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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    中文歌曲教學活動範例中文歌曲教學活動範例中文歌曲教學活動範例中文歌曲教學活動範例 

    根據第二章文獻探討、第三章歌曲教學活動現況、第四章的需求分析

與歌曲教學活動的設計大綱為設計基礎，筆者將在此章進行歌曲教學活動

範例的實際編寫。 

    第一節中，將介紹幾種歌曲教學活動中最基本的教學模式，這些隸屬

於活動中的方法與輔助目的都是在奠基與強化學習者於正式活動中的認

知能力與學習興趣，教師可以正式的活動中搭配使用。第二節將介紹十個

教學活動範例，每個活動都針對了不同的教學目的（對哪方面語言能力的

增進）、學習者程度等來進行設計，教師可以依這些劃分先行挑選理想的

教學活動，再依個人喜好與需要選擇歌曲來使用。 

    第三節將整理適合教學的中文歌曲提供教師做為選曲的參考。選擇的

歌曲都經過筆者的是先篩選，再歸納不同的需求整理出一套可以參考的歌

曲資料庫。整理的方式以歌詞的重複語法點的種類與歌曲內容的主題來做

為區分，方便教師選用。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歌曲教學活動設計輔助項目歌曲教學活動設計輔助項目歌曲教學活動設計輔助項目歌曲教學活動設計輔助項目 

    以歌曲做為語言教學當中的單元活動，教學的主體是仰賴歌曲本身的

內容而設計活動讓學習者能夠充分了解歌曲的內容；以下將介紹幾個進行

歌曲活動時的基本教學模式以及講義輔助的參考，這些輔助不是教學活動

主要的應用對象，但是使用這些輔助措施通常在正式活動產生功能，不但

可以加強教學上的效果，也可對學習者的記憶持續與課後複習具有幫助；

教師可以依照教學活動的目的與性質採用，以收更良好的教學成效。 

一一一一、、、、歌曲簡介歌曲簡介歌曲簡介歌曲簡介 

    不像一般的教材文本通常是為了某些的語言增進目標而特地編纂，歌

曲是既存的真實文本，而且通常歌詞都蘊含了作者的心意與情思，在透過

歌手的演唱，才能把一首歌曲的意境完整傳達給聽者。歌曲教學不應該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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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活動的目的是給學習者語法、句型等的語言輸入印象，而是讓學習者能

在自然而然的投入與理解當中習得語言的知識，讓學習者對教材產生認同

是最重要的心理過程之一。 

    要讓學習者對於教材產生認同感，首要的工作就是讓他們認識這些教

材，知道內容都在講些什麼。如果活動的課型是以學習者對於歌曲內容的

理解為主要的訴求的話，教師對於歌曲的介紹是必要的；如果教師不提供

關於歌曲的內容簡介，而是直接拿來做為教學使用，就像是直接丟了一台

機器給學習者，即使機器很有用處，卻沒有一個使用手冊去讓他們知道使

用的方法。 

    歌曲活動如果需要歌曲的簡介，可以依活動的需求給學習者不同的引

導與指示，基本的簡介像是歌名的解釋、歌詞內容的大意、歌手的背景等

都可以增加學習者與歌曲的親近程度；也同時藉由內容的簡介提升學習者

的學習興趣，對接下來的歌曲聆賞與活動進行感到期待，並且他們在實際

聆賞歌曲的同時也能從這些介紹當中驗證與評斷歌曲，提高鑑賞能力。 

    歌曲簡介的進行方式是在播放歌曲的前後，提示歌名、歌手名稱歌曲

背景與歌曲內容的大意，還可以輔以圖片或是問答來加強學習者的認知程

度。以下是歌曲簡介的進行範例： 

範例歌曲：孫燕姿 風箏 

1.提示圖片 

2.提問：這是什麼？ 

        你們什麼時候放風箏？ 

        在什麼地方放風箏？ 

        風箏給你什麼樣的感覺？ 

你覺得拉風箏的人跟風箏自己有什

麼關係？ 

 

圖片增強 

 

（風箏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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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介紹：今天要播放的歌曲叫做風箏。歌手是

來自新加坡，在台灣很受歡迎的孫燕

姿。風箏是她的第三張專輯的第一首

歌曲，這首歌內容是說兩個人談戀愛

的關係像是一個人是放風箏的人，另

一個人像是被拉著的風箏。你覺得風

箏自由嗎？它想切斷線，自己飛走

嗎？我們來聽聽歌裡面怎麼唱！  

 

（孫燕姿圖片） 

 

二二二二、、、、歌詞朗讀歌詞朗讀歌詞朗讀歌詞朗讀 

    歌曲是搭配旋律演唱出來的媒體，演示的語音成果不若一般口語因為

語氣與情緒的變化而有節奏的停頓，歌曲的情意幾乎都必須仰賴旋律的升

降與歌手演唱的情感投入。正因為漢語的聲調辨義會在歌曲當中隨著旋律

的變化而消失，所以如果拿歌曲來做語言教學活動，必須要考慮到聲調消

失的這個問題，而這樣的疑慮如果在活動當中加入歌詞朗讀，將可以建立

學習者的正確語音觀念。 

    雖然歌曲教學活動的材料主體還是歌曲本身，但是教師還是應當發揮

語言知識傳授者的功能，必須提供正確的語言輸入，在歌曲中喪失的漢語

聲調利用朗讀的形式來補強。根據教師對於語言活動的設計與需要在活動

當中加入歌詞朗讀的元素，由教師來帶領學習者誦讀，學習者藉由模仿與

複誦去熟悉正確的詞彙語音，即使在歌曲當中這些詞彙的聲調演變，也不

會忘記原來的聲調。 

歌詞朗讀除了可以建立正確的聲調觀念外，也可以藉由教師的宣讀，

表現中文音調的變化。方麗娜（2004）認為，「朗讀適應用語言的一門學

問，它是把訴諸視覺的書面化語言化為有聲語言的創造性活動......朗讀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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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縮短了從輸入到吸收的距離，增強了語感為學習者言語輸出的準確度和

流暢創造了有利的條件。」雖然現代的歌詞內容已經不講究押韻，不過歌

詞本身的書寫方式也重視押韻，那麼透過朗讀更能顯示語言的美感。 

歌詞朗讀的進行方式應該在學習者手邊持有附有拼音的歌詞來進

行，教師利用跌蕩清楚的音調進行帶領學習者朗讀歌詞兩次至三次，直到

他們都熟悉詞語的發音為止。 

三三三三、、、、詞語釋義詞語釋義詞語釋義詞語釋義 

    任何活動的設計都應該注意到學習者的理解程度，畢竟要讓學習者獲

得語言知識必須要提供能夠讓他們吸收與理解的輸入。因為歌曲是既存的

語言文本，但不是特地為了語言學習而創作的產物，即使教師已經在選擇

歌曲的時候按照學習者的程度挑選適合的歌曲，但是歌曲當中還是會出現

不少新詞彙與新語法。 

    根據 Krashen（1983）的語言習得原則，最好的語言輸入應該要提供

稍稍超出學習者能力的語言材料，歌曲當中出現適當的新詞彙與新語法對

學習者來說是可以提升語言能力的新輸入，特別是有些歌曲的詞彙在正規

的語言教材當中不常出現，但卻又是日常口語用得到的材料，從歌曲這種

真實的語料當中去認識這些新字對學習者來說能立即感受到語言的流通

性。 

    教師應該為了需求在這活動中去滿足學習者認識新詞彙的需要，依教

學目的需要在教學活動中放入關於新詞語以及文法的解說以及練習，讓學

習者可以透過說明與演練了解在歌詞的語境中如何去使用這些新輸入。所

以歌曲活動中，教師可以針對教學上的需要，進行詞語的解說、文法的應

用等，解說時可以利用翻譯來輔助，或是把詞語的使用功能放到歌詞當中

的意境去解釋，讓學習者在先天認知都具備的狀態之下，去體會整首歌曲

的內容。 

    詞語釋義一般都會附有新詞的拼音、翻譯、詞性與例句，還可以抓出

歌詞中的句型結構另外練習之。以下以鄧麗君的〈月亮代表我的心〉的參

考講義來表示詞語釋義的進行方式。 



 119 

 

一、歌詞 lyrics 

 

月亮代表我的心  鄧麗君 

你問我愛你有多深   我愛你有幾分 

我的情也真    我的愛也真 

月亮代表我的心                                                   

你問我愛你有多深   我愛你有幾分 

你去想一想   你去看一看 

月亮代表我的心                                                               

輕輕的一個吻   已經打動我的心 

深深的一段情   叫我思念到如今                            

你問我愛你有多深  我愛你有幾分 

你去想一想    你去看一看 

月亮代表我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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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詞彙 vocabulary 

