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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運用各種表達技巧，上台進行

發表，包括自我介紹、介紹好

書、主題演說、觀點論辯。 

2. 能設計、製作簡報，進行好書

推薦。 

1. 了解口語表達的重要性及實用性。 

2. 認識自我介紹、簡報說書、實用短講

的各種技巧。 

111 學年度 高中職國文科 我們這樣教國文 教師研習《說話好好玩》──快樂學說話          

興大附中  陳寶玉 

壹、 課程目標 

 

 

 

 

 

貳、 課程架構──曬衣繩1 

 
 

                                                      
1 曬衣繩「左邊的曬衣架是課程設計的第一步，即是掃描學習起點。參照學校願景、學生圖像等客觀資料，並提出對

於學生現況的理解進行討論與分享，然後訂定適合學生的學習範圍主題。右邊的曬衣架則是課程設計的最終成果。」曬衣繩

是由核心問題串連起來的探究線。「核心問題是將學生從起點聯繫串接到我們期待的終點目標的重要工具。它貫串了整個課

程，是學生進行探究的路徑。」曬衣繩下的曬衣區則是發想的學習內容，包括所有能支援學生進行核心問題探究的學習 知識

內容、理論、策略、工具方法等等，透過「分類並命名、進行課程瘦身或增重、調整合宜順序」，完成課程的架構。」摘錄整

理自跨領域素養導向課程設計 初階工作坊實踐手冊 P65-P68 

1. 練習口語表達，克服上台的恐

懼，培養積極參與、勇於嘗試

的學習態度。 

2. 認識與探究不同文本、視聽媒

材，培養自我探索、關懷時事

以及尊重人我的胸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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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課程內容 

一、 課程探究 

 設定學習目標──探究策略 ORID 

1. 先集合所有同學，移動位置，進行圍圈討論 

2. 老師提問引導學生討論： 

(1) O 層次 

Q1.什麼時候我們會公開說話？(生：開班會、自我介紹、上課討論、認識新朋友…) 

Q2.我們會對什麼人公開發言？  (生：老師、同學、陌生人、教授……) 

Q3.我們在公開發言時會說些什麼話？  (生：自己的看法、介紹自己、回答問題……) 

(2) R 層次 

Q1.當你必須對大家說話時，有什麼樣的心情？  (生：很緊張、很害怕、很興奮……) 

Q2.當你說話時，什麼會讓你感到擔憂？  (生：不知道該講什麼、不知道要怎麼把心中的話講出

來、擔心會被笑……) 

(3) I 層次 

Q1.你認為公開說話時，要注意的事情是什麼？   (生：說話的對象、語調、表情動作、內容要清

楚……) 

Q2.你認為在這一門課程中，應該要學到什麼？   (生：怎麼把話說清楚、上台說話不會緊張、說

話的時候不怕沒話說……) 

(4) D 層次 

A. 個人腦力激盪 

老師引導：剛才的討論一定引發了你很多的想法，現在要請同學一同設計出本課程的學習

目標。請每位同學擬出 2 個你希望在課程學習中達成的目標，寫在白色名片卡上。需使用

「深色筆」、「字要大」，且一張卡片只寫「一個概念」。 

B. 小組腦力激盪 

i. 每位同學在小組內分享自己的想法，重複地跳過，卡片上的想法唸過就好，不必詳細說明 (5*2

共十個) 

ii. 每一組從 10 個好點子中，共同決議寫出 3 個學習目標，寫在 A5 綠色紙卡上 

C. 分類 

i. 各組先將 2 張綠色紙卡交給老師 

老師依序唸出紙卡內容，若對卡片內容無疑義，則共同發出「嗯」的聲音，直接貼在白板

架上，若有疑惑，則請該組同學補充說明。(註：老師可先挑出內涵不同的 5 張卡片。貼卡

片時不帶評價，直覺貼上) 

ii. 老師先在白板架上排出 5 張卡片，接下來，請同學依學習目標的「內涵」進行分類，內涵相

同的放在同一落。 

iii. 各組將手中最後一張紙卡依照學習目標內涵貼在白板上適當位置，並在右上角折角以做辨

識，貼好後，老師與同學共同確認。 

D. 命名 

經 1~4 步驟，同學們共同產出的學習目標可以分為四落。以落為單位，根據卡片內涵的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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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點進行命名，寫在白色 A5 紙張上，並劃出邊框，成為最後設定出來的學習目標。 

