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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與書寫的敲門磚：

從問題意識的提問開始
柯品文 成功大學中國文學博士

人是被提問所支配，當我們在採取有意識的

行動之前，必然會先向自己提問，「問自己的問

題」然後再做出決定，「問他人問題」從而進行

對話與溝通，因此，提問改變了，行動也將跟著

改變，提出一個好問題，會引導出對方的一個好

觀點，也會帶著我們用不同的角度思考事情，更

會引導被提問者去思考更深層的議題。

一個好問題會創造很大的正面影響力，讓我

們為自己，也為他人，想個好問題，進而問個好

問題。劣質的提問不只讓人反感，且往往產生反

效果，相反的，具備問題意識的優質提問，即是

被問者樂意回答的提問，會使自己及周圍人的人

生變得更加的豐富多彩，人們回答了優質問題，

還將有新的發現和行動。

本文將從閱讀與書寫的角度出發，透過介紹

四本好書來思考與引導，在孩童時間，教育者如

何問出更好的問題，達到有效的提問。在工作職

場上，提問激發好創意，開闊更廣思維與視野，

因為你提出的問題，決定你是誰，往往人會依據

對方提出的問題來評斷他。在人生的旅程中，又

該如何心態正面積極，將負面問題變成好問題做

自己的主人為自己的人生提出解決困境的提問，

進而透過對話，以對話的力量啟發自我與別人，

為自己與他人的人生帶來意義。

一、重要的是，問出一個好問題：  

   《問更好的問題》
從 2006 年，臺灣先後參與了兩個大型國

際 評 比：PIRLS（Progress in International 

Reading Literacy Study，促進國際閱讀素養

研究，由國際教育評估協會每五年辦理一次，

以國小四年級學生為對象，是大規模的閱讀

素養調查研究）和 PISA（the 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國際學生

能力評量計劃，由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

每三年舉行，旨在評估十五歲青少年的閱讀、數

學和科學素養。）評比結果讓大家看見臺灣孩童

「閱讀素養」的現況，其中所呈現的是閱讀理解

能力還有成長的空間。於是 2007 年，在柯華葳

教授的帶領下，閱讀研習開始聚焦在「問好問

題」，想讓教師們調整提問層次以提升學生的閱

讀理解能力。 

作者陳欣希，是教育部國中小閱讀推動計

畫主持人，與臺灣讀寫教學研究學會理事長，繼

2010 年《問好問題》後，推出《問更好的問題》

一書，概念為提供一組能引領小孩思考、有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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輯的好問題，就是比「好問題」還要「更好的問

