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德教育教學活動設計徵稿活動-附件二
（

教學活動名稱

感恩文青「錄一錄」

幼兒園
 國民小學低、中、高 教學設計者
適用階段
（請勾選）

年級（請擇一圈選)
■國民中學
高級中等學校
大專校院

學校：台中市立光榮國中
姓名：姚柏丞

教學時間

3節

主題式
■融入式：
融入之領域/科目/議題： 國文科/品德、家庭教育、閱讀素養議題
融入之教科書版本及單元：國一上翰林版國文第七課〈紙船印象〉
、第十一課〈背影〉
領域/科目/議題之相關能力指標(核心素養)：
語文領域-國語文核心素養具體內涵 ─
國-J-A1：透過國語文的學習，認識生涯及生命的典範，建立正向價值觀， 提高語

教學方式

文自學的興趣。
國-J-A2：透過欣賞各類文本，培養思辨的能力，並能反思內容主題，應用於日常生
活中，有效處理問題。
國-J-B1：運用國語文表情達意，增進閱讀理解，進而提升欣賞及評析文本的能力，
並能傾聽他人的需求、理解他人的觀點，達到良性的人我溝通與互動。
國-J-B3：具備欣賞文學與相關藝術的能力，並培養創作的興趣，透過對文本的反思
與分享，印證生活經驗，提升審美判斷力。
國-J-C1：閱讀各類文本， 從中培養道德觀、責任感、同理心，並能觀察生活環境，
主動關懷社會，增進對公共議題的興趣。

徵稿主題

公平正義誠實信用珍惜資源愛護自然

（請勾選一項 分享共好尊重生命■孝親尊長負責盡責
至多三項） 團隊合作自主自律謙虛有禮關懷行善

■賞識感恩接納包容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與人相處，心懷感恩是必要的，國中生在升學的壓力之下，容易把課業視為生
（學生背景經驗分 活中唯一的重心，甚至在家時，父母也可能灌輸他們「只要把課業顧好，其他的事

設計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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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教材內涵） 都不要管」這種錯誤的觀念，一旦只把課業視為唯一的重心，與人相處也容易以自

