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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學歷：輔仁大學中國文學博
士

二.現職：臺灣警察專科學校通
識教育中心專任助理教授兼
國文領域課程召集人、輔大
全人教育中心兼任助理教授

三.經歷：東吳、世新大學兼任
講師、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
主題計畫博士前研究、兼任
助理、大直高中實習教師



四.專長：學術史、中國哲學史、
宋明理學、道家哲學、語文教
學理論與實務

五.研究專著：《顏元李塨論語解
經思想研究》、 《 「第一代
現代新儒家」馬一浮的「義理
學 」 ： 在傳統與轉型之間－
－ 一個學術史的分析》，其
他單篇論文二十餘篇。



六.教學專著：《國家考試作
文－ －得分技巧及寫作要
領 》(第七版)、 《大學寫
作課：精進書寫能力1－ －
遣詞用句掌握文氣篇》、
《大學寫作課：精進書寫
能力2－ － 思辨與論說文
寫作篇》、主編《警專國
文選》，其他單篇論文十
餘篇。



針對題目，
我想提出以下幾個提問與思考……

Ø 請問你是否有過書寫前已具備充足證據(論據)
，卻苦於無法完整表述的窘況？

Ø 為何要學習議論技巧？議論文不就是制式的八股
文嗎？

Ø 而大談書寫形式，不正好坐實制式八股了嗎？

Ø 如果感性是一種與人溝通的模式，那麼，理性是
否也是與人溝通的模式？又理性該如何被彰顯？

讓證據來說話—
如何從書寫形式掌握議論文寫作要領



針對題目，
我想作出以下幾個認知說明……

Ø 議論文不同於學術論文，卻是進入學術論文
的前哨。

Ø 議論的閱讀對象是普羅大眾，是一般性的議
題討論，有一定文化水平者均可書寫。

Ø 議論方法則廣泛運用在生活、學術、職場工
作中，因此有必要學習議論寫作。

讓證據來說話—
如何從書寫形式掌握議論文寫作要領



針對題目
且看他人怎樣說……

(一) 吳媛媛：《思辨是我們的義務》(新北市：木馬
文化，2019年7月)
(瑞典高中)第一門國文課專注於非文學類(non-

literary text)文章的閱讀寫作，內容包括新聞評
論、社會學、歷史、科技等當代科普文章，旨在訓
練學生能理解文章意涵，並且能彙整、引用、分
析、批判，並且有條理地提出自己的看法。瑞典課
綱把語文視作「通往其他知識的基礎工具」，十分
強調語文在學習所有其他科目的過程中，其理解、
思辨和表達自我的關鍵角色，為了達到這個教學宗
旨，瑞典文老師常和其他科目的老師合作……

讓證據來說話—
如何從書寫形式掌握議論文寫作要領



(二) 臺灣清華大學中文系劉承慧教授：〈何以「大
學國文」是一門獨立的課程〉，《通識在線》

第75期，2018年3月

如果大學生學習專業知識的同時，也能意識到
文體形式乃至事理邏輯、文法修辭模式、語詞選擇
等表達的細節，可望更切實地掌握知識的精髓。

讓證據來說話—
如何從書寫形式掌握議論文寫作要領



(三) 樊攀、魏夢佳：〈「寫作與溝通」將成清華
本科生必修課〉，「新華網」，2018.5.22

負責計畫之一的彭剛提到：「『寫作與溝通』
課程定位為非文學寫作，偏向於邏輯性寫作或說理
寫作，以期通過高挑戰度的小班訓練，提升學生的
寫作表達能力、溝通交流能力、邏輯思維和批判性
思維能力。」

又云：「寫作水平在很大程度上是思維水平的
體現，寫作訓練首先是思維訓練。希望經過持續不
斷努力，開好這門課，讓它在今後所有清華學生成
長過程中留下深刻印記。」

讓證據來說話—
如何從書寫形式掌握議論文寫作要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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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認知：
(一) 認知書寫形式對議論寫作的重要性。
(二) 理解議論寫作是為專業寫作的前哨。
(三) 認知文學與非文學寫作之間的差異。

