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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論理論理論理論 

前提前提前提前提 

如果你具備段落閱讀能力，你就具備了章節閱讀能力，因為章節不過

就是段落的組合；如果能讀好一個章節，你便能讀好一本書，因為一

本書不過就是章節的組合。 

 

有目的的閱讀有目的的閱讀有目的的閱讀有目的的閱讀 

有技巧的讀者不盲目閱讀，而是有目的地進行閱讀，他們會擬定閱讀

計畫及目標。他們閱讀時的目的及文章性質決定他們的閱讀方法。因

為目的不同，這些人會視情況來改變他們的閱讀方法。當然，閱讀差

不多都有一個共通目的：了解作者想說些什麼？ 

 

閱讀時，我們將文字轉換成意義。作者在寫作時用文字來表達其想法

及體驗；讀者面對相同的文字時，要以自身的想法及體驗，還原作者

的本意。精凖地翻譯文字是一組結合分析、評論及創造的行為，不幸

的是，只有少數人精於翻譯；只有少數人可以正確地反映出作者的想

法。大部分的讀者在閱讀時，投射了自己的想法，最後在不知情的情

況下扭曲了或是逾越了原作的意思。教育家霍勒斯曼（Horace Mann）

在 1838年曾寫到： 

 

「我花了許多心力，參考許多資料與數據，精確地了解到，在學校課

堂上，閱讀應是一種心智思考與感覺的活動，也了解到實際上，閱讀

往往淪為口舌等器官的無謂作聲。我的資料主要來自於各學校委員會

的報告，這些委員當然不會無故貶低他們所督導的學校；但實際的狀

況是，超過九成上閱讀課的學生，不了解他們所閱讀的文字；因此，

作者的想法與無法傳達給讀者，作者的感受無法引發讀者的共鳴。」

（1838年呈麻塞諸塞州教育委員會第二份報告） 

 

一般而言，閱讀是為了瞭解作者寫作的目的；文章的性質與閱讀的目

的則會進一步地影響閱讀。舉例來說：如果我們把閱讀當作消遣，那

麼是否真正瞭解文章內容則一點也不重要；以這種方式閱讀是無妨

的，只要在閱讀時自知並非全然了解文意即可。各種不同的閱讀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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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 

1. 純粹消遣：不需特別技巧。 

2. 了解一個簡單的想法：可能需要略讀文章的技巧。 

3. 獲得特定的專業資訊：需要略讀的技巧。 

4. 進入、瞭解、領會新的視界：需要精讀技巧，透過一連串具有挑

戰性的任務，以延伸我們的心智。 

5. 學習新主題：需要精讀，內化文章所蘊藏之意義體系。 

 

閱讀方法取決於閱讀內容。例如，反思型讀者（reflective readers），

在閱讀教科書時的心境，與閱讀報紙時之心境有所不同。除此之外，

反思型讀者在閱讀生物課本時，也與閱讀歷史課本時有所不同。 

 

知道了閱讀方法的多變性，我們也須了解到，不論所閱讀的文章性質

為何，閱讀有其核心方法與技巧，這些方法及技巧正是本書的重點。 

 

思考作者的用意思考作者的用意思考作者的用意思考作者的用意 

閱讀時，除了要清楚閱讀的目的之外，也要釐清作者寫作的目的，這

兩者息息相關。思考一下，面對下列主題之不同作者、不同寫作目的

時，你該如何調整閱讀的方式？ 

� 政治人物和他們的媒體顧問所製作的競選文宣； 

� 報紙主編決定那些新聞最能引起讀者的興趣，以及要如何報導新

聞才能維持讀者的興趣； 

� 廣告人及其媒體顧問所共同創作的廣告文案（用來推銷商品及服

務）； 

� 化學家的實驗室報告； 

� 小說家所創作的小說； 

� 詩人所創作的詩篇； 

� 學生所寫的研究報告。 

 

閱讀要有效率，必須把作者的寫作目的考慮在內。例如：如果你是藉

由讀歷史小說來學習歷史，最好再閱讀歷史書籍及原始史料，以便判

斷小說中的那一部份是真正的史實。小說家在作品中摻雜真實與虛

構，以達到寫作的目的，而讀者為了追求歷史真相，則必須區辨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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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虛構。 

 

繪製一張知繪製一張知繪製一張知繪製一張知識識識識「「「「地圖地圖地圖地圖」」」」 

所有知識是意義所組成的系統，這一系統有主要概念、次要概念及輔

助概念，彼此互相關聯。想像一系列的圓圈組合：小小的核心圓開始

向外分別是：主要概念、次要概念及輔助概念。由核心的主要概念來

解釋次要及輔助概念。不論何時閱讀以獲取知識，首先應該要掌握主

要概念，因為主要概念是瞭解其他概念的關鍵；而且當我們對主要概

念有初步的瞭解後，我們就能開始把整個系統納入思考範圍。在我們

一開始以這個系統的方法思考，這個系統才具有意義。 

      

 

 

 

 

     

 

 

 

 

 

 

 

 

 

基本基本基本基本概概概概念念念念：：：：在一個學科領域裡在一個學科領域裡在一個學科領域裡在一個學科領域裡，，，，仔細閱讀其相關的主要及次要概念是仔細閱讀其相關的主要及次要概念是仔細閱讀其相關的主要及次要概念是仔細閱讀其相關的主要及次要概念是

了解此學科的重要關鍵了解此學科的重要關鍵了解此學科的重要關鍵了解此學科的重要關鍵。。。。 

 

因此，一旦我們了解歷史的核心概念，我們便可以開始以歷史的角度

思考；一旦我們了解科學的核心概念，我們便可以開始以科學角度的

思考。核心概念或主要概念是了解每個知識系統的關鍵，它們讓我們

將所學習而得的東西，能夠終身受用，它們也是真正學習任何學科的

重要關鍵。 

 

輔助概念輔助概念輔助概念輔助概念 

主要概念主要概念主要概念主要概念    

次要概念次要概念次要概念次要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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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應該把在一個學科裡所學到的核心概念跟其他知識系統的核心

概念互相連結，因為知識不只存在於一個系統當中，它還跟所有其它

的知識系統相關。為了做到這一點，我們必需學習如何閱讀書本的核

心概念，以及系統定義功能。如果能夠掌握任何一套的基本概念，學

習其它的基本概念就會更加容易。學習思考一個知識系統可以幫助我

們學習思考其它的系統。 

 

例如我們研究植物學的時候，會學習到所有的植物都有細胞，這時我

們應該要把這個概念連結到(我們在研究生物學會學到的)所有的動物

都有細胞這個事實；如此一來，我們就可以開始好好思考動物細胞及

植物細胞之間相似及不同的地方。此外，我們也可以思考心理學和社

會學之間的關係。心理學主要專注在個人的行為，而社會學則是專注

在團體（群體）的行為，但是一個人的個體心理學會影響他如何跟團

體的規範相處（如何認同團體的規範），而社會團體也會影響一個人

如何處理人生中的難題及際遇，藉由閱讀兩個領域裡的核心概念並且

相互連結，我們就可以更了解心理學及社會學影響我們生活的方式。 

 

學生的知識地圖所呈現的網絡類型，代表學生對於學習過程的想法。

這個圖表可以幫助學生專注在學科的邏輯上，包括認識主要概念和論

點之間的比較與差異。教師的知識地圖則在第 7頁。 

 

避免印象式避免印象式避免印象式避免印象式的的的的閱讀及寫作閱讀及寫作閱讀及寫作閱讀及寫作 

印象式的閱讀方式，思緒會隨著聯想遊移，在段落間失去方向，讓讀

者無法區分自己的想法與作者的想法。印象式的閱讀是片段式的，閱

讀的內容會被四分五裂。同時，以印象式的方式閱讀時，讀者對於閱

讀內容不假思索，只有在所讀到的內容與自身的想法相符時，才認為

作者是正確的。印象式的閱讀是自欺的方式，讀者無法自知自身的閱

讀方式是亂了章法的；印象式的閱讀也是僵化的閱讀方式，讀者無法

自閱讀的內容中學習到任何東西。 

 

這種印象式閱讀所吸收的，無論是哪種知識，都帶著未加批判思索的

偏見、迷思以及刻板印象。它缺乏洞察力，不明白意義是如何在心中

形成，也不知道人們具反思力的心智是如何監控與評估閱讀的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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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性閱讀反思性閱讀反思性閱讀反思性閱讀 

反思性的閱讀尋求文章的意義，閱讀時關注著段落與段落間所貫穿的

內容，並且會區分作者的思想與自己的想法。反思性的閱讀是有目的

性的，它調整閱讀的方式，使之達成特定目標。它讓閱讀的內容更加

完整，因為它可以把自己本身已經掌握的概念與閱讀內容所呈現的概

念連結。反思性閱讀帶有批判性，它會以這些標準衡量所閱讀內容：

清楚條理、精準嚴謹、正確真實、適切相關、重要性、深度、廣度、

邏輯性和公正性等。反思性閱讀對新的思考方式採開放的態度，對新

的概念賦予價值，並從閱讀的內容中學習。 

 

在閱讀的同時思考閱讀在閱讀的同時思考閱讀在閱讀的同時思考閱讀在閱讀的同時思考閱讀 

具有反思能力的人，藉著反思「思考的本身」去提升其思考的能力；

同樣地，也藉由反思其如何閱讀，進而提升其閱讀能力。具有反思能

力的人，會在認知(思考)與後設認知(對思考進行思考)之間移動。當

「反思」有所進展，思考便返回到它本身，檢核其自身的運作，如此

一來，思考的基礎便能紮實。簡言之，它能提升自我，並且能夠監督

自我的行為。 

 

具思考能力者，最重要的其中一項能力就是，當他在想其他事物時，

仍同時監控、評鑑自我的思考。舉例來說，假如我知道我所閱讀的東

西對我來說很難理解，我就會刻意地放慢速度並且解釋每個句子的意

思。我把讀到的每個句子用自己的話來解釋它的意思。 

 

如果我發現我不認同作者的觀點，那我就會對文章暫時停止評斷，直

到我能確認自己對作者要表達的東西完全了解後再行評斷。我努力不

要跟一般讀者犯相同的錯誤，避免在閱讀時想著: 「我不太懂文章真

正的意思，但我覺得它是錯的！錯的！錯的！」取而代之的應該是，

試著正確地了解作者的觀點。我嘗試進入作者的觀點，對作者的觀點

保持開放，即便我不完全認同作者的觀點，我仍僅可能汲取作者的重

要見解，因為這些見解有其價值，不可僅因為不完全同意作者全部觀

點，便全部排斥作者所有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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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學生學生學生的的的的知識地圖知識地圖知識地圖知識地圖 

 

 

 

 

 

 

 

 

   

 

 

 

 

 

 

 

 

 

 

   

  

 

  

 

   

  

 

  

  

 

 

 

學習的邏輯學習的邏輯學習的邏輯學習的邏輯    

音樂 

繪畫 

雕刻 

建築 

基督教 

猶太教 

佛教 

伊斯蘭教 

儒學(孔子) 

藝術 

的邏輯 

社會學 

的邏輯 

宗教 

的邏輯 

心理學 

的邏輯 

哲學 

的邏輯 

科學 

的邏輯 

人類學 

的邏輯 

英語 

的邏輯 

歷史(史學) 

的邏輯 

物理學

的邏輯 

化學的

邏輯 

地質學 

的邏輯 

生物學 

的邏輯 

演化 

的邏輯 

人類文化

的邏輯 

句子結構 

的邏輯 

文學：小說

情節的邏輯 

1. 魯賓遜漂流記 

2. 鐵達尼號 

3. 路易斯‧布萊爾 

4. 牛頓 

5. 老人與海 

6. 推銷員之死 

7. 莫多克族 

8. 星艦迷航 

詩的

邏輯 

天文史 

的邏輯 

地理史 

的邏輯 

植物史 

的邏輯 

動物史 

的邏輯 

人類史 

的邏輯 

史前 

的邏輯 

數字 

的邏輯 

計算 

的邏輯 

代數學 

的邏輯 

幾何學 

的邏輯 

數學 

的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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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教師教師教師的的的的知識地圖知識地圖知識地圖知識地圖 

 

 

 數學與計量學科數學與計量學科數學與計量學科數學與計量學科 物理與生命科學物理與生命科學物理與生命科學物理與生命科學 

 

 

 

 

 

 

 

 

 

 

 

 

 

 

 

 

 

 

      

藝術與人文科學藝術與人文科學藝術與人文科學藝術與人文科學 社會學科社會學科社會學科社會學科 

 

此圖表轉載自約翰‧特拉帕索（John Trapasso） 

 

化學 生物學 

植物學 

地質學 

生態學 

人類學 

社會學 

歷史學 

經濟學

邏輯 

數學 

物理學 

哲學 

繪畫 

雕刻 

音樂 

工程學 

政治學 文學 

倫理學 

心理學 神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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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文章理解文章理解文章理解文章 

具有反思能力的讀者與作者的想法是互動的，在互動過程中，讀者在

腦海中重建作者的想法；要達成這個目的，讀者必須對於每個句子進

行內在的對話，咀嚼每一個句子，並且以嚴謹的方式提出下列問題： 

 

� 我可以用自己的話重述這段文章的大意嗎？ 

� 我可以從自身經驗中舉出與文章內容相關的例子嗎？ 

� 我可以用比喻或是圖表的方式說明文章的內容嗎？ 

� 我對於哪些部分已經明白？哪些部份需要澄清？ 

� 我可以將文章中的要點與其他我已了解的要點相結合嗎？ 

 

書本是教師書本是教師書本是教師書本是教師 

我們所閱讀的每一本書都是潛在的教師。閱讀是以系統性的方式，學

習書本這位老師所帶給我們最重要的意義。當我們成為好的讀者，我

們就能在書中，藉由無數的教師學習重要精義。若我們能透過仔細的

閱讀，採用所學習到的要點，我們就能在生活中有效地運用。 

 

讀自己的想法讀自己的想法讀自己的想法讀自己的想法 

你有思考的能力，但你知道思想是怎麼運作嗎？你是否意識到你有個

人的偏見，以及先入為主的看法？你是否察覺到你的想法會受到他人

想法的影響？你是否知道你思考受到成長背景以及文化的影響程度

嗎？再引申之，你能邁出你個人日常的習慣態度，並走入那些想法與

你不同的人的習慣態度嗎？你能想像有些你持守的信念是錯的嗎？

你評價自己的信念時，所用的標準是什麼？你知道要到如何去提升你

個人信念與價值嗎？ 

 

閱讀他人作品的同時，你進入他們的思想。藉由與他人的想法互通，

你可以更能發現你自身的長處和短處。要解讀自己的想法，你必須學

習如何二次思考，也就是學習以跳脫自己既有的思考方式，思考自己

的想法。然而你該如何跳脫既有的思考模式呢？ 

 

要跳脫既有的思考模式，你必須了解所有的思考模式都有八個基本結

構。當我們思考的時候，我們是在某一特定觀點內思考，這個觀點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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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在指向某個啟示與結果的假設之上。我們藉由觀念、想法、理論

去詮釋資料、事實與經驗，以找出解答、解決問題與爭議。 

 

 

 

 

 

 

 

 

 

 

 

 

 

 

思考思考思考思考:    

� 找出目的 

� 提出問題 

� 運用資訊 

� 應用概念 

� 做出推論 

� 提出假設 

� 了解意涵 

� 呈現觀點 

 

當我們了解這八個基本要素後，我們就有了強而有力的智識工具讓我

們提升思考能力。無論何時，不管我們在推論什麼，這些思想要素都

介入我們的心理運作。 

 

因此當你閱讀時，你實際上是藉著文章的字句在推論。你是為了特定

的目的而閱讀，運用你自己的觀念、想法和假設作推論，在主觀的看

法內思考。同時，你所閱讀的文章是某人推論後的產品，因此你了解

 

觀點觀點觀點觀點    參考範圍、 看法、傾向 目目目目的的的的    目標、目的 
問題焦點問題焦點問題焦點問題焦點    問題、爭議 

資訊來源資訊來源資訊來源資訊來源    資料、事實、 觀察、實驗 
詮釋詮釋詮釋詮釋、、、、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結論、 解決辦法 概念概念概念概念    理論、定義、原理、法則、原則、模式 

假設假設假設假設    預想、 理所當然 
意涵與意涵與意涵與意涵與    

結果結果結果結果    

思想要素思想要素思想要素思想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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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文中是作者的目的、作者所提出的問題、假設與概念等等。在你自

