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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意思維的英詩之旅:  

我與英語資優生的故事 

 

謝誌 

 

 兩年的研究所生活一晃眼就過了，想當年雖然順利推甄上師大英語系的文學

所，卻因為排不到學校的進修名額，只好趕緊轉考創發所，沒想到一念創發所就

上癮!創發所的課程充實又有趣，老師們專業又親切，同學們更是個個臥虎藏龍、

身懷絕技。很多人都說念研究所就像關在象牙塔裡作研究，但念了創發所卻是幫

我拆了舊有封閉的世界，大開眼界! 在兩年的研究所求學生涯裡，學到了很多不

同的理論和知識，但我最大的收穫是將創意變成一種生活態度，用多元甚至幽默

的眼光看世界，豁然開朗! 

 在修習課程和論文撰寫的過程中，要特別感謝我的指導教授潘裕豐老師，老

師總能在我苦思不得其解時給我提醒和指點，不厭其煩地解答我大大小小的問

題，也同時給了我很多發揮的空間。雖然很忙，總是盡量排出時間與我討論。在

進度停滯不前或心態鬆懈時，老師也能適時地提醒我和指引我向前。在老師的身

上，除了學到學科知識，我也看到一位學者努力和專業的精神，更鞭策我在學習

這條路上繼續往前。 

 此外，我也要感謝在進修這條路上支持我的家人和男朋友，往往在白天工作

已經很累後，很想休息和放鬆，家人們的鼓勵和關心，讓我能打起精神、認真上

課。整天的工作和上課後，常常會疲累有情緒，男朋友即使自己工作很忙，總是

會貼心地分享有趣的事讓我開心，也會聽我的報告，給我很多的點子，笑說自己

也跟著在念研究所。謝謝你們的支持，作我最強而有力的靠山，讓我無後顧之憂，

放心的完成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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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要謝謝龍門國中英資方案的學生和老師，在實施新的教學方方法時，

很怕學生反應不好或是秩序失控，非常感謝韻如老師給我很多的提醒和建議，甚

至介紹我去聽英詩的演講，讓我對教材更熟悉有信心。學生們的熱情和認真也是

我作研究的一大動力，得天下英才而教之，是身為老師的幸福啊! 

 論文完成，兩百多頁裡除了研究的點點滴滴，更有我對好多人的感謝與感動，

人生的書還沒翻完，論文是其中深刻的一節，引領我繼續寫下人生更多美妙的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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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意思維的英詩之旅:  

我與英語資優生的故事 

 

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創造思考技法融入英詩課程，以及學生在此教學過後，英詩

創作的情形。研究對象為臺北市某國中英語資優方案八年級十五位學生。研究者

於運用英資方案的上課時間，一次九十分鐘，一學期共六次的課程，進行本研究。

透過上課錄影、課程學習單、教師省思札記、與批判諍友討論記錄、學生回饋單、

及學生英詩創作作品來蒐集資料，以質性研究法分析，歸納出以下結果： 

創造思考技法融入英詩學習：根據本研究發現，KJ法可以激發學生的創意，

產出大量的點子，但在帶領學生用 KJ法蒐集寫作題材時，須有領導者帶領歸納，

否則很容易鬆散而無結論。在引導學生完成心智圖的過程中，學生對於明確的答

案如地名、人名等，可以很快地寫出來，但很難表達較抽象和複雜的概念。而本

課程用類比法介紹英詩當中的譬喻修辭，學生學習利用類比法的原則，創造出多

元且豐富的語言，展現創意思維。最後一堂課用奔馳法進行分享互評活動，藉由

評鑑觀摩同儕的作品，學生得以達到觀摩學習的經驗，並在評改的過程中，學生

學習使用後設認知策略，幫助自己成為學習的主宰者。 

英詩創作的部份，研究者針對學生的作品分成以下五個部分探討：主題、寫

作技術、押韻和格律、選字、和原創性。在英詩課程學習中，學生認識很多的英

詩的寫作技巧，這些學習幫助學生更深入欣賞英詩，也進一步應用在自己的英詩

創作上。除此之外，學生也學會用批判性思考策略去解讀詩，發揮創意發表自己

獨特的見解。而「詩」本身就是創意的展現，在完成自己的詩作後，學生們都表

示寫詩很難，但完成英詩很有成就感，整體而言， 學生喜歡這學期的課程。藉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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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項研究，研究者發展了一套出步的英詩教學模式，激發學生在流暢力、變通力、

獨創力和精進力的創意表現，並協助學生達成自我實現。 

本研究建立創意英詩教學流程與模式，供相關研究者作參考，希冀國內教育

現場，在英文教學推動得如火如荼之餘，別遺忘文學之美──詩，能提供學生自

由奔放的創作空間、天馬行空的想像、深層的生活經驗分享，以增進學生英語學

習與創作的樂趣，並培育一個個富有創造力的英詩作家。 

 

關鍵詞: 創造力思考技法、英詩、英語資優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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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reative Journey to English Poetry: 

 A Story about My Gifted Class 

 

Abstract 

 

This study aimed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a course in English poetry designed based 

on creative-thinking strategies. There are fifteen 8th grade students of high school in 

Taipei recruited for the study. Six lessons in a semester were applied to carry out this 

study, and every lesson lasted ninety minutes. The research employed qualitative 

methods of observation, the record of students’ behavior in class, notes from a teacher’s 

reflection, discussion between the researcher and friends, analysis of students’ poetry 

writing work and worksheets to examine how the strategies influence students’ learning. 

The finding of the research was as followed： 

While applying the thinking strategy designed by Kawakita Jirou, students could 

come up with a lot of ideas. However, leaders had to be well- organized during the 

discussion, or it would be hard to get a conclusion. Another finding of the course was:  

in the process of doing mind maps, students can easily find the key words for concrete 

notions, but it was difficult for them to define abstract concepts. Besides the two 

strategies above, Synectics is also used in this study to teach students figurative 

language, and it worked very well since students could appreciate poems better and 

apply some of the rules to their own creation. The last strategy used in this course was 

SCAMPER. By using SCAMPER as a tool to do peer- review, students could develop 

their met cognitive knowledge and become self-independent learners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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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regard to writing poems, the research aimed mainly at five portions: theme, 

technical excellence, rhyme and meter, choices of words, and originality. The students’ 

works and feedback showed that they have learned to appreciate the beauty of English 

poetry and apply some of the techniques, such as rhyme and meter, in their won poems. 

Moreover, students can use critical thinking strategies to express their opinions about 

literary works, which was also an important part of creative learning. Although most 

students expressed their fear for writing English poems, they gained the sense of 

achievement from the writing experience, and they enjoyed taking the lessons. By doing 

the research, the researcher developed a preliminary teaching mode for creative English 

poetry learning. The mode can inspire students’ creative abilities in fluency, flexibility, 

originality, and elaboration, which would make they achieve self- actualization.    

 To sum up, based on the course design of the research, some recommendations 

about creative-thinking strategies on poetry learning and further study in this field are 

offered. The beauty of English literature, poetry, allows students to develop their 

remarkable ability of creative-thinking and inspires their fertile imagination. Therefore, 

students are able to be stimulated consuming interest in English poetry and encouraged 

to be highly creative poets.  

 

Key Words: creative thinking strategy, English poetry, giftes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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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本章共分五節: 第一節探討本研究的背景與動機，第二節說明研究目的與問

題，第三節為名詞解釋，第四節則是研究方法，茲分別說明如下。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壹、英詩的時代意義 

 

  新的世紀是知識經濟的時代，知識經濟首重人才培育，先進國家為提升國

家競爭力，紛紛推出各項教育理念或改革措施， 2004 年 11 月教育部以「創意臺

灣、全球布局～培育各盡其才新國民」為願景，公佈了「挑戰 2008 國家發展重點

計畫」，其中四大綱領的第一項即為（培育）「現代國民」，策略以「提高語文

能力」為最主要的關切課題。確實，在客觀環境上，面對全球化時代的來臨，英

語溝通能力是否具備實已成為每一個學生能否順流而上，掌握機遇的重要工具。

2011 年實施的九年一貫課程綱要中，其基本理念為英語教材內容及活動設計宜生

活化、實用化、趣味化及體裁多樣化。意味著教師應豐富教學內容，諸如歌謠、

對話、韻文、書信、故事、短劇等多元教材都要適時融入課程，來增進學生聽、

說、讀、寫等溝通能力，同時陶冶學生文化涵養。然而，在英語能力提升的同時，

學生的「文化素養」是否也提升了呢? 

 

    「一個細緻的社會，一定是從人文素養開始。」嚴長壽先生如是說。在台灣

已逐漸成熟的英語教學中，若英語教學重點卻仍停留在傳統的文法及句型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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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造成許多學生失去對英語學習的熱情，而在台灣的英語教學中，往往著墨在「認

知」及「技能」領域，但「情意」的美感體認部分卻很缺乏，因為課堂上提供的

教學往往是制式化的對話及短文，卻很少其他體裁的學習刺激。作家龍應台女士

曾在其 「百年思索」一書中的序中，引用她在台灣大學的演講「人文素養」, 她

認為「素養」跟「知識」有著極其關鍵的差別。毛澤東會寫迷人的詩詞、納粹頭

子很多會彈鋼琴、有哲學博士學位。這些政治人物難道不是很有人文素養嗎？他

們所擁有的是人文知識，不是人文素養。人文是什麼呢？我們可以暫時接受一個

非常粗略的分法，就是「文」「史」「哲」，三個大方向。「英語」是一個很特

別的學科，因為它不只是一門知識，更是一個文化的體現，若我們只教導學生英

語「知識」，卻沒有介紹或引導學生們體會英語當中「文、史、哲」之美，就如

同教導學生們學會中文的聽、說、讀、寫技巧，卻不知孔子和蘇東坡是誰，更不

知語文韻律及變化的美妙之處。在國中學習階段，教導學生們學習英國歷史與哲

學並不容易，但引領他們賞析英國文學不失為一個簡單的開始，而閱讀英語詩，

是最深層、實際的文化體驗（彭曉瑩，2005），優美的詩句，以不同的聲音呈現

心靈探索，以多種面貌見證文學的多元，能夠讓人延續沉思的能力，也能使人們

在層層粗暴、麻木、冷漠、短視的現實侷困中，找回對事物的細膩感受。獲得美

學的啟發以及喚醒感性的情懷（葉淑芬，2009）。 

 

      研究者身為國中英語老師，除了想要提升學生的人文素養外，也在近幾年的

英語教學趨勢中，逐漸體認英詩教學的重要。九年一貫課程綱要英語學習領域中

的能力指標包含「能瞭解簡易歌謠、韻文的節奏、音韻與內容」、「能朗讀和吟

唱歌謠韻文」、「能用適切的語調、節奏朗讀短文、簡易故事等」、「能閱讀不

同體裁、不同主題的簡易文章」等基本能力，這些能力都可以藉由英詩教學達成，

因為英詩就是最典型的韻文; 此外，透過學習英詩，學生能同時加強聽、說、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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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的能力，因為當中可以學習字彙、文法、句型、發音…等。英語的音調其實是

英語教學最重要的一環，透過音韻明顯的英詩，可以補足並強化此項。 

 

    從民國 97 學年度開始，各教科書版本開始在課文中加入一、兩篇的英詩賞析，

基測的考題裡也不乏英詩的考題，但是，雖然英詩的重要性增加，英詩對很多老

師及學生來說，仍是一個很陌生的題材，學生們因為鮮少接觸類似的題材，往往

在讀詩時覺得困難重重，即使每一個字和句子都看得懂，卻不知整首詩想表達的

意義是什麼，更無法體會詩的節奏和韻律，甚感挫折。台大的彭鏡禧教授曾在演

講中提到: 很多人提到英詩，不少人會立即產生一種「英詩恐懼症」，覺得連普通

英文都看不懂了，怎麼敢奢談什麼英詩。還有一種反應是「英詩無用論」，認為

詩歌沒有什麼用處，一心只想學「實用」的英文，這些都是錯誤的觀念，因為讀

英詩，確實可以幫助學英語。能夠自在的聆聽、閱讀、理解並流暢地使用英語溝

通，是今日教育界研努力的重點。然而，英語的應用除了傳遞訊息之外，還有更

複雜多變的層次，可以表達出幽默、反諷、隱晦、振奮等引人深思的想法與效果，

而英詩正是這些豐富表現的最佳呈現，也是學習者深入了解英詩語言的絕佳起始

點。從英詩的學習中可以同時愉快的掌握到學習英文很重要的一些方法。英詩學

習是一種趨勢，也是培養人文素養的方法，除了實用的目的，詩更是一扇窗，開

向廣闊的外在世界，敏銳心靈，更新視野，成為愉悅的泉源。 

 

貳、英詩與創造力 

 

「詩是想像力的建構，不能以實用性的散文替代」，詩人史龍（G. D. Sloan, 

2003）曾這麼說。「詩是文學作品中最簡化、最濃縮、最精鍊的文學形式，它可

以用最少的字數表達最多的含意」（Perrine, 2002）。英詩是一種美感經驗的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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蘊含哲學深意，詩可以讓人超脫現實時空的一切界線，將腦中影像具象

（visualization），駕馭自我的想像力（imagination）更是一生受用無窮的能力。表

達自我的情感和創造力，則可以讓人釋放情感，學會表達（彭曉瑩，2005）。「詩」

是詩人展現創意的舞台，也是一種很特別的文學形式，因為詩的語言往往有言外

之意，需要讀者發揮想像力，透過討論和細細品味，才能體會其中意義。 

 

    英詩在各個年代裡均被視為是重要的文學作品，欣賞英詩不但是一種娛樂，

也被視為是一種人類存在的核心價值，它擁有人類對生活完全認知的獨特價值，

英詩的存在讓人類的生活更加富有，相對地，生活中若缺少了英詩，則會讓我們

的心靈顯得貧瘠（Perrine, 2002）。起初，英詩被定義為是一種比一般語言表達較

多且較強烈的一種語言，而事實上英詩的確是如此，為了要能更完全也更深入的

了解英詩的含意與意義，讀者必須要對英詩語言有充分的理解，因為同一語言在

不同場合裡是有不同意思的，語言的使用有其不同的功用，例如常見的有訊息的

傳達、經驗的表達、知識的傳授、勸說的功能、以及文學的用語等等，也因此讓

語言有了更多不同的面貌，這種種的語言表達帶給我們的是一種知覺，也能讓我

們對人的存在有更深更敏銳的體認。 

 

        一般在讀英文文章時，學生通常只需要思考一些具體的現象或事物，而

在讀英詩時，詩給讀者想像及討論的空間。詩人在創作時，對詩的韻律及形式的

要求讓他們對仔細挑選用字，營造出文字外的意思，更顯詩的文學價值（MaCracken, 

1998）。藉由適當的教學方式，國中生可以享受並欣賞英詩，因為詩中蘊藏著豐

富的語言和情感，更重要的還有激發思考的特質。詩本身就是詩人透過文字展現

創造力的一種方式，藉由對英詩的賞析了解，學生們可以走入詩人創作時的世界

及氛圍，了解文本的細膩之處甚至詩人深層的內心世界。在引導學生深入研讀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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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將對英詩的文字及語言益發敏感，進而啟迪學生的想像力，引發學生對文學

的興趣，並對自身的生活有所體悟（簡政珍，2004）。 

 

 此外，在研讀英詩後，學生在嘗試英詩的創作過程中，有機會將本身的想像

力及創造力作充分的發揮。運用創造力促使他們重新組織腦中的知識庫，整理及

運用許多同類素材的文字，增進思考學習（think to learn），而非呆坐學習（sit to 

learn），並試著去過濾每一個想得到的字，而能加入批判思考（critical thinking）

（彭曉瑩，2005）。「詩」就是創造力的表現，透過教學實踐，學生從欣賞詩，

進而創作詩，期許能激發更多的創意火花。  

 

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問題 

 

壹、研究目的 

 

  本研究源起於本身對英詩的喜愛，且於教學中體認到英詩教學的重要性，希望

藉由詩歌欣賞教學培養學生文學欣賞能力，增加學生對文字的駕馭能力及敏銳

度，藉由一系列閱讀與寫作的活動，讓英詩學習變成一種深刻的美感經驗。教學

的過程中，研究者將融入一些創造技法，以增加教學的深度和趣味性。此研究的

教學對象是英語資優班的學生，資優班的學生創造力及想像力豐富，但在語言學

習中大部分的教學策略多為背誦或是欣賞，為了能發展學生更高層次的語言運

用，增加對於語言欣賞的能力與產出，希望藉由創意性教學課程讓資優生能認識

英詩的多元面，引導學生發展觀察力和想像力，並啟發學生的英詩寫作能力。根

據以上的敘述，本研究的目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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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結合創造性思考技巧與英詩本質以發展英詩教學方案。 

二、探討創造性英詩教學方案在八年級英資班之實施歷程及結果。 

三、教師在創造性英詩教學上的困境、反省及突破困境的策略。 

四、探討八年級英資班學生在英詩寫作之創意表現及成就。 

 

貳、研究問題 

 

    教學中欲回答或解決的問題如下: 

一、如何結合創造性思考技巧與英詩本質以發展英詩教學方案? 

二、創造性英詩教學方案在八年級英資班之實施歷程及結果如何? 

三、教師在創造性英詩教學上的困境、反省及突破困境的策略為何? 

四、八年級英資班學生在接受教學後，英詩寫作之創意表現及成就如何? 

 

第三節 名詞解釋 

 

壹、創造力思考技法 

 

本研究用的創造力思考技法包含: KJ 法、類比法、心智圖法和奔馳法。KJ 法

是將未知的問題、未曾接觸過領域的問題的相關事實、意見或設想之類的語言文

字資料收集起來，並利用其內在的相互關係作成歸類合併圖，以便從複雜的現象

中整理出思路，抓住實質，找出解決問題的途徑的一種方法。類比法（Synectics），

又稱為舉一反三法或糾合術，其主要用意在於將許多人們認為不相關或沒意義的

元素，透過類推與譬喻的方式解決問題。心智圖法則是由英國的 Tony Buzan 在

1970 年代提出的一種輔助思考工具。主要是透過放射性（Radiant）的模式進行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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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的方式。藉由一個中心概念，讓思緒不斷的往外延伸擴散。不僅符合大腦思維

方式，也可以釐清思路和學習。最後，Eberle 修正 Osborn 的檢核表法所形成的奔

馳法，在產業界被廣為應用，主要的功用在提升創造力中的「變通性」。 

 

本研究將 KJ 法用在英詩欣賞和創作的第一步，協助學生認識英詩和激發構

想。類比法則用在解釋應英詩中的譬喻性語言，藉由對類比法的認識和練習，可

以對英詩的修辭有更深入的了解，同時也將所學應用在自己的英詩創作上，使英

詩創作更臻完美。放射性思考的心智圖用來分析作品的結構，也可以在自己創作

時，使想法有連貫性，不會混亂沒有邏輯。最後，研究者將奔馳法用於英詩創作

的最後階段，也就是作品完成後，學生們用奔馳法自評和互評創作出的詩作，仔

細推敲和思考字句和意象的組合排列，激盪出更精緻的作品。 

 

貳、英詩 

 

有別於一般日常生活的語言，英詩在修辭的運用上有其獨特的手法，呈現多

元、繁複的意蘊，在感情上更訴諸豐富的想像力和情感。因此，欣賞英詩，除了

有一般的英語字彙和閱讀能力外，更要對英語語言、修辭甚至於文化因素有所認

識，透過心得與賞析，才能深入體會獨特的思維和情感。本研究將英詩語言的幾

個重要特性：言外之意（connotation）、意象化（imagery）的描寫、比喻性語言 

（figurative language）、背後意義（meaning）、音樂性和格式（pattern）融入教

學中。 

 

参、英詩教學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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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於 98 年擔任本校英語資優方案的老師，授課名稱為「現代英詩導讀」。

在和英語資優學生的互動中，發現學生們的英語能力優秀，英語學習動機強，對

文學作品有學習興趣，但較不了解欣賞的方法，尤其是對詩歌體裁較陌生，需要

更多的指引。而在英詩創作的部分，學生們的嘗試可圈可點，雖然結構較簡單，

用字遣詞仍有進步空間，但作品的品質和創意讓研究者驚艷，給予研究者很大的

鼓舞，也證明英語資優的學生有創作的潛力。有鑑於此，研究者希望能用創意教

學讓學生熟悉英詩，讓學生在生動有趣的教學環境下學習，藉由團體討論激盪出

更多想法，運用創造力思考技法學習歸納整理思緒，並精進創作的技巧。 

 

肆、英語資優生 

 

本校「英語資優方案」學生有七、八年級兩班，每班約十五名，於七下及八

上下學期，共三個學期，進行課程教學。學生甄選推薦管道有3種：第一種學生英

語第1或第2次段考成績達全年級前7%，由學生「自我推薦」參加甄選; 第二種則

是團體智力測驗-語文推理測驗達PR93以上，由「英語任課教師推薦」參加甄選; 第

三種學生是未符合上兩項，但有強烈參與方案意願之學生，可「自我推薦加英語

任課教師推薦」，並附上英語相關佐證資料。 

 

    「英語資優方案」上課時間是利用週二早自習與班週會和週六早上，授課教

師主要由龍門國中英語領域教師擔任，依據英語教師的不同專長開設相關英資課

程；另視英語口說訓練或多元化開課主題的教學需要，聘請外籍師資或外校老師。

結合各領域教師專長（新聞、翻譯、語言學或文學），開設有別於制式化考試領

導教學的英語學習課程，以學生生活為主要學習題材，融合聽說讀寫各項語言學

習能力培養，培養學生合作學習與獨立研究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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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方法與研究限制 

 

   本研究採用行動研究的方式進行，研究過程在行動中進行，研究者就是行動

者，研究成為行動的一部分，研究的實施不但不會妨礙行動的進行，反而對行動

的逐步修正與改善有幫助，行動與研究不斷進行對話與辯證，研究所得的結果提

供行動的檢證與回饋，並可作為下次計畫的事前參考。在整個研究中，研究者將

同時扮演行動者的角色，進行深入且真實的研究過程（夏林清，2003）。 

 

   在創造性英詩課程的教學研究裡，研究者將資料蒐集分為兩大部份，第一為教

師部份，包含教學活動設計、課堂參與觀察紀錄、教師省思札記；第二為學生部

份，包含個別訪談紀錄、集體團體訪談紀錄、課後練習單、課堂學生書寫與問答

紀錄、英詩創作。希望藉由訪談了解學生的學習狀況，在觀察中找出英詩教學一

套適當的流程，以及學生反應與回饋。再透過實物的呈現，了解被研究者的訪談

紀錄是否屬實，精簡後進行分析，最後由校內資深英文老師過去的英詩教學作一

深入比較，作為將來英詩教學的改進依據。 

 

 在研究限制方面，因本研究要應用四種創造思考技法在英詩課程上，學生必

須將之熟練運用，對他們而言似乎有點吃重，因此研究過程必須見機調整。此外，

英詩創意教學現階段的相關研究並不多，產生一套完整的英詩教學模式，研究者

須將大量相關資料分析並歸納。最後，因本研究採取行動研究的方式，研究對象

為研究者所任教的班級15位學生，樣本數少，難以類推到情境不同的班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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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針對研究主題進行相關理論的探討：第一節為創造力，第二節為英詩基

本理念，第三節是英詩教學，第四節創造思考技法融入英詩教學。研究者將所蒐

集的資料文獻，分析描述並呈現。  

 

第一節 創造力 

 

本節對創造力的定義、創造思考教學、實施原則及相關研究進行探討，茲分

述如下：  

壹、 創造力的意涵  

一、 創造力的定義及內涵 

 《韋氏大字典》指出，創造（creation）有「賦與存在」（the act of bringing into   

existence）的意思，或是在藝術、新領域、工作上有新發明的能力（Gove, 1986）。

創造力為某領域無形的創新觀念，或是有形的產品創新，並且不同於以往所見，

最終的目的能適用於社會大眾。許多著名創造力學者提出不同向度的意涵: Osborn

（1996）認為創造是一種「歷程」，可分為五個階段：歸納事實、歸納問題、歸

納點子、歸納解答、尋求可被接受的解答。Guilford（1967）用「分析」的觀點解

釋創造力，認為創造力是經由擴散性思考而表現於外的行為，此行為包括流暢性

（fluency）、變通性（flexibility）、獨創性（originality）等三個特徵。Mayer（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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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用「分析」的觀點解釋創造力，提出創造力包含新穎性、獨創性、適當性、

有用性等四個主要的特徵。部分學者則將創造力視為一種「產品」，詹志禹（2005）

認為創造性產物必須具有「新穎」與「價值」兩大類條件。Sternberg、Lubart（1991, 

1995, 1996）則認為創造力是一種生產出兼具新穎和適當產品的能力。另外，

Torrence（1966）提到創造力是對於「不協調」、「缺少的元素」、「知識內的分

歧」、「能力的不足」、「問題」等變得敏感，找出困難所在，尋求強化能力的

方案，將創造力定義為「解決問題」的能力。國內學者張春興（2006）也認為創

造力是在問題情境中超越既有的經驗、突破習慣限制，形成新觀念的歷程，同樣

將創造力定義為「解決問題」的能力。Csikszentmihalyi（1996）則將創造力定義

為「跨領域交互作用」，認為創造力是改變既有領域，或是將既有領域轉變成新

領域的任何作為、理念或產品。創造力是由領域、學門或個人互動所共同造成的。 

二、 創造的思考歷程  

     Helmholtz與Wallas（引自張世慧，2007）指出創造思考歷程可以區分為四個

階段，關注於創意思考過程中思維所經歷的轉變。  

（一） 準備階段（preparation）  

    在這個階段，有許多知識或是資訊交錯出現，能帶給創作者一些概念或想法。

創作者對於這些資料的閱讀、判別，具備有足夠的基礎相關知識，並能進行適度

的分析，試圖找出問題為何。但對於所要產出的解決方案，尚無明確的概念或是

做法。  

（二） 醞釀階段（phrase dincubation）  

    創作者對於問題擱置一旁，沒有馬上解決它。而將注意力放在其他的事情上，

或是放鬆心情，做些休閒活動。這時潛意識裡，大腦會經過無數各式各樣的聯結，

不同的碰撞而激盪出一些點子。潛意識對於沒有用的聯結會予以排出，留下有用

的部分。Amabile（1996）和Stein（1974）則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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醞釀有可能是活化記憶的一種自動化歷程，也是選擇性的遺忘一些問題細

節，或是毫無助益的想法。這個醞釀階段也需要專注，運用外在的訊息，以

潛意識的方式聯結思考。至於創意歷程的最後一個階段，某些學者則提出了

實踐階段，或是使得創意作品能被社會認可的溝通階段。（蔣國英，2007） 

（三） 豁然開朗或啟發階段（illumination or inspiration）  

    經由潛意識的作用後，進入意識的階段時，將產生靈光乍現的情形。Wallas

指出，當靈感要出現前，會有一種直覺產生。若是受到無關的干擾，將會使解決

的點子無法浮現。順利自意識出現的那一瞬間，趕緊運用某些方式記錄下來，即

可以避免遺忘。  

（四） 驗證或精密階段（verification or elaboration）  

    將解決的點子付諸實行時，可以進行審慎的評估與定義。如果進行的過程中，

發現解決的方案不合適，或是想找出更好的方式，則可以回到第一階段再重新找

出問題所在。 

三、 增進創意產生的策略與方法  

增進創意產生的方法有很多，針對本研究擬用的策略方法分述如下：  

（一）KJ 法 

本研究採用卡片思考法中的代表技法:「KJ 法」，KJ 法是將未知的問題、未

曾接觸過領域的問題的相關事實、意見或設想之類的語言文字資料收集起來，並

利用其內在的相互關係作成歸類合併圖，以便從複雜的現象中整理出思路，抓住

實質，找出解決問題的途徑的一種方法。利用 KJ 法，可以把人們的不同意見、想

法和經驗，不加取捨與選擇地統統收集起來，並利用這些資料間的相互關係予以

歸類整理，有利於打破現狀，進行創造性思維，從而採取協同行動，求得問題的

解決。  

http://wiki.mbalib.com/zh-tw/%E5%88%9B%E9%80%A0%E6%80%A7%E6%80%9D%E7%BB%B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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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J 法的創始人是東京工人教授、人文學家川喜田二郎，KJ 是他的姓名的英文

縮寫。川喜田二郎在多年的野外考察中總結出一套科學發現的方法，即把乍看上

去根本不想收集的大量事實如實地捕捉下來，通過對這些事實進行有機的組合和

歸納，發現問題的全貌，建立假說或創立新學說。後來他把這套方法與激盪相結

合，發展成包括提出設想和整理設想兩種功能的方法。這就是 KJ 法。這一方法自

1964 年發表以來，作為一種有效的創造技法很快得以推廣，成為日本最流行的一

種方法。KJ 法的主要特點是在比較分類的基礎上由綜合求創新。在對卡片進行綜

合整理時，既可由個人進行，也可以集體討論。基本的狹義 KJ 法的步驟如下： 

1.資訊卡片化（Card making）：將所有相關的事實或資訊，一件一張地抄寫下來

在卡片或是標籤上，每一張卡片只寫一件事實或資訊。 

2.卡片群島化（Grouping and naming）：將卡片先隨意「洗牌」，全部攤在桌面上，

仔細閱讀每一張卡片，把內容相似的卡片放在一起，加以分組，並且為該組進行

命名，將組名寫在一張新卡片上，放上該組卡片的最上方。重複進行更高階的分

組/命名的過程。 

3.A 型圖解化（Chart making）：群組編排直到最後的那些標籤，解開放在大紙張

上，空間上平均分配，空間分配完以後，把卡片或標籤貼在紙上，然後在它的上

面用線把第二階段以上的群組編排圍起來，加上標題，圈與圈之間的關係以圖式

方式說明。 

4.B型敘述化（Explanation）：這步驟就是圖解化後，所了解的事情再作成故事或

文章或口頭發表出來。 

 

 

 

 

 

http://wiki.mbalib.com/zh-tw/%E5%B7%9D%E5%96%9C%E7%94%B0%E4%BA%8C%E9%83%8E
http://wiki.mbalib.com/zh-tw/%E5%B7%9D%E5%96%9C%E7%94%B0%E4%BA%8C%E9%83%8E
http://wiki.mbalib.com/zh-tw/%E5%88%9B%E6%96%B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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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KJ 法步驟圖示 

KJ 法有助於學生將想法有效率地整理歸納; 此外，解決問題的過程中可以促

進團隊學習，開拓視野，獲得整體的觀點，讓思緒更清楚。本研究將 KJ 法用在英

詩欣賞和創作的第一步，協助學生認識英詩和激發構想。 

（二）類比法（Synectics） 

類比法（Synectics），又稱為分合法、舉一反三法或糾合術，其主要用意在於

將許多人們認為不相關或沒意義的元素，透過類推與譬喻的方式解決問題。而類

比法主要可分為兩個歷程（陳龍安，1997）。Gordon 於 1961 年在《類比法：創

造能力的發展（Synectics: the development of creativity）》一書中指出的一套團體

問題解決的方法。此法主要是將原不相同亦無關聯的元素加以整合，產生新的意

念/面貌（引自陳龍安，1997）。分合的本義是將顯然不相關的要素聯合起來。類

比法利用類比與隱喻的作用，協助思考者分析問題以產生各種不同的觀點。Gordon

類比法中應用的創造過程，主要為以下兩種心理運作的歷程： 

步驟一 步驟二 

步驟三 步驟四 

http://wiki.mbalib.com/zh-tw/%E5%9B%A2%E9%98%9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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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使熟悉的事物變得新奇： 

   是指把熟悉的事物陌生化。讓學生去除舊問題、舊觀念，並以嶄新具創意的觀

點去重新理解，如用新奇的角度去解釋熟悉的事物。 

（2） 使新奇的事物變得熟悉： 

是指熟悉陌生事物。讓學生面對陌生事物或新觀念時，亦能以熟悉的概念去

理解和學習。常用的兩種方式包括：「分析法」： 把陌生的事物分成許多小部份，

並每小部份加以研究。「類推法」： 對陌生事物加以類推使其易於理解及更為熟

悉。 

Gordon 類比法主要是運用「譬喻」（metaphors）和「類推」（analogies）的

技術來協助學生分析問題，並形成相異的觀點。 

（1） 譬喻：「譬喻」的功能在使事物之間形成「概念距離」（conceptual distance），

以激發學生的「新思」。包括了提供新穎的譬喻架構，讓學生以新的途徑去思考

所熟悉的事物，如「假若禮堂像……」。相反地，也可以舊有的方式去思索新的

主題，如以「飛虎隊」或「軍隊」比擬人體免疫系統。從而讓學生能自由地思索

日常生活中的事物或經驗，提升其敏覺、變通、流暢及獨創力。 

（2）類推：Gordon 提出以下四種類推的方法： 

1. 狂想類推（fantasy analogy）:此法鼓勵學生盡情思索並產生多種不同的想法，甚

至可以牽強附會和構想不尋常或狂想的觀念。再由教師帶領學生回到「觀念」的

實際分析和評鑑。常用之句型是「假如….就會….」或「請盡量列舉….」。 

2. 直接類推（direct analogy）:這是將兩種不同事物，彼此加以「譬喻」或「類推」，

並要求學生找出與實際生活情境類同之問題情境，或直接比較相類似的事物。此

法更簡單地比較兩事物或概念，並將原本之情境或事物轉換到另一情境或事物，

從而產生新觀念。可利用動物、植物、非生物等加以譬喻。  

3. 擬人類推（personal analogy）:將事物「擬人化」或「人格化」。如電腦的「視

像接收器」是模擬人的眼睛功能。例如：保家衛國的軍隊就像人的免疫系統，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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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份發揮其獨有之功能，互相協調和配合，發揮最大抵抗疾病的功能。在教學上，