最後產出成果如圖(一)。課後將以上目標製成小海報(圖二)，於每一節上課時張貼教室前

方，以此提醒或做為檢視同學學習方向的工具。 

           

 

 

   圖一                                      圖二 

 

 

 

   

 

ORID 簡介：2 

焦點討論法是由四個層次的問題構成，分別為 O（Objective）客觀性的層次、R（Reflective/Responsive）反映/反

應性的層次、I（Interpretive）詮釋性的層次、D（Decisional）決定性的層次。藉由對團隊成員進行有結構性 的

提問，讓參與者能夠充分理解其他成員對於此討論主題的理解與感受，並能 共同聚焦，深入對話，形成產出。

其說明如下表： 

問題的層次 目的 說    明 

O Objective 

客觀性的層次 

得到客

觀訊息 

得到主題的客觀訊息，發生的事實、資訊、資料，及對外在現況的感知，讓成

員們各自貢獻不同的觀察，讓事實能更完整地呈現。當合宜運用Ｏ層次的提問

時，可以廣泛地蒐集事實的全貌，掌握參與者對於事實的初步理解；亦能達到

邀請所有參與者願意發言的效果。 

Ｒ Reflective/ 

Responsive 

反映/反應性的層次 

反映自

身感受 

對於客觀資料立即出現的反應與內在的回應，引導參與者闡述所產生的情緒與

反應，與過去經驗記憶作直接性的聯想與連結。當合宜運用Ｒ層次的提問時，

能夠協助團隊成員說出不易表達的感受，並能協助之後順利形成獨特的觀點。 

I Interpretiv 

詮釋性的層次 

呈現多

元觀點 

就事情找出其意義與重要性、目標與理由、價值、原則和類別、選擇可能性、

推理與方向判斷。當合宜運用 I 層次的提問時，可協助參與者就討論主題進行

詮釋，並接納其他成員不同意見的表達；深入探索意見形成的原因，使參與者

對於討論內容有更深入、更廣闊的了解。 

D Decisional 

決定性的層次 

產出新

的方案 

喚起行動、決定、決心、行為轉變、提出解決方案選擇、共識、實施與承諾具

體實踐。當合宜運用Ｄ層次的提問時，能夠幫助參與者聚焦談話內容，凝聚形

成具體想法或計畫，開啟新的產出或方案。 

                                                      
2
區域素養種子培訓/初階工作坊實踐手冊 P3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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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行銷自我品牌──自我介紹 

 

 自我介紹示例──提供自我介紹參考影片，並分析重點 

1. 婚禮主持人凡凡  (2 分 41 秒) 

(1)數字：主持 100 場婚禮  (2)聯想：婚禮界的陶晶瑩  (3)金句：婚禮找凡凡，讓你的婚禮不平凡 

2. 我是崴爺│職場東西軍-老闆請選我！(4 分 56 秒)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w0HdewXfcg     

(1) Sentences ── 代表自己的一句話(中心價值) 

(2) story ── 代表人生的關鍵故事，呼應中心價值 

(3) why ── 動機與原因 

(4) why me ── 提出實證，說明非你不可的原因 

 自我介紹技巧教學 

1. 「姓名聯想法」 

透過諧音與畫面，讓別人記住你，強化個人品牌 

2. 「三秒驚艷術」： 

3. 以可信的數字，帶出個人的價值，並提出能夠提供對方的幫助。 

(1) 「INABA倉庫」──「裝下100人」給人以堅固耐用的印象 

(2) 聲音具有穿透力──在新年首次慶祝活動時，雖然前方人頭攢動，但遠在100米外的同伴依然能

聽到我的聲音。 

(3) 善於照顧他人──作為家中五兄弟的老大，在我10歲時就給最小的弟弟換尿布。 

(4) 喜歡讀書──利用上班路上的時間看書，每月可讀20本。 

4. 「歐陽黏力法」：用排比句寫出個人興趣，加上個人特質的陳述，最後提出一個金句，使對方留下

印象。 

1.興趣： 

              是我的(命中注定)                ， 

               是我的(四海兄弟)                 ， 

                        是我的(超級閨蜜)                。  

2.特質： 

             我熱愛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黏句： 

         最後，想要跟大家分享我很喜歡的一句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w0HdewXfc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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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行銷一本好書──簡報說書 

 