二、情意：
(一) 掌握書寫形式如實表達個人的觀點。
(二) 透過證 (論)據精確傳遞自己的見解。
(三) 兼具感性理性，達成生活有效溝通。

壹、探索目標



三、技能：

(一) 自我檢視，找出議論寫作的問題癥結。

(二) 培養語感，鍛鍊議論寫作文氣與風格。

(三) 整合能力，鎔鑄形式與構思內外兼備。

(四) 終生技能，時時勤練習永續增進能力。

壹、探索目標





一、何謂議論文

(一) 為論說文的一種，旨在辯證然否
，透過不同立場的論辯，以說
服他人相信自己的主張、觀點
的一種文體。

(二) 與說明文在寫作目的、風格要求
十分相似，時合稱為論說文。

(三) 主要差距在於說明文重在客觀的
解釋、說明；議論文強調寫作
者的個人見解。

貳、證據怎樣來說話



二、議論三要素：論點、論證過程、論據

(一) 論點：寫作者的觀點稱為論點
，又可分成「中心論點」、
「分論點」。

(二) 論證過程：在論點與論據之間
的相互推論過程。

(三) 論據：證明論點的依據，又可
分成「事實論據」、「道理論
據」。

貳、證據怎樣來說話



三、證(論)據為何無法證明論點？

(一) 論點本身預設有誤，連帶影響論
證過程偏頗，與證(論)據缺乏效力。

(二) 論證過程、方法有誤，導致證 (論)
據無法證明論點。

(三) 證據有誤或效力不足，無法證明
論點。如以自身為例，效力不足；
以公眾人物舉例則相對客觀。

貳、證據怎樣來說話



四、自我檢視問題癥結

(一) 論點預設愈周延愈不容易出錯，
可透過個人專業立場，或預設論
題範圍，避免天馬行空。

(二) 論證過程、方法是否不夠嚴謹，
最基本的演繹法、歸納法無法導
出結果。

(三) 證(論)據需多方蒐集資料，追求
相對客觀的證明。

貳、證據怎樣來說話



五、如何提升掌控證據的能力

(一) 以閱讀為基礎，但需注意閱讀方
法論，而非囫圇吞棗的讀書。

(二) 以書寫形式條理化思考，將恣肆
奔放的觀點次第且有條不紊展現
，其做法可分成以下兩類：
1. 從詞到句掌握議論文氣。
2. 結構布局穩固邏輯思辨。

以上兩點留待第肆、伍點解說。

貳、證據怎樣來說話





一、形式不是束縛

(一) 經常誤解形式就是八股，八股扼殺創意，
甚至直接將議論文與八股文劃上等號；
這是未區分文學創作與非文學寫作(含議
論寫作)的差別所致。

(二) 除了展現個性的文體，其他無論是學習、
職場、生活等大多數的寫作，都須按照
既定形式書寫。

參、以書寫形式條理化思考



(三) 書寫形式的兩大功用：
1. 條理化、規範化的書寫形式可收束思維，留
下可用的素材，汰蕪存菁，達成有效溝通之
目的。

2. 非文學寫作(含議論文寫作)透過相同的書寫
形式，方能與人對話溝通，否則各說各話，
難達成有效溝通之目的。

(四) 我們亦反對只知背誦名言錦句或典故，僵
化書寫內容的寫作。

參、以書寫形式條理化思考



二、不同的表達與溝通形式

(一) 文體不同，表現形式各異，不能等概
而論。即便是文學寫作，也非必沒有
既定形式，如：文章章法。只是更為
多元廣泛，變化性多，尤其是現當代
的文學寫作。

(二) 除了寫作文體，任何表達與溝通也要
視場合、情境有不同的選擇與變化，
這已然是待人處世的態度問題。

參、以書寫形式條理化思考



三、掌握議論文形式的重要性

(一) 議論文的書寫形式也是邏輯思考的形
式，更是與人理性溝通的基礎。

(二) 先掌握基本書寫形式，才能隨物變化
，在不同需求、場合中有所轉變。

(三) 書寫形式不穩固，議論內容容易迂迴
纏繞，或前後邏輯不一，或意近重
出，層次性不明。如:缺乏分論點支持
中心論點；不知結構功能……

參、以書寫形式條理化思考





一、可掌握的議論文氣

(一) 《典論‧論文》：「文以氣為主，氣之清
濁有體，不可力強而致。譬諸音樂，曲
度雖均，節奏同檢；至於引氣不齊，巧
拙有素，雖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

