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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

高一時，我們班曾在班會舉行小組

辯論的活動，看著我這組的組長在

台上大殺四方，等到換我時，腦中

卻一片空白，尷尬地被眾人注視，

也愧咎讓小組失分……

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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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

1.羞於表露自己的想法
2.情緒常常都悶在心理
3.自卑?害羞?內向?
4.勇於挑戰自我，寫出想法

理想 素養 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2.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3.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4.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1. 一天能寫至少一篇古
文或詩詞或有意義的
句子

2.在人前坦露自己做出
的詩詞，能當場即興創
作

分析

檢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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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 人

老師、同學、朋友……

資源

書籍、網路、腦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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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國文方面還有很大的進步空間及不足之處

2.創造力和歷練比較不足

1.憧憬著把屬於自己的東西寫出來

2.本身有一定的國文能力

3.有著想表達出來的欲望

優勢及劣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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幫助世界

字詞運用

語法結構

情感表達

學測國文

能力精進

口語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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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策劃及執行過程僅供金質歷程盃活動使用 

請勿抄襲



2021
1月2月

2021
12月

2021
10月11月

2021
8月9月

2021.12/6 嘗試寫不同類型的文章
2021.12/24 利用寫作文的時候熟悉
2022.1/10 創作詩、文

2021.10/13 熟悉他人的文案風格的手法
2021.11/11 模仿手法
2021.11/28 準備文學獎極短篇小說 

2021.8/15 整理自己之前做
的文案
2021.8/31 開始創作
2021.9/15 搜尋資料

計畫 

僅供金質歷程盃活動使用 

請勿抄襲



成品

形成自己的風格

融入文化、歷史

模仿、充實自己

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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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法:押韻、模仿名家寫法、優美詞彙

方法

收尾:和同學討論，修飾潤稿

常見:文案、emo、心情、作文佳句、留言

程式:書、文章、google、抖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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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時內容空洞，在堆砌下無法引人
入勝，產生共鳴

過於生僻，雕琢堆砌讀起來反而非
常不通順

懶獨

駢

空

有時候一直沒想法就
會拖到截稿前再動筆

有時自認為最貼合旨趣
的文章別人反而看不懂
，好像沒有人理解一般

阻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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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
駢

懶

空

1.在盡量不影響表達自己意
思的同時改得符合大眾一點

2.找志同道合的人一起討論

刪掉過多的形容
詞，遇到想要炫技
的詞時，使用自己
判定的2級詞彙

給自己定下時限:
在截稿前5天要做
好，這樣才能做修

改檢查

多提起自身的經
歷，更認真的生
活，發現日常之

美

破解阻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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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拿作品給同
學評論時，
能獲得更多
共鳴，而且
他們也更能
理解感受

2

自己在重審
文章時能念
得更順，不
需要用力去
思考就有畫
面感跟意境

3

發現了很多
習以為常的
美:路邊的
貓、路燈的
昏黃、雨中
的蝸牛等

撥雲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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衍伸困難

時間

段考

家事

活動 社團幹部

模擬考

休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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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 個人 網路

取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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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筆法及網路範例 

我大抵是病了，橫豎睡
不著覺，只想將思緒理
清楚，這種想法沒有來
由。
(自己仿寫)

少年就是少年，他們看
春風不喜，看夏蟬不煩
，看秋風不悲，看冬雪
不嘆，看滿身富貴懶察
覺，看不公不允敢麵對
，只因他們是少年。

有時，想象中火樹銀花、煙霞滿天
的美麗，卻被自己輕易破壞。傳聞
中的百花深處，姹紫嫣紅，只是一
條尋常的巷道﹔傳說中的天涯海
角隻是貌不驚人的石頭，卻騙走無
數三生三世的誓言。

1

魯迅

2

評論

3

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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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20年浙江高考滿分作文《生活在樹上》

讀
2.2017江蘇高考滿分作文《車中窺人》

3.2007江蘇高考滿分作文《懷想天空》1

 4.2007江蘇高考爭議作文《懷想天空》2

5.2001年江蘇高考滿分作文《赤兔之死》

他山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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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Wpy3UOqSMZjVgR0D3iSCgFxcUp_v2Uiv3njchWnDGl0/edit#heading=h.jtme3rgyb5wv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vgVMbFk6-bJcdun_ebFWrIDRPeSQ9kazwx6glzsx7c8/edit#heading=h.jtme3rgyb5wv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kJWTwWM8yz6hiskGdFNCgV0KJ2z8IcU-ub9aUxznU8w/edit#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NoZfRkAQ5_U3oFC5SgC-kvJhX8OC07TV2T49nBMxAkY/edit#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NJNyxnTAjbUG8F5kf7IAtO7NNQsNO1s2jFBASdWUBcg/edit#heading=h.jtme3rgyb5w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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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級活動:創世基金會募發票募款標語

