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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如果說中國歷代累積流傳下來的浩瀚典籍是一座了解中華文化

的知識寶庫，那麼，文言文閱讀能力便是開啟這座寶庫的鑰匙。為了

能順利開啟中華文化知識的寶庫，我們希望所有對中華歷史文化有興

趣的人──不論他是否為炎黃子孫──人人手上都有一把鑰匙、人人

均具備閱讀文言文的基本能力！ 

為朝此一目標前進，本論文以針對外籍生文言文閱讀策略教學課

程設計為研究主題。本章第一節將分析針對外籍生文言文閱讀教學的

需求背景；第二節敘述本論文的研究動機與目的；第三節針對本論文

的研究方法作一說明；第四節資料蒐集對本研究資料之蒐集過程作一

說明；第五節則將本論文的研究範圍加以界定並為本論文重要名詞釋

義。茲將此五節依次分述如下： 

 

第一節 研究背景 
 

漢字是世界上三大古老文字之一1，這些古文字均從象形字開始慢

慢發展，漢字不但是唯一沒有消亡的，還進一步交融相合組成形聲

字、會意字。而數千年來，我們華夏民族便一直以漢字書寫、記錄；

用漢語交流、思想。儘管在四位帝王焚書2及文革十年等大災難中，

大量書籍付之一炬，造成中華文化或大或小的斷層，然而我們終究藉

著漢字得以將中華文化不受時間與空間的限制傳遞、保留下來，因而

使能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繼續往前，從這個層面來看，我們可以說是漢

                                                 
1 世界上三大古老文字：漢字、蘇美楔形文字、埃及聖書文字。 

2 秦孝公、秦始皇、梁元帝、清乾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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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孕育了中國人的智慧、鑄造了中華文明的博大精深！ 

一部泱泱大國的五千年文明史，在很大程度上便是靠漢字承續記

載的。因此，透過閱讀古文古書，我們得以窺見古人生活的風貌、中

國文化的薪火相傳、中華文明的萬劫不易！ 

從此角度觀之，文言文可謂中華文化的展現形式之一，今人又怎

能棄文化於不顧？ 

然而，臺灣教育部於民國 93 年發布了<高中國文課程暫行綱要

>，將文言文比重大幅縮減，白話文與本土文學比重提高，在新課程

綱要中還強調，語體文選讀文章，應以新臺灣文學的名家、名篇為主，

且要包含原住民作家作品及其他近現代華文作家與優秀翻譯作品；每

冊應選一課論語、孟子、墨子、韓非子、老子、莊子的篇章；原為高

中生必修的《中國文化基本教材》，則改為選修教材3；諸如以上這些

課程變更，引發臺灣教育界及學界的紛紛議論。 

許多人士即因有感近年台灣學生的中文程度低落，而和多位文化

界名人組成「搶救國文教育聯盟」，呼籲各界重視國文教育，呼籲政

府不要以政治手段「去中國化」干預國文教學。例如詩人余光中認為，

台灣近年過於重視本土化、方言（台語為主）以及英語（家長從小即

送孩子上純英語幼兒園），加上文言文比率降低，以及高中國文時數

減少，是導致國文低落的原因4。 

文言文課程一直存在國民基本教育當中，足見其重要性。但依最

新修訂的<高中國文課程暫行綱要>，文言文的比重降低，高一由 55

％減為 40％，高二由 65％減為 45％，高三由 75％減為 50％；國文

科授課時數，也由每周 5 節縮減為每周 4 節。 搶救國文教育聯盟發

                                                 
3 

http://www.edu.tw/EDU_WEB/EDU_MGT/HIGH-SCHOOL/EDU2359001/temp_class/index.h

tm 
4 http://www.mingdao.edu.tw/chinese/news_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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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人譚家化認為，國內學生語文能力差，絕對和國文課程古文比率降

