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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引其綱，萬目皆張──  

概念構圖閱讀教學策略在論孟選讀之探析及其寫作教學上之應用 

臺中二中    廖佳玲老師 

 

 

摘    要 
     

    四書日前納入必修高中國文課程，《論孟選讀》共包含論語篇與孟子篇，

文言文容易讓學生在學習時流於字面上的翻譯和背誦，導致讀完一則片面的

解釋，而無法完整性的瞭解孔孟整體性的思想。爰此，教師先運用概念構圖

閱讀策略的各個種類，包含蜘蛛網圖、階層圖、因果鍊圖與心智圖等來方法

引導學生理解論孟選讀中的內涵思想和學說。孔子與孟子皆為儒家思想重要

代表人物，孟子繼承孔子思想，其有助於學生厚實道德觀觀念，協助學生將

古人對話中的智慧換位思考成自己與師長，或是同儕之間的對話，融入學生

的生活經驗，先引導學生閱讀課本翻譯成簡略的語體文，再以寫作方式來抒

發自己情感，由於《論孟選讀》屬於文言文，以對話方式呈現，可引導學生

以擴寫方式創作成現代散文或是小說的方式，再教導學生以概念構圖方式繪

製成自己的創作與典故有何不同之處，兩者間的共通及連結之相關處，以概

念性的關鍵字來學生的記憶，並補充古典文學與現代文學之延伸閱讀書目。 

    最後，讓各組學生選擇印象最深刻的一則論孟選讀，以角色扮演的方式

呈現出來，或是綜合各章精彩之處連接成組曲方式呈現，以提升學生在論孟

選讀上的學習動機與興趣，不再讓學生視中國文化基本教材為枯燥及僅是背

誦的內容，讓概念構圖成為寫作與編劇本的綱要。先以概念構圖閱讀教學策

略引導學生理解論孟選讀之意涵，再以概念構圖教學與作文教學來協助與檢

視學生閱讀上的學習成效。 

關鍵字      概念構圖、概念構圖閱讀教學、論孟選讀、寫作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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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為有效提升高中生在《論孟選讀》的學習興趣，在引導學生精熟課文的內容之外，

包含讀熟文本中的註釋、瞭解章旨及研析之外，並幫助學生建立概念構圖閱讀策略，以

有助於學生統整文意，作為概念構圖在寫作上之架構依據，並協助學生寫作上先引導學

生審題、立意（找出文章主旨）、取材（運用各種想法及題材繪製成概念構圖）及佈局

（將寫作題材作適當的安排），進而引導學生進行寫作，為有效引導學生理解《論孟選

讀》之意涵，再以概念構圖教學與作文教學來協助與檢視學生閱讀上的學習成效，茲將

概念構圖閱讀策略之概述、孔孟思想之內容論述、概念構圖閱讀教學策略在論孟選讀上

之探析與應用、概念構圖閱讀教學策略結合《論孟選讀》在寫作教學上之應用四大部份

分項析論如下： 

 

壹、概念構圖閱讀策略之概述 

一、概念構圖閱讀教學策略之定義及種類析探 

（一）概念構圖的理論基礎 

    美國康乃爾大學教授Novak及其同儕以Ausubel的同化理論（assimilation）和建構主義

（constructivist）的認識論（epistemology）為主要的理論基礎（歐陽鍾玲，2007）1，設計

了一種幫助學生學習如何去學習（Learning how to learn）的技巧，稱為概念構圖（concept 

mapping）。 

（二）概念構圖內涵之相關論述 

1.概念構圖之定義 

  「概念構圖」（concept mapping）是使用命題性質的概念圖（concept map），呈現所

欲教學和學習的概念與概念間的聯結關係，並以此概念圖作為評量與研究學習者概念結

構的依據2。簡單的說，概念構圖即是在教學前後各給予受試者一組概念，然後要求受試

者將這些概念運用適當的聯結語把它們連結起來，以成為一幅概念圖，教師並可從中偵

測出學生的知識結構及其錯誤概念來。這種方法不僅可以當成一種評量的工具，亦可視

為一種學習策略，亦即後設認知的學習策略，以用來幫助學生如何去學
3
。 

                                                
1歐陽鍾玲：〈概念構圖應用於中學地理教學策略之研究地理研究〉，《地理研究》47，2007 年 11 月，

頁 59-79。 
2Novak, J. D.,＆Gowin, D B.(1984）.Learning how to learn. Cambridge, Lond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3余术寧：《有意義的學習──概念構圖之研究》（臺北：商鼎），頁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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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概念構圖之特質 

