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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泰文化為英國劍橋大學出版社英語教材的台灣總代理。有感自 108 新課綱的實

施，各界教育工作者無不迫切想了解如何在日常的課程融入「素養導向」教學，華

泰特邀周中天教授執筆翻譯劍橋大學出版社與劍橋大學教育系合作發表的研究成

果—劍橋生活素養架構 (Cambridge Life Competencies Framework)。此研究揭

櫫 21 世紀必備的六大生活素養能力並提供明確能力指標，可為課程規畫提供具備實

證且可實踐的全齡段教、學指引。期待透過這份素養架構的中文翻譯，將劍橋的生

活素養教育實踐藍圖分享給更多關心教育的家長與教師，讓台灣新世代具備足夠的

素養能力來迎接明日生活的各項挑戰！

請掃描 QR Code閱讀
周中天教授《慎思明辨》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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慎思明辨 (Critical Thinking)

劍橋生活素養架構簡介

針對學生在 21世紀所需的生活技能與素養，有許多作法提出，適用於不同的情境。許多教
育人士常提問，想知道這些作法如何在英語教學的領域中推動，劍橋盡力回應，責無旁貸。

我們著手分析各項素養能力的成分，目的是建立一個基礎架構，以詮釋各種可行作法。

本套架構涵蓋六項生活素養，奠立在三層基礎上。

 

劍橋生活素養架構
(THE CAMBRIDGE LIFE COMPETENCIES FRAMEWORK)

社會責任	
Social 
Responsibilities

協同合作	
Collaboration

溝通互動	
Communication

學習方法與	

態度	
Learning to 
Learn

慎思明辨	
Critical  
Thinking

創意思維	
Creative 
Thinking

數位知能 (Digital Literacy)

學科知識 (Discipline Knowledge)

情緒發展 (Emotional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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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研發了一套「能力指標」(Can Do Statements)（見本篇第 6頁），描述學習者各階段完
成時，能夠做到 (can do)的事。這些指標明確表明學習者在該階段結束時應該能夠做到的
事，也就是可以看得見的行為表現。 

本架構，從廣泛的素養描述，到明確的能力指標，分成三個層次呈現。

學習歷程 (The Learning Journey)

從學前階段到在職階段，每一學習階段各有不同的素養目標。

學前 (Pre-Primary) 小學 (Primary) 中學 (Secondary)

大學 (Higher Education) 在職 (At Work)

素養

(Competency)

核心範圍

(Core Area)

能力指標

(Can Do 
Stat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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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慎思明辨」素養能力的定義
「慎思明辨」（或簡稱「思辨」）是學習者須要發揮的高階思維能力，以便有效、理性地思考

自己想做的事情，並選擇最佳的作法。這種能力包括指出各種想法之間的關係、分析各種

觀點，並對各種論點、佐證、推理和結論加以評判。

對於「慎思明辨」，我們確認了其中三個核心範圍：

• 了解並分析各種想法之間的關係。這是指學習者可以看出訊息的結構模式，將各種來源

不同的訊息加以組織。學習者將訊息內容對照比較，可以增強理解；這樣的理解，配合

廣泛蒐集的充分訊息，可以有助縝密的思辨。

• 比較評估各種想法、論述，以及可能選項。這是指學習者可以判斷，哪些想法、論述、

選項可予採用，哪些應該存疑；如此，他們可以看出在學校或職場所面臨的問題，能比

較輕重緩急，並想出解決的方法。面對多重問題時，他們能夠看出其間的關聯，找出真

正的原因。學習者如能掌握這一核心領域，就可形成分析架構，提出有力論點，清楚

表達。

• 整合各種想法和訊息。這是一個持續的過程，學習者得擷取他人的想法，建構自己各層

面的思想體系。這也涉及創意思維，可以有助產生新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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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慎思明辨」能力指標 (Can Do Statements)

我們在此提出一些「能力指標」(Can Do Statements)的示例，這些指標，描述學習者於各階
段完成時，能夠做到的事。指標會視學習者所處的不同情境而有所不同。因此，只是做為

規劃課程或評估的初步參考點。 

通常，每個階段的「能力指標」大致假設學習者在前一階段都已完成應有的發展目標；不

過，大學和在職階段是例外，這兩階段時間並列，並非先後關係。

學習階段	
(STAGE OF LEARNING)

核心範圍	
(CORE AREAS)

能力指標	
(CAN DO STATEMENTS)

學前	
(PRE-PRIMARY)

