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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素養導向教學與評量的關聯性
 

杜威（1916）曾說：「如果他不能籌劃他自己解決問題的方法，自己尋找出路，他

就學不到什麼；即使他能背出一些正確答案，百分之百正確，他還是學不到什麼。」在

設計素養導向的課程與評量的學習歷程，對於杜威的這句話有很深的感觸，以往國文科

的教學與評量方式，為多數學生的惡夢，一想到國文就是背解釋、背課文，然後絞盡腦

汁地寫作。但是以背誦學習方式，背誦眾多解釋、課文拿到高分，真的是學好國文嗎？ 

國文教學的目的應培養學生什麼能力？學生能否在日常生活中運用這些能力，並且

解決生活上的問題（這就是 108課綱所定義的素養）？而教師的教學是否能夠符應學生

的需求？評量是否能夠檢視教學的成效並且回饋為教師教學的依據，而不是只是分數？ 

本文旨在透過系統性思維來實踐素養導向教學與評量：教什麼就該評什麼，根據評

量的結果回饋教學，這就是素養導向教學與評量的關聯。此外，本文也著重教學設計的

過程，分享筆者與同儕從教學提問到評量的共備討論歷程：從一開始對文本的閱讀與理

解，到對文本的批判與提問，最後透過對話回應答案的歷程。深切體會在過程中，教師

自己提出的問題，如何轉化為教學提問，即為素養導向評量所指「真實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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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國文應該要教什麼
 

作者在帶領每一場素養導向教學評量的工作坊時，都會詢問現場教師一個關鍵問

題：「這一課的教學重點是什麼？」這個問題的目的在於提醒教師要用文本教什麼能力。

透過這個問題引發的對話，作者可以了解現場教師對於這一課文本的教學思考，透過教

師的答案引發進一步的思考與對話。接下來以「山水蒙國文領域跨校共備社群」1討論

的課例，說明如何將共備社群對文本的思考與提問，轉換為教學設計與評量的元素。 

社群夥伴們配合教材的內容，首先挑選出《世說新語》的〈王藍田食雞子〉一文進

行共備討論。在一般國文課的教學現場中，這一課的授課方式除了介紹《世說新語》以

及文言文字詞與內容的譯解外，教師們通常會著墨在文章中作者如何描繪主角王藍田的

幾種動作，來呈現他因為吃不到雞蛋而性急的樣子，以及最後王羲之對於王藍田的評

價。此外，教師們也經常會針對「王藍田性急」這件事所引發的負面評價，讓學生們思

考做事「性急」可能會造成的問題。 

然而學術界也存在一些對這篇文章的爭議：因為在《世說新語》的其他篇章對於王

藍田的評價頗高，形容王藍田「時人嘆其性急而能有所容」；也有的篇章直接敘明王羲

之與王藍田兩家素有恩怨。有學者認為《世說新語》對王羲之的評價甚至比王藍田要低。 

一般的國文教師在教學前，並不會把資料整理得這麼詳細，教學過程通常是把這一

課的內容解釋完、分析完就結束了，學生的印象就一直停留在「王藍田性急」這幾個字，

不會仔細思考這樣的評價對王藍田是否公平？是否是王羲之個人的偏見？ 

社群教師們在共備的過程中，最初針對王藍田的評價爭議，有不同的思考與討論，

進而引發一連串的問題： 

提問一：這一篇課文的重點是什麼？ 

提問二：是要仔細探討王藍田的其人其事，為他翻盤洗冤嗎？ 

提問三：或是要思考國文課在這樣的文本中，真正教授學生的是什麼？ 

大家尚未針對上述的提問進行討論，有一位社群教師提出一個問題： 

提問四：同一冊的課文《儒林外史》的〈王冕的少年時代〉是否也有資料過少而有類似

的爭議？ 

                                                       

