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素養探究學習成果——以〈出師表〉、〈燭之武退秦師〉談說服的藝術 

 

一、動機與簡介 

 

對於我們來說，在第三冊的國文課本當中，在考試上最難應付的課文莫過於〈出師表〉以及〈燭之

武退秦師〉。然而在熟讀兩課課本內容，以及相關延伸資料、補充之後，我們發現：無論是諸葛亮對

後主的期許，還是燭之武對秦王的利害分析，都脫離不了「說服」。字音字形、修辭文法固然重要，

但我們認為透過深度分析、討論「說服」此一重要元素，也可以幫助我們更了解課文涵義、角色心

境與說服的技巧。而我們的指導老師，陳光瑩老師，也同時在展開他的教案設計（見附錄）。後來我

們循著老師的規劃，在課堂上分組討論、分析「說服」的技巧與注意事項，再來以「曹操是否應攻

打赤壁，孫權和劉備該戰不該降﹖」為題，展開一場辯論賽。 

 

二、初步發想與文獻探討 

 

如上文提及，我們將過程分為三個部分： 

（一）分析說服的技巧與關鍵 

（二）加入時代及背景人物等深度分析 

（三）辯論賽 

 

而分組方式為將全班分為魏、蜀、吳三組，三組均有對說服技巧、關鍵部分進行發想，而辯論部分

則僅限於魏、吳兩組的部分組員、組長（即參加龍騰素養競賽的八位同學）。 

 

（一）說服之技巧、關鍵 

 

魏國 

 

1. 態度與語氣要堅定 

2. 展現出願意溝通的的態度 

3. 面對他人得主之，可適時的讓步 

4. 觀察並分析對方主張或論點的目的與意圖（換位思考） 

5. 注意邏輯的適當性、適時運用舉例以加強自己的論點 

6. 當持有某主張的人占大多數，與他人擁有不同主張或論點的人較可能會被說服（從眾效應） 

 

吳國 

 

1. 換位思考：站在他人立場加以對問題思考，一來，可避免思考層次過於單一，二來正如同兵法中

「知己知彼，百戰不殆」，能夠以他人立論的弱點進行攻擊，三來，更能夠設身處地的去為對方思

考，理解對方的難點，對於討論的議題也能夠有更加深、全面地觀點。 



2. 態度誠懇，避免以上對下的態度：避免說教的態度能夠使對方在進入討論前，就對己方抱有敵

意。多說教的情況，就是因為身分不對等，不能夠同理彼此，導致觀點狹隘，接受資訊的人也可能

因此不願意討論，或是出現更加激烈的針鋒相對。 

 

3.立場清楚，提出的解決問題方案須有可行性：溝通的目的是達到共識，以及達到己方的目的。為

此，立場堅定，並圍繞己方的目的提出有建設性及可行性的問題解決方案，能夠最大限度的符合己

方目的，以及說服對方。 

 

蜀國 

 

1. 應為兩個立場俱陳利弊。 

2. 對話時注意陳述事實，不加入過多個人意見。 

3. 可針對另一方不完善（合理）之處追問、探討，如同打辯論比賽。 

4. 換位思考，站在和自己的對立面設想。 

 

這時，我們仍未套入三國的時代背景、人物個性等等因素，而想要貼合課文，更深入的分析便是必

要的，於是有了以下的內容，後來我們更依據這些知識，打了一場辯論賽。 

 

（二）加入時代及背景人物等深度分析 

 

三國時代（對應〈出師表〉） 

 

從三國赤壁之戰前，曹操、孫權、劉備三方陣營的實力比較，以及孫權、劉備聯合對抗曹操的的運籌

帷幄。從專案規劃角度，探討溝通說服的方式，培養《孫子兵法‧謀攻篇》：「上兵伐謀」等能力和眼

光。《天下雜誌》第 727 期，頁 98，邱明琪的文章，探討專案的五大要素「人、事、時、資源、品質」

中，最優先要掌握的是「人」和「時間」。管理者應該盡可能了解每個成員的工作內容。必須有統整

力和溝通力。進度管理表，這個時間要找誰，做些什麼，此進度指標。溝通力在團隊角色分配與管理，

安排員工職務，每項任務以專案進行控管。從專案規劃角度，規劃執行者必須抱持開放學習的態度，

不刻意避開不擅長或不喜歡的領域。知道自己需要說服誰？繞過誰去傳達意見會更有利？專案內部的

狀況怎麼樣？最高層部門主管的個性是什麼？ 

以此觀點看前置準備：陣營與立場（赤壁戰爭前，以建安十三年，西元二○八年為準） 

陣營 曹操 孫權 劉備 

特色（領導） 

年五十四歲，橫槊

賦詩，統一北方的

梟雄 

年才二十七歲的英

主，得賢才輔弼 
年四十八歲，屢敗屢戰，知人盡才 

目標、謀略和任務

（兵棋推演） 

平定江東，逼降孫

權，招降書誇言治

水軍八十萬眾，欲

與孫權會獵於吳。 

欲取荊州，力抗強曹 興漢為目標，但以取荊州為要務 

優勢 擁百萬之眾，挾天 孫堅、孫策、孫權三代 建安十三年，劉備聽從諸葛亮謀

https://baike.baidu.hk/item/%E5%AD%AB%E5%AD%90%E5%85%B5%E6%B3%95


子以令諸侯。建安

八年，南征荊州，屯

兵西平，此舉亦虛

亦實。建安十三年

冬，準備取荊州，後

劉琮降曹。曹以精

銳五千騎兵追擊劉

備。親率二十餘萬

大軍從江陵順江東

下，討伐吳國 

雄主，地勢險要，民眾

歸附，賢能之人盡展

其才。建安十三年，第

三次進攻黃祖，大獲

全勝，對荊州虎視眈

眈。聯合劉備，命周瑜

率吳國水軍三萬溯江

西上迎敵 

劃，積極籌糧建軍，當陽長坂坡大

敗之前，先命關羽率精銳部隊沿

江東下，退保江夏，東聯孫權抗

曹。劉備、關羽、張飛親率精兵二

千隨周瑜西上 

威脅（痛點） 

荊州降軍狐疑，曹

操親軍不善水戰，

軍隊士氣不振，士

兵又染疾病，戰力

大損 

文臣張昭等人勸孫權

降曹 

建安十四年，棄襄陽南奔江陵，率

士眾萬人而拖慢行軍速度，被曹

軍追殺於當陽長坂坡。大敗後退

保江夏 

立場 

以招降為先，打算

以精銳的騎兵和荊

州水軍速戰速決 

果斷英明，聯劉抗曹 
以大漢帝室之胄，倡行仁義，討伐

漢賊曹操 

可用的人材 

（文臣和武將） 

文臣：程昱、賈詡 

武將：曹仁、徐晃、

樂進 

文臣：魯肅主張聯劉

抗曹 

武將：周瑜雄烈，力主

抗曹 

軍師有諸葛亮，將領關羽、張飛、

趙雲 

赤壁戰後的局勢 

赤壁戰敗後，曹仁

又被周瑜打敗，棄

守南郡，退保襄陽 

周瑜以黃蓋詐降，行

火燒連環船戰術。赤

壁勝利後，取荊州南

郡 

諸葛亮出使江東，促成孫劉結盟，

赤壁勝利後，以江夏為根據地，取

荊州南部四郡 

 