1 月亮 月亮；yu8li4ng N. the moon 

今天晚上的月亮又大又圓，非常好看。 

2 代表 代表；d4ibi3o V/N to stand for； 

in the person of 

紅色在中國代表溫暖與平安。 

3 分 分；f5n N score 

這次考試你考了幾分？ 

4 輕輕的 輕輕的；q9ngq9ngde SV/Adv light；softly 

今天的天氣很好，坐在公園裡，有輕輕的風吹來，很舒服。 

5 打動 打動；d3d$ng V to touch；to move 

他說的話打動了我，所以我決定跟他一起出國去玩。 

6 段 段；du4n MW measure word for time 

or affair 

我跟他在十年前有過一段情。  

7 叫 叫；ji4o V to let 

臭豆腐的味道真叫我不喜歡。 

8 思念 思念；s9ni4n V to miss 

很久沒回家了，我很思念我的父母。 

9 如今 如今；r/j9n N now 

以前大家都很喜歡他，如今已經沒有人想理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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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句型 structure 

 

（1）NP1/VP1 代表 NP2/VP2 

    1. 他代表我們班參加明天的比賽。 

    2. 他的中文說得不好不代表他寫字寫得差。 

    3. 在美國，聖誕節__________________。 

    4. 你不要再問她了，她不說話_________________。 

（2）叫 + VP 

    1. 他說話總是叫人不自在。 

    2. 他上課的時候一直跟旁邊的人說話，叫人討厭。 

    3. ____________________叫人很緊張。 

    4.買東西的時候錢不夠______________________。 

（3）V 一 V 

    1. 我剛聽到有人走路的聲音，你去看一看是誰。 

    2. 這個問題有點難，我要想一想。 

    3. 吃完晚飯，________________走一走。 

    4. 這本書很有意思，我覺得你應該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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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四、、、、歌曲跟唱歌曲跟唱歌曲跟唱歌曲跟唱 

讓人忍不住跟著旋律在心底反覆哼唱是歌曲的一大魅力，歌曲教學活

動中，教師除了提供必要的語言資訊外，也可以對於歌曲的情意功能讓學

習者在認識歌曲之後自由參與跟唱。歌曲跟唱是最基本的歌曲教學模式，

如果教師使用歌曲的教學目的是要讓學習者能夠演唱歌曲，那麼不管歌曲

教唱的模式如何變化，最終的目的還是要學習者跟著旋律一起吟唱。 

歌曲跟唱通常是放在學習者都大致瞭解歌詞內容，並且對旋律也都大

致熟悉後進行，教師可以先放一至兩次歌曲讓學習者熟悉旋律，接著教師

講解歌詞裡的新詞彙、新語法，可以在此時帶動詞彙的補充與文法操練，

說明歌詞內涵，之後再播放歌曲數次讓學習者跟唱，如果有伴奏版本的歌

曲，可以在最後幾次練習時播放，教師應該仔細聆聽學習者的發音是否正

確。 

    歌曲跟唱主要訓練的是口語的練習，學習者一邊配合音樂唱出歌詞的

時候已經達成讓學習者開口說話的練習；而教師在跟唱前的歌詞講解與文

法演練更是跳脫現有教材之外的補充教材，而這些新習得的內容是很真實

的教材。 

    歌曲跟唱的重點在於文字與旋律的搭配，讓文字本身不再死板，加上

旋律之後更容易讓學習者吸收，表現方式也活潑許多，所以歌曲跟唱活動

的教材除了一般的流行歌曲之外，更可以採用學習者對文本本身較難吸

收，像是中國古代詩詞、新詩等題材。這些教材在一般語言正規課程教學

時可能讓學習者感到枯燥難懂，但是如果這些教材能配合歌曲教唱活動演

練，讓死板的文字變成音樂，學習者的注意力、吸收能力都能提高。 

五五五五、、、、其他的輔助教材其他的輔助教材其他的輔助教材其他的輔助教材 

    歌曲是一種流行文化中的商業產物，在歌曲本身的背後也帶來了不少

的相關媒體，這些媒體不但是歌曲不斷被再利用、深化印象的商品；在語

言教學上，這些商品卻可以當作是引起學生興趣與讓語言教學內容可以延

續的重要輔助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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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現行出版的華語教材中，當作課後活動的歌曲都附有樂譜，樂譜是

歌曲被實現的另一種帶有意義的文本，對語言課堂來說，那些由音符與音

階線組成的符號似乎不能代表任何的教學意義，但是樂譜卻可以是教學活

動後重要的再記憶道具。學習者在活動課堂上可以經由教師的設計去認識

這些活動中的歌曲，直接將歌詞與旋律連結起來，但是在課後如果學生沒

有管道再去接觸這些歌曲，可能徒留教師發給的歌詞講義，而歌曲的旋律

印象卻變得模糊，這樣對於學習者的學習成效可能會打折；而樂譜的功能

就是提供學習者一個管道可以再去熟悉這些歌曲，那些音符的變化是旋律

依存的象徵，同時也給了學習者一個能與歌詞搭配的依據，對於語言材料

的記憶喚醒有一定的功能。 

    音樂錄影帶（music video）也是另一種在流行音樂文化盛行下的傳播

媒體，音樂錄影帶經音樂的傳播介面從聽覺的廣播與 CD 播放機延伸到視

覺的電視與電影。音樂錄影帶用動像來搭配整首歌曲在影像媒體上播放，

在商業上能夠收到更好的宣傳效果外，結合影像後也給了歌曲本身的形象

更鮮明的印象。 

    音樂錄影帶把歌曲的接觸層面拓展到了視覺，由歌手親自演出的畫面

加深了學習者印象也提高觀賞的動機；有時候短片中的戲劇內容也反映了

歌曲本身的意涵，再加上台灣播映的音樂錄影帶幾乎附有字幕，讓人可以

立刻得知歌詞的，這些特質都有助於學習者增加對歌曲的理解能力。即使

音樂錄影帶是一種商業考量上的媒體，但是在教學上也發揮了相當的功

能。而從音樂錄影帶再利用的 KTV，更是將一種娛樂模式演變成了一種生

活方式。 

    隨著流行文化的高度發展，KTV 也是重要的流行音樂再利用的娛樂產

物，甚至是台灣最重要也最流行的大眾媒體之一，郭強生（1994）就說：

「KTV 這三個字是我們台灣人的驕傲......有中國人的地方就有 KTV。」而

流行歌曲則是 KTV 的主要節目。台灣人對於 KTV 的文化貢獻不但是改良

了這個本來是從美國與日本傳入的娛樂方式，更是在文化層面上對台灣文

化產生了影響；「（KTV）對大眾的感知能力造成了什麼影響？......是否顯

示了都市人在情感上的共通程度......以及知識經驗的同質性在提高？」（郭

強生，1994）KTV 不僅僅是台灣流行文化的一種娛樂共識，可能是一種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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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的宣洩或是意識的交流管道，這種現象也因為 KTV（或是類似 KTV 的

Karaoke----卡拉 OK）的廣泛流行而全球化。 

    KTV 的流行帶來的不只是流行音樂歌曲的再製與普及，當然也是一種

流行文化傳播的平台，造成了流行歌曲與 KTV 相互依賴與輔助的情形。

在這種商業文化的共生下，有外國學習者接觸到流行歌曲之後就想立刻到

KTV 去高歌一曲，或是有外國學習者學習流行歌曲就是想到 KTV 去唱歌

才學流行歌曲，不管目的與用意如何，KTV 都是一種可以幫助學習者反覆

練習歌曲的媒介與誘因，而且由 KTV 引起學習者動機的效果也最為強烈。 

    因為 KTV 的發展而延伸出來的伴唱音樂帶也是一種可以利用的教學

媒體，伴唱帶的形式可能是 CD 或是其他影像媒體，具有消除演唱人聲的

功能，就像可以讓人可以成為歌手本身，而沒有歌聲的干擾。伴唱帶的好

處是設備比 KTV 來得簡單，就可以直接去讓學習者練習歌曲的演唱部分，

伴唱版本的音樂媒體也能被拿來當作是評量學習者的工具。但是伴唱版本

的媒體去除掉了人聲，也可能讓個性較害羞或是準備不完全的學習者因為

沒有可以跟隨的對象而感到不自在，反而造成反效果。如果教師的活動目

的不是在測驗學習者演唱的歌曲的成效，那麼也可以讓學習者直接跟著歌

手的歌聲自由跟唱。下圖是常見的 KTV 伴唱音樂帶畫面，是由歌手原始

的音樂錄影帶配上有領唱功能的變色字幕再製而成，可以讓人隨著字幕的

變化跟著旋律演唱歌詞。 

 



