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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寫作須「言之有物」和「言之有序」

創意教學的特徵是以學生為主體，目標在培養學生的敏覺、流腸、變通、獨創和精

密的思考能力，鼓勵他們改變思考角度，例如運用擴散思維， 1 激發新觀念的產生。創

意教學也善用直觀性的圖象聲色等媒介刺激學習，鍛煉學生運用多種感覺器官接收外界

訊息，並特別強調包容和友善的學習環境，接納學生的不同反應，延緩對學生的評鑑，

鼓勵每個學生都參與活動，與學生一起討論 3 共同評估，讓學生的創造力得以發揮和提

高。

寫作教學中運用創意教學策略，往往能擴闊學生的思路，發揮學生的聯想力和想像

力，在改善學生寫作時「言之無物」的情況頗有效。然而，教師又過上另一困境。寫作課

時，教師安排了一個「學校巡禮」活動，然後要求學生寫一篇「校園追蹤J '活動前提示學

生不但要運用視覺去觀察事物，還要應用其他感覺器官去感知事物，並把看到聽到嗅到

感到的全記在工作紙上。學校巡禮後，學生在大半小時內便寫下洋洋四百多字，記下的

東西種類繁多:禮堂、課室、走廊、操場的籃球架、圖書館的書和書櫃、小賣部的食物

和海報、洗手間外的垃圾桶、工友掃地的聲音，甚至是走過停車場的螞蟻。這些內容有

聲有色，可說五彰斑爛、目不暇接。他們好像還可以寫下去，但因為字數已遠遠超過老

師二百字的要求，也寫得累了，他們便為文章畫上句號......學生似乎已沒有為寫作材料

而焦慮了，教師已開展了學生的眼界，讓他們透過全方位觀察蒐集寫作的材料。但，老

師認為這不是好文章，只是流水脹式的紀錄，學生的文章根本沒有達到「吉之有序」的結

構要求。

l 擴散思維有多種表現形式，主要有多向、側向、反向思維。多向思維要求從盡可能多方面考慮同一間

題。側向思維要求把不同領域的內容交叉起來研究。反向思維則從相反方向考慮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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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學構想:文章結擠能要求

文章的結構是指作者摺鏡主題，對材料的狀序和詳略的安排和護弘蟻。槍當的結構能

使文章確理清楚，層次分明，有效地表達文章的中心。所以結構不僅是第式的問題，1:;

影響及於內容的表攏。在學生解決了寫作材料的問境後，教師必讀幫助學生龍對文章組

織的聽難，使他們建立寫作文章的話構能力。

趣聽輯料，包括了韓料的布局和棕科的詳略。布局講求寫作順序，設莓贖抉安啡、

過渡和照廳等環節。

寫作I1龍序主義指先寫甚麼，後寫華盛，材料的組織故序主要有:

