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题作业书面报告 
 
题目：《三国搏杀》 6-12 
 
组员：蔡汶哲 4A1（05），方林深 4A1（08），魏正杨 4A1（32），熊伟舟 4A3（31） 
 
1. 研究基本 

 

1.1  研究目的与价值 

● 使中学生对三国演义更有兴趣，也更了解三国演义的战役 

● 增加他们有关三国演义的知识 

● 远离手机、电脑，并通过互动游戏促进交流 

 

1.2 内容简介 

做此作业的意义，是把《三国演义》这本书作为研究对象，通过研究《三国演义》

的重要战役和重要的人物，制作一个《三国博杀》游戏。从中，让学生对《三国演义》更

有兴趣，也更了解其战役内容，并为学生寻找另外一个消遣活动。 

 

1.3 文献研究 

A）“不少青少年沉迷《王者荣耀》这一社会热点尚未降温，它又被批歪曲历史。- 《王者
荣耀》角色设定歪曲历史遭质疑还有多少游戏修改历史 - 法制日报, 2017-07-15 
 
我们做了文献综述，表示了我们做游戏的价值。从这句话能看出，有些三国游戏并不符合
三国历史，如王者荣耀这个游戏，而加上学生又不熟悉《三国演义》，不会增强玩者对三
国演义的认识。因此，通过我们这款游戏可让学生认识原著内容，避免误解原著内容。 
 
 
B）“我们在马来西亚华人学校读书时，就看过《三国演义》这些名著，随着在这款电竞游
戏中的不断深入，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了中国传统文化。” - 澎湃新闻 2020-01-02 
“电竞游戏中的不断深入，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了中国传统文化” 
 
从这句话可以发现，通过多种游戏，很多人，包括学生，能更进一步了解三国演义里的战
役，故事和人物。 
 
 
C）“可以学历史！我是玩了《水浒传》才知道水浒里的故事的。”采荷一小教育集团六(2)
班姚震得意地说----浙江在线新闻网站,2009年07月27日 

http://www.zjol.com.cn/


 

从这里可以看出，我们的确可以通过游戏，让学生们更加了解三国演义的故事。 
 

 

1.4 研究方法与框架 

 

研究方法 

●  问卷调查 

Q1）你认为自己对三国演义有足够的认识吗？ 

 

认识  没有认识 

32.8%  67.2% 

 

分析：67.2%的同学们没有足够的认识，因此通过我们创造的游戏能够教育这些学生。 

 

Q2）你认为自己对三国演义的战役有足够的认识吗？ 



 

 

 

足够 不足够 

29.9% 70.1% 

 

分析：70.1% 的学生认为他们对三国演义里的战役没有足够的了解通过我们的游戏学生

们就能了解三国演义里的战役。 

 

Q3）你喜欢棋盘游戏吗？ 

 

 

喜欢 不喜欢 



 

64.2% 35.8% 

 

分析：64.2%的学生喜欢玩使用棋盘的游戏所以他们将会对我们的游戏有跟多兴趣 
 

Q4）如果有一个游戏能提供你有关三国演义里的战役的资料，你觉得它会让你更加了解

三国演义吗？ 

 

 

会 不会 

70.1% 29.9% 

 

分析：70.1%的学生觉得能通过一个游戏平台来进一步了解三国演义。 
 
Q5）如果有机会能更了解三国演义里的战役，你会有兴趣吗？ 



 

 
 

会  不会 

68.7%  31.3% 

 
分析：68.7%的学生对了解三国演义里的战役有兴趣 
 

 

研究框架 

1. 三国演义简介 

2. 三国演义主要人物简介 

3. 三国演义里的战役介绍 

4. 最终材料--如何制作三国搏杀游戏 

5. 最终材料--制定游戏的规则 

6. 最终材料--进行游戏的示范 

7. 最终材料--成品：三国搏杀游戏盘 

8. 最终材料--三国搏杀试点测验 

  

 

 

 

 



 

2. 内容 

 

2.1  三国演义简介 

《三国演义》讲的是东汉末年和魏、蜀、吴三国的历史故事。它集中描绘了三国时期各势

力集团之间的军事、政治、外交斗争。作者以人物为中心，写出战争的各个方面，比如官

渡之战、赤壁之战、彝陵之战等这几场大的战役。《三国演义》是一部流传极广的长篇小

说。 

 

