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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與建議 

國語文教育是所有學科的基礎，同時也是人格教育與文化涵養的主要學科，

其應用層面最廣、影響幅度最深。但晚近幾年，國語文教育卻面臨嚴重的價值危

機，首先是全球化趨勢下學習英語的熱潮，從職場謀職到國小學童，人人力拼通

過英檢門檻，對中文能力的退化卻不以為意；其次是本土化浪潮下，「去中國化」

的政策思維，導致文史社會學科內容的大幅更動；加上網路文化的流行、電視節

目的綜藝化、報章雜誌誤用字詞、漫畫圖像的充斥等，整個大環境對國語文教育

都產生相當的衝擊與侵蝕。中小學生中文能力的大幅下落，已是諸多學者及教師

們憂心忡忡的問題，如何藉由學校國語文教育，抗拒社會環境中降低中文水準的

阻力，積極提昇學生中文能力與人文素養，當是整個國語文教育工作者及教育執

政者所應嚴肅思考的課題。 

教育的改革必須奠定在過去的基礎與長遠的規劃，因此本論文試圖由回顧過

去高中課程發展之脈絡，梳理遷臺後教科書選文變遷的軌跡，歸結前人在國語文

教育上的成果與缺失，作為現今國語文教育的借鑑。以下筆者茲就課程綱要與教

科書編選等兩個面向探討，希望能以個人觀察心得，作為本篇論文之結論，同時

也為國語文教育進一言。 

第一節 有關課程綱要之建言 

一、課程綱要應回歸國文教育的本質 

語文是人際溝通的主要工具，它可以傳達思想情感，促進社會人群的團結和

諧；透過文學作品的閱讀，可以充實知能、淨化心靈、提升生活品味；語文更是

族群表徵與文化傳承的憑藉，藉由語文可消弭異見的糾葛，綿延民族歷史的生

命。所以語文學習的重要性是無庸置疑，尤其本國語文的學習，更是輕忽不得。

但因語文本身往往隱含著意識型態與族群認同，也使國語文教育背負了超乎本質

之外的任務，如：戒嚴時期國語文教育被賦予發揚民族精神、灌輸反共愛國思想

的使命；政黨輪替後，國語文教育則被賦予「本土化」與「臺灣文學」的詮釋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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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兩者的目的迥異，但對國語文教育的干擾則如出一轍。因此，期盼課程的制

定能回歸到國語文教育的本質，避免不必要的意識型態干擾。 

國文教育的本質為何？蘇子敬教授認為高中國文可分為三個層面：「第一，

語文的訓練，包括讀、寫等,此層著重其工具性、應用性，藉以表達自己或獲取

古今知識等；第二，文學、戲曲與書藝等美感的陶養，著重文學、戲曲與書法作

品的欣賞以美化人生；第三，道德性情與哲學義理等的浸淫，著重處世原則及精

神理想的探尋。」1用此標準來檢核五十年來高中國文課程標準所積累的成果，

或未能達成的目標，應有更客觀的定位。而近日來高中國文課綱所引發的爭議2，

也可有較清明的討論與轉圜空間。期盼未來國文教育政策的擬定、國文教材的編

寫、國文教學的進行回歸到語文、文學、文化三層面，否則課綱的更動與教材的

變化都將使國語文教學陷於事倍功半的困境。 

就語文訓練層面來說，應包括聽說讀寫與思維的訓練，過去課程標準側重於

閱讀、寫作的訓練，對於聆聽、說話與思維之訓練著墨不多，往後課綱制定時，

應更具體標明教學目標，並對高中階段的語文能力做較明確之界定。而文學鑑賞

方面，應包括「感受、鑑賞、創作」三個面向，引導學生對詩歌、散文、小說、

戲劇等文學體裁的認識與欣賞，擴大閱讀視野，並進而鼓勵文學創作。文化層面

上，應從古典文學作品中體認傳統文化之精深博大，從現代作品中關心眼前環境

與人情，使學生經由認識、反思過程進而培養文化的認同感。 

基於上述，合理的國文教學時數應有多少？必修課程外，選修課程所開設的

內容應如何？教材編選之篇數該有多少？教材編輯之體系應如何提高成效？國

文課本在文選型的模式下3，是否能加入專書導讀的方式4，以擴大閱讀層面？文

                                                 
1 蘇子敬〈欲亡其國，先去其文—國文教育何去何從〉，《國文天地》第 237，2005年 2月，p72-73 
2 如教學時數縮減為四小時、文化基本教材改為選修、文言比例大幅下降、選修課程全面更動⋯⋯