己的觀點之下，當你越能理解你自己的推論，你也就越了解別人的推

論說理。你越理解他人的邏輯，也就越理解自己的邏輯。 

 

當你能有效地在你所閱讀的內容和你所思考的東西當中來回移動

時，你將所想的去支持所讀的，並將所讀的去支持你所想的。當你閱

讀內容的邏輯比你所思考的還好時，你可以改變你的思考；當你無法

將新想法與自己的想法調和時，你也可以不接受新的想法；你明瞭你

在某些信念上可能有所錯誤。 

 

閱讀的工作閱讀的工作閱讀的工作閱讀的工作 

閱讀是一種智識工作的形式。智識工作要求在困難中願意堅持不懈，

但也許，甚至更重要的是，智識工作要求去理解，進行這項工作所必

須要具備的東西。這是多數學生未達標準之處。試想：去分析、評估

及修理一個汽車引擎的挑戰，最大的挑戰之處是了解如何去做那些需

要做的事：如何使用汽車機械工具將引擎分解，以及如何測試其中某

些特定系統。而學習以上這些知識必須要學習一個汽車引擎—即其所

代表的內燃系統是如何運作。 

 

在未接受訓練的情況下，沒有人會被期待知道如何修理一具汽車引

擎，包括其理論與實務。如果你學習「閱讀」而不瞭解好的閱讀所包

含的要素，你所學習的閱讀是貧乏的。這也就是為何閱讀對許多學生

而言基本上是被動式的活動。好似他們的閱讀理論是某些像這樣的

事：你讓你的眼睛從左到右移動，一次掃描一行，直到不知為何地，

意義以某種無法解釋的方式，自動且不費力地出現於心中。 

 

深深深深入閱讀的五個入閱讀的五個入閱讀的五個入閱讀的五個層次層次層次層次 

為了超越這種閱讀的徒勞觀點，我們必須認清：深入閱讀在於小心地

摘要文章以及內化本章中內含的重要意義。這是具高度建設性的活

動。透過智識的訓練，反思的心智以其方式運作，進入作者的想法。

這樣訓練的基礎在於深入閱讀。深入閱讀有數個層次，於此，我們強

調五個層次(或者稱為程度)。讀者並非是一直使用所有的層次，但會

依賦予的閱讀目的，從中進行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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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第一第一第一層次層次層次層次：：：：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 

將文章將文章將文章將文章段落段落段落段落逐句逐句逐句逐句用自己的話說出用自己的話說出用自己的話說出用自己的話說出 

當你閱讀時，用你自己的話陳述每一個句子的意義。請參閱附錄 A

的範例。 

第二第二第二第二層次層次層次層次：：：：解釋解釋解釋解釋 

解釋解釋解釋解釋文章文章文章文章段落的論段落的論段落的論段落的論題題題題 

1. 用一個或兩個句子陳述該文章段落的主要重點。 

2. 詳盡說明你已經陳述的內容 (例如用：「換句話說…」)。 

3. 舉例說明其意義：將狀況置於真實世界中使其具體化 (例如

用：「例如…」)。 

4. 簡化基本論題中的隱喻、比擬、圖片，或是圖表，將之與你已

知的其他意義作連結。 

第三第三第三第三層次層次層次層次：：：：分析分析分析分析 

對對對對你你你你閱讀的閱讀的閱讀的閱讀的內容內容內容內容進行進行進行進行邏輯分析邏輯分析邏輯分析邏輯分析 

你任何時候閱讀，都是在閱讀作者思考推論的產品。因此，你可以

用自己對思考要素的理解，將你的閱讀帶至更高的層次。為了達到

此目的，你可以試問自己以下的幾個問題 (順序不拘)： 

 

 

 

 

 

 

 

 

 

 

 

 

 

作者嘗試想回答的關鍵問題問題問題問題為何？ 

作者的主要目的目的目的目的為何？ 關於這個議題，作者的觀點觀點觀點觀點為何？ 作者進行推論的假設假設假設假設為何？ 作者推論的含意含意含意含意為何？ 

這個議題中， 作者進行推論所使用的資訊資訊資訊資訊為何？ 

在此文章中，最主要的推斷推斷推斷推斷或結論為何？ 

作者最基礎的觀念觀念觀念觀念為何？ 

思想要素思想要素思想要素思想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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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第四第四第四層次層次層次層次：：：：評評評評論論論論 

對對對對你你你你閱讀的閱讀的閱讀的閱讀的內容內容內容內容進行進行進行進行邏輯邏輯邏輯邏輯評估評估評估評估 

每一篇文章的寫作品質並不相同，我們藉著運用以下的智識標準來

評估我們所閱讀的內容：清楚條理、精準嚴謹、正確真實、適切相

關、重要性、深度、廣度、邏輯性和公正性。有些作者遵守了其中

幾個標準，卻也違反了其他幾個。舉例來說，作者可能很清楚地陳

述他自己的論點，但同時其使用的資訊卻不正確；亦或是作者使用

的資訊適切相關，但卻無法對議題的錯綜複雜性作出深入的思考 

(亦即內容沒有深度)；又或者是作者的論點具有邏輯性，但卻不具

重要性。因此，身為讀者的我們需要善於評估作者推論的品質，但

這只有當我們能用自己的話，正確真實地陳述作者的意思時才能夠

做得到。 

    評估作者的作品時，試回答下面的問題: 

� 作者是否清楚陳述他們的意思，或者文章是模糊不清、混亂，

或雜亂無章呢? 

� 作者是否正確真實地表達他們的論述呢? 

� 當細節有切題時，作者是否充分精確地詳述? 

� 作者是否有寫不相關的事物，因而偏離主題了呢? 

� 作者是否有深入地陳述內容，或者只是粗略帶過而已? 

� 作者是否有細想其他相關論點，或者是局限於書中的一些論點

呢? 

� 文章的內容是否一致，或是存有未解釋清楚的矛盾點呢? 

� 文章內容是否重要，還是根本就沒有價值? 

� 作者是否展現公正客觀，或是採單方面狹隘的方法呢? 

第五第五第五第五層次層次層次層次：：：：角色扮演角色扮演角色扮演角色扮演 

站在作者的立場站在作者的立場站在作者的立場站在作者的立場 

角色扮演作者是對理解度的最後測試。在本質上，我們角色扮演時

會說: 「看！我將進入作者的思維，講話如同作者一般。我會以作

者的立場，討論任何你對文章可能有的疑問，以作者可能回答的方

式回答你的問題。我會以第一人稱單數來說話，像一位演哈姆雷特

劇的演員一樣。為了達到角色扮演練習的目的，我會盡量扮演作者

到淋漓盡致。」角色扮演時，需要另一位也看過同篇文章的搭擋，

願意問你文中一些重要的問題。藉由回答這些問題，使你以作者的

邏輯來思考。這種站在作者立場回答的練習，能了解自己是否已經

明白了書中的核心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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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式閱讀結構式閱讀結構式閱讀結構式閱讀 

結構式閱讀是對一長篇文章(通常指書)之整體結構進行細讀。我們通

常會藉由書名、序言、引言和目錄來了解閱讀時所要學習的重點有哪

些。結構式閱讀有兩個主要的功能。首先，藉由結構式閱讀，我們可

以決定是否想要花時間仔細閱讀此書。第二，藉由結構式閱讀，我們

可以知道書中內容的大結構。如果我們在仔細閱讀一本書之前，能夠

先了解書中基本概念，那麼接下來在閱讀的過程中，我們比較容易了

解書中內容。整體的知識幫助我們了解其組成的各部分，而部分的知

識幫助我們更了解(包含了這些部分的這個)整體。 

 

進行結構式閱讀時，要自問以下這些問題: 

� 書的標題透露了什麼跟本書相關的資訊? 

� 書中最主要的觀念是什麼? (瀏覽完書中的引言、序言和第一章之

後，應該就要了解。) 

� 書是由哪些部分組成，而該書如何編排這些部分? (再提醒一次，

可以從瀏覽引言、序言、第一章 和/或 目錄得知) 

� 按照我的結構式閱讀法，在細讀本書時我應該追蹤哪些問題? 

 

如何閱讀句子如何閱讀句子如何閱讀句子如何閱讀句子    

閱讀句子首先必須要找出方法去陳述句子，這樣我們可以去思考句子

想要表達的想法。其他讓句子意思清楚的方法還有：詳細說明句子、

舉出例子，以及進一步引申之。 

 

找出關鍵句群的意思是要找出主導整本書走向的句群。藉由結構式閱

讀的方法我們找出關鍵段落，並將其析出為關鍵句群，爾後再析出關

鍵觀念和關鍵問題。 

 

有條理的閱讀當中一個重要的部分就是將句子連結到上下文中，檢視

這些句子如何與整篇文章相配合。當你每讀一句，你可能會問：  

� 這個句子和文章內其它句子如何相連結 

� 這個句子和整個文章的觀念有何相關性 

 

閱讀句子時都將其與其它句子互相連結，用文章的目的將句子連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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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將句子抽離上下文閱讀會造成問題，因為獨立出來的句子沒有前

後句，語句的重點可能容易被誇大。而且前後句通常都是在澄清作者

的真意或是帶出支持的論點。在閱讀文章時應該要全面性的閱讀，注

意那些容易被誇大或是錯誤的地方。 

 

如何閱讀如何閱讀如何閱讀如何閱讀文章文章文章文章段落段落段落段落 

仔細地閱讀一個文章段落涉及到我們在「深入閱讀」中提到的方法。

這些方法幫助我們找出主導這個段落的觀念或是問題。找出關鍵段落

包括要找出主導整本書的觀念或問題。而你會記得，結構式閱讀是一

個幫助我們找出關鍵段落的重要方法。 

 

所有段落的內容都應該和其它段落相關聯，如此一來我們可以看出觀

念間的邏輯連結。所有的觀念應該要構成一個意義的系統。當你從一

個段落讀到另一個段落時，自問： 

� 這個段落中最重要的觀念是什麼？ 

� 這個段落的觀念和上一個段落的觀念有什麼關聯？ 

� 全文中的所有重要觀念是如何相連結？ 

 

找出著重於重要觀念及問題的段落，將那些觀念相連在一起，可能的

話，將這些觀念與自身生活中具有意義的情況或經驗相連結。積極地

將觀念與生活情況相連結時，自問： 

� 我如何讓這個觀念和我已經瞭解的事物結合在一起？ 

� 這裡有沒有我可以在思考中運用的重要觀念？ 

� 我是否經驗過可以讓這個觀念更加清楚明瞭的狀況？ 

 

如何閱讀教科書如何閱讀教科書如何閱讀教科書如何閱讀教科書 

要成功地閱讀教科書最優先也最重要的洞悉需求，就是所有教科書都

重視「系統」，當我們內化這些系統後，這些系統可以幫助我們解決

特定的問題。教科書注重在利用特定的思考模式來思考特定的事物。

舉例來說，歷史教科書教導讀者以歷史的思維來思考過去發生的事

件；生物學教科書教導讀者以生物學的角度來觀察生物；數學的教科

書教導讀者以數學的觀念來看待數字、形狀和圖表；物理學教科書教

導讀者用物理學的視角來看質量、能量以及兩者之間的相互關係，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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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的教科書也是如此。 

 

因此，從數學教科書學習數學時，不可能不教導解數學問題的技巧；

從歷史教科書學習歷史時，也不可能不教導解開歷史問題的方法；同

樣地，從生物學教科書學習生物時，也不可能不教導解開生物學問題

的方法。因此，任何科目都可以被當作一個系統來理解，一個解開特

定一組問題的正確或合理答案的系統。我們學習化學來了解化學製品

以及他們之間如何互相作用(以回答有關化學製品的問題)；我們學習

心理學來瞭解人類的行為(以回答關於特定人類問題的疑問)，所有學

科都能以此種方法來理解，所有教科書都能以此方式來閱讀。 

 

大部分的教科書都會以導讀章節或序言來介紹該學科領域：何謂生物

學？何謂物理學？何謂歷史？對讀者而言仔細閱讀導讀章節非常重

要，因為對該領域一無所知的讀者可以從中學到該領域的基礎概念。 

 

一旦我們從導讀章節中學習到整個領域的基礎概念後，就可以開始思

考該學科領域的事物。舉例來說，當有了物理學的基礎概念後，我們

就可以開始思考物理學的相關事物。我們可以思考一些物理學問題，

或是辨別和物理學相關的資訊。閱讀導讀章節對於閱讀教科書中其餘

章節很重要，因為如果我們對於該領域沒有大略清楚概念時，我們將

無法讓其餘的章節相互聯結。 

 

閱讀策略不應該是：整體、部份、部份、部份……這樣子讀；而是要：

整體、部份、整體、部份、整體、部份……這樣子讀。我們首先以文

章整體的基本(儘管是導論性的)概念為依據，然後將每一個部份(每一

個其後的章節)連結至整體，進而透過整合各部份來融入整個閱讀內

容，以理解文章的整體。我們把文章整體視為綜合的工具，將我們對

各部分的知識當做分析的工具。 

 

以深入閱讀章節中所提到的多種深入閱讀層次為例，對於深入閱讀教

科書的第三級，可使用附錄 C所提供的範例：分析教科書中的邏輯。

對任何一本基礎生物學課本進行「第三級深入閱讀」所產生，生物學

的全面性邏輯之範例則在附錄 D中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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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閱讀報紙如何閱讀報紙如何閱讀報紙如何閱讀報紙 

(國內和國際新聞國內和國際新聞國內和國際新聞國內和國際新聞) 

為了善於閱讀新聞，你必須先了解，每一個社會和文化皆有其獨特的

世界觀。這會影響他們所看到的事物和如何看待它。世界上各文化的

新聞媒體都反映出本身文化的世界觀。假設有兩個人要報導你的生平

事蹟：一個是你的知己，一個是你的死對頭。你的知己可能會強調你

的正面言行；你的大敵也許會著重在你的負面事蹟。他們都會認為自

己完全是據實以報。 

 

如果你了解這一點，你便能運用同樣的原理來了解世界上的國家製作

的新聞。任何國家的新聞媒體都會強調該國的正面形象；針對敵國則

著重在負面報導。身為批判性的新聞讀者，要採中立的立場。所以，

若你是法國人在法國閱讀法國報紙，你必須閱讀小字的新聞內文，去

找出被抑制或掩藏有關法國的負面內容。若你正在讀一份法國敵國的

報紙，同樣地，你必須糾正其單邊片面性說詞(可預期對法國會有的

負面報導)。 

 

現今，全球絕大部份未受批判性閱讀訓練的人，都被該國新聞媒體牽

著鼻子走。學習如何批判性地閱讀新聞，你可從閱讀我們名為「如何

看穿媒體偏見與宣傳」的指南著手。此書著重在如何： 

� 以多方觀點解讀時事。 

� 除了大眾傳媒外，尋找多樣思想和資訊的來源。 

� 鑑別新聞記事中所持的觀點。 

� 透過覺察報導如何被寫成，從多元觀點出發，在心中重寫(重新建

構)新聞。 

� 從新聞本身的清楚條理、正確真實、適切相關、深度、廣度、以

及重要性來評估之。 

� 鑑別一則新聞中相互牴觸和矛盾之處(通常是在同一則報導中)。 

� 鑑別一篇報導所提供的題材和導向。 

� 鑑別一則新聞報導中遭隱瞞和忽略的事實。 

� 有系統地找出贊同與不贊同兩方的觀點。 

 

以上是批判性的新聞讀者所使用的一些技巧。為掌握大眾傳媒對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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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的觀點造成的影響，你必須學會看穿媒體的偏見，並同時欣賞少

數異議和主流的觀點。唯有使用平衡的法則你才能獲得合理的結論。

現在，鮮少有人能發揮這些技巧進行運用。 

 

如何閱讀社論如何閱讀社論如何閱讀社論如何閱讀社論 

為了善於閱讀社論，首先你必須了解，社論作者的目的是為了爭議性

議題的一方做出簡潔的論述。他的目的並非為了顧及全面的觀點，或

是做研究論文或報告的作者該做的事。多數人用以下的方法來閱讀社

論：如果作者辯護的是他們所相信的內容，他們就稱讚這篇社論。要

是作者批評的是他們所相信的內容，他們就抨擊這篇社論。因此，他

們便無法透過與自己意見相左的人來提昇洞察力。大部分的人既固執

己見又故步自封，無法從多種角度去看事情。還有不少觀點是他們所

不曾檢視、賞析並用來看這個世界的。 

 