 125

   圖五-1 音樂伴唱帶範例（歌曲：張惠妹〈我要快樂〉） 

    不管是樂譜、音樂錄影帶或是 KTV、音樂伴唱帶，這些從音樂本身再

造的衍生出來的商業媒體都可以在不同層面上給予歌曲教學活動上不同

的效果與幫助，教師應該視教學的目的與取得的方便性適度使用這些道

具，將可以讓歌曲教學活動更具效果。 

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中文歌曲教學活動中文歌曲教學活動中文歌曲教學活動中文歌曲教學活動設計設計設計設計範例範例範例範例 

    在本節中，筆者以前幾章的理論基礎與設計原則設計十種歌曲教學活

動範例。這些活動範例是以歌曲為主體，方法上也許只是顛倒教學的順

序、變換提問的角色或是側重某種語言能力的練習，都可以變化語言輸入

的輸入效果，跳脫一般歌曲教學的聽歌曲、教歌詞、唱歌曲的僵化形式。 

    活動範例提供設計概念與必要的準備與環境，也說明教學的步驟，但

是歌曲的選擇權在任課教師自己。教師依照教學的需要，挑選合適的歌曲

後，再放入提供的活動範例使用即可達成活絡歌曲教學活動的目的。 

活動一活動一活動一活動一：：：：歌詞克漏字歌詞克漏字歌詞克漏字歌詞克漏字 

（1）活動目的：訓練聽力、閱讀能力、文法理解能力。 

    （2）要求程度20：初初級到中級 

    （3）活動時間：約 50 分鐘 

    （4）活動說明：將一段完整篇章段段中的某些字句挖空，是常見的

克漏字形式，在歌曲教學活動中，這可能是最常見的一種，但

是也絕對不能小覷它的作用力與效果。克漏字測驗通常可以測

驗出學習的文法建構能力，與整個篇章的閱讀能力。 

    （5）準備事項：教師先準備已經挖空部分字詞的歌曲講義。 

                                              
20 提供範例的程度分及分成初初級、初級、中級。初初級的詞彙量大約是三百字。初級

程度詞彙量約六百字，約 HSK（漢語水平考試）的基礎 C 級程度；中級程度詞彙量在

一千字，約是 HSK 基礎 B 級程度。HSK 測驗分級與簡介詳見網頁：

http://www.hsk.org.cn/Intro_hsk1.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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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活動步驟： 

1. 依照合適的人數將學習者進行分組。 

2. 教師發給每一組印有挖空歌詞克漏字的講義，如下圖。 

 

   圖五-2 克漏字活動講義範例一 

3. 讓各組在未接觸到歌曲的時候先試著根據自己的語料庫與

語法的印象填入缺漏的字句。 

4. 教師在學習者先行填入語句之後，可以加入適當引導，讓學

習者解釋與說明填入語句的原因，並帶動其他各組的評論與討

論。教師也巡察各組的發展狀況，給予指導和鼓勵。 

5. 接著教師播放歌曲，讓學習者憑聽力來填入原來的歌詞中的

語句。播放歌曲的次數可以依照學習者的反應來調整。 

6. 教師依照需求進行歌曲介紹、歌詞朗讀與歌曲跟唱。還可以

帶動討論關於歌曲的歌詞與學習者嵌入的詞句在語境上與意

義上的異同。 

（7）教學評量：可依學習者填入的字詞語語義通順程度與正確度予

以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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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教學建議：在挖空歌詞的詞語時，應該考慮的要素是：挖空的

字詞是語法點、挖空的字詞是課室中教授過的、挖空的字詞必

須是明確的。而且一個歌詞斷句最好只挖空一個詞，如果在同

一語句挖空過多詞句，會讓學習者無法專注抓到真正的詞語。

歌曲克漏字也可以視之為一種創意與寫作的能力，即使學習者

沒看過、沒聽過歌曲，還是能依照自己的語言能力填入有意義、

可理解的詞句，完成歌詞中的篇章意義；教師應該以鼓勵與開

明的角度去討論學習者在第 3 步驟的寫作表現。另外，也可以

依照學習者的程度在教材上給予適當的輔助，對於語言程度較

低的學習者在講義上提供關鍵詞語的選擇等（見下圖五-3），也

能有效掌控活動的難易度。 

   

   圖五-3 克漏字活動講義範例二 

活動二活動二活動二活動二：：：：詞彙爭霸戰詞彙爭霸戰詞彙爭霸戰詞彙爭霸戰 

    （1）活動目的：訓練聽力、測驗詞彙能力、寫作與增進合作精神。 

    （2）要求程度：初初級到中級。 

    （3）活動時間：約 50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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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活動說明：在語言課堂中運用人固有的競爭的心態21可以達到提

高課室的緊張氣氛，而這種緊張是正面的、可以帶動學習者的

學習動機與課室參與程度。透過這個透過團體合作猜出歌詞詞

彙的活動，也可以讓學習者先對歌曲有充分的認識基礎。 

    （5）準備事項：準備足夠的歌詞講義，與給優勝組的獎品。 

    （6）活動步驟： 

1. 教師先將學習者適當分組。 

2. 請各組的各個成員先準備好紙筆。 

3. 告訴各組，將先播放一次歌曲，請各組仔細聆聽，並且將歌

曲裡出現的詞語紀錄下來。 

4. 播放一次歌曲，讓各組成員紀錄歌詞內容，並且相互討論。 

5. 歌曲播放當中，教師在黑板上繪製歌曲的單字表格。播放結

束後，請每一組輪流推派一位成員上台寫下他們聽到的詞語，

如此輪流下去，等到各組都寫不出新字，再播放一次歌曲。圖

表如下： 

 

                                              
21競爭是源自於生物本能的一種心態，動物為了要延續生命與維護領土必須和其他生物

對抗。競爭可以發生在各種領域當中，而從競爭結果也可以同時讓參與者獲得本質上的

與外部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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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五-4 詞彙爭霸戰活動近程圖 

6. 依步驟 5 的方式反覆數次，等到各組都寫不出新字後，教師

計算各組的字數，判定優勝組並給予獎勵與評價。 

7. 接著發給每個學習者正確的歌詞內容，再重新聽一遍歌曲。

教師可依據需求進行歌曲介紹、詞語釋義、朗讀與跟唱等活動。 

    （7）教學評量：從各組寫出來的詞語數來評定學習成效。 

    （8）教學建議：教師應該有技巧地主持這個詞彙比賽，保持比賽的

緊張感，但是不要過度強化各組的對立。灌輸各組討論風氣的

重要，彼此討論與核對聽到的詞彙，並協助上台寫字彙的同學

完成書寫。對於歌曲當中的陌生詞彙無法正確寫出漢字的話，

教師應指示學習者在黑板上的單字表寫上拼音符號，待任務完

成後再來認識這些新詞。 

活動三活動三活動三活動三：：：：歌詞心臟病歌詞心臟病歌詞心臟病歌詞心臟病 

   （1）活動目的：訓練聽力、增進詞彙辨識能力。 

    （2）要求程度：初初級到中級。 

    （3）活動時間：約 50 分鐘。 

    （4）活動說明：有一種撲克牌玩法叫心臟病，是每個人輪流丟出手

中的排，並同時唸出數字順序，若是排面上的數字與唸出來的

數字一致，每個人就必須拍打丟出的那張牌。撲克牌心臟病遊

戲是一種眼睛與耳朵的綜合反應訓練，如果把這種概念放到歌

曲教學活動上，也能夠有理想的效果。 

    （5）準備事項：教師將歌詞中的重點詞彙或句式寫在大小適中的紙

片上，如果是新詞彙，可以加註拼音輔助。並準備競賽的優勝

獎品。 

    （6）活動步驟： 

         1. 教師先簡單說明活動內容，並且依人數適當分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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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大致介紹歌曲的主題，與歌詞內容，先讓學習者想像可能出

現的歌詞。 

         3. 將詞彙卡打散，並取出一部份字卡放在桌子上。請每一組派

出一位代表來參加比賽。播放歌曲一次，讓參賽者聽到正確的

字時伸手拍打正確的字卡並把它取走。教師應該在一旁檢視被

拿走的字卡是否正確。 

         4. 更換組員，並且補上新的字卡，重複步驟 3。 

5. 等到全部的字卡都被拿完後，各組計算拿到的字卡張數，教

師進行頒獎與講評。 

6. 進行新詞語的釋義、歌曲朗讀與歌曲跟唱。活動的情形也可

以以下圖表示： 

 