首先要使學生感受到，他是問題情境中的一個要素。所強調的是以同理心代入情

境（empathetic involvement）。 

4. 符號類推（symbolic analogy）: 運用符號象徵化的類推；如在詩詞之中利用一

些字詞引伸高層次的意境或觀念。例如：我們見到「萬里長城」便感到其雄偉之

氣勢並聯想起中國，看見交通燈便意識到規則。有「直指人心，立即了悟」之作

用。 

 本研究將類比法用在解釋應英詩中的譬喻性語言，藉由對類比法的認識和練

習，可以對英詩有更深入的了解，同時也將所學應用在自己的英詩創作上，使英

詩創作更臻完美。 

（三）心智圖法（Mind Mapping）  

    心智圖法由 Buzan（1971）研究開發，主要是透過放射性（Radiant）的模式進

行思考的方式。藉由一個中心概念，讓思緒不斷的往外延伸擴散。不僅符合大腦

思維方式，也可以釐清思路和學習。Buzan（2004）指出，運用心智圖法有下列四

項基本要素（引自孫易新，2007）：  

1. 將思考主題用具體的圖像呈現在紙的中央。  

2. 從主題產生的幾個主要概念，寫在中心圖像延伸出來的放射性樹枝上。  

3. 每一個聯想所延伸的樹枝上頭，只畫一個關鍵圖像或只寫幾個關鍵字。屬於 

  次要的概念則接在前一個高層次的概念後。  

4. 所有的樹枝形成一個節點的結構。  

   Tony Buzan 還指出，運用心智圖，在繪圖的時候必須注意以下幾個細節（引自

孫易新，2007）：  

1.強化印象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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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題以圖的方式畫在正中央；盡量使用圖像來表達；圖像要用三種以上的顏色

來描繪；融入眼、耳、鼻、口、心五官的感受；使用不同的文字、線條與圖像；

有組織、結構化；保留適當的空間，避免過於擁擠。  

2.強化聯想的部分：  

    以箭頭來指出各種資訊間的關聯性、運用色彩、運用符號。  

3.簡潔清晰：  

    每一個枝幹上只寫一組關鍵字；關鍵字要寫在線條上；樹枝線條與其上的文

字長度相同；主要枝幹要由粗而細，且呈現富有生命力的感覺；沿著枝幹的外緣

畫上邊界線；盡量保持整個圖乾淨整潔；紙張要橫放；線條與文字盡量保持水平

方向。  

4.發展個人風格：  

    多一點點的色彩、立體圖像、想像力、聯想…，都可以使自己的心智圖和別

人的不一樣。也可以因為擁有個人風格，而加深自己的記憶。  

   將心智圖法延伸運用於英詩教學上，研究者將之使用於欣賞和創作的第二步

驟，也是就是結構整理，編擬內容大綱的部分。經過第一階段 KJ 法後，運用放射

性思考的心智圖可以分析作品的結構，也可以在自己創作時，使想法有連貫性，

不會混亂沒有邏輯。 

（四）奔馳法（SCAMPER）  

    本研究所稱的奔馳法（SCAMPER），為 Eberle 於 1971 年所提出。Eberle 修

正 Osborn 的檢核表法所形成的奔馳法，在產業界被廣為應用，主要的功用在提升

創造力中的「變通性」。運用在本研究中，能讓學生創作完成時，藉由不同的方

向變通修改，以讓作品更臻完美。奔馳法主要的內容包含七個部分：代（Substituted, 

S）、合（Combined, C）、調（Adapt, A）、改（Modify, M）、用（Put to other uses, 

P）、消（Eliminate, E）、排（Rearrange, R），將其意涵整理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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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奔馳法七大部分 

奔馳法七大部份  英文字母  意涵  

代（S）  Substituted  什麼可以被取代？被替

換？有沒有其他的物品、

地點、時間可以轉換？  

合（C）  Combined  什麼可以放入做結合？有

沒有事物、觀念、想法可

以放進來做結合？  

調（A）  Adapt  可不可以做調整？是否有

不平衡的地方可以做調

整？  

改（M）  Modify、Magnify、

Minify  

可不可以改變？現有的形

狀、款式、顏色、尺寸是

否可以改變？  

用（P）  Put to other uses  有沒有新的使用方式？可

以換個時間、場合用嗎？ 

消（E）  

 

Eliminate  可以取消嗎？有沒有東

西、配件、流程可以取消？  

排（R）  Rearrange、Reverse  可以重新安排嗎？製造的

順序、流程、裝備可以交

換順序嗎？或是交換使用

的方式？可以反過來使用

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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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將奔馳法用於英詩創作的最後階段，也就是作品完成後，學生們用奔

馳法自評和互評創作出的詩作，仔細推敲和思考字句和意象的組合排列，激盪出

更精緻的作品。 

 

貳、 創造思考教學的探究 

 

一、 創造思考教學的意涵  

教育家們認為創造力是可以培養的，只要有適當的教育環境，兒童受到充分

的訓練，潛在的創造力便可被啟發（彭震球，1978）。而創造性教學的目標就是

要培養學童的創造思考能力，劉思量（1985）指出創造性教學，其目的是以創造

性的教學設計和方法，運用在各科教材上，激發學童的創造力。所以要培養學童

的創造思考能力，具備創造性能力的老師居於主導地位。毛連塭（1988）提到：

「創造性教學（creative teaching）是指有創造性的老師能應用想像力使用教材或教

具（影片、海報、錄音帶、錄影帶）和策略、（示範、獨特經驗等）進行異於傳

統方式的教學。」所以創造性教學鼓勵老師以活潑多樣的教學方式創新教學以培

養兒童創造力，教師有創意，學童也學到創造力。  

陳龍安（2002）從啟發學童創造動機的目的，定義創造思考教學，認為創造

思考教學從學習的種類來看，是屬於思考的、問題解決的。從創造的本質來看，

是流暢的、獨創的、變通的與精進的。創造思考教學乃是利用創造思考的策略，

配合課程，讓學童有應用想像力的機會，以培養學童流暢、變通、獨創及精密的

思考能力。  

林寶山（2003）綜合指出就實際的運作而言，創造性教學泛指各種融合創造

思考原理原則而設計的教學活動歷程，不宜視為某種特定的教學方法。實施創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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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教學就教師而言，乃鼓勵教師變化教學方式，就學童而言，在啟發學童創造的

動機與創造的表現。  

潘裕豐（2005）主張創意歷程是創意實踐的道路，走在這條創意之路上， 

正確的創意工具的使用可以增進創意的產生。創意思考歷程就是一個問題解決的

過程，這當中的歷程在創意的產生裡各扮演了不同的角色與意涵。每個階段可以

運用不同的思考技法與思考工具作為歷程當中的催化劑。這個歷程可以以下圖來

解說: 

圖2-2  

思考技法與思考歷程模式關係圖 

 

綜合以上學者所言，創造性教學並非固定的教學方式，鼓勵老師變化教學方

法，以促進學童的創造力與想像力，強調的是教學的活潑化與創意展現。本研究

主要在探討如何在英詩教學中融入創造性教學的內涵，結合創造思考教學的目

擴散式思考: 尋

求問題解決的

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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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原則與策略。以研究者創造性的課程設計與教學方式，激發學童學習童詩的

動機與對童詩的創造思考力的啟發。 

參、創造思考教學的原則與策略  

教學目標的確立，有助於原則與策略的運用，美國學者威廉斯曾提出好奇、

敢於冒險、喜於想像、和不怕困難等四項目標，張玉成（2003）綜合歸納我國國

民有盲目信服權威，完結觀念過濃，不敢表現自己，羞言成本效益的性格特質，

指出創造思考教學之目標在於增進學童應用創造思考策略的能力，提升學童創造

思考的基本特質以及培養學童從事創造思考的態度和興趣。  

陳龍安（2006）綜合指出創造思考教學的主要目標在培養學童的創造思考能

力，它的基本架構是認知層面的五種能力：敏覺力、流暢力、變通力、獨創力、

與精進力。情意層面包括：想像力、挑戰性、好奇心、與冒險性。  

本研究希望藉著創造性的英詩教學設計，激發學生的敏覺力、流暢力、獨創

力、變通力、精進力。以及情意方面的想像、挑戰、好奇、冒險等創造思考的能

力。  

一、創造思考教學的原則  

劉思量（1985）提到有創造力的老師，才會設計出有創造性的課程，也才能

引發學生的創造潛力。所以在創造思考教學的運作上，教師佔很重要的角色，在

教學之中以下的因素阻礙了創造力的發展。包括從眾性、獨斷的態度、嘲弄的態

度、刻板的人格特質、過分重視獎賞和成績、過分要求標準答案、過分強調成功

的重要、對與眾不同的行為表現採敵視的態度、不能容忍遊戲的態度（劉思量，

1985）。教師應去除以上的因素與態度，才能創造適合學生創造力成長的情境，

林建平（1996）說明要創造一個語文創造思考的氣氛，教師應具備下列觀念：  

（一）自發性的說和寫象徵自由創造力，但這並不意味要把形式和結構推翻。  

（二）創造性聽、說、寫技巧的教學，需要兒童取向的教學甚於教師取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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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創造思考教學的實施原則  

    綜合學者的創造思考教學建議，將幾項原則列出如下（李德高，1990；張振

成，2000；陳龍安，1997，2006）：  

1. 提供自由、安全、和諧互動的氣氛。  

2. 布置支持性的環境。  

3. 讓學生在輕鬆中相互學習。  

4. 教師應常運用開放或擴散性的問題引導學生思考。  

5. 改進傳統的評量方式，避免只使用考試。  

6. 肯定並尊重學生所提出的意見。  

7. 鼓勵學生全部參與活動，並多嘗試課本以外的學習活動。  

8. 鼓勵學生挑戰新經驗。  

9. 鼓勵學生合作學習。  

10. 讓學生運用各種方式表達自己的想法。  

11. 教師的教材教法必須多樣變化。  

12. 對學生的意見不要馬上做判斷。  

13. 評估學生的意見時，多讓學生思考這些意見新不新？實用性如何？  

14. 與家長密切配合，充分運用社會資源。  

    這些實施原則，搭配創造思考教學，幫助學生的創造力提升。營造一個讓創

造力易於發芽的空間環境，使得創意在教學過程隨處可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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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英詩基本理念 

 

壹、 詩的意義與內涵 

 

    《韋氏大字典》指出，「詩」是一種寫作方式，用精鍊的語言闡述知覺經驗

的想像， 透過意義、聲音和節奏創造出一種特別的情感反映。在東西文化中，「詩」

都是一種歷史悠久的藝術，透過語言，除了表達文字的意義外，也表達情感與美

感，引發共鳴。詩能夠自成一格，也能與其他藝術相結合，如詩劇、聖詩、歌詞

或散文詩，文字配上音樂則稱為歌。「詩」根源於簡潔、有力地想像覺察，或與

經驗、想法、情緒反應作聯想，將意義、意識和潛意識的表現象徵化，以規則將

聲音和韻律加以重組安排。這種文學類型可以包含敘述性、戲劇性、諷刺性、訓

誡式、情色的風格，也可發展出個人形式。 

    詩來源於上古人類的原始宗教、神話、口傳文學和民歌。古時很多詩是可以

歌唱的，詩常和音樂、舞蹈結合在一起，因此亦稱為「詩歌」。最早有紀載的詩

歌是印度的《吠陀》（1700-1200 BC）。歐洲在古希臘時期開始有詩歌，著名的詩

人有荷馬、薩福和平達等。古羅馬時間著名的詩人有卡圖魯斯、維爾吉和賀拉斯

等。一些長篇的詩歌描述了歷史和神話故事，又稱為史詩。亞里斯多德的《詩學》

開始對詩作出論述，其著作對後來歐洲和中東的詩歌都有影響。中世紀時基督教

的儀式中常常會吟誦聖詩，民間亦常常有遊吟詩人到處唱誦詩歌。文藝復興時期

英國有著名詩人和劇作家莎士比亞（1564-1616）創作了不少十四行詩，在他的戲

劇中也有不少詩歌。之後產生了抒情詩、田園詩等類型，直到二十世紀中期，現

代詩的定義轉為寬鬆，即以語言作的基本創作。近代更有數字詩興起。現在詩常

常發表於專門雜誌（如西方最古老的《詩》與《牛津詩歌》）、個人作品集、眾

作家詩選集、與英美詩歌翻譯選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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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詩很多時稱為「詩詞」或「詩詞歌賦」。中國的詩詞有悠久的歷史，早

期的詩詞有《詩經》、《楚辭》和漢《樂府》等。據趙翼統計《左傳》引《詩經》

有二百一十七處。唐宋元是詩詞鼎盛的時代，一般稱作唐詩、宋詞、元曲，但古

體詩和近體詩在唐以前已經出現，在唐宋之後亦有很多人創作詩詞。詩詞有一定

的格律要求，據考證有不少詩詞本來是可以歌唱的，但大多數音樂已經失傳。明

清兩代章回小說和戲曲興起，不少小說和戲曲之中亦含有詩詞。民國時期五四運

動推廣白話文，不少人開始創作現代詩，打破了以往詩詞對格律的要求。 

    詩除了表達作者的思想和情感，亦反映社會文化、富於想像，詩的語言具有

節奏韻律，傳統的詩歌亦常常對結構格式有一定要求。詩的特點在於除了可以閱

讀，亦宜於吟誦，又或者和其它藝術形式結合表演。詩常透過特定的形象和技巧，

讓字詞除了表面意義之外，蘊含另一層意義，或喚起情感共鳴。傳統的詩被稱作

韻文（verse），和散文（prose）不同之處在於有獨特的結構、節奏和韻律。歐洲

語言的字詞本身有重輕音節的區別，因此西方的詩也特別著重字詞的節奏

（rhythm）。從希臘時代開始，不少的詩由輕重格（抑揚格，iamb）或重輕格（揚

抑格，trochee） 等的節拍（meter）組成。而在中國，由於中文的詞語本身可以由

兩字或三字等組合而成，例如一句七字句的詩詞常常可以分作「四、三」或「二、

二、三」的詞組。由於這種特性，每個詞組之間唸起來自然形成短的停頓，形成

中國詩詞獨特的節奏感。 

    無論西方或中國的詩都著重字詞的聲韻，常常利用押韻將句子的結尾關聯起

來。漢語本身有平仄聲調的分別，因此不少詩詞對字句的聲調有一定的格式要求，

稱為格律。傳統詩對每一句的字數，以及句子的數目都有一定的格式要求，利用

整齊的句子或不規則的長短句來達致節奏上的美感，如西方的十四行詩，和中國

的近體詩有五言絶詩、七言律詩等格式。詩常常會利用字詞、句子和段落的組合

來賦予涵義的層次性和關聯，亦會透過對仗、排比、疊字、疊句等技巧來表現美

感。押韻和節奏除了營造音樂般的效果，亦可以達到聯想和共鳴的功用。在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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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詩歌常常運用隱喻、譬喻與借喻等等手法來暗示一些文字以外的意義，透過對

景物的描寫來加強想像，甚至可以創造兩個迥然相異的意象互相輝映，如運用歧

義、象徵、反諷等「詩的語言」的文體手法，使詩作遺留多樣、自由的解釋空間。 

    「詩」的特色鮮明，除了強調節奏和格律，詩中充滿想像力的語言更值得細

細品味及研究。台灣的學習者從小就學習中文詩，但對英詩往往較陌生，以下就

英詩的發展歷史和語言特色加以說明。 

 

貳、英詩發展歷史 

 

   英詩一般分為三大時期: 古英語時期（五世紀~十二世紀）、中古英語時期（十

二世紀~十五世紀）和近代英語時期（十五世紀迄今），近代英語時期和前二時期

差異很大，但卻仍是一脈相傳下來的。古英語和中古英語時期各有不同的詩風和

詩律，近代英語詩兼有前二者之優點而又有自己的特色，更因吸取晚近美國與歐

洲大陸的詩歌精華而更顯創新，對現今世界文學有極大的貢獻。從英詩而論，古

英語時期的日耳曼文化、中世紀的拉丁文化、近代的不列顛和跨大西洋文化，再

加上凱爾特文化等四種文化給了英詩相當多的滋養，也在不斷的相互衝突和融合

中賦予英詩不同的面貌（王佐良，1997）。以下是研究者對英詩的發展轉變做一

簡單的整理與歸納。 

一、古英語詩歌時期 

    此時的英詩語言並非英語，而是入侵的日耳曼部族的語言，英詩形式先是口 

頭流傳詩歌，後來才寫成文字記錄，因為受到侵略的時代背景，題材多為人在大 

自然力量面前的孤獨與憂懼，詩句單純但具有剛毅之氣，詩律為頭韻體，也就是 

一行分成兩半，各有兩個重拍，重拍的詞以同一輔音或元音開始，因而形成頭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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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與行間並無韻腳。此時期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及其作品是，史詩《貝奧武甫》

（Beowulf）。 

二、中古英語詩歌時期 

    封建制度的出現讓英語受到改變，法語滲入古英語後，也讓同一事物有了征

服者與被征服者不同說法，例如：豬（pig）成了 pork，牛（ox）成了 beef，此時

期也有行政、法律、禮儀、學問等大量抽象名詞輸入，使得英語的詞彙和表達力

大大豐富。中古英語時期裡，民謠（ballad）是存在於農村的一股強大詩歌力量，

民謠的語言樸素，看似簡單，實則頗有藝術，戲劇性強，體現普通人民的深厚感

情，常有悲劇感，隨時有死亡威脅，對官吏和闊佬則充滿揶揄、諷刺、譴責。此

時期詩歌量大，種類多，且多是宗教性題材，呈現法國詩風與英格蘭本土傳統間

既衝突又融合的情景，更見英詩茁壯。詩律上則有頭韻體和雙韻體，常是以音節

組成，是有韻腳的詩歌，此時期的代表人物則是喬叟（Geoffrey Chaucer, 1344~1400）

《坎特伯利故事集》（The Canterbury Tales）。 

三、文藝復興時期（The Renaissance） 

    文藝復興是十六世紀開始的，此時期新局面開始，政治上，都鋒王朝鞏固中 

央政權; 經濟上，資本累積快速; 宗教上，新舊兩派鬥爭加劇; 文化藝術上，義大

利、法蘭西傳來新風，思想活躍。此時期的詩歌形式為十四行詩（The Sonnet）與

白體無韻詩（blank verse），而後因之出現了詩劇和史詩，題材廣泛，但多以愛情

為主題。特色有表面上追隨時尚，實則要求文明化。以前英詩散漫無章法，現今

受限於十四行，必須注意形式，講究藝術。英詩在此時期推上世界文學的高峰，

是詩才勃興的「黃金時代」。十四行詩共十四行短小的抒情詩，詩分成八行與六

行兩組，韻腳安排為 abbaabba cdecde 或 cdcdcd ; 而白體詩則是指每行五音步、每

音步輕重音節各一、行尾不押韻的詩體。此時期詩才輩出，馬洛（Christopher 

Marlowe,1564~1593）、莎士比亞（Shakespeare William, 1564~1616）、斯賓塞（Edm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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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nser 1552~1599）、瓊生（Ben Jonson, 1572~1637）等都是當時在詩壇佔有一席

之地的詩人，尤其馬洛和莎士比亞所寫的詩劇是世界文學中的奇珍之一。 

  

四、王政復辟時期和十八世紀新古典主義（Classicism）時代詩歌 

    王政復辟在英國政局起了很大的變化，此後工商業發展快速，資產階級更加 

強大並因控制國會而成為政治上的真正權威。此時文壇上也出現新局面，法國式 

的新古典主義（Classicism）成為風尚，出現了新的體裁，如社會諷刺詩、英雄詩

劇、風尚喜劇。主要詩體則是雙韻體，即每二行押一韻、一行一斷句，是復辟後

一直到十八世紀末一百多年裡的主要詩體，復辟時期英國詩歌最偉大的作品是密

爾頓（John Milton, 1608~1674）的「失樂園」（Paradise Lost）。到十八世紀前半，

新古典主義成為主流，詩歌城市化，題材多為描述上層社會的生活，在十八世紀

講求理性的時代，人們強調邏輯、觀察、分析，事情求精確，時時追新知，這種

觀念即是當時逐漸受到重視的「科學」概念，因為科學的要求精確，在文學上也

是如此要求。此時期詩文重條理格式，精簡明快，韻律抑揚則中規中矩，字義與

音韻和諧搭配，不容許花俏的變化。詩體則為英雄雙韻體（heroic couplet），那是

一種五音步十音節的英雄雙行押韻詩體，兩行一頓一押韻，故唸起來鏗鏘有力，

夠氣派，力道足，不拖泥帶水，能一針見血，相當適合用來寫議論詩和諷刺詩（朱

立民，顏元叔主編，1987）。後半世紀時，感傷主義出現，詩歌鄉村化，題材則

轉成以大自然和大自然中不幸者的純樸而強烈的感情及詩人悲天憫人的傷感情

緒，詩體上則是古民謠體占上風，白體無韻詩也重新抬頭，此外田園詩在此時期

也逐漸在發展中。十八世紀後半，社會上出現了強烈的政治思潮，要求人民當政，

要求自由、平等、博愛、人權，美國、法國二大革命也在此期間形成，不少詩人

處於異常激動的情感狀態中，產生了題材和格律與過去迥然不同的新古典主義詩

歌，同時浪漫主義（Romanticism）詩歌也逐漸露出曙光。 

    浪漫主義是英國文學中少見的幾次大變革，影響遍及全球，它是在法國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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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思想、情感氣候裡形成並發展的，文學與政治，詩歌與革命緊密結合，讓詩歌 

開啟另一新的時期，浪漫主義有一特點是，它可以通過它對神秘主義的態度看出 

來，當中有迷戀、神往，也有戒懼、恐怖，二者是參雜在一起的。此時期最具盛 

名的詩人有: 拜倫（George Gordon Byron, 1788~1824）、雪萊（Percy Bysshe Shelley, 

1792~1822）、濟慈（John Keats, 1795~1821），拜倫的影響最廣，雪萊的探索最

深，濟慈在增進敏感上用力最勤。 

 

五、十九世紀詩歌時期 

    這個時期又稱維多利亞時期，是英國成為「日不落國」的階段，一方面工商

業興盛，一方面工人農民受到殘酷的剝削，詩人們對此局勢是敏感的、是有反應

的，但是直到 90 年代並沒有出現第一流的大詩人。到了 90 年代，唯美主義抬頭，

普及性詩歌也開始盛行，其中唯美主義是短命且只擺出一種姿態而無大創新的，

而普及型詩歌本是各時期都有的，90 年代的特點則是吉卜林（Rudyard Kipling, 

1865~1936）的詩作盛銷空前及出現了新品種，此外直至十九世紀，美國詩人才開

始有了自己的認同與風格，詩中常看見的是描寫移民者的奮鬥及肩負創造文明的

任務。 

 

六、二十世紀詩歌時期 

    英詩在二十世紀有一個大變動，即緊接著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現代主義出現 

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原本人民相信社會將進步，人類會越來越文明，但一次 

大戰打破了這種幻想，也讓人民看到了人類空前的野蠻，人類文明所累積的最可 

貴、最美的寶物也付之一炬，在一戰後的詩裡，看得到描述戰爭破壞文明生活希 

望的詩句，也可以體察到當時參戰雙方的士兵之間是感情相通，互相憐憫的，艾 

略特（Thomas Stearns Eliot, 1888~1965）則是此一時期頗負盛名的詩人。 

    第二次大戰後，由於政局不穩與經濟恐慌，詩人對政治經濟問題更加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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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人創作中盡是對社會現況的描述，也出現了對舊秩序崩潰的複雜情緒。二十世

紀中期，現代主義（Modernism）開始衰弱，但此時詩人仍然不少，多為寫 

傳統型式的詩。到了五六十年代，休斯（Ted Hughes）的出現被視為是英詩的一個

轉機，不同於 1945 年左右出現的「運動派」中那些憤怒的青年所抒發帶有譏諷的

詩，休斯專寫掠過長空的猛禽，是著力寫暴力的詩人。 

    回顧古英語、中古英語和近代英語三時期，都有優秀的詩人和佳作，特別是 

近代英語時期出現了文藝復興、浪漫主義兩大高潮，對詩壇有極大的貢獻，二十 

世紀的現代主義詩歌影響力也頗大。英詩雖有這些分期，但實則妥善處理繼承傳 

統與創新之間的問題，傳統與創新間兩者互相補充，卻也同受文化制約。而在教

材的選擇上，研究者選擇以近代英語時期的作品為主，尤其以文藝復興時期和浪

漫主義時期的作品居多，因為學生較為熟悉，講解起來能夠引起更多共鳴。 

 

参、英詩語言 

 

有別於一般日常生活的語言，英詩在修辭的運用上有其獨特的手法，呈現多

元、繁複的意蘊，在感情上更訴諸豐富的想像力和情感。因此，欣賞英詩，除了

有一般的英語字彙和閱讀能力外，更要對英語語言、修辭甚至於文化因素有所認

識，透過經得與賞析，才能深入體會獨特的思維含情感。 

    欣賞英詩首重二項欣賞訣竅，一是要知道如何（how）欣賞英詩，也就是要能

夠利用詩的要素（element）去獲得詩的意思、能夠正確地解釋出詩的意義、並且

能夠適當地對詩做出有形或無形的回應；二則是要知道作者為何（why）作此詩以

及為何使用這些要素來寫詩，又這些詩的要素對詩人和讀者有何價值呢？掌握了

英詩欣賞要訣就可以發現英詩帶給讀者在經驗與理解上是一連串的驚喜與報酬

（Jones, 1986）。在欣賞英詩時，讀者除了必須要知道詩人的寫作背景與寫作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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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對英詩語言的表達更是應該注意，如此方能對英詩有正確且合理的解釋，也

才能深入英詩的詩意精髓，不至於因為執著於字面上的意思而曲解了詩意或根本

是背道而馳的完全偏離詩的中心思想。因著時代背景的轉變，英詩的寫作筆法和

詩語言也有了極大的差異，抓住英詩的語感與時代背景用語，似乎就掌握了英詩

欣賞的入門票。 

一、字句的表象意思（denotation）與言外之意（connotation） 

日常的實際用語和文學語言最基本的差別即在於文學語言具備字彙的較充分

使用，特別是在詩的語言運用上（Kennedy, Gioia, 1998）。一般字具有三個組成部

份，即聲音（sound）、表象意思（denotation）和含意（connotation），聲音是我

們透過嘴唇、舌頭、喉嚨所發出來的音調和語調，它是最基本的字的字面意思，

即所謂的表象意思，也就是通常在字典裡所查閱到的字的意思，超越字的表象意

思之外，更重要的還有字的含意（connotation），它暗示著字面以外的意思，有著

弦外之音和義，也和人類的歷史發展、生活方式和生活環境息息相關。例如 home

（家）這個字，它的字面意思（denotation）是指人生活的地方，但它的含意則暗

示著安全、愛、舒適和安慰以及家庭與家人。字的含意（connotation）在詩的閱讀

裡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因為它是詩人用來濃縮與豐富詩意的方式，以便於用較

少的字說出較多的意義。讀者若不知悉此字的其他含意，可能就無法抓住詩的重

點，更不可能了解整首詩的意義，由此觀之，字的意義與運用在文學裡具有舉足

輕重的地位，尤其言外之意更是如此，它讓詩顯得更豐富也更雋永。 

二、詩中意象化（imagery）的描寫 

     意象（imagery）是用語言來表現得自感官經驗的一種修辭法。一首詩在朗讀

的時候，他的音樂和節奏直接予人美感。但它也透過詩裡的意象，間接地把詩人

感官方面的經驗傳遞給聽者和讀者的想像（朱乃長, 2009）。 

    詩裡的意象可能產生於一個字、一個片語、一個句子或甚至是整首詩裡，詩 

的整體意象有時還比詩中所談及的各別意象還要常被注意或使用，詩的意象常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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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義為是語言中感官經驗的描述，透過詩的節奏與音樂性，詩直接吸引了讀者的 

注意力，但也因此藉由意象間接地吸引讀者的感官，也就是自我經驗想像的展現 

。詩的意象表達讓讀者能夠更深刻地感受詩帶給人們的心靈召喚，例如在 Ogden 

Nash 的"Sea-Gull"詩中，sea-gull（海鷗）和 ea-gull（即指 eagle 老鷹）各原是指

一種海鳥和鳥類，但在詩裡，如同海鷗給人的感覺是溫馴的，牠被用來意指柔順

之人，而就如老鷹平日給人英勇翱翔與觀察力敏銳的印象般，牠被用來比喻勇敢

聰敏之人，二者清楚的形象表達不同性格與特質之人，是一種很巧妙的文字運用，

讀者若能敏銳地感覺到兩字其中的語意差別，則就能了解此詩的意理。 

三、詩裡的比喻語言（figurative language） 

詩裡的比喻方式種類繁多，大至上有明喻（simile）、暗喻（metapher）、擬

人化（personification）、轉喻（metonymy）、象徵（symbol）、寓言（allegory）、

悖論（paradox）、誇示（overstatement）、保守的陳述（understatement）、諷刺

（irony） 等等，在詩裡，讀者常見的詩人寫作手法為明喻、暗喻、擬人化與象

徵，在此研究者就針對此四種手法予以舉例說明。在英詩裡，有時一些看似無稽

之談的詩句，卻可能因使用上述的比喻手法而隱藏深奧的詩意或不同的意思。明

喻和暗喻是詩裡最常見的二種比喻方式，二者最大的區別即在於明喻通常是用"像

（like）"、"如同（as）"、"相像（resemble）"、"似乎（seem）"、"類似（similar）

"等等字來直接表達，而暗喻則否。擬人化是指對一個物品、一個動物、或一個概

念賦予人類的屬性或特質，例如在 Robert Frost 的 Stopping by Woods on a Snowy 

Evening 裡，作者將 little horse 比喻為人，象徵不相干的第三者，也用來象徵一般

的世俗人，點出整首詩中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與差異，也道出作者和外在社會的區

隔與衝突，更顯作者的孤獨與不為人理解的行為。象徵被定義為是一種和意象

（imagery）、暗喻（metaphor）很相近的寫作手法，它通常傳達出比象徵物更多

的含意，例如在 Robert Forst 的詩 “The Road Not Taken” 裡，旅人對二條叉路的

抉擇就象徵著人在現實生活裡所面對的選擇，即便旅人對二條叉路都有興趣、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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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嘗試，但身為一個人的限制，他只能選擇其中一條叉路，而在此我們又可以預

見這兩條路必定通往不同的地方，更意味著旅人即將面臨未來未知的考驗，這即

是象徵寫法在詩中的展現。不論是常用的明喻、暗喻或是其他的比喻手法，都足

見譬喻在詩裡的確是最常見也最自然的寫作技巧。 

四、詩的背後意義（meaning） 

詩的意義是指詩所表達的事件經驗，讀者常常會在讀完一首詩後仍然問著 “這

首詩是什麼意思？”等這類的問題，因此我們可以發現，看懂一首詩並不是只需要

知道詩所傳達的經驗與事件描述（total meaning），而是必須也看懂它包含的主要

詩的要素（ingredient），了解詩背後的典故和語調，也就是詩的意義（prose 

meaning），如此方能真正了解、進而欣賞詩句與詩意。例如在 Robert Frost 的詩 

“Stopping by Woods on a Snowy Evening”裡，描述一位旅人在下雪的夜晚駐足於森

林以欣賞雪景之美，旅人雖很想留下欣賞風景，但因為有允諾等待他去遵守、去

實踐，故他不得不繼續旅程，很清楚地，這是一首旅行過程的描述詩，但若仔細

探究詩人的寫作背景與寫作動機，可以發現這是一首象徵意義很強的詩，下雪的

夜晚象徵旅人的處境與心境，而承諾則是人生中的責任與義務，旅人想留下欣賞

雪景與必須不斷往前行的衝突抉擇，意味著現實生活中面對生與死的態度與心

境，此時讀者若只拘泥於詩句的字面意思而忽略了深層的意境，那麼他將無法體

會為何這首詩能成為近代經典名詩，故在欣賞英詩時，能精準掌握詩的意義（prose 

meaning）是非常關鍵的能力。 

五、詩的音樂性 

美國詩人、小說家艾德嘉．愛倫．坡（Edgar Allan Poe, 1809- 1849）認為詩是

「和一個令人感到趣味的思想結合在一起的音樂」。詩的音樂感主要是由語音和

節奏所共同組成，它們能讓詩更令人覺得愉悅，也可以強化詩意與詩的強度。詩

人使詩篇產生音樂感的方式大致有二: 一是透過詞音的選擇和安排; 二是藉助重

音的安排。詞音的選擇和安排可以藉由聲音的重複、押韻和節奏，表達出詩的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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樂感; 而重音的變化則會形成節奏（rhythm）和格律（meter），節奏和格律能激

