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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養導向 
的教學評量
Competency-Based Assessment

PART  ONE
素養導向 
的教學評量



「成就每一個孩子—適性揚才、終身學習」
以尊重學生生命主體為起點，透過適性教育，激發學生生
命的喜悅與生活的自信，提升學生學習的渴望與創新的勇

氣，善盡國民責任並展現共生智慧，成為具有社會適應力
與應變力的終身學習者

自發 互動 共好

5

啟發生命潛能 陶養生活知能 促進生涯發展 涵育公民責任

理念

願景

目標

總綱的理念與目標

引用自國教院公播版簡報



總綱中核⼼素養的說明

「核⼼素養」是指⼀個⼈

為適應現在⽣活及未來挑

戰，所應具備的知識、能

⼒與態度。

取自十二年國教課綱說明



「核⼼素養」是指⼀個⼈為適應現在⽣活及⾯對未來挑戰，所應具備的
知識、能⼒與態度。「核⼼素養」強調學習不宜以學科知識及技能為限，⽽
應關注學習與⽣活的結合，透過實踐⼒⾏⽽彰顯學習者的全⼈發展。

http://www.oecd.org/education/2030/



整合知
識、技能
與態度

情境脈絡
化的學習

學習歷程、
方法及策略

活用實踐
的表現

素養導向教學的四⼤原則

引⽤⾃國家教育研究院素養導向教學與評量的界定、轉化與實踐之說明



WHY.  國⽂
學科存在的意義

HOW. 國⽂
理解世界的⽅法

WHAT.  國⽂  
探究知識的範疇



標音
符號

記敘
文本

物質文化

句段

篇章

字詞

語文

文學

文化

識字與寫字

聆聽 標音符號與應用

口語表達

閱讀與理解

溝通與表達

閱讀

寫作 社群文化

精神文化

應用
文本

抒情
文本

議論
文本

說明
文本

思辨與價值

文字
篇章

文本
表述

文化

內涵

溝通互動
與

文化載體

跨科大概念
學科本質樹的概念修改自余文森2017素養導向的課程與教學一書 與 思維與語言讀書會。台北市內湖高工羅嘉文整理

我們平常都在教什麼？

我們如何思考？

符合學科本質的學習：

1.組織學科知識學習的過程
2.將想法透過各類形式表達
3.培養⾃主思辨與價值觀念



0201 03

理解⽂本的內容、

主旨、蘊含情意及

寫作技巧，並能加

以統整、解釋    

與賞析。

閱讀與理解

運⽤各種形式溝通

表達的技巧，呈現

⾃⾝想法與社會互

動，進⾏各種形式

的⽂學創作。

溝通與表達

透過各種⽂本的學

習，對不同的意義

與價值進⾏思辨，

並省思與⾃⾝的 

關係。

思辨與價值

整理⾃國⽂共創社群

學科本質⽰例(語⽂ / ⽂學 / ⽂化)



