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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焦循治《易》的方法
康全誠*

摘要
焦循是清代乾嘉之際的重要《易》學家，他自小承受儒家思想教育，所以
他的思想大抵不偏離儒家，治《易》則標榜能發揮聖人之言，但不依傍前人，
能勇於創新，在清代考據學中，獨樹一幟。本文即將對焦循治《易》的方法中
實測、天元術、以假借治《易》等要點，作一詳細的探討剖析，俾能明晰焦循
治《易》方法的梗概。
關鍵詞：焦循、實測、天元術、假借治《易》

*

康全誠，遠東科技大學行銷學與流通管理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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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ao Xun’s Method of Research on “The Book of Changes”
Kang Chuan-Cheng/Associate Professor
Kang, Chuan-Cheng, Associate Professor of Department of Marketing and Logistics
Management, Far East University

ABSTRACT
Jiao-Xun was an important scholar of “The Book of Changes” during the
period of Chien Lun and Chia Ching in Ching Dynasty. He was taught and
influenced by the educational thoughts of Confucian school therefore his
thought was generally mainly close to Confucianism, as a result he praised
himself as he could elaborate sages’ words on research of “The Book of
Changes”. Moreover, he did not follow the previous literature or imitating the
earlier models and challenged himself to bring in creative ideas that his
research was in a unique and an independent way among his peers on the
research of “The Book of Changes” with actual measurement, Tianyuan theory
and loan character in Ching Dynasty.
This essay aims to explicitly analyze the actual measurement, Tianyuan,
theory and phonetic loan character etc. important points in research on the
Book of Changes so as to understand Jiao Xun’s research of “The Book of
Changes”.
Key words: Jiao-Xun, Actual measurement, Tianyuan theory, Phonetic loan
character, research of “The Book of Chan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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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焦循（西元 1763～1820 年），字里堂，晚號里堂老人；江蘇甘泉人，享年
五十八歲。嘉慶六年（西元 1801 年）舉人。焦循六歲入書塾讀書，授業於表兄
范秋帆先生，學詩古文詞。乾隆四十一年（西元 1776 年），年十四，承家學，
幼年好《易》，其父以「『密雲不雨，自我西郊。』何以既見於〈小畜〉，復
見諸〈小過〉？」一問而啟其端倪。1乾隆四十九年（西元 1784 年），年二十
二，少宰謝金圃督學歲試揚州，重經學，得補為廩膳生。那一年與顧超宗同為
食廩餼，在此期間焦循對數學發生興趣，為往後研究數學打下基礎。乾隆五十
年（西元 1785 年），年二十三，遭父喪，暫停書院學習，開始研習《周易》。
乾隆五十九年（西元 1794 年），年三十二，撰《加減乘除釋》，此書為焦循研
究數學的主要代表作。嘉慶六年（西元 1801 年），年三十九，歸揚州，應鄉
試，中式舉人。嘉慶七年（西元 1802 年），年四十，北上會試，下第歸里。會
試後，閉門注《易》，足不入城，葺其老屋曰「半九書塾」，復構一樓曰「雕
菰樓」，藏書數千卷，有湖光山色之勝，讀書著述其中。焦循自弱冠即學
《易》，自是年後，始書注於學《易》2。嘉慶九年（西元 1804 年），年四十
二，與王引之討論數學與《周易》的關係，並且完成《易通釋》初稿。四十八
歲，改訂《易通釋》。五十歲，撰《周易補疏》、《易圖略》二書。五十四
歲，《易學三書》成。五十六歲，又分別編成《易話》與《易廣記》二書。嘉
慶二十五年（西元 1820 年），七月，先生足疾疊發，忽然煩熱似瘧疾，又舌燥
無津，日漸加重，醫藥罔效，至二十七日辰時，溘然長逝，得年五十有八。
焦循是清代乾嘉之際揚州學派之重要代表人物，其經學、算學蜚聲宇內，
譽為名家。
1

焦循：《易通釋》，（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二七經部
《易》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年），頁 131。
2
焦循：《易廣記》卷一云:「余自弱冠即學《易》，至四十歲；此二十年中，奔走於科場，亦
習他學，未嘗專也，而一無所得。自四十至四十七，此八年專於學《易》，始悟得旁通之
旨。」同註 1，頁 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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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樸學《易》諸家，大都長於述古而短於創新，在《易》學研究方法上
卓然自成一家的，唯有焦循。焦循曾祖焦源，精於《周易》，祖父焦鏡，父親
焦葱，世傳《易》學。焦循幼承家教，自小與《周易》結下了不解之緣。他一
生淡泊明志，甘自清貧，自四十歲入京會試不第，從此無意仕祿，老於布衣，
以家塾授徒為業。焦循博聞強記，識力精卓，他先學宋《易》，再學王弼
《易》，最後研究漢人鄭玄、馬融、荀爽、虞翻的理論。他自小承受儒家思想
教育，所以他的思想主導不偏離儒家，治《易》則標榜能發揮聖人之言。但他
治《易》，不依傍前人，在清代考據學中，獨樹一幟3；他年四十始盡屏眾說，
一空己見，專以〈十翼〉與上、下兩經，思其參互融合，脈胳緯度，用了三年
的時間冥思苦想，終於形成了自己的《易》學理論，以後二次修改，五十一歲
時寫成《易通釋》二十卷，標誌他《易》學理論的完成。本文即將其對於治
《易》的方法；實測、天元術，以假借治《易》等要點，作一詳細的探討剖
析，俾能明晰焦循治《易》方法的梗概。

