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桌遊設計師P3
我們學會了......

1.不同遊戲的種類

2.找出遊戲中的規律

3.設計遊戲卡牌及棋盤

從「玩」中學習
桌遊種類繁多，當中不乏策略

類型。同學透過遊玩桌遊，訓

練邏輯及數理能力。

另外，同學還會在課堂中學習

設計桌遊的技巧，發揮同學們

無限的創作力。 開心桌遊

童話物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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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沒有做家庭作業，因為⋯⋯

4A 李尚宇
 怎麼辦？我的功課、鉛筆都被烏龜吃掉了，明天
怎交功課？我家裏養了一隻烏龜，是一隻好奇怪的
烏龜！
 雖然牠每天吃很多的東西，但好像還是很餓。今
天，牠己經吃了十包龜糧，可還是好餓的樣子，見
到什麼就吃什麼，牠的身體長得也越來越大⋯⋯牠
已經把我書房裡的書、鉛筆、書包、書枱⋯⋯全部
都吃了，接著又把我家的沙發和電視也吃了。
 這時候媽媽害怕地說：「姐姐，趕快打電話給蝙
蝠俠請他來幫忙！」蝙蝠俠知道後，就請他的朋友
——雷神來幫忙。哈哈！太好啦！雷神拿著他的鐵
鎚，不一會就把變異的烏龜打得趴在地上。
 但是我忙著應付這隻烏龜，最終也交不到功課！

5B 黃柏希
 有天，外星人來了我的家裏，他們說：「就是
你！沒錯啦！就是你！」我說：「什麼就是我
呀？」
 然後，他們二話不說就把我帶走了，到了土星，
他們全體向我跪下，說：「老大，早晨！老大，早
晨！」我很驚訝，一臉不解⋯⋯
 忽然，有一個外星人站起來說：「新一任的老大
到來了，以後你不要花時間做功課了，你要領導我
們，做更重要的事！」就這樣，他們就把我所有要
做的家務作業燒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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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沒有做家庭作業，因為⋯⋯

5B 黃彥豪
 我剛上完《西遊記話劇班》回到家時，已是六時
了，我看見媽媽買了很多新鮮的肉回來，她說：
「今天吃紅燒豬肉。」
 吃完晚飯，我打開書包，拿出了功課，忽然一個
從「未知星球」來的外星人以躡影追風的速度出現
在我旁邊，並說：「就是你了！。」原來他把我當
成唐三藏了。我剛想跟他說清楚，他便把我傳送到
一個未知星球，他說：「我聽說只要食了你的肉，
就會長命百歲，所以我要把你燒了來吃。」我聽到
便想盡辦法逃走。
 皇天不負有心人，我終於逃了出去，我跑啊跑！
路上遇到了一隻流浪狗，牠看見我褲子背後有三個
骨頭的圖案，於是便追著我跑，要吃那骨頭，我跑
呀跑⋯⋯ 但我還是給狗咬了一口⋯⋯傷口有點紅，
我害怕極了，於是我跑得更快了。
 直到天亮我才跑到醫院，醫生幫我打了一針狂犬
針，然後我便匆匆忙忙地跑回家，吃了點早餐，又
急急忙忙回來學校了，所以我沒有時間做功課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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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沒有做家庭作業，因為⋯⋯

5B 李智蓉
 我被多啦A夢帶到傳送門，就到了大雄家裏，他
們以為我成績最好，要我教他做功課。
 大雄叫多啦A夢拿出傳送門，我本以為我可以回
去，結果大雄說：「你要陪我去冰川，因為我很
熱！」我便無耐地跟著他一起去了，還建了個房
子，釣完魚後，我便繼續教他做功課，突然有風吹
過來，不小心把我們的功課吹到冰川裡，他們說我
沒用，便拿傳送門把我送回家。
 就這樣我便交不到功課了！

5B 陳柏霖
 因為外星人拿著鐳射槍綁架了我，當時我正在做
功課。
 我被綁架時帶著功課，牠們要拿我去做實驗， 幸
好我偷偷地便逃走了，我一直跑一直跑⋯ ⋯無意中
看見一張紙上面寫著「我們要毀滅地球」，不行！
不能讓他們傷害我愛的地球。
 我便用自己的功課當燃料來點起火，嘗試燒毀牠
們的地盤，阻止牠們詭計，我成功了！
 我立刻坐上外星人的飛碟逃走了，可惜，我的功
課就留在外太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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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沒有做家庭作業，因為⋯⋯

5C 張梓滔
 那天，我正想寫作業，發現桌上有一枚硬幣，我拿了
起來看一看，突然硬幣發出亮光，我本能地閉上眼。發
現周圍的環境不像現代。
 我問了一下這裏的人，他說：「小兄弟，現在是宋
朝。」我驚訝地想：難道我穿越時空了？我走在路上，
路人大多都是穿着道袍。那些人的代步工具不是現代的
汽車，而是轎子，還要是富人才有的特權呢！
 說到這裏，肚子都有點餓了，剛好這裏有一間包子
店 。我問掌櫃：「我要回到家裡做功課，可以帶我回去
嗎？」掌櫃說：「甚麼是功課？」我：「⋯⋯功課就是
讓你將來可上大學，找到工作東西！」掌櫃說：「這兒
找工作，不用做功課的！」
 我肚餓了，便問掌櫃：「這肉包多少錢啊？」他說：
「五個銅幣。」我想：慘了，我沒有銅幣， 他 見 我 面
有難色，他說：「那你留下來打雜吧！」這個包子鋪的
客人不多，趁著身在古代，就研究一下這些客人的職業
吧！
 第一個客人是一位捕快，就是古代的警察。第二個客
人是一位女官，她們主要掌管宮中的具體事務，她們地
位可高了，但她們選拔的過程十分的嚴格，所以想成為
女官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第三個客人是詩人，他們會
把自己的心裏的所想所感用詩意的文字表達出來，而有
一些人則用詩人的名義來獲取金錢、名聲，不過我覺得
這些就不是「詩人」，是「商人」了。原來他們從來不
用做功課的⋯⋯
 工作完後，掌櫃讓我飽餐一頓。晚上，我走在路上，
看見了一開始放在桌上的硬幣，如果我拿了它，我可能
可以回到現代，我把它拿起⋯⋯
 噢！我回到現代了，但快要十時了，媽媽走過來說：
「你終於醒了。」我告訴了媽媽：「媽媽我發了一個夢
是我穿越會古代了⋯⋯」
 最後，我就不夠時間做作業，所以沒有交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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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沒有做家庭作業，因為⋯⋯