發情感，提高讀者對於詩裡情節的注意和理解，加強整首詩的整體意義。例如在 

“Stopping by Woods on a Snowy Evening”裡的最後三個詩句 “But I have promise to 

keep, and miles to go before I sleep, and miles to go before I sleep.”，是一種緩慢的音

節與節奏，在發聲的過程中讓讀者有沉重之感，也因此能感受作者當時的無奈心

境與沉重的心情，故在閱讀詩時，要能注意字的語音與節奏的安排，如此方能抓

住詩人作詩當時的心境，了解詩的詩意。 

六、詩的格式（pattern） 

   不同的時代背景有不同的英詩格式寫法，英詩格式有內（internal ordering）、

外（external ordering）在之分，內在格式編排是指詩句裡有關想法、意象、思想與

句子的安排，也就是指詩的文意架構，一首編排完善且精緻的詩有一定順序的觀

點闡述，有時就連詩節、詩句或甚至是前後字的調動都有可能會影響整首詩的詩

意或改變詩的主旨。而所謂的外在格式指的即是詩的外在形式（shape or form），

這類格式通常分有連續格式（continuous form）、詩節格式（stanzaic form）、和

固定格式（fixed form）三種，連續格式指的是詩作並無正式或嚴格的詩句安排，

長短無限制，韻腳無限制，因此也可以說是不經刻意設計的詩作；目前為數最多

的英詩是採詩節格式創作的，每一首詩可以分成好幾個詩節，每一個詩節有數量

相同的詩句，而且通常有一定且受到其他詩人認同的韻腳安排，是一種比較正式

也比較規律的詩句安排，固定格式的詩句最著名的首推十四行詩，它是由三個四

行詩（quatrain）與一個二行的結論對句（couplet）所組成，韻腳安排為 abab cdcd 

efef gg，創作十四行詩時，作者必須利用前三個四行詩節來闡述觀念或舉例說明，

最後的二行對句則是用來作詩的結論，這是一個有嚴謹格式規定的英詩寫作原則。 

    詩是一種藝術的展現，面對不同寫作手法與流派的詩是必須要有不同的閱讀 

先備知識，才能真正讀到詩的核心主旨，達到基本的欣賞層次，更進而內化為讀 



35 
 

者心靈感官的轉變與認可（Osborn，1992），因此認識詩的表達方式、了解詩的

語言、熟悉各個時代的詩派及其寫作背景是英詩欣賞的關鍵步驟與關鍵能力。 

 

第三節 英詩教學 

 

壹、 英詩教學的重要性 

 

    在過去幾十年的 ESL / EFL（以英文為第二/外國語言）教學中，許多學者和英

語教師潛心探索詩歌教學、付出了很多心血，而成功的詩歌教學成果顯示出，無

論是在國外或台灣的的 ESL / EFL 教學中，英詩都是一門理想的語言學習科目。 

Hadaway，Vardell，和 Young（2001）主張，詩歌是理想的入門語言學習，並

就整體而言，英詩教學為 ESL 課堂提供的好處如下： 

1、通過朗讀和合唱讀詩歌的閱讀和重讀活動使英文更佳流利。 

2、詩的簡潔和篇幅不會給讀者壓力，可以增進學習興趣。 

3、初學者可以容易了解詩歌的意義，因為節奏、重複、韻腳及重音往往落在關 

   鍵字，可以清楚抓到重點。 

4、詩歌是一種簡單但有力的文學形式，引導出許多重要的概念和內容。 

5、詩歌提供了一個簡短的文字敘述、場景和故事可以提示學生敘述和思考。 

6、詩歌具體的格律和模式提供學習者極佳的寫作機會。 

    從本質上講，研究人員相信，詩歌不僅是一個理想的入門語言學習，也是識

字發展的適當教材。1995 年，Mincey 在伯明翰舉行的第六屆中南部全語言會議提

出「小學全語言學習」，她解釋詩歌為識字發展適當教材的原因: 

1、可掌控的文字：詩的簡短和精鍊易於掌控且具挑戰性，而且詩的簡短結構不但

易於理解，也方便教學者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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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主題範圍的廣度：不論是古典或當代的詩歌文集，都體現了文明和人類經驗，

提供學習者一個整體的、跨學科的學習經驗。 

3、精鍊的語言：詩的語言強度提供了學習者豐富的的感受，是微觀語言的學習。  

4、詞彙：詩歌創造性的詞語，如: 同義詞，隱喻，明喻和其他形象化語言是學習

者極佳的教材。 

5、感官參與：詩的節奏和韻律，連同其他的音樂素質如頭韻、諧音和象聲詞等設

計使詩歌閱讀有趣。此外，探索詩的感官意象增添了嗅覺、聽覺、視覺和味覺的

感官體驗，增強學習的享受。 

6、批判性思維：在學習者學會如何賞析詩的同時，學習者的洞察和分析的認知 

能力也隨之提升。 

如上 Mincey（1995），Hadaway，Vardell，和 Young（2001）都認為詩歌是

很好的語文文學教材，可以增進語言學習同時也提升自我成長。此外，學者研究

也顯示詩歌教學是和青少年，Tsujimoto（1988）認為: 

我教詩，因為它使學生能以詩的形式公開表達私人情感，否則可能無法溝 

通。另一方面，我教詩的原因是因為它說服學生了解並傾聽他人的情感; 詩 

歌延伸我們的經驗和拓寬我們的感覺，培養我們的人文素養，使心胸更加開  

闊，而這些都是我們想要學生學習的。 

他認詩歌教學的步驟應如下所示： 

1、閱讀前: 預讀活動包括討論、詩歌主題的海報和圖片、文本歷史背景的介紹、

關於作者的討論和閱讀和個人對詩歌的反應。 

2、閱讀中: 包括對選擇的詞語下最好的定義、記下群集圖像和比喻意義、仔細 

分析特定的詞和短語、聽覺和節奏特點的討論，並針對不同的批評性意見進 

行討論。 

3、閱讀後: 包括提供關於這首詩的個人的想法，讀或寫的謹慎審查和評論、 

閱讀同一作者的其他作品、詩的主題討論或辯論，角色扮演和模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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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教詩的時候，可以從討論文本中所指的是誰（who）、什麼（what）、何時 

（when）、何地（where），因（why）等元素開始教起，而且因為詩歌往往將情

感隱藏在語言中，探討如何（how）以及為什麼（why）創作詩的過程就更為重要。

當學生可以感受到一首詩的字面意義，他們就可以進階探索詩的形象化的語言和

其他詩意，體會更深層次的含義。 

綜合以上所述，詩歌可以帶給學習者感官上、情感上和智力的愉悅和成就感; 

除此之外，詩歌教學可以引領學習者進入不同的時空、增進學習者的感官體驗、

提高學生的感受力、激發對生活的不同觀點，進而拓展學生的視野、激發心靈成

長。 

 

貳、從閱讀到寫作 

詩歌的閱讀和寫作是促進學習者語言習得的文學活動，但詩意的概念和文化

假設通常是太難為英語學習者（Finch，2003）。EFL / ESL 的學生是否能擺脫翻譯

造成的迷思和對詩歌的焦慮，創造出自己的作品呢？Gwendolyn Brooks （1985）

曾經說過，“讓想像力奔馳，你就會看到一些非常活潑的詩歌”，將想法付諸文字，

就是一種創作。著名詩人 Wordsworth 對詩的定義:「強烈感情的自然流露...在寧靜

中回憶」（the spontaneous overflow of powerful feelings…recalled in tranquility）。

人都會受到感動和啟發，並回顧這些的經驗。而詩歌可以引發出學生的感受，如

此以來，教學者可以進一步請學生把這些感受付諸文字，轉化成文學創作。當學

生們能將思考過程和生活經驗以詩的形式展現出來，即是一種創作。同時，許多

學者們都同意，詩歌學習可以精進四種語學習技巧，其中也包含書寫的能力。Bengi

和 Kurtboke（1985）認為，詩歌學習在英語課堂上特別有效，因為詩歌 “高度創

造性和開放式的文學形式可以讓師生進行無止盡的探討”。教師可引發學生的情

感，激發學生的想像力，甚至通過操縱各種問題，培養學生的批判性思考。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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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讀或討論，學生的口語能力和聽力理解都得到提升。O’Brien 表示 “當學生發現

詩歌可以增進自己的語言能力，他們有會更想進一步創作自己的作品”。Lee（1967）

也認為: 學生的寫作慾望在聽、說、讀、寫詩歌的過程中一步步開發，學生在情感

上獲得滿足，也在心靈上受到啟蒙。 因此我們可以說，英詩教學不但可以加強學

生的想像力，也可以同時增進學生的四種語言技巧。 

    關於寫詩，學者們提出不同的教學方法和理念。Jacob（1977）採用三種方法，

包含模型的方法（models approach）、活動方法（activity approach）、模型和活動

的方法（models and activities approach），教學生如何寫詩。Baart（2002）在其書

用感官體驗去教詩歌寫作（Using Sensory Experience to Teach Poetry Writing）中，

設計了四個寫作研習班：氣味寫作坊，味道寫作坊，音樂創作坊，和視覺寫作坊。

他創造了一個全面性的環境來發展學生的詩歌寫作能力，並歸納出: 教學的結果混

合著個人的體悟和表達出的作品。也就是在學生受啟發的同時，能夠創作出自己

的作品。此外，Duke 和 Jacobson（1983）的書讀寫詩歌中藉由詩人和教師的文章

收集，展現出閱讀和寫作不同的角度、教學程序和資源。Feinberg（1983）則結合

詩歌和戲劇教學，發現詩歌教學的顯著效果，而 Ratliff（1987）則是將學習者為中

心的教學方法應用於詩歌賞析和創作。Silberstein（1994）也展示了如何將詩歌作

為 ESOL（English for Speakers as Other Languages）的考試材料，訓練學生抓出詩

的大意並推論出詩的意義。Lazar（2000）則討論了一系列切實可行的辦法，將英

詩教學推廣給各種程度的學生。在台灣，Wang（2001）針對私立銘德女子高中附

屬國中部的五十二個國中生進行英詩教學，結果發現“詩，不僅是良好的閱讀選擇

材料，也是一種良好的教學資源，可以同時改善學生的聽力、口語、閱讀和寫作

能力”。也就是說，詩歌可以用來增進學生的溝通能力。綜合以上所述，英詩因為

其特有的語言和形式，可以同時提升學習者聽、說、讀、寫的能力，而針對寫作

的部分，英詩寫作提供學生想像力和創造力自由發揮的空間，不僅是基本語言能

力的提升，更是引導學生抒發情感和訓練思考的良好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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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英詩教學在台灣 

 

    隨著英語教學在台灣蓬勃發展，台灣的英語教師也逐漸意識到文學作品和補

充教材在英語教學上重要性，投入英詩教學的研究者也越來越多，以下為相關論

文和研究的整理:  

    劉玉玲（1988）在「未來的世界是什麼」－英詩教學在專科中，選用英詩作

為英文課程中額外的教材，藉由英詩衍生的活動: 演講、討論、朗誦、和英詩創作，

分析教學的利弊得失。在針對兩份問卷調查進行分析，並對抽樣學生面談、成績

及其英詩的剖析後，研究結果發現：經常學習簡單有趣的英詩，可以減低課文學

習的嚴肅性，並且也可以增加練習英文聽、說和讀的能力。而英詩習作不但促進

學生對英詩的瞭解及運用、想像力的培養及自我實現的感受，更能使學生對英詩

產生濃厚的學習興趣。學生的英詩值得重視，因為它們不但反映出學生的思想、

性格，更明白地顯示出英文程度的高低及易犯的錯誤。對英文老師而言，是極佳

的資料。 

    金慶芳（2004）的讀者回應法在高中英詩教學效益之研究探討「讀者回應法」

在高中英詩教學上的效益。針對以下五項：學生的英文學習動機、學生對英詩的

興趣、學生的寫作能力、學生的語言能力、同儕的互動和師生間的互動作實驗研

究。「讀者回應法」強調讀者為中心，重視讀者與文本間的互動，並允許讀者對

同一文學作品有不同詮釋的教學模式，此研究以台北市立大同高中兩班七十七位

高一學生為研究對象。兩班學生分成實驗組和控制組，研究發現讀者回應教學模

式比傳統教學模式更具效果，實驗組學生對英文學習動機高於控制組學生，且實

驗組的學生的寫作能力和整體語言能力優於控制組學生。讀者回應法對學生的英

文學習動機、英詩的興趣、一般寫作、語言的能力和同儕、師生的互動皆有良好

的成效。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i3v5XC/search?q=auc=%22%E9%87%91%E6%85%B6%E8%8A%B3%22.&searchmode=basic


40 
 

    涂屹鋒（2004）的全語言教學法在高中英詩教學之應用採用「全語言教學法」

的理念教導學生有效閱讀英詩，且以簡易的英詩創作來提昇學習成就感，並以檔

案評量幫助學生了解自我學習歷程，課程進行中再搭配音樂欣賞及小組討論來幫

助學生對英詩產生共鳴。對象是三十七位高雄縣立文山高中高一的學生，主要發

現為:全語言教學提升了學生對英詩的興趣。大部分學生皆表示閱讀英詩啟發他們

作深度思考及增加對西方文化的了解。大部分的學生表示透過全語言教學學習活

動，對增進他們英文能力有幫助，尤其是在閱讀能力方面。大部分學生喜愛的英

詩是與他們生活經驗有關的，或是有關西方文化的內容。教室的氣氛愉快且教室

圖書櫃及佈告欄提供學生們更多學習英詩的機會。大部分學生表示生字是他們在

閱讀英詩時遇到最大的困難，而檔案式評量能幫助自己反省學習過程。研究結果

確實證明了高中英語教學使用全語言教學活動輔助英詩教學的可行性及需要性。 

    廖本瑞（2006）在如何教高中學生英詩？－以佛洛斯特的「雪夜林畔駐足」

爲例一文中，討論對高中生教授英詩的重要性及優點，並以佛洛斯特的「雪夜林

畔駐足」爲例，提出一些詩歌教學的策略。教學目標包含：鼓勵學生開放心胸閱

讀這首詩、幫助學生了解這首詩的基本元素及結構、建立意譯和註釋這首詩的方

法、讓學生區分文字和語言形象化、使學生能夠解讀譯詩和詩人的角色、讓學生

認識詩的背景、協助學生體會這首詩的主題，並督促學生學習這首詩的中心思想。 

 

    綜合以上研究可以發現，越來越多的教學者將不同的教學理論應用在英教學

上，讓台灣的英詩教學更多元發展，而學習者不論在學習成就和態度上，皆有正

向的反應。除了國高中教科書內的英詩教材外，教學者更可以將英詩當成補充和

延伸教材，讓英詩學習更為活潑有趣。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uHEOsz/search?q=auc=%22%E6%B6%82%E5%B1%B9%E9%8B%92%22.&searchmode=ba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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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創造思考技法融入英詩教學 

 

壹、 創造思考教學與英詩教學的相關研究  

 

    創造思考教學的相關研究非常多，但國內研究英詩教學的論文較少，研究者

將相關論文整理如下:  

     蔡麗香（2004）以多元智慧理論為基礎之英詩教學及其在國中英語教學上之

應用中，探討學生對多元智慧英詩教學與非多元智慧英詩教學的態度是否有差

異。研究者以英國詩人 Alfred Lord Tennyson 的作品「鷹」來進行以多元智慧理論

為基礎之英詩教學，將 Howard Gardner 提出之八大智慧融入英詩教學活動中。 

研究採準實驗研究法之「不相等控制組前後測設計」。以嘉義縣一所八年級兩個女

生班級學生為研究對象，安排一班為實驗組（學生 39 人），另一班為控制組（學生

39人）。研究主要發現如下：接受多元智慧英詩教學之實驗組學生與接受非多元智

慧英詩教學之控制組學生在對英詩教學的態度上有顯著差異。在實驗結束後，實驗

組學生對英詩教學的態度比控制組學生的態度變得更積極且增強。再者，實驗組學

生認為英詩的主題多與學生四周事物相關且熟悉，是實用的語言學習教材，適合國

中生學習。 

    郭矩妃（2005）於創造性兒童詩的教學實踐：我和我班級的故事中結合創造思

考技巧與兒童詩本質以發展兒童詩教學方案，採行動研究進行之。以學童創意童詩

寫作為導向，觀察學童在教室中的學習反應與作品表現以為反思之依據，並實踐教

師反思結果於課程設計與教學歷程中。以 34 個國小學童為研究場域以實施童詩教

學。結合創造性思考技巧與童詩本質以發展童詩教學方案、探討創造性童詩教學方

案在小學三年級之實施歷程、結果、困境、解決方法，最後探討三年級學童在童詩

寫作的表現。研究結論為結合創造思考技法與童詩創作，產生新的教學方式，並發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plZx.0/search?q=auc=%22%E8%94%A1%E9%BA%97%E9%A6%99%22.&searchmode=ba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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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學童學習態度、形式、寫作內容的轉變。  

    張嘉雯（2007）高中英詩教學：美術班英詩教學活動之研究探索如何透過課

堂活動與學習單等，來引導高中美術班學生學習英詩。研究採用學習單、朗誦比

賽、課堂活動、討論等，引導學生有效閱讀英詩，且以簡易英詩創作提升學習成

就感。研究的對象是三十位宜蘭高中美術班學生，所有受試學生在老師所設計的

英詩課程中欣賞並練習創作英詩。主要發現為教學活動提昇了學生對英詩的興

趣，大部分的學生表示英詩教學活動對增進英文能力有幫助，此外，學生們認為

教室的學習氣氛愉快且教室佈告欄與寫學習單提供他們更多學習英詩的機會。大

部分學生表示生字是他們在閱讀英詩時遇到最大的困難，絕大部分的學生會以查

字典或請教老師同學的方式解決。大部分學生肯定學習單及畫出心中的英詩，能

幫助自己反省學習過程。研究結果確實可看出高中英詩教學的可行性及正面效

果。 

張嘉真（2007）在國中英詩教學研究中探討國中學生對英文童詩閱讀活動的回

應。此外，以全語言做為理論基礎，探討學生們對英文閱讀和寫作童詩的自我知覺

及對 Silverstein 的詩和插畫的回應。此研究以苗栗縣卓蘭實驗中學國中部五十五位八

年級的學生研究對象。在為期近三個月的英文童詩閱讀活動中，學生學習四首

Silverstein 的童詩，並完成學習單上的活動。研究者將這五十五位學生的兩次問卷，

用 t 測驗做量化分析，並將學生對問卷調查中五分制項目的回應做百分比之量化分

析，問卷中學生對本研究的回應則加以質化分析。主要發現為: 學生對於閱讀和寫作

童詩的自我知覺前後測有三項顯著差異，而且英文童詩教學在學生的想像力、閱讀

能力、模仿英詩方面有助於提升學生對英文閱讀和寫作童詩的自我知覺；學生對於

Silverstein 的四首童詩和插畫有正向的回應。學生對英文童詩教學最大的收穫是學習

到許多英文單字以及英文閱讀理解的技巧和英詩寫作的技巧。從對此英文童詩教學

活動中的觀察，大部分的學生對於英文寫作仍有困難。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plZx.0/search?q=auc=%22%E5%BC%B5%E5%98%89%E9%9B%AF%22.&searchmode=ba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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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反應英文童詩教學中，最大的困難在於解析英文單字、句型、和不熟悉的主題。

研究建議英文教師可以利用英文童詩教學來提升學生的英文能力，並搭配插圖以提

升學生學習英文之動機和興趣。 

 

    鄭佩綺（2011）心智圖對台灣高中生英詩創作之影響研究旨在探討心智圖在

台灣高中生英詩創作的影響。提倡英詩創作的重要性，並且探討使用心智圖能否

輔助英詩創作。研究共有 30位高中生參與。首先，學生必須先創作出一首英文詩

當作前測，接著於一周後進行心智圖教學，學生運用心智圖做為創作前的構思並

再次進行創作，此次創作蒐集成為後測，之後比較前測與後測之結果差異。研究

結果顯示，心智圖可有效提升學生英詩創作能力。以學生前後測作品比較後得知，

心智圖可增加學生使用押韻的字數和構思出更多想法以運用在英詩創作中，並創

作出組織較緊密的英文詩。 

 

綜合以上研究可以發現，運用創意教學可以讓英詩教學更有趣，提升學生的

英語能力，減輕學生對詩的恐懼，也增強學習動機。大部分的英詩教學會在高中

實施，而研究者的研究對象為國中的英語資優生，希望了解研究對象對於創造力

思考技法融入教學的學習情形，進而及發展出創意英詩教學的課程模式。鑑於量

化研究無法顯示教學過程及脈絡，也無法確實反映教學現場的師生關係等環境因

子的交互作用，呈現學生為主體的研究結果，本研究採取質化研究，以針對國中

英資方案學生進行創意英詩教學。 

 

 

 

 

 

http://etds.lib.tku.edu.tw/etdservice/searching?query_word1=鄭佩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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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行動研究法（Action Research）是針對工作場所的特定問題進行研究，並根據

其研究結果採取有計劃的行動，以解決該情境中的問題進而改善實務工作。（黃

東秋，）本研究的目的，主要以創造思考技法做為工具，實施英語詩歌的教學活

動，了解實際將創造思考技法與英詩教學結合時，學生產生的反應、教師教學設

計可能面臨的困境、教學問題解決的方法。透過行動研究之設計與實施， 探討創

造力思考技法融入英詩教學課程對國中英語資優學生教學之成效。在實施歷程

中，透過「計劃、行動、觀察、反省」這四個主要步驟，不斷地循環及改進課程

內容，以作為下一步修正行動的參考。透過教室觀察、教師教學省思、學生表現

評估和成品分析、學生自評表及訪談等方式來記錄及蒐集研究資料等策略，最後

參酌教學現況及實施成效做適時的修正，以期對英語教學實務的改進。 

本章共分五節，第一節介紹研究架構與流程；第二節介紹研究場域與對象；

第三節介紹教學方案設計；第四節說明研究工具；第五節資料與分析; 第六節說明

研究的信實度。 

 

第一節 研究架構與流程 

 

壹、 研究架構 

本研究採取行動研究法中計劃（planning）、行動（acting）、觀察（ observing）

及反省（reflecting）等四步驟（Carr & Kemmis，1986）。運用具有螺旋循環模式

的研究方法，於解決實際問題、發現新的問題循環，反覆循環修正中，來探討教

師教學設計、師生的互動歷程、學生學習成效及研究者個人的專業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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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研究目的與文獻探討發展出本研究的研究架構如圖3-1，茲說明該架構意

涵如下: 

 

圖3-1  

研究架構圖 

本研究藉由教師將創造力思考技法融入英詩教學課程教學模式，設計教學計

畫，讓學生在教師示範、合作討論與獨立完成學習單的過程中熟稔教材內容，運

用創造力思考技法進行英詩學習，以建立有效的學習模式。教師透過教室觀察、

訪談、問卷等方法進行資料蒐集，於省思後重新修正教學計畫，其中教學設計、

實際教學、教學觀察、反省與修正四個步驟相互影響、彼此關聯。研究者冀能利

用此一循環模式，使研究者所設計的教學方案更能適用於情境中，並於有限的學

習時間內達到最大的學習效果。 

 本研究擬用創造思考技法，融入英詩教學，設計一套能讓學生欣賞英詩並學

習創作英詩的教學課程，一方面提高學生對英詩的興趣，也期望提昇學生寫作能

力。另外期許研究者在研究過程中，能找尋一套適當的英詩教學流程與模式，並

觀察學生在教學前後對於英詩的看法，以供教學與相關研究者參考。 

促進 

學生 

1. 學習成效 

2. 學習態度 

教師 

1. 教學設計 

2. 專業成長 

教學計畫 

教學行動 

1. 教師示範講解 

2. 學生合作討論 

3. 學生獨力完成 

教學觀察 

發現與省思 

創造思考技法融入英詩教學

vm,6 

vm,6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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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流程 

（一） 從教學現況中發現學生能力及學習動機 

英語資優學生對學習英文有強烈興趣，但對詩歌體裁陌生，更鮮少嘗試英詩

創作，需用更多元的方式啟發及引領他們學習。 

（二） 確定問題與聚焦 

對英語資優學生的學習狀況進行探討，蒐集資料後，研擬可能的解決方案。

藉由文獻的探討及與教授的討論，澄清問題。擬採適宜的研究法與教法發掘學生

的英語學習的興趣和成效。 

（三） 蒐集與閱讀相關文獻 

針對問題，蒐集相關文獻，從文獻中探討問題背景與可能的實施方案，決定

採用KJ法、心智圖法及奔馳法三種創造力思考技法融入英詩教學，並決定運用

行動研究來精進學生的英語文學習成效表現。 

（四） 擬定研究計畫及施行教案 

先澄清並擬定研究目的與研究問題，再依照研究目的與研究問題製作教學課

程，確認研究方向的可行性與重要性，並預先思考可能產生的限制。 

（五） 正式實施行動研究方案 

預備教學情境時，先擬定英詩教學教案設計，再融合創造力思考技法實施教

學。而在策略教學的過程中，教師以創造力思考技法為工具，進行英詩教學。從

課程剛開始教師引導學生，至學生熟悉英詩作品後，引導學生創作自己的作品。 

（六） 進行資料蒐集與分析 

研究過程中，研究者結合觀察、訪談、學生回饋、學習單等方式，進行分析

及討論，了解學生的學習狀況與研究者教學的情形，作為修正教學計畫之參考。 

（七） 發表成果與呈現證據 

本研究自 101 年 3 月 31日起正式實施一個學期，以創造力思考技法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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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詩教學為主題進行行動研究， 在研究各階段完成後依據研究結果提出研究討

論與建議，以論文報告的形式公開發表。 

 

 

 

 

 

 

 

 

 

 

 

 

 

 

 

 

 

 

 

 

 

圖3-2  

研究流程圖 

準備階段 

 

 

執行階段 

教學行動研究 

 

反省及調整教學 

教學實施 編撰教材 

觀察評鑑 

蒐集研究結果 

資料分析與歸納 

論文撰寫 

1. 研究結果 

2. 研究討論與建議 

設計與編製研究工具 

確定問題與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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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場域與對象 

 

本節就研究現場及環境背景、研究對象、研究者的理念進行探討，其內容分述如

下: 

 

貳、 研究現場及環境背景 

 

 研究者服務的學校是台北市區的一所中型明星學校，共有48班，創校至今8

年，因位於大安區，家長社經地位普遍較高，對學生英語能力栽培甚為重視，有

出國留遊學經驗或提前學習英語多年的學生人數不少，學生英文素質優秀者眾，

近年於市內英語大型比賽及英語文競賽屢獲佳績。但各個班上英語成績表現呈現

明顯的雙峰現象，有鑑於如此，學校於95年創立「英語資優方案」，提供學生更

「適性」、「多元」 、「創新」的課程。英資方案課程以學生適性教育為主，

結合領域教學師組成教學團隊，合作開發符合資賦優異學生的學習課程，以培養

其卓越的英語學習能力。 

  

參、 研究對象：台北市某都會區國中八年級英語資優學生 

本校「英語資優方案」學生有七、八年級兩班，每班約十五名，於七下及八

上下學期，共三個學期，進行課程教學。學生甄選推薦管道有3種： 

（一）英語第1或第2次段考成績達全年級前7%，由學生「自我推薦」參加甄選。 

（二）團體智力測驗-語文推理測驗達PR93以上，由「英語任課教師推薦」參加

甄選。 

（三）未符合上兩項，但有強烈參與方案意願之學生，可「自我推薦＋英語任課

教師推薦」，請附上英語相關佐證資料。 

    「英語資優方案」上課時間是利用週二早自習與班週會和週六早上，授課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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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主要由龍門國中英語領域教師擔任，依據英語教師的不同專長開設相關英資課

程；另視英語口說訓練或多元化開課主題的教學需要，聘請外籍師資或外校老

師。結合各領域教師專長（新聞、翻譯、語言學或文學），開設有別於制式化考

試領導教學的英語學習課程，以學生生活為主要學習題材，融合聽說讀寫各項語

言學習能力培養，培養學生合作學習與獨立研究能力。 

 

肆、 研究者的理念與角色 

 

研究者畢業於臺灣師範大學英語學系，教學年資4年。本研究中，研究者的

角色是「教師即研究者」。研究中除蒐集教學資料、設計與安排教學活動及進行

教學之外，並收集學生學習相關資料，進行反省紀錄，以作為改進教學的參考與

依據。 

研究者於97、98年擔任本校英語資優方案的老師，授課名稱分別為「戲劇導

讀」和「現代英詩導讀」。在和英語資優學生的互動中，發現學生們的英語能力

優秀，英語學習動機強，對文學作品有學習興趣，但較不了解欣賞的方法，尤其

是對詩歌體裁較陌生，需要更多的指引。而在英詩創作的部分，學生們的嘗試可

圈可點，雖然結構較簡單，用字遣詞仍有進步空間，但作品的品質和創意讓研究

者驚艷，給予研究者很大的鼓舞，也證明英與資優的學生有創作的潛力。有鑑於

此，研究者希望能用創意教學讓學生熟悉英詩，讓學生在生動有趣的教學環境下

學習，藉由團體討論激盪出更多想法，運用創造力思考技法學習歸納整理思緒，

並精進創作的技巧。研究者就讀臺師大創造力發展研究在職專班期間，學習到很

多創造力思考技法，和老師及其他不同科目領域的同學互相分享各式活潑的創造

力教學活動，希望能將所學運用於課堂教學當中，故提出此一研究計畫，完成所

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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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教學方案設計 

 

本研究教學循環歷經六週，每一週有兩堂課，共十二堂課。教材內容參照多

本英詩教材。依照創造力思考技法的概念與教學進度，配合各主題學習單。教學

活動設計方面，由教師引導全班合作、小組討論，進而至學生獨立完成創作。 

 

壹、 教學設計的理念 

 

教師運用創造力思考技法進行英詩教學及設計課堂學習單，避免講述式的傳

統教法，以提高學生學習興趣，協助學生課堂知識吸收，教導學生欣賞文學作品

的訣竅，提高學習成效，並能在熟悉英詩體裁後，創作出自己的詩作。 

本研究主要分成兩部分，第一部分為英詩欣賞，第二階段為英詩創作。運用

四種創造力思考技法: KJ法、類比法、心智圖法和奔馳法協助學生學習。KJ法用

於英詩欣賞和創作的第一步驟，在英詩欣賞的一開始，請學生腦力激盪出對英詩

的想法和印象，再進一步歸納整理出英詩的特性並釐清概念; 同樣的方法用在英

詩創作上，請學生針對創作主題腦力激盪出各種點子，再找出自己可以運用的資

訊，讓創作內容更為豐富多元。類比法運用在解釋詩中譬喻修辭和意象化的描

寫，讓學生了解並練習修辭、發揮創意。心智圖法讓學生以心智圖分析經典文學

詩作的段落和架構，再運用同樣的方法檢視自己的作品，讓創作組織化、有邏輯

性。最後將奔馳法用在作品完成後的自評和互評，提供各種修改變通的方法，讓

學生有改進和精進的方向，使作品更成熟精緻。 

教學過程中，研究者會先介紹經典詩作，再請學生小組活動，運用創造力思

考技法進行小組討論，組內互相幫助分工，以提高學習興趣，鼓勵多元智能。 

貳、 課程內容規劃 

（一）教學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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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詩教材的內容主要參考朱乃長教授編譯的英詩十三味，再根據不同的主

題，選取適合的英詩作品。在KJ法、心智圖和奔馳法教學設計方面，主要參考

陳龍安教授的創造思考教學的理論與實際，結合英詩欣賞和創作進行教學。 

（二）教學進度 

英資方案一學期上課六次，每一次上90分鐘，即兩堂課的時間，上課時從3

月31日開始，隔週六上一次，課程截止日為6月9日（詳附錄一）。 

表3-1 

創意英詩課程教學進度表 

單元 主題名稱 對應閱讀 教學內容 

一 「詩」是什麼? 