知識：瞭解⼀篇好的議論⽂的寫作的要素和⽅法。

技能：懂得立意取材、布局架構、運⽤事例，且

            適當地運⽤詞彙寫出⼀篇有說服⼒的議論⽂。

態度：能覺察⽣活中不公義的事。

國⽂素養教學⽰例

在⽣活中⾃⼰或他⼈遇到不公義的情況，懂得
運⽤⽂字寫作評論⽂章陳述⼰⾒，伸張正義。

臺北市內湖高工羅嘉文教師設計



素養導向評量要素⼀：
強調真實的情境、真實問題

核⼼素養定義強調「應⽤在⽣活情境的能⼒」，

(1)不同於以往的紙筆測驗多著墨於知識和理解層次的評量， 

(2)素養導向則較強調應⽤核⼼知識與技能以解決真實情境脈絡中的問題。 

(3)除了真實脈絡之外，素養導向之問題應盡可能接近真實世界(包含⽇常

     ⽣活情境、學術探究情境以及學習脈絡情境)中會問的問題。

〈素養導向「紙筆測驗」要素與範例試題〉



素養導向評量要素⼆： 
強調跨領域（學科）核⼼素養或是學科素養

(1)跨領域（學科）核⼼素養係指如總綱所定義三⾯九項中所指出之符號運⽤、

多元表徵、資訊媒體識讀與運⽤以及系統性思考等跨學科甚⾄跨領域的共同

核⼼能⼒，並非專指跨學科的題材。

(2)學科素養則強調結合「學習表現」與「學習內容」應⽤於真實情境的問題中。

(3)素養導向評量強調「學習表現」和「學習內容」的結合，應⽤於真實情境中

的問題解決，引導課室脈絡化的教學與學習。

〈素養導向「紙筆測驗」要素與範例試題〉



怎樣說明 
如何議論
How to Explain; How to Argue

PART  TWO
怎樣說明 
如何議論



文學體裁簡稱文體，	
指的是文學表現的				
形式，現今課綱以				
「文本表述」稱之。

課綱中的「文本表述」
依其體用可分為：	
「記敘文本」、	
「抒情文本」、	
「說明文本」、	
「議論文本」及	
「應用文本」五項。 

說明文本：	
以邏輯、客觀、理性
的方式，說明事理或
事物的文本。	

議論文本：	
以論點、論據、論證
方式，	表達對人、
事、物看法的文本。

區辨論說文

依據⼗⼆年國⺠基本教育課程綱要國⺠中⼩學暨普通型⾼級中等學校國語⽂領域課程綱要



何謂說明文

國語文課綱提到第五學習階段說明文本的學習內容為：	
				Bc-Ⅴ-1具邏輯、客觀、理性、知識的說明，如人權公約、百科全書、			
												制度演變等。	
				Bc-Ⅴ-2描述、列舉、因果、問題解決、比較、定義、引用、問答等									
												寫作手法。	
				Bc-Ⅴ-3數據、圖表、圖片、工具列等輔助說明。

寫作者透過「簡單明白的語言，對事物的性質、形狀、用途、成因、
結構、功能、特徵、關係、意義等，或人物的一般情況，或事理的概
念規律、應用範圍進行客觀的介紹和解釋」，即為說明文。

說明文、議論文兩者文體在遣詞用句、寫作技巧多有共通之處，故早期
多合併稱為論說文，然而現今課綱已分別獨立而論。

依據〈⼗⼆年國⺠基本教育課程綱要國⺠中⼩學暨普通型⾼級中等學校國語⽂領域課程綱要〉及葉晗主編：《⼤學寫作》



此篇的內容主要是在於

說明「大同」和「小

康」兩種社會的狀況。

雖然開篇有記敘言偃和

孔子的對話，但其目的

是為了引起話題，而介

紹大同與小康之後也沒

有針對大同和小康的社

會情況發表看法、進行

議論，故本文屬於說明

文，不屬議論文。

〈大同與小康〉文本分析	

說明⽂舉例

臺北市內湖高工羅嘉文教師設計

說明⽂舉例



國語文課綱提到第五學習階段議論文本的學習內容為：	

			Bd-Ⅴ-1	以事實、理論為論據，達到說服、建構、批判等目的。	

			Bd-Ⅴ-2	論證方式如歸納、演繹、因果論證等。

寫作者意圖說服他人接受自己的主張或是進行批判反駁他人說法，
透過「具備論點、論據、論證三個要素的文章」，以說服他人相信
自己的主張、觀點，即為議論文。

議論的方式可以分為立論（說服、建構）、駁論（批判）兩種。	

立論是論者自行提出一個見解，用以說服他人；而駁論則是對他人的
論述進行批判，例如翻案文章。

何謂議論文

依據〈⼗⼆年國⺠基本教育課程綱要國⺠中⼩學暨普通型⾼級中等學校國語⽂領域課程綱要〉及李智平《精進書寫能⼒2：思辨與論說⽂寫作篇》



議論文的要素

論點
寫作者所提出的觀點或立

場。論點在不同情境中

，可能有以下稱呼：主張、

命題、預測、假設、猜想。

01 02 03 

論證是連接論點到論據之間的

推論過程，因此論證需講究⽅

法，若推論有誤，論點就會受

到質疑，議論可能就不成立。

證明論點的證據即為論據，

論據可分為兩種。

⼀是事實論據，⼆是事理論

據。

論證 論據



    
       