低有關5。 

余光中先生更認為如此「去中華文化」的後果，將只留下單薄的

「本土化」去面對來勢洶洶的「全球化」6！為了避免杞憂成為真實，

亦有多位學者，包括台灣師大、政大、高師大、文化、世新等 29 所

大學的 257 名中文系教師和學者，及上千名高中國文老師聯名反對當

局教育部門降低新高中國文課程綱要的國文課程文言文比例7。並表示

若降低中文課程中的文言文比例，會影響高中生的中文水準。  

此外，根據調查發現，58.3％大學生不贊成降低文言文比例，其

中，37.4％認為「文言文是語言表達能力訓練的一環」；26.5％表示

「文言文是基本國學常識」；14.7％覺得「不學文言文無法了解文學之

美」。而贊成的 25％中，五成認為因為「文言文沒有白話文實用」8。 

從上面幾則報導中，我們可以看出國人當中，不論是學生或是老

師，多半都肯定文言文在漢語中所佔的地位及其價值，也都認為文言

文教學有其必要性與重要性。 

而近年來，隨著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和國際交往的不斷增加，中

文的應用價值正不斷提升。時代周刊對全球正興起的華語熱下了一個

評介：如果你想領先別人，就學漢語吧9！ 

2003 年 12 月美國教育部推動將中文列入 Advanced Placement 

(AP, 高級選修科目)科目之一，並在 2006 年開始在部分高中教授 AP

課程，且於 2007 年 5 月舉辦第一次 AP 中文考試，足見中文教學在

美國主流教育界已得到肯定。同樣的，其他國家也正吹起中文學習

                                                 
5 2005/05/04 聯合晚報 

6 2005/05/04 聯合報 

7 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05/new/jan/2/today-o4.htm 自由電子報 

8 http://jou.pccu.edu.tw/weekly/opinion/1048/01.htm  

9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newmedia/2006-07/19/content_485229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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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中文已成為主流外語教學學科之一，目前全世界透過各種方式學

中文的人數已超過 3000 萬，且已有一百多個國家二千三百餘所大學

在教授中文10！ 

至於每年來台灣各大學語言中心學習華語文的外籍學生人數從

平均的五千人，上升至近八千人(教育部，2004) ，而據教育部的統

計，2006 年外國在華留學生人數，已達 13070 人，比起 2000 年的

統計數字 6616 人．短短六年之間，學生人數增加了近兩倍11！在這股

全球「中文熱」浪潮之下，其中 7 成 4 是來學中文的。這與教育部推

動「擴大招收外國留學生來台」的政策有關，至於這些在台灣的留學

生，選擇修讀商業管理的人數最多，其次則為人文類、工程、以及社

會和心理學，這 4 項主要科系加起來就超過 6 成12。 

中國國家對外漢語教學領導小組辦公室更預測，到 2010 年，全

球學習漢語的人數便將有上億人口13。 

這些持續激增的數字，在在顯示出華語文教學正方興未艾。在全

球華語熱的持續延燒下，出現愈來愈多的華語高級學習者，他們積極

努力地學習中文，因而擁有良好的口語溝通能力，也具備一定程度的

閱讀能力。 

但任何語言可能都有口語與書面語的語體風格差異，而在漢語

中，二者的差異尤為顯著，這主要是受到兩千多年來文言文傳統的影

響。目前的對外漢語教材，課文多是口語對話體，不論聽、說、讀、

寫技能的訓練，基本上都圍繞著口頭語言進行，教學過程中，過分強

調口語、忽略書面語的現象，導致學生不會區分口語與書面語，也不

                                                 
10 http://www.epochtimes.com/b5/5/7/22/n994048.htm 
11http://www.edu.tw/EDU_WEB/EDU_MGT/STATISTICS/EDU7220001/data/serial/foreign.xl

s?open 
12http://news.epochtimes.com.tw/6/10/5/38135.htm 
13http://publish.lihpao.com/InternationalEducationNews/2006/05/24/06f05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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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順利閱讀書面語。 

在華語學習者口語能力達到一定程度之後，一般以口語訓練為教

學目標的基礎課程，勢必不能滿足中高級程度以上的學習者的需求，

同時，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在有限的教學時數之中，教師亦無法將

所有的語言形式、文化知識傳授給學生。學生想求得到更多的訊息，

必須具備自學能力，而系統化求得知識的自學管道多半來自閱讀。 

隨著學生們中文程度的進步，閱讀的範圍會愈來愈廣，而以漢語

書寫的學術性、評論性的文章，文體風格時常文白夾雜，為了進一步

加強學生的閱讀能力，令學生具備簡易文言文閱讀能力是可行的方法

之一。 

於是文言文閱讀教學課程便應運而生。華語教學由早期著重零起

點課程設計，發展至今，必須開始隨著需求人數的增加，而更加注重

高程度華語學習教材的研發設計。而針對外籍生文言文閱讀策略教學

課程即為其一。 

 

第二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一、研究動機 
 

（一）對外文言文教學需求引發的動機 

全球化時代來臨，為提升我國大學競爭力，教育部次長呂木琳與

多位大學校長一致認為，大學應邁向國際化。其中教育部已預定至二

○○八年時，我國外籍留學生的人數將由目前的一千三百人左右，至

少增加至三千人；行政院並將協調外交部運用其援外經費，獎勵外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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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來台讀大學14。 

而教育部國際文教處長張欽盛表示，日後外國學生到台灣修讀學

位，必須通過華語能力測驗門檻( TOP -- Test Of Proficiency -Huayu)