詩的獨特音樂

性 

Ogden Nash: The Turtle 

Alfred Tennyson: The Eagle 

George Herbert: Virtue 

 

（1） 學習用KJ法整理出

英詩特性、閱讀英詩的方

法 

（2） 詩的押韻、節奏、

格律 

二 詩的文字遊戲- 

詩的比喻性語

言 

Robert Frost:The Road Not Taken 

Robert Burns: A Red Red Rose 

Robert Frost: The Rose Family 

（1） 用類比法解釋譬喻

和象徵 

（2） 練習譬喻法和象徵

法 

（3） 欣賞作品並找出詩

中的比喻性語言 

三 詩的結構和格

式 

William Shakespeare: From 

Romeo and Juliet: If I Profane 

with My Unworthiest Hand  

William Shakespeare: Sonnet 116 

（1）學習用心智圖分析詩

的結構 

（2） 了解十四行詩的形

式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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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詩的意象 

創作的第一步 

Ezra Pound: In a Station of the 

Metro 

E. E. Cummings: l（a 

（1） 認識意象詩 

（2） 用KJ歸納出創作主

題的點子，找出有用的資

訊，進行創作的第一步 

五 詩的語調 

檢視創作 

Theodore Roethke: My Papa’s 

Waltz  

Robert Frost: Stopping by Woods 

on a Snowy Evening 

（1） 了解語調的重要作

用 

（2） 用心智圖產出更想

法 

六 作品自評與互

評 

學長姐作品分享 用奔馳法協助自己和同學

修正作品 

 

（三）教材教法 

  教師以英詩作品為主要教材，利用投影片、影卡、黑板等教具及作業學習單

（詳見附錄二）呈現教學內容，著重師生互動。課堂教學由教師帶領進行全班合

作，或小組討論，輔以個人學習單練習。藉由學生自己動手完成心智繪圖學習單

的過程，組織、熟悉閱讀內容。 

（四）教學節數 

 研究配合英資方案時間，上課時間在禮拜六，每次時間90分鐘，共12週，計 

12 節課。 

（五）教學時間 

本研究實行時間自 101 年 3 月至 101 年 6 月止。 

 

參、 創造力思考技法融入英詩教學流程 

本課程之教學程序的進行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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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師使用創造力思考技法進行英詩教學：教師用KJ法、類比法、心智圖法

帶領學生認識英詩語言、欣賞英詩作品。 

二、學生學習運用創造力思考技法幫助創作: 利用創造力思考技法欣賞完英詩作

品，將同樣的概念用在自己的創作過程上。 

三、學生利用創造力思考技法修正創作: 利用奔馳法可以修正自己和同學的作

品，精進寫作能力。 

四、分享與回饋：學生填寫自評表，教師協助將學生的作品賞析與訂正，並引導

同學互相觀摩，分享討論，以達見賢思齊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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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工具 

質的研究資料蒐集方法非常多樣化，如訪談、觀察、實物分析、口述史、敘

事分析、歷史法等（陳向明，2002）。本研究運用觀察、錄影、省思札記、回饋

單及文件作品蒐集等方法，在教學現場不斷的蒐集資料，並進行資料的分析與詮

釋。以下，就本研究所蒐集的資料種類，分述說明如下： 

壹、觀察 

研究者在教學實施歷程中，除了在課堂中觀察教學活動中的種種現象，包括 

學生的發表討論、學習態度、學習狀況及學習過程等，針對特別的情況，記錄於 

教學手札，並配合錄影設備，以分析研究者的教學與學生學習的互動情形，並可 

作為進一步修正創造思考英詩教學策略的參考。 

貳、錄影或拍照 

在實施造思考英詩教學行動歷程中，為了能充分了解研究者在教學時的教學 

活動與研究者的上課情形，因此以錄影或拍照的方式作為資料蒐集的輔助工具。 

在進行創思活動時，如：心智圖活動，會將學生的發表內容記錄於黑板上，並 

以錄影或拍照的方式，記錄學生的發表內容，以利後續的資料蒐集與整理。在研 

究歷程中，適時進行教學現場的錄影，亦可作為與批判諍友的討論內容，釐清並 

解決創造思考英詩教學中所遇到的問題，以作為修正創造思考英詩教學策略的參 

考。 

参、研究者省思札記 

研究者省思札記，是指研究者在實施創造思考英詩教學行動歷程中的記錄與 

省思，內容主要是詳實記錄研究者在教學現場中，依觀察到的教學現況所作的省 

思，或是將作品中所發現的問題，進行不同層面的思索與省思，並針對省思 

結果及問題點，與批判諍友作討論，以釐清問題，並作為修正教學策略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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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究者與批判諍友的討論記錄 

「批判的諍友」是指在進行行動研究的過程中，具有批判能力的務實工作同 

事或是外來的學者專家等研究夥伴（蔡清田，2000）。研究者的批判諍友為英資

方案的導詩，專長也是在文學欣賞，並且在本研究進行之前，批判諍友已進行過

文學欣賞的教學，了解學生的學習狀況。本研究採取觀察、錄影與資料分析等研

究方法，進行資料的蒐集與分析，為了降低研究者主觀因素所造成的影響，因此

與批判諍友一起討論與分析創造思考英詩教學的實施情形，並請批判諍友入班觀

察，若批判諍友因課務關係，無法入班觀察，則以錄影、拍照等方式來討論教學

實施情形，以期能更客觀的分析研究成果。 

伍、相關文件的蒐集 

研究者依創造思考英詩教學策略，設計各單元的學習單，藉由學生的寫 

作作品，分析內容，以了解創造思考英詩教學實施成效，並針對每一次的寫 

作成果，進行分析與省思，以作為下一次英詩教學的參考。此外，研究者還利用 

問卷或回饋單的蒐集，以更進一步了解學生對於創造思考英詩教學的看法對 

創造思考英詩課程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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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資料蒐集與分析 

在研究歷程中，研究者在蒐集資料時，亦同時對資料進行分析，並隨著研究 

的進行與問題的發現，進而對資料有所增減與修改。資料的整理與分析是一個持 

續不斷的歷程，從研究一開始，資料的整理與分析就同時進行，直到研究完成為 

止。以下，就本研究的資料處理與分析，以及研究的信實度檢核，分述說明如下： 

 

壹、資料處理 

為了方便整理及分析多樣來源的文件資料，本研究將教室觀察記錄、研究者 

省思札記、與批判諍友的討論記錄及上課錄影等，分別加以謄錄編碼及分類。其 

中，上課錄影以「錄影」代稱、研究者省思札記以「研省」代稱、與批判諍 

友的討論內容以「研討」代稱、學生上課筆記以「筆記」代稱、學生回饋單以「回

饋」代稱、學生作品則用「作品」代稱。此外，研究者以「T」代稱、學生以「S」

代稱、多位學生則以「S S」代稱，日期的年、月、日則依序以兩碼表示，共兩

碼，民國 101 年則以三碼表示，共七碼。資料代碼分類表及說明，見表 3-2。 

 

 表 3-2  

資料代碼分類表 

編碼類別 資料代碼 說明 

學生 S1 1號學生 

老師 T 教師，本研究中及研究者 

批判諍友 友 研究者的的批判諍友 

上課錄影 錄影- 101331 研究者在101年3月31日的上課錄影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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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反省札記 研省- 101331 研究者在101年3月31日的省思札記 

與批判諍友的討

論記錄 

研討- 101331 研究者在101年3月31日與批判諍友的

討論記錄 

學生上課筆記 筆記- 1010331S01 表示該資料是101年3月31日1號學生所

填寫之筆記。 

學生作品 作品- S1 表示該資料是1號學生所完成之作品。 

學生回饋單 回饋- S1 表示該資料是1號學生所填寫之回饋

單。 

 

貳、資料分析 

將蒐集來的資料，依類別、順序加以整理、分析，並將逐字稿、省思札記、 

與批判諍友的討論記錄及問卷、回饋單中的重要概念，依序加以編碼，持續的進 

行比較與對照，並進行三角校正比對。透過不斷的觀察、省思、對照、比較及反 

覆閱讀已完成資料，對於疑惑之處或需再確認、修改的部分，利用時間與批判諍 

友、指導教授共同討論，以作為再次行動的方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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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研究的信實度 

為了提高本研究的信效度，本研究採取三角驗證法的方式蒐集資料，從不同

的對象、情境，以及不同工具蒐集相關資訊，以減少運用單一研究工具產生偏誤

的可能性，如學生學習回饋單、學生學習測驗、訪談、老師教學反思、觀察及錄

影錄音等。 

 除了以不同角度蒐集資料，本研究所蒐集的資料將依研究面向，對不同來源

的資料進行資料反覆的檢核和驗證，以做出結論。為了提高本研究的信度、效度，

避免研究者出現個人過於主觀與偏見的情形，因此，本研究以「持續比較」和「三

角校正」等方式，對多重來源的資料進行交互驗證。以下就本研究採用「三角校

正」的方式，包括：方法的校正、人員的校正和資料的校正等方式建立效度的歷

程，分述說明如下： 

壹、方法的校正 

本研究透過觀察、錄影、資料蒐集等方式進行「方法的校正」，作為本研究 

多重資料之來源。 

貳、人員的校正 

本研究透過研究者與指導教授和批判諍友間的不斷對話，以及研究參與者的 

回饋內容，進行「人員的校正」。 

参、資料的校正 

本研究透過觀察記錄、寫作作品、省思札記及回饋單等多重文件資料進行「資 

料的校正」，作為本研究在研究歷程中所發現的多項證據。 

藉由持續不斷的蒐集資料，與不斷的檢證、對照與分析，利用三角校正的方 

式，建立研究的效度，降低個人的偏見，讓研究發現所呈現的意義，更為客觀， 

也更具可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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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第四章  研究歷程與討論 

本研究採行動研究法，本章將就實施創造力思考技法融入英詩教學後，學生

的學習狀況及學生學習結果加以討論，並就研究結果與相關研究文獻整理做出討

論。 

本章共分三節。第一節呈現研究者運用創造力思考技法融入英詩教學的歷程

分析，以及在教學過程中所遭遇的困境與解決之道。第二節探討實施創造力思考

技法融入英詩教學方案之後，學生的學習經驗及表現。第三節討論研究者在本研

究行動過程的專業成長與省思提出討論。 

 

第一節 創造力思考技法融入英詩教學的應用與實踐

歷程 

壹、英詩欣賞 

本教學方案分成兩大階段，第一階段為英詩欣賞，第二階段為英詩創作。每

一階段含三個單元，每一單元上課時間為九十分鐘。在第一階段中，研究者運用

三種創造力思考技法: KJ法、類比法、心智圖法協助學生學習，領導生運用創造

性思考欣賞英詩作品；進而在第二階段中，協助學生運用創造性思考，進行英詩

創作，並請學生在最後一堂課交出作品，用奔馳法進行互評。研究者利用教學投

影片與學習單進行教學，每個單元包含三個主要活動: 第一部分準備活動，第二

部分為發展活動，最後則是綜合活動。 

一、 教學內容 

（一）單元一：「詩」是什麼? 詩的獨特音樂性 

1. 準備活動 

因為是第一堂課，先在一開始對學生作自我介紹及課程簡介。因為大部分的

學生都是第一次接觸英文詩，也是第一次寫詩，因此針對這一部分特別加以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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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這堂課唯一一個作業，最重要的就是第三個，這堂課是英詩，所以最後需

要交出一篇詩來，那不要想說好糟喔，我連中文詩都不會創作了，我還要創作英

詩。不要緊張，後面三節課我會帶你們找出題材，然後在找內容，最後你再寫出

來，基本上 I think it’s a great achievement，畢竟你這一輩子只可能寫出一首英詩，

然後我也會把你們的詩拿去投稿，因為校刊會收英詩，If you are very good at 

poems, your works will be published. And it will be a great life experience. （錄影- 

1010331）  

在正式進行英詩課程前，研究者先請學生寫四篇基測曾經考過的英詩閱讀測 

驗，幫助學生進入狀況。 

 T: 一開始大家都會覺得詩和生活是 separate…其實詩很常出現，因為詩其

實是九年一貫教育中必須要學會的東西，很多人到了九年級才想說，糟了，我

不懂詩，怎麼辦，而我現在挑的都是你們基測的題目，幾乎每一年都會出，你

們先試著寫看看，Let’s see how “poetic” you are. 看一下你們對詩的領悟力有多

高。（錄影- 1010331） 

九年一貫課程綱要英語學習領域中的能力指標包含「能瞭解簡易歌謠、韻文

的節奏、音韻與內容」、「能朗讀和吟唱歌謠韻文」、「能用適切的語調、節奏

朗讀短文、簡易故事等」、「能閱讀不同體裁、不同主題的簡易文章」等基本能

力，從民國 97 學年度開始，各教科書版本開始在課文中加入一、兩篇的英詩賞

析，基測的考題裡也不乏英詩的考題，但是，雖然英詩的重要性增加，英詩對很

多老師及學生來說，仍是一個很陌生的題材，即使對英語資優生來說，英文詩也

是一項鮮少接觸的閱讀題材，研究者希望學生們藉由他們最熟悉的考題方式，激

起他們的學習動機。 

藉由練習，強調學習詩的重要性，尤其是對英資班的學生來說，大多是功課 

表現優秀的學生，若發現原來基測會考，會更有學習動機，也更能得到學習的成

就感。（研省- 101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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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學生作答完後，研究者馬上公布答案，請學生自己對答，並調查全對的學

生有多少。 

T：全對的舉手？（所有學生都舉手） 

T：會覺得難嗎？ 

Ｓ：還蠻簡單的 

T：其實英詩沒有那麼難，只是比較少接觸。可見你們都很有概念喔，接下

來的課程好好上，你們會覺得詩是很有趣的。（錄影- 1010331） 

接下來，研究者用約十分鐘的時間講解四首詩的風格，研究者特地找了風格

迥異的四首詩，讓學生能體驗詩的多元風格。 

T：第一首詩是抒情詩嗎。 

S2：不是吧。 

T：這首詩比較像杜甫的詩，反映社會現況，顯示貧富差距，比較沒有表達

個人思想。我們中文會歸類為「寫實派」，你們還有想到其他寫實派的詩人嗎？ 

S4：白居易。 

T：非常好，最後一首詩是比較有哲理的，有哲理的英文應該是？ 

S2: Philosophy 對，這是哲理的名詞。所以形容詞就變成？ 

S5: philosophical。 

T：很棒，英國在十九世紀時就非常流行這種哲理詩，那在中國如朱熹就

是一個例子，訓誡我們做學問的態度和方法。（錄影- 1010331） 

 

在講解的過程中，研究者藉由和學生問答互動，引起學生學習動機，並在肯

定學生的回答中，建立學生對英詩欣賞的信心。 

和學生既有的知識做連結，將英文詩的風格和中文詩作一個比較。在探討詩

的風格時，也順便教學生一些單字，如：philosophical, realistic, romantic, critical, 

cynical....etc. （研省- 1010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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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發展活動 

 研究者在講解完四首英詩後，請學生分小組腦力激盪，用ＫＪ法討論出英詩

的特性是什麼，一組有三位同學，研究者發下便利貼，請學生把想法寫在便利貼

上，一張便利貼紙寫一個想法，強調答案不是固定的，想到什麼就寫出來。研究

者並沒有跟學生強調ＫＪ法的來源和歷史，而是直接讓學生使用，目的在於培養

學生創造力的思維方式，而不是教導技法本身。 

T: 相信你們練習過後，應該都對「詩」有一些想法了，應該都知道「詩」有

某一些特色，現在你們的桌上有放便利貼，每一桌都有，你們現在可以小組討論

一下，你們覺得詩有什麼特色，然後我們等下歸納出來，注意喔，這個方法是，

比如我覺得詩很短，那你就在一張便利貼上寫: 短，一張便利貼紙寫一個想法，

不要全部寫在同一張，等一下我們會全部貼在黑板上，然後歸納出詩的特性。可

以用中文，你們都學過中文詩，應該都有印象，把詩和「散文」不一樣的地方寫

出來，你們可以一組一起討論。（錄影- 1010331） 

 第一次討論，學生們一開始有點猶豫，後來漸漸開始熱烈討論，有些想法很

有趣，雖然沒辦法被歸納，但是很有創意。在歸納的過程中，透過團體討論，讓

學生參與歸納的過程，表達自己的想法。 

T：好，現在我們一起來歸納看看，有關於「短的」放一邊，有關於押韻和

節奏，都是跟音樂性有關係，為什麼詩特別，因為念起來有節奏，跟一般散文不

一樣…至於平仄應該算是格律，再來很多形容詞像 emotional、 beaitiful等，這

些可以歸納成 style…好，那至於 paragraph 是指段落對不對，在詩當中，段落叫

做 stanza，中文翻詩節，再來，很多人寫比喻，有關比喻的用法，我們會有一堂

課專門講修辭…其實你們的概念很清楚，這些都是我們接下來會上的課程，像我

們今天要講的就是音樂性。也有同學寫 creative，這個想法很棒，在這堂課，我

們會用很多創意思考的方式，讓你們學得更有效率，也能討論出更多想法。沒有

創意是寫不出詩的，因為如果只是把一句話平鋪直敘的講出來，根本不算詩，一

首詩的完成一定要有創意的巧思才行。（錄影- 1010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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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討論的過程中，研究者引導學生把詩的特性歸納出來，用結果解釋課程大

綱，強調詩的重要特性和概念，加深學生印象。 

整理 KJ 法歸納出來的結果，肯定學生的想法，也藉由討論結果做整體課程

的介紹。在過程中增加一些英文補充，並讓學生的對中文詩的知識和英文詩作連

結。在歸納時可以在多聽學生的想法，也許學生會有不同的歸納方式。將課程和

創造力作連結，預告在未來的課程中會加上一些創造力的思考方式，增進學習。

（研省- 1010331） 

 

3. 綜合活動 

 在帶領學生用 KJ 法歸納出詩的特性後，研究者請學生欣賞著名文學家和學

者對「詩」的定義。 

 

T: 剛剛是我們對英詩的看法，那我們現在看講義的第五頁，來看看文學家

和名人是怎麼說的，他們認為詩是什麼? （錄影- 1010331） 

 

帶學生看學習單，除了提取既有的經驗之外，也讓學生多看一些優美的語

言，增進語文能力。（研省- 1010331） 

 

一開始研究者只選了兩句較短的名言作為定義，希望不要給學生太多的閱讀

量，但在討論後，批判諍友給了建議。 

 

友: 多補充不同時代文學家對詩的看法，因為文學家對詩的定義各不相同，

有的文學家認為詩富含哲理，有的人認為詩主要在表露個人情感，都要講才不會

以偏概全。（研討- 1010329） 

因此研究者又再多加了近代詩人 T. S. Eliot 和維基百科對詩的定義，讓學生

對詩的概念更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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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這堂課的教學目標是讓學生體會詩的音樂性，音樂性和詩的押韻和節奏

密切相關，因此研究者請學生作學習單上的題目，挑戰學生對押韻的敏感度，再

補充有關節奏和格律的幾個名詞。 

  T: 詩有音樂性，所以我們有時會說「詩歌」，因為詩通常會講究押韻，所

以念起來有韻律和節奏，和散文不同。在你們學習單上有四首詩，你們選看看，

哪一首詩才是最終最好的版本。覺得是 A的?（沒有）覺得是 B 的?（沒有） 覺

得是 C 的?（沒有） 覺得是 D的? （十三位學生舉手，一位學生沒反應，似乎

不大懂，一位學生看到別人都舉手，也跟著一起舉）…其實 B 和 D 這兩首詩幾

乎一樣，差別只在於 fix 這個字，因為 fix 和 fertile 押頭韻，念起來更順，而 fix

這個字一般不會解釋成困境的意思，只有在口語時才這樣用，而作者特別這個字

就是為了要押韻，所以在詩裡面每一個字都是精挑細選過的。（錄影- 1010331） 

 因為沒有學生答對，所有學生除了訝異，更想知道錯的原因，認真聽研究者

的解釋。 

運用資優班學生喜歡挑戰的特點，請他們選出最好的詩，其中有兩首詩很

像，只差在一首詩多押了兩韻，在選擇的過程中，刺激他們動腦，引起學習動機。

學生在得知答案錯時很錯愕，會更想知道錯的原因，這樣的教學活動比直接講述

來得有趣，也讓學生體會詩人在篇幅有限的狀況下如何讓作品更精緻。（研省- 

1010331） 

最後，請學生先讀歌劇魅影中的一段 “The Power of Music”，請學生找出押

韻的地方，解釋一些較難的字，再放影片中歌唱的片段，讓學生聆聽並享受詩的

音樂之美。 

T: 好，最後我們來 enjoy the power of music，翻到講義第八頁。這是從歌劇

魅影中出來的片段，你們注意看，這些句子幾乎都是有押韻的，所以唱起來很優

美好聽，這也是詩的魔力，我們一起體會。（錄影- 1010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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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們聽到可以看影片都很開心，也紛紛表示之前有看過，研究者提醒學生

除了聽音樂之外，也要注意當中的用字，並結束第一堂課。 

運用多媒體讓學生融入學習，藉由聽音樂體會詩的音樂性。（研省- 1010331） 

 

（二） 單元二：詩的文字遊戲- 詩的比喻性語言 

1. 準備活動 

 因為隔了兩個禮拜才又上了第二堂課，所以先複習前面上過的課程內容，再

帶學生進入今天的主題。 

 

T: 上次我們已經把詩的所有特性都歸納出來了，也介紹了詩的音樂性，還

記得押韻這個字怎麼說嗎?  

S5:Rhyme  

T: 很好，另外兩個字比較難一些，rhythm 是指格律還是節奏?  

S8: 節奏啊，像 R＆B 這個字一樣。 

T: 沒有錯，非常好，meter 就是格律，上一次我們有講過了，如果忘記要再

複習一下喔。（錄影- 1010421） 

 

2. 發展活動 

 研究者接著上今天課程的主題，也就是用類比法介紹英詩當中的譬喻修辭，

教學過程中研究者不會直接介紹類比法的專有名詞，而是用學生熟悉的中文修辭

引導學生學習，例如: 類比法中的「直接比擬」以「明喻」、「暗喻」和「象徵」

來解釋，並藉由影片、圖片和文字解說加深學生印象。 

T: 那今天要特別來看的是詩的「譬喻性語言」，先看一下你們講義的第一

頁，你們中文都有學過譬喻，那英文應該怎麼說呢? 一般的平鋪直敘的說話方式

在英文就是 literal language（請同學填把單字填在空格裡），而譬喻性的語言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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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figurative language（請同學填把單字填在空格裡），譬喻性的語言有很多種，

我們來看投影片的例子，一邊寫學習單，這樣你們會更清楚。（錄影- 1010421） 

研究者請學生先把手邊的學習單放下，仔細聽投影片的講解。 

 

雖然給了學生學習單，但不先把艱難的修辭名詞一次講完，怕學生失去興 

趣。請學生看投影片，一邊寫學習單，一方面不會挫折感太大，另一方面可以讓

學生隨時回歸到講解主題，不是聽到投影片就覺得是放鬆。（研省- 1010421） 

 研究者在投影片中放了大量的句子、圖片和影片，讓學生能充分了解每一種

修辭的特色，同時，也放了相關的中文詩讓學生欣賞。 

T: 中文也有一些是是很有趣的，你們有看過陳黎的詩嗎? （兩三個學生點

頭）有些詩是在語言當中作譬喻，比如說:眼淚「像」珍珠一樣，這就是我們剛

剛所說的「明喻」…也有一些詩它的形狀跟它敘說的主題直接作連結，也是一種

譬喻，像陳黎的這首「獨輪車時代的回憶」，整首詩的樣子就像一個輪子一樣，

直接作一個比喻。（錄影- 1010421） 

因為有學生讀過陳黎的詩，注意地聽講解，其他學生也因此特別專心。 

 

學生對熟悉的中文詩有熟悉感，對於一些特別的創作題材也很有興趣，聽得

聚精會神。（研省- 1010421） 

在講解過程中，研究者發現學生在講一個新的修辭法時都會趕快找學習單上

的空格填，不會的還會主動問隔壁的同學，可見學習單的輔助是很有效的。 

 

給學生學習單可以讓聽講過程有目的，講到一個段落可以複習一下，而且學

習單設計讓學生填空格會比直接給答案效果好。（研省- 1010421） 

研究者在投影片中給了一些句子作為範例，用以講解修辭，有時候也會請學

生舉例，雖然學生的例句較淺白，但很有創意，也讓上課氣氛更活潑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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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映襯的例子，比如說: sad joy，悲傷的難過，這有點難解釋，你們有想

到什麼例子嗎?  

S9: 一朵鮮花插在牛糞上。（其他學生跟著笑） 

T: 哈哈，很棒耶，這個例子很好。（錄影- 1010421） 

 

這點也提醒研究者，可多加一些練習題，讓學生可以想一想比喻的例子，而 

不要只是單純用講的，如果時間允許，也可以請學生分組想一下譬喻的點子，讓

課程更有趣。（研省- 1010421） 

 在投影片的最後，研究者先介紹詩人陳黎的 “戰爭交響曲”，再播放這首詩

的動畫，強調想像力的重要性。 

 T: 好，我們剛剛講了那麼多有關譬喻的用法，那這些用法怎麼來的呢? 是

來自於我們的創意和想像力，詩為什麼會成為詩，就是因為它有很多的巧思，如

果只是平鋪直敘的把話講出來，那就不是一首詩了。（錄影- 1010421） 

 創作本身就是創造力的展現，研究者設計此教學方案，就是希望學生能在語

言學習之外，培養創意的思考方式，也期許學生能在最後真正將想法產出，完成

一份作品。 

 

3. 綜合活動 

在講完修辭後，請學生欣賞經典的名作，並仔細分析詩裡面的修辭用法。首

先，研究者請學生比較兩首描寫玫瑰的詩，第一首詩是 Robert Burns 的 “A Red 

Red Rose”，因為 Robert Burms 是蘇格蘭著名詩人，講解詩的同時介紹蘇格蘭的

文化，如愛丁堡大學和學生最喜歡的哈利波特，詩中的文字因為是 Scottish 

English，對學生而言是一種新的體驗。而另外一首則是美國近代詩人 Robert Forst

的 “The Rose Family”，研究者特別挑這兩首詩，因為兩首詩都用譬喻的方式將

愛情比喻為玫瑰。不同的是，前者用誇飾的手法比喻愛情，後者則是用輕描淡寫

的方式，兩首詩主題一樣，描寫風格卻迥異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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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比較的方式，讓學生能深刻體會修辭的巧妙之處，也學會更深入地欣賞

名作。（研省- 1010421） 

在討論的過程中，請學生回答問題，同時複習剛剛上過的內容。 

T: 好，先看一下學習單的第一題，在這首詩用了哪些譬喻性的修辭?  

S9: 明喻  

T: 很好，還有嗎?  

S3: 誇飾。 

T: 很棒。明喻用在什麼地方?  

S10: My love is “like ” a red red rose.  

T: 把 like 圈起來，因為有了 like 這個字，解釋成「像」，所以是一種明喻，

也就是 simile 的用法。（錄影- 1010421） 

最後，講解 Robert Burns 的名作 “The Road Not Taken”，除了解釋字面上的

意思，也講解其中的哲學思想。研究者上課的期間剛好是籃球選手林書豪在 NBA

屢創佳績的時候，於是舉林書豪的例子，解釋人生路途的選擇，到底要選的是一

條大家都想走的路呢? 還是一條比較崎嶇、但是我們比較有興趣的路呢? 和學生

討論父母對自己的期望，和自己真正的興趣，學生討論熱烈，也對詩作有更深入

的體會。 

舉學生有興趣的例子，引起學習動機。並和學生生活作連結，讓課程更有趣。

（研省- 1010421） 

 

 （三）單元三：詩的結構和格式 

1.準備活動 

在課程一開始，研究者先介紹十四行詩的基本概念及時代背景，研究者設計

的課程主介紹的是莎士比亞的十四行詩，形式上包含三個四行詩（quatrain）和

一個對句（couplet），押韻方式是 a-b-a-b，c-d-c-d，e-f-e-f，g-g。接著介紹莎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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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亞的身平和創作的時代背景，讓學生對十四行詩有初步的了解。因為十四行詩

對學生而言是個新的學習題材，研究者在設計課程之前和批判諍友討論內容。 

研: 你覺得教小朋友十四行詩會不會太難? 

友: 應該還好，因為這學期我的課是教莎士比亞的戲劇，在劇本裡面都會出

現十四行詩，他們暑假時我已經規定他們把 Romeo and Juliet 的劇本看過一遍

了，對莎士比亞的作品應該有概念，不過要我們要小心不要重複講一樣的內容。

我這邊還有影片可以提供給你。 

研: 太好了! 

友: 還有啊，如果你要講十四行詩，不一定要講古典文學的，現代詩人也有

創作十四行詩。像這本書 教你讀懂文學的 27 堂課，裡面有一單元就是講十四行

詩，你可以拿去參考。 

研: 謝謝你，這樣我應該可以放心讓他們學這個單元!（研討- 1010425） 

了解學生的先備知識很重要，若能和學生既有的知識作連結，可以讓學習更

有效率。（研省- 1010425） 

在講解詩之前，研究者先請學生默讀一遍，然後播放十四行詩的投影片，投

影片的內容很短，但是有聲音，讓學生聽到正統的英式發音，更能體會英國文化。 

T: 你們學得美國人喜歡英式發音嗎? 

S10: 超喜歡的。 

T: 對啊，不過我們台灣的英文教育大部分是美式發音，你們如果有注意哈

利波特裡的發音，就會覺得跟我們一般講的英文不太一樣。（錄影- 1010428） 

接著研究者講解詩裡們的押韻和單字，帶領學生體會文學之美。而研究者也

發現，適時地應用多媒體對學生學習很有幫助，但在運用多媒體之前應該先講解

多媒體會呈現的內容，學生才能更清楚更有效地了解教學內容; 同時，教學者應

該要熟悉多媒體器材的應用，以免耗費教學時間。 

在介紹完英式發音後，學生對於投影片的內容都很期待。（研省- 1010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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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對於電腦和投影機的裝設要更熟練，以免浪費了講解的時間。（研省

- 1010428） 

接著，研究者帶領學生讀詩人 Christina Georgina Rossetti 的 “Oh Ye, All Ye 

That Walk in Willowwood”，讓學生欣賞不同於莎士比亞的十四行詩，除了格律

不同，用字也比較淺顯。 

2.發展活動 

 這堂課的重點是莎士比亞的十四行詩，因為學生已經讀過莎士比亞的 Romeo 

and Juliet 的劇本，因此挑了劇本中第一場第五幕的台詞作為題材。 

 T: 好，接下來我們要講你們最熟悉的 Romeo and Juliet，你們在另一堂課應

該都看過劇本了吧?（學生點頭） 太好了，那你們應該對這一段落很熟悉，他們

兩個第一次在舞會相見時講的台詞，就是一首十四行詩，看一下講義的第四頁。 

研究者接著講解詩中一些較難的單字，並請學生找出詩中押韻的地方，複習

十四行詩的格律。因為學生對文本熟悉，也對青少年愛情的題材有興趣，因此討

論熱烈。 

在講解詩的過程中，因為主題是青少年的愛情，學生顯得很興奮，因為跟他

們的生活相關。（研省- 1010428） 

接著，研究者放改編版 Romeo + Juliet 的片段，請學生注意演員們念台詞的

內容和表演方式，和原版的作比較。 

T: 等一下我們會看一段影片，要注意裡面的細節喔，因為最後一頁要請你

們做一個心智圖，會紀錄一些細節。（錄影- 1010428） 

因為學生已經看過原版的影片，研究者特地挑了改編版的 Romeo+ Juliet，

效果不錯，因為學生對於影片中的演員和打扮都很熟悉，覺得很有趣。 

3. 綜合活動 

 在觀賞完影片後，研究者帶領學生完成故事的心智圖，也介紹分析事情的技

巧，開拓學生的思考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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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最後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心智圖，這是很實用的一個技巧，因為常常我們

在描述一件事情的時候，會有大概六個指標，就是上面寫的五個 W 和一個 H，

也就是人、事、時、地、物，還有事情發生的原因和發生的經過，你們先想想看

以我們剛剛講的 Romeo and Juliet 的故事，這六個問題要怎麼回答，如果在你心

裡都有答案了，就表示你對這個故事已經非常了解。（錄影- 1010428） 

用心智圖裡的 6W 問題帶領學生複習並分析劇本裡的內容，並請學生將重點

圖像畫，更方便整理和記憶。（研省- 1010428） 

在引導學生完成心智圖的過程中，研究者發現，學生對於明確的答案如:地

名、人名等，可以很快地寫出來，但很難表達較抽象和複雜的概念。 

T: 人名、地點、和地方都確定了，那 Why 這格可以想到什麼? 你們覺得為

什麼故事會變這樣呢? 

S3: 因為…喜歡啊，但又遇到仇人。 

T: 所以…應該是說一看到就愛上，可是卻沒有搞清楚狀況是吧? 

S3: 嗯嗯。 

T: 那…可以怎麼寫呢? 

S3: …. 

T: 好，假設是一看到就愛上，我可以說是這樣叫「一見鍾情」對不對，「一

見鍾情」的英文應該怎麼說? 