 簡報說書課程內容 

1. 成為推坑大師的四個步驟：選書→閱讀 →短講→行銷  

2. 說書影片分享(冏說書、超級歪) 

3. 簡報說書內容──五個檢核點 

(1) 基本資料：書名、作者(出版社) 

(2) 核心概念：作者為何寫這本書？ 這本書主要在談什麼？  

(3) 內容整理 ：條列式1-3個重點  

(4) 我的觀點：你認同作者所寫的嗎？能否印證生活？  

(5)黏力佳句：最經典的一句話是？ 

 閱讀策略指導 

 

 

 

 

 

 

 

 

 

 

 

 

 

 

 

 

 

 

 PPT 製作教學 

1. 簡報製作心法 

(1)簡潔：一張 PPT 文字不得多於 50 字             (2)美觀：圖要清楚，字要大 

(3)輔助：整理、條理簡報內容，不要念簡報 

1 

2 

3 

 

4 

 

5 

何人(作者、書中重要人

物) 

何時何地(寫作時或內容

的時空背景) 

何事(重要事件) 

為何(寫作動機、事件發

生原因) 

我的感受 

我的發現或疑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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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影片教學──PTT 基礎教學(6 分鐘)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zaYDv48-eE 

3. 補充免費圖庫及 ICON 網址供同學參考使用。 

 

 

 

 

 

                                                 

https://cc0.wfublog.com/                           https://www.flaticon.com/ 

 簡報說書暨微型書展 

      簡報說書 回饋單                             微型書展 個人海報 

 

 

 

 

 

 

 

 

 

 

 自評與他評表 

(1) 報告內容     □能清楚地分享五項內容  □能提出個人看法與觀點 

(2) 口語表達     □時間能控制在5~6分鐘   □口齒清晰，音量適宜   □語速適中，語調有變化 

(3) 簡報設計     □字體大小、配色得宜    □版面設計有美感       □動畫設計流暢效果佳 

(4) 質性敘述 

□自評表：「如果再來一次，我會做什麼調整」   □他評表：「我學到的優點、加一點會更好」 

 

 

 

 

 

 

 

 

 

 

自評：再標出大重點，讓

自己的內容更有條理。去

掉一些語助詞 

優點：時間控制超剛好！！！台風很穩，語

調有變化。結合和歷史及時事相關之議題。 

加一點：字體可以改……配色再清楚一些，

和字顏色不要太近。 

集點區 

交流區

區 

簡報力

xu4xu4

xu4 力 

表達力

xu4xu4

xu4 力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zaYDv48-eE
https://cc0.wfublog.com/
https://www.flatic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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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行銷人生故事──人生故事 

 

 桌遊「妙語說書人」介紹與體驗 

 

 人生故事 

1. 單張圖片 

(1) 每人挑選一張卡片，體會圖片帶來的感覺，觀察圖片中的物象進行聯想，最後寫出一

小段故事。 

(2) 作品範例：因為媽媽限制我的活動自由，讓我的生活很單調無趣，就像

生活在一片荒蕪的沙漠，那藍色的天空是我所嚮往的自由，船和船錨是

我擁有自由的唯一方式，只要能抓住那個船錨，乘上那艘船，就能航向

自由且湛藍的天空，盡情飛翔。 (張○鈞) 

(3) 邀請 2-3 位同學上台分享，同學給予回饋，老師回饋。 

 

2. 三張圖卡──過去、現在、未來 

奧斯汀‧麥迪森(皮克斯動畫師、故事師)   

(1) 皮克斯電影大綱七步驟： 開場→展開→意外→轉折→奮鬥→成功→結局 

(2) 公式與範例 3 

 公式 範例 

開場 
從前從前，有一個___     

Once upon a time there was… 

很久很久以前，海底住著一對小丑魚父子，謹慎憂心的馬林與

對海洋好奇的尼莫， 

展開 每一天，他__  Every day, __  每一天，馬林都告誡尼莫大海很危險。 

意外 
直到有一天，_____ 

One day … 

直到有一天尼莫為了反抗過度保護的父親，獨自游到陌生的海

域。 

                                                      
3作者：卡曼‧蓋洛譯者： 羅雅萱、劉怡女，《跟 TED 學表達，讓世界記住你》，出版社：先覺 P65，

出版日期：2014/05/29，頁 324 

https://search.books.com.tw/search/query/key/%E5%8D%A1%E6%9B%BC%E2%80%A7%E8%93%8B%E6%B4%9B/adv_author/1/
https://search.books.com.tw/search/query/key/%E7%BE%85%E9%9B%85%E8%90%B1%E3%80%81%E5%8A%89%E6%80%A1%E5%A5%B3/adv_author/1/
https://www.books.com.tw/web/sys_puballb/books/?pubid=yuance6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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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折 
由於那樣，_____ 