二、焦循治《易》的方法
焦循撰《通釋》二十卷，復提其要為《圖略》，此二書皆成於嘉慶癸酉年
間（即嘉慶十八年），凡圖五篇、原八篇，發明旁通、相錯，時行之義，論十
篇，破舊說之非；共二十三篇，編為八卷，再著《易章句》，《易章句》較
《易通釋》、《易圖略》晚兩年。《易通釋》一書之體例乃是將《周易》一書
（包括經與傳）逐字逐句加以解釋，而解釋之法即焦循於〈易圖略敘目〉中所
謂：「余學《易》所悟得者三，一曰旁通，二曰相錯，三曰時行。」再加上比
例、升降與假借說《易》之法，遂將《周易》經傳之逐字逐句連成一氣，而成

3

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云：「《易》諸家穿鑿漢儒說，非訓詁家言；清儒最善言《易》
者，惟一焦循，其所著《易通釋》《易圖略》《易章句》皆絜淨精微，但非新疏體例耳。」
（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民國 74 年 2 月），頁 8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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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其「一以貫之」之思想。蓋焦循以為《易》為伏羲、文王、周公諸聖人所
作，而孔子以〈十翼〉贊之者也。而其所悟得之旁通，相錯、時行，皆可於
〈易傳〉中尋出。所以焦循以為《易》既為聖人之作，當依聖人之言以治之。
聖人之言自何處可得？蓋自〈易傳〉及其他各經中可得，所以其於自序中首言
「《易》為聖人之作」4而其治《易》之法亦自聖人來，蓋欲說明其治《易》之
法非憑空而來，焦循治《易》的方法分別有實測、天元術、以假借治《易》等
要點，茲敘述如下：
(一)實測
焦循治《易》之首要方法為實測，其以為，治《易》之法猶如測天之法，
天須由實際之觀察，方能得其實，治《易》之法，亦須由整部《易經》中找
出，加以觀察，反復測試。《周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為運動者，此運動
猶如天體之運動一般，可由實測找尋其規律，所以他在《易圖略》敘目中說：
夫《易》猶天也，天不可知。七政恆星，錯綜不齊，而不出乎三百六十
度之經緯；山澤水火，錯綜不齊，而不出乎三百八十四爻之變化。本行
度而實測之，天以漸而明；本經文而實測之，《易》亦以漸而明。非可
以虛理盡，非可以外心衡也。5
焦循把《周易》卦爻象比作天象，認為通實測，方知天象變化的規律，同
樣，通過實測即考查經傳文句，方知卦爻象變化的規則。實測既是借天文觀測
之法以談《易》之錯綜變化，亦猶天體之運行，可由易辭之本身以實測其卦爻
之變動。如是，則經傳之文辭僅如天文之行度座標，其自身將不含義。焦循又
說：

4

焦循〈易圖略敘目〉:「余學《易》所悟得者有三，一曰旁通、二曰相錯、三曰時行，此三者
皆孔子之言也。孔子所以贊伏羲、文王、周公者也。」
5
焦循：《易圖略》，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二七．經部、
《易》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年 3 月），頁 473。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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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初不知其何為相錯？實測經文、傳文，而後知比例之義，出於相錯。
不知相錯，則比例之義不明；余初不知其何為旁通？實測其經文、傳
文，而後知升降之妙，出於旁通。不知旁通，則升降之妙不著；余初不
知其何為時行？實測經文、傳文，而後知變化之道，出於時行。不知時
行，則變化之道不神。未實測於全《易》之先，胸中本無此三者之名，
既實測於全《易》，覺經文、傳文有如是者，乃孔子所謂相錯；有如是
者，乃孔子所謂旁通；有如是者，乃孔子所謂時行。測之既久，益覺非
相錯、非旁通、非時行，則不可以解經文、傳文，則不可以通伏羲、文
王、周公、孔子之意。十數年來，以測天之法測《易》，而此三者乃從
全《易》中自然契合。6
焦循初以為本無旁通、相錯、時行之法於胸中，此三法之所出，乃出自於
里堂實測全《易》之經文而後得也。既實測全《易》之文而誤後，乃發現旁
通、相錯、時行三法，實出於孔子〈易傳〉之言。又一再反復旁通、相錯、時
行諸法以測於《易》而無誤後，益覺非此三法不足以解《周易》經傳之文。不
解經傳之文，則不足以通伏羲、文王、周公、孔子諸聖人之意。由此觀之，則
里堂之所以自信其治《易》之法無誤者，除了得自於其實測經文之無誤以外，
更由於焦循以為《周易》經傳本皆羲、文、周、孔子之言也，而聖人之旨乃
「一以貫之」者也。所以當焦循以旁通、相錯、時行諸法實測經文而可以「一
以貫之」之後，不僅益信其治《易》之法無誤，更加相信「《易》為聖人之
作」也。當焦循說明完自己的《易》學態度與其治《易》之法之所由來之後，
又說：

