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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
語教學需要適時加入文化的素材，具

有文化特色的節慶教學最能引起學生

的學習動機。將語言教學融入文化的情境

中，除了能提高學習效率，增進學生對他國

文化的瞭解，節慶的起源與演變更可讓學生

獲知歷史事件的全貌。以感恩節為教學主

題，大家一起來探索美國感恩節的由來、 演

變、 習俗，並從欣賞兩首感恩節詩感受感恩

節的氣氛；另外，也提供二份感恩節為主題

的節慶活動學習單，供老師們參考。

��感恩節的由來

每年十一月的第四個星期四是感恩

節。這節日起源於西元 1620 年，不堪忍

受英國國教迫害的清教徒，搭乘「 五月花

號」渡輪來到美國東北部新英格蘭地區。

初抵心目中的新天地，卻飽受天寒地凍及

糧食短缺之苦，為數不少的人因而遭遇病

魔纏身而死亡。第二年清教徒靠著努力勤

奮及印地安人送來的生活必需品，並且教

導他們狩獵、捕魚和種植玉米、 南瓜等農

作物的技術，在印第安人的幫助下，來自

英國的清教徒逐漸掌握了在當地的生存方

式。在秋季收成、歡慶豐收的日子，為了

感謝印第安人的友誼和協助， 清教徒邀請印

第安人一同歡慶並感謝上天的恩賜。這就

是感恩節的由來。

��感恩節的演變�

在許多人的觀念裡，感恩節就是指印

第安人與清教徒第一次歡慶豐收的日子。

然而，對許多印第安人來說，這並不是第

一次齊聚感謝上天的經驗。根據新英格蘭

印第安人的傳統，他們早有感恩節慶的存

在，且一年舉行六次。在秋季收成時節舉

行的感恩儀式，是他們一年中的第五次感

恩節慶。

清教徒新移民與印第安人一同度過第

一次感恩節後，雙方達成和平、友好的協

議，但由於清教徒不再需要並淡忘了印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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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人當初的援助，再加上更多新移民不斷的

湧入，雙方的摩擦愈來愈多。有些新移民無

法容忍印第安人的宗教信仰，試圖教導、說

服印第安人改變他們的信仰，導致了後來許

多的摩擦、衝突與戰爭。筆者在 HBO 電影

頻道上觀賞到一部描述印第安原住民與新移

民發生衝突與戰爭的電影 Bury My Heart at 

Wounded Knee（魂歸傷膝谷），印第安人的

遭遇令人同情。因此，對於當前廣為人知的

感恩節版本裡，往往只強調雙方的友好關係

以及歡樂慶賀的氣氛，容易讓人傾向忘記後

續白人對印第安人的剝削與屠殺的歷史。身

為塑造學生重要人生價值的老師，除了應該

公正的持平報導外，更要引導學生省思化解

摩擦、衝突的途徑，推廣愛、和平、了解與

互助，達成共生共榮的願景。據了解目前在

美國也有許多人體認到此一事實，正在努力

弭平歷史的傷口。

起初感恩節沒有固定日期，由各州臨時

決定。1789年後歷經華盛頓總統、 林肯總統

先後更改，直到1941年羅斯福總統最後簽署

修訂十一月的第四個星期四為感恩節，並明

訂為全國性的節日不再更改。

��感恩節的食物與習俗�

火雞是感恩節大餐的傳統主菜，

通常是把各種調味料和拌好的餡料 

(stuffing) 塞入火雞 (turkey) 肚

子裡，然後整隻烤熟，由

男主人用刀切成薄片，

並由女主人分送給大

家 ， 澆 上 肉 醬 汁 

(gravy) 再享用。

此外，感恩節的

餐 桌 上 還 有 馬

鈴薯泥 (mashed 

potatoes)、玉米 

(corn)、南瓜派 (pumpkin pie)、蔓越莓橘醬

汁 (cranberry sauce)……等應景食品。

感恩節的傳統遊戲有南瓜賽跑、叉骨

許願等。南瓜賽跑的比賽者用一把小杓推着

南瓜跑，規則是不能用手碰南瓜，先到終點

者獲勝。比賽用的杓子愈小，遊戲就愈有意

思。叉骨許願活動則先將火雞胸部的叉骨取

出，兩位參加者各執一端，各自默念心中的

願望，並用力折叉骨，直到將叉骨折斷，據

說拿到較長一端骨頭的人願望就會實現。感

恩節正好是美國的橄欖球季，因此，大部分

家庭的飯後活動就是收看電視轉播的職業美

式足球賽 (football games) 或聊天。

最值得一提的是每年感恩節在紐約市

都舉辦盛大的遊行，由紐約市著名的梅西百

貨公司主辦。此大遊行將受歡迎的卡通及

漫畫人物如：蝙蝠俠、米老鼠、 史奴比、皮

卡丘……等製成五、六層高超大型的充氣人

偶，還有各種花車以及樂儀隊表演，吸引人

潮，熱鬧非凡。遊客夾道觀賞，電視臺也作

全國轉播。

感恩節後，百貨公司及購物中心開始

展開 holiday season 特賣活動，通常商品的

價格都會比平時低很多，所以很多人都會舉

家出動，晝夜排隊以求購買到物美價廉的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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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這也逐漸成為了一種新的習俗。

