設計和教學實施以提出問題為

主，描述教學實施時所遇到的困難。作品批改則配合第四章第四節所整理的

評量原則，呈現實例和理論作印證。 

第四節從學習成效來看本研究是否達成預期的教學目標。學習成效筆者

區分成：用字遣詞、謀篇佈局、用字遣詞和學生回饋等四項，結果發現學習

者的回饋、教師所整理的的資料，都反映學習者確實在本研發課程中獲得幫

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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