題」。在臺灣已全面推動閱讀之際，幼兒、國小、

國中等階段都重視閱讀這件事，覺察到「好問題」

在閱讀中扮演著重要角色。本書與讀者分享「問

好問題，引領思維」，《問更好問題》的增能重

點是設計一組有邏輯的更好問題，透過培養自己

文本分析的能力，與自我引導的規畫與執行，更

好問題之延伸與運用，其敘寫方式是呈現提問設

計歷程與成品，安排部份步驟讓讀者實作，其舉

例文本為繪本（故事繪本或知識繪本）。

作者透過「壹、觀念篇」「貳、知識繪本

篇」與「參、故事繪本篇」引入閱讀文本、回答

問題、歸類問題、判斷意義到思索歷程中，提出

如何定義「好問題」？如何判斷「好問題」與「更

好的問題」？如何設計「更好的好問題」？如何

選擇「適合設計提問」的文本？進而如何培養文

本分析的能力？在每章節最後以八指標檢視問題

品質、整理問題設計的結果，進行使用者的回饋，

從而能引領小孩思考，結合有邏輯的好問題，產

生更好的問題，作者在本書「如何判斷『好問題』

與『更好的問題』？」一節中寫到：

一組能引領小孩思考、有邏輯的好問題，就

是比好問題更好的問題。若以公式呈現，即是：

世紀中國革命
中華人民共和國史

史
地

/

傳
記

李福鐘 著

三民 /10701/383 面 /24 公分 /450 元 / 平裝
ISBN 9789571463605/628

自 1921 年中國共產黨成立至今已近百年，中國歷

經了翻天覆地的劇變。作者依時序演變，細說這

一百年的時間裡，中國共產黨如何從革命建國，到

大跨步邁向社會主義，及至發展成今日「具有中國

特色的社會主義國家」的過程。書中對於重大歷史

事件，包括中國共產黨如何擊敗國民黨，毛澤東為

何策動文化大革命，鄧小平如何一手推動改革開放

等，作者皆參考了大量資料，期為讀者做出詳盡的

歷史解釋。（三民）

史
地

/

傳
記

闞正宗 導讀 ; 楊蓮福 總編輯

博揚 /10611/310 面 /27 公分 /2500 元 / 精裝
ISBN 9789865757847/628

本書共收錄對日抗戰期間（1937-1945）的漫畫、

木刻及藝術畫作等宣傳抗日作品三：《抗戰八年木

刻選集》（1937-1945）、《抗戰漫畫》（封面封

底）及《抗戰藝術》一書的畫作。從木刻作品、漫

畫宣傳到抗戰藝術畫作，不同的風格，分別詮釋了

抗日救國的不同面向，也見證了當時八年浴血抗戰

的「藝術救國」大業。（博揚）

對日抗戰漫畫

木刻及藝術

作品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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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領閱讀與提問的新思維。 

二、有效提問的探索與閱讀：  

   《有效提問》
天下出版的《有效提問》一書以國中、國小

的課本教材為例，與讀者分享如何設計好問題的

基礎上更多考量教師的需求，並搭配教育部所設

計的一本《閱讀理解：文章與試題範例》，提供

更多現成有效的提問讓教師們使用。

然而許多教育者把提問當作「評量」的工

具，或當作「學習單」，不清楚在教學上的運用

方式。依此，教育部則再出版一本《閱讀理解：

問思教學手冊》，讓教師有現成的素材可使用並

更清楚的認識問思教學。

《有效提問》本書以「主題閱讀」的概念及

「有層次的好問題」，讓教學者引領小孩可以更

深入探索自我。全書分「第一章、理論觀念．引

領訣竅」、「第二章、4 大主題、23 個故事文本

分析：生涯夢想、發現自己、與眾不同、分工合

作」與「第三章、附錄：自我評估量表、紀錄片

的使用」，作者在〈透過閱讀探索自我〉中寫到：

若一個人沒有辦法意識到自己的存在，又

如何探索其他的世界呢？而自我探索的「自我」

或「自我概念」究竟是什麼意思呢？「自我」

能引領小孩思考+有邏輯+好問題=更好的問題。

是的，好問題僅需考量三個指標 :1. 能引導讀者

回到手邊文本多看幾眼；2. 引導讀者看見重要有

意義的訊息；3. 最好能引導讀者有四層次的思考

（直接提取、直接推論、詮釋整合、比較評估 )。

（頁 15-17)

其中文本分析是設計「更好的問題」的關

鍵，並透過扎實分析以設計更好的問題：步驟

1. 瀏覽註記以留下印象；步驟 2. 整理訊息以讀

懂內容；步驟 3. 比較文本以讀出特色、整理文

本分析的結果；步驟 4. 思索想被看見的訊息；

步驟 5. 設計問題並標示答案；步驟 6. 八指標檢

視問題品質，與整理問題設計的結果。

本書《問更好的問題》輔以知識繪本（《嗯

嗯太郎》、《怎麼還沒來》）及故事繪本（《無

尾熊和小花》、《圖書館老鼠》）為例，呈現提

問設計歷程與成品，並安排部分步驟讓讀者實作，

引導孩童培養文本分析能力，從中習得如何設計

出「更好的問題」，以及如何延伸並運用「更好

的問題」，書末附有延伸練習（《鳥兒的家》、《愛

蓋章的國王》、《麥基先生請假的那一天》、《我

是美國女總統》、《原來宇宙是這樣子啊！ 》等

學習單），引導親師生感受閱讀的意義，理解如

何將大量閱讀，轉換為孩子實際擁有的閱讀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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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f），是指每個人獨特的生理與心理的組合。

「自我概念」（self concept），即是一個人對

自己獨特特質的知覺，亦即，個人對自己是怎樣

一個人的看法。這些知覺不僅僅來自於個人的想

法，也來自於他人對我們的回應。（頁 7)