       ⾂聞吏議逐客，竊以為過矣。
             昔繆公求⼠，⻄取由余於戎，東得百⾥奚於宛，迎蹇叔於宋，來丕
豹、公孫⽀於晉。此五⼦者，不產於秦，⽽繆公⽤之，并國⼆⼗，遂霸
⻄戎。孝公⽤商鞅之法，移風易俗，⺠以殷盛，國以富彊，百姓樂⽤，
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舉地千⾥，⾄今治彊。惠王⽤張儀之計，拔
三川之地，⻄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漢中，包九夷，制鄢、郢，東
據成皋之險，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國之從，使之⻄⾯事秦，功施到今。
昭王得范睢，廢穰侯，逐華陽，彊公室，杜私⾨，蠶食諸侯，使秦成帝
業。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向使四君卻客
⽽不內，疏⼠⽽不⽤，是使國無富利之實，⽽秦無彊⼤之名也。

議論⽂舉例
李斯〈諫逐客書〉

議論⽂舉例



       今陛下致昆⼭之⽟，有隨、和之寶，垂明⽉之珠，服太阿之
劍，乘纖離之⾺，建翠鳳之旗，樹靈鼉之⿎。此數寶者，秦不⽣
⼀焉，⽽陛下說之，何也？必秦國之所⽣然後可，則是夜光之璧
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為玩好，鄭、衛之女不充後宮，⽽駿良駃
騠不實外廄，江南⾦錫不為⽤，⻄蜀丹青不為采。所以飾後宮充
下陳娛⼼意說耳⽬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珠之簪，傅璣之
珥，阿縞之衣，錦繡之飾不進於前，⽽隨俗雅化佳冶窈窕趙女不
立於側也。夫擊甕叩缶彈箏搏髀，⽽歌呼嗚嗚快耳者，真秦之聲
也；鄭、衛、桑閒、昭、虞、武、象者，異國之樂也。今棄擊甕
叩缶⽽就鄭衛，退彈箏⽽取昭虞，若是者何也？快意當前，適觀
⽽已矣。今取⼈則不然。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為客
者逐。然則是所重者在乎⾊樂珠⽟，⽽所輕者在乎⼈⺠也。此非
所以跨海內制諸侯之術也。



       ⾂聞地廣者粟多，國⼤者⼈眾，兵彊則⼠勇。是以泰⼭不
讓⼟壤，故能成其⼤；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卻
眾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無四⽅，⺠無異國，四時充美，⿁
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乃棄黔⾸以資敵國，
卻賓客以業諸侯，使天下之⼠退⽽不敢⻄向，裹⾜不入秦，此
所謂「藉寇兵⽽齎盜糧」者也。

       夫物不產於秦，可寶者多；⼠不產於秦，⽽願忠者眾。今
逐客以資敵國，損⺠以益讎，內⾃虛⽽外樹怨於諸侯，求國無
危，不可得也。



       在第五學習階段中國語⽂課本的選⽂中， 
〈諫逐客書〉是少數結構完整的議論⽂。論點是
李斯認為秦王逐客是不智之舉、因此舉出史例、
事例、⾔例作為論據，以進⾏論證。

       過去教師可能會先跟學⽣介紹李斯這個⼈
物，然後說明課⽂內容，接著分析⽂章的寫作⼿
法。許多備課⽤書在介紹〈諫逐客書〉與〈燭之
武退秦師〉兩⽂時多指引⼤家談「說服技巧」，
然⽽單純引導學⽣了解⽂章的說服技巧，似乎是
稍嫌不⾜的。

〈諫逐客書〉的⽂本分析



       因為說服得以成功的關鍵，「技巧」
固然是重要因素，但更重要的還是「整體
局勢的掌握」。然⽽，若要掌握局勢，就
需要了解被說服者是什麼樣的⼈、他在意
什麼。從此處出發的論述邏輯是否合理也
成了重要關鍵。