               圖五-5 歌詞心臟病活動進程範例 

    （7）教學評量：依各組所拿到的字卡張數來評量學習成效。 

    （8）教學建議：歌詞心臟病也是一種競爭式的活動，加上過程緊湊，

很容易讓學習者激動，像是自己的組員在拍卡片時，其他組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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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會在一旁指示，造成場面激動。教師應該加強控管，要其

他組員在一旁專心聆聽歌曲內容，盡量不要大聲喧鬧。另外，

教師也可以調配一回合的競賽中所聆聽的歌曲材料份量，比方

說如果學生人數太多，教師可以將歌曲分成數個段落，一個組

員比賽一個段落，而取代一個回合播放一次完整歌曲所產生的

時間不足問題。 

活動四活動四活動四活動四：：：：歌詞拼圖歌詞拼圖歌詞拼圖歌詞拼圖 

（1） 活動目的：訓練聽力、閱讀能力與篇章組織能力 

（2） 要求程度：初級到中級 

（3） 活動時間：約 50～90 分鐘。 

（4） 活動說明：歌詞是搭配旋律之後的篇章文字，但是也因為旋律

的切割，使得歌詞具有強烈的斷句特性。歌詞有許多成句所組

成，彼此的語義的連貫可能因為修辭或是作者想要表達的意涵

而呈現不一的關連性。但是根據這些歌詞的成句中，學習者藉

著拼湊被拆散的斷句來檢視他們的聽力與整體篇章能力。 

（5） 準備事項：教師先把準備的歌詞份數列印出來，將歌詞的句落

一一裁切成長條。並準備一些彩色紙板與膠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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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五-6 歌詞拼圖講義設計範例 

（6） 活動步驟：  

1. 依班級人數進行分組。 

2. 教師發給每一組裁切的歌詞段落與彩色紙板，請每一組的成

員先互相討論，試著將這些段落組成一首完整的歌詞。 

3. 每一組將大致的排列完成後，請各組發表自己的排列順序。

可以依學習者程度與活動時間，讓各組說明排列的理由。 

4. 教師先播放一次歌曲，讓各組藉由聆聽歌曲中熟悉的字辭去

調整排列的先後。教師可以在這時候在一旁輔助學習者。 

5. 依各組完成情況調整播放歌曲的次數。如果有組別完成了確

定的歌詞，發給膠水讓他們將詞條依順序貼在彩色紙板上。這

時紙板上的歌詞就是原來的歌詞內容了。 

6. 教師依需要可以進行歌曲的解說、歌詞朗讀、詞語解釋與歌

曲跟唱，讓學習者充分熟悉所拼貼的歌曲。 

（7） 教學評量：教師可以從學習者完成正確的歌詞組句的速度來評

量學習者的語言能力。越快拼出正確歌詞的組或個人聽力與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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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組織能力越好。 

（8） 教學建議：使用歌曲拼圖活動應該注意以下幾點事項： 

1. 不要選擇句落太多的歌曲，過度繁複的字句反倒會降低學習

者的耐心。 

2. 如果是教學對象是中級學習者，在第二步驟讓學習者先行組

句時，可以延伸活動內容。教師可以比較每一組的排列差別，

並引導學生說明與解釋排列的理由，是因為詞語重複、語境的

建立還是語法的連貫等讓他們決定如此排列。 

3. 為了讓學習者增加動力，可以以競賽的方式做為活動的目標

與模式。像是讓各組在第一次的排列中競爭排列出正確的詞句

列數；或是比賽哪一組在最短的時間之內藉由聆聽歌曲完成歌

詞排列。 

活動五活動五活動五活動五：：：：歌詞套圈圈歌詞套圈圈歌詞套圈圈歌詞套圈圈  

    （1）活動目的：訓練聽覺辨別能力、增強字彙認知。 

    （2）要求程度：初級到中級。 

    （3）活動時間：約 50 分鐘。 

    （4）活動說明：歌曲是一種音韻化的口語表現，即使中文歌曲可能

喪失的聲音的辨義性，但是仍然可以利用歌曲重複與流暢聲音

組織特性來訓練學習者的辨音能力。這個活動讓學習者一邊聆

聽歌曲，一邊圈選聽到的正確詞語，辨識他們所聽到的跟他們

看到的講義內容是不是相符合，去判別細微的聲音落差。 

    （5）準備事項：教師必須製作一張歌詞的詞彙表。這張詞彙表必須

依照歌詞的排列順序，挑出其中已學過、還沒學的詞彙以及教

師認為重要的文法句構；在這些詞語旁邊也設定幾個聲音跟這

些關鍵詞語聽起來很像的音近詞語。這張詞彙表必須有正確的

歌詞詞語、讓學習者辨別用的音近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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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活動步驟： 

         1. 先跟學習者說明活動內容，要他們在聆聽歌曲的同時，把他

們聽到的詞語圈起來。 

         2. 發給學習者詞彙表，並播放歌曲一次讓他們圈選聽到的詞語。 

         3. 進行步驟 2 的時間，教師在黑板上寫上「請問第 X 個字（詞）

怎麼唸？」「請再說一次。」「請問 XX 是什麼意思？」等引導詞

語。 

         4. 先不放第二次歌曲，讓學習者用黑板上的引導問句詢問教師

他們不會發音的這些詞該如何發音、是什麼意思。 

         5. 等到學習者對詞彙表的詞語都熟悉了以後，再播放一次歌

曲，讓他們更正確地聽出歌詞的詞語。教師可以在這時候檢視

學習者的聽力增進變化。 

         6. 最後教師發給學習者完整的歌詞講義，讓學習者對照他們的

圈選的詞語正確性。 

7. 教師依需求與時間狀況進行歌曲介紹、歌詞朗讀、新詞語釋

義與歌曲跟唱的活動。活動內容可以以下圖表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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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五-7 歌詞套圈圈講義設計範例 

    （7）教學評量：從學習者第一次的圈選情況、之後熟悉發音後的圈

選情況來評定學習者的進步程度。 

    （8）教學建議：這個活動目的在測驗學習者的辨音能力，在詞彙表

中教師所設定的近音詞被拿來當作辨音的阻礙（distracter），這

些近音詞逼需具有意義而且在聲母與韻母上與原詞語有類似之

處。讓學習者詢問陌生詞語的發音，是為了增進學習者主動發

問的機會，讓他們也有開口說的機會；與其讓教師預先告知新

詞的發音，不如讓學習者主動發問，他們也會更珍惜問來的知

識。 

活動六活動六活動六活動六：：：：支援前線支援前線支援前線支援前線 

   （1）活動目的：增強詞彙認知動機、訓練口語運用。 

    （2）要求程度：初級到中級。 

    （3）活動時間：50 分鐘。 

    （4）活動說明：歌詞當中的新詞彙可以補充學習者在正規課堂中的

詞彙量的不足，教師可以用不同的方式讓這些新詞彙輸入到學

習者的資料庫中，而不是只是死板地由教師單向傳播。這個活

動就是透過方法的操控，希望讓學習者可以自己先主動試著去

找出這些新詞彙的意義。 

    （5）準備事項：在活動前一天請學習者攜帶自己的字典或是其他語

文工具到課室來。教師可以準備優勝組的禮物。 

    （6）活動步驟： 

         1. 將學習者依人數適當分組。教師告知活動概要，要學習者自

己想辦法，像是查字典、詢問他人等找出歌詞新詞彙的意思。 

         2. 教師在黑板上畫上歌曲詞彙表，寫下第一個歌詞的新詞彙。 

         3. 各組開始找出詞彙的解釋，最快完成任務的一組派出一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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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寫下詞彙的意義。 

         4. 該代表必須再試著用口頭說明讓全班同學知道該詞彙意義，

並且用該詞彙造出一個完整句子。教師與該組成員可以在這個

步驟幫忙該代表。 

         5. 重複步驟 3 與步驟 4，直到歌詞中的所有新詞彙都已經被學

習者完整說明與解釋。 

         6. 發下完整的歌詞講義，並進行歌曲介紹、歌詞朗讀與跟唱。

此活動在黑板的活動形式可以用下圖表示： 

 