2.2  三国演义主要人物简介（请见附录一） 

在此专题作业里，我们精选了数位《三国演义》里的重要人物，简单说明他的性格，以及

他在书中所扮演的角色，让同学们能够轻松地大约认识那些在《三国演义》中举足轻重的

要角。 

 

 

2.3  三国演义里的战役介绍（请见附录二） 

在东汉末到三国时代终结期间，发生了许多大大小小的战役；而在这个乱世之中，战争的

胜负往往取决于双方的实力。因此，在此专题作业里，我们精选了数场有名的战役，希望

通过三国搏杀的游戏，让同学们边玩边认识这些著名的战役。 

 
 

2.4 结论 
从以前到今日，《三国演义》已经经过无数的版本，不少的人从中汲取营养，获得教益。 
我们看到现在的孩子们都在玩手机和电脑游戏，大多数已经对阅读书籍失去兴趣了。我们

认为这是非常不健康的风气。因此，我们做这个专题作业，让大家通过三国搏杀的游戏，

对《三国演义》更有兴趣，也更了解《三国演义》里的战役。我们也希望大家可以通过三

国搏杀增强智力和想象力，并让同学有机会远离手机、电脑，并通过这个互动游戏，促进

彼此的情感交流。 
 
 

 

 



 

3. 最终报告 

3.1 最终材料-亲自创造及制作《三国博杀》游戏 

 

3.1.1 如何制作三国搏杀游戏 

1) 卡片：人物卡，计谋卡，粮食卡 

2) 棋子：塑料兵士，3D打印出了将军牌子 

3) 棋盘：三国演义的地图（用马克笔划分区域）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wwSdZFAm_DSpsMnCf_XvZyAMr7knVGt-l9JB5
UvdEuQ/edit 
 

 
3.1.2 制定游戏的规则 

1) 攻击时：当攻击方的兵力高于防守方，便将夺得城池，攻击方的兵力减掉敌方的抵
御力是攻击方剩下的总兵力。 

2) 防守时：若对方兵力低于防守方，防守方便不会失去地盘与任何兵力。 
3) 轮次结束后，如果我方兵数超过5万，必须使用粮食卡。若玩家能过回答战役问题
，不须使用他的粮食卡。 

4) 在攻击与防守中，双方可使用计谋卡： 
a) 空城计- 当玩家有两片连接着的领域时，受攻击时，可以全军退出被攻击的
领域，已不丢领域的情况下，全身而退。攻击方则必须放弃攻击。 

b) 声东击西- 当玩家攻击2个连接着的领域时，可使用假攻击，逼防守方从隔
壁的领地调来兵力，则在夺下无兵的城池。 

c) 陷阱- 当我方受攻时，可使攻击方兵力减少3万 
d) 计谋揭穿- 对方计谋卡将无效 

5) 有关三国演义的问题（请参考附录三） 
 

3.1.3 进行游戏的示范 

 

https://youtu.be/ghoT1FFwa6A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wwSdZFAm_DSpsMnCf_XvZyAMr7knVGt-l9JB5UvdEuQ/edit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wwSdZFAm_DSpsMnCf_XvZyAMr7knVGt-l9JB5UvdEuQ/edit
https://youtu.be/ghoT1FFwa6A


 

3.1.4 成品：三国搏杀游戏盘 

 

 

 

3.2 最终材料-试点测试 

三国搏杀试点测验 

 
“这游戏真的很好玩!我不但能当作历史上有名的曹操，还能动脑筋想办法打败朋友们！” 
“我能和家人玩这游戏，能代替玩手机，也同时能让我们发泄和减轻压力。” 
 

 

3.3 提出建议(请见附录四) 

 

 

 

4. 反思 
4.1 反思报告（请见附录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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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附录一（三国演义主要人物简介） 
 

曹操  曹操雄才大略，是历史上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但在《三国演义》
中曹操被塑造成了一个狐疑多谋的乱世枭雄形象，被人称为“枭雄”。 

