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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說」帶「寫」之議論文寫作教學行動研究 

－以八年級國文科為例 

摘要 

    本研究以行動研究的方法，探討以「說」帶「寫」的議論文寫作方案，在八

年級國文課進行寫作教學的活動。研究者以八年級國文科教材為媒介，於課堂中

引導學生建構議論文寫作的歷程性活動，以幫助學生在議論文寫作上有所進步並

提升寫作能力。 

    為達到上述研究目的，本研究所蒐集的資料包括：學生課堂練習的學習單、

作業、作文、學生課後回饋紀錄，以及研究者自己的省思札記、課堂觀察紀錄、

與學生個別訪談、諍友會談紀錄，來檢視學生議論文寫作上的改變情況，以及學

生對於課堂引導過程的表現情形。 

    經過四個多月共五篇課文的議論文寫作教學方案教學後顯示：透過「以說帶

寫」幫助學生主動建構議論文的知識；課堂教材、說話與寫作緊密結合；透過「以

說帶寫」幫助學生提升表達能力與思考能力；透過學習單的練習與建構，增進學

生的寫作能力。 

    根據上述研究結果，研究者亦提出相關建議，以便後續教學修正與實施之依

據，同時作為未來在國文科、其他議論文類型之課程設計與教學參考。 

 

關鍵詞：議論文、以說帶寫、寫作教學、議論文教學、行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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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ion Research of Teaching on Junior Students' Argumentative 

Writing by  " Writing via speaking " -An Example of Chinese 

Teaching in the Eighth Grade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e study is to probe " writing via speaking " argumentative writing 

skill in action research method.Through argumentative writing activities in the eighth 

grade,and using the eighth grade's textbooks, the researcher guide students to write 

argumentative essay in class step by step, in order to help them improve their 

argumentative writing skills. 

    To reach the goal, the researcher uses materials including work sheets, home works, 

essays, students' feedbacks after class, students' individual interviews, and the 

reflections and observations of the researcher, so as to find the improvement of students' 

argumentative writing skills, and the performance under the guidance in classes. 

    After five cases in four months, it reveales that the researcher helps students gain 

the knowledge of argumentative essay through " writing via speaking "；the combination 

of textbooks, conversation, and writing；help students improve the skill of expression 

and thinking through " writing via speaking "；thus help students improve writing skills 

through the practice of worksheets. 

    Based on the results, the action research of"" was discussed and the suggestions for 

designing curriculum and teaching method was proposed. 

 

Key words：argumentative essay, writing via speaking, argumentative writing skill , 

argumentative writing teaching, action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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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老師，我不知道怎麼寫﹖」、「我覺得作文題目好難喔……」……。時逢我

的導師班學生正好是九年級面臨會考時刻，會考作文題目「面對未來，我應具備

的能力」為議論文表述方式，題目一改往常的抒情風格，造成不少討論，而作文

在分發的排序規定又是一切處於未明確狀態，我只能告訴學生，不管作文在考試

中排序前或後，它就是重要的表達工具，都必須要將它練習好、成為自己良好的

表達能力。但學生呢﹖即便是在練習的量不減的情況下，表現出來的質，就像學

生所提出的疑慮，該如何下筆、遇見不擅長書寫的題目怎麼辦﹖而我，能為他們

做些甚麼呢﹖開啟了我對於議論文寫作的思考。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背景 

壹、 議論文教學現況與觀察 

一、國內外的中學生議論文寫作能力不足 

    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理念：「培養學生正確理解和靈活應用本國語言

文字的能力。以使學生具備良好的聽、說、讀、寫、作等基本能力，並能使用語

文，充分表情達意，陶冶性情，啟發心智，解決問題。」各項表述方法，應是不

能偏廢，不論是詳實記敘、感觸抒情、思辨議論、實務應用，四種表述方法有其

功能，也是中小學階段的學生所必須習得的。 

    然而寫作仍是許多學生感到困難的一件事。尤其議論文寫作的問題，據

Hillocks（2011）調查，即便是教科書中有議論文文本，但教師常主導教室裡的討

論，未給予學生充分討論和建構議論內容的機會；此外，議論文需要學生表達自

己的觀點，但雖然學生在課程或是在形成性測驗中有練習議論文的機會，但他們

在面臨這種表述方法時，依舊難以落筆。 

觀諸上述學生的問題，或許可以從學校寫作教學的實際現況來探究可能的原

因。在中學國文科課表編排上，作文課程常為「隱形」課程。為什麼說是隱形課

 



2 
 

程？正是因為依照教育部公布的「臺北市國民中學（含完全中學中學部）教師每

週授課節數基準」而言，一名中學國文科教師，一週學生學習節數暨教師授課節

數表授課為 14至 18 堂。但這些堂數中並不包含作文課，因為課表沒有列出「作

文課」，而教師面對學生活動、段考緊迫的趕課等等因素，導致教師在實際課堂教

學中實施寫作教學的意願不高，即便是抽出時間讓學生寫作，也常流於簡易的書

籍讀後心得或是電影觀後感想。如此一來，學生便也不容易體會寫作的樂趣、理

解寫作的概念、與寫作架構練習。長篇文章多以著重在記敘文與抒情文書寫。此

兩種表述方法，容易流於記錄流水帳的記敘文與揮肆修辭文采的抒情文，其中難

以探知學生思考歷程，文字亦難以感動人。 

那麼，議論文寫作教學的困境，時間真的會是最大的問題嗎？研究者在教授

作文上，作不斷地修正並發現其實時間上是可以調配的。過去研究者三年來，從

學生七年級時，便要求學生在兩堂課的時間完成寫作：第一堂先由老師的引導、

想像，甚至輔以閱讀，或是從國文課本文本中理解寫作技能；第二堂接收題目後，

開始激發靈感與書寫。在作文課程的時間安排上常是每兩週一次，利用兩堂國文

課的時間，設計作文題目，提示講解學生如何審題、立意、取材、布局的提示後，

便讓學生課堂上進行寫作，然後在規定的時間內交來加以批改。 

研究者發現時間並無不足的問題，但這樣的教學仍針對記敘文與抒情文，針

對議論文的教學方式應再作深入思考。以教學便利性而言，通常在作文題目多以

記敘文與抒情文為主，大多數學生在這兩種表述方式上的書寫較能有所發揮，因

此教師可以減少講解與引導寫作的時間。然而長期下來，中學生在議論文的練習

數量相對較少，便容易產生寫作上的盲點、文字發揮不足，而寫作的興趣與意願

也因而容易低落。 

另一方面，由於現場教師並不常實施系統性的議論文寫作教學，使得學生漸

漸失去積極的寫作態度，對於寫作變得輕忽或文字上的隨興編排，更導致教師在

作文批改更加費時亦費心力，評語甚至有時多過學生所寫內容。其實追根究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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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是兩節課的作文時間，整體寫作過程教師較少從旁協助。因此傳統上盯著學

生寫作的教學方式，需要被能激發學生寫作興趣的作文教學策略取代。 

上述問題，亦出現在國外文獻中。Felton 與 Herko(2004)提出，美國 9-12年級

的學生，在議論文寫作上也有類似的問題。這些問題主要是：無法詳盡闡述論點、

提出有說服力的論證、有效提出論點等。Sandoval 與Millwood（2005）指出許多

高中生在議論文寫作上，雖然知道舉出證據以支持自己的論點，但他們常只以用

一方的論據，或是未覺察這些證據與自己的觀點有所牴觸。而研究者在自身教學

現場也發現學生在議論、思辨、與佐證說明上，技巧相當不足，同時容易遇到瓶

頸，例如敘述空泛、立意取材不夠確實妥貼、論證引用不切題，或是相似的語句

重複出現在行文之中，又甚至在寫作課堂上便時常提問：「老師議論文就是要講道

理嗎？我不知道怎樣寫出道理？」、「老師我想不出例子，甚麼是立論、例證？」；

要不就是出現「把議論的文句用華麗的修辭撰寫做說理依據」的問題，如此顯得

空有形式而未有內容。 

 

二、從現有教材著手 

研究者也曾詢問過資深教師關於議論文教學的疑惑，然而現場教師亦有難解

的問題。某資深師表示：「議論文很少在課堂上教授，但畢竟是中學所編選入的課

文必須要學習，偶爾會教他們啦，但是有時候例子講一講，發現學生還是很迷惘，

要不然就是大家都寫相同的例子…，批閱起來發現大家寫得都大同小異……。」

等。研究者驚覺自己其實也遇到相同的寫作教學困境、不明白如何引導學生說理、

思考。聽到資深教師所提出的問題，反省自己過去的教學經驗中，雖然一向自認

為對於寫作教學相當重視，嘗試把它納入課程中，不卻也是陷入相同泥淖裡而難

以脫困嗎？ 

由上述可知，許多教師，包含研究者自身，忽略寫作教學其實可與語文、課

堂文本教學上做更好的搭配。例如七年級到九年級國文課本議論文的選文，白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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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有：〈雅量〉、〈心囚〉、〈你自己決定吧〉、〈運動家的風度〉等；文言文有：〈愛

蓮說〉、〈為學一首示子姪〉、〈生於憂患死於安樂〉、〈習慣說〉等課次，這些文章

多半具備著議論文所擁有結構完整、或架構清晰、或是正反舉證的特質等。可知

現今中學國文科課本的選文中便有許多篇議論文，教師若能同時搭配寫作教學，

不但能顧及課堂進度也可以用以批判與討論，學生能仿寫、改寫其議論架構等。 

由上述整理之中學國文課本文本得知，議論文是國文表述方法教學之重點之

一，而作文相關考試亦然。國語文競賽作文題目、基測作文題目與會考題目，甚

至遠至高中學測與指定科目考試作文題目也不受限於記敘抒情表述方法，例如 103

年會考題目〈面對未來，我應該具備的能力〉、100年第二次基測〈當我和別人意

見不同的時候〉等。不禁令我感到疑惑，既然大考仍有強調思辨性的議論文，當

作寫作測驗題目，然而在平日練習的作文題目、段考作文題目卻多以記敘文以及

抒情文為主。基於此因，使研究者更加深刻反省自己的教學，且增強了平時課堂

中實踐議論文寫作教學的決心。 

指導學生寫作，尚須教導學生如何思考、釐清思考與問題，才是真正解決議

論文寫作的困難。研究者整理課程文本中表述方法為議論文的篇章，以及基測與

會考中命題為議論類型的作文題目，發現題目多是中學生的經驗能駕馭的。因此

該如何幫助學生善用生活經驗，使學生不再認為論理一定要引經據典、到古說今，

而是只需要論點、論據、論證，清楚而具邏輯性，才是最為要的。 

在現今極度重視閱讀理解與思考的教育觀念來說，培養一個會思考、懂得思

考的習慣是重要的，所以以中學生作文來說，是體察其思考歷程的主要來源。對

於教師而言，能在學生的作文或日常札記中發現學生文字展現的思考性，無不欣

喜萬分。然而現場的聲音不外乎是學生無法順利習得思考、運用思辨並加以轉化

文字，或是無法理解如何說理與舉證，證明立場與闡述事理，子曰：「學而不思則

罔」，一言而能綱舉「學思並重」的要義，如今充斥知識爆炸而迷惘無所適用的現

象，令人感到此乃迷惘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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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語科是與「讀書」、「說話」、「作文」、「寫字」分別教學相對稱的包括這四

項主要的語文活動，但這些學習活動彼此互為關聯，是不可分割的，並且仍然要

有系統、有步驟，作計畫的安排（許育健，2002），此作法同時也呼應了在中小學

國語文教學各項指標中，一直是聽、說、讀、寫無法分割的整套，議論文寫作不

單是平時簡單心得撰寫、班級書箱閱讀、或是課文生難字詞習得，如何循序漸進

地妥善搭配學生從思考到口說練習、到整體而成的寫作更是相當重要的。 

 

三、議論文是帶得走的能力 

未來學生升學，進入了高中、高職、以及五專，文類加深加廣，對於思辨邏

輯能力又更加要求。相較於中學階段，議論文的比例更高，例如韓愈〈師說〉、顧

炎武〈廉恥〉等，高中文言、白話文本，合計議論文約佔 40﹪左右的比例，大多

數的國文科課堂與教學時間，說明了學生閱讀和學習上，都在比例頗大的議論文

表述方法或說明表述方法的教材中。而學生在校學習這些文本，也是對於未來生

活的應用上有所連結，是否有能力理解以及寫出有條理通暢、邏輯思辨的議論表

述方法息息相關。假使中學階段未能予以先行的課程教學，使學生在此擁有先備

能力習得，那麼在高中、高職、五專，甚至大學階段的報告與論文撰寫，面對議

論文寫作與理解，不再是如同進入陌生領域般辛苦摸索，或是能力不足而囫圇吞

棗，影響至未來口說與寫作的思考。 

議論文除了是一種表述方法，也是青少年帶著走的能力，可以應用在生活當

中。近十年來，世界各國皆已漸漸開始重視「論辨寫作」（persuative writing或

argumentative writing，相當於中文的議論文），並認為論辨寫作是涵蓋各科目領域

的基本能力，因為論辨是思考的過程、工具、與成果表現。美國國家寫作委員會

（National Commission on Writing, NCW）在推動美國各級學校寫作改革的報告書

（2003）中提出，學生必須「學習寫作」（learn to write）與學會「藉由寫作學習」

（write to lea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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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美國大學入學考試（Scholastic Aptitude Test ,SAT）在 2004年致力

於加考短文寫作工程，並於 2005年正式成為考試項目之一（Kaplan Publishing, 

2004）；許多大學院校更是如雨後春筍般設立「寫作中心」，「寫作課程」訂為大學

生的「必修課」。不論是學習階段，或是出社會、職場上，議論文寫作能力是重要

的技能，這項能力幾乎成為個強大力量，在於其能清楚表達意念與溝通，足夠成

為個人面對人際互動與工作上成功的關鍵因素（Nippold ,2000）。 

    綜上所述，可以探知當今議論文寫作能力受到極高的重視。議論文視為一種

必須習得的能力，在於溝通、書寫上，議論文寫作能力能夠把話說清楚、說得條

理，協助對話彼此的深度理解、幫助人際溝通互動流暢，有效將己見陳述，進而

以讓他人理解以及說服他人為目的，更能從中察覺組織、思辨的邏輯緊密程度。 

 

貳、學理上的依據-說與寫 

    依據教育部（2001）公布九年一貫語文領域的基本能力指標，其中關於說話

能力與寫作能力指標之間的聯繫關係便已揭示。研究者從九年一貫課程基本能力

指標發現，「說話能力」與「寫作能力」指標的連結說明了階段性的口說與寫作教

學歷程：由口述作文開始引導，第二階段由口述作文轉換成筆述作文，最後再完

成整體寫作。而針對教師課堂教學的準備，此綱要也表示，教師可以藉由現有文

本設計寫作教材，在實際教學生透過與學生互動、討論、交流，激發學生寫作興

趣，並且理解文本，引導學生完成不同類型的文章。 

   由上述可知，關於培養寫作能力之養成，在教學上結合說與寫的重要性、關聯

性極大，因此研究者以下整理學理相關，作以呼應與引用說明。 

 

一、對談與討論     

    說話與寫作都是用來表達、溝通的工具，其中說話是用語言來表達，寫作是

靠文字來表達，可見口說與寫作有著密切關係。話怎麼說，作文就怎麼寫，說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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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越強，作文能力就越高(陳弘昌，1991)，說明了善表述言語的人，通常組織文

字的能力亦佳。「有話寫」是寫作的基本條件，「有話要說」才有寫作的動機；「有

話可說」文章才有內容；而「說得有條理」文章才能達意，所以說話是作文的基

礎，二者相輔相成(李恆惠，2004：4)，則是將說話看作是寫作前的必要能力。說

話和作文都是表達情意的方式，語言是有聲的作文，作文是無聲的語言(杜淑貞，

1986)。由上述可知，說話必須再進一步思考後，才能化為文字。 

    說話與寫作兩者交互作用之下，思考是重要的歷程。Vygotsky認為一個詞的

意義，就是思維與語言的交融。在他的著作《Thought and Language》（Vygotsky, 1962；

李維譯，2000）中提到：「語言可以用來組織思想。」學校教師可以在議論文教學

過程中，透過提供學生表述生活經驗的情境，進行一項議題或是課文文本的討論、

辯論，藉由說話的交流，使師生、學生與學生之間，口語表達與思考更深一層。

因此訓練作文，應該從練習講述有重點、條理且連貫的話開始，把說話與寫作及

早結合（羅秋昭，2004），學生在寫作時便會有深度，尤其在必須說理說服他人的

議論文而言更是需要。溝通表達能力以及議論文寫作能力，兩者之間必須結合搭

配。 

 

二、辯論技巧與議論文的關係 

    議論文是一種獨特的表述方法，需要論點、論證、論據，三者必須緊密並且

有邏輯地鋪敘。所謂的議論文，是在題目當中提出「相反或相異」的論辨兩端，

要求學生必須表明立場，申論己見（陳滿銘，2001）。議論文需要邏輯思考、說理

的能力，生活中的語言其實也是可以善用，如同辯論一般，辯論的語言和議論的

文字都必須深入淺出、簡明扼要。因此議論文裡有很多正反例論證過程，學生藉

由口說練習或辯論的過程，進而清楚表達自己的正反例舉證並呼應論點，運用對

比、例證的方式強化自己所表達出來文字的力量。是故，議論文教學不一定在作

文課中，在日常也可以發生。人在生活中無不思考之時，即便再小的日常，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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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當作思索與辨析的養分，而思考不是單一面向，思考需要正反並陳（two-sided 

argument）。Felton 與 Herko（2004）也指出，九歲的兒童即有議論能力，更何況已

有相當口語與文字基礎的中學生。因此，讓學生在與他人對話的時候、在寫作的

時候，適時並適當地舉例說明，並持續引導口說表達與筆寫的連結，對學生而言，

寫作也就不難了。 

    就中學生的經驗而言，如何就平日接觸的事物轉化為思考歷程是重要的。而

論辨類作文未必需要分析甚麼是絕對的對、絕對的錯，而是在相對的議題中，檢

視學生是否具有敏銳的思想，建立鮮明的是非觀念，同時檢視學生是否能夠自在

地運用文字表明立場（陳滿銘，2001）。因此教師在命題時，從日常的「以小見大」，

何謂「小」？何謂「大」？生活中有著各式各樣的「小」體驗，由「小」事見真

理，體會「大」道理，教師運用「小」事作為素材、提供一正一反相對甚至相反

的立場，提供學生課堂中學習表達己見，「是己之是，非人之非」，使學生表達生

活中的「小」經驗，有順序性地，理解如何「大」道理在生活中體現，將生活經

驗融入寫作，藉由口說方式以及文字表達。 

    Hillocks 與 Kuhn 皆認為學校應及早開始教導學生這種思辨力，並最好能建構

一個爭議性議題的探究學習情境，來培養學生的議論能力（Hillocks, 2008; Kuhn, 

2011）。許佩琦（2001）的研究發現學生對爭議性議題瞭解程度的高低，會影響其

對於議題相關文章內容的理解，因此建議教師最好能標示清楚文章內容的正反立

場，才能提升先備知識稍弱的學生的理解能力。因此在平時課堂上教授議論文、

帶學生閱讀、讀報等，皆可以善用這些文本引導學生進入思辨議論。 

    說與寫該如何引導與發展這些文獻啟發了我。我曾經在課堂中嘗試讓學生用

說的方式理解，發現他們對文章理解更快，並且也能藉由口說來說理，因此本研

究嘗試以「以說帶寫」（speaking via writing）做為引導議論文寫作的方案（Felton & 

Herko, 2004；Steve Graham, 2013），使學生從小經驗的體認中，透過口語表達上的

思考，轉化為文字表達，進而發展成一篇議論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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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在課堂中實現的教學與改變-開啟我的研究 

    研究者期望透過寫作教學方案提升中學生議論文寫作能力，於是研究者思索

自己教學現場，何不從此開始？這學期所任教的八年級學生在七年級時未曾練習

過議論文寫作，練習之作文亦多為記敘文與抒情文，或為閱讀心得短篇寫作。因

此開啟了研究者的教學省思，期望能打破過去作文教學著重記敘文與抒情文的窠

臼，在作文教學上研擬議論文寫作教學，並實際在課堂上執行，給予學生在寫作

時也能培養邏輯思考能力，以及說理舉證能力。尤其寫作相當重視結構安排，是

基礎也是關鍵，陳滿銘（2007）更認為文章的結構安排即是篇章的邏輯條理。而

大考中評閱標準、許多作文評閱工具也多以結構安排作為項目之一，可見其重要

性。因此本研究特別針對此作為寫作能力的指標。 

    Piaget 提出的認知發展階段，其中 7~11 歲為具體運思期，開始有邏輯推理能

力，但僅對於具體事物；11歲以後為形式運思期，便能進行抽象的邏輯推理思考。

由於兩階段對於中學生而言都存在著，但共通點為具邏輯思考能力，因此可見中

學後進行議論文寫作的練習，是正好在學生進入思辨階段，漸漸掌握議論文的廣

度與深度。研究者將利用此階段學生，在課堂文本教學的進行中，搭配原有作文

課的時間，這兩方面搭配後同時引導學生練習議論文寫作。藉此希冀亦能提供其

他教師，對於議論文寫作教學方案上不會受限於時間，並且可以作參照教學之用。 

 

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問題 

壹、研究目的 

    根據前述研究動機，本研究的目的如下： 

一、設計以「說」帶「寫」之議論文寫作之教學方案。 

二、探討國中國文科議論文寫作教學方案對學生結構安排能力提升之成效。 

三、依據學生課堂表現及研究發現提出結論及建議，提供國文科教師、師資培育

機構，及未來相關研究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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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問題 

    為達到上述研究目的，藉以作為研究過程中進行分析與探究的方向，茲提出

研究問題如下： 

一、可提升中學生國文科議論文寫作之教學方案設計為何？ 

二、議論文寫作教學方案是否可提升學生寫作能力中文章結構的表現？ 

 

第三節 名詞釋義 

壹、議論文寫作教學（argumentative writing teaching） 

    議論文即是以議論為主要表達方式，針對目的或是概念提出明確主張，並且

進一步地進行邏輯論證說明，以使讀者或是特定對象能有所信服的一種文章體裁。

議論文常見的內容主體具備三要素，「論點」、「論據」、「論證」是議論文的三要素。

本研究對於議論文的界定分別包含寫作對象、表達方法、論證過程，以及具備三

要素寫作的特定目的。 

    議論文寫作教學的主要目標是指透過設計教學方法，讓學生能夠寫出有自己

的觀點且能說服人的議論文。本研究的議論文寫作教學將藉由「以說帶寫」議論

文寫作教學方法，引導學生學會議論文寫作。 

 

貳、議論文寫作能力 

    本研究所謂的議論文寫作能力，特指文章結構安排的能力。寫作的結構安排，

一般也稱為「篇章結構」的安排，即是篇章的邏輯條理（陳滿銘，2007）。研究者

資料蒐集包含課堂上表現等，如以下：(一) 口語表達表現、(二) 學習單表現、(三) 

作文寫作表現。 

    研究者在教學實施的過程中收集學生的作業、學習單、口語表達紀錄、作文，

並輔以論辨式文章評分標準（唐淑華、林烘煜，2016）作為評分依據，檢測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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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作能力中，對於文章結構安排之表現。 

    本研究在行動中學生作文評閱上所使用論辨式文章評分標準，參考自學者唐

淑華、林烘煜（2016）曾針對高中生寫作能力、大考中心作文評閱標準、綜合國

內外文獻發展出來之評閱工具。研究者參閱後並作部分修正，用以評閱此次行動

中學生寫作中結構安排。 

 

參、以說帶寫 

    本研究所指的以說帶寫，是透過課堂口語發表以及學習單引導的歷程性寫作

過程。在教學實施過程中，學生在教師與學習單中提問之問題，其口語表現與文

字表現皆為以說帶寫所重視，並且作為以說帶寫之寫作教學方案中所欲探究的研

究重點。 

 

第四節 研究限制 

    說理性文章有形式受限的問題，是在達到與讀者對話的目的前所要考慮的，

例如政論文、思想評論、文藝評論、學術論文等等，都是規範說理性文章的形式，

由於針對的是中學生作文寫作中的議論文類，這種類型較單純且單一，而上述屬

於規範說理性文章的內容分類較細且繁多，因此在此先不討論上述多種說理性文

章的寫作，也是本研究主要限制一。 

    本研究僅就中學國文科課本中的議論文作為引導活動進行之文本，過程中研

究者亦曾因教材選擇感到困惑、猶豫，然而就原本研究目的希望藉由課堂文本為

出發點，因此選擇之教材依舊以當年段課本出現的課文為主要教學內容。議論文

種類繁多、涉及甚廣，本研究暫處理課堂文本為主要媒介，此為主要研究限制之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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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研究的目的是試圖透過以說帶寫的議論文寫作教學方案的實施，探究學生