       因此在這兩篇⽂章當中，引導學⽣去
針對局勢的洞察、剖析⼈物的⼼理，進⽽
採取適當的說服策略，⽅能達成教學⽬標
與成效。

〈諫逐客書〉的⽂本分析



因此本簡報分別從「知⼈論世」與「論證為本」
兩個⾯向，提供教學指引，希冀達成各⾃⽬的：

（1） 引導學⽣從李斯的⽣平加以觀察，          
          試著思索他何以成為現在的樣⼦？
          並能夠由此提出個⼈的評價。

（2） 引導學⽣理解議論⽂的閱讀寫作技巧，
          培養學⽣分析論點、論據，並訓練學⽣
          論證能⼒。

根據以往的經驗，我們會在講題解作者時介紹李斯，在講解課⽂的時候分析

議論⽂的寫作重點，如此看來好像兼顧李斯「知⼈論世」主題的討論和「議

論⽂本」的教學，然⽽這都僅達成「認知層⾯」的學習⽬標，必需透過更完

整的教學活動設計及評量，⽅能檢核學⽣的學習成效。



知人論世 
的課程設計
Course Design Aimed at Knowing                  

the Person and His Time

PART THREE
知人論世 
的課程設計



單元主題 諫逐客書（知⼈論世）

學習內容

學習表現

核⼼素養

單元⽬標

5-Ⅴ-1   辨析⽂本的寫作主旨、風格、結構及寫作⼿法。
5-Ⅴ-3   ⼤量閱讀多元⽂本，探討⽂本如何反應⽂化與社會現象中的議題，以拓展閱讀
            視野與⽣命意境。

Ad-Ⅴ-1 篇章的主旨、結構、寓意與評述。
Bd-Ⅴ-1 以事實、理論為論據，達到說服、建構、批判等⽬的。
Cc-V-2 各類⽂本中所反映的⽭盾衝突、⽣命態度、天⼈關係等⽂化內涵。

國S-U-A1
透過國語⽂的學習，培養⾃我省思能⼒，從中發展應對⼈⽣問題的⾏事法則，
建立積極⾃我調適與不斷精進的完善品格。

學⽣能透過閱讀不同⽂本，理解⼈物⽣平事蹟與後世的評價描述，進⾏換位
思考，思索⼈⽣選擇與⽣命價值，最終能以⽂字書寫「⼈何以成為現在的樣
⼦」的⼈物評價，進⽽反省⾃⾝的⽣命意義。



〈諫逐客書〉  
寫作背景概說

第⼀節

〈諫逐客書〉  
課⽂講解

第⼆堂

李斯⽣平資料
閱讀及統整

第三堂

⼤家眼中的李斯
材料閱讀、討論
課後書寫

第四堂

知人論世的課程規劃



目標說明

理想⾃我的樣貌：⾃處、動機和選
擇，是我為〈諫逐客書〉⼀課安排的
主題。預計將從作者李斯的⽣平談
起，看⾒他在不同的⼈⽣階段中，⾯
對外在變動環境和⾃我內⼼動機，如
何判斷並做出決定。每⼀個不同階段
的選擇積累，造就了每⼀個⼈。李斯
如此，我們每⼀個⼈亦是如此。

學習內容安排了知⼈論世和閱讀能⼒
策略兩⼤⾯向，但本課次操作，較偏
重知⼈論世層⾯。
臺北市松山高中郭由融教師設計 圖片取⾃維基百科



背景介紹

臺北市松山高中郭由融教師設計

⾸先閱讀呂世浩《敵我之間：⼀場歷史的思辨之
旅3》和課本作者欄，配合講義題⽬書寫，讓學
⽣對於李斯其⼈有了初步的認識和掌握。

聰明有⽤嗎？努⼒⼀定會成功嗎？⼈⽣成敗的關
鍵不在能⼒，⽽是你最終做了什麼選擇！在那個
詭譎多變的時代，看似夥伴的⼈，卻造成了失
敗；看似敵對的⼈，卻加速了成功。是福？是
禍？都在你的⼀念之間！想要爭奪天下，就必須
先爭奪⼈才；以武⼒逼迫、⽤財富收買、靠權勢
屈服，可以換得⼀時的成功，卻扭轉不了變幻莫
測的命運！～博客來書評簡介～