相反的，批判性的讀者了解自己過去已經犯的錯，現在也可能重蹈覆

轍。他們了解忠言逆耳的道理，同時也了解自己可能因個人好惡而產

生偏見。我們該學習這種開闊的心胸並將其應用在社論閱讀－特別是

那些令我們最反感的社論上。我們必須學習如何走出自己的觀點，進

入不一樣的看法。 

 

當然，我們不應該假設自己國家報紙上的社論能提供我們全方位觀

點。我們僅能預期這些報紙所提供給我們的觀點，是在這個社會中主

流讀者看法的範圍之內。報紙的目的不是為了教育讀者關心國際觀點

和異議，而是為了謀利，而報紙也只有當它能迎合讀者的信念和偏好

時才能獲利。所以，報紙鮮少與社會大眾的主流意識唱反調，當真的

如此做時，他們會強調這些是少數的意見。 

 

批判性讀者閱讀社論時都抱持著平等的同理心。他們藉由閱讀發掘和

吸收廣泛的觀點，尤其是那些易被主流文化忽略的觀點。批判性讀者

找出異議的媒體來源，增廣視野，同時避免民族優越感和社群中心主

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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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自己閱讀的主人當自己閱讀的主人當自己閱讀的主人當自己閱讀的主人：：：：作標記作標記作標記作標記 

當你還是個小學生的時候，老師可能教你別在書上寫字；因為除了你

之外，之後可能還有別的學生要用你的書，所以必須保持書頁乾淨。

但是，當你擁有一本書，而且內容較為艱深時，則狀況將有所不同。

深入閱讀要求 A)藉著對文章的意義作出特定的結論而與文章進行互

動；B)在閱讀的同時寫下自己的想法；C) 將重要的想法與我們已經

了解且運用的想法作連結。 

 

在深入閱讀時，其中一個好方法就是邊讀邊作記號，像是標示出重要

的見解、問題、假設、含意、觀點、疑問及疑慮。作記號有很多種方

法，但最好的方法還是發展出一套屬於自己的方法。以下是一些標記

的概念，對於發展出一套屬於自己的標記方法會有所幫助。一開始只

要用幾個記號就好，逐漸適應後可以再增加記號使用的種類。 

1. 把重要的概念圈起來並在其定義下劃線：閱讀時圈出基本的想

法，並劃出作者對這些想法所下的定義。然後在兩者之間畫一條

線，這樣就會記得兩者之間的關係。(基本的想法是用來解釋其他

大部分的想法。如果對字詞有任何不清楚的地方，請查詢好的字

典。) 

2. 在重要結論旁標上驚嘆號：你可以用一個驚嘆號表示一個重要的

結論，用兩個驚嘆號表示更重要的結論，用三個表示非常重要的

結論 (!,!!,!!!)。 

3. 只要有不懂的地方就在旁邊標上問號：閱讀時，要經常問自己：

我了解作者要表達什麼嗎? 一旦有不了解的地方，記得在空白處

寫下問題或是標上問號(?)。 多讀了一些後，再回過頭來看看是否

已能回答這些問題。 

4. 標記重要問題及議題：通常在一本書中的每個章節都會有個潛在

的主要問題或議題。用縮寫 prob. 標記出來。 

5. 標記重要資訊、數據或證據：當你看到作者用來支持其結論的資

訊時，把它圈起來，並在頁緣標上 info.、data、evidence。 

6. 當你注意到作者的觀點時，在頁緣作紀錄：使用這個縮寫 POV. 

7. 當你注意到作者最有問題的假設時，在頁緣作紀錄：使用這個縮

寫 assump. 

8. 當你注意到文中最重要的思考含意時，在頁緣作紀錄：使用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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縮寫 implic. 

9. 當你自己的想法出現時，有條理地去闡述它：可在頁緣空白處、

書末的空白頁，或是章節末的空白頁寫下自己的想法。寫下越多

想法就越能了解自己和作者想法之間的關聯。當然，要注意的是，

在透徹理解作者的想法之前，不要否定作者。 

10. 圖示重要概念以及它們之間如何連結：閱讀中想闡明整個概念

時，用圖示來表示各個概念之間相互的關係是個不錯的方法。如

果你的作圖變得太複雜且需要更多空間時，可以使用書前或書末

的空白頁。 

 

標記及縮寫標記及縮寫標記及縮寫標記及縮寫 

圈出字詞   基礎概念或其他重要的概念 

def. (definition 定義)   重要定義 

!, !!, 或或或或 !!!      重要結論 

?   讀者不清楚的地方 

prob. (problem 問 題 ) 或

issue (議題) 

 

 

 作者所提出的關鍵問題或爭議 

info.(information資訊)、data 

(數據)或 evidence(證據) 

  關鍵訊息 

POV. (point of view)   關鍵觀點 

Assump. (假設)   對作者提出的假設有疑問 

Implic.(implication 含意)   關鍵的含意或結論 

在頁緣或額外頁面標記   記錄讀者的想法 

圖示   由讀者畫出，呈現各個重要想法間 

 的相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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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閱讀透過閱讀透過閱讀透過閱讀來來來來學習學習學習學習 

良好的學習必須透過良好的閱讀。良好的閱讀應該是重質不重量。

在應該閱讀「質」好的內容當中，指的是一些很實在的文章，這些

文章包含許多重要的概念、這些文章將我們的思想建立在有力的概

念上。如同之前提到的，完全以閱讀來教育一個人是相當有可能的。

如果一個人能透過難懂的讀物而學習，融會貫通各方看法、內化重

要的想法並將之應用到生活中，那麼完全依靠閱讀的教育方法就行

得通。 

 

然而，一個人不透過閱讀來不斷地學習，無法成為一個有教養的人。

為什麼這麼說呢？這是因為教育是一個始於學校的終身學習過程。如

果不持續將新的想法與思想中既有的想法相互融合，舊有的想法會停

滯不前且僵化。 

 

透過閱讀了解思想系統透過閱讀了解思想系統透過閱讀了解思想系統透過閱讀了解思想系統  

有訓練的閱讀指的是以閱讀來了解思想的系統。了解思想系統是指掌

握所有想法的基本結構。這在之前解釋過的深入閱讀的第三層次要素

中可明顯看到，閱讀是為了了解文章的目的和目標，為了知道各種疑

問、問題和議題，為了收集資訊和數據，為了理解概念、理論和想法，

為得到解釋和結論，為了解各種假設，了解各種含意和結果，以及為

了各種不同的觀點。以經過訓練的方法進行閱讀的能力，讓你可以駕

馭閱讀。你不單純只是讀，當你閱讀時你也是在建構思想的系統。 

 

在學科範圍內閱讀在學科範圍內閱讀在學科範圍內閱讀在學科範圍內閱讀  

閱讀各類的學科時，你必須認知到所有的學科(可以被研讀的科目)事

實上都是思想系統，有些往往是系統的系統。因此，一個科學思想構

成一個大規模的思想系統(與其他的思想系統成對比，例如道德思

想)。但是科學身為一個大規模的思想系統，其中也包含了次系統(物

理、化學、生物、生理學等等)。所以科學是一個由眾多系統所形成

的系統 

 

但是不像科學裡各類基礎學科有共通的基本原理支配科學的思考模

式，某些系統在一個特定學科之中是互相衝突的。舉例來說，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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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學和經濟學包含各種相互衝突的學派。 

    

要成為一個有效率地在不同學科內進行閱讀的讀者，你都必須學習如

何去辨識該科目是屬於相互支持的思想系統(像是數學和科學)，還是

互相衝突的思想系統(像是哲學、心理學和經濟學)。如果你是在一個

合諧的思想系統領域中，你的任務就是去掌握那些系統並看看它們是

如何相互支持的。如果你是在一個相互衝突的思想系統領域中，你的

任務就是藉由探索的方式，掌握那些系統並看看它們如何衝突。當

然，在觀察相互衝突的系統如何排擠其他系統時，你也會發現這些相

互衝突的系統相互重疊的部份。思想系統間很少是全然且絕對相衝突

的。你會發現所有學科中存在著相互衝突的系統，這些學科也會有相

互競爭的思想學派。 

 

深入閱讀深入閱讀深入閱讀深入閱讀的技巧的技巧的技巧的技巧  

這本指南的後半部份是由一系列重要文章當中的節錄所組成。所有節

錄的部分都値得仔細去閱讀。我們只會對閱讀的前四個層次例示。第

五個層次的角色扮演，包含了口語表達。如果要進行口語的練習，我

們就必須要建構一個由一位或多位虛構的文章作者和假定的提問者

之間想像性的對話。我們將這個機會留給讀者。 

 

在每篇節錄文章中，我們會選擇性提供深入閱讀的前四個層次。我們

對所有練習文章提供的是深入閱讀的基礎—稱之為初步閱讀。初步閱

讀始於你將作者的文字轉換成你自己替代的文字。換句話說，就是你

將作者的文字與想法變成你自己的文字。你的轉換只有在你的文字能

抓住原文的重要意義時才算成功。如果你所重現的文字讓原文意思開

展，或者至少能夠開始開展，那樣初步閱讀就算成功。 

 

因此，如果我們讀到這個句子，「民主是指由人民所治理」，我們用自

己的話重述可能是「一個國家只有當所有人民在政治過程中都擁有相

同的力量以及潛在的影響力時，那個國家才是民主的。」這樣的重述

開展了原文的意思，因為其指出在評估國家民主程度時我們可能遇到

的問題。舉例來說，「國家是否有限制財力的影響力，讓人民不能用

自己的財力在政府做決策的時候發揮不適當的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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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對文章段落進行第二次閱讀時，建議您用自己的話陳述、詳細說

明、舉例和進一步引申這個段落的論這個段落的論這個段落的論這個段落的論題題題題。 

 

在第三次閱讀的時候，建議您確認作者的目的，然後陳述： 

� 段落中最重要的疑問、問題或議題 

� 段落中最重要的資訊或數據 

� 段落中最基本的結論 

� 段落中最基本的概念、理論或想法 

� 段落中最主要的假設 

� 段落中最重要的含意 

� 段落中的觀點 

 

在第四次閱讀的時候，建議您從九個基本智識標準的觀點來評估文

章：清楚條理、精準嚴謹、正確真實、適切相關、重要性、深度、廣

度、邏輯性和公正性。 

 

在後面節錄的文章中，文章會出現兩次，第一次出現的文章沒有解

讀，第二次出現的則有我們的解讀。建議您在閱讀書中提供的解讀（在

緊接著的部份）之前，先完成你自己的解讀：「用自己的話重述」。不

要將我們提供的解讀當作是正確答案，而是當作段落合理的解讀。要

知道，去正確重述一個句子總有一種以上的方法！ 

 

我們建議，當你不確定如何用自己的話去表達一個詞組或句子的時

候，就去查字典或辭典。別匆匆帶過解讀的過程。不然就在每個詞組

上面下功夫，直到您確信自己已經可以精確掌握其原本的意思。用自

己的話重述的技巧是深入閱讀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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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習練習練習練習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以自己的文字重述以下的閱讀內容，測試自己是否理解文章。

將自己的閱讀和「初步閱讀：用自己的話重述」」」」之後的解讀範例做

比較。如果你還不清楚如何用自己的話重述，請參考附錄 A的範例。 

 

練習一練習一練習一練習一：：：： << << << <<獨立宣言獨立宣言獨立宣言獨立宣言>>>>>>>> (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背景知識背景知識背景知識背景知識：：：：為了對獨立宣言裡的摘錄有個概念，你必須知道獨立宣言

是由大陸會議所通過的政治宣言的一部份。在 1776年 7月 4 日，大

陸會議宣佈北美英屬十三個殖民地脫離英國獨立。 

在有關人類事務的發展過程中，當一個民族必須解除其和另一個民族

之間的政治聯繫並在世界各國之間依照自然法則和上帝的意旨，接受

獨立和平等的地位時，出於對人類輿論的尊重，必須把他們不得不獨

立的原因予以宣佈。 

我們認為下面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 : 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賦予

他們若干不可剝奪的權利，其中包括生命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

利。為了保障這些權利，人類才在他們之間建立政府，而政府之正當

權力，是經被治理者的同意而產生的。當任何形式的政府對這些目標

具破壞作用時，人民便有權力改變或廢除它，以建立一個新的政府 ;

其賴以奠基的原則，其組織權力的方式，務使人民認為唯有這樣才最

可能獲得他們的安全和幸福。為了慎重起見，成立多年的政府，是不

應當由於輕微和短暫的原因而予以變更的。過去的一切經驗也都說

明，任何苦難，只要是尚能忍受，人類都寧願容忍，而無意為了本身

的權益便廢除他們久已習慣了的政府。但是，當追逐同一目標的一連

串濫用職權和強取豪奪發生，證明政府企圖把人民置於專制統治之下

時，那麼人民就有權利，也有義務推翻這個政府，並為他們未來的安

全建立新的保障。 

初步閱讀初步閱讀初步閱讀初步閱讀：：：：用自己的話重用自己的話重用自己的話重用自己的話重述述述述 

在有關人類事務的發展過程中，當一個民族必須解除其和另一個民族

之間的政治聯繫， 

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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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在世界各國之間依照自然法則和上帝的意旨，接受獨立和平等的地

位時， 

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  

 

出於對人類輿論的尊重，必須把他們不得不獨立的原因予以宣佈。 

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 

 

我們認為下面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 : 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賦予

他們若干不可剝奪的權利，其中包括生命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

利。 

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 

 

為了保障這些權利，人類才在他們之間建立政府，而政府之正當權

力，是經被治理者的同意而產生的。 

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 

 

當任何形式的政府對這些目標具破壞作用時，人民便有權力改變或廢

除它， 

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  

 

以建立一個新的政府;其賴以奠基的原則，其組織權力的方式，務使

人民認為唯有這樣才最可能獲得他們的安全和幸福。 

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  

 

為了慎重起見，成立多年的政府，是不應當由於輕微和短暫的原因而

予以變更的。 

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  

 

過去的一切經驗也都說明，任何苦難，只要是尚能忍受，人類都寧願

容忍，而無意為了本身的權益便廢除他們久已習慣了的政府。 

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  

 

但是，當追逐同一目標的一連串濫用職權和強取豪奪發生，證明政府

企圖把人民置於專制統治之下時，那麼人民就有權利，也有義務推翻

這個政府，並為他們未來的安全建立新的保障。 

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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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第一層次範例閱讀第一層次範例閱讀第一層次範例閱讀第一層次範例：：：：解讀解讀解讀解讀    

在有關人類事務的發展過程中，當一個民族必須解除其和另一個民族

之間的政治聯繫， 

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政治」上的安排(政府的形式)不是永恆不變。有

時侯廢除舊政府再重新安排，是十分重要的。如果這是真的話，

有些人會從以前聯結的民族中獨立出來。 

 

並在世界各國之間依照自然法則和上帝的意旨，接受獨立和平等的地

位時， 

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沒有政府可以支配其他政府，但所有政府都應享有

同等地位(是「分開」且「平等」)。一個民族宣稱自身從其他民

族 (以前他們曾經參與的民族)中獨立出來，是基於「自然法則」

完全自然的行為。所以十三個州是基於自然法則所賦予的權利起

義，並且聲明自己以獨立平等的地位擠身於各國之列。 

 

出於對人類輿論的尊重，必須把他們不得不獨立的原因予以宣佈。 

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但是當一民族決定和另一民族斷絕關係且建立其國

家時，他們應該尊重世界上其他國家人民的看法，說明他們決定

起革命的原因。 

 

我們認為下面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 : 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賦予

他們若干不可剝奪的權利，其中包括生命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

利。 

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一些真理是如此的明顯，每個人只要思考就能認

識。這些真理包括了每個人都是平等，因此每個人都應該享有

同等的基本權利。這些權利包括不受傷害、危害或殺害的權利，

儘可能自由(思想自由、行動自由、選擇同伴的自由、信仰自由)

的權利，以其依照自己喜歡的方式生活的權利。 

 

為了保障這些權利，人類才在他們之間建立政府，而政府之正當權

力，是經被治理者的同意而產生的。 

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建立政府的主要原因在於保護人民的平等、生存、

自由和依照自己選擇的方式生活的權利。政府應該只擁有人民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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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給予的權力保護人民的權利。政府不應該支配人民，而是由人

民去支配政府。 

 

當任何形式的政府對這些目標具破壞作用時，人民便有權力改變或廢

除它， 

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任何政府一旦不再保護我們的權利(平等、生存、

自由和按照自己選擇的方式生活的權利)，人民有權改變或結束

那個政府。任何政府如不能提升我們生活的素質、平等自由，及

選擇的生活方式，人民本來就有權去推翻這樣的政府。如果政府

真的有做到該做的事，人民就會得到最大的自由，受到最小的約

束。在治理良好的國家，法律應該越少越好。 

 

