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吳中文學報
2007 年 11 月

第十四期
頁 127-161

國中學生命題作文之抽樣分析
──以寫作所犯的錯誤為主要探討範圍
林 素 珍∗
提

要

本論文撰寫之主要目的，在於將筆者於九十五學年度九月至十一月間，先
後在北、中、南、東等地區的四所國中所實施的二年級學生命題作文作一觀察報
告，並將學生在行文時所犯的主要錯誤逐一解析，其主要觀察項目與寫作錯誤包
括：
（1）在審題立意方面──未審明題意、立意過泛。
（2）在行文布局方面──篇章段落安排不當、行文次序輕重不分、文意承
接無法連貫、人稱敘述不統一。
（3）在遣詞造句方面──措詞不當、過度口語化、助詞及介詞有誤、語詞
重出或不當省略、文句拖沓、語序不妥、語意不
合邏輯。
（4）在錯別字、標點符號方面──音近（或音同）而字誤、形近（或音同）
而字誤、整段一逗到底、誤置標點等。
針對上述的寫作所犯的錯誤，則嘗試擬訂遠程及近程輔導措施，前者重在閱讀和
寫作能力的加強，主要重點有二：
（1）透過範文教學以教導學生學習各種寫作技巧。
（2）引導課外閱讀，讓學生養成閱讀習慣，並學習正確的閱讀方法。
後者重在補救寫作上所犯的錯誤，也有兩個重點：
（1）建立寫作命題題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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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設計寫作學習單。
此外，對於收回的一百六十一份樣卷所犯的寫作錯誤，也嘗試以統計數字和表格
作為分析的輔助，期能提供教學者及研究者在國中寫作教學方面的相關參考資
料。

關鍵詞：作文教學、國中基測、範文教學、寫作測驗、寫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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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關於台灣學生語文能力低落的現象，絕不會是一個陌生的議題，我們的學生
在作文方面的表現常常是詞彙貧乏、文句不通、思維淺薄、引證失當、錯別字充
斥等，令家長與教育當局相當憂心。自從國中基測舉行作文題考試以來，全國每
一所國中在國文教學方面，無不積極有所作為以因應此一措施。筆者忝為「作文
教學專題研究」的任課教師，常應邀至各國中作專題演講，在與多校師生互動的
過程中，學習並吸收許多關於寫作教學的知能與經驗，可謂獲益良多，並可作為
日後教學改進與參考之用。
自九十五年九月起至十一月間，筆者先後選擇北、中、南、東等地區的四所
國中二年級的班級1，配合該班作文課程隨機選擇一次由筆者進行命題、批閱，
共收回一百六十一份樣卷2，本論文撰寫之主要目的在於將該次測試的結果，作
一綜合性的觀察，並將學生在寫作時所犯的錯誤逐一解析、試作統計，其主要觀
察項目包括3：
（1）審題立意──確認題目的目的、意義、範圍以及中心思想，並決定寫
作材料。
（2）行文布局──根據文章主旨，適切安排寫作材料，完成聯貫通順的作
品。
（3）遣詞造句──精確使用字詞，寫出完整的句子，並有效的運用修辭技
巧。
（4）錯別字、標點符號──用字精準並正確使用標點符號，以使讀者了解
文意。
再者，也進一步針對教學時數與資源，嘗試擬訂遠程及近程輔導措施，就前者而
言，旨在儲備學子閱讀和寫作知能，主要重點有二：
（1）透過範文教學以教導學生各種寫作技巧。
（2）引導課外閱讀，讓學生養成閱讀習慣，並學習正確的閱讀方法。
就後者而言，則是以該次學生作品所呈現的種種問題，思尋解決的辦法，也有兩
1

2
3

此次取樣之所以選擇國中二年級的學生，主要原因在於：一年級的學生因為剛自國小畢業，尚
在適應國中新課程，而三年級的學生則有基測的壓力，因此不對一、三年級學生施測。
北區四十份、中區三十七份、南區四十三份、東區四十一份。
觀察項目主要參考：
（1）教育部教育研究委員會：《我國中小學國語文基本學力指標系統規畫
研究》
（第三冊）（臺北：教育部，2000 年 12 月，初版）
，頁 237-242。（2）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心理與教育測驗研究發展中心所公告之基測寫作測驗評分規準，網址為：
www.bctest.ntnu.edu.tw。
（3）章熊：
《中國當代寫作與閱讀測試》
（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0
年 10 月，初版），頁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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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重點：
（1）建立寫作命題題庫。
（2）設計寫作學習單。
由此，本文有三個重點：其一，測試命題說明；其二，寫作錯誤分析，其三，教
學輔導措施。期能透過此一觀察報告，提供教學者及研究者在國中寫作教學方面
的相關參考資料，更希望學界前輩專家給予指正。

二、測試命題說明
學生進行寫作之前，教師的命題工作是不可或缺的一環，在命題的過程中必
需考量適合學生的程度、興趣及需要4，因此命題的思考方向以貼近學生生活經
驗，並配合國中基測的寫作要求為主要目標，以下分別就命題的用意、測驗目的、
考察重點，以及學生反應等項目說明之：

（一）命題的用意
基於順應國中基測命題方式的考量，本次測試採非傳統式的命題方式進行，
亦即在題目前加入引導性文字，讓考生進入寫作情境，並規定其依照一定的項
目，進行作文的「引導式寫作」5，題目共有二個，以抽籤的方式各由兩個班級
寫作6，第一個題目為：
你一定搭過車子！火車、公車、私家車、計程車……有人把搭車當作是一件
快樂的事情，因為可以享受快感、可以思考、可以聊天、可以聽音樂、可以冥想、
可以看書報等等；也有人討厭搭車，因為擁擠、因為吵雜、因為暈車、因為無所
事事、因為路況不佳等等。
請就自己的回憶與經驗，以「一次難忘的搭車經驗」為題目，寫一篇文章，
內容必須包括搭車的經過、難忘的原因，事後的心得或感想等。
注意事項：（1）請以白話散文寫作 （2）請不要在文中透露自己的姓名
這個題目經過三次修正，其中最大的改變在於題幹的部分，原先的設計是「請就
自己的回憶、經驗、感覺、認知或體悟，以『一次搭車的經驗』為範圍，自訂題
4

5

6

仇小屏：
《限制式寫作之理論與應用》
（臺北：萬卷樓圖書有限公司，2005 年 10 月，初版）
，頁
8-10。
陳滿銘：
《作文教學指導》
（臺北：萬卷樓圖書有限公司，1997 年 10 月，初版二刷），頁 31 及
仇小屏：
《限制式寫作之理論與應用》（臺北：萬卷樓圖書有限公司，2005 年 10 月，初版），
頁 4-5。
第一個題目由北、東區學生寫作；第二個題目由中、南區學生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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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寫一篇文章。」，其後考量這樣的方式，學生可能不容易掌握題旨，甚至訂
定一個精確的題目，所以改為「一次難忘的搭車經驗」。第二個題目為：
題目：一場誤會
說明：誤會是很令人難受的一件事。很多人懊悔說：「要是我不如何如何……，
也許就不會發生誤會了。」當然，謹慎小心是應該的，只要我們多多用心，
體貼別人，就能避免許多不必要的誤會……
所以更重要的是誤會後的處理及態度。……
如果只有一方想澄清，另一方卻絲毫不在意，就沒有辦法進行良性互動；
如果雙方都能冷靜下來，好好溝通，或許可以挽回一些事情，避免發生遺
憾。
請你就自己的回憶、經驗、感受及體悟，寫一篇文章，涵蓋下列條件：
◎一次誤會發生的原因與經過
◎你如何處理或面對這個誤會

◎當時最深切的感受
◎這個經驗對你的影響或啟發

※上述條件順序可自行調整

※不可在文中暴露私人身分

就第一個題目而言，搭車是現今社會每個人都有的共同經驗，因此學生不難
從其日常生活的經驗中選擇寫作的材料，而在搭車的過程中常會接觸到許多不同
的人、事、物，無論在互動的狀態下，或是在靜觀的情形下，多少都會給予年輕
學子一些訊息與刺激而有所反應。不過，對於搭車的看法或經歷卻因人而異，而
這也正是本題目值得拓展的地方，所以在引導文字的部分便試著帶領學生思索
正、反兩種可能的反應，以便進入寫作的情境：其一，
「認為搭車是快樂的」
，因
為可以享受快感、可以思考、可以聊天、可以聽音樂、可以冥想、可以看書報等
等；其二，
「認為搭車是不快樂的」
，因為擁擠、因為吵雜、因為暈車、因為無所
事事、因為路況不佳等等。
至於第二個題目則為本系國語文夜間教學碩士班九十七級「作文教學專題研
究」課程，第四組同學所研擬設計，經筆者批改並於課堂討論後定案。日常生活
中，我們無法避免不瞭解他人或不被他人瞭解的情形，所以誤會便由此而產生
了，輕則造成當事人彼此間的隔閡，重則打擊人我之間的關係，二者都是大家所
不樂見的。因此，謹慎小心的處理態度就變得十分重要了。題目中假設了兩種可
能的情形，引導學生思考：
（1）產生誤會的雙方，一方想澄清，另一方卻絲毫不
在意，就沒有辦法進行良性互動；
（2）如果誤會的雙方都能冷靜下來，好好溝通，
或許可以挽回一些事情，避免發生遺憾。
當然，實際的情況未必如上述兩個題目所提到的二分法，其中必然有許多的
聯想空間，正是值得學生去思考的地方，希望他們能從自我的回憶、感覺、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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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體悟中，選擇一次較特別而難忘的經驗來說明，因此無論是敘述、抒情、描寫、
論說等都有發揮的空間。
根據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心理與教育測驗研究發展中心所公告之基測作文預
試題以及兩次基測的題目，共有十題7：
1.

題目：
「一張舊照片」
說明：很多人會利用照片紀錄成長的經驗、與他人接觸的情景、環境的變遷
以及美麗的景象……等等。
條件：請你寫出一篇涵蓋下列條件的文章：
◎選擇一張令你印象深刻的舊照片。
◎說明令你印象深刻的原因。
◎詳述照片中的影像。
◎說明背後的故事。
※上述條件順序可自行調整
※不可在文中暴露私人身分

2.

