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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組合作學習：擬人地理戲劇 

 

 

摘要 

 

    八年級下學期的中國區域地理，強調統整和描述區域特性的能力。本活動─

擬人地理─嘗試讓八下學生進行分組討論、編排戲劇，針對課程的重點來做出擬

人化的中國地理戲劇，若學生能夠扣緊區域特性來完整表達一齣戲劇，在這個練

習的過程當中，地理的概念便已在不知不覺中融會貫通。 

    在各班學生編排戲劇的過程當中，教師須和學生不停地討論內容，如何用擬

人的方式表達地理概念，這個討論的過程即是課程進行的一種形式；此外，要如

何讓戲劇活潑有趣，給人印象深刻，經常是同學腸思枯竭，但願意努力的目標，

只為在表演當天搏君一笑，逗全班開心。分組排練地理戲劇的過程中，也讓學生

們可以透過共同創作，達到自發主動、同儕合作、且多元學習的效果。 

 

 

關鍵字：多元評量、分組合作、創意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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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活動起因 

8 下學生關於中國地理的先備知識，即為上學期所學的中國通論地理，學生

已有關於中國行政區劃、地形氣候、經濟產業、人口和民族分布特色，以及資源

與環境保育等基礎知識。因此，下學期的中國地理課程，重點應該放在─能夠培

養學生學習統整所學的中國地理知識，歸納所學並且將其系統化，進而能夠指出

地方的區域特色及其成因等能力。 

然而，每當教到 8 下的學期初，我總直覺地感到焦慮，因為對學生來說，上

述的教學目標是很遙遠的，是屬於老師的教學目標。對多數學生來說，他們通常

只會覺得「甚麼？中國地理又要再上一次？」、「為什麼要分成不同區域上『同樣

的東西』呢？」、「老師，我們可以直接跳到世界地理嗎？」等，面對這些疑問，

以往我會說理比較上下學期的異同，讓學生理解「雖然都是中國地理的範圍，但

是，重點不一樣，下學期要掌握的是區域特性，也就是要考驗同學們對中國的了

解夠不夠全面？能不能解釋為什麼上海的經濟比較發達？而華南又是經濟開放

的先驅呢？」通常解釋完，學生也就摸摸鼻子埋頭開始認命地「再重念一遍」。 

今年學期初，我便因為這份焦慮非常想要嘗試其他可能的教學方法，讓學生

可以用不同方式來理解中國。剛好寒假時，偶然在網路上逛到一篇新聞，介紹一

篇漫畫─山神一家1─以擬人的方式介紹台灣的百岳。於是，教學的燈泡像被點

燃一般，有了「擬人地理戲劇」這個想法，開始嘗試構思課程的運作模式；期間，

我請教了學校的表藝老師，關於戲劇與學科的關聯，得到了肯定：「透過戲劇課

程，學生可以更深刻學習學科知識，這是有研究基礎的2」。 

於是，這個新嘗試便在這樣的背景下推動了起來，8 年級共 7 個班級都有參

與，期間我也用錄影的方式將學生的表演一一做了記錄，並且請了表藝老師前來

觀課，給我一些關於戲劇表演比較專業的協助，也可以刺激我活化地理的教學。 

                                                 
1
 《山神一家》第一話〈我的名字是石門山〉，描述被稱作「台灣屋脊」的中央山脈，經常在颱

風時期肩負對抗惡劣氣候的任務。畫中主角石門山因中橫開發導致體弱瘦小，被安排到後勤部

隊，其他山脈直言「人類比颱風更棘手」，控訴人類對自然環境的破壞。請參考超連結。 
2
 請參考 Barbara Salisbury Wills(p.313-325，2010)。感謝表藝李佳寧老師提供資料參考。 

http://www.comico.com.tw/detail.nhn?titleNo=594&articleNo=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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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活動檢核 