聚焦生涯探索的「探索自我」、「認識自

己」、「與眾不同」與「分工合作」四大領域，

透過「23 本閱讀文本」、「2 部發人深省的影視

文本」以及「213 個有層次的提問問題」，讓大

讀者引領小讀者深入探索自我，以孩童認知發展

為基礎，設計具體可操作、循序漸進的層次性提

問，課堂教學便可立即上手，清楚明晰的閱讀路

徑架構，輔以提問層次搭配國際閱讀評比精神，

設計出適合「全班一起回答」、「小組討論」、「兩

兩討論」或是「個人思考」等各種情境的文本提

問，以及配合不同教學目標的題組式提問，具備

步驟化、實踐性高的特色。

十二年國教改變了教育現場，打破了過去一

切以成績排序、一路直線到底的套裝人生，「探

索自我」與「生涯選擇」也成為家庭必須提早思

考與討論的議題。書中提供了合適情境的提問範

例，讓對引導孩子閱讀的家長與老師，得以安心

照表操課，透過明確的指引步驟，逐步熟悉提問

流程。

偉大的海
地中海世界人文史 

史
地

/

傳
記

大衛．阿布拉菲雅 著 ; 宋偉航 譯

廣場 /10611/837 面 /24 公分 /1000 元 / 精裝
 ISBN 9789869532532/726

這裡是著孕育古代文明的海洋，也是信仰衝突、種

族衝突之海。地中海是早期人類文明的發源地，也

是最精彩的海域，有跨海做生意的商人、打劫維生

的海盜、有朝聖者與騎士團、冒險深入異域的旅行

家。有城邦共和國，有領土型帝國，著名的城市更

是道不盡數不完雅典、迦太基、君士坦丁堡、亞歷

山卓、泰爾、羅德島、西西里島、克里特島、馬爾

他島、阿瑪菲、比薩、熱那亞、威尼斯等等地中海

沿岸城市接連在歷史扮演角色，有如你方唱罷我登

場。（廣場）

史
地

/

傳
記

史明 著繪

前衛 /10611/567 面 /21 公分 /500 元 / 平裝
ISBN 9789578018273/733

《台灣人四百年史》為臺灣獨立運動先驅史明的代

表作，為第一本以臺灣人立場寫出臺灣民族發展的

歷史專著。自 1962 年日文版出版以來，深切影響

戰後海內外臺灣人意識的啟蒙。但鑒於《台灣人

四百年史》篇幅龐大，史明曾親自改寫為《台灣不

是中國的一部分》，並動筆把四百年史圖像化，畫

成一百餘幅漫畫的《漫畫台灣人四百年史》，本書

為繼承《台灣人四百年史》要義，輯錄前述二書圖

文精華的簡明推廣版，為建構臺灣史觀的入門書。

（前衛）

簡明台灣人

四百年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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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對象，並以領航教練的身分活躍於職場。