司马懿 司马懿是诸葛亮的主要对手，他老谋深算，对外成功抵御了诸葛亮的
北伐，对内他消灭了曹氏宗室，成功掌控了曹魏政权，成为西晋政权
的最早奠定人 。 

张辽 张辽一生数易其主，在曹操帐下，他才真正开始发光发热，随曹操南
征北战，成就一世英名 。 

 

刘备 刘备以仁义名闻天下，正是他的宽仁信义，使他招揽了众多精英，对
他忠心耿耿，拼死效力，最终开创了蜀汉基业。 

http://m.cnr.cn/news/20170715/t20170715_523851122.html
https://m.thepaper.cn/yidian_promDetail.jsp?contid=5271195&from=yidian
http://zjnews.zjol.com.cn/system/2009/07/27/015699473.shtml
https://boardgamegeek.com/boardgame/181/risk


 

诸葛亮 - 从三顾茅庐出山到病逝五丈原，诸葛亮一直处于小说的中心位
置。他鞠躬尽瘁、智慧超群的形象早已家喻户晓，深入人心。  

- 刘备死了之后，把儿子阿斗交给孔明照顾 
- 孔明到死为止，还是不放心留下刘备的国家 

关羽 武艺超群、神勇无人能及，比他的武艺更能更为可贵的是，他忠心耿
耿，义薄云天，三国诸将无人能及，所以后世尊他为武圣  

 

孙权 孙权是三国时期吴国的中心人物,虽然《三国演义》里，他不如刘备、
曹操的故事情节多，但他的确是一代人杰，就连曹操也感叹：“生子当
如孙仲谋。”孙权善于用人，并能慧眼识人，勇于提拔新人，使吴国上
下团结。吴国的巩固与孙权的正确用人方式有很大的关系。 

周瑜 周瑜曾辅佐孙权，并立志打败曹操，可惜英年早逝，他的继任者都是
保守之才，再也没有开疆拓土，逐鹿中原的野心。 

吕蒙 吕蒙是东吴四杰之一，他原本是一介武夫，在孙权的劝解下开始读书
，最后成为军事统帅，连关羽也忌他三分，最后也是他白衣渡江，奇
袭荆州，令关羽败走麦城。 

 

 
附录二（三国演义里的战役介绍） 

 

年份 战役名称 地点 战役简介 主要涉
及人物 

计谋 

199年
6月 - 
200年
10月 

官渡之战 官渡
（今河
南中牟
东北） 

● 官渡之战是东汉末年“三大战役”之一，也是中国
历史上著名的以弱胜强的战役之一。 

● 建安五年（公元200年），曹操军与袁绍军相持
于官渡（今河南中牟东北），在此展开战略决
战。 

● 曹操奇袭袁军在乌巢的粮仓（今河南封丘西），
继而击溃袁军主力。 

● 此战奠定了曹操统一中国北方的基础。 
 

袁绍；
曹操 
 

斧底抽薪.将计
就计.穷追猛打 

建安十
三年（
208
年） 

赤壁之战 赤壁、
乌林 

● 赤壁之战是指东汉末年孙权、刘备联军于建安十
三年（208年）在长江赤壁（今湖北省赤壁市西
北）一带大破曹操大军的战役。这是中国历史上
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著名战役之一，是三国时
期“三大战役”中最为著名的一场。 

曹操；
刘备、
周瑜、
程普 

苦肉计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E%86%E5%8F%B2/36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B%A5%E5%BC%B1%E8%83%9C%E5%BC%BA/177862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B%B9%E6%93%8D/677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A2%81%E7%BB%8D/16975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E%98%E6%B8%A1/8173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A2%81%E5%86%9B/225899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2%B3%E5%8D%97%E5%B0%81%E4%B8%98/10949769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D%99%E6%9D%83/1733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8%98%E5%A4%87/3056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B%B9%E6%93%8D/677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89%E5%9B%BD%E6%97%B6%E6%9C%9F/374525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89%E5%9B%BD%E6%97%B6%E6%9C%9F/3745253


 