題目：
「鄉村與都市」
說明：有人說：
「鄉村的空氣新鮮，生活悠閒簡樸。」也有人說：
「都市資訊
充足，生活多采多姿。」……各有偏好。如果可以選擇，你希望住在
鄉村還是都市？
條件：請你寫出一篇至少涵蓋下列條件的文章：
◎請就鄉村與都市生活的優缺點加以討論。
◎說明自己的偏好。
※上述條件順序可自行調整
※不可在文中暴露私人身分
※請勿使用詩歌體

3.

題目：
「一次難忘的考試經驗」
說明：每個人都有許多考試的經驗。考試的方式不一定只在教室利用紙筆寫
作，你可能被要求在講台上演奏樂器或唱歌；你也可能在操場上展現
運動技能……。
條件：請你寫出一篇至少涵蓋下列條件的文章：
◎請就自己的經驗，描述一次難忘的考試經驗。
◎敘述令你難忘的原因。
※上述條件順序可自行調整
※不可在文中暴露私人身分

7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心理與教育測驗研究發展中心之網址為：www.bctest.ntn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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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勿使用詩歌體
4.

題目：「影響我最深的一句話」
說明：也許你有這樣的經驗：一句話的提醒或鼓勵，有時會深深影響著你，
甚至令你受益無窮。
條件：請你寫出一篇涵蓋下列條件的文章：
◎寫出影響你最深的一句話。
◎敘述聽到或看到這句話的場景及感受，並說明這句話對你的影響。
※上述條件順序可自行調整
※不可在文中暴露私人身分
※請勿使用詩歌體

5.

題目：「付出與收穫」8
說明：俗語常說：
「一分耕耘，一分收穫」
，但是付出與收穫一定對等嗎？請
至少舉一個 發生在自己身上的實例，或你知道的事件、故事，來說
明付出與收穫的關係，並論述這個事例帶給你的啟示。
※上述條件順序可自行調整
※不可在文中暴露私人身分
※請勿使用詩歌體

6.

題目：「體諒別人的辛勞」（九十五年基測題）
說明：一天的生活中，有許多人為我們做許多事，不可能凡事只靠自己。如
果能多體諒別人，懂得感謝和寬容，不僅自己覺得快樂，家庭、社會
也將會更溫馨和諧。想一想：在你的生活周遭，親長、朋友、社會大
眾……，哪些人為你付出、為你服務？你應當用什麼樣的心態、行動
來面對或回報他們？若他們的付出或服務不能盡如你意時，你又該如
何？
※不可在文中暴露自己的姓名
※請勿使用詩歌體

7.

題目：「用餐時分」
說明：用餐，不只是視覺、嗅覺、味覺的體驗而已，因為周圍的環境、進食
的氣氛、情感的交流……都會讓用餐時分顯得特別。你的用餐情境
是如何呢？用餐時你的感受又是如何？有哪些特別之處？
※不可在文中洩露私人身分
※不可使用詩歌體

8

第五個題目的寫作條件以引導敘述的方式表達，與前四題用「◎」特別標示出來的方式不同，
顯示題目表述的多樣性，也可以測試學子的審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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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題目：「一份特別的禮物」
說明：生活中常有機會收到禮物，禮物可以是有形的，也可以是無形的。你
曾經收過什麼樣特別的禮物？你在何種狀況下收到這份禮物？這份
禮物有什麼特別之處？
※不可在文中洩露私人身分
※不可使用詩歌體

9.

題目：「夏天最棒的享受」（九十六年第一次基測題）
說明：豔陽高掛，暑氣炎炎，有時讓人精神振作、充滿活力，有時又使人汗
流浹背、苦無堪言。你很可能在酷熱的夏天裡運動、閱讀、乘涼，甚
至吃火鍋……。你覺得在夏天最棒的享受是什麼？請寫下你的經驗、
感受和想法。
※不可在文中洩露私人身分
※不可使用詩歌體

10. 題目：「我從同學身上學到的事」（九十六年第二次基測題）
說明：在我們求學的過程中，曾遇見許多同學。每個同學都有各自的特點，
從他們身上，我們可以學到一些事，因而影響了自己的想法和行為。
請就你的經驗、感受或想法，寫出從同學身上所學到的事。
※若提及同學姓名，請用甲同學、乙同學……代替
※不可在文中洩露私人身分
※不可使用詩歌體
往昔的命題往往只是一個語詞或一句話，如：
「雙手萬能」
、
「我最喜歡的一本書」
等，欠缺寫作情境的引導，有時會讓學生不知如何下筆，在評分上也不易掌握其
信度（reliability）與效度（validity），所以逐漸為新式作文命題所取代。這十個
題目都屬於「引導式」的命題方式，在「條件」或畫雙線的部分就是寫作的要項，
應試者一定得遵循。再者，這些題目都頗為生活化，幾乎都是要學生從日常的生
活經驗中，發表自我的意見或心得。值得一提的是，筆者的命題與第三題類似，
這是事先所未料想到的，或許在日後的命題中，也該試圖跳脫生活經驗與心得書
寫的範圍，以增加命題的廣度，讓學生在寫作上有更進一步的學習。

（二）測驗的目的
此次測試，在第一個題目方面主要是在測驗學生能否在日常的搭車經驗中，
適當的選擇一次經驗作為寫作的材料，並且詳細而完整的敘述搭車的過程、充分
說明自己之所以難忘的原因，以及透過條理清晰的文字把內心的感想具體地表達
出來。而第二個題目，則在測試學生是否能適切的選擇一次經驗做為寫作的材
料，詳細而完整的敘述誤會產生的原因和過程，將當下的感受和處理方式充分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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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並且以清晰條理的文字把自我所受到的影響或啟示具體的表達出來。

（三）考察的重點
關於這次測試的文體，學生無論採用敘述、抒情、描寫、論說等方式，都
有發揮的空間，姑不論其採取何種文體，其主要的考察重點則如下所述：
1.

就內容而言
（1）能否在諸多的搭車或誤會的經驗中，選擇較為特別的一次來敘述。
（2）說明難忘的理由時，是否清楚、明白，並能引起讀者的興趣及共鳴。
（3）論及自我對誤會當下的感受及處理的態度時，是否具體、正確，並能
引起讀者的共鳴。
（4）分享自我心得時，是否完整、具體，並與該次搭車或誤會的經驗相關。

2.

就形式而言
（1）段落安排是否適當，篇幅是否聯貫。
（2）遣詞、造句及理路是否清晰、正確。
（3）行文是否自然流暢、前後通順。
（4）標點符號的使用是否精確。
（5）文字書寫是否正確。

（四）學生的反應
本次寫作測試，除命題作文外，也曾請該班學生填寫問卷9，以了解學生對
此一命題的看法與觀感，茲將主要的意見分正、負兩方面列舉如下：
1.

在第一題方面
（1）正面的看法有：
a、題目簡單易懂。
b、題目不難發揮。
c、題目非常生活化。
d、題目有充分的說明，所以知道要寫哪些內容。
e、可以回味往日美好的經驗。
（2）負面的看法有：
a、題目沒有新意，太平凡了。

9

該次的問卷，請學生以二十字左右，寫下對題目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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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題目的文字敘述太多，只要寫「一次難忘的搭車經驗」即可。
c、題目不該限定要寫難忘的原因與心得。
d、看似簡單，卻不容易寫得好。
2.

在第二題方面
（1）正面的看法有：
a、題目容易懂，不難發揮。
b、題目的說明很清楚，也很簡單。
c、題目頗為生活化，可以從自己的經驗取材。
d、題目有引導寫作的項目，所以不難下筆。
（2）負面的看法有：
a、題目看起來簡單，其實不好發揮。
b、題目很普通，以前就寫過了。
c、題目規定的寫作內容太多了，不知道怎麼安排。
d、誤會不一定讓人難受，有時候也產生不少樂趣。

由上述可知，大多數的學生都懂得本次命題的要求，並掌握寫作的方向，就生活
經驗取材，因此不會產生不知從何下手的困擾。當然，因為命題貼近學生的生活
體驗，所以產生了「生活化」和「很普通」的不同看法，有人則體會到題目雖然
平易，內容卻不易有所創新。而建議「只要寫『一次難忘的搭車經驗』即可」的
學生，可能尚未適應引導式或限制式的作文命題方式。至於建議「誤會不一定讓
人難受，有時候也產生不少樂趣」的看法，則頗有建設性。無論如何，這些意見
都可作為日後命題的參考。

三、寫作錯誤分析
該次測試時間為五十分鐘，有效樣卷共有一百六十一份，至於學生在寫作上
所犯的錯誤則分別敘述如下：

（一）在審題立意方面
審明題意、確立寫作的主旨是為文的兩個重點，對文章的良莠往往有決定性
的影響，以下分別說明之：
1.

未審明題意
一般而言，無論是哪一種作文題目，認真的審視題目是寫作文的第一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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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環節，換言之，寫作的時候，學生必須辨明題目及說明文字的意義及重心，以
便針對題旨有所發揮，陳滿銘《作文教學指導》曾提出「明辨題目的意義」
、
「把
握題目的重心」和「認清題目的範圍」等重點10：
題目的意義，可分為字面與內涵兩方面。在字面方面，須就題文逐字逐詞
地分析它們的意義，……明辯題目的意義之後，就要把握題目的重心。學
生能針對題目的重心加以發揮，才不會使內容無所依倚，而偏離了題
目。……把握題目的重心之後，就要認清題目的範圍。學生能依這個範圍
去搜尋材料，才不致漫無邊際，背離題目的要求。
由此可見，仔細閱讀題目，明白題意的要求，是寫作的一個重要關鍵，尤其是在
考試的時候，會錯題意或是看錯題目，常造成不可挽回的遺憾，是非常嚴重的缺
失。在第一個題目部分，有一篇文章寫錯題目：
「第一次搭車的經驗」
，這是沒有
仔細審視題目的結果。在第二個題目部分，則沒有任何一篇文章寫錯題目，這是
很好的現象。然而，有三件作品雖未抄錯題目，但文章的重點卻與題目的要求相
違，分別是：
（1）於文中記錄了兩場誤會──託朋友送情書，卻弄錯了對象；跳
高比賽得了名次，獎品卻被同名同姓的人領走了。
（2）記敘一場意外的發生──
上、下樓梯時，因跑步而與學弟相撞。
（3）勇於認錯──騎腳踏車誤撞別人的車
子，鼓起勇氣向車主認錯等，都沒有仔細思考題目的意義。
2.