議論文寫作能力提升的成效。因此本章即針對議論文寫作、說寫關係、說寫相關

寫作教學策略與研究等方面進行探討。 

第一節 議論文寫作探討 

壹、議論文釋義 

    議論文，又稱作論辨體、論辨文。論辨文類主要性質是分析事理、辨別是非，

而作法以議論方式為主。議論文自古以來便有之，源自先秦諸子散文，是歷史相

當悠久的表述方法，也經過長久演變，但皆不離其宗，皆以說服、論理、舉證為

主要核心。 

    古代議論文，依照寫作角度的不同便有不同的稱呼，而至少包括論、辯、議、

解、原、說、策、書、疏、記、傳、喻、序、表、評、敘等各種不同形式的別名，

然而內容仍有其相近或相似之處。其中舉與現今議論文接近的表述方法，文言文

有其特別的形式，也是現代的議論文中所強調的結構安排，即是篇章結構的條理、

梳理（陳滿銘，2007）：「論」主要是論斷，對某事件、措施的主張與見解，特徵

在於「立」，如漢代賈誼的〈過秦論〉、宋代蘇洵的〈六國論〉；至於「辨」也作「辯」，

則重在辨明是非，用以點破時人迷津與盲點以及駁論，特徵在於「破」，此如唐代

韓愈的〈諱辨〉；而「說」是說明事理，闡述己見，如韓愈的〈師說〉、〈馬說〉（修

改自明朝徐師曾《文體明辨序》）。 

    明朝徐師曾《文體明辨˙序》中認為「說」常以己見解釋經義，縱橫詳瞻，與

「論」並無大異，「論」、「說」、與「辨」往往都是通篇針對某一主張、某一論點，

並且進行辯駁與論辨的批駁、論理性文字。古代議論文內容相當龐雜，但其定義

皆不脫離「論理」、「陳述主張」、「辨駁」，與今日議論文定義相差亦不遠。以下研

究者將整理現代議論文之定義，並統合古代議論文要義，擷取本研究所定義之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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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 

    對於現代議論文的定義，金振邦（1995）則認為議論文以議論為主，運用概

念、判斷和推理，來表明作者的主張，訴諸於讀者的理智。楊慧文（1999）指出

議論文就是：建立主張，駁斥觀念的文章。「論」主要指發表自己的主張（李博文，

2002）。鄭雅靜（2004）指出議論文是發揮自己的主張，透過剖析事理使人理解，

進而使人信服的文字。議論文是以剖析事物、論述事理、發表意見、提出主張為

主的表述方法(謝錫金，2001)。林明進（2007）認為議論文就是根據事實或事理來

凸顯自己的主張，也就是把自己對事物或現象的看法、見解表達出來。 

    整體而言，議論文定義不外乎建立主張、說明事理、提出論證、陳述論據、

辯駁、說服他人，可見由古至今其定義不變，使用上功能也大致相同。 

    類似的定義，在西方文獻中也呈現。以西方所謂的議論文來說，稱作’’persuasive 

writing’’或是’’argumentative writing’’，其定義為作者針對一項問題或是論述，藉由

說理而與讀者對話，並適時提出正反例證說明，以便可以獲得聽者、讀者的服從，

或是對聽者或是讀者用以辯論、辯證、論辨、說服為目的的一種表述方法（Felton 

& Herko,2004；Graham,2013）。 

    由上述可知，不論古今中外之定義，議論文皆與論理、論辨、議論之意涵最

為主要。本研究之議論文，考量其實用性為現代議論文，其內涵以及架構亦接近

西方的議論文（persuasive writing；argumentative writing），以下將詳細說明議論文

內容取向。 

 

貳、現代議論文之內容取向 

    鄭雅靜(2004)在內容上，議論文多半是事物的理論、學說、證據、辯駁、勸說

等。而後不少學者整理出，議論文常見的內容主體具備三要素，「論點」、「論據」、

「論證」是議論文的三要素（朱艷英，1994；高原、孫秉偉，1989；劉孟宇，1989；

林秋人，2007；陳正治，2008； Gunning, 2012; Hillocks, 2010, 2011;Mason & Scir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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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以下針對三要素做詳細說明。 

    論點（claim）是指作者提出的主要觀點與主張，而能讓人信服的論點需要立

場清楚且有見地。論據（evidence）定義是指作者對於其所支持的論點兒提出的證

據，可分為事實證據和意見證據。前者是客觀存在的資料，例如數據、圖表、研

究結果等；後者則是相關的人或團體所發表的主觀看法，如名言、諺語、專家的

意見等。無論是何種證據，都必須與議題、論點相關，充分且信實的。論證（warrant, 

reasons）：將論據做進一步合理且正確的推論，以支持作者的論點。 

    由上述嚴謹鋪敘的三要素可知，議論文相較於記敘文與抒情文，在寫作上有

其一定的複雜度。在周慶華《作文指導》裡指出說理性文章旨在解析思想、闡述

論點、辨明事理、展開論爭，因此往往文章內容比較複雜；作者在闡述自己的觀

點時總是力求周密、深入，避免疏漏。因此文章邏輯往往較強，文句結構一般比

較講究，一般較重修辭、重發展層次與謀篇布局（劉宓慶，1998；周慶華，2001）。 

    然而說理性文章種類較為多樣複雜，以中學生所學習的並不需要太龐雜的議

論系統，例如論文、政論文等。因此研究者將針對議論文三項要素，以及課文文

本議論架構的議論文類型進行教學。 

    Felton 與 Herko (2004)在議論文「正反論證（two-sided argument）寫作教學策

略中，提出議論文內容。認為議論文內容應包括作者的論點（Position）、作者的主

張（Claim）、另一方的主張（Opposing-sided claim）、反駁作者的看法

（Counterargument）、針對 Counterargument 的反駁（Rebuttal）、作者論點的各項支

持條件（Qualification）、作者對於論點的保留或是可能捨棄的情況（Reservation），

此指事情有時並不是非黑即白，有時仍有例外的考量。Felton 與 Herko 對於「正

反論證」的內容提出的要素相當有步驟性，各個要素層層遞進且具邏輯性，思考

論辨的細節是詳盡的。   

    研究者將針對上述內容做統整，並且發展出課堂教學中，關於議論文寫作內

容應具備的要素，藉此引導學生完成架構清楚、舉例能正反論述之議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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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議論文寫作能力 

    寫作是一種語文能力，寫作能力是統合一般能力、特殊能力與綜合能力的綜

合表現。學者蒲基維（2007）說明寫作能力包含一般能力、特殊能力與綜合能力

等三層語文能力，並分述如下： 

 一、一般能力：指在不同種類的藝術活動中可能展現的能力，譬如記憶力與觀察

力、聯想力與想像力、思維力等，而寫作能力也必須包含以上； 

 二、特殊能力：在某種專業活動所表現出來的能力，就寫作活動而言，寫作的特

殊能力相當複雜，須藉由詞章學的「形象思維」與「邏輯思維」來解釋，包含立

意、取材、運用詞彙、修辭、構詞語組句、運材與布局、選擇表述方法確立風格

等能力； 

 三、綜合能力：結合前述「一般能力」和「特殊能力」，須由創造力呈現出來的

能力層次。一般而言對寫作能力訓練需先設計單一種能力之題型練習，再結合部

分能力，設計較短篇幅的題型，最後再進行綜合能力的教學。 

    但上述的寫作能力，例如一般能力與綜合能力的定義，在短期間內難達到，

且是針對學生學習成效來說是全面的。因此在本研究中以第二項特殊能力中包含

的各項為要。以一般能力中的觀察力、聯想力等來看，不單是議論文寫作學習上

所具備，也可能從其他學科所培養而來；而綜合能力更是統合前兩項能力，需要

更多時間與相關教學策略的配套進行之。 

    在謝錫金（1984）及 Bereiter（1987）等學者的研究，綜合起來，中文寫作能

力分為下列幾項，同時也是教師為訓練學生所欲達到下列的行為目標：1.掌握寫作

思維過程的能力；2.掌握傳意能力；3.掌握表達能力；4.掌握創意能力；5.掌握評

鑑能力；6.掌握解決寫作困難的能力。而其中表達能力一項又可細分為：抒情能力、

記敘能力、描寫能力、說明能力、議論能力、游說能力。此研究特將議論能力歸

類在寫作的表達能力中，由此可知議論能力實乃表達中重要的項目，當需要向他

人表達想法時，正是因為有事實上的需要，例如敘述事情、描述情況與景物、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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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事理、抒發感情、說服別人等等，在這些情況出現時，便需要充分運用表達了，

而議論能力是其中一種，也是中學階段學生所需要習得的。上述眾多的能力，尤

以寫作中結構安排最為基礎也是關鍵，作文的歷程性完成的起始點。而結構安排，

一般也稱為「篇章結構」的安排，即是篇章的邏輯條理（陳滿銘，2007）。而大考

中評閱標準多以結構安排作為項目之一，可見其重要性。 

    Canale與 Swain（1980）從應用的角度去看語文能力，指個人能「將整全的

和複雜的意念，通過書面的規範（書寫系統）表達出來；也能利用對話，通過口

語將意念（正式或非正式）表達出來。」從這裡也能理解，口語與書寫之間的關

係。研究者以為，議論文寫作能力，是期盼學生能學習把人事時地物敘述清楚，

舉例清楚，帶有感情地感動別人、進而說服他人，所以初步以掌握表達能力，例

如口說表達、文字表達皆可作為表達能力，連結其二者關係，並且適切地引導之，

過程研究者亦將修正其所需注意之細節。 

    研究者在教學實施的過程中將實施作文練習，並輔以論辨式文章評分標準作

為評分依據，檢測學生寫作能力中，對於文章結構安排之表現，此論辨式文章評

分標準，參考自學者唐淑華、林烘煜（2016）。兩位學者曾針對國內高中生寫作能

力、大考中心作文評閱標準、以及綜合國內外文獻而發展出來之評閱工具，評閱

向度包含題旨發揮、結構安排、資料掌握，而研究者參閱後並決定採用其中的「結

構安排」向度，用以評閱此次行動中，對於學生寫作中結構安排之能力表現。 

    寫作能力並非強調描物寫狀的一項才華或是一種天賦的能力，也不是為了要

堆砌優美文字、而習得的過程更不是可以一蹴可幾的。在西方寫作教學與修辭學

文化傳統裡，學習正確使用語言、透過寫作正確溝通，是每個人都能夠接受教導

而學習精進的「技能」，而在中文寫作教學裡更應該要有系統的教學與引導方法。 

    因此，研究者綜合上述學者的研究並思考，寫作能力必須思考、表達、解決

困難，最後完成一篇通情達意的文章，而以議論文來說，正確地使用文字「溝通」，

將論點、論證、論據清楚完整地撰寫出來，是必備的內容也是議論文寫作能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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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依據。研究者嘗試在教學進行中，將會以口說、學習單、作文作為學生學習

的歷程檢測，議論寫作能力是學生在口說表達、寫作練習中所應具備的，也是研

究者用以教學中觀察紀錄之重點。 

 

第二節 說與寫的關係 

壹、Piaget 的認知發展理論 

    根據 Piaget 的認知發展理論，11歲以上的學生進入形式運思期

（Formal-operational Stage），對抽象性事務能進行合乎邏輯的思考。有以下論點：

能作抽象思維；能按假設驗證的科學法則解決問題；能按形式邏輯的法則思維問

題。因此他並歸納形式運思包含三種能力：一、假設－演譯能力；二、抽象思考；

三、系統性思考。 

    在語言與思考的關係上，Piaget 所主張的是語言反映思考，認為「語言是智力

的產物，而非智力是語言的產物」。由此可知，Piaget 以為語言是一種符號系統，

可以協助個體的認知發展，促進與他人的交互作用，但語言不是構成思考的來源，

不過是思考時所必需的。因此在中學階段，教師可先引導學生從正反論證的二元

邏輯思考方向，教導學生議論文寫作能力，而之後再擴充為多元面向（李永吟，

1998；高忠增，2004）。 

     

貳、Felton 與 Herko-口說與寫作 

Felton 與 Herko(2004)提出寫作（writing）與口說（conversation）之間的關係

是密切，尤其教師在寫作教學的課堂中與學生的對話將有助於學生議論文寫作能

力的進步，就像是寫作教練一般，教師提供鷹架，使學生「以說帶寫」（Writing via 

speaking ）。 

    而一開始先由對話開始，帶領學生漸漸領略議論文結構，Felton 與 Herko於

是發展了一套教學流程，主要進行方式為：第一，先藉由「PREP 流程表」（PR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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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個步驟分別代表： Position、Reason、Criticism、Response）上的問題引導學生

認識議論文中「正反論證」的各項要素，理解雙方主張論點，同時這些認識步驟

將有效促進學生字彙語句統整以及後設認知；第二，藉由「對話論辯學習單」

（dialogue critique sheet）在教師帶領的口語表達中，幫助學生理解寫作規準；最

後再藉由「文章修正表」（essay rivison worksheet）協助學生在轉化對話進入寫作

前，先學會組織與架構自己的想法。     

    除了認知層面的教學策略外，Newell（2011）認為學生每天都會面對事務的討

論、議論，需要學會正確且有效表達自己的主張，因此建議採用社會行動觀點的

教學策略，以達到學生在真實情境中活用說與寫的議論技巧。這些教學策略包括：

一、設計有溝通對象的學習情境（如國際友伴、同儕、家人等），這樣不但可提高

學生使用議論技巧的動機，願意主動練習和參與討論，更可培養他們的公民素養，

成為負責任的。好公民（Crisco, 2009; Flower, 2008; Ward, 2009）；二、鼓勵學生從

對方的立場來思考，多進行雙方開放性的溝通和對話，以找出理性解決爭端的方

法（Felton & Herko, 2004）；三、使用照片、影片、聲音等多媒體資源，來增加議

論的多元性和說服性（Bruce, 2009）。 

 

參、Vygotsky的社會互動觀 

一、語言是人類獨特的發展特徵 

    Vygotsky重視環境與個體的互動過程，而語言之獲得有以下幾個基本論點： 

（一）語言是社會工具，也是文化工具，是人類藉以表達自我與他人溝通的諸多

符號系統的一種； 

（二）學齡階段的孩子學習語言來促成與他人之間的社會關係； 

（三）人是具有社會性的動物，正在學習語言的兒童，可以藉由語言當作滿足社

會需求的社會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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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思考和語言的關係 

    Vygotsky在《Thought and Language》中，提到語言和思考的關係，主張語言

和思考有不同的起源。在語言發展方面有前心智(preintellectual)階段，像是孩子的

哭、牙牙學語、甚至是第一個字的出現，這些行為表現主要是情緒的反應，具有

初步回應他人的社會功能，屬於與思維發展沒有關係的階段，這些初期的智力反

應並不依賴於語言，但它具有意識或目的；而在思考發展方面，有前語言階

(prelinguistic)， 此時以動作來表現思考，和動物的方式類似。故從起源來看，基

本上在到達某個時候之前，語言和思考有不同的發展，彼此獨立（Vygotsky, 1962；

李維譯，2000）。 

    Vygotsky將語言和思考發展的關係分成四個階段，分別是：自然或前心智階

段(the natural or preintellectual)；質樸的心理階段(naïve psychology)；自我中心語言

階段(egocentric speech)：利用外在的符號和運思解決內在問題的階段；內部成長

(ingrowth) 的階段。 

    最後一階段大致在小學階段完成，也就是說中學生的語言與思考的發展，以

屬於內化階段，內在的語言反映著思考，也主動幫助思考，並促成認知結構的改

變。是以，語言和思考的關係是互動的，在思考和語言相遇後，兩者會不斷地起

交互作用，不只思考會影響語言發展，語言的發展也影響到思考。 

    口說與寫作都是表達方法，並且都需要個體經過思考，或彼此相互影響而成。

由上述幾位學者論點可知，在寫作引導過程中，口說、對話與思考是產出文字的

重要過程。 

 

肆、Bloom的認知歷程理論與知識內容分類架構 

    Bloom 認知歷程向度有：一、記憶：確認、回憶。二、理解：說明、舉例、

分類、摘要、推論、比較、解釋。三、應用：執行、實行。四、分析：區辨、組

織、歸因。五、評鑑：檢查、批判。六、創造：產生、計劃、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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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者鄭圓鈴（2006）曾利用 Bloom 在 2001年修訂版有關知識向度與認知歷

程向度的架構，及認知、情意、技能三項內容，同時參酌九年一貫國語文領域課

綱的分段能力指標、普通高中國文課程暫行綱要，製成一「國語文試題結構雙向

細目表」，其中「教學目標與評量指標」將「能認識寫作技巧」、「執行議論」、「能

認識寫作格式」歸屬於應用階段，能運用詞語句子進行口說表達以及段落寫作。

而在九年一貫國語文領域課綱的分段能力指標中的說話能力與寫作能力依照

Bloom 所列認知歷程向度來看，亦屬於應用與創造階段，。 

    由上述學者所歸納可知，說話以及文字表達，屬於應用與創造，學生在學習

歷程中皆需要實際執行與產出的能力。 

 

第三節 結合說與寫的議論文寫作教學策略 

壹、口說到寫作 

    陳淑英（1998）所謂議論文的教學目的是就事物的情理，發表自己的主張或

駁斥他人的理論，並列舉理由、例證以使人信服為目的。寫作議論文的目的在提

出自己對某一論題的意見或主張，以說服別人相信自己的見解（梁明進，2003）。

議論文皆以提出論點並加以論述，進而說服他人為主要撰寫內容，因此如何引導

學生寫得清楚與條理，同時具備說道理的過程為要。 

    Graham（2013）提出，議論文寫作同時也是對話活動（dialogic activity），過

程中提供學生對於論辨思考與寫作上的支持性架構，這種對話模式的取徑促進學

生對於其他與自己相對的觀點能有效理解，以及理解自己提出的論點有那些限制

與不足之處。對話練習中的激盪與觀點，可以是學生與教師之間的進行，也可以

在小組討論裡。 

    對話過程對於議論文寫作的支持與理解是相當重要的。論辨寫作可以視為問

題解決的過程，從對話連結雙方不同論述下，如何更加熟知與理解彼此立場之間

的差異性（Graham, 2013）。由此可知，議論文寫作可以藉由對話過程的發展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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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話溝通是為了增進理解，幫助對話的雙方，表明並理解彼此立場，進而問題解

決、達成目的，和議論文寫作的要點上是共通的。 

    學者張新仁（1992）歸納國內外作文教學策略，其中「口述誘導法」，又稱「說

話與作文聯絡教學」，便是強調說與寫連結在「寫作前」與「寫作後」的教學活動。

其過程為，先由教師命題、提示寫作重點，並將分段大綱寫在黑板上，然後指導

學生依照綱要的層次，逐句或逐段地口述。老師在完成題目後會先示範，然後再

由三到四位學生練習說，最後由學生自行寫作一篇作文。學生寫作完畢後，其作

文由教師批改，並於下一堂課選一篇學生作品進行共同訂正，接著是作品欣賞，

以及寫作能力基本練習。 

    此教學略強調教師的逐步引導與系統地扣合各個環節，屬於教師活動為主的

教學策略。但並未專指針對議論文寫作教學上，屬於各類表述方法皆適用，且學

生在此策略中尚未能自主寫作行文，是由教師引導的步驟比較多，因此多用於國

小階段學生。 

    根據上述，可知透過以說帶寫的歷程相當重要，因此本研究主要引導教學之

方式，即歸納諸多學者所主張之說寫關係，經過研究者與現場教學、文本的搭配

之下，作些許修正與轉化，發展出以說帶寫之議論文寫作教學方案。 

 

貳、探討以說話引導寫作之教學策略 

    關於說話引導寫作的相關研究，研究者在全國文獻傳遞資料網以關鍵字「說

話」、「寫作」搜尋相關文獻，以下就所搜尋之相關研究概述整理，並進行歸納分

析，找出可供本研究實施之方向。研究者整理歸納後，製成下表 2-3-1，以利各研

究結果之分析與比較： 

表 2-3-1 以說話引導寫作之教學策略 

作者及其年代 

研究主題 

研究內容 說寫之教學策略 研究結果與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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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惜美（1992）

啟發作文方法 

認為課堂中一來

一往之間的問與

答，形成看法交

流、再者構思、

進而寫作的一連

續歷程 

教師設計一連串相關

問題引發學生，採用

「問—思」反覆進行，

最後達成說-寫歷程 

老師可以先以看

圖說作、範文領

讀，再以自由命題

方式，由易而難循

序漸進的訓練學

童說寫能力。學童

在聆聽、說話、寫

作後測能力和在

字數、句數、分段

能力、少寫錯字方

面，均較前測能力

有明顯進步 

Felton、

Herko(2004)正反

論證議論文教學

策略 

藉由歷程性的教

學過程，建立「正

反論證」理論

（two-sided 

argument）的說-

寫關係 

讓學生透過口說表達

與討論，學習與思考議

論文章寫作前的論辨

過程，過程為說/寫出

論點→說/寫出論證→

說/寫下論據支持 

過程中發現學生

能藉此擁有多元

的論點建立以及

伴隨而來的正反

論辨歷程，能幫助

學生初步理解如

何建立自己的論

點以及其內容，完

成一篇議論文 

李恆惠（2004） 

由說話引導寫作

之教學研究 

進行說話引導寫

作之教學方案，

探討是否有效提

昇學生的國語文

「說話引導學童寫作

教學」的學習方案：團

體說話引導寫作訓練

與個別說話引導寫作

辯論讓學生在過

程中從自己的發

言釐清思緒，並從

他人的想法中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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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能力，從口

述到筆述，將說

與寫結合 

訓練實施六次，請學生

從口述到寫作 

現不同的觀點，進

而影響個體思考

更加深入。但辯論

另一項缺失為，也

可能在過程中產

生離題、無法掌握

重點 

吳丹寧（2005）   

辯論運用於議論 

文寫作之方法 

藉由辯論過程的

說理、辯證，引

導學生寫作 

將學生分組進行辯

論。經過辯論後再著手

思考、寫作 

學生從他人的看

法中亦能獲得寶

貴的素材與不同

意見之間的彼此

激盪，個體的概念

形成後，流暢的口

說，轉移至下筆行

文寫作 

李琬蓉（2009） 

結合思辯練習的

寫作教學研究：

以六年級議論文

體為例 

以議論文寫作教

學為主要重點，

藉由二元邏輯思

考結合辯論的思

辯練習為方法，

進行實驗教學 

指導學生先學會二元

思考，再帶入辯論教

學，最後兩者結合，請

學生撰寫議論文 

1.思辯練習能提

升國小六年級學

生議論文寫作的

能力 

2. 結合思辯練習

的教學方式是提

升國小六年級議

論文寫作的有效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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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上述中西文獻中，說話與寫作教學相關策略的整理，研究者深知議論文

寫作教學並非一蹴可幾，必須流程性地安排。因此一方面進行實際的教學操作，

另一方面針對整體歷程加以省思、修正，學生從口說到完成一篇架構完整的議論

文，需要教師善加誘導，建立從說到寫的學習遷移，循序漸進、由簡入繁。 

    研究者在議論文寫作教學策略將採用 Felton 與 Herko發展出來的工具及其流

程，在課堂說進行說寫結合，但其中將評估現況作部分修正。欲修正之處，首先

是時間，研究者所在的學校一節課是 50分鐘，因此會考量其時間做調整，在討論、

學習單的題目修正上用以搭配時間。其次修正處為文本，研究者將針對課文文本

進行議論文寫作教學策略，同樣讓學生藉由學習單進行口說發表、寫下論點練習。

最後是長篇議論文寫作，作為階段性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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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綜前所述，本研究透過研究者教學現場中進行的議論文寫作教學，瞭解以此

教學策略過程後，國中生在議論文實際的寫作上改善與增進的情況。研究者並持

續構思往後議論文教學上，如何適時運用相關文本、結合並喚醒學生自身經驗、

以及研究者教學方法的精進，營造有利於學生的愉悅寫作情境，並且對議論文寫

作產生有意義的學習。 

    另外，研究者利用在課堂上以及平時學校生活中，對於學生的觀察做詳實記

錄，研究者並輔以自身教學上的省思札記做補充，設計貼近學生的議論文寫作教

學策略，同時經由學生課堂的寫作文章、心得、學習單、或是日記，與學生訪談

的書面資料，更進一步地探究學生寫作的歷程。 

    以下針對研究方法選擇、研究情境、研究流程、資料蒐集與編碼、以及資料

處理與分析等部分，再詳加說明。 

 

第一節 研究方法之選擇 

本研究所使用的研究方法為行動研究，行動研究(Action Research)是以行動理

論(Action theory)為基本立論根據，重視從實際問題中發現問題、解決問題，從行

動中驗證理論，尋求進步（甄曉蘭，2003）。將行動研究付諸於教育實務現場上，

即是教育行動研究（Education Action Research）（Stenhouse，1987），Stenhouse並

指出自身對於教育現場上的教學實務進行有系統地觀察、研究，和改進，此即「教

師即研究者」理念（甄曉蘭，2003）。    

因為在現場感受到議論文寫作的匱乏、教師教學上的困境、與學生表現出的

迷惘與困頓，研究者便打算以自己的經驗，來檢視並設計在教學過程中付諸實踐

的寫作教學策略，加上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會考，對於作文能力的強調與呼籲之

下，尤其作文題型不在受限敘述文與抒情表述方法，研究者任教八年級國文科專

 



28 
 

任教師，深感其使命與責任，因此投入自己現場教學中，進行教學上的策略與改

變，希冀學生能藉由學習課堂文本時，亦能習得議論文寫作方法，提升議論文寫

作能力，故研究者選擇行動研究方法進行之。 

     

第二節 研究情境 

    此節將說明本研究的情境與脈絡，藉以幫助讀者了解研究問題所在。本研究

情境描述如下： 

壹、研究者的場域：臺北市立某中學國中部 

    研究者服務的學校位於台北市南區，創至今已三十餘年。學校採 S 型常態編

班方式，校風創新積極，樂於親近周遭自然環境。本研究之範圍為八年級學生，

選擇研究對象為研究者之任課班級。 

    關於寫作，在各年級、各班的寫作皆由各班專任國文教師自訂，未有全校統

一之寫作相關規定；而語文競賽獲獎方面多以演說、朗讀類較為優勢，寫作、寫

字類的項目則相較不若多樣。 

 