1
 山水蒙國文領域跨校共備社群是由臺北市及新北市的教師自發組成的跨校社群，成員有臺北

市立北政國中詹馨怡老師、侯如紋老師、鄭瑋婷老師、黃姿瑋老師；景興國中蕭千金老師；

成淵國中卓芳宇老師；萬華國中藍淑珠老師；龍山國中蔡季娟老師；內湖高工羅嘉文老師；

新北市文山國中程翊雯老師。本文教案設計為山水蒙國文領域跨校共備社群成員共同討論研

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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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備教師們接著討論：《儒林外史》是清代吳敬梓的諷刺小說，裡面的內容主要在

諷刺清朝的讀書人為了尋求功名利祿的各種醜態。而王冕則是這篇小說中唯一的正向人

物，也被視為是吳敬梓心目中認為理想讀書人的典型，所以開篇就說王冕是一個「嶔崎

磊落」的人。但是課文只提到王冕的少年時代，從他家貧棄學，到為了家計放牛，然後

自學畫荷花成功為止。這樣薄弱的敘述，無法支持王冕「嶔崎磊落」的論述。讀者若非

詳讀《儒林外史》第一回全文，了解王冕從不為權貴及貪官作畫，到拒絕吳王（朱元璋）

的官位舉薦、逃跑歸隱山林等事蹟，實難以了解「嶔崎磊落」這四個字的含意。 

透過以上的提問及討論，教師們認為這兩篇文本對於人物的描寫方法與目的皆不相

同，若以國文課應該要教的知識與技能，將這兩篇課文的教學重點定調為人物的撰寫手

法，教授的重點應該是： 

提問五：如何具體描寫一個人物？ 

此時另一位教師提到，兩篇課文應可讓學生反思背後的道德價值，國文科不只有傳

授知識與技能，也應該培養學生的態度，但是： 

提問六：要引導什麼樣的態度呢？ 

於是教師們對七年級下學期十二課課文的文本的解析後，決定再加上兩篇課文〈那

默默地一群〉以及〈五柳先生傳〉，及〈王藍田食雞子〉與《儒林外史》〈第一回 說楔

子敷陳大義 借名流隱括全文〉（〈王冕的少年時代〉全文）一起討論，這些篇文重點在

於描寫人物的文本。 

提問七：這四篇文本有哪些相同與不同之處？ 

進一步思考這幾篇文章可以教授的共同主題：除了提問五「如何具體描寫人物？」

之外，並引發與價值判斷有關的問題： 

提問八：如何評價一個人物？ 

這個問題一被提出便解決了教師們剛才的憂慮，「如何具體描寫人物」主要在知識

和技能層面，但是「如何評價一個人物？」則增加價值判斷與思辯，這就滿足了態度層

面的教學目標。最後，教師們開始討論所提出的教學目標與領綱中哪些學習表現跟學習

內容有關？以及內容是否適合此階段的學生。 

綜觀上述討論內容，發現在共備的歷程中，教師們會提出兩類問題：一、透過文本

材料可教授學生什麼能力？二、針對文本內容本來就會提出的質疑跟問題。透過對這些

問題的討論對課程設計的內容定調。教師在閱讀教材時，自己會問的問題就是真實的問

題；而當學生學習時，應該也會產生類似的疑問，所以當教師與教學目標（學習重點）

能結合的問題，就可以當作對學生的引導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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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國文領域課例發展實作─從提問轉評量
 

