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國歷史人物介紹
桃子腳國中小社會領域教師 (歷史科 )
夢 N宜蘭場講師
新北市社會領域輔導團

能讓孩子喜歡歷史，願意

接觸歷史，是我從事歷史教育

的初衷，我努力讓自己成為一

個講述法不錯、孩子喜歡上課

的歷史老師。但其實歷史教育

可以做的更多，有沒有可能除

了知識，孩子也能學到歷史的

態度、方法？    
很幸運的，我所服務的學校

──桃子腳，是一個鼓勵老師

創新玩教學的地方，也由於這

幾年參與行政團隊，受到校長

課程領導的影響，讓我更能進

入教學改變的脈動，勇敢跳脫

舒適圈，發展不一樣的課程。

目前有幸參與夢 N講師團隊、
新北市社會領域輔導團，繼續

學習怎樣成為一個更好的老

師，同時也貢獻自己的經驗，

和教育夥伴們一起成長。

為什麼會選擇歷史人
物這個主題 ?
臺灣大學的呂世浩老師曾

在 TED的演講 (學歷史的大
用 )時談到「古人的歷史是拿
來用的，但現在歷史教育不

是」、「當你碰到人生重要難

題時，相信我，你絕對不是第

一個遇見類似難題的人。在你

之前，有無數人遇到相同問

題，他們如何解決？我們是否

有更好的解決方法？」。學歷

史就是要思考前人如何解決問

題，可以透過認識歷史人物的

主題實現。

108課綱將減少社會領域授
課時數，以桃子腳國中為例，

八年級歷史從每週 2節減為 1
節，老師馬上面臨課上不完的

問題。我們認真思考，有沒有

可能多爭取一節課，把人物的

部分從正式課程切出來，但避

免用同樣的上課方式，不要讓

彈性課變成「多上一堂歷史

課」。

彈性課程如何規畫 何信甫 老師

作者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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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課內容

簡報：自編 PPT。
筆記：自編上課筆記。

遊戲：自製桌遊《朝代心臟病》。

課本：參考的文本。

分組：合作學習。

 (異質分組，採夢 N大聯盟選秀法 )

上課流程

1.學生分組。
2.課本和人物筆記。
3.人物基本資料。
4.生平介紹。
 (結合課程內容、搭配相關史料閱讀 )
5.正反歷史評價。
6.討論人物的人生課題。

困難與未來展望

首先，這門課程要能延續，

有賴於課程和教材的深化與推

廣性。發展自編教材、學生自

學的閱讀材料、或是錄製自

學影片節省課堂講述時間 (用
camtasia或 evercam錄製影片
供學生線上自學 )，都是接下
來的發展方向。

再者，跨領域課程研發不

易。或可與 「 藝術與人文領

域 」 合作，人物筆記中的人
物畫部分，若能得到美術教師

的引導，學生或許更能掌握或

表現人物特色。也可嘗試與 「 
國文科 」 合作史料閱讀，讓
學生能讀懂文言文、不懼怕文

言文。例如 .《史記，張儀列
傳》其妻曰：「嘻！子毋讀書

遊說，安得此辱乎？」張儀謂

其妻曰：「視吾舌尚在不？」

其妻笑曰：「舌在也。」儀曰：

「足矣。」透過教師的解析，

學生會驚訝的發現其中的樂

趣。

本課程也能融入「 專題研
究 」，對單一歷史人物進行
探究，是一個很不錯的入門專

題研究。除了能與未來高中歷

史課程銜接，也會多面向認識

此歷史人物。

課程目標

知識：八年級社會 (歷史 )相關歷史人物的加深加廣。
技能：透過歷史人物的經驗，增進學生面對問題的解決能力。

情意：神入、穿越時空同理歷史人物的選擇。

評量方式

態度：上課態度、遊戲參與度，

以及小組成員合作學習

狀況。

人物筆記：筆記書寫內容，人

物畫是否展現對歷史人

物的了解。

作業：寒假作業 (例如：我的同
學是秦始皇 )、暑假作業
(例如：寫自己的歷史 )。

設計彈性課程

整理者／桃子腳國中何信甫、謝孟俶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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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目標