﹒按照事將發展安詳材料:按事情發生發厲的過程數攏。

﹒撿照時闊的)1讓序安排林科: 1兵時間為序，設事情發展I1鼓序寫。

﹒按照空間的變換鼠犧輯料:擴寫事幸暫時，或繞繫體認舟郎，或礎建及近，或從前

輩Ij護等空間順序來安排和組織材輯。

﹒嗤照本才斜的性質和類另IJ安排材科:按照事物的性質或類別分類，一類一類去寫，

用這輯方法組鑽材料，一般用 f先總謹，復分述，平等憩述J 的方式。

寫作除了苦苦按不再1x序說犧材料好，要安排文章齡段、薄，注意設與段間內容上的

聯孽，不能當復轍餌，上下有之接。文章的閱旗和結尾、過渡和照應都是結構的一部分。

通波是殷落層吹雋鵲銜接和轉換，當內容轉換、表建立T法變動時便需有適當的安掉，如

過渡輯、過渡f苦讀過書畫設的運用。照應是文選堂前接內容的翱照和宵"廳， ~p能商提至目的，

接簡要有著落多後嘴說到的手前面慕華互交代。

赫料白雪詳略安排則須依讓文章中心去處理。與中心思、題較緊密的事才料要詩寫，有些

材料只需大致交代，簡略寫來便可 3 鞏要的耕料要獨立單列出來，不太重要的可~合併

在一起表壞。

醫學生需苔，寫作內容是具體的事物?較屬把握;文章結構，是對文章整體組織和

安排的思考，是全富的構想，較攝像，膳故較高，研以教師在教學持更鎮注意。

五、教學構想;教學活動建講

寫作是一種巍妞，包括了許輯、轉譯和罔顧階段。 2 學生在任何階罷皆可能出現問

難，寫作教學的闊的親是幫助學生解決這峙摺難，建立他們的寫作能力 2 所以教學該是

2 張新仁(1992) : <:寫作教學研究一認知心理學取向> (高雄:復文喬馬) ，真的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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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餾寫作議程中進行的。昔昌一般教師較忽略過程指磚 2 每每只能寫作成品的批改中

