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中學生作文審題能力之抽樣分析 

──以所犯之缺失為主要探討範圍 

  

 林素珍* 

 摘要 

審題是作文的第一要件，無論教師的教學或學生的學習都不可忽視此一重要

環節。本研究以作文審題所犯的缺失為主要探討範圍，運用分析、歸納、統計、

比較等方法，探討北、中、南、東、外島等地區 16 所高中，34 個二年級的班級，

共 1219 名學生在新型作文題，包括短文及長文審題方面的資料。得知：在短文方

面審題的缺失有：取材不當、任意添加情節、立意過泛、字數不符、人稱有誤等；

在長文方面審題的缺失有：未依規定選擇題目作答、誤抄題目、未抄題目、以錯

誤的表現手法行文等。 

至於教學建議事項可從以下兩個方向著手：1、就近程而言：計有建立新型作

文題庫、採分組討論的方式進行審題、引導學生徹底改正審題方面的缺失等；2、

就遠程而言：計有加強學生的閱讀能力、教導學生有效率的閱讀策略等。 

關鍵詞：作文審題能力、新型作文題、閱讀能力、作文能力、作文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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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ampling Analysis for the Examining Abilities to 
Composition of Se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 Taking the 

Defects as the Main Conferring Areas   
   

Sul-Jen Lin* 

 Abstract 

The examination of topic is the most important no matter for the teachers or the 

students.In this research, it take the defects as the main conferring areas and a sample of 

new type compositions include the north, the middle, the south, the east, external island, 

etc., 16 senior schools, 34 classes of 2nd grade, amounts to 1219 students. Include such 

data as the short essay and the long essay about the topic examination. And gained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There are many defects in short essays; obtain materials 

unsuitable, add plot arbitrarily, use wrong number of words, and misuse wrong persons. 

There are many defects in long essays as well; break the rule to choose the subject, 

transcribe the title incorrectly, lose the title, and write with a wrong idiosyncrasy.    

As for the improving suggestion of teaching as follows: For a short range (1) 

establish a new type composition topic pool. (2) examine the topic by a way of group 

discussion. (3) guide the students a rational change to correct the defects. For a long 

range (1) strengthen the student’s reading abilities. (2) teach them to read effectively, 

etc. 

Keywords:the Examining Abilities to composition, New Type Composition,  

Reading Ability, Composition Ability,Teaching Compos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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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就命題作文而言，「審題」是提筆行文前的第一要務，唯有精準掌握題目的意

義、重心、範圍，才能確定寫作立場，正確取材，針對題意的要求，深入闡述，

陳品卿《中學作文教學指導》提到1： 

審題乃是作文的第一步驟。審題周密正確，才能有適當的立意、靈活的運

材、合宜的布局和通暢的措詞，所以說一篇好文章首要的條件就是正確的

審題。 

若是文不對題，即便內容精彩、文詞優美，也是徒勞無功。尤其是在考試的場合，

審題更是寫作題得分之鑰，自得特別重視2，清代唐彪《讀書作文譜》說到3： 

凡一題到手，必不可輕易落筆，將通章之書，緩緩背過，細想神理，看其

總意何在？分意何在？界限節次何在？…… 

即是說明謹慎而仔細審題的重要性。另，陳滿銘《作文教學指導》也提及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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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作文的一個重要關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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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年來，「新型作文題」5的發展已成為趨勢，無論是台灣或大陸，在大學入學

考試的題目設計上，都朝著開放、多元的方向努力6
。與傳統作文命題不同的是，

新型作文題除了題目之外，還有引導的說明或限制的條件7，前者在於引導學生進

入寫作情境，後者在於說明寫作條件，無論如何，都希望能以更客觀、更公平、

更多元的命題方式檢測學生的寫作能力。此外，新型作文題的創新不僅在於題面

字數的增加，對於作答方式，諸如：行文的人稱、角色的扮演、情境的經營、字

                                                 
1陳品卿：《中學作文教學指導》(台北：國立台灣師範大學中等教育輔導委員會，1989 年 5 月)，
頁 3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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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錄於王開府、陳麗桂
主編《國文作文教學的理論與實務》(台北：心理出版社有限公司，2006 年 1 月)，頁 443─447。  

3(清) 唐彪：《讀書作文譜》(台北：偉文圖書出版有限公司，1976 年 11 月)，頁 68。 
4陳滿銘：《作文教學指導》(台北：萬卷樓圖書有限公司，1997 年 10 月)，頁 118─121。  
5因非傳統作文題型之名稱繁多，本文採用作文教學前輩學者陳滿銘教授的說法，以「新型作文」
稱之。參見陳滿銘等：《新式寫作教學導論》，(台北：萬卷樓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7 年 3 月)，
頁 29─30。 