本次分組活動內容屬於新嘗試的教學方法，因此我試著檢核了即將到來的

12 年國教其「核心素養」的內涵─自發、互動、共好─在國中階段所能對應到

的目標： 

J-A2 
具備理解情境全貌，並做獨立思考與分析的知能，運用適當的策略處理解決生

活及生命議題 

J-A3 具備善用資源以擬訂計畫，有效執行，並發揮主動學習與創新求變的素養 

J-B1 
具備運用各類符號表情達意的素養，能以同理心與人溝通互動，並理解數理、

美學等基本概念，應用於日常生活中 

J-B3 
具備藝術展演的一般知能及表現能力，欣賞各種藝術的風格和價值，並了解美

感的特質、認知與表現方式，增進生活的豐富性與美感體驗 

J-C2 具備利他與合群的知能與態度，並培育相互合作及與人和諧互動的素養 

J-C3 具備敏察和接納多元文化的涵養，關心本土與國際事務，並尊重與欣賞差異 

 

    另外，對照社會領域課程目標的「分段能力指標」，此一活動能夠達到： 

1-4-1 分析形成地方或區域特性的因素，並思考維護或改善的方法。 

1-4-2 分析自然環境、人文環境及其互動如何影響人類的生活型態。 

1-4-3 分析人們對地方和環境的識覺改變如何反映文化的變遷。 

1-4-6 
分析交通網與運輸系統的建立如何影響經濟發展、人口分布、資源交流與當地

居民的生活品質。 

7-4-4  舉例說明各種生產活動所使用的生產要素。 

     

    除了對應到 12 年國教核心素養的內涵，以及分段能力指標以外，本活動更

希望學生能以不一樣的方式來思考和理解中國地理，讓課本的知識可以用極富創

意的方式表達出來；在創作戲劇的過程裡，學生可以盡量發揮展現自己天馬行空

的想法，用有趣的方式主動述說中國地理區域特性，進而提升且深化對中國地理

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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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活動流程 

 

 

步驟一：「擬人地理」活動說明 

 

圖片 1：山神一家 

 

1. 概念理解：教師先引導學生看完此部漫畫，了解此項活動的基礎。 

2. 舉例說明：和學生一起討論擬人地理戲劇可以如何想像和發揮。教師可

舉例引導：例如長江經過三峽的景觀，或黃河的生命歷程、地上懸河的

景象等，請學生想像用「擬人」的方式來表達這些地景，或者是地名、

氣候特色、經濟型態、地理俗諺等，只要能用擬人的方式表達出來，並

且，編成一齣戲劇，即算完成表演任務。 

 

步驟二：分組討論 

1. 男女各半：參考佐藤學教授提出的學習共同體概念，將男女生占各半的

比例進行分組，目的是盡可能讓學生多元地互相交流，而性別所內涵的

活動說明 分組討論 教師引導 搜尋材料 展演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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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去年年底佐藤學教授到台北市實踐國中演講，我有幸前往聆聽，當時候便特別注意教授所提

出來的分組數量和性別比例。教授提出，經過很多的試驗，小組的人數分配表現最好的狀態就

是 4 人一組；另外，性別因為文化或環境的養成期待造成氣質不同，男女生在口述和思考路徑

上都會有所差異，因此，教授認為平均分配的性別比例有其必要性，可以促進和活絡小組的創

造力跟思考力。 

個體差異性，也蘊含了多元的元素，因此，我決定挪用這個做法。 

2. 區域分組：原則上四個人為一組的作法也是參考佐藤學教授所提出的學

共3概念，剛好這屆 8年級的學生人數適合，全班分成四組，每一組約 4-5

人；此外，也恰好可以搭配中國地理分區的區域數量─華南、華中、北

部跟西部地區。 

3. 討論期程：因為編排戲劇要花比較多的時間醞釀，所以我讓學生從開學

的第三周起便開始討論，利用的時間都是每次上地理課剩下的 5到 10

分鐘時間，進行小組討論。前後大約有 4到 5次的討論次數，而第一次

段考後的那一節，檢討考卷完之後，剩下的時間都讓學生討論戲劇內容，

表演時間則落在段考後的第二節地理課。 

4. 戲劇進度：我在每次上課前都會和學生事先預定當天進度，然後，每一

小組在下課前都要來找我報告目前進度。例如：第一次的說明後，進度

就是「抽籤和決定主題」、第二次的進度就是「主題確定和戲劇方向」、

第三次就是「劇情的細節安排(例如要表達的地理概念或地景)」、第四次

則是「完整的劇情和對話」、第五次則為「最後確認和排練」。 

 

