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錄一 文言文課程現況調查問卷 

 

文言文課程現況調查 

1.貴系開設與文言文相關之課程有哪些？ 

 

2.文言文入門課程是否為必修科目？ 

 

3.文言文課程是否有修課限制？限制為何？ 

 

4.貴系開設的中國古典文學課程有哪些？修習這些課程之前是否必須先修文言文入門課程？ 

 

5.貴系開設文言文課程的歷史為何？ 

 

6.文言文課程的修課時間為一學期還是一學年？  

 

7.每週上課時數多少？一學期合計約幾小時？共幾學分？ 

 

8.每班修課人數大約多少人？  

 

9.修課人數較五年前增加或減少多少？ 

 

10.使用的教材為何？ 

 

11.以何種語言進行文言文教學？ 

 

12.授課教師的母語為何？ 

 

13.授課教師的專業背景為何？ 

 

14.授課方式為何？ 

 

15.貴系文言文課程的教學目標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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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二 文言文閱讀策略課程課前訪談問題 

基本資料 

1. 姓名 
2. 國籍 
3. 性別 
4. 年齡 
5. 學歷 
6. 個性 
 

語言學習背景—什麼時候開始學中文、文言文 

7. 與家人溝通時使用的語言 
8. 學中文的時間及經歷 
9. 學習文言文的時間 
10. 有無其他語言學習的經驗 
 

文言文教學法、學習法 

11. 接觸過的文言文教學法 
12. 自己的文言文學習法 
13. 學文言文的動機、目的(為什麼想學?學了後希望得到什麼好處?) 
14. 學文言文最感困難之處？原因何在？如何克服？ 
15. 曾和朋友討論過此類問題嗎？朋友是怎麼解決的？ 
16. 學文言文最有把握、覺得最容易之處？原因何在？以何種方法來學？ 
17. 聽說過更好的方法嗎？ 
18. 上文言文課對你最大的幫助是什麼？（聽力訓練、加強理解、文化吸收、辭彙語法？） 
19. 事前備課嗎？ 
20. 希望老師給予哪一方面的協助？ 
21. 課後的複習方法為何？ 
22. 有沒有什麼複習小技巧？準備考試的小技巧？ 
23. 喜歡默讀還是朗讀？有什麼好處？ 
24. 有沒有什麼妙招增進閱讀速度？加強理解能力？ 
25. 閱讀中最讓你困擾的是什麼因素？ 
26. 現在閱讀文言文遇到的最大問題是什麼？ 
27. 通常你怎麼解決你遇到的問題？ 
28.  

在進行文言文閱讀時所採取的方法策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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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閱讀文言文時，如果遇到生字，通常怎麼辦？ 
１查字典２不理會３從上下文猜出意思４跟學過的字聯想５其它 
 
29.讀不懂時，你會反覆多讀幾次嗎？ 
１總是２經常３偶爾４從不５其它 
 
30.平常閱讀文言文時，習慣在句中找出關鍵詞嗎？ 
１總是２經常３偶爾４從不５其它 
 
31.讀不懂時，喜歡讀出聲音嗎？ 
１總是２經常３偶爾４從不５其它 
 
32.喜歡根據已讀的部分，預測未讀的部分嗎？ 
１總是２經常３偶爾４從不５其它 
 
33.閱讀時喜歡以書寫的方式或在腦海中總結一下所讀過的東西嗎？ 
１總是２經常３偶爾４從不５其它 
 
34.閱讀中，會圈選或畫出重點嗎？ 
１總是２經常３偶爾４從不５其它 
 
35.閱讀文言文時，習慣以母語還是以現代漢語翻譯？ 
１母語２現代漢語３都有（比例為何？） 
 
36.閱讀文言文時，文章如果沒有題目會影響你理解嗎？ 
１一定會２有時會３偶爾會４絕對不會５其它 
 
37.你平常閱讀中文時，如果發音沒有把握的字或詞，你知道它的意思嗎？ 
１一定知道２有時候知道３經常不知道４一定不知道５其它 
 
38.你閱讀本國語言文章的過程與方法與閱讀現代漢語一樣嗎？ 
１一樣２不一樣３其它 
 
39.你閱讀現代漢語的過程與方法與閱讀文言文一樣嗎？ 
１一樣２不一樣３其它 
 
40.你對文言文文體的喜好與現代漢語文章一樣嗎？ 
１一樣２不一樣３其它 
 
 
 