從專案規劃角度，規劃執行者必須具有「溝通力」與「統整力」。主要內容依「溝通力」與「統整

力」，分析曹操、孫權、劉備三方陣營的實力。 

在陳光瑩老師指導下，班上同學分為三組做「專案規劃圖」。 

 

蜀國 

 

（1）諸葛亮隆中對策 

 

軍師諸葛亮：建安十二年，劉備三顧茅廬，拜訪諸葛亮，孔明獻策，時年才二十七歲，對天下形勢分

析鞭辟入裡。 

諸葛亮隱於南陽，自比管仲、樂毅，有治國之才與軍事之能，更寄望有兩位古人得明君重用的際遇。

荊州為戰略要地，來自四方的消息會聚交流於此，使孔明能得知天下局勢變化。所結交皆一時俊傑，

如龐德公、水鏡先生司馬徽、龐統、馬良、徐庶、石韜、孟建、崔州平等，這些朋友不但有學問、有

見識，更與荊州和江東望族和人物多有關連。次外，孔明的岳父黃承彥，岳母是荊州蔡瑁的姐姐，又

和劉表的後婦是親姊妹。所以蔡瑁是孔明的妻舅。孔明的大姊嫁給蒯祺，二姊嫁給龐德公的兒子龐山



民。蔡氏、蒯氏、龐氏都與劉表政權有關係。孔明身在隆中，心繫海內，以政治家特有的敏銳，即時

得知局勢變化，胸中的政略與戰略逐漸成形。 

《隆中對》曰：“自董卓以來，豪傑並起，跨州連郡者不可勝數。曹操比於袁紹，則名微而衆寡，然

操遂能克紹，以弱爲強者，非惟天時，抑亦人謀也。今操已擁百萬之衆，挾天子而令諸侯，此誠不可

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爲之用，此可以爲援而不可圖也。荊州北據漢、

沔，利盡南海，東聯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將軍豈有

意乎?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是因之以成帝業。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

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着於四海，總攬英雄，思賢如渴，若跨有荊、益，

保其巖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內修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

洛，將軍身率益州之衆出於秦川，百姓孰敢不簞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

興矣。” 

 

專案規劃 三顧茅廬之隆中對策 

理由與效益：劉

備興漢得天下 專案發起人：劉備三顧茅廬 

規劃者：諸葛亮 
治理方法：聯孫抗曹，取荊州和益州，三分鼎立 

目的與熱情：諸

葛亮佐明主興漢 

範疇 風險管理：以寡擊眾，重在天

時、地利、尤其是人和。 

人力資源：關、張、趙、劉琦 

時間 利害關係人：曹操、孫權 

成本 取荊州再取益州，荊州為戰

略要地，爭中原前壤，益州為

天府之國，四塞險固，沃野千

里，當年漢高祖劉邦以此成

帝業，為根據地，可攻可守 

變革管理：聯合孫吳南方水軍抗北方騎兵 
品質 

專案導向的組織：目的（興漢）、組織（軍師、將帥），優先順序（聯孫），職能（外交戰、水戰） 

 

（2）《三國演義》諸葛亮使吳，舌戰群儒的說服方式 

 

《三國演義》中〈諸葛亮舌戰群儒，魯子敬力排眾議〉一章，雖然是小說虛構情節，但可以探討說

服方式，以及從專案規劃角度，規劃執行者必須具有的「溝通力」與「統整力」。 

 

孔明出使江東 溝通力 統整力 

舌戰群儒 說張昭：取漢上之地，易如反掌。 

以治病喻治國，當立大志，行大仁大義，徐圖進

取 

博望燒屯，白河用水，管仲、樂

毅之用兵，未必過此。蓋國家大

計，社稷安危，是有主謀，非比

誇辯之徒，虛譽欺人，──坐議

立談，無人可及；臨機應變，百

無一能。 

說虞翻：今江東兵精糧足，且有長江之險，猶欲

使其主屈膝降賊，不顧天下恥笑；由此論之，劉

豫州真不懼操賊者矣！ 

劉豫州以數千仁義之師，安能敵

百萬殘暴之眾，退守夏口，所以

待時也。 

說步騭：蘇秦佩六國相卬，張儀兩次相秦，皆有 自詡有匡扶人國之謀，決意抗曹 



匡扶人國之謀，非比畏強凌弱，懼刀避劍之人也。

君等聞曹操虛發詐偽之詞，便畏懼請降，敢笑蘇

秦、張儀乎？ 

說薛綜：夫人生天地間，以忠孝為立身之本。公

既為漢臣，則見有不臣之人，當誓共戮之，臣之

道也。今曹操祖宗叨食漢祿，不思報效，反懷纂

逆之心，天下之所共憤。公乃以天數歸之，真無

父無君之人也！不足與語！請勿復言！ 

以忠孝行君臣之道 

說陸績：曹操既為曹相國之後，則世為漢臣矣；

今乃專權肆橫，欺凌君父，是不惟無君，亦且蔑

祖；不惟漢室之亂臣，亦曹氏之賊子也！  

高祖起身亭長，而終有天下；織

蓆販屨，又何足為辱乎？公小兒

之見，不足與高士共語！ 

說嚴畯：尋章摘句，世之腐儒也，何能興邦立事？ 古耕莘、伊尹、釣渭、子牙、張

良、陳平之流，鄧禹、耿弇之輩，

皆有匡扶宇宙之才，未審其生平

治何經典。 

說程德樞：若夫小人之儒，惟務雕蟲，專工翰墨，

青春作賦，皓首窮經；筆下雖有千言，胸中實無

一策；且如揚雄以文章名世，而屈身事莽，不免

投閣而死，此所謂小人之儒也；雖日賦萬言，亦

何取哉！ 

君子之儒，忠君愛國，守正惡邪，

務使澤及當時，名留後世。 

說服孫權 此人相貌非常，只可激，不可說。等他問時，用

言激之便了。 

待其求問，方告以破曹之策 

用智激周瑜 勸周瑜識時務降曹，可以保妻子，可以全富貴。

卻假意獻策美人計，用智激周瑜 

劉豫州不識時務，強與曹操爭

衡。今孤身江夏，存亡未保。 

 

吳國 

 

（1）周瑜、魯肅說服孫權 

 