    概念構圖的功能不僅在於提供學生容易理解與記憶的圖像，亦能可以反應個人的學

習過程，幫助學習者辨識主要概念，釐清思考過程中之錯誤概念以及對知識概念的解

釋，學習知識的整合進而建構自己的知識體。概念構圖可協助學生統整段落之間的文義

脈絡，也可作為課文文字中的補充資料，如整理綱要或閱讀文章資料的整理及練習寫作。 

3.概念構圖內涵之種類說明 

    概念構圖依功能不同分成二種主要類型，分別為(1)聯結相關概念關係的概念構圖：

蜘蛛網圖及階層圖；(2)聯結因果關係的概念構圖：因果鏈圖。茲將種類論述如下： 

（1）聯結相關概念的概念構圖──蜘蛛網圖(spider web maps)及階層圖(hierarchy maps)  

    聯結平行關係概念的概念構圖係指以一個概念或一個主題為中心，融合相關範疇、

概念、細節，其間以連結線連結，不同位置的聯結線代表不同的意義，可能是「屬於形

式之一」、「屬於其部分之一」或「舉例」是屬於由中心向外發展的概念圖4，其種類分成

蜘蛛網圖及階層圖兩種，茲分述如下： 

① 蜘蛛網圖（spider web maps）之介紹 

    蜘蛛網圖係指傳達一套平等位階的概念模組，概念間的聯結線意含著「為其中一種」

的意思，而每個大概念尚有其他次概念的發展空間以構成更複雜的網狀圖5，其特色為呈

現出由中心向四周放射狀，沒有明顯的階層關係，舉例如下，如圖一。 

 

 

 

 

 

 

 

 

 

 

圖一 孟子論古今人物選之蜘蛛網圖 

 

 

                                                
4同註一。 
5李咏吟：《認知教學─理論與策略》（臺北：心理出版社，1998 年），頁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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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階層圖(hierarchy maps) 

    階層圖是針對一個有組織的架構，著重在上下概念間的階層關係。階層圖中的聯結

線代表上位的概念「包含」下位階的概念6，可以將學科的相關概念由上而下逐漸演繹，

一般性及抽象性的概念位在上層，而較具體及特定的概念排在下層，可以輕易瞭解各個

概念之間及階層關係。舉例來說， 

以論孟選讀的架構為例如圖二所示。 

 

 

             儒家思想代表人物 

                 

  

                孔子                             孟子                    

   

 

    論人      哲學思想    教與學      論人      哲學思想   教與學 

                           

        孔子的      論仁       論學      孟子的      義利      論教與  

        為人                             抱負        之辨      學  

                    論孝       論教育               

        論古今                           論人性      論涵養 

        人物        論詩禮樂             本善 

                                                     論政治  

        論弟子      論道德                尚論 

                    修養                  古人 

        論士與                             

        君子        論政治                 

  

圖二 儒家思想代表人物及學說之階層圖 

 

 

                                                
6同上註。 

http://star.g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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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的特質                              

 

 

③ 心智圖（Mind Mapping) 

    心智圖係指概念構圖的一種類型，為視覺表徵的圖解組織（graphic organizer），其

構圖方式是將主要概念放置於構圖的中間，愈重要概念離中央愈近，由中心往外擴散的

網狀式組織圖，如圖三所示。心智繪圖強調關鍵字，並以文字、顏色、圖案、符號及意

象來表達關鍵字。心智繪圖亦強調關係連結，以彩色的連線與圖形強調概念間的連結，

為了強調心智圖的清晰度，以色彩區分不同種類的概念。 

    其步驟為心智圖的繪製大約可分為幾個重要步驟：(1)把主題放在中央；(2)將次概念

放在次要支幹上；(3)運用聯想聯結不同分支的概念；(4)以延伸的樹枝狀分支向外擴張；

(5)結合符號、圖畫，或色彩、形象的運用。 

    圖三以仁的「主題」繪製出心智圖的方式，將仁為中心主題，發展及延伸出仁的特

質、仁的內容、仁的方法及仁的實踐等四條骨架，分析如下： 

  

 

         毅     木    訥                     恭     寬  信            

  剛                                                敏 

                                                        

  善                                                           惠 

                                  仁                   

      愛     知                         己所不欲     己欲立而立人  

                                        勿施於人     己欲達而達人  

              

              

           

                   

  克己復禮      工欲善其事       無求生以害仁     造次必於是 

  為仁          必先利其器       有殺身已成仁     顛沛必於是 

  