附錄三 針對外籍生文言文閱讀策略教學課程輔助講義範例 

策略 2 望字生義 

   策略說明 
 
 
 
 
 
 
   練習活動 
 

看見一個中國字，我們可以同時得到三個訊息──(1)這個字怎麼寫(2)這個

字怎麼讀(3)這個字的意思是什麼。在閱讀文言文的時候，最需要具備「看見

一個字就能猜出它的意思」的本領。我們能運用的方法有哪些呢？ 

練習一：利用部首猜意思 
說明:80%以上的中國字是「形聲字」。因此，即使我們不認識那個字，也可以借著部

首猜出它指的大概是什麼；再進一步借著它在句子裡的位置判斷它的虛實、詞

性。 

 
1. (1)狗、狼、猴、猩、獅、猿 這些字的意思都和什麼有關？ 

(2)盲、盯、瞪、眉、看、眼、眨、睹、瞎 這些字的意思都和什麼有關？ 
(3)財、販、貨、貪、貧、買、貿、貴、賄、賂 這些字的意思都和什麼有關？ 
(4)頂、領、頰、頸、頭、額、顏、顎 這些字的意思都和什麼有關？ 
(5)祈、祖、神、祝、祥、祭、禁、福、社 這些字的意思都和什麼有關？ 
(6)迅、迎、返、近、巡、退、逃、追、遲 這些字的意思都和什麼有關？ 
(7)郡、鄭、鄧、鄉、邠、邡、邧、郇、邯 這些字的意思都和什麼有關？ 
(8)鞋、靴、鞍、鞘、鞭、鞦、韆 這些字的意思都和什麼有關？ 
(9)酒、酗、酣、酩、酸、醉、醋、醒、醜、釀 這些字的意思都和什麼有關？ 
(10)船、舵、舫、舷、舺、艇、艘、艦 這些字的意思都和什麼有關？ 
 

2.臣知欺大王之罪當誅，臣請就湯鑊
‧

。 「鑊」是什麼？                 

3.濟川被他們說得心中忐忑
‧‧

不定。《文明小史第二十六回》 
「忐忑」可能是什麼？                                     

4.許子必種粟
‧

而後食乎？《孟子 滕文公上》 
「粟」可能是什麼？                                               

 
練習二：用聯想造詞的方法猜意思 

說明:文言文中的一個字，往往就是一個可以表示完整意思的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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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言文中以單音詞為主，這和現代漢語中雙音詞佔多數有很大的差別。 

 

1.當你在文言文的句子中看見學過的字時，可以用「聯想造詞」的方式，猜猜

它的意思。 
  

(1) 吾「縱」生無益於人，吾可以死害於人乎哉！《孟子 梁惠王上》 
(2) 王好「戰」 
(3) 「時」乎時，不再來《史記 淮陰侯列傳》 
(4) 「棄」甲曳兵而走《孟子 梁惠王上》 
(5) 以石「擊」鴉 
(6) 獵人謀「捕」虎 
(7) 一兒「戲」於院中 
(8) 為親「負」米百里之外《家語 致思》 

 
2.下面的幾個現代詞語當中 
 

國家、疾病、喜悅、追逐、居住、乾淨、猶如、恩怨、老師、摩擦、窗戶、

奴隸、猴子、忘記、打擊、曝曬、大象、沐浴、購買、 
 
 

(1) 兩個字的意思都和詞意相同的是： 
(2) 兩個字裡，其中一個的意思和詞意相同，另一個則和詞意不同的是： 
(3) 兩個字的意思不同，但是，詞意同時包含兩個字意的是： 
(4) 兩個字中有一個字沒有意思： 
 