6黃韻如：〈臺海兩岸大學入學考試國文科作文試題之比較研究〉，(國立暨南國際大學比較教育研
究所碩士論文，2004 年 10 月)，頁 93─95。 

7陳滿銘：《新編作文教學指導》(台北：萬卷樓圖書有限公司，2007 年 9 月)，頁 108。 
仇小屏：《限制式寫作之理論與應用》，(台北：萬卷樓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5 年 10 月)，頁 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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數的多寡等也常有其規定。換言之，考生必須讀懂題目才能進行寫作，所以也算

是一種讀、寫合一的作文題型，而審題能力在新型作文題的意義與作用就更顯得

重要了。 

自 2008 年 3 月起至 2008 年 6 月止，研究者先後選擇北、中、南、東、外島

等地區的 16 所高中，34 個二年級的班級，共 1219 名學生8，並配合各班國文課程

隨機選擇一次進行新型作文題的測試，其分布區域的班級數如下： 

 

表 1 學校位置與班級數統計表 

 學校位置   北部   中部   南部   東部  外島 

  班級數   八班   八班   八班   六班  四班 

 

本論文撰寫之主要目的在於將該次測試的結果，針對學生在審題方面所犯的缺失

以描述性統計的方式，呈現各級分的人次及百分比，並依數據進行綜合性的歸納

與整合性的分析。因此，本文的重點有三：其一，命題與評分方式說明；其二，

測試結果之說明與分析；其三，教學建議事項。期能透過此一觀察報告，提供教

學者及研究者在高中學生審題方面的相關參考資料，更希望學界前輩專家給予指

正。 

 

貳、命題與評分方式說明 

本次測驗共有二道作文題，一為短文寫作，一為長文寫作，除採新型作文題

的方式外，並依大考中心公告的命題理念設計題目9： 

其一，注重自然與人文、理性與感性、學理與實用、傳統與現代的結合。 

其二，貼近生活經驗，切合社會脈動。 

其三，強化分析理解，促進多元思考。 

原先共出四個題目10
，經 2 位國文系教授及 3 位高中國文教師審題，初步修訂後於

2008 年 1 月至 2 月間分別於北、中、南、東等地區 4 所高中的 4 個班級的進行預

試，為增加題目之專家效度，於預試後更與 5 位審題教師就題面與預試結果作評

估，再次修訂題目，並選擇適合度較高者為正式施測題，測驗時間為 80 分鐘。題

目分別說明如下： 

                                                 
8此次取樣之所以選擇高中二年級的學生，主要原因在於：一年級的學生因尚在適應高中新課程，
而三年級的學生則有升學的壓力，因此不對一、三年級學生施測。另，原本受測學生有 1297 名，
扣除 78 份無效樣卷，共 1219 份有效樣卷。  

9何寄澎等：《語文表達能力測驗研究( 四 )》，(台北：財團法人大學入學考試中心[ 研─87─143 ]，
1998 年)，頁 4─5。  

10長文 2 題、短文 2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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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閱讀下文，並依要求作答。 