貳、研究者背景與研究角色 

    研究者自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系與國文系雙主修畢業後，進入普通高中實

習，接著進入臺北市立中學教育現場擔任國文科教師以及導師。研究者從事教職

邁入第五年，除了接任導師與國文科專任教師，研究者亦積極參與校內外各項研

習、種子教師培訓，例如 PISA閱讀教學研習、PISA問答教學種子教師培訓、補

救教學研習等。 

    在研究者的導師班級八年級時，當時第一屆會考結束後，令眾人驚訝的是作

文分數採計比重相當大，同時作文測驗的表述方法是議論文-「面對未來，我所應

具備的能力」，全校上下的國文教師，莫不重拾議論文寫作的策略與議題討論著，

但隨著時間過去，討論的熱潮亦漸漸逝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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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者在就讀臺灣師範大學課程與教學研究所碩一時，正好擔任九年級導師。

該屆學生升學面對著第二次會考，經過三年國文與作文教學，才猛然驚覺自己對

於議論文也甚少引導寫作。雖第二屆會考作文測驗題目是抒情表述方法，然研究

者深知，議論文對於語文能力而言依然重要，因此決定在今年卸下導師的專任生

涯開始，加強學生各項表述方法寫作能力。其中，學生們尤以議論文又更少接觸，

所以亦將針對議論文寫作盡力著手。議論文不單是為了因應大考寫作測驗，更是

培養日常表達能力的重要方式。 

    下定決心行動的期間，不斷與指導教授請益，討論教學過程中的困難、研析

解決方法等，也未間歇地向自己對話，同時秉持著謙虛以及用心的教學，學生與

我，皆是平等地共同努力這項目標。 

 

參、研究對象 

    選擇八年級學生的原因有以下：七年級的學生對於文本以及教師補充教材而

言，在升上八年級時已然研讀過四種表述方法其中三項：記敘文、抒情文、議論

文，相較於七年級，思辨能力上比較成熟，相較於九年級則較無升學壓力，加上

七年級寫作多以記敘文與抒情文的能力訓練為主，因此八年級正是深入思辨性文

章的好時機。 

    研究者的任教班，班上無特殊生，學生人數共 26人，女生 13人、男生 13人。

班級風格和樂乖巧，經常獲得班級整潔與秩序獎項，該班導師向研究者說明此班

在過去一年七年級的學習生活中，並無特殊事件，各科表現皆不甚理想，國文科

測驗表現屬於中下。 

    此班的特點在於願意學習與不斷地練習，氣氛良好，但寫作表現上尚待加強。

研究者蒐集並參考七年級時的寫作簿（屬於本校特色之一，「深耕閱讀寫作本」，

多用於班書閱讀後的短篇心得寫作），以及導師的印證，發現該班學生寫作次數相

當少，練習表述方法過去除了段考，幾乎無額外練習。八年級上的第一次段考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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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題作文題為「大雨過後」，題目之引導說明盼學生以夾敘夾議方式撰寫，是屬

於表述方式以敘事、抒情、議論皆可融入運用的題目。研究者批改後，全班表現

情況來看，多半有著文章發展不足、結構不完整、論述單薄等問題，教師們與研

究者原以為大雨過後的成功與失敗之象徵意涵，對於中學階段的他們來說並不難，

卻未料竟下筆維艱，但卻也讓研究者更堅定地，可以在議論文寫作教學中做些修

正與更多的思考。 

    進行議論文教學的時間預定為每週兩堂國文課，用以形式探究與寫作結合，

研究期程為一學期的議論文寫作教學。為維持原有國文科教學進度與內容，因此

從學生目前使用的國文課本中議論文文本的閱讀作為教學範本與媒介，設計思辨

寫作方案，以行動研究方法，蒐集學生寫作成品作檢視與分析。同時進行進度教

學以外，再透過引導寫作提升學生寫作動機與自信，而在論辨能力上亦能有所提

升，能與所學文本之內涵有所呼應，並且體會獨立思考、有效舉證的說理，進而

統整為一篇完整的議論文章。 

 

肆、諍友資料 

    諍友小魚老師（化名）在此校任教已十餘年，國文科教學與帶班經驗豐富，

對於課程與教學上任何新知皆具有高度敏銳與好奇心，其獲獎無數，包含個人跨

領域合作創新教學、教學檔案比賽等。亦是在此校不斷引領與提攜研究者之良師

益友。 

    在本研究中，透過研究者介紹研究發想與細部實施歷程，所幸能獲得小魚老

師惠允，作為研究歷程之諍友，協助研究者在旁發現不足與待修正之處，事後研

究者之省思也與小魚老師討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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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工具 

壹、口語表達表現 

此檢測作為課堂中給予學生的練習表現，以 Bloom 的學習認知目標階段來 

看，能將文本理解用自己的話，利用口頭表達或是書寫出來，是屬於應用階段。

藉由課文中議論文的學習並且利用 Felton 與 Herko的 PREP 流程表（表 3-3-1），學

生從文本裡面，理解並說出作者提出的論點、論證、論據為何，將請學生分作正

反兩方口說發表。同時並思考自己在相關議題寫作時，可以加入自己的哪些經驗，

將其清楚並充分口語表達出來。 

 

表 3-3-1 PREP流程表 

資料來源：修改自 Felton& Herko(2004) . From Dialogue to Two-Sided Argument: 

Scaffolding Adolescents' Persuasive Writing[Monograph]. Journal Of Adolescent & 

Adult Literacy, 47(8), 672-683. 

PREP流程 

Position：針對這篇文章，你的觀點/論點是甚麼？ 

 

 

Reason：你的理由依據是甚麼？ 

 

Explanation：請解釋你的理由依據。 

 

Proof：請舉出支持你的論點以及理由的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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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學習單表現 

    學生練習對話論辨學習單（表 3-3-2）、文章修正表（表 3-3-3），針對課堂中議

論文歷程性的發展。藉由學習單上引導的問題，學生開始針對論點修正與檢視，

並且有意義地發展自己的議論架構，漸漸地形成一篇議論短文。 

    研究者在此，主要觀察與檢視的目的在於，學生透過學習單與上課口語發表

過程，連結從口說到寫作，以及幫助學生更能聚焦在建立論點、論據、論證的組

織上，藉此學生也能作自我檢視與修正。最後藉由文章修正表，由研究者命題作

文，給予學生練習一篇新的長篇議論文。 

 

表 3-3-2 對話論辨學習單 

資料來源：修改自 Felton& Herko(2004) From Dialogue to Two-Sided Argument: 

Scaffolding Adolescents' Persuasive Writing[Monograph]. Journal Of Adolescent & 

 

Position：針對這篇文章，你的觀點/論點是甚麼？ 

 

 

Reason：你的理由依據是甚麼？ 

 

Criticism：請說明與你持相反論點的對方如何針對你的論點提出批判。 

 

Response：請說明你將如何回應這些相反論點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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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ult Literacy, 47(8), 672-683. 

表 3-3-3文章修正表 

文章修正 

1. 思考一下，你想呈現在文章中的主要論點為何？ 

 

2. 你寫下了哪些內容，是有利於你提出的論點？ 

 

3. 想想你可以如何再加強你的論辨？ 

 

4. 看看你論點的內容所述，哪些部份可以增加或刪去？如果有，請問是那些，

並請解釋為什麼？ 

 

5. 在這課堂中，你學到了哪些內容，是可以使你文章的論述與結構更加緊密，

請寫下來並解釋為什麼？ 

 

資料來源：修改自 Felton& Herko(2004) From Dialogue to Two-Sided Argument: 

Scaffolding Adolescents' Persuasive Writing[Monograph]. Journal Of Adolescent & 

Adult Literacy, 47(8), 672-683. 

 

參、作文寫作表現 

    根據學習單的內容，學生思考自己的議論發展過程，也提供學生發展出長篇

議論文的機會。其評閱標準將以「論辯式文章評分標準」（參見表 3-3-4）（唐淑華、

林烘煜，2016）做寫作之評定，收集每次學生的作文，作為觀察學生寫作進步成

果以及檢測工具。 

    此評分標準主要針對三個寫作要點進行評分：題旨發揮、結構安排、資料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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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每項要點之下在包含四個細項標準，並依照標準之符合程度進行評分，A代

表完全符合（計 3 分）、B代表部分符合（計 2分）、C 代表不符合（計 1分）（參

見表 3-3-4）。 

表 3-3-4 論辯式文章評分標準 

寫作要點 要點細項標準 A：完全符合 B：部分符合 C：不符合 

題旨發揮 1. 內容清晰且聚焦 

2. 合理地提出正反舉

例來支持個人想法 

 

3. 想法新穎 

4. 想法具洞察力，能

做更高層次的理解

與思考 

A□  B  □  C□ 

A□  B  □  C□ 

 

 

A□  B  □  C□ 

A□  B  □  C□ 

 

 

結構安排 1. 結構安排符合邏輯

性 

2. 組織結構能扣緊主

題 

3. 轉折清楚 

4. 首尾連貫完整 

A□  B  □  C□ 

 

A□  B  □  C□ 

 

A□  B  □  C□ 

A□  B  □  C□ 

 

資料掌握 1. 取材資料合宜 

2. 能深刻回應引導內

容 

3. 舉證詳實貼切 

4. 材料運用恰當 

A□  B  □  C□ 

A□  B  □  C□ 

 

A□  B  □  C□ 

A□  B  □  C□ 

 

第四節 實施流程 

    本研究的重點在透過行動研究之歷程，探知以「說」帶「寫」之議論文寫作

教學方案在課堂運用的過程與結果，包括學生改變情況、研究中的問題與發現。

在研究進行前，研究者便蒐集國內外相關文獻閱讀、重新檢視國文科專業科目的

文本探究，並且回顧過去在作文教學中的實施過程有哪些需要修正與疏漏之處，

為下次的教學與研究開啟了構思、發想。本研究之實施歷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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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熟悉醞釀期（西元 2015年 8月至 2015年 10月） 

    這階段的第一個月，是研究者正式進入現場教學，師生彼此互相適應階段。

研究者於此確認八年級普遍在七下段考時各完成一篇作文，同時研究者觀察學生

對於議論文寫作上相對地概念不足，研究者在此階段將於對學生的平日觀察、國

文課堂的教學過程、作文課堂的各項所思所見，皆記錄下來，藉以未來對於研究

問題意識的釐清，以及實務上的參考與解決。 

    研究者依據前述的文獻探討與相關理論的綜合，並搭配研究者預計課堂教學

之文本整理如下表格： 

表 3-4-1 中學國文科第三、四冊議論文課文列表 

 課文名稱 作者 論點 實施日期 

國文科 

第三冊第二課 

愛蓮說 周敦頤 藉由作者愛惜蓮

花的心志，強調

培養君子美德的

重要 

20150913 

 

國文科 

第三冊第二課 

補充教材 

你該去看花 阿盛 花朵能怡情養性 20150920 

國文科 

第三冊第七課 

為學一首示子

姪 

彭端淑 學習（學之）就

容易 

學習（不學）就

困難 

20151118 

20151119 

國文科 

第三冊第十課 

酸橘子 琹涵 有成熟的身心，

才能有美好的兩

性關係 

20160106 

20160107 

國文科 三種成長 王鼎鈞 把握光陰，使學 20160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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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冊第一課 

 

 識技能、品德，

和年齡一起成

長，充實生命 

20160215 

    這時期為第一次段考前，研究者所教授的第一篇議論文為〈愛蓮說〉。藉由此

課作議論文架構教學，深入引導學生認識議論文，標出段落間的「論點、論據、

論證」，以及標示「正反論證」。搭配課堂發問，請學生表達課文作者旨意、論點

內涵、正例與反例的比較等等。 

    同時研究者也收集學生作文、學習單、暑假作業等，藉以探知學生寫作的程

度以及搭配課堂教學上，對議論文的熟悉度與接受度分別為何，希望能幫助研究

者與學生在課堂教學策略的實施與進行。 

 

貳、探索發展期（西元 2015年 11月至 2016 年 1月） 

    此時期為研究者進行研究第一循環階段，由於研究者在實施班級的課表編排

正好有連續兩堂的國文課，所以研究者將利用每周的此時 100分鐘的課堂，從學

生已習得文本出發，進行寫作教學策略。 

    針對國文課本中議論文，內容分析後並且將課文結構化、設計學習單，以課

堂發問的同時輔以學習單，會加強學生說的能力，例如從課文為出發，說出本文

的論點有哪些？作者提出的正/反面論述為何？請學生自由發表，並將自己的想法

根據文本寫在學習單上，預計在 11月底，將漸漸讓學生練習議論文短篇文章、大

約在十二月到一月開始進行長篇文章撰寫，研究者並以大考評閱標準為依據進行

批閱，做為參考依據。研究者將資料收回作統整與分析之用。教學設計與流程請

詳見附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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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將研究流程圖 3-4-1表示如下： 

  課文、閱讀資料 

 

   

 PREP 流程表學習單 

 

 對話論辨學習單學習單 

 

  

 

 文章修正學習單 

                                             

  

 

  作文 

  

  

 

 

圖 3-4-1 研究流程圖 

 

參、行動省思期（西元 2016年 2月至 2016年 4月） 

    此時期橫跨寒假，為研究者進行研究第二循環階段，每次學生的課堂回饋也

是研究者作教學上的修正與省思的主要參考。學期末與學期初持續進行一周一次

兩堂課約 100分鐘的議論文寫作教學方案，除了不斷思索，加上第一循環階段的

反省與依據，教材選擇除了課本中的議論文以外，並會外加研究者整理的議論文

相關文類、補充資料。 

熟悉文本 

鼓勵口說表達

提出論點 

引導討論 

口說表達 

引導寫作練習 

學習單 

長篇作文 

寫作評閱 

教學反省 

課堂教學紀錄 

學生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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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寒假作業的規劃，研究者將設計一份至兩份寒假作業，內容是請學生從報章

雜誌上，或是任何文章，請學生選擇一篇並分析作者的論點、論據、論證，按照

三張學習單的模式練習撰寫，並請學生完成後，再依照自己所述，新擬自己的論

點、論據、論證，請學生以自己的觀點切入並且加以改寫，發展一篇議論短文。 

 

肆、整理撰寫期（西元 2016年 4月至 2016年 6月） 

    將過去實施階段所蒐集的資料一一進行整理與分析，透過分類編碼、呈現分

析結果，撰寫於研究中。 

 

第五節 資料蒐集與編碼 

    為達研究目的，研究期程在學生中學二年級期間，橫跨上下學期，並從過程

中相關資料作蒐集、分析、以及整理皆同時進行。因此研究者在寫作教學的過程

中，一方面進行教學觀察，另一方面記錄自己教學實際時的省思，並且課堂學生

寫作練習，不論是學習單或是學生課後意見調查表，將與作文一併蒐集、整理與

編碼，作詳實的資料蒐集。另外為增進可信度，同時使用三角檢證方法

（triangulations）（陳向明，2002），將蒐集資料與研究者的觀察紀錄、省思紀錄做

對比以及分析，如有差異將再進一步進行與學生進行訪談，以釐清研究中的問題

與差異，盼以更加強化研究實徵。 

  

壹、資料的蒐集 

一、觀察記錄 

    研究者觀察教學現場，學生對於議論文寫作學習的表現行為作觀察並且加以

記錄，提供研究者往後在問題釐清、研究省思上所使用的參考資料。 

二、教學省思札記 

    每一次寫作教學活動結束後，研究者會以教學省思札記記錄在每次教學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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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所思所得、遇到的困難，與發現，內容亦包含教學活動、議題討論，與特定

事件的省思。 

三、口說表達表現記錄、學生學習單與作文 

    學習單是指議論文寫作教學方案於課堂活動中學生經由討論或是獨立完成的

作業，屬於教學方案中的隨堂檢視以及練習；作文則是議論文練習寫作的長篇文

章，用以檢測學生針對議論文學習成效。作文在第一次行動與最後一次行動時請

學生作撰寫練習，而第一篇作文即是作為前測資料、第二篇則做為後測資料。將

兩篇文章以論辨式文章評分標準（唐淑華、林烘煜，2016）作為評分依據，並且

綜合與諍友的討論與建議，而以檢測學生寫作能力中，對於文章結構安排之表現。 

     

貳、資料的編碼 

    文中以括號列出資料出處，原始編碼以重編呈現，其整理與引用，為下表所

示： 

表 3-5-1 資料編碼對照表 

編碼 說明 

課堂觀察記錄/20150901 表示研究者在 2015年 9月 1日進行的教室觀察記錄 

課堂錄影/20150901 表示研究者在 2015年 9月 1日進行教室錄影 

教學省思札記/20150901 表示研究者在 2015年 9月 1日的教學省思札記 

S1上/學習單 1-1 表示編號 1號學生在第一次行動的第一張學習單 

S1/寒假作業 表示編號 1號學生的寒假作業單 

S1/平時作業 表示編號 1號學生的平時作業單 

S1/作文 1-1 表示編號 1號學生在第一次行動的第一篇作文 

訪談對話/20150901 表示研究者在 2015年 9月 1日進行的訪談對話 

諍友談話/20150901 表示研究者在 2015年 9月 1日與諍友的討論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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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資料處理與分析 

    本研究以學習單、觀察、教學省思，與作文等質性資料為主，以描述統計、

作文前測與後測分析的量化資料為輔，藉此檢視學生學習上的進步與改變情形。

在處理與分析的過程中，為避免因研究者因人主觀而產生偏差訊息，為了消弭偏

見造成的研究分析的可信賴度，將使用三角檢證的檢核方法，透過觀察記錄、教

學省思札記、學生課堂學習單、作文，與訪談資料等所蒐集到資料，進行交互檢

核作為研究分析時依據。從不同的方法，蒐集不同來源的各項資料，最後依照不

同觀點檢核真相以及研究發現。 

    研究者在此行動研究中也將透過研究期間不斷地向指導教授請益與解惑，輔

以資料分析、專家學者、現場其他教師意見，降低研究者主觀判斷和偏見，盼研

究者之教學方案與活動能有效檢視並且問題解決。 

 

 

 

圖 3-5-1 三角檢證圖 

 

第七節 研究倫理 

    本研究探討「以說帶寫」議論文寫作教學方案設計與實施課堂中的成效，研

究者使用課堂文本作為教學素材，並於課堂時間執行，而未另覓時間進行教學活

動。研究者自行動發想至執行的歷程，考量其研究倫理，因此特在研究前列下以

下考量： 

壹、學生、導師，與家長知情 

    學生，導師與研究者皆為研究參與者，尤其是學生與研究者之間關係更為密

切，是直接在課堂一起改變的主要對象。在行動研究開始前，先透過導師得知學

文件資料 

訪談對話 觀察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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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七年級時議論文寫作之表現，並與導師討論研究計畫執行之可能性；在課堂中

讓學生知情進行研究的目的與流程；家長日時亦告知家長研究計畫、研究目的，

與研究流程。就三方皆知情並同意研究後，研究者便詳細擬定爾後之計畫與細節。 

貳、課堂進度 

    本研究主要內容為以說帶寫之議論文寫作教學，教學的素材以課堂文本為主，

透過課堂教學時順道帶入以說帶寫之議論文寫作教學方案，就課程進度而言，研

究者原本便曾在課文教學時融入寫作引導，因此在時間、進度安排上，並未造成

緊迫問題，維持正常教學進行。 

參、資料保密 

    為維護學生之個人隱私，研究中蒐集之文件資料、訪談資料所提之學生編號，

皆經研究者重新亂數編碼後呈現，而涉及之姓名處，均以匿名方式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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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歷程與省思 

    本研究的進行是以八年級國文教科書課文為媒介，透過以說帶寫的議論文寫

作教學方案，發展出課堂寫作教學，以增進學生議論寫作的能力。 

    在熟悉醞釀期中，研究者先以〈愛蓮說〉、〈你該去看花〉兩篇課文為前導課

程，依照文獻中有關議論文說寫引導方式，先於此兩篇課文教學中實行、帶學生

認識議論文結構；探索發展期則加入 Felton、Herko(2004)的以說帶寫議論文寫作

教學之學習單，結合課文〈為學一首示子侄〉、〈酸橘子〉，進行更進一步的教學發

展；最後以〈三種成長〉做為總結。 

    每個階段皆省思與修作，並為下一循環的改進參考，於此，研究者開始在國

文課堂中進行以說帶寫之議論文寫作教學。 

 

第一節 熟悉醞釀期 

    本研究於 2015 年的 8月開始構思，至 10月開始行動，透過課堂議論文形式

的文本分析，帶領學生認識議論文的架構，進而發展出議論文寫作方案。並希望

瞭解經此教學策略過程後，學生在議論文寫作困難的改善情況，與議論文寫作能

力的增進。 

    由於研究者在本階段第一個月獲得學校通知，將擔任八年級的國文專任班級，

因此乃開始準備課程、熟悉課程，並與指導教授請教關於自己的研究方向，同時

針對議論文教學的資料多方蒐集與整理。 

    第二個月研究者正式展開本行動研究。為了解學生寫作能力，研究者先檢閱

過去校內各次段考的非選擇題，以及班上的寫作情況，發現學生對於議論文寫作

的確經驗較不足。根據導師提供學生的作文，歸納出段考與平時練習的作文文章

類型皆為抒情文與記敘文，議論文的練習闕如。因此研究者將平日對學生觀察、

國文課堂中的各項表現、作文課堂的各項所思所見，皆記錄下來，作為後續的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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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與修正依據。 

    下表為研究者於此行動階段，整理出的文本教學目標與實施時間列表，部分

教學目標參考自〈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語文學習領域（國語文）〉之分段

能力指標：         

表 4-1-1 文本教學目標與實施時間列表-1 

 教學目標 實施時間 

第三冊第二課

愛蓮說 

周敦頤 

1.熟習文言議論文之架構 

2.能指出文章中的論點 

3.能閱讀不同表述方式的文章 

4.能說出文章的寫作技巧或特色 

第一節課 

20150913 

第三冊第二課 

補充教材 

你該去看花 

阿盛 

1.認識白話議論文之架構 

2.能閱讀不同表述方式的文章 

3.能說出文章的寫作技巧或特色 

第二節課 

20150920 

 

壹、課程單元名稱：〈愛蓮說〉 

一、教材與教學設計 

    研究者著手的第一篇議論文是〈愛蓮說〉。文章的背景大意是北宋理學始祖周

敦頤對於自己的理想人格的投射。全文主要是抒發個人的心志，藉蓮的特質來比

喻君子的美德，也用以自喻。 

    課前準備時，研究者收集關於議論文專書與文章，一邊對照著教科書文本，

事先深究與分析課文結構，並在課堂中逐步帶著學生一起認識該文本之結構。 

教學的進行方式主要是採用大班級提問教學法，帶著全班學生討論、問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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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蓮說 總述：「水陸草木」......二句 

       論點 正：菊「晉陶淵明」句 

            反：牡丹「自李唐來」二句 

            正：蓮花「予獨愛蓮」七句 

       結論    正：「菊」三句、「蓮」二句 

               反：「牡丹」二句 

               總結：「噫！菊之愛」等句 

圖 4-1-1 中學國文科第三冊第二課〈愛蓮說〉課文結構圖 

 

二、課堂教學： 

    配合國文課堂進度，此行動階段先帶認識議論文結構、正例反例，預計兩堂

課的時間引導。 

（一）認識議論文架構 

    首先第一節課，研究者以這課作為初步的架構認識，深入引導學生理解與認

識議論文，帶著學生一起標示出此篇文章的主要特色，而此主要特色為「正反例

證」的結構形式。 

    研究者帶入課文介紹時同時板書寫上「總述、論點、結論」，請學生找出課本

文句並且回答分別屬於「總述、論點、結論」中的哪一項，研究者便寫在黑板上

做圖示作用。待完成如圖 4-1-1的結構圖後，順勢帶領學生認識議論文架構。 

    一開始學生不明白議論文形式、正反例證是甚麼，因此研究者在課堂中再進

一步解釋，一個段落後為檢視學生是否以理解，便抽點學生回答問題，引導學生

看文中的正面例子即是蓮花與菊花、反例則是牡丹，作者透過這樣的舉例想要傳

達甚麼概念，研究者一一深入探問學生、引導學生。透過回答，研究者大致掌握

學生的理解情形，以及尚未釐清的部分加以解釋、再說明。 

 

 



46 
 

（二）引導學生認識正例與反例 

    進入課文，將生難字詞與文意帶過學生理解後，研究者搭配課堂發問，請學

生表達課文作者旨意、論點內涵、正例與反例的比較等等。由於已經事先了解學

生在七年級時並未練習過議論文，因此藉由這課論述清楚的文言文幫助學生理解。

有了前面課程將整課的生難字詞與文意基礎以外，再加上研究者在黑板上將課文

結構化上並且介紹一遍，學生們普遍已熟知，作者周敦頤為了將論點更加強調，

因此加入了正例與反例來襯托他所要凸顯的自我期許與自喻。 

研究者透過提問方式，確認每位學生大致上知道這篇課文的議論架構之後，

於是進入學生最難發揮與理解的「舉出正例與反例」。首先研究者從文本的「花」

著手，問學生所知道的花木的象徵意涵有哪些，盡可能地發表、分享，以及補充

同學的發表，我一方面登記在黑板上，依照學生所述，大致上有正面意涵、負面

意涵兩種。他們所舉手表達的有以下：梅花象徵堅忍不拔、玫瑰象徵愛情、竹子

象徵虛心氣節、松柏象徵長壽或是堅守節操、蘭花清高拔俗、喇叭花是三八、小

草象徵堅強生命力、牆頭草是搖擺不定的人……。研究者進一步詢問學生，如果

要他們選兩種植物分別當作自我期許的正例與反例，他們會怎麼選。學生 S4： 

    我會選小草，小草平常都見得到，操場上踏來踏去的，他們一樣好好的，比

賽的時候，小草的精神跟我們很像。可是負面的例子，我就不知道怎麼舉了，想

不到對應的植物……。（課堂觀察記錄/20150913S4）S4很認真想要知道負面的、

象徵中途放棄的植物有哪些，但是想不出來，所以下一個學生舉手，學生 S24： 

    我會選竹子跟喇叭花（全班哄堂大笑）。竹子是謙虛，喇叭花感覺很吵，那應

該很自大，剛好特質相反。（課堂觀察記錄/20150913S24）S24 覺得要用花代表人

的特質，他希望是這兩樣植物。研究者大致上確認學生都知道周敦頤舉正反例的

模式，請他們藉由文本出發的舉例，他們便很能夠延伸其他花木象徵，只是花木

作為論述舉例，會稍微薄弱，畢竟就像 S4 所言，很多花木象徵意涵並沒有涵蓋各

種人格特質，或許依此來模仿本篇文章或許尚可，但要發展一篇議論文是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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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由課文文本可以發現，論點、正反例舉證、結論是完整的，因此是一篇有完