才能入學，否則得先到語言學校學習華語，且華語能力測驗成績也可

作為外國學生申請學校的依據15。 

因此在華語能力測驗中取得好成績便是外籍生的當務之急。自

2003 年 12 月起，華語文能力測驗正式對外開辦，分基礎、初等、中

等、高等考試，時至今日，已陸續在英國、韓國、美國、越南、泰國、

日本、法國等地舉辦，獲得熱烈的迴響16，其中若想通過高等測驗必

需略懂文言文和做議題演說17。 

而不僅僅專業科目為中文的外籍生必需修習文言文，非以中文為

其專業之外籍生，根據他們專業類型之不同，對其文言文閱讀能力也

有不同程度的要求，例如 96 學年度台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外籍生入

學考試中，將「中文古文翻譯成白話文」便佔了 40%18，比例不可謂

不重19。 

而海外各大學中開設文言文課程的情況，就研究者直接訪問以及

在網路上搜尋各校網頁公告的課程開設情形，文言文課程的開設率高

達百分之百20。 

                                                 
14 

http://www.edu.tw/EDU_WEB/EDU_MGT/BICER/EDUIANG001/belgium/tw-news-09082003

-ch.htm 
15 http://publish.lihpao.com/Education/2006/03/16/06C03153/ 
16 http://www.sc-top.org.tw/chinese/history.asp 
17 http://www.english.com.tw/modules/news/print.php?storyid=859 
18 英文翻譯成白話文佔 20%，作品分析佔 40%。 
19 http://www.ciae.ntu.edu.tw/Chinese/Foreign/international/96_openings_reguirements.pdf 
20 包括美國哈佛、柏克萊、普林斯頓、哥倫比亞、楊百翰大學；英國劍橋大學；荷蘭萊頓

大學；德國波恩大學；日本早稻田大學；泰國朱拉隆功大學……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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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本來為數就不少的文言文教學需求，再加上未來數量勢必日

漸增加的文言文學習者，研究者認為華語教學發展至今應該開始開墾

對外文言文教學這一塊處女地，因此著手研究對外文言文閱讀策略教

學課程設計。 

（二）研究者個人教學經驗引發的動機 

研究者本來一直認為，大量閱讀是提昇文言文閱讀能力的不二法

門，但從個人的教學經驗中卻發現不盡然如此。 

研究者曾在目前任教的台大國際華語研習所中，於同一學期內，

分別教授兩門不同類型的文言文初學課程。 

其中一門課程，是以閱讀《古文觀止》21內的文言篇章為主的單

班課，另外一個，則是以《文言文入門》22為讀本的合班課。 

單班課的學生，顧名思義，只有一位，且為華裔子弟，不論在聽

說讀寫各方面，均有非常優秀的表現，從美國回台灣學中文的主要目

的便是學習文言文閱讀，因為依她的程度，一般白話文可以的確可以

自行閱讀，不需要老師從旁輔助。而從老師的角度觀察，這位學生，

在進行閱讀時，除了比較依賴注音之外，在詞彙理解上雖然未能百分

之百掌握，但確實沒有太大的困難。於是學生自行選定採用三民版的

《古文觀止》作為課堂用書。 

至於合班課的學生，共有八位，亦均為華裔子弟，但程度各異。

有聽說讀寫俱優者；亦有聽說極佳，但是，大字不識一個的；還有上

了大學後，才開始學習中文，因而許多詞彙無法在聽到或看到後第一

時間理解，必需靠上課時記下拼音，課後再查字典才能明白其義的學

生。 

                                                 
21 三民書局出版。 
22 美亞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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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課程安排上，學校按學生的程度及其需求，分別給單班課

及合班課的學生開設《古文觀止》及《文言文入門》課程。 

單班課的學生，由於個性積極認真，程度也十分優秀，再加上三

民書局出版的《古文觀止》一書，注音、注釋、翻譯、賞析均備，大

大減少學生的備課負擔，因而一個學期下來，我們一共看了四十篇左

右的《古文觀止》選文。平常上課的方式是由教師指定篇章，然後學

生回家先行研讀，次日再於課堂中由學生從事古文翻譯的工作，教師

從中檢驗學生是否理解該文的涵意，並適時地將重要的虛字、生詞加

以講解並與成語、現代漢語作結合。 

而合班課學生，由於程度參差不齊，進度無法推得太趕，且《文

言文入門》一書，除了在原文中做了簡單的斷句23外，也只有前七篇

文章附有翻譯，而此班部分學生甚至無法自行閱讀了解白話譯文。因

此，一學期下來，只讀了《文言文入門》選文中約十五篇左右。由於

對部分學生來說，備課壓力過大，因此，教師並未要求學生先行備課，

上課方式從教師全文講解，漸漸轉移成教師引導學生討論的方式，且

在每課結束之後，全班會一起練習課本後面所附的「文言譯英文練習」

24。 

依上課時的種種現象，研究者本來認定在本學期不論閱讀深度和

閱讀廣度均較合班課為深的單班課學生，其在文言文閱讀理解上，應

該有較高的程度。 

但研究者將兩班學生進行相同的課外文章閱讀理解測驗時，測試

的結果並不如研究者的預期。平日翻譯長篇文章乃至先秦文章，毫無

                                                 
23 僅在可停頓之處加上「。」符號，並未使用新式標點符號。 
24 此部分為根據課文生字、句型再創造之文言句子，然課本並未使用新式標點符號，亦未

替學生斷句。研究者在進行此一部分教學時，會要求學生自行閱讀並嘗試斷句，再請學生

針對每一個字加以解釋，最後以中文將之完整翻譯，亦即不做「文言譯英文練習」，而是

「文言譯白話練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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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難的單班課學生，竟無法順利閱讀沒有注音、沒有標點符號、沒有

