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采'f與大券
另~';t -!l可就

中文系在前主任韓碧琴教授的帶領下，進

行為期二年的教育部「閱讀與寫作」計畫案，

參與學生為全校修習大學國文的學生，為了配

合與落實計畫案的實施，同時也為了總體檢視

計畫案的學習成果，固定於在每學年度期末展

開全校大學國文作業策展工作。

課程的設計共分作六大單元，策展的內容

也以此為軸線進行六大向度的書寫與開展:

一、 我的辯證 :以走進生命現場為主，從故鄉

到中興大學，散發同學書寫自我，檢視自

己對家族的認識，從而體認自我存在的價

值與意義，作業的內容包括〈我的自傳〉

及〈家族書寫〉。

二、 生命空間 :以「我的生命現場經驗」為主

軸，讓學生進行校園環境的認識，包括對

中興大學動、植物的觀察，完成〈中興尋

禽記〉、〈中興草木志〉等手工書的作業。

復次，讓學生分享自己的生命地景，書寫

〈我的秘密基地> '協助學生在身心調適

中開發自己如何與地景互動，並重新省視

對生命課題的關懷與梳理價值的開展。

三、 人間情輯 :進入校團體察人際關係並進行

麗、校團動態

a 以中興為題材 ， 將自己對生命環境的認諧，以書

寫與間片方式記錄下來。

生命經驗的匯合統整，書寫〈重新認識你〉

讓學生為現階段的自己進行生命定位: <病

疫/疼痛書寫〉探索身體痛楚經驗，進行

人生課題的思考: <想念他方的某某〉以

距離感來書寫想念達方的人、事、物，激

發人間情愛的追企想望。

四、 壯志飛揚 :攝大生命現場的學習與關懷，

讓學生胸懷世界為自己的人生築夢，例如

書寫〈壯遊者計畫〉鼓勵學生走出台灣放

眼世界，開拓視野;書寫〈遷徙故事〉讓

學生完整記錄自己或家族遷徙的過程，以

逆回溯源;書寫〈有為者，應如是〉將自

己對夢想中的模範人物作實現的追企。

五、 社會關懷 :讓學生將關慎的現場從校園移

到社會，進行更深刻的開拓，例如書寫〈國

~ 

Â 壯志飛揚作品與手工書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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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E工傳〉以採訪各種行業的小人物為主，

掌握各種職業的特性及其遭遇的困境或理

想性，以省恩可能衍生的社會課題 a

六、 人生驛站 :以重新體認生命必經的過程:

生老病死及生離死別的心情調適與面對的

態度，書寫〈寫給天堂某某的一封信〉以

表述自己的思念之情及感慎，書寫〈給未

來的我> '以期待未來的我想成為什麼樣

的人物，其間包括歲月的傷逝及生死契闊

的感傷，或是自我的勉勵懷想皆可透過書

寫來癒治。

任課老師根據上述的教學內容，並就各班

學生的特質，進行各種作業的書寫，內容包括:

一、平時學習單:進行六大課程教學的過程中，

每一學生必須進行學習單的書寫，內容包

括課前預習、課程學習及課後反饋的學習

單，每一單元書寫一份學習單，以檢視學

生的學習成效。

二、講座學習單:根據不同大學國文的教學時

段，進行各種生命關懷的系列講座，讓學

生可以即時反饋分享聽講的內容及提單大

綱。

三、閱讀心得寫作:每位學生每學期進行一篇

心得寫作，以鼓勵學生養成閱讀經典名著

的習慣，提昇人文素養，並搭配進行全校

性的比賽，除了遴選優秀作品頒發獎金獎

狀，並將得獎作品彙編成冊，以資鼓勵並

呈示具體的書寫成果。

四、作文寫作:每學期配合教學內容進行五篇

作文之書寫，期能提昇學生表述能力。

以上為具體的作業內容，而任課老師也會

搭配各種課程進行不同於書面寫作的模式，例

如讓學生進行手工書、摺頁書籤、一人一詩、

小組平面廣告、一人一信、分組專題報告、人

物採訪、報導文學等各種琳耶滿目的展示作業

的方式，以呈示豐富多元的教學內容與教學成

果，故而除了平面紙本的學習單、作文及閱讀

心得寫作之外，尚有電子檔的實體演示，以呈

現學生多彩多姿的分組報告內容及學習成果。

A 學生作文成品展覽與觀摩

中文系配合「閱讀與寫作」計畫案的期程，

共進行二次學年度作業展覽， 100 學年度學期

作業展期為 10 1.06.1 1-15 ' 101 學年度展期為

102.06.05-11 。參觀的地點在總圖書館的一覽展

覽廳，參展時，不僅大一國文修課的學生進行

自己與他人作業的觀摩學習，同時也在參觀的

過程中，體認: í只要努力付出，必能豐碩收穫」

的至理名言，當學生檢視自己整個學年度的作

業檔案時，上下二個學期的作業夾，充滿了不

同教材的學習，不僅欣喜學習內容豐富，同時

也對整體的學習有了不同的視點與高度。

策畫全校大學圍文的作業展覽，實質的意

義不僅呈現學生學習的態度與成果，更檢驗出

全校參與「閱讀與寫作」計畫案的具體成效，

期待這種落實寫作、加強閱讀的學習過程，能

夠培養出具備聽、說、讀、寫語文能力的學生，

並且能夠提昇閱讀風氣，培養學生高度的人文

素養。 .