    圖三 「仁」思想之心智繪圖 

 

 

 

 

仁的內容 

為仁的方法

法 
仁的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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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聯結概念的概念構圖──因果鍊圖(causal chain maps) 

    因果鍊圖以箭頭方向表示事件間的因果關係，有箭頭的聯結線意指「導致」或「使

能夠」，因此前面的概念引導後面的概念，形成步驟性的關係，常為整理程序性知識所

使用7。以「生於憂患，死於安樂」為例，先找出重要關鍵字，再依序排列，畫上關鍵詞

之間的箭頭，寫上適合的連結語，使前後順序關係更為明顯，如圖四所示。 
 

                  恆過            能改 

 

                困於心，衡於慮           後作  

 

                徵於色，發於聲           後喻    

 

圖四  「生於憂患，死於安樂」之因果鍊圖 
 

（三）概念構圖閱讀教學策略之說明 

    以概念構圖和閱讀理解的關係而言，當學習者在構圖時，需要在一個主題中，即由

字及詞、詞及句、句及段確認出重要概念，並將這些概念排列圍繞在一個主要概念之下，

用線連結和標示出某些概念的相互關係，進而進行篇章理解，此建構過程即屬於從下而

上模式的閱讀理解。8 

    教師可教導學生善用概念構圖的方式，可以清晰顯見學習者現有的概念架構。從概

念構圖之中，教學者可以發現，那些概念是學習者已經學會的；那些概念是學習者札在

嘗試去精熟的；那些概念是學習者努力去學習的。換言之，透過概念構圖，教師可以清

楚學生的學習基礎、認知需求與偏誤修札；學生也因而得以從事完整的思考、分析與推

論。 

二、概念構圖閱讀教學策略在高中國文閱讀教學上之應用分析 

  由上述可知，概念構圖閱讀教學策略包含蜘蛛網圖、階層圖、心智圖及因果鍊圖等

種類，均統整主要概念和次要概念，採用關鍵字及聯結語組成的圖示，即可包含文章重

點及文意分析，以視覺性的學習成效呈現出論孟選讀的知識架構，有助於學生記憶及統

整學科內容知識，以提升論孟認知能力之思考層次，進而達致有意義的學習，引發學生

對於論孟選讀的學習動機及興趣。 
                                                
7同註一。 
8劉沛琳：概念構圖理解策略在大學英文閱讀教學之成效。載於課程與教學季刊(卷 8，期 1)（台北：里仁

書店，2010 年 9 月），頁 18。 
 

 

然後 

 而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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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韓愈在文中倡導的師道及傳道的「道」均係指宣揚孔孟學說之學說，因此茲舉

以〈師說〉為例，說明概念構圖閱讀教學策略在高中國文閱讀教學上之應用情形，採用

蜘蛛網圖說明道源自孔孟學說，傳授道業與師道兩者的「道」均包含論語與孟子等知識

內容，如圖五所示。 

 

 

 

 

 

 

 

 

 

圖五 韓愈〈師說〉之蜘蛛圖 

（一）整：課文架構圖 

    首先，概覽各大版本高中國文教科書，多以分段引導的方式來建立起課文架構圖，

內容較為詳細，屬於「整」的概念，關鍵字以段落的順序為主，如從第一段至第七段依

序排列，歸納出每段的段旨，可以得知本文的重點在於闡述尊師重道的道理，茲將課文

架構圖說明如圖六所示。 

 

  第一段：總括說明「古之學者必有師」。 

  第二段：指出擇師的原則為「道之所存，師之所存」。 

          強調「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 

  第三段：從反面論述眾人恥學於師，而不能解惑。進而闡明從師的必要性。 

          採用對比方式，論述成為聖人或愚人之關鍵，在於「從師問學與否」。 

  第四段：透過對比手法，指出當代士大夫為子擇師，然而自己卻恥學於師 

          對於當時「小學而大遺」之現象提出否定。 

  第五段：運用對比手法，提出同時代不同階級之人的橫向對比。 

  第六段：以孔子為例，說明孔子學無常師。 

          和「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相呼應。 

  第七段：說明作文動機，讚美李蟠不拘時俗，故寫此文章來嘉勉其行為。 

圖六 韓愈〈師說〉課文架構圖 

道 

孔子 

孟子 

傳道 師道 



臺臺北北場場教教學學經經驗驗分分享享((二二))  

 

54  ◤ 

 

 

 