怎樣提問能更有助於客戶達成目標？怎樣提

問能引導管理者獲得更大的成功？

一般人可能不會特別注意，其實我們生活中

的許多對話，都是由問題及回答構成的，如「提

問：早安，你今天是幾點出門的？回答：大概七

點左右吧。」「提問：我上週拜託你處理的資料，

進度如何呢？回答：已經完成了。」多數人大概

都不知道，我們心中的問題，正是切換外在行動

的按鈕。生活或職場便是不斷的透過詢問自己、

找出解答，再進一步付諸行動，同樣的，如果我

們每天都只問自己同樣的問題，人生將不會有任

何變化，所以，如果期望人生或工作職場能有所

突破，就必須試著多問自己一些不一樣的問題。

而《你問的問題，決定你是誰》本書分別透

過「第一章、人的行為其實受問題支配，而非答

案」、「第二章、『問的好！』並不難，好問題

有三種」、「第三章、誰都想問好問題，這麼問」

與「第四章、好問題，平常就要這樣刻意練習」

這四個章節來引導人際的提問與思考，〈在根據

對方慣用字彙，推斷他的價值觀與目標〉這一小

節中寫道：

我在先前章節曾說明過，目標價值觀，慣用

詞語是造成每個人設定問題的結果有所差異的原

除單本故事的深入閱讀外，本書在每章節之

末，也安排了更進一步的跨文本「比較閱讀」示

範提問，如以「與眾不同」章節為例，作者群以

該章曾深入引導閱讀過的《我的朋友小結巴》與

《奇蹟男孩》兩本書為對象，設計適合兩個故事

都適用的提問，穿梭於不同故事文本的主角與情

節之間，讓讀者得以透過好問題相互比較、對照，

並進一步深度思考，表達看法。

透過流暢的引領流程，將提問的思考與設計

流程加以拆解、步驟化，帶領師長透過寓意深遠

的故事，以及優質細緻的提問，一步步陪伴孩子

「探索自我」、「認識自己」，進而接納「與眾

不同」的自我，並透過欣賞他人，願與同儕「分

工合作」，成就自己與他人的夢想，是一本透過

好故事與好提問，帶領孩子探索自我的最佳提問

工具書。

三、找出自己的問題：

   《你問的問題，決定你是誰》 
作者粟津恭一郎，出生於日本滋賀縣大津

市，早稻田大學研究所亞洲太平洋研究科國際經

營學專攻修畢。其後於 2004 年加入高起股份有

限公司，國際教練聯盟（ICF）專業認證教練，

主要以大企業經營者及未來的領導者為提問的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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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我將這三項統稱為「三 V」，並且透過三 V，

揣摩應答者的思維。透過以下三 V，找出應答者

內化的提問：1.Vision：目標。2.Value：價值觀。

3.Vocabulary：慣用詞語。（頁 181-182）

作者在這裡所指的「Vision」是應答者追求

的夢想心願或想做的事，「Value」則是應答者

評斷事物的價值觀，「Vocabulary」則是應答者

在日常談話或問答時，經常使用的詞語。但重點

在於除要注意那些與目標價值觀相關的詞語外，

也要仔細觀察，對方還會常常提到那些詞語，而

作者在教練輔導時的前導階段或對談時，更強調

試著找出與三 V 有關的關鍵字。好問題絕對不是

「Yes或 No」的是非題，而是能讓對方容易回答、

樂於談論、習慣分享的問題。

「好的提問力，會讓自己的人生產生巨大差

異。」本書《你問的問題，決定你是誰》便是訓

練提問力，也是本書所要揭露的關鍵要事，這也

是優秀的人與普通人之間的不同，就在於你問了

什麼樣的問題。

四、從提問探索自我，到生命對話

    的轉變：《對話的力量》
「對話，幫助一個人看見自己的價值。」

是本書所要引導出的重要核心概念，而「對話」

荷蘭時代的

福爾摩沙

史
地

/

傳
記

甘為霖 英譯 ; 李雄揮 漢譯

前衛 /10612/635 面 /23 公分 /650 元 / 平裝
ISBN 9789578018174/733

英譯自荷蘭史料的《荷蘭時代的福爾摩沙》

（Formosa under the Dutch），是臺灣宣教先驅

甘為霖牧師代表作，為荷治時代臺灣史必讀經典。

本書收錄甘本第一部分及第二部分，即 Francois 

Valentyn《新舊東印度誌》與 J.A. Grothe《早期

荷蘭海外宣教檔案》內容，含括對當時臺灣的地

理、貿易及宗教的介紹，對臺灣原住民風俗、恩

怨，漢原關係，荷蘭殖民統治等皆有詳盡描述。修

訂新版由原文修正少數誤譯段落，並盡可能考據原

書大量的地名拼音，對照古今，讓讀者更親近歷

史。（前衛）

史
地

/

傳
記

李筱峰 著

遠景 /10612/191 面 /21 公分 /260 元 / 平裝
ISBN 9789573910459/733

「地名」是由人群的生活狀態、發展、觀念、關係、

變遷等多種面向所命名而生，因此地名可以反映地

景、文化等等的歷史內容。臺灣每換一個新的統治

群體，便會出現或更改地名，因此形成小小島嶼

上，多元而複雜的地名，記錄了臺灣歷史主權者變

換頻繁的特色，讓我們感受到臺灣不斷被殖民的身

世。作者根據多類文獻、史料及前輩學者的研究編

寫此書，希望藉由對臺灣地名的認識，有助於建立

臺灣人的本土意識與自我認同。（遠景）

以地名

認識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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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藥的孩子，願意吃苦了〉：「怕苦而拒服藥的

