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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辅助教学之课堂引起动机 

——以初三特辅华文教学为例 

李傲程 

 
一、前言 

教学上的引起动机，指的就是一套能激发学生学习动机的教学方法。

在编写教案时，“引起动机”为“教学活动”中的起始环节。依据新纪元

学院（New Era College）教育专业文凭课程（以下简称“新院教专课程”）

中对于教案设计的要求，课堂教学活动的第一步骤为“引发学习动机、导

入新课”，其指的便是引起动机。然而，碍于课程繁重的束缚与课时的不

足，教师们往往为了准时完成课程进度，被迫放弃引起动机这一教学步骤，

而直接进入课程内容的教授。其实，课堂引起动机使用得当，不但不会耽

误教学进度，反而可激起学生的学习兴趣，还能让他们更清楚知道当堂课

所要学习的重点。换而言之，若在一堂课中成功地引起了学生的学习动机，

教学成效也会随之提高。 

本教学分享报告主要透过三个华文科教学实例来说明在导入新的课程

内容之前，使用合适的引起动机教学策略，对于接下来整堂课所发挥的教

学辅助作用。此三个实例分别取自于笔者于 2015 年至 2016 年间，在修习

新院教专课程时所设计的三个教学视察教案，而教学对象皆为本校学业低

成就的初三特辅班学生。 

 
二、文献探讨 

本节将从“动机的来源与分类”、“学习动机的重要性”、“引起动

机的设计”，以及“引起动机的类型”来进行探讨。 

（一）动机的来源与分类 

我们生活中一切的活动，基本上皆由不同的动机所引起，而动机的来

源相当复杂，但主要可分为内在动机（intrinsic motivation）和外在动机

（extrinsic motivation）两大类。 

内在动机，产生于个体本身的内在需求（张春兴，1994），即个体是

因为自己的兴趣或喜好才会去做某件特定的事（卢雨芯，2009）。换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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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一个课堂活动对学生来说是有趣的，他们就会很乐意地去学习（周汉光，

1999）。卢雨芯（2009）进一步指出，拥有内在动机的学生，是因为课程

或学习活动本身的价值和学习的乐趣，才会投入于该学习中，而并非来自

于外在的奖励或惩罚。 

外在动机，指的是借助外在的诱因如口头称赞、奖励、鼓励、酬赏或

惩罚、批评等控制，诱发个体去做某件事或维持个体的兴趣（卢雨芯，

2009；周汉光，1999）。比如说，在某课堂中，学生想要得到教师的小礼

物，就会主动且积极地达到教师在该堂课中的学习要求。 

本文的教学实例所采用的引起动机教学技巧，主要以引发学生的内在

动机来设计，目的是要让学生抱着“乐学”的心态去学习。 

（二）学习动机的重要性 

从上小节可知，“动机”会影响人的行动，那何谓学习动机？张春兴

（1994）认为，凡可引起学生学习活动、维持学习活动，以及让学习活动

趋向教学目标的内在历程就是学习动机。学生一旦有了学习动机，就可更

专心地学习，使学习更为有效（卢雨芯，2009）。对于教师，能在学生方

面发挥作用的，便是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黄光雄，1999）。 

卢雨芯（2009）强调，学生愿意使用学习策略去改善本身的学习表现

与否，关键在于学习动机。故此，教学时应先激起学生的学习动机，再教

给他们学习策略，这样才会有教学效果（王丽华，2006）。而台湾国中

（相等于独中的初中部）教师金惠琳，她依据学习动机理论来对教材做适

度的调整，并运用了能够提升学生学习动机的教学法在其课堂教学实测中，

结果发现学生的学习动机有显著地提升（金惠琳，2005）。除此之外，石

宇立（2006）在其研究中指出，运用多元教学的方法有助于提升学生的学

习动机。因此，他建议教师在课堂中应要尝试各种不同的教学技巧。 

总的来说，引起动机在课堂活动中起着重要的教学作用。 

（三）引起动机的设计 

关于课堂引起动机的设计，卢雨芯（2009）总结了各学者所提出的理

论获知，一堂课是否能够激发学生的兴趣，由“教师”、“教材”及“学

生”三者的连动关系所决定。换句话说，在选择使用何种引起动机策略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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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先同时考量教师的教学特质、教材的特质和学生的学习特性，方能给