等議題。請參考本文第五章。 

3香港學者何文勝教授指出：「文選型教科書是選擇以單篇文章為主要內容元素所編輯而成的教

材。這種體系主要體現以講讀文章為主的精神，強調傳統的語文教育觀。學生在講讀一篇篇文

章過程中，逐步累積某些語文知識，自然形成一定的讀寫能力。…文選型教科書的教材編排科

學性不嚴密、離散度大，要組成科學的序列，是很難做到的。…編輯教材要按照循序漸進的原

則，就只有由淺入深、由易到難這一條，僅此一條，便無一定的嚴格標準。」見〈內地初中中

國語文教科書編選體系的改革及其對香港語文教學的啟示〉，收於氏著《從能力訓練角度論中

國語文課程教材教法》，香港，文化教育出版社，1999年 11月，頁 192 

4 國立編譯館在民國 86年版的國中國文選修課本中加入專書導讀，該課本共編三冊，第一冊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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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作品外，國文課本是否能納入科普性、實用性的選文？不同類組的學生是否能

進行不同的課程設計，甚至編纂不同的課本5？這些議題都值得課綱制定時更為

審慎評估，才能真正帶動國文教材與教學的進步。 

二、課程綱要的制定應求周延與民主 

課程綱要為設定教學目標、教材編寫、教學活動設計和教學評量等多方面的

指導原則，影響層面既廣且深，但以目前課綱所引發的諸多紛擾看來，執政當局

仍跳脫不出過去「由上而下」的制定模式6，課綱小組又是臨時任務編組，並未

建立常設機構與檢討機制7，對基層教師的意見回應也有失粗糙簡略，甚而流於

專斷，如此似乎又將教師視為政策執行工具，豈不是開教改的倒車？衷心期盼課

程綱要之制定能妥善規劃，重視意見的溝通與表達，尤其是基層教師的心聲，以

民主與尊重的態度，多方徵詢、廣納意見，達到教改「多元、鬆綁與專業自主」

的精神。 

高中國文課程暫行綱要的更動遠超乎往昔課程標準，文言白話比例的倒置、

指定篇目的範文選材、強調本土的選文原則等，勢必衝擊教科書編纂與教學型

態，另如選修課程的更動、選修教材的開放等，也會衍生諸多相關問題。因此教

育當局應著手進行實驗研究，啟動檢討機制，以確實考覈課程設計、課程內容之

成效，並彙整學界與第一線教師的意見，盡速改善課程之問題；若待全面實施才

發現窒礙難行，再來補修善後，恐怕學生的受教權已受嚴重的斲害。 

三、展開高中國文課程的縱向整理與橫向研究 

                                                                                                                                            
紹鍾肇政所作之〈魯冰花〉，第二冊介紹吳承恩的〈西遊記〉、佛瑞斯特.卡特著、姚宏昌譯的

〈少年小樹之歌〉，第三冊介紹施耐庵的〈水滸傳〉、李汝珍的〈鏡花緣〉、張愛玲的〈秧歌〉 

5 以法商理工農醫為升學志願的學生而言，他們所需要的語文訓練是能在專業領域做好知識敘

述、論證和傳播，應側重於科普性、實用性的文章和敘述文、論說文的閱讀及寫作；但對以文

學院為升學志願的學生而言，則應增加文學的鑑賞和創作練習。 

6 往昔課程標標準之制定常被批評缺乏基層教師的參與，如黃政傑《課程改革》（台北漢文出版，

1988，頁 113）書中指出：「課程標準修訂委員中，行政人員、大學教授與學科專家為主要角

色，基層教師的參與是間接的、零碎的。影響所及，教師在新課程的實施上，常是被動或被迫

的遵循者，而非自願與主動的參與者，以致新課程標準的實施不盡理想。」以現今課綱爭議風

波看來，基層教師的意見似乎再度被漠視。 
7民國八十五年（1996）《教育改革總諮議報告書》特別提出成立「國家級教育研究院」，以強化

教育研究與評鑑工作。但國立教育研究院現仍處籌備階段，高中課程綱要仍為臨時編組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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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以來，有關國文課程的研究多停留於單課教材或教學方法的層面。近年