立意過泛

寫作不但是語文能力的展現，也是思維能力的表現。作者最該用心思考的，
莫過於全文的主旨所在，因為主旨的優劣直接影響了文章的好壞，所以寫作立場
的決定也是一個重要的關鍵，陳滿銘《作文教學指導》提及11：
審辨了題目的意義、重心、範圍，並決定寫作的體裁以後，在正式寫作以
前，還有一件待做的事，那就是確定寫作的立場。惟有立場確定之後，才
能依此貫穿全文，使它維持一致的思想情意。
明確的寫作立場是下筆前必須做到的第一步，換言之，「立意」最主要的目的在
確立主題12。在第一個題目中，有六件作品的內容是在泛論搭車的種種情形，沒
有針對「一次難忘的搭車經驗」發揮；在第二個題目方面，也有三件作品泛論誤
會的可能狀況，沒有依自我的經驗說明一場誤會的始末與心得，在題目範圍的掌
握上都不夠精確，有著立意過泛的缺失。其實，創意新穎的切入點是立意的一個
10
11
12

陳滿銘：
《作文教學指導》
（臺北：萬卷樓圖書有限公司，1997 年 10 月，初版二刷）
，頁 118-121。
同註 10，頁 123。
林保淳等：
《創意與非創意表達》
（臺北：里仁書局，1993 年 8 月，增訂一版四刷），頁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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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項，劉世劍《文章寫作學》說到13：
主題要深刻、新穎，這是與其他文章的主題相比較而言的。作者在確定主
題時，必然要考慮到主題是否具有「過人之處」
，是否具有「前所未有」、
「前所未到」的特點，只有那種能「見人所未見，發人所未發」的主題，
才能稱得上是深刻新穎的主題。
就第一個題目而言，大多數的學生不是寫搭公車，就是寫搭火車的經驗；而第二
個題目則大都是寫被他人誤會的經驗，諸如被同學、朋友、家人、老師誤會等。
整體而言，在新穎與創意上也是較缺乏的。行文立意缺乏創意雖不能視為寫作上
錯誤，卻總有缺憾之感，因此，針對一個題目應先思考如何發揮其菁華，通常第
一層次能想到的，幾乎是每個寫作者都會觸及的，應該再深層思考，使的文章的
立意深度化14、創意化，才能讓讀者有「耳目一新」的感覺。

（二）在行文布局方面
文章的布局在於以清晰的條理，組織意義完整、首尾連貫的段落或篇章，需
要用心去安排，求其完整、嚴密、自然、靈活15，並注意秩序、聯貫、統一等問
題，陳滿銘《作文教學指導》提及16：
所謂的秩序，就是將各個材料，依遠近、大小、今昔、本末、輕重等次序
作適當的安排，以使文章層次分明。所謂的聯貫，就是將各個材料，用聯
詞、聯語、聯句或關聯節段作緊密的接合，以使前後連成一個整體。所謂
的統一，就是將各個材料，用主旨或綱領作貫穿，以使文章維持一致的思
想情意。
此次的測試雖然沒有字數限制，但因其屬於長文的寫作，所以作品以四百至五百
字為多，在段落的安排上則多採三至四段的方式，至於其中的細節，則分以下四
點討論：
1.

篇章段落安排不當

寫作段落的安排一方面表現出文章的外在形式，另一方面也關係著文章的內
在條理，因此作者可依意念的進行與發展來區隔或劃分段落，如簡單的分成開頭
（起始）
、中間（發展）
、結尾（總結）等三個段落的基本形式，當然也可以在此
13
14
15
16

劉世劍：
《文章寫作學》（高雄：麗文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5 年 4 月初版），頁 107-108。
周姬昌等：
《寫作學高級教程》
（武昌：武漢大學出版社，2000 年 7 月，一版十一刷）
，頁 103-104。
于冰：《寫作構思技巧》（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97 年 4 月，一版六刷），頁 230-231。
同註 10，頁 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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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上進一步發展為五段或六段的組織結構。在這此次的測試中有八篇作品文分
二段，六篇作品一段成文，在段落的安排上均有不當之處，例如：
有一場誤會在我的回憶是在我國一的時候，我跟我的朋友一起去替另一個
同學過生日，事情的發生真的太突然了，那一天我帶著禮物出門，碰巧遇
到他也帶著禮物走在路上，於是我們就一起到約好的地點，那可真是巧得
不得了啊！更巧的是我們切完蛋糕之後打開禮物，我才發現我的禮物根本
就沒有帶出來，我真的嚇了一大跳，不知道買的禮物到底跑去哪裡了？我
發了好久的呆，原來我的朋友和我開玩笑，把禮物藏起來了，有一點不知
道該怎麼辦，幸好找回來送給同學當生日禮物，這個誤會真是太大了。
（南
─1）
作者忽略了文章分段的原則，將太多的意念壓縮在同一段裡，敘述上也顯得零
亂，以致較難辨認其組織結構，若能因著巧遇同學一起赴生日會（起始）、拆禮
物時卻發現不見了（發展）、找回禮物送給壽星（結尾）的脈絡，將文章分為三
段詳細敘述，則行文意念的呈現就可以更清晰。
2.

行文次序輕重不分

無論是敘述一次難忘的搭車經驗，或是說明一場誤會，大多數的作品都採用
由遠及近的順敘法鋪寫，亦即按照事件起因、發展過程、最後結果等，進行線性
秩序的敘述17，但第一個題目中卻有二十六篇作品將敘述的重點放在搭車前的準
備，諸如起床、吃飯、走路至車站、買車票等，最後終於搭上車，便完成全文，
如此流水帳式的敘述，可說是輕重不分，花了相當大的篇幅卻沒有寫到文章的重
點。第二個題目也有類似的現象，有十九篇作品將敘述的重點放在細節的說明，
諸如18：
事情是發生在某一天的早上，我和平常一樣拿架子上爸爸放的錢去買早
餐，等了幾分鐘買好了，就騎腳踏車回家，把買早餐完所找的錢放回架子
上，然後姊姊就拿了架上的錢去買早餐了。我坐在客廳邊看電視（，邊）
吃著早餐時，爸爸從樓梯走了上來，洗完臉從廁所出來，看一看架子，問
我今天早上拿了多少錢去買早餐…（中─29）
這段文字的重點在於作者家有一個慣例──父母通常都會將錢放在家中的某一
個架子上，然後由子女自由取用去買早餐，那天的問題在於姐弟兩人先後都拿了

17
18

周慶華：
《作文指導》（臺北：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2001 年 6 月，一版一刷），頁 158。
為求通順起見，（）內之標點及文字為筆者所加，其後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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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而所剩的錢則遠少於父親所預期的，因此誤會便產生了。然而作者卻將「等
了幾分鐘買好了，就騎腳踏車回家」以及「爸爸從樓梯走了上來，洗完臉從廁所
出來」等無關緊要的小動作都一一敘述，沒有加強說明父親為什麼會產生誤會的
原因。又如：
一天，我正（如）往常般的上、下課，下課時，我跑去問同學問題，但因
下課，所以教室全都鬧哄哄，正因如此，同學把我的話聽錯了，他心想教
了我兩、三遍怎麼還回答錯，所以他有些生氣的再向我解釋……（南─11）
這段文字的重點在於作者有課業上的問題，所以趁著下課時間向同學請教，豈料
教室的吵雜聲實在太大了，所以彼此都聽不清楚對方所說的話，因此誤會就產生
了。作者應將重點放在兩、三次的對話內容是如何被聽錯的，而不是以「同學把
我的話聽錯了」一筆帶過，有本末不分的現象。
再者，將近三分之二的作品將自我心得安排在最後一段，這樣的處理可收總
結的效果，基本上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卻有幾篇的心得只有簡單的幾句話，如「這
次經驗讓我學到很多東西」
（北─20）
、
「這是一趟有意義的旅程」
（東─33）
、
「我
覺得這次搭車有很大的收獲」
（東─9 ）
、
「真是不虛此行」
（北─15）
、
「這一場誤
會，讓我十分丟臉，我以後不敢在大庭廣眾之下亂認人了」（中─27）；「自己也
不能隨便誤會別人，有些事是需要去求證的，不然感情會出問題」
（南─18）等，
籠統的一筆帶過，沒有詳細而具體的寫下自我心得，就將文章結束，讀起來也有
未完備之憾。
3.

文意承接無法連貫

這個部分較值得討論的有兩點：其一，聯接詞使用不當，使文句或段落的因
果、比較、起承、呼應等關係無法彰顯，例如：「我還站在座位旁的走道，在那
裡搖來搖去，但是差一點就跌倒了」
（北─6）
、
「我太晚起床了，可是沒有搭上公
車」（東─22）等，第一句的「但是」是可以省略的；第二句應該將「可是」改
為「所以」。又如：
有一次學校上美術課，因為我帶的色筆不太齊全，因此我向旁邊的同學，
忙了好久，終於把我的畫完成了，於是我把借的色筆還回去，開開心心交
了畫出去玩。（中─6）
連接詞用以連接兩個以上的詞、句子，甚至段落，文中先用了「因為」，後面的
「因此」應該改為「所以」以表示前後的因果關係。又如：
從中我也會去思考，因為它可以讓我的生活更有趣、更美妙，而我也會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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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誤會」……（南─21）
文中使用了「因為」
，後面的「而」則應該改為「所以」
，才能完整達意。再如：
很多人都高高興興的將 200 元放進口袋裡，但我因為有請假，所以不能
拿，但是我還是在上面簽了名，但中午之後，我又被廣播到總務處去了，
那卻是一場誤會的開始，組長以為我拿了 200 元，但我沒有拿，實在不能
說什麼話，但他那裡偏偏少了 200 元，我還真倒霉（楣）透頂了，……（中
─16）
上文中大量的使用「但」字，除第一次的「但」和「所以」之外，其他部分均有
瑕疵，因此造成文句不通順的現象。由此可知，因為、因此、所以、但是、可是、
而且、然而、由於、為了、不過、雖然、並且、如果等語詞，若是使用不當，則
複句的表達就不完整19。
其二，段落文意無法承接，造成文章不通順的現象，例如：前段敘述「爸爸
週末的早晨開車載我們全家出去玩」，後段則說到「傍晚時，我們懷著愉快的心
情搭火車回家」
（東─13）
，上述情形雖然有可能發生在現實生活中，但是在文章
則應該將其因果關係說明清楚，可能是車子壞了、可能是爸爸先離開了。又如：
有一篇作品在首段敘述「我一直以來，都善於隱藏自己的感情，但是這種習慣使
我又多了一個好朋友。」（南─27）其重點在於作者因為隱藏了自己的感情而獲
得了珍貴的友誼，其後的段落則應鋪陳自己如何收斂自我的情感，以致讓友人感
動而有相對的付出。然而，作品的其它部分並未突顯這個主旨，只是敘述自己因
為一場誤會而交到異性朋友，讓前後文意無法呼應。
4.

