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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我们的调查显示，很多学生认为《三国演义》难理解，对故事内容不感兴趣

，因此我们的专题作业目的是让学生们通过一个简单又精彩的卡片游戏，更

了解《三国演义》，以及对故事产生兴趣。卡片游戏使用了故事里的人物以

及情节，考验学生们的计谋与思想速度。游戏需要学生在战斗时分配资源，

想出计谋，让学生沉浸在刺激的三国世界。 
 
二、研究方法 
为了确保我们的卡片游戏会受学生欢迎，也会达到目的，我们采用了几个研

究方法，包括问卷调查以及其他同类作品的分析（三、文献研究）。 
 
问卷调查 
为了了解同学们如何看待《三国演义》及他们学习的过程，我们通过谷歌的

网络平台，进行了一个调查。参阅《附件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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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了游戏之后，我们让一些同学试玩游戏、了解我们的作品，并请他们反

馈。参阅《附件1b》。 
 
三、文献研究 
我们为了了解如何创作《三国演义》的游戏，上网搜寻了资料，比如：《三

国杀》。 
● 根据 《三国杀·万宇在线专区》的网页： 

○ 游戏很复杂，很难玩，很难理解 
○ 很占时间 

● 玩家在《简书》平台上反馈: 
○ 游戏太复杂 
○ “入门难。。。人物多样，技能繁杂，让人望而却步” 

● 此外，准备游戏时就花费了大概5分钟，整个游戏过程也需要花至少30
分钟，加上它难学，非常复杂，也让人在过程中对游戏失去兴趣。 

 
四、我们设计的卡片游戏玩法 
游戏规则 
玩家的目的是让对方失去所有的生命或用完所有卡片。最后生存的玩家就成

为赢家。 
 
在游戏的开始，每个玩家都有五条命。每个玩家会预先从他自己的卡叠抽出

七张卡片，然后把卡片放在制定的位置（请参考《附件2》）。随机选出先

开始的人。每一轮，玩家可以从自己的卡叠再抽出两张卡片、攻打对方（每

张卡每轮只能攻击一次）、使用本领（每个本领每轮只能用一次）。玩家可

以选择把卡片放在场上或者藏在手里。战场上只可有两个战斗资源。已不能

使用的卡片放在墓地。 
  
除了墓地或还未抽出的卡片，每张在战场的卡片，都要展示给其他玩家看。

玩家手中的卡片的本领不可使用。若有同样一个人物的卡片在战场上，那张

卡片必须被放在同样的卡片的上面。同样卡片需要放在上面，而那个人物的

战斗力及毅力各加2000。当最上面的卡被打败，那张卡要放到墓地，下面的

卡还能继续使用，但减掉之前加的2000战斗力与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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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片种类，参考《附件3》。 
卡片目录，参考《附件4》。 
卡片本领种类，参考《附件5》。 
  
攻击敌人 
如果对方的卡片的毅力少过你的战斗力，那张卡将被打败；要是多过你的战

斗力，你的攻击将无效。要是对方场上没有任何将军，而你的战斗力多过对

方的主公的毅力，那你就能攻击主公，每个攻击会使对方失去一个生命。 
  
收集卡片 
玩家可以选择收集并在游戏中使用适合自己的作风的卡片。他可以先选他认

为实力最强或自己喜欢的主公，然后根据主公的本领、盟友，来收集、搭配

其他卡片。 
 
时区 
利用【转换时区】的卡片，改换所有人物的本领。游戏将根据故事中情节的

发展，改变人物的力量、功能。时区目录，请参考《附件6》。 
 
卡片设计 
每张卡都会说明卡片种类、价值（一般、稀有、传奇）、本领、图案、战斗

力与破坏力。参考《附件7a、b》。 
 
卡片的后面，参考《附件7c》。 
游戏手册，参考《附件7d》。 
 
五、比较 
我们的游戏跟其他卡片游戏有什么不同？ 
首先，我们“转换时区”的玩法独特。根据《三国演义》情节的发展，人物的

本领将改变。这能让游戏更有趣，也能让学生们对故事变化更熟悉。其次，

别的游戏，如《三国杀》，需要很长的时间来玩。我们考虑到这会让学生们

失去兴趣，因此我们决定玩家只能有五条生命，而且每一轮都能攻击对方，

以缩短游戏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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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建议 
1 学校可以如何应用《三国演义·王者之战》的游戏? 
校方在教学生们《三国演义》的故事时，能运用我们的游戏。这个游戏特地

为学生而设计的，能够为课堂增添乐趣，也能让学生们更容易吸取知识。此

外，学生们可以从中学到《三国演义》的情节、人物等，一举两得。我们的

游戏，让学生们轻易掌握到《三国演义》，同时能促进他们对华文的兴趣。 
 
2 如何改进？ 
我们可以加更多人物，为他们设下较独特的本领。当学生们掌握到了游戏如

何玩，我们能够设更复杂的本领，增加游戏的挑战性。 
 
七、反思 
参考《附件8》 
 
八、结语 
在学生们渐渐与华文有所疏远的今天，鼓励学生们对华文产生兴趣非常重

要。《三国演义》适合学生们阅读，而且能够让他们学到很多道理，因此我

们要同通过我们的游戏，让学生们有一个精彩的学习过程，同时也要证明学

像《三国演义》的华文文学是有趣、容易的。学生便能更上一层楼，同时以

新的角度来看待华文。 
 
九、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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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b》- 最终检讨问卷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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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 “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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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卡片种类 
● 主公 - 最关键的卡片，保护着你的五条生命 
● 军师 - 用他灵机的思想、战斗计谋，来抵抗敌人 
● 将领 - 主要帮助玩家打败敌人 
● 战斗资源 - 重要的卡片之一，可直接攻打敌人 