          黑箱的憂鬱                               改寫自王溢嘉《世說心語》 

    有一個人開車出外辦事，結果汽車在半途拋錨，他下車處理了很久，但汽車

不動就是不動，也許是地處荒郊野外，又加上心急如焚，這位仁兄頓時怒從心上

起，惡向膽邊生，拿起螺絲起子猛砸汽車。事後警察報告說：「他殺死了它，發生

了一樁汽車謀殺案。」這並非寓言，而是發生在美國的真實故事。在我們的周遭

充滿了各種用起來方便，但一發生故障就會讓我們束手無策的精巧機器。狄克森

將現代人面對精巧機器的某種奇妙心態，稱為「黑箱的憂鬱」。其實，現代人的生

活環境中充滿了種種「黑箱」：電視機、收錄音機、錄影機、電腦、冷氣機、電冰

箱、洗衣機、電話、汽車等，我們置身在「黑箱」中，生活越來越享受，但對周

遭的「黑箱世界」卻越來越不瞭解。有人說科技製造問題，唯有賴「更好的科技」

來解決，但這「更好的科技」希望是「更單純的科技」，而非「更複雜的科技」，

它不僅對社會是好的，對人類心靈也是好的。 

1、根據上文，開車出外辦事的美國人顯然有了「黑箱的憂鬱」症狀，請以第一人

稱「我」的口吻，將這位美國人當時的心情描述出來。文長約 50 至 100 字。 

2、做為一個旁觀者，你對這位美國人的行徑有何看法？文長約 100 至 150 字。 

================================================================== 

    生活中，我們都會接觸到不同的人、事、物，有些狀況讓我們覺得快樂、溫

馨、歡愉；有些狀況卻讓我們覺得不舒服甚至是反感。 

    請以「我想對＿＿＿說〝太好了〞」或「我想對＿＿＿說〝太糟了〞」為題，

選取正面或反面的任一種狀況，從日常生活經驗取材，寫一篇首尾俱足、

結構完整的文章，文長不限。 

注意：(一)請務必抄題，(二)題目的橫線內請填入一個明確的人、事或物，作為

對象。 

         例如：「我想對王建民說〝太好了〞」或「我想對二手煙說〝太糟了〞」  

================================================================== 

  一、測驗目的 

就短文而言，主要是在測試學生是否能掌握上述文章的主旨，並在一定的字

數限制內，揣摩特定的角色的處境和心情，將其具體的描繪出來。此外，也在測

試學生是否能針對特定主題，具體而客觀的說明自己的看法。就長文而言，主要

在測試學生是否能從日常生活經驗取材，選擇正面或反面的立場，具體說明自我

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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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考察重點 

主要依據大考中心所公告的四項測驗目標11，進行觀察： 

         (一) 測驗考生遣詞造句的能力： 

           是否能以合乎語法規則的方式遣詞造句，進而用優美生動的修辭技巧。 

         (二) 測驗考生篇章組織的能力： 

           是否能以清晰的條理，組織意義完整、首尾連貫的段落或篇章。 

         (三) 測驗考生構思選材的能力： 

           是否能依照描、說明、議論、抒情等表達需求、選取適合的素材。 

         (四) 測驗考生場合應對的能力： 

           是否能配合特定的場合或對象，適當調整表達方式。 

就審題而言，與上述測驗項目有重要關涉者，在於構思選材與場合應對二項。

在短文部分，第一小題應以第一人稱的角度，具體、適切的將患有黑箱憂鬱症的

美國人當時的心情表達出來。第二小題則應以一個旁觀者的立場，客觀而適切的

評論美國人的行為，並能引起讀者的共鳴。在長文部分，應先考慮正面或反面的

寫作立場，並從日常經驗中選取一個人、事或物填入框線內，將題目確定下來，

而在論述的過程中應具體說明「好」或「糟」的狀況或理由，並引起讀者的認同。 

  三、學生反應 

本次寫作測試，除命題作文外，也曾請各班學生填寫問卷12，以了解他們對題

目的看法，茲將主要意見分正、負兩方面列舉如下： 

(一) 短文部分 

1、正面看法 

   (1) 很有趣，很有吸引力，讓人想要說出自己的看法。 

   (2) 貼近社會現況，很好發揮。 

   (3) 很有深度，可讓人從不同的角度思考問題。 

   (4) 這是每個人都可能有的經驗，所以很容易進入寫作情境。 

   (5) 有建設性、符合年輕人的胃口。 

           2、負面看法 

   (1) 題目的文章太深奧、太難懂。 

   (2) 不習慣這種題型，不知如何下筆。 

   (3) 書寫的格式不清楚，所以不知道要如何安排。 

   (4) 寫作時間太短。 

                                                 
11同註 9，頁 4。  
12請學生以 20 字左右，寫下對 2 個題目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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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寫作的字數太少，不好發揮。 

(二) 長文部分 

1、正面看法 

   (1) 題目很詳細、很靈活，容易發揮。 

   (2) 題目非常生活化，很容易下筆。 

   (3) 難易適中，可以充分表達自己的看法。 

   (4) 有選擇的空間，可以依自己的喜好寫文章。 

   (5) 題目很有趣，有很多可以發揮的空間。 

2、負面看法 

   (1) 難以聯想，不知如何下筆。 

   (2) 看起來很簡單，想起來卻很難。 

   (3) 題目的說明應該再詳細些。 

   (4) 寫作時間太短。 

   (5) 寫作的字數也應該有所規定。 

持正面看法者大都認為題目頗為有趣靈活、生活化、有選擇性、不難發揮；持負

面看法者則認為短文題目的文章很難懂、長文的說明不夠清楚、寫作時間太短、

有字數限制等。無論如何，這些意見都可作為日後命題和施測的參考。然而，就

考試的層面觀之，某些學生對新型作文的題型與作答時間似乎應再有進一步的認

識與了解，才能因應日後的升學考試。 

  四、評分說明 

評分部分則由研究者與另一位曾實際參與學測及指考閱卷的大學教師，依照

大考中心公之三等九級評分規準進行閱卷，其表如下
13
： 

              表 2 評分規準表 
等級            評量指標 

     語言        結構        內容 

上 A+ 
A 

A- 

文句通順流暢，

用詞精確，能運

用修辭技巧。 

理路清晰， 

    首尾聯貫。

內容新穎，能洽當表

現所欲刻劃的主題。 

中 B+ 
B 

B- 

文句大致通順，

用詞上稱貼切。 

理路大致清楚， 

  段落大致分明。

內容平實，能大致表

現所欲刻劃的主題。 

下 C+ 
C 

C- 

文句不甚通順，

語彙貧乏，語病

較多。 

理路不清楚，缺乏連

貫。 

內容較僵化，不能表

現所欲刻劃的主題。 

不計等 空白或不知所云 

                                                 
13同註 9，頁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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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實際批改的狀況觀之，在審題方面還有以下特殊評分原則14： 