人稱敘述不統一

由於題目要求受測的學生要寫出一場誤會的經驗，所以行文的時候自然會以
第一人稱的觀點來進行，但是有些作品卻忽略此項原則，偶爾出現第二人稱的敘
述觀點，例如：
記得小時候，我曾經和家人一起搭車到木柵動物園玩，當天我的心情好得
不得了，你只要去過那裡，就保證你一定不會忘記。（北─34）
這件事情至（自？）今到永遠，我都不會望（忘）記，也告訴我，自己身
邊實在有太多是用金錢和淚水也買不到、要不到的事情了。只能珍惜，誰
都不曉得它什麼時候才會失去，只好趁著它在你身旁時，加倍疼惜與愛惜
19

布裕民、陳漢森：
《寫作語法修辭手冊》
（臺北：書林出版有限公司，1999 年 6 月，一版五刷），
頁 57-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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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你所擁有。（中─31）
若是一個人一生中都沒有誤會，我想那個人應該不知道如何解決突如其來
或身邊的事物吧！因為當你遇到誤會時你一定會想許多方法來澄清、解
決，除非你一點也不在意。（南─14）
因為有了這個誤會，使我懂得冷靜思考和解決事情的方法，也因此使我懂
得如何讓友誼保持的（得）更長久。有時候你覺得誤會很討厭，有時候你
覺得誤會很有趣，因為在你澄清誤會時常（，）你需要用盡頭腦去想解決
方法，但是當它解決後，回頭去看時，你就會覺得這個誤會沒什麼，反而
很好笑、有趣。（南─8）
（ 我從小就搭過各式各樣的車子…… ）擦撞是難免的，但重要的是事
後的處理態度和面對的態度，這兩個是面對問題最該有的精神，有了它
們，你的人生將會多采多姿。從容不迫的態度和處理方式都很重要，在
你面對意外時，可以幫你渡（度）過難關。（東─26）
上述前四段引文在同段即有第一和第二人稱的差異，第五個例子則是在換段之後
改變了人稱的敘述，如此忽而第一人稱，忽而第二人稱的現象，常會影響整篇文
章的通順度，應該儘量避免，尤其現在的命題大多要求敘述自我的經驗或觀感，
這個問題是不容忽視的。另外還有一個例子也值得注意：
記得國小有一次，同學故意從我背後重重的打了一下，但我並不知道是
誰？就打了另一個同學出氣，但是他卻說不是他打的，於是他就開始懷疑
我和站在附近的每個人，一直問其他同學有沒有看到，直到有人說看到，
因此他立刻去找那位同學，他卻說是在跟我開玩笑，因為我不喜歡別人從
後面打我，最後他變我的仇人，也跟他絕交了。（中─20）
這段文字中，出現了許多「他」字，所指稱的對象卻不一致，其中前三個框線中
的「他」指的是被作者誤打的同學，而後三的斜體的「他」則是打作者的人，行
文中並沒有明確的區隔，常造成閱讀上的困擾，產生混淆不清的現象。

（三）在遣詞造句方面
字詞文句是文章最基本的單位，基本上，遣詞方面應從明白、準確、適當做
起，而造句方面應從通順、簡練、清楚做起，進一步則應講究修辭技巧及變化句
型，以下針對本次測試在遣詞造句方面的問題分別討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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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就遣詞而言
（1）措詞不當
（a）因為人多嘴雜，加上火車行走時的噪音非凡，所以無法靜下來。
（北
─11）
（b）這輛火車充滿著許多的乘客，大家都急著想回家。（北─23）
（c）後來車子又再發作一次，我們就順利出發了。（北─28）
（d）這件事足足的纏繞我非常的久，也壓得我很難受。（東─17）
（e）當我注目一個女生的時候……（東─26）
（f）不敢望想他會登時原諒我，即時我是真的被誤會了。（中─20）
（g）鼓起勇氣向她坦白我被誤會了。（中─12）
（h）有一次，我發生了天大的誤會。（中─29）
（i）我們的誤會，終於豁然冰釋了。（南─14）
（j）我們每個人的一生中，必定都會經歷一場誤會，而我也不例外。
（南─32）
（k）我又去向他說明了這件事情的從頭到尾。（南─18）

這是沒有充分了解詞意的結果：第（a）句的措詞應可分別改為「吵雜」和「很
大」
；第（b）句則應改為「載滿」
；第（c）句應改為「發動」
；第（d）句的「纏
繞」應改為「困擾」
；第（e）句的「注目」應改為「注視」
；第（f）句的「望想」
和「即時」應是錯字，應改為「妄想」和「其實」，而「登時」則不知所指；第
（g）句的「坦白」應改為「說明」；第（h）句的「發生 」應改為「遇到」；第
（i）句的「豁然」應改為「渙然」
；第（j）句的「一場」應改為「一些」; 第（k）
句的「從頭到尾」應改為「來龍去脈」。
（2）助詞使用不精確
（a）因為沒有佔到位子，所以他顯的有點失望。（北─20）
（b）同學們在車上聊的非常快樂，我也高興的差點叫出來。（北─3）
（c）有時候錯過車班，上學遲到，還會被風紀股長罵了一頓。（東─31）
（d）弟弟還小，不懂的記仇。（中─17）
（e）自己身邊實在有太多是用金錢和淚水也買不到、要不到的事情。只
能珍惜，誰都不曉得它什麼時候才會失去，……（中─31）
（f）便悠聞（閒）得拿筆在紙上塗鴉。（南─3）
（g）我更懂得如何讓友誼保持的更長久。（南─16）
（h）當時我急的像熱鍋上的螞蟻。（南─5）
第（a）
、
（b）
、
（d）
、
（f）
、
（g）
、
（h）句應改為「得」
，因為不了解二字的用法，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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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的」
、
「得」不分，這是最常見的事20，而第（c）句的「了」則應該省略；至
於第（e）句「才」也應該省略。
（3）介詞使用錯誤
（北
（a）爸爸因為怕我和公車的時間較晚到，所以先用摩托車載我去車站。
─20）
（b）司機先生用飛快的速度，把考生的準考證送給考場上。（東─17）
這種現象可能是受了方言母語的影響，（a）句的措詞應該改為「比」，以使時間
的前後能有個比較；第（b）句則可改為「到」或「至」，才能完整表達地點。
（4）過度口語化
（a）在我年幼的一個記憶裡，我隱隱約約記得，有一次，我和我的奶奶、
阿姨們，到集集火車站那去遊玩。（北─37）
（b）因為打石膏要連小腿一起用，所以行動十分不方便的說。（東─26）
（c）如果旁邊坐著一個愛蛇成痴的民眾，那種感覺是非常非常令人難免
不會嚇到臉色都變青色了。（東─5）
（d）雖然說我矢口否認，但是那位同學不承認也不否認。（中─2）
（e）那是在一年級剛開學時，有一次廣播拿署（暑）假上課退的費用，
很多人都高高興興的將 200 元放進口袋裡，但我因為有請假，所以
不能拿，但是我還是在上面簽了名，但中午之後，我又被廣播到總
務處去了，……（中─16）
（f）那次的事件回想起來真想抓狂，因為爸爸無憑無據就說我偷他的錢。
（中─29）
（g）最後我去請其他同學幫忙他才原諒我，害我以為他會一直恨我。
（南
─40）
（h）因此她向我說我與她的男朋友搞愛（曖）昧。（南─14）
（i）友誼不該被這芝麻綠豆大的事給破壞了，好險我也有解釋清楚。
（南
─14）
適度而精確的使用口語，可使文章增色，但若是過度或不當，則常有突兀的狀況
產生，例如：第（a）句和第（b）句的「那去」與「的說」應該刪去。第（b）
句的前半部分應改為「連小腿都要一起打石膏」
，這顯然是套用閩南語語法21。第
（c）句的後半部分應改為「那種感覺是非常恐怖的，會教人嚇到臉色都變青了」
。
第（d）句的「說」應刪除；第（e）句的前半部分應改為「有一次總務處廣播通
20

21

楊如雪：
〈國中學童作文語法錯誤抽樣分析〉，
《國文作文教學的理論與實務》（臺北：心理出
版社股份有限公司，2006 年 1 月，初版一刷）
，頁 408。
同註 20，頁 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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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大家：」
，而後半部分應改為「總務處又廣播通知我」
；第（f）句則可改為「真
令人氣憤」
；第（g）句可改為「我誤以為」
；第（h）句的「搞」應改為「關係」；
第（i）句的「好險」應改為「幸好」。
（5）語詞重出
（a）我（省略）早上起來，我就趕快刷牙洗臉，深怕趕不上車子。
（北─
15）
（b）每當回味一年級的時光，總是不經意想起去比賽時那段搭公車的時
光。那是第一次與國中同學搭公車的時光，真令人懷念啊！（東─9）
（c）在車上，我終於下定決心要寫一封情書給我（省略或改為「自己」）
22

暗戀已久的女生了，所以我（省略）就拜託我（省略）同學幫我拿
去。（東─10）
（d）在我知道被她誤會的時候，我（省略）就覺得莫名其妙，因為我認
為我（改為「自己」）跟（根）本就沒有這樣做，她卻認為我對她發
脾氣。（中─12）
（e）我真的受不了了，我（省略）跑去找那位男同學，請他和我（省略）
一起跟（向）我的好友解釋，在我和他（改為「我們」）的努力之下
（，）好不容易（才）讓我的（改為「這位」）朋友不再誤會我。
（中
─4）
（f）記得，當時我看到了同學的筆掉在地上，於是，我（省略）就好心
的幫他把筆撿起來，真不碰巧，當我把他的（省略）筆撿起來放在
桌上時，他正好從教室外走了進來，他（省略）看到我手上拿著他
的筆時，他（省略）不禁大發雷霆的說：「……。」（南─40）
語詞重出會讓文句顯得冗贅，尤其是人稱代名詞常有一再重複的現象，其實只要
主語一致，上述例子中的「我」或「他」是可以省略的，不然也可以用其它語詞
替代，以求文句的變化，寫作時稍微留心一下就可避免這種錯誤。
（6）語詞不當省略
（a）雖然是個陌生人，但他卻願意讓出座位，（我）心中充滿感謝。（北
─20）
（b）當然，假如真的碰到了問題的話，不妨和自己的父母或朋友相互（討
論，想辦法）解決問題。（東─17）
（c）雖然她長得很漂亮，但她卻不是我（喜歡）的類型，……（東─10）
（d）記得國小有一次，同學故意從我背後重重的打了一下，但我並不知
道是誰？就打了另一個同學出氣，但是他卻說不是他打的，於是他
22

括號內的文字乃說明可以修改的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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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開始懷疑我和站在附近的每個人，一直問其他同學有沒有看到（剛
才的情形），直到有人說看到，……（中─20）
（e）記得有一次，我和弟弟在客廳看電視，桌上正好有垃圾，媽媽看到
它，就對著我破口大罵，但那不是我亂丟的，是弟弟剛（用衛生紙）
擦完嘴巴，然後就順手丟在桌上。（南─22）
（f）當要去上課（前的）這段時間，感覺時間還早，便悠聞得（閒的）
拿筆在紙上塗鴉。（南─3）
這個部分與前項所討論的剛好相反，例如第（a）句的主語是陌生人，所以「心
中充滿感謝」前應加個「我」，語意才完整。常因文句中缺少某些語詞而使文意
不明或字句不通順，若加上框線中的字詞，就能完整達意了。
2.