建安十三年（208 年），孫權命周瑜西攻江夏 ，斬太守黃祖，進而準備奪取荊州。曹操本無暇南顧，

如今見孫權攻取江夏，唯恐其攻取荊州，養成羽翼。於是在七月份開始南征，集結大軍於南陽。此

時劉表病死，魯肅主張聯劉抗曹以取荊州。周瑜正在外地，魯肅勸孫權將他召回。周瑜歸來，更堅

定了孫權的抗曹決心。孫權授權周瑜，讓他主持戰事，任命魯肅為贊軍校尉，幫助周瑜運謀劃策。

終於在赤壁大敗曹軍。 

周瑜《三國志》卷 54 原文： 

瑜曰：「不然。操雖託名漢相，其實漢賊也。將軍以神武雄才，兼仗父兄之烈，割據江東，地方

數千里，兵精足用，英雄樂業，尚當橫行天下，為漢家除殘去穢。況操自送死，而可迎之邪？請為將

軍籌之：今使北土已安，操無內憂，能曠日持久，來爭疆埸，又能與我校勝負於船楫（可）〔閒〕乎？

今北土既未平安，加馬超、韓遂尚在關西，為操後患。且舍鞍馬，仗舟楫，與吳越爭衡，本非中國所

長。又今盛寒，馬無藁草，驅中國士眾遠涉江湖之閒，不習水土，必生疾病。此數四者，用兵之患也，

而操皆冒行之。將軍禽操，宜在今日。瑜請得精兵三萬人，進住夏口，保為將軍破之。」權曰：「老

https://baike.baidu.hk/item/%E5%91%A8%E7%91%9C/17342


賊欲廢漢自立久矣，徒忌二袁、呂布、劉表與孤耳。今數雄已滅，惟孤尚存，孤與老賊，勢不兩立。

君言當擊，甚與孤合，此天以君授孤也。」” 

魯肅《三國志》卷 54 原文： 

權即見肅，與語甚恱之。衆賔罷退，肅亦辭出，乃獨引肅還，合榻對飲。因密議曰：「今漢室傾危，

四方雲擾，孤承父兄遺業，思有桓文之功。君旣惠顧，何以佐之？」肅對曰：「昔高帝區區欲尊事義

帝而不獲者，以項羽為害也。今之曹操，猶昔項羽，將軍何由得為桓文乎？肅竊料之，漢室不可復

興，曹操不可卒除。為將軍計，惟有鼎足江東，以觀天下之釁。規模如此，亦自無嫌。何者？北方

誠多務也。因其多務，勦除黃祖，進伐劉表，竟長江所極，據而有之，然後建號帝王以圖天下，此

高帝之業也。」權曰：「今盡力一方，兾以輔漢耳，此言非所及也。」張昭非肅謙下不足，頗訾毀

之，云肅年少麤踈，未可用。權不以介意，益貴重之，賜肅母衣服幃帳，居處雜物，富擬其舊。 

劉表死。肅進說曰：「夫荊楚與國鄰接，水流順北，外帶江漢，內阻山陵，有金城之固，沃野萬里，

士民殷富，若據而有之，此帝王之資也。今表新亡，二子素不輯睦，軍中諸將，各有彼此。加劉備

天下梟雄，與操有隙，寄寓於表，表惡其能而不能用也。若備與彼協心，上下齊同，則宜撫安，與

結盟好；如有離違，宜別圖之，以濟大事。肅請得奉命弔表二子，并慰勞其軍中用事者，及說備使

撫表衆，同心一意，共治曹操，備必喜而從命。如其克諧，天下可定也。今不速往，恐為操所

先。」權即遣肅行。到夏口，聞曹公已向荊州，晨夜兼道。比至南郡，而表子琮已降曹公，備惶遽

奔走，欲南渡江。肅徑迎之，到當陽長阪，與備會，宣騰權旨，及陳江東彊固，勸備與權併力。備

甚歡恱。時諸葛亮與備相隨，肅謂亮曰「我子瑜友也」，即共定交。備遂到夏口，遣亮使權，肅亦反

命。 

會權得曹公欲東之問，與諸將議，皆勸權迎之，而肅獨不言。權起更衣，肅追於宇下，權知其意，

執肅手曰：「卿欲何言？」肅對曰：「向察衆人之議，專欲誤將軍，不足與圖大事。今肅可迎操耳，

如將軍，不可也。何以言之？今肅迎操，操當以肅還付鄉黨，品其名位，猶不失下曹從事，乘犢

車，從吏卒，交游士林，累官故不失州郡也。將軍迎操，將安所歸？願早定大計，莫用衆人之議

也。」權歎息曰：「此諸人持議，甚失孤望；今卿廓開大計，正與孤同，此天以卿賜我也。」 

 

周瑜、魯肅說服

孫權 

周瑜 魯肅 

名義之辯 周瑜說孫權：曹操名不正言不順：「操雖

託名漢相，其實漢賊也。」 

「昔高帝區區欲尊事義帝而不獲者，以

項羽為害也。今之曹操，猶昔項羽，將

軍何由得為桓文乎？」曹操如項羽，為

漢室大害。 

實力比較 力足抗衡，降為下策。周瑜說孫權：「將

軍以神武雄才，兼仗父兄之烈，割據江

東，地方數千里，兵精足用，英雄樂業，

尚當橫行天下。」 

肅竊料之，漢室不可復興，曹操不可卒

除。為將軍計，惟有鼎足江東，以觀天

下之釁。規模如此，亦自無嫌。何者？

北方誠多務也。因其多務，勦除黃祖，

進伐劉表，竟長江所極，據而有之，然

後建號帝王以圖天下，此高帝之業也。 

周瑜的作戰謀

略。魯肅主張

聯合劉備，抗

曹取荊州 

操懷有內憂後患，必不能持久作戰：「今

使北土已安，操無內憂，能曠日持久，

來爭疆埸，又能與我校勝負於船楫間

乎？今北土既未平安，加馬超、韓遂尚

劉表死。肅進說曰：「夫荊楚與國鄰接，

水流順北，外帶江漢，內阻山陵，有金

城之固，沃野萬里，士民殷富，若據而

有之，此帝王之資也。今表新亡，二子



在關西，為操後患。」 

北人不習水戰，又水土不服：「且舍鞍馬，

仗舟楫，與吳越爭衡，本非中國所長。

又今盛寒，馬無藳草，驅中國士眾遠涉

江湖之間，不習水土，必生疾病。」 

素不輯睦，軍中諸將，各有彼此。加劉

備天下梟雄，與操有隙，寄寓於表，表

惡其能而不能用也。若備與彼協心，上

下齊同，則宜撫安，與結盟好；如有離

違，宜別圖之，以濟大事。肅請得奉命

弔表二子，并慰勞其軍中用事者，及說

備使撫表衆，同心一意，共治曹操，備

必喜而從命。如其克諧，天下可定也。

今不速往，恐為操所先。」魯肅說服孫

權：「將軍迎操，欲安所歸？」 

 

魏國 

 

優勢 劣勢 

準備充分，先為不可勝。《前漢書》卷 69〈趙充

國辛慶忌傳第三十九〉云：「臣聞帝王之兵，以

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戰而百勝，非善之

善者也。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顏

師古曰：「此兵法之辭也，言先自完堅，令敵不

能勝我，乃可以勝敵也。」曹操取荊州，準備

充分，先為不可勝，勢不可擋。 

曹操耽溺於「成功的惰性」，不能吞下自己的驕

傲，坦承本身的無知，習於英明形象，經常有人

讚美奉承，所以誤入險地而不自知。 

挾天子以令諸侯，騎兵兵力強過孫權，以會獵為

名，招降孫權。《三國志》卷 54 原文：「曹公乘

漢相之資，挾天子而掃群傑，新盪荊城，仗威東

夏，于時議者莫不疑貳。」 

曹操敗後，歎曰：「郭奉孝在，不使孤至此。」歎

身旁無深通謀略之大臣。 

曹軍追殺於劉備軍隊於當陽長坂坡，大敗劉備。 時機就是一切，「你得到資訊的時刻，往往比你應

該得到的時間來的遲。」曹操錯失天機，因疫病

損耗軍力，流於被動。 

 