整架構的議論文。以八年級的程度，大致上由課堂上討論，能清楚認識議論文架

構，但尚未知學生撰寫一篇具有議論架構的文章的能力程度為何。 

 

三、學生課堂反應 

    和學生討論到，甚麼樣的花木在一般人心目中象徵的意涵為正向的例子、負

向的例子，學生的反應很熱絡，這也是我覺得很新奇的部分。為什麼會這麼說呢？

因為早先我曾聽過許多前輩說過，對於中國古典文學中所謂的象徵，就學生的生

活經驗來說是抽象的、難以理解的，幾乎是憑空就要學生去記哪些植物有哪些象

徵義，所幸我觀察學生的課堂反應，還是相當熱絡的，而且舉手是知無不言，還

有更多屬於他們少女少男所知道的花語呢！因為學生對於花的象徵意涵是熟悉的，

也懂得舉例說明。 

 

四、教學省思 

    一般而言，文言文的議論文結構完整，容易使學生明白。但由於教學過程中，

研究者急於將議論文架構立刻教給學生，把文意理解交代完畢後，會希望學生可

以馬上知道論點是甚麼、怎麼從論點出發把正例、反例引導出來，反而就在課堂

上學生的舉手表達中可以發現，這是不可能一蹴可幾的。另一方面，文言文架構

明顯，加上研究者黑板上也畫有結構圖，因此對學生而言，理解文言文的議論架

構並不難，但是到了我請學生針對正反例的植物象徵做自己文章論點的選擇，他

們覺得並不容易駕馭，感到困難的原因如以下：對於象徵義放入文章的哪裡、如

何說明、象徵義如何衍伸思考與深入說明，是不理解的（課後訪談/20150913S23），研

究者思考或許是設計的問題本身就有侷限性。 

    而在這段教學過程中，研究者也在思考，白話的議論文也可以讓學生嘗試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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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其結構，以及文言文與白話議論文比較。主要原因是由於文言文的議論文表

述方式條理清晰、結構分明，許多現場教師與研究者的教學經驗中體會，在分析

結構上，文言文正是因為文句簡練，因此顯得說理清楚，學生也較容易理解其說

理脈絡。然而白話文的議論文表述方式亦不在少數，也是現代人所用之表達方式，

但通常不容易達到像文言文的條理清晰、結構分明，是故有此發想。這樣一來可

以再加深對議論文整體架構的印象，因此研究者有了下次文本的規劃與構想，決

定加入白話文的議論文文本，並與〈愛蓮說〉之結構做比較。 

 

貳、課程單元名稱：〈你該去看花〉 

    研究者在〈愛蓮說〉課程結束後，便開始構思下一次段考範圍的議論文〈為

學一首示子姪〉。在此之前，針對〈愛蓮說〉課後補充的白話文阿盛〈你該去看花〉，

正好當作是文言文與白話議論文的結構對照與解說。搭配課程進度，預計一堂課

的時間，認識本文主旨、引導學生認識白話的議論文結構，以及比較〈愛蓮說〉

之結構。 

一、教材與教學設計 

    作者阿盛說明在臺灣這塊「終年樹長綠」的土地上，四季、到處都有花，有

些花不必等到屬於那個花的花季，就可以欣賞到，而不論怎麼的心理狀態，花自

有讓人們調適各種心態的作用。研究者事先規劃此課的教學，此文架構與〈愛蓮

說〉不同，正好作為白話與文言的議論文架構對照。 

你該去看花  論點：住台灣的愛花的人真是福氣！ 

            論據：正-四季都是花 

                  反-抱怨臺灣無花，不像紐約、巴黎、羅馬街頭到處可買 

            論證：舉例 作者去花市遊逛體會到了謙虛 

                       類推並鼓勵大家多接近花，各種花帶給人各種感受 

圖 4-1-2 中學國文科第三冊第二課補充教材〈你該去看花〉課文結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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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課堂教學： 

（一）帶領學生認識議論文架構 

     研究者剛開始引導學生閱讀此篇，說明作者論點以及文章中的舉例，並請學

生回想〈愛蓮說〉的架構，同時畫上本篇文本的結構圖在黑板上，研究者先問學

生這篇文章與結構上哪裡不一樣、哪裡一樣？S16：「一篇白話文、一篇是文言文。」

（全班笑出聲）（課堂觀察記錄/20150920S16）研究者：「是啊！一篇文言一篇白話，很

明顯。但只有這樣嗎？」S21：「可以講（兩篇文章）相同的地方嗎？〈愛蓮說〉

有正反的舉例，這篇文章也有正面與反面的例子。」（課堂觀察記錄/20150920S21）研

究者就這學生的表達內容繼續往下導引，並寫詳細說明：論點建立後，再來就是

言之有據，要有材料作為根據才讓人信服，這就叫做論據，就是課文中的這段「正

-四季都是花；反-抱怨臺灣無花，不像紐約、巴黎、羅馬街頭到處可買」（指引學

生看結構圖與文本並對照）。 

    

（二）引導學生認識論據與論證 

    全文篇幅不長，研究者先請學生默讀課文一遍，之後便抽點學生簡要說明這

課的主旨為何。被抽點的學生普遍可以回答得很詳盡，帶領學生將文意解說，課

堂中與學生的對答內容中發現學生對於議論文的漸漸熟悉，例如舉手的學生 S2

說：  

    〈愛蓮說〉跟〈你該去看花〉很像我們作文中間的第二段一樣，有寫出例子。但是例子很  

      多種，甚麼都可以寫進來嗎？（課堂觀察記錄/20150920S2） 

    S2提問的點是因為〈你該去看花〉文章中，相較於〈愛蓮說〉，作者列舉相當

多種花，也將每種舉例的花種做特質的連結，與上節課請學生思考並回答花木象

徵對比之下，一樣是關於花的議論文，兩文撰寫方式從舉例到論述大不同，學生

便能提出兩篇文章在都描寫花的前提下，其中的差異之處，學生對於結構的感受

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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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者再請學生就課本上的文句，回答黑板上畫的「論點、論據、論證」，分

別屬於文本哪些句子，找出來的同學舉手發表，其他同學可以作補充，或是解釋

為何是這些文句。 

三、學生課堂反應 

    一開始進入這篇白話文，研究者先問學生這篇的架構看起來應該是哪種文章

類型，學生有的說抒情、有的說記敘文，可以見得白話文的議論結構對學生來說

不容易辨識。但是學生 S15 認為對於花木的描述沒有〈愛蓮說〉那樣嚴謹，因為

〈愛蓮說〉的主旨是藉由花的特質象徵人格與價值觀，阿盛的〈你應該去看花〉

則對於花木觀點不會單一，認為四季的花都值得欣賞且人們可以藉由賞花轉化心

境，所以反而認為白話文這篇比較有彈性。研究者以為，學生的看法與文章架構

較沒有關係，但卻是針對文本內容與形式種類的感受不同，這是研究者在課堂中

的另一新奇發現，是從學生回饋中得到的。 

四、教學省思 

    在這裡學生對於課文出現的文章可以輕鬆辨識出議論文的形式，研究者過程

中以列舉課外議論文（阿盛〈你該去看花〉）作範例，提供學生辨識，一方面做學

習階段檢測、另一方面是研究者亦藉此確認學生是否完全理解議論論架構與形式，

但仍然對自己想舉例說明而感到困難。課堂中，研究者也發現，針對議論文結構

的理解，在研究者搭配文本教學，請學生發表，指出文本相對應的文句時，學生

已明白甚麼是論點、論據、論證。  

研究者在這裡並未再深入說明如何讓學生構思何謂舉例、怎麼舉例，尚停留

在架構認識上。因此研究者便對行動往下個步驟作修正，決定於下次行動發展關

於如何引導學生「舉正例反例」的思考歷程，透過口說表達進而手寫，下個階段

也帶入了 PREP 流程表、對話論辨學習單、文章修正表，完備整體口說到手寫的引

導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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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探索發展期 

    經由熟悉醞釀期的進行，11月時研究者帶引學生更進一步熟悉議論文架構，

因此從兩篇議論文（分別一篇文言文、一篇白話文）的著手，於課堂教授文本內

容時順勢帶入。 

    在前一階段的行動，學生理解甚麼是議論文結構，而在正反例的說明略知部

分，對於如何針對論點舉出正例與反例學生尚有舉不出來的困難。研究者初步先

就結構的教學作為序曲，至於正例與反例引導，有了前兩篇的經驗，以及研究者

收集學生課堂上討論與發表的觀察記錄來看，在學生對於議論文結構已有初步認

識之下，依照研究者所安排的五篇議論文的進行到了第三篇、第四篇，目的讓學

生理解論點的建立以及正反例的呈現。 

 

表 4-2-1文本教學目標與實施時間列表-2 

 教學目標 實施時間 

第三冊第七課 

為學一首示子姪 

彭端淑 

1.能指出文章中的論點  

2.能說出文章的主旨、取材、與結構 

3.學會舉正例與反例 

4.能在口述作文與筆述作文中培養思考 

5.練習寫作 

第一節課 

20151118 

第二節課 

20151119 

第三冊第十課 

酸橘子 

琹涵 

 

1.能指出文章中的論點 

2.能閱讀不同表述方式的文章 

3.能說出文章的主旨、取材、與結構 

4.學會透過正例與反例加以論述 

第三節課

20160106第

四節課

20160107 

 

壹、教學設計 

    搭配〈為學一首示子姪〉的課堂進度，在第一節課除了先帶學生認識本課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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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與生難字詞後，第二節課將進入文章作形式與內容探究期間便會帶入 PREP 流程

表作口說表達引導，第三節課則是，從對話論辯學習單深入理解議論文行文方式，

最後透過文章修正表，檢視自己在一長篇作文的撰寫構思。綜合上述，以說帶寫

之議論文寫作教學進行預計約進行兩節課的時間。 

一、課程單元名稱：〈為學一首示子姪〉 

（一）教材內容大意 

    〈為學一首示子姪〉一文，彭端淑寫作的目的，是用來訓勉子姪，提醒他們

做學問的道理唯有努力不懈怠、持之以恆，學不躐等，並且沒有捷徑也不應坐待

原地不思前進。 

    研究者這階段帶學生深入認識議論文正例與反例的撰寫方式，將本文架構圖

整理如下。在課堂中從與學生的問答之間，順勢將此結構圖完成於黑板上，提供

學生先全面通盤的認識這篇文章，從建立論點、論據、到論證： 

 

 立論：努力不懈 天下事     正：為之 

                          反：不為 

                人之為學  正：學之 

                         反：不學 

 論據：為學與資質 正：昏庸-旦旦而學之，久而不怠焉 

                  反：聰敏-屏棄而不用，與昏庸無異 

                  論證：貧富二僧之去南海 

 總結：昏庸聰敏之用豈有常哉？ 

圖 4-1-3 中學國文科第三冊第七課〈為學一首示子姪〉課文結構圖 

 

    文章共四段，分成論點、論據論證、結論三部分。其中論據與論證為「據理

論證」與「舉例論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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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第一段（起）先說明一般論點：先泛說天下事沒有絕對的難易，凡事皆

有難易，關鍵在於「為」與「不為」。接著導入具體論點：說明做學問也是一樣，

為學有難易，只看是否夠努力學，關鍵在於「學」與「不學」。  

    第二段（承）：論據以據理論證為要，承接第一段並進一步說明昏庸不可限、

聰明不可恃，運用對比手法，從正反面論證說明，天資高下絕非為學是否有成的

關鍵，關鍵全看個人是否力學不倦，強調唯有不斷學習方能有成。  

    第三段（轉）：以舉例作為論證。舉蜀地貧富二僧為例，進一步申論正反對比，

證實只要能付諸實際行動，終有成功之日，否則即使條件再優越，終究只是空想，

用證據加強說明有志竟成的道理。  

   最後，第四段（合）：結論用來總結前文。勉人不論資質高下，都應該立志向

學（或學習任何技能與事情），努力不懈。  

 

（二）課堂教學 

1.文本探究 

   研究者在進入課文的文意賞析、修辭、生難字詞講解時，亦在課文開始時便融

入此篇架構的認識。相較於上次行動的前兩篇課文，研究者探究此文時發現此篇

協助學生架構認識更加深刻，S5：「老師所說的架構，這篇文章的結構圖比較清楚，

覺得這篇課文也很好背，上課聽老師講之後，才發現是它的架構很完整，背了上

一句，下一句就大概記得起來了。」（課堂觀察記錄/20151117S5）。 

 

2.帶入以「說」帶「寫」 

    研究者課程進行中，透過以「說」帶「寫」方式，帶領已認識議論文結構的

學生們，開始初步討論此篇文本。首先是搭配課文與黑板之結構圖，讓學生透過

教師或同儕，在課堂問答、討論、正反意見敘說，進而透過對話釐清對文本架構

的熟悉，並且能自己說出與舉出想法與其他例證，一方面理解作者在行文中的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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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與意義，另一方面熟悉議論文撰寫的模式、正例與反例是如何在文章中呈現。

整理思緒與對話後，學生將自己的觀點與想法，經過自己說話整理，再一一寫入

研究者課堂引導之學習單中，作為議論文步驟式地歷程效果。 

    另外在這次行動的最後，完成課堂學習單的操作，研究者配合這課的內容與

文章類型，設計一篇作文讓學生練習，並做為此階段行動之檢視，題目為「追求

學問的態度」。設計的目的希望從中探究學生在議論文的架構、正例反例的運用的

呈現。 

 

（三）正與反的往復-如何建立正例與反例 

1.PREP流程表 

    在課堂進行時，首先提取學生的舊經驗，請學生回想並根據上次〈愛蓮說〉

與〈你該去看花〉的議論文架構思考此次文本。研究者先請全班把這篇文章的架

構再複習一遍，並且從 PREP 流程表上的問題思考自己要如何回答，有四道問題：

Position（針對這篇文章，你的論點是甚麼？）、Reason（你的理由依據是甚麼？）、

Explanation（請解釋你的理由依據。）、Proof（請舉出證據以支持你的論點或理由。）。

依序由上而下的問題，對照課文文本以口說回答，並且舉手回答問題的方式進行。

在全班透過口說方式將文本以及流程表的問題接釐清後，請學生寫下自己的口說

回答在流程表上。 

    其中作者除了使用努力與不努力這組正反例，另外再加入貧和尚跟富和尚分

別一個屬於正面例子，另一個屬於負面例子，用來加強全文的論點，研究者便請

學生再從這些例子中找出與 PREP 流程圖中相對應的關係。研究者在教學當下以及

課後檢視課堂紀錄、觀課紀錄，發現學生在課堂上能舉手表達說出自己的看法，

在論及寫作之前，學生都能對文本侃侃而談首先引導學生一起看的第一道題目是

「針對這篇文章，你的論點是甚麼？」，S2：「努力是直接行動，不能像富和尚一

樣只說不做。」（課堂觀察記錄/20151117S2）、S4：「努力就會成功，不努力就不會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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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得課文講得內容其實很像龜兔賽跑。」（課堂觀察記錄/20151117S4），研究者聽到 S4

的回答，才發現果然課文舉的正反例子很像寓言龜兔賽跑。 

    當研究者繼續往下引導「你的理由依據是甚麼？」大多數的學生能依照課文

大意作為答案。進一步請學生解釋，幾位學生的回答認為努力很累，但是不努力

就不會成功，所以有時候想放棄寫作業，發現寫作業達成的成功不是很高的誘因，

S6：「老師我可以上課認真上，但我不想寫作業，這樣算努力嗎？那如果不算（努

力）的話，可是我有認真上課耶！」（課堂觀察記錄/20151117S6）。 

    當認知的部分基礎認識後，學生舉手或被教師抽點問題，除了少數害羞的學

生以外，學生願意發表自己的發現與答案，這對表達是很大的幫助（課堂觀察記錄

/20151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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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1 S25 上/學習單 3-1 

2.對話論辨學習單 

    在藉由上節課帶入 PREP 流程表，帶學生認識這篇文本的正反例使用，上次的

問答以及寫下學習單的歷程，學生已熟知這課在議論時與作者傳達的概念之間關

係為何，因此研究者這節課開始先將學生分成兩組，一組反方、一組正方，對照

著對話論辯學習單，請反方持與文本相反意見，正方則維持原文論述，引導學生

對於建立自己的論點、論據、論證，探知學生經過這樣的過程又會是呈現怎麼樣

的想法。這份學習單上有四道問題：Position（針對這篇文章，你的論點是甚麼？）、

Reason（你的理由依據是甚麼？）、Criticism（請說明與你持相反論點的人，會如

何針對你的論點提出批判？）、Response（請說明你會如何回應這些相反論點的批

判？） 

    要學生持相反論點反抗作者在文本中的觀點，此時的他們，有的人覺得新奇，

有的人覺得跟作者不同的觀點是件奇怪的事情。這時候與作者相反論點的反方雖

然覺得很特別，但是反方後來也認為，要不努力就能達成目標，真不是簡單的事

情，例如 S21：「有些人不用很努力就可以獲得高分，或是上課不抄筆記直接聽，

下次考試就可以考很好。」（課堂觀察記錄/20151118S21）、S7：「這樣的情況是有啦！

但是那種人很少吧！但出現的話就會讓人覺得努力不懈是件讓人灰心的事情。」（課

堂觀察記錄/20151118S7）、S3：「說不定他努力認真的一面是我們沒看到的，有些人說

沒念但都考很好根本騙人，一定有念啊！（全班笑出來）」（課堂觀察記錄/20151118S3）。 

 

3.文章修正 

    文章修正是在課堂中 PREP 流程表與對話論辯學習單完成後，下堂課教師引導

寫作時，為檢測學生對於自己心中議論文的概念形成之程度為何所使用的學習單

工具。主要有幾個面向：1.首先是自己所立訂的論點；2.提出有利自己論點的理由

 



57 
 

與內容；3.思考如何加強自己的論辨；4.回頭看自己寫下的論點，哪些可以增刪？

並解釋為什麼；5.這門課學到了哪些使自己文章結構更完整的方法？為什麼？ 

    因此研究者在文本全部教學以及帶入 PREP 流程表、對話論辨學習單皆一段落

之後，希望學生透過前面所做的這些事情，做總結與最後釐清，於是研究者讓學

生課堂中口頭發表並且完成自己的文章修正，隔天請學生寫一篇長篇議論文－「追

求學問的態度」，S25：「上課努力聽講是我的論點，有利於我的論點的理由是因為

不認真聽老師上課就容易忽略重點，就會考不好、聽不懂接下來的內容，加強論

辨我想用自己的例子，尤其是數學科。」（課堂觀察記錄/20151118S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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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4-2-2 S12 上/學習單 3-3 

 

（四）師生的問與答-學習單分析 

1.PREP流程表 

    學生對於第一題的掌握大多相同也能精準掌握，學生 S21 舉手說道：「只要肯

做，就會成功。」（S21 上/學習單 3-1）、S11：「天下無難事，只怕有心人。」（S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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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學習單 3-1）……研究者見許多學生舉手回答的答案大同小異，皆以文本的主旨

為此題的論點，便又另外問是否有學生跟這些回答的學生觀點不同的，學生 S2表

示這課的論點很明顯，S5說：「我不做就不會有成功或失敗，要看事情對我來說重

不重要。」（S5 上/學習單 3-1） 

    第二題理由依據，大多數的學生認同作者所謂的努力不懈便能成功，但不少

學生認為做事成功的理由依據有些許不同，研究者亦覺得相當有趣，不同的學生

所切入的點也有所差異，但不離其宗，本課主旨與這些理由依據皆能相通：例如

S8說道：「只要努力，就算天資不好也能成功。」（S8 上/學習單 3-1）、S13：「只

有持續學習的人才能獲得成功。」（S13 上/學習單 3-1）這些是屬於與文本相同的

論點、S35：「以蜀鄙二僧來看，感覺有心就能做到，就看自己有沒有心想做這件

事情吧！」（S35 上/學習單 3-1）S35 認為「有沒有心才是做事成功與否之關鍵。」、

S7：「完成事情跟自己有沒有錢沒有關係，因為事情跟毅力有關。」（S7 上/學習單

3-1）由上述可知，成功的理由不盡相同，學生在此階段建立的論點皆與成功相關，

接著便請學生解釋自己的論點依據為何。 

    第三題請學生解釋理由依據，這題學生的答案相較於前二者，也開放許多，

學生加入自己的主觀想法，自行判定作者以及自己為什麼是如此的理由依據。S2：

「使用的例子很中肯，所以很有說服力。」（S2 上/學習單 3-1）、S22：「因為學校、爸

媽就這樣從小講到大。」（S22 上/學習單 3-1）、S32：「符合人們的個性也很貼近生活

的例子，所以作者才會寫給姪子們，小屁孩的個性就是這樣，所以都需要這樣被

講。」（S32 上/學習單 3-1）、S36：「我覺得作者這樣寫可能會比較有吸引力。」（S36

上/學習單 3-1） 

    最後一題，請學生舉自己的論點，這裡學生便很有共鳴，因為身處在學校中，

文本正是說明所謂的學與不學、學習態度等議題，回答多樣也更加踴躍：S9：「亮

哥（該班數學任課老師）有次上課跟我們說他國中原本數學很爛，但是他現在是

數學老師了，他說就一直拼命練習。」（S9 上/學習單 3-1）、S35：「我覺得自己在複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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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課的時候，如果沒有融會貫通，會考不好，但是我當下堅持認真讀下去，就會

融會貫通，也考得還不錯。」（S35 上/學習單 3-1）、S34：「我喜歡打籃球，但是我身

高不夠，所以以前的我在籃球場只能在一旁看，但是經過不斷練習，學生也都知

道我打得不錯，現在我能上場打比賽了。」（S34 上/學習單 3-1）、S2：「林書豪打進

NBA。」（S2 上/學習單 3-1）、S12：「我小學不會騎腳踏車，於是我每天努力在草地上

練習，終於成功了。」（S12 上/學習單 3-1）、S36：「只要努力運動與控制飲食，就算

是天生肥胖也可以瘦下來。」（S36 上/學習單 3-1）。 

2.對話論辨學習單 

    採取正反兩方相互論辨，跳脫文本以外的反例，或許是現實狀況寫照，那還

有可能發生怎樣的例子呢？以第三題 Criticism（請說明與你持相反論點的人，會

如何針對你的論點提出批判？）來看： 

    S21：「就算努力，可能也得不到好成績，因為很多科目都是這樣。」（S21 上/

學習單 3-2）、S22：「要上比較好的學校，雖然說努力求學應該就能達到，可是有些

人不努力就能上很好的學校。」（S22 上/學習單 3-2）、S7：「為什麼你努力這麼多，卻

考得比我低？」（S7 上/學習單 3-2）、S5：「我覺得我靠記憶就能考得比你高分。」（S5

上/學習單 3-2）。 

    第四題 Response（請說明你會如何回應這些相反論點的批判？）：S21：「現在

多努力，怎會知道以後不會得到輕鬆？」（S21 上/學習單 3-2）、S7：「你會因為這

個不好的習慣而後悔的。」（S7 上/學習單 3-2）、S5：「我不相信總是靠記憶就能高

分。」（S5 上/學習單 3-2）、S20：「這是先苦後甘的概念。」（S20 上/學習單 3-2）     

    學生討論到後來，先後請他們發表這樣正反方針對文本這樣的議題討論的結

果有甚麼感想。學生普遍回應是「努力一定成功，但成功有時候不一定是努力」，

但這種事情很少發生在每個人身上，所以最終還是得努力，只是每個人努力的程

度不一樣，而且不努力的原因他們大笑說是因為懶跟愛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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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文章修正 

    學生在這份文章修正單呈現兩極化，同時也是學生對自己這門議論文章寫作

架構的學習，初步的形成性評量。學生一方面撰寫此學習單，一方面也是為作文

打稿基礎作用，研究者觀察學生寫作文時，將這張放在一旁對照著看，如同架構

一般，提供寫作的步驟。在針對文章修正學習單進行一段落後，讓學生練習一篇

五百字的作文，寫作完成後研究者分析學生在第一次正式行動之後的作文表現，

對於議論文架構、正反例運用上的呈現為何，做這一階段行動的檢視與省思。 

 

4.學生作文分析 

    題目為「追求學問的態度」，學生在透過文章修正的參考設定下，全班 26位

同學皆在課堂 50分鐘內寫作並交給研究者。研究者第一遍翻覽，歸納未完成文章

的學生有 10位，其餘 16位學生書寫上大致擁有完整開頭與結尾，；第二遍批閱，

研究者以「論辯式文章評分標準」（唐淑華、林烘煜，2016）做評判標準，由於此

階段行動目的在於，讓學生依據這題目寫出結構安排完整的議論文，因此在評判

標準上，以「結構安排」為主。「結構安排」底下的四個評分項目為：1.結構安排

符合邏輯性；2.組織結構能扣緊主題；3.轉折清楚；4.首尾連貫完整。因為 10位同

學皆在第一項「結構安排符合邏輯性」便不相符，因此研究者評估中將其列為架

構不完整者；其餘 16位，在架構上文分四段，於首段建立論點，中間二段進而針

對論點加以舉例說明，最後一段為結論。 

    研究者在「結構安排」項目指標評分的全班得分情況整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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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2 作文 3-1結構安排項目指標評分統計表 