圖片 2：小組討論(全班分成 4 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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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 3：華南小組(2 男 3 女) 

 

 

圖片 4：華中小組(2 男 3 女) 

 

 

圖片 5：北部小組(4 個女生，該班女生人數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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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 6：西部小組(2 男 3 女) 

 

步驟三：教師引導 

1. 刺激思考：每一小組討論時，我會到每一組協助討論，引導學生思考。

但是，我只負責引導，不提供直接的答案，主要的劇情編排還是讓學生

自行發揮創意，而且，由學生自己共同努力想出來的劇情，也比較能夠

讓他們獲得實際的成就感。 

2. 遇見瓶頸：有少部分的小組在編排劇情上有困難，確實想不出來完整的

劇情，而表演的時間又快要到的時候，我有做出一些妥協─「擬人地理

猜謎」─沒有完整的劇情沒有關係，但是可以設計謎題讓同學們猜謎，

所以可以設計四到六題的地理猜謎，讓同學們猜表演小組要表達的地理

概念、地名或地景等。 

步驟四：搜尋材料 

1. 尋找靈感：當學生遇上材料不足時，我會適時建議他們可以在網路上搜

尋相關資料，刺激想法和創意。例如：有一小組是負責華南地區，他們

想要表達橫斷山脈的特殊地形，詢問我可不可以提供協助時，我建議他

們可以去尋找「三江並流」的意涵，學生上網找了相關資料之後，回來

展現給其他同學看。透過尋找材料的過程，學生的知識將不受限於課本，

會有加深加廣的效果；同時，也能幫助其他同學豐富地理學科的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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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使用 Google Earth：中國地理課程結束之後，學生即將邁入世界地理的

範圍，因此，我在八下的時候，會開始在課堂上漸漸導入 Google Earth

或 Google Map 的使用，目的是讓學生可以習慣自己上網使用搜尋引擎，

尋查資料，培養自學的能力。在這次活動開展之時，我便做了一點相關

軟體的介紹，因此學生可以透過操作 Google Earth，查看地形和地景的

特色。例如：有一負責北部地區的小組，便利用 Google Earth 的搜尋查

找了黃河所流經的範圍，並且用擬人的方式，表達了黃河流經黃土高原

流水切割，以及地上懸河景觀的概念。 

 

圖片 7+8： 

(課堂上，學生除了小組討論之外，還可以直接使用教室電腦搜尋相關資料) 

 

步驟五：展演成果─評量 

1. 確認完成進度：在第一次段考後的第一節地理課時間，檢討完考卷之

後，我便讓學生進行完整的戲劇討論和排練，並且，嚴格要求一定要在

表演當天之前，每一小組都要來找我報告完整的主題和內容，以確保表

演當天品質。 

2. 評量方式：每一小組當天皆會拿到一張學習單，內容為對全班表演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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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可參考影片檔─《駱駝與氂牛》。 

的評析，所以我會和學生強調，當其他小組在表演時，同學們都要認真

觀察欣賞，這樣評析才能夠做得精確，對他組的評析(20％)也會列入該

小組的評量成績。另外，每次課堂討論，我都會在小組之間走動，敦促

每位同學盡量參與討論，發想戲劇內容，因此，學生參與討論(20％)的

積極程度，也都在評量的範圍；最後，則是成果的展現(40％)，以及每

一小組從這次活動的省思和回饋(20％)。在評量的過程裡，我希望盡量

能夠兼顧分組合作學習，以及個人參與程度的判別，藉此鼓勵學生能夠

繼續維持互助合作共學的精神。 

步驟五：展演成果─學生作品 

活動要求：主題不拘，形式不拘，只要能夠做到擬人的角色扮演即可。在

籌備的過程當中，也有小組苦思不得故事，因此，教師建議可以單項猜謎的

解決方案替代。 

作品呈現：經由同學們的巧思，呈現的作品相當豐富多元，既有擬人的傳

奇故事，也有擬人地理的猜謎遊戲，或者是擬人的地理名詞解釋等表演。 

 