以建立一個新的政府;其賴以奠基的原則，其組織權力的方式，務使

人民認為唯有這樣才最可能獲得他們的安全和幸福。 

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如果人民推翻不能提供他們自然權利的政府時，人

民應該建立可以提供此等權利的政府。 

 

為了慎重起見，成立多年的政府，是不應當由於輕微和短暫的原因而

予以變更的。 

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如果人民是務實的、慎重的而且有好的判斷力的

話，除非有重要或長久以來的原因，否則不會推翻一個政府。 

 

過去的一切經驗也都說明，任何苦難，只要是尚能忍受，人類都寧願

容忍，而無意為了本身的權益便廢除他們久已習慣了的政府。 

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而事實上，整個人類歷史告訴我們，人類比較傾向

忍受自身權利被濫用，而不是對抗這樣的濫用。 

 

但是，當追逐同一目標的一連串濫用職權和強取豪奪發生，證明政府

企圖把人民置於專制統治之下時，那麼人民就有權利，也有義務推翻

這個政府，並為他們未來的安全建立新的保障。 

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當一政府長期以來漠視其國民的權利時，國民有義

務也有責任去推翻之，並重新建立可以維護國民自然權利的政

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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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第二層次範例閱讀第二層次範例閱讀第二層次範例閱讀第二層次範例：：：：<<<<<<<<獨立宣言獨立宣言獨立宣言獨立宣言>>>>>>>>的論的論的論的論題題題題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1.用你自己的話陳述這個段落的論題。 2.詳細說明所提出來

的論題。3.針對此論題舉出一個或以上的例子。4.用隱喻或比擬的

方式進一步引申此論題。 

  

用自己的話用自己的話用自己的話用自己的話陳述陳述陳述陳述    

當這世界上人民的人權受到侵犯時，他們就有權力推翻其政府並建立

新政府。 

 

詳細說明詳細說明詳細說明詳細說明    

受到統治的人民有時候會遭受壓迫或剝削，人權受到侵犯。當這種情

況發生的時候，極度受壓迫的人民會為自己的權利革命，並組織其自

己的國家及政府。 

 

舉例舉例舉例舉例    

這樣的情況曾出現在法國，因而導致法國大革命。在美國則導致了美

國革命。蘇聯則發生蘇聯革命。 

 

進一步引申之進一步引申之進一步引申之進一步引申之    

政治上的革命就像脫離一個家庭一樣，從家庭裡獨立出來的個體走向

個別的道路。每個部份自成一家，擁有各自的生活。就像革命一樣，

當一個或以上的人有長久的不滿，而又相信在當下的家庭結構下不能

解決，就會脫離家庭。如同革命一樣，脫離家庭有時候會牽涉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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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第三層次範例閱讀第三層次範例閱讀第三層次範例閱讀第三層次範例：：：：<<獨立宣言獨立宣言獨立宣言獨立宣言>>的邏輯的邏輯的邏輯的邏輯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分析文章、確認作者的目的然後陳述： 

� 文章中最重要的疑問、問題、和議題 

� 最重要的資訊和數據 

� 最基本的結論 

� 最基本的概念、理論和想法 

� 最主要的假設 

� 最重要的意涵 

� 各個觀點 

*更多說明，請見附錄 B。 

 

1. 作者作者作者作者的的的的目的目的目的目的：：：：宣告人權、及人權受到違反，以表明 1776 年美國

在政治上反抗大英帝國的正當性。 

2. 文章中最重要的疑問文章中最重要的疑問文章中最重要的疑問文章中最重要的疑問、、、、問題和問題和問題和問題和議議議議題題題題：：：：人權普遍存在嗎？在什麼情

況下人民試圖推翻政府是正當的？美國十三州反抗大英帝國是

否正當？ 

3. 文章中最重要的資訊文章中最重要的資訊文章中最重要的資訊文章中最重要的資訊或數據或數據或數據或數據：：：：資訊顯示美國各州的基本權利受到

否定，導致其人民受到政府支配之苦。 

4. 作者最基本的結論作者最基本的結論作者最基本的結論作者最基本的結論：：：：政府適當的功能是保護其國民的一般人權，

使人民能夠以最自由的方式生活。如果政府不能保護國民的人

權，那麼人民就有權力推翻政府。 

5. 作者提出的最基本概念作者提出的最基本概念作者提出的最基本概念作者提出的最基本概念、、、、理論和想法理論和想法理論和想法理論和想法：：：：人權、革命以及及政府的

角色與責任。 

6. 作者最作者最作者最作者最主要主要主要主要的假設的假設的假設的假設：：：：所有人民都有相同的基本權利，而所有政府

對人民則有相同的基本責任。政府應該為民服務，而不是由人民

來服務政府。 

7. 文章中最重要的意涵文章中最重要的意涵文章中最重要的意涵文章中最重要的意涵：：：：為世人樹立一個典範，宣告普世人權，包

括最重要的一個權利—革命的權利。 

8. 作者的觀點作者的觀點作者的觀點作者的觀點：：：：認為所有人類皆享有同等的價值和人權。在此同

時，也認為政府有義務聽從人民而不是統治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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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第四層次範例閱讀第四層次範例閱讀第四層次範例閱讀第四層次範例：：：：用智識標準評論用智識標準評論用智識標準評論用智識標準評論 <<獨立宣言獨立宣言獨立宣言獨立宣言>>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從九個基本智識標準的觀點來評論文章：清楚條理、正確真

實、精準嚴謹、深度、廣度、適切相關、重要性、邏輯性和公正性。 

 

1. 作者是否清楚地說明要表達的內容作者是否清楚地說明要表達的內容作者是否清楚地說明要表達的內容作者是否清楚地說明要表達的內容，，，，還是文章從某些地方來看模還是文章從某些地方來看模還是文章從某些地方來看模還是文章從某些地方來看模

稜稜稜稜兩可兩可兩可兩可、、、、令人疑惑或是混淆令人疑惑或是混淆令人疑惑或是混淆令人疑惑或是混淆？？？？ 

雖然用古語的寫作方式，但這篇文章極度清晰明瞭。 

2. 作者是作者是作者是作者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正正正正確確確確真實真實真實真實地表明自己的主地表明自己的主地表明自己的主地表明自己的主張張張張？？？？ 

正確真實的標準最能應用在文章後諸多不滿的事項上，而不是包

含在文章內。我們讀到的這個部份的獨立宣言，宣告的是理想，

而不是事實。大多數的政府人員理論上會接受這些理想，但實際

上卻是侵犯這些理想。聯合國人權宣言是對近代基本人權有了詳

述。世界各國都有簽署這份宣言，然而事實上侵犯人權的事件還

是在各國發生。 

3. 作者作者作者作者是否是否是否是否精精精精準嚴謹地準嚴謹地準嚴謹地準嚴謹地提出細節提出細節提出細節提出細節（（（（相關的相關的相關的相關的）？）？）？）？ 

就如同正確真實的標準一樣，精準嚴謹是最能應用在我們將要讀

的文章後列出的諸多不滿的事項上 。 

4. 作者是否作者是否作者是否作者是否真實地真實地真實地真實地表達其目的表達其目的表達其目的表達其目的？？？？是否離題是否離題是否離題是否離題，，，，而而而而提出不相關的資訊提出不相關的資訊提出不相關的資訊提出不相關的資訊？？？？ 

整個文章強烈表達出其核心概念，詳述人權、人民權利受到的侵

犯，以證明美國各州反抗大英帝國的正當性。 

5. 作者是否帶領我們作者是否帶領我們作者是否帶領我們作者是否帶領我們深深深深入文章入文章入文章入文章當中當中當中當中，，，，主題內在重要的錯綜主題內在重要的錯綜主題內在重要的錯綜主題內在重要的錯綜複雜複雜複雜複雜處處處處，，，，

還是只是還是只是還是只是還是只是粗略地粗略地粗略地粗略地帶過帶過帶過帶過？？？？ 

以非常短的篇章，這份獨立宣言提出人類生活和歷史中重要的概

念和理想。當然文章中許多主題內深層錯綜複雜的部份並沒有被

討論到。 

6. 作者是否有考慮到其他作者是否有考慮到其他作者是否有考慮到其他作者是否有考慮到其他相關相關相關相關的觀點的觀點的觀點的觀點，，，，或者以極或者以極或者以極或者以極狹義的觀點狹義的觀點狹義的觀點狹義的觀點書寫書寫書寫書寫？？？？

作為政治宣言，這個宣言明顯的在潮流中捍衛了普世人權。同

時，這篇宣言排除了「政權以嚴厲、殘酷來統治的世界導向」，

這似乎激發了許多政治家，即使不是多數政治家都受激發；而這

似乎也是構成大多數政治事件的基礎。 

7. 文章內容是否前後一致文章內容是否前後一致文章內容是否前後一致文章內容是否前後一致，，，，還是有還是有還是有還是有未未未未解釋的矛盾解釋的矛盾解釋的矛盾解釋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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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篇文章前後十分一致。此外，若透過一般人的權利給予既得利

益者特權的角度來看，文章則顯得前後不一。 

8. 文中所文中所文中所文中所言之內容言之內容言之內容言之內容是否重要是否重要是否重要是否重要，，，，或或或或是是是是主題主題主題主題以淺薄的方式被處理以淺薄的方式被處理以淺薄的方式被處理以淺薄的方式被處理？？？？ 

這份宣言是人類歷史上最重要文件之一。 

9. 作者作者作者作者是否展現是否展現是否展現是否展現公正公正公正公正性性性性，，，，或是或是或是或是主題主題主題主題以不公正的方式被處理以不公正的方式被處理以不公正的方式被處理以不公正的方式被處理？？？？ 

因為這份獨立宣言捍衛了全人類的基本權利，所以以其含意來

說，這份宣言是公正的。 

閱讀閱讀閱讀閱讀的的的的第五層次第五層次第五層次第五層次：：：：角色扮演角色扮演角色扮演角色扮演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你現在可以藉由角色扮演湯瑪斯‧傑佛森(Thomas Jefferson)

這位獨立宣言的主要作者，來加深你的洞察力。在扮演傑佛森時，

找個人來問問你，有關獨立宣言的問題。鼓勵那個人問他或她想到

的問題。試著去揣測你認為傑佛森可能的答案來回答。 

 

練習二練習二練習二練習二：：：：<<<<<<<<公民公民公民公民抗命抗命抗命抗命>>>>>>>> (On Civil Disobedience) 

背景知識背景知識背景知識背景知識：：：：這是<<公民抗命>>文章的開頭段，該書是由亨利‧大衛‧

梭羅(Henry David Thoreau)，一個 19 世紀美國文化和文學思想界的知

名人物在 1894年所寫。 

 

我由衷的同意這句警世名言 ─ 「最好的政府就是管得最少的政府。」

我希望這句話能夠迅速且有系統地實行。我相信這句話在實行後，最

後的結果會是 ─「最好的政府是根本不進行管理的政府。」一旦人

們做好準備，這樣的政府就是他們希望擁有的政府。政府充其量不過

是個權宜之計，但大部分政府，有時所有的政府卻都是不得計的。最

初對設常備軍強烈且沉重的許多反對意見，居於主導的地位下，也有

可能轉向反對常設政府。常備軍只是常設政府的一個手段。政府本身

不過是人民選擇來行使他們意志的形式，在人民還來不及透過它來運

作前，政府也很容易被濫用或誤用。 

初步閱讀初步閱讀初步閱讀初步閱讀：：：：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 

我由衷的同意這句警世名言 ─ 「最好的政府就是管得最少的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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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希望這句話能夠迅速且有系統地實行。 

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 

 

我相信這句話在實行後，最後的結果會是 ─「最好的政府是根本不

進行管理的政府。」 

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 

 

一旦人們做好準備，這樣的政府就是他們希望擁有的政府。 

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 

 

政府充其量不過是個權宜之計，但大部分政府，有時所有的政府卻都

是不得計的。 

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 

 

最初對設常備軍強烈且沉重的許多反對意見，居於主導的地位下，也

有可能轉向反對常設政府。常備軍只是常設政府的一個手段。政府本

身不過是人民選擇來行使他們意志的形式，在人民還來不及透過它來

運作前，政府也很容易被濫用或誤用。 

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 

閱讀第一層次範例閱讀第一層次範例閱讀第一層次範例閱讀第一層次範例：：：：解讀解讀解讀解讀 

我由衷的同意這句警世名言 ─ 「最好的政府就是管得最少的政府。」

我希望這句話能夠迅速且有系統地實行。 

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最有效率的政府型式就是一個法規和法律最少的政

府，如此一來人民就可以盡可能自由地下決定，以及盡可能自由

地決定其生活方式。美國政府還沒有達到此理想，而我，梭羅，

希冀政府能夠朝此理想快速且有條理地邁進。 

 

我相信這句話在實行後，最後的結果會是 ─「最好的政府是根本不

進行管理的政府。」 

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理想政府的形式是完全不對人民制定任何規定的和

法規的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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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人們做好準備，這樣的政府就是他們希望擁有的政府。 

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尊重其他人的權利和需求，徹底想清楚各種爭議及

問題所作出來合理的決定，當人們克服了需再被教育時，人們就

會要求政府不要干預他們所選擇的生活方式。 

 

政府充其量不過是個權宜之計，但大部分政府，有時所有的政府卻都

是不得計的。 

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政府充其量是人們不得不忍受的災難，是個運轉機

器的有效裝置。但大多數的政府典型上對人民沒有幫助也沒有利

益，而且所有政府有時候無法有效地服務人民。 

 

最初對設常備軍強烈且沉重的許多反對意見，居於主導的地位下，也

有可能轉向反對常設政府。常備軍只是常設政府的一個手段。政府本

身不過是人民選擇來行使他們意志的形式，在人民還來不及透過它來

運作前，政府也很容易被濫用或誤用。 

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已建立之政府的內在問題與在其中已設有軍隊的國

家所典型地發生的問題相似，兩種問題也是相關的，因為固定的

軍隊由固定的政府控制。當政府被建立，它們的目的應該是實行

它們所代表的人民的渴望。但政府通常會變得不正常，無法達到

原本的目標與意圖，而且被「當權者」利用去服務那些正在進行

統治的人，而不是那些他們所代表的人。這個情況通常在人民得

到機會來利用上述政府的目的和目標之前就發生。換句話說，這

樣的問題在一個已建立的政府似乎是自然會發生的事。 

閱讀第二層次範例閱讀第二層次範例閱讀第二層次範例閱讀第二層次範例：：：：<<<<<<<<公民公民公民公民抗命抗命抗命抗命>>>>>>>>的的的的論論論論題題題題    

用自己的話用自己的話用自己的話用自己的話陳述陳述陳述陳述 

所有政府都有濫用權力的傾向，並會制定法律，做出過度限制人民自

由的決定。所以，人民最好受管得最少的政府管。當人民能不受管理

而生活，那他們就會要求不要有政府。 

 

詳細說明詳細說明詳細說明詳細說明 

雖然民主的政府是由人民的意志所選出來的，但政府的權力很容易被

用在特定的利益上，而不是人民最大的利益上。如果發生這種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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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的權力就會受到侵害。因此，形式最簡單的政府是最好的。但是

只有在人民思考得夠清楚後去要求，並且能夠在不具非必要性治理之

下，理性過生活時，才能擁有這樣的政府。 

 

舉例舉例舉例舉例 

我們可以在美國墨西哥戰爭中看到這個論點。即使選舉人從來沒有支

持戰爭，但戰爭還是因為政治家和商人貪圖更多的土地、權力和利益

的迫使下發生。 

 

進一步引申之進一步引申之進一步引申之進一步引申之 

政府濫用權力，並會了自身利益做事，而不是為了人民的利益。這跟

官僚為了適合其自需求，或壓迫團體的需求而設計法規相類似，並不

是官方體系原本應該要服務人民，為了人民的需求而去作設計。 

 

<<<<<<<<公民公民公民公民抗命抗命抗命抗命>>>>>>>>    ((((第二段節錄第二段節錄第二段節錄第二段節錄))))    

背景知識背景知識背景知識背景知識：：：：這是另一個<<公民抗命>>的段落，該書是由亨利‧大衛‧

梭羅(Henry David Thoreau) 於 1849年所作。 

 

在一個政府中，如果對公正與謬誤真正作出決定的不是多數派而是良

知，難道是不可能的嗎? ……公民必須，哪怕是暫時地或最低限度地

把自己的良知託付給議員嗎？那為什麼每個人都還有良知呢? 我認

為我們首先應該是人，然後才是國民。培養人們尊重法律，如尊重權

利一樣，是不應當的。我有權承擔的唯一義務是無論何時都做我認為

是正確的事…… 如果不公正是政府機既要生摩擦必然的一部份，那

麼就讓它去吧，隨它去…如果不公正的那部份有其獨自的彈簧、滑

輪、繩索或曲柄，那麽你可能會考慮修正的結果會不會比原來的謬誤

更糟；但是，如果不公正的那部分的本質要求你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

時，那我說就別管這法規了。以你的生命做為反摩擦的機制來停止這

部機器吧。 

 

就這個段落，我們提供「閱讀第一層次範例：解讀」及「閱讀第二層

次範例：論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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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閱讀初步閱讀初步閱讀初步閱讀：：：：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 

在一個政府中，如果對公正與謬誤真正作出決定的不是多數派而是良

知，難道是不可能的嗎?...... 

