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參 課堂教學 以〈賣油翁〉為例

一、逐步釋放學習責任

　　閱讀理解策略的教學模組，是一種逐步釋放學習責任的教學策略，在一個個步驟中，在一

次次搭鷹架、撤鷹架中，讓學生逐漸具備獨立閱讀的能力。因此，雖然這是一個完整的教學步

驟，但是並不代表每一次、每一課都需要從頭到尾走過一次完整步驟。有些文本較簡單，只需

要進行前面兩、三個步驟就可以理解文意。而當學生初次接觸文言文本時，亦可視其能力調整

教學，例如：有些學生可能在「圈補主詞」部分需要多練習，其他部分就可由教師講述教學，

一方面節省上課時間，另一方面也不會讓學生太過受挫。

　　舉例來說，學生初次遇到的文言散文大多會是〈兒時記趣〉，雖然完整的「文言文轉譯策

略」共包含「切分句意」、「圈補主詞」、「還原省略」、「替換詞語」、「換句話說」五個

步驟，但實際教學時，筆者會將重心先放在此步驟的前三個部分：「切分句意」、「圈補主

詞」及「還原省略」。因〈兒時記趣〉內容有趣，文句不難，且「角色」不多，所以非常容易

操作「圈補主詞」。

　　另外，〈賣油翁〉一文則預計將出現在康軒版一下（110版），經過〈兒時記趣〉的洗
禮，基本上大部分的學生對「切分句意」及「圈補主詞」已有概念，而〈賣油翁〉一文的「角

色」也不複雜，因此，教師可將教學重點改放在「圈補主詞」、「還原省略」及「替換詞語」

等三個步驟，並且以「替換詞語」的「詞彙策略」為主。

二、〈賣油翁〉的「文言文轉譯策略」教學模組

　　閱讀白話文本與閱讀文言文本時，使用的閱讀理解策略會有所不同嗎？其實，無論白話文

或文言文，閱讀理解的教學模組架構都是相同的，只是文言文多了「句意理解」的門檻罷了。

因此，完整的文言文閱讀理解教學模組應該是這樣的：

　　段落理解、全文統整、寫作技巧等，一樣需要使用「推論」、「自我提問」等不同的閱讀

策略，下文即在此一架構下，聚焦於「文言文轉譯策略」詳細說明。

標題預測 全文概覽 段落理解 全文統整

文言文轉譯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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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題預測 全文概覽 文言轉譯 段落理解 全文統整

（一）標題預測

　　根據〈賣油翁〉一文的標題，顯而易見，作者將文本的主角（亦可說是作者主觀上的認同

偏向），重心放在「賣油翁」其人、其言上。或者，在「全文統整」的階段可以試著讓學生討

論看看「如果本篇題目變成『陳康肅公傳』，又該如何改寫？」並可與〈五柳先生傳〉進行比

較閱讀。

（二）全文概覽

　　本文是故事體，因此以學生應該在白話文課次就已操作得十分熟悉的「摘要重點」著手：

1. 關鍵詞5W1H：請學生找出故事裡的人、事、時、地、物。

2. 繪製「故事線」圖： 找出故事裡的「開始」（事件背景）、「發展」（事件過程）、「高
潮」（故事轉折或問題解決處）及「結束」（故事結果）。

〈賣油翁〉故事線圖

  2021年 1月 1日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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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全全文文概概覽覽  

    本文是故事體，因此以學生應該在白話文課次就已操作得十分熟悉的

「摘要重點」著手： 

11..關關鍵鍵詞詞 55WW11HH：：請學生找出故事裡的人、事、時、地、物。 

22..繪繪製製「「故故事事線線」」圖圖：：找出故事裡的「開始」（事件背景）、「發展」（事

件過程）、「高潮」（故事轉折或問題解決處）及「結束」（故事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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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言文轉譯策略―圈補主詞與還原省略

標題預測 全文概覽 文言轉譯 段落理解 全文統整

切分句意 圈補主詞 還原省略 替換詞語 換句話說

一　陳康肅公善射，當世無雙，公亦以此自矜。

二　嘗射於家圃，有賣油翁釋擔而立，睨之，久而不去，

見其發矢十中八九，但微頷之。

三　康肅問曰：「汝亦知射乎？吾射不亦精乎？」

　　翁曰：「無他，但手熟爾。」

　　康肅忿然曰：「爾安敢輕吾射！」

　　翁曰：「以我酌油知之。」

　　乃取一葫蘆置於地，以錢覆其口，徐以杓酌油瀝之，

自錢孔入，而錢不濕。

　　因曰：「我亦無他，惟手熟爾。」

　　康肅笑而遣之。

高潮

翁公 翁

公射箭技術

翁翁

汝射 汝

翁

油

翁 翁

翁 我

圈補主詞 還原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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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謂「圈補主詞」，同時包含了「圈」、「補」兩個動作。一開始可以先用提問提醒學

