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文華藝
學習單設計／葉惠貞老師（

 

 

 繼《首席大提琴手》(音樂

(建築)、《想不到的畫》(繪畫

王文華老師將以戲劇舞臺為背景

一場虛實人生的矛盾與衝突

童話故事中，了解傳統戲曲與

與特質，並且思考人生的重要哲理

 
Part1Part1Part1Part1【【【【真假將軍真假將軍真假將軍真假將軍】】】】 

一一一一、、、、    故事問答站故事問答站故事問答站故事問答站    

歡迎來到平原小城看戲歡迎來到平原小城看戲歡迎來到平原小城看戲歡迎來到平原小城看戲

題題題題，，，，請你圈選正確的答案請你圈選正確的答案請你圈選正確的答案請你圈選正確的答案

〈  〉1.將軍希望戲班主人

       演將軍演膩了〈2〉

       為拿筆像拿刀一樣容易

〈  〉2.人們走在路上見著將軍演員都喊他

        相和演技入木三分

        話〈4〉他說話顛三倒四

〈  〉3.將軍嚇跑王二麻子那班土匪

殺海盜、守邊疆，變成真正的將軍

〈1〉假戲真做

 〈  〉4.將軍帶兵打仗十幾年後

住上場搶下演

胤〈

1 

藝術童話 戲臺上的大將軍 
／葉惠貞老師（國立清華大學附設實驗小學） 

音樂)、《第 100 棟樓》

繪畫)之後，這一回，

王文華老師將以戲劇舞臺為背景，帶大家上演

一場虛實人生的矛盾與衝突，讓孩子在幽默的

了解傳統戲曲與當代戲劇的美感

並且思考人生的重要哲理。 

歡迎來到平原小城看戲歡迎來到平原小城看戲歡迎來到平原小城看戲歡迎來到平原小城看戲，，，，以下問題是根據小城戲院這十多年來的表演興衰出以下問題是根據小城戲院這十多年來的表演興衰出以下問題是根據小城戲院這十多年來的表演興衰出以下問題是根據小城戲院這十多年來的表演興衰出

請你圈選正確的答案請你圈選正確的答案請你圈選正確的答案請你圈選正確的答案。。。。    

將軍希望戲班主人能讓他演書生或屠夫等角色，理由是什麼？〈

〉他希望自己是出色的演員，勝任各種角色〈

為拿筆像拿刀一樣容易〈4〉他想指揮小豬去打仗 

人們走在路上見著將軍演員都喊他「將軍」，原因是什麼？〈1

演技入木三分〈2〉他演戲的精神像拚命三郎〈3〉他逢人只說三分

他說話顛三倒四 

將軍嚇跑王二麻子那班土匪，皇帝召見他，要他帶兵打仗去。他打土匪

變成真正的將軍。這可用哪一句話來形容？ 

假戲真做〈2〉如假包換〈3〉美夢成真〈4〉去偽存真

將軍帶兵打仗十幾年後，再次在小城聽到唱戲聲，

住上場搶下演出的角色是哪一個？〈1〉趙伯駒〈

〈3〉趙子龍〈4〉趙飛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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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問題是根據小城戲院這十多年來的表演興衰出以下問題是根據小城戲院這十多年來的表演興衰出以下問題是根據小城戲院這十多年來的表演興衰出以下問題是根據小城戲院這十多年來的表演興衰出

？〈1〉他 

〈3〉他以 

1〉他的扮 

他逢人只說三分 

他打土匪、 

 

去偽存真 

，他忍不 

〈2〉趙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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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將軍上臺扮演常山趙雲，耍花槍，唱起「你你你，好個賣國賊……」。 

       這個賣國賊指的是誰？〈1〉曹丕〈2〉曹操〈3〉曹植〈4〉曹仁 

〈  〉6.將軍之所以都演將軍，是因為他的形象符合，其中不包含哪一項？ 

       〈1〉身材魁梧，虎背熊腰〈2〉嗓門很大，聲如洪鐘〈3〉脣紅齒白， 

        膀闊腰圓〈4〉眼神犀利，不怒而威

    

☆☆☆☆答案：1.〈2〉  2.〈1〉  3.〈1〉   

4.〈3〉  5.〈2〉  6.〈3〉 

 

 

二二二二、、、、故事列車故事列車故事列車故事列車    

〈〈〈〈一一一一〉、〉、〉、〉、小城小城小城小城居民和戲院演員互動的情形如何居民和戲院演員互動的情形如何居民和戲院演員互動的情形如何居民和戲院演員互動的情形如何？？？？    

請你把下列事情發生的先後順序請你把下列事情發生的先後順序請你把下列事情發生的先後順序請你把下列事情發生的先後順序排序排序排序排序。。。。〈〈〈〈填寫填寫填寫填寫 1111----5555 的順序的順序的順序的順序〉〉〉〉    