Because of that, … 

因為那樣，他被潛水伕逮到，並且困在雪梨一位牙醫師的魚缸

裡。 

奮鬥 
由於那樣，_____ 

Because of that, … 

因為那樣，馬林踏上了尋找尼莫的冒險旅程，一路上得到許多

海洋朋友的幫助。 

成功 
直到最後，____ 

Until finally… 
直到最後他們終於父子重聚，  

結局 
從此以後，____ 

After and forever … 
從此以後，他們重新找回彼此的愛與信任！ 

因演說時間有限(2 分鐘)，所以簡化為「開端─轉折挑戰─奮鬥結局」 

 

 學習單 

 

 

 

 

 

 

 

 

 

 

 

 

 

 

 

 

 

範例： 

    旋轉木馬，象徵著幾乎所有人的赤子之心，是個美好的童年。還記得排隊等待玩旋轉木馬

時按耐不住的雀躍嗎？還記得在旋轉木馬上如夢似幻的場境嗎？那雀躍般的赤子之心和如夢

似幻的童年不過是滄海一粟曇花一現，早已被名為「現實」的波濤，粉碎殆盡。 

    如今的我，在現實的侵襲下，被人際、課業後浪推前浪般接二連三地打擊，許就沒露出純

真的笑容了，許久沒活潑地跑跑跳跳了，童年已不復存在。 

    未來，又著更大的挑戰，但我絕不會向命運低頭，要想得到打開夢想大門，唯有努力一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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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行銷個人論點──短講辯論 

 

 
 精采演講的要訣 

播放 TED 演講「精彩演講的要訣」 Chris Anderson(8 分鐘)：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4AJrIcKDHo&t=48s 

1. 限制演講只提一個理念 

2. 給觀眾一個去關心的理由，運用扣人心弦、發人省思的問題，點明為什麼有些事情不合理以及需

要說明，以激起他們的好奇心。 

3. 按部就班建構出理念，從觀眾的感受出發，善用比喻。 

4. 讓提出的理念值得分享，思考可以「造福什麼人？」如：能否點亮別人的一天？改善他人的觀念？

或是激發他人改變作法。 

 演說結構：魔術方程式 

 

1. 事件：卡內基鼓勵先講「證據」，透過舉出實例、統計數據、專家所言、展示品等，來烘托你想講

的重點。而最棒的實例，莫過於你的親身親歷。 

2. 行動：明確告訴聽眾，你希望他們怎麼做？ 

3. 益處：告訴聽眾，如果採取你建議的行動，會有什麼好處？ 

 舉例以「魔術方程式」分析演說結構：火星爺爺許榮宏「向沒有借東西」(8 分鐘) 

出處：TEDxTaipei 2014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_t0XlFoCjU 

(1) 一個理念(核心觀念)：創造 

(2) 結構分析 

 

   引起好奇       → 從觀眾感受出發，建構理念   → 值得分享的理念 

 

  

 

 

 

 

跟沒有借東西 

 

 提問： 

你的工作沒有什麼？ 

 舉例 

馬雲、我 

 己例： 

擔任講師，講受創新

企業的經驗 

 提問： 

火車上有什麼？沒

有什麼 

把焦點放在創造，而

不是沒有  

 

讓「沒有」帶領你豐

盛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4AJrIcKDHo&t=48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_t0XlFoCj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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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造金句      金句 = 內容的總結 + 有節奏的語言 + 引發情緒共鳴 

             

   

 

 六頂思考帽 

1. 學習目標及步驟 

 

 

 

 

 六頂思考帽概念說明 

1. 找一個觀看世界的角度 

2. 作者立意──「六頂思考帽法」主張思考應該明確化和簡單化，因此利用六頂不同顏色帽子來扮

演不同思考者的角色 。 

 六頂思考帽的涵義： 

 

 

 

  

 

 應用步驟與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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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頂思考帽之應用(一)：關於失敗 

 