 

春秋時代（對應〈燭之武退秦師〉） 

 

從〈燭之武退秦師〉，討論「說服改變態度」的方式、例證與理論。 

 

〈燭之武退秦師〉課文 

 

晉侯、秦伯圍鄭，以其無禮於晉，且貳於楚也。晉軍函陵，秦軍氾南。佚之狐言於鄭伯曰：“國危

矣，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師必退。”公從之。辭曰：“臣之壯也，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爲也

已。”公曰：“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過也。然鄭亡，子亦有不利焉！”許之。 

夜縋而出。見秦伯曰：“秦、晉圍鄭，鄭既知亡矣。若亡鄭而有益於君，敢以煩執事。越國以鄙

遠，君知其難也。焉用亡鄭以陪鄰？鄰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鄭以爲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共其乏



困，君亦無所害。且君嘗爲晉君賜矣；許君焦、瑕，朝濟而夕設版焉，君之所知也。夫晉，何厭之

有？既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闕秦，將焉取之？闕秦以利晉，唯君圖之。”秦伯說，與鄭人

盟。使杞子、逢孫、楊孫戍之，乃還。 

子犯請擊之。公曰：“不可。微夫人之力不及此。因人之力而敝之，不仁；失其所與，不知；以亂

易整，不武。吾其還也。”亦去之。 

 

以課文論說服 

 

方式 例證 理論 

動之以情，懼

之以害 

鄭文公對燭之武說：「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

子，是寡人之過也。然鄭亡，子亦有不利焉。」 

當我們擔心自己的看法不妥當

的時候。我們會與相異的人進

行社會比較，以得知更為廣闊

的視角，以免犯錯，選擇「最

佳」觀點好作正確選擇。1鄭文

公以鄭亡，燭之武亦有不利

焉。以更為廣闊的視角，既動

之以情，又懼之以害。 

曉之以理 燭之武對秦穆公說：「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

也。」 

說服包括陳述論據和事實、推

理，做結論和說明所推薦行為

方式的積極效果──所有一切

都是為了使受眾相信並且按這

種行為方式行事。2 

誘之以利 若舍鄭以為東道主，行李之往來，供其乏困，君

亦無所害。 

說服他人的信息不被屏蔽而能

引起注意，有兩個要點。一是

包含有用的新信息（「新的研究

表明…」）一是態度上做一些改

變是值得也是容易的（如優惠

活動），3誘之以利。 

懼之以害 且君嘗爲晉君賜矣；許君焦、瑕，朝濟而夕設版

焉，君之所知也。夫晉，何厭之有？既東封鄭、

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闕秦，將焉取之？闕秦以利

晉，唯君圖之。 

當我們尋求兩類信息。一是證

實性信息，證明觀點正確或接

近正確的信息。一是評價性信

息，能真正指導人們完善自己

主觀態度的信息。這兩種信息

都可以從與「相似的人」的社

會比較中獲得。而與相異的人

的比較通常只發生在評價性需

要很強而且可以獲得客觀事實

 
1
津巴多（Zimbando,P.G.），利佩（Leippe,M.R.）著，《影響力心理學》（北京市：人民郵電出版社，2009 年 3 月第 3

刷），頁 116〜117。 

2
津巴多（Zimbando,P.G.），利佩（Leippe,M.R.）著，《影響力心理學》，頁 111。 

3
津巴多（Zimbando,P.G.），利佩（Leippe,M.R.）著，《影響力心理學》，頁 127。 



的時候。4晉背信忘義在先，此

客觀事實。晉若據鄭為己有，

推想日後晉、秦會因今日合圍

攻鄭而再度衝突。秦、鄭本是

相異的立場，但燭之武對秦穆

公的說詞懼之以害，此評價性

很強，卻成功說服秦穆公。 

曉之以理，顧

全大局 

子犯請擊之。公曰：“不可。微夫人之力不及

此。因人之力而敝之，不仁；失其所與，不知；

以亂易整，不武。吾其還也。”亦去之。 

 

根據說服有認知反應觀點，人

們接收信息時，思考是關鍵。

以說服性信息與我們對有關問

題的已有態度，知識和情感相

聯擊，從而對說服性信息作出

反應。高質量的信息，論據的

有效性、強度、吸引力，這些

信息質量極為重要。有道理、

重要的，對所涉及問題有新見

解的論據是強有力的。5晉文公

以曉之以理，顧全大局，其信

息質量極為重要。有道理而且

重要。 

 

我們以文本當作透鏡探討「說服」，除了了解說服本身的技巧，也更了解課文的涵義以及與說服有高

度關聯的「辯論」，而這個部分將在下文提出。接下來我們將先敘述我們的探討與ＳＤＧｓ的關聯性。 

 

三、永續發展第十六項目標「促進和平多元的社會」 

 

「促進和平多元的社會，確保司法平等，建立具公信力且廣納民意的體系」的永續發展目標 

為了迎戰貧富差距、氣候變遷、性別平權等議題，2015 年，聯合國啟動「2030 永續發展目標」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提出 17 項全球政府與企業共同邁向永續發展的核心目標。 

永續發展目標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第十六項目標是「促進和平多元的社會，確保

司法平等，建立具公信力且廣納民意的體系」（Peace, Justice and Strong Institutions）。目標 16 有哪些細

項目標（Targets）和核心精神？  

16.1 大幅減少各地各種形式的暴力，以及暴力相關事件的死亡率。 

16.2 終結對兒童進行虐待、剝削、販賣以及一切形式的暴力和酷刑。 

16.3 促進國家和國際層級的法治，確保人人都有平等獲得司法的途徑。 

16.4 2030 年，大幅減少非法的資金與武器流動，加強被盜資產的歸還和回復，並打擊一切形式的

組織犯罪。 

16.5 大幅減少各種形式的貪污賄賂。 

16.6 在各層級建立有效率、負責且透明的制度。 

 
4
津巴多（Zimbando,P.G.），利佩（Leippe,M.R.）著，《影響力心理學》，頁 117。 

5
津巴多（Zimbando,P.G.），利佩（Leippe,M.R.）著，《影響力心理學》，頁 129。 



16.7 確保各級的決策皆能回應民意、兼容各方，且具備參與性和代表性。 

16.8 擴大及強化開發中國家參與全球治理機構。 

16.9 2030 年前，為所有人提供合法身分，包括出生登記。 

16.10 依據國家立法與國際協議，確保民眾可取得各項資訊，保障基本自由。 

16.a 強化國家機制，包括透過國際合作方式，建立各階層預防暴力和打擊恐怖主義與犯罪的能力，

尤其是在開發中國家。 

16.b 促進及落實沒有歧視的法律與政策，以實現永續發展。 

從上列細項，以大幅減少各地各種形式的暴力，依據國家立法與國際協議，確保民眾可取得各項資

訊，保障基本自由。此永續發展目標，可印證中國戰國時代，儒家的孟軻的王道主張。《孟子‧告子

下》記載孟子對春秋戰國時期君主的評價，批評春秋五霸假力以行仁的行徑，認為是三王的罪人。

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春

秋時期的五霸一般指齊桓公、晉文公、秦繆公、楚莊王、宋襄公。孟子批評這五個霸主是三王的罪

人。。「三王」是夏禹、商湯與周代的文王，這裡指三代。《孟子‧梁惠王上》說，齊桓晉文之事，

孔子之徒無人談論，也可看出孟子反霸政而主張王道仁義的立場。《孟子‧梁惠王上》云：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 