寫作要點 要點細項標準 各項目得分人數統計 

結構安排 1.結構安排符合邏輯性 

2.組織結構能扣緊主題 

3.轉折清楚 

4.首尾連貫完整 

A-4；B-12；C-10 

A-6；B-10；C-10 

A-4；B-12；C-10 

A-4；B-12；C-10 

    A表示完全符合；B部分符合；C 則代表不符合。研究者批閱後也請諍友一起

檢閱、討論，首先第一點結構安排符合邏輯性，學生在文章首段的論點建立，幾

乎全班都符合。唯進入第二段、第三段後，能承首段論點的邏輯性舉出例證的僅

四人；接著第二點緊扣主題，有六位學生每個段落都緊扣著第一段的論點，雖行

文的流暢性頗不足，段落間邏輯性也尚待加強，但也表示集中論點是很重要的，

能讓讀者感受到寫作者對於論點的強調。 

 

（五）教學省思 

    研究者認為應該針對學習單問題做修正，修正為學生較能被引導步驟式的完

成。或許要再簡化部分題目，讓學生更能精確思考自己從口說到手寫的一致與擴

展。幾位學生在課堂上舉手多次求助老師或是身旁學生，一再確認題目要怎麼從

自己口說進而寫下，覺得說很容易，寫很困難，因為不能寫得太過口語化，必須

先組織過才能變成句子、文章。這部分研究者的確之前沒有思考過有些學生是需

要口說到手寫之間搭設鷹架，下回設計題目與引導時需要再多聚焦、明確。 

    「以說帶寫」的活動帶入時，研究者發現這了一種情況：學生 A在課堂上舉

手口語表達的時候，學生 B、C……等是否可能只是聽其他同學的答案，就跟著附

和，事實上我的確觀察到這個現象，A發言完換 B時答案一樣，這時的我無法確

認發表的答案是意見相同或是隨從，但我盡可能地反問、追問、或是深問，讓學

生自己經過思考後回答自己的想法，幫助從說進入文字。但我也發現另一個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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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11 學生國字注音的程度不佳，作業考試與學習單有一半以上的字都是注音呈現，

但是研究者意外發現這門課讓他有口語機會表達自己的答案，他能獲得在國文課

中另一個增強的動力，而對他而言學國文並非只有讀寫，還有口頭發表，這項活

動能讓他找回自信，他覺得自己並不是不理解國文課堂做的事情、而是自己也參

與其中，一起討論與發表（課後訪談/20151120S11），這項收穫令我感到欣喜。 

    另一方面，指導教授與諍友的回饋作文題目：「追求學問的態度」。詢問指導

教授的建議是，應該將題目更加聚焦，讓學生可以針對自己的論點做闡述，不然

學生依然會寫成很普遍的概念，不夠深入。而提供學生從課文理解、認識議論文

的結構與舉正反例過程中，最後到完成第一篇長文，研究者發現自己未能給予學

生集材與組織的足夠時間，未能在時間的準備上去蒐集相關素材放進作文中，因

此也或許是造成文章內容普遍寫得較為淺層的原因。 

    研究者在課堂讓學生作文練習後發現，學生寫的論點有兩個現象，一是論點大

同小異；二是未能深入論述與發展，這也讓我感到困窘。研究者認為是自己太過躁

進，一下子請學生寫長文的緣故，於是也在學校與諍友小魚老師對於題目的討論，

小魚老師的想法是：議論文讓學生寫自己的想法，或許是題目的範圍太廣，學生看

到題目會直覺只寫成「我所知道重要的求學態度」，而非「我個人所認為重要的求

學態度」，因此建議應將題目改成：「我所追求的學習態度」（諍友會談紀錄/20151120）。 

    給予學生寫的長篇文章在研究者批改以及與諍友討論後，學生在這篇文章呈

現兩極化：一種是文分四段，將論點、正反例證、結論架構雖完整呈現，但內文

仍普遍在表面論述，未有自己的深刻見解；另一種卡在中間正反例證後，便來不

及寫下結論的。研究者思考除了研究者本身在作文題目命題與說明部分需要再聚

焦以外，再來便是轉化方式，思考著應該下回進行時選擇漸進式地引導，或先以

短文練習、或日記、小品寫作皆可，不應該像這次一下子便給予長篇作文寫作，

似乎稍微急切躁進，也如同指導教授不斷提醒著歷程性寫作，漸進式地發現與看

見學生循序漸進的可貴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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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課程單元名稱：〈酸橘子〉 

1.教材內容大意 

    〈酸橘子〉一文，為一篇「藉物說理」的論說文。作者以設問法開頭，透過

「強摘的果子不甜」隱喻文中欲說明的「不成熟的愛情難以芳醇」的道理，接著

藉由親身品嘗酸橘子的經驗，闡述青澀的果子需要等待成熟，正如青少年應在少

年時光努力進德修業，不要急於結交異性朋友，以期他日綻放的甘美。 

2.文本探究 

    研究者事先將課文結構圖整理，在課堂教學中融入，請學生回答對照黑板上

非別屬於「舉例、論點、論據、結論」的文句，並且讓學生清楚此課文本中運用

正立反例並陳的方式，用以說服、證明自己的論點。 

 

 酸橘子 舉例 反：酸橘子-不吃了 

             正：甜橘子-過一個禮拜後......好甜哪 

        論點-強摘的果子不甜 

        論據 青澀果子需要一段「果熟期」，由酸澀轉為甜美 

             青少年一如橘子，由青澀轉為圓融成熟，需要時間醞釀與進德修 

             業，方得使自己身心成熟 

        結論-由青澀轉變......芳醇甘美的日子 

圖 4-1-4 中學國文科第三冊第十課〈酸橘子〉課文結構圖 

 

文章共十三段，分成建立論點（第一部份）、論據論證（第二部份：以物為證）、

論據論證（第三部份：藉物說理）、結論四部分。 

    首先第一段至第二段為全文第一部份，先說明一般論點（立論），作者提出詢

問，並且使用例證做譬喻，點明「強摘的果子不甜」。說明果子的成熟需要耐心的

等待，不應急於摘取，否則有害無益。  

 



65 
 

    接下來第三段到第七段為全文第二部分（以物為證），接續著前兩段的例證繼

續發展論述，作者看到新上市的青綠橘子，在懷疑的心情下說服自己青綠代表新

鮮。買回青綠橘子後，親身體驗到極酸的滋味。酸橘子無法入口，只好暫且擱置

一旁。但經過一段時間熟成的橘子轉酸為甜。藉由品嚐酸橘子的經驗，了解「果

熟期」的意義。 

    第八段與第十二段為全文第三部分（藉物說理），作者將例證論據更深入闡述，

由酸橘子聯想到學生因好奇而過早接觸戀愛，甚至影響學業的現象。解釋異性朋

友的結交為人際關係的一環，並說明擁有良好人際關係的益處。最後表示求學階

段的青少年正如尚未成熟的澀果，必須經過熟成的等待以累積更多甜美。 

    最後第十三段為第四部份，再次回扣全文的論點收束為結論並呼應首段，勸

勉青少年應把握時光，努力學習，以積蓄更深的智慧與更大的力量。反問青少年

在現階段是否已具備與異性交往的能力。果熟期的等待是必然的，青少年的成長

也當如此。 

 

3.教學設計理念-正反方辯論 

    研究者課程以「以說帶寫」方式進行，鑒於〈為學一首示子姪〉的行動中，

自己在引導學生思考與建立論點時的不明確，特地在這課設計正反論點的辯論、

以及正反論點的論據發展，辯論可以幫助學生深入、集中思考，也可以幫助學生

在寫作架構建立上更加客觀豐富（吳丹寧，2005）。但是帶辯論時仍需要教師在旁

隨時注意與引導，研究者於此發現學生偶有離題，因此過程中常有不斷拉回正題

的必要。 

    再來是因為上個行動階段在〈為學一首示子姪〉一文結束課程後，便讓學生

寫一篇作文，經過研究者批閱與省思、諍友討論後，修改為這次〈酸橘子〉課文

將以說帶入短文撰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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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習單進行與學生課堂反應 

1.PREP流程表 

（1）說話-酸橘子與甜橘子 

    經過辯論後，學生對課文文意的理解更為深入，了解作者所呼籲的即是利用

橘子成熟與否，套用在青少年戀愛的情況。學生對文意初步熟悉後，研究者在 PREP

流程表進行前，研究者在進入這課先請學生說話，針對討論主題，表達意見，說

出理由，目的是讓學生理解作者在文中運用橘子的酸甜比喻，當作正反對比的寫

作手法，以及其引申出的正面與反面論述。討論主題先從課文的橘子比喻為出發：

是否吃過酸的橘子？可以說一說感覺嗎？它的表皮及顏色如何？請學生描述。反

之，說一說吃過甜的橘子的感覺嗎，以及它的表皮及顏色如何？最後請學生說一

說酸橘子與甜橘子的差別。 

    由於例子貼近生活，因此學生的表現與反應相當直接，而歸納課堂紀錄，認

為酸橘子比較好吃的僅兩個人，一個認為自己喜歡酸滋味，另一個認為可以開胃，

S22：「比較酸的橘子好吃，覺得可以讓我想吃更多東西。」（課堂觀察記錄/20160106S22）；

其他人對甜橘子的喜愛不外乎是好吃、好入口等。 

（2）帶入 PREP流程表 

    研究者在帶全班認識文章時將結構複習並說明之，並且請學生從 PREP 流程表

上的問題思考，如何依據這篇文章回答四道問題：Position（針對這篇文章，你的

論點是甚麼？）、Reason（你的理由依據是甚麼？）、Explanation（請解釋你的理由

依據。）、Proof（請舉出證據以支持你的論點或理由。）。依序由上而下的問題，

對照課文文本以口說回答，並且舉手回答問題的方式進行。在全班透過口說方式

將文本以及流程表的問題釐清後，請學生寫下自己的口說回答在流程表上。 

    研究者在教學當下以及課後檢視課堂紀錄、觀課紀錄，發現這課內容關於青

少年談戀愛的議題，所以學生發表踴躍，多以自己或朋友的例子為主要思考點。

加上本文論點很明確，便是努力進德修業、在身心成熟的情況下結交異性朋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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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學生在說出作者的論點時也多能依照作者的論據，有趣的是，學生 S25 說：

作者所寫的就是爸媽跟學校希望我們做的。（課堂觀察記錄/20160106S25）、S17：這作

者是國文老師，所以他不希望學生談戀愛。（課堂觀察記錄/20160106S17）。檢附此階段

學生學習單作品如下： 

 

圖 4-2-3 S10 上/學習單 4-1 

2.對話論辨學習單 

    請學生正反兩方論辯，全班 26人，正反方各 13人，之後再反過來繼續。黑

板上由研究者敘寫兩方論點，是用來預備下個請學生針對對方論點提出意見的步

驟，而提出論點的這方必須解釋、支持自己的論點，此時學生所討論出來的正反

方論點都超過課本作者所提的，呈現多元的觀點。 

    關於談戀愛的議題，除了正反兩方以外，另外調查全班 26人中其實有 5人保

持中立。因此在正反方辯論後，研究者特地在分別問 5人的想法，其中一個是 S36，

他說：「我一半贊成一半不贊成，因為很複雜，談戀愛有個可以聊很多的伴，課業

有困難可以聊天紓解，但談戀愛好像又會影響課業。」（課堂觀察記錄/20160107S36）。

S18 則簡短認為：「有好有壞。」（課堂觀察記錄/20160107S18）。S31 則說：「我保持中

立，因為不管強摘或靜待都有優缺點，強摘的優點是累積經驗，缺點是忽略身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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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事情；靜待的優點是等身心成熟再談戀愛比較可能美好，缺點是太晚體會到

戀愛的感覺。強摘的例子是別班我的一個朋友，靜待的話是大多數的大家都不會

在國中的時候談戀愛。」（課堂觀察記錄/20160107S31）。S2：「我覺得因人而異，所以

各 50％，每個人狀況不一樣。」（課堂觀察記錄/20160107S2） 

    在辯論結束後，請學生寫下對話論辨學習單的四道問題：Position（針對這篇

文章，你的論點是甚麼？）、Reason（你的理由依據是甚麼？）、Criticism（請說明

與你持相反論點的人，會如何針對你的論點提出批判？）、Response（請說明你會

如何回應這些相反論點的批判？）將自己剛剛發表的內容思索整理後寫下。研究

者收回來時，猜測可能是關乎愛情的討論，每個人都相當有想法，提出適當的論

據支撐自己的論點。 

 

 

圖 4-2-4 S23 上/學習單 4-2 

 

3.文章修正 

    經過辯論、PREP流程表，以及對話論辯學習單的練習後，第二節課是文本與

自己論點形成的關係，因此帶入文章修正表，讓學生在這節課要完成的短文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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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檢視與思考。文章修正表內問題依然從這四個面向著手：1.首先是自己所立訂的

論點，S1：「不想談戀愛，談戀愛很麻煩。」（課堂觀察記錄/20160107S1）；2.提出有利

自己論點的理由與內容，S1：「談戀愛必須一直黏著對方，看到身邊朋友都這樣。」

（課堂觀察記錄/20160107S1）；3.思考如何加強自己的論辨；4.回頭看自己寫下的論點，

哪些可以增刪？並解釋為什麼，S1：「可以再增加關於國中談戀愛有害身心的問題。」

（課堂觀察記錄/20160107S1）；5.這門課學到了哪些使自己文章結構更完整的方法？為

什麼？S1：「上課發表可以聽其他人講不一樣的答案，有些可以參考。」（課堂觀察

記錄/20160107S1）。 

    因此研究者在文本全部教學以及帶入 PREP 流程表、對話論辨學習單皆一段落

之後，希望學生透過前面所做的這些事情，做總結，與最後釐清、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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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5 S7 上/學習單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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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辯論與思考之後-學習單分析 

1.PREP流程表 

    學生對第一題的想法，如同前面辯論活動結束後，有三方人：正、反與中立。

認為不應該在青少年階段談戀愛的論點有：年紀小、心智不成熟、作者有說服力；

認為可以談戀愛的論點則表示每個人情況不同，不能全面限制。 

    第二題理由依據也是因個人想法而些許不同，但大致上能與論點呼應：S33：「心

智未成熟。」（S33 上/學習單 4-1）、S24：「一時的滿足，影響你的一生。」（S24 上/學習

單 4-1）、S13：「如果太在意結交男女朋友的感受，會不專心。」（S13 上/學習單 4-1）、

S14：「可能會受傷。」（S14 上/學習單 4-1） 

    第三題請學生寫出解釋的理由依據，不贊成與贊成在國中階段談戀愛的學生

能說出明確的理由依據，大致上有以下的答案：S33：「心智不成熟容易影響學業、

放棄人生、心理受傷。」（S33 上/學習單 4-1）、S24：「國中階段重視談戀愛作息不正

常，影響成績，未來就會影響工作，一定會後悔，沒有好處。」（S24 上/學習單 4-1）、

S2：「某些人也可能需要家人或好友以外的背後支持，那是不一樣的力量。」（S2

上/學習單 4-1）、S1：「了解兩性的方式不一定要談戀愛才能。」（S1 上/學習單 4-1）、S7：

「我們的年紀想顧好自己就很難了……。」（S7 上/學習單 4-1）；也有少部分的學生則

理由比較單薄，未能解釋清楚贊成或不贊成的理由依據：S31：「會不顧及其他事

情。」（S31 上/學習單 4-1）、S9：「可能不是真正的愛情。」（S9 上/學習單 4-1）、S11：「戀

愛浪費時間。」（S11 上/學習單 4-1）、S17：「一時的滿足，影響了一生。」（S17 上/學習

單 4-1） 

    最後一題請學生舉出支持自己論點的證據，因為要想辦法增強自己前面所述

的論點，因此在這題贊成與不贊成的學生，在舉手表達時，多舉身邊朋友的例子：

S24：「以前我們班某人就是一個不好的例子，交了女朋友後被班上排擠、成績也

因此變不好，結果又被甩……」（S24 上/學習單 4-1）、S17：「凡事不可強求。」（S17

上/學習單 4-1）、S22：「因為對功課有所影響，對感情放得太重，拋下功課或其他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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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事情，對未來影響很大，所以不應該為暫時的好奇一頭栽進。」（S22 上/學習單

4-1）、S4：「之後可能會造成生活日夜顛倒，無法專心課堂上，或則是太傷心而不

顧學業及其他事情。」（S4 上/學習單 4-1）。 

 

2.對話論辨學習單 

    這活動採取正反兩方相互辯論以外，再請跳脫文本以外的反例，那還有可能

發生怎樣的例子呢？以第三題 Criticism（請說明與你持相反論點的人，會如何針

對你的論點提出批判？）來看：S12：「並非國中階段的每個人對愛情都感到辛苦，

也有人會一起上進。」（S12 上/學習單 4-2）、S24：「現在就有互相喜歡的人，就要把

握當下，錯過了以後就沒有這個緣分了。」（S24 上/學習單 4-2）、S10：「談戀愛也可

以很健康，例如一起念書、分享心事。」（S10 上/學習單 4-2） 

    第四題 Response（請說明你會如何回應這些相反論點的批判？）：S24：「對於

未來還不知道，年紀太小了，還不懂真正的愛是甚麼，而且個性也不知道適不適

合，還是耐心等候吧！」（S24 上/學習單 4-2）、S21：「每個階段的人有重點的責任要

完成。」（S21 上/學習單 4-2） 

 

3.文章修正 

    學生在這份文章修正單接續著 PREP 流程表、對話論辨學習單發展。研究者同

時請學生針對自己從辯論到寫下論點、例證的架構後，在空白處完成 50-100字關

於「自己認為的異性相處之道」小記，架構須有完整的「論點-正反例-結論」。 

S13：「增加例子可以說服其他人，辯論的技巧也是，好像理由越充分越容易講贏

別人。」（S13 上/學習單 4-3）、S16：「自己在文章裡的舉例常常都寫很少。」（S16 上/

學習單 4-3）、S7：「學到鎖定一件事情來代表，感覺更有說服力。」（S7 上/學習單 4-3）、

S14：「論說文層次分明，讓讀者更清楚知道作者在傳導甚麼，所以自己的日記跟

今天練習的短篇文章可以這樣模仿。」（S14 上/學習單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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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短文分析 

    在此請全班學生以一篇短文作為這行動階段的檢視。學生經過自己思考與轉

化過後，選用其他的論述強化自己的論點，於是他們將前三張學習單的內容整理

後寫下：「急著在國中階段談戀愛是揠苗助長的行為。」（S12/作文 4-1）、「與其反對

與支持談戀愛，倒不如保持正確、健康的心態面對。」（S8/作文 4-1）、「國中階段談

戀愛似乎大部分都是負面的呢！但也不乏有正面的，有情侶一起準備考試，同時

在大家面前放閃，最後結果也不錯，讓人不禁感到羨慕。可見任何事情都要深思

熟慮，考量自己合適與否更重要。」（S4/作文 4-1）。研究者將評分表紀錄總和如下： 

 

表 4-2-3 作文 4-1評分統計表 

寫作要點 要點細項標準 各項目得分人數統計 

題旨發揮 

 

1. 內容清晰且聚焦 

 

2. 合理地提出正反舉例

來支持個人想法 

 

3. 想法新穎 

4. 想法具洞察力，能做

更高層次的理解與思

考 

A-8；B-13；C-5 

A-16；B-10；C-0 

 

A-3；B-16；C-7 

A-3；B-15；C-8 

結構安排 1.結構安排符合邏輯性 

2.組織結構能扣緊主題 

3.轉折清楚 

4.首尾連貫完整 

A-11；B-8；C-7 

A-12；B-10；C-4 

A-5；B-13；C-8 

A-16；B-5；C-5 

資料掌握 1.取材資料合宜 

 

2.能深刻回應引導內容 

3.舉證詳實貼切 

 

4.材料運用恰當 

A-16；B-8；C-2 

A-13；B-8；C-5 

A-16；B-8；C-2 

A-17；B-7；C-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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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特別在題旨發揮項目中的「合理地提出正反舉例來支持個人想法」，研究

者批閱後發現全班皆能合理提出正反例子來完成論述，或許是貼近生活實例，因

此在短文的完成度是相當高的。資料掌握上也大多能合宜使用，舉證也多能詳實

貼切，有引身邊人實例的、也有自己寫心路歷程的。 

 

（四）教學省思 

    一開始時，還頗擔心學生會因為設想研究者的立場，所發表的話會想要符合

老師想聽的，但過程中發現並沒有這情況，反而是對我說出，他們對於這篇文章

的疑惑與質疑。〈酸橘子〉的作者琹涵是國中國文教師，以他的立場撰寫這篇文章，

這也是學生很容易理解的，因為他是老師，他的文章有些許的道德勸說意味，對

對愛情充滿好奇的國中生而言（特別已經是八年級以上的孩子），就不是很入耳。

尤其當我在上課文段析、講解課文的時候，學生會受不了為什麼作者的角度只有

國中階段應該好好讀書，那為什麼談戀愛一定都不好，研究者在學生的反應與疑

問之下，於是決定加入辯論活動，讓他們自己選正反兩方，去思考國中階段談戀

愛的優與劣，並且深入思考優與劣背後的影響還有哪些因素。 

    最後請學生在短文練習中，發現一些學生進一步提到其他的論證論述，並且

言之有物，即使是短文，也可以採用適當例子。唯獨比較可惜的是主題範圍以限

制在贊成或反對談戀愛上，因此學生的想法比較難有特別新穎的。 

    經過這學期的行動，學生從認識議論文結構、舉出正反例、到後來完成文章。

過程中研究者修正教學的步驟，由於第一次行動研究者於太過急促之時間內，要

求學生立刻完成長篇作文，導致學生表現無法呈現出學習與改變，因此在第二次

行動中改成短文練習，學生便有了顯著成效，將結構完整呈現。因此，接著在下

次行動中，先由寒假的暑假作業，請學生聚焦在論點建立上，練習透過其他報章

雜誌的資料，擷取與梳理出自己的思考，並寫下論點，並成為最後一次行動的課

程準備，以及下次長篇作文的總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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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行動省思期 

    研究者於第一學期進行四篇議論文，綜合前述行動過程與省思，從議論文結

構認識、建立論點、發展正立反例（論據論證）、結論。2月的寒假作業中，研究

者亦融入議論文，在原有公民科的「閱讀時事寫心得」（規定字數 100-200字）作

業基礎上，設計一張「時事評論單」，讓學生練習撰寫自己的論點與理由，同時也

作為銜接下學期議論文教學行動，為八年級下冊第一課〈三種成長〉，作者王鼎鈞。 

 

壹、寒假作業分析： 

    認識議論文不只在學校提供的文本上，有時身邊信手捻來的時事議題也可以

是練習思考與提供論辨的素材，亦作為課堂文本與生活中所見的議論文能相互銜

接。尤其在公民課上最常出現社論、當代社經議題、法規等，而歷史也是正反對

錯論辨的科目之一，而這些在網路新聞、報章雜誌新聞皆常見，學生在開學後繳

交的「時事評論單」，與自己所關心的事務往往結合，因此在論點建立與理由支持

上，頗能有自己的看法。研究者擷取如下： 

    例如 S10 在作業單上寫他在報章雜誌上讀到一位身障人士的報導，論點：樂

觀的人永遠有路可走，悲觀的人往往無處可去。我贊成，因為這位身障人士小兒

麻痺，但是樂觀的心可以使他生活沒有停擺，他四處演講散播樂觀的心給大家，

再大的困難也會有出路；但如果悲觀的話可能永遠也走不出傷痛。因此由此可知

「樂觀的人永遠有路可走，悲觀的人往往無處可去。」（S10/寒假作業）、S6論點：「成

功轉瞬即過，失敗千金難買。我贊成，因為 2009 年金融海嘯，使訂單驟減，當同

業紛紛倒閉，沈國榮卻從斷崖奮起，也讓和大工業浴火重生。沈國榮又說人生不

會一帆風順，成功固然喜悅，但因為曾經挫敗、學會面對困難、化危機為轉機，

這才是經營企業最重要的一課。所以由此可知「成功轉瞬即過，失敗千金難買。」

（S6/寒假作業）。 

    研究者在此引用部分學生作業，批閱時檢視學生在贊成、反對、中立的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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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能有所堅持，言之有物，能夠以自己讀報後思考過後說明想法、表達論點與立

場。研究者構思與下學期最後一次行動的文本連結，提醒學生，從一開始認識架

構、認識建立論點、建立正反例的論據、到現在將議論文全文建構完整，尤以結

構完備清楚的〈三種成長〉做總結，使學生能在整體歷程中完整地學習議論文，

同時也是漸進地建構與練習成文的過程。 

 

圖 4-3-1 S6/寒假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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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1文本教學目標與實施時間列表-3 

 教學目標 實施時間 

第四冊第一課 

三種成長 

王鼎鈞 

1.能指出文章中的論點 

2.能閱讀不同表述方式的文章 

3.能說出文章的主旨、取材、與結構 

4.學會舉正例與反例 

5.能在口述作文與筆述作文中引發思考 

6.能練習議論文寫作 

第一節課

20160214 

第二節課 

20160215 

 

貳、教學設計 

一、課程單元名稱：〈三種成長〉 

（一）教材內容大意 

    〈三種成長〉一文論述人應把握光陰，使學識技能、品德，和年齡一起成長。

在有限的生命中開創出無限的成就，完成充實而圓滿的生命。 

 