指導學生，寫作成了變籍的詩梢。但近年鐘聲!實祝巴大大改變，教師意識如寫作教學是

一錯過程的指導。根據教學方法把環詩的寫作教學分類， 3 可以分為講述法、 4 自然過

程法、 5 環壤瓷、岳個別化法多?其中以過程導!峙的環境法最喜效。§換言之，為了令

寫作教學最有成效 2 應該利用有結構性的通程導向指導法。

鑽意教學策略重視思繪訓練，要求學生求新、求變?聽展學生的視野，讓飽們可以

;在寫作內容上和芳、法上有新意。 多劃意算是略不但可以解決寫作揖料的 ，也可解

決結構的問題。以下嘗試餐會i意教舉策略和過程指導切入，提t拉輔助學生建立文章，結構

能力能教學建議。

1 .利用直觀法

文章結構相對內容龍盲，是較抽象的擴念，為使學生具體把握 p 教師叫“多利用主觀

表達的方法，讓學生選議實地參觀、鸝作或實驗演泳、觀察麗片(包括照片、地閥、連環

屬等) ，再配合記護改序的工作紙、重排次序等活動 3 去擺擺事物發展鞍語問推移的客觀

吹序。這些活動可以在寫作議雄行，讓畢生從車觀的材料中掌握事物的狀序。

著奇觀寫作是寫作單11練中一個經常運用的策略，學生根據鸝井所提供的黨材寫作文

章，能綜合訓練學生觀察、思維、想像及表達的能力，是主東葷的好方式。圖芹提供的畫

面，實際上海學生確定了寫作題材，學聽著矗董事當踢，純熟誰輯地教接一件事或一種

故事。自按翻態表瓏，懇、璋的方向受控蟬，聽繞一個中心或故事的，情節發展寫作內容，

權可克服學生盲目和任意想、餘的弱點，便想像受到理性的幫約，文章自然會聽故井然。

賢以看闢寫作諱可以提供材料，解決畢生沒有寫作題材的困難外，又是培養學生k安排寫

5 向上註，真22峭的。

4 r講述法j 的寫作活動主要自教師支配，例如決定聽筒，在寫作前以講述或教師引導討論的方式 9 教導文

總結構或寫作規麓，立全提供範文，分析發文約寫作技巧，要求學生仿作。學生作品也教師批攻，作品的

優劣據學生能運用了5位少指導肉草草中的寫作技巧而評定。

5 r自然激發言告」的寫作活動以學生作中心，由學生支配、主動發起，按自己還沒完成。寫作題院和形式由

學生決定，過程強調小組分考証‘問儕回饋、有修改重寫和發表作品的機會。師生共同討論寫作內容和技

巧，教師扮演協作者的角棍，主要工作在於發俠寫作環境，鼓費醫學生進行計劉、起草和修改等寫作過

綴，但並不妥教導學生優秀作品的寫作技巧，或主義修改文章的灣則。發個教學活動屬於低結構性。

6 r潑境法j又稱(結構做過程法J '寫作活動由師生共偶合作分擔，教師潑縛題材 T 設計教學活動，在教締

簡短辯說學習內容或教導某些寫作策略後，學生以小敏討論形式進行部分寫作過程，例如協助彼此構，恩

寫作要給專文學習寫作技巧，立主據教師提供的辭靈樣準對同儕作品援供自鑽。此法強調學習材料科學習活

動的結槽，悅，學者Applebee (1986) 認為本質之超過程導向活動。

7 r俯沖|化法j楚學生 IÍiJ小老師或電腦學習如何寫作，放獲得回餒，這方法強調學生爾別的協助。

8 狠毒持仁(1992) : (;寫作教學研究:> '據日迎。ck (1984) 分析，環境法較「自然過程法j寫作成斂多出三倍，教

「續遂法j和「個別化法J多出西德，其他去積教學法後i地問分別不顯著。(瓷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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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改序、選揮材科、提;棒中心、組鐵材料的方式。輝以，著圈寫作可以蒼白據學生有輯文