我為中心，對周遭的人事不聞不問，進而忽略身旁親友所付出的關懷與心力，自然
也就少了一顆感恩的心。
本課程的設計，主要是先瞭解〈紙船印象〉與〈背影〉兩篇文章當中，名作家
洪醒夫與朱自清如何透過尋常瑣事的記敘，將父母的愛護之情給凸顯出來，再比較
品德教育資源網裡，以感恩為題材，由國中生所創作的品德教育故事，又是如何去
表述這類型的議題？分析名作家與一般國中生在闡釋感恩這類議題時的異同，最後
以自身為例，思考自身成長的環境裡，需要懷抱感恩的對象，並擇取前述可以學習
或模仿的寫作要點，將類似經驗給書寫出來，作品完成後，再透過小組發表的形式，
來個別分享，同時老師也需參與創作，以自己寫作的作品來示範並予以分享，讓同
學能更有具體依循的準則。
一、學生背景經驗分析：
國一學生剛升上國中，環境的改變讓他們在學習上容易恐慌，常會將在校的情
緒給帶回家，再加上父母求好心切，態度的要求往往也會比國小時更為嚴苛，這些
都讓親子關係變得有些緊張，其實，在這段過渡期裡，絕大多數的學生都是茫然且
寂寞的，比起國小，他們反而更需要師長的關懷與引導，因此，藉由這議題的教學，
引導學生省思與家人間的相處，從印象中，提取感受深刻的事例，記錄下別人對你
的付出？最後，藉由自己在分享自身感恩故事時，喚起記憶中親友溫馨的一面，重
拾對其的感謝之心。
二、教材內涵：
〈紙船印象〉與〈背影〉都是歷久不衰的文章，前者記述母親在下雨天裡，擔憂
家裡收成之餘，仍不忘為年幼的作者摺紙船，讓孩子在雨天當中一樣能有歡笑；後
者則是藉由父親為子送行、買橘子，彰顯父親對兒子的關懷之情，兩篇文章都是子
女的回憶，內容由生活中取材，聚焦子女與父母間的互動，將父母對子女的用心，
細膩地刻畫出來，在軸線的布局上，屬單線式的感念，在教學時，除透過文本去引
領學生感受作者所要表述的情感外，也可以搭配影片的聲光效果，讓劇情的感染力
更為深切。
在品德教育資源網106年度徵稿的故事類(乙組)得獎作品中，廖秉昭的〈祖母的
地瓜葉〉與鐘浩文的〈感恩〉，也都是作者從自己生活中去取材的感謝故事，前者
以祖母栽種的地瓜葉為主軸，將祖母對孫子的呵護，安排在字裡行間，並在一次颱
風的意外裡，讓作者對祖母的用心，有更深刻的體認；後者則以祖父生病的前後來
做對比，凸顯日常生活裡，當少了祖父的嘮叨、管教、陪伴，作者才驚覺，逝去的
東西有多可貴，這兩篇文章與〈紙船印象〉、〈背影〉，儘管一樣都是要闡釋感恩
議題，但論述手法並不相同，廖、鐘二生的故事當中都有著後悔的轉折，進而「迷
途知返」，相較於〈紙船印象〉、〈背影〉屬單線追憶，〈祖母的地瓜葉〉與〈感
恩〉情感反倒較有起伏變化，這樣的寫作鋪排，和國中生的真實生活也比較貼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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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起來也會更有親切感。
提供老師自己創作的作品 ─ 〈母親的「絲」心〉，讓學生來做比較，看看在
感恩主題上的寫作，老師切入的角度又與上述的名作家、國中生有何異同？在課程
最後的分組討論裡，老師也要率先用這作品來做示範，自己是如何去表述文章中對
感恩對象的用心？又是藉由什麼樣的事例去凸顯內心的感激之情，並如何把這份情
感傳達給對方？……等，透過這些問題的交互引導，讓學生能清楚地呈現自己心中
那份感激，日後，在與感恩對象的相處上，勢必也會更加珍惜。
106 年度徵稿的故事類(乙組)得獎作品中，廖秉昭的〈祖母的地瓜葉〉與鐘浩文
的〈感恩〉都是很寫實的故事，因為此教案的實施對象是國中生，最好的參考範例，
運用品德教育資源
當然也是同年齡層所創作的作品，兩篇作品也有真實反應一般國中生在家裡與長輩
網素材說明
的相處情況，延伸而來的啟示，也適度提供家庭教育中，對緊張親子關係的反思，
因此，用在品德教導的課程裡，算是相當適切的素材。

時間
(分)

評量 教學注
方式 意事項

1.導讀〈紙船印 【主題一】包藏「我」心 ─ 解讀
象〉與〈背影〉， 名作家感恩的心
讓學生明白課文
的意旨。
一、引起動機：紙船比比看 / 背
影畫畫看
2.分析〈紙船印
象〉與〈背影〉， 1.要求學生回家後，請爸媽折一艘
讓學生明白名作 紙船，折完後，學生自己再幫船塗
家如何去表述感 上色彩並命名。
恩之情。
2.請學生畫下家中任一成員的背
3.學生能確實了 影，並要在旁邊空白地方用50字來
解作者取材與透 說明。
過材料去傳達感
恩的寫作手法。 3.成品可以與同學分享，好的作品 10分鐘
展示在教室後面的公布欄。
4.學生能從日常
生活中選取出自 二、發展活動
己所要創作的素 1.教師先播放課文動畫，讓學生對 10分鐘
材，並概略的先做 〈紙船印象〉與〈背影〉內容有初
表述。
步的認識。