(一)短文部分 

    1、兩的題目的字數限制分別為 50─100 字、100─150  字，因此前者超過     

或不及標準字數 15 字、後者超過或不及標準字數 30 字，一律降一級分。 

2、泛論黑箱者，最高不超過 B 級分。 

            3、人稱有誤者，以 C 等計分。 

(二)長文部分 

1、寫兩個題目者，一律只評閱第一篇文章。 

2、未抄題目者，一律降一級分。 

3、誤抄題目者，最高不超過 B 級分。 

4、以反諷方式表達者，以 C 等計分。   

至於複閱的情形則仍以大考中心所公告之規則為準，由第三位實際參與學測及指

考閱卷的大學教師進行複閱
15。 

 

叁、測試結果之說明與分析 

這個章節主要對學生在審題方面所犯的缺失做一整理與分析，並呈現各項缺

失類型在各級分的人次和百分比，以下分別說明之： 

 一、短文部分 

  主要有七項缺失： 

    (一) 取材不當：討論生活中的事物有那些是屬於黑箱的範疇、說明黑箱憂鬱

者的特徵或人格傾向、分析黑箱憂鬱可能帶來的社會危

機、分享自我的黑箱經驗等，都無法適切的回答問題。  

(二) 添加情節：大多集中在第一題，虛擬了許多美國人當時的情境，諸如：

急著要與客戶簽約、妻子待產、與女朋友約會、趕著去開會

等，與文章內容不相干。 

(三) 立意過泛：大多集中在第二題，泛論現代高科技文明所帶來的黑箱現象。 

(四) 字數不符：短文的寫作在測試考生能否在一定的字數限制內，依據題目

所提供的資料進行整理、歸納、分析或說明，而兩的題目的

字數限制分別為 50─100 字、100─150 字，因此前者超過或

不及標準字數 15 字、後者超過或不及標準字數 30 字，屬於

                                                 
14此部分乃研究者與另二位評閱教師參照學測及指考模式，並參考陳滿銘：〈論三一理論與作文評
改〉(《中等教育》五十九卷第三期，2008 年 9 月)，頁 51─53。  
針對學生答題的狀況訂定特殊評分原則。  

15同註 9，附錄，頁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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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類缺失。 
(五) 以旁觀者第三人稱行文：主要集中在第一題，未能以美國第一人稱描述 

自我當時的心情，以致不符題目之要求。  

(六) 以美國人第一人稱行文：主要集中在第二題，未能以旁觀者第三人稱說

明一己對美國人的看法，也不符合題目的要

求。 

(七) 其他人稱：計有印地安酋長、美國黑人、美國警長、美國土著等，與題

目無關的人物。 
其人次與百分比如以下二表所示16： 

 
表 3-1 短文審題缺失統計表 

 

 

 

 

 

 

 

 

 

 
 
 

                                                 
16因版面的因素，故分為二個表格呈現。另，為了清楚顯示各級分缺失類型之比例，表中之百分

比乃採計級分內所犯缺失之百分比。以 C 級分為例，在審題方面有缺失之總人次為 16，而七項缺

失之人次分別為：4、2、3、2、2、1、2，因此其百分比為 25.0%、12.5%、18.8%、12.5%、12.5%、

6.3%、12.5%，四捨五入取至小數第一位。  

缺失類型 
 
作文級分 

  取材不當   添加情節   立意過泛   字數不符 

人次 百分比 人次 百分比 人次百分比 人次 百分比 

 C −  2 40.0% 1 20.0% 0 0% 1 20.0% 
C 4 25.0% 2 12.5% 3 18.8% 2 12.5% 

 C +  39 26.5% 48 32.7% 31 21.1% 19 12.9% 
 B −  23 10.6% 96 44.0% 17 7.8% 82 37.6% 

B 0 0% 154 66.7% 0 0% 77 33.3% 
 B +  0 0% 11 22.9% 0 0% 37 77.1% 
 A −  0 0% 0 0% 0 0% 7 100% 

A 0 0% 0 0% 0 0% 0 0% 
 A +  0 0% 0 0%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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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 級分作品的缺失以取材不當為多；C+、B-、B 級分作品的缺失以添加情節