來，隨著九年一貫課程的實施，投入課程研究的學者雖然增加，但高中國文課程

這塊領域，仍多停留於一綱多本後所衍生的相關議題，對整個高中國文課程發展

史及兩岸三地的國語文課程發展，仍缺乏深入而有系統的研究。以課程史的角度

來看，遷臺前的課程標準，若能詳加研討，當中應有足為今日借鏡之處，如民國

廿一年（1932）課程標準之教材大綱中規定：「選用教材，除適用初中七項標準

外；其排列之程式，應語體文言分授。語體文但選純文藝及有關學術思想之文字；

文言文第一學年以體制爲綱；第二學年以文學源流爲綱；第三學年以學術思想爲

綱：各授以代表作品，並得酌授文字學綱要及應用文件」8這樣的編選方式雖不

見得能全盤挪用，但以體制、文學源流、學術思想為教材編排的組合，卻有值得

考慮採用的地方。此外，遷臺後課程標準以範文精讀為主軸，缺乏專書精讀的規

範，實則民國十八、廿一、廿五、廿九年課程標準都明載：「選文精讀」與「專

書精讀」9。學者曾感嘆近現代文學教學乏善可陳，難以誘發學生對語文和閱讀

的興趣10，十幾本或數十本古典和近現代名著的專書精讀11，或可突破「文選型」

教學「管中窺豹」的窠臼，以完整的全書閱讀打下更為厚實的語文根柢。 

除了透過縱向的課程史研究以取得鑑往知來的經驗外，兩岸三地現階段橫向

的課程研究，也可發揮「他山之石，可以攻錯」的效用。以大陸的高中語文課程

的改革為例，由過去「教學大綱」，轉而為「課程標準」，雖仍標舉「馬克思主義

和教育科學理論為指導」，但由其課程研發與教材編寫的規模看來，彼岸官方和

學界投注的心力實有超越臺灣的地方。如大陸最具規模的人民教育出版社，不僅

                                                 
8 民國 21年（1932）〈高級中學國文課程標準〉「教材大綱」，見《20世紀中國中小學課程標準、

教學大綱匯編-語文卷》，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年 2月，p294。 

9 以民國 29年課程標準對「專書精讀」的規定為：選定精讀之專書，共同或個別略講其在歷史

上之地位、文學上之價值、作者時代背景及個人作風等；並指示閱讀方法、分量、時間及參考

書，隨時養成學生運用工具書及參考材料之能力。 

10 白靈〈作文的困境—大學入學作文閱卷有感〉，對高中國文在近現代文學的匱乏提出諍言，認

為引導白話文學進入正常的國文教學體系，最終理想是不要六冊國文課本，而是十幾本或數十

本古典和近現代文學名著教學。刊登於《聯合報副刊》，民國 91年 7月 19日 

11 大陸 2000年《全日制普通高級中學語文教學大綱》附錄列有「課外閱讀推薦書目」，分別有

中國古典現代文學名著十本、外國文學名著十本；香港 2002年中學（六年級）中國文學課程

綱要也開列閱讀書目，學生必須從詩歌、散文、小說、戲劇 4類書籍中最少選讀 3類，每類最

少選讀 1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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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專職的教材編寫學者，另設有課程教材研究所的學術研究機構12；另外，他們