 

 

 

 

 

 

1. 閱讀文本 

〈 那些逃避失敗的孩子：「老師，我不敢盡力，我怕我努力了還是成績很差！」 〉 
書名：同學，你只是不想太累      作者：郭彥余     出版：大寫出版            出版時間：2018/04 

豔陽高照，萬里無雲。「立晉」一臉不在乎、以單腳翹姿的方式坐在我面前。 

「你知道導師為什麼要請你過來找我嗎？」我打破沉默，開門見山地問。 

「可能是因為我這次段考很慘烈，專業三個科目都只考了 25 分，連全班平均的一半都不到吧！」 

「你怎麼看這個分數？」我想知道立晉如何解讀。 

「早在意料中，但實際公佈結果時，是有點小驚訝！因為段考前我沒什麼唸書，所以知道應該不會考太好！」 

「如果你在意自己成績的話，怎麼沒有想過在考試前多做一點努力？」我問。 

「我沒有很在意自己的成績啊！我本來就沒有回家唸書的習慣！」立晉語氣略顯不耐煩。 

「如果以 1 到 10 分來衡量，你覺得你花了幾分力氣在唸書這件事情上？」 

「大概 2、3 分吧！」立晉稍微停頓一下後回答。 

「你不想畢業嗎？」在我的實務經驗中，即使是沒有學習動機的學生，多數還是希望自己可以順利畢業，雖

然立晉不甘願地被導師強迫來談，也明白地表現出對會談的不耐，但我想只要問到立晉也會在意的畢業問題，或

許就有機會讓他願意講更多。 

「廢話！當然想啊！」 

「那你覺得你目前的努力和成績可以拿到足以畢業的學分數嗎？」 

「可能有點困難吧！我還沒有開始認真！」立晉又露出了不以為意的笑容。 

「如果你認真的話，會怎麼樣？」我緊緊跟著立晉回答的內容提問。 

「應該可以把學分拉上來吧！」立晉點點頭說。 

「那什麼時候會開始認真？」 

「不知道！」立晉眼神放空，想都不想就回答。 

看著立晉不耐的回應，我決定收手，與其展開漫長而無法聚焦的會談，倒不如表達出我對他的理解，爭取他

短暫卻專心的時間，講重點。「你剛剛有提到，你沒有回家念書的習慣，而且你只花了 2、3 分的力氣在學習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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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你高一的成績都可以維持在班上前 15 名左右，可見你的學科基礎與基本能力的底子是很好的，但高二以後，