圖片取⾃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684019



設計提問

臺北市松山高中郭由融教師設計

1.李斯是哪⼀國⼈？當他⾒到了廁中老鼠和倉中老鼠的反應是？他有什麼
體悟？若你想要成功，你認為你現在所處的環境和你⾃⼰本⾝有哪裡需
要調整改變？

2. 何謂「祭酒」？誰曾擔任？他和李斯的關係是？他對李斯的影響是？
3. 李斯以哪⼀段話向老師表明⼼志，然後決定⻄入強秦。
4. 李斯如何讓年輕的秦王印象深刻？
5. 在李斯⼀帆風順時發⽣了⼀件⾜以影響他去留的事，是什麼？李斯如何
    應對？
6. 李斯當上丞相後提出哪些治國之策？
7. 李斯的結局是？太史公如何評價李斯？

讓學生看見李斯
一生的許多選擇
和其內在動機



資料補充

臺北市松山高中郭由融教師設計

接著，再補充太史公
的論贊、後⼈創作相
關的詩⽂以及姚鼐
〈李斯論〉，企圖透
過更多資料，還原李
斯的樣貌。並得出⼀
個⼈最終會成為什麼
樣⼦，都是⾃⼰的選
擇持續積累⽽成。



資料補充

臺北市松山高中郭由融教師設計

接著，再補充太史公
的論贊、後⼈創作相
關的詩⽂以及姚鼐
〈李斯論〉，企圖透
過更多資料，還原李
斯的樣貌。並得出⼀
個⼈最終會成為什麼
樣⼦，都是⾃⼰的選
擇持續積累⽽成。



資料補充

臺北市南湖高中黃健綸教師、臺北市松山高中郭由融教師設計

此時可以提問的是：

1.世⼈如何看待李斯的 
   遭遇？
2.司⾺遷如何看待李斯
   的遭遇？



資料補充

臺北市松山高中郭由融教師設計

上課補充蘇軾〈荀卿
論〉云：「荀卿明王
道，述禮樂，⽽李斯以
其學亂天下。」 
⽽姚鼐提出不同的⾒
解，認為李斯只是趨炎
附勢之徒，為謀⼀⼰之
富貴⽽迎合秦始皇崇尚
嚴刑峻法的做法，根本
不是運⽤儒家所學以亂
天下。



資料補充

臺北市松山高中郭由融教師、台北市內湖高工羅嘉文教師設計

接著，再以學習提問單
（1-6題），透過姚鼐
的視⾓，重新看待李
斯，藉由不同⼈的不同
觀點，重新建構出學⽣
⾃⼰對於李斯的認識。

以作為後續課⽂讀講的
先備知識。



課文講解

臺北市松山高中郭由融教師設計

再者，進入課⽂，讓學⽣仔細閱讀李斯⼈⽣中的重⼤階段（關於⽣

存去留），他如何收集並提煉對⾃⼰有利的訊息，他如何軟硬兼施

地表達⾃⼰的意⾒卻不會損害君王的威信。

最後的結果是成功的，李斯安然度過了這⼀次的危機，除了他有技

巧地表達⽅式之外，還要關注到的是他堅定的信念（內在動機），

並於此扣回前幾堂課補充的相關⽣平資料。



表現任務設計

臺北市松山高中郭由融教師設計

課程最後請學⽣再回頭進⾏反
思，詢問學⽣如果你是李斯，
在每⼀個⼈⽣重⼤轉折時，會
和李斯做出同樣的選擇嗎？  
為什麼？

然後在這⼀課的學習中，你有
什麼樣的啟發？請學⽣書寫⼈
物評價。



學生作品

臺北市松山高中郭由融教師提供

雖然李斯覺得環境決定了⼈成功的⼤半要素，但我認為環境是客觀的，
⽽好壞也是由⼈定義，若非如此，李斯對於向上提升地位和求取財富的
野⼼與急於擺脫貧賤處境的情緒也不會如此強烈了吧！李斯是個⾃我信
念感很強的⼈，這在諫逐客書中也可體現，立場堅定的態度，也是秦王
被說服的原因之⼀，同時也是李斯的性格魅⼒所在，⽀持他在短時間內
得以位極⼈⾂，但也是他最後悽慘下場的主因。信念雖可使⼈擁有追逐
⽬標的動⼒，可也容易太過⽽產⽣執念，反招致禍事。



