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奎、尋中華民族文化的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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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前校長劉真先生雖然是專攻教育，但一向最重視國語文，在他

校長任內，特訂定學生國文及國音能力評量辦法 (1) 。劉校長曾經制切地說:

為了加強國語、國文的教學，師院(後來改制為師大)曾特別訂定了國語、國

文科的標準考試辦法。凡學生學期考試與畢業考試未能達到規定標準者，不准

升級或畢業。我認為師資的訓練，語文應該特別受重視。學文史的師範生固然

必須具有較深厚的語文基礎才能教書，即學理化博物(現在已改為物理、化

學、生物)的，甚至學體育、音樂、美術的，又何嘗不要具備最基本的語文能

力。一個理化或體育教師，如果在黑板上或講義中寫下幾個別字，照樣會大大

失去學生的信仰。 (2)

劉校長畢生不遺餘力地推動國語文教育，大力提倡至撰寫〈國文的重要) ，他認

為教師的國語文表達能力太差，如何教導學生?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是培育中學師資的

學府，不論何系學生皆須加強國語文教育。因此，劉校長又強調地說:

我們復興中華文化，必須重視中國語文，加強國語文教育。語文為治學之本，

而且語文又是自學(自我學習)的工具。一個人假如國文、英文不行，學得不

(1)見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編印〈學生手間} ，頁四二至四三，七十八年九月出版，詳見附件- 0

m 見劉真先生〈圖文的重要} ，頁二，中國語文學會印，七十九年九丹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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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就談不到作學問。所以，我們從事教育工作，如果不加強國語文教學，恐

將於心不安。為了國家，為了民族，為了反共復國(現在巳改為兩岸和平統

一) ，為了復興中華文化，不可不特別加強國語文教學;從加強國語文教學作

起，我覺得一定會事半功倍。 (3)

中國民族思想和民族文化，涵育在中國語文當中;沒有語文，則文化失掉憑藉，

思想無從表現。所以，我們要發揚民族文化，傳播民族思想，必先研究中國語文。 (4)

倘若不重視本國語文，則文化就會流失，國家必將衰亡。(5)因為「語文教育是一切專

門教育的基礎，不但與思考和表達能力方法有關，而且與民族的思想習慣、倫理道德

也密切相關，是最理想的大學核心課程」阱。由此可知，國語文教育是民族文化的

根，必須「根抵槃深 J '然後才能「枝繁葉茂」。先總統 蔣公說: r 國文是一國文

化的根基，所以無論學習文科或實科的學生都要特別注重。」身為中國人，能不研讀

國文?有些人認為大一國文是「高四國文」的延續，不論答案是肯定或否定，難道多

讀一年國文，有何不同?

師大的教育宗旨，除了引導學生從事高深學術的研究以外，還要造就學生成為健

全的、優良的中學師資。然而，任何一位健全的、優秀的中學師資都必須真備精湛的

國文素養，才能啟發學生健全的高尚人格，建立正確的倫理觀念，發揮服務社會、造

福人群的精神，宏揚中華文化的優良傳統。 (7) 職是之故，師大國文教學的使命與任

務，可說是比其他學科更神聖、更艱鉅，誠如本校校歌所云: r 教育國之本，師資責

任重。」諺語也說: r 國文第一，師範為先。」這些金玉良言更具有深遠與實質的意

義。身為師大人，能藐視國文嗎?

賣文、史上是樓的教學目標

(3) 見司琦編〈劉真先生文集〉第二珊，頁七五六，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七十九年十月初版。

(4) 參閱〈中國語文月 tlJ)創刊號的(發行緣起)一文，中國語文月刊社發行，四十一年四月出版。

(5) 參閱中國語文月刊社印行〈中小學學生寫作獎得獎作品專輯> '頁三，劉真先生序，八十年卡月

出版。

(6) 見 (3) 書，頁七五七。劉真先生引用也行先生在中國時報副刊發表的〈談加強國文教育)一文。

(7) 參閱賴明德教授(近十年來師大國文教學的概況}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畢業生輔導委員會編印{

師大校友月刊> '第二 0五期，頁八，七十一年九月二十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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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論任何科目教材的編選，教學的實施，一定根據教學目標，才能達到預期的效

果。中小學國語文教學，教育部公布課程標準，各訂有「教學目標 J '小學列有國語

教學總目標十點與分段目標(低年級十一點、中高年級各十點) ，可歸納為三項:

