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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的回饋──班級寫作部落格中的教師角色及學習效應 

中山女高  李明慈 

摘   要 
 

如何將同儕回應融入寫作課程，並在作文教學中落實「分享」與「互評」的精神，

是我一直想努力的方向。 

2008 年參加國立臺灣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學系陳美芳教授所主持的國科會研究計

畫：「促進高中優秀學生寫作發展的班級環境與課程建構之研究（II）」，身為研究小組

成員之一、及擔任教學與促進學生參與的教師，我任教的中山女高二年愛班同學在〈無

名小站〉成立了封閉型的「Feedback98 班級寫作部落格」，並進行多次回饋實驗。將寫

作活動融入部落格型態的資訊系統中，師生藉此進行創作互動、反思與回饋的交流。  

    2009 年聚焦學生寫作回饋的專案結束，我不禁思索：「在部落格同儕互相回應之外，

教師要扮演何種角色？」同時透過網誌讓同學交流、互評，刺激創作之餘，回饋的本身

能否引發學生的學習動機，產生部落格外的學習效應？這都是當初研究之外的新面向，

值得觀察的新重點。 

本文將敘述除了「閱讀其他同學作文」、「部落格同儕互相回應」對學生寫作有所助

益外，教師可在部落格中提出寫作新觀點、分析全班的整體特色，使寫作「見樹又見林」；

繼而以總評展現另一種關注與鼓勵，亦可就遣詞造句的寫作面向提供示範性修改，教師

扮演的角色極其多元。 

同時希望同學能以「稱讚」、「同理」、「提問寫作目的」的方式，審視他人作品。並

就「用字遣辭」、「結構佈局」、「內容」等寫作向度具體聚焦，使回饋出於善意並言之有

物。這種「精緻型回饋」，日後也可轉而運用於大考國文語文表達中的「文章賞析」之

上。 

而「精緻型回饋」的訓練，除增強文章賞析的寫作能力外，亦與新型態大考選擇題

的閱讀策略若合符節。例如何正確梳理文意，解讀訊息，及增強文意脈絡掌握等，這都

是另一種班級寫作部落格可能產生的延伸學習效應。 
 

 

 

作者簡介 

李明慈，現任教於臺北市立中山女高，並為臺北市國文輔導團成員。曾擔任商業周刊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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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緣起 

如何將同儕回應融入寫作課程，並在作文教學中落實「分享」與「互評」的精神，

是我一直想努力的方向。 

教師評閱固然對學生的寫作有所助益，但較屬師生一對一的互動。為了讓更多人能

看到彼此的作品，我曾在任教的班級，設計當堂寫作的課程，之後安排隔鄰同學互相觀

摩分享，並以三等九級( A+至 C-)的方式評鑑，但徒有等第，印象較模糊，不容易體現文

章具體的優缺點。 

或是每次作文由教師評閱後，製作相關的 Power Point，雖是個人作文教學中常用的

模式，但是能分享的篇數畢竟有限，亦非所有的創作都有機會被同儕閱讀及關注。 

運用班級寫作部落格，不失為一個能展現作品，靈活互動的方式。2008 年，有幸參

加國立臺灣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學系陳美芳教授所主持的國科會研究計畫：「促進高中優

秀學生寫作發展的班級環境與課程建構之研究（II）」，身為研究小組成員之一、及擔任

教學與促進學生參與的教師，我任教的中山女高二年愛班同學在〈無名小站〉成立了封

閉型的「Feedback98 班級寫作部落格」，並進行了多次的回饋實驗。 

    2009 年聚焦在學生寫作回饋之上的專案結束，我不禁思索：「在部落格同儕互相回

應之外，教師要扮演何種角色？」同時透過網誌讓同學交流、互評，刺激創作之餘，回

饋的本身能否引發學生的學習動機，產生部落格外的學習效應？這都是當初研究之外的

新面向，值得觀察的重點。因此以「愛的回饋──班級寫作部落中的教師角色及學習效

應」為題，呈現 2009 至 2010 的一些教學思考及活動設計。 
 

貳、有關我的班級寫作部落格 

在談班級寫作部落格中的教師角色之前，想先介紹此一部落格格的由來。 
我與任教的中山 97 二年愛班參與「優秀學生寫作發展的班級環境與課程建構之研

究（II）」1，在計畫中成為實驗組。整個班級寫作部落格設計的構想與主體，是國立臺

灣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學系陳美芳教授參考過去理論與研究後，提出規劃，並經研究小組

