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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為介紹芝加哥西北郊中文學校的五位幼兒班和 CFL 的老師，根據學生華語文程度，以課
程單元及日常會話為主，融入團康活動而設計出適用於 低、中、高年級、以及 CFL 等各年級
不同程度之華文教學課堂互動遊戲。期望藉由中文傳承教育研討會的實例發表，與全美僑校
先進教師們得以切磋交流， 為中文教學法的不斷創新及發展繼續努力，也為能推動”全球參
與”貢獻我們華語文教育者的一份心力， 讓中文教學的未來注入更多新能量。
關鍵字: 遊戲教學

一、 前言
在近年的問卷調查顯示, 不論男女老幼，75%的受調查者都熱衷於遊戲 (Gawliu, 2014). 將教學活
動以遊戲的型態帶入學習, 一直是老師們常使用的教學方法。然而有效的使用遊戲教學設計，
引導學習者的學習動機，增進認知能力, 加強學習記憶力, 創造力和問題解決的能力，進而能
實踐團隊互助互動的目的, 是老師們希望能達成的目標。本文將以實例示範單元主題式的遊戲
教學方式，與老師們分享教學活動設計。

二、教學設計程序
近年來愈來愈多非華語家庭或雙語家庭加入學校學習中文， 家庭型態的改變使教師們有
感課堂上活潑教學的必要性。為配合學生年齡及中文程度並能引發其學習興趣，教室互
動遊戲最能達到成效。
教學設計的程序,首先由老師們訂定單元主題教學目標, 例如課堂上將要教授顏色,方向, 交
通等主題,再適當使用各種互動遊戲以達到寓教於樂的學習目的。在遊戲的互動過程中，
老師觀察並評估學生學習的成果。此外, 于教室運用各項遊戲後，由學生們在課後給予回
響及意見。老師們在設計遊戲教學教案時，以下是要注意的幾點事項:
1) 在有時間及場地的限制下， 選擇適當的遊戲教案；譬如”限於室內” 及”30 分
鐘內” 可完成的遊戲. 也可由人數多少調整遊戲型態。
2) 老師及助教直接參與演練，即可熟悉每項遊戲的規則與方法。
3) 在遊戲過程中若有不理想之處，討論後立即修正調整以求完善。
老師們對於每項活動也可舉一反三， 衍生變化出不同的玩法。

三、遊戲教學實例
1)遊戲名稱:

一二三變紅燈

1-1 遊戲目的: 加深同學中文聽力，熟悉有關交通的詞彙、加強說的能力。
1-2 適用年級: CFL,低中年級較適宜

1-3 使用道具: 字卡
1-4 前置作業: 準備有關交通的詞彙， “變紅燈“,“變綠燈”,”變黃燈”,“停”,
“走”,”要小心“，“過馬路“， 把字卡貼在牆上。
1-5 遊戲方法: 復習交通的字彙，由老師抽簽一人當交通警察的角色， 抽到的學生到牆前背
著同學發號施令， “，其他學生要站在離交通警察 10 尺之處。 遊戲一開始，
同學就慢慢移動到交通警察站的地方。 交通警察的一說“紅燈”就轉頭，其
他學生聽到“紅燈”必需停止任何動作（凍結）， 否則淘汰出局。 交通警
察可說“綠燈” 或“黃燈” 測試同學的聽力。交通警察的一說“過馬路”，
“要小心” 的指令， 學生們要做慢動作的移動， “綠燈“的指令則是稍快
的走路動作。
最後能夠到達交通警察所在處並觸摸到牆面是最後贏家。
1-6 變化提示：1. 學生可用其他指令， 譬如說“一二三冰淇淋“ 或 ”一二三木頭人”。
2. 老師可把關鍵字放在課文， 一聽到關鍵字就做動作。
3. 用動作名稱做指令， 學生必需按照指令做， 譬如“一二三轉圓圈“，

2)遊戲名稱: 大富翁
2-1
2-2
2-3
2-4
2-5

遊戲目的:
適用年級:
使用道具:
前置作業:
遊戲方法:

加深同學認字，發音， 數字與錢的概念、加強會話的能力
中低年級較適宜
骰子，顏色棋，玩具鈔票，自製遊戲板和機會卡
混合程度分組， 並要求同學遊戲前， 一起複習字卡和錢的數法以準備比賽。
同學分成兩組，4 人一組，各組有一位做銀行員， 每一組有一個骰子
和五張機會卡 ，每一人選自己的顏色棋， 由最左邊的組員開始， 順序是由
左到右。每人有 5 元為本金。
輪到的組員投骰子後， 按骰子的數字移動幾步， 到達的方格上有詞彙和 錢
數， 組員必需讀出正確的字和解釋字義， 才能要求銀行員給方格裡的錢數。
錢數依照字彙的深淺度不一， 難度高的字錢數較多， 以此類推。
若走到的方格是機會， 組員必需抽一張機會卡， 機會卡有可能“中頭獎,
獎金 5 元“，或是“修腳踏車 扣 5 元“，”買菜 扣 2 元五毛“， ”幫爸
爸洗車，得三元”等.
所有的組員都走過兩圈後， 看誰的錢數最多就贏了。