對古文的重視也有日漸超越臺灣之處，如 2000年大陸初、高中語文教學大綱中

列舉古詩文背誦推薦篇目，教材內容的深度超過臺灣甚多13。此外，大陸教育界

向來重視語文的工具性，因此在作文訓練、口語應用上，頗多可以借鏡之處14；

而必修與選修並行的新設計也是創舉，學校開課時可根據課程資源與學生需求作

靈活實施15。 

另香港於九七回歸中國後，香港課程發展議會於 2001年 4月編訂的〈中學

中國語文課程指引〉，對小學、初中、高中不同教育階段的學習目標有明確界定，

教學總原則12條指出「以學生為主體」、「以能力為主體」、「重視教學的組織」、

「重視啟發引導」、「照顧學生學習差異」等原則16，對學習範疇中「閱讀、寫作、

聆聽、說話、文學、中華文化、品德情意、思維和語文自學」九個領域各目標、

內容與教學原則也都有詳細規範，並擴大學習材料的範圍。有關大陸高中語文課

程和香港中學中國語文課程的概況，若能有更系統的研究，當可從中取得更多寶

貴的經驗，以供日後國文教育政策制定的參酌。 

                                                 
12 課程教材研究所直屬國家教育部，從事中小學各類教材、圖書和期刊、教學工具書以及視聽

教材的研究、開發。 

13 初中階段—文言文 20篇，古詩詞 50首；高中階段---古文 20篇，詩詞曲 50首。其中臺灣列

為高中教材的〈送董邵南游河北序〉、〈始得西山宴遊記〉、〈岳陽樓記〉、〈醉翁亭記〉、〈墨池記〉

等文，在大陸是初中生精讀的篇章；〈逍遙遊〉、〈報任安書〉、〈屈原列傳〉、〈滕王閣序〉、〈阿

房宮賦〉等大陸高中語文教材，在臺灣是大一國文的教材；而大陸高中生必讀的〈離騷〉、〈孔

雀東南飛〉、〈夢遊天姥吟留別〉等，在臺灣恐怕只有大學中文系學生才會讀到。 

14 大陸目前通行的高中語文教科書（人教版）每冊都列有「寫作、口語交際」，2003年〈普通高

中語文課程標準〉（仍在實驗階段）必讀課程也包括「閱讀與鑑賞」、「表達與交流」兩項目標。 

15 必修課程為「語文 1」到「語文 5」，選修課程則有：1詩歌與散文，2小說與戲劇，3新聞與

傳記，4語文文字應用，5文化論著研讀等五個系列（如：唐詩選讀、中外戲劇選讀、中外小說

戲劇選讀、新聞通訊的閱讀與寫作、傳記選讀、語言文字專題、演講與論辯、先秦諸子論著選

讀、人間詞話選讀、歌德談話錄選讀、中華文化尋根、社區文化專題等） 

16 香港 2001年〈中學中國語文課程指引〉第三章「教學總原則」所提之 12項原則分別為： 

1以學生為主體、2以能力作主導、3製訂整體教學規畫，擬訂明確 學習目標、4重視教學的

組織、5讓學生愉快有效的學習、6重視啟發引導、7拓寬語文學習環境、8善用多種媒體以輔

助教學、9照顧學生學習差異、10聯繫其他學習領域或學科學習、11靈活安排語文學習時間、

12設計均衡而多樣化的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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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上述研究方向，政府實需盡快成立專責單位17，作長期、深入且基礎性