知識：八年級社會 (歷史 )相關歷史人物 (黃興 )的加深加廣。
 (課本中對黃興隻字未提 )
情意：穿越時空同理歷史人物的選擇。

 (為什麼黃興堅持讓孫文當主角？ )
技能：透過歷史人物的經驗，增進學生面對問題的解決能力。

 (和好朋友意見不合時，你會怎麼做？ ) 
 引導孩子覺察課本的侷限性，培養學生的批判思考能力。

 (革命的成功是一個人還是一群人？ )

教學資源

1.自編教材 (中國歷史人物 PPT)
2.電腦、單槍投影設備、簡報筆
3.自編學習單 (中國歷史人物筆記 )
4.社會課本 (八下歷史第 3、4課 )
5.金哲毅，《國父們，被遺忘的中國近代史》

課程發展歷程

短期：先在短期的課程中嘗試。例如：暑假輔導課。

長期：再就長期的單一班級去操作。例如：第八節輔導課。

穩定：相對穩定後進入正式課程。例如：爭取彈性課程。

如何產出與共備

備課：每週都要花額外時間準備、製作 PPT。
領域：開放教室供同領域老師觀課 (說課─觀課─議課 )。常常開放讓別人來看你上課，

是強迫自己成長的好方法。

分享：把握機會，在行政會議、領域會議、導師會議中分享操作彈性課程的收穫與困難。

未來發展與反思

    108課綱真正鬆綁，這門歷史課，沒有課本、考試不考。你要怎麼上？你想怎麼上？老師
完全可以決定要上怎樣的歷史課 (彈性課程 )，這是一個機會，我們可以上一堂真正的歷史科，
一堂孩子真正想上、需要上的歷史課。

發展彈性課程的建議

主題分享示例

八年級彈性課程《中國歷史人物》：黃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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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們要介紹的人物—黃興，

到底重要不重要，就讓我們認識他

之後再來判斷吧！

介紹黃興生平

你聽過克強嗎？克強是誰？

圖片提供／何信甫

圖片提供／何信甫

你知道全臺灣最常見的路名是什麼嗎？

為什麼要取名中正路？

為什麼取名叫中山路？

所以幸福路就是在紀念？

你有聽過克強路嗎？克強是誰？

全臺灣只有 2條克強路，表示他很不重要？

我們都知道，清末最有影響力的革命團體是？

你知道同盟會是由哪些團體組成的嗎？

猜猜看，其中哪一個團體，在同盟會裡勢力最大？

所以同盟會選會長的時候，誰應該會選上？

中正路、中山路 

同盟會

華興會

黃興

紀念蔣中正

紀念孫中山

何信甫，喂！亂說

興中會：孫文

光復會：蔡元培

蔡元培參與革命的原因，是因為他的偶像譚

嗣同被清朝殺了，讓他對清朝徹底失望。

華興會：黃興 (華興會領袖 )、宋教仁 (後來
被刺殺的國民黨領袖 )

Q

Q

Q

Q

Q

Q

Q

Q

Q

Q

Q

A

A

A

A

A

A

A

A

引起動機 (2 分鐘 )

發展活動 (10 分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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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投票前，黃興卻對大