1.每個同學
必須都要在
課程開始前
完成該課堂
前的作業

教學目標

教學活動

2.請學生回答〈紙船印象〉與〈背 5分鐘
影〉中，作者所要表述的情感，以
及作者所採用的寫作手法。
3.老師解析兩篇文章的差異，利用 5分鐘
學習單中的表格填寫，搭配提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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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資源
1.國一上翰林版國文第七課〈紙
船印象〉、第十一課〈背影〉影
音光碟

2.品德教育資源網106年度徵稿
故事類(乙組)得獎作品 ─
作業呈現 2.課前規定 廖秉昭的〈祖母的地瓜葉〉
的作業，完 鐘浩文的〈感恩〉
成後，一定 (附件1、附件2)
要讓學生有
相互交流的 3.自己創作的感恩文章 ─
機會。
〈母親的「絲」心〉
(附件3)
3.好的作品
一 定 要 展 4.學習單(附件4)
示。
4.課文與選
文只需概要
解釋，著重
在作者傳達
感恩的手法
上。
5.學生的答
案只要不離
主動分享 譜，就要予
以肯定，並
將其與主題
做連結或引
導。
口頭回答
6.學生選擇
的 寫 作 題
材，不要用
對 錯 去 論
學習單
斷。

與學生共同來完成。
4.〈紙船印象〉中的紙船與〈背影〉5分鐘
中的橘子，兩種物件分別在文中扮
演什麼角色？文中是否有其他類
似的東西？徵求學生回答。
三、綜合活動
引導學生去思考，從生活中找 10分鐘
尋類似於〈紙船印象〉中的紙船或
〈背影〉中的橘子，然後以輪流表
述的方式，讓每位同學先說說自己
要感恩的對象是誰？所選擇的素
材又是什麼？

1.導讀〈祖母的地 【主題二】「爺口婆心」 ─ 解讀
瓜葉〉與〈感恩〉
，國中生感恩的心
讓學生明白這兩
篇文章的意旨。 一、引起動機：誰是我的菜 / 我
「照」得住
2.學生 能自己分
析〈祖母的地瓜 1.你最喜歡吃家中誰煮的菜？尤
葉〉與〈感恩〉文 其是哪一道菜？用手機記錄下她
中裡，作者所要表 (他)做菜的身影，並要熟悉這道菜
述的情感。
的製作過程。
3.學生能確實了 2.你最喜歡和家裡面的誰合照？
解作者取材與透 選擇一張與其最有感覺的合照照
過材料去傳達感 片，攜帶至學校，並與同學分享。
恩的寫作手法。
3.課前準備的影片與圖片都可以
4.學生能把之前 事先分享在班級的line群組。
自己所要創作的
素材，加以延伸。二、發展活動
1.徵求兩位自願的學生，帶領同學 10分鐘
導讀文章。

口頭回答

口頭回答

作業呈現

自願參與

2.老師先分享自己最愛的菜餚，再 3分鐘
請同學相互分享。
3.在自己最愛的菜餚裡頭，除了美 7分鐘
味之外，還能品嘗到什麼？徵求同
學回答。

口頭回答

4. 情 感 真 得 可 以 記 錄 在 照 片 裡 5分鐘

口頭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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嗎？當別人看著你與家人的照片
說故事時，是否總少了些感覺，那
些感覺又是什麼？徵求同學回答。
5.在〈祖母的地瓜葉〉與〈感恩〉5分鐘
兩篇文章中，作者分別是如何察覺
到親人對自己的關愛之情？徵求
同學回答之後，老師再做總結。
三、綜合活動
上一堂課，已有先思考並表述 15分鐘
自己所要擇取來寫作的素材，在書
寫時，除了單線陳述緣由之外，也
可以加入一些情節上的轉折，讓同
學先個別思考，然後再一一表達。