就造句而言
（1）文句拖沓
（a）有一次，我們去比賽作文，和許多同學一起去，我們是搭公車去的，
所以覺得很新鮮、很有趣。（北─11）
（b）我有一次印象深刻的搭車經驗，那一次是和班上同學一起去坐公車，
那次我們都要去羅東國中，於是我們就朝著羅東出發了。（東─18）
（c）在人生中，難免會有一些誤會，這是無法預防的，難免在做一件事
之後，引起別人的懷疑，舉例來說………（中─27）
（d）國小的時候，我常與同學互動，其中也包括喜歡的人。（中─31）
（e）追憶國小的那段時光，當時有一位女生與我同班，她是我的知己，
無話不談的知己。（南─8）

這是將說話的習慣帶入寫作中，所以讓文句顯得冗贅拖沓，上述（a）
、
（b）兩句
可分別加以整合為「有一次，我和許多同學一起搭公車去參加作文比賽，大家都
覺得很新鮮、很有趣。」
；
「有一次，我和班上同學一起搭公車去羅東國中，留下
了非常深刻的印象。」；第（c）、（d）句中的「難免在做一件事之後，引起別人
的懷疑」和「其中也包括喜歡的人」是多餘的，可以刪去；第（e）句可整合為
「追憶國小的那段時光，我有一位同班且無話不談的知己」，如此一來，方可使
文句更精鍊。
（2）句型使用錯誤
（a）與其沒有位子坐，不如就站著吧！（北─23）
（b）如果成績很好，卻沒有公德心，又何嘗可以得到快樂。（中─6）
這是沒有把握句型意義的結果：第（a）句的句型往往是用在兩個不一樣而有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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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的情形，但是句中所提到的「沒有位子坐」和「站著」的情況是一樣的。第
（b）句是反問句，應該在句尾加上「呢」，並且應將句號改為問號。
（3）語序不妥
（a）有些人還留在車站，我真擔心他們會遲到，都沒有上車。（北─19）
（b）由於天雨路滑，所以爸爸很小心的開車，路況非常不好！（東─13）
（c）那次的事件回想起來真想抓狂……，（中─29）
（d）我的朋友因為這件事不跟我說話好幾天。（南─40）
上述四句雖然都達意了，但卻忽略了句子的順序應作部分調整：「有些人還留在
車站，都沒有上車，我真擔心他們會遲到。」
；
「由於天雨路滑，路況非常不好，
所以爸爸很小心的開車！」
；
「回想起那件事，真令人氣憤」23;「我的朋友因為這
件事好幾天不跟我說話」等，才能使句子通順。
（4）語意不合邏輯
（a）我最難忘的事情，是那一位讓位給我的人。（北─11）
（b）最令我期待的時刻，就是那等了很久卻慢慢開來的車子。（北─3）
（c）吃著那道地的魯肉飯配上熱騰騰的貢丸湯，真讓我嚮往不已。
（東─
24）
（d）此時的我，早已明白友情破碎，或許將會很難挽回這一切，痛心疾
首，痛不欲聲（生）
，只能用「心痛」來表達傾訴我現在的感受了。
（中─2）
（e）就在那麼緊張的地方，我呆呆的站了 40 分鐘，回去之後………（南
─42）
（f）因為她懷疑我偷偷的講她（的）壞話，所以就生氣不理我，雖然我
想跟她解釋（，）卻不曉得她在生什麼氣。（南─16）
這應是粗心所造成的：
「事情」不等同於「人」
，而「時刻」也不會是「慢慢開來
的車子」
，所以第（a）句應改為「我最難忘的事情，是有人讓位給我。」
；第（b）
句應改為「最令我期待的時刻，就是久候的車子慢慢開來的時候。」
；第（c）句
已經表示達到自己的企盼，後面的文句則可改為「真讓我高興不已」第（d）句
中既然用了「痛不欲生」這麼強烈的語詞，後面就不會只是「心痛」的程度；第
（e）句中不可用「緊張」來形容一個地方，應改為「就在那麼令人緊張的地方」
或「就在那麼緊張的時刻」
；第（f）句的前半部分已表明同學是因為懷疑作者偷
講她的壞話才生氣的，後半部分就不應該有「卻不曉得她在生什麼氣」的話語。

（四）在錯別字、標點符號方面
23

本句也有過度口語話的缺失，參見前文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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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字精準並正確使用標點符號，不但可以充分達意，也可以協助讀者瞭解文
意，二者都會影響文章的美感，張紅雨《寫作美學》提到24：
許多寫作主體因為語言的貧乏和詞不達意而苦惱過。這說明僅僅運用語言
文字符號是不夠用的，必須另外再尋找一些符號來填補這一空缺，於是標
點符號也成了雕琢和傳播美感情緒的有效工具。
由此可知，文章的寫作除了文字外，標點符號也有其不可忽視的地位，以下分兩
項說明這次測試的狀況：
1.

就錯別字而言
（1）音近（或音同）而字誤
（a）我們有各式各樣的交通公具可以搭 承（乘）25 。（北─26）
（b）他 必（畢） 竟是個老人，所以我就不跟他計較了。（北─5）
（c）他雖然行動不方便，卻 漠漠（默默） 關心著別人。（北─21）
（d）看著那位小姐跟在車子後面拼命追趕，真教人 餘（於）心不忍。
（北
─40）
（e）看見老人站著，卻無動於 中（衷） ，不肯讓座。（北─8）
（f）對插隊的人 斥（嗤） 之以鼻，怒罵了起來。（東─30）
（g）穿著制服還敢爭先恐後的亂插隊，真是匪 疑（夷） 所思。（東─11）
（h）司機先生 托托（拖拖） 拉拉的慢慢將車子開進月臺。（東─25）
（i）交通這麼亂，都要 歸究（咎） 於大家不守交通規則。（東─7）
（j）目的地不是一 觸（蹴） 可及的。（東─22）
（k）一舉一動中， 再再（在在） 顯示出他的心思。（東─41）
（l）但我還是誠 墾（懇） 的請求他原諒我。（中─18）
（m）這件事情 至（自？） 26今到永遠，我都不會 望（忘） 記。（中─31）
（n）下次不要 在（再） 犯了。（中─7）
（o） 雖（隨） 便誤會別人。（中─23）
（p）痛心疾首，痛不欲 聲（生） ，只能用「心痛」來表達傾訴我現在的
感受了。（中─2）
（q）他在整理色筆時，發現少了一支 澄（橙） 色的。（中─6）
（r）我還真是倒 霉（楣） 透頂了。（中─16）
（s）千想萬想都沒想到我跟奶奶之間的誤會 再（在） 我 清清（輕輕） 鬆

24
25
26

張紅雨：
《寫作美學》
（高雄：麗文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6 年 10 月，初版一刷）
，頁 280-281。
（）內之字為筆者所改。
應作「從」較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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鬆告訴奶奶之後就化解了，雖沒想到是如此結果，但還是高興極了。
（南─32）
（t）所以我們要 僅（謹） 慎小心啊！（南─20）
（u）以下是令我印 響（象） 深刻的「一場誤會」。（南─17）
（v） 因此她向我說我與她的男朋友搞 愛（曖）昧 。（南─14）
（w）一定要看清楚它的 盧（廬） 山真面目。（南─4）
（2）形近（或音同）而字誤
（a）我跟他素 味（昧） 平生，他卻肯伸出援手，幫我搬行李。（北─28）
（b）望著車窗外的美景，心中沉重的包 伏（袱） 也放下了。（北─19）
（c）雖然車子翻覆了，他卻安然無 羔（恙） 。（北─17）
（d）車子 既（即） 將要開了，卻還有人沒到齊。（東─32）
（e）不遵守交通規則的人就應該接受 製（制） 裁。（東─18）
（f）我 跟（根） 本就沒有這樣做，她卻認為我對她發脾氣。（中─12）
（g）有一次廣播拿 署（暑） 假上課退的費用。（中─16）
（h）當要去上課這段時間，感覺時間還早，便悠 聞得（閒的） 拿筆在紙
上塗鴉。（南─3）
（i）此時每個人如同從地獄中獲得救 櫝（贖） 般的快樂。（南─36）
綜觀上述，第一種情形比第二種情形更普遍27，然而二者都與現在學生普遍使用
電腦有關，電腦打字取代了用手書寫，而長期使用注音輸入法的結果，使得許多
學生只記得音讀，不認識字形，以致將字寫錯了。
2. 就標點符號而言
（1）標點使用不當
（a）那位叔叔費盡力氣，拿了一枝很長的竹竿，拼命往車底使力，臉紅
脖子粗的，差一點就閃到腰了，（。）28我們都在旁邊觀戰，過了好
一陣子之後，大家都沒有信心了，紛紛想離開現場，
（。）就在這個
時候，卡在車底的袋子終於被戳出來了，大家都鼓掌叫好，真是皇
天不負苦心人，所有的人都笑起來了。（北─16）
（b）經過這次教訓、（，）我了解到做任何事情都要很小心、（，）不可
以莽撞、
（，）也不可以盲從、
（，）否則將會付出非常慘痛的代價。
27