                  圖五-8 支援前線設計概念與進程 

    （7）教學評量：以各組在詞彙表上的完成術語發表解釋與造句的完

程度來評量學習成果。 

    （8）教學建議：這個活動帶有比賽性質，各組在搶著寫詞彙意義時

必定會造成競爭激烈的情況，這是一種很好的炒熱課室氣氛的

效果，但是教師應該要適時掌控大局，公平判別優先的組別以

免造成爭議。而且有時詞彙意義不只一個，教師應該為寫在詞

彙表的詞彙意義正確性把關。活動步驟 4 除了有再加強並補充

練習學習者的口語表達機會之外，因為學習者必須要說明詞彙

意義與造句，所以要告訴他們在找到字典的詞彙意義之後，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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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熟悉詞彙的用法；透過這樣的補強，能讓他們練習小組討

論、交換意見的好機會當然，教師也必須在一旁輔助，以達到

教學的效果。被推派上來的代表必須同時完成寫詞彙、說明、

造句這三個任務才能判定得分。 

活動七活動七活動七活動七：：：： 對你的十個疑問對你的十個疑問對你的十個疑問對你的十個疑問 

（1）活動目的：提高學習參與感、引導學習者發表意見。 

    （2）要求程度：初級到中級。 

    （3）活動時間：50 分鐘。 

    （4）活動說明：課室中的提問，是一種探討現實的教學方法；提問

的內容可以分為可以立即得知的外在現實、存在於個人當中的

內在知識與牽涉的到個人觀感的情意感知。歌曲教學活動中，

透過提問的引導讓學習者專注於歌曲內容的習得、對於歌曲觀

感的表達等。這個活動變化了一下提問時的背景模式，讓提問

分成三個階段，分別是聽歌前的想像、聽歌後的真實提問、再

聽的感想發表，以得到學習者在不同時間的輸入程度變化。 

    （5）準備事項：教師必須先準備好所有相關的提問內容。 

    （6）活動步驟： 

         1. 先告知學習者我們將聽一首歌，只告訴學習者這首歌的歌名

叫什麼。 

         2. 在黑板上寫下教師想知道的，學習者對於這首歌曲可能產生

的想像的問題。這些問題可能是：你覺得唱這首歌的歌手是男

生還是女生？你覺得這是一首快歌還是慢歌？你覺得這首歌是

開心的還是傷心的？你覺得這首歌的風格是什麼？你覺得你可

能會聽到哪些字出現在這首歌裡面？ 

         3. 引導學習者討論這些前聽問題，並大致紀錄與整理學習者的

反應。接著告知學習者仔細聽這首歌曲，並且播放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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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播放歌曲的同時，教師在黑板上寫上第二組關於歌曲內容理

解方面的問題。這些問題可能是：這首歌曲的主題是什麼？歌

裡面描寫的季節是什麼？告訴我你聽到幾次歌名出現在歌詞當

中？你有沒有聽到「離開」還是「離別」？ 

         5. 聽完第一次的歌曲後，教師比對剛剛第一組想像問題的解

答，一一與學習者的想像結果進行比對。 

         6. 告知學習者將播放第二次歌曲，並說明黑板上的第二組問

題，要他們在聽歌的時候仔細去從歌曲中聽出答案。 

         7. 第二次歌曲聆賞結束後，請學習者試著從他們剛剛聽到的歌

曲內容回答黑板上第二組問題。教師必須帶動討論與檢查正確

性。 

         8. 發下歌詞講義，讓學習者看著歌詞再聽一次歌曲。 

         9. 教師進行個人觀感方面的提問，這些問題可能是：你喜不喜

歡這首歌？為什麼？你同意歌詞當中主角的看法嗎？這件事如

果發生在你身上你會怎麼做？ 

         10.教師依需要進行歌曲介紹、歌詞朗讀與歌曲跟唱。這個活動

的概念與架構可以以下圖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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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五-9 對你的十個疑問活動設計概念與進程 

    （7）教學評量：依學習者回答的反應來評定學習者的學習效果。 

    （8）教學建議：這個活動重點在提問的技巧，教師應該注意到三組

問題的區隔與重點。第一組問題要能提起學習者對歌曲的興

趣、第二組要能測驗出學習者對於歌曲內容的認知，第三組問

題要能延伸歌曲輸入後的個人態度。所以教師必須對歌曲有充

分認識，並且在課前先預備好提問的內容，在課室中適當引導

學習者表達意見。 

 

活動八活動八活動八活動八：：：：寫一首歌寫一首歌寫一首歌寫一首歌 

    （1）活動目的：發揮聯想力、訓練寫作能力與詞彙文法運用。 

    （2）要求程度：中級。 

    （3）活動時間：50～90 分鐘。 

    （4）活動說明：這是一種集體創作的活動。在設定主題與設定活動

目的（寫出一首歌詞）的情況下，讓每個學習者都能成為活動

中的一份子，集體創作出一首屬於這個班級的歌詞。 

    （5）準備事項：決定一個學習者有興趣的主題，例如失戀、旅行、

家庭、工作等，選定與主題相關的一首歌曲。準備適量的紙片

與一個能裝下紙片的小紙盒。 

    （6）活動步驟： 

         1. 用問答方式引導學習者進入活動要使用的主題。在這裡筆者

使用的主題是旅行，引導的提問可以使用「如果說到旅行，你

們會想到什麼？」「你們什麼時候想去旅行？」「旅行中你都在

做什麼？」 

         2. 發下準備好的小紙片，讓每個學習者一人寫下五個與旅行有

關的詞語跟句子短語，例如「風景」、「機場」、「看到了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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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坐上飛機」等。 

         3. 蒐集寫上主題詞語的紙片，投入紙盒當中。接著將班上的學

習者依適當人數分組。 

         4. 帶動全班討論主題的發展方向，並決定歌曲的名稱。比方說

這首的概要內容關於旅行的歌是關於戀人到紐約，但是卻在那

裡分手的傷心情歌，曲名叫「傷心紐約」。 

         5. 決定好歌曲方向後，由教師決定哪一組負責歌曲的哪一個部

分寫作；A 組負責 A 段、B 組負責 B 段、C 組負責副歌等。 

         6. 讓每一組從紙盒中抽出適當數量的寫有相關詞語的紙片。告

知每一組成員可以從這些詞語中找尋靈感，集體討論並寫下該

組負責的歌詞部分。 

         7. 在學習者進行創作的同時，教師可以播放準備的同樣主題的

歌曲。 

         8. 待各組完成創作後，請各組派出成員上台在黑板上寫出創作

的歌詞。教師隨後帶動討論。 

         9. 發給學習者教師自己準備的歌曲歌詞，請學習者比較教師版

的歌詞跟自己班上創作的歌詞，雖然主題相同，但是描寫形式

有何不同，由教師帶動引導討論。 

        10.教師再度播放準備的歌曲，讓學習者聆聽，並依需要帶動歌曲

釋義與跟唱。活動的近程與概念可以以下圖表示（以旅行主題

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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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五-10 寫一首歌活動設計概念與進程 

    （7）教學評量：從各組創作的歌詞來評量學習者的詞語運用與文法

正確性。 

    （8）教學建議：這個集體創作性的活動要注意選定的主題是不是能

引起整體學習者的共鳴，並且要決定全班的寫作方向，避免造

成主題不一的情況；教師也應該指導學生寫出類似歌詞的篇

章，不要把歌詞寫成了作文。提供其他同主題的歌曲是要讓學

習者有現實的材料來支持他們的創作，並且提供另一種不同的

思考。教師可以整理全班的創作後，在課後打印成講義發給學

習者，讓他們得到學習後的實際成果。 

活動九活動九活動九活動九：：：：我的觀點我來說我的觀點我來說我的觀點我來說我的觀點我來說  

    （1）活動目的：訓練口說與閱讀能力、發展討論能力、增進文化認

識。 

    （2）要求程度：中級。 

    （3）活動時間：50～90 分鐘。 

    （4）活動說明：歌曲當中往往顯示了一種作者想表達的主題或精神，

有些歌曲更表現了當地的社會文化意義與價值觀，從歌曲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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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去認識相關的議題或是認識文化與歷史背景是最自然而令人