〈 〉小城百姓願意聽將軍指揮，把將軍架到城樓上。 

〈 〉聽說大盜賊王要來，買票看戲的觀眾愈來愈少，人們打包逃難去了。 

〈 〉戲班主人解散戲班子，演員們扛著戲服道具來到城門口，守城官兵也逃之 

   夭夭了。 

〈 〉小城戲迷看戲是出名的刁，特別喜歡演將軍的演員，走到哪兒都喊他將軍。 

〈 〉一夥人關緊城門，眾人束手無策，紛紛詢問將軍意見，將軍也不知所措。 

    

☆☆☆☆答案：5→ 2→ 3→ 1→ 4

 

 

〈〈〈〈二二二二〉〉〉〉、、、、王二麻子來攻城王二麻子來攻城王二麻子來攻城王二麻子來攻城，，，，將軍如何應付這個場面將軍如何應付這個場面將軍如何應付這個場面將軍如何應付這個場面？？？？請你把事情請你把事情請你把事情請你把事情發生的先後順發生的先後順發生的先後順發生的先後順序序序序    

        排序排序排序排序。。。。〈〈〈〈填寫填寫填寫填寫 1111----5555 的順序的順序的順序的順序〉〉〉〉    

〈 〉將軍搬出張飛的戲詞「哼！大膽曹賊，進又不進，退又不 

退，到底想幹什麼？」 

     王二麻子只好哆嗦的說自己來攻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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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軍衝出程咬金的戲詞「城下的，要砍就砍，要殺就殺，我 

   要是皺一下眉頭……歪一下脖子，我就不姓程。」王二麻子納悶守成將軍 

     不是跑了嗎？他反問將軍是誰。 

〈 〉遠處沙塵漫天，將軍已被架到城樓上，只好硬著頭皮指揮大夥殺敵。 

〈 〉將軍用張飛的戲詞「燕人張翼德在此！誰敢來絕死戰？」嚇得王二麻子滾 

     下馬。 

〈 〉將軍用周瑜的詞，站在城上大喊「眾家兒郎，給我打！」百姓們丟石頭、 

    倒沸油，土匪灰溜溜跑了。 

 

☆☆☆☆答案：4→ 3→ 1→ 2→ 5

 

 

三三三三、、、、將軍將軍將軍將軍的想像畫面的想像畫面的想像畫面的想像畫面    

  〈〈〈〈一一一一〉〉〉〉將軍臉譜將軍臉譜將軍臉譜將軍臉譜    

    看過將軍從唱戲演員到嚇退盜賊，再到真正帶兵打仗……你覺得將軍是個怎

樣的人，請你根據他說的話、做的事，對人物個性下判斷句。 

★我覺得將軍是                               的人。 

◎證據(或理由)                                                                  

                                                                       

★我覺得將軍也是                             的人。 

◎證據(或理由)                                                                  

                                                                       

    

    

〈〈〈〈二二二二〉〉〉〉將軍何處去將軍何處去將軍何處去將軍何處去    

  事隔十多年，將軍再次上場唱戲。但在這一夜之後，將軍就不見了，軍營裡找

不到，戲臺上找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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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覺得將軍到哪去了？或是他發生了什麼事？ 

                                                                            

◎你的證據(或理由)是什麼？ 

                                                                             

                                                                       

    

    

Part2Part2Part2Part2【【【【張飛喝不斷那座橋張飛喝不斷那座橋張飛喝不斷那座橋張飛喝不斷那座橋】】】】    

一一一一、、、、    青菜先生這個人青菜先生這個人青菜先生這個人青菜先生這個人    

〈〈〈〈一一一一〉〉〉〉青菜先生是個演員青菜先生是個演員青菜先生是個演員青菜先生是個演員，，，，他扮演了許多角色他扮演了許多角色他扮演了許多角色他扮演了許多角色，，，，請你把下列請你把下列請你把下列請你把下列    

                        事情發生的先後順序排序事情發生的先後順序排序事情發生的先後順序排序事情發生的先後順序排序。〈。〈。〈。〈填寫填寫填寫填寫 1111----5555 的順序的順序的順序的順序〉〉〉〉    

〈 〉演秦檜，要拿出十二道金牌時卻拿出手機，被觀眾追著喊退票。 

〈 〉套上廚師袍，戴上廚師帽。被餐廳老闆娘盯著，只好擺鍋煮餐。 

〈 〉穿上警察制服上街調解車禍事故，竟然對馬路開出紅單。 

〈 〉當交通警察，吹起哨子指揮路上車輛行走，阻擋消防車的救災工作。 

〈 〉演張飛，沒喝斷長板橋(踢斷舞臺道具)，變成全城的笑話。 

    