為多；B+、A-級分作品的缺失以字數不符為多。若不考慮級分，有一至七項缺失

的人次分別為：68、312、51、225、6、7、3，其中以「添加情節」和「字數不符」

的 312、225 分居一、二位，遠高於其他類型，是最需要改進的地方。 

  二、長文部分 

    主要有四項缺失： 

    (一) 寫兩個題目：沒有選擇「太好了」或「太糟了」其中一個狀況行文，而

寫了兩篇文章。 

    (二) 誤抄題目：將「太好了」誤為「太棒了」、「太美好了」、「太感恩了」、「太

偉大了」、「太神了」；或將「太糟了」誤為「太糟糕了」、「太

壞了」、「太不好了」等，雖與題意相去不遠，卻不符合規

定。                    

    (三) 未抄題目：未依題目之規定將題目抄於文章之前。 

    (四) 以反諷手法表現：題目所提的「太好了」或「太糟了」指的是快樂、溫

馨、歡愉等正面狀況，或是反感、不舒服等反面狀

況，並未有反諷的意味。有些作品卻以反諷的方式

行文，例如：「我想對補習班說太好了」(東 3─35)，

文中卻列陳補習班的種種不是，應將題目改為「我

想對補習班說太糟了」。  

其人次與百分比如下表所示： 

表 3-2 短文審題缺失統計表 

 

 
作文級分 

以旁觀者 
第三人稱行文

以美國人 
第一人稱行文

其他人稱 

人次 百分比 人次 百分比 人次 百分比 

 C −  0 0% 0 0% 1 20.0% 
C 2 12.5% 1 6.3% 2 12.5% 

 C +  4 2.7% 6 4.1% 0 0% 
 B −  0 0% 0 0% 0 0% 

B 0 0% 0 0% 0 0% 
 B +  0 0% 0 0% 0 0% 
 A −  0 0% 0 0% 0 0% 

A 0 0% 0 0% 0 0% 
 A +  0 0%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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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4 長文審題缺失統計表 

 

C-級分作品的缺失以寫兩個題目為多；C、B 級分作品的缺失以誤抄題目為多；C+、

B-、B+、A-級分作品的缺失以未抄題目為多。若不考慮級分，有一至四項缺失的

人次分別為：15、32、40、4，其中以「誤抄題目」和「未抄題目」的 32、40 分

居一、二位，是最需要改進的地方。 

    綜而觀之，學生的審題在短文方面有較多的缺失，這可能是題目的設計與傳

統題型有較大差異的關係，因此造成許多出乎意料之外的狀況。以本次的命題為

例，學生在答題之前應先徹底了解〈黑箱的憂鬱〉一文的主旨，並且仔細審視題

目的規定，注意寫作角度的變化，並遵循字數的限制行文，才不會造成審題上的

缺失。 

 

肆、結論與建議 

根據上述現象與統計數字，學生在短文方面審題的缺失計有：取材不當、添

加情節、立意過泛、字數不符、人稱有誤等，其中「添加情節」和「字數不符」

是最需要改進的地方。至於長文方面審題的缺失計有：寫兩個題目、誤抄題目、

未抄題目、以反諷手法表現等，其中「誤抄題目」和「未抄題目」是最需要改進

的地方。綜而觀之，學生的審題在短文方面有較多的缺失，此與題目的變化性較

大有關。 

    無論是長文或短文的寫作，在審題方面之所以會產生缺失的原因，大抵不外

是考生看不懂題目的意義或未認真審視題目的規定。就前者而言，應加強閱讀能

力以因應新型作文題的發展趨勢；就後者而言，則應督導學生更謹慎小心的審視

缺失類型 
 
作文級分 

 寫兩個題目   誤抄題目   未抄題目  以反諷表達 

人次 百分比 人次 百分比 人次  百分比 人次  百分比 

 C −  2 50.0% 1 25.0% 0 0% 1 25.0% 
C 2 16.7% 4 33.3% 3 25.0% 3 25.0% 

 C +  3 15.8% 6 31.6% 10 52.6% 0 0% 
 B −  0 0% 10 43.5% 13 56.5%   0  0% 

B 7 29.2% 9 37.5% 8 33.3% 0 0% 
 B +  1 12.5% 2 25.0% 5 62.5% 0 0% 
 A −  0 0% 0 0% 1 100% 0 0% 

A 0 0% 0 0% 0 0% 0 0% 
 A +  0 0% 0 0%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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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徹底改正缺失，才不致忽略了許多寫作的規定。以下分兩方面說明： 