 
練習三：隨時提醒自己──文言文以單音詞為主！ 
 
下面「」中的字，仍然存在現代漢語當中。你知道在文言文裡，它們指的是什

麼嗎？ 
 
1.爺娘「妻子」走相送《杜甫 兵車行》 
2.思厥先「祖父」，暴霜露，斬荊棘，以有尺寸之地《蘇軾 六國》 
3.苟以天下之大，而從六國破亡之「故事」，是又在六國下矣 
4.年齒長矣，「聰明」衰矣《莊子》 
5.問今是何世，「無論」魏晉《桃花源記》 
6.人不學，不「知道」《禮記 學記》 
7.「顏色」憔悴，形容枯槁《史記 屈原賈生列傳》 

 132



 
 
   課後作業 
 
1. 今有一人入人園圃竊其桃李 
    

(1)「圃」可能是什麼意思？ 
(2)請把下面的字聯想造詞── 

「今」 
「入」 
「園」 
「竊」 

(3)哪些字可能是實字？ 
(4)請斷句： 
「今 有 一 人 入 人 園 圃 竊 其 桃 李 」 

 
2.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行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已所不欲勿施於人 
 

(1) 哪些字可能是實字？ 
(2) 「恕」可能是什麼意思？ 
(3) 「言」讓你聯想到什麼詞？ 

   在這句話裡可能的詞性、意思是什麼？ 
你怎麼判斷的？ 

(4) 「行」讓你聯想到什麼詞？ 
   在這句話裡可能的詞性、意思是什麼？ 

你怎麼判斷的？ 
(5) 「欲」讓你聯想到什麼詞？ 

   在這句話裡可能的詞性、意思是什麼？ 
你怎麼判斷的？ 

(6) 請斷句： 
「子 貢 問 曰 有 一 言 而 可 以 終 身 行 之 者 乎 子 曰 其 恕  

乎 已 所 不 欲 勿 施 於 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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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四 教師教學省思記錄表 

 

觀察與教學省思記錄表 

 

策略名稱  日期  第    次上課 
缺席者  
作業分享與交流 
 
 
 
 
 
 
 
學生參與情形 
S1  
S2  
S3  
S4  
S5  
提出討論事項或特殊事件 
 
 
 
 
個人活動帶領省思 
 



附錄五 文言文閱讀策略教學課程回饋問卷 

 

文 言 文 閱 讀 策 略 教 學 課 程 回 饋 問 卷  

 
 
 
 
 

各位同學： 
  大家好！首先非常感謝在這學期中，你們都十分認真地參與、配合、學習。在這裡，老師想了解

各位同學在這學期學習過程中的一些看法，提供給老師作為改進的參考，希望大家能給我一些寶貴的

建議，謝謝！ 

 
★本學期的文言文閱讀教學一共分為三個階段： 

(1)第一個階段是以教師講述為主的文言文翻譯教學法； 
(2)第二個階段是閱讀策略獨立在文本之外的文言文閱讀策略教學法； 
(3)第三個階段是閱讀策略與文本結合的文言文閱讀策略教學法。 
 