☆☆☆☆答案：2→ 5→ 3→ 4→ 1

 

〈〈〈〈二二二二〉〉〉〉青菜先生青菜先生青菜先生青菜先生的的的的名名名名字叫做字叫做字叫做字叫做「「「「青菜青菜青菜青菜」」」」，，，，你認為你認為你認為你認為原因是什麼原因是什麼原因是什麼原因是什麼？〈？〈？〈？〈勾選勾選勾選勾選〉〉〉〉    

□他做事隨便，閩南語的諧音是青菜 

□他喜歡吃青菜 

□他擅長炒青菜 

□他空閒時賣青菜 

□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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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戲裡的成語及諺語戲裡的成語及諺語戲裡的成語及諺語戲裡的成語及諺語    

★請你認識和「戲」有關的成語及歇後語。 

1.人生如戲：人的一生如同一齣戲中的情節，常有起伏變化，常出人意料。 

2.逢場作戲：藝人遇到合適的場所，就開場表演；或指隨事應景，偶爾遊戲玩耍。 

3.非同兒戲：特別重要、嚴肅的事，不同於兒童的遊戲玩笑。 

4.歹戲拖棚：比喻做得不好，時間卻拉得特別長。 

5.拿手好戲：指最擅長的技藝或本領。 

6.好戲在後頭：事情尚未結束，而後續的發展將更為精采。 

7.唱獨角戲：比喻一個人獨自做某一件事。 

8.唱對臺戲：比喻採取與對方相對的行動，來相抗衡。 

9.（歇後語）提傀儡上戲場，還少一口氣兒。 

   指傀儡無論在戲場如何靈巧，總比真人少了一口氣，比喻人當有骨氣，不可 

   如傀儡般。 

10.（歇後語）強盜演戲，惡作劇。 

   強盜即是惡人，惡人演戲叫「惡作劇」。 

11.（諺語）戲法人人會變，巧妙各有不同：本是用來形容變魔術的人技巧各有 

不同，後用來比喻解決事情各有各的辦法，但技術高低有所差異。 

 

★選擇上述適當的語詞，幫青菜先生的日記填寫語詞，讓文章完整通順。 

     今天真是不可思議，本來在戲臺上要掏出十二道金牌的我，竟然掏出了

手機。接著，短短一天內，我換了許多衣服，扮演了許多的角色，有將軍、有

廚師、有警察。你問我，為什麼我這麼能演，因為我是演員啊！我的〈 1  〉

就是扮演。 

    但此時我也檢討了自己，演警察時，我竟然想要擋下消防車，真是太不應

該了。消防車出動就是要救火，這可是〈  2  〉，萬一影響救災，後果不堪設

想，以後我不會再這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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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廚師那段真是累壞我了，客人點的蛋花湯、番茄湯、番茄蛋花湯……，

可是廚房裡就我一個人〈  3  〉，真弄得我一個頭兩個大。如果當時我承認自

己是冒牌貨，應該不至於〈  4  〉，搞得餐廳裡人人情緒激動。 

    有人說我在戲臺上讓手機響起，還當場訂起披薩，根本是強盜演戲──

〈  5  〉，這我得承認，演員不應該這樣。至於之後我惹出的麻煩，嘿嘿，當

時人人追著我打，我總要想出解套方法嘛！這就叫做〈  6  〉。 

    你問我，今天對我來說是怎樣的一天？我只能說〈  7  〉，我不過是

〈  8  〉，大家又何必如此計較呢？這一天也是出乎我的想像啊！至於以後還

會發生什麼事呢？〈  9  〉，各位看官就繼續等著瞧嘍！ 

 

 

 

☆☆☆☆答案：1.拿手好戲   2.非同兒戲   3.唱獨角戲  4.歹戲拖棚   5.惡作劇   

6.戲法人人會變，巧妙各有不同   7.人生如戲   8.逢場作戲   9.好戲在後頭 

 

 

【【【【PartPartPartPart3333    將軍看板將軍看板將軍看板將軍看板】】】】    

認識了戲臺上的兩位演員將軍，故事中也提到不少歷史上有名的將軍，我們來讀

一讀將軍的故事。 

 

一一一一、、、、請你閱讀請你閱讀請你閱讀請你閱讀《《《《歷史歷史歷史歷史 FUNFUNFUNFUN 輕鬆輕鬆輕鬆輕鬆────────大將軍的成績單大將軍的成績單大將軍的成績單大將軍的成績單》》》》    

（小天下出版社 2014.出版） 

◎第 12 章：項羽「締造鉅鹿之戰奇蹟」P90-P97 

◎第 19 章：周瑜「策劃赤壁之戰」P143-P149 

◎第 29 章：岳飛「盡忠報國、含冤而死」P219-P225 

◎第 30 章：徐達「明朝開國第一功臣」P226-P232 

 