5C 顏津儀
 那天，我本想着做功課，可是⋯⋯有一隻黑貓在窗邊
叫，於是我便走到黑貓旁邊，牠不停叫，似乎想讓我跟
着牠⋯⋯
 牠帶我來到一個森林，森林外表看起來十分可怕，黑
貓卻毫不猶豫地走了進去，我擔心黑貓有危險，所以戰
戰兢兢地跟了過去，來到森林中心，有一棵森林中最高
大的樹！還有⋯⋯梯子⋯⋯到這裏黑貓就停了下來，我
問牠：「你是想讓我帶你上去嗎？」牠叫了幾聲，好像
聽得懂我說什麼，於是我便帶了他上去。
 但這條梯子很高，感覺根本爬不到上去！可是一向下
看，我就害怕了！只能往上爬！梯子的盡頭是一間溫暖
的樹屋，壁爐的火還未熄滅，家具也還有餘溫，看來不
久前有人在這裏。黑貓繼續帶領着我，來到一扇小門
前，牠打開門，便想走進去，可是門太小了，我的身高
根本進不去，我只好爬進去。咦⋯⋯隧道中都是灰，十
分骯髒。走着走着，我就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等我再次睜開眼時，黑貓說：「謝謝你帶我回來魔女
的國度！」黑貓竟然開口說話！這裏是魔女的國度⋯ ⋯
黑貓又說：「作為來到魔女國的第一個人類，我送你一
頂帽子吧！」然後我頭上莫名其妙的多了一頂帽子！
 我在魔女國和魔女們一起玩了一整天，當然也包括黑
貓了，這一天我見識到魔法的力量，真的很神奇！到了
晚上，我和黑貓在同一張床上睡着了。
 睡夢中，我聽見媽媽的聲音：「快醒來！快醒來！你
怎麼做着做着功課就睡着了。」我驚醒了，環顧周圍，
我發現我回到了家中，口水還流得滿桌都是。我尷尬地
笑了！突然，我不小心踢到桌下的東西，原來是魔女的
帽子！後來⋯⋯不知不覺就把做功課的事忘了，所以我
便沒做功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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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C 黃彥齡
 我在寫作業的時候，突然一個漂亮的女精靈闖進
我的家裏，眨著大眼睛注視著我，我覺得很奇妙，
心裡很喜悅。一般我只能在電視的動畫片中才能看
到她們，這是我第一次看見真的精靈，實在令人興
奮！
 五分鐘後，我開始覺得頭暈，我模糊地聽到精靈
溫柔地說：「沒事，我會帶你去一個地方。」我心
想：她要帶我去哪裏？然後，我就暈倒了。我模模
糊糊感覺到有人在抓住我的衣服，拖著我向前行
⋯⋯
 我醒來的時候，已經身處一片叢林中，她拉著我
的手，另一隻手就用力地推開一堆樹葉，那些樹葉
可真有大象那麼大！我驚訝得張大嘴巴，無法說
話！
 這時，我竟然沒有察覺我的身體一些在變化，到
了叢林深處時，一個男人站在那裏，手上拿著一個
水晶球，他用奇怪的眼神看着我。過了一會兒，他
開口說：「這位精靈！你的樣子很陌生啊！」我心
想：什麼？我是精靈！」我頓時感覺不妙，我立刻
看一下自己的身體，我摸了摸自己的耳朵，耳朵竟
然變得尖尖的！
精靈開心說著：「你就是精靈怪女！不然你怎麼會
有森林手鏈？」
 最後，我打了自己的臉龐一下⋯ ⋯ 竟然躺在自己
的床上，原來是個夢啊！可是我的手上還戴著閃閃
發光的森林手鏈⋯⋯我醒來的時候都天亮了，所以
寫不了作業了！ 

我沒有做家庭作業，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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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D 鍾榮鎧
 我剛才參加完派對回到家，來不及換衣服所以便
乾脆穿著禮服做功課。
 正當我想開始動筆的時候，白雪公主中的毒皇后
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出現在我的身後說：「你就
是世上最帥的人，阿拉斯加王子？」，原來她把穿
著王子服裝的我錯認成故事裡的王子。
 我剛想澄清，她就把我傳送到一個實驗室，她
說：「我可不允許有比我漂亮的人，剛好就用你來
試一試我剛發明的『最新型號毒蘋果』，代號
『iPhone』，下一個就輪到白雪公主做實驗品了
喲！」我立刻費盡了九牛二虎之力，趁她不注意時
就逃走了。我跑去把這個消息告訴白雪公主。
 當我回到家卻發現已經天亮了，所以我沒有時間
做功課。咦！老師你手上的不就是「iPhone」，快
點把它丟了吧！

我沒有做家庭作業，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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