1.文本探究 

    此篇課文是四平八穩的議論文形式，相當適合學生仿作的一篇作品。由於研

究者為行動準備課程時，發現此課正好在行動後期，加上又是一篇結構完整、條

理清晰的白話議論文，因此研究者決定利用此課文作為此階段的收尾。同樣整理

了文本結構圖如下，此次行動進一步引導學生仿效此篇課文的結構，完成一篇完

整議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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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論點-三種伴隨著時間的成長：年齡、學識技能、與品德 

 論據一 年齡：出於自然 

              進德修業：自己努力 

 論據二 光陰：客觀、順流而下 

              品德：主觀、逆流而上 

 結論-把握光陰，使品學日有進境，創造充實圓滿的生命  

圖 4-1-5 中學國文科第四冊第一課〈三種成長〉結構表 

 

    文章共四段，有論點、論據論證、結論三部分。以對比手法闡明道理。 

    首先第一段（起）先指出論點：三種成長－年齡、學識技能、品德。  

    第二段（承）：承接第一段並進一步說明年齡成長是出於自然，但進德修業卻

要靠自己努力。而使三者成長是人生迫切之事，以免虛擲光陰。  

    第三段（轉）：正反面深入論述，運用對比手法，進一步根據論點做詳細論證，

說明光陰消逝是客觀的，無法增減：品學的進步則可以靠自己主觀意願提高進度。 

    第四段（合）：結論用來總結前文。勉勵把握光陰，使品學日有進境，創造充

實圓滿的生命。 

    全文字數約四百字，段落的起承轉合結構分明，使用了明顯的例證對比手法，

是篇完整且言簡意賅的議論文。 

 

2.教學設計理念 

    接續著寒假練習的時事心得批閱，研究者歸納學生心得撰寫的架構，同時提

醒學生在行文中舉例與論點的呼應。研究者在上〈三種成長〉之前先分享批閱學

生寒假作業的心得，並發還給學生，讓學生看自己寫的論點與剪報之間搭配的關

係，接著順勢帶入本課〈三種成長〉，告訴學生論點建立不在多與廣，而是深入以

及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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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學期第一篇課文便是王鼎鈞的〈三種成長〉。經過前面兩個階段的行動後，

研究者將此篇文章列為最後一次行動的文本，也是將整體行動過程中反省、修正

後的總結性歷程。研究者運用兩節課的時間融入以說帶寫之議論文寫作教學行動，

正好此篇文章的架構嚴明、在論點與論據上連貫性緊密，作者王鼎鈞採用直接破

題的謀篇手法，說明道理亦十分深刻，是議論文良好的示範文。因此結合前面幾

次行動的結果與省思，銜接上學期末的行動與寒假作業，研究者在這課的引導上

順勢帶入從說到寫的完整歷程。最後，研究者亦請學生以議論文的行文模式，在

授課結束，設計一長篇作文練習，題目為「修養兩個字」，分析學生在這段時間的

學習上，對於議論文的理解與寫作呈現結果。 

 

（二）學習單進行與學生課堂反應 

1.PREP流程表 

（1）我的時間觀 

    請學生思考與發表，甚麼情況下，心理的時間過得很慢；反之，甚麼情況下，

心理的時間過得很快？為什麼有這種感受？並想一下自己如何分配自己的時間。

覺得自己從小學六年，一直到現在八年級，覺得時間過得快或慢？為什麼？在這

段期間自己哪些層面獲得成長？ 

    學生對於時間感受深刻，尤其大多數學生舉在校生活為例，不少表達的答案

相當趣味，覺得學生實在有趣。S9：「上課的時間覺得過得很慢，午休時間一下就

過了（笑）。」（課堂觀察紀錄/20160214S9）、S1：「肚子很快就餓了。」（課堂觀察紀錄

/20160214S1）、S21：「不知道自己甚麼時候開始會有寫日記的習慣，另外也會為了段

考訂下讀書計畫表。覺得這些改變很特別，原來我開始跟著學校課表分配自己讀

書時間、上網的時間。」（課堂觀察紀錄/20160214S21）。 

    另一部分學生的發表自己在這段期間的成長：S32：「我的身高成長了。」（課堂

觀察紀錄/20160214S32）、S14：「我的參考書成長了很多，快跟我一樣高。」（課堂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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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錄/20160214S14）、S23：「覺得自己不再像小時候愛跟爸媽胡鬧，覺得自己思想成

長了。」（課堂觀察紀錄/20160214S23）、S3：「自己比較有禮貌，而且面對師長比較不

緊張，以前看到長輩都不敢講話。」（課堂觀察紀錄/20160214S3）。 

 

（2）帶入 PREP流程表 

    在課文第二與第三段的講解時，同時利用提問引導學生發表，針對課文的理

解與學習單上的問題，帶入 PREP 流程表。研究者發現學生對於流程表的問題已能

掌握，相較於行動第一次帶這張表時需要不斷地鼓勵與引起動機，到了行動第五

次的現在，表達時多能快速並準確回答本文主要論點：S1：「作者認為要把握時間。」

（課堂觀察紀錄/20160214S1）。 

 

2.對話論辨學習單 

    在 PREP 流程表進行約 15分鐘後，進行下階段的對話論學習單。請學生思考，

與〈三種成長〉文本中相反的論點會是甚麼？研究者試著拋出在課前問過學生的

問題，每個人對時間的感受不同，請學生分正反兩邊討論。研究者接著此階段請

學生針對課文內容，提出論點，一是課本作者的觀點，另一是自己的或是相反的

論點，並且口頭表達分享給大家聽。S17：「老師其實作者就是要我們把握光陰吧！」

（課堂觀察紀錄/20160214S17）、S12：「我覺得不只三種成長，還有思想成長了。」師：

「思想成長了會不會跟價值觀、品德有關？」S12：「應該有吧！」這裡研究者想

要跟 S12 辯論，但 S12 很快地跟隨我的問句，便沒有繼續跟我對答。（課堂觀察紀錄

/20160214S12）。 

 

3.文章修正 

    前一節課透過PREP流程表與對話論辯學習單，結合課文的結構與論點、論據、

論證的口說表達、手寫，研究者發現這篇文章的架構讓學生可以模仿其行文，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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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結束研究者設計一篇議論長文請學生練習，題目為「修養兩個字」，所以此階段

請學生就自己建立的論點，一邊透過課堂回饋、對答之間做修正。命題目的與內

容是希望學生從「修養」二字，明白文本中常提及的進德修業，想藉由這次的文

章修正，協助學生們就自己的看法，架構自己延展出的完整說明、論述。學生對

於修養的概念大致清楚，尤其學生特別舉到時事常發生的「奧客文化」：S11：「我

覺得一個人的修養可以表現在平常小事當中，常常看到新聞上有奧客，表現出來

的態度就不是很有修養。」（課堂觀察紀錄/20160215S11）。 

 

（三）論點、正例反例、結論-學習單分析 

1.PREP流程表 

    歸納學生在 PREP流程表中，第一題關於論點建立，每個學生的觀點雷同，皆

認為把握時間是重要的，也清楚這個是作者在這課的重要論點，S23：「贊成作者

的觀點，把握時間、管理好時間。」（S23 下/學習單 5-1）；第二題理由依據，大多數

學生是進一步找出課文中作者的文句，S31：「如果時間過去了，只有年紀變大，

品德、課業都沒有進步，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S31 下/學習單 5-1）、而也有人僅

簡單表示作者說得很有道理；由於作者在文章中並沒有鋪述太多關於把握光陰所

充實的品德與學識，詳細的內容是如何能操之在我，因此在這題學生的舉手發表

與寫下的答案開放許多，S3：「如果只有年紀增長，品德學識跟不上別人，很難在

團體中與他人互動。」（S3 下/學習單 5-1）；最後一題則發現青少年階段的他們，相當

重視友誼，約有三分之二的答案類似這位學生：S5：「想要跟朋友們一起成長，不

管在課業或是做人處事。」、剩下的學生則有：S19：「把握時間可以用來充實自己，

可以讓自己變得更強。」（S19 下/學習單 5-1）、S10：「光陰似箭，但是誘惑很多，例

如手機、電腦，但是成長到某個階段就可以克服這些。所以進德修業是要讓自己

多多了解哪些該做哪些不該做。」（S10 下/學習單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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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對話論辨學習單 

    學生在這課中，皆認為這課作者講得很正確也很有道理，只是總會有壞習慣或

是想偷懶懈怠的心態，例如 S22：「我想，三種成長的確是我們現在正在進行的，

或者說每個人這三種成長是一輩子，學無止境。只是偶爾覺得太緊繃就會想放鬆

偷懶。」（S22 下/學習單 5-2）、也有直接這樣回答：S1：「無法反駁作者所說的，但要

落實才是真的。」（S1 下/學習單 5-2）。 

 

3.文章修正 

     對於修養二字，學生在課堂發表相當踴躍，有學生說：「修養很重要，因為身

邊有修養跟沒有修養的人，感受差很大。」（S24 下/學習單 5-3）。研究者在帶這張學

習單時，也預告了這篇長文會在下節課練習，請學生們這節利用此表構思自己的

文章。主要的論點，有學生認為，修養是平時、後天形成的：S10：「一個人的修

養是平時修練而成的。」（S10下/學習單 5-3）；另外有學生認為是平常與他人相處中

自我反省修正而來的：S25：「與同學相處和諧與否，有賴於自己修養是否足夠。」

（S25 下/學習單 5-3）；另外有人認為，修養就是人與人相處之道：S19：「做人其實是

展現修養的一種。」（S19 下/學習單 5-3）。 

    最後一題關於自己在〈三種成長〉這篇文章中學到了甚麼事能讓自己論述與結

構更加緊密的，大部分學生寫像 S20，都是重點擷取部分「可以立刻找出重點，在

自己邊講邊想中，馬上寫下來。」（S20 下/學習單 5-3）；另外部分學生發現，舉適當

的例子可以幫助自己的文章更有說服力，如 S7：「想辦法學許多作者一樣，在自己

文章中加入多一點例子，增加說服力，讓人無法反駁。」（S7 下/學習單 5-3）。 

 

4.作文分析 

    題目為「修養兩個字」，希望藉由拆解「修」與「養」二字，引導學生思考「修」

即是修去缺點、改正不好；「養」則為養性、培養優點。從二者為出發，一正一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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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以論述何謂「修養」。這篇作文研究者以「論辯式文章評分標準」評分，三大項

目皆會列入評分。 

    此篇文章在 50 分鐘書寫的時間，全班 26人全數繳交，其中未完成文章者共

有 7人，其他 19位的作文有完整首尾架構。在「題旨發揮」中的「合理提出正反

舉例來支持個人想法」這項目中，19位同學皆有符合規準。「結構安排」中的「首

尾連貫」也是表現較多人達到的項目。 

    研究者發現經過這陣子行動中，不斷請學生思考正反例證，因此在行文中，

學生大多數能以此作為文章結構中重要段落鋪排。最後第三項目為「資料掌握」，

由於「修養兩個字」學生多取材自身邊常見的人事物，例如學生之間相處的修養，

但卻未能在文章中深入論述，難以發揮，即便評分結果在「資料取材合宜」此項

目多數學生勉強達到，而與「深刻回應引導內容」此項目卻無法彼此呼應，是較

為可惜之處。 

    以下為針對「修養兩個字」作文的評分表整理： 

表 4-3-2 作文 5-1論辨式文章評分標準分數統計表 

寫作要點 要點細項標準 各項目得分人數統計 

題旨發揮 

 

1.內容清晰且聚焦 

 

2.合理地提出正反舉例

來支持個人想法 

 

3.想法新穎 

4.想法具洞察力，能做更

高層次的理解與思考 

A-8；B-12；C-6 

A-16；B-8；C-2 

 

A-5；B-18；C-3 

A-4；B-9；C-13 

結構安排 1.結構安排符合邏輯性 

2.組織結構能扣緊主題 

3.轉折清楚 

4.首尾連貫完整 

A-10；B-8；C-8 

A-12；B-10；C-4 

A-7；B-11；C-8 

A-15；B-6；C-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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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掌握 1.取材資料合宜 

 

2.能深刻回應引導內容 

3.舉證詳實貼切 

 

4.材料運用恰當 

A-16；B-8；C-2 

A-8；B-10；C-8 

A-18；B-6；C-2 

A-16；B-8；C-2 

     

（四）教學省思 

    與諍友討論作文題目，寒假作業寫時事，平時聯絡本日記也有寫時事，於課

堂中除了行動之文本，研究者也會和學生彼此分享、討論時事，加上正好上下學

期議論文皆與一個人的「品德」有關，因此作文決定命題為「修養兩個字」。（諍

友會談紀錄/20160214）。 

    在上〈三種成長〉之前，研究者設計的寒假作業，請學生評論時事，寫下自

己贊成、反對、或中立的理由，這裡是讓學生自己練習，是否能從資料擷取出論

點，後來研究者沒想過抽點學生上台發表與分享，畢竟一則新聞報導、時事，每

個人看法不同，勢必討論也會有激盪不少思考，覺得略為可惜，下次再有類似作

業便要讓學生彼此分享與評論。 

    行動過程中，進行「對話論辨學習單」時，S12 很快跟隨我的句子便沒有繼續

與我對答，研究者後續再反覆聽課堂紀錄與閱讀自己的札記，思考過後，發現自

己在當時應該追問學生：「你覺得思想成長了，是指那些方面呢？」，而不是當下

那句「思想成長了會不會跟價值觀、品德有關？」覺得反而是研究者問了這句限

制了學生的多方思考，甚是可惜。 

    與諍友討論作文題目，並且對評閱結果做討論。諍友與研究者一致認為這題

目著實不甚好寫，特別又以「修養兩個字」，特意拆解「修」與「養」，導致學生

們在取材上比較難以發揮。 

    這段時間的班級圖書，正好輪到《三國演義青少年讀本》，研究者信手翻閱，

正好頁面落在「諸葛亮東吳舌戰群儒」此段落。文字固然能引發學生閱讀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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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研究者當下特別想要讓學生看看，所謂的舌戰，其實也就是諸葛亮在問答中

一來一往，建立自己論點以破對方的論點，使得對方無話可說並且心服口服，因

此在課堂擷取七、八分鐘的時間撥放影片。學生觀看影片專注，除了對諸葛亮的

人物形象更加欽佩以外，也發現他與群儒對答中的從容、流暢表達、堅定論點、

有力反駁等。研究者節錄影片與小說中一段，特別代表口說與寫作的議論關係：孔

明自思張昭乃孫權手下第一個謀士，若不先難倒他，如何說得孫權；遂答曰：「吾觀取漢上之地，

易如反掌。我主劉豫州躬行仁義，不忍奪同宗之基業，故力辭之。劉琮孺子，聽信佞言，暗自投降，

致使曹操得以猖獗。今我主屯兵江夏，別有良圖，非等閒可知也。」諸葛亮為了先說服張昭，

因此這裡他率先建立論點，說明其主劉備乃仁義之人，如今屯兵江夏是為了天下，

並非他國所能設想的。張昭於是以反例回擊，說明既然劉備是仁君，且當時亦名

震天下，得到諸葛亮後卻反不如當初。昭曰：「若此，是先生言行相違也。先生自比管、樂。

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樂毅扶持微弱之燕，下齊七十餘城；此二人者，真濟世之才也。

先生在草廬之中，但笑傲風月，抱膝危坐；今既從事劉豫州，當為生靈興利除害，剿滅亂賊。且劉

豫州未得先生之時，尚且縱橫寰宇，割據城池；今得先生，人皆仰望；雖三尺童蒙，亦謂彪虎生翼，

將見漢室復興，曹氏即滅矣；朝廷舊臣，山林隱士，無不拭目而待：以為拂高天之雲翳，仰日月之

光輝，拯斯民於水火之中，措天下於衽席之上，在此時也。何先生自歸豫州，曹兵一出，棄甲拋戈，

望風而竄；上不能報劉表以安庶民，下不能輔孤子而據疆土；乃棄新野，走樊城，敗當陽，奔夏口，

無容身之地？是豫州既得先生之後，反不如其初也。管仲、樂毅，果如是乎？愚直之言，幸勿見怪！」 

    諸葛孔明知道對方用反例回擊他的論點，不只否定了諸葛孔明的論點，順便也

將劉備給恥笑了一頓，於是孔明再舉一個關於醫療重病的例子，輔以自己的立場

加以論述，同時也為自家主公辯護。孔明聽罷，啞然而笑曰：「鵬飛萬里，其志豈群鳥能識

哉？譬如人染沈痾，當先用糜粥以飲之，和藥以服之；待其腑臟調和，形體漸安，然後用肉食以補

之，猛藥以治之；則病根盡去，人得全生也。若不待氣脈和緩，便投以猛藥厚味，欲求安保，誠為

難矣。吾主劉豫州，向日軍敗於汝南，寄跡劉表，兵不滿千，將止關、張、趙雲而已；此正如病勢

尪羸已極之時也。新野山僻小縣，人民稀少，糧食鮮薄，豫州不過暫借以容身，豈真將坐守於此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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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以甲兵不完，城郭不固，軍不經練，糧不繼日，然而博望燒屯，白河用水，使夏侯惇、曹仁輩心

驚膽裂。竊謂管仲、樂毅之用兵，未必過此。至於劉琮降操，豫州實出不知；且又不忍乘亂奪同宗

之基業，此真大仁大義也。當陽之敗，豫州見有數十萬赴義之民，扶老攜幼相隨，不忍棄之，日行

十里，不思進取江陵，甘與同敗，此亦大仁大義也。寡不敵眾，勝負乃其常事。昔高皇數敗於項羽，

而垓下一戰成功，此非韓信之良謀乎？夫信久事高皇，未嘗累勝。蓋國家大計，社稷安危，是有主

謀，非比誇辯之徒，虛譽欺人，──坐議立談，無人可及；臨機應變，百無一能。──誠為天下笑耳！」

這一篇言語，說得張昭並無一言回答。（節錄自羅貫中《三國演義˙第四十三回》） 

    研究者一時興起，開放時間與學生們一起討論這一回： 

S4：「老師，劉備怎麼會讓諸葛亮自己過來東吳被砲轟啊？」（課堂觀察紀錄/20160217S4） 

研究者：「當然不是！是劉備相信自己的丞相啊，所以授以重任，派他過來跟東吳

討論結盟，攻打曹魏。而且你們看小說中的描述，諸葛亮一個人也不怕這麼多張

讀書人的嘴，一一反駁到他們全部無話可說。」 

S18：「老師我看小說寫得好像議論文，難怪古代人的議論文很好寫，因為他們講

話很精簡，論點跟例子下對就好了，馬上說服對方，讓對方無話可說。」（課堂觀察

紀錄/20160217S18） 

研究者：「我們現代的白話文也可以很集中焦點啊，當然從文言文中學會議論方法

也是很不錯的方式，那不管是口說或是寫作，其實並非要讓對方無話可說，而是

說道理，彼此激盪不同的想法，最後達到平衡或是認同。你們之前在〈酸橘子〉

那堂課也有辯論啊，不覺得很像諸葛亮舌戰群儒嗎？不過你們是分正反兩方，所

以不孤單，哈哈！」 

S5：「老師我之前當選優良學生，如果在台上能像諸葛亮一樣，遇到機智問答也這

樣表現就好了。」（課堂觀察紀錄/20160217S5） 

研究者：「現在我們一起學習也不遲啊！」 

    正好這影片，讓學生觀看，明白說話是一門大學問，很多時候說話是為了與

他人交流與溝通、交換意見、交流不同的想法與思考，其實跟議論文寫作是表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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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體的。以說帶寫的進行大致上是循序漸進地順利，學生從部分的人不敢說，到

後來全班大多數的學生能主動舉手說，再由說到寫下文字這樣的過程，其實和文

字表達前對於思緒的梳理有很大的關係，而這樣的過程至完成長篇作文，是研究

者很大收穫。雖還不是全部的學生都完全放開自己的態度、放心大方地在課堂上

表達，每次的行動也都有不敢舉手表達、或是分組辯論較少參與意見交流的學生，

研究者走下適時地提醒與關注便也顯得重要了，從每次的紀錄與諍友的分享，努

力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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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果與討論 

    會考第一屆非選擇題作文題目屬於議論文類型雖然少見，但也非首次出現，

因此開啟研究者的思考；又恰逢從導師卸任後接八年級新班，升上八年級的第一

次段考作文中，發現學生在議論文寫作上的問題。研究者方才驚覺與深刻反省，

自己過去不也很少在課堂中融入寫作相關教學嗎？不論這班級過去研究者是否教

過，但只要對學生們多點深入了解、實地操作，才是需要擁有的教學精神吧！ 

    然而這段時間的行動，讓我感受到，自己做了多少、學生就反饋多少。即便

是上學期中後到這學期國文課本所涵蓋之議論文僅五篇，希望對學生是有所收穫

的，並能在接下來九年級的課程中繼續引導更進階的議論文寫作。 

 

第一節 作文表現檢驗 

    行動研究過程中研究者讓學生練習過兩篇長文，第一篇為「追求學問的態度」，

第二篇為「修養兩個字」，採取這兩篇作文之評分，探究在經過五次的行動中，學

生在議論文結構安排上之表現，進行平均後作為學生的前測與後測作文分數，並

比較是否有進步。另外再加入諍友討論之意見，藉以輔佐作文表現檢驗之呈現。 

 

壹、作文前後測檢驗結果 

    從表中作文要點在「結構安排」此項目，平均從 1.87（SD=0.38）進步至 2.19

（SD=0.32），顯示以說帶寫的議論文寫作教學方案，針對學生在結構安排的寫作

上能有效增強。 

 

 

 

 

 



90 
 

表 5-3-1 學生的作文評分前、後測比較                                       

                     前測 N=26       後測 N=26 

作文要點             M     SD        M     SD       t       p 

結構安排                1.87      0.38         2.19    0.32     2.834*      .024 

1.結構安排符合邏輯性    1.77     0.44          2.15    0.4      2.706*      .041 

2.組織結構能扣緊主題    1.85     0.41          2.31    0.39     3.037**     .007 

3.轉折清楚              1.92     0.33          1.88    0.38     0.883       .378 

4.首尾連貫完整          1.92     0.33          2.42    0.31     4.016**     .002 

作文要點平均           1.87      0.38          2.19   0.58 

（結構安排項目）                          

*p<.05, **p<.01 

 

    進一步檢驗各項要點細項的分數變化，可以發現經過四個多月的行動，學生

在「結構安排」項目中，「組織結構能扣緊主題」與「首尾連貫完整」此兩項進步

最多（p<.01），而在「結構安排符合邏輯性」上進步幅度則較小。透過以說帶寫的

議論文寫作方案，學生在議論文的架構上能有所進步，理解作文主題如何將自己

的想法融入在行文中、以及如何安排整體的段落與結構，並且有效首尾連貫。 

 

貳、諍友批閱意見 

    研究者在批閱時將評分結果與學生作文呈現給諍友小魚老師，希望藉由另一

位國文教師的看法，為兩次的作文批閱提供建議。 

    小魚老師惟針對兩次作文題目稍難做為回饋，即便學生大多數在第二篇的表

現相較第一篇「追求學問的態度」分數上有所進步，但整體的文字發展上沒有太

大差異，因此認為題目的難度是學生作文難以發揮的主要原因，建議研究者可以

針對議論文題目的修正上著手。另一方面小魚老師認為研究者是為先引導學生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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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議論文之結構，因此在文字精煉度、修辭使用、詞語運用等，建議研究者針對

這兩篇作文可以不用著重在這些項目的評閱。（諍友談話/20160417） 

 

第二節 聽學生說的話 

    經過近半年的說寫結合議論文寫作教學，從學生課堂回饋中，分別選了兩位

在寫作的改變上，一個改變最多，另一個則沒改變的學生進行訪談。同時他們也

是在課堂中表現令人印象深刻的學生，研究者在此想知道，在國文課中進行說寫

結合議論文寫作教學，對他們而言的實際影響是甚麼，以下是訪談紀錄與分析： 

 

壹、學生的訪談分享 

（一）被班上同學笑稱文盲的學生 

1.學生背景與課堂觀察 

    這位學生 S11，早從我第一次踏進班上，他以大方的態度對我說：「老師，你

千萬千萬不要被我的平時小考嚇到喔！」當時我心想，他表示自己考得很好還是

不好？不解。於是在過沒多久測驗字音字形後，他帶著那張卷子，下課跑到台前

找我，說：「老師，你看這是我的成績，是不是被我嚇到了？」原來他是說他對於

基礎的字音字形表現不夠好，開始介紹起他小學到七年級如何在寫字上放棄自己，

而我傾聽著。除此之外，班上同學戲稱他是「文盲」，七年級時訂正錯誤題目最多

的是他。 

    S11 口頭上說不會在意，但我發現他一直很努力，只是成果沒有呈現。在我開

始進行第一次行動時，他是最踴躍的人，相當勇於發表，他的表達能力也很好，

總是將他思考過的話有條理地說出來，但學習單上他寫出來的內容，除了錯別字，

也跟他所發表的話不太一樣，寫得很少，無法完整表達意思。下課時，他一樣到

台前找我，他說他很喜歡這種上課方式，因為第一次體會到原來他可以在國文課

上被稱讚，我告訴他剛剛表現很好，而且他的發言也幫助其他同學一起思考（課堂

 



92 
 

觀察紀錄/20151116S11）。第一張的學習單，我打算先讓他在之後慢慢來、慢慢修正，

前幾次就請他在這說話課上得到成功經驗吧！ 

 