孩子，花五分鐘專注傾聽，激起她吃苦的決心。」

當對方表現得不符期待時，不批判、不教訓，而

以「怎麼了？」、「怎麼辦？」，啟發他自己走

向下一步。其實對話的目的，不是誰能夠讓誰聽

話，而是藉由靜心聆聽和真心交流，探索可能的

困難，進而接納彼此的觀點，最終才可能相伴著

走向一致的目標。」

作者在不斷被詢問如何解決教養、教育上

的問題時，才驚覺到原來眾人都希望解決問題，

而不是預防問題的發生，或者改變慣性的對話模

式。一般人往往不知問題的產生，來自於舊有的

慣性模式，並指出人應該都有「普通對話」的能

力，彼此傾聽與分享，進而懂得如何「深刻對

話」，在對話中彼此感到「深刻」、「療癒」或

者「有啟發」，那麼在討論彼此觀點、期待與行

為時，方能懂得表達與接納。

對話時，把耳朵和心靈打開傾聽談起，學習

適時停頓、語意明確，並以「怎麼了？」、「怎

麼辦？」表達好奇，透過每天五分鐘的練習，建

立和諧與自在的人際相處，並進一步指出，薩提

爾模式的「冰山對話」，則是深入人心內在，具

有轉化的談話方式，因為若無深刻對話的能力，

往往討論常陷入對立，這也是目前社會常見的現

是真誠的互動與連結，我們從對話中被理解，從

對話中學習聆聽與表達，從對話中感到被重視，

從對話中發現自我與世界。本書更點出真正的對

話，是從傾聽開始，是對人的好奇，是接受彼此，

進而激發一個人主動探索自己生命的價值。

作者李崇建與甘耀明兩人從東海大學中文系

畢業後，歷經寫作教學的生涯，結合親職教育、

閱讀、寫作與生命教育，致力推廣閱讀、寫作、

文學與教育工作。其中，李崇建從 2016 年開始

便構思著關於「對話」與「閱讀」的兩本書，在

本書前言〈以對話，還給生命本有的力量〉寫到：

當我學習薩提爾模式，逐漸了解對話的要

素，再看一些銷售策略、談話的藝術、親子溝通

的書籍，我突然完全理解了，然而有些書籍雖然

暢銷，但是看了對我無用處，只是搔一點點癢處

而已。因為對話的要素，並不是講究策略，而是

一個觀念脈絡，也是一個真誠的心法。（頁 21)

文中「一個觀念脈絡，也是一個真誠的心

法。」引出作者認為將對話的脈絡，運用於跟自

我連結，跟親人對話，跟學生互動，班級經營管

理，與家長、伙伴與朋友談話等的概念。在書中

也舉出許多不同的例子來驗證對話的力量，如在

〈媽媽電子鐘〉這篇裡：「不願意起床的孩子，

以好奇的疑問喚醒他對自我負責的覺察。」在〈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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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於是當有了「討論的能力」，進入「面對問

題」的對話，也才比較容易入手解決問題。

但我們「為什麼要對話？」、「又如何進行

對話？」以及「對話要說些什麼？」這三個問題

在《對話的力量》這本書中，作者從「提問」出

發，透過「好奇」以及關心「人」的方式與孩子

對話，才能真正讓對話者「覺知」，並為自己與

他人的生命做出最明智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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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的想像地理
中國殖民旅遊

書寫與圖像

（1683-1895）

史
地

/

傳
記

鄧津華 著 ; 楊雅婷 譯

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10701/ 332 面 /21 公分
400 元 / 平裝
ISBN 9789863502647/733

直到清代初期，中華帝國一直將臺灣視為遠隔於海

外的小島；但到十九世紀末葉，臺灣已被視為不可

分割的一部分。這當中歷經了什麼轉變？本書從清

代所留下的殖民旅遊書寫、地誌圖像為中心，透過

臺灣風土民情、與原住民描寫的再現，探討文本在

中華帝國的版圖擴張過程，以及族群差異的意識形

態中所扮演的角色。作者亦挑戰史學界過去對「殖

民者」與「被殖民者」的既定觀念，勾勒西方與中

國殖民論述之間的交會點，是英語世界近年來少見

的重要臺灣文史論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史
地

/

傳
記

黃驗 , 黃裕元 撰文；黃清琦 地圖繪製

遠流 /10702/190 面 /26 公分 /450 元 / 平裝
ISBN 9789860552744/733

本書的出版，開啟「臺灣歷史地圖化」的新趨勢，

歷史地圖的敘述方式具有三大特色：史料符號化、

時空座標化、主題圖解化，透過此種轉化與呈現，

每一幅主題地圖都將歷史的時間、空間、人事、地

物，統合成一個畫面、一幅地圖，讓閱讀者從「讀

歷史」轉為「看歷史」，呈現臺灣歷史重大進程中

的各個視角與樣貌，讓臺灣史更具視覺性，更有時

空感。（遠流）

臺灣歷史地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