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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年國教高中國文課程「多元選修化」之芻議 

─由類 PISA 題型的疑慮談起─ 
 

 

摘要 

 

本文主張十二年國教高中國文課程應改為「多元選修化」。論文先由八成教

師及家長反對以「類 PISA 題型」進行特色招生的疑慮說起，俟而以程炳林（2002）

「多重目標導向」的教育理論為行動基礎，檢討臺灣過去固定六節、固定教材、

固定課程、統一考試的若干缺失，從而提出高中國文教師可以據專業能力去開設

的四大範疇 100 門（以上）的「多元選修課程」，教師與學生之間可以據以進行

多層次文學、心靈、生命、智慧的交互成長與藝術創作，若再佐以多元閱讀能力

的類 PISA 評量，我國學生的語文實力必能大為提升，以此而為十二年國教各校

安排高中國文課程之參考。 

 

 

關鍵字：十二年國教、高中國文多元選修化、類 PI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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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年國教高中國文課程「多元選修化」之芻議 

─由類 PISA 題型的疑慮談起─ 

 

壹、問題的提出 

一、研究動機 

（一）由類 PISA 題型的疑慮說起 

 

北市教師會於今年（2013）04/15 公布「基北區特色招生考試」的問卷調查，

高達「八成」教師及家長認為：若立即以「類 PISA 題型」進行特色招生考試，

會有「近八成」學生想去「補習」，「八成五」家長亦傾向讓孩子「補習」。 

「八成」、「八成五」的高比率，任何人聽到都相當震驚！是的，在所有規劃、

配套未完善前，貿然以「類 PISA」考試招生，確實會讓人產生「疑慮」。但從教

學現場觀之，其實問題不在「類 PISA」、「八成」或「八成五」上，而是教師、

家長的「內在迷失心理」。大家的疑慮，確實各有不得不然之理由，但如果教師

只是「不想創新教學，誓死維持現狀」、「類 PISA 評量的向度太多，所以高唱反

對聲音」，家長只是「不想浪費補習費，又拼命讓孩子補習」、「類 PISA 會影響級

分，所以想把孩子送去補習」，那麼，我們的教育革新與國家前途是堪憂的！ 

「補習」，不論古、今、中、外，對人才的培育確實有偉大的貢獻，但站

在教育革新的關鍵點上，我們不必牽扯到古代與外國，單看臺灣教育現況就知

已病入膏肓。筆者在教學現場凝觀了二十餘年，每年每班都可以看到，不少受

過補習班恩賜的學生，因名師傳授「猜題絕招」，又已「超前進度」，他們回到

學校後，對師長按部就班的「龜速進度」及「課程教學」往往是嗤之以鼻、不

屑一顧！更嚴重的是：不聽課、假裝聽課、猛睡覺、猛做不相干的事、找人聊

天、滑手機、玩遊戲、草率打掃、應付作業、集體作弊、挑釁師長、蔑視師長、

帶頭鬧事、擾亂秩序，甚至由此滋生霸凌事件、校園倫理、師生糾紛……等教

育不公、扭曲學校倫常、教育宗旨的問題，師長與校方除了耗費大量人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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力、財力、心力等資源外，還得背負社會及家長莫須有的教學不力、輔導不力、

處理不當等指控。這是國人皆知之事，但幾十年來，國人都充耳不聞！ 

事實上，學者早就證實，十二年國教是符合學生成長、國家利益與世界潮

流的正確課題，起始步伐確實辛苦些，但方向之正確，是國人所共知的（黃政

傑等，2007）；類 PISA 的多元能力評量，確實會讓師生多花點心力，但這是世

界各國都肯認的教育大方向（孫劍秋；林孟君，2012），有識之士亦無人不曉。 

國中教師、家長們群起反對類 PISA 的聲浪，可以想見的是，高中的教師、

家長，亦可能隨之而起舞。當全世界都在革新教育之際，當北京、上海一般高

中生的語文能力把我們瞠乎其後之當下，教師、家長們如果還以「八成」、「八

成五」及「補習」為藉口，不想深耕閱讀，不願增強我們的多元語文能力，必

遭教育新潮無情吞噬。此為動機之一。 

 

（二）高中國文的「多元選修」與「類 PISA」 

 

如果高中國文教學還維持「每週固定六節（或四節）」、「每冊十三課」、「固

定題型」、「字形字音字義」、「必背詩詞曲」、「測驗 A 卷 B 卷」、「搶救」、「大勝

戰」、「成語大全」、「高分絕招」、「得分高手」、「統一考試」……等古板課程、僵

滯時間、形式化教材、追分教學與制式評量，這與明清八股何異？ 

在知識爆炸、資訊自由的多元創意時代，學生腦子裡之跳動思維是不容小覷

的，高中國文教師如何讓他們獲得優質的國學文化與生命智慧，更是責無旁貸之

事。問題是，他們自國中就開始，就對僵滯化的國文感到厭煩不耐，每天早中晚、

固定時間都得固定上不想上的課程，他們的旺盛生機、活潑思維、單純情意與創

造本能怎能不被僵化？怎能不被 FB 帶走？國中忍耐了三年六學期，高中國文若

還繼續堅持「每週固定六節」的模式，那積鬱已久的內底心靈怎不生亂？或許，

遵循固定六節、統一考試的八股路子仍有其存在價值，但版本方便、節數卡卡、

老師輕鬆、學生輕鬆，還需要師長做啥？學生又如何成長？學校如何勝過補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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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家長如何安心？考前背背重點，考後丟棄課本，教師以考試引導教學，學生