(二) 文學創作文氣難掌握，但非文學寫作寫
作(含議論寫作)文氣則有跡可循。

肆、從詞到句掌握議論文氣



(三 ) 文學創作可運用各種修辭技巧美化內
文；非文學寫作 (含議論寫作 )則重實
事求是，採用「消極修辭」的技巧，
即不主動使用修辭，講究平鋪直敘，
故易於掌握文氣。

(四) 議論寫作以「信」、「達」為基本書寫
原則；「雅」則待個人文采深度而定。

肆、從詞到句掌握議論文氣



(五) 可分成消極刪修法(共14條原則)、積極增
修法(共16條原則)以提煉文氣，一共30條
規則。
(出自《精進書寫能力1--遣詞用句掌握文氣篇》)

(六) 不必全面達到，而且也沒有一定的刪修方
法；而是要看狀況使用不同方法，全方
位駕馭自己的文氣，面對不同的寫作需
求，自能游刃有餘。

肆、從詞到句掌握議論文氣



二之一、虛詞類的問題【消極刪修】

(一) 感嘆詞與語氣詞

(二) 動態動詞「了」

(三) 連接詞

(四)「的」

肆、從詞到句掌握議論文氣



二之二、實詞類的問題【消極刪修】

(一) 代名詞

(二) 關鍵字詞

(三) 同義語詞的連用

(四) 數詞「一」

肆、從詞到句掌握議論文氣



二之三、文句類的問題【消極刪修】

(一) 不當的激勵文句

(二) 句意重複的文句

(三) 疑問句型的文句

(四) 不當拆解的語詞

(五) 誤入的慣用口語

(六) 顛倒的文法句式

肆、從詞到句掌握議論文氣



三之一、掌握精準表意的方式【積極增修】

(一) 以具體示意取代「說」(Say)

(二) 個人主張與他人對話

(三) 動詞的使用與限制

(四) 以實證語詞取代修飾用語詞

(五) 肯定或否定：是全稱還是特稱

(六) 簡單表意取代術語表意

肆、從詞到句掌握議論文氣



三之二、調整句式改變文氣【積極增修】

(一) 短句與長句，緊句與鬆句

(二) 主動句與被動句

(三) 有效凸顯個人觀點

(四) 口語強調與書面判斷

(五) 從中文寫作的起承轉合到英文寫作
結構概念

肆、從詞到句掌握議論文氣



三之三、以修辭法強化氣勢【積極增修】

(一) 排比法

(二) 對偶法

(三) 層遞法與聯鎖法

(四) 頂真法

(五) 設問法

肆、從詞到句掌握議論文氣





一、掌握基本議論架構

(一) 論辯型結構
第一層次：定義與解釋題目。 (what)

第二層次：正面論述＋舉例。 (why)

第三層次：反面論述＋舉例。 (why)

第四層次：結語。

【層次不等於段落，寫作段落可無限分段，非必只有四段】

伍、結構布局穩固思考脈絡



論辯型結構的變型1
第一層次：定義與解釋題目。 (what)
第二層次：反面論述＋舉例。 (why)
第三層次：正面論述＋舉例。 (why)
第四層次：結語。

論辯型結構的變型 2
第一層次：定義與解釋題目。 (what)
第二層次：正面論述＋反面論述。 (why)
第三層次：正面舉例＋反面舉例。 (why)
第四層次：結語。

【層次不等於段落，寫作段落可無限分段，非必只有四段】

伍、結構布局穩固思考脈絡



(二) 三W型(因果型)結構
第一層次：定義與解釋題目。 (what)
第二層次：論述問題成因或重要性。 (why)

A.  正面＋反面的論述。
B.  正面＋反面的舉例。

第三層次：如何實踐。 (how)
第四層次：結語。

【層次不等於段落，寫作段落可無限分段，非必只有四段】

伍、結構布局穩固思考脈絡



(三) 總提分論結構
第一層次：定義與解釋題目。(what)
第二層次：分論1。 (why  or  how)
第三層次：分論2。 (why  or  how)