（二）零：理解課文字句文義 

    其次，教師引導學生概覽課文後，開始建立課文架構圖，之後再進行細部的重要字

詞及註釋解析，屬於「零」的概念，進行逐字逐句解釋，將每一句文意化為零，深入探

析其形音義辨析、文法、修辭、文意探究及用典出處等項目，如「人非生而知之者」取

自於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論語‧述而篇》)；以及「生

乎吾前，其聞道也，固先乎吾，吾從而師之」源自於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三）整：繪製概念構圖 

    最後，在第三步驟「整」的概念上，教師引導學生將各段文意融會貫通，將句子文

義進行統整，整理出精鍊性的關鍵字進行繪製概念構圖，取代以段落架構來區分課文重

點，前提是要先帶領學生。以階層圖為例，分成藉古立論、反面論述、札面論述及結論

四大主要概念或關鍵字來統整課文文意，如圖七所示。 

 

                      從師之重要性  

          藉古立論    從師之原則 

師說                  老師的作用 

             

                      古今對比  

          反面論證    己子對比 

                      當代橫比 

          正面論證   聖人無常師 

                      寫作動機   李蟠不恥相師  

          結論        寫作主旨   余嘉其能行古道              

                      寫作特色   針對不從師的時弊提出針砭 

 

圖七 韓愈〈師說〉階層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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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智圖的主要特徵為先設定中心思想，將主題（文眼）放置於概念構圖的中心，指

導學生進行手繪方式進行繪製，將所閱讀的知識內容進行重整，可將心智圖做為寫作的

基本架構，以作為創作的大綱，有助於發揮寫作發揮想像力之依據。〈師說〉的文眼為

師道，其分支的枝幹為人物、起、承、轉、合四條，心智圖的支架層層延伸代表各種不

同的概念，以讓學生釐清與理解概念。從紅色線條的部分可以知道人物的種類與內容，

而綠、紫、黃、藍分別代表起、承、轉、合四個部分，如圖八所示。 

 

                     郯子   萇弘                              

             李蟠       師   師     師襄                 

                        孔子   師   老聃                 

         韓愈    贈                          聖人無常師     

          作者     人物                   合  舉例 孔子的事例                  

                                                  孔子的言例         

   開門見山法                     師道                                              

古之學者必有師      起                              轉一：古今比較                           

                         承                  轉     轉二：子與己比較                      

傳道、受業、解惑                                     轉三： 不同階層之 

                 聞道有先後  術業有專攻                     比較                          

                       圖八 韓愈〈師說〉心智圖 

 

貳、孔孟思想之內容論述 

    為讓學生深入理解論孟選讀之內涵，先頇從作者的思想進行探析，孟子萬章篇曰：

「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因此，理解文章風格、思想內

容為重要因素。 

一、孔子思想之概述 

（一）孔子生平 

  孔子名丘，字仲尼。春秋時代魯國昌平鄉陬邑人。生於周靈王二十一年（西元前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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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年），卒於周敬王四十一年(西元前四七九年)。孔子周遊列國回魯國之後，全力從事

《詩》、《書》、《禮》、《樂》的整理，並贊明易道。孔子首創私人獎學之風，後世尊稱為

「至聖先師」。在思想上，他由「禮」的研究，推出「仁」的觀點，作為一切德性的根

源，並由此展開一套道德的、心性的學問，長期影響中國政治、社會、教育、文化各層

面9。 

（二）孔子在先秦儒的地位 

    首先，孔子不再侷限在客觀形式的禮樂制度上，而是自覺性地反溯其背後的精神根

源。從早期的從政，中期的周遊列國，至晚期的文化著述及教學，都表現出其對理想的

實踐與執著。孔子是中國第一位哲學家，是中國文化精神方向的創建者，是至聖先師，

是中國人生命的典範，凡此，都要從文化的意義上加以掌握10。 

二、孟子思想之概述 

（一）孟子生平 

    孟子生於周烈王四年，卒於周赧王二十六年，亦即是西元前三七二年生，卒於前二

八九年，享年八十四歲，後於孔子一百八十年。11 

（二）孟子在先秦儒學的地位 

   孟子一生之貢獻最主要有三點：1.提揭三辨，開發道德文化意識；2.建立心性之學的

義理規模；3.弘揚仁政王道的政治思想12。 
 

參、概念構圖閱讀教學策略在論孟選讀上之探析與應用 

一、論孟選讀的構念構圖活動之程序 

（一）先選擇《論孟選讀》中的某一特定主題 

  教師先引導學生找尋《論孟選讀》中的某一特定主題，並列舉出重要概念與關鍵詞，

畫在黑板上並和學生討論出主要性概念及次要性概念。如選擇「論教育」的主題，並歸

納出主要性概念為因材施教、有教無類及啟發性教育三種，而次要性概念為三項重點涵

括中的論語內容。 

                                                
9邱燮友編著：《國學常識》（台北：東大圖書，2006 年 5 月），頁 245。 
10王邦雄等著：《中國哲學史上》（台北：里仁書店，2010 年 9 月），頁 71。 
11同上註。 
12同註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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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找出主題中的重要概念與關鍵字詞，並加以分類 