學生作品

臺北市南湖高中黃健倫教師提供

我認為李斯是⼀個為了鞏固⾃⾝地位及利益不擇⼿段的⼈，從李斯辭別
荀⼦⻄入秦時所說的「詬莫⼤於卑賤，⽽悲甚於窮困。」可得知他並不
⽢於處在卑微的地位，⽽我不認同姚鼐在李斯論中所提到的：「⾏其學
⽽害秦焉，商鞅也」，因為商鞅為秦奠下了雄厚的基礎。姚鼐看來像在
為李斯找藉⼝。李斯曾說發揮才華要有正確的環境，但當他入秦後並非
發揮⾃⼰儒家的專長，反倒為了在秦享受榮華富貴⽽遷就秦沿⽤了好幾
年的法學，這顯然不是⼀位忠⾂該有的作為，姚鼐認為李斯對於儒家來
說並非忠⾂，但我認為不僅限於儒家，李斯對秦也並非忠⾂，⼀位真正
為國家著想的⾂⼦，不會趨時使⽤他認為不適合的思想治國，⽽是努⼒
貫徹⾃⼰覺得合適的⽅法，因此我認為李斯⾃儒乃⾄秦都絕非忠⾂。



論證為本 
的課程設計
Argument-Based Course Design

PART FOUR
論證為本 
的課程設計



單元主題 諫逐客書（論證為本）

學習內容

學習表現

核⼼素養

單元⽬標

5-Ⅴ-2  歸納⽂本中不同論點，形成個⼈的觀點，發展系統性思考以建立論述體系。
5-Ⅴ-5  主動思考與探索⽂本的意涵，建立終⾝學習能⼒。

Ad-Ⅴ-1 篇章的主旨、結構、寓意與評述。
Bd-Ⅴ-1 以事實、理論為論據，達到說服、建構、批判等⽬的。
Bd-Ⅴ-2 論證⽅式如歸納、演繹、因果論證等。
Cb-Ⅴ-2 各類⽂本中所反映的個⼈與家庭、鄉⾥、國族及其他社群的關係。

國S-U-B1
運⽤國語⽂表達⾃我的經驗、理念與情意，並學會從他⼈的⾓度思考問題，尋求
共識，具備與他⼈有效溝通與協商的能⼒。

學⽣能透過閱讀學習議論⽂的閱讀寫作策略，理解⽂本意義，並歸納⽂本
中不同的論點，加以分析論據，建立論述體系，在⾯對新資訊時能運⽤思
考論證，判別其中關聯性與正確性，將所學運⽤於⽣活中。