生：「想一想，什麼時候要『圈』？什麼時候要『補』？」藉此提示學生：文言文的句子，很

多時候會省略主詞。而在「圈補主詞」的步驟中，學生在本文第一段（自然段）所遇到的學習

難點可能為「當世無雙」，第三段（自然段）則是「無他」、「自錢孔入」兩句。

　　而「還原省略」，雖多以還原「代詞」為主，但有時也要留意句中被省略的內容，如：

「發矢十中八九」的「十中八九」，省略了「箭」一字，或是「但微頷之」及「徐以杓酌油瀝

之」的「之」。

　　這兩個步驟完成後，可以讓學生觀察並總結：句中省略的主詞、代詞，通常是怎麼找到

的？（參考答案：梳理前後句子的脈絡，省略的部分通常不會距離太遠）

　　課堂的教學實務則是在黑板上直接進行「圈補主詞」及「還原省略」的分組討論，討論方

式如下：

切
分
句
意

視文句分量斟酌討論的句數。例如：自然段一、二可以作為一次討論的

分量，或視學生狀況分別處理，而自然段三則可依文意脈絡分為二到三

個部分（見淡藍色的線）

圈
補
主
詞

(1) 分組討論自然段一、二的「圈補主詞」—限時6分鐘

(2) 抽籤請各組學生到黑板上「圈補主詞」—白色粉筆

(3) 完成後，各組進行「偵錯」—黃色粉筆

    （答對兩倍分數，錯了倒扣一半→防止學生「亂槍打鳥」用猜的）

(4) 最後，教師做總評講解—紅色粉筆

還
原
省
略

(1)「還原省略」的步驟是先找「代詞」，再找句子中「被省略的詞」。

(2) 其餘則按上述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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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圈補主詞」與「還原省略」是學生較為熟悉的部分，因此，本課即可加入新的教學

重點「替換語詞」，並順便導入新的閱讀理解策略―詞彙策略。「替換詞語」的教學，可以

有以下兩種方式：

1. 簡易版： 請學生翻開課本，並將課本裡有注釋的詞，用螢光筆畫記於講義上，並詳細閱讀。

2. 進階版： 如果學生已能掌握較多文言詞語的解釋（如國三），也較熟悉「詞彙策略」的操作
方式後，教師可斟酌只給一、兩個生難詞語的注釋，無需完全對照課本（因為課本

注釋向來只會多不會少）。

　　以本課來說，因為是學生才第二次遇見的文言文本，因此選擇「替換詞語」的「簡易版」，

操作步驟如下：

切分句意 圈補主詞 還原省略 替換詞語 換句話說

替
換
詞
語

(1)將課本提供的注釋，用螢光筆畫記到講義上，並詳讀。

(2)請學生使用藍筆圈出還是不懂的生難字詞。

(3) 組內討論後，將還是無法處理的生難字詞畫記到黑板上。

  ①徵求別組的解釋，並共同討論。
  ②討論過程中，可以慢慢歸納出一些詞彙策略（見下頁說明）。
(4) 至於文本中的介詞，例如：「以」此自矜、嘗射「於」家圃、

「以」錢覆其口等，可以由教師直接講述教學。

換
句
話
說

(1) 小組討論自然段一、二的白話翻譯。

(2) 抽籤讓學生一句、一句發表討論結果。

(3) 請學生將翻譯用藍筆或黑筆寫在講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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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看部首推類別： 從生難字詞的部首判斷其可能帶有什麼樣的意思。例如：本文「睨
之」的「睨」字為「目部」，可見應是個和「看」或「眼睛」有關的

動作。

2. 添字補詞（造詞）： 從生難字詞去聯想，用添字的方式造詞。例如：本文「釋擔而
立」的「立」字，可以延伸想到「站立」一詞。

3. 詞語結構（詞性判斷）： 從生難字詞全句句型來判斷其詞性，並推測字詞意義。例
如：本文「但微頷之」的「頷」字，本義是「下巴」。然而

就句型來看，此字應為「動詞」，因此可以合理推測此處的

「頷」字使用了轉品修辭，代表與「下巴」相關的動作―

點頭。

4. 以短語解釋語詞（找脈絡）： 例如：本文「嘗射於家圃」的「嘗」字：備「嘗」艱辛
―經歷、品「嘗」―用嘴辨別滋味、未「嘗」如此

―曾、曾經。由上下文的脈絡可以推論，「曾經」的

意思套回文本中較為通順。

5. 以今語釋古語： 直接以現代用語來解釋生難字詞的意思。例如：本文「爾安敢輕吾
射」的「爾」字及「汝亦知射乎」的「汝」字，翻譯成現代用語，就

是「你」。

6. 連結背景知識： 從文章中找出與過去所學有關的字詞，並推測字詞意義。本文較無明顯
可連結背景知識的詞彙，勉強舉例說明：從「陳康肅公」的「公」字，

推測他是「官」，從「賣油翁」的「翁」字，推測他是「平民」，並據

此推測「笑而遣之」的「遣」字有上對下「打發」、「派發」的意義。

連結
背景知識

詞語結構
（詞性判斷）

看部首
推類別

添字補詞
（造詞）

以短語
解釋詞語
（找脈絡）

以今語
釋古語

詞彙
策略

詞彙策略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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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課後練習