 
《附件4》- 卡片目录 

● 主公 - 刘备、曹操、孙权、孙策袁绍、董卓、吕布 
● 军师 - 诸葛亮，司马懿、庞统、荀彧、郭嘉、周瑜、田丰、许攸、

陈宫 
● 将领 - 张飞、关羽、赵云、吕布、典韦、黄忠、许褚、夏侯惇、程

普、黄盖、文丑、颜良、蔡瑁 
● 战斗资源 - 双股剑、青龙偃月刀、丈八点钢矛、青钢剑、倚天剑、

白羽扇、方天画戟、赤兔马、船、水、宝剑、 弓、 火头箭 、箭 、
火攻 、军队 

 
《附件5》- 卡片本领  

● 《本领》：每轮用一次，彰显出人物在故事里的性格、行为 
● 《盟友本领》：为自己与/或其他人物定下额外条件，借此凸显人物在

故事里与别人的关系 
● 《出战本领》：整个游戏只能用一次，而且玩家一放下卡片就得使用

，显示人物天生的威势 
● 《加强》：增加【战斗力】或【毅力】，突出人物的实力 

 
《附件6》- 时区 

 

13 



 

 

 

 

 
 
《附件7a》-【董卓】卡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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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7b》 - 【刘备】卡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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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7c》- 卡片背后 

 
《附件7d》- 游戏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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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8》- 组员反思 
饶峻菘：我们这次做专题作业时遇到了一些问题。比如，买塑封套的同学和

打印卡片的同学没有沟通好，打印出来的卡片和买来的塑封套尺寸总是不符

，多次返工。后来我们决定先确认游戏卡的最佳尺寸，再到市场上寻找合适

的塑封套，从而保证了高质量的封装。我从中学到了相互沟通是非常重要

的。 
另外，我对三国的人物和故事不熟悉，设计卡片人物和本领时，遇到

很多困难。后来，我在网上找资料，参考有关书籍，咨询老师，终于对人物

有了比较准确的把握。通过这个专题作业，我学到了很多三国演义的知识，

是一个很好的寓教于乐的过程。 
作为组长，我下次会更好地担负起协调和监督的工作。我也会时刻保

持沟通，以避免走弯路。我期望以后能做更多的和中国历史相关的专题作业

，从而增进我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了解。 

17 



 

 
杨智全：经过这个专题作业，首先我遇到的困难是卡片的设计，设计的卡片

没有创意，本领也不精彩。因此，我决定上网多研究以及找一些关于人物的

性格，然后设计卡片时，注意到人物的性格以及人物之间的关系。其次，我

与我组的其他队员们由于想法与主意不同，因此有意见分歧。但是我们心平

气和地谈了谈后，我们决定谈判，明白了“已立立人，已达达人”在专题作业

中的重要性。学到了应该坚持到底，才能克服困难。我也更深入地了解了三

国演义的故事情节，对三国演义产生了兴趣。对于改进的方面，我觉得我们

的组可以合理地安排好我的时间，可以早先做准备，专题作业才不会那么

赶。因此，我们队员们之间需要有良好的沟通。总而言之，我觉得这个专题

作业非常有趣，喜欢上三国演义的精彩内容。我也想与其他同学分享这份快

乐。 
 
白宇恒：我对三国演义的故事一知半解，因此，我们上网找和人物有关的资

料，比如说查看他们力量的排名或不同的战，才制作我们的作品。很多时候

，我也觉得自己是没有用的组员，想要帮忙，却力不从心，因为对电脑的知

识不丰富，不像我其他组员，对电脑的功能了如指掌，因此做研究对我来说

的确是有些困难的。再说，我根本没有什么特殊的本领，更不知道怎么帮忙

了。所以，我多用电脑，在和组员聚会时就问问他们我在何方能够帮上忙。 
 
我认为每个组员都是重要的，只要努力，就可以为专题作业做出贡献，唯有

这样，专题作业才能更上一层楼。我觉得我改次会多主动，即使在家里，也

会上网帮忙，为专题作业做出更多贡献。我相信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已

全力以赴了，我们一定会取得优异的成绩。 

 
黄立捷：我觉得这次的专题作业，让我获益不浅。我学到了有合理的时间安

排非常重要。虽然我们非常忙碌，但我们要定时见面讨论专题作业。我也学

到了责任感的重要性。分配好的工作，就要准时完成。我们若已定下见导师

的时间，就必须遵守，否则自己也会失去学习的机会。我们如果要顺利完成

专题作业，就必须团结合作。大家应该互相体谅，不能经常与对方争吵。偶

尔我们意见不合，但大家都理智地讨论后，解决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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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我学到了故事的情节如何发展，以及每个人物在故事里的角色。我觉

得我对中国历史、文学有更深的了解，也更加欣赏与珍惜华文。我认为下次

专题作业，只要更合理安排时间，讨论时也不分心，就更有效。仍然，这次

专题作业，真是让我更上一层楼。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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