為升學急救國文，這哪叫高中國文？如此悽慘的高中國文，語文實力怎會提升？

他們哪來實力與世界學生一較高下？教育怎會有前景？…… 

現行高中國文的「一綱多本版」，都是遵循教育部的課綱編輯而成，且是經

過學者、專家、家長、立委進行綜合研究、討論、折衝與協調後的「最大公約數」。

按理說，據此「最大公約數」編成的課本進行教學授課應是完美無缺之事；但事

實不然，學者早就證明，在行動理論上，教學成效的關鍵不在「最大公約數」上，

而是教學現場的「教師」（張新仁，2012）；易言之，如果教師不願創新求進，

改革必成空談（潘世尊，2006；高博銓，2008）。方永泉（2005）指出，教師須

將課程發展、決策、詮釋與行動進行密切的交互配合，方具教學成效。 

亦即，高中國文教學不能再執溺於固著的教材、課程、範圍、小考、段考、

分數、名次與偏向菁英主義的升學上（方永泉，2005；黃春木，2010；賴光祺，

2010），教師應以「多重目標」為「導向」（程炳林，2002）去決策、引導、詮釋

課程並隨時創新行動，開發新的「類 PISA」評量，以活潑多元的創新課程為資

糧，引導學生成為具有宏觀國際視野、崇高道德涵養、理性判斷能力、樂觀生命

態度及厚實語文能力的知識分子，方能與世界人才一較高下。 

李素真女士於今年（2013）05／03 說「文化就是力量」，建議教育部「重視

國文」，將高中國文古文比例「提高為 65%」，並「將《論》《孟》《學》《庸》

恢復為必修」（王靖怡，2013）。這是「本當如此」的高瞻遠矚，是深知當今高

中國文困境的真心話。不過，她建議「高中國文」固定為「每週六節課」，若能

具體改成「史記二節」、「李杜二節」、「紅樓夢二節」三門課程，由不同專長

的不同師長在不同節次之下進行多元能力之多層次傳授，不就更專業更完美？ 

想讓高中國文的改革趨向完美，當務之急，即是本文主張的「高中國文「多

元選修化」課程」之建立。高中國文教師應據自己的專業能力開設不同的「（必）

選修」課程，有計畫、有組織、有理論、有系統、有順序的讓學生選修多元面向

的古今中外之語文課程，北市教育局長丁亞雯（2012）亦認為「課程與教學」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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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年國教的推動核心，故教師開出多元面向、多元問題、多元能力、多元技巧

的語文課程，再據以進行多元創新的教學設計與教學活動，復佐以「PISA」題型

的評量，這才是真正適才適性、立人立己又亨利國運之大事。此為動機之二。 

 

二、研究目的 

 

基於上述二大動機，本文乃以程炳林（2002）「多重目標導向」的教育理論

為行動基礎，契接高中國文課程的「多元選修化」，並具體提出高中國文教師可

能開設的「選修課程」，教師與學生之間進行的是多層次文學、心靈、生命與智

慧的交互成長，教師據之進行以多元閱讀能力為主的類 PISA 評量，以此而為十

二年國教高中國文課程之開課參考。圖示如下： 

 

圖一：以「多重目標導向」為基礎的高中國文「多元選修化」 

 

 

 
多重目標導向 

多元選修課程的 
高中語文課程 

 

多元語文知識的 

教學相長 
多元閱讀能力的 

類 PISA 評量 

 

三、研究方法 

 

本文的研究方法，分六個進程。首先，是據臺灣教學現況提出高中國文「多

元選修化」之理由，做為建立高中國文多元選修課程的理論基礎。其次，討論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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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炳林（2002）「多重目標導向」相關的教育理論，析論臺灣學生的學習狀況，

並言其運用在高中國文教學上之可能。第三，高中國文多元選修課程的建立，筆

者觀察高中國文教師之多元能力，據以提出各種可以增加學生語文實力與涵養的

語文課程，以供國內高中國文教師之參考。第四，說明本文所提出的高中國文多

元選修課程具備的優點。第五，略說高中國文課程多元選修的可能缺點。最後為

「結論」，提出本文的「專業省思」、「推廣價值」與「可能的局限」。圖示如下： 

 

圖二：「高中國文多元選修化」的研究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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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正文 

一、高中國文「多元選修化」之理由 

（一）高中國文深廣於國中國文 

 

高中國文的教材、課程、教法與評量，只要是思想純正、情韻兼美、興觀群

怨，「事出於沉思，義歸乎翰藻」（唐．李善〈昭明文選序〉），能增加學生的語文

涵養、益於生命智慧、生活應用與文藝創作的，都不應被忽視、被抹煞。 

再深入一層面說，高中國文是經史貫串子集的，是文學融攝歷史的，是文史

涵蘊哲學的，是文史哲思流通到藝術影像的，是哲藝又兼涵政經的，是人文政經

又涵蘊社會風俗的，是社會現實與文字聲韻訓詁合一的，是風俗哲思映通於古今

中外的，是古今中外的理論與創作是並行互通的，是行住坐臥內外動靜兼賅的，

是生老病死、悲歡離合、生活生命、身心智慧並融為一的整體學科－非單純分

解式的冷酷科學。高中國文若執著於僵滯化的固定六節與統一考試，則古今中外

偉大文史學家、思想家、藝術家的身心性靈、審美藝術、人文關懷與生命智慧將

無緣植入學生的內心，學生的語文實力種子將永遠冰封海底，中華文化的慧命薪

火將難以傳遞下去。 

要之，高中國文的體裁、形式、技巧、內涵、情韻與哲思，深廣博大，切近

生命，融於生活，契合天地，它不再是國小國中的九年「基本語文能力」，而是

深入我國及世界文史哲藝作品核心進行多元認識、賞析，從而增進自己的文史哲

藝內涵與創作，乃至關涉到科普、身心、社會、生活、生命之關懷與應用，是深

化大學通識教育的前身（陳惠萍，2012），亦是未來富足生命內涵的先前基礎。 

 

（二）高中國文是長期薰習的課程 

 

高中國文內涵、情韻與哲思，深廣博大，故不是「補習班」衝刺三個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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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猜題、自恃聰明、背多分就可以「速」成的；就像北宋．王安石（1021-1086,A.D.）

所說的，一個天才般的語文高手，如果「不受之人，且為眾人」；如果「又不受

之人，得為眾人而已邪？」（〈傷仲永〉）－「泯然為眾人」是可以預期的。 

當然，漢語本身有一個普世認同的內在價值，即受過九年基本語文訓練後，

即具備足夠能量可以繼續深入中華文化的厚實底層，品嚐箇中三昧，至於如何深

入其中與創新應用，端看「高中教師」如何進行設計與引導。筆者在上過唐．韓

愈（768-824,A.D.）〈師說〉的「句讀之不知，惑之不解；或師焉，或不焉」後，

應機影印《禮記注疏》之原文讓高一生練習句讀，讓他們領略閱讀古文之箇中趣

味。起初，全班是哀鴻遍野、抱怨連連，連家長都打電話來「關切」。但經過劇

烈陣痛後，筆者再親自帶他們句讀、分段，並藉機以簡單的文學史、經學史、校

讎學、思想史、反切音、文化史等為他們進行詮說，最後，他們臉上浮現的是滿

足與充實，覺得這是補習班學不到的東西！上過幾篇古文後，筆者再讓他們練習

句讀《左傳注疏》經文，儘管哀鴻之聲依舊，亦不見得讀通經文原意，但可看出

他們已能順利閱讀古文，大略窺知箇中曠味。學期結束前，他們已讀過更多古文，

筆者再利用空檔讓他們句讀《四庫》的《文選》「題要」，他們當然還是有點抱怨，

但筆者發現，他們的句讀速度與精準度已大為提升，已「知道」去「分段」，能

「讀」出原文的「問題」，會提出「校讎」問題，更會「批判」世面上參考書、

測驗卷的呆滯處，並能指出「一綱多本」課文的句讀與分段之不當！ 

這麼多種閱讀、理解、認知、判斷、批評「能力」的顯現，不就是深入閱讀

古文教材後的「類 PISA」能力嗎？這代表了高中生的語文能力不必人人都是語

文天才，不必僵固在六冊國文課本與統一考試上，當然亦不是「速」讀「速」成、

「速」背「得」分的，而是需經過高中國文教師以其專業能力去精心選材、設計

教案、安排進度、旁敲側擊與問題釐清，故若以「多元課程」讓他們進行長期專

業能力的薰陶，相信他們性靈底層的活潑思維與原創能力必能豁顯開來。 

 

