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興福國中 張維舫 2017.1.7於臺師大進修推廣學院 

 
  

創意讀報，寫作up up  



 
 

姓名：張維舫 

任教：國文科 

學歷：(2013.1)清華大學中文系畢業 

經歷：(2013.1)新竹三民國中實習結束 

            (2013.8~今)任職臺北市興福國中，擔任導師兩年 

聯絡方式：vickyplay19@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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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級經營延伸 

初任學校學生社經背景 會考能力養成 

國語日報 
讀報教育實驗班 

閱讀習慣的重要性 提升閱讀力 

實習學校推晨讀 

為什麼要推動讀報 

一個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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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喜歡……？ 有了報紙以後…… 

國文老師怎麼做閱讀 學生怎麼說 

為什麼要推動讀報 

報紙給我的感覺/V_20170106_075444.m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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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報方式 
(1)共讀 
  一同朗讀中學生報寫作教室版面範文， 
  或學生園地佳文。         

 
(2)朗讀 

換不同的方式朗讀，例如按照號碼 
     (或由後往前)，一人朗讀一句。 

 
  補救教學、學習低成就的學生朗讀， 
  由此發現學生不熟悉或易錯生詞。 

 

讀報影片 共讀 心臟病.mp4


讀報方式 
(3)剪報 
  先教導學生如何看日期、專欄、版面編排，  
  如何剪出「有內容」的剪報，再搭配 
  讀報實驗班贈送的剪報本， 
  教孩子畫出佳句，寫下心得。 
 
(4)作文習寫 
     利用寫作教室版面搭配課程進度， 

孩子讀起來更印象深刻， 
再依照上面的引導作文指示進行小組討論 
與發表。 





大自然教我的事103.12.08 

   1.時機：課文上到<愛蓮說>一文，提到古人以蓮花
形象做聯想並藉此砥礪自己的品德，剛好寫作教室
有一篇<大自然教我的事>。 
2.方法：小組討論大自然中的景物，  
                畫圖聯想並發表。 





讀報方式 
(5) 創新活動 
      寫作版面有時會啟發我新的靈感， 

例如有次有畫人物並描寫， 
我請學生自由畫「人」， 
寫下三個形容詞， 
並找另一位同學畫下他畫出的「人」， 
練習描寫這個人物。 
 
或從文章中挑句子， 
進行句子仿寫並找其餘同學 
寫下彼此的句子 。 



人物描寫練習 
   步驟： 

1.請在兩分鐘內隨意畫出一個人物。 
2.自由描寫這個人物三個形容詞。 
3.請找一位同學B，畫出同學B畫的人物。 
4.以三個形容詞描寫B畫出來的人。 
5.可擇一人物更詳加描寫。 



句子仿寫103.12.15 

學生上台寫出組內票選佳句 

  步驟：1.找文章佳句，挖出空格。 
        2.小組內每人都要造句。 
        3.組內票選最佳佳句並 
          上台發表，或彼此抄寫。 



來看成果！ 



讀報內容：我們怎麼了？   
帶讀者：朱OO 
佳句仿寫：人人都必須(      )，珍惜(      )的人。 

庭O 人人都必須用力活出最真實、最初的自己，珍惜默默守護在你身旁珍惜你的人！ 

宏O 人人都必須感謝，珍惜身邊的人。 

鳳O 人人都必須努力，珍惜肯付出的人。 

懷O 人人都必須珍惜，珍惜身邊的人。 

音O 人人都必須學會愛，珍惜愛自己的人。 

瀅O 人人都必須惜福，珍惜對自己好的人。 

旭O 人人都必須抓住真心付出的朋友，珍惜在身邊的人。 

婷O 人人都必須學著如何放手，不要死抓著某人、事、物，珍惜那些願意與你同進退的朋友。 



 

讀報內容：歉意   帶讀者：高O 
佳句仿寫：如果我對(      )的人都是如此， 
那麼我的(      )豈不是成了(      )？ 
庭O 如果我對愛我、保護我的人都是如此，那我豈不是成了那個我最討厭的自己？ 

宏O 如果我對其他的人都是如此，那我的善豈不是成了惡？ 

友O 如果我對重要的人都是如此，那我的良心豈不是成了垃圾？ 

懷O 如果我對所有的人都是如此，那我的身邊豈不是成了孤單世界？ 

音O 如果我對愛我的人都是如此，那麼我的承諾豈不是成了謊言？ 

瀅O 如果我對恨我的人都是如此，那麼我的人生豈不是成了泡沫？ 

旭O 如果我對真心對待我的人都是如此，那我的友誼豈不是成了龐貝之城？ 

婷O 如果我對我珍視的人都是如此，那我的無心之言豈不是成了毀天滅地的武器？ 



 