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無以，則王乎？」 

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 

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 

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 

曰：「可。」 

曰：「何由知吾可也？」 

曰：「臣聞之胡龁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釁

鐘。』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對曰：『然則廢釁鐘與？』曰：『何可廢

也，以羊易之。』不識有諸？」 

曰：「有之。」 

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為愛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 

王曰：「然，誠有百姓者。齊國雖褊小，吾何愛一牛？即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

也。」 

曰：「王無異于百姓之以王為愛也。以小易大，彼惡知之？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羊何擇

焉？」 

王笑曰：「是誠何心哉！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 

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君子之于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

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 

王說曰：「《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謂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

子言之，于我心有戚戚焉。此心之所以合于王者何也？」 

曰：「有復于王者曰：『吾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則

王許之乎？」 

曰：「否！」 

「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然則一羽之不舉，為不用力焉；輿薪之不見，為

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見保，為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為也，非不能也。」 

曰：「不為者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 

曰：「挾太山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為長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是不



為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挾太山以超北海之類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類也。」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于掌。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

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

無他焉，善推其所為而已矣！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于百姓者，獨何與？權，然后知輕重；

度，然后知長短。物皆然，心為甚。王請度之。抑王興甲兵，危士臣，構怨于諸侯，然後快于心

與？」 

《孟子‧梁惠王上》講愛人，強調要愛由親始，要由己及人，由親及疏，由近及遠，最後及於天

下，所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孟子善辯，能了解說服對象

齊宣王的行事和想法，論點由小而大，舉例由近而遠，進行系統的推論，增強說服力量。《孟子‧梁

惠王上》提出其王道施政的基本主張：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

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饑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于道路矣。

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孟子強調「順時生養」、「務實民生」，使人民養生送死之道無憾，是王道施政之始。前行政院長劉兆