（三）高中國文需中西互融互成 

 9



 

上文提及，高中國文並非「單純分解式的冷酷科學」，筆者不是在否定現代

化的邏輯分析與實證科學，相對的，我國傳統與現代的語文材料，不論經史子集、

詩詞歌賦，與世界各國一樣具有相當程度的邏輯理則、思想內涵與藝術手法，只

不過各國的政治體制、社會道德與風俗文化互異，故各偉大作家所創作的文史哲

藝作品，便有不同的思想特色與藝術表現。 

是故，筆者所說的「多元選修化」，強調高中生要廣泛而深入、有形而無形

地閱讀賞析世界各國的經典文學作品，多元面向、深廣範疇去認識各種專業語文

領域的不同內涵、性質、發展、特色、寫作技巧與生命價值，比較異同處，截長

補短，涵養自己的語文實力。這樣，既不會丟棄我族的文化遺產，亦不會退失時

代潮流，中西互融互用，互依互成，開出屬於我們這一代的語文道路。 

 

（四）大學可以選修化，高中沒有不可能 

 

每一所綜合型的大學，不論科系課程與教授有多少，都能排除萬難分配適當

學生人數去選修，課程與教授安排好，一個完善的「選課系統」，一定的時間之

內，讓學生依據自己的興趣、性向、能力、需要與系內的規定，去選修自己想上

的課程，既對自己負責，亦沒有什麼升學壓力與負擔，不必特別去補習與衝刺，

適性狀態下就修得想要的學分，學得該有的知識與技能。當然，如果學生發現衝

堂、興趣不合或時候未到必須退選，這個完善的選課系統亦可在一定的時間之內

讓學生退選，學生對自己的決定要負起責任。 

高中課程之安排，其技術層面單純許多，複雜的大學課程都可以處理得妥妥

切切，高中課程沒有不可能。大學教授在教學之外，都要定期提出一定水準的專

業論文，高中國文教師不必定期提出專業論文，但以自己的專業能力開出幾門課

程是不成問題的。可是，近年來我們看到的，卻是一些排課「多」、「少」「利」、

「不利」的爭議，有時往往因為多一節少一節而爭得面紅耳赤！每年都在炒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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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的冷飯，每年都為升學考試在莫名教學！於是，老師的專業能力發揮不出

來，學生的原創能力亦被拋到九霄雲外！ 

其解決之法，即是拋卻過去的制式思考，拋卻升學主義的排課方式，把現有

的排課模式轉成「多元化選課化」，學生人數、多元課程與教師時數都進行技術

性的控制與安排。理念架構清楚，組織機制健全，配套作法完足，教育策略確定，

學生適性選課，教師專業授課，教務活潑多元，大家各得其所，如何不可能？ 

 

二、文獻探討與理論銜接 

（一）文獻探討 

 

本文借用程炳林（2002）「多重目標導向」（multiple goals orientation）、「學習

動機」（learning motivational）與「自我調整學習策略」（self-regulated learning 

strategies）之密切交互作用為理論基礎。 

在此之前，學界已證實「一個自我調整的學習者，會根據情境的特性與需求

選擇調整策略」（程炳林，1994；Garcia,McCann,Turner & Roska，1998；林桑瑜，

2002），肯認了學習者在學習歷程中會自我判斷需求而調整學習的策略。Pintrich

（2000b）認為，「目標導向」理論可以提供更多教育方向、具較高的推理力、能

以有力的方式來描述個人動機及這些動機如何與自我調整學習聯結。Pintrich 發

現，精熟目標（mastery）與趨向表現目標（approach performance goal）之間具有

一定程度的正相關（orthogonal）。不少學者亦探討過學生所持的「多重目標導向」

對學習歷程的正面影響（毛國楠、程炳林，1993；Ziegler & Heller，2000）。凡此

都告訴我們，「多重目標導向」在教學上具備多重教育理論與運用價值。 

任何課程的教材編選、課程設計、教學與評量，原本就須考慮到「多重目標

導向」，很多學者都提出這方面的理論，據訊息處理理論（Weinstein & Mayer，

1986；Mayer，1987），訊息處理策略及後設認知策略有助於學習者對教材的理解，

自我調整的學習者會自動採取適當的訊息資料來增進自己的學習效果。又據行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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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論（Kuhl，1985；Corno，1993），枯燥無趣的教材需要意志力的支撐才能維

持行動意向，自我調整的學習者會自動運用適當的行動控制策略來克服無趣的問

題。又據動機的價值／期望模式（Wigfield & Eccles，2000），學習者對教材重要

性的評估是學習動機的價值成分，自我調整的學習者會自動運用適當的動機策略

來維持學習狀態。 

程炳林（2001）以國內多層級學生為對象，並綜合學者的研究，建構了一個

以「閱讀」為特定領域的自我調整學習模式。模式中包含閱讀動機、目標設定、

行動控制、閱讀策略、閱讀表現五個潛在變項及 19 個觀察指標，以結構方程模

式（SEM）方法，蒐集觀察資料來驗證理論模式的適配度。學習者透過閱讀理解

測驗、閱讀情感反應量表、閱讀動機量表、目標設定量表、行動控制量表、行動

覺察量表、閱讀策略量表、策略覺察量表等。結果顯示，自我調整學習者與其動

機信念、目標、行動控制、學習策略等因素存在密切的交互關係。 

2002 年，程炳林再將學習者區分為「高精熟」、「高趨向」、「低精熟」、「低

趨向」四種目標導向，又將學習動機與教材分成「困難教材」、「不重要教材」、「無

聊教材」三種問題，每種問題又各自細分「動機調整」、「訊息處理」、「後設認知」、

「行動控制」四種策略，即以四（多重目標導向）×三（學習動機）×四（策略型

態）「三因子」混合設計變異數而分析彼此間的關係。其研究指出：(一)高精熟

／高趨向表現目標導向的學習者使用最多的調整策略，低精熟／低趨向表現目標

導向的學習者最少使用調整策略。(二)當學習者面對困難的學習材料時他們會使

用最多的調整策略。(三)學習者自陳使用最多的調整策略是訊息處理策略，其次

是行動控制策略，後設認知策略的使用頻率最低。(四)學習者視情境需求選擇調

整策略的行為會隨著他們所持的多重目標導向而改變。 

這是極為複雜、深入、客觀、多元又精細的一項科學研究，它告訴我們：教

師的教學、評量與學生的學習最少必須考量到四個「多重目標導向」× 三個「學

習動機」× 四個「策略型態」等「三因子」、「四十八面」的多重可能狀態。此外，

據 Cevat（2000）、 Chung（2001）、Composto（2002）等學者的研究，教學承諾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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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多重層面的教育作用。蔡宜貞（2004）研究發現，綜效性外在動機能間接提升