予学生适当的动机诱发（周汉光，1999）。 

卢雨芯（2009）针对“导言设计 1”作探讨，进一步归纳出课堂引起

动机之设计应注意的细项，而笔者只集中讨论三个与本报告有直接关系的

细项：导言的时间、导言的目的及导言的准备。 

1．导言的时间 

课堂上导言（即引起动机）所使用的时间要适中，不能过长，否则将

反客为主，减少课堂主要内容的教授时间。口语传播学者 Miller（1946）
的研究指出，导言的用时应该占整个活动时间的十分之一。换言之，一堂

35 分钟的华文课，其导言的最佳时间应该介于三至四分钟之间（卢雨芯，

2009）。然而，笔者认为若导言的设计融入了跟课堂主题直接相关的教学

内容，导言时间可略长一点，但尽量不要超过八分钟。比如说，王安石

《读〈孟尝君传〉》一文中有“鸡鸣狗盗”一词，在课堂导言环节可让学

生观看相关的动画短片并作讨论，这不但不会延误课程主题的教学时间，

还可于接下来的课堂教学中让学生更容易明白课文内容，也使教师的教学

活动更为顺畅。 

2．导言的目的 

游梓翔（2000）认为，一个完善的导言设计必须达成“引起注意”、

“建立关联”、“建立信度”及“揭示重点”四大目的。 

在课堂上，引起注意即是引起学生的学习动机。卢雨芯（2009）强调，

教师所设计的导言要能让学生“自愿注意（voluntary attention）”课堂上

的学习内容，而非以评分、学校行政人员会巡堂等来提醒学生专心上课，

因这种“非自愿注意（involuntary attention）”的学习，无法有效地让学

生对接下来的课程主题充满兴趣。因此，教师可以采用贴近学生生活的教

学材料如漫画、游戏等来引起学生的学习动机，尽量避免一开始就照本宣

科，不然学生的专注力很快就会消失掉。 

                                                           
1 导言（或称引言、开场白），在一个节目、演讲或电影等开始前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其若能

发挥得当，便能吸引住观众的目光，进而让他们对接下来的内容充满期待。相对的，一个良

好的课堂导言设计，可在教学开始前的几分钟就集中学生的注意力，并引起他们对课程内容

的好奇与学习兴趣，从而提高他们的学习成效（卢雨芯，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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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关联，指的是引起了学生注意后，进一步连接课程主题与学生之

间的关系（卢雨芯，2009）。举个例子，修辞课对学生而言或许是枯燥乏

味的，然却又是不可省略的课程。为此，教师可在引起动机环节，要求学

生分辨娱乐新闻、时下电影等对白所使用的修辞法为何，这样一来可增加

课堂教学的趣味性，也能使学生觉得离开教室后，还能够把所学到的东西

发挥在现实生活中。 

导言的第三大目的为建立信度（亦称可信度）。初中生一般上自我意

识较强和对外界充满质疑，且对于教师的信赖度也不像小学生或幼儿园学

童般那么高（卢雨芯，2009）。所以，教师在设计导言时，应尽量提高课

程内容的可信度，如教授沈复的《闲情记趣》前，分享教师本人的童年趣

事；教导环境相关的写作时，播放由国家地理（National Geographic）拍

摄的相关纪录短片。 

最后一个目的——揭示重点，系教师在导言环节对该堂课的教学重点

做一个预告，以便让学生对接下来的讲授课程内容有一个初步的了解（卢

雨芯，2009）。以华文教学为例，在教导文言文时，教师可在导言时段先

告知学生该篇文章有哪一些词汇要特别注意，就比如“走”字，现今的解

释为“行走”，但于古文中则有“跑”的意思。 

3．导言的准备 

在设计导言前，所要准备的工夫便是对听众进行分析，就教学方面而

言，即是分析学生的学习背景。卢雨芯（2009）认为，教师在开始新教学

单元之前，应先了解学生的状况，诸如：针对该主题学生的先备知识为何、

班级上课气氛为何、学生的学习态度与程度为何等等，方才决定导言设计

的方向。譬如说，对于学业低成就、学习能力普遍低落的特辅班学生，教

师在设计导言时，应避免使用生僻的词汇、难懂的句子，否则学生听不明

白，他们的学习动机自然也激发不起来。 

（四）引起动机的类型 

上一小节提到，决定采用何种引起动机的方式前要先考虑教师、教材

与学生三者的关系，故此引起动机没有固定的类型，教师会依据教材及教

学对象的不同，而选用合适的引起动机策略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然而，

卢雨芯（2009）在其研究中，尝试将已知的引起动机策略分成以下三大类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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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实体直观类：漫画、照片或图片、纪念品或模型，等等。 