● 曹操率二十万众顺江而下。东吴的左右督周瑜、
程普各自督领一万五千精兵，与刘备军一起逆江
而上，与曹军相遇在赤壁。 

● 黄盖提出了火攻敌船之计，于是，孙刘联军大破
曹军，烧毁了大量的曹军舟船。曹军又将剩余的
曹军舟船都予以烧毁，然后撤退，因为士卒饥疫
而死者大半。  

● 此战之后，孙权、刘备各自夺去荆州的一部分，
奠定了三国鼎立的基础。 

建安十
六年（
211
年） 

渭南之战 潼关、
华阴等
地 

● 渭南之战是汉献帝建安十六年（211年），丞相
曹操击破马超、韩遂等关中联军的作战。 

● 当时曹操在南方战线失利，所以决定向凉州拓
展。 

● 马超、韩遂等受消息影响，起兵抵抗，在关中潼
关、渭南与曹军发生大战，最后曹操用计取胜，
压制关中。 

● 渭南之战是一场讲求深谋远略，灵活用兵以智取
胜的精彩战役。 

曹操、
徐晃、
夏侯
渊、贾
诩、娄
圭 

 

一：
208年
十二月 
- 209
年 
二：
215年
八月 
（第三
次）
233年
十二月 
四：
234年
六月至
七月 
五：
253年
四月至
八月 

合肥之战 合肥旧
城、合
肥三国
新城 

● 合肥之战是中国东汉末年至三国时期，孙军
（东吴）与曹军（曹魏）以合肥（今中国安徽
省会合肥市）为目标的争夺战。 

● 孙权趁曹操远在汉中，出兵合肥，但在逍遥津
被张辽大败，曹操赶到后，孙权再败，只好退
回江东。 

● 合肥会战中，上演了张辽威震逍遥津和甘宁百
骑劫魏营的壮举。孙权虽然没有成功，但却减
轻了刘备的压力。 

● 合肥城高且易守难攻，双方于公元208年至253
年在此地爆发过五次较大型的冲突。吴军皆未
能攻克魏军守势。同样是战略要冲的濡须口，
魏军也从没有攻克吴军的守势。 

一：蒋
济 
二：张
辽、李
典、乐
进 
三：满
宠 
四：张
颖、满
宠 
五：张
特、司
马孚 

 

217年 
- 219
年 

汉中之战 汉中 ● 汉中之战是汉末三国时期，刘备与曹操争夺汉中
的战争。 

● 此战由刘备从建安二十二年（217年）发起，至
建安二十四年（219年）五月结束，战争持续近
两年之久。 

刘备，
张飞，
赵云；
曹操，
夏侯渊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1%A8%E7%91%9C/1734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A8%8B%E6%99%AE/6984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8%98%E5%A4%87/3056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BB%84%E7%9B%96/1734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89%E5%9B%BD%E9%BC%8E%E7%AB%8B/8447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B%BA%E5%AE%89/872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B%B9%E6%93%8D/677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A9%AC%E8%B6%85/120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F%A9%E9%81%82/117606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7%89%E5%B7%9E/279328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D%BC%E5%85%B3/86596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D%BC%E5%85%B3/86596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8%AD%E5%8D%97/71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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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战双方主帅分别为刘备、曹操。 
● 刘备方参战将领主要有张飞、马超、赵云、黄
忠、法正、黄权等。 

● 曹操方参战将领主要有夏侯渊、曹休、曹真、曹
洪、张郃、徐晃、郭淮等。 

● 此战刘备占据汉中，领土得到扩张，进而称
王。 

，曹洪 

219年
七月 - 
219年
十二月 

荆州之战
/襄樊之
战 

荆州 ● 东汉末年的襄樊之战，亦称为关羽北伐、襄樊战
役或荆州争夺战，指的是建安二十四年（公元
219年），刘备部将关羽率军从荆州南郡出兵，
进攻曹魏占据的襄阳、樊城的一次重要战役。 

● 此战中，关羽先是围困襄阳、樊城。于禁督七军
三万人救援樊城，却遭遇了“霖雨”、“汉水泛溢”，
以致于水淹七军。  

●  关羽趁机乘船进攻，俘获于禁等人，重创曹魏，
威震华夏，接着吕蒙偷袭荆州、关羽败走麦城，
最后关羽父子被东吴俘杀。 

● 襄樊之战，使得曹魏、蜀汉的实力受损，尤其是
蜀汉，不但损兵折将、还丢失荆州，成为三国形
势的重要转折点。 

● 此战还导致蜀汉与东吴十余年的同盟关系被打
破、反目成仇，最后发生夷陵之战。 

曹仁、
吕常、
于禁、
庞德、
徐晃、
关羽、
赵累、
樊友、
孙狼、
吕蒙、
陆逊、
潘璋、
马忠 

 