欣悅的一種方式，這個教學活動即能夠讓學習者深入認識歌曲

內容。活動的方式主要為製作學習單來引導學習者，並以開放

的師生問答與小組討論方式來進行歌曲內容的認識，除了可以

讓學習者充分表現語言的溝通功能外，也可以讓他們投入歌曲

中的文化意境。學習單內應該設計包含客觀性問題（objective 

question）、反應性問題（reflective question）與敘述性問題

（interpretative question）的提問，還要讓學習者找出關鍵字。 

    （5）準備事項：準備一首可以表現中華文化社會、思想、歷史與價

值觀的歌曲，蒐集與之相關的資料，並列好想要詢問的問題。

本活動的歌曲範例使用的是中國歌手艾敬的〈我的一九九七〉，

這首歌曲表現了當時大陸的人民對香港回歸的想望與期待，主

題明顯，下的活動步驟說明也是針對這首歌內容的闡發。 

    （6）活動步驟： 

         1. 教師先針對歌曲進行歌曲介紹與歌詞朗讀。並適當分組。 

         2. 發給學習者學習單，學習單一共分成三個部分。先請他們回

答學習單上面第一部份屬客觀的封閉性問題，這種問題是可以

在歌曲裡面找到答案的。像是在〈我的一九九七〉歌曲中可以

設計：歌手的家人做什麼工作？歌手自己去了哪些地方？從這

些問題可以取得對歌曲的基本概要認識。 

         3. 教師與學習者進行第一部份問題的問答。接著請學習者在學

習單的第二部分寫下五個最能代表這首歌曲的關鍵字。這個步

驟讓他們可以仔細看歌詞並找出這首歌的重要價值觀。 

         4. 帶動學習者挑選關鍵字的討論，包括提問為什麼選這些關鍵

字的理由等。 

         5. 請學習者寫第三部分反應性與敘述性的問題回答。這種問題

可能是：為什麼歌曲裡面的歌手想去香港？她覺得香港是怎樣

的地方？你去過香港嗎？你覺得香港怎麼樣？一九九七年的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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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你在哪裡做什麼？ 

         6. 學生進行步驟 5 的時候，教師在黑板上繪製第三部分問題的

表格。待學習者完成後，教師一邊帶動問題的討論，一邊在黑

板上寫下學習者的答案，讓其他同學可以看到大家學習與討論

發表的成果。以〈我的一九九七〉進行活動教學學習單設計與

設計概念可以以下圖來表示之： 

 

                圖五-11 我的觀點我來說活動學習單與設計概念 

    （7）教學評量：從學習者學習單的製作成果與討論情況加以評量。 

    （8）教學建議：這種根據主題所延伸的討論活動，最重要的是選擇

一首主題性強烈的歌曲，不論是旅行、戀愛、親情等都可以，

但是歌詞寫作方式最好選擇直接不隱晦的歌詞，最好還以故事

來敘述更佳。活動進行時，因為相當仰賴學習單，所以學習單

的設計要周延，特別是問題的提問方式要明確、問題要可以理

解、能夠回答。為了增進課室的氣氛，教師也應該提供自己的

經驗，適時加入討論。 

活動十活動十活動十活動十：：：：迷你音樂劇迷你音樂劇迷你音樂劇迷你音樂劇 

    （1）活動目的：練習口語表達、寫作與文字組織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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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要求程度：初級到中級。 

    （3）活動時間：90～120 分鐘。 

    （4）活動說明：歌曲是一種整體的情境表現形式。歌曲有旋律、有

文字、有思想，這些已經既定的元素卻可以經過學習者自己的

再詮釋，讓這些歌曲表現更多的不同的風貌。這個活動是讓學

習者重新去解釋歌曲的整體活動，用類似音樂劇的形式，給他

們一首歌或是一種主題，讓他們用自己的對話、自己的歌聲、

自己的創意、自己的方式去重現原曲的精神。這個活動通常是

以教師告知活動形式、學習者找時間討論與演練並在某堂課中

做成果發表的形式表現。 

    （5）準備事項：教師應該先選定好活動的歌曲主題或是選定幾首有

相同主題的歌曲。 

（6）活動步驟： 

     1. 依人數將學習者適當分組。 

2. 教師選定某一個歌曲的主題，例如初戀、暗戀、旅行等，並

選定一些適合發展的主題相關歌曲。 

     3. 每一組派出一個組員來抽選一首主題歌曲。 

     4. 開放約 30 分鐘的時間，讓各組的成員去查閱、詢問討論歌曲

當中的新詞彙意義並且相互討論歌曲意境。 

     5. 教師說明歌曲的表現形式，建議各組從歌詞當中編寫符合意

境的對話劇本，將歌詞的內容具體化、並且安排演唱、表演部

分。引導各組用自己方式，以對話、演唱、肢體動作等途徑來

演繹主題歌曲。 

     6. 教師指定成果發表的日期。 

     7. 在指定的日期驗收成果。活動的主旨與建構可以以下圖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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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五-12 迷你音樂劇活動設計概念 

（7）教學評量：以學習者的成果發表表現來評量之。 

（8）教學建議：這個活動必須經過三個階段來完成，包括教師在課

室中的活動內容與目的解釋、學習者在課後的表演設計與演

練，以及最後在課室中教師與學習者的發表與欣賞。這個活動

是以歌曲主題為中心而衍生的大型課後活動，是一種文本再製

能力的表現。在學習者接觸歌曲、編寫劇本、演練歌曲的同時，

也達到聽、說、讀、寫等各方面語言能力的訓練。這個活動也

可以當成是表演節目或是成果發表來表現，將具有更高的實際

作用價值。 

其他整體教學建議其他整體教學建議其他整體教學建議其他整體教學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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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所設計的這十個活動範例所針對加強的語言能力提升層面都有

不同程度的偏重，而且在教學形式上也都因為活動內容的特性各異，也有

不同的材料偏重，例如「歌詞克漏字」、「歌詞拼圖」與「歌詞套圈圈」等

強調的是歌詞講義的變化，「我的觀點我來說」、「對你的十個疑問等」則

是提問方式的轉換而產生的活動，另外「迷你音樂劇」則是將音樂戲劇化

的一種模式。這些活動之間不是相互排斥的，反而應該根據以上的活動內

容特性，在實際進行這些教學範例時，是可以相互搭配使用的。 

    例如可以整合「歌詞克漏字」與「我的觀點我來說」兩個活動，在歌

詞詞講義上利用克漏字的形式先讓學習者試著先靠自己的聽力與資料庫

的搜尋去完成歌詞講義，接著再利用這份講義去完成「我的觀點我來說」

這種對於歌詞內容進行深度討論的活動。進行歌曲教學活動時，最重要的

是教師都可以依照自己的教學需要，將不同的歌曲活動相互結合，取其個

別的優勢，進而獲得更大的成效。 

 

第第第第三三三三節節節節  中文歌曲教學活動中文歌曲教學活動中文歌曲教學活動中文歌曲教學活動實施實施實施實施 

    在完成設計範例之後，筆者希望能夠以實際的教學來檢驗教學範例的

可行性，並且從實務中去找出新的討論問題。於是筆者在自己任教的班級

進行第一次教學實施。這個教學實施最主要的目標在於以實際的教學活動

去體現本研究的研究精神與研究目的，從學習者的學習效果與評價中去檢

視活動設計的成效。 

    一一一一、、、、    學習者學習者學習者學習者資料資料資料資料    

    教學活動實施的對象是筆者所任教的師大國語中心學生，班級人數為

十人，學習者的中文程度為中級程度。普遍來說，本班學習者都可以流利

地表達自己的意見，而閱讀與寫作部分需要再加強。 

二二二二、、、、教學活動選用教學活動選用教學活動選用教學活動選用    

    根據估算的學習者需求與自己的教學目標，本活動的教學目的將以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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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學習者的聽力與閱讀能力為主。活動進行的時機是在單課正規課程結

束，提供額外輸入的時候，以一個小時的時間使用的在教學活動的選用

上，本次的教學實施混合使用了「歌詞克漏字」與「對你的十個疑問」這

兩個教學活動。先利用「歌詞克漏字」來讓學習者專注於歌曲的整體印象

與詞語的認識，再利用「對你的十個疑問」的討論與問答方式讓學習者充

分瞭解歌詞的意境與詞語意義。 

    在歌曲的選擇上，活動選用了陳綺貞的「旅行的意義」。這首歌曲描

寫女主角一直深思不解男友為何常常出去旅行，而總是說不出來欣賞的是

女主角的哪一點，她一直很希望能聽到真正的男朋友的旅行的意義。這首

歌的歌詞寫法兼具意象與敘述，透過旅行的意義的發掘揭露出一種嫉妒與

哀傷的複雜心情，歌詞內容與寫法都相當具有值得討論的空間， 

三三三三、、、、教學步驟與教學流程教學步驟與教學流程教學步驟與教學流程教學步驟與教學流程    

                活動實施的步驟，大致是以：歌曲介紹�歌詞克漏字（連放歌曲三次

讓學習者填入歌詞單裡缺漏的詞語）�詞語釋義�再播放一次歌曲（學習

者可自由跟唱）�對你的十個疑問。 

    詳細的教學流程可以以下表教案來表示： 

教學流程 教學活動 時間 重點程序內容說明 

 

歌曲介紹 

 

 

 

 

 

 

歌曲克漏字 

 