S3: Love at first sight 

T: 很棒啊，這就可以填在心智圖上面了。（錄影- 1010428） 

學生對於心智圖的畫法不太了解，需要老師引導，但引導過程中，很容易

直接告訴學生答案，下次製作學習單時，可以先放一個範例在旁邊，引導學生

思考 （研省- 1010428） 

經過引導學生均能完成心智圖，研究者提醒學生下一堂課要開始著手英詩創

作的第一步，可以先想想自己有興趣的題材，若有疑問也可以找研究者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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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教學觀察與發現 

（一）介紹英詩時，適時補充中文可以降低學習恐懼 

台大的彭鏡禧教授曾在演講中提到: 多人提到英詩，不少人會立即產生一種

「英詩恐懼症」，覺得連普通英文都看不懂了，怎麼敢奢談什麼英詩（彭鏡禧，

1990）。詩歌的閱讀和寫作是促進學習者語言習得的文學活動，但詩意的概念

和文化假設通常是太難為英語學習者（Finch，2003）。「英詩」對學生來說是

陌生的學習題材，即便是英語資優班的學生，接觸英詩的機會依然很少，因此

排斥和恐懼是難免的，但是研究者發現，在介紹英詩時若能適時加入中文介紹，

可以降低學生的焦慮，同時也能使他們更了解講解內容。在介紹詩人的寫作風

格時，研究者舉中國的詩人作為例子，學生能很快地理解，甚至可以舉一反三。

例如當研究者講到詩的風格是 “realistic”，也就是中文詩中的「寫實派」，學

生可以馬上舉例寫實派詩人有白居易和杜甫。當研究者講解修辭時，學生可以

和中文修辭法作連結，像講解明喻的用法叫做 “simile”，須有比喻的字如 “like”

和 “as”作連結時，學生可以和他們所學的中文譬喻修辭做比較，很快地學到明

喻（simile）和暗喻（metaphor）的不同。研究者舉詩作例子時，若舉中文詩作

例子，例如陳黎的「戰爭交響曲」，因為學生對熟悉的中文詩有親切感，聽得

聚精會神。這些學習經驗可以幫助學生克服對英詩的恐懼，得到成就感，引起

學習動機。 

（二）教材和學生生活經驗作連結，增強學習動機 

在教學過程中，教導學生真實的（authentic）語言，能讓學生覺得學習是有

意義有用的，過度分析和抽象的語言很難引起學習者的興趣（Brown, 2001）。

研究者發現，在各個單元的暖身活動中，當研究者詢問學生關於自身的生活經

驗或既有常識，學生的反應熱烈。此項發現也和Brown的理論相符，證明教學

時直接、具體的經驗十分重要。研究者因為在教學活動中，運用結合學生舊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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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的教學技巧，因此研究者能有效地吸引學生對於課程內容的關注，並將其興

趣導引至課程活動當中。 

在第二堂課時研究者帶領學生讀 Robert Frost 的 “The Road Not Taken”，討

論父母對學生的期望，和學生真正的興趣，學生討論熱烈，對詩作有更深入的

體會。講解莎士比亞的十四行詩 Romeo and Juliet 當中的橋段時，因為主題是青

少年的愛情，學生顯得很興奮，因為跟他們的生活相關。研究者發現，舉學生有

興趣的例子，和學生生活作連結，讓課程更有趣，上課氣氛愉快，也能增強學生

學習動機。 

（三） 運用學習單可以有效吸引注意力並掌握進度，以至於達到很好的教學成

效 

 在本階段中，研究者利用學習單掌握教學內容，以及幫助學生練習，結

果獲得很好的教學成效。研究者發現，學生對於每堂課研究者所發的學習單維

持高度的好奇心，對於研究者每一堂課所準備的學習單，會在研究者還未而解

說內容前，預覽整個學習單的內容。研究者於教學過程中，學生也因為想要完

成學習單，而在課堂中保持充沛的學習動機。學生在課堂中會因為希望於研究

者的言談中，獲得學習單上的答案或答案提示而更加的專著聽講，不會的題目

或不小心漏聽的答案，還會主動問隔壁的同學。教學過程中，也因為學習單的

設計，教學流程順暢，合理掌握、配合教案設計的規畫。 

（四） 學習單的設計以比較的方式和開放式問題可以刺激學生學習 

 比較非資優的同儕，資優者傾向自動自發的學習者，他們較喜歡非結構化和

彈性的學習工作、喜歡主動的參與而不是支配性的參與，他們善於利用策略組織

學習的材料（吳昆壽，2006）。研究者發現，在學習單的設計上，若直接把要講

述的內容列出來，學生很容易感覺無趣，或依賴老師講解。但若將學習單設計以

比較的方式，讓學生先思考和作答，老師再公布答案，就會激起學生的好勝心，

想要得到正確的答案，而且因為不想輸給同儕，會更認真作答。而問題的設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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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是非題和選擇題之外，學生對於開放式問題也很有興趣，因為沒有固定的答

案，學生更能發揮創意，在討論的過程中，學習到更多知識，也獲得成就感。 

 以第一堂課為例子，研究者請學生選出押韻最好的一首詩時，沒有人選對，

當所有學生發現沒有人對時，都很驚訝，也更有動機想知道為什麼，在選擇和比

較的過程中，刺激他們動腦，引起學習動機，這樣的教學活動比直接講述來得有

趣，也讓學生保持學習熱忱。而學生對於開放式的問題一開始不敢表達意見，在

後來的課程裡漸漸能夠提出自己的想法，和老師及同學討論，例如在第二堂課討

論 “The Road Not Taken”詩中「道路」的象徵意義時，學生紛紛提出他們的意見，

當一位同學提出意見時，也刺激另一位同學提出另一個想法，而這些討論可以讓

學生對詩作有更深刻的體會，也能展現他們的創造力。 

（五） 善用多媒體，搭配學習單，引起學生興趣 

研究者發現，在課程設計中加入多媒體的應用，不僅可以增強學生的學習動

機，還可以讓學生對作品有更深刻的了解。因為一次上課總共有九十分鐘，等於

是一般兩堂課的時間，若一直是教師講解，學生很容易感到疲倦、無法專心。研

究者在錄影記錄中發現，當研究者講到一段落，要放投影片或影片時，學生都會

特別專心。但在放投影片或影片之前，要先提醒學生當中會呈現的重點，不要只

是單純的提供學生聲光刺激。此外，多媒體的教材搭配學習單效果更好，因為學

生可以在觀賞完投影片時，記錄和複習投影片中的重點﹔在觀賞影片後，也可以

刺激學生們比較影片和文本的不同，對詩作有更深的體驗和認識。 

在英詩課程中，研究者在每一堂課都有加入多媒體的教材。例如第一堂課，

研究者撥放歌劇魅影中的片段“The Power of Music”，讓學生體驗音韻和節奏營造

出的音樂效果。第二堂課時利用投影片和影片舉例，讓學生對修辭有深刻的了

解。當講解到十四行詩時，因為要強調英式發音，讓學生聆聽英國人對詩作的詮

釋，並且播放 Romeo and Juliet 改編版 Romeo + Juliet 的片段，請學生注意演員

們念台詞的內容和表演方式，和原版的作比較。藉由多媒體的輔助，可以讓學生

的感官體驗更多樣，讓課程更有趣，也對課程有更豐富的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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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6W問題能有效複習並分析劇本裡的內容，但學生定義關鍵字的能力待加

強 

在教詩的時候，可以從討論文本中所指的是誰（who）、什麼（what）、何

時（when）、何地（where），因（why）等元素開始教起，而且因為詩歌往往

將情感隱藏在語言中，探討如何（how）以及為什麼（why）創作詩的過程就更

為重要。當學生可以感受到一首詩的字面意義，他們就可以進階探索詩的形象化

的語言和其他詩意，體會更深層次的含義。 

在引導學生完成心智圖的過程中，研究者發現，學生對於明確的答案如地

名、人名等，可以很快地寫出來，但很難表達較抽象和複雜的概念。研究者忽略

了幾乎所有學生都未曾接觸或看過心智繪圖，甚至第一次聽到心智繪圖這一個名

詞。導致學生因為要同時理解文章內容，和心智繪圖的意義與概念，造成混亂。

在請學生分析 Romeo and Juliet 劇本時，有些複雜的概念如「為什麼最後會是悲

劇？」這樣的問題時，學生很難歸納出一個名詞，必須要有老師的引導，但因為

老師帶著學生寫，很容易變成直接給學生答案，減少讓學生思考的機會。 

三、 教學省思 

（一） 可以加進朗誦的課程內容 

Kurtboke（1985）認為 “透過朗讀或討論詩歌，學生的口語能力和聽力理解

都得到提升＂。Hadaway，Vardell，和 Young（2001）主張，通過朗讀和合唱讀

詩歌的閱讀和重讀活動使英文更佳流利。Wang（2001）則針對私立銘德女子高

中附屬國中部的五十二個國中生進行英詩教學後發現“詩，不僅是良好的閱讀選

擇材料，也是一種良好的教學資源，可以同時改善學生的聽力、口語、閱讀和寫

作能力＂。詩歌是增進學生聽、說、讀、寫很好的學習材料。研究者發現，在英

詩課程教學過程中，學生的聽力、閱讀和寫作的部分都有加強到，但較少有開口

說的機會，尤其是在朗誦的部分，研究者可以帶領學生朗誦詩，體會詩中的音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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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美。若時間允許，也可以請學生以表演的形式將詩表現出來，會讓課程內容更

豐富有趣。 

（二） 增加小組討論和練習 

小組活動提供包容性的情感氛圍（embracing affective climate），讓個體得 

到安全感，不怕批評，增進學習動機（Brown, 2001）。而「布置支持性的環境」

也是創造思考教學的實施原則之一（李德高，1990；張振成，2000；陳龍安，1997，

2006）。團體討論和練習可以激發學生的創意，而且透過小組討論，可以降低學

生的焦慮，讓學生有勇氣把想法發表出來。在英詩教學中在第一堂課中，研究者

有請學生進行小組討論，用ＫＪ法討論詩的特性，一開始學生會羞於對老師表達

自己的看法，但透過小組討論的方式，因為同學之間相處融洽，可以輕鬆的說出

想法，因刺激盪出很多有趣和多元的答案，培養學生的創意思維。 

（三） 了解學生的先備知識很重要，在基礎上加深加廣，避免重複 

在設計課程時，先知道學生的先備知識很重要，研究者在設計十四行 

詩的課程內容時，先問了英資班的導師學生上過什麼內容，發現學生已經讀過莎

士比亞的戲劇作品Romeo and Juliet，於是針對劇本找出裡面的十四行詩作為教

材，也運用劇本內容帶入心智圖的概念，學生的反應很熱烈，因為課程能夠銜接，

學生可以複習先前學過的知識，並在基礎上加深加廣，對作品有更新更深入的體

會，讓學習效果加倍。 

（四） 讓學生先了解心智圖法的概要，之後再開始心智圖法課程 

進行心智圖教學時，研究者發現學生對於心智圖的分類概念薄弱，理想的教

學設計活動應該於開始進入心智圖法教學前，先給學生範例，向學生介紹心智圖

法以及心智圖法的運用等基礎知識，如此一來，學生因為理解心智圖法的妙用，

不僅有助於提升日後學生於教學活動中的學習動機，也可以使教學流程更為順

暢，避免一次介紹心智圖法原則與實際教學內容而導致學生混淆和教師教學系統

上的不連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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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英詩創作 

研究者評估學生於經過英詩欣賞期之後，對於英詩已有熟稔度，因此依照研

究計畫，繼續進行英詩創作期。此階段包含三個單元，一共三堂課，前兩個單元

在一開始仍會進行英詩欣賞，後半部則運用創造力思考技法帶領學生進行英詩創

作，請學生在家完成作品後，最後一單元請學生帶自己的作品來進行同儕互評，

完成英詩課程。 

一、 教學內容 

（一）單元一：詩的意象、創作的第一步 

1. 英詩欣賞 

前三堂課研究者介紹了一些經典的英詩，而這一堂課研究者想介紹美國 

二十世紀新興的詩派-- 意象詩，因為意象詩的寫作風格和體裁和之前課堂上讀

到的詩有所不同，對學生而言是一種新的嘗試，因此研究者在介紹意象詩時，先

用學生學習中文的經驗，再帶到英詩學習領域，讓學生很快熟悉新的題材。 

    T: 意象詩是很強調感官感受的詩，就像你一看到這些詩你就會被吸引到，

它跟我們印象中的詩不一樣，是美國近代的詩，讀起來很有趣。就像你們在讀中

文詩，一開始是讀古詩，講究格律和押韻，但你們也會接觸到新詩，像我們之前

讀陳黎的詩，就算是新詩，形式比較自由，題材比較新，意象詩就好像中文的新

詩一樣，別有一番風味。﹙錄影- 1010512﹚  

接著研究者播放投影片介紹意象詩，請學生搭配學習單了解意象（image）

的意義，並帶學生進行感官體驗的活動。 

 T: 好，接下來我們來測試你們的感官有多敏銳，等下會我會放三段有關香

水的影片，然後我會讓你們聞三種香水的味道，你們憑感覺把香水的味道和品牌

作連結，學習單上有三種香水的品牌名稱，要注意看影片喔! ﹙錄影- 1010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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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在上課前把三種香水分別噴在三張白紙條上，每組一份，紙條上標號

碼，但沒有寫品牌的名稱，請學生根據影片猜測香水味道。學生的學習單上有品

牌名稱和號碼，讓他們畫連線。 

T: 好，你們覺得第一段影片，就是 DKNY這個影片，應該連到哪一個香水

味道? 1, 2, 3 哪一個? 

S（幾乎所有學生）: 3 

T: 沒錯! 味道比較清新，跟廣告比較搭。那你們覺得 J’dore，就是 Dior 的

香水應該連到幾號呢? 

S2: 2 號 

T:喔喔，答案是 1號！ 

Ｓ2：啊！是喔！Chanel怎麼那麼臭！ 

Ｔ：應該是味道比較濃吧。 

Ｓ10：像沙發的味道耶。 

Ｓ11: 貴婦在用的，味道比較濃吧？ 

Ｓ10：年紀比較大的人在用的吧？ 

Ｔ：所以是貴婦啊！﹙錄影- 1010512﹚ 

Mincey（1995）認為「感官參與」是了解詩的好方法：探索詩的感官意象增

添了嗅覺、聽覺、視覺和味覺的感官體驗，增強學習的享受。感官體驗包含視覺、

聽覺、嗅覺、味覺、觸覺，研究者讓學生藉由嗅覺和視覺的體驗，對意象詩有更

深的體會。在帶活動時，研究者發現學生討論氣氛融洽，但也較容易情緒亢奮而

忘了遵守上課秩序。 

學生在討論時很容易太興奮顯得吵鬧，下次在帶活動之前應先提醒學生注意

上課秩序，以免耽誤上課時間。﹙研省- 1010512﹚ 

 在活動結束後，研究者請學生看學習單，了解意象詩的歷史、風格和代表性

人物。 

Ｔ：剛剛我們講意象詩是源自於美國還是英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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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3: 美國！ 

Ｔ：很好，你們看學習單第二頁，剛剛你們都體驗了嗅覺的刺激，是很直接

而且印象深刻的，這就是意象詩的詩人想要你們的感受。意象詩是起源於T. E. 

Hulme這位美國詩人，他認為詩不應該一定要用很優美的文字，像浪漫時期

（Romanticism）那樣很抽象的語言才能表達，也不用老是講一大堆大道理，像

維多利亞時期（Victorianism）的詩一樣，要隱含道德勸說的意義。他認為詩可

以很直接地表達情緒，文字可以很精簡，不要太講究格律和形式。 ﹙錄影

-1010512﹚ 

接著，研究者舉中文詩馬致遠的 “天淨沙”和翻譯後的日本俳句為例，解釋

意象詩如何用精鍊的語言，表達強烈的情緒。 

Ｔ：這首詩你們應該很熟悉，第一句是 “枯藤、老樹、昏鴉”，第二句是？ 

Ｓ5：小橋、流水、人家 

Ｔ：很好（帶著學生把詩完整唸完並展現在投影上），你們注意看，這首 

詩裡有沒有用到任何修辭，像我們之前講的譬喻或是誇飾之類的？ 

Ｓ3：沒有耶！ 

Ｔ：對啊，但是這首詩就是呈現一個一個的圖像，當我們想像「枯藤」、「老  

樹」、「昏鴉」這三個圖像時，詩人想表達的孤獨感就會很強烈，這就像是中文的

意象詩，文字簡單，但感受強烈。﹙錄影-1010512﹚ 

 承接前面教學的經驗，介紹新的題材時，先用學生學習中文的經驗，再帶到

英詩學習領域，可以增強學習效果。﹙研省-1010512﹚  

介紹完意象詩的來源和創作原則後，研究者帶領學生閱讀Ezra Pound的詩  

“In a Station of the Metro”和E. E. Cumming的 “l（a”,並講解其中較艱深的單字。

在講解E. E. Cumming的詩 “l（a”時，因為這首詩的寫法很有創意，也有很多的

想像空間，研究者請學生先想想詩想要表達什麼，再給學生一般學者對詩的解釋。 

Ｔ：你們覺得這首詩是什麼意思？講出任何有可能的意思，沒有固定答案

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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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6：loneliness 

T: 很棒，因為這些字母組合起來有 “loneliness”這個字，還有嗎？ 

S7：感覺一棵很大的樹，但只有一片葉子掉下來，很寂寞的感覺。 

Ｔ：Good idea! 很好喔，還有嗎？﹙錄影-1010512﹚ 

S7表達自己的想法後，其他學生在旁邊說 “不錯喔”，S7害羞笑了一下， 

很開心。 

「詩」本身就是一種創意的展現，文學作品有趣的地方就是可以有不同的解

讀，學生在討論的過程中可以激盪出很多創意的想法，也讓英文學習更豐富。 

此外，批判性思考（Critical thinking）是展現創意很重要的一部分，學習不只有

知識的攝取，還要訓練思考的能力，藉由討論可以訓練學生批判性思考的能力，

對文學作品有更深的解讀能力。﹙研省-1010512﹚ 

 研究者接著介紹 William Carlos Williams 的 “The Red Wheelbarrow”，強調詩

中簡潔的語言和鮮明的顏色描寫。最後，用法國詩人 Charles Baudelaire 的 

“Correspondences” 為意象詩的介紹作結尾。 

 Ｔ：最後的這一句可以為意象詩作一個最好的註解，“The ecstasies of sense, 

the soul’s delight”，雖然意象詩是一個一個影像或是感官的呈現，但他最主要的

目的是讓讀的人有感覺，讀了有想法。像我們一開始看的香水廣告，並不詩一個

人在影片裡一直聞香水，然後說 “好香，好香＂（學生笑），如果是這樣就一點

感覺都沒有了，這些影片和這些詩，藉由刺激我們的感官，目的是要給我們強烈

的感受和想像的空間，讓我們的靈魂（soul）可以提升，這才是文字的魔力啊! ﹙錄

影-1010512﹚ 

2. 英詩創作 

 在學生創作自己的作品前，研究者影印了四篇學長姐寫的作品，講解這些作

品的優缺點，提供學生參考。研究者請學生觀摩學長姐的作品，體會其中的格式、

押韻、用字和風格，因為之前讀的都是詩人寫的作品，不論是題材和寫作經驗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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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學生相差甚遠，因此研究者特別找來之前英資班學生的佳作讓學生們欣賞，一

方面讓他們有可以認同的學習對象，一方面增強他們創作的信心。 

S3: 這些是學長姐寫的? 也太厲害了吧! 

T: 你們也可以啊，別小看自己了! 不要想得太難，題材你們可以自己選，

像第二篇這首詩 “The Student on Duty”，就是寫一個值日生的心聲，很有趣也很

有韻味，之前政大的教授來演講還特別誇講這首詩呢，這首詩用字很簡單，內容

也是你們熟悉的學校生活，但是有注意到押韻和選字，寫得很棒! 你們不要把寫

詩想得太難，把生活中的感想和想法用詩句表達出來就可以，不用寫得太複雜。

﹙錄影-1010512﹚ 

英詩寫作的第一步是請學生用之前學過的KJ法腦力激盪出寫作的題材，藉

由團體討論，腦力激盪出對主題的想法，培養學生創意思考，讓寫作體裁更加豐

富有創意。 

T: 為了怕你們回家的時候想不出寫作的題材，我們現在先一起來腦力激盪

一下，還記得我們第一次上課用的便利貼嗎?這一次我們把主題訂成 “life”，也

就是「生命」，也可以解釋成「生活」。你們一樣用小組討論的方式，把任何想到

關於「生命」的想法都寫在便利貼上，一張寫一個想法，想到就寫。比如說: 你

的生活充滿了考試和壓力，那你就可以把「考試」和「壓力」寫在紙上﹔或者我

們常常說 “Life is a journey.”「生命就是一場旅程」，「旅程」也是一個很好的想

法，你的詩就可以用「旅程」為主題。寫好以後我們一起歸納這些想法，這樣你

們在寫詩的時候就可以把這些元素寫進詩裡面。 

S6: 一個卡片只寫一個字嗎? 

T: 對，就像你們第一堂課那樣，比如說「生命就是一場旅程」，那你們就把 

「旅程」，也就是 “journey”寫在一張便利貼上，盡量用英文。﹙錄影-1010512﹚ 

寫作時很怕遇到沒有題材，透過團體討論可以讓題材更豐富，刺激靈感，學 

生可以也可以減緩寫作的焦慮，不用一個人在家苦惱。﹙研省-1010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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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J 法的第一步是將「資訊卡片化（Card making）」，經說明後，學生已紛

紛把便利貼貼在白板上，接著研究者和學生一起歸納白板上的便利貼。 

T: 好，我們先找一些譬喻的用法，比如說把生命比喻成「十字路口」的（一

邊把便條紙貼到白板空白的角落），那…「月亮」算嗎? 

S2: 嗯，就是有些歌說月亮有陰晴圓缺之類的。 

T: 哇，很好啊。好，那「譬喻」算是一個群組，等下有類似的我們就把它

放進來。除了「譬喻」（figurative language）之外，你們寫的還有一個共同點，

就是「學校生活」（school life）對不對? 很多人寫「書」和「考試」，這些我

們等下都歸到「學校生活」去。那 “decision”是什麼? 

S10: 就是生命充滿的抉擇。 

T: Good point, 先把它放在旁邊。這一張“maybe”是什麼意思? 

S12: 就是...又可能這樣，有可能那樣… 

T: Ok, 所以是說生命的可能性嗎? 

S12: 對對對! 

T: 好，那我們先把 “maybe”和 “decision”放一起，都可以算是用來解釋人

生的機會（chance），我們先一起歸納，如果你覺得有更好的歸納方式也可以說

喔! ﹙錄影-1010512﹚ 

研究者帶領學生進行「卡片群島化（Grouping and naming）」，將把內容相

似的卡片放在一起，加以分組，並且為該組進行命名，將組名寫在黑板上。 

T: 好，再來，“water”是什麼?  

S12: 嗯…是生活必需品。 

T: 跟這邊的 “food”一樣嗎? 

S12: 對啊，要有 “life”就要有水和食物。 

T: 注意喔，我們現在歸納的東西如果你有想法或感覺可以先寫下來，才不

會回家一片空白，這些都可以是你寫詩的題材，先有想法才能言之有物喔!這邊

的“flower”是譬喻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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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10: 嗯嗯，花開花謝。 

T: 好，那 “sky”也是嗎? 

S4: 有時候有烏雲… 

T: 很好啊，很好的譬喻，可以寫在詩裡面。剛剛我們分出來的群組我們先

圈出來，之後可以繼續加，有 “school life”、“figure”（figurative language）、

“necessity”、“chance”。不錯啊，你們想到很多譬喻的用法，life is a dream、a moon、

a race、a crossroad，像你們之前讀的 Robert Frost 的詩 “The road not taken”裡面

就是在路口面臨兩條路要做選擇，跟 “crossroad”的想很像!﹙錄影-1010512﹚ 

在為一個群島命名時，研究者發現 KJ 法須有領導者帶領歸納，否則很容易

鬆散而無結論。在命名時，跟心智圖一樣很難找到關鍵字定義一個群組；此外，

在將想法歸納時也很容易因為觀念不一致而造成意見分歧，需要解釋和溝通，才

能讓分類過程順利。 

T: 那 “death”要放在哪邊?  

S3: 必需品吧? 

S5: 這樣很怪耶! 

T: 我了解，你想說的是死亡是必須經歷的過程對不對? 但死亡不算是一種

物品，沒關係，我們多出一個類別，叫作「過程」（process），其實你們剛剛講

的學校生活也算是生命的過程，那我們把 death 和 school life 一起放在 process 這

個類別裡面。 

T: “sprite”是什麼? 寫錯了嗎? 是要寫“spirit”嗎 ? 

S10: 啊，不是啦，我想寫「雪碧」。 

T: 「雪碧」?你是說汽水嗎? 

S10: 對!  

T: 哈，是喔，要分到哪裡去? 

S10: 應該是...必需品吧? 

T: 必需品? 每天都要喝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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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10 :不是耶，應該說汽水一開有氣泡，喝起來很嗆，但是之後喝起來甜甜的... 

S12:那是譬喻啊! 

T: 很好耶! 你的譬喻好有創意喔! 那把“sprite”加來“figure”這一圈吧! ﹙錄

影-1010512﹚ 

學生討論很熱烈，在討論過程中可以激盪出很多創意的想法，而且學生自己

可以藉由發表，釐清自己的想法，讓想法更加鮮明具體。 

T: “Temple Run”是什麼東西? 

S6: 哈哈哈，老師，那是一個手機遊戲! 

T: 真的假的，這跟 life 有什麼關係? 

S6: 因為人的一生要過很多關卡啊! 就像玩遊戲一樣! 

T: 喔! 很好耶! 這個想法很有趣，你可以把整首詩寫得像電腦遊戲一樣，讓

生命和遊戲作連結!  

T: “blood”和“heart”和“DNA”都跟身體有關，把他們歸類成“body”好了!  

S3: 你們這組怎麼都想這種的啊! 

T: 哈，其實這種題材也不錯啊，像有些醫生或者試工程師都是很棒的作家

和詩人，像我們之前讀過一些詩句就是在講開刀的藝術，那也是很特別的創造題

材。 

T: “apple”呢? 

S2: You are the apple of my eye! 

T: 喔!是這個意思!所以也是譬喻囉? 

S2: 對! ﹙錄影-1010512﹚ 

在討論約十分鐘後，黑板上的群島內容越來越大，研究者帶著學生進行「A

型圖解化（Chart making）」，在比較大的群島中，找相同性質的小群島，在上

面用線把群組編排圍起來，加上標題，圈與圈之間的關係以圖式方式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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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好，譬喻這一群太龐大了，我們來把可以拿來比喻的東西分類一下。

“apple”跟“sprite”都是食物 “food”，至於“snow”、“moon”、“sky”這些，應該都算

是大自然“nature”，那剩下這些 “race”、“dream”、“crossroad”，要怎麼歸類呢? 

S: 就是一些東西啊，可以寫成 “thing” 就好嗎? 

T: 好，既然都是指用來比喻的題材，那我們先寫成 “subject”好了，這樣光

是譬喻這部分你們就有好多可以參考囉! ﹙錄影-1010512﹚ 

 最後，研究者提醒學生可以用討論的結果作為自己寫詩的題材，也就是 KJ

法中「B型敘述化（Explanation）」的部分，請學生將所了解的事情創作成詩，

之後發表出來。 

 

 

圖 4-1 

KJ 法課堂間教學情形 

（二）單元二：詩的語調、檢視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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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英詩欣賞 

 本堂課先從欣賞英詩的「語調」開始，一樣是搭配學習單和投影片帶入主題。

有鑑於之前課堂上學生對中英比較的講述方式反應熱烈，研究者也介紹學生熟悉

的中國詩人做引導。接著搭配短片，短片內容是不同的表情圖片搭配不同的英文

字彙，讓學生學習形容語調的單字，增加字彙量。 

 T: “Tone” 就是詩的語調，表達一首詩的態度，比如說有些詩是抒情的，有

些詩是反映現實的，中文詩也有不同的語調，比如說李白的詩比較浪漫，但是杜

甫的詩就比較寫實，這些都是詩的語調。有關於tone的形容詞，你們可以參考這

個影片，都是在形容不同的情緒。﹙錄影-1010519﹚ 

 接著研究者講解美國詩人 Theodore Roethke 的 “My Papa’s Waltz”，這首詩

特別的地方是有兩極化的評論和見解; 換句話說，詩人的語調（tone）可以有相

反的兩種解釋。有人認為這首詩是輕快而且開心的; 但也有人認為這首詩是在描

寫酗酒問題及家庭暴力。研究者先請學生讀過一次，表達自己的意見，之後播放

Theodore Roethke 本人現身說法的影片，讓學生聽聽看他認為自己的詩想要表達

的語調是什麼。 

T: 你們覺得這首詩的語調是開心的嗎? 

S5 不開心啊! 

T: 為什麼呢? 

S5 媽媽不開心，因為爸爸一直喝酒。 

S9: 應該開心吧，因為念起來像跳舞。 

T: 都很好，這首詩就是有兩極化的解釋，如果說開心可以說是 playful，有

音樂性可以說是 musical。但你們剛剛也有說到一點，這首詩其實反映了一個社

會問題… 

S5: 酗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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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非常好，酗酒的英文是...不會的學起來，我們可以說是 “alcoholism”，除

了這個問題，你們有沒有發現倒數第三行有用到 “beat”這個單字，所以也有人認

為這首詩牽扯到… 

S4: 家暴 

T: Brilliant，有人知道家暴的英文嗎?  

S6: Home violence 

T: Good point, 不過home是名詞，通常我們是用形容詞「家庭的」，英文是

“domestic”，或者在這首詩中我們也可以說他「虐待兒童」，也就是“child 

abuse”，這幾個字都是社會新聞常出現的，要學起來喔! ﹙錄影-1010519﹚ 

經過前幾堂課的訓練，學生已較熟悉英詩語言，因此研究者不直接說明每個

字的意思，而是改用提示的方式，引導學生理解詩中語言的弦外之音。此外，因

為這首詩的解讀很多種，研究者找了Theodore Roethke本人的影片，講述他在創

作作品時的想法，請學生注意聽，並判斷作者本身的創作意念為何。 

聽影片內容可以訓練學生聽力，但是影片太長，學生很容易失去專注力，應

該要搭配活動，例如小組競賽或搶答，增加趣味性。﹙研省-1010519﹚ 

講解完「語調」的定義，研究者請學生試著用比較的方式分析兩首詩的相同

和相異處，希望藉此訓練學生對文學作品的分析和批判能力，不要依賴老師講解。  

T: 接下來你們先讀下面這兩首詩 “The Villain”和 “Apparently with No 

Surprise”，注意喔，先試著去 “compare and contrast”這兩首詩， “compare”和 

“contrast”在中文都是比較的意思，但是 “compare”是指照出兩者「相同」之處，

而 “contrast”是找出兩者「不同」之處，你們先讀這兩首詩，做個比較。﹙錄影

-1010519﹚ 

批判性思考策略（Critical thinking strategy）是創造力課程中很重要的一部

分，藉由比較文學作品，找證據證明自己的論點，可以刺激學生學生的思考能力

和創造力。但在請學生做深入分析時，研究者發現因為詩中有一些單字學生並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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懂，所以要比較有困難，下次應該在比較難的詩旁邊附上小字典，這樣學生才能

進一步深入思考，而不會被難字困住。﹙研省-1010519﹚ 

研究者解釋兩首詩在語調處理上的相同和相異處，兩首詩都是形容自然景象

和犯罪的行為，但前者用幽默的語調，後者卻是用反諷、暴力的語氣。題材類似，

卻因為語調的不同，營造出迥異的氛圍。接著播放 Robert Frost 的 “Sopping by 

Woods on a Snowy Evening”的動畫短片，進行下一首詩的講解。 

適時地加入影片可以增強學生對詩的印象和理解，也可以抓住學生的注意

力，避免教師一直講解，學習缺乏新的刺激。﹙研省-1010519﹚ 

研究者帶領學生分析詩中語言的象徵意義、押韻和語調，學生們在上過前面

的課程後對語言的敏感度提高了，漸漸可以讀出詩句的弦外之音。 

T: 你們覺得這首詩就是描寫一個人在雪中，然後停一下走出去，就這樣嗎? 

S12: 他想睡覺啊! 

T: 哈，沒錯啊，但是 “sleep”有很多象徵意思，你們想得到嗎? 

S12: 永遠一直睡就是指死亡啊! 

T: 非常好，這首詩不是只描寫一段旅程，而是人生，所以詩中的 

“forest”，你們覺得可能是什麼? 

S7: Depression 

T: 很好啊! 我們可以把森林解釋成人生的低潮，而馬是生命的貴人或啟蒙

者，帶著你走出低潮，這樣的解讀方式很棒。所以 “horse” 的角色就很重要

了，牠的象徵意義可以是什麼呢? 

S8: 引導吧，一個 leader。 

S10: 警告。 

T: 很好! 這些解釋都可以喔! ﹙錄影-1010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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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  

課堂間運用批判性思考討論過程 

 

最後，研究者選了一首現代美國女性主義詩人 Marge Piercy 的詩 “Barbie 

Doll”，這首詩淺顯易懂，風格強烈，而且詩中主角面臨的是很困擾青少年的問

題，很快引起學生共鳴。 

T: 接下來這首詩你們應該很容易就懂了，字很簡單… 

S3: 好變態的詩! 

S5: 對女生的刻版印象! 

T: 好，看來你們都很了解啦，這首詩是比較女性主義的詩，女性主義不是

用 “woman”這個字喔，我們分性別時會說 “male”和 “female”，「女性主義」這

個字就是從這裡過來，叫作 “feminism”。﹙錄影-1010519﹚ 

研究者補充幾個文學的專有名詞給學生，雖然無法做深入的介紹，但是希望

這些講解可以給學生引導，將來有機會接觸更多的文學作品。﹙研省-1010519﹚ 

研究者直接請學生表達自己的想法，運用之前學過的字彙來剖析一首詩的風

格和語調。 

T: 你們覺得這首詩的語調如何? 

S2: 反諷吧? 

T: Good, 英文可以寫成 “ironic”，還有嗎? 

S10: Sarcas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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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很棒啊，你們的字彙量越來越多。你們是看到這首詩很生氣嗎? 

S12: 對啊! 超有感覺的! 

T: 嗯，女生應該很能體會，因為是在講物化女性的議題，男生也可以理解，

因為我們生活中多這樣的議題，這是你們現在這個年齡很容易遇到的問題，很注

意自己的外表啊，有時候太在意別人的看法會很煩惱，還是學著做自己，培養自

己的能力比較重要。﹙錄影-1010519﹚ 

學生對於和自己生活相關的作品和主題反應熱烈，研究者也藉由課堂討論，

希望引導學生對人生有正面積極的看法，讓閱讀文學不只是紙上談兵，而是對生

活和人生有更深的體會。﹙研省-1010519﹚ 

2. 英詩創作 

 結束前一段的英詩欣賞，研究者接著帶領學生進行心智圖的製作，研究者用

投影片解釋心智圖的規則，並秀出幾個心智圖的作品，但是因為花了很多時間討

論作品的語調，導致製作心智圖的時間較短。 

 T: 剩下的時間，我們一樣來一起找一些寫作的靈感，還記得上次我們用過

便利貼嗎? 這次我們畫的，來組織一下可以寫作的內容。先看一下投影片的示

範，先想一個主題，再根據主題發散性思考可以延伸出什麼相關的標題。比如說

像我們上次討論的主題是 “life”，那分支出來的標題可以是 “school life”、 

“figure”、“nature”…等等，起碼想三個，每一個最好往外再延伸三層，這樣題材

會更豐富，這些都是你們上次討論出來的，可以讓你們參考，最好能加圖案，這

樣才容易記憶和思考。一組為一個單位，你們可以一起想。 

 研究者用投影片秀出上一堂課用 KJ 法討論出的結果，讓學生作參考。 

S8: 是要畫成像便利貼那樣嗎? 

T: 不是喔，你們畫出來是像剛剛秀給你們看的，從中間分散出去，想樹枝

一樣的。 

S12: 可以用幾種顏色? 

T: 一個分支一個顏色，最好至少要有三個分支喔! ﹙錄影-1010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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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時間不多，學生又是第一次自己製作心智圖，對心智圖的概念不太清

楚，拿到筆就開始畫，很容易忽略規則。但研究者發現，透過小組討論，學生們

會互相提醒規則，可以補足彼此不清楚的部分。﹙研省-1010519﹚ 

在學生製圖的過程中，研究者發現有些組圖太多，缺少文字; 有些組一次想

出很多字，但沒有分層。在畫心智圖時，學生很容易一下子有很多想法，但不會

組織歸納，需要更多時間一步一步做。研究者最後發現，很多組把同一支線的不

同層畫成不同顏色，決定在最後一堂課時再讓學生修改，並且把沒寫完的補上

去。研究者發現，學生討論時很熱烈，即使下課了仍想繼續完成，顯示出「畫畫」

這件事是很吸引學生的。課程最後，研究者提醒學生下次上課除了帶自己的作

品，還要帶字典來，方便互評作品時查詢單字。 

 

圖4-3  

心智圖法上課情形 

 

（三） 單元三: 學長姐作品分享、作品互評 

 課程的最後一堂課，研究者先放投影片解釋奔馳法的原則，並以學長姐的作

品為範例，說明修改詩的技巧和方法。研究者選擇用學長姐的詩來講解修改的方

法，因為學生之前欣賞的作品都是詩人的文學創作，並沒有修改的空間，但是學

長姐的作品是學生可以認同的學習對象，藉由展現作品的修改過程，可以增強他

們互評的了解，也對修改作品更有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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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有沒有看到你的互評表上面有七個英文字，叫SCAMPER，每個英文字

都代表一個意思，也就是可以修改的方式，第一個英文字是S，也就是「替代」

（substituted）。在改詩的時候，你可以把詩裡面的字替換掉，例如這首學長的

詩 “The Student on Duty”，原本第二句說 “I’m still here”，但後來把 “still”改成 

“stuck”，原本的版本很平淡，但是改成 “stuck”，表示「被困住」的意思，就生

動很多。第六行這個字 “sweep”，原本只是表示「掃地」，但改成 “taste”之後，

第一個他把掃把擬人化，變成一個很有趣的譬喻，再來你們看喔，“taste”跟哪一

個字押韻? 