前面的討論均還在概念發展的階段，而如何將討論的內容與思考歷程對應課綱目

標、進行課程設計，並且透過轉化真實問題設計出適合的提問運用到教學與評量中？這

是當教師們對於課程目標有了共識後，接著要進行的工作；這裡說明共備社群討論的內

容與成果如下： 

一、文本內容 

國文領域南一版本七年級下學期課文：〈那默默地一群〉、〈五柳先生傳〉、〈王藍田

食雞子〉、《儒林外史》〈第一回  說楔子敷陳大義  借名流隱括〉。 

二、節數：20節 

三、對應領綱素養以及學習目標 

（一）領綱素養 

1. 國-J-A1：透過國語文的學習，認識生涯及生命的典範，建立正向價值觀，提高

語文自學的興趣。 

2. 國-J-B1：運用國語文表情達意，增進閱讀理解，進而提升欣賞及評析文本的能

力，並能傾聽他人的需求、理解他人的觀點，達到良性的人我溝通與互動。 

3. 國-J-B3：具備欣賞文學與相關藝術的能力，並培養創作的興趣，透過對文本的

反思與分享，印證生活經驗，提升審美判斷能力。 

（二）學習目標 

1. 學習表現 

(1) 閱讀：5-IV-2理解各類文本的句子、段落與主要概念，指出寫作的目的與觀點。 

5-IV-3理解各類文本内容、形式和寫作特色。 

(2) 寫作：6-IV-3靈活運用仿寫、改寫等技巧，增進寫作能力。 

6-IV-4依據需求書寫各類文本。 

2.學習內容 

(1) 文字篇章─篇章：Ad-IV-1篇章的主旨、結構、寓意與分析。 

Ad-IV-4非韻文：如古文、古典小說、語錄體、寓言等。 

Ad-IV-2新詩、現代散文、現代小說、劇本。 

(2) 文本表述─記敘文本：Ba-IV-2各種描寫的作用及呈現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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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學科本質
 

閱讀（記敘）、寫作（人物）。 

五、課程目標
 

能夠透過閱讀記敘文（人物類），增進閱讀理解的能力，並能欣賞與評析記敘文（人

物類），並且透過閱讀學習，認識生涯及生命的典範，建立正向的價值觀。且能運用所

學習到的記敘文（人物類）的寫作技巧，培養創作的興趣，印證及分享自己的生活經驗。 

六、表現任務（總結性評量）
 

學生完成一篇含有對人物動作、性格、對話等細部描述的文章。如：最欣賞的（同

校）同學、這位同學如何成為正向典範？以人物動作、對話，凸顯其典範。 

七、探究問題
 

如何具體描寫人物？如何評價一個人物？ 

八、提問
 

（一）引起動機 

1. 你如何判斷一個人是好人或壞人？從哪些方面可以判斷？ 

2. 那些資訊可以了解一個人物？ 

（二）〈王藍田食雞子〉 

1. 王藍田對雞子做了哪些動作，表現出他的性急？為何？ 

2. 在這篇文章中，哪些是事實？哪些是主觀意見？ 

3. 王羲之為什麼把王藍田父親與王藍田相比較？ 

4. 王羲之的評論要表達什麼？ 

5. 王藍田補充故事學習單：王藍田是個怎樣的人？思考如何評價一個人（什麼觀

點、目的、出發點、想得到什麼、怎麼說、怎麼評價）。為什麼大家對性急的人

有不同的評價？ 

6. 請用一連串動作描寫一個人，刻劃某一類個性或情緒。 

（三）〈那默默的一群〉 

1. 你覺得全文描寫人物讓你印象最深刻的一句話？請說明原因。 

2. 作者用什麼方式描寫清道婦忠實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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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默默做事的人為什麼想選擇默默？身邊有哪些默默做事的人？請具體描述此人