01. 你最喜歡哪一個階段的教學方式？為什麼？ 
 

＿＿＿＿＿＿＿＿＿＿＿＿＿＿＿＿＿＿＿＿＿＿＿＿＿＿＿＿＿＿＿＿＿＿＿＿＿＿＿＿＿＿＿＿

＿＿＿＿＿＿＿＿＿＿＿＿＿＿＿＿＿＿＿＿＿＿＿＿＿＿＿＿＿＿＿＿＿＿＿＿＿＿＿＿＿＿＿＿ 

＿＿＿＿＿＿＿＿＿＿＿＿＿＿＿＿＿＿＿＿＿＿＿＿＿＿＿＿＿＿＿＿＿＿＿＿＿＿＿＿＿＿＿＿ 

02. 你認為哪一階段的教學方式對於提高你的閱讀理解能力有最大的幫助？原因是什麼？ 
 

＿＿＿＿＿＿＿＿＿＿＿＿＿＿＿＿＿＿＿＿＿＿＿＿＿＿＿＿＿＿＿＿＿＿＿＿＿＿＿＿＿＿＿＿

＿＿＿＿＿＿＿＿＿＿＿＿＿＿＿＿＿＿＿＿＿＿＿＿＿＿＿＿＿＿＿＿＿＿＿＿＿＿＿＿＿＿＿＿ 

＿＿＿＿＿＿＿＿＿＿＿＿＿＿＿＿＿＿＿＿＿＿＿＿＿＿＿＿＿＿＿＿＿＿＿＿＿＿＿＿＿＿＿＿ 

03. 上完這一學期的文言文閱讀策略教學課程，對你有什麼影響？ 
 

＿＿＿＿＿＿＿＿＿＿＿＿＿＿＿＿＿＿＿＿＿＿＿＿＿＿＿＿＿＿＿＿＿＿＿＿＿＿＿＿＿＿＿＿

＿＿＿＿＿＿＿＿＿＿＿＿＿＿＿＿＿＿＿＿＿＿＿＿＿＿＿＿＿＿＿＿＿＿＿＿＿＿＿＿＿＿＿＿ 

＿＿＿＿＿＿＿＿＿＿＿＿＿＿＿＿＿＿＿＿＿＿＿＿＿＿＿＿＿＿＿＿＿＿＿＿＿＿＿＿＿＿＿＿ 

04. 你閱讀文言文的習慣是否改變了？若有，本來你有什麼習慣？現在你有什麼習慣？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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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你閱讀文言文的方法是否改變了？若有，本來你使用什麼方法？現在你使用什麼方法？ 

＿＿＿＿＿＿＿＿＿＿＿＿＿＿＿＿＿＿＿＿＿＿＿＿＿＿＿＿＿＿＿＿＿＿＿＿＿＿＿＿＿＿＿＿

＿＿＿＿＿＿＿＿＿＿＿＿＿＿＿＿＿＿＿＿＿＿＿＿＿＿＿＿＿＿＿＿＿＿＿＿＿＿＿＿＿＿＿＿ 

＿＿＿＿＿＿＿＿＿＿＿＿＿＿＿＿＿＿＿＿＿＿＿＿＿＿＿＿＿＿＿＿＿＿＿＿＿＿＿＿＿＿＿＿ 

06.你認為了解老師、同學的閱讀理解過程，對你有幫助嗎？有哪些幫助？ 

＿＿＿＿＿＿＿＿＿＿＿＿＿＿＿＿＿＿＿＿＿＿＿＿＿＿＿＿＿＿＿＿＿＿＿＿＿＿＿＿＿＿＿＿

＿＿＿＿＿＿＿＿＿＿＿＿＿＿＿＿＿＿＿＿＿＿＿＿＿＿＿＿＿＿＿＿＿＿＿＿＿＿＿＿＿＿＿＿ 

＿＿＿＿＿＿＿＿＿＿＿＿＿＿＿＿＿＿＿＿＿＿＿＿＿＿＿＿＿＿＿＿＿＿＿＿＿＿＿＿＿＿＿＿ 
07.整體來說，你認為本課程對提昇你的文言文閱讀理解能力是否有助益，你滿意嗎？ 
 