玄邀集學者研發王道永續指標，以仁政、反霸、民本、生生不息與同理心為出發點，盼能成為全球

通用指標。此為台灣首創王道永續指標融合東方思惟、顛覆西方價值觀。其文章〈最符合儒家王道

國度在北歐：台灣 36 名，輸日韓、勝中俄〉，《遠見》第 391 期（2019 年 1 月出刊），頁 100～102。

李建興特別撰文介紹： 

2015 年聯合國成立 70 週年時，在大會上通過了「翻轉我們的世界：2030 永續發展議程」，首次發表

了 17 項「永續發展目標」，做為各國推動永續發展的指導原則。 

巧合的是，台灣也有一組研究團隊，從華人 2000 多年前就已有的王道思惟出發，發展「王道永續指

標」（WDSI，Wang Dao Sustainability Index）。 

更巧的是，當台灣第一屆王道永續指標於 2018 年 12 月 16 日正式發表時，儘管指標的設計出發點不

同、涵蓋的細項指標也不盡相同，但列入評比國家的排名，相關係數竟然高達 0.9。 

「真的太神奇了，代表 2000 年前的王道思想，跟 2000 年後聯合國規劃出來的永續發展目標，有非

常好的對接，代表王道有普『世』價值，也有普『適』價值，『適合』放在當今，」王道永續指標計

畫發起人、前行政院長劉兆玄說。……自從 2009 年卸下行政院長公職後，劉兆玄……擔任文化總會

會長或現任中華文化永續發展基金會董事長，他全力推廣王道文化。……但劉兆玄發現，王道推廣

多年後，空有論述，卻欠缺可操作性的指標，很難進一步推廣。加上他研究聯合國的永續發展目標

後發現，從西方價值觀出發的指標，有很多他並不認同。 

他以敘利亞為例，到處戰亂，人民困苦、環境破敗，在聯合國的永續指標三大構面中(經濟、環境、

社會)，當然倒數。但敘利亞會這樣破敗，其實是他國造成的。 

「這不是一個自由的國家，卻是各國可以自由去轟炸的國家。」劉兆玄形容，不管是美國、以色

列、俄羅斯、土耳其等國，都把敘利亞當成戰場。但在聯合國的永續指標中，卻沒有把發動戰爭，

致使別人困頓的這些國家予以扣分，「這是不公平的。」劉兆玄說。 

基於上述理由，劉兆玄投入研發王道永續指標。邀請了中研院院士朱雲漢擔任主持人，網羅台師大

環境教育研究所所長葉欣誠、台大政治系助理教授童涵浦、郭銘傑等多位學者加入，歷時至少兩年

才完成第一版。……例如「全球倫理」領域，有許多台灣原創，會檢驗一個國家是否對其他國家發

動戰爭？一有發動紀錄，就扣分。發動的戰爭規模愈大，扣分愈多。諸如販賣武器、核武儲備，也

都會被扣分。但若有維和部隊、收容難民，就會加分。 

「西方重視零貧窮、零飢餓，重視援助多少，卻不看是否侵略」劉兆玄說。 

環境部分，強調生生不息，若過度消費會被扣分，使得像環境優美的澳洲或加拿大等國，因為人民



消耗太厲害，被扣分。 

研發出指標後，研究團隊再從全球篩選出有代表性、各項指標數據，再參考從聯合國、世界銀行、

WTO 等國際組織取得的國家，共 74 個，進行評比。 

結果顯示，表現最好的是瑞典、挪威和丹麥等北歐國家；至於瑞士、芬蘭、荷蘭、德國、奧地利等

標榜杜會主義民主、褔利、環境保護的歐陸國家也名列前茅(表 2)。劉兆玄分析，北歐國家具體實

踐了國際交往、經濟成長、社會分配和環境管理模式，與王道精神的永續發展理想相符。 

但是發動多次戰爭、軍售強國、人民浪費太多的美國，只排在第 35 名，是已開發國家的最後一名。 

台灣第 36 名貼近全球平均 

至於台灣在哪裡？剛好在中間，名列第 36，分數為 6.555，貼近全球平均值 6.527。 

台灣在「包容發展」，表現最為突出，為全球第 31 名，甚至其中的「人本需求」面向，還排名全球

第五。 

但相對來說，台灣的「環境均衡」則仍需努力，在全球 74 國，排名第 66，倒數第 9，特別是在「特

質消費」面向，只拿到 4.75 分，是全球倒數第 17 名。在「環境治理」面向，也只拿到 7 分，原因

是台灣人減碳成績不佳。 

除了台灣，其他長久受儒家文化洗禮的東亞國家，也大多居於中段。表現最好的是第 16 名的日本；

其次是排名 28 的韓國。 

中國大陸排名 40，在東亞國家之中相對落後，反映出做為一個綜合國力快速上升的超級大國，在永

續發展的道路上頗見艱辛。 

劉兆玄指出，就整體國際評比而言，這些國家雖以儒家文化為基底，但近代的發展早已不同程度地

轉向西方列強的發展道路。其中日本變法維新最早，搭上西方殖民主義列車並屢次發動戰爭，奪取

殖民地，成為東亞霸權，是西化最徹底的例子。只是到了新世紀，當西方文明本身也走入困境，東

亞國家應該要更弦易轍，重新規劃出適合本身文化特色的永續發展途徑。 

中東、非洲與南亞敬陪末座 

至於敬陪末座的國家，多半位於中東、非洲與南亞大陸，包括有長年軍事衝突和政治紛爭的印度與

巴基斯坦，曾經長期對外封閉而落後的柬埔寨等。這些國家不單單資源貧乏，也大多陷入資源紛

爭。 

最耐人尋味的是，全球三大強國──美、中、俄分別排在 35、40 和第 58 名。 

從宏觀視野來看，這顯示出了美國在國際事務上行霸道，在國內事務上相對王道；中國則剛好相

反，對人民治理比較霸道，與國際關係反而比較王道；俄羅斯則似乎兩方面的表現都不夠王道，因

而排名更為落後。 

劉兆玄已設下目標，希望讓王道永續指標成為全球社群尋求永續發展的一個另類的參考座標，讓中

華文化得以為 21 世紀人類文明做出貢獻。 

儒家五大核心精神、三大領域，依照王道思惟出發的永續指標，與聯合國的永續發展指標，有何不

同？研究團隊從王道精神中，以五項核心精柛：仁政、民本、反霸、生生不息與同理心。五大精神

彼此組合後，又發展出三大領域：全球倫理、包容發展、環境均衡。再延伸出來的永續指標，共 64

個，有一些就跟聯合國的指標，大相逕庭。無論永續指標如何訂定，促進和平多元的社會，弭平人

際乃至國際之間的紛爭，〈燭之武退秦師〉的外交辭令，以說服方式來防範戰爭的發生，此即《孫子

兵法‧謀攻篇》：「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的中謀「其次伐交」最好的例

證。 

劉兆玄邀集學者研發王道永續指標五項核心精柛、三大領域組成王道永續指標 

 

 

https://baike.baidu.hk/item/%E5%AD%AB%E5%AD%90%E5%85%B5%E6%B3%95
https://baike.baidu.hk/item/%E5%AD%AB%E5%AD%90%E5%85%B5%E6%B3%95


 

  

 

  

 

 

 

 

 

 

 

 

 

 

 

四、辯論賽 

 

（一）賽前討論（也以魏蜀吳分組進行） 

 

魏國 

 

曹操為甚麼不應該發動赤壁之戰： 

1.士兵水土不服、狀態不佳。 

2.人心尚未安定。 

3.曹軍本來就比較不諳水性，較擅長陸戰。 

 

曹操為甚麼應該發動赤壁之戰： 

1.兵力充足。 

2.挾天子以令諸侯→名正言順。 

3.如果不打，則恐助長孫、劉勢力。 

4.孫權內部意見多偏向降曹。 

 

蜀國 

 

曹操不應該攻打赤壁： 

1.曹操的北方軍隊渡長江打仗，有水土不服的問題。 

2.如第一點所提到，曹操的軍隊很強，但水軍不是北方軍隊的強項，故戰略可能不夠周到。 

以後人的角度看這段歷史，曹操輸了。 

 

曹操應該攻打赤壁： 

1.既然曹操有統一天下之大志，且有能力達成，又相形之下南方較弱，曹操應該發動戰爭來完成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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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治目的。 

2.就算曹操打輸了也無妨。原因其一是劉備求取三分天下，若曹操兵敗且在赤壁之戰陣亡，反而東

吳勢力坐大，則劉備很可能被孫權連同消滅；二，北方人口多、勢力多元，若無曹操的統率，恐怕

兵荒馬亂、烽火連天，此狀態和劉備一方的目標也有所背離。故劉備既要在赤壁之戰打敗曹操，某

種程度又要確保曹操能回到北方。 

 

吳國 

 

曹操不應該攻打赤壁： 

1.水土不服：曹操的軍隊來自北方，且軍隊龐大，但南下攻打赤壁，可能因當地氣候，以致水土不

服，或是面對當地的疾病無藥可醫，導致軍力衰弱，無法致勝。 

2.結果論上敗北：以事後諸葛，結果論的角度上看終究是敗北了。若是不出兵，便不會有此役，更

不會敗得如此灰頭土臉。 

 

曹操應該攻打赤壁： 

1.曹魏終要統一：曹操當時挾天子以令諸侯，並要一統中原，赤壁在地理位置上相當重要。再者，

若要統一中原，赤壁是早晚到攻打的，進攻赤壁不過只是時間問題。 

2.孫劉剛結盟，並不強盛：當時孫劉聯軍初成形，在各項決策方面都有出入矛盾的地方，何不趁勢

攻打，並一舉拿下。曹操的兵力也是多過孫劉聯軍，因此更有理由南下出兵了。 

3.無曹操，北方可能更亂：曹操攻打赤壁時，孫權和劉備也不敢將其趕盡殺絕，因為中原不只有

魏、蜀、吳三個國家而已，邊疆還有許多外族，對中原的土地虎視眈眈，若是孫劉將其逼上絕路，

己方兵力必將大幅度地耗損，更無餘力處理北方民族了。 

 

（二）辯論賽 

 

以下將辯論賽的紀錄統整成電子檔，以表格方式呈現。 

 

 申論 質詢 

正一 1. 孫權於夷陵之戰稱臣，可直接招降。 

2. 孫權名不正，言不順，自立為王，不

具正當性。 

3. 孫權不具合宜的繼承人。 

4. 孫權為「大魏吳王」，雙面稱臣。 

曹魏陣營難道有正當性嗎？ 

立儲問題與投降問題有關連嗎？ 

曹植不也是被鬥爭掉的嗎？ 

反一 1. 曹操雖恐嚇擁 80 萬大軍，但實際上多

為備軍且不善水戰，反觀吳方善水戰。 

2. 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不具正當性，

乃漢之奸臣。 

反方未提及實際兵力，而兵力差距如此懸

殊，氣候條件有辦法成為有效的阻礙嗎？ 

三國志不就是以曹魏為正統嗎？ 

孫權難道不想稱帝嗎？ 

正二 1. 孫權曾於合肥之戰(逍遙津之役)中被張

遼大敗，這顯示出孫權沒有用兵的才能，

顯然在軍事才能上曹操略勝一籌，孫權不

是他的對手，故孫權應該投降。 

2. 曹丕、劉備、孫權三人中，孫權是最

1. 孫策、曹操、賈詡都曾給孫權很高的評

價，且一場戰爭決定勝負的因素很多，且

孫權過去也有許多漂亮的戰績，因此就合

肥之戰判定孫權不善用兵的論點存有疑

慮。 



晚稱帝的，甚至在一開始的時候，孫權也

並沒有明顯地表現出欲逐鹿中原的野心，

既然這樣，不如在赤壁一戰時歸降曹魏，

尚能享有榮華富貴。 

3. 劉備在赤壁戰前，於長坂坡被曹軍打

得潰不成軍，元氣大傷，短期內無法形成

有效戰力，這使得孫吳這邊的責任很吃

重，必須負擔絕大多數的兵力。 

2. 合肥之戰是發生在赤壁之戰後的事件，

以後來發生的事件去推斷較早發生的事

件，時間順序錯亂，恐無法說服人。 

 