一起逐步精緻發展而成。 
計畫中的教學設計與研究焦點包括以下三方面2： 

第一. 提出實施同儕回饋融入寫作教學的具體方式。 
第二. 以優秀教師主導的寫作教學（教師為寫作回饋者）為參照，分析同儕回饋融入寫

作教學的實驗效果。 
第三. 透過不同寫作文體、不同時程（立即、高三模擬考）的效果檢驗，探究同儕寫作

回饋的細部影響面。 

 
1國科會「促進高中優秀學生寫作發展的班級環境與課程建構之研究（II）」，計畫編號： NSC 97-2410-H-003-016-（本計畫可公開查

詢）。執行期間： 97 年 08 月 01 日至 98 年 10 月 31 日 
2所列三點，參考促進高中優秀學生寫作發展的班級環境與課程建構之研究（II）研究成果報告(精簡版)，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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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二愛的班級寫作部落格正是同儕互動與回饋的平台。以下繪製圖表，概略說明計

畫中與二愛相關的活動流程： 
 
 
                                                 
 

建立班級 
部落格 

 

學習精緻

型的回饋 
專家講座 

啟迪 
學姊示範

如何回饋 

 
 
                                                

作文分組回饋 

老師撰寫分題總評 

編輯《愛在 Feedback：
那一年，我們一起寫過

的文章》一書 

班級部落格 
正式運作 

 

 

一、部落格正式運作前：學習精緻型回饋 

    為避免同學在部落格中，回應流於浮泛、情緒、甚至潦草以對，失去了作文回饋的

意義，所以在部落格正式運作前，邀請 97 年 6 月畢業的學姊吳凱雯，擔任部落格客座

版主，由她發表自己所寫的〈禮物〉一文，請三愛全班 39 人均上網針對此作發表意見

或提問，再請學姊一一回應、釋疑，表達作者創作的理念。 

    其次是由研究小組的專家至班上以「有效的同儕回饋」為題進行講座，提醒同學：

「好的回應者，是一位認真而真切的讀者」，「進入所閱讀的文章中，站在與作者同樣的

思考脈絡，試著理解作者的思考與表達。」回應的內容不妨以文章鑑賞的角度出發，由

大而小的展現。先思考自己欣賞整篇中的哪個部分？全文主旨是否切題？內容是否豐富

深刻？結構布局、遣詞造句是否得宜？回應可分為「稱讚」、「同理」、「提問」、「建議」

四大方向；兼顧回應的「方向」與「內容」，呈現有效且精緻的回饋，就是二愛同學遵

循的指標。  

       

二、部落格正式運作：同學回饋，老師總評 

    經過回饋練習及專家剖析後，學習的鷹架初步建立。班上分為十組，三至四人一組，

每組中包含寫作能力佳，能力中等，及有待加強的學生。如此分組，希望能收到彼此提

攜與分享的功效。老師公布題目後，同學在一定時間內須將個人作文上傳部落格，以供

全班閱讀，再由同組同學彼此回饋，老師撰寫總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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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部落格文章的集結 

    高三之時，每人挑選五篇滿意的個人作品，

由 同 學 製 作 插 畫 ， 師 生 更 共 同 編 輯 《 愛 在

Feedback：那一年，我們一起寫過的文章》一書，

為這個結合部落格的寫作教學嘗試，製作出全班

精選集，留下了美好的回憶。封面繪畫及插圖如

右： 
而同學還在版權頁題上「曹詩、蘇文、袁小

品，愛敘、愛論、愛抒情」的字句，第二句也呼

應了愛班的名稱與這七次的寫作文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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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班級寫作部落格中的教師角色 

參照對二年愛班所作的一項問卷結果顯示，學生認為「對提昇自己寫作能力最有幫

助的前五項做法」依序為：閱讀其他同學的作文、觀看老師「寫作總評」、以這種方式

進行作文教學、觀看「寫作回饋分析」及觀看同學對自己作文的回饋。3 

由於學生極為看重教師總評，此節將分析在融入同儕回應的寫作課程主題下，教師

在「Feedback98」班級寫作部落格所扮演的角色。  

(一) 教師可在部落格中提出寫作新觀點 

 