2．影音鉴赏类：流行歌曲、自编口诀、改编歌词、时尚电影、电玩

游戏，等等。 

3．活动讨论类：时事分析、猜谜游戏、历史趣事、心得分享（又可

细分为“引起共鸣”和“举己之例”）、创意思考、引起疑问，

等等。 

卢雨芯（2009）进一步提及，上述三大类型虽然看似各自独立，但其

实是相辅相成的（如图一所示），教师会视教材与教学对象的需要，融合

几个类型的特点来设计一堂课的引起动机，用以诱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而

本报告的教学实例即是如此。 

图 一 相互运作的引起动机三大类型 
资料来源：修改自卢雨芯（2009：180）。 

 
三、教学实例 

本报告所引用的教学实例有三，其中两个取自笔者的 2015 年新院教

专课程之校内教学视察教案，另一个则取自 2016 年校外视察教案，而所

采用的引起动机方式分别为电影、趣闻和照片，三者皆是用来引发学生学

习动机的主要媒介。接下来将以列表的方式说明每个教学实例的引起动机

方式、教学单元资料、教学对象、所需时间、教学目的和教学步骤。 

引起动机策略

活动讨论

实体直观 影音鉴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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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实例 1 

引起动机方式 播放电影情节后提问（电影+提问+引导） 

教学单元资料 

【唐】韩愈《马说》 
简介： 

1. 这课文是一篇文言文，也属于议论文。 
2. 文章叙述马夫不懂千里马的习性，以对待普通马的

方式来驱使它、喂养它，结果它既做不到像普通马

般的要求，也表现不出日行千里的才华。 
3. 作者借此故事感叹千里马的不幸，因为它的才能被

压抑，也用以讽刺当权者不能知人善用，进而说明

了懂得识别人才的重要及作者怀才不遇的愤慨。 
教学对象 2015 年初三特辅班 人数 28 人 
所需时间 7 分钟 

教学目的 
透过影片《战马》中主角与马的互动，对比课文《马说》

中养马者对待千里马的方式，让学生更容易掌握课文的主

旨——善于识别人才的重要性。 
引起动机步骤 

1. 简介《战马》电影情节、提醒学生观看时要注意的事项——主角与战

马的互动。 
2. 播放《战马》部分情节。 

- 《战马》（War Horse）片段来源：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F7o4Ckjhl4） 

3. 提问学生以下问题： 
- 你觉得主角跟战马的感情如何？ 
- 你怎么看出他们有如此的感情？ 

4. 总结学生的回应，适时说出“主角与战马因彼此互相了解才会有如此

的深厚情感”。 
5. 进入《马说》课文，并要求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注意养马者如何对待

千里马。 
备注 

电影情节简介： 
1914 年，幼小的战马乔伊被主角艾尔伯特的爸爸买下，自此主角与战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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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甘共苦，一起成长，感情深厚。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主角爸爸把战马卖

给军队作战。后来主角也加入了军队，但未与战马相遇。一晚，军医见战

马的脚受伤了，决定处决它。而当时眼睛受伤并暂时包扎起来的主角也在

同一军营，他听见别人在谈论此事，于是试着吹口哨呼唤战马，而战马也

认出主角并跑到他身边。由于主角清楚说出战马的特征，因而让军医放弃

处决战马的决定。 
 
（二）实例 2 

引起动机方式 展示附图趣闻，找出句中重点（趣闻+提问+引导） 

教学单元资料 

句子主干 
简介： 

1. 从冗长的句子中找出句子的重点，即找出句子的

“主语”、“谓语”及“宾语”，或“主语”和

“谓语”。 
2. 此 单 元 类 似 国 文 科 的 语 法 教 学 “ subjek dan 

predikat ” 或 英 文 科 的 语 法 教 学 “ subject and 
predicate”。 

教学对象 2015 年初三特辅班 人数 28 人 
所需时间 5 分钟 

教学目的 
借助贴近学生的事情物——麦当劳，吸引学生的目光，并

从中带出课堂学习内容，进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引起动机步骤 

1. 投影题为“新款外带纸袋麦当劳推‘纸袋盘’” 的趣闻。 
2. 略述趣闻内容。 
3. 突出趣闻中一个句子，并问学生该句子所要表达的重点。 
4. 依据学生的回应，适时带出句子的三大组成成分——“主语、谓语、宾