示例一：《駱駝與氂牛》4
 

 

圖片 9：《駱駝與氂牛》中的兩位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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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介紹：該組負責西部區域，以駱駝和氂牛擬人的方式，遊走在西部區

域的冒險故事。駱駝一開始和氂牛相遇，兩人交換了皮毛，再到對方的家探

險，互相體驗對方的生活，過程中發生許多有趣的小故事。例如，氂牛和駱

駝分開之後，氂牛先是遇到了「塔克拉瑪干沙漠」，沙漠先生給了氂牛石油

和棉花，讓氂牛換取到現金。氂牛帶著現金遇到了「吐魯番窪地」，用一半

的錢跟吐魯番小姐買到了水果，接著，氂牛繼續旅行，最後終於遇到「準噶

爾盆地」，準噶爾先生告訴氂牛在這裡生活很不容易，必頇要「朝穿皮襖午

穿紗，抱著火爐吃西瓜」。 

    駱駝和氂牛道別之後，也開啟了尋找的旅程，首先駱駝遇到了「橫斷山

脈」，因為橫斷先生的地勢高低落差大，駱駝攀爬地非常辛苦，跨過橫斷先

生之後，駱駝又遇到了「聖母峰」，和聖母峰小姐聊了一下之後生氣道別，

因為聖母峰小姐取笑駱駝的家─吐魯番太矮。最後，駱駝終於遇到「青藏高

原」，青藏先生提醒駱駝在這裡生活很不容易，因為經常要穿穿又脫脫，駱

駝表示了解，因為當地就是有名的(一年無四季，一日見四季)青藏高原。 

    該組的戲劇編排相當精緻且有豐富的內涵，充分運用了課本上所學的地

理知識，並且融入了相關的地理俗諺，在呈現上非常靈活；此外，劇情的主

軸像童話寓言故事般地吸引人，讓兩隻動物交換皮毛，進而可以到對方居住

的自然環境中探索，藉此對比出不同環境的生態特性和地景，相當巧妙！ 

 
圖片 10：《駱駝與氂牛》─氂牛遇到準噶爾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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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 11：《駱駝與氂牛》─駱駝終於抵達氂牛的家 

示例二：《習禁平的北京生活》 

該組以擬人的方式介紹沙塵暴在春季來襲的景觀；另外，也以擬人的方式模

擬出東北的 T 字型工業軸帶，內容亦幽默風趣，並且善用道具呈現礦產。 

 

圖片 12：同學們以擬人的方式表現沙塵暴 

 

圖片 13：習禁平手上拿著的座墊即是礦產(煤、鐵、石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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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可參考影片檔─《郭台暗的傳奇故事》。 

示例三：《郭台暗的傳奇故事》5
 

該組負責華南區域，以一位從雲南出來的華僑，到台灣投資之後，成功回到

家鄉回饋的傳奇故事為主軸。在主角遠行的旅途中，經歷了雲南交通的不

便，因此以溜索的方式離開雲南。當他來到了廣西地區，遇到石灰岩景觀─

石柱，並且接受了廣西壯族婦女的幫助之後，繼續東進；主角在福建土樓，

受到當地人的協助繼續旅行，之後，卻遇上惡霸將其丟入珠江之中，飄洋過

海(台灣海峽)，來到台灣落地生根。主角在台灣發跡之後，想要回饋原鄉，

於是，他循著原路回到家鄉，遇到了當時候幫助他的那些人，於是他便一一

地回饋，最後終於回到雲南，完成他的夢想。 

 