內在動機，進而促發創意教學行為，也能直接正向影響創意教學行為。Ofoegbu

（2004）指出教師的動機是影響教學效能的重要因素，高動機的教師能確保產生

有效的教室教學活動與協同合作的情形。熊淑蘭（2006）亦發現，成就目標導向

會影響工作表現。因此，堅持「固定六節」、「統一考試」模式的學生，是無法創

造這種「多重可能」的。 

要之，「多重目標導向」、「學習動機」與「自我調整學習策略」之多元密切

交互作用，是衡量教學實效的重要理論，本文之提出，即據此以創發之。 

 

（二）理論銜接 

 

高中國文教學亦是一種「多重目標導向」、「學習動機」與「自我調整」的交

互作用，契接於本文，即上面所說的「深耕閱讀」與「文史哲藝、生老病死、悲

歡離合、生活生命與身心智慧並融為一的整體」，這一生命整體之教學相長，如

何兼顧教師與學生的「多重目標導向」、學生產生積極正面的「學習動機」，讓學

生在面對「困難教材」、「不重要教材」、「無聊教材」時，不會只想逃避、只想依

賴補習班、只想快速助於升學考試，以虛幻的考試成績斷定自己的語文實力；相

對的，學生在多元專業課程的選修過程中，能自我調整身心去運用適當的「學習

策略型態」，產生異於升學考試的學習效果。是故，高中國文教師須進行精心選

材、設計教案、安排進度、問題釐清，及適情適性「多元專業課程」之長期薰陶，

方能產生活潑多元的教學相長作用。 

除了文史哲藝與整體生命的交互配合外，高中國文尤不能忽略到城鄉差距、

家庭背景、地區信仰、性格特質、興趣發展、經濟優劣、生命價值、身心健康、

情感因素、社會現象、倫理道德……等先天、後天的多重「因子」；甚至可以說，

高中國文的深耕閱讀與創新進步，即是從這些現實生活問題去思考生命意義的。

若以程炳林（2002）「多重目標導向」的理論為基礎，參酌學者的相關研究，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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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生間「三因子」、「四十八面」的創新教學與多元評量，不論是在高精熟／高趨

向表現目標導向，或低精熟／低趨向表現目標導向，必然都會產生更多因子、更

多面向之交互影響作用，學習者受過教師的引導與長期薰陶後，必能憑其多元創

發能力去自我調適，產生無窮無盡而益於其身心生命的多元學習效果。屆時，恐

怕得運用到《周易》「太極生二儀，二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生大業……」

的「生之又生」哲理來詮釋；某一層面上，亦須用道家老子「道生一，一生二，

二生三，三生萬物……」（《道德經》）的自然哲理方能說明。《周易》是儒家經史

文學之首，《道德經》是道家精神境界之源，兩者皆是高中國文之寶，亦是多元

選修課的重要學門。 

不論教育哲理還是高中國文，不論文史哲藝還是《周易》《道德》，多重目標

導向、學習動機與自我調整具密切交互作用是我們必須去正視的，故十二年國教

的高中國文應以「多元選修化」建立之。 

 

三、高中國文課程多元選修的建立 

（一）高中國文多元選修的前提 

 

在「多重目標導向」、「學習動機」與「自我調整」的教育理論下，學校與教

師都必須建立「多元選修課程」的教學理念。 

本文假設學校已具備一套完善的「選課系統」，學生可以依據自己的興趣、

能力、喜好、需求、身心發展等因緣進行選課，在每學期（必）選修 6 到 12 學

分的語文課程，高中三年至少選修 36 至 72 學分的多元語文課程，二、三類組的

學生至少選修 36 學分，一類組的學生則可以配合歷史、地理、公民、哲學等課

程，選修到 72 學分（以上）。 

至於高中教師，已受過四年以上大學中文系（國文系）的語學訓練與教師專

業學程的養成訓練，具備一定程度的語文實力，自然可以依據自己的專業能力去

精心選材、設計教案、安排進度與釐清問題等，給學生進行專業語文能力的薰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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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上，受過那麼多語文訓練後，加上自己平常的深耕閱讀或專業研究，每位高

中教師其實都可以開設 3 到 10 門（以上）的語文課程。 

教學對象，當然是完成九年國民教育後的高中生，他們既已具備我國基本語

文能力，如欲增進文史哲藝的內涵思想與進一步的藝術創作，期望有助於其科

普、身心、社會、生活、生命等範疇之關懷與應用，為將來的大學通識教育作準

備，則高中國文多元化的選修課程是勢在必行的。 

至於使用的教材，原則上是以我國傳統現代及世界重要文史哲藝作品為主，

在資訊發達的今日，應授權教師憑其專業能力去精心選材、設計教案、開發評量，

教師可以透過「選課系統」說明修課基礎、選課條件、人數限制、課程主旨、課

程目標、預期成果、評量方式、作業報告……等項目。 

 

（二）高中國文多元選修課程的建立 

 

從臺灣教育現場觀之，高中國文多元選修課程可分粗略為：（1）「中國文學」、

（2）「臺灣文學」、（3）「世界文學」、（4）「文藝創作」四大範疇，列表如下： 

表（1）：中國文學 

序號 多元選修課程（初擬） 教材編選方向 

1 「高一國文」 
以各出版社依所編的《國文》教材為課

本，亦可以自編教材。 

2 「高二國文」 同上。 

3 「高三國文」 同上。 

4 「高中文化教材」 
以各出版社依所編的《中華文化基本教

材》為課本，亦可以自編教材。 

5 「國學導讀」 
以各出版社所編的《國學導讀》為課

本，亦可以自編教材。 

6 「水滸傳賞析與探究」 

教師可以《水滸傳》的重要情節為教

材，配合影視作品，讓學生進行欣賞、

研究與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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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西遊記賞析與探究」 