斷句的短篇文章。 

在經過一個學期的文言文大量閱讀，加之單班課學生本身程度便

較合班課學生略微優秀的情況下，單班課學生在文言文閱讀理解的表

現上，最後並未明顯優於合班課學生。 

此一現象引起研究者一連串的反思：是什麼原因讓不論在閱讀文

章的數量或質量上均較為勝出的學生，其對於文言文的閱讀理解能力

並未明顯較強？──是學生閱讀策略的使用不佳嗎？ 

學生學習文言文的目的究竟為何？──是為了短時間內借教師

輔助多讀幾篇文言篇章？抑或期望本身具備文言文閱讀能力，便於在

沒有教師輔助的情形下獨力閱讀文言文？ 

我們應把文言文教學的目標設定為何？文言文的教學方法、評鑑

方法又該為何？ 

在今時今日的社會背景下，即便對國人而言，文言文鑑賞也已漸

漸變成一專門性的學問，必須透過專門人才的研究，才能瞭解文中的

精髓及韻味；對外籍學生來說，閱讀文言文的技巧與能力，更是需要

花上一番工夫來學習。 

然而，中國古典文學作品浩如煙海，在有限的教學時數中，教師

無法帶領學生讀盡所有的古籍，因此，如何在最短的時間內，發揮其

最大的功效，讓學生獲得最多的文言文閱讀技能，是老師們在文言文

教學上的重要使命。 

於是，教師們的階段性任務，便是充分地傳授學生閱讀文言文的

必備知識，使學生具有閱讀古文的基本能力，接下來學生才可以靠自

己去挖掘他們對中國文化感興趣的部分。 

而信世昌(2001)提到，理想的華語文教學課程，應將學習策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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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的語文內容加以整合，藉由教導內容之時，也同時訓練其有效的

學習方法與策略，將學習策略的習得與擴展一併視為教學目標，以培

養學習者的後續獨立自學能力。 

因此，本研究決定發展一套針對外籍生文言文閱讀策略教學課

程，以幫助外籍學生正確使用文言文閱讀的技巧，提昇學生文言文閱

讀理解能力。 

 

二、研究目的 
 

依據上述的研究背景及研究動機，本研究之目的在於提出一套針

對外籍學生需求的文言文閱讀策略課程，期使外籍學生從中學習文言

文閱讀策略，並能充分運用於理解過程中，以增進外籍學生未來獨立

閱讀文言文的能力。 

具體而言，本研究有下列十項目的： 

（一）瞭解外籍學生學習文言文的動機及其目的。 

（二）分析對外文言文在閱讀策略上的特色。 

（三）對外文言文課程現況探討。 

（四）現有對外文言文教材分析。 

（五）發展出一套文言文閱讀策略教學課程。 

（六）歸納出十個文言文閱讀理解策略，以做為教學輔助材料。 

（七）驗證此策略教學方式對外籍學生的教學成效。 

（八）探討學生對這種教學方式的反應。 

（九）統整學生學習前後的自我評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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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根據實驗課程結果提出具體建議，作為對外文言文教學之

參考，以提昇外籍學生文言文閱讀理解能力及閱讀興趣。 

 

第三節 研究方法 
 

為達上述研究目的，在研究方法上，本研究將結合「行動」──

由研究者在實際的教學工作情境當中，根據自己教學時所遭遇的實際

問題進行研究，並研擬解決問題的途逕與方法，進而在實際行動後加

以評鑑、反省。是以本研究的性質乃屬於質性研究當中的行動研究。 

按照行動研究的研究歷程，本論文之研究流程如下圖 1-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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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行動研究圖(修正自秦麗花(2000)教師行動研究快易通，頁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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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進行本研究時，研究者亦針對研究中各個流程之研究目的的不

同，分別施以不同的研究方法，包括發展研究法、調查研究法、文獻

分析法以及行動研究法，最後並簡述本研究的時程。現茲分述如下： 

 