了解並分析各種

想法之間的關係

 •  按形狀、大小、顏色、重量、質料和位置，對物件分類、排
列和描述。

 • 嘗試不同的材料和媒介形式，並選擇使用。　
 • 將物件、人物、字母、發音、單詞等彼此搭配。
 • 看出拼圖、遊戲和玩具彼此之間的區別。 

比較評估各種想

法、論述，以及

可能選項

 • 從故事書的插圖中猜測字詞的意思。
 • 說出自己是否喜歡某故事、歌曲或遊戲。
 •  看出發生的問題（例如：某個東西沒法使用）並告訴老師。

整合各種想法和

訊息

 • 在故事中做簡單的連結和預測。
 • 猜想故事的後續發展，幫故事構想新的結局。

小學	
(PRIMARY)

了解並分析各種

想法之間的關係

 •  根據關鍵特徵（例如：動物或交通工具的類型）將物件與活
動加以區分、歸類和描述。

 • 說出故事中的角色、背景、情節和主題。
 • 比較訊息的不同類型（例如：其間的相似或相異處）。
 • 解釋事情發生的原因（例如：指出故事中的因果關係）。
 • 根據已知的訊息做預測和推論。
 • 描述故事中角色各種行為的可能後果。

比較評估各種想

法、論述，以及

可能選項

 • 判斷某說法是否正確，並指出原因。
 • 說明自己為什麼對故事角色所說的話相信或不相信。
 • 指出故事中的前後不一致的地方。
 • 在故事中增添細節。
 • 對於真實或虛構的故事情節，指出其中問題。
 • 說明自己的偏好，並提出合理的理由。

整合各種想法和

訊息

 • 會玩簡單的拼字遊戲 (word puzzles)。
 • 對文本中提到的問題，提出可能的原因。
 •  就同一主題（例如：動物、交通工具或地方），比較兩組訊息
和觀點。

中學	
(SECONDARY)

了解並分析各種

想法之間的關係

 • 比較不同來源的想法和論點。
 • 區分主要論點和佐證論點。
 • 指出論述的基本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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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階段	
(STAGE OF LEARNING)

核心範圍	
(CORE AREAS)

能力指標	
(CAN DO STATEMENTS)

中學（續）	
(SECONDARY)

比較評估各種想

法、論述，以及

可能選項

 • 區分事實與個人意見。
 • 辨識證據及其可靠性。
 • 指出論述中的預設立場和推論。
 • 為某論述提出支持的理由。
 •  在某項擬議的計畫（例如：在學校辦理活動）中，指出應注
意的問題。

 • 分析問題的原因和影響。
 • 檢討某問題的可能解決方法，並說明其效果。
 • 評估各項解決方法的優點和缺點。

整合各種想法和

訊息
 • 從各種來源中選擇要點，以發想新的說法和論據。

大學	
(HIGHER EDUCATION)

了解並分析各種

想法之間的關係

 • 將文章或論述的關鍵點摘要整理。
 • 辨識論述中未明說的預設立場和偏見。
 • 針對特定主題，對照比較不同的觀點。   

比較評估各種想

法、論述，以及

可能選項

 • 檢查不同論點和觀點，是否清晰、相關、持平合理。
 • 看出某些論點的基本弱點。
 • 對各種想法、論述，以及可能選項，做細緻的評估。                          
 • 在自己學習領域的研究計畫中，指出準備研究的問題。
 • 將問題按輕重緩急排序。
 •  從多個可能的調查或實驗方法中，選擇最佳方案，並提出合
理的理由。

 •  依據自行設計或參考現有明確規定的標準，對問題的各種可
能解決方法，有條理地評估。

整合各種想法和

訊息

 • 綜合各種來源的資訊，提出新的論點或立場。
 • 找出文章內容與已知理論的關聯。
 • 對於現有理論提出新的證據。

在職	
(AT WORK)

了解並分析各種

想法之間的關係

 • 指出職務和營運資料的結構模式。
 • 將職務相關文書中的關鍵點做摘要整理。
 • 辨識發言者論述（例如：業務提案）中的預設立場。

比較評估各種想

法、論述，以及

可能選項

 •  對某論點、報告或提案，判斷其說服力是否足夠（例如：其
重要性和內容連貫性）。

 •  對某論點、報告或提案，評估其解釋是否合理（例如：其證
據的分量）。

 •  對某論點、報告或提案，檢討其中隱含的預設立場是否有意
義。

 •  對特定工作（例如：產品、服務、內部系統、業務運作等），
提出須要注意的問題。

 • 針對問題選擇適當的解決方案，並提出合理的理由。
 •  對於特定行動，指出其範圍、目的和運作方式，並解釋變動
可能造成的影響。

 • 對於特定觀點或提案，評估其利弊優缺。

整合各種想法和

訊息
 • 確認並獲取適當的專業知識資源，以尋求解決問題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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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慎思明辨」素養能力培養指南
英語課的情境，極適於學習者培養「思辨」素養能力。多年以來，英語課就一直強調以學