教師可以《西遊記》的重要情節為教

材，配合影視作品，讓學生進行欣賞、

研究與創作。 

8 「紅樓夢賞析與探究」 

教師可以《紅樓夢》的重要情節為教

材，配合影視作品，讓學生進行欣賞、

研究與創作。 

9 「儒林外史賞析與探究」 

教師可以《儒林外史》的重要情節為教

材，配合影視作品，讓學生進行欣賞、

研究與創作。 

10 「老殘遊記賞析與探究」 

教師可以《老殘遊記》的重要情節為教

材，或自編相關教材，配合影視作品，

讓學生進行欣賞、研究與創作。 

11 「《詩經》重要作品賞析與探究」
教師摘錄《詩經》中的重要詩篇為教

材，讓學生進行欣賞、研究與創作。 

12 「《楚辭》重要作品賞析與探究」
教師摘錄《楚辭》中的重要詩篇為教

材，讓學生進行欣賞、研究與創作。 

13 「歷代樂府詩作品賞析與探究」
教師以歷代樂府詩中的重要作品為教

材，讓學生進行欣賞、研究與創作。 

14 「《古詩十九首》賞析與探究」 
教師摘錄《古詩十九首》中的名篇為

教材，讓學生進行欣賞、研究與創作。

15 「六朝小說作品賞析與探究」 
教師選錄六朝小說中的名篇為教材，讓

學生進行欣賞、研究與創作。 

16 「唐代傳奇作品賞析與探究」 
教師選錄唐傳奇中的名篇為教材，讓學

生進行欣賞、研究與創作。 

17 「唐詩作品賞析與探究」 
教師可整理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各

期名詩為教材，進行欣賞研究與創作。

18 「宋詩作品賞析與探究」 
教師可整理北宋、南宋名家詩作為教

材，讓學生進行欣賞、研究與創作。 

19 「宋詞作品賞析與探究」 
教師可整理北宋、南宋名家詞作為教

材，讓學生進行欣賞、研究與創作。 

20 「先秦散文作品賞析與探究」 
教師可整理先秦諸子百家的名篇為教

材，讓學生進行欣賞、研究與創作。 

21 「漢代散文作品賞析與探究」 
教師可整理兩漢經史名家的作品為教

材，讓學生進行欣賞、研究與創作。 

22 「六朝詩文作品賞析與探究」 
教師可整理六朝諸子百家的名篇為教

材，讓學生進行欣賞、研究與創作。 

23 「唐宋八大家散文賞析與探究」
教師可整理唐宋八大家的散文名篇為

教材，讓學生進行欣賞、研究與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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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明代散文作品賞析與探究」 
教師可整理明代各大家的散文名篇為

教材，讓學生進行欣賞、研究與創作。

25 「清代散文作品賞析與探究」 
教師可整理清代各大家的散文名篇為

教材，讓學生進行欣賞、研究與創作。

26 「明清戲曲作品賞析與探究」 
教師可整理清代各大家的戲曲名篇為

教材，讓學生進行欣賞、研究與創作。

27 「《論語》重要問題討論」 
教師可自整理孔子應答時人的重要問

題為教材，讓學生進行研究與討論。 

28 「《孟子》重要問題討論」 
教師可自整理孟子應答時君的重要問

題為教材，讓學生進行研究與討論。 

29 「《學庸》重要問題討論」 
教師可自整理《大學》《中庸》的重要

問題為教材，讓學生進行研究與討論。

30 「《老子》重要問題討論」 
教師可整理《老子》的重要篇則為教

材，讓學生認識道家自然思想的概要。

31 「《莊子》重要問題討論」 
教師可整理《莊子》的重要篇章為教

材，讓學生認識道家自然思想的創新。

32 「《壇經》重要問題討論」 
教師可整理《壇經》的重要段落為教

材，讓學生認識禪宗思想的創新意蘊。

33 「《世說新語》賞析與探究」 
教師可整理《老子》的重要篇則為教

材，讓學生認識志人小說的概要。 

34 「王維詩歌賞析與探究」 
教師可整理王維自然詩的名篇為教

材，讓學生深入認識李白詩風。 

35 「李白詩歌賞析與探究」 
教師可整理李白「不同詩體」的名篇為

教材，讓學生深入認識李白詩風。 

36 「杜甫詩歌賞析與探究」 
教師可整理杜甫「不同詩體」的名篇為

教材，讓學生深入認識杜甫詩風。 

37 「杜牧詠史詩賞析與探究」 
教師可整理杜牧的七言詠史詩為教

材，讓學生深入認識杜牧詩風。 

38 「李商隱詩賞析與探究」 
教師可整理李商隱的無題詩為教材，讓

學生深入認識李商隱詩風。 

39 「五代詞賞析與探究」 
教師可整理五代名家詞作為教材，讓學

生深入認識五代詞風之發展。 

40 「三蘇詩文賞析與探究」 
教師可整理三蘇的詩文作品為教材，讓

學生深入認識三蘇詩文的異同。 

41 「蘇軾文學專題研究」 
教師可專門整理蘇軾的詩文書畫為教

材，讓學生深入認識蘇軾之文史哲藝。

42 「歐陽脩文學專題研究」 
教師可整理歐陽脩的詩文為教材，讓學

生深入認識歐陽脩的文史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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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公安三袁專題研究」 
教師可整理三袁的詩文作品為教材，讓

學生深入認識三袁詩文的異同。 

44 「歷代書法賞析與探究」 
教師可整理歷代書法作品為教材，讓學

生深入認識歷代書法藝術的異同。 

45 「歷代詩畫賞析與探究」 
教師可整理歷代繪畫作品為教材，讓學

生深入認識歷代繪畫藝術的異同。 

46 「禪宗文學名著賞析」 
教師可整理《景德傳燈錄》、《五燈會元》

中的精妙作品進行賞析與認識。 

47 「中國寓言名著賞析」 
教師可以《中國寓言史》為脈絡，引導

學生進行賞析與創作。 

48 「中國文學史概論」 
教師可以《中國文學史》為教材，讓學

生深入認識歷代文學發展之面貌。 

49 「中國文學概論」 
教師可以《中國文學概論》為教材，讓

學生深入認識中國各體文學之意含。 

50 「民初散文作品賞析與探究」 
教師可整理民初各大家的散文名篇為

教材，讓學生進行欣賞、研究與創作。

51 「民初新詩作品賞析與探究」 
教師可整理民初各大家的新詩名篇為

教材，讓學生進行欣賞、研究與創作。

52 「民初小說作品賞析與探究」 
教師可整理民初大家的小說名篇為教

材，讓學生進行欣賞、研究與創作。 

53 「大陸當代散文名作賞析」 
教師可整理大陸當代散文名篇為教

材，讓學生進行欣賞、研究與創作。 

54 「大陸當代新詩名作賞析」 
教師可整理大陸當代新詩名篇為教

材，讓學生進行欣賞、研究與創作。 

55 「大陸當代小說名作賞析」 
教師可整理大陸當代小說名篇為教

材，讓學生進行欣賞、研究與創作。 

各出版社依所編的《國文》教材，仍有其存在之價值，有興趣的教師可以繼

續選用。但從中國文學的整體視之，教師最後依據自己的專業能力，依時代先後

順序，傳統文學與現代文學，經史子集的交互配合，詩詞散文小說戲曲，按年分

期逐次開課。 

 