2-6 變化提示： 1.老師可在走完第一圈後換新字。
2. 學生可以念字之後 再說出相關的詞彙。
3. 老師可用不同錢數範圍， 譬如說百， 千等。

3)遊戲名稱:

七彩羽毛球

3-1 遊戲目的: 借由耳，手，腦的配和，復習色彩中文字彙，加深聽的能力
3-2 適用年級: CFL 或低年級
3-3 使用道具: 磁膠帶、顏色膠帶， 羽毛球， 顏色字卡 寫在相對的色紙上
3-4 前置作業: 復習顏色的字。把字卡貼磁膠帶， 貼在白板上， 在白板前一尺的地上貼長條
有顏色膠帶標示為站腳處。年紀小的可站離白板近一點。
3-5 遊戲方法: 宣布遊戲開始， 學生五個站在標貼的站腳處， 手拿羽球，老師念顏色名，學
生就投羽球在顏字卡上。 正確的的得一分， 學生丟五球， 最高分為贏家
3-6 變化提示: 1.可用來復習更多種顏色
2.老師也可念英文， 學生回答中文顏色名， 並投球在正確字卡上。
3.也可以用來復習動物名或其他可以用圖片或視覺辨認的字卡。

4)遊戲名稱:
4-1 遊戲目的:
4-2 適用年級:
4-3 使用道具:
4-4 前置作業:

資源回收

復習量詞， 數字念法，學習隨身物品的字彙
CFL 1-3 或低年級
字卡，三張桌子
復習數字及量詞， 物品， 譬如 “書”,“筆”,”鞋子“及 量詞，
“一枝“， “一本“， “一雙“。 學生混合程度分成三組。
每一組有一位老師做為檢查員及收集者。
4-5 遊戲方法: 每組有一張桌子放置收集物品。
由一位老師出題， 譬如“我要三本書”, 或“兩雙鞋子”， 哪一組先收集到
三本書， 放置在桌上， 由那組的老師確認收集的物品及數目正確後老師就舉
手表示“任務達成”，最快舉手的小組得三分， 第二的得兩分， 最後的小組
得一分。 出題幾次後得最高分的小組獲勝。

4-6 變化提示: 1.可用來復習更多物品及量詞名稱
2.老師也可出題收集手， 腳，襪子等等， 使遊戲更加有趣。
3.可把顏色或大小，長短等形容詞用在收集品上，增加用詞深度及挑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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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遊戲名稱: GPS
5-1 遊戲目的: 復習前後左右等方向的字彙, <前後左右, 向前走, 向後退,向左轉, 向右轉, 停>
借由活動增進對方向詞的聽力及說的能力
5-2 適用年級: CFL 班學生
5-3 使用道具: 方向盤的圖片貼在紙盒上做方向盤，眼罩或布條遮眼
5-4 前置作業: 復習<前後左右, 向前走, 向後退,向左轉, 向右轉, 停> 字卡。
一組兩個學生， 一個做駕駛， 一個做 GPS. 讓做駕駛的學生戴上眼罩， 帶
領他／她先走走看， 適應只能用聽力判別方向的感覺。
5-5 遊戲方法: 宣布遊戲開始，老師先定位終點在哪裡， 扮 GPS 的學生要給駕駛者明確的方
向及距離感， 譬如說 “ 向前走五步，右轉三步” ，若駕駛者即將撞到障碍
物 （桌子或牆， 等等） GPS 的學生必需喊 “停”， 老師也在旁督導，
以學生安全為第一考量。

GPS 學生繼續用, <前後左右, 向前走, 向後退,向左轉, 向右轉, 停> 指示駕駛者直
到駕駛者到達終點為止。 老師記錄每組完成全程花的時間， 時間花的最少的
是贏家。
5-6 變化提示: 1.可用來復習東西南北， 東南， 西北， 等方向詞彙
2.老師也可復習 “開車“， ”停車“， ”倒車入庫“等停車用語

四、結論
遊戲教學寓教於樂, 學生在遊戲中學習，提高其學習興趣與效率，使的教與學更具生動活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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