科裡面的專業課程加重，你只靠原有的底子是不夠的，所以你的成績才會一落千丈。」 

「老師不確定你是考量什麼而不願意多花一點力氣，但我相信只要你願意，你是可以學得很好的。如果你持

續維持現狀，任憑自己每況愈下，總有一天你會後悔，後悔沒能展現自己真正的實力，讓你無法成為自己真正可

以成為的樣子。希望你回去好好想一想，你真的會甘心嗎？」 

我都努力了成績還是很差，那不是很丟臉嗎？ 

一個月後，一個同樣是萬里無雲的日子，立晉主動來找我。 

「老師，這次段考，我有試著努力準備，雖然有進步，但成績還是很差！這樣是不是倒不如不要唸，唸了也

是白唸？」立晉摸摸從金色染回黑色的頭髮，開門見山地問。 

「老師想問跟之前同樣的問題，1 到 10 分，你花了幾分力氣準備？」 

「大概 5、6 分吧！」立晉有點不好意思地說道。 

「相較之前的 2、3 分，多了很多，真不簡單，你怎麼會願意多花比之前多的心力呢？」我用讚賞的語氣回

應，希望讓立晉明白，他的努力和改變是件很了不起的成就，是件很值得肯定的事。 

「我也不太知道為什麼，但就覺得不太甘心，想試試看而已，可是感覺成績還是沒有多大起色，我覺得有點

丟臉！」立晉語氣有點緊張，看著地板說道。 

「哪裡讓你覺得丟臉？」我關心地問。 

「就唸了，但成績還是很差，別人可能會覺得有唸沒唸都沒差，反正一樣爛！」立晉仍看著地板回話。 

「你覺得你有盡全力嗎？」我問。 

「沒有，就算盡全力，可能改變也不大吧！」立晉說。 

「你曾經有過盡力準備也考不好的經驗嗎？」我猜想，立晉過去也許努力過，但結果不如意，所以追問。 

「以前我曾經認真準備過考試，但即使很認真，也還是考不進前幾名，後來我就只有上課專心聽講，回家就

沒有在唸書了，成績也都可以維持在 20 名以內，勉勉強強可以接受。」立晉抬起頭，看著我說道。 

「所以你擔心盡了全力，表現還是不如預期，所以有所保留？」我推了推眼鏡後說。 

「算是吧！如果盡力，還是考很爛，那不是更挫折？不就代表我的程度就只有這樣？別人也會看不起我吧！

老師！所以我不敢盡全力啊！」立晉深吸了一口氣後說。 

「失敗慶祝大會」與「錯誤節」 

「如果為了要創造一個讓別人覺得很厲害的形象，只求能活在別人仰慕的眼光中，因而放棄了自己的可能

性，犧牲太大了，你會甘心嗎？」我思考半晌後問道。 

「但如果盡力了，成績還是沒什麼進步怎麼辦？」立晉的語氣有點焦慮。 

「如果盡力了，你的內心深處一定會知道你盡力了。每個人確實都會有自己的極限，至少你會透過盡力的過

程，更認識自己，除了認識自己的極限，也會認識自己其他的可能性。成績只不過是現階段你課業上的一個衡量

指標，不是全世界，所以如果盡力了，即使成績沒有太多的進步，你依然可以從盡力的過程中有所收穫，並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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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學科以外的可能。況且，進步需要時間，不要用幾個禮拜或幾個月的時間，就斷定自己無法進步，或認定自