一、回家作業

　　經過課堂上的討論與練習，為了趁著學生印象最鮮明的時候，再次加深記憶，因此，當天

的回家作業即是：將自己在課堂上寫下的白話翻譯，對照範本翻譯（備課用書皆會提供，教師

可以另外分段印出），將有出入之處，用綠筆（或紫筆、橘筆等醒目顏色的筆）寫下。這個作

法有兩個好處：

□ 下課後馬上複習當天所學，加深記憶更熟練
□  課堂上的翻譯通常只求「信」、「達」，對照範本翻譯，學生可以學到如何使用優美詞
彙，以臻「雅」境。

二、課後評量

　　在完成全篇文本翻譯後，筆者通常會在下課前十分鐘，利用課本後面所附的「應用練習」

實施簡易評量，以作為該課進行下一階段課程―「段落理解」、「全文統整」教學的微調依

據。因為課本「應用練習」所附的題目多為基礎題，所以很適合在全篇翻譯討論完後，衡量學

生對於文本的熟悉度及其學習成效。

  2021年 1月 1日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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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課後後練練習習  

一一、、回回家家作作業業  

  經過課堂上的討論與練習，為了趁著學生印象最鮮明的時候，再次加深

記憶，因此，當天的回家作業即是：將自己在課堂上寫下的白話翻譯，對照

範本翻譯（備課用書皆會提供，教師可以另外分段印出），將有出入之處，

用綠筆（或紫筆、橘筆等醒目顏色的筆）寫下。這個作法有兩個好處： 

下課後馬上複習當天所學，加深記憶更熟練 

課堂上的翻譯通常只求「信」、「達」，對照範本翻譯，學生可以學到如

何使用優美詞彙，以臻「雅」境。 

 

二二、、課課後後評評量量  

  在完成全篇文本翻譯後，筆者通常會在下課前十分鐘，利用課本後面所

附的「應用練習」實施簡易評量，以作為該課進行下一階段課程 「段落

理解」、「全文統整」教學的微調依據。因為課本「應用練習」所附的題目

多為基礎題，所以很適合在全篇翻譯討論完後，衡量學生對於文本的熟悉度

及其學習成效。 

切分句意、圈補

主詞、還原省略

在這個部分註記 

課堂上使用藍筆 

，寫下討論後的

翻譯 

畫記課本有的

注釋 

回家後使用橘筆 

，對照範本翻譯 

，寫下不同之處 

橘筆

藍筆

畫記課本

有注釋的字詞

▲學生實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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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結語：獨立閱讀，閱讀有方

　　有了詞彙策略，是否還需要「背注釋」呢？討論這個問題之前，可以先看看國小低年級如

何進行詞彙教學。小一學生是由「口語詞彙」轉變為「書面詞彙」（即「識字」）的重要啟蒙

期，在累積書面詞彙的過程中，隨著詞彙的豐富與增加，學生可以因為詞彙區辨能力的增長而

增加閱讀的精準度。因此，對於有著另一套詞彙解讀系統的文言文而言，文言文書面詞彙的累

積，當然也是文言轉譯的基本功，書面詞彙的「內功」越深，詞彙策略越能發揮功效。

　　如前所述，「文言文轉譯策略」雖然是一個完整的方法、步驟，但是並非一時、一課可以

完全熟練的。因此，在衡量上課時間、課程進度與學生程度的狀況下，彈性調整有其必要。也

或者，可以遵循策略教學的歷程緩步操作。以筆者來說，並不是每堂課都會用分組的模式進

行，尤其越接近國三，分組的機會越少，即使是分組，也會使用「同質性分組」，提供差異化

的學習任務。

　　看似複雜且細節處處的策略教學，會不會很耗費上課時間呢？不可否認的，會！能力培養

的過程的確十分耗時間，尤其學生一開始是完全沒有概念的，為了引導他們思考，而用提問與

討論的方式進行，肯定比直接講述費時得多。

　　不過，有些投入急不得，有些事情急不來，雖然一開始的確較耗心力，但一旦學生養成了

文本思辨的習慣與獨立閱讀的能力後，那些在課堂上所激盪出來的光彩與美好，那閃閃發亮的

眼神與自信的樣貌，也是筆者一直珍惜且堅持至今的重要原因。更重要的是，如果在國一就打

好基礎，到了國二，還可增加「班書閱讀」、「文青筆記」、「讀報討論」等多元閱讀的課

程，而到了國三，課程推進的速度更是可以快上數倍，至於這些節省下來的時間，當然就可以

拿來複習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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