生為中心的溝通式教學法，不僅重視語言習得，而且重視信心、團隊精神、協同合作等能

力的發展。英語教學也一直以個別化教學、概念分享、任務導向等學習法，來培養思辨的

素養能力。 

現在「思辨」的素養能力在大學和職場都日益重要。有鑑於此，英語教學更應以此為根

基，明確將這種素養能力融入課程中。這不僅是為了工具性價值（例如，幫學生在雅思考

試等標準化測驗中表現出色），也是為了社會性價值，讓學生對各種不同的想法論點能夠察

覺、理解、管理，藉以認識並同理對待。此外，學習者使用外語來探索自己未曾有過的想

法，可能更有安全感。的確，有一些學習者不願意或不敢用自己的語言表達想法，反而比

較願意用外語來表達。 

「思辨」素養能力與劍橋生活素養架構中提出的其他各項素養能力都密切相關。它鼓勵學習

者考慮不同的觀點並檢討自己的預設立場，這都有助於培養創意思維以及與他人溝通和協

同合作能力。它所啟發的能力，例如：分析選項和善做決策，將決定學習者在未知的將來

是否能獲得成功。

8

劍橋出版社 
語言教學研發團隊 
Delia 和 B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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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活動建議
以下提出的活動建議，只是概要說明培育這項素養能力的可能作法，當然仍可不斷補充增修。

一般建議

無論對哪一年齡層的學習者，培育思辨素養，其核心作法都在於提出問題。應鼓勵學習

者，對於收到的訊息和得出的結論，不斷提問質疑。老師可以常向學生問以下這類問題，

鼓勵他們做深入的思辨，例如：

•	你的答案怎麼是這樣？

•	你怎麼想到的？

•	你認為可能還有其他答案嗎？

教師應該認真地聆聽學生的說法，取得反饋，對學生的想法和論點適當評估後，再作回應；

藉此以身作則，表現本身的思辨素養。

幼年學習者

幼年學習者最為好奇。因此，學習活動如何引發好奇心，最為重要。在課室中特別需要營

造一種氛圍，鼓勵孩子慎思明辨。教師必須讓他們在口語活動中認真地相互聆聽，才能提

出有意義的問題，也才能藉此理解並分析各種想法之間的關聯。 

以下建議的一些課堂活動具體作法，教師可以用來培養思辨素養能力：

語言互換使用 (translanguaging)

口語教學時，教師應考慮允許「語言互換使用」，讓孩子將母語和目標語言（即英語）混合

搭配使用。這是多語言社會中十分普遍的現象，可讓學習者遇到目標語言內容較複雜的部

分時，容易應付，以便多將心思用於理解分析各種想法之間的關聯。這是一個過渡階段，

最後的理想，當然是學習者能夠完全用目標語言進行活動。

故事書 (storybooks)

要培養幼年學習者思辨素養能力，故事書是一種極有用的資源。使用故事書進行閱讀教學

時，可以鼓勵多作預測—例如，從標題或圖片中猜測故事的內容。這樣的對談，可以在

整個故事教學中持續進行，也就是在各關鍵點經常向孩子提問。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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甜甜圈法 (the doughnut method)

一項活動完成後，孩子將所學到的內容向同學說明。這樣重複進行，可以不斷重溫內容，

加深他們對主題的認識。進行步驟如下：

1. 孩子面對面，坐成兩個圓圈；內圈的人將所學內容說給對面的同學聽；
2. 兩分鐘後，外圈的學習者向右移動一位；
3. 輪到外圈的學習者，將剛才聽到的內容告訴現在對面的同學；
4. 以上過程重複若干次。

甜甜圈法

1. 2. 3.