表（2）：臺灣文學 

序號 多元選修課程（初擬） 教材編選方向 

1 「臺灣文學概說」 教師可分原住民文學、清領時文學、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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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時期文學、光復後文學、現代文學等

階段，讓學生進行欣賞、研究與創作。

2 「連橫作品賞析與探究」 

教師可以《臺灣通史》、《臺灣詩乘》、《臺

灣詩薈》等為教材，參考相關資料自編

講義，讓學生進行欣賞、研究與創作。

3 「日治期作家作品賞析與探究」

教師可選擇楊逵、呂赫若、張文環、龍

瑛宗、翁鬧、吳濁流、林亨泰等名家作

品為教材，讓學生欣賞、研究與創作。

4 「賴和作品賞析與探究」 

教師可以《賴和作品集》為教材，從生

平、行醫、小說、詩歌、散文等角度讓

學生進行欣賞、研究與創作。 

5 「白先勇作品賞析與探究」 

教師可以《白先勇作品集》為教材，從

生平、小說、詩歌、散文等角度讓學生

進行欣賞、研究與創作。 

6 「張愛玲作品賞析與探究」 

教師可以《張愛玲作品集》為教材，從

生平、小說、詩歌、散文等角度進行欣

賞、研究與創作。 

7 「琦君作品賞析與探究」 

教師可以《琦君作品集》為教材，從生

平、小說、詩歌、散文等角度讓學生進

行欣賞、研究與創作。 

8 「林文月作品賞析與探究」 

教師可以《林文月作品集》為教材，從

生平、詩歌、散文等角度讓學生進行欣

賞、研究與創作。 

9 「余光中作品賞析與探究」 

教師可以《余光中作品集》為教材，從

生平、詩歌、散文等角度讓學生進行欣

賞、研究與創作。 

10 「簡媜作品賞析與探究」 

教師可以《簡媜作品集》為教材，從生

平、小說、詩歌、散文等角度讓學生進

行欣賞、研究與創作。 

11 「原住民詩文作品賞析與探究」

教師可整理瓦歷斯．諾幹、夏曼．藍波

安、撒可努等的詩文作品為教材，引導

高中生了解原住民的精神與文化。 

12 「楊牧作品賞析與探究」 

教師可以《楊牧作品集》為教材，從生

平、詩歌、散文等角度讓學生進行欣

賞、研究與創作。 

13 「蔣勳作品賞析與探究」 

教師可以《蔣勳作品集》為教材，從生

平、詩歌、散文等角度讓學生進行欣

賞、研究與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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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臺灣現代詩賞析與探究」 

教師可整理日治時期、光復時期、戒嚴

時期、近期四期重要作家的詩歌作品，

讓學生進行欣賞、研究與創作。 

15 「臺灣現代散文賞析與探究」 

教師可整理日治時期、光復時期、戒嚴

時期、近期四期重要作家的散文作品，

讓學生進行欣賞、研究與創作。 

16 「臺灣古典詩文賞析與探究」 

教師可整理清領期、日治期、光復期、

戒嚴期、近期五期重要作家的古典詩文

作品，讓學生進行欣賞、研究與創作。

17 「臺灣傳統戲文賞析與探究」 

教師可整理臺灣重要重要傳統布袋

戲、歌仔戲等民間戲曲戲文為教材，

讓學生進行欣賞、研究與創作。 

18 「臺灣風俗文化賞析與探究」 

教師可整理臺灣各地的不同風俗文化

為教材，配合廟會活動與詩文掌故，讓

學生進行欣賞、研究與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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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學」、「台北學」、 

「鹿港學」、「台南學」、 

「墾丁學」、「花蓮學」…… 

教師可整理一定時期的地方文學、電

影、小說、流行歌曲、歷史與地理等文

史資料為教材，進行多元的授課。 

20 「武俠小說賞析與探究」 

教師可以〈虬髯客傳〉、金庸、臥龍生、

古龍武學小說作家之作品為教材，讓學

生進行欣賞、研究與創作。 

21 「金庸小說賞析與探究」 

教師可專以金庸的《射鵰英雄傳》、《神

鵰俠侶》、《倚天屠龍記》等作品為教

材，讓學生進行欣賞、研究與創作。

22 「臥龍生小說賞析與探究」 

教師可以臥龍生的《風塵俠影》、《飛

燕驚龍》、《玉釵盟》等作品為教材，讓

學生進行欣賞、研究與創作。 

23 「古龍小說賞析與探究」 

教師可以古龍的《楚留香》、《多情劍客

無情劍》、《絕代雙驕》、等作品為教材，

讓學生進行欣賞、研究與創作。 

24 「臺灣寓言名作賞析」 
教師可整理臺灣寓言名篇為教材，讓學

生進行欣賞、研究與創作。 

25 「臺灣童話童詩童謠名作賞析」
教師可整理臺灣童話童詩童謠，讓學

生進行欣賞、研究與創作。 

教師可分原住民文學、清領時文學、日治時期文學、光復後文學、現代文學

等階段，一樣依時代先後順序，傳統文學與現代文學，以臺灣的生命力為主軸，

以臺灣的未來創發為目標，詩詞散文小說戲曲，按年分期逐次開課。尤其是「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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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學」一科，不但可以開「台北學」，也可以因地制宜地開出「北港學」、「鹿港

學」、「台南學」、「墾丁學」、「花蓮學」、「台中學」、「南投學」、「日月潭學」、「屏

東學」、「嘉義學」、「彰化學」、「媽祖學」、「客家學」……等等的課程。 

 

表（3）：世界文學 

序號 多元選修課程（初擬） 教材編選方向 

1 「世界文學概論」 
教師可整理世界各國的代表性文學，讓

學生深入認識世界各國的文學特色。 

2 「西洋文史哲藝名篇賞析」 
教師可整理世界各國的重要名家與名

篇，讓學生進行欣賞、研究與創作。 

3 「日本文史哲藝名篇賞析」 
教師可整理日本重要文史哲藝名家與

名篇，讓學生進行欣賞、研究與創作。

4 「印度文史哲藝名篇賞析」 
教師可整理印度重要文史哲藝名家與

名篇，讓學生進行欣賞、研究與創作。

5 「歐洲文史哲藝名篇賞析」 
教師可整理歐洲重要小說名家與名

篇，讓學生進行欣賞、研究與創作。 

6 「西洋小說名篇賞析」 
教師可整理世界各國小說名家與名

篇，讓學生進行欣賞、研究與創作。 

7 「日本小說名篇賞析」 
教師可整理日本小說名家與名篇，讓學

生進行欣賞、研究與創作。 

8 「印度小說名篇賞析」 
教師可整理印度小說名家與名篇，讓學

生進行欣賞、研究與創作。 

9 「歐洲小說名篇賞析」 
教師可整理歐洲小說名家與名篇，讓學

生進行欣賞、研究與創作。 

10 「西洋寓言與童話賞析」 
教師可整理世界著名寓言與童話，讓

學生進行欣賞、研究與創作。 

關於世界文學作品的認識與賞析，教材的編選基本上以優秀的翻譯本為主，

如果能附上該國的原文是最好不過的事，教師亦可以結合英文課、日文課、歷史

課、哲學課、藝術課等一併開之。 

 