  一、就近程而言 

        (一) 建立新型作文題庫，以供學生練習 

    相對於傳統的作文題型，新型作文題不但是我國大學入學考試的新趨勢，也

是世界各國作文題型的主流，主要優點有以下幾項17： 

1、出題不拘於一個語詞或一句話，所以能將題面表現得更活潑、更有趣、

更多元，可引發學生寫作的興趣。 

2、因為有了引導說明與限制條件，可讓學生把握寫作的重點與方向，在評

分上也 可以更客觀。 

3、學生必須讀懂題目內所有的說明或條件才能進行作文，所以也算是一種

讀寫合一的訓練。 

4、可靈活設計貼近學生生活經驗的題型、提供廣泛的寫作材料，讓題旨可

藉由各類文體來進行。 

5、可因練習時間的多寡，設計長文或短文的寫作題型，更能彈性調整寫作

時間，得到學習效果。 

    許多學生不習慣或不熟悉新型作文題的測驗方式，在考試方面往往不知所

措，因此建議教師可參考大學入學考試中心的考古題庫18，試著研發新型作文題，

並配合範文教學、建立題庫以供教學之用。再者，也可以和國文科的其他老師共

同討論，逐步修訂，將錯誤減至最少，讓學生得到最好的練習。 

       (二) 採分組討論的方式進行審題 
    題目是文章的眼睛，透過題目即能了解文章的神髓，唐代詩人賈島曾說

19
： 

題者，詩家之主也；目者，明目也。如人之眼目，眼目俱明，則全其人中

之相，足可坐窺萬象。 

文中所論雖以詩為主，但可擴而充之至其他文體，也可見得題目在任何作品的重

要性。就高中生命題作文教學而言，常是老師出題，學生寫作，審題的工作自然

是各別進行，因此不容易突破盲點，有所精進。故在此建議偶爾可採分組討論的

方式審題，不但可以促進同儕間的互動，也可彼此激盪腦力，產生新觀念。教師

可將學生依不同的程度組成異質性小組進行審題的作業，讓彼此間產生合作關係

20，當小組一起審視題目時，不同程度或背景者會產生不同的觀點，在交流、互動、

                                                 
17除了筆者的意見外，亦參考以下資料： 

陳滿銘等：《新式寫作教學導論》(台北：萬卷樓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7 年 3 月)，頁 31。 
丁鼎：〈材料作文教學研究〉(國立高雄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論文，2001 年 6 月)，頁 9─11。 

18大學入學考試中心網址：http://www.ceec.edu.tw。2008 年 10 月 1 日查詢。 
19(唐)賈島：《二南密旨》(北京：中華書局，1985 年)，頁 6。  
20李咏吟：《教學原理─最新教學理論與策略》(台北：遠流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89 年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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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中，共同建構題目的意義。就在上述過程中，學生們會自然模仿、互相協助，

如此一來，不但可以培養他們互助合作、相互切磋的精神，也可以提升低程度學

生的審題能力。 

       (三) 引導學生徹底改正審題方面的缺失 

    根據許多高中教師的經驗，在作文批改的過程中，學生經常處於被動狀態，

對於師長辛苦評閱的作文往往只關心所得的成績，或訂正錯別字而已，至於其他

寫作上的問題則不再處理21，同樣的缺失常一犯再犯，不見改進。因此教師除了批

改之外，也要引導學生修正各方面的缺失，尤其是審題方面的問題更要確實改正，

才能準確作答。除了在作文簿的評閱及課堂講評外，學習單及講義在中學的語文

教學中，常被使用且有很好的效果，教師在批改學生作文時，可該隨時作筆記，

將學生在審題方面的優缺點、錯誤類型、典型的例子等，按性質分類，進一步設

計成學習單或講義，讓其再度思考問題的根源所在，並確實修正缺失，避免再犯

同樣的缺失，才能達到習作的真正目的。 

    就本次的施測而言，宜讓學生了解題目的要求與規定，在短文方面應注意黑

箱憂鬱的意義、作者所經營的情境與氛圍、人稱敘述的變換、字數的限制等；在

長文方面則應注意題目的選擇、「太好了」與「太糟了」的意涵、題目的抄寫、

取材的範圍等項目。 

    我們的學生若能在每次習作後積極反省審題上的盲點，徹底改正所犯的缺

失，並與同學相互觀摩、學習，一定能改善審題上的種種缺失。 

  二、就遠程而言 

        (一) 加強學生的閱讀能力 

    新型作文題乃是讀、寫合一的寫作題型，因此閱讀能力在審題的過程中尤其

顯得重要，根據教育部「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綱要」提及高中學生國文科的學習，

在「讀」的方面應具備以下核心能力22： 

          其一，利用進階詞彙、語法、修辭，輔助閱讀。 

          其二，廣泛利化知識，輔助閱讀。 

          其三，鑑賞與評論各類作品。  

此外，在教育部的《我國中小學國語文基本學力指標系統規畫研究(下)》也提到

了閱讀能力的指標向度23： 

                                                                                                                                               
月)，頁 148。  

21陳秋瑤：〈作文新題型之教學研究〉(國立高雄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論文，2004 年 6 月)，頁
44─45。 