若拿起書，成為歷史的擺渡人
14世紀的歐洲黑死病
16世紀的美洲天花
17世紀的明末大鼠疫
19世紀的海地黃熱病
疫情肆虐，人心惶惶

21世紀的新冠肺炎是無數人的噩夢
醫護人員的血淚，物流行業的疲憊
社福機構的存危，歇業無薪的崩潰
這些心疲力竭的無聲嘶吼
在台灣人民的溫暖中被接收

身為高中生
我們這群小人物，嗅到了弱勢團體的苦澀
捐款者失去了收入，他們失去了全部
被停止金援的他們
抱著一顆幫助別人的心卻力不從心

在我們心中
弱勢團體、社福機構、前線醫護每個人都是轉動世界的齒輪
勿因善小而不為，我們，生而為人，便盡力助人

我們抑制不住想幫助別人的心情
縱使我們力量如太倉稊米
就算我們遭受不理性的批評
讓我們這群渺小的高中生
拋磚引玉灌溉所有人深埋心中的種子，伸根、綻花、展芽。

https://www.instagram.com/p/CQikAGFjLja/

僅供金質歷程盃活動使用 

請勿抄襲

https://www.instagram.com/p/CQikAGFjLja/


轉換

想法 通俗

醫者不自醫，久之，無人問津、無人憶其，悲哉，終至無人可
醫之。

子曰:「助人為快樂之本。」於是乎，奉萬聖先師之旨意，盡可
盡之力，耗可費之韶華，助所見方圓。吾為凡俗，亦含貪嗔
癡所念，可笑呼?誤信墨子之兼愛，誤順孔子之助人，嗚呼，
滿腔熱誠以導迷途，待得情字濫觴，泥淖吾亦陷，溯吾之善
舉，心中大定，於是昂首舉目四眺，詫然間無木可枝，曾手
植之林木，須臾間崩塌頹圮，嘆曰天作孽猶可恕，自作孽不
可活；生且為人，因果輪迴大神異，汝輩終將貸所為、負所
言。

愚哉?笑哉?吾之所做所行，皆順心而為，終至心畏戒懼，恨
吾所為、愧己無能。傷者，竟非汝而為無過之吾。

汝之方圓已滿，無余此舊友之立錐處，心有不甘，大悲大嘆
，而無可奈何，緣起緣滅，天命難違，花欲落無可止，人欲去
，則無可阻。

淺白文言試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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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剖桌上
冰冷的大體，帶著崇敬的心，瞻仰憑弔
冰冷地淬鍊未經世事的心靈
犧牲的白鼠，撞擊我們的意志
願，安息

憶青澀，喚熱血
這是一場屬於我們的夢
也是一首屬於我們的歌
踏上人生嶄新的征途
我們笑中帶淚地走過這些風風雨雨
它們，鐫刻在我們心中，滴答⋯⋯滴答⋯⋯
致，年少輕狂
願，眾濁獨清，笙歌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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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風蕭瑟，洪波湧起
泛黃的秋葉無聲的落下
落盡了粉筆白髮
落盡了筆墨春秋
飄飄輕盈數行字，濃抹桃李一生情

高中
繁重的課業壓低了學生的嘴角，卻壓不住師長們燃燒的青春。
粉筆、鉛筆、原子筆，連結出了我們的師生情，講台三尺、粉筆一
支、黑板一面，聲聲嚴厲、絲絲關懷，颳風下雨終如一，兩鬢斑白
歲月深，桃李芬芳遍天下。

師長們沉默的灌溉是我們最應珍惜的樸實關愛，有時我們累了倦
了，便自顧自的趴下入眠，有時我們一時興起，便和同學談天說
地。這些，都是師長們無法在課堂做到的，我們總自翊著每天都
比師長們有著更多課，但是台上的那些絮絮叨叨卻是師長們撕扯
著喉嚨的匠心傳承。
書聲入耳，墨香染身，青葱歲月，感謝有您。

師恩重如山，一桌一講台，一師一生情。那一支白色的筆,繪下了
無數個璀璨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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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戲
乘載了現代人的夢
收容了人們的苦厄
盈滿了你我的宣洩
在枯寂的高中課業中，老師帶領的桌遊課程為我們漆上釉彩

桌遊
是一個時代的過去?還是浪淘不去的真金?
我們一行6人，在桌遊場上或合作、或廝殺
最後，搖槳航向由自己製作出桌遊的座標

心結
是吵架的開端?還是崩潰的瞬間?
迎合、屈就、服軟
我們總隱忍了太多太多
只為了一絲絲友情及愛情

坦承
是破裂的起點?還是更深入的契機?
這個遊戲或許並未完美，但它裝著我們的一廂情願
我們希望人們可以戳破偽裝，將生根的面具一層一層的剝下
接受自己的不完美，享受著他人的肯定
不完美，才是真正的完美

桌
遊
課
小
組
宣
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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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獎作品:藍鯨 