概念整理圖 (visual organisers)

這些圖示，可以幫孩子整理、評估、比較他們的概念想法。如以下示例，集合圖形 (Venn 
diagram)可幫助孩子指出彼此想法上的相似和相異之處。

找一位同學，比較答案。

將你的想法寫在左邊； 

將同學的想法寫在右邊； 

將兩人一致的想法寫在中間。

我的想法

兩人一致的想法

同學的想法

	請您實作……

1. 選擇一項上述提供的示例活動，在您的班上實作。

－ 計劃活動時，可以參考前面所列的「一般建議」。

－ 完成活動後，請回想反思：就培養孩子思辨素養而言，活動的哪些部分

有效，哪些部分下次可以改進。

2. 請檢視課本或其他教材，選擇以後幾次上課可能進行的活動；想想如何進

行，使活動更有助培養孩子的思辨素養。

10



青少年學習者

要激勵這個年齡的學生，必須用他們關心或感興趣的主題。因此，個別化的學習非常重

要。教師應設法檢視教材內容，將之連結到學生的實際生活或學習環境。如果學生在課堂

學到的內容對他們確實有意義，或者是他們熟悉的主題，他們才更有可能理解各種概念，

以及各種想法之間的關聯。 

以下建議的一些課堂活動具體作法，教師可以用來培養思辨素養能力：

翻轉學習 (flipping the learning) 

翻轉學習對學生極有助益。我們可以讓學生（尤其是較高程度的學生）在課外（例如做作

業時）有更多機會，儘量發展自己的「核心知識」。這可以幫助他們將本身想法和所得訊息

加以整合。這也表示，可以多將課堂上的時間用於語言練習方面，多做學生不太容易個別

進行的活動，例如：提議、討論、比較、質疑和辯論等等。

運用表達性活動 (exploiting productive activities)

表達性活動（就是口說及寫作）極適於思辨素養的培養。例如，在教導寫作時，老師可以

為全班設定相同的作文題目，然後依以下步驟進行： 

1. 學生 A寫第一段，然後傳給學生 B；
2. 學生 B閱讀本段後，繼續寫作下一段；
3. 接著，再傳給學生 C，延續進行。 

在以上每個步驟，學生必須整合各種想法及訊息，也得評估各種想法、論點及可能選項。

尤其是對那些沒有信心獨力完成整篇寫作的學生，這種寫作教學法相當有效，也使學生有

所依循。

滾雪球法 (the snowball technique)

這個方法，能有效匯集全班學生的回饋想法，並讓大家互相聆聽。作法通常是，先讓學生

個別提出自己的答案，然後讓學生兩人一組，依以下步驟進行：

1. 學生 A和學生 B比較他們的答案，選出他們倆都同意的一項；
2. 學生 A和 B與學生 C和 D討論彼此答案，然後重複步驟 1；
3. 每次重複步驟 1，小組人數都會加倍，最後由全體學生共同完成。

滾雪球法

1. 2. 3.A A

C

B B

D

A E

C G

B F

D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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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級和量表 (ranking and scales)

可以使用分級量表（例如 Likert Scale），藉視覺圖示輔助，讓學生更深入地思考自己的態度
和觀點，並與他人的答案相互比較。請參考以下示例：

閱讀並根據以下敘述，寫下最能代表你的答案的數字。

4321
1 = 非常不同意 3 = 偏向同意2 = 偏向不同意 4 = 非常同意

	請您實作……

1. 選擇一項上述提供的示例活動，在您的班上實作。

－ 計劃活動時，可以參考前面所列的「一般建議」。

－ 完成活動後，請回想反思：就培養孩子思辨素養而言，活動的哪些部分

有效，哪些部分下次可以改進。

2. 請檢視課本或其他教材，選擇以後幾次上課可能進行的活動；想想如何進

行，使活動更有助培養孩子的思辨素養。

成年學習者

這個階段的學習者，特別需要在學術情境中思辨的能力。 

以下建議的一些課堂活動具體作法，教師可以用來培養思辨素養能力：

多元教材 (diverse source material)

教師為促使成年學習者進行思辨活動，就要讓他們有機會從多重角度探討問題。教師不論

直接提供教材，或讓學習者自己蒐集材料，都應涵蓋多種來源，提供豐富、多樣、多元觀

點的內容。這才能使學習者培養思辨力，評估各種想法、論述，及可能選項，並且整合不

同意見和訊息。

向成年人教導思辨能力時，可以做更明確說明。學習者進行了某項思辨能力的練習後，教

師應該引導討論，讓學習者回想剛才的活動內容。接受學習者反饋時，教師不僅要求正確

的答案，還要求學習者說出是如何獲得答案的。

訊息落差活動 (information gap activities)

聽力練習活動中，可以多進行「訊息落差」活動，也就是只給學習者有限的訊息。以下示

例，是一個利用影片進行的活動：

1.  將全班分為兩組。第一組觀看影片的前半部，第二組觀看後半部。或是，第一組在
靜音狀況下，只觀看影像；第二組不看影像，只是聆聽內容；

2.  然後，第一組與第二組的學習者兩兩配對。他們彼此配合，交換訊息，重新組合影
片的完整內容。 

這樣的活動讓學習者盡力用心聆聽，並與同學一起協同合作。

12



課堂辯論 (class debates)