22教育部中教司網頁：www.edu.tw/high-school/index.aspx。2008 年 10 月 1 日查詢。  
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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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台北：教育部，

2000 年 12 月)，頁 226─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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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一，感知與記憶：感知、辨識作品中的關鍵字詞、句子之基本語法結構、

關鍵性的語義單元。 

          其二，理解與組織：找出作品中重要的句子與命題的關係；理解作品的篇章

結構、內容與旨意、作者論點等。 

          其三，想像與鑑賞：由作品內容聯想相關事物；想像作品中的形象、情節、

內容；品評作品的審美價值；鑑賞不同文體及不同作家

的文學風格。 

          其四，評判與應用：不盲目認同或反對作品中的意見；思考、評判作者與作

品的關係；評判作品的內涵、旨趣與作者的觀點是否妥

當，並與自己的價值標準相比較。 

可見閱讀能力的加強並非一朝一夕之事，除了課本的學習外，有也要推動課外閱

讀，教導學生有計畫、有系統、多元性的閱讀24。依教育部「高級中學國文科課程

標準」的說明25，高中學生課外讀物的範圍有三個重點：其一，應兼具古典與現代

作品；其二、應顧及本國與外國著作；其三，應涵蓋散文、小說、傳記、札記、

勵志作品等。然而，根據調查得知：許多高中學生為了減輕課業的壓力，課外閱

讀的選擇傾向以輕鬆趣味的讀物為主26，其實這樣是不充足的。教師應引導學生配

合課程進行課外的延伸閱讀，如文學作品、歷史讀物、人物傳記、心靈成長、自

然科學、優良的改寫本或翻譯本等，將可使其有進一步的學習，幫助解決課業上

的問題，並強化課程的廣度與深度。此外，閱讀教學法也是一個不可忽視的重點，

以下分五項說明之： 

     1、直接閱讀教學法 

    以教師為中心，詳細規畫各個閱讀步驟，並依據學生的程度選取適合的讀

物、明確指導學生可運用的閱讀策略，同時也評估他們的閱讀情形，就其缺失或

不足處，給予指正或加強27。 

      2、書談閱讀教學法 

    在閱讀之前，教師先將欲推薦的讀物較精彩的部分向學生進行口頭說明，引

發學生的閱讀動機並與其一起閱讀，進而成為閱讀的示範者。再者，也要引導閱

                                                 
24Musthafa, B.(1994):Literary response: A way of integrating reading-writing activities.Reading  

Improvement,12.pp53─56.   
25同註 22。  
26李美月：〈高中生課外閱讀與學業成就關係之研究〉(國立屏東教育大學國民教育研究所碩士論
文，2003 年 6 月)，頁 66。 

27塗絲佳：〈國中國文「閱讀」教學研究〉(國立高雄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論文，2004 年 6 月)，

頁 6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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讀後的討論，針對讀物的內容進行對話，讓學生彼此討論相關的經驗或感想，深