2.訪談分享 

    研究者首先問 S11 覺得在這段時間的以說帶寫寫作教學，對自己國文學習上

的影響有哪些， S11 認為除了可以上課講話以外，還可以比較懂國文課當下進行

的內容「可以上課講話。」、「我覺得說話比寫字簡單，我錯字很多，也很多字不

會寫，可是說話就只要說出來就好，然後也比較容易懂老師上課在幹嘛」。 

    而在學習單的帶入，S11 則提到學習單的問題跟課文有關，而他在課堂說話能

幫助他理解：「因為老師上課問的問題跟課文有關係，所以我覺得用講話比較好懂。」

而 S11 不想寫字是因為覺得自己錯字太多，但是他也自省著，如果自己好好準備

字音字形，情況就會改善，因此他在作文的態度表現，就不會像以往想到作文就

苦惱，因為首先要面對沒有想法可寫，再來就是有得寫則錯字太多的困窘，S11：

「錯字好像自己有唸過會錯比較少吧！還有我現在可以寫比較多字了，以前作文

會空白，現在應該把講話的內容修一下再寫進去」。最後對這樣的上課方式，S11

則表示正面肯定的態度。（S11 訪/20160320） 

 

3.學生回饋紀錄表 

    第一部分的勾選，S11 在這部分三題的調查，皆勾選選項「是」，針對以說帶

寫的寫作教學過程，S11 持正面肯定。而第二部分手寫的兩題意見上，針對第一題：

「你覺得這次寫作引導活動，最困難的地方是哪裡？」S11 寫下：「我覺得想出實

際的例子很難，雖然舉手說的時候大家都說很多，但發現真正要用在文章裡面的

卻很少。」；第二題：「你覺得從這次寫作活動中學到了甚麼？」S11 寫下：「原來

講話跟寫作有關係，然後我的作文可以寫比以前多了，錯字希望可以進步。」 

    研究者發現 S11 對他自己的省思很深刻，並且能夠知道自己學習狀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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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也相當感謝他願意在每次上課結束後便跑來台前與我分享心得。 

 

4.研究者省思 

    每一位學生從開始行動到最後，從說話到寫作，漸進式地前進，他是我在這

段期間看到進步最多的。第一次行動結束後，我問他對於課堂上老師引導的內容

是否理解，他說是；那對課文的理解呢，他也說更加理解；對於上課發表，他不

緊張，也喜歡發表，覺得可以把自己心裡想的話講出來是很棒的事情。議論文的

寫作，不看錯字的話，他從第一次段考作文空白，到現在行動的最後，已經可以

寫出完整結構的文章（附錄 S11 作文），對他來說，這是很大的收穫；對於我，更

是我的成長。 

 

（二）對自己寫作很沒自信的學生 

1.學生背景與課堂觀察 

    S14 是一位國文程度不錯的學生，但是在選擇題型表現不錯，同時卻苦於寫文

章，個性文靜。觀察他的寫作，並非斟酌字句、殫精竭慮，私下請他一起跟我談

上課情況、行動情況，他的回答皆是：大致上沒有問題也沒特別想法。至於作文，

他覺得自己真的是很盡力在想，但不管是抒情、敘事、議論，他覺得不就是把一

件事情講完罷了。所以過程中，我也發現他的文章，從一開始沒寫完，到最後，

僅能完成將近一面篇幅，但卻是與他自己在過去所寫過的作文相比，架構上屬於

相對完整的一篇文章。 

 

2.訪談分享 

     研究者想探知 S14 對於寫作的看法與遇到的問題，但 S14 都表示自己對於作

文沒有特別的想法，只是總寫不出來、想不出要寫甚麼，甚至對於生活實例很無

聊，並不想要放進文章裡，S14：「沒有。就寫不出來，想不出來要寫甚麼，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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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我想，我想一節課還是這樣，舉生活的例子，我覺得生活例子都很無聊不想寫

進去。我從小學的作文就這樣了。」至於上課說話引導的寫作，S14：「我會回答

問題，我也會完成學習單，沒有覺得特別難或是簡單。我比較喜歡老師平常的上

課方式。」S14 的國文大考小考成績不俗，唯獨作文無法突破，而他也不會特別喜

歡以說帶寫引導寫作的上課方式，研究者便思考在課堂引導上，仍必須關注到寫

作苦手的學生，他們寫作的問題，有時不見得是舉不出實際例子，而是本身的興

趣與熱情，並無法擁有共鳴，不夠感動的體會便無法入筆，教學者的引導與鷹架，

就更顯得重要了，也需要在教學設計上深思與修正。（S14 訪/20160321） 

 

3.學生回饋紀錄表 

    第一部分的勾選，S14 在這部分三題的調查，除了第一題勾選選項為「普通」，

其餘兩題為「是」，S14 認為是否有助於寫作持普通的態度。然而在第二部分手寫

的兩題意見上，針對第一題：「你覺得這次寫作引導活動，最困難的地方是哪裡？」

S14 寫下：「我覺得寫作文很難。」；第二題：「你覺得從這次寫作活動中學到了甚

麼？」S14 寫下：「學到寫文章前發表看法。」 

    正如同 S14 的作文，S14 的回饋文句也相當簡潔。而他在回饋紀錄單上也表明

他對於寫一篇作文感到困難。 

 

4.研究者省思 

    雖然以說帶寫對口語表達以及文字表達皆不擅長的 S14 似乎助益不大，但很

感謝他讓我看見他的確很努力，想把寫作這件事情盡全力完成。研究者在這裡也

深思一項問題，如果在未來的班級，也可能遇見不同於此情況的特殊生，那麼課

堂的引導活動或許必須再調整過，孟瑛如（2003）也曾指出書寫障礙的學生，口

說或是看圖寫作是更加能幫助他們建立寫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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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課堂中學生的改變 

壹、課堂觀察紀錄 

    只要能說話發表，平時不敢回答問題或是排斥回答問題的學生，也都會勇於

舉手表達，或是願意在老師點他的情況下大聲回答。雖不是皆能讓每一位學生都

能在課堂「主動發表」，但至少在口語表達上，都能被點到後大聲回答，是轉變也

是研究者的收穫。多數的學生在回饋單裡提到，可以在國文課中辯論、說話與討

論平常比較少接觸的議論文，覺得自己在過程中更加知道作者想表達的意涵，例

如 S7：「原來議論文跟說服別人道理有關係，以前只知道想辦法想名言佳句講出來

或寫出來，其實把道理講清楚、再找例子幫助自己就好。」（S7 下/20160321 學生回饋

紀錄）；但也有少數同學對於口說很害羞拘謹，是研究者應該未來在教學上再多適

當、有效引導。 

    在上下學期這段行動期間，研究者在課堂觀察紀錄中另外發現兩個有趣的現

象：一是主動發表的學生在口語表達能力進步越加快速，在課堂上人人都要發表，

因此學生在舉手發表時便必須有效且條理地，將自己的看法或是經驗說出來；二

是原本文靜或是較少舉手發表的學生，也在團體中漸漸地主動願意說出自己的想

法，因為大家視上課表達、展現自己的意見為基本行為，不再感到困窘，以開放

的態度看待意見與想法。S17：「在國文課可以發表自己的看法，即使說錯或講得

不好，老師也不會覺得不好。」（S17下/20160321 學生回饋紀錄）。 

    從說引導至寫作，當研究者告訴學生，可以將自己口說表達的話寫在學習單上

時，學生皆感到驚異，沒有想到在課堂上思緒流轉化作口說竟也能直接寫下。而

在一開始的學習單，學生所填上的回答確實相當口語化，就是名符其實的「我手

寫我口」。然而步驟性地引導、從說帶入寫，隨著學習單問題的深入與深刻性提高，

所寫下的文字也變得更加精煉，從一句話，變成一段文字，到最後是思考過而能

成為作文中所能使用的媒材佳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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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學習單、短文、長篇作文 

    從學習單，到短文，最後長篇作文。每一位學生的資料編碼，透過文件分析，

理解他們各自的進步所在，長篇作文讓學生講理，雖然在這為數不多的五篇課文

中，進步的空間依然很大，也是研究者之後會繼續做下去的動力。 

    學習單一開始進行，也曾造成不少學生的反感，因為每一道題目都要經過思

考，所以有的學生會因此放棄回答，而有的則是不會把答案順過後填寫上去。所

幸的是，在初期階段研究者便發現這問題，所以跟學生的互動與深入了解是重要

的，藉此拉近與學生的距離，並且適時地引導與激發出學生的興趣。漸漸地他們

也認為說話可以很有趣，學習單上的問題是記錄自己方才說話的內容，並不難，

大家討論也有趣：S21：「發現自己每次講的都被肯定，原來我也會回答正確的問

題。」（課堂觀察紀錄/20150116S21）；但也不是每個學生都有這樣的想法：S3：「我覺

得有時候很簡單的問題就不想要舉手說，因為直接寫下去比較快。」（課堂觀察紀錄

/20150116S3）。 

     依照議論文三要素的架構來看，學生從行動一開始未能掌握，至今大致上能

把握架構的形式。同時研究者以「論辯式文章評分標準」（唐淑華、林烘煜，2016）

檢視學生表現，首先是第一份作文「追求學問的態度」，學生在題旨發揮上並無太

大缺漏，多能以一個論點為出發，但在結構與正反例上的組織，全班 26人中則約

達 18人未能妥善舉正例反例說明，而是平舖直述論點與一般事例，導致結構較為

薄弱；再來是短文「我認為的異性相處之道」，由於是一兩百字之短文，學生在舉

例與完成度較高，也能根據論點發展出論據論證，形成結構完整之文章；最後是

「修養兩個字」，相較於第一次的長篇作文撰寫，這次學生多數能掌握議論文架構

撰寫，惟文字的修飾需要再加強。 

 

參、教師的自我審視 

    一邊蒐集資料、一邊撰寫；一邊教學、一邊省思，每次的行動，研究者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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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聽一次課堂錄下來的檔案，回想起白天上課的情況，聽見他們上課的互動與發

表，想想自己為學生做了甚麼？還有哪裡不足嗎？在哪些地方應該修正的？研究

者在每次的文本中，深怕自己陷入迷惑中而不自知，許多理所當然的想法，在每

次的行動中以不同形式出現，例如：期待學生可以一蹴可幾，認為他們理解課文

就是理解議論文寫法、期待辯論一定會有一定的結果……等。 

    為了解答自己的問題，課後請學生填寫回饋紀錄表，在詢問學生關於這樣的

教學是否幫助他們思考、引導正反例的練習與理解、以及以說帶寫是否幫助他們

思考的這三項問題，學生約莫七至八成皆持正向肯定，心中感動莫名。但我知道，

也許自己在過去雖然有花時間在寫作教學上，自己卻忽略了歷程性地引導學生從

建立寫作的結構，一路在往建立論點、正反例、結論前進，期勉自己，在未來可

以作更多，在教學上妥善設計與安排，提供鷹架，協助學生一步步地建立知識。 

    望著自己寫下省思札記的內容，這段期間，很是期待每次議論文或是類似的

文本中，我所能融入的方法，也對於前面所審視的自己，修正了便是前進一步。

這段期間透過與指導教授的請益、修改、再行動；在任職學校與諍友對談思辨、

一起參加各式各樣研習，彼此激盪教學想法。漸漸地拼湊出，行動中的自己，曾

有的困境、進程中大大小小的收穫，教學中，文本與思考、文字與口說，從嘗試

階段到可以自然融入，自我的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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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的進行主要原因是研究者新接的八年級專任班，在第一次段考作文寫

作中，表現並不理想，並且得知七年級少有機會練習議論文類型的寫作，讓身為

國文科任課教師的研究者認為應該要好好協助學生寫作，除了培養表達能力以外，

未來面對模擬考、會考非選擇題的寫作能有所助益，尤其是當前議論文類型的題

目也逐漸增加。再加上研究者覺得自己可以在教學與態度上做些轉變，因此設計

一寫作教學方案，透過行動研究方法，在課堂上進行寫作教學，並達到引導學生

解決在議論文寫作上的困境與問題，並且使自己在教學上與學生一起成長。 

    本研究橫跨上下學期進行，共五篇課文文本的教學時間，過程中針對研究目

的所蒐集的資料，包含學生課堂紀錄、學生訪談資料、學習單、作業、作文，我

自己的省思札記以及諍友談話資料等文件，藉以呈現整個「以說帶寫」議論文寫

作教學方案過程的成果。 

    茲將研究結果歸納後，同時針對本研究的缺失與遺漏之處加以省思、檢討，

提出建議，作為學校教師、教育人員在實施寫作教學方案上的應用，與未來研究

之參考。經過上學期到下學期共四個月的教學歷程，回過頭來檢視學生在這段期

間的學習、改變，以及研究者自我的成長。 

 

第一節 結論 

    茲將本研究的研究結果歸納如下： 

壹、議論文寫作教學方案之設計 

    經過「以說帶寫」教學設計方案後，本研究進行的五篇文本，可以歸納出以

下的發現： 

一、可透過 PREP學習單的問題引導，培養說的能力 

    在課堂文本教學的進行時，便可帶入 PREP 學習單，引導學生從上面的問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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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思考文本的內容與形式，另一方面構思如何口語表達，教師講解課文時便可

以順勢藉由文章的結構文句，提問學習單上的問題，並且也能藉機確認學生對於

文章結構之理解程度。 

    學生跟著課堂完成討論與口語表達的學習單，並且將自己與老師對談，或是

上課發表的話整理後，寫入學習單引導之問題中，藉由口說、手寫同步進行的思

考活動。主要目的是協助學生認識課本中的議論文，從架構、寫作手法、正反論

據、結論的思考等，皆能透過課堂引導而深入認識。 

    研究者在後續為學習單編碼、分析，發現學生在之後的寫作中多參考學習單

上的問題，協助組織寫作行文的篇幅與結構。 

二、可利用對話論辯學習單與文章修正表，協助學生安排文章結構 

    在課文教學時，對話論辯提供學生在正例與反例的思考，尤其在全班藉由口

說表達意見交換與激盪之時，學生也正能夠從自己的說，去整理自己腦中所思，

最後在由說的修正、編織，最後形成文字，寫在學習單上。 

    文章修正表針對學生寫作材料的建立作準備與修正之用，學生在以說帶寫引

導之下，藉由此表完成自己的作文。然而研究者在過程中發現，給予學生集材、

組織的時間尚不足，因為研究者在這步驟中的疏忽，忽略寫作需要時間準備、學

生需要時間蒐集材料，學生在取材上無法突破，寫出來的內容也僅能符合結構安

排，至於內容則尚待加強。或許讓學生搭配著文章修正表與足夠時間集材組織，

能使得整個教學歷程更加地有意義。 

 

三、可利用課堂教材，從內容與形式深究，加強議論文寫作 

    屏除在課堂中沒時間教學生如何寫作的疑慮，直接使用課本文本，不僅省時，

同時也幫助學生對課文更加理解。寫作教學無須再另闢時間進行，並且也合乎九

年一貫課程基本能力指標中提到「配合本國語教材之範文教學」，以手邊教材為出

發點，融入於國文課中、於課堂時事討論中，皆能有效利用，課堂口說與學習單

 



101 
 

引導也是讓學生寫作集材的媒介，成為學生完成作文的參考依據。 

    而如何挑選文本，也是教學設計中重要歷程之一。議論文的種類眾多，依照

不同學生的程度與先備經驗，教師可從教科書中挑選適合帶入寫作教學的文本，

也可以就實際實施狀況，適當地加入補充教材，協助學生更加深入理解。在本研

究中，研究者在行動初期先以〈愛蓮說〉引導學生認識議論文結構，然而文言文

的優勢在於文字條理簡練，因此結構亦理解，但現在學生所寫的作文是白話文，

像文言文舉的正反例都屬於言簡意賅，因此在引導認識正反例時，研究者發現學

生不易舉出妥適例子。也正為了這緣故，研究者在從教科書中補充的白話文議論

文〈你該去看花〉作教學上的對照，便使得學生有更深入的理解，對於結構安排、

正反例都有所體會。 

     

貳、以「說」帶「寫」議論文寫作教學方案在學生寫作結構安排上的發展 

一、透過以「說」帶「寫」能增進學生建構議論文寫作上結構安排的能力 

    透過作文前後測的分析檢視學生在行動歷程中，對於結構安排的能力是有進

步的效果。以「說」帶「寫」議論文寫作教學方案進行的初期，學生對於學習單

上引導的問題較為困難，少部分學生能跟上研究者之引導，因此修正為在教課文

內容時，同時也設計提問，在適當時機引發學生思考。目的皆是為逐步地建立學

生對議論文的結構認識，並進一步學生自己撰寫一篇結構安排妥當的議論文。 

二、透過課堂教材學生能增進口語表達與寫作能力 

    說話與寫作都是表達的方式，一個口說、一個手寫。事實上兩者關係相當緊

密，在十二年國教課綱裡也明訂著國中小學、高中的國文科學習重點，其中即為

「口語表達」以及「寫作」，由此可知，語文教學是文本、說話、寫作三者配合，

學習更加完備。在本研究中亦透過課堂教授議論文時引導學生口語表達，融入議

論文內容與形式探究，循序漸進地再深入寫作，最後讓學生完成一篇結構完備的

議論文，讓課堂文本、口說讓表達能力提升，與寫作之表達能力皆能緊密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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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透過學習單的練習與建構，學生能逐步增進其寫作能力 

    一開始學生看到學習單便展現出頭疼的表情，但經過這時間的練習，搭配著

課文、長短篇的寫作等，學生也在反覆地口說與手寫中，漸進地進步著。尤其學

生在最後的長篇文章，從架構與舉例上不再感到困難，並且他們自己也發現自己

的進步。 

 

第二節 建議 

壹、在教學上的建議 

一、在有限的國文課堂時數，可利用現有文本作教學引導 

    在課堂教學中針對文本加以深究與鑑賞，從內容與形式上皆然。國文課堂上，

首先是內容深究，其中包含了作者在文中所欲傳授的知識、背景、表達之情感與

精神等；而形式深究則是對於文本裡的文字形、音、義認識、詞語的了解、句型

文法的把握、以及對文章作法的充分理解。因此在固定的課堂教學中，利用內容

與形式，適當地融入，並且引導學生對於議論文之說與寫。 

 

二、應妥善運用與揀選教科書文本類型 

    中學階段的國文課本編排的議論文種類多樣，因此未來在面對下一篇議論文

本時，可以再從前次行動經驗中檢視與修正，推展至其他內容題材或主題的議論

文中，例如研究者在行動初期〈愛蓮說〉與〈你該去看花〉遇到的問題：一樣是

討論花的抽象意涵，〈愛蓮說〉與〈你該去看花〉論證方式便大不相同，因此在兩

文之間銜接的行動便有所修正。 

 

三、可利用「以說帶寫」議論文寫作方案於課堂教學中 

    透過說寫結合，引導學生深入思考，並且從日常經驗中取材，以建立論點。

而再進一步組織文章結構，從學生自己的口語發表、團體的口語發表中，逐漸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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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與組織深刻的觀點或想法，幫助學生從口說到手寫的歷程性寫作，也明確彰顯

了說話與議論文寫作上是互通的。 

 

貳、對於未來進行議論文教學研究上的建議 

一、以研究工具而言 

（一）可以在課堂中使用 PREP、對話論辨、文章修正學習單 

1.先引導學生口語表達，再進行學習單書寫 

    利用學習單執行說話引導寫作，引導的是同時在課堂上全體的學生，因此教

師在面對學生舉手表達、分組討論、辯論等行動，必須敏銳掌握、多方觀察，積

極傾聽，有時尚須適時再往下引導。必要時可以請一位諍友進班現場觀課，從旁

觀者角度亦能發現當局者不易察見的問題點。 

2.引導學生感受多元的想法與立場 

    一個議題，可以有多方呈現的論點；而即便是相同的論點，也可能有不同的

論述方式與舉例說明。教學者在學習單上的問題進行時，應讓學生面對議題、論

點時，能有更多的選擇與理解自己的判定為何，並從其他人的分享、發表中，發

現其他人異同的觀點。並且教師也必須依據每位學生的能力調整問題與回饋，適

才適性地幫助、引導學生的思考，而寫作上針對學生個人的想法除了尊重以外，

適時地給予正確的指正與修改建議，讓學生有機會在每次的行動中一點一滴地成

長、進步。另一方面，學習單上設計之問題，也能幫助學生在文本或是時事議題

的討論中，釐清正反思維的判定，明白觀點並非是絕對兩邊，而是如何透過思考、

表達，將己見予以合理的證據、論述加以完整。 

    

（二）論辯式文章評分標準 

    議論文寫作不同於一般性作文，其架構與文字敘述上功能性顯著，用以說服、

辯證。透過「論辯式文章評分標準」作為檢視學生在議論文上的寫作情況與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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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題旨發揮」、「結構安排」，到「資料掌握」中分細項，能有效探究學生在議論

文寫作架構的擬定。 

    本研究中將此評分標準作最後作文的評分依據，經過研究者省思後，發現此

表也能與以說帶寫的寫作方案結合，幫助學生寫作更為聚焦。因此建議其他教師

或是未來其他研究者，也可從評分標準為出發，作為與文本、以說帶寫學習單整

合的作文教學方案，可以幫助學生更能在長篇作文上有所掌握。 

 

二、教材使用與教學環境營造 

    以中學國文科教師而言，利用課堂文本或是補充教材，藉由文本內容探究的

同時，亦能融入議論文寫作的引導與教學，獲得一舉兩得之效，課堂中直接實行，

學生的回饋與表現情況，更是教師即時的省思來源，是教學也是學習。例如高中、

大學的小論文、大學的論文、社論等，這些皆是議論文類型的文章，卻是學生在

學習階段會遇到的。因此未來盼有志往下延伸、研究者，可以再針對這些種類的

議論文進行教學研究。 

    營造和諧溝通與積極傾聽的課堂環境，教師引導學生口說表達、思考，便能

使整體教學過程流暢，學生也能在自然輕鬆且沒有壓力的環境下自在地思考或是

與教師自然地對談。教師以身作則，聆聽每位學生的說話內容與回饋，並且依照

實際情況，指引學生學習尊重發表者發表以及其意見，積極而友善的傾聽，不但

提升專注與思考，更能幫助自己在語文表達中態度的養成。 

     

    研究者在這段期間，內容取材以「課本」為出發點，作為此次行動的主要素

材，在形式與內容的深究上，以說寫結合寫作與文本的連結，真正到自己實際行

動時，才發現原來課堂文本便能如此融入，搭配著日常國文課的時間。 

    與學生一起進入課堂中成長，是教師主動營造的，與學生協同合作一起創造

每次行動中的改變、進步。透過教師自我省思，主動並且尋求教授給與思考激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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諍友的辦公室暢談，「知其可為而更為之」，跳出傳統作文教學在趕課迫切中之不

可得，而有所得。重要的是，學生的成長，不能等待。一如王鼎鈞在〈三種成長〉

所言：「光陰是不會停止的。......我們要使品學有進境，不惜不止，這才是一個充

實而圓滿的生命。」 

 

後記： 

    在我行動一段落的現在，論文撰寫著，而學生即將升上九年級，手邊邊改著

學生在課堂練習以及段考所寫的作文。望著一字一句，一思一想，落在作文格紙

上，自己紅筆劃劃落下，所盼求不是學生每位皆寫作好手，而是擁有基本寫作能

力；然更有能力寫作進好者，也可以在文字中找到自己的文采。 

   望著學生自己說出自己進步的地方是哪些部分，內心總是欣喜。每次段考後便

是新的文本開始，每次皆遇見一個新的自己，在文本中，找到新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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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以「說」帶「寫」議論文寫作教學教案 

領域 語文領域 實施對象 中學八年級 

單元名稱 愛蓮說 設計者 丁秀妃 

授課時數 共 1堂課 50分鐘 教學者 丁秀妃 

班級人數 26人 教材來源 南一版國中國文科 

第三冊第二課 

教材內容分析   藉由作者愛惜蓮花的心志，強調培養君子美德的重要。 

文章的背景大意是北宋理學始祖周敦頤對於自己的理想人格的 

投射。全文主要是抒發個人的心志，藉蓮的特質來比喻君子的 

美德，也用以自喻。 

議論文 

教學目標 
1.熟習文言議論文之架構 

2.能指出文章中的論點 

3.能閱讀不同表述方式的文章 

4.能說出文章的寫作技巧或特色 

單  元  目  標 具  體  目  標 

認
知 

1.認識周敦頤本人及經歷

的特色。  

2.明瞭本文的體裁及作法。  

3.明瞭本篇文義。 

4.明瞭本文的對比論證技

巧。 

5.了解議論文的特色。 

1-1能說出作者的時代背景、生平、著作。 

1-2能說出作者寫作此文的動機。 

2-1能說出本文的作法。 

3-1能說出全文大意與思想內涵。 

4-1能列舉分段大意。 

4-2理解正反例證的寫作方法。 

4-3能說出本文議論寫作的特色。 

4-4能說出遣詞造句的技巧。 

5-1理解議論文的架構與特點。 

技
能 

1.培養預習複習課文的能

力。 

2.理解並能提出作者的論

點。 

3.能說出作者佐證論點的

舉例與寫作方式。 

4.能分辨作者在文章中使

用的正反例證。 

5.發表讀課文後心得。 

1-1能收集資料及考查疑難問題。 

1-2能完成預習作業。 

1-3能查考生字難詞的形、音、義。 

2-1能理解課文主旨。 

2-2能說出作者提出的論點 

4-1能掌握本文中對論點、論證、 

論據的描寫，並加以學習其中的技 

巧。 

5-1能說出作者如何運用議論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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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欲表達的題旨。 

情
意 

1.能夠領略議論文寫作的

便利性。 

2.隨時留意日常生活所觸 

之事物，並欣賞其內涵。 

1-1理解利用議論說服他人的有效性。 

2-1能體察生活實例做舉證。 

 