一、 發展研究法 
發展研究法的進行程序是基於已預設的教學目的，從實務性的需

求出發。課程發展之初，研究者必須從前人的相關文獻資料、研究報

告或理論中，去歸納、分析，求出此教學方法或教學工具的優異之處，

並依此原則製作出示範性的雛型系統，再加以修正。 

本研究欲使用文言文閱讀策略教學，達到在短期內迅速提昇初學

文言文之外籍學生的文言文閱讀理解能力，同時增進其現代漢語的詞

彙能力及書面閱讀能力。而此一教學目標正是大部分外籍學生修習文

言文時的主要目的，亦可證明本研究乃自實務性的需求出發。 

研究者為達成課程設計的目的，先進行相關文獻蒐集、研讀，並

根據經由閱讀文獻、訪談等研究方式分析而得到的文言文閱讀策略之

獨特性，以及實際調查、訪談對外文言文教學現況、教材使用情況，

再搭配由課程設計、教材編寫的理論中歸納分析出合適的課程發展程

序，以此三者為基礎，在此基礎上逐步發展出文言文閱讀策略教學課

程。 

接著再根據所發展出來的課程進行實驗性質的教學，並詳細記錄

教學過程，依課程實施後，教師及學生所完成的問卷提出課程修正建

議。 

為達成本研究預設之研究目標，本研究乃選用「發展研究法」為

貫串全篇論文之主要脈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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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調查研究法 
為了解對外文言文教學現況，研究者採用可與研究對象實質接

觸、溝通，以蒐集相關原始資料之研究方法──問卷調查。研究者雖

以電子郵件形式發送問卷，但取得之資料以深度重於廣度為考量，故

限於時間及人力、物力等因素，研究者僅鎖定幾所大學中文部進行調

查，而無法做到普查。 

 

三、文獻分析法 
文獻分析法是指透過量化的技巧以及質化的分析，以客觀及系統

的態度，對文件內容進行研究與分析，藉以推論產生該項文件內容的

環境背景及其意義的一種研究方法。 

文獻分析法並非指論文寫作之前所作的文獻回顧工作。而是在現

行教材分析的部分，筆者借由選定 6 本教材，分析比較其針對層級、

教學觀念、教材結構、搭配教材、單元內容、每課結構及教材特色等

項目，透過分析現有的教材，整理出其優缺點，供本研究之教材發展

參考，此為文獻分析法。現行教材分析將於本論文第三章第一節中加

以討論。 

同時，在設計閱讀策略教材時，研究者仍採用文獻分析法，對照

數本分析古漢語特點的書，比較其中所討論的古漢語特點，擷取十個

大項予以簡化成符合外籍生需求的策略，並將之發展成閱讀策略教學

型式的教材。 

 

四、行動研究法 
由字面可知「行動研究法」乃是將「行動」與「研究」結合為一，

企圖縮短理論與實務的差距。亦即，「行動研究」(action research)強

調實務工作者的實際行動與研究的結合，鼓勵實務工作者採取質疑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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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和批判的態度，在實務中進行反思，以改進實務工作，增進對實務

工作的理解，並改善實務工作情境(蔡清田，2000)。 

也就是說，行動研究法是指小規模地介入實際情境，對當前事務

中獨特的問題進行探究；通常由直接涉事的那些人負責執行，並對此

一介入的效果作嚴謹的檢查，旨在促成某種獨特情境的改變。這種由

工作者共同參與，謀求工作情境中當前問題之解決，評價並導正決定

和行動過程的研究方法，就是行動研究法。故行動研究法的目的不在

理論的發展或普遍的應用，而在於即時的應用，促進某種特殊情境的

改變。 

故而，林清山(1994)提到行動研究具有下述數項特徵： 

（一）主要從事行動研究的人員就是實際工作人員。 

（二）從事研究的人員就是應用研究結果的人員。 

（三）行動研究的環境就是真實的工作環境。 

（四）研究的問題或對象具有特殊性。 

（五）行動研究的計畫是屬於發展性的計畫。 

（六）行動研究獲得的結論，只應用於工作進行的場所，不做理

論上一般性的推論。 

由於行動研究具有上述的特徵，秦麗花(2000)認為鼓勵教師從事

行動研究，非但可將教師的教學、自我評鑑、教學改進等方面緊密結

合，同時因為教與學是一個不斷的互動過程，採取行動研究可以協助

教師偵測出師生互動中的障礙，使教學在討論、對話的過程中，縮短

理論與實務的差距。 

所以，當教師欲解決實際教學上所碰到的問題，最有效且直接的

方式，就是進行「行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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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於課程發展過程的各個階段中可尋找到許多行動研究的好