1.學生能將自己 【主題三】我手寫我口
從生活經驗中擇
取出的素材，參照 一、引起動機：以身「作」則
之 前 閱 讀 的 作 1.老師先示範自己創作的感恩文
品，完成一篇以感 章─〈母親的「絲」心〉。
恩為主題的文章。
2.在群組上接受同學的提問，並做
2.學生能將自己 說明。
寫作的文章加以
分析，並擇要來簡 二、發展活動
介。
1. 學 生 根 據 前 兩 節 課 的 學 習 內 35分鐘
容，以及自己所選定的題材來寫
作。
2. 老 師 適 度 察 看 同 學 的 寫 作 情
況，並提供意見。
三、綜合活動
1.以三到四人為一小組，採隨機抽 10分鐘
籤。
2.小組間輪流分享，每個人都要分
享自己的作品。
3.將自己的文章帶回，給文章中感
恩的對象欣賞，並請求給予一百字
左右的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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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作文章

同儕互評

評估與省思：
在鋪陳創作的過程裡，老師需先引導學生，透過對名作家作品的賞析，與同年
齡層作品的閱讀，誘發學生去思考與選材，課堂間的互動，問題的引導尤其關鍵，
適度的旁敲側擊，學生會有較多參與的動力，老師在問題的回饋上，除結合自身經
驗外，盡量也要避免說教式的口吻，適時讓同學來主導，氣氛會更熱絡，而同學間
提供的答案，因彼此年齡層相近，在家與長輩互動的模式也大同小異，回答時常能
切中彼此心坎，也較能激起迴響，一旦熱烈氛圍被營造出，學生多少會重新去思考，
在這課程議題中，所要透顯的意涵，進而達到課程所設定的目標。
學生在學習感恩的議題時，最重要的是與生活周遭人、事、物的連結，課程最
後的文章寫作，不是只在交功課而已，透過自己的取材、運思，動手把所要表達的
情感記錄下來，字裡行間自然就能鋪陳出一種反思，除能讓寫作的人去審視，與感
恩對象間曾有過的互動外，使這份情感有重新表述或回憶的機會，當文章完成之後，
學生與感恩對象分享時，那情感的濃度勢必也會更加深摯。
儘管學生都能完成一篇文情並茂的文章，內容也都能符合感恩這議題，但文章
中，多數同學的感激是著重在家長對其物質性的滿足上，而這也意味著大部分家長
與孩子的相處，是透過這些物質性的東西去建立關係的，但是，因為學生獲得想要
的物品，而心存感激，用這方式建築起來的情感，是否顯得有些薄弱呢？反過來說，
當孩子無法獲得想要的東西，是否就會抱怨連連呢？那曾存有的感恩之心是否也會
跟著蕩然無存？這些在課程之後留下的疑惑，更值得發人省思。
社會邁入少子化，但也因為生得少，每個小孩幾乎都是被父母呵護在手裡長大
的，家裡頭的成長幾乎都以自我為中心，對一切視之為理所當然，加上社會風氣看
重個人主義，孩子在成長時，不太會去關懷或感恩生活中擁有的一切，教師的引導，
不能只限幾節課程裡，往後，除讓學生寫寫小卡感激周遭的同學外，在聯絡簿裡，
也要提醒學生適度對家長表達出感恩之情，只有讓感恩成為一種習慣，才是這課程
結束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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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取自品德教育資源網 106 年度徵稿故事類(乙組)得獎作品)