 

 



 
  gkids.cwgv.com.tw 

 

7 

 

★閱讀重點： 

將軍的外在形象〈身材、長相〉、將軍有名或有功的戰役、 

將軍對歷史的影響力、外界對將軍的評價。 

 

★閱讀筆記 

1.我最欣賞的將軍是：                                 

2.我欣賞他的理由是：                                                     

                                                                          

                                                                        

 

 

二二二二、、、、故事閱讀故事閱讀故事閱讀故事閱讀：：：：張飛張飛張飛張飛「「「「喝斷長板橋喝斷長板橋喝斷長板橋喝斷長板橋」」」」    

    公元二○八年，曹操一路追著劉備打，劉備一路南逃。趙子龍（趙雲）

面對曹軍，廝殺了一整天，退到漢水上的長板橋（又稱當陽橋）邊。 

    後頭曹軍殺聲震天，面對漸漸逼近的敵軍，趙子龍感到惶急，抬頭見到

張飛一人一馬站在橋上。趙子龍喊道：「張兄，請助我一臂之力！」張飛說：

「你快走！我來擋上一陣！」 

    趙子龍衝過長板橋後，曹營的數名大將已經率軍趕到，一批又一批的曹

兵像浪潮般源源不絕到來，張飛橫刀立馬擋在橋上，眾人一看張飛濃密鬍子

倒豎，雙眼圓瞪，手持丈八蛇矛，活像一尊惡鬼。又看到橋的對面揚起漫天

塵土，曹軍擔心這又是孔明的計謀，於是幾萬人馬停了下來，擠成一堆。 

    不久，曹操親自趕到，張飛厲聲大吼：「燕人張翼德在此，誰敢與我決

一死戰！」這一吼，曹兵都嚇一大跳，個個臉色發青。曹操低聲說：「關羽

曾說他的三弟張飛武藝高強，有萬夫不敵之勇，一定要特別提防。」話還沒

說完，張飛挺矛又大喝說：「戰又不戰，退又不退，卻是何故!」嚇得曹操身

邊的一位將官手軟腳軟的從馬上摔下，肝膽碎裂而死。曹操大吃一驚，調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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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頭就逃，全軍也驚慌失措，一起向後逃命。張飛怕曹軍來日再犯，就派人

把長板橋燒了。 

 

1. 京劇中有唱詞：「當陽橋頭一聲吼，喝斷橋樑水倒流」。也有後人寫詩讚曰：「長

坂橋頭殺氣生，橫槍立馬眼圓睜。一聲好似轟雷震，獨退曹家百萬兵。」 

 

2. 張飛一人面對萬軍毫無懼色，你會用那些語詞來形容他的英勇？ 

                                                                     

                                                                     

 

 

三三三三、、、、故事閱讀故事閱讀故事閱讀故事閱讀：：：：半路殺出半路殺出半路殺出半路殺出「「「「程咬金程咬金程咬金程咬金」」」」    

   程咬金（程知節）是唐朝初年的大將。隋末唐初，盜賊蜂起，程咬金組

織了一支數百人的武裝隊，護衛鄉里，開始了他征戰沙場的一生。後來，他

投效到李淵和李世民手下，要聯手打倒隋煬帝。 

    相傳他的個性魯莽憨直，但卻是個福將。他驍勇善戰，擅長騎馬用槊擊

刺，他常常手持板斧，埋伏在半路殺出，所以有「半路殺出個程咬金」的說

法。 

    還有一個說法是，有一回，李世民的軍隊遇到本領高強的「飛鈸禪師」

蓋世雄，李世民的軍師算準了飛鈸易破，但只有程咬金這個福將才能擒住蓋

世雄，但程咬金想到蓋世雄的厲害，並不想硬碰硬，就躲到土地廟的神桌睡

大覺。軍師早料到程咬金會躲起來，便叫另一名大將先破了蓋世雄的飛鈸，

蓋世雄飛鈸被破而逃走，正好躲到程咬金睡大覺的土地廟，程咬金醒來鑽出

神桌，發現蓋世雄竟然自投羅網，於是不費吹灰之力將他擒住，這又將「半

路殺出程咬金」詮釋得更神準。 

   還有一個典故也是和程咬金有關。有一天，程咬金夢到一個老人，夢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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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教會了他全套精妙斧法，程咬金醒來後立刻演練，這時旁人大喝一聲，

程咬金嚇一跳後只記得三招半，這就是所謂的「程咬金三斧」。 

 

 

★半路殺出個程咬金：比喻突然出現了意想不到的人，使得事情進行不順利或出 

  差錯。 

★程咬金三斧：引申為辦法不多，只會幾招的意思。或說為「三道板斧」。 

★造句練習：半路殺出個程咬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