S2: “waste” 

S8: 喔! 真的耶! 

T: 對啊，改了這個字是不是差很多。詩因為字數很少，每一個字都很重要，

所以等一下如果你拿到同學的詩覺得有些字改了更好，你就可以用 “S”，也就

是「替代」的這個技巧，建議同學用別的字表現這首詩。﹙錄影- 1010526﹚   

在看例子的過程中，學生的表情很專注，反應也很熱烈，對改過後的作品有

認同感，增加學生對修改作品的動機和興趣。﹙研省- 1010526﹚ 

 研究者繼續介紹奔馳法其他例子，例如用合併（Combined, C）結合詩中的

名詞作比喻；用調整（Adapt, A）可以把中文的詩句和想法轉變成英文；改

（Modify, M）的部分除了可以用在改造句子，還可以用在擴充詩句和增加段

落；用（Put to other uses, P）則可以將詩作別的用途，如歌詞、廣告的標語和

劇本當中的台詞；消減（Eliminate, E）的部分則是可以簡化和省略詩句及段落；

最後，排（Rearrange, R）可以應用在字、詩句和段落的排列和重組。 

 

 T: 我們來看學姐的這首詩 “Apple”，一開始只有形容蘋果的外觀和味道，

很沒有層次，但後來加了Adam和Eve這幾句，就變的很有意義和故事性，這樣

的方式就是屬於“M”（Magnify），也就是增加段落，有畫龍點睛的效果；相反

的，你也可以把詩句簡化，用 “E”（Elimilate）這個方式，比如說同樣這首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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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開始是 “When you touch it, you sense a smooth feeling. You feel refreshed we 

you see it”，有一位學姐直接把它改成 “Touch it, a smooth feeling. Refreshed? 

When seen.”短短幾個字，就可以表達全部的意思。如果你覺得你改到的詩有

一些贅字和冗長的句子，你就可以建議把它們刪掉。﹙錄影- 1010526﹚ 

 

在講解完奔馳法的七個部分後，研究者要求學生起碼給同學三個建議，將運

用的方式、詩的段落和改的內容，分別寫在同互評表（Peer- review）上，給被

評的同學清楚的建議。原本研究者希望學生用抽籤的方式，決定要評論的對象，

但學生都很害羞，害怕自己的作品被別人看到，因此討論後改成學生可以自己

找同學評作品，可以兩個人互評，也可以三個人交互評論。其中有四位學生無

法交出作品，有兩位學生沒帶，另外兩位則表示寫不出來，很苦惱，研究者同

意學生可以在多寫一個禮拜，並請這四位同學找好互評的對象，最慢在下禮拜

五之前交到辦公室給老師。 

 對於交不出詩的學生，研究者特別問問看學生有什麼困擾。根據學生的狀況

給學生建議，希望學生不要氣餒。 

T: 你都寫不出來嗎? 

S7: 對啊，想不出來要寫什麼。 

T: 你有認真想過還是寫不出來嗎? 還是說其實沒有很認真想? 

S7: 哦，有想了一下（不好意思的說）… 

T: 有沒有想過要寫什麼內容? 

S7: 都可以，可是不知道怎麼開始寫。而且寫出來都沒有辦法押韻，我懂的

字太少了。 

T: 押韻嗎? 上次我們有說過，很多詩因為押韻，所以也可以唱，像歌詞一

樣，你平常會聽歌嗎? 

S7: 會啊會啊! 

T: 那你可以改寫歌詞啊，加一些自己的想法和修辭進去，可是不要照抄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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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7: 喔，好耶，謝謝老師。﹙錄影- 1010526﹚ 

研究者發現，學生在寫詩時會因為找不到押韻的字而苦惱，可以請學生從舊

有經驗中取材，例如參考英文歌詞或之前讀過的詩，對寫作會有幫助。﹙研省- 

1010526﹚ 

剩下的時間，研究者請學生進行互評、完成上次未畫完的心智圖、協助填寫

課程回饋表，最後將所有的作業和上課筆記交給研究者打成績。 

圖4-4  

學生的心智圖作品，錯誤版（左）及更正版（右） 

 

二、教學觀察與發現   

（一） 藉由中英比較可以讓學生很快理解課程內容 

 「比較文學並不是把兩個國家以上的文學，在對立的意義上予以比較。相反

地，它提供一種方法，可以拓展一個人在接近單一文學作品時的視野，並使人

能超越狹隘的國家界限，去觀察各種民族文化中的潮流與運動，並發現文 

學與其他人類活動領域的種種關係。」（余寶琳，2008） 在英詩教學中，研究

者發現藉由中英比較的方式，學生對文學的敏感度提升，對新教材的吸收力也

更強。 

依照研究者在第一階段的教學經驗，學生對英詩較陌生，但對中文詩已經有

一定程度的理解，所以在介紹英詩前用相似的中國文學常識作引導，學習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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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好。研究者在教意象詩時，用中國文學中古詩和現代詩的比較，讓學生很快

理解意象詩和古典英詩在形式和題材的不同。此外，在請學生讀英文的意象詩

之前，先請學生複習中國詩人馬致遠的 “天淨沙”，學生對這首詩都很熟悉，因

此很快能體會詩人如何運用語言的意像，表達深切的情感。在最後一堂課時，

研究者引用 “長干行”解釋奔馳法中調整（Adapt, A）的部分，學生反應也很熱

烈。承接前面教學的經驗，介紹新的題材時，先用學生學習中文的經驗，再帶

到英詩學習領域，可以增強學習效果。 

 （二） 教材和學生生活經驗作連結，易引起共鳴，提升自我成長 

Mincey（1995），Hadaway，Vardell，和 Young（2001）都認為詩歌是很好

的語文文學教材，可以增進語言學習同時也提升自我成長。特別是對青少年，

Tsujimoto（1988）認為: 學生能以詩的形式公開表達私人情感，否則可能無法溝 

通。另一方面，它說服學生了解並傾聽他人的情感; 詩歌延伸我們的經驗和拓寬

我們的感覺，培養我們的人文素養，使心胸更加開闊，而這些都是我們想要學生

學習的。 

列夫．托爾斯泰在〈論藝術〉一文中說:「一個人為了要把自己體驗過的感

情傳達給別人，於是自己心理先喚起這種感情，並用某種外在形式表現出來— 這

就是藝術的起源。」文學作品是文學家生活體驗的展現，當讀者有相同的生活體

驗，能夠有共鳴，而有所感動和體悟。承接前三堂課的經驗，研究者發現教材的

真實度（authentic）是增強學習動機的關鍵，更重要的是，因為教材貼近學生生

活，除了可以探討作品本身，可以更深入討論學生對作品的看法，讓文學欣賞不

只是閱讀文字，而是生活的體驗和成長。 

當學生在讀美國女性主義詩人 Marge Piercy 的詩 “Barbie Doll”時，因為詩中

主角面臨的是很困擾青少年的問題，很快引起學生共鳴。很多學生認為作品反應

物化女性的問題，也深覺自己有同樣的困擾。研究者除了帶領學生了解詩中的句

意、押韻和格律，更能深入和學生探討他們對相關議題的看法，藉由閱讀文學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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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進行思考和反省，讓閱讀文學不只是紙上談兵，而是對生活和人生有更深的

體會。 

（三） KJ法須有領導者帶領歸納，否則很容易鬆散而無結論 

在帶領學生用 KJ 法蒐集寫作題材時，研究者發現進行過程中，領導者的角

色很重要，須有領導者帶領歸納，否則很容易鬆散而無結論。領導者在不同的階

段中必須給予適當的協助，才能讓討論順利進行。 

在一開始資訊卡片化（Card making）步驟中，領導者必須清楚解說一張便

利貼只能寫一個想法，有些想法很複雜，領導者要協助參與者用一個具體清楚的

詞彙表達。之後卡片群島化（Grouping and naming）的部分則是考驗領導者和參

與者的歸納能力。研究者發現，歸納的過程需要很多的時間，因為要傾聽學生對

每一張便利貼的解釋，舉 “sprite”這個字為例子，一開始研究者以為是學生寫錯

字，應該要寫 “spirit”，結果發現學生想寫的是「雪碧」，因為「汽水一開有氣

泡，喝起來很嗆，但是之後喝起來甜甜的，就像人生一樣」。這樣的想法很有創

意也很有哲理，但需要時間聆聽和歸納，而且解釋不同也會影響歸納的方向，當

學生解釋清楚後，研究者和學生才一起同意將 “sprite”分類到「譬喻」（figure）

這組。為群島命名也是一大學問，研究者發現，要在大量的資訊中，找到一個關

鍵字為群島命名，需有領導者帶領歸納，否則很容易鬆散而無結論，在將想法歸

納時也很容易因為觀念不一致而造成意見分歧，需要解釋和溝通，才能讓分類過

程順利。最後，研究者發現在本課程中，因為前兩步驟花費的時間很多，KJ 法

中的 A 型圖解化（Chart making）和 B型敘述化（Explanation）並沒有明確的執

行，研究者和學生可以理解群島間的關係，但細部的處理如箭頭的標記並沒有完

成，很可惜。至於 B型敘述化（Explanation）的部分，研究者原本的課程計畫是

讓學生用自己的作品展現出 KJ 法討論的結果，但除了學生作品，研究者認為，

若有多的時間，可以讓學生先用口頭發表一次，複習討論的內容，對寫作會更有

幫助。 

 （四） 透過小組討論，學生們會互相提醒規則，可以補足彼此不清楚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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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時間不多，學生又是第一次自己製作心智圖，對心智圖的概念不太清

楚，拿到筆就開始畫，很容易忽略規則。但研究者發現，透過小組討論，學生們

會互相提醒規則，可以補足彼此不清楚的部分。學生的學習動機及班級氣氛在小

組合作完成階段明顯提高，同學間透過分組活動的進行，彼此互動頻繁熟悉，也

因此課堂氣氛良好。當課堂和諧時，學生所展現的創意，令研究者驚訝，可見分

組教學能有效強化學生的學習動機，在互動中彼此分享，激發出更多更好的創意。 

 （五） 提供學生學習的楷模，增強創作的信心 

一個創造的誕生是依附在舊有的知識之上，藉由舊有典範的模仿或移植的修 

正而得以有新生的形式或樣式的產生，在依新的樣式或形式而有全新的創造品的

誕生（潘裕豐，2006），此創意思考模式如下圖所示:  

策略一：創新循環構想模式

模仿
（移植性；
標準化）

創新
（未來性；
變通化）

轉換
（進步性；
替代化）

改善
（精緻性；
改良化）

 

圖4-5  

Pan 氏創意思考模式 

 

有模仿的對象對創意的產出是很重要的，在學生進行英詩創作前，研究者蒐

集了英資班學長姐的作品讓學生觀摩，提供學生學習的楷模。在英詩欣賞的課程

中，研究者都是選擇經典的文學作品做為教學內容，這些作品對學生而言是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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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學習材料，但不論是題材和寫作技巧都和學生的經驗相差甚遠，因此研究者特

別找來之前英資班學生的佳作，讓學生們欣賞，讓學生觀摩學長姐的作品，體會

其中的格式、押韻、用字和風格，一方面讓他們有可以認同的學習對象，一方面

增強他們創作的信心。在最後請學生互評作品時，研究者一樣選擇用學長姐的詩

來講解修改的方法，因為學生之前欣賞的作品都是詩人的文學創作，並沒有修改

的空間，但是學長姐的作品是學生可以認同的學習對象，藉由展現作品的修改過

程，可以增強他們互評的了解，也對修改作品更有信心。 

三、教學省思 

（一） 用KJ法時，請每組學生派一位代表，敘述並解釋整組的意見，會讓分類

過程更順利 

研究者發現，在用KJ法進行寫作題材的歸納時，很多想法需要提供者加以

解釋，才能讓參與的人明白並進行歸納。但是若每一個人都要表達想法，會把時

間拖得很長，讓討論節奏鬆散而無效率，若可以請每一組學生派一位組長代表發

言，在討論時了解每個組員的想法，在討論時統一發言，若敘述不夠精確再由組

員做補充，如此一來不僅可以增進學生小組合作時的溝通技巧，也可以讓討論進

行更加順利。 

（二） 討論過程中引導學生清楚明白的發表自己的想法，增進口說能力 

語言能力中，口語表達能力是很重要的一部分，而在英詩課程中需要學生們

發言和表達意見，若能引導學生在討論過程中清楚明白的發表自己的想法，可以

增進學生的口說能力，讓語言學習更完整。 

在英詩課程的第二階段中，研究者發現，學生在經過前三堂文學思考訓練

後，越來越勇於發表自己的意見，例如在研究者講解意象詩E. E. Cumming的 “l

（a”時，請學生先解讀和猜測詩的意思，一開始學生只答了“loneliness”，研究者

請學生加以闡述自己的想法，學生雖然害羞，但願意把心中的想法表示出來「感

覺一棵很大的樹，但只有一片葉子掉下來，很寂寞的感覺」，顯示表達能力更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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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步。在討論對「生命」有什麼看法時，學生也學著慢慢把想法清楚地表達出來，

如將飲料“sprite”的味道解釋成對人生的體悟，當學生能有邏輯地闡述心中的想

法，口語能力也在無形中進步成長。 

 （三） 將批判性思考策略（Critical thinking strategy）融入課程中，培養學生

創造性思維 

Mincey（1995）認為「批判性思維」是詩歌發展適當教材的原因:：在學習

者學會如何賞析詩的同時，學習者的洞察和分析的認知能力也隨之提升。批判性

思考（critical thinking）的概念可以追溯自希臘哲學家蘇格拉底，他藉由詢問深

入的問題、找證據、檢視推理（reasoning）和假定（assumption），還有分析基

本的概念，強調想法的清楚性（clarity）和精確性（accuracy）。這些動作都可以

在我們接受任何信念（ideas as worthy of belief）之前，刺激我們思考（Carroll, 

2004）。若從分析的觀點提出創造力，批判性分析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Keating

認為本質上，創造力應包括內容知識、擴散性思考、批判性分析和溝通技巧四方

面。依據 Alden B. Dow 創造力中心對全美國 67 種大學創造力課程表的內容分析

中，批判性思考策略（Critical thinking strategies）歸納於概念工具（Conceptual 

Tools）的因素中，是創造力課程中很重要的一部分（劉世南，2001）。 

在英詩課程中，藉由課堂討論，培養學生的批判性思考，並增進創造力。

Liao（2009）在透過文學討論圈以提升大一英文學生的批判思考的研究中發現，

批判性思考是可以透過文學討論圈來培養，而英語閱讀和批判性思考是可以同時

並進的。實施英詩課程的過程中，透過和學生討論文學作品，研究者漸漸從講述

者的角色轉變到引導者，讓學生自由發表自己的意見，藉由比較文學作品，找證

據證明自己的論點，刺激學生的思考能力和創造力。而研究者也發現，因為詩中

有一些單字學生並不懂，所以要提出想法比較有困難，應該在比較難的詩旁邊附

上小字典，這樣學生才能進一步深入思考，而不會被難字困住。若能克服這點，

相信學生可以更有方向表達自己的想法，也能發展自我的批判性思考能力。 

（四） 製作心智圖的時間要充裕，因為需要花時間講解規則 

http://www.airitilibrary.com/searchresult_1.aspx?Search=true&Condation=2%04%22%e5%bb%96%e6%95%8f%e6%97%ac%2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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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只用了兩節課解釋心智圖的規則和例子，有些學生可以很快掌握訣竅

並製作出心智圖，但仍有接近一半的學生還不了解規則就先畫了，以致於要一直

修改。例如在英詩創作的第二堂課中，研究者請學生依據上一堂課KJ法的討論

結果將「生命」的心智圖畫出來，有三組的同學將「心智圖的4-3原則」中「使

用三種以上的顏色」想成每一層一種顏色，導致畫出來的心智圖每一條分支有三

種顏色，與原則不符。在研究者和學生解釋後，學生了解每一條分支是一個連貫

的想法，不能用不同顏色切斷。「心智圖的4-3原則」中「使用三種以上的顏色」

指的是要有三種以上的不同分支，每一個分支要有至少三層的放射性連想。學生

了解後，研究者請學生在最後一堂課時，將將原本的心智圖重新在空白紙上繪

圖，也讓思緒邏輯更清楚。因此研究者認為，需要給學生更多得時間熟稔心智圖，

才能靈活應用。 

第二節 學生的學習經驗及表現 

壹、學生作品 

本節探討創造思考技法融入英詩課程實施後，學生英詩創作的情形（詳見附

錄三）。研究者根據課程教學內容，並參考Moses Hochstetler在2003年寫的 “How 

to Rate and Judge Poetry”，將作品分成以下五個部分探討：主題、寫作技術、押

韻和格律、選字、和原創性。 

一、 主題 

 一個好的詩作必須擁有一些基本的價值，例如優美性（beauty）、力量

（power）、教育性（education） 、娛樂性（entertainment）和故事性（story）。

研究者在評論學生的作品時，先觀察作品是否有傳遞重要的價值，才能張顯作品

的主題。 

（一）優美性 

 文學作品之所以優美，是因為作品中有豐富的語言和敘述，營造出優美的意

境，引起讀者的共鳴。在 “Voices of the Ocean”（作品- S2）中，學生先淡淡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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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寫海的平靜和貝殼的美麗，對照城市的喧囂，最美的是結尾 “There are both 

voices, but have some differences./ Still they’re friends, no interfering fences”，別

出心裁地營造出天人合一的寬闊意境，表達出和諧的宇宙觀（cosmos）。而 

“First Snow”（作品- S7）和 “Night Sky” （作品- S10）則是描繪出大自然的美

麗，前者描繪出冬日的雪景，引出惆悵的情感；後者則用華麗的詞藻描寫夜晚

的天空，用巧妙的譬喻帶領讀者進入繁星夜空，最後一段“The moon sets 

slowly./ The shadows fade./ The sea turns gold./ And again day comes, a new 

beginning.”將詩的境界提高一層，夜晚過去，新的一天即將帶來，詩的結尾給

讀者另一層的體悟和感受，更能體會大自然的美妙。最後，“The Sun” （作品- 

S9）也是描繪大自然，強調太陽的力量和重要性，帶給人們光明和希望，也讓

讀者敬仰大自然的偉大。 

 

（二） 力量 

 一個有力量的作品，可以激起讀者心中的熱情、讓讀者感到震驚、帶給讀者

極致的愉悅抑或是悲傷的深淵，讓讀者可以有深刻的情感體會並感同身受。有力

量的作品也可以展現氣勢磅礡的氣度，帶領讀者穿越時空，見證史詩般的歷史事

件。在“The Emperor”（作品- S1），學生用簡短有力的文字，表達出帝王的氣勢

與威嚴，如同作品一開始訴說的“Power brings aspiration./ Nothing exceeds your 

expectation./ Who could rate?/ Only fate.”，點出了君臨天下的王者風範，給讀者

強而有力的震撼。而“Home”（作品- S3）沒有歷史的背景，但感情濃厚強烈，引

起讀者共鳴，最後一段“Why am I here?/ All I get is fear./ I want to go home./ I 

need to go home.”，單純直接地表達內心的情感，也喚起讀者心中對家的依戀及

渴望。同樣表達強烈情感的還有“The Disappointing Day”（作品- S6）和“Past 

Tense”（作品- S13），兩者都是抒發心中悲傷和挫折的情緒，畢竟作者都只是國

中生，生活歷練有限，但青少年心思敏感，很在意自己的交友情況，有因此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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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會覺得被誤解，在這兩首詩中，兩個學生都是用直接而強烈的語言，訴說被

朋友誤解的委屈和悲傷，也讓讀者能感同身受，體會作品的力量。 

 

（三） 教育性 

 好的文學作品可以傳達出正確的道德觀，因而具有教育意義。藉由描寫一個

乞丐的心聲，“The Beggar’s Prayer”（作品- S4）反映社會的世態炎涼，也喚起讀

者的同情心和惻隱之心，關懷身邊需要幫助的弱勢族群。最後幾句“I yeaned for 

love, I yearned for care./ But most of all,/ I yearned for a small smile that would light 

my day.” 深切地點出一個乞丐的渴望，也反襯出大眾的冷漠，提醒我們要付出

關懷與溫暖。同樣有教育性意義的另一篇詩是“Friendship”（作品- S5），

“Friendship”和“The Disappointing Day”（作品- S6）和“Past Tense”（作品- S13）

一樣，都是關注青少年很重視的交友問題上，但“The Disappointing Day”和“Past 

Tense”描述交友時遇到的挫折和失望，“Friendship”則是以正面開朗的筆調，強調

友誼的重要性，提醒大家要珍惜友情。詩中的描述“Don’t care about rain and 

thunder,/ because we are best partner,/ so we can win challenges,/ and even win the 

monster.” 語句簡單明確，呼籲朋友要互相幫忙，共同度過難關，維持良好的友

誼關係。 

 

（四） 娛樂性 

 文學作品不一定是優美的、有力量的、或是富有教育性，但卻可以用幽默的

風格娛樂讀者。“Life” （作品- S8）就具有這種幽默的風格，作者用生動有趣的

字彙，別出心裁地敘述人的一生。在描寫幼年時期時，作者敘述“Eating slower than 

a turtle./ Making parent’s face purple.”，青少年時期的課業壓力則是“Piles and piles 

of Chinese tests./ They are not likely to be friendly guests./ Teachers give us lots of 

fear./ As mid- term tests are coming near.”，句子生動活潑，不由得讓人會心一

笑，簡單中不失趣味，實屬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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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故事性  

 最後，“Bluestar’s Prophecy” （作品- S12）則是用詩句描述一個完整的故

事，像是一個小規模的史詩，完整地敘說一個寓言，富有豐富的故事性。整首

詩的故事背景就像在西方的中古世紀，帶有濃厚的騎士精神，詩句扣緊主題，

頗有寓意，如“You will blaze through the forest like red hot fire./ But beware, even 

the most powerful flames could be destroyed by water.”，用故事敘說道理，告訴讀

者們再堅強的武裝也有剋星，再強的勇士也要面對人生的挑戰和宿命，整首詩

讀起來有悲壯的氣勢。最後幾句: “When I rise to the stars./ I know one thing for 

sure/ that my clan is safe at last/ again.”彷彿是一個寓言故事的結尾，交代主角的

死亡，帶出另一個世代的興起，也預言下一個故事的開始。 

 

二、  寫作技術 

 雖然英資班的學生都是千挑萬選後，英語能力較強的學生，但在作品中還是

會出現一些文法、標點符號及拼字上的錯誤。有時候學生會野心勃勃地想用一些

較深的片語或是字彙，但沒有查清楚用法，反而拼錯字或用錯介係詞。例如將 

“interfering”拼錯成“intefering”（作品- S2）、“brink”拼錯成“brint” （作品- S2），

或是記錯片語，把“for” my sake”寫成“in” my sake（作品- S12）、care “for”寫成

care “of”等。在時式選擇上，因為詩的體裁比較自由，容易在換行寫之後，就忘

了要前後時式一致，如“Home” （作品- S3）詩中的第二段: “When the sun rise,/ I 

closed my eyes./ Turned off the light./ What to do to keep safe at night?” 同一段落

中同時使用現在式“rise”和過去式“closed”和“turned”，就會讓讀者混淆。雖然詩

歌體在形式上較一般散文體自由，但這些寫作技術的錯誤會阻礙讀者欣賞作品之

美，也是學生在寫作時應該要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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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押韻和格律 

 在本英詩課程中，研究者介紹了押韻的格式，也分析很多詩的押韻和格律，

鼓勵學生能找到詩的韻腳，體會詩的音韻之美。好的詩可以藉由巧妙的押韻和整

齊的格律，創造出美妙的音樂效果。在學生的作品中，研究者發現學生都盡力在

找韻腳，而格律的部分較難達成。其中“Emperor”（作品- S1）的押韻技巧最為成

熟，整首詩分成四個段落，前兩個段落的四句分別兩兩押韻: “aspiration”和

“expectation”押尾韻（ending rhyme），“rate”和“fate”也押韻; 第二段落的“merit”

和“debit”以及“artifice”和“remorse”都押韻，而最後兩段則是四句都押韻: 

“hands”、“ends”、“fears”、“tears”押尾韻，而“control”、“role”、“woe”、“soul”則

是押中間韻（middle rhyme），整首詩讀起來鏗鏘有力，音韻流暢，更符合主題，

展現君王的氣勢，也讓詩作層次更加豐富。 

 然而，研究者也發現，因為學生的字彙量有限，要找押韻的字並不容易，所

以很多學生會用過去式的 “ed”結尾、分詞“ing”結尾、或是複數名詞加“s”等字尾

（suffix）作為韻腳，雖然念起來的確押韻，但不是單字本身的音，效果薄弱。

例如在“Voices of Ocean” （作品- S2），幾乎所有的詩句都是用名詞複數形“s”

作為韻腳，如第一段的“voices”、“seagulls”、“noises”等字，都是用複數名詞最結

尾，勉強製造音韻效果，但形式呆板，需要再加強。  

 

四、 選字 

 詩是以最簡短的文字模式創造最深的意境，因此選字格外的重要。研究者認

為，大部分的學生因為字彙量有限，用字都偏簡單，但也創造出不同的效果。

“Voices of Ocean” （作品- S2）雖用字簡單，但是卻有哲理性，尤其是最後一句

“Still they are friends, no interfering fences”，“friends”和“fences”前後呼應，有反襯

的效果，強調天人合一的宇宙觀，別有一番新意。同樣用字簡單的還有“The Sun” 

（作品- S9），學生用簡單的字鋪陳作品的層次，風格簡潔有力，最後兩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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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ghty”形容太陽，用“grateful”形容人類，反襯之下有強烈的對比效果，也點出

太陽的力量和重要性。 

 雖然大部分的學生選字較簡單，但其中也有用字精巧的佳作，“First Snow” 

（作品- S7）和“Night Sky” （作品- S10）都是屬於唯美派，詞藻華麗，營造出

浪漫的氛圍；此外，這兩個作品運用很多譬喻性語言，也讓作品的意象更豐

富。如“First Snow”中，學生描寫“The winter gust whispers it’s brightening tales to 

me”,用擬人法將風比喻成人「低語」，道出冬日故事；“My warm breath greets the 

cold air”則是描寫呼吸「問候」了冷冽的空氣，“whisper”和“greet”兩字有畫龍點

睛的效果，讓生冷的靜物活了過來。而“Night Sky”描寫的夜空也非常的美麗，

第一句“Jewels twinkle on the velvety skies”中，“tweinkle”一字點亮了星空，也開

啟讀者的星夜之旅。學生接著用一系列的分詞: shmmering、glimmering、

caressing、embracing、lapping、tumbling、roaring、howling，一層層堆疊出華

麗的夜空，層次十足，澎湃洶湧，音韻優美，好像在星空中旋轉跳出華爾滋，

優雅的轉身後，迎接黎明。 

 

五、 原創性 

 最後，本研究的目的在於引導學生用創造性思維學習英詩課程，因此學生的

創造性表現是檢視學習成效的重點。學生的作品就是創意的展現，而作品的原創

性更是評斷作品價值的重要指標。 

在學生作品中，研究者發現大部分的學生都會運用寫作技巧，在作品前半段

先鋪陳，最後一段提升層次，營造意想不到的效果，極富創意。“Emperor” （作

品- S1）、“Voices of Ocean” （作品- S2）、和“A Beggar’s Prayer”（作品- S4）

都是用創意的結尾讓作品更有原創性。“Emperor”在詩的前半段強調的是君王的

不可一世、居高臨下的氣度和權勢，卻在最後兩句“Still a woe/ Inside your soul”

反襯出君主高處不勝寒的無奈和感慨。“Voices of Oceans”描述了大自然和都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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衝突點，卻在最後打破藩籬，讓整首詩的氣度提升。“A Beggar’s Prayer” 則是道

出了一位乞丐最卑微的渴求，反襯出社會的現實和冷漠。這些作品的最後都有別

出心裁的設計，也讓整首詩更有深度。 

 

貳、同儕互評 

在英詩創作的最後一堂課，研究者請學生把自己作品帶來，用奔馳法進行 

同儕互評（詳附錄四） 。研究者先用投影片解釋奔馳法的原則，說明SCAMPER

中每一個字母的意義，並用學長姐的作品舉例，讓學生了解如何用這七種方式評

改同學的詩、給同學建議。研究者給每一位學生一張互評表，請學生至少給同儕

三個建議，讓同學可以有改進的方向。有兩位同學表示寫不出詩來，希望能有多

一些時間，研究者請學生給學生多一個禮拜的時間，請學生屆時把作品教出來。 

 一開始學生都不好意思改同儕的詩，研究者請學生先從最基本的拼字或文法

評起，若有需要替換的字可以用S（替代）的方式做修改，也可以增長（Magnify）

或縮短（Minify）詩句。研究者在前一堂課時有特別提醒學生要帶字典過來，若

遇到不懂的字可以查閱，也可以找到同義字和例句，方便評改。 

表4-1 

學生用奔馳法互評的結果: 

奔馳法 數量 修改內容 

S 19 文法修正: 名詞單複數 partner→partners （S2） 

詞性轉變: distant→ distance （S10） 

拼字: belive→believe （S2）  

同義字: debit→ credit （S8） 

C 1 運用譬喻修辭結合名詞: 

Your smiling lips→ Your twinkling smile, your ruby lips. （S10）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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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2 換句話說: 

People passed me, not stopping for a second. → People passed, 

not giving me a glimpse. （S9） 

I cried. →All the tears I swallowed. （S10） 

M 14 增長詩句:  

Wait, no. Take me away! →Wait, no. Leave me! Take me away!

（S1） 

增加詩句:  

Like fire swallowing oil. →Like water going down the drain. 

（S12） 

P 1 將詩句做為別的用途: 

Where am I here? All I get is fear. I want to go home. I have to go 

home. →可當作家具廣告 （S11） 

E 2 簡化: 

I closed my eyes and listen carefully. →Closed my eyes, listen. 