己成績不好，就不可能在課業之外的領域有所成就，這樣對自己是很不公平的！」 

「嗯……可是別人會不會看到我已經認真了，排名卻還是倒數，覺得我很沒用？」立晉雙手擺在膝蓋上，正

襟危坐。 

「我會因為你的認真，而敬佩你、欣賞你，也會覺得如果可以當你的朋友，應該會是件很不錯的事情，可以

互相砥礪、一起進步。確實可能有人會對你有偏見或負面觀感，但這樣的偏見不值得你花心力去在意，我們本來

就沒辦法讓所有人都喜歡我們，也沒有需要去討好所有人，這樣只會累死自己，什麼都得不到。」 

「可是老師，我還是很害怕失敗！我怕我即使努力了，還是什麼都沒有！」立晉保持著正襟危坐的姿勢。 

「每個人都會害怕失敗，老師也會害怕失敗，要盡力投入某件事情是一種冒險，因為投入不見得就一定會有

等比例的回報，但如果因為這樣就放棄投入，等於是放棄自己的可能性。努力而失敗，至少會知道自己的問題在

哪裡，知道自己的方向在哪裡，但因為害怕失敗而逃避，不僅無法認識自己，更無法找到適合自己的路，最後什

麼都沒有，代價更大！」 

「那如果失敗了怎麼辦？」立晉問。 

「失敗會讓我們覺得難以承受，這是無可避免的，因此給自己時間沮喪、難過，並且適度休息是很重要的，

讓自己可以從中慢慢恢復力氣，然後再鼓勵自己誠實地面對失敗，把失敗當成一個認識自己的機會，把失敗當成

一個成長自己的機會。 

「美國舊金山就曾經數度舉辦『失敗慶祝大會』，科技創業人士和創業投資人齊聚在這個會議一起研究失敗

案例，他們分享失敗故事，並從中學習，以調整策略來改善他們的問題；法國也有所謂的『錯誤節』，目的在教

育學生：犯錯和失敗不是糟糕的表現，而是努力的象徵，是學習過程中不可或缺的建設性部分。他們發現，如果

人們被教導犯錯是學習必經的歷程，不僅會更勇於接受挑戰，且能從失敗中有新的學習，表現也因此比害怕犯錯

的人更好。」 

「如果我們可以勇敢地面對失敗，失敗就不只是單純的失敗，而是一個跳上另一個境界的踏板、助力，雖然

無法否認失敗會造成損失，但我們其實也能夠從失敗中有所收穫！」 

「這樣我知道了，老師，我會試試看的，謝謝你！」立晉轉轉手腕，動動腳踝，放鬆似地點點頭，露出滿意

的笑容後離開。 

逃避失敗，反而為我們帶來更多的失敗 

我一直在想，是不是有很多學生像立晉一樣，因為太害怕失敗，所以不敢在經歷挫敗後，再接再厲地用心去

學習，以逃避另一次可能的失敗？ 

會有這樣的疑惑不只是因為接觸過一些像立晉這樣的個案，而是我也觀察到這個「褒揚成功貶抑失敗」的社

會氛圍。特別是每年到了大考放榜的季節，高分群與名校群的學生往往是被關注與讚賞的焦點。全國不管是國中

還是高中職的升學榜單，清一色都在強調自己學校有多少位的高分學生，或者多少位學生能進到前幾志願的學

校；校門口大大的紅布條，強調的都是這些名單，新聞媒體的相關報導也多聚焦在各校考上第一志願的人數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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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訪談，很少人會去留意那些「非高分群」的學生。 

這樣的現象不只出現在大型的升學考試，也出現在校園內定期的小考和段考之中。老師和同學關注、讚賞的，

往往也是那些成績優異的學生，學業成就低落的，常常是受冷落的一群。 

學校和社會呈現出來的整體氛圍是不斷宣揚成果與成功，挫敗的人成了被發配到蠻夷之地的邊疆人員，人們

因此變得更加不願意給自己犯錯的空間，也導致越來越欠缺鍥而不捨的努力精神，亟欲逃離失敗，成為一種難以

打破的惡性循環。 

而這樣過度害怕犯錯的心態，降低了人們對於努力與冒險的意願，同時造成更多對表現產生負面影響的強烈

壓力，阻礙了學習，因為我們將一部分的心力耗損在監控個人表現與恐嚇自己不能犯錯上面，流失掉這些可以原

本可以運用在學習與表現上的能量。因此逃避失敗的行動偏好，反而為我們帶來了更多的失敗。 

犯錯，是成長過程中不可或缺的養份 

最矛盾的是，我們不想要失敗，但是卻需要從失敗的經驗中發現自己的盲點，從中培養挫折容忍力，粹煉出

鍥而不捨的精神。這些寶貴的發現與體悟，都是一帆風順無法學到的。如果我們從小就能由各種小事情的挫敗中

得教訓，找到問題的關鍵加以改進，就不至於到成年犯下難以挽回的嚴重錯誤後才後悔。犯錯不僅是人之常情，

更是成長過程中不可或缺的養分。 

如果能從錯誤中獲得矯正性的回饋，錯誤經驗反而是個很好的教材。相較於被動地等待教導，人們從錯誤經

驗中可以學習到更多，進而了解自己的優缺點，避免在將來犯下相同的錯誤。犯錯和失敗若能被以較為正面的觀

點來看待，我們或許比較能夠給予自己機會去嘗試和努力，汲取出錯誤背後的珍貴價值。 

即便已經為人師表，我在生活中仍會有犯錯的時候，犯錯時，心情不可避免地會受到打擊，但我提醒自己轉

念，將這些經驗視為自我成長的機會，不讓自己沉溺在挫敗感太久，而是認真思考如何調整改進，不再重蹈覆轍，

並且做得更好。 

我也希望將這樣的觀念傳遞給下一代，期勉他們不要只把失敗視為敵人，而是將失敗的經驗當成最好的老師，讓

立晉這樣的學生，不再因為不敢盡力而錯失了更多重要的事情。 

2. 整理訊息 

由各組自由認領要整理哪一種顏色帽子的訊息，然後請各組於閱讀、討論後，將各種訊息寫在紙

卡上，並張貼於各種分類(顏色)的白板上。帶領同學討論、確認紙卡位置(即訊息判斷)是否正確。 

3. 根據白板上的大水庫(各種顏色的資訊、觀點)，選擇材料，並依開低走高的結構方式，書寫一篇〈關

於失敗〉小短文，表達個人體會與觀點。 

4. 學生作品示範： 

    社會普遍以成績定義人的價值(白帽)，而成功的人自然會被放大檢視(黑帽)，因此，大家都害怕

失敗，時常選擇逃避任何的失敗。對於我而言，我曾擔憂努力了仍一無所獲(黑帽)，但我發現其實錯

誤和失敗中將轉變為促使自己成長的養分(黃帽)。舉例來說，美國舊金山的「失敗慶祝大會(綠帽)」

正促使人們以另一個角度思考面對失敗和錯誤。   (106 04 洪○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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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頂思考帽之應用(二)：安樂死合法化 

1. 四角辯論──引起探究動機(投入) 