素材，比如：在課程規畫階段，釐清自己教學的主題、課程架構、教

學目標，澄清自己設計課程的類型或模式；在課程實施階段，記錄實

施與規畫之間的差異性，諸如遇到什麼難題？如何解決？……等；在

課程評鑑階段，學生在此活動中的收益、教師的成長、產生的問題……

等，這些都是值得反省的焦點。而在經過數次的課程設計後，在教學

內容、教學形式，甚至教學活動的安排與學習單之設計上有何差異？

這些也都可以成為行動研究的內容。 

研究者由於在教學過程中，發現同樣是初接觸文言文的學生，但

由於學生現代漢語程度及所使用的教材和教法不同的緣故，讓學生有

不同的表現。這種現象令研究者反思：學生學習文言文的目的為何？

為令學生達此目的的最適教材及教學法為何？ 

透過一連串的觀察及訪談，研究者發現學習文言文的學生不僅背

景不同，目的也大相逕庭。 

其中一部分的古文學習者乃對中國文化及文言文具有相當深厚

的興趣，或因其為華裔子弟，或因其主修科目為中國文學，或因其專

業所需25，故而期許自己能具有一定程度的文言文閱讀理解能力。同

時各個學門不同，所接觸的古籍範圍亦不相同，然而並非所有古文獻

均具有現代標點符號，甚者即便具備現代標點符號，也未必全然正確。 

因此，本論文乃擬發展出一套針對外籍生文言文閱讀策略的課

程，期使修習過此課程的學生，具備基礎的文言文理解能力。研究者

將此課程設計當作一種研究假設，而將教室當作此課程的實驗室，同

時由研究者親自教授此課程。因此，研究者同時身兼三職：課程設計

者、課程教學者及課程評鑑者。 

                                                 
25 如修習比較文學、中國藝術史、中國哲學、陶瓷……等的學生，在研究過程中，或多或

少必須接觸文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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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在課程設計完成之後，會根據課程內容施行教學實驗。在

教學實驗的過程當中，研究者將親自從事教學工作，意即從事本課程

發展研究的研究者，本身就是實際教學教師，同時研究者亦為未來要

應用此研究結果之人員。施行教學實驗的環境亦屬真實的教學環境，

同時在教學實驗進行前、進行中、進行後，隨時以書寫教學手札的方

式與自己對話並反省。教學實驗後，並同時以問卷及訪談的方式取得

學生的回饋。 

由於本研究採取行動研究法，下面研究者將針對行動研究之優缺

點及進行行動研究時所需特別注意的要項加以討論。 

行動研究是自然典範研究者所倡導，應用的是質的研究方法。正

如秦麗花(2000)於自序中所提及：行動研究以人為工具，因此更須具

有基本的敏感度，才能應用所蒐集的資料來輔佐說明自己的行動結

果。 

教育行動研究中的反省所代表的意義，誠如陳惠邦(2003)所說：

在行動研究中，教師反省的焦點，是教師於其教育情境中所行、所知

的歷程與結果，也就是教師不只客觀的「鏡射」以求反映「真實」，

而且還要就其中的矛盾、衝突與不合理之處予以批判分析，並從更高

一層次的辯證思考中，獲得自我的啟蒙與解決方法。 

最後，行動研究報告的形式應該是多樣的，不受一般論文形式的

約束；但從報告的呈現來說，為了兼顧上述脈絡、省思、行動與協同

等四個面向，必須同時強調「描述」與「分析」。因為從描述之中才

能獲得理解性知識(knowing-that)，而從分析中，才能獲得如何獲致

結果的實用性知識(knowing-how)，也就是尊重研究的「結果」與「過

程」，才能協助讀者對研究的發現結論與意義，能有更深入的理解，

也對研究的價值與研究脈絡，有更深刻的體悟與掌握。 

研究者期許自己在撰寫行動研究報告的過程中，能掌握住上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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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動研究精神與要領。 

本論文以行動研究法、發展研究法為貫串全篇論文的脈絡，再於

各細部輔以為達成研究目的而採用的研究方法，研究歷程如下頁圖

1-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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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本研究之研究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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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研究過程 
至於本研究發展過程詳細的施行時間與執行內容，說明如下： 

（一）決定研究方向 

研究者於工作場域中，由於國文科專業背景而有機會接觸外籍生

文言文閱讀教學。由於初次親自教授文言文課程，為了提昇教學品

質，興起了將策略教學與文言文教學結合的念頭，因此，著手研究文

言文閱讀策略教學。 

（二）撰寫研究背景與研究動機 

(1)背景：藉助問卷調查及實地訪談等方式，了解對外文言文的教

學現況，及學生的感受並請學生自評其學習成效。 

(2)動機：改變過去以翻譯為主的翻譯教學法，欲將閱讀策略教

學的相關理論融入文言文教學當中，並將之結合而發展出一套具體可

行的課程。 

（三）發展研究目的與待答問題 

繼決定研究方向及了解研究背景與釐清研究動機之後，研究者著

手發展研究目的與待答問題： 

(1)瞭解外籍學生學習文言文的動機及其目的。 

(2)分析對外文言文在閱讀策略上的特色。 

(3)對外文言文課程現況探討。 

(4)現有對外文言文教材分析。 

(5)發展出一套文言文閱讀策略教學課程。 

(6)歸納出十個文言文閱讀理解策略，以做為教學輔助材料。 

(7)驗證此策略教學方式對外籍學生的教學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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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探討學生對這種教學方式的反應。 