 

當同學以網誌紛呈個人的關照與體會時，教師可以針對主題提出新的觀點。例如為

鼓勵同學參與台北市青少年文學獎的徵文，部落格曾設計城市空間書寫的主題：  

    白先勇說，台北豐富又迷人，適合當寫作題材。身處台北的你，可曾發覺展現在這

個城市中的生命力、韻味、特色、故事……？請打開你所有的感官，運用觀察力，以臺

北為主題，寫出對這個城市空間的關照與體會，題目自訂，文長 600 字以上。 
     

教師由班雅明「城市漫遊者」的角度落筆，言同學所未言，引領大家思考此一主題：  

    早在二十世紀，歐洲學者班雅明就曾提出「漫遊者」（flaneur）的概念，以個人感

官透視都市角落，發展出一種看與被看的城市觸覺。你可以選擇投身其中，享受城市所

帶來的種種便利與繁華，抑或採取疏離的態度靜靜地望著這城市中的種種。 

      

                                                 
3 促進高中優秀學生寫作發展的班級環境與課程建構之研究（II）研究成果報告(精簡版)，頁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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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希望「以臺北為主題，寫出對這個城市空間的關照與體會」，同學的作品大致

分兩種類型：有人選擇呈現客觀空間的紛陳萬象，說出「這個城市中的生命力、韻味、

特色」；有人則陳述內在心情的流動風景，傾訴屬於自己的「空間故事、喜怒哀樂」。 

    在客觀呈現空間萬象時，作品書寫臺北的路樹、街道、日夜對比、熙來攘往的人潮、

可貴的寧靜角落、特定時空之下的 101 大樓，不一而足；即便是捷運黃色警戒線，也充

滿著有趣的點點滴滴。 

    而屬於自己的空間故事方面，有人談個人離家通勤經驗，童年與父母留連西門町咖

啡屋的過往，都極具體可喜。 

    但是，並非人人都能成為空間的漫遊者與省思者。無論以什麼角度取材入題，最好

避免陳述一種「機械式呆板」的城市經驗或個人生活。例如身為台北學生的苦悶，若是

只以平鋪直敘的形式表達，那會是不具吸引力的流水帳。……但〈最熟悉的台北〉（20819）

中以一個「漫遊者」的口吻寫台北獨遊：「喜歡走在自己不曾去過的地方，也許是愛冒

險的基因促使我前往的；喜歡看陌生人，也許是想測試著緣分，背著背包，聽著音樂，

沒有目的的往前走，看到用木頭作成的樓梯通往二手書店的門口，用旁邊落地窗窺探書

店內的書客，有的人手捧厚厚發黃的原文書，尋找下一個知識；有的人推著眼鏡，眼睛

直瞪瞪著書架上的分類牌；有的人直剌剌的坐在地上，享受那屬於自己和書的約會，感

覺店裡空氣充滿了文字的奧秘。」簡單的排比手法，不也勾勒出書店眾生相，展現出一

己的個性與喜好嗎？…… 

 
(二)教師分析全班的整體特色，使寫作「見樹又見林」 

老師可在評閱全班作品後，藉由總評呈現全班多元的寫作角度，分析整體特色。 
以部落格中「看圖寫作」的主題為例： 
 

圖像是視覺的，一個女孩隻手遮眼的動作， 

帶給你怎樣的感受？  

既名為看圖作文，所以化為文字時，不宜遊談無根， 

一定要由「圖片」出發，這是寫作的重要線索， 

 

 

對畫面的觸發、經驗聯想或分析理解……均可帶入文中，不受限制。 

極少數同學未在文中安排題目畫面，完全脫鉤；以看圖作文而言，這是一種離題的

缺失，務請避免。首先由取材的角度及文體來看，同學之作大略有三種面向： 

1、發揮想像、杜撰故事： 

既然是發揮想像力，自由創作，我們看到不少跨越文類，以小說虛擬形式呈現的作

品。但要嘗試此種形式，寫作者是不是好的說故事人（story  teller）？故事的情節

鋪陳是否具有合理性、感染力？常成為引人與否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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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了多人化身為傷眼、傷顏（胎記、血管瘤、被火焚身）女子外，還有類似陰陽眼