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    

    

公民必須，哪怕是暫時地或最低限度地把自己的良知託付給議員嗎？

那為什麼每個人都還有良知呢? 我認為我們首先應該是人，然後才是

國民。 

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 

  

培養人們尊重法律，如尊重權利一樣，是不應當的。我有權承擔的唯

一義務是無論何時都做我認為是正確的事。 

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 

  

如果不公正是政府機既要生摩擦必然的一部份，那麼就讓它去吧，隨

它去…如果不公正的那部份有其獨自的彈簧、滑輪、繩索或曲柄，那

麽你可能會考慮修正的結果會不會比原來的謬誤更糟；  

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  

 

但是，如果不公正的那部分的本質要求你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時，那

我說就別管這法規了。以你的生命做為反摩擦的機制來停止這部機器

吧。 

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    

閱讀第一層次範例閱讀第一層次範例閱讀第一層次範例閱讀第一層次範例：：：：解讀解讀解讀解讀 

在一個政府中，如果對公正與謬誤真正作出決定的不是多數派而是良

知，難道是不可能的嗎?...... 

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一個被統治的人是不是可以依照自己的道德來判定

自己的是非對錯，而不是由政府透過大多數人的想法來決定是非

對錯？ 

 

公民必須，哪怕是暫時地或最低限度地把自己的良知託付給議員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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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為什麼每個人都還有良知呢? 我認為我們首先應該是人，然後才是

國民。 

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獨立的國民在任何情況、任何時候都不應該放棄他

們所知道所謂道德上的正義，而讓議員去決定什麼是對的。如果

人民沒有意願要以符合正義的態度生活，那為什麼人會有理性的

能力去分辨什麼是對什麼是錯？優先去做內心深處認為是對的

事情，而不是政府叫我們一定要做或應該做的。 

 

培養人們尊重法律，如尊重權利一樣，是不應當的。我有權承擔的唯

一義務是無論何時都做我認為是正確的事。 

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培養人民尊重並瞭解什麼是對的，比一昧地支持法

律(可能是不公正的)還要重要。人民唯一該做的是他們認為是對

的事情，而不是法律說是對的事情。（當然，這是假設人民瞭解

道德，並能區辨其與文化規範及價值間的不同。） 

 

如果不公正是政府機既要生摩擦必然的一部份，那麼就讓它去吧，隨

它去…如果不公正的那部份有其獨自的彈簧、滑輪、繩索或曲柄，那

麽你可能會考慮修正的結果會不會比原來的謬誤更糟；  

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無論在體系內減少多少不公正的事情，某些處境和

情況對某些人來說本來就不公正。舉例來說，在某些案件中，減

少不公正的事情反會造成更大的不公正。如果這種情形可能發

生，別試著去改變體系，讓其正常運作。 

閱閱閱閱讀第二層次範例讀第二層次範例讀第二層次範例讀第二層次範例：：：：<<<<<<<<公民公民公民公民抗命抗命抗命抗命>>>>>>>>的的的的論論論論題題題題    

用自己的話用自己的話用自己的話用自己的話陳述陳述陳述陳述 

人們必須本著良心行事更甚於服從法律行事。假使法律要求你對他人

做出不公正之事，道德上你有責任去違反法律。 

 

詳細說明詳細說明詳細說明詳細說明 

有些法律可能被認為是必要性的惡事，因為改變那些法律，只會帶來

比原先的法規更大的不公。但是，假使違反法律是唯一能改變法律不

公的方法，一個有良心的人就會選擇這個方法。人們應該犧牲自我來

減少因不當法律所帶來的不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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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例舉例舉例舉例 

舉例來說，在十八世紀期間的美國，北美的奴隸被解放後，許多人也

開始協助南方的奴隸逃離到北美。雖然他們冒著可能被送進大牢的危

險來協助奴隸逃離南方，但他們還是寧願這麼做也不願屈服於不平等

的法律。 

 

進一步引申之進一步引申之進一步引申之進一步引申之 

想想我們是怎麼教導孩子如何尊重他們的同儕。通常同伴之間都會希

望他們當中的每個人都認同一不公正的行為。例如，常見的是恃強欺

弱，欺負孩群以外的孩子。這樣，仗勢欺人的行為就漸漸成為孩子們

之間所認同的行為，而那些不願逞威風欺負他人的孩子通常就會受到

同儕間的懲罰—例如，他們就會遭受朋友之間的嘲弄譏笑。然而，我

們只有在孩子們有能力時，才認真教導他們要去反抗同儕間的權威；

同樣，成人遇到政府通過的不公法令條文時也應該要反抗。 

 

練習三練習三練習三練習三：：：：<<<<<<<<十九世紀的美國十九世紀的美國十九世紀的美國十九世紀的美國人人人人>>>>>>>> (The 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n) 

背景知識背景知識背景知識背景知識：：：：本文摘錄自知名史學家漢利史帝爾康麥格的著作 <<美國

思想>> (The American Mind)一書。 

 

在過去的某個層面而言，美國人是順民，而這個層面正是道德。雖然

美國人未必經常遵守道德規範，卻毫不置疑地全盤接受清教徒的道德

標準，而且後代若真的發現這個順民深受迫害、難以啟齒，卻苦無蛛

絲馬跡證明當事人對其所遭受的痛苦有充分的自覺。道德上的順從和

保守有時反而會呈現出更激進的形式，且對全面掌控女性的文化傾向

樂見其成，並結合了清教徒的傳統，更形鼓吹杜絕寬貸，為審查制度

正名。因此，語言遭到鉗制，文學飽受淨化，藝術必須通過審查。鋼

琴的柱腳必須裝上燈籠狀的布套，談話必須除去如「乳」、「肚子」等

不雅的字眼，「性」流於男人之間的密談，「生產」淪為婦女間之私語，

而英國文豪如莎士比亞(Shakespeare)和費爾丁(Fielding)竟合併於聲名

狼藉的法國作家之列。在那個世紀，前有海任保爾士(Hiram Powers)

的裸體「希臘奴隸」(Greek Slave)，展示時引起軒然大波，後有湯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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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伊金斯(Thomas Eakins)，可謂是美國最偉大的畫家，因雇用不同社

會階層的男性擔任模特兒，被賓夕法尼亞學院逐出校園。跳舞、戲劇、

男女共泳全遭禁止。文藝審查流為道德監控，特別是那些與愛情和飲

酒相關的作品；原本謙恭的順民儼然成為淫業剋星，立意良善的節制

飲酒運動淪為禁酒令。 

 

針對這段文章，我們提供了「閱讀第一層次範例：解讀」和「閱讀第

二層次範例：論題」。 

初步閱讀初步閱讀初步閱讀初步閱讀：：：：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 

在過去的某個層面而言，美國人是順民，而這個層面正是道德。 

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 

 

雖然美國人未必經常遵守道德規範，卻毫不置疑地全盤接受清教徒的

道德標準，  

用自用自用自用自己的話重述己的話重述己的話重述己的話重述：：：： 

 

而且後代若真的發現這個順民深受迫害、難以啟齒，卻苦無蛛絲馬跡

證明當事人對其所遭受的痛苦有充分的自覺。 

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 

 

道德上的順從和保守有時反而會呈現出更激進的形式，且對全面掌控

女性的文化傾向樂見其成，並結合了清教徒的傳統，更形鼓吹杜絕寬

貸，為審查制度正名。因此，語言遭到鉗制，文學飽受淨化，藝術必

須通過審查。 

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 

 

鋼琴的柱腳必須裝上燈籠狀的布套，談話必須除去如「乳」、「肚子」

等不雅的字眼，「性」流於男人之間的密談，「生產」淪為婦女間之私

語，而英國文豪如莎士比亞和費爾丁竟合併於聲名狼藉的法國作家之

列。在那個世紀，前有海任保爾士的裸體「希臘奴隸」，展示時引起

軒然大波，後有湯馬士伊金斯，可謂是美國最偉大的畫家，因雇用不

同社會階層的男性擔任模特兒，被賓夕法尼亞學院逐出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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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    

跳舞、戲劇、男女共泳全遭禁止。文藝審查流為道德監控，特別是那

些與愛情和飲酒相關的作品；原本謙恭的順民儼然成為淫業剋星，立

意良善的節制飲酒運動淪為禁酒令。 

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 

閱讀第一層次範例閱讀第一層次範例閱讀第一層次範例閱讀第一層次範例：：：：解讀解讀解讀解讀 

在過去的某個層面而言，美國人是順民，而這個層面正是道德。 

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美國人也許能夠在生活領域裡獨立思考，但是對社

會和宗教認知上的對與錯卻沒有獨立思考的能力。 

 

雖然美國人未必經常遵守道德規範，卻毫不置疑地全盤接受清教徒的

道德標準，  

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雖然美國人並不總是認同清教徒對錯的觀念，但仍

然不對清教徒道德上的準則和義務這樣的崇高想法表示疑問。 

 

而且後代若真的發現這個順民深受迫害、難以啟齒，卻苦無蛛絲馬跡

證明當事人對其所遭受的痛苦有充分的自覺。 

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如果現在以歷史的觀點來看十九世紀的美國人受到

清教徒規範所阻礙以及精神上的恫嚇，其實是難以證明他在這些

信念上有負面影響的自覺。 

 

道德上的順從和保守有時反而會呈現出更激進的形式，且對全面掌控

女性的文化傾向樂見其成，並結合了清教徒的傳統，更形鼓吹杜絕寬

貸，為審查制度正名。因此，語言遭到鉗制，文學飽受淨化，藝術必

須通過審查。 

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一整個「可接受」的行為幅度變得非常狹隘，特別

是那些和人類性慾或情色有關的。狹隘基準的實施，變得激進好

戰。當在社會中女性有越來越多關於什麼是道德的和不道德的規

定，當清教漸增地影響文化、不寬容以及審查制度，這好像就等

同於支持什麼是對的、合乎禮儀的以及公正的。言論和表達的自

由受到損害和縮減。政府官員認為政府當局可以對印刷品、電

影、藝術做出全面性的評判；認為可以查禁這些媒體任何被視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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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猥褻，或是威脅到安全的部分。於是，被接受的書籍、電影和

藝術通常是那些具有被質疑文藝性和藝術性特質的作品。相反

地，這些被認為是有冒犯性的想法和實踐行為大大地被擴展。 

 

鋼琴的柱腳必須裝上燈籠狀的布套，談話必須除去如「乳」、「肚子」

等不雅的字眼，「性」流於男人之間的密談，「生產」淪為婦女間之私

語，而英國文豪如莎士比亞和費爾丁竟合併於聲名狼藉的法國作家之

列。在那個世紀，前有海任保爾士的裸體「希臘奴隸」，展示時引起

軒然大波，後有湯馬士伊金斯，可謂是美國最偉大的畫家，因雇用不

同社會階層的男性擔任模特兒，被賓夕法尼亞學院逐出校園。 

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實質上任何公然地或微妙地被認為跟「性」有關的

東西，都從公共觀點被除去，無法在公共場合被討論。不同意清

教徒觀念的人會受到嘲笑和排擠，要不然就是遭到迫害或起訴。

甚至連鋼琴桌腳都必須覆蓋起來，因為這似乎是清教徒對情色的

思想觀念。很多常會使用的字不再被社會所接受，因為這些字像

是粗野下流的。女性被禁止討論性，男性被禁止討論分娩。古典

作家像是莎士比亞和費爾丁，以及那些法國作家都被認為是粗

俗；而一位雇用不同社會階層男性擔任模特兒的藝術家，被藝術

學院所驅逐。 

 

跳舞、戲劇、男女共泳全遭禁止。文藝審查流為道德監控，特別是那

些與愛情和飲酒相關的作品；原本謙恭的順民儼然成為淫業剋星，立

意良善的節制飲酒運動淪為禁酒令。 

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由於宗教熱情席捲這個國家，跳舞，參加戲劇和男

女共泳都被禁止。在藝術文學領域中不容許某些想法，也造成對

個人權利的不允許，像是飲用酒精的權利以及在浪漫關係中選擇

自己特有行為的自由。無論是公共場合或是私人場所，對「性」

含蓄的觀念變成過度嚴謹的清教徒主義和審查制度，適度地飲酒

變成法律禁止在公眾或私人場所飲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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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第二層次範例閱讀第二層次範例閱讀第二層次範例閱讀第二層次範例：：：：<<<<<<<<十九世紀十九世紀十九世紀十九世紀的的的的美國人美國人美國人美國人>>>>>>>>的的的的論論論論題題題題    

用自己的話陳述用自己的話陳述用自己的話陳述用自己的話陳述 

十九世紀的美國人無庸置疑的是道德嚴謹的清教徒，尤其是女人，支

配嚴格的傳統性道德觀，亦將之強加在文化與藝術方面上。 

 

詳細說明詳細說明詳細說明詳細說明 

換句話說，道德需遵從「性」方面的傳統。人們對性方面傳統的違反，

絕口不提，審查制度和不容許就是法則。教條式毫無轉圜餘地的意

識，深植美國人生活的各個層面，對道德上嚴格的盲信，造成個人權

利的損害。 

 

舉例舉例舉例舉例 

舉例來說，「鋼琴的柱腳裝上燈籠狀的布套，談話必須除去如「乳」、

「肚子」等不雅的字眼……世紀末，可稱為美國史上最偉大的畫家湯

馬士伊金斯 遭到賓州藝術學院驅逐，因為他在男女合班課堂上啟用

男性模特兒……同時也禁止跳舞、戲劇與共浴。」 

 

進一步引申之進一步引申之進一步引申之進一步引申之 

十九世紀的美國人對世界的認知大多天真簡單。如同在一大群孩子

中，異議者遭到嘲弄，不入流者遭到放逐。社會歇斯底里和對女巫搜

捕成為常有的事。在他們簡單的牛仔對抗印地安人的世界觀點中，好

人對抗壞人成為規則。直到現在，美國的政治與社會思想仍繼續受到

此種心理的狹隘文化所害。依近期美國總統布希 (Bush) 所描述的世

界區分為「善」與「惡」，要求世界上的其他國家做出選擇，所指「與

我們同一陣線或與我們為敵」，暗示沒有其他選項可選。相較於亞歷

山大˙索忍尼辛 (Alexander Solzhenitsyn )，這位諾貝爾得獎者所言，

索忍尼辛說：「假若真有惡人暗中犯下惡事，只需要將他們與我們分

開，並消滅他們；但是，區分善惡的界線從我們每個人心中切分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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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習四練習四練習四練習四：：：：<<<<<<<<愛的藝術愛的藝術愛的藝術愛的藝術>>>>>>>> (The Art of Loving) 

背景知識背景知識背景知識背景知識：：：： 此段節自<<愛的藝術>>，作者是偉大的心理學家艾洛克‧

弗洛姆(Erich Fromm)。 

 

愛是藝術嗎？如果是的話，這就需要知識與努力。或者愛是愉悅的感

覺，需要機會才能體驗，幸運才能「墜入」的？這本小書乃依據前項

假設所寫，但無疑大多數的人是相信後者。 

 

人們並非認為愛不重要。他們渴望愛：他們看無數愛情電影，其中有

喜有悲；他們聽許多蹩腳情歌。然而，很少人認為需要學習愛。 

 