6

同前註。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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譬如郭守敬生劉洪、祖沖之，何承天、傅仁鈞、一行之後，悟得歲時消
長不用積年日法，非能越乎前人，亦由前人之說而密焉耳。夫祖沖之立
歲差，傅仁均立定朔，當時泥古者驚為異說，余以此三事說《易》，亦
祖氏之歲差、傅氏之定朔也。知我者益加密焉，余之所深冀也。7
焦循自知其治《易》之法出，將受許多人之質疑，甚且可能有直斥其為異
說者，故舉祖沖之，何承天諸人，昔時嘗被指為異說之「歲差、定朔」之法，
而今卻被奉為至當之說之例，來說明若己之《易》法被視作異說者，亦猶如祖
氏、傅氏當年之情狀而不足為奇也。只待生於其後有如郭守敬之於祖氏、傅氏
者，能由焦循治《易》之說而益加密焉，使世人知其說之不誣，則焦循自信其
《易》學乃真能得聖人之意者若此也。焦循的《易圖略》卷一至卷五分別為
〈旁通圖、當位失道圖、時行圖、八卦相錯圖、比例圖〉，焦循作此五圖之目
的乃在於；藉著圖形的變化，使讀《易學三書》者，更能明白其《易》法完全
由《易》卦之變化而來，非憑空之言也。而此「五圖」亦即為焦循《易》學方
法之圖示處與說明處。
焦循的旁通指相應爻位上的卦爻陰陽交換。在本卦初與四、二與五、三與
上交換；本卦無可交換時，就與同卦組的另一卦交換，也是初與四、二與五、
三與上交換。如焦循說〈中孚〉與〈小過〉旁通云：「〈明夷〉六五『箕子之
明夷』，箕子即其子。〈中孚〉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謂九二旁通
〈小過〉六五。惟〈小過〉六五不和〈中孚〉之九二，而以四之初成明夷，故
云『其子之明夷』。苟其子與鶴鳴相和，則明不傷夷。是〈中孚〉、〈小過〉
旁通。」（《易圖略．旁通圖一》）
相錯指兩組四卦之間的特殊關係，如別卦〈乾〉〈坤〉兩卦的內卦交換可
得兩個新的別卦；內乾外坤為〈泰〉，內坤外乾為〈否〉；反之也可說
〈泰〉、〈否〉兩卦的內卦交換可得〈乾〉、〈坤〉兩別卦。這樣由內卦交換

7

同前註。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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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聯繫在一起的四卦，它們的聯繫稱相錯。焦循認為相錯的四卦的內容是相通
的。如：「〈漸〉上之〈歸妹〉三，〈歸妹〉成〈大壯〉，〈漸〉成〈蹇〉。
〈蹇〉，〈大壯〉相錯成〈需〉，故〈歸妹〉以須，須即需也。〈歸妹〉四之
〈漸〉初，〈漸〉成〈家人〉，〈歸妹〉成〈臨〉。〈臨〉通〈遯〉，相錯為
〈謙〉〈履〉，故眇能視，跛能履。〈臨〉二之五，則〈履〉二之〈謙〉五之
比例也。」（《易圖略．比例圖第五》）
時行是說經過變通，使卦爻的變換當位而不失道，沿著元亨利貞的路線前
進。先二五，後初四或三上即當位，亦即元亨；先初四或三上，後二五即失
道，亦不元不亨。焦循認為，當位即吉，失道則凶，但吉可變凶，凶可化吉。
辦法是給已經變化了的兩卦，配上陰陽完全相反的卦，組成新的卦組。如
「〈乾〉二先之〈坤〉五，四之〈坤〉初，應之〈乾〉，成〈家人〉，〈坤〉
成〈屯〉，是當位而吉者也」，「若不知變通，而以〈家人〉上之〈屯〉三，
成兩〈既濟〉其道窮矣」（《易圖略．當位失道圖第二》）。因此，時行的關
鍵是變通，「無論當位，失道，一經變通，則元亨者更加元亨，不元不亨者改
而為元亨。」
總而言之，焦循實測全《易》之無誤，乃發現旁通、相錯、時行三法，而
此皆出於孔子《易》傳之言；焦循除實測經文之無誤外，又因其以為《周易》
經傳本皆羲、文、周、孔之言，而聖人之旨乃「一以貫之」者，故其以旁通、
相錯、時行諸法實測經文而可以「一以貫之」，蓋焦氏將《周易》經、傳視為
一完整單位，由此以驗取其證據，此實測便為其治《易》之法矣。
(二)天元術
天元術為宋元時期數學家列方程之方法之一；天元本指周曆，周曆建於以
今農曆十一月為正月，儒家推崇周曆，以為其得天之正道，故稱「天元」。天
元術作為數學名稱，始於北宋神宗年間之十一世紀中葉，但對此種列方程之普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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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方法，首先進行系統論述者為宋之秦九韶與元之李治8，焦循《六元一釋．自
序》云：
天元一之名，不著於古籍。金元之間，李仁卿學士作《測圖海鏡．益古
演段》兩書，以暢發其旨趣；末末秦道古《數學九章》，亦有立天元一
法，而術與李異，蓋各有所授也。……國朝梅文穆公，悟其為歐邏巴借
根法之所本，於是世始知天元一之說。……吾友元和李尚之銳，精思妙
悟，究核李氏全書，復辨別天元之相消，異乎借根之加減，重為校注，
奧祕益彰，信足以紹仁卿之傳，而補文穆所不逮也。循習是術，……。
因會通其理，舉而明之。而所論相消相減，間與尚之之說差者，蓋尚之
主辨天元借根之殊，故指其大概之所近；循主述盈朒和較之理，故析其
微芒之所分，閱者勿疑有異義也。9
「天元術與現代通常之代數中列方程之方法極為相似，其首先「立天元一為某
某」，相當於現代之「設Ｘ為某某」之意。其次再根據問題給出之條件，列出
兩個相等之多項式，此所謂「齊同」，令二者相減，即可得出一端為零之方程
式，此種以相等二多項式相減以列出方程式之步驟又稱為「同數相消」或「如
積相消」。「相消」即二者相減，「如積」即「同積」，乃指兩個相等之多項
式，因據以求解，左右兩式既為等值之多項方程式，則彼此互為「比例」。焦
氏以數之比例，求《易》之比例；即出於「天元術」 10 ，蓋以其「齊同」而
「比例」之也。所以焦循推以治《易》，曾運用「旁通」法則將《周易》六十
四卦組合成同爻位一陰一陽相對之三十二組旁通卦。如〈乾〉與〈坤〉、〈同
人〉與〈師〉等。焦循利用陰陽爻畫相同並相對立之兩卦比附為相等之兩個多
8