物重要事蹟。 

4. 默默小練習：如何用連續動作表現其性格或態度？請學生模仿那默默的一群的人

物描寫方式，描寫一個你身邊的人物。 

5. 〈那默默的一群〉與〈王藍田食雞子〉兩篇皆有對人物的評價。請問這兩篇文章

用哪些面向來評價人物？ 

（四）〈五柳先生傳〉 

1. 閱讀完陶淵明的資料後，請問資料中哪些內容可以證明「不慕榮利」、「忘懷得失」

的人？ 

2. 你最欣賞五柳先生的哪一個態度／特質？為什麼？ 

3. 最後五柳先生用什麼方式來評價自己？用意為何？ 

（五）〈王冕的少年時代〉 

1. 在儒林外史第一章中，請問吳敬梓用哪些事件表現出王冕嶔崎磊落的性格？ 

2. 吳敬梓在第一章中除了王冕外，還有其他的人物（母親、秦老、買辦、知縣、危

素），請分析這些人物的性格為何？ 

3. 請從文中所描述的官府人員樣貌，推論出為何在那樣的時代背景下，王冕能得到

「嶔崎磊落」此評價？ 

4. 請問王冕一文與另三篇文章的人物書寫方式有何不同？ 

（六）探究問題（終點） 

綜整以上的討論，如何具體描寫一個人物？如何評價一個人物？ 

肆、國文領域的探究、教學與評量歷程解析
 

透過社群教師的討論歷程與成果，可以看出教師們在共同備課與課程設計中的思考

歷程與整體教學的設計。接下來將針對這一系列主題式課例的設計架構，透過從教師共

備討論與提問的整體解析，發展素養導向的教學與評量。 

一、課程架構設計概念說明
 

從這一系列主題式教學的課例中，探究問題是起點，也是終點。首先讓學生思考的

引導問題，已經將探究的元素放進去：你如何判斷這個人是好人或壞人？從哪些方面可

以判斷？從什麼樣的資訊可以了解一個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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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在思考如何判斷好人與壞人時，同時在思考「要如何評價一個人？」接下來教

師們以四個文本的內容，一步一步地引導學生思考描寫人物與評價人物的方式。其中〈那

默默的一群〉針對某一類人物進行整體的評價；〈王藍田食雞子〉單獨評價一個特定的

人；〈儒林外史第一回〉透過一個完整的故事，評價裡面的眾多人物；〈五柳先生傳〉則

是作者的自我評價。這些文本中，分別從不同的面向來描寫及評價人物：如動作、言語、

心理狀態、外表、對話、生活態度等等。當學生歸納出描寫人物與評價人物的不同面向

與方法後，再遷移到閱讀不同文本及寫作上，這即是從歸納到演繹的學習歷程，也可說

是經歷了一個完整的探究歷程。因為教授對象是七年級的學生，能力尚待培養，所以教

師們透過設計好的問題，一步步引導學生思考、發生學習。這種教學設計由教師選定探

究的主題，過程也由教師引導，屬於結構式的探究教學。 

整個教學的過程為引導學生進行高層次思考的歷程（如圖 1）：針對教師的提問，學

生大多數採直觀的回答；隨著引導問題和文本慢慢進入，資訊越來越多，問題也從純粹

知識面上的問題，提升到高層次的後設問題，學生的思考層次也從低到高、從具體到抽

象、從經驗歸納到形式演繹。學生從四個文本中歸納作者如何描寫與評價人物的方法，

並且將所學的方法經由閱讀不同文本加以驗證，最後將學習到的方法透過自己的創作表

現出來（即為最後的總結性評量─表現任務）。整個學習歷程從文本內容的理解、推

論，透過分析到最後的評鑑與創作，而體驗這個學習歷程本身就是此課程最重要的學習

目標。 

而當學生能將所學的知識透過創作表現後，教師可評量學生的學習狀況、了解學生

是否真正學會教師所要傳遞的知識與技能。當評量結果顯示多數學生仍無法轉化相關的

知識與技能，教師們就須再回過頭檢討自己的教學歷程，並進一步思考如何針對學生的

困難加以補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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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課程設計歷程與學生學習思考歷程分析圖 

 

這類教學設計方式也可依教學目標和學生的程度有所調整，同樣是主題式的教學，

隨著學生年級越高、能力越強，教師就可逐漸抽離鷹架，讓學生進行更高層次的思考：

例如相同的主題，如果採用「開放式探究」的教學法，教師可直接拋出探究問題，讓學

生進行假設，甚至於讓學生自行討論想一探究的問題後，再透過查找文本證明自己的假

設，並且經由辯論或寫作的方式統整所學內容及下結論。 

二、從共備提問─課程設計提問─評量的分析
 

在前文提到，透過教師共備討論時提出的問題，也就是教師們面對文本時真實思考

的問題，改編為教學中的引導提問以刺激學生思考。因為學生在閱讀文本時，有可能有

類似的疑問，而這些問題最後可以進一步轉換為教學評量的問題。表 1呈現共備時的討

論與提問，以及轉化後的教學題問與評量問題的對照。 

 