(1) 以「安樂死合法化是解決不治之症患者痛苦的最好方法」為題，請同學選擇自己的立場  

(2) 在教室四角放置字卡，學生依個人立場站在「非常同意」、「同意」、「不同意」、「非常不同意」

的位置 

(3) 請同一立場的同學2-3人一組，分享看法與理由 

(4) 每一個立場各邀請一位同學分享，老師可透過進一步地提問釐清或擴展學生想法。 

(5) 詢問同學是否要提出反駁或是改變立場、移動位置？並詢問改變的理由 

(6) 分析：這個策略能引發學生思考，包含先備知識以及潛在的錯誤概念。也能引發學生探究的動

機。 

2. 閱讀整理相關文本 

(1)閱讀「安樂死」相關文本資料，各組自由認領要整理哪一種顏色

帽子的訊息 

(2) 於閱讀、討論後，將各種訊息寫在紙卡上，並張貼於以分類的

白板上。 

(3) 老師帶領討論、確認紙卡位置(即訊息判斷)是否正確 

 微型辯論 

1. 說明規則 

(1)正反方申論 (共12分鐘)     正1 → 反1 → 正2 → 反2 → 正3 → 反3  

(2)結辯 (共4分鐘)      正反方依序進行各2分鐘的總結陳詞.。 

(3) 講評組2分鐘講評：2位。 

2. 蒐集論據，建立論點 

請同學根據白板上的大水庫(各種顏色的資訊、觀點)，選擇材

料，組織各組辯論觀點及內容，完成個人學習單。 

3. 個人短講 

短講組同學上台進行1分鐘短講，講題為：安樂死合法化之我見。 

4. 微辯論 

(1) 正反方進行辯論，辯手依序發言 

(2) 講評組回饋 

i. 舉牌決定勝出隊伍。(由講評組

及10位短講組同學共同舉牌) 

ii. 講評組根據評分規準給予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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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回饋： 

□ 全隊論點的結構是否完整 

□ 辯手的論點是否一致 

□ 論據內容是否充實 

□ 引述資料是否恰當 

□ 辯手語言表達流暢，有說服力 

□ 總結評述(優點*3建議*1-2) 

 新加坡式辯論 

1. 辯論流程：正、反方各三位辯手輪流申論發言(共12分鐘)→自由辯論(共4分鐘)→總結陳說(共4分鐘) 

正1→反1→正2→反2→正3→反3→正方自由辯論→反方自由辯論→正方結辯→反方結辯 

2. 自由辯論規則： 

(1) 在自由辯論的時間裡，每一位辯論員的發言次序、時間和次數都不受限制，但是整隊的發言時

間不得超過2分鐘。辯論員應充分利用這段時間，加強自己的論點，反駁對方的言論。 

(2) 自由辯論開始時，正方的任何一位隊員先起立發言，雙方依此程序輪流發言，直到雙方時間用

完為止。 

(3) 兩位計時員將分別為兩隊計時。當一方隊員發言完畢，另一方的計時立即開始，所以，辯論員

應該盡量爭取時間，在對方代表發言完畢之後，立刻起立發言。 

(4) 當一隊的發言只剩下一分鐘時，計時員將按鈴提示，第二響鈴聲表示發言時間已到，應該結束

發言。 

(5) 如果一隊的發言時間已經用完，而另一隊還有時間，那麼，該隊的一名隊員或多名隊員可以繼

續發言，直到該隊的時間已用完為止.。 

3. 抽籤決定辯論立場 

(1) 公布議題。 

議題(一)美貌是福還是禍     議題(二)天賦是福還是禍 

(2) 任務分配： 

辯論組：2組(美貌、天賦)，每組分正方、反方共8人；講評組：2組(美貌、天賦)，每組有2人，共

4人。前一週擔任講評組的同學不可再擔任講評工作，讓每位同學都有參加辯論的機會與經驗。 

(3) 試講演練→調整修正→兩組議題正式辯論，同學與老師講評回饋 

六、 一分鐘即席短講 

操作流程：抽題→1 分鐘構思→1 分鐘即席短講 

七、 總結性評量──課程行銷影片 

八、 其他：■作品集■人生故事講座：「我與說話的緣分」、「人生故事」(小學老師的荒野故事、

新住民文化大使)■課程成果製作與上傳：學習成果不外求，跟著課程鷹架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