＿＿＿＿＿＿＿＿＿＿＿＿＿＿＿＿＿＿＿＿＿＿＿＿＿＿＿＿＿＿＿＿＿＿＿＿＿＿＿＿＿＿＿＿

＿＿＿＿＿＿＿＿＿＿＿＿＿＿＿＿＿＿＿＿＿＿＿＿＿＿＿＿＿＿＿＿＿＿＿＿＿＿＿＿＿＿＿＿ 

＿＿＿＿＿＿＿＿＿＿＿＿＿＿＿＿＿＿＿＿＿＿＿＿＿＿＿＿＿＿＿＿＿＿＿＿＿＿＿＿＿＿＿＿ 

08.本學期最大的收穫是什麼？ 
 

＿＿＿＿＿＿＿＿＿＿＿＿＿＿＿＿＿＿＿＿＿＿＿＿＿＿＿＿＿＿＿＿＿＿＿＿＿＿＿＿＿＿＿＿

＿＿＿＿＿＿＿＿＿＿＿＿＿＿＿＿＿＿＿＿＿＿＿＿＿＿＿＿＿＿＿＿＿＿＿＿＿＿＿＿＿＿＿＿ 

＿＿＿＿＿＿＿＿＿＿＿＿＿＿＿＿＿＿＿＿＿＿＿＿＿＿＿＿＿＿＿＿＿＿＿＿＿＿＿＿＿＿＿＿ 

09.將來你願意繼續使用閱讀策略來提昇自己的閱讀能力嗎？ 
 

＿＿＿＿＿＿＿＿＿＿＿＿＿＿＿＿＿＿＿＿＿＿＿＿＿＿＿＿＿＿＿＿＿＿＿＿＿＿＿＿＿＿＿＿

＿＿＿＿＿＿＿＿＿＿＿＿＿＿＿＿＿＿＿＿＿＿＿＿＿＿＿＿＿＿＿＿＿＿＿＿＿＿＿＿＿＿＿＿ 

＿＿＿＿＿＿＿＿＿＿＿＿＿＿＿＿＿＿＿＿＿＿＿＿＿＿＿＿＿＿＿＿＿＿＿＿＿＿＿＿＿＿＿＿ 

10.你對本學期的教學內容有什麼想法或建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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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六 文言文閱讀策略教學滿意度調查問卷 

 

文 言 文 閱 讀 策 略 教 學 課 程 滿 意 度 調 查  
親愛的同學們： 

    在最後這一堂課我想讓你們知道，老師不是萬能、完美的，在準備課程的時候也會傷腦筋及焦

慮；在課程進行以及和同學面對面接觸的時候，也會有緊張、喜悅和挫敗的各種心情；每次課程結

束之後也需要自我檢討，回顧反省為讓下次的課能更完美的呈現。這樣的過程帶給我許多的學習和

幫助，而我也希望，你們在這幾堂課的學習中也獲得幫助！ 

最後想請你們誠實地回答下面的問題，幫助老師為將來的教學做更好的調整。 

                                                            愛你們的佩君老師 

                                                                           2007.4 

◎ 首先針對課程方面做評估： 

01. 整體而言，你認為文言文閱讀課對你有幫助：□非常同意 □同意 □不同意 □非常不同意 

02. 整體而言，你喜歡上「文言文閱讀課」：□非常同意  □同意  □不同意  □非常不同意 

03. 整體而言，你認為這一學期的「文言文閱讀課」帶給你哪些提醒和幫助？ 

a.不再像以前那麼害怕文言文             □非常同意  □同意  □不同意  □非常不同意 

b.願意主動閱讀新的文言文               □非常同意  □同意  □不同意  □非常不同意 

c.學會自己解決閱讀文言文時碰到的問題   □非常同意  □同意  □不同意  □非常不同意 

d.學會運用自問自答等策略理解文言文     □非常同意  □同意  □不同意  □非常不同意 

e.願意在以後閱讀文言文時使用學過的策略 □非常同意  □同意  □不同意  □非常不同意 

f.相信自己有能力可以理解文言文的內容   □非常同意  □同意  □不同意  □非常不同意 

g.還有其他的嗎？                                                   

 

◎ 接下來請給老師及同學的反應來評估： 

01.適度引導學生理解文章內容   □非常同意  □同意  □不同意  □非常不同意 

02.富有教學熱忱               □非常同意  □同意  □不同意  □非常不同意 

03.教學活潑生動               □非常同意  □同意  □不同意  □非常不同意 

04.教學態度健康自然有自信     □非常同意  □同意  □不同意  □非常不同意 

05.同學配合度高反應熱烈       □非常同意  □同意  □不同意  □非常不同意 

06.同學提問時能立即給予回應   □非常同意  □同意  □不同意  □非常不同意 

07.教學速度掌握合宜           □非常同意  □同意  □不同意  □非常不同意 

08.上課秩序掌控佳             □非常同意  □同意  □不同意  □非常不同意 

09.音量適中表達清楚           □非常同意  □同意  □不同意  □非常不同意 

10. 還有其他的嗎？                                                   

 

◎ 給老師的話（請誠懇地給老師幾句話，我會非常珍惜，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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