一、指導學生養成倫理觀念、民主風度及科學精神，激發愛國思想，並宏揚中華民族

的文化。二、指導學生充實生活經驗，陶鎔思想情意，以培養其豐富活潑的想像力，

和有條不紊的正確思考能力。三、指導學生具有聽、說、讀、寫的能力。但)國中列有

國文教學目標五點，也可以歸納為三項:一、繼續國民小學的教育，指導學生增進生

活經驗，啟發思辨能力，養成倫理觀念，激發愛國思想，並宏揚中華民族文化。二、

指導學生培養聽、說、讀、寫的能力。三、指導學生以正確的執筆姿勢及運筆方法，

使用毛筆書寫楷書及行書。 (9) 高中列有國文教學目標六點，也可以歸納為三項:一、

指導學生提高閱讓及寫作語體文的能力，並培養閱讀淺近古籍的興趣及寫作簡易文言

文的能力。二、指導學生培養思考、組織、想像和創作的能力。三、指導學生閱讀優

良的課外讀物和啟迪時代思想，培養高尚的品德及愛國的情操。仙)大一國文教學，教

育部雖然沒有頒布教學目標，但編輯教材與教學實施，應該有遵循的教學目標，否則

漫無準則。大一國文教學目標，見仁見智，各有特色，如師大文學院長王熙元教授認

為有三個教學目標:一、加強學生語文能力訓練，提升其國文程度。二、培養文學欣

賞的能力。三、文化精神的陶冶。 (11)曾忠華教授在(談大一國文教材教法)一文中認

為有四個教學目標:一、宏揚中華民族文化。二、陶冶情操。三、明瞭本國文學的特

質與流變。四、培養閱讀古籍的基礎與欣賞文學作品的興趣及能力。賴明德教授在

(近十年來師大國文教學的概況)中，則以為國文教學目標，一言以蔽之，乃在培養

學生對「真、善、美、聖」等價值的體認和追求。 (12)

大中小學的國語文教學目標，應該是循序漸進，大學院校講究學術自由化，因此

各院校所訂的國文教學目標並不一致，但大同小異，都是將高中的國文教學目標再提

但)參閱教育部公布〈國民小學課程標準} ，頁七五至八 Q. 正中書局印行，六十四年八月。

(9) 參閱教育部公布〈國民中學課程標準} .頁五七，正中書局印行，七十三年七月。

(10)參閱教育部公布〈高級中學課程標準} ，頁二七，正中書局印行，七卡三年七月。

(1 1)見〈國文天地} ，四卷七期，頁一一，七十七年十二月。

(1 2)詳見@書，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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昇、再擴大，這是毋庸置疑。尤其是，師大的國文教學目標，必須與一般院校又稍有

差異，筆者認為應該有「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的教學目標，茲參酌本校王、

曾、賴三氏的真知灼見，並擴努議，歸納為下列幾項:

一、指導學生宣揚中華文化，激奮民族精神，鼓舞意志，陶冶情操。

二、指導學生培養尊「師」、立「範」、志「大」、勉「學 J 的精神。

三、指導學生提高聽、說、讀、寫的興趣及能力。

四、指導學生培養閱讀古籍的興趣，並增進欣賞與創作文學作品的能力。

五、指導學生欣賞課外讀物，以培養其理解力與判斷力。

六、指導學生培養高尚的人文精神，並關懷社會，關心國家。

七、指導學生體認「真、善、美、聖」的真諦。

八、指導學生上臺練習讀講課文或詩歌，以增進教學經驗，培育未來的優良師

資。

第一項教學目標是依據本校採用教本一一幼獅版〈大學國文選〉編輯例言第一條

而訂定，這項教學目標也包含王熙元院長第三項教學目標一一文化精神的陶冶，曾忠

華教授第一項教學目標一一宏揚中華民族文化、第二項教學目標一一陶冶情操。第二

項教學目標一一是依據師大故校長張宗良先生訓示而訂，旨在發揮「師範大學」的精

神。師大同學將來為人師表，不論在品德或學業方面，必須先以身作則，做到經師、

人師並重，成為未來中學生的典範，這是師大國文教學目標的特色。第三項教學目標

是加強訓練聽、說、讀、寫的能力，尤其是僑生、外籍生，更是迫切需要。第四項教

學目標首先是針對本系同學而制訂，國文系同學應該從大一開始培養閱讀古籍的能

力，其次訓練本系、外系分同學提昇欣賞與創作文學作品的興趣及能力;這項教學目

標是參酌王、曾二氏的教學目標而制訂。第五項教學目標是鼓勵同學多多欣賞課外讀

物，可以開闊視野，增進理解力和判斷力。第六項教學目標是賴明德教授特別私下提

供，並強調人文素養及關懷社會、關心國家的重要性，否則教學與社會脫節，不能學

以致用。第七項教學目標是依據賴明德教授的教學目標而訂定，賴教授認為師大同學

必須有 r !真、善、美、聖」的涵養，其備了這些涵養，無論為學、待人、處事、教

學，莫不大有助益。第八項教學目標是根據個人教學經驗的淺見而定的，這也是師大

獨特的精神。總而言之，師大的國文教學目標，不止包括精神陶冶、文藝欣賞、語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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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練三項範疇，還要注意人文的素養，社會的關懷，尤其是特別留意師資的培育，這

也是師大獨有的特色。

參、↑專槌*今白色教學內容

本校的國文教學內容，在民國五十七年以前採用故國文系主任程旨雲教授〈大學

國文選) (13) 。自民國五十七年伊始，改用幼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印行的〈大學國文

選〉為主要教本(14) 。俟七十三年，由本校前國文系所主任黃天成教授主持，領導本系

同仁參與修訂，又重新改編，要動些許篇目，增補內容不皆知自茲以降，本系國文教

學研討會在每年開學前，研訂上下學期本系、外系選授篇目，每年略有更動。惟自七

十八年度起，本著「學術自由化」的態度，改為自由選授，由任課教師彈性運用，發

揮「八仙過海，各顯神通」的精神，但經過電話或親自個別請教任課教師，大部分以

幼獅〈大學國文選〉為藍本，再酌選相關課外範文，除古文古詩外，兼採語體文、語

體詩，是以本校國文教學的內容，已臻於「博極古今」的境界。七十七學年度上學期

本系大一國文講授篇目是: (學記〉、(梅、父〉、〈定法〉、〈史記﹒管晏列傳〉

〈為徐敬業以武后臨朝移諸郡縣擻〉、(進學解〉、〈答韋中立論師道書〉、(廬山

草堂記〉、(原君〉等九篇，另外兩篇自行閱讀，列入考試範園，即(請立志以成中

興疏〉、(請頒討賊詔書疏〉。下學期則是〈秦晉設之戰〉、(天論〉、〈漢書﹒藝

文志﹒諸子略〉、(歸去來辭並序〉、〈醉翁亭記〉、王安石〈祭歐陽文忠公文〉

蘇淘〈六國論〉、(西湖雜記〉、(日知錄序〉、〈聖哲畫像記〉等十篇，另外〈後

漢書﹒范j旁傳〉、(項脊軒志〉兩篇自行閱讀，列入考試範圍。七十七學年度上學期

外系大一國文講授篇目是: (秦晉設之戰〉、(學記〉、〈定法〉、〈郭有道碑並

序〉、〈醉翁亭記〉、(原君〉、(詩選〉等七篇，下學期則為: (牧民〉三章、

〈漁父〉、〈史記﹒管晏列傳〉、〈漢書﹒藝文志﹒諸子略〉、(進學解〉、〈超然

(1 3)見程旨雲編〈大學國文選> '臺灣書店出版，民國五十年十一月初版，篇日詳見附件二。

(! 4)見國文教學研討會主編〈大學國文選> '幼獅文化事業公司出版，七十四年九月二版，篇目詳見

附件三。就文章性質而言，經、史、子、集、詩、詞、曲，樣樣齊備;就文章作法而言，論說、

抒情、記敘，無所不包;冶哲學、文學、史學、政治學、科學等思想於一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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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臺記)、〈聖哲畫像記)、(詞曲選)等八篇。外文除規定講授篇目外，還加授一兩