(9)統整學生學習前後的自我評鑑。 

(10)根據實驗課程結果提出具體建議，作為對外文言文教學之參

考，以提昇外籍學生文言文閱讀理解能力及閱讀興趣。 

（四）文獻搜集與探討 

為進一步了解與研究主題相關之議題，著手蒐集國內外相關的文

獻，以探討策略教學的發展背景、文言文的特色，又擴大搜尋相關理

論如：閱讀策略、策略學習，再探討閱讀策略教學的相關理論，運思

如何結合文言文閱讀與策略教學，最後整理國內外閱讀策略教學相關

的研究，作為課程發展的參考，進而發展出針對外籍生的文言文閱讀

策略教學課程。同時也透過問卷著手收集海外各大學的文言文教學現

況。 

（五）實驗課程研究設計 

因本研究主要探討策略教學的實施之後，學生的學習成效與文言

文閱讀理解能力是否與實施之前有明顯差異。研究者乃決定本研究採

取單組前後測實驗設計(one-group pretest-posttest design)，意即只

針對單組學生進行教學實驗，並對此組學生施以教學前測與教學後

測。 

（六）發展課程初稿 

為確切了解策略教學與文言文閱讀之間的關係，研究者嘗試發展

出一套相關的課程。 

（七）研究工具的編製 

在課程大綱擬定之後，配合課程的教學目標與研究目的，發展出

相關研究工具，如：輔助教材、教學省思記錄表、後測評量單、學生

自我評量回饋單。 



針對外籍生文言文閱讀策略教學課程設計 

 

 22

（八）試探性課程的實施 

當課程與研究工具初步設計完成後，則進行試探性教學，研究者

本身即是擔任教學者的身份，取樣 ICLP 的文言文入門班級為實驗班

級，進行課程教學，研究者並於課後將教學的過程、學生反應與研究

工具的填寫狀況等觀察指標，撰寫在「試探性教學反省日誌」中。 

（九）修正課程設計與研究工具 

根據試探性教學結束後，所蒐集的「試探性教學反省日誌」，進

行課程活動的修正，正式課程與研究工具遂行定稿。 

簡言之，下頁圖 1-3 即為並本課程設計發展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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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本研究發展過程圖  

修訂課程設計、編制實驗教學資料 

 (96 年 4 月) 

分析、比較 

設計實驗課程綱要 

資料分析 

編擬教材綱目 

第一次接觸文言文教學 

──決定研究方向(95 年 8 月) 

撰寫研究背景 

與研究動機(95 年 9 月) 

修正並完成報告 

(96 年 6 月) 

發展研究目的與待答問題(95 年 10 月) 

文獻搜集與探討(95 年 11 月~96 年 1 月) 

發展課程初稿及編製研究工具 

(96 年 1 月~96 年 2 月) 

試探性課程的實施(96 年 3 月) 

實驗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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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資料蒐集 
 

本研究的資料蒐集分成兩大部分來說明：教學現況調查及教學實

驗。茲分別說明如下： 

（一）教學現況調查 

針對海外文言文閱讀教學現況，研究者首先透過各大學網站搜尋

到教授文言文課程的教師之電子郵件信箱，然後採用電子郵件的方式

進行問卷訪問，預期能得到一定數量的抽樣調查結果。但大部分的電

子郵件石沉大海沒有回音，而部分教師也以不認識研究者為由，拒絕

接受訪問，因而研究者所回收的資料相當有限。 

因此研究者乃改採透過中間人進行實地採訪的方式，意即透過有

地緣關係的同學實地協助研究者與資深文言文教師進行訪談，分別取

得美國柏克萊大學、哈佛大學、楊百翰大學，英國劍橋大學，荷蘭萊

頓大學，日本早稻田大學，泰國朱拉隆功大學等七所大學的教學現

況，但由於透過第三者輾轉採訪，研究者無法深入訪談教學中遇到的

問題及困難。 

而針對前述不足之處，研究者則藉實地訪談師大國語中心三位資

深老師與 ICLP 兩位資深老師，請他們針對國內對外文言文閱讀教學

現況所面臨的困境加以闡述，以補全海外資料不足之處。我們將於第

三章第一節討論所搜集到的資訊。 

（二）教學實驗 

本研究為研究者以文言文閱讀教師的身份嘗試在個人任教之班

級中實施閱讀策略教學之行動研究。 

在教學的同時及教學後，研究者採用多樣化的質化研究方式來觀

察紀錄教學的活動，研究者並蒐集上課之後的學生回饋問卷、學生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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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札記、研究現場之觀察記錄、學生訪談記錄、研究者個人教學省思