（S9） 

R 1 更換句子順序:  

After the day I knew life would change. → And the fire finally 

had its first taste of water. （S4） 

 從學生的互評表發現，學生最常用的技巧是S（替代）的技巧，因為作品裡

還是有文法和拼字的錯誤，是明顯需要改正取代的部分。此外，替代的技巧還可

以用在詞性變化和同義字替換，甚至是找到更多的韻腳，讓整首詩更有韻律感，

也有畫龍點睛的效果。除此之外，學生的評改也令研究者很驚艷，有的句子結合

另一個名詞，運用譬喻法讓詩的意象更生動; 也有句子在縮短後，表達更為精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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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鍊。雖然大部分的學生在一開始認為自己是無法改詩的，但嘗試過後卻有意想

不到的好結果，也開拓了學生的思考。 

 研究者也發現，透過自評他評的過程，學生可以學習到後設認知的技巧。 

Costa （1984）認為，後設認知是計畫一種策略以生產所需資訊的能力，亦即有 

意識以自己的步驟、策略，去解決問題，以及反省和評估思考結果的能力。張景 

媛（1990）則認為：後設認知是指個人對自己的認知歷程，能夠掌握、控制、支 

配、監督、預測、評鑑等的一種知識。透過評改，學生可以學習如何評鑑自己及 

他人的作品，並在過程中反省並評估自己的學習。奔馳法提供學生一個完整而且 

多元的評鑑方向，讓學生不只是創作，還能進一步檢視創作，讓學習更深入。 

參、學生心路歷程 

研究者為了瞭解學生在學習過程中，對創意英詩教學方案的接受度，因此讓

學生透過意見調查表，表達自己對英詩課程的看法，透過填寫回饋表，回答開放

式問題，以確認學生對英詩教學方案的看法，以期能深入了解學生的感受（詳附

錄五）。 

一、 學生學得如何欣賞英詩，了解英詩寫作技巧，增進英文能力 

 大部分的學生都認為，在英詩課程學習中，最大的收穫之一，是認識很多的

英詩的寫作技巧，如: 押韻、修辭、格律等。這些學習幫助學生更深入欣賞英詩，

也進一步應用在自己的英詩創作上，精進自己的英文能力。 

 上完這堂課後，我學得如何由音韻、修辭、遣詞欣賞英詩。（回饋- S2） 

 以前從來沒接觸過英詩，這次接觸以後，不但多學了很多英文的形容詞，還

有一個單字引伸出來的意思。而且我也在這個課程以後學習到了應用文法修辭的

技巧。（回饋- S3） 

 最大的收穫應該是修辭吧!因為雖然修辭國文課就教過了，但是這次應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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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詩上，又有全新不同的感受。（回饋- S3） 

 對英文能力有幫助，因為我學到更艱深的詞語以及優美的詩句。（回饋- S4） 

 這堂課讓我學習到很多英詩相關的事: 結構、格式、修辭、押韻、語調，也

讀了很多英詩，原本對英詩很不熟悉，現在了解很多了。（回饋- S5） 

 可以增加修辭使用的技巧和方式，也增加了對英文很多單字的認識，學了很

多。（回饋- S5） 

 I learned a lot about figurative speech, and I learned a lot of famous poems that I 

had heard many times before but never had the chance to analyze. I also learned a few 

new words. （回饋- S10） 

 對自己的英文能力多少是有幫助的啊!不管是單字、文法、還有寫作，也見

識到英詩的美，不再是一味得看不懂然後就放棄了! （回饋- S11） 

 以前從來沒接觸過英詩，現在多多少少也了解英詩的押韻技巧，等等。（回

饋- S15） 

從學生的回饋表發現，在英詩課程之前，大部分的學生對英詩是陌生且不了

解的，但經過一學期的課程，學生學得英詩重要的寫作技巧，也藉由欣賞詩作學

得很多新的字彙和延伸用法，提升自己的英文能力。 

二、英詩課程可以培養創造力 

 在本次英詩課程中，研究者運用很多創造力思考技法帶領學生思考，提供學

生多樣化欣賞英詩的角度，並在最後請學生應用所學，發揮創造力，創作出自己

的作品。希望學生在提升自己英文能力的同時，也培養自己的創造力。 

 這堂課的收穫讀到好多有趣的詩，學會用頭腦，變得比較會思考，更有創意，

學會更多英語詞彙。（回饋- S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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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詩課程最大的收穫是讓我更有創意。英詩有用到好多不同的修辭，也有好

多不同形態的詩和不同的口氣。很多詩也要我們用頭腦想，表面上沒什麼意涵，

可是仔細思考後會發現很多不同的意涵。（回饋- S7） 

 I liked the class we took on 5/12. It was interactive. When we smelled the 

perfume, and it was amazing to learn about e.e.cummings and his unique style. I had 

read a lot about “The Red Wheelbarrow” and this was finally a chance to be able to 

understand it. （回饋- S10） 

 我覺的毎一首詩都好有趣，我最喜歡的詩是 “l（a”和 “Barbie Doll”，我也

希歡噴香水那堂課，每一堂課都不一樣，每一堂課都很好玩。我也喜歡大家一起

想「生命」有關的主題，大家都好有創意。（回饋- S7） 

「詩」本身就是創意的展現，在學生深入欣賞詩作的同時，也開拓了他們的

視野，讓思維更加多元豐富，對事物有批判性想法，培養獨立思考的能力; 透過

多樣化的教學方式，能讓學生發揮自己的創意，不只是聽講，而能表達自己的看

法，讓課程更活潑創新。 

三、大部分的學生認為寫詩很難，但完成英詩很有成就感 

 在「英詩課程意見調查表」中，有超過半數的學生都認為「完成英詩會讓我

覺得有成就感」，但也普遍認為創作英詩是課程中最困難的一部分。也有學生反

映，希望能增加英詩創作的堂數，增加創作的時間。 

 最困難的部分應該就是寫詩吧，因為我的文法真的超級差! （回饋- S3）  

 我認為最大的收穫是有機會接觸各種不同的詩，但最困難的是自己寫一首

詩。（回饋- S4） 

 最困難的部分是寫詩沒靈感。（回饋- S7） 

 有些詩很難懂，而且寫詩很難! （回饋- S10） 

 還是有瓶頸的，我英文太差了，寫詩時根本就毫無靈感，寫出來好爛。好吧

那畢竟是我人生第一首英詩耶，天啊那是不是毀了! （回饋- S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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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獲得很多以前不知道的知識，讓我對英詩更了解。在未來更能欣賞英詩，

甚至寫一些（但是寫詩沒那麼簡單）。（回饋- S13） 

 創意寫作和寫詩是我遇到最大的困難，很難下手。（回饋- S15） 

 可以多寫幾首詩，還蠻好玩的。（回饋- S13） 

陳龍安（2006）綜合指出創造思考教學的主要目標在培養學童的創造思考能

力，它的基本架構在情意層面包括：想像力、挑戰性、好奇心、與冒險性。從學

生的反應中可以發現，英語資優課程的學生對自己的要求都較高，有很強的好勝

心，所以很怕自己表現不好，在下筆之前都很怕作品不完美，但最後都交出了自

己的創作，甚至也有學生想再多寫幾首，想必對學生來說，這是難得的一次嘗試。

而寫詩的經驗也激發學生的自我挑戰和冒險的精神，進一步訓練學生的創造思考

能力。 

四、整體而言，學生喜歡英詩課程，上課氣氛融洽 

 根據學生填寫的「英詩課程意見調查表」（詳見附錄五），在認知學習方面，

全部15位學生都表示喜歡英詩課程的內容安排；對於課程的時間長度，有13位學

生表示長度適中，2位學生不同意，其中一位認為時間可以再更長，此外，13位

學生同意英詩課程可以訓練自己的創造力。而在情意學習方面，12位學生認為完

成英詩會有成就感，13位學生覺得多樣的英詩閱讀讓自己喜歡英詩，而全部15

位學生都覺得上課氣氛融洽。技能學習方面，全體學生都學到了閱讀英詩的技

巧，至於是否學到創作英詩的技巧，有14位學生表示學到了創作的技巧，1位學

生不同意。最後，所有學生在「總體而言，我喜歡這學期的英詩課程」的選項中

都表示肯定，表達對英詩課程的喜愛。 

 除了「英詩課程意見調查表」，學生也在「回饋表」（詳見附錄五）中表達

自己對課程的想法: 

 我覺得課上得好好喔!老師講話不會太快，而且都有補充一些不錯的講義。

（回饋- S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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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喜歡這次英詩的課程，上課很有趣，氣氛很好，也很喜歡Cindy老師上

課的方式，是一堂很棒的課。（回饋- S5） 

 超有趣好玩，謝謝老師! 這是兩年英資唯一會期待上課的課! （回饋- S7） 

 已經很讚了! （回饋- S10） 

 我覺得老師上得很好! 這是我英資課程那麼久以來最喜歡的課!讓我對英資

的課程更期待了呢，沒有要改進的地方啦! （回饋- S11） 

 學生因為喜歡英詩課程的上課內容和方式，讓英詩課程順利進行，也帶給研

究者很大的成就感，上課氣氛融洽。 

第三節 研究者在本研究之行動過程的成長與省思 

壹、教學內容 

一、創意英詩教學經驗 

研究者於本研究實施之前，雖已熟知創造力思考技法的運用原理原則，並熟

稔這些技法在問題解決上的應用，但從未有系統的介紹給學生，或是系統性地運

用創造力思考技法教學方式進行英語教學。縱使研究者自身已具備運用創造力思

考技法的能力，但是在本研究實行之前，研究者對於運用創造力思考技法的教

學，仍屬紙上談兵階段。透過實行創意英詩教學方案，研究者深入了解學生利用

創造力思考技法學習英詩的過程及盲點，以及教師運用創造力思考技法教學所需

應用的技巧以及應該注意的事項。許多教學活動應注意的技巧及細節，也藉由每

天學生的課堂回饋以及研究者每天的課堂省思札記中呈現出來。 

本研究提供了研究者一個機會運用創造力思考技法呈現教學的內容。研究者

得以依照自身英語教學的經驗以及對於創造力思考技法運用的認知，設計一系列

循序漸進的英詩教學方式，並且在英語資優方案班級上實行。透過系統性的教學

設計以及進行流程，研究者得以統整以往教學時獲得的實務心得，將其匯製成一

套可行的教學模式，並且透過實行，進行模式的修正與改進，研究者也因此獲得

設計教學方案的基本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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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課堂回饋的蒐集與整理 

本研究中，研究者得以藉由學生課後所填寫的回饋表、教師教學省思日誌、

上課實錄等資料蒐集方式，檢討並改進研究者執行教學方案的模式與流程。 

不同於本研究實施之前的教學經驗，研究者以往只能透過課堂的及時回饋與

課後零星的師生對談中，了解學生在教學過程中的感想與建議，並以研究者自身

的理解加以改進。透過本研究，研究者有機會逐一檢視並省思自身教學的盲點，

詳細蒐集學生的課堂意見，與學生課堂表現及作品表現互相對照，擬訂修正計畫

以改變並精進研究者自身教學課程設計及活動安排的能力。 

而學生所給予一切肯定研究者用心以及教學內容的回饋，也帶給研究者莫大

的鼓勵與教學的熱情，激勵研究者將感動再度投入g課堂教學中，形成正向循環。 

三、因應個別差異，調整教學內容與方式 

雖然英語資優課程方案的學生是經過甄選出來的，但是在程度上仍有差異。 

研究者發現，在進行課堂活動時，程度較好的學生踴躍發言，但程度較差的學生 

可能會因為不了解詩的意思，或是字彙量太少，羞於發言。在學習單的設計上， 

研究者大部分都是給開放式問題，對於大部分英語資優的學生是很好的刺激，也 

可以訓練學生的邏輯和思考，但對於少數跟不上的學生，卻是一種負擔。個別差 

異反應最嚴重是在作業繳交的部分，對於程度好的學生，寫出一首詩很有成就 

感，但對程度差的學生卻是很大的壓力。 

 有鑑於此，研究者認為，因應學生的個別差異，可以在課程的進行前，先給 

學生文本研讀，讓學生先有心理準備，對於下一堂的課程內容有初步了解，才能 

更融入課堂討論。在學習單的設計上，也可以多加一些選擇題和是非題，讓學生 

可以用熟悉的方式審視自己對詩的了解，有安全感後，更有信心提出自己獨特的 

想法。最後，在指定作業的部分，可以針對寫不出詩的學生，給予較簡單的作業，

如古典詩的改寫、改寫歌詞成詩、先創作一小段落或甚至撰寫讀詩心得等以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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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作自己的詩作。但是以上這些替代方式都要等學生真的交不出詩時才提出，以

避免學生一開始就想偷懶，失去創作的動力。 

四、小班教學經驗 

英語資優方案的班級人數，不同於一般的班級，一般的班級裡有三十幾名學

生，而英語資優方案的課堂上，至多只有十五名學生。在小班課堂上進行教學，

研究者因此發現，老師對各個學生的關注得以提高，老師可以很清楚每一位同學

完成學習單的學習進度。老師對課堂的掌握度提高，也能更直接的面對每一位學

生，因此師生互動情形也明顯增加。 

研究者習慣於課堂進行時，走下講台，和學生用討論聊天的方式引導學生完

成教學的目標，也因此，學生覺得老師不再高高在上，而同學間透過分組活動的

進行，彼此互動頻繁熟悉，也因此課堂氣氛良好。當課堂和諧時，學生所展現的

創意，令研究者驚訝。研究者發現，尤其對於對英詩特別有興趣的學生而言，他

們可以提出很多很有創意的想法，甚至還會跟研究者分享自己之前讀詩的經驗，

例如在講到William Carlos Williams 的“The Red Wheelbarrow”時，學生興奮地跟

研究者分享根據這首詩改編的書 “Love That Dog”，這些熱情的回饋也讓研究者

甚感欣慰，形成正向的教學循環。 

肆、教學技巧 

一、 循環式的教學設計 

在本研究之前，研究已有英資方案的英詩教學經驗，課程內容已大體定型，

但是教學內容較著重文本的研讀，教學方式大致以講述法，較少讓學生發表意見，

學生直接吸受老師的想法，沒有機會運用自己的創造力。 

本研究提供研究者一個改變教學模式的契機，藉由行動研究系統性、螺旋式

的教學反省與修正的過程，研究者得以跳脫既有定型的個人教學模式，有系統的

為自身的教學做出檢核與修正。藉由分析資料以及反覆觀照教學的表現，建立一

個有系統，有效率的教學方式。其結果不僅大大提升研究者本身的教師專業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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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發展專業能力，也因為回饋資料來源大部分緣於學生的課堂表現與感想，使研

究者得以設計適合學生程度、能力及特質的教學方式，使師生均受惠。 

二、 多媒體與學習單的大量運用 

本研究中，大量運用投影片及學習單等教材，使研究者對於這兩種教學媒介

的特質有了更清楚的了解。有別於研究者慣用的板書以及單字卡、海報等傳統教

材，投影片教材的運用可以快速的在不同教學內容中做轉換，也具有動畫呈現、

易於搭配彩圖的特性，能有效吸引學生的注意力，並且教材易於保存，不若單字

卡和海報般占空間。而研究者在設計投影片的過程中，獲得了設計及運用多媒體

教材的能力，收穫頗豐。 

而在課程進行中，研究者則是為每一堂課，設計了系統性的學習單，為的是

讓學生可以依照研究者的講解得到適當的練習。研究者發現，透過一系列的學習

單，可以讓教學流程更為順暢，學生也因為有所憑依，更清楚課程架構，獲致更

佳的學習效能。 

三、 多元評量的運用 

傳統課堂上的評量方式多以紙筆評量輔以口頭評量。在本研究中，研究者跳

脫以往傳統慣用的紙筆評量模式，以學習單、上課成果和學生創作作為課程評量

工具。研究者發現，比起令學生望而生畏的「考卷」、「作業」等評量方式，對英

資方案的學生來說，學習單和創作能夠更深入的檢視學生的學習成果，刺激學生

思考及發揮創意，表達個人獨特的想法，是一種值得利用的替代性評量工具。 

此外，研究者在最後一堂課用奔馳法設計分享互評活動，藉由評鑑觀摩同儕

的作品，學生得以達到觀摩學習的經驗，並增進學習動機，以及學習的後設認知

能力。 

四、 分組教學強化學習動機 

學者們對創造思考教學的實施原則中（李德高，1990；張振成，2000；陳龍

安，1997，2006），都有提到「鼓勵學生合作學習」和「提供自由、安全、和諧



 118 

互動的氣氛」的重要性。根據研究者的觀察及學生的回饋可以發現，學生的學習

動機及班級氣氛在小組合作完成階段明顯提高，有多位學生們反應很喜歡分組活

動時互相合作的感覺，整個課堂活動中印象最深刻的也是分組活動時期。可見分

組教學能有效強化學生的學習動機。 

五、創意英詩教學模式 

 潘裕豐（2005）主張創意歷程是創意實踐的道路，走在這條創意之路上， 

正確的創意工具的使用可以增進創意的產生。創意思考歷程就是一個問題解決的

過程，這當中的歷程在創意的產生裡各扮演了不同的角色與意涵。每個階段可以

運用不同的思考技法與思考工具作為歷程當中的催化劑。研究者根據本研究，歸

納出初步創意英詩教學模式，以下圖來解說: 

 

 

圖4-7  

創意英詩教學歷程模式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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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龍安（2006）綜合指出創造思考教學的主要目標在培養學童的創造思考能

力，它的基本架構是認知層面的五種能力：敏覺力、流暢力、變通力、獨創力、

與精進力。情意層面包括：想像力、挑戰性、好奇心、與冒險性。研究者在創意

英詩教學中運用四種創意思考技法，先讓學生藉由分組討論腦力激盪，製作「心

智圖」產出大量的點子，激發學生的「敏覺力」和「流暢力」; 再運用「KJ法」

刺激更多構想，增強「變通力」，課程中運用「類比法」解釋各種修辭，讓學生

創造獨一無二的作品，展現「獨創力」; 最後用「奔馳法」進行互評，讓學生推

敲出新的構想，運用「變通力」讓作品更精緻，以達成「精進力」； 在創意英

詩課程訓練下，學生能運用創意思維，付諸行動，創造出屬於自己的作品，並在

過程中，帶著好奇與冒險的學習動機，發揮想像力，挑戰自己，從擴散性的尋求

解決方式，聚歛成學習的美好成果，豁然開朗，達到自我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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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本章的主要目的是以創意英詩教學方案來增進學生的英語能力及創意思

維。本章主要綜合歸納第四章的研究結果，做出本研究的結論和建議。本章分為

兩節，第一節根據研究結果歸納出本研究之重要結論，經由本研究的推動，簡要

以「創造思考技法」和「英詩創作」兩個面向歸納，並逐項加以簡單說明。第二

節則根據教學的實施情形和研究結果，對日後教學和後續研究提出具體建議。 

第一節 結論  

壹、 創造思考技法融入英詩學習 

在創造思考技法的部份，本研究將「KJ法」、「心智圖法」、「類比法」、

「奔馳法」融入英詩教學中，所得的結論如下： 

一、在領導者協助歸納下，KJ法可以有效激發創意 

根據本研究發現，KJ 法可以激發學生的創意，產出大量的點子，但在帶領

學生用 KJ 法蒐集寫作題材時，研究者發現進行過程中領導者的角色很重要，須

有領導者帶領歸納，否則很容易鬆散而無結論，領導者在不同的階段中必須給予

適當的協助，才能讓討論順利進行。在一開始資訊卡片化的步驟中，有些想法很

複雜，領導者要協助參與者用一個具體清楚的詞彙表達，因為學生很難用一個字

去定義一個複雜的概念；卡片群島化的部分則是考驗領導者和參與者的歸納能

力，研究者發現，歸納的過程需要很多的時間，因為要傾聽學生對每一張便利貼

的解釋，在將想法歸納時也很容易因為觀念不一致而造成意見分歧，需要解釋和

溝通，才能讓分類過程順利。 

二、  學生對於心智圖法的分類概念薄弱，需要時間了解規則 

在引導學生完成心智圖的過程中，研究者發現，學生對於明確的答案如地

名、人名等，可以很快地寫出來，但很難表達較抽象和複雜的概念。另外，本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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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只用了兩節課解釋心智圖的規則和例子，有些學生可以很快掌握訣竅並製作出

心智圖，但仍有接近一半的學生還不了解規則就先畫了，以致於要一直修改。研

究者忽略了幾乎所有學生都未曾接觸或看過心智繪圖，甚至第一次聽到心智繪圖

這一個名詞，導致學生因為要同時理解文章內容和心智繪圖的意義與概念，造成

混亂。研究者認為，教學設計活動應該於開始進入心智圖法教學前，先給學生範

例，向學生介紹心智圖法以及心智圖法的運用等基礎知識，如此一來，學生因為

理解心智圖法的妙用，才能順利將自己的想法表達出來，也可以使教學流程更為

順暢。 

三、類比法有助於學生學習修辭，開拓多元思維 

本英詩課程中用類比法介紹英詩當中的譬喻修辭，教學過程中，研究者用學

生熟悉的中文修辭引導學生認識類比法中的重要概念，例如: 類比法中的「直接

比擬」以「明喻」、「暗喻」和「象徵」來解釋；並藉由影片、圖片和文字解說

加深學生印象。在課程結束後，大部分的學生都認為，在英詩課程學習中，最大

的收穫之一，是認識很多的英詩的修辭。學生學習利用類比法的原則，創造出多

元且豐富的語言，這些學習幫助學生更深入欣賞英詩，也進一步應用在自己的英

詩創作上，展現創意思維。 

四、 奔馳法促進學生互相觀摩，培養後設認知技巧 

   研究者在最後一堂課用奔馳法設計分享互評活動，藉由評鑑觀摩同儕的作  

品，學生得以吸收觀摩學習的經驗。從學生的互評表發現，學生最常用的技巧是

S（替代）的技巧，因為作品裡還是有文法和拼字的錯誤，是明顯需要改正取代

的部分。此外，學生也學會用其他的技巧改同學的詩，如運用譬喻修辭結合名詞，

或是加強語氣增長詩句，甚至延伸應用詩句在不同用途上，讓語言更有變化性。

詩是很精鍊的語言，需句句斟酌，藉由互評，可以讓詩的語言更加精緻化。更重

要的是，藉由評改的過程，學生可以學習使用後設認知策略，嘗試去檢驗、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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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督、選擇、修訂評估自己的學習，並明白監控和調整自己學習的重要，幫助自

己成為學習的主宰者。 

貳、 英詩創作的探析   

研究者針對學生的作品分成以下五個部分探討：主題、寫作技術、押韻和格

律、選字和原創性。歸納學生的學習經驗及心路歷程，結論如下: 

 

一、學生學得欣賞英詩，了解英詩寫作技巧，增進英文能力 

 在英詩課程學習中，學生認識很多的英詩的寫作技巧，如: 押韻、修辭、格

律等。這些學習幫助學生更深入欣賞英詩，也進一步應用在自己的英詩創作上，

精進自己的英文能力。在學生的作品中，研究者發現學生可以清楚傳遞一首詩的

價值，讓作品展現優美性、力量、教育性、娛樂性和故事性。除此之外，學生在

寫作技術、押韻、格律和選字上，都有優秀的表現。從學生的回饋表發現，在英

詩課程之前，大部分的學生對英詩是陌生且不了解的，甚至看到詩就放棄。但經

過一學期的課程，學生學得用多元的角度解讀詩，了解英詩重要的寫作技巧，也

藉由欣賞詩作學得很多新的字彙和延伸用法，提升自己的英文能力。 

二、英詩課程可以培養創造力 

在本次英詩課程中，研究者運用很多創造力思考技法帶領學生思考，提供學

生多樣化欣賞英詩的角度，希望學生在提升自己英文能力的同時，也培養自己的

創造力。「詩」本身就是創意的展現，在學生深入欣賞詩作的同時，也開拓了他

們的視野，讓思維更加多元豐富，對事物有批判性想法，培養獨立思考的能力; 透

過多樣化的教學方式，能讓學生發揮自己的創意，不只是聽講，而能表達自己的

看法，讓課程更活潑創新。課程最後，請學生應用所學，發揮創造力，創作出自

己的作品，讓創意的點子能開花結果。學生的作品就是創意的展現，而作品的原

創性更是評斷作品價值的重要指標。在學生作品中，研究者發現大部分的學生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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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運用寫作技巧，在作品前半段先鋪陳，最後一段提升層次，營造意想不到的效

果。透過課堂的創造力訓練，學生能擴展自己的思考，跳脫制式化的描寫與模式，

發揮創意。 

三、寫詩很難，但完成英詩很有成就感 

參與本研研究的15個學生中，有12個學生都認為「完成英詩會讓我覺得有成

就感」，但也普遍認為創作英詩是課程中最困難的一部分。甚至有學生反映，希

望能增加英詩創作的堂數，增加創作的時間。從學生的反應中可以發現，英語資

優課程的學生對自己的要求都較高，有很強的好勝心，所以很怕自己表現不好，

在下筆之前都很怕作品不完美，但最後都交出了自己的創作，甚至也有學生想再

多寫幾首，想必對學生來說，這是難得的一次嘗試，而寫詩的經驗也激發學生的

自我挑戰和冒險的精神，進一步訓練學生的創造思考能力。 

四、整體而言，學生喜歡英詩課程，上課氣氛融洽 

整體而言，學生是喜歡這學期的英詩課程的，在「英詩課程意見調查表」中，

所有的學生都在最後的選項「總體而言，我喜歡這學期的英詩課程」給予正面的

反應，甚至有學生認為，這是英資課程中最令他期待的一個課程，喜歡英詩課程

的上課方式。藉由透過多元的教學課程，師生互動良好，上課氣氛融洽，課程順

利進行，帶給研究者很大的成就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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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建議 

壹、對教學實務的建議 

一、 創造思考技法融入英詩教學  

（一）運用KJ法時，為使分類過程更順利，宜請每組學生派一位代表，敘述並

解釋整組的意見， 

研究者發現，在用KJ法進行寫作題材的歸納時，很多想法需要提供者加以

解釋，才能讓參與的人明白並進行歸納。但是若每一個人都要表達想法，會把時

間拖得很長，讓討論節奏鬆散而無效率，若可以請每一組學生派一位組長代表發

言，在討論時了解每個組員的想法，在討論時統一發言，若敘述不夠精確再由組

員做補充，如此一來不僅可以增進學生小組合作時的溝通技巧，也可以讓討論進

行更加順利。 

（二） 在進行英詩教學前，宜讓學生充分理解心智圖法的運用技巧及規則 

進行心智圖教學時，研究者發現學生對於心智圖的原則並無徹底了解，以致

於製作出錯誤的心智圖。理想的教學設計活動應該於開始進入心智圖法教學前，

先給學生範例，向學生介紹心智圖法以及心智圖法的運用等基礎知識，這些講解

需要多一點時間，如此一來，學生才能理解心智圖法的妙用，不僅有助於提升日

後學生於教學活動中的學習動機，也可以使教學流程更為順暢，避免一次介紹心

智圖法原則與實際教學內容而導致學生混淆和教師教學系統上的不連貫。 

（三） 用奔馳法進行互評時，提供學生學習的楷模，了解奔馳法的原則 

奔馳法的原則很多，較瑣碎抽象，因此研究者在帶學生用奔法進行互評前，

先以學長姐的作品為範例製作投影片，解釋奔馳法的原則，以及修改詩的技巧和

方法。因為學生之前欣賞的作品都是詩人的文學創作，並沒有修改的空間，但是

學長姐的作品是學生可以認同的學習對象，藉由展現作品的修改過程，學生可以

具體看到如何用奔馳法的原則修改作品，了解語言的各種可能性，增強他們對互

評了解，也對修改作品更有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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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英詩創作教學流程與模式  

（一）介紹英詩時，適時補充中文可以降低學習恐懼 

研究者發現，在介紹英詩時若能適時加入中文介紹，可以降低學生的焦慮，

同時也能使他們更了解講解內容。在介紹詩人的寫作風格時，研究者舉中國的

詩人作為例子，學生能很快地理解。此外，解釋文法修辭或是詩的意境時，若

能適時作中英對照，學生對文學的敏感度提升，對新教材的吸收力也更強。承

接學生學習中文的經驗，再帶到英詩學習領域，可以增強學習效果。 

 

（二）教材和學生生活經驗作連結，增強學習動機，增進自我成長 

文學作品是文學家生活體驗的展現，當讀者有相同的生活體驗，能夠有共

鳴，而有所感動和體悟。在各個單元活動中，當研究者詢問學生關於自身的生活

經驗或既有常識，學生的反應熱烈，證明教學時直接、具體的經驗十分重要。除

了帶領學生了解詩中的句意、押韻和格律，若能更深入和學生探討他們對相關議

題的看法，藉由閱讀文學作品，進行思考和反省，讓閱讀文學不只是紙上談兵，

而是引領學生對生活和人生有更深的體會。 

 

（三）結合英語聽說讀寫能力在英詩課程中 

透過朗讀或討論詩歌，學生的口語能力和聽力理解都得到提升。藉由朗誦英 

詩，學生可以體會英文的音韻之美。此外，在討論英詩過程中，學生們需要發言 

和表達意見，若能引導學生在討論過程中清楚明白的發表自己的想法，可以增進 

學生的口說能力，並同時訓練英聽理解力，讓語言學習更完整。若時間允許，也 

可以請學生以表演的形式將詩表現出來，會讓課程內容更豐富有趣。 

 

（四）在創意課程中，加入批判性思考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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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分析的觀點提出創造力，批判性分析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學習除了知識

的攝取，還要訓練思考的能力。若能將批判性思考策略加入創造力課程，在課程

設計中加入討論和比較等課程，可以讓學生更有發揮創意的空間。透過和學生討

論文學作品，教學者漸漸從講述者的角色轉變到引導者，讓學生自由發表自己的

意見，不只是聽講，而能表達自己的看法﹔藉由比較文學作品，學生學習找證據

證明自己的論點，發展獨立思考的能力。將批判性思考策略融入課程中，刺激學

生的思考能力和創意，讓課程更創新有深度。 

 

（五）創意英詩教學模式 

研究者在創意英詩教學中運用四種創意思考技法，先讓學生藉由分組討論腦

力激盪，製作「心智圖」產出大量的點子，激發學生的「敏覺力」和「流暢力」; 

再運用「KJ法」刺激更多構想，增強「變通力」，課程中運用「分合法」解釋

各種修辭，讓學生創造獨一無二的作品，展現「獨創力」; 最後用「奔馳法」進

行互評，讓學生推敲出新的構想，運用「變通力」讓作品更精緻，以達成「精進

力」； 在創意英詩課程訓練下，學生能運用創意思維，付諸行動，創造出屬於

自己的作品，並在過程中，帶著好奇與冒險的學習動機，發揮想像力，挑戰自己，

從擴散性的尋求解決方式，聚歛成學習的美好成果，豁然開朗，達到自我實現。 

 

貳、對未來研究的建議 

一、課程內容可融入其他適用的創造思考技法  

創造思考技法有助於學生創意的產生，建議除了本研究所使用的「KJ法」、

「奔馳法」、「心智圖法」和「奔馳法」外，可以嘗試其他方法的運用。像是「六

頂思考帽」、「曼陀羅法」、「腦力激盪法」等……，都可嘗試融入創意英詩教

學進行研究，運用適當教學模式，激盪出更多想法，培養學生的創造力，使教學

更多元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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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對象可擴展至台北市以外一般英文課程之學生 

本研究地區僅限台北市英語資優方案的學生，其結果或許會有推論不足的情

形。因此，本研究建議未來研究可考慮擴展至臺北市以外的學校，課程進行可以

用簡化的方式，推廣到一般的英文課程，讓創意英詩學習不在只是侷限在菁英教

育，而可以讓更多學生體會英詩之美、拓展創意思維。 

 

三、研究時間可以再拉長 

    本研究因為配合英語資優方案的課程設計，一學期六次課程，課程之間的 

時間間距較長，課程時間也較短，由於教師的教學省思的成長需要靠長期的累

積，建議可將研究時間拉長，進行長期的參與觀察與研究，能加以瞭解學生的學

習經驗以及教師在參與過程中的改變與成長歷程，發展出更完整的創意英詩教學

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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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附錄一: 創意英詩課程教案 

活動名稱 第一節課:「詩」是什麼? 