语”。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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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闻内容与资料来源： 

 
（三）实例 3 

引起动机方式 分辨照片所采用的摄影手法（照片+提问+猜谜+引导） 

教学单元资料 

【元】马致远《天净沙·秋思》 
简介： 

1. 整首元曲为：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 
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 

2. 这首元曲的每一句内容皆由不同的景物所构成，可

让人联想成一幅幅的画面。 
教学对象 2016 年初三特辅班 人数 30 人 
所需时间 7.5 分钟 

教学目的 
借助摄影手法来增加趣味性，让学生联想课文各句所呈现

的景象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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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起动机步骤 
1. 在黑板上不按顺序写出“特写、近景、远景、全景”四种摄影手法的

词组。 
2. 投影照片，并于每张照片投影后提问学生下列问题： 

- 你觉得这张照片属于哪一种摄影手法？为什么？ 
3. 总结学生的回应，适时说出各种摄影手法的特点。 
4. 再投影另一组照片，要求学生依序说出各照片的摄影手法。 
5. 进入《天津沙·秋思》，要求学生说出各句子可能采用的摄影手法。 

备注 
第一组照片如下： 

                      图 1 特写                                               图 2 近景 

                      图 3 全景                                                 图 4 远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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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组照片如下： 

                      图 5 近景                                                 图 6 特写 

                      图 7 远景                                                 图 8 全景 

图 9 近景 
 
四、教学实例对课堂教学之辅助 

依据笔者在实际教学中的体验与观察，在教授新课程前布置与主要教

学内容有直接相关的引起动机策略，比起一开始就进入单元主题的教学模

式更有助于学生的学习以及教师的授课。 

就学生而言，因在导言环节中使用了属于视觉直观类的《战马》电影

片段和照片，故能迅速地安顿课堂秩序，并可将学生的目光集中到教学荧

幕上，让教学活动得以顺利展开。此外，笔者在另一堂课中采用了贴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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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现实生活的麦当劳趣闻作为开场白，亦有效地引起了学生的注意，同时

也激起了他们争相提问的好奇心。 

就教师而言，前述的三种主要媒介，成功地协助笔者让大部分的学生

主动回答本人的相关提问；即使是沉默少语的学生，其被点名后一般上也

能说出正确或相近的答案。由此可知，合适的引起动机策略确实可在一整

堂课中发挥一定的作用。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在教导该堂课的主题内容

时，若所触及的某一教学点与引起动机设计的内容相关，教师在解说起来

既不费时也较容易让学生明白。例如，引起动机步骤让学生注意并讨论电

影《战马》情节，在进入《马说》的教学时，就可引导学生比对战马和主

角跟课文里千里马和马夫的关系有何不同，而学生在学习课文时也比较容

易掌握到重点。 

 

五、结论与建议 

回顾前人的研究以及笔者教学实例的实施与观察，引起动机可谓是一

堂课中发挥关键作用的起始步骤，若忽略了此教学环节，整堂课或许就会

变得枯燥乏味，学生则会因而提不起劲，专注力便会无法集中，教学素质

也自然地不能达到预期般的效果。 

课堂引起动机的类型虽然繁多，但各种类型相互关联，教师可依据主

题内容和教学对象的需要，设计一套适合该堂课的教学且富有教师本身独

特风格的引起动机策略。其实，引起动机的方式有时也可以很单一并简单

的，比如在学生起立行礼问安后，教师先不让学生坐下，先以“快问快答”

的方式提问他们上一堂课所学的东西，只要能够答对者就让他坐下，这样

不但可以协助学生进行复习，以便衔接接下来所要学习的课程，也能够增

加课堂的趣味性与刺激感。 

由于本报告教学实例的实施效果，皆由笔者在课堂上的观察所得，故

缺乏实际教学的有效性。因此，笔者建议以后若要在课堂上实施引起动机

教学步骤的教学者，可于课后对学生进行课堂学习的满意度调查，以找出

实施成效及需改善的地方。另外，也可邀请另一位教学伙伴使用相同的引

起动机方式进行教学，并从中观察此方法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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