的研究與評鑑，所提出的修正意見或方案才能有學理根據，而且有此研究成果，

課綱的擬定可避免臨時編組的倉促，也可避免因少數人憑一己之意專斷獨行，更

重要的是，透過課程研究與評鑑，通盤規劃中小學課程的銜接，以科目之屬性訂

出合理的教學時數18，以免每次課綱修訂時，各學科為了教學時數而僵持不下，

甚至造成政策的反覆不定。  

第二節 教科書編選之建議 

隨著國文課程暫行綱要的頒布，高中國文教科書的選編又將有另一波的變

化。觀諸課綱的選材原則「範文之選材，必須具有語文訓練、精神陶冶及文藝欣

賞之價值。」、「選文應力求內容切時，旨趣合宜；思理精闢，層次分明；情意真

摯，想像豐富；文詞雅暢，篇幅適度。」這些原則大抵與過去課程標準相近，但

因文言比例大幅下降，加上四十篇建議選文，可預見的是：文言文選文將相差無

幾（或許這正是課綱小組試圖解決升學問題的用意），且因篇數過少，很難展現

古典文學脈絡。語體文部分因課綱中強調「以臺灣新文學以降之名家、名篇為主，

兼及其他近現代華文作家與優秀翻譯作品」，選文上將以臺灣文學為主體。對於

未來國文教科書之編選，除課程綱要的規範外，筆者僅提供一些淺見供教科書編

撰者參考：  

一、選文應具有典範性，並以學生為中心 

國文教科書雖因承載語文教育的目標，受課程標準所規範，不同於一般文學

讀物；但從另一角度來看，國文教科書何嘗不是專為高中生編選的文學選集？因

此古今文學選集的成功條件也可視為教科書選文的標的。鄭明娳教授曾分析《昭

明文選》、《古文辭類纂》等選集之所以影響深遠，乃因具備下列條件：1過濾文

                                                 
17各國學校課程發展與研究常設專責機構如下：英國--國定課程審議會，日本--教育課程審議會，

南韓--教育開發研究所，新加坡--課程發展研究所，香港--課程發展委員會，臺灣地區雖已籌設

國立教育研究院，但目前所發揮之功效仍有限。 

18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各領域均分，導致國中小國語文教學時數銳減，所產生的問題已飽受各界

抨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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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作品，2展示時代文風，3為一派理論系統提供佐證19。而一本成功的國文教

科書選文也應朝：1時代性—選文能充分反映時代的生活面貌或文學思潮，2代

表性—選錄某一文類中最具代表的作品或作家，3藝術性—作品本身需具備獨特

的藝術成就及開創性，4宏觀性—選文應回歸語文和人文本質，破除政治藩籬與

僵固的意識型態。最後既為高中學子的語文、文學、文化讀本，自應以學生需求

為中心，教材的編選應符合學習心理、貼近學生生活經驗，才能喚起學生的學習

興趣。 

國文教科書係以「文選型」編排為主體，因此選文的高下，決定教科書的面

貌與質量。可以說，只要文章選得好，教材編寫就成功了一大半20。再者，教科

書的選文具有文學上「典律化」的指標作用21，入選之篇章往往成為學子們最熟

悉的篇章，希望教科書編輯者能以獨到的衡文眼光，用心編選，為高中學子挑出

真正的「經典範文」。 

二、建立具體而微的文學史體系 

統編本時代課程標準對選文的規範著重於文白比例及各類文體的比重，到

了現行課程標準時才試圖以「高一唐宋文，高二以明清為主，次及唐宋文，高三

選先秦漢魏時期文章」的編選順序，勾勒文學史的流變。雖然編排上仍有若干問

題，但對建構文學史觀念確有助益，而且若中途更換版本，教材銜接也不會有太

大的落差。未來教科書之選文編排，因新課綱中取消了「論說、記敘、抒情」之

文體比例，加上四十篇文言選文和每冊文化經典、古典詩、現代詩各一課的規範，

如何架構出合理有序的選文體系，正考驗著編寫諸公的智慧。以筆者淺見，選文

之架構可朝下列方向思考： 

（一）古典散文方面：由明清文上溯先秦之文 

筆者贊成高中國文選文採「從古到今」的方式編排，以架構文學史體系。但

                                                 
19 鄭明娳〈談散文選集的編撰〉，《現代散文欣賞》附錄，東大圖書公司，民國 81年四版，頁 197 

20 蔡崇名〈高級中學新課程教科用書編審面面觀—高中國文類科教科用書審查之我見〉，《國立

編譯館通訊》第 12卷第 1期，民國 88年元月，頁 5 

21 文學作品典律化的管道大約有：1被選入重要文學選集中，2受文學評論家之肯定或寫入文學

史中，3選入教科書中。一般讀者對文學作品之初步認識係來自學校教科書，如屈原作品因長

期以來教科書選錄〈國殤〉，形成「屈原=國殤」的印象，教科書開放後才有〈卜居〉、〈少司

命〉、〈橘頌〉等篇，至於大陸高中語文教材所選之〈離騷〉，雖公認為屈原之代表作，但因臺

灣之高中教材未選，多數人對此篇之內容是陌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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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散文方面為顧及文章之深度與長度，建議先由明清小品散文再逆溯唐宋文，