詳參李儼《中國算學史》第五章「天元術」。
轉引自賴貴三：《焦循年譜新編》之「嘉慶四年己未先生三十七歲」，（里仁書局，民國 83
年 3 月），頁 170。
10
廖名春《周易研究史》有云：「『天元術』要求所列的兩個多項式數值相等，焦稱此為比
例，說：『以此推之得此數，以彼推之亦得此數。數之比例如是，《易》之比例亦如是。』
這就是說，甲乙兩卦由卦爻的交換得戊卦，丙丁兩卦由卦爻的交換也得戊卦，那麼甲、乙、
丙、丁四卦即互為比例，這兩個卦組就有了聯繫，其變化可以互相說明。」（長沙：湖南出
版社，1991 年 7 月），頁 389。
9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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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式；又以通過兩個等式之相減，列出方程式而後求得未知數之此種因果關係
比附為兩卦之間「此多一奇，則彼少一隅」並依此進行反復之爻位運動而成陰
陽爻畫相等之旁通卦。11焦循在《易圖略．比例圖》說：
洞淵九容之數，如積相消，必得兩數相等者；交互求之，而後可得其
數，此即兩封相孚之義也。非有孚則不相應，非同積則不相得。傳明
云：「裒多益寡」，又云：「參伍以變，錯綜其數」，又云：「引而申
之，觸類而長之」；其脈絡之鈎貫，或用一言，或用一字，轉相牽繫，
似極繁賾，而按之井然，不啻方圓弦股，以甲乙丙丁之字指之，雖千變
萬化，緣其所標以為之識，無不瞭然可見。12
由此可見，「天元術」中之「如積相消」、「同數相消」此一解析方程式之步
驟，遂成為焦循「凡旁通之卦，一陰一陽，兩兩相孚」此一原則之數學根據。
焦氏本此基礎，又兼綜其旁通、相錯、時行《易》義，推衍之以為「比例」；
復因比例之各卦，據其變化之跡，以推《易》辭之相通，義理之鈎貫，故「天
元術」實為焦循治《易》之重要方法。
(三)以假借治《易》
焦循治《易》之法，除運用實測、數學外，亦運用語言文字學，而彼時之
戴震對文字語言學之見解，曾給與焦循極大之影響 13然如何理解焦循之以假借
說《易》，論者每進溯至其與韓嬰《易》說之淵源，其於《易話．韓氏易》
云：

11

陳居淵：〈論焦循易學〉，（《孔子研究季刊》第二期，總第三○期，1993 年 6 月），頁
93。
12
焦循：《易圖略》卷五〈比例圖〉，同註 5，頁 505。
13
陳居淵《焦循儒學思想與易學研究》云：「以假借、轉注詮釋經典，是古代學者的傳統。但
以文字為始基，通過語言的考證來達到『通經明道』，在清代則開端於戴震。戴震曾說：
『一字之義，當貫群經，本六書然後為定』（〈與仲明論學書〉），『夫六經字多假借，音
聲失，而假借之意何以得？訓詁、聲音相為表裡，故訓明，六經乃可明。後儒語言文字未
知，而輕憑臆解，以誣聖亂經，吾懼焉。』（〈六書音韻表序〉）」（濟南：齊魯書社，
2000 年 5 月），頁 258。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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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詩外傳》云：「《易》曰：『困於石，據於蒺藜；入於其宮，不見
其妻，凶。』此言困而不見，據賢人者也。昔者秦穆公困於殽，疾據五
羖大夫、蹇叔、公孫支而小霸；晉文公困於驪氏，疾據咎犯、趙衰、介
之推而遂為君；越王勾踐困於會稽，疾據范蠡、大夫種而霸南國；齊桓
公困於長勺，疾據管仲、甯戚、隰朋而匡天下，此皆因而知疾據賢人者
也。夫困而不知疾據賢人而不亡者，未嘗有也。」以疾據賢人解『據於
蒺藜』，則借『蒺』為『疾』，由此可悟《易》辭之比例（詳見《通
釋》）。《漢書．儒林傳》稱韓嬰亦以《易》授人，推《易》意而為之
傳，於此可見其一端。（〈藝文志〉有《韓氏》二篇）。……惜其所為
二篇者不傳也。余於其以疾解蒺，悟得經文以假借為引申；如借祇為
底，借豚為遯，借豹為約，借鮒為附，借鶴為隺，借羊為祥，借袂為
夬，皆韓氏有以益我也。14
然而從焦循的學術環境而言，其對聲音、訓詁之重視，乃得益於好友王念孫、
王引之父子之訓詁學研究，焦循嘗言其得益於王念孫《廣雅疏證》，焦循說：
按辭以知卦，泥辭以求義理，非也。惟其顯然者易見，而用轉注，用同
聲之字假借者，非明六書訓詁，鮮克信之。循近年得力於《廣雅疏
證》，用以解《易》，乃得渙然冰釋。因歎聲音訓詁之妙，用以通他
經，固為切要；而用以解《易》，尤為必不可離。蓋《易》之辭，文
王、周公，孔子大半用此以自為比例，舍此則不知所謂，尤亟亟也。15
焦循深明文字、聲之學，論《易》時特用小學之法，而許叔重《說文解字》一
書，為歷來文字學家所倚重之要典，焦循亦本其說假借義，以為研治《易》學
之取資，故於《雕菰集》卷八〈周易用假借論〉一文中說：