詩的獨特音樂性 

編擬者 莊惠文 

實施對象 國中八年級英資班學生 活動時間 90 分鐘 

時間 101 年 3月 31日 人數 15 人 

教材來源 英詩十三味、Norton Anthology、創造思考教學的理論與實際 

單元活動

目標 
（1） 學習用KJ法整理出英詩特性、閱讀英詩的方法 

（2） 了解詩的押韻、節奏、格律 

時間（分） 教學過程 教具 注意事項 

20 

 

 

 

 

 

 

30 

 

 

 

 

 

 

 

 

 

 

 

 

 

 

 

 

 

一、暖身活動  

1. 將歷屆基測考過的英詩題目讓生練習，熟悉

詩歌的寫法，引起動機。 

2. 根據剛剛的練習，詢問學生─「詩的定義」

為何。  

 

二、發展活動  

（一） 用 KJ 法歸納出「詩」的定義 

1. 情報卡片化（Card making）：請學生將所有

對「詩」的想法，一件一張地抄寫下來在小張

的便利貼上，每一張便利貼只寫一件事實或資

訊。 

2. 卡分群島化（Grouping and naming）：將所

有便利貼貼在黑板的角落，請所有學生閱讀每

一張卡片，把內容相似的卡片放在一起，加以

分組，並且為該組進行命名，將組名寫在黑板

上，寫在該組卡片的最上方。重複進行更高階

的分組/命名的過程。 

3. A 型圖解化（Chart making）：群組編排直到

最後的標題，在黑板上用線把第二階段以上的

群組編排圍起來，加上更大的標題，圈與圈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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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10 

間的關係以圖式方式說明。 

4. B型敘述化（Explanation）:圖解化後，請學

生將所了解的事情再作口頭發表，簡單敘述

「詩」的定義。  

5. 將字典和學者對「詩」的定義整理在講義

上，帶領學生閱讀。 

（二） 詩的押韻、節奏、格律 

1. 閱讀 Ogden Nash 的 The Turtle，體會詩中音

韻的巧思，強調音樂在詩歌體中的重要性。 

2. 帶領學生閱讀 Alfred Tennyson 的作品 “The 

Eagle”和 George Herbert 的 “Virtue”，講解其

中的音樂手法和特色。 

3. 說明押韻（rhyme）、韻律（rhythm）、節

奏（tempo）和格律（meter）的意義和應用。 

4. 欣賞 The Phantom of the Opera 之中的歌曲: 

The Power of the Music 進行小組討論，用教過

的音樂手法討論歌詞中的音樂特色。 

 

三、綜合活動： 

（一）KJ 法後分享： 

1. 比較用 KJ 討論前後對「英詩」看法的差別，

鼓勵學生可多用討論的方式刺激思考，並詢問

同學對 KJ 法的看法。 

2. 針對用 KJ 法討論的結果講解之後課程的內

容。 

（二）課後延伸 

將下次的講義先給學生，請學生先預習。 

講義 

 

講義 

 

 

 

 

 

CD 

學習單 

學生能專注

聆聽、欣

賞、分享 

 

 

 

 

 

鼓勵學生勇

於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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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名稱 第二節課:詩的文字遊戲- 

詩的比喻性語言 

編擬者 莊惠文 

實施對象 國中八年級英資班學生 活動時間 90 分鐘 

時間 101 年 4月 21日 人數 15 人 

教材來源 英詩十三味、Norton Anthology、創造思考教學的理論與實際 

單元活動

目標 
（1） 用分合法解釋譬喻和象徵 

（2） 練習譬喻法和象徵法 

（3） 欣賞作品並找出詩中的比喻性語言 

時間（分） 教學過程 教具 注意事項 

10 

 

 

 

 

30 

 

 

 

 

 

 

 

 

 

 

 

 

 

 

 

 

 

 

 

 

 

 

一、暖身活動  

放上「玫瑰花」、「道路」的照片，詢問學生

對圖片有什麼聯想。 

 

二、發展活動  

（一） 用分合法解釋詩中的譬喻和象徵 

1. 譬喻：「譬喻」的功能在使事物之間形成「概

念距離」（conceptual distance），以激發「新

思」。包括了提供新穎的譬喻架構，讓學生以

新的途徑去思考所熟悉的事物，如「假若禮堂

像……」。相反地，也可以舊有的方式去思索

新的主題，如以「飛虎隊」或「軍隊」比擬人

體免疫系統。從而讓學生能自由地思索日常生

活中的事物或經驗，提升其敏覺、變通、流暢

及獨創力。 

2. 類推：  

（1） 狂想類推（fantasy analogy）:鼓勵學生盡

情思索並產生多種不同的想法，甚至可以牽強

附會和構想不尋常或狂想的觀念。再帶領學生

回到「觀念」的實際分析和評鑑。常用之句型

是「假如….就會….」或「請盡量列舉….」。 

（2） 直接類推（direct analogy）:將兩種不同

事物，彼此加以「譬喻」或「類推」，並要求

學生找出與實際生活情境類同之問題情境，或

直接比較相類似的事物。此法更簡單地比較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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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事物或概念，並將原本之情境或事物轉換到另

一情境或事物，從而產生新觀念。可利用動物、

植物、非生物等加以譬喻。  

（3） 擬人類推（personal analogy）:將事物「擬

人化」或「人格化」。如電腦的「視像接收器」

是模擬人的眼睛功能。例如：保家衛國的軍隊

就像人的免疫系統，各部份發揮其獨有之功

能，互相協調和配合，發揮最大抵抗疾病的功

能。使學生感受到，他是問題情境中的一個要

素。所強調的是以同理心代入情境（empathetic 

involvement）。  

（4） 符號類推（symbolic analogy）: 運用符

號象徵化的類推；如在詩詞之中利用一些字詞

引伸高層次的意境或觀念。例如：我們見到「萬

里長城」便感到其雄偉之氣勢並聯想起祖國，

看見交通燈便意識到規則。有「直指人心，立

即了悟」之作用。 

（二） 詩中的譬喻和象徵 

1. 帶領學生閱讀 Robert Burns: A Red Red 

Rose，講解其中的譬喻手法，包含明喻

（simile）、 

暗喻（metaphor）。 

2. 比較 Robert Burns: A Red Red Rose和Robert 

Frost: The Rose Family，帶出比喻性語言中的

修詞: 誇飾（overstatement）和輕描淡寫

（understatement）。 

3. 閱讀Robert Frost:The Road Not Taken，講解

象徵（symbol）的用法和意義。 

  

三、綜合活動 

（一）分合法後分享： 

鼓勵學生可多用分合法思考和寫作，並詢問同

學對分合法的看法。 

（二）課後延伸 

將下次的講義先給學生，請學生先預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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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名稱 第三節課: 詩的結構和格式 編擬者 莊惠文 

實施對象 國中八年級英資班學生 活動時間 90分鐘 

時間 101 年 4月 28日 人數 15人 

教材來源 英詩十三味、Norton Anthology、創造思考教學的理論與實際 

單元活動

目標 
（1）學習用心智圖分析詩的結構 

（2） 了解十四行詩的形式 

時間（分） 教學過程 教具 注意事項 

10 

 

 

 

30 

 

 

 

 

 

 

 

 

 

 

 

 

 

 

 

 

 

 

 

 

 

 

 

 

 

20 

一、暖身活動 

1. 詢問學生對「情詩」的看法。 

2. 詢問學生對「十四行詩」的看法。 

 

二、發展活動  

（一） 用心智圖法對「情詩」做發散思考 

1. 用 PPT展示心智圖的範例。 

2. 請學生三人一組，製作心智圖。 

（1） 強化印象的部分：  

   主題以圖的方式畫在正中央；盡量使用圖像

來表達；圖像要用三種以上的顏色來描繪；融

入眼、耳、鼻、口、心五官的感受；使用不同

的文字、線條與圖像；有組織、結構化；保留

適當的空間，避免過於擁擠。  

（2） 強化聯想的部分：  

    以箭頭來指出各種資訊間的關聯性、運用

色彩、運用符號。  

（3） 簡潔清晰：  

    每一個枝幹上只寫一組關鍵字；關鍵字要

寫在線條上陎；樹枝線條與其上的文字長度相

同；主要枝幹要由粗而細，且呈現富有生命力

的感覺；沿著枝幹的外緣畫上邊界線；盡量保

持整個圖乾淨整潔；紙張要橫放；線條與文字

盡量保持水平方向。  

4.發展個人風格：  

    多一點點的色彩、立體圖像、想像力、聯

想…，都可以使自己的心智圖和別人的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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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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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能專



 140 

 

 

 

 

20 

10 

樣。也可以因為擁有個人風格，而加深自己的

記憶。  

5. 請小組分享心智圖的內容，說明對「情詩」

的看法。 

（二） 欣賞十四行詩 

1. 欣賞 William Shakespeare: From Romeo and 

Juliet: If I Profane with My Unworthiest Hand 

和 William Shakespeare: Sonnet 116，講解十四

行詩的形式。 

2. 欣賞電影 Romeo + Juliet 的一小橋段。 

 

三、綜合活動 

（一）心智圖法後分享： 

    將各組心智圖貼在黑板上，欣賞不同組別

間的差異和創意。 

（二）課後延伸 

將下次的講義先給學生，請學生先預習。 

 

 

 

 

影片 

注聆聽、

欣賞、分

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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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名稱 第四節課: 詩的意象、創作的第一步 編擬者 莊惠文 

實施對象 國中八年級英資班學生 活動時間 90 分鐘 

時間 101 年 5月 12日 人數 15 人 

教材來源 英詩十三味、Norton Anthology、創造思考教學的理論與實際 

單元活動

目標 
（1） 認識意象詩 

（2） 用 KJ 歸納出創作主題的點子，找出有用的資訊，進行創作的

第一步 

時間（分） 教學過程 教具 注意事項 

10 

 

 

 

 

 

 

30 

 

 

 

 

 

 

 

 

 

 

 

 

 

 

 

 

 

 

 

 

 

一、暖身活動  

因為意象詩的寫作風格和體裁和之前課堂

上讀到的詩有所不同，對學生而言是一種新的

嘗試，因此研究者在介紹意象詩時，先用學生

學習中文的經驗，再帶到英詩學習領域，讓學

生很快熟悉新的題材。 

 

二、發展活動  

（一） 英詩欣賞 

1. 播放投影片介紹意象詩，請學生搭配學習單

了解意象（image）的意義，並帶學生進行感官

體驗的活動。 

2. 研究者在上課前把三種香水分別噴在三張

白紙條上，每組一份，紙條上標號碼，但沒有

寫品牌的名稱，請學生根據影片猜測香水味

道。學生的學習單上有品牌名稱和號碼，讓他

們畫連線。 

3. 在活動結束後，研究者請學生看學習單，了

解意象詩的歷史、風格和代表性人物。 

4. 研究者舉中文詩馬志遠的 “天淨沙”和翻譯

後的日本俳句為例，解釋意象詩如何用精鍊的

語言，表達強烈的情緒。 

5. 介紹完意象詩的來源和創作原則後，研究者

帶領學生閱讀Ezra Pound的詩 “In a Station of 

the Metro”和E. E. Cumming的 “l（a”,並講解其

中較艱深的單字。在講解E. E. Cumming的詩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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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時，因為這首詩的寫法很有創意，也有很

多的想像空間，研究者請學生先想想詩想要表

達什麼，再給學生一般學者對詩的解釋。 

6. 接著介紹 William Carlos Williams 的 “The 

Red Wheelbarrow”，強調詩中簡潔的語言和鮮

明的顏色描寫。 

7. 最後，用法國詩人 Charles Baudelaire 的 

“Correspondences” 為意象詩的介紹作結尾。 

 （二） 英詩創作 

1. 在學生創作自己的作品前，研究者影印了四

篇學長姐寫的作品，講解這些作品的優缺點，

提供學生參考。 

2. 英詩寫作的第一步是請學生用之前學過的

KJ 法腦力激盪出寫作的題材，藉由團體討論，

腦力激盪出對主題的想法，培養學生創意思

考，讓寫作體裁更加豐富有創意。 

（1） KJ 法的第一步是將「資訊卡片化（Card 

making）」，經說明後，學生已紛紛把便利貼

貼在白板上，接著研究者和學生一起歸納白板

上的便利貼。 

（2） 研究者帶領學生進行「卡片群島化

（Grouping and naming）」，將把內容相似的

卡片放在一起，加以分組，並且為該組進行命

名，將組名寫在黑板上。 

（3） 在討論約十分鐘後，黑板上的群島內容

越來越大，研究者帶著學生進行「A 型圖解化

（Chart making）」，在比較大的群島中，找相

同性質的小群島，在上面用線把群組編排圍起

來，加上標題，圈與圈之間的關係以圖式方式

說明。 

 

三、綜合活動 

    最後，研究者提醒學生可以用討論的結果

作為自己寫詩的題材，也就是 KJ 法中「B型敘

述化（Explanation）」的部分，請學生將所了

解的事情創作成詩，之後發表出來。 

 

 

 

 

 

 

 

 

 

便利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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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名稱 第五節課: 詩的語調、檢視創作 編擬者 莊惠文 

實施對象 國中八年級英資班學生 活動時間 90分鐘 

時間 101 年 5月 19日 人數 15人 

教材來源 英詩十三味、Norton Anthology、創造思考教學的理論與實際 

單元活動

目標 

（1） 了解語調的重要作用 

（2） 用心智圖檢視自己的作品 

時間（分） 教學過程 教具 注意事項 

10 

 

 

 

 

 

 

 

 

 

50 

 

 

 

 

 

 

 

 

 

 

 

 

 

 

 

 

 

 

 

 

一、暖身活動  

本堂課先從欣賞英詩的「語調」開始，一

樣是搭配學習單和投影片帶入主題。有鑑於之

前課堂上學生對中英比較的講述方式反應熱

烈，研究者也介紹學生熟悉的中國詩人做引

導。接著搭配短片，短片內容是不同的表情圖

片搭配不同的英文字彙，讓學生學習形容語調

的單字，增加字彙量。 

 

二、發展活動  

（一） 英詩欣賞 

1. 研究者講解美國詩人 Theodore Roethke 的 

“My Papa’s Waltz”，這首詩特別的地方是有兩

極化的評論和見解，研究者先請學生讀過一

次，表達自己的意見，之後播放 Theodore 

Roethke 本人現身說法的影片，讓學生聽聽看他

認為自己的詩想要表達。 

2. 接下來請學生讀兩首詩 “The Villain 

“Apparently with No Surprise”，試著去 

“compare and contrast”這兩首詩，找出兩者「相

同」和「不同」之處。研究者解釋兩首詩在語

調處理上的相同和相異處，兩首詩都是形容自

然景象和犯罪的行為，但前者用幽默的語調，

後者卻是用反諷、暴力的語氣。題材類似，卻

因為語調的不同，營造出迥異的氛圍。 

3. 接著播放 Robert Frost 的 “Sopping by 

Woods on a Snowy Evening”的動畫短片，進行

下一首詩的講解。研究者帶領學生分析詩中語

言的象徵意義、押韻和語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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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最後，研究者選了一首現代美國女性主義詩

人 Marge Piercy 的詩 “Barbie Doll”，這首詩淺

顯易懂，風格強烈，而且詩中主角面臨的是很

困擾青少年的問題，很快引起學生共鳴。 

（二） 英詩創作 

1. 結束前一段的英詩欣賞，研究者接著帶領學

生進行心智圖的製作，研究者用投影片解釋心

智圖的規則，並秀出幾個心智圖的作品。 

2. 研究者用投影片秀出上一堂課用 KJ 法討論

出的結果，讓學生作參考。 

3. 在學生製圖的過程中，研究者發現有些組圖

太多，缺少文字; 有些組一次想出很多字，但

沒有分層。在畫心智圖時，學生很容易一下子

有很多想法，但不會組織歸納，需要更多時間。 

 

三、綜合活動 

課程最後，研究者提醒學生下次上課除了

帶自己的作品，還要帶字典來，方便互評作品

時查詢單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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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名稱 第六節課: 學長姐作品分享、作品互評 編擬者 莊惠文 

實施對象 國中八年級英資班學生 活動時間 90 分鐘 

時間 101 年 5月 26日 人數 15 人 

教材來源 英詩十三味、Norton Anthology、創造思考教學的理論與實際 

單元活動

目標 

用奔馳法協助自己和同學修正作品 

時間（分） 教學過程 教具 注意事項 

10 

 

 

 

 

 

 

 

 

 

20 

 

 

 

 

 

 

 

 

 

 

 

 

 

60 

 

 

一、暖身活動  

    課程的最後一堂課，研究者先放投影片解

釋奔馳法的原則，並以學長姐的作品為範例，

說明修改詩的技巧和方法。研究者選擇用學長

姐的詩來講解修改的方法，因為學生之前欣賞

的作品都是詩人的文學創作，並沒有修改的空

間，但是學長姐的作品是學生可以認同的學習

對象，藉由展現作品的修改過程，可以增強他

們互評的了解，也對修改作品更有信心。 

二、發展活動  

1. 研究者繼續介紹奔馳法其他例子，例如用

合併（Combined, C）結合詩中的名詞作比喻；

用調整（Adapt, A）可以把中文的詩句和想法

轉變成英文；改（Modify, M）的部分除了可

以用在改造句子，還可以用在擴充詩句和增加

段落；用（Put to other uses, P）則可以將詩做

別的用途，如歌詞、廣告的標語和劇本當中的

台詞；消減（Eliminate, E）的部分則是可以簡

化和省略詩句及段落；最後，排（Rearrange, R）

可以應用在字、詩句和段落的排列和重組。 

2. 在講解完奔馳法的七個部分後，研究者要求

學生起碼給同學三個建議，將運用的方式、詩

的段落和改的內容，分別寫在同互評表（Peer- 

review）上。 

三、綜合活動 

剩下的時間，研究者請學生進行互評、完

成上次未畫完的心智圖、協助填寫課程回饋

表，最後將所有的作業和上課筆記交給研究者

打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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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創意英詩課程學習單 

2012. 3. 31 

Class: __________  Number : __________   Name: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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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at are the elements of poetry?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What are the differences among the three poem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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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finition for Poetry: 

＊ T.S. Eliot: “a superior amusement” 

＊ W.H. Auden: “For poetry makes nothing happen” 

＊ William Wordsworth: “Poetry is the spontaneous overflow of powerful 

feelings.” 

＊ Wikipedia: “A form of literary art, in which language is used for its 

authentic and evocative qualities in addition to or in lieu of, its 

apparent meaning.” 

★ Elements of Poetry:  

＊ Metrics （musical elements）: rhyme、rhythm、tempo, etc.  

＊ Language: metaphor、simile、personification、understatement、

overstatement、word game, etc.  

＊ Ideas: emotional response、philosophical thinking、narrative records, 

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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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urtle lives in a small shell which almost conceals its sex. It is 

ingenious of the turtle, in which a situation, to be so prolific.  

The turtle lives’twixt plated decks 

Which practically conceal its sexs. 

I think it clever of the turtle 

In such a fix to be so fertile.  

 

Because he lives between two decks, 

It’s hard to tell a turtle’s gender. 

The turtle is a clever beast  

In such a plight to be so fertile.   

 

The turtle lives’twixt plated decks 

Which practically conceal its sexs. 

I think it clever of the turtle 

In such a plight to be so fertile.  

 

Rhyme  

  

★ Which one is the best? Why?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  

A.

..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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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hythm and Meter 

George Herbert （1593 - 1633 / Montgomery / Wales） 

 

Virtue 

Sweet day, so cool, so calm, so bright 

The bridal of the earth and sky: 

The dew shall weep thy fall tonight, 

For thou must die. 

 

Sweet rose, whose hue, angry and brave, 

Bids the rash gazer wipe his eyes: 

Thy root is ever in its grave, 

And thou must die. 

 

Sweet spring, full of sweet days and roses, 

A box where sweets compacted lie: 

My music shows ye have your closes, 

And all must die. 

 

Only a sweet and virtuous soul, 

Like seasoned timber, never gives; 

But though the whole world turn to coal. 

Then chiefly lives. 

★ How do we “measure” a poem?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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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joy the Power of the Music!  

The music of the night  Michael Crawford 

 

Nighttime sharpens, heightens each 

sensation  

Darkness wakes and stirs imagination  

Silently the senses abandon their defenses  

Helpless to resist the notes I write  

For I compose the music of the night  

 

Slowly, gently, night unfurls its splendor  

Grasp it! Sense it! Tremulous and tender  

Hearing is believing, music is deceiving  

Hard as lightning, soft as candlelight  

Dare you trust the music of the night  

 

Close your eyes, for your eyes will only tell 

the truth  

And the truth isn't what you want to see  

In the dark it is easy to pretend that the truth 

is what it ought to be  

 

Softly, deftly, music shall caress you  

Hear it! Feel it! Secretly possess your  

 

                                    

Open up your mind  

Let your fantasies unwind  

In this darkness which you know you cannot 

fight  

The darkness of the music of the night  

 

Close your eyes  

Start a journey to a strange new world  

Leave all thoughts of the world you knew 

before  

Close your eyes and let music set you free  

Only then can you belong to me  

 

Floating, falling, sweet intoxication  

Touch me! Trust me! Savor each sensation  

Let the dream begin  

Let your darker side give in to the power of 

the music that I write  

The power of the music of the night  

 

You alone can make my song take flight  

Help me make the music of the n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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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4. 21 

Class: __________  Number : __________   Name:____________________ 

Figurative Language: 

★____________ language means exactly what it says; a rose is the physical flower. 

____________ language changes the literal meaning, to make a meaning fresh or 

clearer, to express complexity, to capture a physical or sensory effect, or to extend 

meaning. Figurative language is also called figures of speech. The most common 

figures of speech are these:  

• A ___________: a comparison of two dissimilar things using "like" or "as", 

e.g., "my love is like a red, red rose" （Robert Burns）.  

• A ___________: a comparison of two dissimilar things which does not use 

"like" or "as," e.g., "my love is a red, red rose".  

• _____________: treating abstractions or inanimate objects as human, that is, 

giving them human attributes, powers, or feelings, e.g., "nature wept" or "the 

wind whispered many truths to me."  

• _____________: exaggeration, often extravagant; it may be used for serious 

or for comic effect.  

• Apostrophe: a direct address to a person, thing, or abstraction, such as "O 

Western Wind," or "Ah, Sorrow, you consume us." Apostrophes are generally 

capitalized.  

• Onomatopoeia: a word whose sounds seem to duplicate the sounds they 

describe--hiss, buzz, bang, murmur, meow, growl.  

• _____________: a statement with two parts which seem contradictory; 

examples: sad joy, a wise fool, the sound of silence, or Hamlet's saying, "I 

must be cruel only to be k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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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Red, Red Rose 

Robert Burns  

（1759-1796 / Scotland） 

 
 

  Oh my luve is like a red, red rose,  

That's newly sprung in June:  

Oh my luve is like the melodie,  

That's sweetly play'd in tune.  

 

As fair art thou, my bonie lass,  

So deep in luve am I;  

And I will luve thee still, my dear,  

Till a' the seas gang dry.  

 

Till a' the seas gang dry, my dear,  

And the rocks melt wi' the sun;  

 

And I will luve thee still, my dear, 

While the sand o’life shall run. 

And fare thee weel, my only luve! 

And fare thee weel a while! 

 

  

B. 

The Rose Family 

Robert Frost  

（1874-1963/ America） 

 

The rose is a rose, 

And was always a rose. 

But now the theory goes 

That the apple's a rose, 

And the pear is, and so's 

The plum, I suppose. 

The dear only knows 

What will next prove a rose. 

You, of course, are a rose-- 

But were always a rose 
 

1. How does Robert Burns use “figurative language” in “A Red, Red Ros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Compare these two poems, which one is “overstatement”, which one is 

“understatement”?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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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o roads diverged in a yellow wood, 

And sorry I could not travel both 

And be one traveler, long I stood 

And looked down one as far as I could 

To where it bent in the undergrowth; 

Two roads diverged in a yellow wood, 

And sorry I could not travel both 

And be one traveler, long I stood 

And looked down one as far as I could 

To where it bent in the undergrowth; 

Then took the other, as just as fair, 

And having perhaps the better claim 

Because it was grassy and wanted wear, 

Though as for that the passing there 

Had worn them really about the same, 

And both that morning equally lay 

In leaves no step had trodden black. 

Oh, I kept the first for another day! 

Yet knowing how way leads on to way 

I doubted if I should ever come back. 

I shall be telling this with a sigh 

Somewhere ages and ages hence: 

Two roads diverged in a wood, and I, 

I took the one less traveled by, 

And that has made all the difference. 

 

★ What is the symbolic meaning of the “road”?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The Road Not Taken 

Robert Frost 

（1874-1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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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4. 28  

Class: __________  Number : __________   Name:____________________ 

 

★ Sonnet 

One of the best-known sonnet writers is William Shakespeare, who wrote 

_______of them （not including those that appear in his plays）. A Shakespearean, or 

English, sonnet consists of _________lines, each line containing ten syllables and 

written in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in which a pattern of an unstressed syllable 

followed by a stressed syllable is repeated five times. It consists of three __________ 

followed by a__________. The rhyme scheme in a Shakespearean sonnet is a-b-a-b, 

c-d-c-d, e-f-e-f, g-g; the last two lines are a rhyming couplet. 

★Composition Date of the Sonnets  

Shakespeare wrote 154 sonnets, likely composed over an extended period from 

________ to ________, the year in which Francis Meres referred to Shakespeare's 

"surged sonnets”. In 1609 Thomas Thorpe published Shakespeare's sonnets, no doubt 

without the author's permission, in quarto format, along with Shakespeare's long poem, 

The Passionate Pilgrim.  

 

http://en.wikipedia.org/wiki/William_Shakespeare
http://en.wikipedia.org/wiki/Shakespeare%27s_sonn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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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nnet 18 （Shall I compare thee to a summer's day?） 

Shall I compare thee to a summer's day? 

Thou art more lovely and more temperate; 

Rough winds do shake the darling buds of May, 

And summer's lease hath all too short a date; 

Sometime too hot the eye of heaven shines, 

And often is his gold complexion dimm'd; 

And every fair from fair sometime declines, 

By chance or nature's changing course untrimm'd; 

But thy eternal summer shall not fade, 

Nor lose possession of that fair thou ow'st;  

Nor shall Death brag thou wander'st in his shade, 

When in eternal lines to time thou grow'st: 

So long as men can breathe or eyes can see, 

So long lives this, and this gives life to thee. 

 

Analysis: 

Iambic Pentameter of a line of Sonnet 18 

Stress x / x / x / x / x / 

Syllable Thou art more love- ly and more temp- pe- 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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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nnet 116 （Let Me Not to the Marriage of True Minds） 

Let me not to the marriage of true minds 

Admit impediments. Love is not love 

Which alters when it alteration finds, 

Or bends with the remover to remove: 

O no! it is an ever-fixed mark 

That looks on tempests and is never shaken; 

It is the star to every wandering bark, 

Whose worth's unknown, although his height be taken. 

Love's not Time's fool, though rosy lips and cheeks 

Within his bending sickle's compass come: 

Love alters not with his brief hours and weeks, 

But bears it out even to the edge of doom. 

If this be error and upon me proved, 

I never writ, nor no man ever loved. 

 

★Do you like sonnet? Why or why not?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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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Echo from Willowwood 

 

Christina Georgina Rossetti （1830–94） 

 

 

“Oh Ye, All Ye That Walk in Willowwood” 

 

TWO gaz’d into a pool, he gaz’d and she,  

Not hand in hand, yet heart in heart, I think,  

Pale and reluctant on the water’s brink  

AS on the brink of parting which must be.  

Each eyed the other’s aspect, she and he, 5 

Each felt one hungering heart leap up and sink,  

Each tasted bitterness which both must drink,  

There on the brink of life’s dividing sea.  

Lilies upon the surface, deep below  

Two wistful faces craving each for each, 10 

Resolute and reluctant without speech:—  

A sudden ripple made the faces flow  

One moment join’d, to vanish out of reach:  

So these hearts join’d, and ah! were parted 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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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meo: 

If I profane with my unworthiest hand 

This holy shrine, the gentle fine is this: 

My lips, two blushing pilgrims, ready stand 

To smooth that rough touch with a tender kiss. 

Juliet: 

Good pilgrim, you do wrong your hand too much, 

Which mannerly devotion shows in this; 

For saints have hands that pilgrims' hands do touch, 

And palm to palm is holy palmers' kiss. 

Romeo: 

Have not saints lips, and holy palmers too? 

Juliet: 

Ay, pilgrim, lips that they must use in prayer. 

Romeo: 

O, then, dear saint, let lips do what hands do; 

They pray, grant thou, lest faith turn to despair. 

Juliet: 

Saints do not move, though grant for prayers' sake. 

Romeo: 

Then move not, while my prayer's effect I take. 

― William Shakespeare, Romeo and Juliet 

 

http://www.goodreads.com/author/show/947.William_Shakespeare
http://www.goodreads.com/work/quotes/3349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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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w to analyze a poem:  

The "Five Ws" （and one H） were memorialized by Rudyard Kipling in his "Just So 

Stories" （1902）, in which a poem accompanying the tale of "The Elephant's Child" 

opens with: 

I keep six honest serving-men 

（They taught me all I knew）; 

Their names are What and Why and When 

And How and Where and Who. 

 

 

 

 

 

 

 

 

 

 

 

 

 

 

 

Romeo 

and 

Juliet 

WHO 

WHAT WHY 

WHEN

 WHY  

WHERE 

HOW 

http://en.wikipedia.org/wiki/Rudyard_Kipling
http://en.wikipedia.org/wiki/Just_So_Stories
http://en.wikipedia.org/wiki/Just_So_Stories
http://en.wikipedia.org/wiki/1902_in_liter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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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5.12  

Class: __________  Number : __________   Name:____________________ 

★ Image: Images are representatives of things accessible to five senses:_________, 

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and ____________.  

 

★ Images, metaphors, and symbols: When a rose represents itself and also 

the color in a young woman’s cheeks, the image turns into a metaphor, simile, or 

other forms of _______________ language. When an image is used to suggest 

complex or multiple meanings, as when a rose represents itself, young women 

generally, and also beauty and fragility, it becomes a _____________. 

 

★ Definition of imagery poems: Imagery Poems draw the reader into poetic 

experiences by touching on the images and senses which the reader already knows. 

The use of images in this type of poetry serves to intensify the impact of the work. 

 

＊Try to match the commercials with the perfumes they promote.  

      DKNY                     perfume No.1  

      J’dore （Dior）                perfume No.2 

  Chanel No.5                perfume No.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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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erican Imagism: Officially launched in 1912, and proposed by T.E.Hulme, 

in 1908, who proposed poetry based on absolutely accurate presentation of its 

subject with no excess verbiage. A movement against __________________（free 

thinking and abstract language） and against __________________（moral 

implications）. Besides, American imagism is Influenced by Japanese haiku （俳

句） 

 

 

 

In a Station of the Metro  

Ezra Pound （1885 –1972, United States） 

 

The apparition of these faces in the crowd;  

Petals on a wet, black bou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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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 

E. E. Cummings （ 1894-1962, United States） 

 

              l（a  

 

              le 

              af 

              fa  

              ll  

 

              s） 

              one 

              l  

 

              iness  

              

★ What does the poem mean? Do you have any idea?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Do you like the style of the poem? Why or why not?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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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d Wheelbarrow 

William Carlos Williams （1883-1963, United States） 

so much depends 

upon 

 

a red wheel 

barrow 

 

glazed with rain 

water 

 

beside the white 

chickens.  

 

 

 

 

 

 

 

 

 

 

Images in the poem  

Colors:  

Objects:  

What connot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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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5.19  

Class: __________  Number : __________   Name:____________________ 

★ tone: a literary technique which encompasses the attitudes toward the subject 

and toward the audience implied in a literary work. 

There are different kinds of tone, lik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What is the tone of “My Papa’s Waltz”? Is it happy?  

My Papa’s Waltz         by Theodore Roethke （1908-1963）. 

 

The whiskey on your breath  

Could make a small boy dizzy;  

But I hung on like death:  

Such waltzing was not easy.  

 

We romped until the pans  

Slid from the kitchen shelf;  

My mother’s countenance  

Could not unfrown itself.  

 

The hand that held my wrist  

Was battered on one knuckle;  

At every step you missed  

My right ear scraped a buckle.  

 

You beat time on my head  

With a palm caked hard by dirt,  

Then waltzed me off to bed  

Still clinging to your shirt.   

◎ Your opinion: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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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pare and Contrast the two poems. 

The Villain - W.H. Davies  

While joy gave clouds the light of stars, 

That beamed wher'er they looked; 

And calves and lambs had tottering knees, 

Excited, while they sucked; 

While every bird enjoyed his song, 

Without one thought of harm or wrong-- 

I turned my head and saw the wind, 

Not far from where I stood, 

Dragging the corn by her golden hair, 

Into a dark and lonely wood. 

Apparently with no surprise – Emily Dickson 

Apparently with no surprise, 

To any happy Flower, 

The frost beheads it at its play , 

In accidental power. 

The blonde Assassin passes on. 

The Sun proceeds unmoved, 

To measure off another Day, 

For an Approving G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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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opping by Woods on a Snowy Evening  

- Robert Frost  

Whose woods these are I think I know,  

His house is in the village though.  

He will not see me stopping here,  

To watch his woods fill up with snow 

 

My little horse must think it queer,  

To stop without a farmhouse near,  

Between the woods and frozen lake,  

The darkest evening of the year. 

 

He gives his harness bells a shake,   

To ask if there is some mistake.  

The only other sound's the sweep,  

Of easy wind and downy flake. 

 

The woods are lovely, dark and deep,  

But I have promises to keep,  

And miles to go before I sleep,  

And miles to go before I sleep. 

Analysis of the poem: 

1. Symbols: 

 

 

2. rhyme:  

 

 

3. t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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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rbie Doll- Marge Piercy （1936 - / Detroit / United States） 

This girlchild was born as usual 

and presented dolls that did pee-pee 

and miniature GE stoves and irons 

and wee lipsticks the color of cherry candy. 

Then in the magic of puberty, a classmate said: 

You have a great big nose and fat legs.  

 

She was healthy, tested intelligent, 

possessed strong arms and back, 

abundant sexual drive and manual dexterity. 

She went to and fro apologizing. 

Everyone saw a fat nose on thick legs.  

 

She was advised to play coy, 

exhorted to come on hearty, 

exercise, diet, smile and wheedle. 

Her good nature wore out 

like a fan belt. 

So she cut off her nose and her legs 

and offered them up.  

 

In the casket displayed on satin she lay 

with the undertaker's cosmetics painted on, 

a turned-up putty nose, 

dressed in a pink and white nightie. 

Doesn't she look pretty? everyone said. 

Consummation at last. 

To every woman a happy ending. 

 

★ What is the tone of the poem?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Dear 同學們, the Last but not the Least,，下次上課要帶字典（peer -review）、

上課筆記（打成績）、以及你的作品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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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學生英詩創作作品 

作品- 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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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 S2 

 

 

 

 

 



 

 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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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 S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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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 S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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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 S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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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 S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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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 

作品- S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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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 S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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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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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 S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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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 S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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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 S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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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 S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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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奔馳法互評表及學生互評範例 

★Peer- review  

The poem I’m going to review is from _____________. The title of 

his/ her poem i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Tips for review: S （Substitiuted）- 替換更適合的動詞、形容詞、或名詞 

              C （Combined）- 結合其他名詞 ex. 譬喻 

              A （adapt）- 改造、調適 

              M （Modify、Magnify、Minify）-擴充詩句、增加段落抑或精簡

化 

              P （Put to other uses）- 別的用途 ex. lyrics, slogans, lines 

              E （Eliminate）- 簡化、省略詩句和段落 

              R （Rearrange、Reverse）- 重新安排段落、文字 

★Here are some suggestions I would like to give him/ her: 

 Tip Line The orinigal version→ The revised version 

Ex.1 S 3 white powder → powder white  

Ex. 2 C 1 When you touch it, you sense a smooth feeling → 

The skin beneath my fingertips, As smooth as rosebuds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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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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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 英詩課程意見調查表及回饋表 

英詩課程意見調查表 

班級： ___________ 姓名：____________  

親愛的同學： 

    這份問卷是要了解你對英詩課程的學習態度與看法，答案沒有對

與錯，也不會影響你的成績，請放心依照你的實際狀況來回答。看完

題目後，請選出和你的想法或感覺最接近的答案，在□裡打 。每個

題目都要回答，而且每個題目只能打一個 。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1. 我喜歡英詩課程的內容安排。- - - - - - - - - - - □ □ □ □ 

2. 我覺得課程的時間長度適中。- - - - - - - - - - -     □ □ □ □ 

3. 我學到了閱讀英詩的技巧。- - - - - - - - - - - -  □ □ □ □ 

4. 我學到了創作英詩的技巧。- - - - - - - - - - - -  □ □ □ □ 

5. 我認為閱讀英詩對英文學習很重要。- - - - - -  □ □ □ □ 

6. 英詩課可以訓練我的創造力（創意）。- - - - 

- -  

□ □ □ □ 

7. 完成英詩會讓我覺得有成就感。- - - - - - - - -  □ □ □ □ 

8. 多樣的英詩閱讀會讓我喜歡英詩。- - - - - - -   □ □ □ □ 

9. 我覺得上英詩課的氣氛很融洽。- - - - - - - - -  □ □ □ □ 

10. 總體而言，我喜歡這學期的英詩課程。- - -  □ □ □ □ 

 

 

 

 

 

共有十題，請再檢查一次，背面還有問題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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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饋表 

各位同學~ 關於英詩的課程已經告一個段落，老師需要了解大家

對於本次課程的意見，以作為之後教學的參考。以下有一些問題，要

麻煩同學回答。 

 

1. 你覺得學習課程中碰到的最大收穫和困難是什麼? 

 

 

2. 你覺得英詩課程對於自己的英文能力有幫助嗎? 如果有，是哪方

面的幫助呢? 

 

 

3. 你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一堂課? 

 

 

4. 你對本次課程有什麼意見和建議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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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饋- S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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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饋- S10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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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饋- S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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