的靈異、男友在車禍現場為我擋死的感傷、女兒賣眼為父還債的悲情、以書信體寫酒駕

肇事者，和受害者綿延十年的情感糾葛、摔碎的全家福中家暴的哀傷、十九歲女孩與暴

力男友的愛情幻滅、類似八號當鋪以眼換取愛人癌癒的女孩、化身非洲難民的悲歌。甚

至以「叫醒我，在九月結束的時候」為題，寫情傷女子的獨白，或寫名模走秀，失足墜

臺留傷，轉型為秀導的故事，均極有創意。 

2、個人經驗、描述傾訴 

這一型的作品，走散文創作的路子，大多涉及有形無形的傷害；「我」在此現身說

法，若能敘述流暢，真情流露，自會動人。 

例如幼時在車上跌跤傷額的過往、被同學揮中眼睛的意外、生活中被排球砸中的苦

痛、檢查時驚覺視力衰退的震撼、親子捉迷藏的回憶、對城市冷漠的喟嘆、身處社會戴

「面具」的迷惘、 對中山校園外籍生的觀察，以及寫大塊朵頤時，「雞排汁射眼」的啼

笑皆非，甚或「甩炮和右眼的第一次親密接觸」，談過年時的樂極生悲，均很醒目。 

3、分析理解、議論省思 

若以論說的角度思考，首重圖與論點的銜接，思索出一番道理；不可毫無限制，或

造成離題。有同學寫放下手將世界真相看的更清楚；青春成長期的掙扎論辯；或以放下

掩蓋失敗的手寫「釋懷」；此外由遮眼的動作，引申出談抉擇、漠視隔離、社會上睜一

隻眼、閉一之眼風氣，弱勢兒童的境遇，甚至省思生長在「男明女暗」男女不平等的家

庭等，都能言之成理！ 

 
（三）教師以總評展現另一種關注與鼓勵    

    讓同儕間有機會討論與分享優秀作品，是寫作部落格的特色。而「儘量看到同學的

優點，給予鼓勵」，則是我在撰寫總評回饋全班時，常自我提醒的一點。 
因此，統計部落格七篇教師總評後可以發現，全班 39 人中，共有不同的 26 位同學，

曾至少一次被引為優良範例，給予稱讚，並鼓勵同學在部落格上點閱。  

     教師總評中的關注與鼓勵，宜盡可能明確具體的點出同學的長處。例如我在第七

篇〈擁抱〉的總評中這樣說： 
整體而言，期末的這篇〈擁抱〉，大家幾乎都能「就題發揮」，離題者甚少。在情感

真誠、焦點明確、結構完整等「寫作基礎等級」上，表現不差，頗為可喜。 

若要思考擁抱的意義，同學普遍認為那是一種超乎言語之外的力量，是兩顆心的交

流，是一種愛的表現，是人世間的溫暖，也可能是萬物靜觀皆自得的胸襟。而蔡宜芸則

結合了閱讀印象，言人所未言： 

「記得蔣勳《身體美學》書中，提到擁抱這個辭彙的意思。『擁』，手部加上『雍容』

的雍，是用手表現出雍容大度；『抱』，手部加上『包容』的包，是用手去包容一個人。

擁抱是包容與接納，……傳遞了溫馨，宣示了保護。擁抱之中有了依靠，依偎之中感到

溫暖，繁雜的思緒得以冷卻沉澱，壓抑的情改感得以解放，彼此可以什麼都不說，也可

以放聲大哭，因為擁抱自能吸收一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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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說戲法人人會變，各有巧妙不同，然而作品引人的同學，往往較能掌握下列

四種「寫作發展等級」的要項： 

 