14
15

焦循：《易話》，同註 5，頁 576。
見《焦里堂先生軼文．寄王伯申書》，《鄦齋叢書》本，（收錄於嚴一萍選輯《叢書集成》
二編，臺北藝文印書館，民國 59 年 6 月），頁 7。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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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書有假借，本無此字，假借同聲之字以充之，則不復更造此字。如許
氏所舉「令」、「長」二字，令本訓為發號，長之本訓為久遠，借為官
吏之稱，但為令、長，別無本字。推之，而字訓面毛，借為而乃之而；
為字訓母猴，借為作為之為，無可疑者也。又有從省文為假借者，如省
狎為甲，省旁為方，省杜為土，省虞為吳，或以為避繁就簡，猶有說
耳。惟本有之字，彼此互借，如「麓」、「錄」二字，本皆有者也，何
必借錄為麓？「壺」、「瓠」二字，本皆有者也，何必借瓠為壺？疑之
最久，叩諸通人，說之皆不能了。近者，學《易》十許年，悟得比例、
引申之妙，乃知彼此相借，全為《易》辭而設。假此以就彼處之辭，亦
假彼以就此處之辭。如豹、礿為同聲，與虎連類而言，則借杓為豹；與
祭連類而言，則借豹為杓。沛、紱為同聲，以其剛揜於〈困〉下，則借
沛為紱。，以其成〈兌〉於〈豐〉上，則借紱為沛。各隨其文以相貫，
而聲近則以借而通。蓋本無此字，而假借者，作六書之法也；本有此
字，而假借者，用六書之法也。16
此處焦循以為古時造字即有假借之例，如令本為發號、長本為久遠，二者皆借
為官吏之稱；而之本義為面毛，借而為而乃之而，作連辭之用；為字本為母猴
之義，後又借為作為之義，此皆為本無其字之假借之例。又有從省文而為假借
者，如省狎為甲，省旁為方，省杜為土，省虞為吳等字者，謂其所以假借者，
乃為避繁就簡，此猶可言。然本有之字，彼此互借，如麓、錄二字本皆為者，
而借錄為麓；壺、瓠二字亦本皆有著，而借瓠為壺，其因為何則不可知。焦循
曾問於深通六書之人，然此諸人之解釋，皆未能服里堂。焦循又言及其研
《易》十餘年，而得比例、引申之妙，其見豹、礿互借之例而知本有其字之假
借出現之因。焦循謂「與虎連類而言，則借礿為豹；與祭連類而言，則借豹為
礿」，如此，則知本有其字之假借，乃由於其字所用之處而定，此或借於彼，

16

焦循：《雕菰集》卷八〈周易用假借論〉，（臺北：鼎文書局，民國 66 年 9 月），頁 125。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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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或借於此，皆由其所在之處文意而定。又焦循在實際運作假借之法中，常被
假借與轉注連用，甚至與數理並重，其於《雕菰集．與朱椒堂兵部書》中說：
惟其中引申發明，其辭之同有顯而明者；（如密雲不雨，自我西郊，
〈小過〉〈小畜〉同。先甲三日、先庚三日，〈蠱〉與〈巽〉同。其冥
升冥豫，敦復敦艮敦臨，同人于郊，需于郊之類，多不勝指數。）又多
用六書之轉注、假借。轉注，如冥即迷，顛即窒，喜即樂；假借，如借
繻為需（《說文》），借蒺為疾（《韓詩外傳》），借豚為遯（黃穎
說），借祀為巳（虞翻說）。推之，鶴即「然」之，祥即「牽羊」之
羊，祿即「即鹿」之鹿，礿即「納約、之約，拔即「寡髮」之髮，昧即
「歸妹」之妹，胏即「德積」之積，沛即「朱紱」之紱。彼此訓釋，實
為兩漢經師之祖，其聲音相借，亦與三代金石文字相孚。非明九數之齊
同、比例，不足以知卦畫之行，非明六書之假借、轉注，不足以知
〈彖〉〈爻辭〉、《十翼》之義。17
基於此一認識，焦循《易學三書》中使用「假借」之頻率相當之高，故無論經
文、傳文原文確切與否，焦循均以此基礎建立其詳細而有系統之論述。在以
「變通」中之音訓與字形中之關係，以探求轉注，或同音假借之必然性；歸為
其意之正字，則經、傳之本意，怡然順暢，並可旁通於他卦，而構成經、傳二
體之連貫性，此種以假借治《易》之法，於此可知矣。