圖片 14：學生利用童軍繩表達雲南的交通設施─溜索 

 

圖片 15：學生將奇特的石灰岩地形表達地活靈活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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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 16：兩位男同學圍成一圈，用擬人的方式表達土樓建築特色 

 

示例四：《黃河流域的一生》 

該組負責的是北部區域，以擬人的方式表現黃河所流經的省份，並且，該小

組設計的橋段頗具巧思。例如，當黃河經過重要地理區時，會用特別的方式

表達黃河的特性，像是在經過黃土高原時，同學以撕紙的方式表現黃河流水

切割黃土，水土流失千溝萬壑的現象；而黃河在下游華北平原的地上懸河景

觀，同學們巧妙地讓黃河變高(從趴著到站起來)示意，另外，華北平原懸河

段的省分(河南省和山東省)則蹲下去變低，以搭配凸顯懸河河床落差特性。 

 

 

圖片 17：右二著運動外套女同學飾演擬人的黃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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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可參考影片檔─《西部區域擬人猜謎》。 

示例五：《西部區域擬人猜謎》6
 

該組負責的是西部區域，以擬人的方式出了六道題目讓全班猜謎。六道謎題

依序為：(1)柴達木盆地 (2)氂牛 (3)青藏鐵路 (4)一年無四季，一日見四季 

(5)火焰山 (6)豎井。 

舉例說明(1)柴達木盆地─同學先在主角(中間那位)的外套口袋裝了許多貴

重物品，像是手機、鑰匙、錢包等，然後，表演時一一將這些物品拿出放在

地上。表演完畢才讓同學知道要猜的方向，像這題就是猜一個有名的地理區。 

 

圖片 18：此題答案為「柴達木盆地」，因為它有「聚寶盆」的名號 

舉例說明(2)氂牛─表演小組先一一地詳細表演氂牛在青藏高原上的功能，以及和

藏族的互動，像是使用氂牛乾糞來做為燃料、外敷藥材、藏族小孩的模型玩具或

雪橇，以及建材等。表演完畢後，小組請其他同學猜一種動物。 

 

圖片 19：此題答案為「氂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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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回饋與分析 

(一) 回饋 

 從學生繳回的學習單中，可以觀察得知學生在這次活動中的收穫和樂趣，

以及學習的效益；就達成的普及率來說算是蠻完整的，原則上每一組的成員都會

全部下去排練演戲，所以，平常較為內向的學生也必須參與討論和表演，在表演

的過程中，學生可以用不一樣且有趣的方式吸收知識。 

 
 

圖片 20：華南小組心得 圖片 21：華中小組心得 

  

圖片 22：北部小組心得 圖片 23：西部小組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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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分析 