表（4）：文藝創作 

序號 多元選修課程（初擬） 教材編選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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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應用文」 
以各出版社所編的《應用文》教材為課

本，亦可以自編教材。 

2 「中文閱讀與寫作」 
教師可整理古今雋秀佳妙詩文為創作

範本，讓學生練習古今詩文之創作。 

3 「新聞閱讀與寫作」 
教師可以國內外各大新聞媒體的作品

為教材，讓學生練習新聞寫作。 

4 「閱讀心得與小論文寫作」 
教師可以國內的閱讀心得與小論文寫

作規定為主，引導學生專門創作。 

5 「繪本文學與寫作」 
教師可以國內外著名繪本文學作品為

教材，結合編輯美術讓學生寫作。 

6 「戀人法庭與兩性相處」 

教師可整理古今中外關於男女相處、兩

性婚姻的文章事件進行教學，讓高中生

健康認識兩性相處、婚姻的法律等。  

7 「創意思考與創作」 

教師可從電影、電視、舞台、演藝、劇

本尋找教材，引導學生自其中激發各種

可能的思考與進一步的創作。 

8 「旅遊文學欣賞與創作」 

教師可以《水經注》、《永州八記》、《徐

霞課遊記》、《文化苦旅》等為教材，讓

學生進行欣賞、研究與創作。 

9 「烹飪文學欣賞與創作」 

教師可以林文月《飲膳雜記》、徐國能

〈第九味〉、《美味人生烹飪課》等為教

材，讓學生進行欣賞、研究與創作。

10 「影視文學欣賞與創作」 

教師可以國內外得獎的著名影片為教

材，從光影、聲音、布景與語文生命的

角度，讓學生進行欣賞、研究與創作。

這是因應時代潮流趨勢而開的課程，不論是創作還是新聞，是職場應用還是

創意思考，是旅遊心得還是生命哲思，只要是值得參考值得創發的優秀作品，都

是教師們可以一試的新課程。 

 

（三）多元選修課程補充說明 

 

以上「四大範疇」計「100」門課程，只是筆者以多年經驗初步估擬出來的，

這些都是高中國文教師可以憑其專業能力進行開課的，筆者整理出來，僅作為拋

磚引玉之用，事實上各校國文老師尚具更多能力可以開出更多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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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麼豐富多元的課程，都是依據程炳林（2002）「多重目標導向」、「學習動

機」與「自我調整」三因子、四十八面多元交互作用的理論所設想出來的，科科

都具有學理基礎，都有多元教育價值與意義，高中教師多能開設之，憑其專業知

識、經驗與能力，在一學期 2 學分或一學年 4 學分的教學相長後，必有甚多教學

實效。這麼豐富的課程，教務處怎會無課可排？學生怎會無課可選？學校怎會特

色？老師怎會不夠專業？學生哪須去補習？哪怕十二年國教失敗？哪怕 PISA 評

量？真正令人擔憂的，恐怕只是自己的「停滯不前」而已！ 

上列四大範疇，與目前一綱多本的基本方向其實是一致的，差別的是，一綱

多本仍凝滯在固定的六冊上，固定的六冊，如果編選太多教材，可能就會被家長

學生罵到狗血淋頭，說「聯考時又不考那些東西！」若編選得太少，可能又會僵

固很多文史哲藝與豐沛生命的創意聯結。學生摸不著頭緒，不知道高中國文是什

麼，結果當然是讓「補習班」有機可乘，「八成以上」的家長有「藉口」可說！

本文提出的多元選修課程，根本不會受到固定六冊、統一考試的束縛，可以讓學

生自主去思考他是個「高精熟」、「高趨向」、「低精熟」還是「低趨向」的目標導

向，可以讓學生自行判斷該課程是「困難教材」、「不重要教材」還是「無聊教材」，

學生可以自我調整「學習動機」、「訊息處理」、「後設認知」或「行動控制」等學

習策略，這是公開公平、正常歷程的教學，是純粹文史哲藝與生活生命的重要啟

迪，是多元創發能力的慢活細燉，這樣的陶養，補習班是無題可猜的。 

每一大範疇中，教師都可以深耕閱讀為主導，依文史哲思、美學藝術、生老

病死、悲歡離合、生活生命、身心智慧、賞析創作、內外動靜等不同範疇再開出

新的課程；亦可以依照詩詞／散文、小說／戲劇、文化／風俗、傳統／現代等不

同範疇開發新的教材；教材能保住傳統文學文化，又據教師的專業能力隨時出奇

翻新，教師學生家長都不必再被一大堆補習班資料、制式化的參考書與測驗卷壓

到喘不過氣來，類 PISA 的多元創造能力亦指日可待。四大範疇之間，並非各別

獨立，而是如萬花筒般交相契應、多層重疊、相輔相成的，示圖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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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高中國文四大範疇的密切關係 

中國

文學

臺灣 

文學 

世界

文學

文藝 

創作 

 

    臺灣歷經多年民主議題的激烈震盪後，早已是個多元開放的社會，不論芋頭

蕃薯、內地本土、早到晚到、新舊住民、政治色彩等，論及高中國文教育，再怎

樣都不能丟棄「中國文學」，但論及「中國文學」時，不能高傲自恃，且必然要

兼顧到「臺灣文學」、「世界文學」與「文藝創作」的內涵與價值。當論及「臺灣

文學」時，亦不能遺世孤立，刻意排外，只強調本土文學的芬芳內底而忽視「中

國文學」、「世界文學」與「文藝創作」的內涵與價值。當論及「世界文學」與「文

藝創作」時，亦當等同視之，與「中國文學」、「臺灣文學」齊力並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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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高中國文四大範疇的密切關係 

 