三、結語
焦循依據他的治《易》方法和三條易例，對《周易》的卦象和卦爻辭作了
全面的解釋，由於他的學說新穎，有特色，阮元、王引之等著名學者都給予了

17

焦循：《雕菰集》卷十三〈與朱椒堂兵部書〉，同註 16，頁 201～202。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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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很高的評價，謂之「石破天驚」，「鑿破混沌」云云 18 。焦循有系統、完整
的社會倫理思想，是繼承戴震的「達人之情，遂人之欲」的倫理思想，是在新
的社會經濟條件下形成的理欲觀。他的「旁通」、「時行」也都是將「變化之
道」納入自己設計的一套精心構建的符號系統。焦循的主要學術活動是在十八
世紀末十九世紀初，他的《易學三書》完成於嘉慶十九年（1814 年），這標誌
著他的《易》學思想的最終定型。這時漢學在思想文化領域的影響已經消退，
學術傾向已交臨於個性的再自覺。清初以來從天文算學中豐富自己的思維方式
的傳統，再次影響了成長於乾嘉後期的學者。漢學與西學兩種不同文化傳統的
思維方式，又使他們不甘於完成一種注釋換成另一種詮釋的職責。他們希望自
己成為現實社會的評判家，讀書的帶路人，原作的改造者，他們的思想總是在
其論著頑強地表現出來，反映了他們對社會需要的理解。而焦循從小接受的是
儒家思想的教育，漢學總是起著啟蒙奠基的作用，主導思想不會偏離儒家。焦
循研究《周易》標榜自己正確發揮了聖人之言。同時也不可避免地受到西學的
影響。西學開擴了他的視野，豐富了他的思維方式，在《易》學研究上頗有開
創性的意義。如果說他的「通變」與「數理」思想不是憑空產生的，它是在人
類已有科學知識的基礎上繼往開來，推陳出新，擺脫陳規舊習的束縛，提出新
的假設或理論，那麼他的表現不僅僅是對傳統的或大或小的突破，而是對傳統
《易》學研究方式上的一次革新， 19這也是焦循在研究《易》學方法上的一大
突破。
焦循對於《易》學之所研究，乃在於其以「《易》為聖人之作，有聖人一
貫之旨」的觀念，有此一觀念提出與貫徹，又為了要貫徹其治《易》的基本理

18

按：《焦氏遺書．雕菰樓易學》卷前，錄阮元致里堂手札，言其讀《易學三書》大略，以為
「石破天驚」之論，「茲之處處，從實測而得，聖人後起，洵不易斯言矣！」又《焦氏遺
書》卷前所錄王引之致里堂手札，以為里堂「示以說《易》諸條，鑿破混沌，掃除雲霧，可
謂精銳之兵矣！一一推求，皆至精至實，要看其法則，『比例』二字盡之；所謂『比例』
者，固不在他書，而在本書也」。
19
陳居淵：〈論焦循《易》學的通變與數理思想〉，（《周易研究》1994 年第 2 期，總第二十
期，1994 年），頁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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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焦循遂對前人論《易》之法加以重新研究、整合，去除了前人的缺失，保
存了前人的優點，因而建立了旁通、相錯、時行，比例等治《易》之方法，復
加之以清初以來所盛行的聲韻訓詁之學的知識，建立了假借說《易》之法，在
一個變動不已的觀點上，將《周易》經傳之辭配合上卦爻變化言之，完成了一
個有組織、有條理的《易》學詮釋系統，同時也提供了我們另一套詮釋《易
經》的路線。 20 因此，焦循在研究《易》學的方法是出色的，並且有功於
《易》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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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二七經部《易》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年 3 月）。
2. 焦循：《易廣記》，（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
書》二七經部《易》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年 3 月）。
3. 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民國 74 年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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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二七．經部、《易》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年 3 月）。
8. 焦循：《雕菰集》，（臺北：鼎文書局，民國 66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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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與詮釋：元好問「論詩絕句」探析
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專案助理教授

李京珮

摘要
元好問接受前人詩作，進行「閱讀」與「再閱讀」
，並且以絕句的體式「論
詩」。本文從接受與詮釋兩個層面，由讀者對文本的接受歷程，論述元好問如何
深入文本、在文本和自身的縫隙之中，萌生和觸發個人的藝術見解。元好問建立
的詩學理論系統，是「再閱讀」之後的批評，論詩絕句透顯他個人的詩學觀點與
藝術主張。歷史的語境與詮釋、文本與文學史，具有密切的互動關係。元好問論
詩絕句具有很高的藝術技巧，他在歷史語境下重新詮釋歷代重要詩作，解讀其中
蘊含的文化符碼、建構文學史觀，為自己的論詩絕句文本，確定了文學史上的重
要地位。