一、深刻： 

    大多數同學以自身例證為例，寫人與人之間傳遞溫暖的擁抱，但「多少印度垂死的

人安詳地在德蕾莎的擁抱中走完最後一程？」（20801方瑜），「耶穌基督擁抱了眾生，承

擔世人罪愆」（20840蘇岱蓉），「如果擁抱能夠傳遞體溫，是否更能觸及靈魂？」（20816

孫龢）舉證超脫小我，思考深入具啟發性。 

二、豐富： 

    如 20828 黃薇以不同情境，細膩勾勒感性的擁抱情景，是戀人的幸福浪漫，是友人

間的同情安慰，或是依依不捨的離別場景，材料豐富，形象豐滿，意境多元。 

三、創新：  

    見解新穎，材料新鮮，構思新巧的作品，自有獨到之處，如逆向而寫擁抱：「我不

大喜歡和人做肢體接觸，能點頭就不握手，能握手就別擁抱，至於親吻更甭提了。……

畢業典禮時，哭得稀哩嘩拉的老師，在最後還不忘給學生每人一個擁抱──那雙太過有

力的臂膀惡狠很的往內一夾，要不是知道導師是個性情中人，我會以為那是個企圖讓我

窒息的攻擊！」（20834劉乙臻） 

    而擁抱閱讀，能呈現不同的領悟：「在《燦爛千陽》裡，瑪黎安學會擁抱過往的仇

敵，並且在最危急時給了萊拉如母親般的避風港；《生命中不能承受之輕》中，男、女

主角滿足地笑著擁抱死亡，因為他們曉得擁有彼此甚於永恆。」（20825陳安琪） 

    有人最愛擁抱音樂：「十指的跳躍伴隨著音符的追隨……穿越時空來到巴哈的十八

世紀……，看著三連音的圓舞曲樂譜，將雙手融入圓滑線的圍繞中，慢慢輕輕地繞著手

腕，想像自己站在舞池中央，跳著這首輕快的華爾茲。」（20831楊欣穎），都是此類佳

例。 

四、文采： 

    用詞貼切，句式靈活，文字有表現力者，如「擁抱所能傳達比微笑更深廣的意涵，

不只有身體上的接觸，而是靈魂與靈魂之間的悄悄話。」（20814林鈺芸），「擁抱是和煦

的陽光，是舒爽的春風，是雪中熱騰騰的木炭，它讓失落的人們尋回快樂與希望為陷入

黑暗的孩子點亮一線光明。」（20801方瑜） 

 

（四）教師就遣詞造句的寫作面向提供示範性修改 

   「辭能達意，避免西式語法」，是遣詞造句的基本要件，「語求精鍊」則是第二層目

標。而在前述的空間書寫主題中，我曾挑出了一些作品，匿名予以修改： 

有同學寫台北的靜與鬧：「開始是冰的，中間的鼎盛時期吵鬧異常，等到末了又成

了冰的。任何事物的活動週期都該是這樣，只該是週期長短、震波高低的差別。台北城

也不例外，早上迷濛，下午吵鬧，到了深夜又漸漸的靜了下來」，若試改為：「任何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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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活動週期都該是這樣：開始是冰的，中間的鼎盛時期吵鬧異常，等到末了又成了冰的。

只是週期長短、震波高低的有別。台北城也不例外，早上迷濛，下午吵鬧，到了深夜又

漸漸的靜了下來」是否會更好？ 

當你說：「第一印象是好多把吉他，於是位在南京東路的海國樂器行，從此變成我

好喜歡的第二個家。」修飾為：「對南京東路的海國樂器行，第一印象是有好多把吉他，

那兒成了我好喜歡的第二個家。」是否更可以凸出海國樂器行的重要呢？ 

而「除了在地下街所得到一次又一次的感動，我在地下街也看到了人生百態」，精

鍊些可以這麼寫：「在地下街除了得到一次又一次的感動，我還看到了人生百態。」別

輕忽鍛字鍊句的工夫，即便是取材引人，若能增強遣詞造句的內在邏輯，文字威力自會

加強。 

 

   總而言之，部落格以同學彼此回饋，老師總評的模式進行，學生回饋常專注在作文

細微處，針對每一篇的特色予以分析，或展現同理與共鳴，彼此在細微的交流互評中，

增進創作能量。而教師在部落格中所扮演的角色，則在提供更宏觀的分析，並指引不足

之處之外，以多樣的鼓勵使學生產生榮譽感，甚至提供見賢思齊，有為者亦若是的刺激。 

 