章結構的能力。

軒昂「看鸝j可以鍛煉喜發生聽序觀察和}I頃斤，表連，觀察有序，文章才會有條理。單輔

圈可i品先觀察整個畫餐館，有了整體印象，然後再把鑫雷鋒成若干小魄會再仔鱷觀察各個

部分。分朋觀察時可以按照空間位置變換的顯序:從上到下、從左對右、由近及壞、

中將鍾隔禮義或者先需邊後中間等不冉的故序。有些讓輯闊要以畫畫面上考察物的類別為}I懷序

進行分解觀察，飼如可以先人後物，也主輯訣，由組到細，自明顯到隱蔽。這是投無設

爵的變換組織材料和扭照粽料的性質和類耳目安排材料的話11鍊。

連環觀有故事姓，通常按事件發生先後排列，可藉以書11據學生[按照事件發展索拉輔

料J和「按照時間的}I即守在安排赫料j 的技巧。若把態環圓的?XF宇藏儕，要求學生按事情發展

的順序將幾幅餾章新排甜，再進行觀察，則更能幫助學生掌握事件發腰先復和持爵的故

序去起鐵材料，並可試作不同的敘述?XJ芋，如}I攘敘、棒!毅、議毅等的嘗試。

利用關畫更可以引導學生具體掌握分駝的概念。文章的分段，可以按時懦的推移、

空間的演進，或人物事件的轉換去構成本向設藩。事件發展的先接會達2襲聞研記事件搜

尋事物發展變化的自然頓序揖封 3 著奇麗特兵績顯著厲的排列}I霞序觀察議能把擺按1芋，教翱

安排學生設每幅鸝寫投分段，便可以讓學生明白…輻關就是一個完繫意思 3 它便覺一鋼

鶴立的設器。

連環圈另一讀!鍊麓聽聽運賠適當的詞語權擺著聽每輻輯的句子，並強化是美示鋒間的

詞語在建繳句子時所掛攘的角色，這是有關文數f蠅渡j 的訓練。

看鸝寫作練習，可把最後一蝠闢留啦。龍鐘設計繫求畢生據觀意推翻事件的發展，

EÊl學生擬寫事件的結尾。這不但能寄11練學生的推想能力和讓學生發揮黨i意，更主要的是

令學生意識到結路需要菩提前麗的圈意去作合理的推觀警前梭的意思是害關聯照廳的多

是一餌「呼應j 的首11緣。另拜會學生可以擬寫不闊的結尾，這令學生意識到文章可以有不

闊的結尾。前實際上，留自的瞬片，也不一定是最後一幅，故闢片磁白可以是訓練學生

文章首設或文章呼應安排的主式。

2. r鐘自聯懇j 、「腦力激鐵j與f分類、排列j活艷的建舟

;自由聯想j丟在教師提做一餾刺激，讀學生以不聞方式自由反應，種舟聯想技巧去尋

找並建立尋客車穿闊的關擇。多用擴散性思考，鼓點學生以不同思維方向、不擺循傳統崗定

方式，以開放和分歧方式思考，衍裴本悶的觀念。若怯小組或全班形式作腦力激草鞋，使

學生的意昆插了主激發，各種觀念互相組合，到草鞋生的觀念更多。所眩，教歸誤用這種方

式每每可以幫助學生改善寫作內容鑫乏的情氓。在自由聯想後，教韓若能告i導;學生說聲

悔自由聯想和互相激盪前來的資源多可以幫助他們學會組犧輯料的主法。建個話雖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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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寫作前進行。

例如教師以「節日 J作話題著學生自由聯想，學生會提出許多概念:不同的節日、名

稱的來源、故事、食品、傳統活動、東方西方......在統整時，教師指導學生運用「分類J

和「排列J 的方式重新組織資料，要求他們以分組形式，再進行腦力激盪，充分自由的討

論，把自由聯想而來的資料分類統整。為使討論有預期效果，讓學生充分掌握和運用「分

類」和「排列J 的技巧，教師宜提供程序性的思考和分析指引:

﹒列舉與主題相關的各種聯想

.哪些與主題密切些?

.哪些是共同的成分?

.哪些項目是不相干的?

.哪些是遺漏的部分?

.每一項目間有哪些關係存在?

把資料作不同性質的分類，並依據各項資料與話題的相關度排列改序，學生就可從

這些活動中主題和材料的關係，漸漸建立文章結構的概念，把同類相闋的材料組合在一

起，並按照與話題的相關度排列親疏主吹關係。分類和排列活動後，教師可要求學生據

「自由聯想」和「分類J 、「排列」活動後，以小組合作形式完成多篇文章的寫作。

這一連串的活動，可以令學生掌握把同類的材料組在一篇或一廈內的技巧，並按恰

當的順序排列材料，能抓著度與度的關係。因為要依據與主題的相關度排列吹序，也讓

學生習價把資料分主吹，於是可以改善學生流水脹式的隨意書寫方式，習價據材料與主

題的關係決定詳寫、略寫或不寫的方案。

3. 利用檢核表

教師提供大綱讓學生寫作，是一種「實質性的協助J '保證他們寫的文章有一個合理

的結構。但寫作教學其中一個主要目的是讓學生有回顧和自我修改文章的能力， r實質性

的協助」使學生處於被動位置，教師一且不給大綱，學生便大多不能寫出結構嚴謹的文

章。換吉之，學生不能在這實質性支援中遷移學習。而「過程性的協助」則有效地幫助學

生建立修改能力， 9 教師可利用「檢核表技術J ' 1。在學生計劃、起草至回顧各寫作過程

中，引導學生就個人或同學的寫作分析文章的結構組織，建立有關文章結構的策略。「檢

9 張新仁 (1992) : <寫作教學研究一認知心理學取向> '頁 18 0

10 r檢核表技術J (check-list technique) 是從一個問題或題旨有闋的列表上旁敲側擊，尋找線索以獲得觀念的

方法。參考陳龍安 (1999) :史創造思考教育的理論與實際吟， (台北:心理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頁1的。



詣。2 年 6月第 62 鑽 ? 

該表j上可以據SCA此1PEI豆豆是威廉氏創意思考教擊模式等鸝蠶策略到出一將修改文章中的

結構的提示， 11 例如:

取代有沒有其龍的程序可以取代川次序)何以用其龍鐘接調取代嗎? (過渡)

結合:把農落會併是否可以? (段落)這幫韻部安可以放在一起嗎? (主攻)

適應:當器鋒與毆落是否有不協調的地方? (設器)與文章的主題是否配合? (詳絡)

修改:材料是否太多?太少? (詳絡)連個開始是否串人意料?交代清楚? (段落/首

路)

作其倫窮途:可以把這一設移往另一處嗎? (汶序/段落)連一設是否可以獨立出來?