詞語釋義 

 

 

歌曲欣賞 

【一堂課】 

1. 以問答方式介紹歌曲的名

稱、歌手名字、歌曲內容大

意等資訊，讓學習者先熟悉

歌曲大概資訊。 

 

 

 

2. 發給學習者歌詞克漏字講

義，說明歌詞填寫的要點。

總共播放歌曲三次，讓學習

者大致能掌握歌曲的旋律與

【55’】 

5’ 

 

 

 

 

 

15’ 

 

15’ 

 

 

 

5’ 

 

問題提問：提到旅行你們會

想到什麼？如果你要寫一首

旅行的歌，你會用哪些字？

這首歌叫旅行的意義，你自

己的旅行的意義是什麼？連

結學習者的自我經驗，並提

供先前的概念預設。 

 

歌詞克漏字講義上附有關鍵

字的選字框，裡面有預設學

習者應填入的新詞以及發音

類似的詞語，提供學習者判

斷與填入正確的詞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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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你的十個

疑問 

 

 

 

 

 

歌詞的發音。 

3. 在學習者大略填好克漏字

後，將歌曲的音量轉小，一

邊說明歌詞的新詞語，並在

白板上寫下正確的詞語。一

邊也對歌詞的連貫性提出解

釋與說明。 

4. 在學生擁有完整的歌詞講義

（已經填入缺漏的詞語）

後，再重新播放一次歌曲，

並表示他們可以自由加入歌

曲的跟唱。 

5. 跟唱結束後，再發給學習者

討論問題的講義。教師以問

答方式帶動講義上的討論，

以評量學習者的學習成效與

帶動課室討論風氣、訓練口

說表達能力。完成後結束這

次的歌曲教學活動。 

 

 

 

15’ 

 

 

 

檢討克漏字答案時，先問學

生自己的答案，而不先直接

告知；對於較難解釋的歌詞

意境則不多作詳細解釋，而

是提出自己看法後期他留待

學生自己想像與意會。 

學習者在這一階段已經大概

知悉歌曲的意義與新詞語的

發音，加上前幾次對歌曲的

熟悉，已經可以慢慢加入跟

唱。 

提問的問題包括： 

1. 提到「旅行」，你會想到

什麼？ 

2. 男主角跟誰一起去旅行

嗎？  

3. 歌詞中的男主角去了哪

些地方？可能各是什麼時候

去的？ 

4. 為什麼女主角想寫這首

歌？她想問男主角什麼問

題？ 

5. 請找出來歌詞裡面五個

可以代表這首歌意義的詞。 

6. 歌曲裡面的男主角為什

麼要去旅行？他的旅行的意

義是什麼？ 

7. 對你來說，你旅行的意義

是什麼？ 

8. 你去旅行最想看到什麼

東西？ 

9. 你旅行的時候會買什麼

東西？ 

10.你用什麼方式把旅行的

經驗紀錄下來？ 

表五-1 歌曲教學活動教案 

四四四四、、、、實施結果實施結果實施結果實施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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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本次活動的實施結果，本研究分成兩部分來討論，一部份是學習

者的回應，一部份是教師自己的檢討。學生反應部分，是以在活動課堂結

束過後發給學習者問卷填寫為參考。由於筆者為活動設計者，也同時為教

學實施者，針對教師的實測結果將以筆者自身的檢討與獨白呈現。 

（（（（一一一一））））學習者反應學習者反應學習者反應學習者反應    

                在課後發給學習者的問卷當中，列出了五個問題，這五個問題主要

是要得知學習者對於此次活動的歌曲學習經驗、此次學習成效、活動呈現

優劣與個人喜好為主題設計的重點。問卷形式為開放式問題，沒有限定選

項提供學習者勾選。問卷的內容經過整理後如下： 

1. 以前用過歌曲來上課嗎？如果有，還記得唱什麼歌嗎？ 

沒有 有過，也記得唱過的歌曲22
 

7 3 

  

 

                                              
22 學過的歌曲包括〈月亮代表我的心〉、〈茉莉花〉、〈老鼠愛大米〉等 

2. 你覺得用歌曲來教學對學習中文有幫助嗎？為什麼？ 

有 沒有 

10 0 

補充正面意見：可以學到新的字（學生 b）；可以一邊聽歌一邊學中文（學

生 f）；上課比較輕鬆，也可以學到新的字（學生 h）。 

補充待改進意見：有的詞語太難，生活上應該不會用到（學生 a）；可是中

文歌曲中的聲調不清楚（學生 c）。 

3. 你還記得剛剛那首歌怎麼唱嗎？裡面有哪些字印象最深刻？ 

記得一點字/旋律（但未

寫出深刻的詞語） 

記得一點字/旋律（寫出深

刻的詞語） 

不太記得 

2 6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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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以上學習者的問卷結果，可以得知此次的歌曲教學成效屬於正

面，學習者的反應大部分都達到了歌曲教學的目的與意義。當然學習者也

提出了一些問題，包括了：聲調問題是否還是讓學習者感到質疑、歌詞內

容是否不夠實用、上課速度是否太快？這些問題還可以留到下一小節教師

的檢討中討論。 

（（（（二二二二））））教學者反應教學者反應教學者反應教學者反應    

                在這次的教學實施中，身為教學者的筆者自身對於整體的教學情況

自評，應該算是大致良好。至少在教學當中，從學習者的眼神、回答的熱

絡與否與反應，都可以檢驗出自己的教學情況，這次的教學活動，大致而

言還算順利。 

    但是在教學當中有一些部分也讓筆者體會到某些因素單單在設計層

面當中是很難體會的。當筆者帶著喇叭與 mp3 隨身聽在上課鈴響前先進教

室，打算先進行器材的配置，就立刻遭遇了硬體設備的問題。由於教室偌

4. 你覺得今天老師用這種方式（練習聽力寫歌詞的字、問問題來認識歌曲

內容）來教歌曲怎麼樣？ 

很有意思 可以讓我們感到有興

趣，而且放鬆 

很有用 

2 1 3 

很好 可以讓我們會唱中文

歌，而且知道歌的意思 

3 1 

 

補充意見：我覺得很有意思，可是我覺得有點太快了（學生 f）。 

5. 下次如果有機會，想不想再用歌曲來上課？ 

想/願意 不想 

1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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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預備的喇叭電源線不夠長（當下也無法借得延長線），所以音樂只能

在教室的角落裡播放。這樣硬體設備未能周全的情況，在正式播放歌曲時

就立刻產生了效應：只見學生努力聽著略顯模糊的歌曲，要去聽出當中的

細緻語音變化，的確可以感受到音樂的硬體設備也是歌曲教學活動中的一

項重要要素，這是除了在課程設計之外，最直接的教學體認。 

    在詞語釋義的部分，由於教授的〈旅行的意義〉當中有不少意象化與

譬喻的寫作方式，比如說：「你熟記書本裡每一句你最愛的真理 / 你埋葬

記憶的土耳其 /  你流連電影裡每一個不真實的場景」等，這些文學性的

詞語在意義連貫後必須花費時間去揣想作者的寫作技巧與作品意義，也容

易讓學習者感到迷惑。針對這樣的現象，筆者認為這首歌還是有教學上的

價值，但是下次處理的時候不應該拘泥在詞語的意義解釋上，應該只要大

致呈現語句的表現形象即可，對於細部的修辭使用盡量避免花費時間在這

上面。 

    在學習者的課後問卷中，有學生提出了聲調的問題，這也是讓筆者在

教學後感到不足與缺漏的部分。即使在設計範例的時候都強調過了聲調在

中文歌曲的消失現象應該要及早預防，透過反覆朗讀與聲調演練來加強語

音的認知，但是在實際教學上筆者還是不小心忽略了這一點，使得學習者

產生懷疑。正確的作法應該要在詞語釋義之後，再帶領學生朗讀一至二次

歌詞，鞏固他們的聲調概念才是妥當。 

    另外學習者提出的上課步調稍快問題，也是可以斟酌教學上的需要，

增加歌曲欣賞的次數、簡化詞語釋義的難度與深度等方式來讓課室的步調

更加輕鬆，也許還可以達到更好的效果。 

（（（（三三三三））））小結小結小結小結    

    經過這次的實際教學後，除了對本研究的研究成果具有教學效果上的

正面信心以外，還可以從這次的教學與檢討體驗出中文歌曲教學活動在實

施上必須注意的幾個部分： 

    1. 別忽略硬體設備對教學效果的影響。有好的音響設備與教學空間，

才能完全發揮歌曲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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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幾乎學習者都可以意識到中文歌曲的語音聲調表現跟口語是不一