221年
七月 - 
222年
八月 

夷陵之战 夷陵
（今湖
北宜都
北） 
 

● 夷陵之战，又称彝陵之战、猇亭之战（猇亭
[Xiāotíng]，古地名，在今湖北宜都北），是三国
时期蜀汉昭烈帝刘备对东吴发动的大规模战役，
是中国古代战争史上一次著名的积极防御的成功
战例，也是三国“三大战役”的最后一场。 

● 章武元年（221年）七月，刘备挥兵攻打东吴孙
权，气势强劲。 

● 孙权求和不成后，一面向曹魏称臣，一面任命陆
逊为总指挥率军应战。 

● 陆逊与刘备相持七八个月后，最终于夷陵一带打
败蜀汉军。 

● 夷陵之战的惨败，是蜀汉继关羽失荆州后又一次
实力大损。 

陆逊、
孙桓、
朱然、
潘璋、
徐盛、
刘备、
冯习、
张南、
傅肜、
沙摩柯 

 

 
附录三 

a) 张飞是如何死去的？-睡觉时被自己的士兵杀的 
b) “宁可我负天下人，不让天下人负我”，这句话是谁说的？-曹操 
c) 刘备死了之后，他哪一个儿子当上了蜀帝？ -刘禅 
d) 谁使用了苦肉计来取得曹操的信任？-黄盖 
e) 刘备三顾茅庐是为了谁？-孔明 
f) 谁过五关斩六将？-关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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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谁使用了草船借箭的计谋？-孔明 
h) 曹操在官渡之战反败为胜，谁帮助了他？-许攸 
i) 曹操去了几个妻子？ -15 
j) 刘备，关羽和张飞是在哪里誓言成为兄弟的？ -在张飞的桃园 
k) 谁单骑救阿斗？-赵云 
l) 请问谁在三国演义中 “赔了夫人，又撤兵”？-周瑜 
m) 请说出蜀国的五虎上将 - 关羽，张飞，赵云，马超，黄忠 
n)  三国演义事发时是什么时代？-三国时代 
o) 请问长坂坡大战是谁一人吓走了曹操的大军？-张飞 
p) 三国时期，地理位置最好的城池是？- 荆州 
q) 在煮酒论英雄的环节中，曹操说谁是天下真正的英雄？（2位）- 曹操，刘
备 

r) 在火烧赤壁的环节中，周瑜曾说“万事俱备。。。。”，请完成他的话。-只
欠东风 

s) 诸葛亮的哥哥叫做？-诸葛瑾 
t) 吕布所中的美人计里的“美人”是谁？- 貂蝉 

 
 
附录四 
 
在制造游戏的过程中发现的不足点： 

● 游戏棋盘太小了，玩家的手很容易撞到棋盘上的兵和将 

● 控制曹操的玩家地盘太多了 

● 如何吸引同学的注意 

● 如何让同学更容易阅读《三国演义》的资料 

● 如何让同学更加了解三国演义的人物和战役 

建议： 

1. 使用一个更大的板子，做一个更大的棋盘 

2. 把曹操的地盘缩小，把游戏弄得更公平 

3. 在制造棋盘和卡片时，使用更亮的颜色（如红色或黄色等等），游戏就会更有吸引

力 

4. 通过三国搏杀游戏里的问题激发同学的兴趣，因为他们需要阅读三国演义的资料之

后才能好好地回答问题 

5. 把一些有关三国演义的人物和战役的资料的网址放在卡上 

 
 
附录五（个人反思） 



 