關鍵詞：元好問、接受美學、詮釋、論詩絕句、文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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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rehension and Interpretation:
Analyzing Yuan Haowen’s “Poems and Quatrains”
Ching-Pei

Lee

Project Assistant Professor,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Abstract
Yuan Haowen comprehended poetic works from predecessors for “reading” and
“deeply reading” and wrote poems in the format of quatrain.From aspects of
comprehension and interpretation on reader’ comprehension process, this study
discusses how Yuan Haowen dig deeply into the context, conceive and spark his own
view of art from the gap of context and own self.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poem built
by Yuan Haowen is the criticism after “deeply reading”; poems and quatrains just
reveal his personal poetic visions and advocating of art.The context and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 history of context and literature are interwoven by a close and interactive
relation.Yuan Haowen’s poems and quatrains required a high skill of art.He
interpreted important masterpieces of poem among generations under the context of
history, and interpreted the cultural symbols behind, constructed historic vision of
literature.He also set up the important position of his poems and quatrains in the
history of literature.

Keywords：Yuan Haowen, Reception Aesthetic, interpretation, poems and quatrains,
the history of literature

18

遠東通識學報第十卷第一期 頁 17-34

李京珮

接受與詮釋：元好問「論詩絕句」探析

壹、前言
「論詩絕句」是中國傳統詩學之一格，自杜甫首創以來，踵事增華者代不乏
人。中國上古時代，詩樂一體；後來講究詩中有畫、畫中有詩、詩中有史、以史
證詩等等，甚至以詩中有玄理、以禪論詩等藝術因素，互補滲透。「論詩絕句」
融合詩體和理論，內容屬於理論範圍，但形式又屬於藝術範圍，以受到規範的近
體詩形式呈現，所以論詩絕句是詩歌發展以及文學批評史上特殊的文學現象。
文學史家郭紹虞認為，論詩絕句之闡說原理者，其宗旨本不必說；論詩絕句
之僅僅衡量作家者，其宗旨也無可說。只有元氏之作與少陵六絕句雖不完全同，
但於衡量作家之中，仍可為其論詩宗旨之注腳或說明，固不是漫無立場，妄施疏
鑿的。1七言絕句經過了盛唐和其後的發展，到了杜甫已可用七言絕句這一體式
論詩，在詩歌發展、文學批評史上，因為文體的成熟，且他也能夠掌握詩體特徵
的基礎上才出現的「以詩論詩」，是比較感性的理論模式。這種體式兼有聽覺和
視覺的美感，兼顧詩體與詩法變與不變的辨證之道。論詩絕句體式完備後，詩人
以此方式為評論詩，濃縮了相近的品題或評論、鑑賞的內容。幾個相近的命題，
如果論者連續以幾首論詩絕句，承載個人主觀的批評觀點，會逐漸從「點的觀察」
擴大組成「面的規模」。
元好問（1190-1257）生當金元之際，藉文學批評抒發內心的感慨。金朝興
定元年（1217），他寫下體現自己創作綱領的「論詩絕句」三十首，他是繼杜甫
之後比較系統地運用絕句型式表達詩歌理論的重要詩人。2絕句的篇幅雖無法完
成長篇論述，卻適合讓論者凝聚焦點，從事個案剖析。這是元好問的創作、批評、
鑑賞和文學史觀的融合，既有個人情志的寄託，兼及文學史觀的建構。理論的質
地和文學的形式互相配合，具有獨創意義。有系統的「以詩論詩」結構內的命題，
既可相對獨立，又有密切的呼應關係，為論者提供了一個可以伸縮的自由空間。

1

郭紹虞：
〈下卷 第二篇 南宋金元 第三章 金代文學批評〉
，
《中國文學批評史》
（台北：文
史哲出版社，1988 年）
，頁 531。
2
袁濟喜：
〈第二十章 金元文學批評〉
，
《新編中國文學批評發展史》
（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
社，2006 年）
，頁 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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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好問以意象性的、富有審美張力的話語，品評詩人詩作，與邏輯性強的論述迥
異其趣。論詩絕句雋永凝煉，尺幅之中寄寓深遠，具有高度的文學價值與理論價
值。
筆者將先概述元好問如何接受前人詩作，由接受美學的視角，展開論述。閱
讀是第一層次的初步理解，「再閱讀」才是讀者深入文本、在文本和自身的縫隙
之中，萌生和觸發個人的藝術見解，這便是「再閱讀」。元好問建立的詩學理論
系統，是由「再閱讀」之後的批評文本、已經完成的三十首論詩絕句所建立起來，
其中隱含他重新解讀和建構詩歌史的企圖和藝術主張。文學史並非絕對由前代的
作家影響後代的作家，後人如何理解前人，便是重寫文學史的關鍵所在。因此，
筆者將適時援引接受美學及讀者反應理論，探討元好問論詩絕句文本的意義。