〈諫逐客書〉  
寫作背景概說

第⼀節

〈諫逐客書〉  
課⽂講解

第⼆堂

〈諫逐客書〉
議論⽂分析

第三堂

〈李斯論〉     
分析練習
〈社論〉         

分析評讀練習 

第四堂

論證為本的課程規劃



背景介紹

簡要概述〈諫逐客書〉寫作背

景，說明⼈物之間的關係以及

當時局勢的狀況。藉此介紹李

斯所處的時代背景，以及他要

⾯對的局勢。

此部分⼤約需0.5節課。

臺北市南湖高中黃健綸教師設計 圖片取⾃https://ctext.org/media.pl?if=gb&id=32



課文講解

⾸先，先帶學⽣將⽂章的詞句

釐清，並⽤檢索訊息為主的閱

讀單引導學⽣掌握〈諫逐客

書〉的內容，並在細讀⽂本的

過程，簡要說明該⽂的寫作動

機及⽬的等。

此部分⼤約需1.5節課。

臺北市南湖高中黃健綸教師設計



課文講解

⾸先，先帶學⽣將⽂章的詞句

釐清，並⽤檢索訊息為主的閱

讀單引導學⽣掌握〈諫逐客

書〉的內容，並在細讀⽂本的

過程，簡要說明該⽂的寫作動

機及⽬的等。

此部分⼤約需1.5節課。

臺北市南湖高中黃健綸教師設計



課文講解

⾸先，先帶學⽣將⽂章的詞句

釐清，並⽤檢索訊息為主的閱

讀單引導學⽣掌握〈諫逐客

書〉的內容，並在細讀⽂本的

過程，簡要說明該⽂的寫作動

機及⽬的等。

此部分⼤約需1.5節課。

臺北市南湖高中黃健綸教師設計



議論文分析的教學策略

1 說明議論元素 針對論點、論據、論證
三者進⾏說明。

找出論點
引導學⽣從⽂章中找出
本⽂當中作者的論點。

段落分析
再針對每⼀段論據及論
證部分，先整理論據的
內容。

2
3

請學⽣分別說出三者的
定義與關聯。

本⽂第⼀段「⾂聞吏議
逐客，竊以為過矣。」

以○→○→○流程圖⽅
式分析其論證的過程。

臺北市南湖高中黃健綸教師設計

此部分需時2節課。



321

第⼆段
分析

論據：繆公求⼠，
⻄取由余於戎，
……，蠶食諸侯，
使秦成帝業。

論證：此四君者，皆以客之
功。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
哉！向使四君卻客⽽不內，
疏⼠⽽不⽤，是使國無富利
之實，⽽秦無彊⼤之名也。

歸納論據：四君皆以客之功
→客無負於秦→秦富強

假設：四君不納客→秦無
           法富強
推論：秦富強→君納客則
           國家富強

臺北市南湖高中黃健綸教師提供		臺北市內湖高工羅嘉文教師製圖



321

第三段
分析

論據：今陛下致昆
⼭之⽟，有隨、和
之寶，……，異國
之樂也。

論證：今棄擊甕叩缶⽽就
鄭衛，退彈箏⽽取昭虞，
若是者何也？......，此非所
以跨海內制諸侯之術也。

歸納論據：異國⾊樂珠⽟
→秦王喜歡

推論：秦王→⾊樂珠⽟
(異國)→喜愛→⼈才(異
國)→逐客→標準不⼀
假設：標準不⼀→非跨海
內制諸侯之術

臺北市南湖高中黃健綸教師提供		臺北市內湖高工羅嘉文教師製圖



321

第四段
分析

前提：國⼒強⼤→⼈眾地廣

論據：三王五帝→廣納⼈才→無敵

假設：秦王逐客→有敵

所以：秦王不可以逐客

臺北市南湖高中黃健綸教師提供		臺北市內湖高工羅嘉文教師製圖



臺北市南湖高中黃健綸教師設計

第五段則以「⼠不產於秦，⽽願
忠者眾。」點出最重要的結論。 

引導完學⽣分析李斯於每⼀段的
論據及論證後，可再進⼀步試著
引導學⽣從兩個⾓度思索：

1.你認為李斯這些論據及論  
    證，有什麼可以提出反例， 
    或邏輯不清楚之處？

2.試著站在李斯跟秦王 
    對話的⾓度，你認為  
    李斯這樣議論，秦王 
    能夠接受的原因為 
    何？是因為他們共同 
    的思考及前提為何？ 
    （從這個⾓度看，這 
    些論據的選擇及論證 
    的過程，都變得合理 
    了） 

後設思考



表現任務設計

臺北市南湖高中黃健綸教師設計

引導學⽣從〈諫逐客書〉掌握議

論⽂閱讀技巧後，接著以姚鼐

〈李斯論〉及社論〈警察的存

在，如果不是為了保護⼈⺠〉為

材料，讓學⽣熟練議論⽂的閱讀

分析，最後試著練習評讀。



學生作業架構（李斯論）

臺北市南湖高中黃健綸教師提供		臺北市內湖高工羅嘉文教師製圖

論點
亂秦之者非李斯 

論據 

論證 

商鞅變法是秦
⼤亂之始⽽李
斯只是助之 

結論 

商鞅變法，焚書坑儒，
乃使秦⼤亂者

李斯不⾔，始皇顧⾃為之->

嚴法習以為常->李斯崇法-> 

得到秦王寵愛->趨於時勢、
迎合⼼意



學生作品

臺北市南湖高中黃健綸教師提供



學生作品

臺北市南湖高中黃健綸教師提供



學生作業架構（社論）

臺北市南湖高中黃健綸教師提供		臺北市內湖高工羅嘉文教師製圖

論點
警察隊待平⺠的標準
應以保護⼈⺠為優先 

論據 

論證 

警察最重要是
保護⼈⺠ 

結論 

法規、說法，美國真實
案例，詐騙案女老師 

治安、⼈權->法條指定可

在公共場所進⾏⾝分查證
->治安要點應保護她 



學生作品

臺北市南湖高中黃健綸教師提供



學生作品

臺北市南湖高中黃健綸教師提供



建構學生 
的論證能力

Developing Students'  
Argumentation Skills

PART  FIVE
建構學生 
的論證能力



〈諫逐客書〉的課程設計，分別從「知⼈論世」和「論證為本」兩個⾯向進⾏課程
設計，國語⽂的⽂本受限於課本的選⽂⽽有所固定，但是教師的創意是無限的，即
使同⼀個⽂本，會因為學習⽬標設定的不同，最後檢核學⽣學習的表現任務也會隨
之不同，⽽其中的情境與脈絡也會因著⽬標與表現任務⽽有所改變。