反二 孫權再怎麼說也是佔據江東一隅的諸侯，

具有一定的地位及聲望，不可能輕易地向

人俯首稱臣。 

曹操挾天子令諸侯，基本上他可以以天子

的名義行事，若孫權堅決不投降，可能會

被曹魏一方以「賊首」的名號攻擊。 

 

正三 1.曹兵力>孫權 

2.孫權繼位 19 歲 

3.江東文臣多建議投降 

4.孫權是軍閥 

 

反三 1.孫用將領（用人）與用兵不同 

2.江東政權不穩定 

3.兵力：曹>孫與勝敗無關（戰地不同） 

用人用兵論和政權亂是否矛盾？ 

水土不服是勝敗的關鍵嗎？ 

 

 



 

五、結論與思考 

 

這次我們透過〈出師表〉以及〈燭之武退秦師〉探討文本背後隱含的價值。「說服」使我們更了解燭

之武、孫權、曹操的心境，也使我們離文本的距離更加接近。除此之外，也訓練我們在口語方面的

辯論、思考方面的邏輯推演以及文獻方面的爬梳與整理，收穫頗多。值得反思的一點是，雖然文獻

的探討跟整理看似與辯論賽一脈相承，然而辯論時，這些知識、這些技巧並沒有完全轉化為當下辯

論的能力，可見在文字上的探究與內化為口語上的表達之間，仍有一層障礙還未突破。 

 

六、附件 

 

自主學習主題：請相信我⸺通過說服改變態度 

龍騰版第三冊國文〈燭之武退秦師〉、〈兩個孔明的文化玄機〉自主學習 

【國文科】素養導向教學示例分享 

一、設計者：陳光瑩（臺中市立臺中第一高級中等學校國文科教師） 

 

單元 從左傳的〈燭之武退秦師〉談「請相信我⸺通

過說服改變態度」 

節數 4 節課 設計者 陳光瑩 

核心概

念╱學

科本質 

「請相信我⸺通過說服改變態度」╱文言歷史

散文體、抒情敘事說理、溝通表達 

核心素

養 

B1 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UB1 表達自我的理念與情意，並學會從他

人的角度思考問題，尋求共識，具備與他

人有效溝通能力 

單元目

標 

學生可以理解左傳的〈燭之武退秦師〉的背景與動機，並分析文中的敘事、抒情和說理技巧，進而在

「概念探究」活動中，能辨別概念與事實，並能提出兩項以上的特質，運用溝通技巧與同伴進行回

饋，並依據回饋意見修正內容，以符合有效溝通之目的。 

學習內

容 

國 Ac-V-1 文句的深層意涵 

國 Ad-V-4 非韻文：如歷史散文、史籍列傳等 

國 Bd-V-1 以事實、理論為論據，達到溝通、建

構、批判等目的 

國 Cd-V-2 各類文本中所反映的個人與家庭、鄉

里、國族及其他社群的關係 

學習表

現 

國 2-V-2 討論過程中，能適切陳述自身立

場，歸納他人論點並給予回應，達到充分

的溝通 

國 5-V-1 辨析文本的寫作主旨、風格、結

構及寫作手法 

國 6-V-3 熟練審題、立意、選材、組織等

寫作步驟，寫出具感染力的文章 

國 6-V-5 運用各種技巧，反覆推敲，修改

並深化作品層次，提升藝術價值 

情境 從左傳的〈燭之武退秦師〉談「請相信我⸺通過說服改變態度」：理解作者的創作背景並設想作者的

家國關懷(秦晉圍鄭+鄭燭之武退秦師)→外交辭令：文本內容理解與分析(學術情境) →外交辭令：辨識



秦晉爭霸下國際局勢的變遷(歷史情境) →鄭國與燭之武的說服方法：討論改善與人溝通的方法(學術情

境+生活情境) 

表現任

務 

本教學活動以歷史散文的記敘文教學為主軸，透過文本篇章主旨、結構的理解與評述，進而設想作者

與他者的選擇與行動，並能運用文中習得的敘事抒情技巧於生活情境中。 

節次 學習目標 學習脈絡 學習內

容 

學習表

現 

檢核點 學生困難分析 

 

 

 

 

 

二、學習歷程設計 

節次 學生學習活動 核心問題 檢核點（形成性評量） 教師指導注意事項 

1 理解左傳的〈燭之武退秦

師〉創作的背景，並以

「換位思考」的方式設想

人物的處境 

左傳的〈燭之武

退秦師〉的外交

辭令書寫：能從

說服技巧與方

法，配合相關的

文本訊息，統整

面對國家局勢變

化危險的情境，

及其說服的技巧

與建議的行動 

國 Ad-V-4 非韻文：如現

代散文、小說等 

國 Cd-V-2 各類文本中所

反映的個人與家庭、鄉

里、國族及其他社群的關

係 

設想左傳的〈燭之武退秦

師〉的情境時，常忽略其真

實的歷史脈絡 

無法從相關的文本訊息統整

說服的技巧與溝通的要領 

2 能分析左傳的〈燭之武退

秦師〉。以事實、理論為

論據，達到溝通、建構、

批判，通過說服改變態度

等目的。 

說服與溝通的力

量：左傳的〈燭

之武退秦師〉的

敘事抒情技巧，

評價其表達適切

性 

國 5-V-1 辨析文本的寫作

主旨、風格、結構及寫作

手法 

國 Bd-V-1 以事實、理論

為論據，達到溝通、建

構、批判等目的 

對於文本內容的適切性，無

法提出自己的評判，應該分

析說服的過程與技巧，如何

通過說服改變態度。 

3 舉辦辯論，統整三國赤壁

之戰前夕，曹操、孫權、

劉備三方陣營的兵棋推

演。能以辯論的方式，對

於〈燭之武退秦師〉的情

境做深度的詮釋 

曹操、孫權、劉

備三方陣營的兵

棋推演。能以辯

論的方式，以

「換位思考」的

方式設想不同的

人物角色的處

境，進而評價各

種信息，說服的

觀點，以及溝通

策略的適切性 

國 Cd-V-2 各類文本中所

反映的個人與家庭、鄉

里、國族及其他社群的關

係 

設想不同的人物角色，探討

其真實的歷史脈絡，決策與

謀略背後的說服與溝通技

巧。 



4 能將左傳的〈燭之武退秦

師〉談「請相信我⸺通過

說服改變態度」的敘事抒

情技巧應用到生活情境中 

自己與他者的關

係：透過同情角

色的扮演與討

論，進行生活情

境中溝通內容的

討論與回饋。以

便了解自己與他

者的觀點差異，

並進行說服，達

到有效溝通 

國 Bd-V-1 以事實、理論

為論據，達到溝通、建

構、批判等目的。 

國 Cd-V-2 各類文本中所

反映的個人與家庭、鄉

里、國族及其他社群的關

係。 

給予同儕回饋時常忽略家中

不同的人物角色的處境。對

於自己與他者的關係，書寫

有局限。 

 

單元名稱：說服的藝術 

設計者：陳光瑩老師 

 內容 策略/工具 概念 

投入 

 

階段 

小組討論，分享個人說服他人的經驗，是成功 還是失敗，為

什麼？ 

 