家說「各位！如果沒意見的

話！我推舉孫先生成為我們的

領導！」說完自己先拍起手

來，於是孫文當上了同盟會會

長。

在革命的分工中，孫文主要

負責海外募款，為革命提供資

金，黃興主要負責國內革命指

揮。而黃興甚至親自參與其中

一場你們很熟的革命 (黃花岡
之役 )。在和清軍戰鬥的過程，

一顆子彈朝黃興飛來，當場打

掉他的右手中指和食指，所以

從此被稱為「八指將軍」。

武昌起義成功後，中華民

國臨時政府成立，第一任臨

時大總統是？孫文

可是黃興說「各位！如

果沒意見的話！我推舉孫

先生擔任我們的臨時大總

統！」，於是孫文當上臨時

大總統。我們都知道，後來

為了讓革命能盡快成功，所

以孫文把總統的位置讓給了

誰？袁世凱

孫文認為袁世凱一定是幕

後主使，所以叫國民黨發動

二次革命，要用武力推翻袁

世凱。可是國民黨裡面有沒

有人反對這麼做？有

他為什麼反對？當時的中

國，已經是一個民主國家，

在民主國家中，遇到問題應

該是用武力，還是用法律來

解決？法律

這就是民主法治的精神，

所以黃興主張透過司法去調

查，確定是袁世凱再推翻

他，你覺得有沒有道理？

好像很有道理

後來同盟會先改組成國民

黨，並且參加國會選舉大獲

全勝，國民黨領袖宋教仁卻

在這個時候怎麼了？被暗殺

誰嫌疑最大？袁世凱

是誰？黃興

可是有沒有證據？沒有

革命成功的時候，孫文還

在國外，所以當時誰最有機

會當總統？黃興

1. 華是同盟會中的最大勢力

2. 力挺孫文擔任會長

3. 主要負責國內革命指揮

4. 廣州黃花岡之役

5. 革命成功誰當總統？

6. 宋教仁被刺身亡

7. 國民黨改組為中華革命黨

8. 1916 年病逝

請問誰會選上會長？

孫文負責海外募款

還親自參與了哪一場？

食指和中指被打斷

力挺孫文當臨時大總統

不支持二次革命，

主張先循司法途徑

拒絕加入但也不另組政黨

胃病吐血身亡

國民黨的反應是？

生平介紹 ( 重要事蹟 )

圖片提供／何信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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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有人就建議他，你這

麼有影響力，要不要另外組成

一個政黨？但卻被黃興拒絕

了。黃興雖不贊成孫文，但也

不扯他後腿。黃興後來在西元

1916年，因為嚴重的胃病，
最後吐血身亡。

總結活動 (3 分鐘 )

討論黃興的人生課題

黃興的人生課題是什麼？

在革命救國的道路上，為

何堅持讓孫文當主角？

黃興：「名不必自我成，

功不必自我立，其次亦功成而

不居。」

他真正關心的是革命能不

能成功、中國能不能變強，他

相信孫中山就是那個可以領導

大家的人，所以他甘心當一個

綠葉、當一個配角。因為誰是

主角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怎樣

最能完成救國的目標。

今天帶大家一起認識黃興，

為什麼我們要認識他？

因為他對中華民國的建立

很重要，但很遺憾，現在的歷

史課本裡面沒有他。講到國

父，我們都知道孫中山，但革

命的成功，是他一個人就能完

成的嗎？

老師要提醒大家，一件事

的成功，在背後其實是有一群

人默默的付出，歷史應該記得

他們，我們應該記得他們。再

來是課本，我常常提醒大家，

課本不是歷史的全部，只是其

中一種參考資料。

課本有提到宋教仁，但課

本怎麼說？宋教仁出場，然後

呢？然後他就死了，課本並沒

有多加介紹宋教仁的生平事

蹟。對於歷史，你要提出問

題，你要有自己搜集資料，並

且自己判斷的能力。

今天的歷史課上到這裡，

謝謝大家。
為什麼？因為那是獨裁不是

民主，所以他拒絕加入

問題

問題

在革命救國的道路上，為何堅持讓

孫文當主角？

兩個人到底有沒有過爭執、衝突或

意見不合？

國旗應該是青天

白日還是井字旗

中華革命

黨的組織

方式

請大家不要忘記，

那些應該被紀念的

「國父們」

選同盟會會長

宋案的處理方式

臨時大總統 拒絕成立新政黨

立即下載體驗

中國歷史人物介紹

二次革命因為不團結失敗

了，孫文認為要繼續革命，

所以把國民黨改組成中華革

命黨，有鑑於之前國民黨的

不團結，所以孫文要求所有

的黨員，在加入時都要按手

印、還要宣誓效忠孫文，這

件事誰不贊同？

黃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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