篇與各系學科有關的文獻，作為補充教材。如教育系加授王守仁的〈訓蒙大意} ，工

教系加授宋應星的(天工開物序} ，衛教系加授李時珍的(本草綱目序} ，音樂系加

授〈禮記﹒樂記} ，地理系加授〈漢書﹒地理志} ，生物系加授陸磯的(毛詩草木鳥

獸魚蟲疏序} ，物理系、地科系、化學系加授李約瑟的(中國科技文明史序)。這些

文章的加授，不僅增進各學系岡學的國文素養，也有助於他們洞悉與本科系相關的文

獻。此外，本系、外系也酌授應用文，並實際習作，教師詳加批閱。本系每周授課時

數是六小時，外文系則是四小時，因此外系選授篇目自然減少，習作部分也減少。本

系上下學期作文各十篇、應用文各兩篇、讀書報告各一篇，校慶展出作品:作文十四

篇、應用文四篇、讀書報告兩篇。外系上下學期作文各四篇、讀書報告各一篇、應用

文各兩篇，校慶展出作品:作文四篇、讀書報告兩篇、應用文三篇。七十八學年度以

後，改為自由選授，習作本來不論優劣都參展，但大部分教授認為展出作品以佳作為

宜，是以不硬性規定展出的篇目與人數。本校將學生佳作，集結印成〈嘍鳴集〉及

《藝文習作} ，人手一冊，以資觀摩、學習。七十九學年度以後，改為展覽〈嘍鳴

集〉、〈藝文習作} ，不展覽學生習作。

在每位教師辛勤地教導下，同學們只要肯認真地學習，一年下來，不論對倫理道

德的體認，文學鑑賞的提昇，寫作和表達能力的增強，對時代社會的洞察，都有極為

明顯而長足的進步。同學們不再誤以為學問只是空洞的理論、零碎的資料，文章也不

是咬文嚼字，更不是陳腔濫調，而是曹雪芹所說的「世事洞明皆學間，人情練達即文

章 J 0 (山

肆、日新又新的教學方法

根據賴明德教授七十一年九月於〈師大校友月于心，闡述本校國文教學的方法，

約有三種:灌輸式、啟發式、討論式。(此)灌輸式的教學法，是一種傳統而保守的教學;

(15)參閱同(1 2 )。

(1 6)見同 (7) 書，頁九至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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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的深究、形式的鑑賞等項目，皆由任課教師負責講解說明。這種教學方法，可以省

時省力，是其優點;但學生易於養成怠情、被動，是其缺點。不過，這種教學方法比

較適合程度差的學生，如外籍生、僑生。啟發式的教學法，是由教師督促學生，在上

課之前，針對作者的背景、課文的內容，先作預習，上課時，再指定同學，分別就作

者和課文，提出簡要地報告，教師再加以補充說明，最後作詳盡地講評。這種教學方

法，可以加強學生自動自發的精神，增進表達的能力，且有豐碩的心得，最適合程度

高的學生，但程度差的學生卻有極大的心理壓力。討論式的教學法，是教師與學生課

前都有充分準備，上課時，由老師提出跟課內有關的問題，讓學生自由發言，教師再

加以補充說明或總結。學生也可以提出各種疑難問題，向教師請教，或共同討論，最

後再由教師總結。這種教學方法是比較活潑、比較自由、比較有挑戰性，易於收到集

思廣易的效果，但必須每位學生都有極高的求知慾以及認真好學的精神，否則流於形

式、空洞，不切實際。

自從民國七十八學年度開放自由選授以後，本校任課教師除了採用上述三種教學

法之外，幾乎本著「苟日新，又日新，日日新」的態度，發揮「八仙過海，各顯神

通」的精神，不斷求新，不但教材自由化，教法也活潑化、趣味化。茲簡述本校楊宗

瑩教授、姚榮松教授以及筆者的教學方法，就教於同好。

擔任本校家一甲國文的楊教授，認為七十八學年度以前，本校園限於〈大學國文

選〉的教本，又規定講授篇目，只能多運用傳統教學法，少用其他教學法，如今開放

自由選授，考試由任課教師命題，可以有自由彈性的空間，因此她採用文言、白話都

講授，而且把握一個原則一一教師講解一篇文章，學生自行閱讀一篇文章，如教師講

解白居易的〈廬山草堂記) ，規定學生自行閱讀歐陽俏的(醉翁亭記) ，自行閱讀部

分列入考試範圍。授課篇目及自行閱讀文章不限於〈大學國文選} ，有時選課外文

章，如教(長恨歌傳) ，就讓學生看(長恨歌) ，以類似文章為主，使學生能夠觸類

旁通，舉一反三。白話文部分選報章雜誌的文章，讓學生先自行閱讀，再提出口頭報

告，如此一可以訓練學生發表的能力。至於習作部分，教師先將不通的文旬或錯別

字，畫下記號，再由學生自己修改，如再改不通，教師才教他如何修改。由於學生身

體力行地修改文章，因此進步神速。

擔任本校物一甲國文的姚教授，原則上以〈大學國文選〉為教本，但講授篇目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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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選，教師先發調查表，再加以統計，這種方式擔任衛教系國文的簡明勇教授，擔