 
蔡汶哲 4A1（05）： 
我从今年的专题作业学到了非常多新的知识，我对三国演义里的战役不但有更深的了解

（两方），我还觉得三国演义其实非常有趣，（人物性格、计谋）希望以后能再更进一步

了解整本三国演义里的故事。在做这个三国搏杀的游戏时，我发现到三国演义里的内容真

的很精彩，但是也不容易理解，需要我反复去阅读思考，才能明白其中意思。三国演义其

实是个非常复杂的书本，中一到二的学生也肯定会在阅读这个故事的时候遇到一些难以理

解的地方，因此希望通过这个游戏，能够辅助他们学习《三国演义》。 
 
此外，我们在做专题的当儿，遇到不少问题，如分工，安排时间， 找资料。我们分工时
，不确定谁当组长，安排工作也不请楚。我们四个人来自不同课外活动，比较难安排时间

见面，见导师。我们就各自牺牲休息和空余时间，找机会见面讨论专题作业。 
 
另外，在做此专题作业的过程中，也面对与组员们合作的问题；由于每个人有不同的意见

，因此也遇到许多需要不断磨合的问题，但是本着学习的态度，我们还是顺利完成了此专

题作业。 
 
方林深 4A1（08）： 
 
通过专题作业，我学到了更多有关三国演义的知识，如三国演义的历史和文化，获益不

浅。而在做这个专题作业的过程中，我的组碰到了许多难题，如分工不清楚或无法安排时

间见面讨论。但我们面对最大的问题就是大家没有把该做的事情做完，明日复明日，总想

着 “还有明天可以把工作完成” ，拖了明天又一个明天。因此，这造成我们无法根据早期
安排的时间表，到了很迟才开始制造我们的游戏。这导致我们临时抱佛脚，花了一个周末

把游戏做完，确保在呈现前能够把游戏做完，但因为花的时间不长，做出的游戏没那么

好。从做专题作业中，我学到了拥有良好时间管理的重要性，因为如果我们管理好时间，

早点儿开始做的话，那么我们就会有充分的时间制造个好的游戏。 
 
 
 
魏正杨 4A1（32）： 
我从这专题作业学到了很多知识和教训。我学到了很多关于三国演义的知识和历史，也对

它产生了很多兴趣。今年已经是我第四年做专题作业了，没想到还会遇到障碍。因为新冠

病毒造成的不便，我与组员有了很少的机会见面。我们的作品不是能通过网上做的，像起

他组做的网站，而是要用手工做的，所以印象到了我们。开学时，因为每星期都有统测，

所以没有安排足够的时间做专题作业，是我们擦一点没完成作品。 
我认为我从中学到了适应的技能，因为在隔离那时段，我和组员必须使用网上沟通，也需

要找新的方法来代替面对面的沟通。 



 

我也没和组员们呈现专题作业，因为不小心睡过头了。那一天的前晚上，我和组员排练呈

现专题作业到了半夜，而我过后因为很累，忘了调整闹钟。因此，我睡过了头。我因为粗

心而弄的我整组最后一分钟必须调整手稿。虽然这是我第一次犯了这样的错误，但我永远

不会忘记我这次的糊涂，比新冠病毒带了更多不便和烦恼给我整组。我感到很尴尬，知道

自己犯了错，但我永远不会做到同样的事了。 
 
 
 
熊伟舟 4A3（31）： 
 
这个专题作业让我更加了解了三国演义的历史文化。因为我从小就很喜欢看四大名著，而

其中的三国演义更是让我想更深入的了解。因此，这次，我组想到了使用玩棋盘游戏的方

式来让中学生更加容易了解三国演义中的战役与人物。此外，华中的中二学生也要修读三

国演义，这更加让我们想要用一种更简单，有趣的方法，让他们学习三国的内容。我们前

期做的网上试卷调查也显示了我们这个专题作业的价值，让我们有了研究目的与目标。经

过，半年多的制作过程，我们成功做出了我们的成品。 
这次专题作业我面对最大的困难就是跟组员交流。因为疫情的原因，我们的讨论只能在网

上进行，但虽然我经常想要约组员，可毕竟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行程，所以很多次都无法能

找到合适的时间一起做专题作业，一推再推。可是到了偏后的阶段，组员们也开始发觉了

，便更积极的做专题作业。疫情使我们之间的互动减少了，比如制作卡片与棋盘，我们必

须在一天内做完。而且，因为我们都临时抱佛脚，因此最后阶段非常辛苦。我从中学到了

凡是要提早完成，不能拖到最后一分钟，而且即使不是队长，也要及时提醒大家，让他们

做好自己的部分。此外，也要能随机应变，发生问题时要想办法解决，也要尽量帮助其他

队友。但最后，我们也成功顺利地完成了专题作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