    最重要的概念放在概念圖的最上方，並按照主要性到次要性的概念依序由上到下排

序，呈現出文章的脈絡性。例如：「論教育」為主要性概念。 

（三）擬訂初步的概念構圖 

    將主要概念和次要概念建構出具有階層性的概念構圖，請學生填寫適當的連結語進

行概念連結。例如：有教無類包含「有教無類」（魏靈公）、「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

悔焉」（魏靈公）。其中「包含」即為概念連結。 

（四）重新修改與調整構念構圖 

   再與學生反覆討論與閱讀之後，不斷地進行修改概念構圖。 

（五）確定概念構圖 

  在與教師與同學討論之後，確立概念構圖，以作為背誦或是寫作的綱要依據。 

二、心智構圖之閱讀策略 

（一）教導學生概覽《論孟選讀》的目錄或索引：引導學生快速瀏覽整本書，看目錄的；

之後畫出心智繪圖的中心主題，並延伸其支架。 

（二）預留概覽課文的時間和篇數：依照書籍內容、難度、自己的能力與先備知識，決

定研讀時間的長短。 

（三）以心智繪圖紀錄與主題相關的資訊：另外拿一張空白紙張，將主題與自己的先備

知識做快速連結，繪製出符合課文主題的心智繪圖。 

（四）界定閱讀目標並製作心智繪圖：依閱讀目的，以不同顏色的筆在腦力激盪式的心

智繪圖上加入新想法。 

（五）綜觀文章：閱讀內容目錄、大標題、次標題、大意、結論及圖片，擷取適合且精

鍊的關鍵字，以建立心智繪圖的層次概念。 

（六）預覽文章：注意瀏覽時沒注意到的訊息，尤其是章節與段落的開始與結束地方。

將疏忽的訊息寫入心智繪圖。 

（七）精讀：注意之前沒注意到的細節，將漏掉的部分填入心智繪圖，並標出困難的部

分；回頭讀困難的部分，找出問題的答案、完成未完的目標。再將這些訊息加入

心智繪圖。 

（八）複習：將困難及不懂的部分重新閱讀，並確定心智繪圖已經完成。 

  綜上所述，茲分別繪製出《論語選讀》和《孟子選讀》的心智圖，茲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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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論孟選讀─論語選讀內容之分析 

    教導學生論孟選讀包含編者、今傳傳本、主題式分類及孔門弟子等四大部分，茲用

簡單的心智構圖呈現出論語選讀中的統整內容，以協助學生瞭解論孟選讀中論語的知識

架構，如圖九所示。 

                                                                    

孔子再傳的弟子                               共 20 篇          

                                     今傳傳本        上論： 學而、為政                       

                編者                                        八佾、里仁     

                                                          公冶長、雍也 

                                                          述而、泰伯、           

                                                          子罕、鄉黨。 

          主題式分類           孔子  言語的記錄者                                                   

                                                    下論：先進、顏淵                            

                                                           子路、憲問                          

            、                                           衛靈工、季氏 

      、                                                 楊貨、微子 

                                                         子張、堯曰  、                          

  

            、  

 

             

  

 

 

 

 

 

圖九  論孟選讀─論語之心智圖 

 

 

 論語                            

孔子的為人 

論古今人物

務 

論學 論教

育 

論仁 論孝 

論詩禮樂 

論道德修養 

論政

治 

論士與君子 

 孔門弟子 

言語 

 

政事 德行 文學 

顏淵 

閔子騫 

冉伯牛 

仲弓 

宰我 

子貢 

冉有 

季路 

子游 

子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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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論孟選讀─孟子選讀內容之分析 

    教導學生論孟選讀包含編者、今傳傳本、主題式分類及孔門弟子等四大部分，茲用

簡單的心智構圖呈現出論語選讀中的統整內容，以協助學生瞭解論孟選讀中論語的知識

架構，如圖九所示。 

 

孟子弟子及再傳弟子 

 