教學活動 活動說明 教學資源 

時間 

（分鐘） 

一、複習舊經驗、 

畫上課文結構圖 

 

 

二、正例與反例的

引導 

 

 

 

 

 

 

 

 

 

 

三、認識文本正反

例的象徵意涵 

 

 

 

 

四、深入課文賞析

與議論架構 

 

 

 

首先複習前兩天上課的內容，

順勢帶入議論文的結構，讓學

生認識本文結構。 

 

帶學生文意理解後，教師搭配

課堂發問，請學生表達作者旨

意、文章論點、指出正例與反

例。 

抽點學生指出文章中使用的正

反例子，確認學生皆熟知後，

進入下一階段教學內容。 

問題 1：找出這篇文章的正面例

子以及說出其代表意涵；找出

這篇文章的負面例子以及說出

其代表意涵。 

 

對於像文本提到的花的象徵，

是此課文主要的論述要點，因

此提問正面與反面意涵的例

子。 

問題 2：請舉出生活中，花木的

象徵意涵有哪些？ 

從課文正反例引導學生賞析整

天課文的意涵，以及作者想表

達的旨趣，用以連結議論文的

寫作手法。 

 

板書、課本 

 

 

 

板書、課本、提

問 

 

 

 

 

 

 

 

 

 

 

板書、課本 

 

 

 

 

 

板書、課本 

 

 

 

 

10 

 

 

 

20 

 

 

 

 

 

 

 

 

 

 

 

1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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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域 語文領域 實施對象 中學八年級 

單元名稱 你該去看花 設計者 丁秀妃 

授課時數 共 1堂課 50分鐘 教學者 丁秀妃 

班級人數 26人 教材來源 南一版國中國文科 

第三冊第二課補充教材 

教材內容分析   作者阿盛說明在臺灣這塊「終年樹長綠」的土地上，四季、到 

處都有花，有些花不必等到屬於那個花的花季，就可以欣賞到， 

而不論怎麼的心理狀態，花自有讓人們調適各種心態的作用。 

議論文 

教學目標 
1.認識白話議論文之架構 

2.能閱讀不同表述方式的文章 

3.能說出文章的寫作技巧或特色 

單  元  目  標 具  體  目  標 

認
知 

1.明瞭本文的體裁及作法。  

2.明瞭本篇文義。 

3.明瞭本文的對比論證技

巧。 

4.了解議論文的特色。 

1-2能說出作者寫作此文的動機。 

2-1能說出本文的作法。 

3-1能說出全文大意與思想內涵。 

4-1能列舉分段大意。 

4-2理解正反例證的寫作方法。 

4-3能說出本文議論寫作的特色。 

4-4能說出遣詞造句的技巧。 

5-1理解議論文的架構與特點。 

技
能 

1.培養預習複習課文的能

力。 

2.理解並能提出作者的論

點。 

3.能說出作者佐證論點的

舉例與寫作方式。 

4.能分辨作者在文章中使

用的正反例證。 

5.發表讀課文後心得。 

1-1能收集資料及考查疑難問題。 

1-2能完成預習作業。 

1-3能查考生字難詞的形、音、義。 

2-1能理解課文主旨。 

2-2能說出作者提出的論點 

4-1能掌握本文中對論點、論證、 

論據的描寫，並加以學習其中的技 

巧。 

5-1能說出作者如何運用議論方式 

所欲表達的題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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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
意 

1.能夠領略議論文寫作的

便利性。 

2.隨時留意日常生活所觸 

之事物，並欣賞其內涵。 

1-1理解利用議論說服他人的有效性。 

2-1能體察生活實例做舉證。 

 

教學活動 活動說明 教學資源 時間 

一、發下此篇文章

讓學生全班朗讀

一遍 

二、認識白話議論

文架構 

 

 

 

 

三、教師畫上結構

圖 

 

 

四、認識論據與論

證 

 

請學生朗讀，讓學生先熟讀這

短文。 

 

前面一堂課是針對文言的議論

文架構介紹，這堂課提供學生

一篇白話議論文本，藉此希望

學生能發現不論白話或是文言

文，議論文架構皆有其基本形

式。 

將〈愛蓮說〉與〈你該去看花〉

架構一起畫黑板上，提供學生

去理解其中的異同。 

 

帶學生深入認識論據與論證 

以及如何在文章中發現。另外

也透過問答方式請學生回應。 

文本 

 

 

文本、口說引導 

 

 

 

 

 

文本、口說引導 

 

 

 

文本、口說引導 

 

 

3 

 

 

23 

 

 

 

 

 

1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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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域 語文領域 實施對象 中學八年級 

單元名稱 為學一首示子姪 設計者 丁秀妃 

授課時數 共 2堂課 100分鐘 教學者 丁秀妃 

班級人數 26人 教材來源 南一版國中國文科 

第三冊第七課 

教材內容分析   〈為學一首示子姪〉一文，彭端淑寫作的目的，是用來訓勉子 

姪，提醒他們做學問的道理唯有努力不懈怠、持之以恆，學不 

躐等，並且沒有捷徑也不應坐待原地不思前進。 

議論文 

教學目標 
1.能指出文章中的論點  

2.能說出文章的主旨、取材、與結構 

3.學會舉正例與反例 

4.能在口述作文與筆述作文中培養思考 

5.練習寫作 

單  元  目  標 具  體  目  標 

認
知 

1.明瞭本文的體裁及作法。  

2.明瞭本篇文義。 

3.明瞭本文的對比論證技

巧。 

4.了解議論文的特色。 

1-2能說出作者寫作此文的動機。 

2-1能說出本文的作法。 

3-1能說出全文大意與思想內涵。 

4-1能列舉分段大意。 

4-2理解正反例證的寫作方法。 

4-3能說出本文議論寫作的特色。 

4-4能說出遣詞造句的技巧。 

5-1理解議論文的架構與特點。 

技
能 

1.培養預習複習課文的能

力。 

2.理解並能提出作者的論

點。 

3.能說出作者佐證論點的

舉例與寫作方式。 

4.能分辨作者在文章中使

用的正反例證。 

5.發表讀課文後心得。 

1-1能收集資料及考查疑難問題。 

1-2能完成預習作業。 

1-3能查考生字難詞的形、音、義。 

2-1能理解課文主旨。 

2-2能說出作者提出的論點 

3-1能應用作者的寫作技巧在自己 

的寫作練習上。 

4-1能掌握本文中對論點、論證、 

論據的描寫，並加以學習其中的技 

巧。 

5-1能說出作者如何運用議論方式 

所欲表達的題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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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
意 

1.能夠領略議論文寫作的

便利性。 

2.隨時留意日常生活所觸 

之事物，並欣賞其內涵。 

1-1理解利用議論說服他人的有效性。 

2-1能體察生活實例做舉證。 

 

教學活動 活動說明 教學資源 時間 

一、文本探究、教

師邊講解邊帶入

黑板結構圖 

 

 

二、以說帶寫-建立

正例與反例 

 

 

 

 

 

 

 

三、PREP 流程表 

 

 

 

 

 

 

 

 

 

 

 

 

 

 

 

 

教師先就前兩天上過的內容，

做課文生難字詞、修辭、文意

賞析等講解與複習，透過問答

理解學生熟悉程度 

 

透過「以說帶寫」方式，帶領

已認識議論文架構的學生們，

開始初步討論此篇文本。學生

透過教師或同儕，在課堂問

答、討論、正反意見敘說，進

而透過對話釐清對文本架構的

熟悉，並且能自己說出與舉出

想法與其他例證。。 

 

在課堂進行時，首先提取學生

的舊經驗，請學生回想並根據

上次〈愛蓮說〉與〈你該去看

花〉的議論文架構思考此次文

本。 

研究者先請全班把這篇文章的

架構再複習一遍，並且從 PREP

流程表上的問題思考自己要如

何回答，有四道問題：Position

（針對這篇文章，你的論點是

甚麼？）、Reason（你的理由依

據是甚麼？）、Explanation（請

解釋你的理由依據。）、Proof

（請舉出證據以支持你的論點

或理由。）。依序由上而下的問

題，對照課文文本以口說回

答，並且舉手回答問題的方式

文本、板書 

 

 

 

 

文本、口說引導 

、PREP 流程表 

 

 

 

 

 

 

 

文本、口說引導 

、PREP 流程

表、對話論辨學

習單 

 

 

 

 

 

 

 

 

 

 

 

 

 

15 

 

 

 

 

10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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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對話論辨學習

單 

 

 

 

 

 

 

 

 

 

 

 

 

 

 

 

一、複習文本 

 

二、帶入文章修正

表 

 

 

 

 

 

 

 

 

 

 

 

三、口說引導寫

作、作文題目講解 

 

 

進行。 

先將學生分成兩組，一組反

方、一組正方，請反方持與文

本相反意見，正方則維持原文

論述。這份學習單上有四道問

題：Position（針對這篇文章，

你的論點是甚麼？）、Reason

（你的理由依據是甚麼？）、

Criticism（請說明與你持相反論

點的人，會如何針對你的論點

提出批判？）、Response（請說

明你會如何回應這些相反論點

的批判？） 

請學生持相反論點反抗作者的

觀點。 

 

【第一節課結束】 

 

教師先帶學生複習前一堂課做

過的事情 

文章修正是為檢測學生對於自

己心中議論文的概念形成之程

度為何。主要有幾個面向：1.

首先是自己所立訂的論點；2.

提出有利自己論點的理由與內

容；3.思考如何加強自己的論

辨；4.回頭看自己寫下的論點，

哪些可以增刪？並解釋為什

麼；5.這門課學到了哪些使自己

文章結構更完整的方法？為什

麼？透過提問、學生主動發表

方式進行這些問題的發表與傳

謝 

教師在文本全部教學以及帶入

PREP 流程表、對話論辨學習單

皆一段落之後，做總結與最後

釐清，所以學生課堂中口頭發

 

文本、口說引導 

、PREP 流程

表、對話論辨學

習單 

 

 

 

 

 

 

 

 

 

 

 

 

 

文本、口說引導 

 

文本、口說引導 

、文章修正表 

 

 

 

 

 

 

 

 

 

 

 

板書、文本、口

說引導、文章修

正表 

 

 

10 

 

 

 

 

 

 

 

 

 

 

 

 

 

 

 

 

3 

 

15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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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課堂總結 

表並且完成自己的文章修正，

並請學生於下節課寫一篇長篇

議論文－「追求學問的態度」 

 

將文本總結 

【第二節課結束】 

 

 

 

 

 

文本、板書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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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域 語文領域 實施對象 中學八年級 

單元名稱 酸橘子 設計者 丁秀妃 

授課時數 共 2堂課 100分鐘 教學者 丁秀妃 

班級人數 26人 教材來源 南一版國中國文科 

第三冊第十課 

教材內容分析   〈酸橘子〉一文，為一篇「藉物說理」的論說文。作者以設問 

法開頭，透過「強摘的果子不甜」隱喻文中欲說明的「不成熟 

的愛情難以芳醇」的道理，接著藉由親身品嘗酸橘子的經驗， 

闡述青澀的果子需要等待成熟，正如青少年應在少年時光努力 

進德修業，不要急於結交異性朋友，以期他日綻放的甘美。 

議論文 

教學目標 
1.能指出文章中的論點 

2.能閱讀不同表述方式的文章 

3.能說出文章的主旨、取材、與結構 

4.學會透過正例與反例加以論述 

單  元  目  標 具  體  目  標 

認
知 

1.明瞭本文的體裁及作法。  

2.明瞭本篇文義。 

3.明瞭本文的對比論證技

巧。 

4.了解議論文的特色。 

1-2能說出作者寫作此文的動機。 

2-1能說出本文的作法。 

3-1能說出全文大意與思想內涵。 

4-1能列舉分段大意。 

4-2理解正反例證的寫作方法。 

4-3能說出本文議論寫作的特色。 

4-4能說出遣詞造句的技巧。 

5-1理解議論文的架構與特點。 

技
能 

1.培養預習複習課文的能

力。 

2.理解並能提出作者的論

點。 

3.能說出作者佐證論點的

舉例與寫作方式。 

4.能分辨作者在文章中使

用的正反例證。 

5.發表讀課文後心得。 

1-1能收集資料及考查疑難問題。 

1-2能完成預習作業。 

1-3能查考生字難詞的形、音、義。 

2-1能理解課文主旨。 

2-2能說出作者提出的論點 

3-1能應用作者的寫作技巧在自己 

的寫作練習上。 

4-1能掌握本文中對論點、論證、 

論據的描寫，並加以學習其中的技 

巧。 

5-1能說出作者如何運用議論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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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欲表達的題旨。 

情
意 

1.能夠領略議論文寫作的

便利性。 

2.隨時留意日常生活所觸 

之事物，並欣賞其內涵。 

1-1理解利用議論說服他人的有效性。 

2-1能體察生活實例做舉證。 

 

教學活動 活動說明 教學資源 時間 

一、文本探究、教

師邊講解邊帶入

黑板結構圖 

 

 

 

 

 

 

二、以說帶寫-正方

與反方辯論 

 

 

 

 

 

 

 

 

 

 

三、PREP 流程表 

、說話-酸橘子與甜

橘子 

 

 

 

 

 

 

教師先就前兩天上過的內容，

做課文生難字詞、修辭、文意

賞析等講解與複習，透過問答

理解學生熟悉程度。 

將課文結構圖整理，在課堂教

學中融入，並且讓學生清楚運

用正立反例並陳的方式，用以

說服、證明自己的論點。 

 

特地在這課設計正反論點的辯

論、以及正反論點的論據發

展，並且在黑板上記錄正反兩

方的答辯與意見。 

接著透過「以說帶寫」方式，

初步討論此篇文本。學生透過

教師或同儕，在課堂問答、討

論、正反意見敘說，進而透過

對話釐清對文本架構的熟悉，

並且能自己說出與舉出想法與

其他例證。。 

 

在 PREP 流程表進行前，教師

先請學生說話，針對討論主

題，表達意見，說出理由，目

的是讓學生理解作者在文中運

用橘子的酸甜比喻，當作正反

對比的寫作手法，以及其引申

出的正面與反面論述。討論主

題先從課文的橘子比喻為出

發：是否吃過酸的橘子？可以

文本、板書 

 

 

 

 

 

 

 

 

板書、文本、口

說引導、PREP

流程表 

 

 

 

 

 

 

 

 

 

文本、口說引導 

、PREP 流程

表、對話論辨學

習單 

 

 

 

 

 

15 

 

 

 

 

 

 

 

 

8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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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對話論辨學習

單 

 

 

 

 

 

 

 

 

一、複習文本 

 

二、帶入文章修正 

表、口說引導寫作 

 

 

 

三、課文總結 

說一說感覺嗎？它的表皮及顏

色如何？請學生描述。反之，

說一說吃過甜的橘子的感覺

嗎，以及它的表皮及顏色如

何？最後請學生說一說酸橘子

與甜橘子的差別。 

教師先請全班把這篇文章的架

構再複習一遍，並且從 PREP

流程表上的問題思考自己要如

何回答，有四道問題：Position

（針對這篇文章，你的論點是

甚麼？）、Reason（你的理由依

據是甚麼？）、Explanation（請

解釋你的理由依據。）、Proof

（請舉出證據以支持你的論點

或理由。）。依序由上而下的問

題，對照課文文本以口說回

答，並且舉手回答問題的方式

進行。 

請學生正反兩方論辯，全班 26

人，正反方各 13人，之後再反

過來繼續。黑板上由研究者敘

寫兩方論點，是用來預備下個

請學生針對對方論點提出意見

的步驟，而提出論點的這方必

須解釋、支持自己的論點。 

 

【第一節課結束】 

 

教師先帶學生複習前一堂課做

過的事情。 

透過文章修正表，教師立刻請

學生寫下短文，去設想自己再

短文的架構。完成後再由教師

針對文章修正表批閱短文。 

 

教師在文本全部教學以及帶入

 

 

 

 

 

 

 

 

 

 

 

 

 

 

 

 

 

 

 

文本、口說引導 

、PREP 流程

表、對話論辨學

習單 

 

 

 

 

 

 

文本、口說引導 

 

短文寫作、文章

修正表、文本、

口說引導 

 

 

文本、板書 

 

 

 

 

 

 

 

 

 

 

 

 

 

 

 

 

 

 

 

10 

 

 

 

 

 

 

 

 

 

7 

 

21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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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P 流程表、對話論辨學習單

皆一段落之後，做總結與最後

釐清，將文本總結 

【第二節課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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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域 語文領域 實施對象 中學八年級 

單元名稱 三種成長 設計者 丁秀妃 

授課時數 共 2堂課 100分鐘 教學者 丁秀妃 

班級人數 26人 教材來源 南一版國中國文科 

第四冊第一課 

教材內容分析   〈三種成長〉一文論述人應把握光陰，使學識技能、品德，和 

年齡一起成長。在有限的生命中開創出無限的成就，完成充實 

而圓滿的生命。 

議論文 

教學目標 
1.能指出文章中的論點 

2.能閱讀不同表述方式的文章 

3.能說出文章的主旨、取材、與結構 

4.學會舉正例與反例 

5.能在口述作文與筆述作文中引發思考 

6.能運用各種方式練習寫作 

單  元  目  標 具  體  目  標 

認
知 

1.明瞭本文的體裁及作法。  

2.明瞭本篇文義。 

3.明瞭本文的對比論證技

巧。 

4.了解議論文的特色。 

1-2能說出作者寫作此文的動機。 

2-1能說出本文的作法。 

3-1能說出全文大意與思想內涵。 

4-1能列舉分段大意。 

4-2理解正反例證的寫作方法。 

4-3能說出本文議論寫作的特色。 

4-4能說出遣詞造句的技巧。 

5-1理解議論文的架構與特點。 

技
能 

1.培養預習複習課文的能

力。 

2.理解並能提出作者的論

點。 

3.能說出作者佐證論點的

舉例與寫作方式。 

4.能分辨作者在文章中使

用的正反例證。 

5.發表讀課文後心得。 

1-1能收集資料及考查疑難問題。 

1-2能完成預習作業。 

1-3能查考生字難詞的形、音、義。 

2-1能理解課文主旨。 

2-2能說出作者提出的論點 

3-1能應用作者的寫作技巧在自己 

的寫作練習上。 

4-1能掌握本文中對論點、論證、 

論據的描寫，並加以學習其中的技 

巧。 

5-1能說出作者如何運用議論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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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欲表達的題旨。 

 

情
意 

1.能夠領略議論文寫作的

便利性。 

2.隨時留意日常生活所觸 

之事物，並欣賞其內涵。 

1-1理解利用議論說服他人的有效性。 

2-1能體察生活實例做舉證。 

 

教學活動 活動說明 教學資源 時間 

一、文本探究、教

師邊講解邊帶入

黑板結構圖 

 

 

二、以說帶寫- 

PREP流程表-我的

時間觀 

 

 

 

 

 

 

 

 

 

 

 

 

 

 

 

 

 

 

 

 

 

教師先就前兩天上過的內容，

做課文生難字詞、修辭、文意

賞析等講解與複習，透過問答

理解學生熟悉程度 

 

請學生思考與發表，甚麼情況

下，心理的時間過得很慢；反

之，甚麼情況下，心理的時間

過得很快？為什麼有這種感

受？並想一下自己如何分配自

己的時間。覺得自己從小學六

年，一直到現在八年級，覺得

時間過得快或慢？為什麼？在

這段期間自己哪些層面獲得成

長？學生對於時間感受深刻，

尤其大多數學生舉在校生活為

例。 

研究者先請全班把這篇文章的

架構再複習一遍，並且從 PREP

流程表上的問題思考自己要如

何回答，有四道問題：Position

（針對這篇文章，你的論點是

甚麼？）、Reason（你的理由依

據是甚麼？）、Explanation（請

解釋你的理由依據。）、Proof

（請舉出證據以支持你的論點

或理由。）。依序由上而下的問

題，對照課文文本以口說回

答，並且舉手回答問題的方式

文本、板書 

 

 

 

 

文本、口說引導 

、PREP 流程表 

 

 

 

 

 

 

 

 

 

 

 

 

 

 

 

 

 

 

 

 

 

 

1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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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對話論辨學習

單 

 

 

 

 

 

 

 

 

 

 

 

 

 

一、複習文本 

 

 

 

二、帶入文章修正

表 

 

 

 

 

 

 

 

 

 

 

 

三、口說引導寫

作、作文題目講解 

 

 

進行。 

請學生思考，與文本相反的論

點會是甚麼？研究者試著拋出

在課前問過學生的問題，每個

人對時間的感受不同，請學生

分正反兩邊討論。研究者接著

此階段請學生針對課文內容，

提出論點，一是課本作者的觀

點，另一是自己的或是相反的

論點，並且口頭表達分享給大

家聽。 

【第一節課結束】 

 

 

 

 

教師先帶學生複習前一堂課做

過的事情、上的內容。 

 

 

文章修正是為檢測學生對於自

己心中議論文的概念形成之程

度為何。主要有幾個面向：1.

首先是自己所立訂的論點；2.

提出有利自己論點的理由與內

容；3.思考如何加強自己的論

辨；4.回頭看自己寫下的論點，

哪些可以增刪？並解釋為什

麼；5.這門課學到了哪些使自己

文章結構更完整的方法？為什

麼？透過提問、學生主動發表

方式進行這些問題的發表與傳

謝 

課程結束教師提供一篇議論長

文請學生練習，題目為「修養

兩個字」，所以此階段請學生就

自己建立的論點，一邊透過課

 

文本、口說引導 

、PREP 流程

表、對話論辨學

習單 

 

 

 

 

 

 

 

 

 

 

 

文本、口說引導 

、PREP 流程

表、對話論辨學

習單 

文本、口說引導 

 

 

 

 

 

 

 

 

 

 

 

 

文本、口說引導 

、文章修正表、 

板書 

 

 

15 

 

 

 

 

 

 

 

 

 

 

 

 

 

 

10 

 

 

 

15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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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課堂總結 

堂回饋、對答之間做修正。命

題目的與內容是希望學生從

「修養」二字，明白文本中常

提及的進德修業，想藉由這次

的文章修正，協助學生們就自

己的看法，架構自己延展出的

完整說明、論述。 

將文本總結、複習一次全文賞

析。 

【第二節課結束】 

 

 

 

 

 

 

 

板書、文本、口

說引導、文章修

正表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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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寒假作業 

寒假作業-新聞作業單  

                      座號：      姓名：             

 

 

 

 

 

 

 

 

 

 

 

新聞出處： 

看完以上的文章，就他的論點提出自己的想法，例如：  

●論點（引用內文）：「成功往往來自關鍵性的失敗。」  

●我贊成，因為從賈伯斯的故事中，我發現他被合夥人批評，說他是個沒有技術研

發能力的人，將他趕出蘋果公司，但是他卻從這個失敗的經驗中，激發他去成立

皮克斯動畫工作室，還推出前所未有的3D動畫，證明他是個有技術研發能力的人，

所以由此可知：「成功往往來自關鍵性的失敗。」  

 

●論點：                                                               

●我（贊成/反對/中立），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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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作文題目：追求學問的態度 

題目說明：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學習是件快樂的事情，

可能是知識的學習或一樣技能的學習。追求知識與習得技能，都必須

抱持積極、堅定的毅力與恆心以維持學習動力，每個人也都有自己所

重視追求學問的態度。請以「追求學問的態度」為題，寫出你的求學

問態度與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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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作文題目：修養兩個字 

題目說明：一個人的修養所外顯出來是他人對自己的第一印象，以及

自己對於內在的自我要求。修養二字，一個是修正自己的缺點，另一

個是養成自己優點，修養便是為了臻於圓滿的自己。請試以「修養兩

個字」為題，建立論點，並闡述你的看法與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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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 

學生回饋紀錄表             

                             姓名：           座號：     

 

壹、請閱讀下列問題，並勾選出你認為符合情況的選項： 

一、議論文寫作前，先認識文章架構有助於你思考如何寫作嗎？ 

     □是   □否   □普通 

 

二、寫作前，引導正反例子討論有助於你理解嗎？ 

     □是   □否   □普通 

 

三、經過口說表達後，你覺得有助於你深入思考主題嗎？ 

     □是   □否   □普通 

 

 

貳、請根據你的情況，簡單回答下列問題： 

一、你覺得這次寫作引導活動，最困難的地方是哪裡？ 

                                                                       

                                                                       

                                                                       

                                                                       

                                                                       

 

二、你覺得從這次寫作活動中學到了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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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 論辯式文章評分標準 

請依據本評分標準，按照所列的三大要點，以及其中的各細項檢驗文章是否

符合上述標準，再依據表現進行評分 

寫作要點 要點細項標準 A：完全符合 B：部分符合 C：不符合 

題旨發揮 1.內容清晰且聚焦 

2.合理地提出正反舉

例來支持個人想法 

3.想法新穎 

4.想法具洞察力，能做

更高層次的理解與思

考 

 

A□  B  □  C□ 

A□  B  □  C□ 

 

A□  B  □  C□ 

A□  B  □  C□ 

 

 

結構安排 1.結構安排符合邏輯

性 

2.組織結構能扣緊主

題 

3.轉折清楚 

4.首尾連貫完整 

A□  B  □  C□ 

 

A□  B  □  C□ 

 

A□  B  □  C□ 

A□  B  □  C□ 

 

資料掌握 1.取材資料合宜 

2.能深刻回應引導內

容 

3.舉證詳實貼切 

4.材料運用恰當 

A□  B  □  C□ 

A□  B  □  C□ 

 

A□  B  □  C□ 

A□  B  □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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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七 學生作品 

S11 作文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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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14 作文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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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11 作文 5-1 

 

 

 

 

 



135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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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14 作文 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