文章

獎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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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docs.google.com/presentation/d/1tW_Y9c68cVLdlifujTgOIIhQEA5AMbjKigHXsWXCcCk/edit#slide=id.g133c65b652a_2_50
https://www.ctas.tc.edu.tw/ischool/resources/WID_19_2_70949cad6e3d884077dd6ee7147fc201a444f874/NEWS_19_2_e4bd5f70e9c5424576f7067b1af6dc804c008179/attached/%E5%83%91%E6%B3%B0%E6%96%87%E5%AD%B8%E7%8D%8E%E5%BE%97%E7%8D%8E%E5%90%8D%E5%96%AE.pdf


【四】心得及展望僅供金質歷程盃活動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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忐忑不安，對自己充滿不自信

解決挫折，撥雲見日

可以利用文筆幫助他人

一路走來

被稱讚文筆

成就感

得
名

欣喜若狂

有了自信

比賽公布名次

奠
基

起
初

驚
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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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勵

孤單

共鳴

文宣

安慰

文筆

思考

推己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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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得

從小到大常常被說講話講不清楚，導致自己"詞不達意"，但
自己的作文能力卻一直不差，而後來得知了學校有文學獎的
比賽，為了督促自己"說故事"的能力，於是報名的我便開啟
了跌跌撞撞卻滿是收穫的寫作路。
在寫創世基金會的募發票活動文宣時，我赫然驚覺，原來，文
字除了是表達的工具外，竟然還可以用這種方式幫助他人，
雖然我不知道那些願意支持的人們是否是受到文字的感染，
但我仍然享受著有能力幫助人的快樂。
在未來，我願意，同時也樂意，以一支筆去融這茫茫人間刺骨
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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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喜歡夜深人靜，燃一支紅燭，到書海中跋涉。若窗外還下着雨，則更是讀書的好時候。萬籟俱寂，伴着搖曳的燭
光，聽着雨聲剝啄，是極易進入書的境界的。你可以在書的世界裏一無阻礙地上下遨遊，讀三毛灑 脫、豁達的人生，
讀朱自清那深沉的父愛，讀魯迅那錚錚的鐵骨 ……還可以在書中隨心所欲地縱橫馳騁，跟着魯迅去看社戲，隨魯濱
遜去航海，也可以步入路遙平凡的世界，更可以 “飄”去目睹亂世佳人郝思嘉的風采。

於是我明白，夢想永遠不會被擱淺，因為夢想
而留下的累累傷痕，正是生活給予你最珍
貴的禮物。所以，"即使遍體鱗傷，也要活得漂亮。 "就
算顛沛流離之後才懂得生命的慷慨與繁華，就算洗盡
鉛華之後才明白歲月的蹉跎與無奈，可那又怎樣。我
一直在這裏，等待命運開出一莊九天十地
的牌局，示我以最    後的輸贏，爾後莞爾接
受，給那些為夢想而奮鬥的日子寫上 絕美的結局，孤
獨也一樣盛放到極致。

                  在生命的縱橫阡陌中，踽踽而行，或見落花翩
遷衰草盤桓，或經流水人家榆柳婷婷，或恍然     聽見悠遠
山谷中傳來的黃鸝聲聲清啼，或一路塵滿      客袍。在行
途的終止，我站定身子，驀然回首，曾     經的舟車勞頓原
來是用以抵化一個明媚的春顏，紅了櫻桃，綠了芭蕉。

                    有時，想象中火樹銀花、煙霞滿天的美麗，卻
被自己輕易破壞。傳聞中的百花深處， 姹紫
嫣紅，隻是一條尋常的巷道﹔傳說中的天涯海角隻是
貌不驚人的石頭，卻騙走無數三生三世的誓言。

孩提王國的童話光環不                    知何時被擲
落在地，安徒生的天國花園大概早  已沉入冰
穹。我想走入那密集洶湧的人潮，隻為尋找一
雙赤子透澄明凈的眼睛。我為這年 歲漸長，而
心靈提前硬化的世界感到惶恐，我為這不再皓
潔，蒙上塵埃的心靈之窗感到悲哀。

謝謝觀賞

山水一程，三生有幸，就此別過，莫問前程，山高水長
，江湖莫忘，在廣袤的空間、無限的時間中，能與你們
共享一筆一墨，是我的榮幸，尚未配妥劍，轉眼便江
湖，愿歷盡千帆，歸來仍是少年，縱有千古，橫有八荒
， 前途似海，來日方長，從此一別，隔世經年，山長水
闊；唯愿君，笙歌萬里，不知流年。前途似海，以夢為
馬，不負韶華，一篇詩、一斗酒、一曲長歌，一劍天涯

總以為滿地的蘆花不再綻放，總以為漂泊的白雲找
不到家，那澄澈的嬰孩的瞳孔裏，裝不下太多的世
界。那散發着麥香和乳香的童謠已隨風逝去，惟有清
淺的童年清淺地映在湖麵上，清淺地照射出我初放時
安詳的模樣。

疾馳的車流看不見河的那邊有大片雲 朵落下，看不見晚
風  將月色吹進入房，即使身處繁華，也不能忘了昨日的
柔軟與情懷。歲月的變遷就像一根裂開的吸管，對着
高度的發達拚命吮吸，但最後填飽我們的隻是那
陣給人帶來怦然感動的遺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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