樣的，強化正確的歌曲聲調觀念是非常重要的。 

    3. 歌曲雖然可以提供學習新詞的途徑，但是如果重點不在於單詞的意

義解釋上，就不應該把重心與時間浪費在那上面，因為那個部分

是最容易使整個教學氣氛冷卻下來的一環。應該要多留一些時間

給學生去體會歌曲、欣賞歌曲、喜愛歌曲。 

    4. 歌曲教學活動也是一種仰賴教師與學生之間默契與諧和的一種課

堂呈現。在教材確定了、活動設計完成了、模式也再度確認了以

後，活動的成功與否也端視師生之間建立起來的信任關係，終究

在教學的實際過程中，最珍貴的還是師生間的情感互動，所以擔

任歌曲教學活動的老師也一定要在這種氣氛裡使出渾身解數！ 

礙於時間的關係，本研究的教學實施只實行了這一次，如果能夠由別

的老師來教授不一樣的活動內容，從中得到更多施測結果與檢討，應當會

使整個研究更加完整。 

第第第第四四四四節節節節  中文歌曲教學活動中文歌曲教學活動中文歌曲教學活動中文歌曲教學活動歌本歌本歌本歌本 

    歌曲是歌曲教學活動中的靈魂。歌曲是課室中的文字依據、聽覺刺激

的來源、討論的主題對象，也是能讓學習者感到放鬆與提高學習動機的觸

媒，同時也扮演了提供語言輸入的重要角色。在本文第二節的十個活動範

例中，都必須有一首合適的歌曲去完成活動的教學任務，歌曲的選定永遠

是歌曲教學活動中最重要的議題。 

    在本節中，筆者推薦合適的歌曲提供教師的使用參考，做為歌曲教學

活動中可以使用的歌本。這些推薦的歌曲都已經先經過筆者在第四章提出

的歌曲選擇標準篩選，再針對不同的著眼點進行分類。歌本的分類將以語

法與主題做為分類依據。語法部分，將針對中文的各個語法點分類，選定

的歌曲都是至少在歌詞當中反覆練習這些語法點四次以上，具有容易記憶

的特點；另外也提供歌詞中凸顯某些內容主題的歌曲，讓教師可以選定欲

加強的討論範圍。另外在每一首歌曲後也標註歌曲包含的語言程度，讓教

師也能依照學習者的語言程度選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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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歌本中的歌曲只是提供參考用，教師自己可以依照自己的需求

與目標選擇更合適的歌曲來進行教學。 

一一一一. 依依依依重要重要重要重要語法點分類的建議歌本語法點分類的建議歌本語法點分類的建議歌本語法點分類的建議歌本 

語法點 曲名 歌手 參考歌詞 適合 

程度 

S +SV 透明 劉若英 水面很透明/空氣很透

明 

初 

SV 的 N 月亮代表我的心 鄧麗君 輕輕的一個吻/深深的

一段情 

初 

要+N 完美的一天 孫燕姿 我要一所大房子 初 

放我的真心在你

的手心 

葉歡/張智

成 

放我的真心在你的手心

/放我的歌聲在你的記

憶 

初 V 在＋PW 

走在陽光裡 林慧萍 走在陽光裡/寫在日記

裡 

初 

了 1+2 抓泥鰍 包美聖 水滿了/雨也停了 初初 

如果 如果 劉藍溪 如果你是朝露/如果你

是那片雲 

初初 

把愛放開 F.I.R 把愛放開/把手放開 初 

把悲傷留給自己 陳昇 把我的悲傷留給自己 初 

把 

離開我 陶晶瑩 我把你的味道用香水噴

掉了 

中 

將 愛的箴言 潘越雲 我將真心付給了你 / 

我將青春付給了你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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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開我 陶晶瑩 你讓我的懂事變成一種

幼稚                                          

/你讓我的驕傲覺得很

無知 

中 讓 

讓我歡喜讓我憂 周華健 讓我歡喜讓我憂 中 

為了 橄欖樹 齊豫/孫燕

姿 

為了天空飛翔的小鳥/

為了山間清流的小溪 

初 

 

 

 

 

 

二二二二. 依主題分類的建議歌本依主題分類的建議歌本依主題分類的建議歌本依主題分類的建議歌本 

    歌曲當中涵蓋了不同的主題，可以提供教師配合課程主題或是教學的

增強使用。以下的歌本將以不同主題為分類標準，提供建議的歌本參考。

其中適合程度的分類不單單根據歌詞的語法與詞彙量來區分，同時也考量

到歌詞中理解程度的難易。 

主題 曲名 歌手 內容簡述 適合

程度 

 想念 味道 辛曉琪 用味道引出想念的心情 初 

想念 回家 順  子 對愛人的思念與期盼 初 

熱戀 寶貝 張  懸 戀愛中的甜蜜氣氛 初初 

暗戀 暗示 李  玟 表現暗戀的心情 初 

 

 

愛 

 失戀 聽海 張惠妹 藉著聽海來緬懷愛情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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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戀 無情的雨無情的你 齊  秦 悲怨已逝的愛情 初 

失戀 老情歌 呂  方 回憶過去戀情 中 

失戀 十年 陳奕迅 悲歎過去戀情 初 

 

情 

失戀 你怎麼捨得我難過 黃品源 悲怨已逝的愛情 初 

朋友 周華健 說明了朋友的意義 初 

分享 伍思凱 朋友間分享的快樂 初 

一個像夏天一個像

冬天 

范瑋琪 朋友間的個性差異與愛情

間的取捨 

初 

 

友 

情 

朋友 無印良品 友情的重要 初初 

旅行的意義 陳綺貞 從旅行過渡到愛情的變化 中 

離開是為了回來 林一峰 離開的不捨與堅定 中 

單程車票 易  齊 遠離家鄉的惆悵 初 

旅 

行 

/ 

出 

發 
一個人的行李 戴佩妮 一個人旅行的隨性與樂趣 初 

給你小王子 王芷蕾 母親給孩子的最終祝福 中 

親親我的寶貝 周華健 父親對孩子的關愛 初 

 

親 

情 

內疚 許美嫻 孩子對父母的內疚 初 

偶然 吳統雄 別離前的珍重 初初 

萍聚 李翊君 給分離的對方的祝福 初 

祝福 張學友 對分離的感傷 初 

 

畢 

業 

 

啟程 范瑋琪 對未來的無限期待 初 

台北的天空 王芷蕾 遊子對台北的懷想 初 城 

市 九份的咖啡店 陳綺貞 從九份發想與愛情關係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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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東心 蘭花情 陳建年 對台東的家鄉感懷 初 

但願人長久 王菲/鄧麗

君 

將蘇軾的水調歌頭加入流

行旋律 

中 

偶然 陳秋霞 將徐志摩的新詩加入流行

旋律 

中 

再別康橋 包美聖 將徐志摩的新詩加入流行

旋律 

中 

釵頭鳳 任  祥 將陸游的古詞加入流行旋

律 

中 

 

文 

學 

作 

品 

忘川  李建復/辛

曉琪 

將王鼎鈞的詩作加入流行

旋律 

中 

明天會更好23
 合  唱 對 80 年代中期台灣的加

油歌曲 

中 

歷史的傷口 合  唱 1989 年天安門事件後台

灣歌手所發出聲援 

中 

我的 1997 艾  敬 97 香港回歸後中國人的

期待 

中 

童年 張艾嘉 80 年代台灣童年的記憶 初  

鹿港小鎮 羅大佑 質疑變化快速的台灣社會

發展 

中 

東方之珠 羅大佑 以較同情的角度來看香港

的變化 

中 

 

 

 

 

 

 

社 

會 

變 

遷 

與 

文 

化 

對 

比 
夢醒時分 陳淑樺 80 年代末期台灣女性意 中 

                                              
23 〈明天會更好〉是由張艾嘉發起的社會支援歌曲，當時的台灣社會正處一個新舊交替

的過渡期，在經濟發展的背後卻隱含了陳痾已久的環保問題、人權問題等，由羅大佑等

創作的這首歌曲是假想能對台灣社會提出反省與期待（曾慧佳，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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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的變化 

改變 1995
24

 黃舒駿 描述從 1995 年以來台灣

與其他國家文化的變化現

象 

中 

爸我回來了 周杰倫 暗示社會中的家庭暴力現

象 

中 

Dear God 陶  喆. 批判台灣的新聞媒體文化 中 

 

小宇宙 蘇打綠 冷眼看待台灣當下社會的

氣氛 

中 

 

 

                                              
24 這首歌的歌詞極長，批判現象的意識相當強烈，可以當成是單一文化教材來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