這樣獨特的態度是受幾項可以單獨或結合起來的前提所支持。大多數

的人看待愛的問題時，主要是被愛的問題，而非愛人，也就是一個人

愛人的能力。進一步來說，這個問題對於他們而言，在於如何被愛，

如何成為受人喜愛的人。為達成這個目標，他們遵循幾項途徑。其中

一項是男人特別愛用的，就是成功，掌握權勢和財富，成為社會上地

位顯赫的人士。女人則常用另外一項，那就是使自己更富吸引力，包

括培養身段和打扮等等。還有一項使自己更迷人的方法，男女皆會

用，便是培養宜人的舉止、談吐風趣、樂於助人、態度得宜且不惹人

厭。許多讓人喜愛的方法與讓人成功的方法相同：「贏得友誼並影響

他人。」事實上，不少人認為，在我們的文化中受人喜愛即同時變得

受歡迎和有吸引力。 

 

愛的積極特質變得很明顯，事實上包含幾項特定因素，適用於各種愛

的形式，那就是關懷、負責、尊重、與知識......愛是主動關懷我們所

愛的人的生活和成長……尊重是能夠正視一個人的能力，察覺他的獨

特個體。尊重是指其他人應該發展及表現出來關心一個人的樣子。尊

重就是不利用他人。我希望所愛之人為了其自身的好處，並且以其自

己的方式去成長和表現，而不是為了服務我。假如我愛其他人，我感

覺是和他或她在一起的人，但是是跟原來的他在一起，而非將他視為

我利用的對象。顯然地，只有當我已經獨立，才有可能尊重；如果我

能不需要支架站立和行走，不需要支配和利用他人。尊重只在自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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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上存在：「l’amour est l’enfant de la liberté」，如同古老的法國歌謠

唱到：「愛是自由之子，絕不屬於支配……」。愛某個人不只是強烈的

感覺，更是一種決定、判斷和承諾。 

 

於此段，我們提供「閱讀第一層次範例：解讀」及「閱讀第二層次範

例：論題」。 

初步閱讀初步閱讀初步閱讀初步閱讀：：：：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 

愛是藝術嗎？如果是的話，這就需要知識與努力。 

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 

 

或者愛是愉悅的感覺，需要機會才能體驗，幸運才能「墜入」的？  

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 

 

這本小書乃依據前項假設所寫，但無疑大多數的人是相信後者。 

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 

 

人們並非認為愛不重要。他們渴望愛：他們看無數愛情電影，其中有

喜有悲；他們聽許多蹩腳情歌。然而，很少人認為需要學習愛。  

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 

 

這樣獨特的態度是受幾項可以單獨或結合起來的前提所支持。大多數

的人看待愛的問題時，主要是被愛的問題，而非愛人，也就是一個人

愛人的能力。進一步來說，這個問題對於他們而言，在於如何被愛，

如何成為受人喜愛的人。 

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 

 

為達成這個目標，他們遵循幾項途徑。其中一項是男人特別愛用的，

就是成功，掌握權勢和財富，成為社會上地位顯赫的人士。女人則常

用另外一項，那就是使自己更富吸引力，包括培養身段和打扮等等。 

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 

 

還有一項使自己更迷人的方法，男女皆會用，便是培養宜人的舉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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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吐風趣、樂於助人、態度得宜且不惹人厭。許多讓人喜愛的方法與

讓人成功的方法相同：「贏得友誼並影響他人。」事實上，不少人認

為，在我們的文化中受人喜愛即同時變得受歡迎和有吸引力。 

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 

 

愛的積極特質變得很明顯，事實上包含幾項特定因素，適用於各種愛

的形式，那就是關懷、負責、尊重、與知識......愛是主動關懷我們所

愛的人的生活和成長……。 

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 

 

尊重是能夠正視一個人的能力，察覺他的獨特個體。尊重是指其他人

應該發展及表現出來關心一個人的樣子。尊重就是不利用他人。我希

望所愛之人為了其自身的好處，並且以其自己的方式去成長和表現，

而不是為了服務我。假如我愛其他人，我感覺是和他或她在一起的

人，但是是跟原來的他在一起，而非將他視為我利用的對象。 

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 

 

顯然地，只有當我已經獨立，才有可能尊重；如果我能不需要支架站

立和行走，不需要支配和利用他人。尊重只在自由的基礎上存在：

「l’amour est l’enfant de la liberté」，如同古老的法國歌謠唱到：「愛

是自由之子，絕不屬於支配……」。  

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 

 

愛某個人，不只是強烈的感覺，更是一種決定、判斷和承諾。  

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 

閱讀第一層次範例閱讀第一層次範例閱讀第一層次範例閱讀第一層次範例：：：：解讀解讀解讀解讀 

愛是藝術嗎？如果是的話，這就需要知識與努力。 

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如果愛是包含技能的藝術，就需要深厚的理解力，

及應用該理解力的動力。 

 

或者愛是愉悅的感覺，需要機會才能體驗，幸運才能「墜入」的？  

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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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愛嚴格來說並非是一種偶然降臨在人們身上的巧合事件，

而是一種不需以任何技巧來輔佐就能使人們心情愉悅的實質感

受。 

 

這本小書乃依據前項假設所寫，但無疑大多數的人是相信後者。 

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愛的藝術>>這本書主要是在說明愛需要以要培養

的技巧、洞察力以及承諾來細心培養這基礎寫成，儘管大部分的

人並不這樣看待愛。相反，他們將愛視為純粹降臨在自身上的好

運。 

 

人們並非認為愛不重要。他們渴望愛：他們看無數愛情電影，其中有

喜有悲；他們聽許多蹩腳情歌。然而，很少人認為需要學習愛。  

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對於愛，大部分的人至少都重視，事實上他們非常

渴望擁有愛。我們之所以會如此地瞭解，是因為人們接觸了太多

愛情電影和通俗情歌。然而，幾乎沒有人想過，我們真正需要學

習的是去愛人的能力。 

 

這樣獨特的態度是受幾項可以單獨或結合起來的前提所支持。大多數

的人看待愛的問題時，主要是被愛的問題，而非愛人，也就是一個人

愛人的能力。進一步來說，這個問題對於他們而言，在於如何被愛，

如何成為受人喜愛的人。 

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這種人們對愛的不正常的想法是基於他們對愛所持

的一種或多種信念。人們主要都認為愛的難處是在於要試著去從

他人得到愛而不是如何去愛人。因此他們都專注於要博得更多人

的愛戴。他們就試著將自己變得更迷人，更有魅力，或是更討喜

來吸引戀愛的對象。 

 

為達成這個目標，他們遵循幾項途徑。其中一項是男人特別愛用的，

就是成功，掌握權勢和財富，成為社會上地位顯赫的人士。女人則常

用另外一項，那就是使自己更富吸引力，包括培養身段和打扮等等。 

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為了要讓自己變得更「惹人愛」，男性所採取的策

略則和女性有所不同。享有越高的權力及越多財富，通常是男性

在社會中極力奮鬥想要坐擁的地位。而女性則是將重心擺在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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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打扮，以誘人的裝扮及外貌吸引異性的注意及愛戴。 

 

還有一項使自己更迷人的方法，男女皆會用，便是培養宜人的舉止、

談吐風趣、樂於助人、態度得宜且不惹人厭。許多讓人喜愛的方法與

讓人成功的方法相同：「贏得友誼並影響他人。」事實上，不少人認

為，在我們的文化中受人喜愛即同時變得受歡迎和有吸引力。 

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男女雙方都相當積極地增進自我的動人魅力及談話

風格，藉此能夠使他們更有吸引力，更有異性緣。雙方並且試著

展現出他們合作支持、謙虛委婉的態度。為要在他人眼中表現出

成功的一面，結交更多友人，贏得喝采，這些技巧策略也同樣地

被採取運用。對大部分的人而言，所謂「惹人愛」就同等於性感

及受人愛戴。 

 

愛的積極特質變得很明顯，事實上包含幾項特定因素，適用於各種愛

的形式，那就是關懷、負責、尊重、與知識......愛是主動關懷我們所

愛的人的生活和成長……。 

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任何一種真愛的形式裡都存在著愛的特定基礎成

分。這些成分就是體貼、信任、關心及瞭解。當愛上ㄧ個人時，

我們會為對方找尋最大的幸福快樂，關心發生在對方身上的事。 

 

尊重是能夠正視一個人的能力，察覺他的獨特個體。尊重是指其他人

應該發展及表現出來關心一個人的樣子。尊重就是不利用他人。我希

望所愛之人為了其自身的好處，並且以其自己的方式去成長和表現，

而不是為了服務我。假如我愛其他人，我感覺是和他或她在一起的

人，但是是跟原來的他在一起，而非將他視為我利用的對象。 

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尊重對方的同時，我們無須將對方理想化。真誠看

待對方，每個人都有自己特有的個性。我們要讓他們自我發展、

走出自我。不要把對方視為一種滿足自我利益的對象。因為對方

獨有的特質，愛上了對方，雙方就會有心靈契合感覺。 

 

顯然地，只有當我已經獨立，才有可能尊重；如果我能不需要支架站

立和行走，不需要支配和利用他人。尊重只在自由的基礎上存

在：「l’amour est l’enfant de la liberté」，如同古老的法國歌謠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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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愛是自由之子，絕不屬於支配……」。 

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假使自己能夠自治自主，我也能夠尊重對方。假使

自己能夠站得住腳，不依靠他人的支柱、不利用及掌控他們，如

此看來，他們就是適合你的對象。尊重只有在他們被允許去做他

們想做的事情時出現，決不在他們不情願的情況下出現。 

 

愛某個人，不只是強烈的感覺，更是一種決定、判斷和承諾。 

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愛不單單只是種感覺。它還是種選擇、決心、承諾、

誓言。 

閱讀第二層次範例閱讀第二層次範例閱讀第二層次範例閱讀第二層次範例：：：：<<<<<<<<愛的藝術愛的藝術愛的藝術愛的藝術>>>>>>>>的的的的論論論論題題題題    

用自己的話用自己的話用自己的話用自己的話陳述陳述陳述陳述 

愛人是藝術。這種藝術需要知識、技巧及洞察力。真愛並不會直接降

臨於人們身上，而必須以深厚的承諾來栽培。這樣看待愛與大部分人

看待愛的態度非常不同。 

 

詳細說明詳細說明詳細說明詳細說明 

我們必須改變對愛的看法。我們該拋開愛是神秘莫測、難以掌控的這

種印象，而應視之為給予他人的一種力量形式，讓人們更為幸福。我

們脆弱時，都希望他人能夠拉我們一把，保護我們，照顧我們。但軟

弱並非是給予愛的一個良好基礎。我們真正愛他人，都希望他們能夠

發展成長，不利用他們為我們服務。 

 

舉舉舉舉例例例例 

在許多的好萊塢電影及肥皂劇當中，愛總是與熱情奔放、激動指控、

殘酷行為、多次道歉及親密關係等連上關係。大眾對愛人之間互動的

印象，往往是忌妒、羨慕，以及企圖控制對方。真愛並不像是一花招

百出的戲劇，是對其他人幸福的長久承諾。好萊塢電影中甚為少見對

真愛的描繪。 

 

進一步引申之進一步引申之進一步引申之進一步引申之 

瑕疵的愛就如同令人窒息的藤蔓一般，蔓延至植物身上，最終把它殺

死。藤蔓掌控植物，要植物服從其掌控。但是真愛不掌控也不服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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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愛只能出現在兩個相對平等的人身上，如兩株植物並排成長，共同

享受陽光及土壤所帶來的養分，讓彼此有空間成長，成為獨特的個體。 

 

練習五練習五練習五練習五：：：：<<<<<<<<玉米麵包主張玉米麵包主張玉米麵包主張玉米麵包主張>>>>>>>>    (Corn-Pone Opinions)    

背景資料背景資料背景資料背景資料：：：：節錄自知名小說家兼社會評論家馬克吐溫(Mark Twain)的

著作：<<馬克吐溫隨身集>>。馬克吐溫定義「玉米麵包主張玉米麵包主張玉米麵包主張玉米麵包主張」為人們

傾向於放棄任何「可能妨礙他們生計的看法或信念……。就重要的政

治或宗教議題而言，人們必需和週遭的人保持相同的看法及感受，否

則將有損其社會地位和事業。」 

 

我相信，無論是衣著、禮儀、文學、政治、或其他方面，鮮少有人（如

果有的話）能夠完全冷靜客觀、不受任何影響而做出決定……其實，

回教徒之所以是回教徒，是因為他們在回教的團體中生長，而非自身

經過仔細考慮，能夠提出健全的理由為何要成為回教徒；我們也不得

而知天主教徒為何會成為天主教徒；長老會教徒為何會成為長老會教

徒；浸信會教徒為何會成為浸信會教徒；摩門教徒為何會成為摩門教

徒；小偷為何成為小偷；君主主義者為何成為君主主義者；共和黨員、

民主黨員為何成為共和黨員、民主黨員……人們認為自己對重要的政

治問題有思考主見，其實也的確如此，只不過那是在他們所屬黨派下

所衍生的思維，而非自我的獨立判斷；人們閱讀政黨的文獻，卻不讀

另外一方的資料；人們持有意見想法，卻是受局部的觀點牽制而衍生

的看法，因此也就失去了其意見的價值……人的感覺無窮無盡，但我

們卻錯將感覺誤以為思考，並將感受的匯集奉為良好的生活指標，輿

論也就如此產生。大眾敬畏輿論，輿論決定每件事，更有人認為輿論

是神的聲音。 

 

關於這一段的節錄及其它的段落，我們僅提供「閱讀第一層次閱讀第

一層次範例：解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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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閱讀初步閱讀初步閱讀初步閱讀：：：：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 

我相信，無論是衣著、禮儀、文學、政治、或其他方面，鮮少有人（如

果有的話）能夠完全冷靜客觀、不受任何影響而做出決定……。 

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 

 

其實，回教徒之所以是回教徒，是因為他們在回教的團體中生長，而

非自身經過仔細考慮，能夠提出健全的理由為何要成為回教徒；我們

也不得而知天主教徒為何會成為天主教徒；長老會教徒為何會成為長

老會教徒；浸信會教徒為何會成為浸信會教徒；摩門教徒為何會成為

摩門教徒；小偷為何成為小偷；君主主義者為何成為君主主義者；共

和黨員、民主黨員為何成為共和黨員、民主黨員……。 

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 

 

人們認為自己對重要的政治問題有思考主見，其實也的確如此，只不

過那是在他們所屬黨派下所衍生的思維，而非自我的獨立判斷；人們

閱讀政黨的文獻，卻不讀另外一方的資料；人們持有意見想法，卻是

受局部的觀點牽制而衍生的看法，因此也就失去了其意見的價值… 

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 

 

人的感覺無窮無盡，但我們卻錯將感覺誤以為思考，並將感受的匯集

奉為良好的生活指標，輿論也就如此產生。大眾敬畏輿論，輿論決定

每件事，更有人認為輿論是神的聲音。 

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 

閱讀第一層次範例閱讀第一層次範例閱讀第一層次範例閱讀第一層次範例：：：：解讀解讀解讀解讀 

我相信，無論是衣著、禮儀、文學、政治、或其他方面，鮮少有人（如

果有的話）能夠完全冷靜客觀、不受任何影響而做出決定…… 

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人類從不獨立思考，而是以大眾一份子的角度做思

考。根據我所觀察到的實例，我堅信人們（如果有的話）幾乎不

會獨立理性地思考自己身上的衣著、遵守的社會規範、選擇閱讀

的書籍、持有的政治或宗教觀點，生活的各層面都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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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回教徒之所以是回教徒，是因為他們在回教的團體中生長，而

非自身經過仔細考慮，能夠提出健全的理由為何要成為回教徒；我們

也不得而知天主教徒為何會成為天主教徒；長老會教徒為何會成為長

老會教徒；浸信會教徒為何會成為浸信會教徒；摩門教徒為何會成為

摩門教徒；小偷為何成為小偷；君主主義者為何成為君主主義者；共

和黨員、民主黨員為何成為共和黨員、民主黨員……。 

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人們之所以持有各自的意識及信念系統，是因為生

長在各自所屬的意識系統下，而非經由自己批判性地分析後所產

生的信念。這項事實，可從人們出生在哪一個宗教團體就歸屬該

宗教得到驗證。相同的情形也出現在各個社會體制、宗教、政治，

及其它層面中。 

 

人們認為自己對重要的政治問題有思考主見，其實也的確如此，只不

過那是在他們所屬黨派下所衍生的思維，而非自我的獨立判斷；人們

閱讀政黨的文獻，卻不讀另外一方的資料；人們持有意見想法，卻是

受局部的觀點牽制而衍生的看法，因此也就失去了其意見的價值…。 

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人們認為自己審慎思考重要的政治議題，其實大家

也真的對這些重要議題有所思考，然而卻不是獨立自主地思考，

而是以其所屬黨派的觀點做思考。人們會為了更認識自己黨派的

觀點而閱讀，但卻完全不讀反方的觀點。人們堅持自己的觀點，

然而卻因為這樣的觀點太過狹隘，也就顯得毫無價值可言。 

 