品德教育故事(作者：台中市立光榮國中廖秉昭)
一、 故事名稱：祖母的地瓜葉
二、 適用階段： ■國民中學
三、 主題： ■孝親尊長、■賞識感恩
四、 故事內容：
熱騰騰的米飯淋上滷了一下午的肉臊，配著剛起鍋的燙地瓜葉大口的吃著，對於讀了一
整天書的秉昭來說，這些家常菜絕不輸那些頂級的山珍海味，即使這些菜三不五時就會出現
在三餐當中，但秉昭依然會大快朵頤的吃個盤底朝天，而且每吃一口，內心也就會對祖母的
勤勞耕作充滿感激。祖母家只是間平凡無奇的農舍，前面有一小塊菜園，後面則是整片的農
田，農田一旁還有小溪流經，每次來到祖母家，看到這農村的景緻，秉昭常會想，這大概就
是世人常說的人間仙境吧！祖母會在菜園種植秉昭一家人最喜歡的幾種蔬果，秉昭喜歡的是
地瓜葉，媽媽則喜歡茄子，但不論是哪一樣，小菜園孕育出來的蔬果都是祖母辛勤付出的代
價，就算這些蔬果並非是要拿去販賣，祖母一樣會用心呵護，把它們都當成一個個等待長大
的孩子，不讓他們受鳥兒、蟲子的任何侵害，因此每次享用起來，也感覺味道特別鮮美。有
次正臨採收季節時，秉昭吵著要吃那些新鮮的地瓜嫩葉，當時，一個瞎了眼的颱風如猛虎般
向臺灣襲來，狂風暴雨驟虐，眼見那些飽滿茁壯的植株就要付諸東流，祖母念著秉昭說過的
話語，不顧雨勢，逕自趕往菜園將所有的地瓜葉都先採收回家，當在採收時，祖母又心疼其
他蔬果可能也會遭受颱風的摧殘，不顧風雨的強勁，奮力地把大部分的蔬果都給搶救回來，
這不是件容易且迅速的事，前前後後折騰下來，讓幾近古稀之年的祖母再也承受不住，結果，
住進了大醫院的加護病房。
當祖母從昏迷中醒過時，第一個不是關心自身的病況，念茲在茲的竟是那些沒有被她搶
救回來的蔬果，得知她所有心血皆無大礙時，祖母才鬆了一口氣，對於颱風的侵擾，她沒有
任何的抱怨，口裡只是不停地喃喃念道：「上天庇佑，感謝菩薩」，秉昭鼻頭一酸，淚水奪
眶而出，上前抱住祖母，恨罵道：「您都這樣了，還管什麼地瓜葉？」祖母只是慈祥的笑了
笑，摸摸秉昭的頭，嘴裡不停說著她這次種出來的地瓜葉有多好吃，出院後一定要讓秉昭嘗
嘗看。多年以來，秉昭一直享受著祖母的地瓜葉，每次吃地瓜葉時，祖母都會感謝菩薩的保
佑，久而久之，秉昭也明白祖母與課堂上老師說過的〈謝天〉一樣，都是時時懷抱著感恩心
的人。之後吃到地瓜葉，無論是在哪裡，秉昭都會不由得先想起祖母，伴隨而來的感激也逐
漸能擴及身邊的其他人等，隨著年紀越大，從祖母感恩態度上的收穫也越多，現在秉昭慢慢
能體認，該感謝的不是只有認識的人，因為得到的幫助實在有太多太多了，而自己所能回報
的卻少之又少，所以，他也要向祖母一樣，常保感恩的心，並時時感謝生活環境裡的人、事、
物。
五、 啟示：
1.當颱風來臨時，秉昭的祖母自行至菜園採收蔬果，如果你是秉昭，你會勸祖母別去嗎?
2.你認為秉昭的祖母為何內心充滿感謝？
3.身邊還有哪些可以感恩的人事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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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取自品德教育資源網 106 年度徵稿故事類(乙組)得獎作品)