                                       今傳傳本             

                                            

 

 

 

  

                               

                                  

 

 

  

 

 

   圖十  論孟選讀─論語之心智圖 

 

在孟子七篇中各舉出一個例子，繪製成階層圖，呈現如下： 

           梁惠王篇     君子遠庖廚        

           公孫丑篇     四端之心               

仁義       滕文公篇     一傅眾咻           

性善       離婁篇       敬人者人恆敬之   

           萬章篇       孔子之謂集大成     

           盡心篇       民貴君輕         

           告子篇       捨生取義 

圖十一  論孟選讀─孟子之階層圖 

孟子 

編者 

共七篇 梁惠王篇 

公孫丑篇 

滕文公篇 

離婁篇 

萬章篇 

告子篇 

盡心篇 

主題式分類 

孟子的抱負 論人性本善 義利之辨 

論涵養 論教與學 論政治 

尚論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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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圖十可知，在七篇中各選取一篇具有代表意義的選文，以精鍊的關鍵字代表，分

別為君子遠庖廚、四端之心(包含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為仁、義、禮、智之

端)、一傅眾咻、敬人者人恆敬之、孔子之謂集大成(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

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术貴君輕及捨身取義的概念。 

 

肆、概念構圖閱讀教學策略結合《論孟選讀》在寫作教學上之應用 

    教師在教導學生先概覽《論孟選讀》目錄和各大主題之後，並指導學生並非拘泥於

字句翻譯上，而是要將章句的意義融會貫通，並將關鍵字繪製成概念構圖，選擇適合的

方式，先舉出「論孝」、「論仁」、「論士與君子」、「論政治」和「論人物」等主題讓班上

票選較有興趣的兩個主題，「論孝」以 25 票奪冠，之後「論人物」12 票排名第二，詢問

其原因在於親情為目前高中生所重視的議題，茲以「論孝」及「論人物」兩個主題為例，

讓全班學生 48 人構思「論孝」和「論人物」的主題，引導學生審題(依據主題自訂題目)、

立意(抓住文章主旨)、取材(畫出想法的架構圖)及佈局（寫下短文），茲論述如下： 

一、以「論孝」為例，結合概念構圖之寫作教學 

以論孟選讀─論語篇的論孝為例，引導學生概覽課本內容，瞭解每則文意，並進行

逐字逐句翻譯，瞭解每則的形音義辨析之後，再進行統整性的內容，歸類出每則的屬性

與主題性。 

（一）暢遊寫作與現代文學之旅──命題作文(自行命題) 

 題目說明： 

    選擇《論孟選讀》中以「論孝」為主題的其中一則進行繪製架構圖（選擇其中一種

概念構圖），並依據自己的生活經驗，選擇題材進行書寫成親情文學，文長 500 字以上，

題目自訂。 

1.繪製概念構圖 

先教導學生繪製主題為「孝道」的概念構圖，透過學生的概念構圖的方式來引導學

生，有助於學生確立文章架構，按照大綱進行書寫與寫作，有助於訓練學生篇章組織的

能力。如圖十二所示，學生選擇以「論孝」為主題，繪製論孝之階層圖，分成照顧身體、

即時行孝及慎終追遠三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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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繪製者：林文婷) 