28

此種現象也普遍存在於高中生的寫作上，參見林素珍：
〈差之毫釐，失之千里──談大考寫作
題考生答題的幾個面向〉，《國文作文教學的理論與實務》（臺北：心理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2006 年 1 月，初版一刷）
，頁 462-464。
（）內之標點符號為筆者所改，以下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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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12）
（c）我只好悻悻然的走回房間，並用力把門甩，
（。）我坐在書桌前思考，
努力回卡片的所在之處，就是毫無頭緒，（。）正當我準備放棄時，
忽然看到課本下好像有什麼東西，我連忙拿起課本，卡片完好如初
的躺在面前，
（。）看到失而復得的卡片，我不禁喜極而泣，但是又
不知道該如何面對弟弟，
（？）我只好寫一張紙條，悄悄放在他的桌
上。（中─17）
（d）暑假中的某日上午，因為父母都不在家，所以弟弟跑到樓下打開電
腦，我也尾隨在後，
（。）豈料，當弟弟玩得正高興時，爸爸突然回
來了，弟弟聽到開門聲，便趕緊把遊戲關掉，假裝在聽音樂，（。）
爸爸看到弟弟坐在電腦桌前，而我在旁邊拿著牛奶，
（、）看著電腦，
便一語不發的把我們兄弟叫上去（，）並修理了弟弟，也把我訓了
一頓。（南─28）
上述四者是這次測試最常見的狀況，前者一逗到底，忽略了在語意完整時，應使
用句號作結；後者則逗號以頓號顯示，屬於標示不清的問題。
（2）斷句不當，誤置標點
（a）馬路上的公車、計程車、大卡車、小客車等（，）擠滿了整個市鎮。
不過（，）車窗外的風景非常優美（，讓人）有心曠神怡的感覺。
（北
─29）
（b）車上，又悶熱（、）又擁擠（，）鬧轟轟的（，）像在蒸籠裡一般，
真教人受不了！這次的搭車經驗雖然使我覺得很不耐煩，但是下車
之後（，）大家的心情卻興奮了起來。（東─1）
（c）我想我首先得改變我自己，讓眾人更能相信我（、）信賴我（，）
並知道我是一個誠實的人。（中─30）
（d）我真的受不了了，我跑去找那位男同學，請他和我一起跟我的好友
解釋，在我和他的努力之下（，）好不容易讓我的朋友不再誤會我。
（中─4）
（e）誤會是很令人難受的一件事，也是很令人尷尬的事情（，）如果兩
方因此而有口角或爭執而分開，那真是一件非常可惜的事情。像我
就曾被別人誤會所（，）對方一口咬定就是我（，）連個解釋的機
會都沒有（。）直到過了幾天（，）我終於想到了一個辦法，……
（南─7）
由上述例子可知：學生作文常忘了將連續的句子用標點斷開，造成文句擁塞，讀
起來不順暢。另外，第（b）句「車上」之後面的逗號則是多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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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學輔導措施
在該次寫作測試之後，筆者試著與授課老師研擬教學輔導措施，分遠程與
近程二部分，前者著重在寫作能力的養成；後者則針對這次測試中，學生常出現
的寫作問題作改進，以下分別討論之：

（一）遠程措施
這部分分別就其課內和課外兩方面著手，在課內方面，建議透過範文教學，
訓練學生的寫作能力；在課外方面，則建議引導學生作課外閱讀，雙管齊下：
1.

就範文教學而言

「寫作」應該是專門而獨立的課程，其理由至少有以下二項：
（1）實用性的
考量：表達個人意見、與人溝通觀念、書信文件往來、撰寫學期報告、整理隨堂
筆記、摘錄經典著作等，都必須透過語言文字；
（2）因應升學趨勢：審題立意、
行文布局、遣詞造句、錯別字、標點符號等測驗。然而，在國文課有限的授課時
數下，課本教材的進度佔用了大半的時間，作文課幾乎無法好好經營而淪為國文
課的附傭。其實，國文教學與作文教學是可以相互配合的，關鍵就在範文的學習，
郭鶴鳴在〈中學作文教學的「經」與「權」〉中說到29：
事時上，國文課本中每一篇選文在國文教學上都稱為「範文」，乃是作為
學生學習作文的模範文章。這些文章不論作者為古人今人，不管文體為記
敘抒情，都一定是課本的編撰群根據部訂的中學國文課程標準或綱要，千
挑萬選，斟酌再三……讓學生能細細體貼作者在這篇文章中所抒發的感情
與思想，了解作者在寫作上的種種技巧，包括命題立意、謀篇布局、組織
剪裁，鍛句鍊字，修飾刪汰等等……。
由此可知，透過國文課的範文教學，學生所受到的訓練，除了閱讀、鑑賞外，還
可以學習審題、立意、構思、選材、布局、修辭等寫作技巧，根據中學教師的實
際教學經驗，透過範文來訓練學生作文，有以下可能的成效30：
（1）在有限的國文教學時間內完成作文教學：在每週上課四至五堂，每堂四
29

30

郭鶴鳴：
〈中學作文教學的「經」與「權」〉
，
《國文作文教學的理論與實務》
（臺北：心理出版
社股份有限公司，2006 年 1 月，初版一刷），頁 139-140。
易淑貞：〈範文引導式作文教學法之研究──以各版本國中國文範文為例〉（國立彰化師範大
學國文研究所國語文教學碩士班碩士論文，2005 年 8 月），頁 293-296、李英品：〈範文教學
中養成語文寫作表達能力之研究──以各版本高中國文範文為例〉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國文研
究所國語文教學碩士班碩士論文，2005 年 8 月），頁 211-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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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分鐘的時數下，一邊傳授語文知識，一邊教導作文方法，二者相輔
相成，以收事半功倍之效。
（2）藉不同體裁的範文，學習各種文體的寫作：範文中包含各類文體──
（1）記敘文：記人、記物、記事、記遊等；
（2）抒情文：懷人、感事、
詠物、描景等；
（3）論說文：先敘後論、先論後敘，夾敘夾議等，各有
其特色及經營法。
（3）由範文題目加強「審題」功夫：以題解說明的方式，學習作者如何認
清題意、掌握重點、表現主旨。
（4）由範文重心明白「立意」的重要：在分析範文的主旨或中心思想時，
學習主題的安排及表現方式。
（5）由範文內容了解「取材」的方向：透過了解範文的內容，學習蒐集材
料、選擇材料，以及運用材料的方法。
（6）由範文的架構學習「布局」的形式：學習範文的篇章組織，包括開頭
布局法、主體布局法、結尾布局法、以及整體布局法等。
（7）由範文的字詞文句學習「修辭」的方法：範文中優美的遣詞造句，是
運用不同的修辭方法，巧妙的組合、表達，仔細研讀必可體會其中精華。
綜上所述，以範文的教學培養學生的寫作能力，無論在理論上或實務上，都有其
積極可行的功效性，尤其在有限的上課時間內，可以完成多重的語文訓練，因此
建議各校國文授課教師採行。
2. 就引導閱讀而言
在高科技時代、e 化浪潮中，現在的學生往往比較喜歡電子傳播媒體的影像
及聲光，而減少文字閱讀的機會，以致語文表達的能力也相對降低了，《文心雕
龍‧神思篇》提到：「積學以儲寶，酌理以富才，研閱以窮照，馴致以繹辭。31」
意謂：從不斷的學習中，貯藏寶貴的語文經驗；再由豐富的語文經驗，培養辨識、
解析對象的能力；憑此能力將模糊、渾沌的對象組成清楚的意念；使用最熟練、
精緻的語文將思想、意念明確的表達。可見儲備材料是寫作訓練的第一個重要步
驟，所謂「巧婦難為無米之炊」便是這個道理。想要儲備豐富的語文經驗，透過
閱讀（reading）
、觀察（observation）
、聯想（association of ideas）
、想像（imagination）
等活動，都可以做到。不過，閱讀則是可以有計畫、大規模進行的一項。近年來，
傳統式紙本的閱讀重新成為許多國家教育改革的重點，青少年的閱讀能力甚至被
視為未來國家競爭力的主要指標項目之一，即可看出它的重要性。因此，由閱讀
中培養學生的寫作知能是必要而可行的，其中要項以下分三點說明之：
（1）閱讀的選擇
31

﹝南朝梁﹞劉勰：
《文心雕龍》
（臺北：藝軒出版社，1982 年）
，頁 4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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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今的出版事業相當發達，可供閱讀的書籍也多得不可勝數，國中學生要
在浩瀚的書海中選擇適合自己閱讀的課外讀物，確實需要花些工夫，也需要老師
從旁指導。國中階段的學生正值創造自我個性的時期，師長應該協助他們由兒童
過渡到成人式的閱讀32，換句話說，在選擇閱讀的書籍時，不可嚴格規定他們一
定要閱讀哪些書，要更重視雙向性的溝通與互動，以下是可以依循的幾個方向：
（a）課程的延伸閱讀
國中時期的課程漸漸繁重，學生多數的時間都花在讀教科書、參考書，往往
忽略了課外的閱讀。然而，課業的學習只是最基礎的，局限在讀教科書和參考書
的範圍，實在太過狹隘了，若能配合課程作課外的延伸閱讀，將可有進一步的學
習，並可強化課程的廣度與深度，甚至可以幫助解決課業上的問題。
（b）文學作品、歷史讀物、心靈成長、科普等方面的書籍
在文學作品部分可依文體的通行度安排，亦即散文優先，其次小說，其次為
詩歌，此類作品也是一種範文，除了讓學生欣賞文學之美外，也可以讓其抒發或
寄托自我的情感。歷史讀物則是前人經驗的記載，無論是歷史上的人、事、物，
都可使學生了解世代更迭、民族興亡，以及典範人物的生命歷程，而有所啟示。
心靈成長類的書籍可使學生在思維方法上尋得門徑，在理性開發上奠定基礎，讓
自我心智日漸成熟，具備正向的價值觀。再者，現代的科技文明一日千里，除了
文史哲類的人文書籍外，自然科學類的讀物也是學生因應多元世紀、學習科際整
合不可或缺的一環。
（c）優良的改寫本或翻譯本
古代有許多優良的經典，經過歷史的濤濤洪流，依然禁得起考驗，讓世人傳
誦不已，也值得青少年一窺其中的精奧之處。以國中國文課本為例，大概介紹過：
《戰國策》、《呂氏春秋》、《儒林外史》、《論語》、《孟子》、《老殘遊記》、
《史記》、《浮生六記》、《列子》、《三國演義》、《幽夢影》、《世說新語》、
《西遊記》等，若是直接讓學生讀原版的典籍，可能會有許多障礙與困難，所以
優良的改寫本就成為可選擇的對象了，因為經過編著者精心導讀、注解、翻譯、
引申等，可使學生掌握典籍的精髓。此外，外文的經典作品也不少，坊間的翻譯
本良莠不齊，教導學生選擇好的版本也是師長的責任。
（2）閱讀的計算量
國中學生在有限的課餘時間內到底要讀多少課外書籍，也是常被討論的問
題。「多讀、多看」是一個很籠統的說法，學生無法得知自己應該花多少時間、
讀多少書？有些師長求好心切，規定的課外閱讀量遠超過學生所能負擔，如此一