綜言之，這萬花交映的多元選修課程，緊密相連，靈活運轉，又各具創意，

在（１）中國文學部分，是中華民族文化的薪火相傳，大家不用擔心會去炎黃子

孫化；（２）臺灣文學部分，涵蓋土文史內蘊與各地方的風俗特色，在地學生都

不必怕失去本土的意味而被邊緣化；（３）世界文學部分，是讓學生汲取西方經

典文學作品的內涵與特色，一方面了解西方的文化思想，另一方面做為融合自己

文學文化與藝術創作的參考；（４）文藝創作部分，是讓高中生結合前九年國民

教育的語文能力，繼續拓展自己的語文深度與涵養，在不同興趣能力與知識範疇

上去進行詩詞、散文、小說、戲劇、新聞、影視、文創……等方面的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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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高中國文課程多元選修的優點 

（一）教師專業能力的自我實現：減輕教學壓力 

 

在臺灣教學現場，校長常常看不到老師需要什麼、教官常常看不到導師的帶

班心力、教育部常常不知道導師的疲累、立委根本不知道教師加了多少班！學者

研究指出，教師工作時間長、常常趕課、製作講義、政策多變、太多清掃工作、

過多大型活動、教材與資源供給不足，凡此等等，都造成教師在教學工作上的諸

多壓力（孫立葳，2000）。如果能改成「多重目標導向」的多元課程，教務處建

立多元選修系統讓學生適性選課，教師便可據自己的專業能力去編選教材、詮釋

開展、決策與行動，評量與修正，教師便不再有教學壓力的問題。 

 

（二）適性語文課程的多元建立：減輕升學壓力 

 

這種「多重目標導向」的多元課程，既同時涵蓋了文史哲思、美學藝術、生

老病死、悲歡離合、生活生命、身心智慧、賞析創作、內外動靜等不同範疇，學

生得依其興趣、動機、性向、能力、需求、年級等因素，自動自發的選課、上課、

學習、成長。他們的學習動力是自動自發的，自知自我調節、自我負責的，學習

的過程是適性而快樂自足的（吳清明，2005），不論是在高精熟／高趨向表現目

標導向或低精熟／低趨向表現目標導向，其考試成績不是為了升學，而是為了自

己的性情生命。如是，他們哪會學得少？哪會學些沒用的東西？哪來升學壓力？ 

 

（三）教務行政可以更多元排課：減少教務問題 

 

學校教務處在建置好的選課系統中，先讓教師填好欲開課程的教學綱要、教

學目標、教材概要、預期成果、評量方式等內容。於一定期程內公布各選修課程，

公開讓學生上網查詢，再於一定期程內讓學生依其興趣、動機、性向、能力等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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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選好自己想學習的課。這種多元語文課程，對教師而言，課程是自己開設出來

的，沒有想上／不想上的教學困擾；對學生而言，是學生自我調節後的生命抉擇，

亦沒有成績好／成績差的心理矛盾。依據學生的學習技能與學習動機加以開課，

採取調適的策略，既可避免無謂的資源浪費，亦可提高學生的學習效率（高博銓，

2006）。這樣，教務行政怎還會有排課困擾？ 

 

（四）家長不必再擔憂沒有前途：減輕經濟負擔 

 

「多重目標導向」的多元課程開設之後，學校教育可隨時創新發展，教育可

以更為卓越優質；教師所教授的，更為專業多元，更具創意與發想；學生所學到

的知識與學問，是經過其內心的多元訊息處理、學習動機、興趣能力、行動控制

等理論去選擇的，這樣的選課與學習，不再是固定教材與統一考試，而是多元創

意思考與智慧生命。如是，選課多元化、教學正常化、學習正規化，學生哪需要

到補習班去補習？他們的大學多元之路，不就早已鋪墊而成？師／生、家長／學

生之間，哪會有劍拔弩張的關係？家長的經濟負擔不就相對降低？ 

 

五、高中國文課程多元選修的缺點 

 

首先，是學生將會更加忙碌。選課多元化、教學正常化、學習正規化之後，

學生當然必須為自己選擇的課程負起責任，須專心聽課、專心抄筆記、努力查資

料、閱讀更多相關書籍、思考多元問題、接受多元評量……，亦即，學生必須更

忙碌去學習自己抉擇的課程，打屁、聊八卦、上網、遊戲等事情自然就會減少。 

其次，是影響出版界補習界的生態。學生懂得專心聽課學習之後，市面上那

些應付升學考試的參考書將會走進歷史，他們會重新思考出書的方式；家長看到

自己的孩子那麼努力為自己抉擇的課程在讀書求學，根本不會想到讓孩子到補習

班補習，補習班的生態自會改變。當然，他們自是會千方百計、花枝招展的想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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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種招數努力招生，而自由民主的資本主義時代，我們也得尊重他們的招生法術。 

其三，升大學壓力自然會消失。學生的內心早就進行過自我調適的多元訊息

處理、學習動機、興趣能力與行動控制，他們學到的自然是多元創發的能力與智

慧，他們對生活生命與世間萬象的看法是適性多元而具生命意義的，加上大學科

系的多元化與社會價值的正確發展，他們自然不會因為升大學而自增壓力。 

這三項缺點，若從正向觀點視之，其實亦是另三項「優點」。 

 

參、結論 

一、專業省思 

 

教育的目標原本就是多元多重而適時適性的，教師的本職之所以在「傳道、

授業、解惑」（韓愈〈師說〉）亦須是多元多重而適時適性，高中學生吸收到多元

多重而適時適性的語文知識，他們就能以多元創造能力去迎戰巨變的時代。本文

以「多重目標」為「導向」（程炳林，2002）的理論，提出十二年國教的高中國

文課程應走向「多元選修化」的芻議，正是要解決臺灣幾十年來執著於明清八股

式而讓學生不耐的國文課程，讓學生可以依其性格、興趣、能力、需要去做多重

而能自我調適的選擇。 

 

二、推廣價值 

 

從國家發展、國家利益與世界教育趨勢而言，「十二年國教」是正確的方向，

而高中國文之「多元選修化」與跟隨而生的「類 PISA」評量之建立則是刻不容

緩的大事。若未來的高中國文課程與教學都能走向「多元選修化」的方式，則高

中教師必能依據自己的專業能力而自我實現，學生亦能在自我實現教師的引導下

學得真正的東西，學校減少了排課的爭議，家長減輕了經濟負擔，資優生與一般

生皆可適用，具備這麼多重的教育價值，是值得大力推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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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文局限 

 

由於高中國文是文史哲藝、生活生命、性靈智慧的整全體驗與學習，故本文

所提出的多元選修化，主要是針對高中國文課程的發展與高中生多元語文能力的

增進而說的，某些語文課程甚至可以與歷史、地理、公民、哲學等課程配合開設，

但對於自然科學及數理科學的課程，因牽涉到不同學理的問題，故適用度不大。

又，本文提出的四大範疇 100 門課程，只是個人多年教學經驗的拋磚引玉，不能

代表全臺灣高中國文教師的開課實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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