入理解內容含意，將有助於提升他們的閱讀興趣28。 

      3、合作閱讀教學法 
    將學生適當地分配在一異質性的小組當中，鼓勵他們與同儕合作，共同閱讀

並完成同一份作業，運用合作的技巧，增進彼此的學習，提高個人的學習成效並

達成全體的學習目標29。 

      4、交互閱讀教學法 
    教師先提供有助於閱讀學習的情境，協助學生逐步學習閱讀策略，在教學過

程中，示範閱讀策略讓學生模仿學習，增加師生彼此的對話與互動。隨著課程的

進行，將學習責任轉移給學生，讓其互相支持和討論，進而培養閱讀策略的運用，

增進閱讀能力30。 

      5、讀寫閱讀教學法 
    將閱讀和寫作視為一體的兩面，透過讀物的內容學習作者的寫作方法，例

如：主旨呈現、取材範圍、行文布局、遣詞造句、修辭技巧等；而在寫作的過程

中，也可省思所讀讀物的論點，進而建構新的思維或觀點31。 

       (二) 教導學生有效率的閱讀策略 

    要達到閱讀的效果，就必須運用有效的閱讀策略，根據研究顯示：教師若能

在閱讀時教導學生運用各種閱讀策略，確實可以提升學生的閱讀理解效果32。一般

而言，瀏覽全文、預測內容、先略讀再詳讀、重複閱讀、速讀內容、隨筆快寫；

於重點處畫線、作筆記、寫心得；查詢相關資料、解決疑難困惑；運用聯想、尋

找文中線索；透過分析、比較、引申等方法，整合書籍中的相關論點等33
，都是高

中學生可運用的閱讀策略。其中 ASOIM 閱讀策略則具備多重策略在內，為一效率

                                                 
28陳海泓：〈Booktalks：增進學生閱讀和討論的有效班級閱讀教學〉，收錄於郭聰貴主編《兒童閱

讀教育》(台南：國立台南師範學院實習輔導處，2001 年 1 月)，頁 4─7。  
29連啟舜：〈國內閱讀理解教學研究成效之統合分析〉(國立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心理與輔導研究所碩  

士論文，2002 年 6 月)，頁 20─22。  
30同註 29，頁 22─23。  

31陳鳳如：〈閱讀與寫作整合的寫作歷程模式驗證及其教學效果之研究〉(國立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心

理與輔導研究所博士論文，1999 年 6 月)，頁 35─37。  
32同註 29，頁 106─107。   
33所列舉的閱讀策略主要參考下述書籍： 

Dole, J. A., Duffy, G. G., & Pearson, P.D.(1991):Moving from the old to the new : research on reading 
comprehension instruction. Review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61.pp245-258.  
蘿拉‧羅伯( Laura Robb )著、趙永芬譯：《中學生的閱讀策略》( Teaching Reading in Middle 
School )(台北：天衛文化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3 年 10 月)，頁 62、66。 
莫提默‧艾德勒、查里‧范多倫( Mortimer J. Adler & Charles Van Doren )著；郝明義、朱衣譯：
《如何閱讀一本書》( How to Read a Book ) (台北：台灣商務印書館股份有限公司，2003 年 7
月)，頁 161─175。 
版版元著、林慧玲譯：《思考與寫作技巧》(台北：書泉出版社，1993 年 10 月)，頁 7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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良好的閱讀策略模型34，以下分別說明之： 

     1、專注( Attending ) 
    對於讀物內容中誰(who)、什麼(what)、那裡(where)、何時(when)、為什麼

(why)，採用自我發問的方式蒐集訊息，並藉以偵測錯誤。在此過程中，必須十分

專注才能找到問題之所在。 

     2、選擇( Selecting ) 
    將讀物內容的重點以畫線的方式呈現出來，在此過程中，必須有所批判、比

較、分析，才能清楚的掌握重點，並將其標示出來。 

     3、組織( Organizing ) 
    運用概念圖的方法，培養組織的能力，在此過程中，必須對讀物的整體概念

加以組織，也可用推論的方式補足脈絡中缺少的重要訊息。     

     4、整合( Integrating ) 
    以摘要的方式來整合讀物的內容，進而將其精華處呈現出來，在此過程中，

必須有所判斷、歸納、運用，才能達到有效整合的效果。 

     5、監控( Monitoring )  
    主要在了解自我對上述四個歷程中各策略的執行程度，藉以培養對自身理解

能力與策略運用的掌握。     
    此外，就前述閱讀的「核心能力」及「指標向度」來看，高中階段學生的閱

讀能力的培養應更重在高級的層面，因為「感知與記憶」屬於視覺、解碼的初級

閱讀的層面，重在字意、詞意與句意的認讀層次35，而「理解與組織」、「想像與鑑

賞」、「評判與運用」則屬於高級閱讀的層面，不僅要先具備充足的字彙，還要有

足夠的先備知識並運用閱讀策略，重在比較、分析、歸納、鑑賞、推論、批判、

運用等。因此，教師應積極教導學生運用多重的閱讀策略以提升閱讀層次。 

    透過各種閱讀策略的運用可以有效的提高學生的閱讀能力，學生的閱讀能力

得到了加強，對於理解新型作文題的題意自然會有所助益。尤其是在考試的場合，

若能具備較好的閱讀能力，充分運用閱讀策略，便可以在有限的時間內精準審題、

正確作答。 

    要之，精確而謹慎的審視題目是命題作文的第一要件，無論教師的教學或學

生的學習都不可忽視此一重要環節。 

 

 

                                                 
34宋曜廷等：《具多重策略的閱讀理解輔助系統之設計與運用》，

sinica.edu.tw:8900/…/seminar/oldfiles/911109/paper/Taiwan/2303.doc。2008 年 10 月 1 日查詢。 
35肯尼士‧古得曼( Ken Goodman )著、洪月女譯，《論閱讀》( On Reading )，頁 166─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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