讀報內容：書香世界    
帶讀者：黃O 
仿寫：我只要一(      )，就(      )，猶如 (      )。 

庭O 我只要一受傷，就會歇斯底里、胡思亂想，猶如沒氣質的瘋子。 

宏O 我只要一到床上，就好累，猶如一隻愛睡的無尾熊。 

鳳O 我只要一句氣話，就能使人受傷猶如子彈一樣的殺傷力。 

懷O 我只要一餓，就想吃，猶如小魚。 
我只要一叫，就天翻地覆，猶如世界末日。 

音O 我只要一聽到有人說有帥哥，就犯花癡猶如看見天使的凡人。 

能O 我只要一做喜歡的事，就感到很快樂，猶如在天空飛翔的小鳥。 

之O 我只要一放鬆心情，就糜爛的猶如脫韁野馬。 

婷O 我只要一想到過去，就五味雜陳，猶如不知是哭還是笑的人偶。 



 

老師整理每週佳句張貼於布告欄。 
一個人有兩張點點票數投票，同時觀摩欣賞他人作品。 



 

第一週 第二週 
第三週 

週週投票，可以看出大家功力都愈來愈進步了！ 



 

六何法 



• 折翼天使的夢 

• 快樂活下去 

• 生命舞蹈家 

• 生命鬥士  舞出美妙 

• 樂觀折翼天使 舞出一片天 
 

 

想標題 



• Emotion     情感 

• Experience  經驗 

• Exciting激勵人心 

電影學技巧:抒情文3E 

看影片 看圖猜想情境 討論3E 

Up天外奇蹟 的經典片段- Married Life.mp4
Up天外奇蹟 的經典片段- Married Life.m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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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級分出
現了！ 



105年會考成績 
國文 901 902 

A++ 0 1 

A+ 1 1 

A 0 0 

B++ 5 5 

B+ 5 3 

B 9 14 

C 5 2 

級分 901 902 

6 1 0 

5 1 8 

4 21 17 

3 0 0 

2 0 1 

1 1 0 

0 1 0 



學生回饋 
• 主動問問題 

• 頭貼近了，心的距離也因此更緊密 

 



 



第一次剪報103.11.14 

相信嗎？ 
看起來認真的孩子， 
這輩子只讀過一本書。 



 

一個每天只會畫刀、槍的孩子… 
後來…… 





WINTER Template 

閱讀報報王 
2016.4.7 第180期 

第二戰 

01.2016.4.7 第180期.ppt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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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頂思考帽 

        帶著不同帽子的人，
象徵著地位、權力也不
同，戴上「思考帽」後
會變成一位思考者，從
現在開始「思考」是來
自於自己所扮演的角色，
而不是自己。  

帽子 代表意義 內涵 

事實 資料與資訊、數據 

直覺 直覺與感情 

悲觀 負面、否定、錯誤 

樂觀 好處、優點、正向 

希望 創意、更多想法 

展望 理智判斷、控制 



白色思考帽 

1.中立而客觀 

  代表客觀的事實與數字。 

2. 舉例 

  自殺率逐漸攀升為6.67％，已成為我國十大死因中之 
  第九名。 
 
 民國九十四年各級學校通報的校園暴力與偏差行為事 

  件有624件，造成431人受傷。 



紅色思考帽 

1.憤怒、狂暴、情感 
  代表著情緒和感覺、預感和直覺、價值觀 
  較憑感性而缺乏理性 

2.舉例 

 我討厭他，我再也不要跟他來往。 
 
 我覺得我一定考不上大學，我實在太笨了。 



黑色思考帽 

1. 著眼於事情的陰晦或是黑暗面 

   代表負面因素､是有邏輯性的，是需要提出
相關理由的。 

 
2.舉例 
 我認為大學不應該調漲學費，因為這樣會造成大家負擔。 
 
 我有一個很好的朋友想要競選大學小姐，我極力勸她，  

   因為如果選不上他應該會很難過。 



黃色思考帽 

1.耀眼、正面的 
  代表樂觀，包含希望與正面思想。涉及肯定性 
  的評估，它會去探測和偵察一件事物的價值及 
  利益，然後努力為這些價值及利益尋求邏輯上 
  的持。 
 
 
 

2.舉例 

 有一位好朋友想要競選大學小姐，我覺得他一定可以的！ 



綠色思考帽 

1.象徵草地，生意盎然、肥美豐碩 
  代表創造性的思考法，戴上綠色思考的 
  人意味著正運作創造性的思考法。 
 

 
2.舉例      

雨傘的改良(骨架更堅固)  
手機（相機+Mp3+通話功能+視訊） 



藍色思考帽 

1.冷靜 
 代表思考過程的控制與組織。 
 藍色思考帽會決定 該用其他五頂思考帽中的 
 哪一頂，藍色思考帽是控制帽，它安排思考本 
 身。 
2.舉例 

導演，會告訴所有參與人員他/她下一個動作是什麼， 
  安排好所有流程。因為有他的存在，整部片才能流 
  利、順暢。 



省思與未來方向 
‧上台報告 

1.秀版面  2.畫佳句  3.講大意 

4.說心得  5.提問題  6.仿佳句 

‧教學相長，創意無限 

‧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一面走、一面看 

 

能軒上台報告.mp4


Thank You 
野人獻曝，請多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