品德教育故事(作者：台中市立光榮國中鐘浩文)
一、 故事名稱：感恩
二、 適用階段：■國民中學
三、 主題：■孝親尊長、■賞識感恩
四、 故事內容：
窗外的陽光穿過樹葉灑了進來，在地上留下一個一個金色小圓點。外頭，阿公正悉心照
顧牆邊的草木。
「起床了啊？廚房裡有稀飯，快去吃吧！」阿公用略帶沙啞的嗓音說著。
「嗯！」
我輕輕應聲，隔著窗戶，我看見阿公微微駝著的身影點了點頭。自小，阿公永遠天還矇矇亮
就起床，或準備早餐，或親自買回來我們愛吃的蔥油餅、小蛋糕等等，然後去照料草木，時
間一到便去上班。「阿公再見！」我邊說著邊揮揮手，阿公總是回以一個微笑，那麼慈祥，
那麼溫暖。到了夜幕降臨，我們也都殷殷期盼著阿公回家，一見到阿公，便簇擁而上。他總
是會帶著各種我們喜歡的東西，有小玩具，也有小零食，讓偌大的屋子裡洋溢著淡淡的幸福
喜悅。開始上學後，阿公依舊每天準時喚醒我們。賴了一下床，我興味索然的吃著早餐，有
些厭煩了這樣每日早起的生活。隨著成長，我們每日的時間也開始被玩手機占據，阿公常嘮
叨著我們現在的小孩子，都只知道玩手機，不太跟家人接觸，久而久之，我們與阿公也漸漸
疏遠，昔日那種我們與阿公間的歡聲笑語似乎已不復存在。直到近日，阿公罹癌的消息宛若
晴天霹靂，打在家人的心頭上，為了照顧阿公，全家都被疲勞和淡淡的悲意籠罩，就連平日
樂觀的媽媽也開始變得沉默寡言。
不知為何，我開始有些懷念往日情景，那種純樸的快樂和與阿公無比親密的關係，化為
已經無法達成的願望。漸漸地，阿公的身體每況愈下，儘管直到最後一日，我依然無法接受
這樣的事實。一顆顆淚珠溶進往日一幕幕的情景，那道偉岸的身影，那樣慈祥的關愛，那樣
親密的幸福，一切光景，穿越時空，化為永恆，隨淚滴歸入寂滅的塵土。「阿公，再見！」
我緩緩的抬起頭，再如何的不捨，都只能化為一抹淡淡的微笑，送給阿公，就如同小時候，
阿公那慈祥的關照般。阿公，謝謝您，帶給了我無可替代的童年，給了我最大的關愛，這一
切，都將縈繞我心頭，陪伴著我，化為我永遠的支柱。

五、 啟示：
1.在長輩告訴我們不該一直玩手機時，是否不應該發脾氣而導致關係緊張？
2.在長輩辛勞的一日之後，該如何體貼他們盡到孝道，以消除他們的疲累，並讓他們心情愉
悅？
3.家人逝世後，是應該每日悶悶不樂沉浸在悲傷裡，還是應該將這一切化為力量繼續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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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母親的「絲」心