而後上溯先秦散文，這樣的「逆時鐘」的編排方式，同樣也能有序地展現文學史

的流變，而且較符合由淺入深的教學原理。 

（二）文化經典方面：高一選《論語》、《孟子》；高二選《墨子》、《韓非子》；

高三選《老子》、《莊子》 

在廢除文化基本教材之後，論語、孟子在必修課程中的份量僅存兩課，因此

筆者希望《論語》方面能選錄有關孔子人格、仁德修養、政治思想、教育主張、

人物評論等五到十則的章節；《孟子》方面則應選錄孟子的抱負、王道思想、義

利之辨等篇章，依篇幅長短，選錄兩到四章節。墨子部分其書雖有十個題目、廿

三篇文章，但誠如梁啟超所言：「墨學所標舉綱領，雖有十條，其實只從一個根

本觀念出來，就是兼愛」22，因此〈兼愛〉篇應是《墨子》一書最優先的考量。

《韓非子》一書，過去選文側重於故事性的短篇寓言，固然能以情節吸引學生，

但韓非法家思想只能在作者欄中簡短片段地說明，如能酌收〈定法〉篇中有關法

術勢的段落，當能使其思想面貌更清晰。《老子》部分宜以人生修養和政治思想

為主，宇宙論的部分對學生恐怕過於艱澀；《莊子》一書過去課本多選錄〈庖丁

解牛〉，其篇幅、深度和代表性對高中學生而言，應是適切的選文。 

（三）古典詩歌方面：採「順時鐘」方式，依時代先後編排 

過去統編本時期，古典詩歌多置於最後一課，且由唐詩、宋詞開始，現行審

定本依課程標準規定大致以時代為序，由古詩選入門，新課綱雖未特別規訂編排

次第，但在每冊擁有選錄一至二課古典詩歌的空間，因此筆者認為可嘗試「順時

鐘」的編序：高一上選《詩經》，高一下選《楚辭》及漢魏樂府，高二上選古詩

與唐詩，高二下選宋詩與宋詞，高三上選元人散曲，高三下選元雜劇或明清傳奇。 

雖然《詩經》《楚辭》之文辭或有較艱深之疑慮，但只要用心挑選，按時代

先後次第編排，應能較有效建立文學史的觀念。 

（四）現代散文：可依日據時代、五○年代、六○年代、七○年代、八○年

代以降分期，依序選錄各期代表作家；再搭配現代散文之主要類型，如楊牧所提

之「小品、記述、寓言、抒情、議論、說理、雜文」七類23，加上八○年代興起

之自然寫作、飲食文學等，作整體之規劃。 

（五）現代詩：五四時期、新月詩派、象徵派、日據時代臺灣新詩、五○年

代三大詩社、笠詩社、八○年代以後多元之詩派….等，選錄時必須留意到詩的
                                                 
22 見李漁叔〈墨學導論〉，《墨子今註今譯》，台灣商務印書館，民國 69年 8月，頁 7 

23 楊牧〈中國近代散文選序〉，《中華現代文大系評論卷》，九歌出版社，民國 78年，頁 7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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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象不能過於晦澀難解，情韻也應以醇厚雅正為上。 