人的感覺無窮無盡，但我們卻錯將感覺誤以為思考，並將感受的匯集

奉為良好的生活指標，輿論也就如此產生。大眾敬畏輿論，輿論決定

每件事，更有人認為輿論是神的聲音。 

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面對狀況時，人們會產生許多的情緒，但這樣的情

緒卻被誤以為理性的思考。我們都認同各自所屬團體的信念，並

且從共同的目標和觀點中得到更多的情緒能量，感覺自己更有力

量。我們稱這些集合的信念為「輿論」。我們信奉各自所屬團體

的思想意識，並視其為「真相」，有人甚至視其為從神而來的真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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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習六練習六練習六練習六：：：：<<<<<<<<群眾群眾群眾群眾的反叛的反叛的反叛的反叛>>>>>>>>    (The Revolt of the Masses) 

背景資料背景資料背景資料背景資料：：：：思想家兼社會批判家奧爾特加‧加塞特 (Jose Ortega y 

Gasset) 在<<群眾的反叛>>一書中寫到: 

 

在歐洲的公共生活中此刻存在一個極重要的事實，姑且不論事實本身

的好壞，事實就是群眾已獲得完整的社會力量。就定義說來，群眾不

該、也不能掌控個人的生活方式，但對規範較少的歐洲社會而言，現

在這項事實意謂著歐洲正遭逢有史以來最大的危機，全體人民、國家

及整個文明都可能受到危害……社會一直是兩個主要構成因素多元

有活力的結合：少數人及群眾。少數人也就是具有特殊條件的個體，

或是具有特殊條件之個人所組成的團體。群眾則是所有不具備特殊條

件人士的總和……。卓越的人絶非任性、自恃甚高，而是嚴以律己（而

非他人）的菁英份子……。若以最極端的方法來區分人類，毫無疑問

可將人分為兩類：一、是自我要求高的人……二、是對自我毫無要求

者……。群眾會粉碎所有不同、優異、個別、特殊條件及挑選而出的

一切人事物。只要有人與眾不同，獨立思維，就要冒著被消滅的風險。 

初步閱讀初步閱讀初步閱讀初步閱讀：：：：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 

在歐洲的公共生活中此刻存在一個極重要的事實，姑且不論事實本身

的好壞，事實就是群眾已獲得完整的社會力量。 

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 

 

就定義說來，群眾不該、也不能掌控個人的生活方式，但對規範較少

的歐洲社會而言，現在這項事實意謂著歐洲正遭逢有史以來最大的危

機，全體人民、國家及整個文明都可能受到危害…… 

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 

 

社會一直是兩個主要構成因素多元有活力的結合：少數人及群眾。少

數人也就是具有特殊條件的個體，或是具有特殊條件之個人所組成的

團體。群眾則是所有不具備特殊條件人士的總和…… 

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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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越的人絶非任性、自恃甚高，而是嚴以律己（而非他人）的菁英份

子……。 

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 

 

若以最極端的方法來區分人類，毫無疑問可將人分為兩類：一、是自

我要求高的人……二、是對自我毫無要求者…… 

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 

 

群眾會粉碎所有不同、優異、個別、特殊條件及挑選而出的一切人事

物。只要有人與眾不同，獨立思維，就要冒著被消滅的風險。 

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 

閱讀第一層次範例閱讀第一層次範例閱讀第一層次範例閱讀第一層次範例：：：：解讀解讀解讀解讀 

在歐洲的公共生活中此刻存在一個極重要的事實，姑且不論事實本身

的好壞，事實就是群眾已獲得完整的社會力量。 

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歐洲目前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就是大多數的基層人民

已全面掌控了社會。 

 

就定義說來，群眾不該、也不能掌控個人的生活方式，但對規範較少

的歐洲社會而言，現在這項事實意謂著歐洲正遭逢有史以來最大的危

機，全體人民、國家及整個文明都可能受到危害…… 

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整體而言，為數眾多的人民無法管理他們各自的行

為，當然更無法管理更寬廣層面的文化問題，歐洲此刻正經歷前

所未見的重大轉捩點。 

 

社會一直是兩個主要構成因素多元有活力的結合：少數人及群眾。少

數人也就是具有特殊條件的個體，或是具有特殊條件之個人所組成的

團體。群眾則是所有不具備特殊條件人士的總和…… 

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普遍來說，文化受到個人主義以及守舊主義人士間

的強烈互動所影響。個人主義者通常擁有特定的技術或能力，思

想一致的守舊派人士則為典型的缺乏能力者。 

 

卓越的人絶非任性、自恃甚高，而是嚴以律己（而非他人）的菁英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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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 

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真正有能力的人並不會被瑣事所惱怒，也不會傲慢

自大，相反的，他們對自我的要求遠超過對他人的要求，同時為

自己設立較高的標準。 

 

若以最極端的方法來區分人類，毫無疑問可將人分為兩類：一、是自

我要求高的人……二、是對自我毫無要求者…… 

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人與人之間最顯著與深層的差異，就是有一派人士

對自我的期許甚高，另一派人則不要求自己成就任何重要或獨特

的事。 

 

群眾會粉碎所有不同、優異、個別、特殊條件及挑選而出的一切人事

物。只要有人與眾不同，獨立思維，就要冒著被消滅的風險。 

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整體社會無法容忍獨特、有能力、努力發展自我的

人，同時也不能容忍特質優越的任何事物。那些拒絕仿效烏合之

眾，追求自我思考的人，則須承擔被消滅的危險。（關於這點作

者語意模糊，可能指獨特之士會被大眾殺害，或是他們無法在社

會中公開自己的想法，因此為了生存也就只好迎合大眾。） 

 

練習七練習七練習七練習七：：：：<<<<<<<<狂熱份子狂熱份子狂熱份子狂熱份子>>>>>>>> (The True Believer)  

背景資料背景資料背景資料背景資料：：：：摘自賀佛爾（Eric Hoffer）<<狂熱份子>>書序。 

 

所有的群眾運動，都是追隨者準備好要犧牲生命之集體行動；無論是

鼓吹什麼教條、活動，追隨者都會產生癡狂、熱切、強烈盼望、憤恨

及無法寬容他人的心態；在特定的生活範圍中，他們擁有強大的行動

力；這些人都具備盲目的信心及忠貞不二的態度……。雖然狂熱的基

督徒、狂熱的回教徒、狂熱的民族主義份子、狂熱的共產黨員、與狂

熱的納粹份子之間仍有明顯的差別，但驅使他們行動的那股狂熱主義

本質其實是相同的；驅使他們向外擴展、遍及世界的那股力量亦是如

此。所有種類的奉獻、信仰、權利追求、團結和自我犧牲，都具有一

定的共同點。眾多神聖的使命和教義或有許多不同之處，但其背後推

進的因素卻有相當的一致性……。不論人們為了多麼不同的神聖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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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犧牲生命，他們其實可能是為了相同的事付出代價。 

初步閱讀初步閱讀初步閱讀初步閱讀：：：：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 

所有的群眾運動，都是追隨者準備好要犧牲生命之集體行動； 

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 

 

無論是鼓吹什麼教條、活動，追隨者都會產生癡狂、熱切、強烈盼望、

憤恨及無法寬容他人的心態； 

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 

 

在特定的生活範圍中，他們擁有強大的行動力； 

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 

 

這些人都具備盲目的信心及忠貞不二的態度……。 

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 

 

雖然狂熱的基督徒、狂熱的回教徒、狂熱的民族主義份子、狂熱的共

產黨員、與狂熱的納粹份子之間仍有明顯的差別，但驅使他們行動的

那股狂熱主義本質其實是相同的； 

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 

 

驅使他們向外擴展、遍及世界的那股力量亦是如此。 

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 

 

所有種類的奉獻、信仰、權利追求、團結和自我犧牲，都具有一定的

共同點。眾多神聖的使命和教義或有許多不同之處，但其背後推進的

因素卻有相當的一致性……。不論人們為了多麼不同的神聖使命而犧

牲生命，他們其實可能是為了相同的事付出代價。 

用用用用自己的話重述自己的話重述自己的話重述自己的話重述：：：： 

閱讀第一層次範例閱讀第一層次範例閱讀第一層次範例閱讀第一層次範例：：：：解讀解讀解讀解讀 

所有的群眾運動，都是追隨者準備好要犧牲生命之集體行動； 

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所有的群體起義活動，均來自大量追隨者為達目的



54                                          迷你指南：如何閱讀文章段落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006 Foundation for Critical Thinking                          文藻外語學院 

而不惜犧牲的決心，同時凝聚群體的力量，合一達成目標。 

 

無論是鼓吹什麼教條、活動，追隨者都會產生癡狂、熱切、強烈盼望、

憤恨及無法寬容他人的心態； 

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這些起義運動，不論所秉持的理想、價值、信念為

何，或其所號召的改變為何，都還是偏執、思想狹隘、過度狂熱、

死板、厭惡反對聲浪、拒絶接受不同角度的觀點。 

 

在特定的生活範圍中，他們擁有強大的行動力； 

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群眾運動所興起的狂熱，足以產生巨大的精力與能

量，驅使他們投入在特定的事物上。 

 

這些人都具備盲目的信心及忠貞不二的態度……。 

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所有的這些運動，都要求追隨者必須無異議地接受

信條，擁護其團體的一切信念。 

 

雖然狂熱的基督徒、狂熱的回教徒、狂熱的民族主義份子、狂熱的共

產黨員、與狂熱的納粹份子之間仍有明顯的差別，但驅使他們行動的

那股狂熱主義本質其實是相同的； 

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比起拒絕盲信的人，任何信仰體系的狂熱信徒，其

實都與其敵對信仰體系的狂熱信徒擁有更多相似性。換句話說，

無論所推崇的狂熱活動內容有何差異，狂熱份子的心態其實是相

同的。 

 

驅使他們向外擴展、遍及世界的那股力量亦是如此。 

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狂熱組織的最終目的就是要擴展宏大的版圖，例如

支配全世界所有的活動。因為他們相信自己是全然正確的，甚至

以上帝的聲音而發言，迫使世上所有人都要接受其信念。 

 

所有種類的奉獻、信仰、權利追求、團結和自我犧牲，都具有一定的

共同點。眾多神聖的使命和教義或有許多不同之處，但其背後推進的

因素卻有相當的一致性……不論人們為了多麼不同的神聖使命而犧

牲生命，他們其實可能是為了相同的事付出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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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當有一群人相信自己擁有神聖的教義及神聖的理想

時，狂熱的行為便開始產生。這些人已預備好要盲目地聽從指

示，並執行領導者認為欲達理想所需做的一切事，於是他們每個

人都成了彼此的翻版，堅持其所狂熱相信的事物。就某種程度而

言，所有的狂熱份子都有共同的思想根基：每個人都應該同意他

們，要和他們想法、做法一致。只要大眾運動中的人民相信自己

握有絕對的真理，狂熱份子也就會因應而生，這些人願意遵照其

團體的規定而改變自身的行為，甚至願意為其理想而犧牲生命。 

 

練習八練習八練習八練習八：：：：<<<<<<<<教育的理念教育的理念教育的理念教育的理念>>>>>>>> (The Idea of Education) 

背景資料背景資料背景資料背景資料：：：：在 1851年，約翰．亨利．紐曼(John Henry Newman)寫了

一套相當出名的講課集<<大學教育之範圍及本質論集>> (Discourses 

on the Scope and Nature of University Education)，且在 1952年出版成

<<大學的理念>> (The Idea of a University)一書，這本書的重點是紐曼

對於教育的看法。 

 

我要強調用正確的名稱來稱呼不同事物的重要性，不要把兩個完全不

同的概念混為一談。徹底通曉一門科學與只了解許多表面的知識是截

然不同的；對一百件事物一知半解或只記住細節，並不等同於通盤的

了解……。不要說人們必須受教育，如果你真正的目的只是為了娛

樂、新鮮、感覺平靜舒暢、有好的精神和幽默，或遠離邪惡的暴

行……。教育是崇高的用詞；是為了知識做準備，以及知識的傳授。

教育使人對於自己的意見和判斷有清楚的意識觀點，使人擁有真理能

培養自己的觀點、使人能清淅闡述自身的觀點、並使人有力量驅策其

主張與觀點。教育使人看清事物的本質、能夠切入重點、能抽絲剝繭

理清複雜思緒、能察覺詭辯、能摒棄不切題的事物……。教育使人知

道如何融入人群、如何了解他人想法、如何在眾人面前提出自己的想

法、如何影響他人、如何與人達成共識、如何容忍他人……。知道何

時發表言論，何時該保持沉默；能夠與人交談，也能夠傾聽；在沒有

人傳授之時，能夠提出適切的問題，並從中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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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閱讀初步閱讀初步閱讀初步閱讀：：：：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 

我要強調用正確的名稱來稱呼不同事物的重要性，不要把兩個完全不

同的概念混為一談。 

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 

 

徹底通曉一門科學與只了解許多表面的知識是截然不同的； 

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 

 

對一百件事物一知半解或只記住細節，並不等同於通盤的了解……。 

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 

 

不要說人們必須受教育，如果你真正的目的只是為了娛樂、新鮮、感

覺平靜舒暢、有好的精神和幽默、或遠離邪惡的暴行……。 

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 

 

教育是崇高的用詞；是為了知識做準備，以及知識的傳授。 

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 

 

教育使人對於自己的意見和判斷有清楚的意識觀點，使人擁有真理能

培養自己的觀點、使人能清淅闡述自身的觀點、並使人有力量驅策其

主張與觀點。 

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 

 

教育使人看清事物的本質、能夠切入重點、能抽絲剝繭理清複雜思

緒、能察覺詭辯、能摒棄不切題的事物…… 

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 

 

教育使人知道如何融入人群、如何了解他人想法、如何在眾人面前提

出自己的想法、如何影響他人、如何與人達成共識、如何容忍他人…… 

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 

 

知道何時發表言論，何時該保持沉默；能夠與人交談，也能夠傾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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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沒有人傳授之時，能夠提出適切的問題，並從中學習。 

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 

閱讀第一層次範例閱讀第一層次範例閱讀第一層次範例閱讀第一層次範例：：：：解讀解讀解讀解讀 

我要強調用正確的名稱來稱呼不同事物的重要性，不要把兩個完全不

同的概念混為一談。 

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我所要強調的重點是人們應該小心選擇他們的用

語，才能清楚地分別不同的概念。 

 

徹底通曉一門科學與只了解許多表面的知識是截然不同的； 

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對於一門學科或領域有深入、透徹的了解，與對許

多的學科僅只粗淺地認識，是截然不同的，兩者不當混為一談。 

 

對一百件事物一知半解或只記住細節，並不等同於通盤的了解…… 

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對很多的事只懂一點皮毛，，，，或只習慣死記一些特點

或細節，並不代表能夠抽象思考重要議題，也不代表擁有廣泛的

觀點。 

 

不要說人們必須受教育，如果你真正的目的只是為了娛樂、新鮮、感

覺平靜舒暢、有好的精神和幽默、或遠離邪惡的暴行…… 

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不要將教育與享受或娛樂混為一談，或以為教育就

是年輕化或精力充沛的表徵。不要誤解教育就是使人舒適或滿

足，也不要說一個人受教育只是為了避免過份的行為舉止產生。 

 

教育是崇高的用詞；是為了知識做準備，以及知識的傳授。 

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教育的概念是既深長又極具意義的，絶不可潦草看

待，更不可輕率執行。教育預備好人的心智能夠學習重要觀念，

使人得以擁有知識，進而運用知識。 

 

教育使人對於自己的意見和判斷有清楚的意識觀點，使人擁有真理能

培養自己的觀點、使人能清淅闡述自身的觀點、並使人有力量驅策其

主張與觀點。 

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透過教育，人們能夠真實且深切地透視自己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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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法，同時知道為什麼自己會有那些想法。教育使人養成信念的

過程完整；教育能使人在表達自己的信念時得以兼具優雅、風

格、力量。 

 