32

蘿拉‧羅伯（Laura Robb）著，趙永芬譯：
《中學生的閱讀策略》
（Teaching Reading in Middle School ）
（臺北：天衛文化圖書有限公司，2003 年 10 月，初版），頁 117-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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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不但無法達到預期的效果，反而扼殺學生的閱讀興趣，往往得不償失，所以
訂定一個可以達成的目標，也是不容忽視的。根據統計，一般人每分鐘可閱讀
250 至 350 個字33，若取 300 字計算，每天看書 15 分鐘，一天可看 4500 字，七
天可看 31500 字，一個月可看 126000 字，一年可看 1512000 字。若閱讀的書約
10 萬字，一年至少可讀 12 本。因此筆者建議每週至少撥兩個小時閱讀課外書，
每年閱讀十至十二本書籍。
（3）閱讀的方法
凡事都要講究方法，才能有其成效，否則事倍功半，不僅浪費時間，收效也
有限。因此，教導學生正確的閱讀方法，也是師長必須注意的，諸如採取先略讀
再詳讀的「二重讀書法」
；或於重點、疑問、有心得之處，作記號、寫評語的「評
點讀書法」；在閱讀的過程中能夠比較、分析、驗證、推論、批判、融會貫通的
「創造讀書法」則更是一個要項34：
（a）對事物的觀點、材料持否定態度，在批判的基礎上，產生與讀物觀點
相反的認知，建立新的觀點。
（b）對所讀讀物的觀點、材料基本上採贊成的態度，但覺得文章觀點不全
面，或材料不充實時，透過自己的認知，提出全面性的觀點加以思考。
（c）閱讀中，將大量圍繞同一問題或內容上有聯繫的材料集中起來，通過
歸納、分析的過程，以了解事物的整體面貌，從而得出新見解、新觀
點。
換言之，透過創造性的讀書法可以讓學生養成主動閱讀的習慣，並且規劃自我的
閱讀計畫，進一步也可以訓練獨立思考的能力、增進寫作知能。

（二）近程措施
前述的「範文教學」與「引導閱讀」的重點在「讀」的部分，而在「寫」的
部分，則是以該次寫作測試中，學生於審題立意、行文布局、遣詞造句、錯別字、
標點符號等方面的問題提出教學建議，以下分兩項說明：
1.

33

34

建立作文命題題庫

德立弗（Eric De Leeuw）著，黃慧珍譯：
《讀得更好，讀得更快》
（Read Better,Read Faster）
（臺北：
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85 年 9 月，初版）
，頁 18。
文中提及的閱讀方法主要參考以下資料整理而成：
（1）阿德勒、多森（Mortimer J. Adler & Charles
Van Doren）著，張惠卿編譯：
《如何閱讀一本書》
（How to Read a Book）
（臺北：桂冠圖書股份有限
公司，1984 年 4 月，初版），頁 170-177；
（2）版版元著，林慧玲譯：
《思考與寫作技巧》
（臺北：
書泉出版社，1993 年 10 月，初版一刷）
，頁 76-77；
（3）馮永敏：
〈如何提升閱讀能力〉，
《語文之
鑰──提升語文能力的途徑與方法》
（臺北：臺北市立師範學院學生輔導中心、進修暨推廣部，2004
年 9 月，初版），頁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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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練學生寫作，最直接而簡便的方式，就是給予一個作文題目，讓其依照題
目的要求寫文章。然而，有精良的題目，才可能有優秀的作品，在要求學生寫出
好的文章之前，授課教師應先用心設計題目。近年來，寫作測試在命題方面與以
往最大的不同，便在於「引導文字」與「限制條件」的加入，就現今的國中生而
言，因為以前的升學考試不考作文，再加上國小時期已習慣傳統式的作文題目，
所以面對新式題型的時候，往往只注意「題目」一項，忽略了條件說明，而有審
題不夠精確的情形。若是能有許多的題目讓他們練習、理解，即使只是閱讀題目，
沒有真正的把文章寫出來，在審題能力上，也必然會有所增進。因此，筆者建議
各校國文教學組的老師試著研發新式作文題，並建立題庫以供教學之用。再者，
因為題庫裡所有的題目都是教師們共同設計、討論出來的，可以集思廣益，逐步
修訂，將錯誤減至最少，讓學生得到最好的練習。
2. 設計寫作學習單
學習單在國中、小學的語文教學中，常被使用且有很好的效果，因此筆者
也建議針對題庫內的命題，設計寫作學習單，以供學生練習，茲以第二題作文題
目舉例說明之35：
★一、這一次必須從記憶裡找些東西，可能不容易，但還是要盡力，記得那一場
誤會：
1、發生的時間是：＿＿＿＿＿＿＿＿＿＿＿＿＿＿＿＿＿＿＿＿＿＿＿＿＿
2、發生的地點是：＿＿＿＿＿＿＿＿＿＿＿＿＿＿＿＿＿＿＿＿＿＿＿＿＿
3、參與人物有： ＿＿＿＿＿＿＿＿＿＿＿＿＿＿＿＿＿＿＿＿＿＿＿＿＿
4、導火線是：
＿＿＿＿＿＿＿＿＿＿＿＿＿＿＿＿＿＿＿＿＿＿＿＿＿
5、結果是：
＿＿＿＿＿＿＿＿＿＿＿＿＿＿＿＿＿＿＿＿＿＿＿＿＿
★二、在這次誤會中，大家出現了那些表情、動作、對話？請簡述於下。
1、人物甲：表情＿＿＿＿＿＿＿＿＿＿＿＿＿＿＿＿＿＿＿＿＿＿＿＿＿＿
動作＿＿＿＿＿＿＿＿＿＿＿＿＿＿＿＿＿＿＿＿＿＿＿＿＿＿
對話＿＿＿＿＿＿＿＿＿＿＿＿＿＿＿＿＿＿＿＿＿＿＿＿＿＿
2、人物乙：表情＿＿＿＿＿＿＿＿＿＿＿＿＿＿＿＿＿＿＿＿＿＿＿＿＿＿
動作＿＿＿＿＿＿＿＿＿＿＿＿＿＿＿＿＿＿＿＿＿＿＿＿＿＿
對話＿＿＿＿＿＿＿＿＿＿＿＿＿＿＿＿＿＿＿＿＿＿＿＿＿＿
3、人物丙：表情＿＿＿＿＿＿＿＿＿＿＿＿＿＿＿＿＿＿＿＿＿＿＿＿＿＿

35

此一學習單為本人所設計，並於九十四學年度第二學期與本系國文所碩士班「作文教學專題
研究」修課學生共同討論後定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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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作＿＿＿＿＿＿＿＿＿＿＿＿＿＿＿＿＿＿＿＿＿＿＿＿＿＿
對話＿＿＿＿＿＿＿＿＿＿＿＿＿＿＿＿＿＿＿＿＿＿＿＿＿＿
4、人物丁：表情＿＿＿＿＿＿＿＿＿＿＿＿＿＿＿＿＿＿＿＿＿＿＿＿＿＿
動作＿＿＿＿＿＿＿＿＿＿＿＿＿＿＿＿＿＿＿＿＿＿＿＿＿＿
對話＿＿＿＿＿＿＿＿＿＿＿＿＿＿＿＿＿＿＿＿＿＿＿＿＿＿
5、人物戊：表情＿＿＿＿＿＿＿＿＿＿＿＿＿＿＿＿＿＿＿＿＿＿＿＿＿＿
動作＿＿＿＿＿＿＿＿＿＿＿＿＿＿＿＿＿＿＿＿＿＿＿＿＿＿
對話＿＿＿＿＿＿＿＿＿＿＿＿＿＿＿＿＿＿＿＿＿＿＿＿＿＿
★三、我當時的想法是：＿＿＿＿＿＿＿＿＿＿＿＿＿＿＿＿＿＿＿＿＿＿＿
＿＿＿＿＿＿＿＿＿＿＿＿＿＿＿＿＿＿＿＿＿＿＿＿＿＿＿＿＿＿＿＿＿＿
＿＿＿＿＿＿＿＿＿＿＿＿＿＿＿＿＿＿＿＿＿＿＿＿＿＿＿＿＿＿＿＿＿＿
所以我做了下面的事情：＿＿＿＿＿＿＿＿＿＿＿＿＿＿＿＿＿＿＿＿＿＿＿
＿＿＿＿＿＿＿＿＿＿＿＿＿＿＿＿＿＿＿＿＿＿＿＿＿＿＿＿＿＿＿＿＿＿
＿＿＿＿＿＿＿＿＿＿＿＿＿＿＿＿＿＿＿＿＿＿＿＿＿＿＿＿＿＿＿＿＿＿
大家的反應是：＿＿＿＿＿＿＿＿＿＿＿＿＿＿＿＿＿＿＿＿＿＿＿＿＿＿＿
＿＿＿＿＿＿＿＿＿＿＿＿＿＿＿＿＿＿＿＿＿＿＿＿＿＿＿＿＿＿＿＿＿＿
＿＿＿＿＿＿＿＿＿＿＿＿＿＿＿＿＿＿＿＿＿＿＿＿＿＿＿＿＿＿＿＿＿＿
★四、我從這次經驗學到了：＿＿＿＿＿＿＿＿＿＿＿＿＿＿＿＿＿＿＿＿＿
＿＿＿＿＿＿＿＿＿＿＿＿＿＿＿＿＿＿＿＿＿＿＿＿＿＿＿＿＿＿＿＿＿＿
＿＿＿＿＿＿＿＿＿＿＿＿＿＿＿＿＿＿＿＿＿＿＿＿＿＿＿＿＿＿＿＿＿＿
★五、請你以「誤會是………」的模式造五個句子，例如：「誤會是一團糾結纏
繞的線團，理不出頭緒。」要有創意，避免抄襲。
1、＿＿＿＿＿＿＿＿＿＿＿＿＿＿＿＿＿＿＿＿＿＿＿＿＿＿＿＿＿＿＿＿＿
2、＿＿＿＿＿＿＿＿＿＿＿＿＿＿＿＿＿＿＿＿＿＿＿＿＿＿＿＿＿＿＿＿＿
3、＿＿＿＿＿＿＿＿＿＿＿＿＿＿＿＿＿＿＿＿＿＿＿＿＿＿＿＿＿＿＿＿＿
4、＿＿＿＿＿＿＿＿＿＿＿＿＿＿＿＿＿＿＿＿＿＿＿＿＿＿＿＿＿＿＿＿＿
5、＿＿＿＿＿＿＿＿＿＿＿＿＿＿＿＿＿＿＿＿＿＿＿＿＿＿＿＿＿＿＿＿＿
★六、在正式行文的時候，你會分幾段？每一段的重點是什麼？請寫下來。
1、＿＿＿＿＿＿＿＿＿＿＿＿＿＿＿＿＿＿＿＿＿＿＿＿＿＿＿＿＿＿＿＿＿
2、＿＿＿＿＿＿＿＿＿＿＿＿＿＿＿＿＿＿＿＿＿＿＿＿＿＿＿＿＿＿＿＿＿
3、＿＿＿＿＿＿＿＿＿＿＿＿＿＿＿＿＿＿＿＿＿＿＿＿＿＿＿＿＿＿＿＿＿
4、＿＿＿＿＿＿＿＿＿＿＿＿＿＿＿＿＿＿＿＿＿＿＿＿＿＿＿＿＿＿＿＿＿
上述學習單各有不同的學習重點：第一、三、四項在於引導學生審明題意、
思尋寫作材料，並決定文章的主旨。第二、五項在於訓練學生遣詞造句的能力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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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修辭技巧。第六項則可教導其構思布局，安排文章的條理。至於錯別字及標點
符號的部分則可將學生習作中的錯誤例句直接作成學習單，讓他們查工具書或相
互討論以確實訂正。要之，學習單的練習也是另一種形態的寫作訓練，在過程中
學生可依老師的指示練習寫作，而教師透過學習單的批改也可了解學生的寫作思
路，適時給予指正。