美國白宮慶祝感恩節的活動，也是噱頭

十足、熱鬧非凡，其中美國總統赦免火雞的

活動最引人關注。每一州先選出代表該州的

火雞來參選，美國人利用網路票選，選出得

票最高的火雞，在白宮慶祝感恩節的典禮上

接受美國總統的赦免，其他未入選的火雞則

成為感恩節晚宴桌上的主菜；而總統赦免的

火雞則送到農場安享餘年。

��感恩節詩歌�

應景的感恩節詩歌最能襯托節慶的歡

樂氣氛，朗讀著感恩節詩歌、想像著詩歌的

意境，不但能體會美國人過感恩節的心情、

也能欣賞詩歌中洗鍊的文字醞釀出的節慶氣

氛。帶領學生們朗誦著詩、同時獲得感動與

樂趣。以下提供兩首詩歌，前者描繪秋季收

成時忙碌準備慶祝感恩節的歡樂氣氛；後

者描繪感恩節大餐的主角－火雞，生動又有

趣，供老師們參考：

Thanksgiving Time
When all the leaves are off the boughs,

And nuts and apples gathered in,

And cornstalks waiting for the cows,

And pumpkins safe in barn and bin,

Then Mother says, "My children dear,

The fields are brown, and autumn flies;

Thanksgiving Day is very near,

And we must make thanksgiving pies!" 

～ Author Unknown（佚名）～

感恩時節

樹上葉片紛紛飄落，

堅果和蘋果採集成堆，

成把的麥稈等待母牛享用，

南瓜安穩躺在穀倉和蔬果箱，

母親呼喚著：「親愛的孩子，

黃褐色的田野宣告秋天的飛逝；

感恩節越來越近了，

我們得趕快做感恩派了 ! 

Five Little Turkeys

5 little turkeys standing by door,
One waddled off, and then there were 4.
4 little turkeys under a tree,
One waddled off , and then there were 3.
3 little turkeys with nothing to do,
One waddled off, and then there were 2.
2 little turkeys in the noon day sun,
One waddled off, and then there was 1.
One little turkey better run away,
For soon will come Thanksgiving Day.
～ Author Unknown（佚名）～

五隻小火雞

門邊的 5 隻小火雞，

蹣跚地走了一隻，那裡只剩下 4 隻。

樹下的 4 隻小火雞，

蹣跚地走了一隻，那裡只剩下 3 隻。

沒事做的 3 隻小火雞，

蹣跚地走了一隻，那裡只剩下 2 隻。

中午大太陽下的 2 隻小火雞，

蹣跚地走了一隻，那裡只剩下 1 隻。

小火雞，你快逃，

因為感恩節很快就來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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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節的教學活動

㈠感恩節的由來

 1. 學習目標：認識單字、了解感恩節的由來，並能看圖片說故事。

 2. 材　　料： 感恩節學習單。

 3. 活動步驟：

  (1) 將學習單分發給學生，帶讀圖片上的人物、物品及食物。

  (2) 學生分為六組，每一組針對學習單回答問題並看圖編故事，計時五分鐘。

  (3) 請兩組上臺報告所完成的故事內容。

Pilgrims.  

A Turkey. (Tur-key)  

Answer the questions. 

1. How many Indians can you see in the picture? 

2. How many Pilgrims can you see in the picture? 

3. What did they have on the table? 

4. Can you tell the story about Thanksgiving? Share with the classmates. 

5. Who are you thankful to and what are you thankful for this year? 

Fun time 

1. If April showers bring May flowers, what do May flowers bring? 

2. What key has legs but can’t open doors? 

Thanksgiving Worksheet 

Four Indians. 

Four Pilgrims.  

They had a turkey with gravy, a pumpkin pie, mashed potatoes, corn, and cranberry sauce. 

Students can read Book 3, lesson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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㈡感恩節漫畫 (Thanksgiving Comic)

 1. 學習目標：看漫畫能了解美國白宮感恩節的活動並能按故事順序排列圖片。

 2. 材　　料： 四開海報紙、膠水、感恩節學習單（剪成六張小圖片並去掉號碼，再給學

生使用）。

 3. 活動步驟：

  (1) 學生分為六組，每組發給一張海報紙及六張故事小圖片。

  (2) 每一組按故事順序排列漫畫故事圖片，計時兩分鐘。

  (3) 每一組上臺報告所完成的內容。

 

Read and make your own Thanksgiving storybook. 

 

Each year the president of the US pardons a turkey 

before Thanksgiving. 

Every state chooses its best turkey to join the 

competition. 

 

Americans can vote for their favorite on the Net. The president pardons the elected turkey at a 

White House ceremony. 

 

Unfortunately, the other turkeys often become part 

of the White House Thanksgiving Feast. 

The National Turkey is sent to an animal farm to 

spend the rest of its life. 

Thanksgiving Com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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