圖十二  論孟選讀──論孝之階層圖 

2.引導學生審題 

協助學生理解題意，從題意中理解寫作之意義，協助學生確定題目範圍與主題為「論

孝」，在創作文章中能依據主題進行寫作。 

3.立意（抓住文章主旨） 

    教導學生要抓住寫作的重點，遣詞用句要緊扣住及圍繞住重點──「孝道」進行寫

作。 

4.取材（畫出想法的架構圖） 

    取材部分以補充課外閱讀書籍，包含龍應台的《目送》和張輝誠的《我的心肝阿朮》，

選擇相關概念，並在選擇適合的概念構圖，再繪製出概念構圖後，按照自行訂定的架構

進行寫作分析，任何枝葉的內容都要強化出重點，要學會主從之分。 

5.佈局（寫出作文） 

            願老者安之──回憶爺爺        林文婷 

  韶光已逝去兩年，想起爺爺，心還是很痛。 

    我記得，充滿藥水味的密閉空間內，令我暈眩。我曾經在暑假期間照顧肝癌末期的

爺爺，看著夕陽斜照透進窗戶裡，照在爺爺已熟睡的身上。爺爺藥物治療已經有半年的

時間，望著嘴角邊流下的藥汁，我不禁流下眼淚。看著醫生和父親談起爺爺的病情，心

神不寧。我心中默念著，希望爺爺能平安無事。 

    開學後搬進宿舍，有天突然心悸起來，突然桌上的手機震動，接到噩耗，原來是爺

爺去世的消息，心中乍然不敢置信，之後放聲大哭。和爺爺相處的片段回憶進入腦海中，

我後悔自己沒有撥空常回鄉下，陪伴爺爺。 

  入土後，我們每年都會回到鄉下看爺爺，土上長出新生的植物，是爺爺的身 

影嗎？希望爺爺在地之靈能保佑我們。 

    在上完《論孟選讀》課當天，我花了三個小時看完張輝誠老師所寫的《我的 

心肝阿母》，潸然淚下，我突然好想爺爺。（節選首段、尾段及內文） 

論孝 

照顧身體

ˋ體 

身體髮膚，受之父母 

及時行孝 

慎終追遠 

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 

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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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析】 

1. 首尾呼應，結構謹然，採用追憶法來述說懷念爺爺之情，情感真摯。 

2. 內容符合所繪製的概念構圖，包含照顧身體、及時行孝及慎終追遠。 

3. 將論孟中孝順抽象的概念能化成具體的抒情文字，以闡揚孝道，通篇讀起感人肺腑。 

 

二、以「論弟子」為例，結合概念構圖之寫作教學 

（一）暢遊寫作與現代文學之旅──命題作文(自行命題) 

 題目說明： 

    選擇《論孟選讀》中以「論弟子」為主題，選擇有興趣的篇章進行繪製概念構圖，

並選擇自己欣賞的人物，不限古今中外，按照人物的特質進行書寫，文長 500 字以上，

題目自訂。 

1.繪製概念構圖 

    先教導學生繪製主題為「論弟子」的概念構圖，來引導學生進行繪製概念構圖，引

導學生，有助於學生確立綱舉目張的課程架構圖。如圖十三所示，學生選擇以「論弟子」

為主題，繪製「論弟子」之心智圖。  

 

 

 

 

 

 

 

 

 

 

 

 

圖十三  論孟選讀──論弟子之心智圖 

2.引導學生審題 

    協助學生理解題意，從題意中理解寫作之意義，協助學生確定題目範圍與主題為「論

弟子」，在創作文章中能依據主題進行寫作。 

論弟子 

德行 

  顏淵 

閔子騫 

冉伯牛 

仲弓 

言語 

宰我 

子貢 

政事 冉有 

 季路 

文學 

 子游 

 子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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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立意（抓住文章主旨） 

    引導學生掌握住寫作的重點，以「論弟子」為主題進行寫作。 

4.取材（畫出想法的架構圖） 

    取材部分以補充現代文學作品為主，例如閱讀張愛玲的小說，以觀摩描寫人物的神

情，並以貼切的形容詞及適當的修辭法來描述人物的神情與樣貌。 

5.佈局（寫下作文） 

堅持到底的決心──記顏淵              楊勝華 

       我想學習顏淵勤奮的精神。 

    顏回「一簞食、一瓢飲」的奮苦精神，值得我們敬佩，我們在讀書時更應該學

習顏淵「發憤忘食，樂以忘憂」的精神，追求理想的實踐，朝向目標前進。 

       夢想，還有多遠？夢想，還有多遠？ 

      只要我再努力一點點，一定可以達成目標。還好，有吾師相伴。我不孤單。 

                                                      (節取文章) 

 

【評析】 

1. 引經用典，具有說服力。          

2. 使用重複語氣，強調夢想的重要性，並使用疑問法，蘊含不太肯相信自己之遲疑感

描寫地淋漓盡致。 

3. 文首先敘述顏淵的形象，筆鋒一轉，寫至人生智慧，且文末的學生之於吾師，與顏

淵之於孔子相呼應，極具巧思與創見。 

4. 段落宜更緊湊些。 

三、學生回饋單之內容 

（一）原來論語選讀也參考閱讀課外書目，讓我對論孟課程提升許多學習興趣(王柏翰)。 

（二）概念構圖有助於背誦《論孟選讀》中的人物和關鍵字。(鄭育鴻) 

（三）希望可以增加許多人物事蹟的故事，比較喜歡聽故事。(謝哲政) 

（四）講解繪製概念構圖時的節奏可以放慢，不然容易跟不上速度。(呂源維) 

（五）喜歡概念構圖上課方式，可以很快得知論孟課程中的重點。(吳立杰) 