教育使人看清事物的本質、能夠切入重點、能抽絲剝繭理清複雜思

緒、能察覺詭辯、能摒棄不切題的事物…… 

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教育使人有能力看清狀況的真象，明辨何為不相關

之事，以便能專注在重要且切題之事物。當人受了教育，就不會

被人以欺哄的言語操控，掉入口是心非的陷阱。 

教育使人知道如何融入人群、如何了解他人想法、如何在眾人面前提

出自己的想法、如何影響他人、如何與人達成共識、如何容忍他人…… 

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教育使人能夠多元思考，能夠重視他人的觀點以便

能更了解他們。教育也使人能理性地表達自己的論點，提出好的

理由來說服他人，使人能接受合理的看法及論點，一旦較合理的

觀點出現，人們願意改變自己的看法。教育使人仔細聆聽並理解

他人的觀點，也使人展現耐心在不耐煩的人身上。 

  

知道何時發表言論，何時該保持沉默；能夠與人交談，也能夠傾聽；

在沒有人傳授之時，能夠提出適切的問題，並從中學習。 

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受教育的人知道何時該陳述自己的看法，及何時該

安靜聆聽他人的意見。他們知道如何有效率地和別人溝通想法，

他們都是好聽眾，也很會提問及促進討論。他們是有技巧的學習

者，即便在任何的談話或情況中，他們並沒有加入任何的內容，

他們仍能有效的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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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附附附錄錄錄錄 A：：：：「「「「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用自己的話重述」」」」之之之之範例範例範例範例1
 

鄧肯決賽顯威（體育版新聞導言） 

籃球巨星提姆．鄧肯(Tim Duncan)在籃球錦標總決賽中扮演關鍵
角色。 

小威廉絲孤軍奮戰（體育版新聞導言） 

網球巨星小威廉絲(Serena Williams)是法網公開賽中，唯一尚未被

打敗的美國選手。 

外國對美不信激增（報紙頭版頭條） 

一份由二十個國家所做的調查顯示，人民不信任美國政府的動機
普遍激增。 

猶豫者多失。 

在緊急情況下，人若能立即做出反應就可拯救自己脫離災難。 

及時一針省九針（防微杜漸） 

在很多情況下，如果我們能適時採取一些行動修補或調整，就能
避免重大損失或傷害。 

錢是政治的母乳（林登．強森 Lyndon Johnson） 

如果無法籌募巨額的金錢，就不可能在政治上角逐成功。 

金錢是控制政治的力量。 

駱駝穿過針的眼，比財主進神的國還容易呢！（新約聖經） 

除非有錢人將自己大部分的財產拿來幫助改善他人的生活，否則
不可能過合乎倫理的生活。 

氫氧化鈉和硫酸混合時，會產生劇烈的化學變化（取自化學課） 

當結合氫氧化鈉和硫酸時，兩者的化學結構會立即改變，會產生
高溫及釋放大量能量。 

信仰和榮光稱霸排行榜（報紙頭條） 

上帝與宗教合一催生了排行榜上的六首熱門音樂。 

還有另一個地球存在嗎？ 

宇宙中還有另一顆類似地球的行星存在嗎? 

                                                 
1
  某些引述取自報紙的文章標題，我們重述的文章前提資訊於此並未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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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B：：：：分析文章分析文章分析文章分析文章、、、、短短短短文或章節的邏輯文或章節的邏輯文或章節的邏輯文或章節的邏輯 

了解一篇短文、文章或章節的一個重要方法，是透過作者推論的各個

部份進行分析。然後，你可以運用智識的標準來衡量作者的推論。以

下是一個供遵循的範例： 

1) 本篇文章的主旨是 ________。（在此盡可能準確地說明作者寫這

篇文章的用意，作者想要成就什麼？) 

2) 作者所提出的主要問題是 ________。(你的目標是要找出作者在寫

這篇文章時，腦中所思考的主要問題為何？作者在這篇文章中所

提出的主要問題為何？) 

3) 本篇文章中最重要的資訊是 ________。(要找出作者所運用或引為

前提的主要資訊，其所用來支持主要論點的資訊，在此要找出事

實、經驗或作者用來支持其結論的資料。) 

4) 本篇文章的主要結論是 ________。(要找出作者在文章中所呈現最

重要的結論。) 

5) 本篇文章中我們必須要了解的主要觀念是 ________。 透過這些

觀念，作者想表達的是 ________。(為了確認這些觀念，你要問自

己：為了要理解作者的推論，你需要知道哪些最重要的觀念？接

著簡短說明作者藉著這些觀念要表達的意思。) 

6) 作者想法中的主要假設是 ________。(問問自己：什麼是作者認為

理所當然的（但卻可能受質疑的）？這些假設是作者認為不需要

在書寫文章的上下脈絡中去辯述的普遍概念。而這個部分是作者

邏輯性思考的開端。) 

7a) 如果我們認真思考作者的推論，這表示 ________。(如果大家都

認真思考作者的推論，可能會產生什麼結果？在此要找出從作者

立場出發的邏輯化含意，你應該要列出作者所陳述及未陳述的含

意。) 

7b) 假如我們沒能認真思考作者的推論，這表示________。（如果大

家忽略作者的論據，可能會產生什麼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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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本篇文章所呈現的主要觀點為 ________。（你要回答的主要問題

為：作者著重於什麼？作者如何看待其觀點？以這本迷你指南為

例，我們著重在「分析」，將本指南視為「使人理解」的工具，並

且在透過問題、議題、主題等等進行思考時，固定地應用推論要

素。 

如果你徹底了解文章、短文或章節中這些架構的關聯性，你就能以作

者的角度來思考。以上就是定義所有推論的八個基本架構，同時也是

思考的基本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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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C：：：：分析教科書的邏輯分析教科書的邏輯分析教科書的邏輯分析教科書的邏輯 

1) 這本教科書的主旨是 ________。 

2) 作者在這本教科書中，提出的主要問題是 ________。 

3) 這本敎科書中最重要的資訊本質是 ________。 

4) 這本敎科書最主要的結論是 ________。 

5) 在這本敎科書中，我們必須理解的主要觀念是 ________。  

透過這些觀念，作者想表達的是 ________。 

6) 作者想法中的主要假設是 ________。 

7a) 假如人們認真地看待這本教科書，這表示________。 

7b) 假如人們沒能認真地看待這本教科書，這表示________。 

8)  本篇文章所呈現的主要觀點是 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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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D：：：：生態學的邏輯生態學的邏輯生態學的邏輯生態學的邏輯 

教科書的第三教科書的第三教科書的第三教科書的第三層次層次層次層次閱讀閱讀閱讀閱讀範例範例範例範例 

   （任何一本生態學教科書的第三層次細讀，實質上應展現以下邏

輯。） 

生態學家的目標生態學家的目標生態學家的目標生態學家的目標：生態學家要尋找及認識生存於大自然中的動植物，

特別著眼在動植物間的相互關係、相互依賴性、以及與大環境的

交互作用。藉由了解所有影響動植物形成及改變的因素，便能解

釋動植物在其棲息地的生存方式和生活特性。 

生態學家提出的問題生態學家提出的問題生態學家提出的問題生態學家提出的問題：：：：動植物之間如何交互作用？動植物之間如何互

動交流？動植物之間如何相互倚賴？如此多樣化的生態系統如

何自行運作？不同的生態系統間如何相互作用？動植物如何被

環境影響？動植物如何生長、進化、死亡，及再循環？動植物之

間如何取得平衡？當動植物之間不再平衡時會如何？ 

生態學家生態學家生態學家生態學家運用運用運用運用的資訊的資訊的資訊的資訊：：：：生態學家最主要的參考資訊是藉由觀察動植物

本身，以及他們之間的互動，他們如何在所處環境中生存。生態

學家紀錄動植物如何出生、繁殖、死亡、和進化，以及環境改變

對其所造成的影響。他們也應用其他領域的資訊，包括化學、氣

象學和地質學。 

生態學家所下的判斷生態學家所下的判斷生態學家所下的判斷生態學家所下的判斷：：：：生態學家須判斷生態系統如何自然地運作、動

植物如何居間運作、為何他們如此運作、生態系統如何失去平

衡，以及如何回復原有的平衡，也須判斷自然界如何分組和歸類。 

引導生態學家思考的觀念引導生態學家思考的觀念引導生態學家思考的觀念引導生態學家思考的觀念：：：：生態學最重要的觀念之一就是「生態系

統」，其定義為在一特定的棲息地中，一群彼此依賴的生物。生

態學家研究不同的生態系統如何運作。另一個生態學重要的觀念

為「生態演替」，也就是在未受干擾的自然演進過程中，每個生

態系統都會進行自然形態的轉變。這個形態轉變包含出生、成

長、死亡、然後是自然生態的交替循環。生態學家已將生物族群

歸類到更大的單位，稱為「生物社會」，根據世界各地的自然特

性，包括氣溫、降雨量和植被的種類劃分區域。地質學另一項重

要的觀念為「生態平衡 」，也就是出生、繁殖、進食和被食的自

然過程，這便使動植物群落得以維持平衡。其他重要的概念還包

括失衡、能量、營養、人口成長、多樣性、棲息地、競爭、掠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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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生、適應、共同演化、演替、終極群落和生態保護。 

生態學家生態學家生態學家生態學家所下的關鍵所下的關鍵所下的關鍵所下的關鍵假假假假設設設設：：：：自然形態存在於動／植物的群落；必須仔

細研究和歸類這些群落；動植物常常相互依賴和調適；各個生態

系統必須維持平衡。 

生態學的意生態學的意生態學的意生態學的意含含含含：：：：生態學的研究引申出關於地球生物的諸多意涵。舉例

來說，藉由學習生態平衡的道理，我們發現近來的「人口爆炸」

促使生態失衡，開始改變人口問題。我們目睹原本設計來除害蟲

的農藥，透過食物鏈，直接或間接地對哺乳動物和鳥類造成傷

害。我們也得知過度農耕會侵蝕和耗盡土壤的營養物質。 

生態學家的觀點生態學家的觀點生態學家的觀點生態學家的觀點：：：：生態學家觀察動植物於棲息地內相互作用的關係，

並且需要維持平衡，好讓地球能永保健康、永續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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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指南思考指南思考指南思考指南系列系列系列系列叢書叢書叢書叢書 

思考指南系列叢書是一套方便、價格低廉、又容易攜帶的參考書籍，讓師生可以

用來提升讀書、學習及教學的品質。合理的價格讓老師們可以要求學生(在購買

課本之餘)購買這套書。精巧的設計，讓學生無論是在課堂中或下課後，皆能方

便攜帶。簡潔明瞭的內容，可以不斷提醒學生批判性思考最基本的準則。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學生及教學生及教學生及教學生及教師購買師購買師購買師購買 

Critical Thinking— The essence of critical thinking concepts and tools distilled into 

a 19-page pocket-size guide. (1–24 copies $4.00 each; 25–199 copies $2.00 each; 

200–499 copies $1.75 each) #520m 

Analytic Thinking— This guide focuses on the intellectual skills that enable one to 

analyze anything one might think about — questions, problems, disciplines, subjects, 

etc. It provides the common denominator between all forms of analysis. (1–24 copies 

$6.00 each; 25–199 copies $4.00 each; 200–499 copies $2.50 each) #595m 

Asking Essential Questions— Introduces the art of asking essential questions. It is 

best used in conjunction with the Miniature Guide to Critical Thinking and the How 

to Study mini-guide. (1–24 copies $6.00 each; 25–199 copies $4.00 each; 200–499 

copies $2.50 each) #580m 

How to Study & Learn— A variety of strategies—both simple and complex— for 

becoming not just a better student, but also a mast er student. (1–24 copies $6.00 each; 

25–199 copies $4.00 each; 200–499 copies $2.50 each) #530m 

How to Read a Paragraph— This guide provides theory and activities necessary for 

deep comprehension. Imminently practical for students. (1–24 copies $6.00 each; 

25–199 copies $4.00 each; 200–499 copies $2.50 each) #525m 

How to Write a Paragraph— Focuses on the art of substantive writing. How to say 

something worth saying about something worth saying something about. (1–24 copies 

$6.00 each; 25–199 copies $4.00 each; 200–499 copies $2.50 each) #535m 

The Human Mind— Designed to give the reader insight into the basic functions of 

the human mind and to how knowledge of these functions (and their interrelations) 

can enable one to use one’s intellect and emotions more effectively. (1–24 copies 

$5.00 each; 25–199 copies $2.50 each; 200–499 copies $1.75 each) #570m 

Foundations of Ethical Reasoning— Provides insights into the nature of eth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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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soning, why it is so often flawed, and how to avoid those flaws. It lays out the 

function of ethics, its main impediments, and its social counterfeits. (1–24 copies 

$6.00 each; 25–199 copies $4.00 each; 200–499 copies $2.50 each) #585m 

How to Detect Media Bias and Propaganda— Designed to help readers come to 

recognize bias in their nation’s news and to recognize propaganda so that they can 

reasonably determine what media messages need to be supplemented, 

counter-balanced or thrown out entirely. It focuses on the internal logic of the news as 

well as societal influences on the media. (1–24 copies $6.00 each; 25–199 copies 

$4.00 each; 200–499 copies $2.50 each) #575m 

Scientific Thinking— The essence of scientific thinking concepts and tools. It 

focuses on the intellectual skills inherent in the well-cultivated scientific thinker. 

(1–24 copies $6.00 each; 25–199 copies $4.00 each; 200–499 copies $2.50 each) 

#590m 

Fallacies: The Art of Mental Trickery and Manipulation— Introduces the concept 

of fallacies and details 44 foul ways to win an argument. (1–24 copies $6.00 each; 

25–199 copies $4.00 each; 200–499 copies $2.50 each) #533m 

Critical Thinking for Children— Designed for K-6 classroom use. Focuses on 

explaining basic critical thinking principles to young children using cartoon characters. 

(1–24 copies $5.00 each; 25–199 copies $2.50 each; 200–499 copies $1.75 each) 

#540m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教教教教師購買師購買師購買師購買 

Active and Cooperative Learning— Provides 27 simple ideas for the improve- ment 

of instruction. It lays the foundation for the ideas found in the mini-guide How to 

Improve Student Learning. (1–24 copies $3.00 each; 25–199 copies $1.50 each; 

200–499 copies $1.25 each) #550m 

How to Improve Student Learning— Provides 30 practical ideas for the 

improvement of instruction based on critical thinking concepts and tools. It cultivates 

student learning encouraged in the How to Study and Learn mini-guide. (1–24 copies 

$6.00 each; 25–199 copies $4.00 each; 200–499 copies $2.50 each) #560m 

Critical and Creative Thinking— Focuses on the interrelationship between critical 

and creative thinking through the essential role of both in learning. (1–24 copies $6.00 

each; 25–199 copies $4.00 each; 200–499 copies $2.50 each) #565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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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itical Thinking Reading and Writing Test— Assesses the ability of students to 

use reading and writing as tools for acquiring knowledge. Provides grading rubrics 

and outlines five levels of close reading and substantive writing. (1–24 copies $6.00 

each; 25–199 copies $4.00 each; 200–499 copies $2.50 each) #563m 

Socratic Questioning— Focuses on the mechanics of Socratic dialog, on the 

conceptual tools that critical thinking brings to Socratic dialog, and on the impor- 

tance of questioning in cultivating the disciplined mind. (1–24 copies $6.00 each; 

25–199 copies $4.00 each; 200–499 copies $2.50 each) #553m 

Critical Thinking Competency Standards— Provides a framework for assessing 

students’ critical thinking abilities. (1–24 copies $6.00 each; 25–199 copies $4.00 

each; 200–499 copies $2.50 e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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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運費與手續費） 

商品編號商品編號商品編號商品編號 #525m 

1-24 份，每份售價 6 元美金 

25-199 份，每份售價 4 元美金 

200-499 份，每份售價 2.5 元美金 

500-999 份，每份售價 1.75 元美金 

1000-1499 份，每份售價 1.5 元美金 

 

如需更多資訊如需更多資訊如需更多資訊如需更多資訊 

（訂購說明或索取其它資源） 

電話電話電話電話：+01-707-878-9100 

傳真傳真傳真傳真：：：：+01-707-878-9111 

電子信電子信電子信電子信箱箱箱箱：：：：cct@criticalthinking.org 

網頁網頁網頁網頁：：：：www.criticalthinking.org 

地址地址地址地址：：：：Foundation for Critical Thinking 

      P.O. Box 200 

      Dillon Beach, CA 94929 



關於作者關於作者關於作者關於作者 琳達‧艾德(Linda Elder)博士是一位教育心理學家，同時教授大學心理學及批判性思考。她擔任批判性思考基金會主席(Foundation for Critical Thinking)，以及批判性思考中心的執行長(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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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批判性思考基金會批判性思考基金會批判性思考基金會批判性思考基金會 

www.criticalthinking.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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