Â 教務長呂福興蒞臨參訪

左起:柯晶文老師、羅秀美老師、呂福興教務畏

TA 劉邦~、 TA 王珊珊、吳思穎同學、陳思宇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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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00 學年度大學圖文-作業/報告展演規軍衰

項目 參與 展演方式 活動內容 顧守人員 顧守人員事項
班級

(一)靜態:
1. 分組報告以班級為單位、以組別 1 各班TA 1. 保護作業/報告不

書面版報告
為順序踹列展示。 (1 )依原排定之輔 遺失。

所有大
2. 固定在桌面或看板上。 值時段，移至 2 請來實簽名、並且

(二)動態: 全班光碟(含動畫或短片) .以電腦
展演現場值班。 留言。

(2) 時段與原值班 3. 介細作業/報告。

一
光碟版 重覆播放。 不合者，再協 4 攝/錄影存檔。

班國文級
(投影片、短片) 詞。

1. 手工書以班級為單位、展示個人
2. 大一圖文學生(由

(一)靜態: 任課教師110分獎
一 書面版農示

的手工書。
勵)。

一 --司、. 2. 固定在桌面或看板上，
、

4班7 手 1 個人手工書每一本燒成一片光
工書 (二)動態:

、‘-'
光碟版

碟，以電腦重覆播放。

(投影片、短片)
2. 每一班級的所有手工書檔案燒成
一片，重覆播放。

1. 每班每題作文以班級為單位，將
(一)靜態: 全班的作文裝訂成冊 (600 字稿

一 書面版報告 紙攤開、右側裝訂)。

、 2. 固定在桌面或看披上。

作文 (二)動態: 每班每題作文各精選五篇，掃成電子

光碟版 槽，製成光碟，以電腦重覆播放。

(投影片、短片)

中文系課程

項目 參與 展演方式 活動內容 顧守人員 顧守人員事項
班級

(一)靜態:
1. 分組報告以班級為單位、以組別 1 小助理 1. 保護作業/報告不

書面版報告
為順序排列展示。 2. 大學部學生 遺失。

2. 固定在桌面或看板上。 2 請來實簽名、並且

(二)動態:

留言。

全班光碟(含動畫或短片) .以電腦 3. 介細作業/報告。
光碟版

重覆播放。 4 攝/錄影存檔。
(投影片、短片)

一

主大學部
(一)靜態:

1. 書畫藝術以班級為單位、以個人
一 為順序排列展示。
、

書面作品

2. 固定在桌面或看板上，

書畫著 (二)動態: 請將書畫藝術作品掃描後，製成光碟

光碟版 播(p放pt。 、動畫或短片) ，以電腦重覆
(投影片、短片)

一

至 1. 如:詩、詞、由、歌謠等輯程的一

話
、 動態報告或展潰。

詩詞演唱
動態:光碟版

(投影片、短片
2. 請將演唱活動攝錄後，製成光碟

覆(p播p放t 、。動畫或短片) ，以電腦重

四 (一)靜態: 1. 古典與現代文學，如:劇本寫作

、
書面作品 與演出、中文週公潰。

醫演出 (二)動態: 2. 請將演出活動攝銀後，製成光碟

光碟版 覆(p播阱放、。動畫或短片) ，以電腦重
(投影片、短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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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文中興大業」作業/報告動態版 (PPT 、動畫、短片)播放場次表

訴~理 關臨藹F 觀壓哥哥三 棚盛情| 留軍陸重II月 關眉宇羈闢

9:30-10:00 
開書式

(中文系韓主任)

E闢跑咽 E閣。臣國 E圈。臣咽 E認個國 E轍噩盟，
-12 二 12 四 12 四 56

1-1 祁立峰 8-1 林聖峰 15-1 周玟觀 22-1 林淑貞

5921 5935 5949 5963 中文系10:00-11 :00 29 報告-12 二 12 四 12 -12 
1-2 黃東陽 8-2 林仁皇 15-2 莊凱雯 22-2 黃東陽

5922 5936 5950 5922 

-12 三 12 -12 四 12

2-1 石美玲 9-1 林育信 16-1 祁立峰 23-1 莊凱雯

5923 5937 5921 5950 中文系11:00-12:00 30 報告-12 -12 三 12 -12 
2-2 蘇量如 9-2 祁立峰 16-2 林育信 23-2 祁立峰

5924 5921 5937 5921 

-12 二 12 -12 一 12
3-1 林文彬 10-1 解昆樺 17-1 黃東陽 24-1 黃東陽

5925 5939 5922 5922 中文系12:00-13:00 31 
報告

四 12 -12 二 12
國臨垣ZEF害國國3-2 周玟觀 10-2 蘇曼如 17-2 林聖峰

5949 5924 5935 

二 12 -12 四 56
4-1 解昆樺 11-1 黃東陽 18-1 張火慶

5939 5922 5955 中文系13:00-14:00 25 32 
報告-12 二 12 二 12

4-2 丘彥遂 11-2 施盈佑 18-2 林仁昱

5928 5942 5936 

-12 四 12 四 56

5-1 葉珠紅 12-1 陳昌遺 19-1 羅秀美
5929 5943 5957 

14:00-15:00 26 
-12 二 12 二 12

5-2 王正良 12-2 解昆樺 19-2 解昆樺

5930 5939 5939 

-12 四 12 -12 
5-1 陳昌遺 13-1 羅秀美 20-1 丘彥遂

5931 5945 5928 
15:00-16:00 27 

-12 四 12 -12 
5-2 林文彬 13-2 廖崇斐 20-2 祁立峰

5925 5946 5921 

二 12 二 12 -12 
7-1 蔡妙真 14-1 林仁昱 21-1 石美玲

5933 5936 5923 
16:00-17:00 28 

三世 -12 四 12

7-2 劉錦賢 14-2 丘彥遂 21-2 周玟觀

5934 5928 594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