任地科系、資訊系的芳婷婷教授也採用這種方式，這是尊重學生的意願'相當民主，

值得參考。姚教授上課內容，以相類似的詩歌或文章來教授，如講陶淵明詩，多介紹

幾首;又如講蘇軾的(超然臺記) ，多講一篇〈古文觀止〉有的文章，如歐陽俯的

(豐樂亭記)。教學生寫心得報告，上學期寫有關三十年代的小說，下學期寫有關思

想史方面的報告，教師先作簡介，再由學生自己去找資料。

筆者擔任國一甲 B 組的國文，教學生方法除了採用灌輸式、啟發式、討論式之

外，還指導學生上臺練習讀講課文或詩歌，上學期規定每位學生任選〈古文古事〉中

的一篇自己最想讀的文章 (17) ，不止講解課文，也研究作者與這篇文章的寫作背景，並

加以賞折課文，再提出與課文相關問題，讓同學共同討論，最後由教師作補充或講

評。下學期規定每位學生任擇〈唐詩三百首〉中的一首自己最喜愛的詩歌，選的詩歌

不可重複，先抽籤決定上臺講解的順序，再安排時間。學生先解說作者以及這首詩的

寫作背景，再讀講內容，分析鑑賞整首詩的意境、作法，最後由教師補充或講評。此

外，教師配合課文教學，指導學生如何作文、如何命題，就題目論題目，如教(學

記) ，可以出下到題目:談教育的重要、教學相長、學然後知不足。不第此也，還可

以分析章法結構、修辭技巧，使學生洞悉作文訣竅。平常讀講課文，適當的運用文字

學、聲韻學、訓話學、文法學、修辭學，使學生更明瞭這五個科目是國文教學的基礎

學科，不可以漠視，爾後研讀此五科目時，更應該全力以赴，力學不倦。

恆、精主主*精的國文教學

目前臺灣「錢淹腳目 J '經濟繁榮，但社會並不安定，脫序現象，層出不窮，向

「錢」看的拜金主義日熾，因此物質享受雖然提升不少，而人文素養卻有日趨低落的

現象。吾人欲力挽狂瀾，惟有以優良的傳統文化社除功利主義，以典雅的文學陶冶情

操、淨化，心靈、培養積極奮鬥的正確人生觀，提昇生活的品質，使社會臻於更勤樸、

(1 7)江上峰編譯〈古文古事> '文化圖書公司印行，七十九年三月五日出版。每篇文章短小精悍，可

以鼓勵學生篇篇精讀，若能背得滾瓜爛熟，深信寫作必然有助益。



國文教學面面觀 123

更祥和、更安定的境界。 (18) 欲達成此理想的目標，惟有加強國文教學，尤其是師範院

校的國文教學，更不容藐視。

本校國文教學雖然已經推行四十多年，優點甚夥，但難免有瑕疵，學校行政單位

與教師們應該針對現況、實況，逐項加以檢討、改進，以擠於精益求精的國文教學。

茲提出能力分班、分組上課、自由選材、活 j發教學、學以致用、切蹉教法等六項，加

以闡析。

一、能力分班:本地生與外籍生、僑生國文程度懸殊，共聚一堂，難免影響教學效

果，以能力分班為宜。本校國音有外籍生、僑生的特別班，國文亦應有特別班，

授課時數可以增加，但每班人數不宜太多，須兼重作文的訓練，尤其是師範院校

國文系、語文系學生要必須加強聽、說、讀、寫的能力。

二、分組上課:本校國文系每班分為兩組，由兩位不同教師擔任，外系各班不論人

數多寡，僅由一位教師擔任，即使多到五、六十位學生也是不分組上課，如此，

影響教學品質，尤其是批改作文、作業或個別輔導，更是苦不堪言，既無批改費

，又無減授時數(刊) ，任課教師怨聲四起。本校楊宗瑩教授擔任家政系國文，能

夠詳加批閱作文，使學生作文突飛猛晉，因為她班上僅有十四位學生。但有些教

師擔任體育系國文，學生多達六十多位，若不分組上課，豈公平乎?諸如此類問

題，需要行政單位配合，但有關單位經常不同意改革，尤其是掌管經濟大權的單

位。若能由教育部統一規定二十人以上分組上課，豈非學生之福?教師之褔?