（六）小說：古典小說可由章回小說（如：水滸傳、三國演義、紅樓夢、老

殘遊記等），筆記小說（如：聊齋誌異、魏晉筆記小說）到唐人傳奇。 

現代小說可分兩部分，五四到四○年代作家可以魯迅、沈從文、茅盾、蕭紅

等名家為主，臺灣日據時期作家賴和、楊逵、呂赫若等，五○年代朱西寧、司馬

中原、鍾理和，六○年代白先勇，七○年代黃春明，八○年代以後受矚目之鄭清

文、洪醒夫等。小說作家雖多如繁星，但寫作篇幅、內容、文字要能以適合高中

生閱讀為要，張愛玲、王文興、七等生、王禎和、陳映真、李昂等人雖皆為現代

小說之名家，張愛玲之金鎖記更為公認的經典之作，但名家名篇若主題過於陰

鬱、批判色彩過濃、文字實驗性太強…等，放在教材中都不合宜。 

上述編排建議雖仍需考量選文之主題與深度而調整，但至少以能約略建構出

具體而微的文學史，希望能供教科書編纂者之參酌。 

三、完整有效的編寫設計與適時的修訂  

依新頒布的暫行綱「範文之配置」規定，日後教科書選文將縮減為七十六課

（現行課程標準為八十三課），同時取消了國學概要、應用文、文法與修辭、書

法等選修課程。如何在有限的課文篇幅中，同時容納重要的國學概念、應用文作

法、文法觀念、修辭技巧等，有賴教科書編撰團隊完整用心的規劃。目前各家審

定本之編寫方式，已能從學習重點、延伸閱讀、寫作練習、語文訓練等單元，達

到多元化、延伸性的教材設計，不過筆者根據個人教學經驗，僅提出下列幾個編

寫方向，供教科書編撰者參酌。 

（一）透過範文與延伸閱讀的結合，達到單元化、組織化的效果 

教科書選文因課程綱要的規範，在篇幅和選文上都有其限制，但編寫者仍可

善用延伸篇目的取材，好好地組織教材，達到符合學習心理與教學進程的目標。

組織的方式，可分別以「主題」、「文體」、「作者」等為考量；如〈臺灣通史序〉

一課可結合「臺灣開發史」的主題，搭配陳第〈東番記〉、郁永河〈裨海紀遊〉

等描述臺灣開發歷史的篇章，並設計鄉土訪查的學習活動，培養學生記事錄史的

能力。「文體」組織方式，如〈郁離子選〉一課可結合先秦寓言、柳宗元寓言等，

讓學生對寓言體作品有完整認識，同時設計寓言之寫作練習。「作者」的組織方

式，如〈醉翁亭記〉一課可將重心放在歐陽修身上，結合歐陽修的〈豐樂亭記〉、

〈送徐無黨南歸序〉或相關詩詞，進一步認識歐陽修平易自然、婉麗多姿的文學

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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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透過完善的助讀系統，提供豐富的語文、文學、文化知識內容 

一本編寫完善的國文課本，除了審慎選擇範文素材外，也必須在題解、作者、

注釋、賞析、問題與討論等助讀系統上下工夫，經過編撰者紮實的文字、聲韻、

訓詁、文法、修辭、章法分析、美學鑑賞及國學素養，將相關的語文知識、文學

欣賞、文化陶冶融會於助讀系統中。 

目前審定本之編寫雖皆包括題解、作者、注釋與賞析等部分，但水準參差不

一。日後新課綱實行後，賞析部分未強制規定，但筆者希望教科書編寫時仍能維

持賞析的單元。同時因國概的課程已取消，相關重要的國學常識與文學概論，希

望能經由國文範文教學而補足24，如韻文之發展，在「樂府詩」「古詩」「近體詩」

「宋詞」「元曲」各課中能另闢文體介紹的單元；現代詩部分則增加現代詩發展

史與現代詩意象分析與寫作技巧之練習；小說部分可經由選文帶入小說流變、章

回小說特色、現代小說的進程、小說的文學特徵等相關概論性說明。 

（三）結合教育心理學與教學設計理論，發揮作業與評量的功效 

教科書不同於學術論著或個人創作，它是因應師生教學而產生的書籍，因此

教科書應具體落實課程標準中的教學內涵。過去高中國文教科書多侷限於中文學

界之教學系統，但以今日學科整合觀念來看，教育心理學和教學設計理論知識的

運用25，將可更清楚掌握學生學習起始能力，有助於教科書編寫的前置組體，使

作業評量系統合乎邏輯性的訓練，從低層次的知識學習，逐步走向理解、應用、

分析、綜合、評鑑的高層次學習26。 

                                                 
24 目前（2004年）大陸通行的高中語文教科書（人民教育社出版），編排方式採單元式，如第一

冊分六單元,，分別為 1「中國現當代詩歌、外國詩歌」、2「中國現當代詩歌、外國散文」、3

「演講詞」、4「序言」、5「先秦史傳散文」、6「先秦諸子散文」，每單元選約錄精讀兩課、略

讀兩課、課外語文讀本約四課，並於單元前先概述單元特色，單元末加入與單元相關之評論。

這樣的編排方式閱讀量多，同時強調統整與文學史作用，值得我們參酌。 

25 台南一中李靜修老師曾撰寫〈建構一個科學化的國文教科書編纂學〉，提出教科書編纂應朝「科

學化」，符合語文、文學以及教育心理學、教學設計等領域的學理，做到「國文為體、教育為

用」。收於《國文天地》第 17卷第 6期（198期），民國 90年 11月，頁 99-103 

另香港何文勝教授曾先後發表〈能力訓練型語文教科書編選體系的理論根據〉、〈學生的學習心

理與初中語文教科書編選的關係〉，當中便充分運用教育心理學的學理，期使教科書的編纂科

學化，出處見註 3 

26 美國教育心理學家布魯納（Bloom，1956）認為教學目標可分為：認知領域（cognitive dom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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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科書的發展過程中，統編本時代並無作業評量系統，教科書開放後，審