姚柏丞

清晨，聲聲雞啼將我從被窩中喚醒，儘管惺忪的睡眼不停抗議著，但理智無情的提醒我
該面對上班時間的召喚，盥洗後我來到廚房，一如往昔，熱騰騰的稀飯搭配幾樣簡單的小菜，
安靜的躺在餐桌上，我拿了碗筷，開始咀嚼這一天制式的行程，後院的紗門隨風擺盪，發出
叩叩擾人的聲響，一抬頭，老媽那熟悉的身影抓住我的目光，半佝僂的身軀，微蹲在絲瓜架
旁，雙手正不停用著小圓鍬刨地，一大早的清幽，難以延續到她的身上，每個動作儘管看來
不起眼，但一起一伏似乎頗費體力，忙碌中的間奏只能頻頻拭汗，老媽持續著她的節奏ㄧ段
時間後，吃力的扶著棚架旁的木樁起身，麻痺的雙腳讓她移動有些遲緩，當她側著身拿起水
桶準備到前庭去裝水時，我隔著門向她說道：「媽，等一下我幫你去裝啦！」，她放開嗓子
說到：「不用，你笨手笨腳的，還是趕快吃一吃，去上班吧！」，頓一頓又說：「桌上的絲
瓜湯是早上剛煮的，你們三個一人一碗」，每到這時節，架上的絲瓜就開始競逐生命的活力，
加上老媽總是細心的呵護，一個個得以用著飽滿的身軀來昭示眾人，即便有後天失調者，老
媽也能在餐桌上延續其生命的燦爛，將之烹調成折服眾人味蕾的佳餚，因此，近日來，吃飯
時總能看到絲瓜變裝的身影。
而今早的湯頭感覺特別香甜，醬菜已被絲瓜湯的香氣盤據，湯裡的蛤蠣也流露出甘甜的
鮮味，，讓我不自覺多動幾次筷子，瓦斯爐旁的鐵架，有另ㄧ菜餚置其上，銹蝕的架框板著
卻客的冷漠，碗內食物除色澤略顯黯淡外，也散發ㄧ股酸腐味，液態的湯汁已成果凍狀，濃
稠的感覺讓人不禁欲噁，我反射的掩了鼻，開口跟老媽說道：「爐架上的東西怎麼沒有清理
掉？』老媽說：「那是前天的銀魚絲瓜，等一下我要吃的』，我ㄧ聽，將碗順手拿了過來，
仔細再端詳一番，但不管是視覺、嗅覺，都再次附和我對它的第一印象，很難想像這是由同
一條生產線所供輸，比起今早剛起鍋的絲瓜湯，儼然就是天堂與地獄的滋味並陳，我又說道：
「這味道怪怪的，該丟掉了吧！』，老媽進門說道：「不要那麼浪費，這味道其實還不錯的。』
我懷疑的說道：「是嗎？』把嘴就碗淺嘗了一口，舌尖輕觸的瞬間，鹹澀的口感讓我頓覺不
適，「這太鹹了吧！』我大聲說道，老媽把碗拿過去，說道：「這味道才好吃』，又說：「這
本來就不是要給你的，你還是喝桌上的湯吧』，說完後把碗擺回原位，就又轉身走了出去。
老媽總是如此，捨不得丟棄每一分食物，尤其是她親手栽植出來的絲瓜，即便味道已有
變化，也要強加些調味來做補救，從瓜苗的出生到成為幾近廚餘的地步，她總要絲瓜最終都
歸宿在五臟廟，但她不會要求我們兄弟跟著啜哺，反而我們兄弟每日的早、晚餐，出場的絲
瓜都是兼具色香味，絕不會有佐料「加工」，那銀魚絲瓜老早就失去了甘美，會如此鹹澀，
是老媽想用鹽巴封住那衍生的異味，勤檢質樸的本性，似乎讓她錯失了絲瓜珍饈的佳味。
多年來我早已習以為常老媽那些牽強的理由，雖然以往自己不曾關住過絲瓜的養成，忽
略佝僂身影下的辛勞，但隨著年歲漸長，我開始明白，老媽常是用簡樸作理由，合理的將最
美好的留給我們兄弟，一碗絲瓜是如此，其他又何嘗不是呢？絲瓜湯的甘美讓我齒頰留有餘
香，我起身，走到母親身旁，向她說到：「今天的湯特別好喝喔！我們都喝光了。」老媽笑
了笑，說：「晚上回來，還有的喝」，我向她揮揮手，感覺她的臉龐有了早晨的光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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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學習單
紙船印象

背影

作者：
寫作背景：
寄寓情感：
寫作手法：

課文結構： 紙船如何來貫串全文？

課文中提到四次背影，分別代表什麼意涵：

童年玩紙船的感受：

第一次：

對紙船樣式與航行的描摹：：

第二次：

母親對孩子玩紙船的態度：

第三次：

作者從紙船中獲得的體悟：

第四次：

修辭運用： 象徵：

象徵：

排比：

倒反：

象徵修辭的運用，練習並舉例：
1.鴿子 ─ (
4.

)

2.紅玫瑰─ (

)

5.

3.青鳥─(
6.

生難詞語造 1.熱鐵烙膚：

1.躊躇：

句練習
2.倏忽：

2.蹣跚：

3.斑雜：

3.狼藉：

用一句話描
述閱讀完文
章後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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