知⼈
論世

論證
為本

學⽣能透過閱讀不同⽂本，理解⼈物⽣平事蹟與後世的評價描述，進
⾏換位思考，思索⼈⽣選擇與⽣命價值，最終能以⽂字書寫「⼈何以
成為現在的樣⼦」的⼈物評價，進⽽反省⾃⾝的⽣命意義。

學⽣能透過閱讀學習議論⽂的閱讀寫作策略，理解⽂本意義，並歸納
⽂本中不同的論點，加以分析論據，建立論述體系，在⾯對新資訊時
能運⽤思考論證，判別其中關聯性與正確性，將所學運⽤於⽣活中。

⼈物
評價

社論
論證

同課異構的課程設計



教師在設定學習⽬標之後，接著依據⽬標設計適當的表現任務，為了串連起不同的
⽬標與任務，即使情境與脈絡中使⽤了相同的材料，但是順序與提問重點也會不
同。「知⼈論世」⽬標是了解李斯之所以成為李斯的原因，反思⼈的選擇與內在動
機的關聯性；「論證為本」則以培養學⽣思考論點、選擇論據、進⾏論證的能⼒為
主。

知⼈
論世

論證
為本

⼈物
評價

社論
論證

史記
資料

李斯
論

諫逐
客書

史記
資料

諫逐
客書

李斯
論

同課異構的課程設計



兩種課程設計的主要提問



教師進⾏課程規劃時，除了將課⽂內容的知識傳遞
給學⽣之外，更應深究教材在三年的學習中所扮演
的⾓⾊。例如筆者曾在(108年研發)國語⽂領域
——第四學習階段縣市種⼦教師培訓推廣版簡報中
舉〈⾳樂家與職籃巨星〉⼀⽂為例，備課⽤書常強
調苦練的重要性，⽽著重於情意的闡發。但回歸⽂
本分析，這⼀篇⽂章實際上也屬於議論⽂本，更宜
著重議論⽂的教學。

不⽌於內容的課程設計

要如何有⾃覺的去進⾏課程規劃，這必須教師⾸先能建構出三年的課程地圖，並
利⽤課綱的學習內容與學習表現，確立單元的學習⽬標，⽽教師所設計的引導問
題及閱讀材料都需扣合⽬標，且表現任務的規劃要能延續學習（assessment as 
learning），如此⽅能建立以課程地圖為脈絡的⽂本教學。



本簡報旨在呈現單⼀⽂本同課異構的課程設計，並指引教師在備課時應該超
越課⽂內容本⾝，進⽽思索三年課程地圖的架構，以期能夠達到完整的語⽂
學習。之後預計開展成系列的⽂本教學模組，落實議論⽂本的學習及評量，
供社會⼤眾參酌。

後續研究⽅向

寫作
評量

以課程地圖
為脈絡的⽂
本教學策略

多元評量的
⽅式與例題



概念取⾃於國家教育研究院測驗與評量中⼼吳正新助理研究員、台北市內湖⾼⼯羅嘉⽂設計

⽬標

•學習⽬標
•學習內容
•學習表現
•核⼼素養

導入活動

•結合 
舊經驗

•結合 
⽣活經驗

提問

•引導問題1
•⼩問題1
•⼩問題2

•引導問題2
•‧‧‧‧‧‧

⽂本討論

•引導問題1
•⼩問題1
•⼩問題2

•引導問題2
•‧‧‧‧‧‧

建立

國⽂知識

內容應⽤、
能⼒遷移 

進階國⽂ 
探究、評量

讓學生像國文老師一樣的思考

發現問題

解決問題

⽣活應⽤、學術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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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內湖⾼⼯
國⽂科羅嘉⽂教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