1. 戲劇可以發揮的空間寬廣，能激發學生思考，用不同的方式理解中國地理；

因此，就課程分段能力指標來說，本活動也能夠有實質的輔助效益。 

801 華中小組：「我覺得我們這一組表演地很生動，雖然我們有點練習不足，但

是該做到的我們都有盡量做到！另外，北部小組所形容的北京

PM2.5相當具體，令人感覺身歷其境，很不錯！」 

801 西部小組：「我們這一組的氂牛一開始演得很入戲，但是中間有卡住，不過

最後終於有把要講的東西呈現給大家，雖然可能沒有很好？北部

小組對霧霾的成因和特色講解很清楚，另外佈景和劇本也都很

好；華中小組的特色食物很好笑，讓人印象深刻；華南的土樓介

紹有點短比較可惜，不過資料用電腦呈現也很棒！」 

802 北部小組：「華南組模擬了東南丘陵『八山一水一分田』的地理特色，以及

雲南石灰岩地形，像是石柱、石筍、鐘乳石和峰林，明確地介紹

了華南地區的地景；華中組順著長江的黃金水道，由西向東依次

地介紹了地理區，還加入了商人坐船到上海做生意的情節，簡

單、明瞭且有趣；西部組的西遊記火焰山、喜馬拉雅山，以及橫

斷山脈等特色都演得很生動，另外搭乘溜索和青藏鐵路的交通方

式介紹，兩者對比出西部地區的交通建設正在不停地成長中！」 

803 西部小組：「我們這一組是用擬人猜謎的方式表演，一開始因為劇情的安排

比較不容易，所以請教老師有沒有甚麼建議？後來老師提議或許

可以用猜謎的方式做介紹，這樣一來，我們就能夠比較好發揮，

將每一個比較有特色的地理概念詮釋出來，再讓同學猜我們的答

案。透過這個方式去想像中國，也變得比較有趣豐富，能夠整理

之前學過的概念，用身體和動作把那些概念演出來，反而令人印

象深刻！」 

804 華南小組：「我們這一組表演的主題是華南華僑經商致富的故事，在想像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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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的過程中真的很痛苦，同學們都絞盡腦汁卻進度很慢，是一直

到最後排練的那一節課，才終於在老師的『逼迫』下擠出大概的

劇情，細節的部分則是排演時，邊做邊想，才玩出一點有趣的東

西。不過，沒想到我們這一組大受歡迎，可能是新轉來的同學太

好笑了，想不到用這種方式上地理課，竟然能夠找出我們班的戲

精，真是太有趣了！36 號的石灰岩地形實在令人印象深刻！全

班笑到翻過去！」 

804 華中小組：「我們這組作的是擬人猜謎，雖然我們這組比較害羞，但是最後

還是有好好地完成表演！其他小組的表演都很精采，像是華南的

華僑，路上遇到很多有趣的人和石灰岩；北部的習禁平講話口音

超好笑，沙塵暴的想像和礦產的使用也都很有創意；西部的『三

山夾兩盆』的故事也是超展開，7 號編的劇本可以去投稿了！」 

805 西部小組：「我們的感想是演戲要編劇本，還要即興發揮，實在太考驗腦力

了！華中組利用綜藝節目的方式呈現各地的地形特色，相當有

趣；華南的米奇穿越時空，用你問我答的方式呈現很也很有創

意，吸引人注意；北部的對話貼近現實，對知名景點的描述，用

旅遊節目的方式呈現，像是少林寺和兵馬俑等。 

806 華南小組：「這次的擬人地理活動讓我們獲益良多，要做擬人表演需要把那

個地方的天災、植物、時事等地特色和新聞找出來，再用擬人的

方式表達出來，使我們更了解和孰悉這個地方特色，有如親身體

驗一般。華中組用猜謎的方式解釋華中特色，很有趣幽默，像『老

上海』的表演就很好笑；北部組把自己當成黃河，從上游、中游

到下游都一一呈現，而且速度很快經過很多省分，有河流湍急刺

激的感受；西部組把氣候和特徵都一一用地理的俗諺凸顯出來，

他們的旅遊經過西部許多有特色的地方，既好玩又有吸引力。」 

807 華中小組：「我們覺得我們這組的表現算是完整，且有趣搞笑，像是我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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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角洲表演！華南小組雖然有點忘詞，但是內容其實很豐富；北