(段落)

轉i餘有沒有可以幫餘的地方?權部安全與主題是否響，留? (詳略)

重組:交換故述的改j乎?重密控糟的故序? (故j箏/段落)

增加:是否需要增加內容以突顯主題? (詳略)是否需要增加詞語/句子/段落，扭過

兩部分聽起來? (繃被)

「槍核衰投醫」是訓練學生思考見嚮，避免思考建設鏽的方法，學生最初應用時可能出

現巨頭難，也不能封麗芳該在文章哪部分選用這哩策略金研泣教師宜先以示能影式跟全班同

學討論，並在他們的文章招憊的地方加上惜，囂的積核提示，讓學生熟親友這種據該方式。

要盡量發揮黨tl意教學的特釁多可轉換以接嚴第式檢核文章的結構，讓學生親臨豔手

勢載文章。例如今學生小組合作寫作纜，教師擬發犧核表 3 要求學生以檢接我內跌到

增、輯、鋼、換的環路討論各人的文章，立主鼓勵學生把文章剪闊，以便在其中增加或刪

除內容，提段落玄機、重組等，然後再貼在晃一張紙上，以完成重薪安排文章結講的工

作。活動中，還發生把文章費開權種動作，姐把寫作內容之抽象意義的剪裁工作化為具體

的動作，使他們親身領會，增加了現場感，印象會更深難，趣味性也寓。讓學生把問顧

看作是一種遊戲，或荷改變學生寫作持不額回事奇的情氓。認在體I)剪和拼貼攝程中，句

子、院落以較f自由J要是態出現，是麥生在拼湊攝程中將會發現更多可能。這個瞬貼活蠢的

，可在多媒體電路的環境中權行，那將會東方便鱉蹺，學生就在槍緩衰上的程序式

指引幸忌諱摟攏戲中建立文黨組織結構懿能力。

11 發CAMPER (Eberle, 1971 ， 1982) 修訂，所舟的方式包指取代 (Substituted ' S) 、結合 (CombinedτC) 、

路 (Adapt 雪人)、修改 (Modify' M) 、作其他F贊美金 (Put to other use萃， p) 、刪除 (Elimìnat話，主)、

(Rearran妒，民)。威廉氏創意思考教學模式提出教學策略中的辨別法、變星星法和建組法。參考善事實義安

(1999) :續追思考教育的理論與實驗，資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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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語

寫作是一個糧難的生藤活動，它不但要求寫作者有合理的知議結構，

作目前相應能力。寫作主體的智力結構，包括感館力、思雄力和表琨力，還有主體的非

智力盟寒，一般槍!督;藥、 、興趣、愛好、動機、攜妻要等器素。鑫i意教學不但接聽舉

生多角度思考，更讓譽主主義一彈自主、受尊重和完鑼鼓攤的空間中學習，所以是…餾配

合寫作活動特色的教舉漿疇。官不但增加和更新觀誨，讓學生寫作內容得到擴艘，解ìR:

舉寫作材料費乏的問髓，更是幫助學生建立文章結構的教學策略。

在寫作運思開始，文章的結構和布局的工作便開始，列寫大網是一種輔助寫作構思

和組織的工具，教師接供寫作大鍋的這種實質的文攘，不能幫助學生能力鵲瓏瓏，擺棋

擬寫大謂的策略和安排文尊重結構的程序知議才是…餾轍底幫助學生有殼學習的策略。讓

他擠權轉如何鈺犧替輯， r機教義技衛j 、 f 昌盛聯慧、J ' r分鱉j 、 f韓7tlJ等活難，皆可提

棋不闊的?程序姓知識j 的文攘，使學生掌握文章結構的知議，相軒的次序、投稽的合

布、詳略安排等結構形線時~1t成一種自動化的特J芋，在動筆以前己是成竹在胸，

餾整體的寫作計剖，便可以改變學生寫一句才有下一甸的情況，讓他們在前對紛繁的寫

作材料時，也不會出現流水蝦武紀錄的情祝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