素養與學

習重點 

低層次思考 

高層次思考 

後設認知 

探究問題 

本文閱讀 

國七—結構式探究 如何評價一個人？ 

要描寫及

評價一個

人物有哪

些面向？ 

人物評價相關文本 

那默默的一群 

王藍田食雞子 

儒林外史—王冕 

五柳先生傳 

表現任務 

請用上列討論的

描寫方式，描寫

你最敬佩的一個

同學，並說明你

敬佩他的原因 

省思評鑑 

請討論上面

列 舉 的 文

本，探討本文

中評價人物

的方式，並且

思考其合理

性 

寫作 口語表達 

多元文本

驗證 

省思與評 

鑑（批判） 

歸

納 

演

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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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共備社群的討論與提問轉化為教學提問與評量 

共備討論一 共備提問一 教學提問 教學評量 

在討論〈王藍田食雞子〉的教
學重點，除《世說新語》的介
紹，文言文文字的理解與內容
的理解外，教師的討論，著墨
於文中的主角王藍田，如何以
幾種動作代表他吃不到雞蛋而
性急的樣子，而最後王羲之對
於王藍田嚴厲的評價，也是本
課的教學重點。 

「王藍田食雞子」
此篇課文的重點是
什麼？（提問一） 

在本篇文章，哪些是
事實？哪些是主觀意
見？ 

 

一般的國文科教學，並不會把
資料整理很詳細，教師通常將
此課的內容講授及分析完畢即
結束教學，學生的印象則停留
於「王藍田性急」這些字眼，
而也難以辨證這樣的評價到底
對王藍田公不公平？是否有王
羲之的私人偏見在其中。 

是要仔細探討王藍
田的其人其事，為
他翻盤洗冤嗎？
（提問二） 

王羲之為什麼將王藍
田的父親與王藍田相
比較？王羲之的評論
到底想表達什麼？ 

 

思考國文課在文本中，真正教
授學生是什麼？ 

或是要思考國文課
在這樣的文本中，
真正教授學生是什
麼？（提問三） 

藍田是怎樣的人？思
考如何評價一個人
（什麼觀點、目的、
出發點、想得到什
麼、怎麼說、怎麼評
價）。為什麼大家對同
樣性急的人有不同的
評價？ 

 

《儒林外史》為清代吳敬梓的
諷刺小說，內容主要在諷刺清
朝的讀書人為了尋求功名利祿
的各種醜態，而王冕則是這篇
小說中唯一正向的人物，也被
視為吳敬梓理想讀書人的典
型，所以開篇就說王冕是一個
「嶔崎磊落」的人。 

但是從課文文本中，只提到王
冕的少年時代，從他家貧棄
學，到為了家計放牛，然後自
學畫荷花成功為止，這樣的刪
減故事情節，要塑造一個「嶔
崎磊落」人物來說，描寫實在
太過薄弱更無法印證。若非讀
完全文，了解王冕如何不為權
貴，不願意為貪汙的官員作 

同一冊的課文《儒
林外史》的〈王冕
的少年時代〉不是
也有同樣資料過少
的問題？（提問四） 

閱讀完儒林外史第一
章，請問吳敬梓用哪
些事件表現出王冕嶔
崎磊落的性格？ 

請問王冕少年之後的
經歷、行為、言語，
在在顯示出他是個嶔
崎磊落的人。請從文
中所描述的官府人員
樣貌，推論出為何在
哪樣的時代背景下，
王冕能得到「嶔崎磊
落」此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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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共備社群的討論與提問轉化為教學提問與評量（續 1） 

共備討論一 共備提問一 教學提問 教學評量 

畫，到拒絕吳王（朱元璋）的

舉薦做官，寧願逃跑歸隱山

林，不然是難以了解「嶔崎磊

落」所蘊含的深意。 

   