部組的報告相當完整，也有人實際去過長白山的天池，表演起來

更有說服力，雖然有笑場，不過他們的 T字型鐵路用人排列說故

事的方式很棒；西部的表演方式很特別，是用默劇的動作來呈現

氣候的特色。」 

    透過各小組回饋單的分享和描述，確實符合芭芭拉(2010)對戲劇和學科關聯

的看法，她認為：「有些學生對傳統教學法所傳授的概念無法理解，但透過戲劇

課程，反而可以有所理解。另外一項好處是，學生會發覺透過戲劇的學習相當有

趣！」。因此，本次活動的嘗試，就學科的輔助效益來說，地理擬人戲劇的教學

法是很有發揮空間的，不只中國地理，台灣和世界的地理也都是可以再次嘗試的

對象。 

2. 分組合作學習提供學生互助共學的平台，一起設計戲劇更能激發學生運用符

號和溝通表達的能力；在人際關係和團隊合作上，也符合未來 12 年國教的全

人教育方向。 

807 北部小組：「一開始在準備擬人地理時，其實不太順暢，但是經過大家一番

努力之後，我們才能表現得比較完美，過程中大家積極參與討論，

也很配合演出，甚至做出犧牲，才能在最後表演地不錯！」 

807 西部小組：「我們這一組對自己的評價是『虎頭蛇尾』，因為我們一開始表演

地還不錯，但是換場的地方有些掉漆，最後一場戲沒有充分發揮，

表現出青藏鐵路的特色，非常可惜！團員們也沒有各個都放開，

不過，我們已經很盡力了，所以能夠做到這樣，也很不錯了！希

望九年級還有機會可以再做！」 

806 西部小組：「我們這組為了發揮好西部的特色，我們一起研讀了西部的課本

資料，還有參考網路上的資訊，透過和同學們一起想故事的過程

很有趣，會產生很多意想不到的梗，讓表演變得更生動有趣，同

時，也讓我們對西部的印象更加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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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6 北部小組：「我們這組用字卡將地名和黃河的特色表現出來，加深了我們對

黃河流域和它流經範圍的印象，像是地上懸河的景觀，還有黃土

高原流水切割的 idea！而且這次的活動準備時間比較長，我們班

還有去借表藝教室做排戲的練習，因此，我們同學之間的情誼也

增加了不少！」 

805 華南小組：「我們覺得自己小組表演的不是很好，因為太緊張所以有忘詞，

另外，我們班的課比較趕，所以編劇有點緊湊，不過，還好大家

一起想，一起合作的結果，也算是把這次的表演完成了！而且，

李同學的表演讓大家相當驚艷，沒想到他可以這麼配合演出，讓

大家跌破眼鏡了！」 

804 華中小組：「今天的擬人地理很好玩，一開始我還覺得表演很難，沒想到由

我領銜主演了幾個地理猜謎之後，其實還蠻有趣的！我們這組因

為大家個性不同，所以分配到的工作項目不一樣，但是剛好可以

分工合作，做不一樣的事，完成一個表演，感覺還挺不賴的！」 

803 北部小組：「我們這組用擬人的方式表演了東北的地形，雖然一開始大家討

論時比較害羞，但是後來有漸漸熱絡起來，而且還想出了運用椅

子和掃把來當作山環水繞的道具，這是大家一起想出來的創意，

雖然表演時，我們還是表現地比較保守，但是相信下次會更好！」 

802 北部小組：「在台上，我們這一組都很羞澀，雖然如此，但我們有盡力把各

自的角色扮演好，例如，我們從『山環水繞』開始介紹東北，也

呈現了三山和三江的擬人；另外，我們把東北的幾個重要城市，

像哈爾濱、瀋陽和大連等，都悉數詳細介紹了一番。希望下次我

們整體的表現可以再更自然一點！」 

801 華南小組：「我們這組是表演土樓的建築特色，但是沒有做得很好，因為我

們討論的不夠充分，希望九年級世界地理能夠再做一次，讓我們

有機會再做得好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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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活動省思 