定本豐富多樣的語文演練使課本內容增色不少。各家的語文練習雖各具特色，但

多流於成語填空或文意理解等較基礎的知識、理解學習層次，如何結合評量理

論，運用教學原理，將範文與語文演練有效地綰合，並作整體性、漸進性的妥善

規劃，以培養學生分析、綜合、評鑑等高層次的學習能力，將是未來課本編撰團

隊應努力的方向。 

（四）適時的修訂與提供教師研習教材之活動 

一套成功高水準的教科書，必須綜合多方條件：首先編寫小組最好能結合學

者專家及高中教師，以匯集學理專長與教學實務，確定編輯方針、選文標準、編

輯體例等，整套教材必須有完整的課程規劃，並透過充分討論，形成編寫默契與

統一的寫作風格。其次教材編撰完成後，應經過試教以評估適當與否，修正後再

正式使用。但以目前教科書只要通過審查就可上市，加上升學壓力，沒有哪一所

高中願意當「試教」的實驗品27，因此教科書的內容除了審查意見的修正外，教

師正式使用後的意見反映就相當重要，尤其市場競爭下，讀者（包括教師和學生）

的需求是市場佔有率的關鍵，出版業者更不可大意。不過，有些編輯理念和選文

是需要教育「讀者」的，像教科書開放初期，就呈現教師們因缺乏教授現代文學

的信心，導致選用版本時仍以最接近統編本者為先，形成部分版本選文「換湯不

換藥」的情形。因此新版教科書上市時，應多舉辦教材交流的座談會，藉由優秀

教師的教案研發，使教科書的更為實用，並設置相關的教學服務網站、教學研習

講座等，讓教師得到充分的教學訊息，從而促進國文教學的進步。 

第三節 結語 

成功的國文教育須靠正大可行的課程規劃、嚴謹有序的理想教材、優秀用心

                                                                                                                                            
情意領域（affective  domain）和動作技能（psychomotor  domain）領域。其中認知領域是目

前學校隨堂測驗、定期評量最重視的層面。根據布魯納對認知領域的看法，他認為認知領域的

目標由低階到高階依序可分六個階層，分別為：知識（knowledge）、理解（comprehension）、

應用（application）、分析（analysis）、綜合（synthesis）、評鑑（evaluation） 

27 在新教材無法試教的情形下，筆者認為有兩項權宜之計：一則教科書編輯過程中，應請高中

老師先行評估，新課部分尤應重視相關的評估意見；二則可請大一學生試讀一遍，聽取他們的

意見。經過這兩道手續至少可以先解決一些問題，並對可能發生的狀況預作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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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師、活潑深入的教學方法及客觀有效的評量方式，彼此環環相扣，聯繫成緊

密而結實的國文教育網絡。其中課程綱要（或標準）為整個國文教育的最高指導

原則，教科書則居於課程轉換為教學之關鍵地位，兩者可說是國文教育的火車頭

與軌道。因此筆者希望透過課程史與教材史之研究，能從中窺探國文教育發展之

脈絡，達到鑑往知來的目的。 

遷臺後高中國文教育在前人擘畫經營下，紮下深厚的基礎，但也因時空環境

與政治因素的限制，仍有其不足與侷限。未來高中國文教育面臨社會急遽變遷、

電子化網路世代的來臨，所受到的衝擊與挑戰是前所未有的。但國文教育既有其

不可取代的重要性，則不論政策之制定、教科書之編纂、教師教學活動，乃至升

學考試之趨向，都應回歸到國文教育的本質，以培養學生語文能力、文學欣賞力

及人格思想之啟發為優先。目前海峽兩岸三地同時進行國語文課程改革，臺灣國

語文教育的優勢能否繼續領先？教科書的編寫能否有更大的突破28？國文教學

的成效能否確實發揮？這些問題正需要我們共同努力去克服！ 

                                                 
28 如大陸 2004年高中語文教科書試圖突破文選型體系，加入專書導讀的單元；香港 2002年高

中中國語文課程指引廢除指定精讀篇目的規定，強調擴大閱讀，拓展教材篇目與範圍，並嘗試

以能力指標的結構重新架構教科書，這些發展都值得臺灣學界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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