第N層次：結語。
【層次不等於段落，寫作段落可無限分段，非必只有四段】

伍、結構布局穩固思考脈絡



然而，
真的只有這三種結構嗎？
我看過很多議論型文章未必是按照上
述結構而寫的，理由何在？

伍、結構布局穩固思考脈絡



二、議論結構的活化

(一) 確實，很多文章非按此書寫形式而成。

(二) 面對不同情境、時空場合，會有不同的
挪移或刪修，譬如：各種提案通常會
將結語置前，讓投資方或聽眾能直接
明白講述目的。

(三) 愈長篇幅的文章，組成元素與結構就相
對複雜。

伍、結構布局穩固思考脈絡



(四) 但也不排除是寫作者的思考混亂與邏輯
矛盾所致。

(五) 閱讀時可自行拆解不同結構，並納入上
述基本結構，以讀出文章旨意，並找出
寫作者問題癥結。

伍、結構布局穩固思考脈絡



(一) 掌握三W的思考觀念

1. 「是什麼，WHAT) 」：
「題目」是否能涵蓋內容，是否有離題、偏
題的可能，如「大題小作」或「小題大
作」。

2. 「為什麼，WHY) 」：
找出關鍵字句、段落，確認作者的寫作理
由，或針對題目想提出、解決哪些問題。

三、簡易閱讀與思辨之檢視法

伍、結構布局穩固思考脈絡



3. 「如何做，HOW) 」：

(1) 有無提出解決問題的原則或方法……，且
提出的實踐、解決方法是否具體可行，
能否完全呼應題目、寫作理由。

(2) 「如何做，HOW) 」可存在也可不存在，
很多時候寫作者只想提出問題，但未必
想解決問題。

伍、結構布局穩固思考脈絡



WHAT，
是什麼

u界定力
界定問題
的意義與
範疇。

u發生力
確定發生
的事實。

1 WHY，
為什麼

2 HOW，
如何實踐

3

u實踐力

說明實踐
的方法、
進程。

u解決力

說明解決
的方法、
進程。

結語
結論

4

u原因力
1. 追求問
題 的 成
因。
2. 追求作
者的問題
意識。
。

伍、結構布局穩固思考脈絡



(二) 簡易閱讀思辨的方法
1. 找出文章的關鍵詞、關鍵句、關鍵段落。
2. 試著思考作者的閱讀對象是誰，作者想要跟誰

對話，作者與讀者的立場分別是什麼。
3. 作者「提出哪些疑問」，又「肯定了什麼」、
「否定了什麼」。

4. 我身為讀者，是基於哪一立場、知識背景與作
者對話。(述評、批評、評議、分析、心得……)

(三) 可參見stella Cottrell《批判性思考：跳脫慣
性的思考模式》(臺北：深思文化，2015.02)

伍、結構布局穩固思考脈絡





一、學習反思

(一) 裡外兼顧：書寫形式是幫助我們條理寫作脈
絡的方法，而非目的，否則徒有形式，內容
亦空虛。

(二) 明辨文體：文體不同，寫作要求、目的不同，
不能一視同仁。

(三) 專業知能：以專業知能為後盾，站穩立
場，方能與不同領域對話、論辯。

(四) 掌控文氣：從議論寫作到各種寫作，
從掌控文氣中習得待人處事之理。

陸、反思暨展望



二、未來展望

(一) 從「閱讀與寫作」到「思辨(溝通)寫作」：
換湯也要換藥，正視閱讀、寫作、口語表達
等溝通方法論之建構，而非僅於量的提升。
(量大非必質精)

(二) 從「敘事、故事力」到「說明、議論力」：
除非純粹敘事或言情，其他敘事與故
事都有目的性，故應懂得說明、
議論方法，以相得益彰，譬如
：置入性行銷。

陸、反思暨展望



(三)  從「議論寫作」到「專業寫作」：
議論寫作以一般議題與民眾為對象，但也是
專業寫作的前哨，可從中培養邏輯思考、寫
作文氣、專業閱讀等各種能力，絕非八股。

(四) 兼備「文學賞析」與「非文學寫作」：
文學重情，非文學重理。文學創作
或需天賦，但人人均可賞析；非
文學寫作常見於生活應用，二
者皆有其精彩與必要性，可以
得兼。

陸、反思暨展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