五、結

語

針對這次的寫作測試，筆者與另一位曾實際參與基測閱卷的高中教師，依照
心測中心所公告之評分規準，共同討論並給予級次36，其結果及所佔總人數的百
分比如下37：
6 級分
11 人
6.8%

5 級分
28 人
17.4%

4 級分
55 人
34.2%

3 級分
43 人
26.7%

2 級分
16 人
9.9%

1 級分
7人
4.3%

0 級分
1人
0.6%

大抵而言，成績以三、四級分為多，有 41.5%的學生成績在三級分（含）以下，
表現並不是太理想，其中零級分的樣卷僅重抄題目與節引說明，所以無法評分。
至於一至六級分在上述四項觀察項目所犯錯誤的統計數據及其所佔總人數的百
分比則如下述：
表一：在審題立意方面所犯錯誤的統計
未審明題意

錯誤項目

立意過泛

級分

6 級分

0

0%

0

0%

5 級分

0

0%

0

0%

4 級分

0

0%

0

0%

3 級分

0

0%

1

0.6%

2 級分

3

1.9%

5

3.1%

1 級分

1

0.6%

3

1.9%

由上表可知：四級分以上的作品都能依據題目的主旨，選取適當的材料闡述說
36
37

同註 7。
以下均四捨五入取至小數第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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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其中雖有旨意深淺的不同，但已達一般水準。有 2.5%的作品未審明題意、
5.6%的作品立意過泛，是四個觀察中錯誤比例最低的，顯見引導式的命題有助於
習作者掌握題意。
表二：在行文布局方面所犯錯誤的統計
篇章段落
安排不當

錯誤項目
級分

行文次序
輕重不分

文意承接
無法連貫

人稱敘述
不統一

6 級分

0

0%

0

0%

0

0%

0

0%

5 級分

0

0%

0

0%

1

0.6%

0

0%

4 級分

0

0%

6

3.7%

12

7.5%

1

0.6%

3 級分

1

0.6%

26

16.1%

39

24.2%

14

8.7%

2 級分

6

3.7%

15

9.3%

16

9.9%

8

5.0%

1 級分

7

4.3%

6

3.7%

5

3.1%

3

1.9%

由上表可知：有 45.3%的作品在文意的承接上不連貫，是比較嚴重的問題，而有
32.8%的作品是不會安排行文的重點，有 16.2%的作品人稱敘述不統一，至於篇
章段落安排不當者則有 8.6%，且上述四者大多集中於三級分（含）以下的作品。
四、五級分的作品在結構上較無問題，但文意的連貫、轉折仍應注意。
表三：在遣詞方面所犯錯誤的統計
錯誤項目

措詞不當

助詞不精確

介詞有誤

過度口語化

語詞重出

級分

語詞不當
省略

6 級分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5 級分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4 級分

1

0.6%

0

0%

2

1.2%

0

0%

8

5.0%

5

3.1%

3 級分

26

16.1%

21

13.0%

5

3.1%

16

9.9%

29

18.0%

9

6.0%

2 級分

11

6.8%

10

6.2%

4

2.5%

13

8.1%

9

6.0%

3

1.9%

1 級分

5

3.1%

7

4.3%

2

1.2%

3

1.9%

6

3.7%

1

0.6%

由上表可知：五、六級分的作品均能正確使用語詞，四級分的作品應留心語詞重
出的部分，而三級分（含）以下的作品在遣詞方面出現的錯誤以語詞重出
（27.7%）
、措詞不當（26.0%）
、助詞不精確（23.5%）
、過度口語化（19.9%）等
四項需再多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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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在造句方面所犯錯誤的統計
文句拖沓

錯誤項目

句型有誤

語序不妥

語意不合邏輯

級分

6 級分

0

0%

0

0%

0

0%

0

0%

5 級分

0

0%

0

0%

0

0%

0

0%

4 級分

23

14.3%

0

0%

1

0.6%

9

6.0%

3 級分

29

18.0%

1

0.6%

9

6.0%

16

9.9%

2 級分

7

4.3%

2

1.2%

6

3.7%

10

6.2%

1 級分

2

1.2%

1

0.6%

4

2.5%

3

1.9%

由上表可知：五、六級分的作品在造句上並沒有出現錯誤，四級分的作品則在文
句拖沓方面仍有改善的空間，而三級分（含）以下的作品在造句方面出現的錯誤
以文句拖沓（23.5%）、語意不合邏輯（18.0%）等二項需再留心。
表五：在錯別字、標點符號方面所犯錯誤的統計
錯誤項目
級分

音近（或音同）
而字誤

形近（或音同）
而字誤

標點使用不當

斷句不當，
誤置標點

6 級分

0

0%

1

0.6%

0

0%

0

0%

5 級分

2

1.2%

1

0.6%

1

0.6%

0

0%

4 級分

23

14.3%

16

9.9%

18

11.2%

10

6.2%

3 級分

31

19.3%

22

13.7%

17

10.6%

19

11.8%

2 級分

13

8.1%

14

8.7%

11

6.8%

9

6.0%

1 級分

6

3.7%

7

4.3%

6

3.7%

4

2.5%

由上表可知：幾乎每一級分都曾出現錯誤，且比重也偏高，尤其在前幾項都沒出
錯的六級分作品在此也不例外，其中以音近（或音同）而字誤（46.6%）最嚴重、
形近（或音同）而字誤（37.8%）次之，顯示學生們在文字的形、音、義的辨識
學習都需再加強。此外，標點符號一項常被學生所忽略，但此次卻有 32.9%的作
品標點使用不當，26.5%的作品斷句不當或誤置標點，二者佔了將近六成的比重，
自然是不容忽視的。
寫作的訓練並非一朝一夕的事，而一次的測試也不能代表全部的寫作能力，
可視為一次練習並試著將寫作上的缺失改進。總之，此次受測者都是國中二年級
的學生，距實際參加國中基本學力測驗尚有好一段時間，相信他們在各班老師的
指導下，應會有很大的進步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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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ampling Analysis of Assign Topic
Compositions of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According to the Mistakes had
been Violated as the Main Discussion Scope

Lin, Sul-jen
Abstract
In order to get through with the reports of observations for the author
had been invited by four junior high schools located in each locations of
Taiwan to give a designated topic speech during from September to
November in 2006. The main objectives of this paper are to put the results
about the assign topic composition that was carried out in eighth- grade
class in those junior high schools. The observation reports probe into the
major mistakes had been made during writing. The main observation
items and writing mistakes include:
（1）in the aspects of how to examine the subject and how to define
the meaning ── had not made sure the subject purpose, had not proper
paragraph arrangement and had made the meaning too much extensively.
（2） in the aspects of how to take style and how to deploy ── it was
wanting in a good style of writing , short of a continue and succeed
mining and scanty of a uniformly person stat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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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in the aspects of how to dispatch the words and how to make
sentences ── wrong words, excessive colloquial language, wrong
auxiliary and preposition, too much repeated words and phrases or
unsuitable omitted, indecisive and sloppy sentence, not proper word order,
illogical word meaning.
（4）in the aspects of how to avoid a wrongly written and how to take
root punctuation marks ── sound or appearance close, but word different,
incorrect using of punctuation.
What is more, there will be a trial to map out a long-range
extracurricular counseling measure and a short-range too under the bridle
of teaching hours and resources.
It is aimed at those mistakes above-mentioned, take a shot at a long-range
guidance and a short-range guidance.
For the former, it is say to stockpile the student’s abilities of reading.
There are two major weight-bearing points.
（1）Instruct students every kinds of writing techniques by way of a
model essay teaching.
（2）Guide students to do extracurricular reading to make them to
form a habit of reading and a correct reading method. For the latter, it is
say to stockpile the student’s abilities of writing. There are two major
weight-bearing points too.
（1）Build up the questions warehouse.
（2）Design the learning form for writing.
Besides, regarding these 160 of uncorrected writing samples, there
are try to analyze by statistic figures and tables in this paper. I sincerely
hope it can provide a useful reference material in writing teaching for
Junior High School Teachers.
Keywords：teaching composition, Basic Test of junior high school,
teaching of model essays, writing test, writing abil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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