肆、班級寫作部落格產生的延伸學習效應 

   在虛擬平台進行觀摩互動的寫作方案結束後，累積的學習，對學生的語文表達是否

有任何延伸學習效應呢？ 

    由於部落格中採「精緻型回饋」，希望能從「文章鑑賞」的角度出發，同學藉由寫

作回饋，培養審閱文字的敏銳度，熟悉「鑑賞」的方法，明瞭如何爬梳文字、釐清思緒，

亦可收到其他延伸效果。 

一、 由延續性的學生分組回饋談起 

所謂「精緻型回饋」，是指回應的內容以文章鑑賞的角度書寫，例如「空間寫作」

中的一則回饋即是： 

    第一段的開頭簡單地敘述了時間、地點及場景，同時也馬上出現自己的角色，以拆

開的暖暖包和厚重的衣物對比出天氣的寒冷，與自己想尋找溫暖的想法，讓人彷彿置身

到真實的情境裡，寫的真的超棒!只是用簡單的幾個字，將自己眼中看到的景象真實地

記錄下來，將每一幕所見的事物一五一十，詳細地描述出來，即使沒有浮誇的花邊，但

表達出來的意境卻很真切、寫實。從中間遊民的對比更襯托出了溫暖的主題，也隱含了

在這繁華熱鬧的街頭上竟找不到一絲溫暖的意義，讓人看完後內心不禁有股心酸，也讓

我能夠反思。（27→10） 

    為能延續此種「精緻型回饋」引發對閱讀內容的評鑑與省思，愛班升上高三後，我

在評閱發下作文後，持續請同學將作品交由鄰近同學撰寫賞析性的評語，就內容或形式

上提出個人意見，下為範例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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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語文表達能力上的延伸學習效應 
   經由以上的思考及寫作的點醒，有助於在語文表達能力上展現下列的延伸學習效應： 

 

(一) 以學測非選題文章賞析為例 
89 學測中曾出現「文章賞析」的題目，以「遣詞造句」、「氣氛營造」、「文章風格」

三方面綜合賞析陳列〈八通關種種〉中的一段： 

荖濃溪營地附近，雪深數尺。溪水有一段已結冰。冷杉林下的箭竹全埋在雪下。冷

杉枝葉上也全是厚厚的白，似棉花的堆積，似刨冰。有時因枝葉承受不住重量，雪塊嘩

然滑落，滑落中往往撞到下層的枝葉，雪塊因而四下碎散飛濺，滑落和碰撞的聲音則有

如岩石的崩落，在冰冷謐靜的原始森林間迴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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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96 學測中，非選第一題要求仔細閱讀框線內的文章，分析作者如何藉由想像力，

描述搭火車過山洞時所見的景象與感受： 

 

 

 

 

 

 

 

   

 

鄉居的少年那麼神往於火車，大概因為它雄偉而修長，軒昂的車頭一聲高嘯，一節節的車

廂鏗鏗跟進，那氣派真是懾人。至於輪軌相激枕木相應的節奏，初則鏗鏘而慷慨，繼則單調而

催眠，也另有一番情韻。過橋時俯瞰深谷，真若下臨無地，躡虛而行，一顆心，也忐忐忑忑吊

在半空。黑暗迎面撞來，當頭罩下，一點準備也沒有，那是過山洞。驚魂未定，兩壁的迴聲轟

動不絕，你已經愈陷愈深，衝進山嶽的盲腸裏去了。光明在山的那一頭迎你，先是一片幽昧的

微熹，遲疑不決，驀地天光豁然開朗，黑洞把你吐回給白晝。這一連串的經驗，從驚到喜，中

間還帶著不安和神祕，歷時雖短而印象很深。（余光中〈記憶像鐵軌一樣長〉） 

經由多次「精緻型回饋」的愛班同學，練習回答此題，迭有佳作： 

    作者每句字數都不會太長，簡短有力，節奏感強烈，展現火車的速度感。心還懸

在半空時，「黑暗迎面罩下」，和出山洞時「光明在迎你」對比，營造深刻的畫面印象。

也寫出旅客進出的忐忑與出洞的豁然開朗。再把山洞譬喻為山的盲腸，立刻給人一種

幽暗晦深的想像。(20810) 

    當火車初入山洞時，洞內一絲光也不見。作者描述那種黑暗是隨火車前駛的速度

而以反方向迎面衝撞上來，一點都來不及反應，大片的黑色天空將你罩住。山洞極長，

余光中形容它深似從口入消化系統至盲腸般那麼長。快到出口時，黑中透著些微的光

暈，有一種遲疑不決、曖昧不明的感覺，衝出山洞的那一剎那，重見光明伴隨窗外景

物的移逝，黑洞似乎將你吐回了白晝世界。(20817)   