札記等相關資料進行分析，且將研究者教學與觀察心得、學生本身的

感受雙方面進行驗證，最後撰寫成研究報告。資料編碼說明請見下表

1-1。 

研究者並在教學進行中全程予以錄音，以避免遺漏或遺忘部分內

容。並從教學實驗歷程中了解教學或學生學習困難之所在，以作為本

課程設計改進之參考，因此，本課程在進行中仍然不斷地修改，以符

合學生及教師的需求。 

 

 

編碼方式 資料代表意義與資料來源或名稱 

Ｓ 學生 

Ｔ 教師 

Ｂ 回饋單 

Ｉ 訪談資料 

Ｏ 觀察資料 

Ｎ 學生札記 

Ｄ 學生基本資料 

例：Ｓ１Ｎ 1 號學生的札記 

表 1-1 資料編碼說明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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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研究範圍與名詞釋義 
 
一、研究範圍 

本論文的研究範圍，在於規劃針對外籍學生之文言文閱讀課程，

以提升外籍生文言文閱讀理解能力。其主要研究內容包含有： 

（一）國內外針對外籍生文言文課程之現況觀察與探討。 

（二）現有針對外籍生文言文教材及其內容編排分析。 

（三）針對外籍生文言文閱讀策略課程設計。 

（四）針對外籍生文言文閱讀策略實驗課程實施成效與檢討。 

 

二、名詞釋義 
為避免本研究中各名詞意義混淆，茲將本研究中若干重要名詞的

內涵，說明於下： 

（一）外籍生：指以華語為第二外語之人士，包含以其僑居地之

通行語言為自然習得之第一語言而必須正式學習華語，並以華語為第

二或第三語言之華裔子弟。且本研究之「文言文閱讀策略教學課程」

乃以華語進行，為使學生能吸收上課所學，本研究所指之外籍生至少

需具備中級以上的華語綜合能力。 

（二）文言文：與現代漢語的詞彙、語法有明顯不同之處的書面

語，可能包含距今年代較遠的白話文學作品，亦可稱為「古代漢語」。

但本論文所討論之文言文不包含形式整齊的駢文及詩、詞、曲、賦等

文字更加凝鍊難解的韻文，僅以散文、小說為限。 

（三）閱讀：閱讀不僅只是讀，而是讀懂。讀，指的是接收以文

字形式傳遞的訊息，但讀者不一定涉及對訊息意義的闡釋或回應，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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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讀理解的歷程中，屬於較低層次的理解；懂，指讀者與所接收訊息

的交互活動過程，必涉及訊息的選取與闡釋，以獲得所讀內容的整體

性了解，在閱讀理解歷程中屬於較高層次的歷程。本研究閱讀的定義

為：讀者在閱讀之後將所讀到的訊息建構出語意的過程，著重在段

落、文章等較高層次的理解。 

（四）閱讀策略：指閱讀者在有意識的控制下，用以增進其閱讀

理解或克服其所遭遇之理解困難的活動。閱讀理解策略的運用，一方

面可激發較高層次的認知運作(例如：組織、推理、思辨等)，以促進

閱讀者建構或重新建構文章之含意；另一面，也可引導閱讀者去覺

察、監控自己的理解狀況與閱讀時的分心狀況，以便調節其閱讀方式。 

本論文所發展出來的教材中，內含十個文言文閱讀理解策略，這

十個策略除包含著重在點出文言文與現代漢語的不同之文言文閱讀

技巧外，也包含一些增進理解程度的句子、語段乃至篇章的閱讀理解

通用策略。 

（五）策略教學：閱讀策略，指的是閱讀過程中，欲得到理解的

目的而採取的手段或方法，其背後有某些理念的支持，實施方面也有

某些準則與技巧。 

策略教學，是為了讓學生學習策略。而學習策略經常涉及認知活

動，包括認知策略與後設認知策略，除必須由教師引導外，還得經常

性地練習，以培養學生主動地、自主地使用策略為最終極的目標。 

本論文策略教學中的策略採信世昌（2001）之定義，意即包含學

習者可以運用的各種學習方式與手段，亦包含了學習觀、學習方法、

學習策略、或閱讀技巧。換句話說，本策略教學的教材僅為一種教學

輔助工具，重點仍在於教師上課的方式及內容。 

（六）課程設計：在課程設計研究領域中，有句箴言「課程是發

展出來的，不是創造出來的」。所有的課程都是經由研發、編製、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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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修訂、實施、再修訂、檢討、評鑑等過程而產生。若是未經上述

步驟、憑空直接創造出來，那麼於課程實施時，免不了會產生教師教

學技術難以配合，或者無法適應學生的興趣與能力等的問題。因此，

本研究秉持上述步驟一步步發展課程，期能以最縝密的方式發展出最

合適的課程。 

 


	第一節研究背景
	第二節研究動機與目的
	第三節研究方法
	第四節資料蒐集
	第五節研究範圍與名詞釋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