要培養學習者積極聆聽同儕的發言，從不同角度思考論述，以做出明智決定，辯論是一種

具體有效的方法。學習者可以在辯論中擔任不同的角色，例如：辯士、計時員、正方、反

方，以及最後要投票判定勝負的聽眾。學習者就特定的主題進行辯論。課室座位可以參考

下圖：

辯論會場設置

正
方

主
持

人

反
方

計
時

員

聽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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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哥拉學生 
Damir

視覺圖表 (visual diagrams)

圖表（例如以下示例中的交叉圖）可讓學習者用來進行較複雜的評估，例如：判斷某一問

題解決方法的優缺點。

單純 複雜

價廉

昂貴

	請您實作……

1. 選擇一項上述提供的示例活動，在您的班上實作。

－ 計劃活動時，可以參考前面所列的「一般建議」。

－ 完成活動後，請回想反思：就培養孩子思辨素養而言，活動的哪些部分

有效，哪些部分下次可以改進。

2. 請檢視課本或其他教材，選擇以後幾次上課可能進行的活動；想想如何進

行，使活動更有助培養孩子的思辨素養。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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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Look at the pictures and answer the questions. 4    Think!   What tool does the 
professor need to fix 
these problems?

1 What goes wrong 
with this?

2 What goes wrong 
with this?

3 What goes wrong 
with this?

4 Why doesn’t Phoebe 
want to use this?

5 Who pulls this lever? 6 What does this last 
machine do?

‘What’s this?’ asked Phoebe, looking at a machine that looked like a big 
egg. ‘That’s my amazing hairdressing machine,’ said the professor. 

‘Choose any style or colour, then sit under it and in fi ve seconds 
the machine will do your hair for you. Give it a go. You’ll love it!’ 
‘Erm, no thanks,’ answered Phoebe. ‘I like my hair the way it is.’

‘Hey, professor? 
What happens 

if I pull this?’ 
asked Patrick, 

who was standing 
next to another 

invention. ‘Don’t touch 
that!’ shouted the professor. ‘That machine isn’t 
fi nished yet.’ Too late! The lever was already 
down. A yellow light started glowing by the 
machine. ‘Now that’s strange,’ said the 
professor. ‘I’ve no idea what that is.’ 
‘But we know what it is,’ said Phoebe. 
‘Goodbye, professor.’ The children 
walked into the light. They were gone 
in a fl ash.

‘W‘W‘W‘Whhhh
egegegeg

wwww
nenextxt

ininveventntioio

????  

75Reading for pleasure

1 2

3 4

劍橋英語教材中的	
慎思明辨素養教學活動範例
小學英語教材
Super Minds Level 6, page 75,  
ISBN 9781107458291

核心範圍：比較評估各種想法、論述，以及可能選項

能力指標：對於真實或虛構的故事情節，指出其中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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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978-1-107-59672-6 — American Think Level 3 Student's Book
Herbert Puchta , Jeff Stranks , Peter Lewis-Jones 
Excerpt
More Information

www.cambridge.org© in this web servic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中學生英語教材
American Think Level 3, page 13,  
ISBN 9781107596726

核心範圍：比較評估各種想法、論述，以及可能選項

能力指標：為某論述提出支持的理由。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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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英語教材
Unlock Listening, Speaking & 
Critical Thinking 2nd Ed Level 2, page 184,  
ISBN 9781108567299

4 Look at the speaking task on page 183. What problems do you think you 
might face in getting children interested in space exploration? Add them 
to the ideas map below. 

APPLY

Problems

5 Compare your problems from Exercise 4 with a partner. Which of the 
problems do you think is the most serious? Why?

6 Choose one of the problems you identified in Exercise 4, or one from the 
list below (1–4). Then complete the table with the problem and possible 
solutions. You will use this information in the speaking task at the end of 
this unit.

1 We are in a city and in cities it is hard to see the stars.
2 Children these days want fast-moving entertainment, like video games and 

television, so they might get bored.
3 Equipment like telescopes can be expensive and we don’t have much 

money.
4 Our astronomy club is in a small town far away from astronomy experts, 

such as university professors. How can we find an expert to help us?

problem possible solution 1

possible solution 2

possible solution 3

possible solution 4

EVALUATE

ANALYZE

 

 

 

 

 Children get

 

 

 

 

 bored easily

76 UNIT 8

核心範圍：比較評估各種想法、論述，以及可能選項

能力指標：	依據自行設計或參考現有明確規定的標準，對

問題的各種可能解決方法，有條理地評估。

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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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ura and Olivia,
Language Research Tea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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