    作者將山洞的黑暗化做是另一列火車迎面撞來，讓閱讀時充滿了緊張、刺激，進

了山洞後又用「越陷越深」，似乎已經墜入了深淵，等待人伸出援手卻孤立無援，就

在這時光明倏地出現，適時拯救了他，讓人有種從絕望與不安中突然被拉了出來的驚

喜。(20823) 

    文中作者藉由擬人的想像力，將山洞比喻為盲腸。過山洞是一點準備也沒有，而

回過神時已愈陷愈深。接著描述要出山洞一連串的經驗：先是預言光明已在另一頭等

候，緊接微微的光亮，遲疑時已是回到了白晝，突然間天地豁然開朗。文中作者敘述

極為詳細，又帶有豐富的想像力，意境活潑。(20833) 

或許有了精緻回饋的演練基礎，無形中提示了學生不同的思考方向，遇到這類賞析

的考驗，對文章脈絡亦較能有效的掌握與切入！ 

 



臺臺北北場場教教學學經經驗驗分分享享類類((一一))  

 
 

 
72  ◤ 

 

(二) 以99學測選擇新題型為例 

而近年來的學測選擇閱讀題，常考驗學生如何正確梳理文意、解讀訊息、分析細節，

抓出文意脈絡的能力，這種新型態的閱讀，所需要的策略與精緻回饋中的「論點陳述」、

「論點舉例」等若合符節。 

如99學測的單選部分，有多題要求閱讀短文的題目即是如此，如 9.改寫自史式《我

是宋朝人》、12-13改寫自呂大明〈精神與物質〉，尤其是14-15題，要求同學回答，改寫

自森本哲郎《一個通商國家的興亡》的片段： 
以提洛為首的腓尼基人的城市，一直飽受亞述帝國的威脅。但因擁有充沛的財物，

腓尼基城市才得於亞述人的屢次席捲後倖存。自此，腓尼基人專注於交易買賣，他們的

目標不是危機四伏的內陸，而是地中海，他們的貿易據點一個一個出現在地中海沿岸。

西元前814年，提洛的公主伊莉莎逃到北非建立迦太基王國，想必是認為：與其戰戰兢

兢地留在危險區域，不如到一個不受侵擾的地方繼續經營。畢竟對一個商業國家來說，

能安心從事商業的環境才是最重要的。 

希臘人與迦太基人一樣很會做生意，但狹窄的希臘無法容納因生活富裕而大增的人

口，於是便展開殖民活動。地中海東邊，有強大的亞述帝國擋道，只好轉向與義大利半

島相鄰的西西里島。但在西元前七世紀希臘進出西西里島東部之前，迦太基早已把該島

西部視為重要的貿易基地了。這兩個民族在此鷸蚌相爭，日後引來羅馬這個漁翁。…… 
其實文中的核心觀點是：希臘人建立商業據點，推行文化殖民；腓尼基人建立海上

商業據點，擁有現金，但不建文化城市；兩雄相爭讓羅馬人漁翁得利。 

如何由零散的訊息中，掌握文意脈絡？考驗學生具體掌握核心意旨的能力，了解事

件次序與因果，並能用簡單精確的文字，將訊息架構清楚的表達出來。透過寫作後有效

的同儕回饋活動，這方面的能力亦可得到增強！  

伍、總結  

    讓學生有機會閱讀全班作文，並讓同儕之間有機會討論與分享優秀作品，是利用虛

擬互動平台成立部落格的初衷。 
    除「閱讀其他同學的作文」對學生寫作有所助益外，我省思到教師可在部落格中提

出寫作新觀點、分析全班的整體特色，使寫作「見樹又見林」；繼而在以總評展現另一

種關注與鼓勵外，更可就遣詞造句的寫作面向提供示範性修改，教師扮演的角色極其多

元。 

雖然增進寫作能力的方式極多，絕非同儕回饋一項而已， 但若能於回饋中針對「用

字遣辭」、「結構佈局」、「內容」等寫作向度具體聚焦，使回饋出於善意，並言之有物，

日後也可轉而運用於大考國文語文表達中的「文章賞析」之上。 

此外精緻型回饋的訓練，除增強文章賞析的寫作能力外，亦與新型態大考選擇題的

閱讀策略若合符節：例如何正確梳理文意，解讀訊息，及增強文意脈絡掌握等，這都是

另一種班級寫作部落格可能產生的延伸學習效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