1.個人記錄同學說服他人之所以成功失敗的原因。請寫在 A4 紙

上。 

2.小組將寫下來的 A4 紙，整理出說服時須要注意的關鍵要素，

寫在便利貼上。 

3.將便利貼歸類，分類後，用概念性標題寫兩到四個字。 

4.各組分享，貼在牆面上。 

 

對話方法 

（四人配

對） 

 

 

歸類圖示 

 

聚焦 

 

階段 

請學生閱讀〈赤壁〉與背景介紹文字，藉由提問引導與探究工

具，理解文本內容。【說明】可視學生程度給予適合的背景

資料，或讓學生自行查找資料。 

給定「角色卡」：說服者的個性特徵作風，和在這件事中所

在意（需求）的部分。 

「意圖卡」：說服者想要得到什麼結果，希望事件的發展走

向。 

1.〔完成情境卡〕進行背景情境脈絡分析： 

交待背景、事件來由 

學生使用工具：SWOT 

(1)閱讀史料文本 

(2)教師引導提問： 

Q1：在文本中，誰握有優勢？請說明原因。 

Q2：要說服對方時，如果自己占上風，又會採用那些策略？

若是對方佔上風，又會採用那些策略？ 

 

 

 

牌卡： 

情境卡 

對象卡 

角色卡 

意圖卡 

 

 

 

 

 

 

SWOT 表 

 

 

 

 

 

 

 

 

理解 

結構 

修辭 

觀點 

立場 

對象 

 



（→作用：讓學生理解說服者身處的情勢，如何決定他所採用

的策略。） 

(3)學生小組討論 

利用 SWOT 工具完成情境分析，書寫在「情境卡」上。

(30~100 字) 

【小組討論時間：15 分鐘】 

2.﹝完成對象卡﹞進行說服對象方析： 

說服對象的個性特徵作風，和在這件事中所在意(需求)的部

分。 

(→作用：讓學生理解說服對象的心態、觀點，以便選擇說服

策略。) 

學生使用工具：同理心地圖 

(1)學生分組，完成一份同理心地圖 

佔上風組：曹操           居下風組：孫權、劉備 

(2)根據〈〈赤壁〉〉及背景介紹資料文字，完成同理心地圖 

(3)就同理心地圖內容完成「對象卡」的文字書寫。(30~100 字) 

【小組討論時間：15 分鐘】 

3.教師引導提問： 

Q3：說服的策略方法中，有哪些關鍵要素會讓被說服者(對象)

感到被同理？ 

(根據〈〈赤壁〉〉內容完成討論) 

 

Q4：針對本文，你們(學生)會好奇什麼問題？ 

(→激發學生進一步的思考、探究) 

【小組討論時間：15 分鐘】 

 

 

 

 

 

 

 

 

 

 

 

 

 

 

 

 

 

同理心地圖 

 

 

 

 

 

 

 

 

 

 

 

 

 

 

 

 

 

 

 

 

回應 

同理 

反思 

提問 

組織 

 

階段 

閱讀〈〈赤壁〉〉中周瑜和魯肅的說服文字，加以方析。完成

後進行小組報告。 

 

1.分析文字內容： 

周瑜和魯肅提出哪些材料進行說服？請分析使用這些材料的用

意動機，或是抱持什麼樣的觀點立場。 

材料：包括事實(例如地理環境)、過去已經發生的特定事件、

背景脈絡(歷史背景)、當時的現況、未來的推估可能性與發展趨

勢。 

2.將分析結果寫在 A5 卡片上。 

 

 

 

 

 

註解策略 

理解 

結構 

修辭 

事實 

觀點 

立場 

回應 

同理 

反思 

評析 

分析 

通則 

 

階段 

關於說服，哪些是有效/成功的關鍵？ 

1.根據周瑜和魯肅的說服內容，參考(自己或他組)便利貼上的概

念性標題，選出哪些是周瑜和魯肅有效/成功說服的關鍵？寫

在便利貼上。 

 

 

 

 

 

 

 

 



2.檢視周瑜和魯肅的說服內容，若有之前便利貼上未提及的重

點，請補充寫在便利貼上。 

小組討論：進行說服時，要考量那些因素？教師引導提問： 

Q5：說服者與被說服者的關係是如何影響說服者所擇定的策

略？ 

Q6：在進行說服時，為因應不同的關係，應如何選用適合的

修辭手法及語氣？. 

填空式句子(舉例)：請學生填寫 

說服對方時，引用曾經發生過的事實經驗，可 

以                                                     

。 

(達成什麼目的，或引發哪些影響與效果) 

(參考)教師擬定的通則： 

1.說服別人需先同理對方的立場與處境。 

2.有效的說服要考量說服的對象與自己的關係，包括對

方的觀點、適時的情境(背景脈絡)與自己的角色，以擇

定適合的策略。 

3.說服時，應使用修辭手法並搭配適合的語氣。 

討論完畢後，撰寫通則。 

說服材料的順序安排有何重要性？ 

周瑜和魯肅是如何安排說服的次序(說服的流程)？ 

1.按照文本內容，用前述 A5 字卡排出說服的次序流程。 

2.請調動周瑜和魯肅說服的順序： 

要是周瑜和魯肅，先說           ，再說            ，能

夠成功說服孫權嗎﹖ 

延伸思考 

Q7：如果周瑜和魯肅沒有去說服孫權，孫權有其他選擇來面對

曹操赤壁決戰的處境嗎？ 

Q8：如果沒有周瑜和魯肅，但最後還是成功說服孫權，周瑜和

魯肅應該是找哪種類型或具備哪些能力的人來擔任說客？ 

(提示：連結周瑜和魯肅的特性、所選擇的策略，思考說

服者應該具備哪些特質或條件？) 

檢視通則 

以〈赤壁〉的文字，檢視之前所產生的通則，再修正一次通

則；亦可以刪去或增加新的通則。 

(再次思考說服成功的關鍵因素為何？其關聯性何在？) 

 

 

 

 

 

 

 

 

 

填空式句子 

 

 

 

 

 

 

 

 

 

 

 

 

 

 

 

 

 

〝what if〞

question 

「要是…又

會…」的問

題 

 

 

 

 

 

 

 

理解 

結構 

修辭 

觀點 

立場 

對象 

 

 

 

回應 

同理 

反思 

提問 

 

 

 

 

 

評析 

分析 

 

 

 

 

 

 

 

 

 

 

 

 

 

 

 

 

反思 

階段 

從本單元中學習到哪些說服策略、技巧？ 

我學到有關「說服」，最重要的是                。 

 

說話提示 

 



遷移 

階段 

影片欣賞：周瑜和魯肅說服孫權後，赤壁決戰過程的故事。 

情境題演練：辯論賽 

題目：面對曹操招安，孫權和劉備該戰該降﹖ 

正方：曹操應該招安或作戰，以降服孫權和劉備 

反方：孫權和劉備該戰不該降 

 

 

 

 

表現任務評

量 

理解 

結構 

修辭 

觀點 

立場 

對象 

回應 

同理 

反思 

提問 

評析 

分析 

生成 

表達形式 

表達內容 

反思 

階段 

說服的關鍵要素是                             。 分點列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