從這幾個文本中，真正該教學

生的，應該是人物的撰寫，因

為這兩課文本對於人物的描寫

都有不同的方向與目的，而且

如果思考到國文課應該要教的

知識與技能，那麼是否應該要

教學生「如何具體描寫一個人

物」？ 

而且如果思考到國

文課應該要教的知

識與技能，那麼是

否應該要教學生

「如何具體描寫一

個人物？」（提問

五） 

如何具體描寫一個人

物？ 

 

而討論到這裡，另一位夥伴提

出來，這兩篇課文都有想要傳

授給學生的道德價值，國文科

應該不能只有有知識與技能的

傳授，如何引導態度？且要引

導什麼樣的態度呢？ 

國文科應該不能只

有知識與技能的傳

授，如何引導態

度？且要引導什麼

樣的態度呢？（提

問六） 

  

於是在大家的討論與再次對整

本七年級下學期十二課課文的

文本的解析之後，我們決定要

再抽出另外兩篇課文〈那默默

地一群〉以及〈五柳先生傳〉，

加上〈王藍田食雞子〉與《儒

林外史》〈第一回  說楔子敷陳

大義  借名流隱括全文〉（王冕

的少年時代全文）。這四篇文本

是這一冊課文中主要描寫人物

的文本，我們想要藉由探討這

四篇文本共同的地方是什麼？

不同的地方是什麼？ 

這四篇文本共同的

地方是什麼？不同

的地方是什麼？

（提問七） 

請問王冕一文跟其他

三篇文章的人物書寫

方式有什麼不一樣？ 

 

接著思考共同主題，除「如何

具體描寫人物」外，並從中探

討出更深層的概念「如何評價

一個人物」？（提問八） 

應該要選擇領綱中哪些學習表

現與內容，是否適合此階段的

學生？ 

如何評價一個人

物？（提問八） 

如何評價一個人物？ 

表現任務學

生完成一篇

含有人物的

動 作 、 性

格、對話等

細部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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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共備社群的討論與提問轉化為教學提問與評量（續 2） 

共備討論一 共備提問一 教學提問 教學評量 

而這兩個問題解決教師的疑
惑，「如何具體描寫人物」主要
在知識和技能層面，但是「如
何評價一個人物？」則進展到
價值判斷與思辯，這就達到態
度的層面。 

  

如：最欣賞
的（同校）
同學，此同
學如何成為
正向典範。
以 人 物 動
作、對話，
突 顯 其 典
範。 

伍、結論─國文領域素養導向評量的實踐之路
 

在十二年國教課綱開始啟動之前，山水蒙跨校社群的教師們已經開始思考目前國中

階段國文單課文本的教學是否能真正建構學生的能力？因此社群從三年前就開始研發

國文的課程地圖。我們發現可以透過重新安排教科書中的文本，有系統的建構學習內容

與學習表現，以培養學生的高層次思考能力。而後結合領綱，更加證明透過社群討論所

建構的課程地圖是符合課綱理念且能夠落實在教學現場的。統整學習表現與學習內容的

主題式教學，一次閱讀多篇相同類型的文本，並且設計不同的提問、逐步引導學生參與

討論和思考；這樣的課程設計再連結到 108課綱所推廣的素養導向評量，能真正培養學

生的國文能力。 

長久以來，國文教師訓詁式的教學，一直備受是否真的能夠反應時代的變遷的質

疑，也確實有很多的教師想跳脫這樣的教學模式、思考真正能夠讓學生建構語文能力，

結合生活經驗，並能同時體會文學之美，最後能讓學生獨立思考的課程教學設計。社群

夥伴與國家教育研究院的研究教師們透過實踐素養導向教學與評量的精神，希望能夠拋

磚引玉，讓更多現場的教師們能投入研發素養導向的教學與評量。我們也樂見目前新版

國中國文教科書逐漸朝著主題式系列選文的方向改變，更希望課綱正式實施後，國文科

的教學能夠展現不同於以往的新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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