四、概念構圖之繪製情況 

    上課學生總共有 48 位高二學生，有 35 位學生採用階層圖，為大多數學生採用，詢

問之下，原因在於可以參考課本的課文架構表；另外 10 位學生採用心智構圖，採用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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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目錄主題當作文眼置於中央，或有 3 位學生自行設定主題，包含「即時行孝」、「孝道」

及「你今天『孝』了沒？」其勇氣值得嘉許。此外，沒有學生使用因果鍊圖，其因在於

找不出課文內容中的因果關係。 

五、教學遇到的困境 

  茲將學生在學習上遇見的難題分述如下： 

（一）我習慣按照課本上逐字逐句的講解方式，不習慣於繪製概念構圖的方式。(陳浩

宜) 

（二）由於有些概念構圖，如論孟選讀─論語之心智圖，屬於大方向的範圍，想瞭解細

部所包含的內容。（吳應嘉） 

（三）內容課文有些部分無法畫成（轉換成）構念構圖，若是只有看構念構圖，會不瞭

解圖示的意涵。（林佑偉） 

六、提出檢討改進之教學策略 

    為有效幫助學生在學習完課文中的《論孟選讀》後，繪製出利於背誦和概念構圖，

茲提出以下的精進教學策略： 

（一）先帶領學生讀熟《論孟選讀》在每一主題的課文，包含字形、字音與字義，以及

每一則論孟的章旨、注釋、分析及相關的名言佳句。 

（二）引導學生統整出論孝的主要概念及次要概念，依據課本，繪製出自己熟悉的概念

構圖，補充指導語及銜接語。 

（三）建議學生先概覽課文內容，仔細內化之後，再以概念的方式統整出構念構圖。 

（四）若是學生不瞭解細部的內容，建議教師把概念構圖貼在課本上，有助於學生對照

詳細的文本內容及統整之後的概念構圖。 

七、《論孟選讀》之閱讀理解步驟 

（一）以學生的角度來進行白話文的詮釋，翻譯成語體文。 

（二）以現代散文進行論述，請學生自行命題，如在「讀樂樂，不如眾樂樂」一文中，

可以命題為「分享的快樂──讀樂樂，不如眾樂樂」。請學生分享在與家人相處

上及友情上的經驗分享。  

（三）寫作練習 

    運用自編作文教材與學習單，鼓勵學生多閱讀，每週設定主題學習單閱讀，讓練習

寫日記，讓學生寫週記來訓練文筆，並分享讀書本記與心得，鼓勵學生參加徵文比賽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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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獎，或是在每一次月考進行選文觀摩活動，並小說創作上，重視人物內心的獨白和

表情描述，烘托出人物性格。 

八、戲劇及角色扮演之活動 

    在引導學生熟讀課文後，將全班分成兩組，一組約 12 至 13 人，每組挑選有興趣的

主題，設定角色後，開始進行戲劇演出及角色扮演。工作項目有導演、編劇、製作道具

及美工設計，以及飾演旁白的角色，其餘學生扮演演員。兩組輪流上臺進行演出，並讓

學生填寫戲劇演出之記錄表，從同儕之間的回饋中獲得啟示，以藉由實際的戲劇演出來

提升學生在《論孟選讀》之學習興趣。 
 

結語 

    綜上所述，《論孟選讀》包含論語篇與孟子篇，教師應有效運用概念構圖閱讀策略

來引導學生進行閱讀與理解《論孟選讀》，並協助建立概念構圖，以關鍵字來學生的記

憶，並與現代文學進行聯結，作為閱讀寫作的參考依據。 

    從每位學生的回饋單中瞭解到學生對於論孟選讀之不同觀點與看法，先引導學生熟

讀文本，掌握《論孟選讀》的要義，並將其概念繪製成各種不同樣貌的概念構圖，包含

蜘蛛網圖、階層圖及心智圖，進而建構出作文之寫作大綱，有助於學生蒐集寫作取材及

廣開思路，至於心智圖有助於擴散性思考及橫向連結，使寫作內容更具豐富性。 

    此外，從回饋單中得知多位高二學生因為對論孟這門課缺乏學習動機，而淪為囫圇

吞棗的背誦，導致上學期成績未達標準，而在暑假期間進行補考或接受重補修的課程。

經過回饋單五等量表的統計後，大部分學生在上完概念構圖教學及創作之後，有逐漸產

生在《論孟選讀》上的學習成效及興趣，因此，在教導學生精讀文本之外，應以概念構

圖來訓練學生統整知識之能力，以有效提升學生的學業成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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