三、自由選材:本校自七十八年度起，講授篇目由任課教師自由選授，可以說在教

材方面不再墨守成規，故步自封，相當有彈性，但難免有極少數教師還是奉〈大

學國文選〉為圭梟，而不加選與〈大學國文選〉有關的其他文章，又有極少數教

師擅長「現代散文」、「現代小說 J '整年都講授自己的專長，如此有些偏頗，

值得三思、改進。師範院校國文教材最好遍及古今，不宜只顧某一部分，尤其是

外系也可以選一些白話文講授。選材雖然自由，但切勿不把握教學目標、教學效

果，尤其是師大學生將來為人師表，更需要奠定良好的國文素養。

四、活潑教學:教師嚴肅的教學方式，學生如坐針艷，怨聲載道，因此必須儘量避

(18) 參閱同 (7) 書，頁一。

(19)有些公私立大學院校大一國文發一個鐘點費作為批改費，或以學生人數來算作文批改費。中學國

文教師尚且減授上課時數，更何況大學?有些大學四小時算五小時，可供有關單位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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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枯燥式、機械式的教學，或權威式、教條式的講授，應該力求活潑式、變化式

的解說，或輕鬆式、親切式的講述，更重要的，是優美而切合實際的豐盛內容，

以引起學生的興趣，激起學生的共鳴，喚起學生的重視。

五、學以致用:當今被社會大眾所詬病的，是大學生不會寫應用文，教師除了講授

課文之外，也應該加授應用文，尤其是書信和公文的寫法，更要特別加強。現在

大學生寫信、擬公文，故不懂得應用文的格式，又不明白應用文的術語，應用文

詞旬的運用與一般性文章也迴異，因此教師不僅教學生理論，還要學生實際習作

，最好當場習作，切勿帶回去習作，教學一面巡視，一面及時匡改講誤，使學生

能夠收到「學以致用」的效果。

六、切睦教法:資深教師經驗豐富，年輕教師較有衝勁，彼此各有優缺點，應該利

用國文教學研討會，互相交換教學經驗、教學心得，可以集思廣益。尤其是，本

校開放自由選授，教材與教法也是息息相關，新的教材影響新的教學法，若能每

周或每月在固定時間、地點互相研討教學法或教材，深信國文教學的成效，必然

可以蒸蒸日上，一日千里。

陵、古平樹人的理想目標

國文教學不但是一種技術，也是一種藝術。技術以方法為主，講究精進;藝術以

境界為主，講究完美。「瓜無滾圓，人無十全。」世間沒有十全十美的事物，然而朝

向至真、至善、至美的理想目標邁進，這是最快樂的事，誠如西諺所云: r 為理想而

奮鬥的人，是最快樂的人。」

師範院校是培育師資的學府，因此，吾人應該本著「十年之計，莫如樹木;百年

之計，莫如樹人」的態度，投放花花地勤勉教學，以達到百年樹人的理想目標。身為

師範院校的教師，應該負起培養師資、培育英才的重責大任，更要有任重道遠的教學

目標，也需要博大精深的教學內容，又需要採取多元化的教學方法，而且隨時隨地不

斷地檢討、改進，相信「國文第一，師範為先 J '並非虛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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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校為加強學生國語文基礎能力之訓練，確實評量學生國語文學習成綺，特訂定

本辦法。

二、本校日夜間部各系一年級學生均須參加國文及國音能力評量(併入國文國音課程

各種考核暨考試中加強施行) ，及格始准結(畢)業。

三、能力評量方法:

1.能力評量分平時考查與學期測驗兩種。

2. 平時考察由國文及國音任課教師就學生平時作業情形，期中考試成績等項目評定

之。

3. 學期測驗與大一國文及國音學科之學期考試合併舉行，預定考試時間國文為三小

時(分二節舉行) ，國音為一小時(僅考筆試部份，另有口試部份，由教師隨堂

舉行)。

四、試務:

1.每學期之學期測驗由國文系統一命題。

2. 學期測驗之試卷，日間部由教務處課務組負責印製，夜間部由夜間部教務組負責

印製。

3. 考試完畢之試卷，有關統一閱卷部份，由國文系統收加作彌封後集中評閱。

五、成績計算:

1.能加評量之成績，以平時考查成績佔三分之二，學期測驗成績各佔二分之一。

2. 國音能力評量之成績分口試與筆試兩項分別計算，平時成績與學期考試成績各佔

二分之一。

3. 能力評量之成績，即作為該學期學生修讀國文及國音之學期成績，如有重修及補

考，均照一般成績處理規定辦理之。

六、本辦法經校長核定後公佈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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