(一) 原來中國地理也可以用另類有趣的方式呈現 

 以往在教授下學期的中國地理時，其實都會遇到學生已經對中國範圍感到

「疲乏」的現象，因為中國地理相對世界地理來說比較精深，世界地理豐富且廣

博，在內容上比較能夠吸引學生；再加上兩岸的關係，更讓學生對中國普遍有一

種「矛盾」的情結。然而，這次在實施戲劇活動的過程中，因為學生專注在發揮

劇本的創意和知識的融合，反而沒有時間去意識到「對中國疲乏」這件事，只能

一直專注在劇情的討論和修正。 

 並且，因為同學們的討論和創意是有趣的，連帶地使得原本令學生感到枯燥

的內容都活潑了起來，例如，「黃河所流經的範圍」這種死板的記憶，反而因為

同學們創意的展現，讓它變得活躍了起來，令人有深刻的印象。這是我教授中國

地理的經驗以來，最棒的一次收穫，透過學生的創意展現，我才發現，原來中國

地理的內容竟然可以這麼活潑有趣，這和之前傳統教學中所呈現的氛圍是很不一

樣的7。 

 這學期的教學經驗讓我深刻體會到，多元的創意教學確實可彌補傳統教學的

不足，這也是近幾年台灣幾個重要教育思潮所要強調的內涵，像是翻轉或學共，

皆是以學生為主體出發來設計課程，強調提供一個平台，讓學生能夠發展自學、

主動且互助的學習能力。 

(二) 學生創意無限，幽默盡現，只要有機會讓他們發揮 

學生因為比較不受框架拘束，在發想的創意展現上經常能夠別出心裁，讓人

眼睛一亮，這是我要跟學生學習的部分。例如：我從未想過可以用自己的身體比

劃出「石灰岩石柱及鐘乳石」的景觀，透過這次的活動，學生呈現出來的結果的

確令人驚艷萬分，因為這樣的比擬其實相當具體貼切，有畫龍點睛之效。 

 另外，804 同學以簡單的童軍繩表達溜索的交通方式，也很簡潔有力，而背

                                                 
7我認為，傳統講課的教學法，也有它的重要及必要性在，並非不好。在這裡只是要探討不同教

學法「互補的」可能，並非做出優劣的差異比較。此外，我也聽過以傳統方式講課，但是授課過

程相當精彩的教師，這也是我要學習的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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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的兩位同學則飾演怒江驚滔駭浪的江河景觀，也頗具想像力；在劇情編排上，

也相當幽默風趣，並且結合課本對華南地區華僑回原鄉投資發展的經濟議題，是

一齣很完整的劇本。 

 而這次大受好評的 806 同學所表演的《駱駝和氂牛》則是讓人嘖嘖稱奇，佩

服他們的想像力和幽默感，例如，氂牛在尋找駱駝的家時，途中經過了橫斷山脈，

飾演橫斷山脈的男同學，和飾演氂牛的女同學，一高一低的身體起伏，精確巧妙

地呈現了攀爬橫斷山脈的過程，因為橫斷山脈的相對高度落差較大，所以，兩位

同學身體的一高一低彼此配合，就呈現了爬完一個又一個山頭的感覺；此外，他

們的表演也融合了課堂上所習得的地理俗諺，以一種詼諧有趣的方式呈現出來，

讓觀眾看得目不轉睛，非常期待能夠繼續看下去。 

(三) 作為多元評量的施測，也可增強學生自信 

 由於本活動是分組合作的成果，因此在學生互助共學創作的過程中，平常

學科能力比較弱勢，但是頗具表演天分和想像力的學生就可以在這個場合有所發

揮，讓其他同學發現自己不一樣的地方。例如，前述的「石灰岩石柱」同學，該

生學科能力比較弱勢，但是，這次的地理課表演儼然變成全班的明星，大受歡迎，

這對學生來說是一種正能量的鼓舞和自我發掘的過程，重要的是教師能夠提供這

樣的平台，讓學生有機會發展和嘗試，從中建立自信心。 

    作為多元評量的施測，我認為這次我的準備仍有許多不足，例如，回饋單的

設計我是以小組為單位讓學生填寫；在個人部分，可能會有一些同學的聲音被隱

藏起來，所以，下次若要實施，我會考慮將回饋單分成小組和個人兩項，讓學生

想法能夠再多元豐富些；此外，在回饋單內容設計上應該要再更精緻，例如用分

項問題給學生填寫、準備過程中所遭遇的困難等，讓學生可回頭檢討準備的流程。 

    整體說來，這次活動實施，我和學生都獲益良多，達到教學相長的境界。我

從學生身上看見了多元創意的可能，學生則從彼此身上習得互惠合作的學習經

驗，以及，在學科課程中展現了學生做為主體的能動性！因此，未來若有機會，

經過修正之後，我還是會再次嘗試「擬人地理戲劇」的課程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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