貳、閱讀與再閱讀：元好問對前人詩句的接受
一、閱讀
讀者閱讀作品，是一種創造的過程。文學絕不僅是侷限於文本中的孤立事
實，而是必須依據讀者的閱讀才能實現其效應的動態過程。讀者反應理論主張把
文學批評的注意力，從作品本身（文本）轉移到讀者和反應上來，這是十分重要
的轉移。它標誌著讀者反應批評和新批評所堅持的「作品是文學意義產生的唯一
依據」的論點之間存在著根本性的差異。
元好問在這三十個論詩絕句文本之中，直接點名批評了鍾嶸、潘安、陸龜蒙、
劉禹錫、蘇軾等等，間接批評了蘇黃追隨者以及當時的某些人物。他批評溫李新
聲，排比鋪張，幽僻淒冷等等，毫不寬容，透露他如何接受這些前人詩作的種種
審美趣味。文本呈現於讀者面前的形式，不取決於文本自身，而決定於讀者慣常
使用於文學的符號系統，文學的效果與讀者的能力相關。文學閱讀中的解釋需要
為讀者提供了系統化闡釋自己解釋能力的機會，文學意義的產生不僅需要發掘作
品的含義，還要發現連讀者自身都未曾意識到的、自我闡釋的創造性能力。元好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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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原本未必對於「誠」的文學內涵有自覺的認識，但是透過他對這些前人詩作的
接受，可透過主動的感受、反應，建立以他個人為中心的批評範式。
元好問在論詩絕句中，時常表現個人對於各朝代某些文學特徵的重視。他在
第一首開宗明義立論：
漢謠魏什久紛紜，正體無人與細論。
誰是詩中疏鑿手，暫教涇渭各清渾。3
此處元好問表示詩壇的美學標準早已混淆，希望起而疏鑿，以辨清渾。他針對當
時江西詩社的傳宗接派，有感而發。文學作品是真實感情的流露，包括了天人合
一的精神，也包含對中和之美的美學繼承。在文學技巧上，他推崇唐詩風格和精
神，認為必須「以唐人為指歸」「性情之外不知有文字」的天然和諧；要寫出好
作品，首先必須做仁義之人。他在第四首歌頌陶淵明的真誠自然：
一語天然萬古新，豪華落盡見真淳，
南窗白日羲皇上，未害淵明是晉人。4
他推崇「人品」與「詩品」
，且崇尚「氣骨」
，第五首藉阮籍的詩呼應自己的「狂」：
縱橫詩筆見高情，何物能澆塊壘平。
老阮不狂誰會得？出門一笑大江橫。5
此處肯定阮籍詩作是高古情懷的自然流露6，末句借用黃山谷詩，以氣骨許阮籍。
「誰會得」正隱喻著讀者接受歷程之中，對文本的理解過程以及讀者參與的詮釋
過程。第九首亦然：
鬥靡誇多費覽觀，陸文猶眼冗於潘。
心聲只要傳心了，布谷瀾翻可是難。7

3

金‧元好問撰，清‧施國祈箋注：〈論詩三十首〉，《元遺山詩箋注》（台北：中華書局，1983
年）
，卷 11，頁 4。
4
金‧元好問撰，清‧施國祈箋注：〈論詩三十首〉，
《元遺山詩箋注》卷 11，頁 5。
5
金‧元好問撰，清‧施國祈箋注：〈論詩三十首〉，
《元遺山詩箋注》卷 11，頁 5。
6
冷晏明：
〈元好問的《論詩三十首》述評〉
，
《青海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
，1995 年 1 期，
頁 80。
7
金‧元好問撰，清‧施國祈箋注：〈論詩三十首〉，
《元遺山詩箋注》卷 11，頁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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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詩的形式上，元好問不贊成作者過度雕琢，以讀者的視角，詩歌應該言盡則意
止，確實傳達心意即可。他本於儒家溫柔敦厚的詩教，注重詩歌的感發教育功能，
看中現實萬物對人類感情的激發，例如第六首批評潘岳：
心畫心聲總失真，文章寧復見為人。
高情千古閒居賦，爭信安仁拜路塵。8
他主張必須人誠而後意誠才能產生好的作品，作者會在詩中抒發性情，作者和詩
作是一體兩面、裡外相合。他把「真」當作判別得失的標準，認為出於真誠的才
是好詩。9顯然元好問在「接受」詩的過程中，把「人品與作品」都視為他要分
析的「文本」。
在追求「誠」的過程中，元好問以讀者的立場，對於前代詩人審美主體抒
發的思想感情給予一定的限制，例如第十九首：
萬古幽人在澗阿，百年孤憤意如何。
無人說與天隨子，春草輸贏較幾多。10
陸龜蒙的詩多寫隱居生活，遠離現實紛擾。元好問以後設的讀者立場，來討論詩
和生活的斷裂與聯結。他提出自己的看法，從陸龜蒙的詩延伸出來：詩人如果不
能積極參與生活，在個人的情感天地中徘徊，抒發的是風花雪月之情，如何能夠
有生活的溫度、理解人世的可能？這就不是「誠」、不是真摯的詩。又如第十八
首：
東野窮愁死不休，高天厚地一詩囚。
江山萬古潮陽筆，合在元龍百尺樓。11

8

金‧元好問撰，清‧施國祈箋注：〈論詩三十首〉，
《元遺山詩箋注》卷 11，頁 6。
茅國華、馬德生：〈疏鑿微旨、涇渭分明——從《論詩三十首》看元好問的詩學觀〉
，《河北大
學成人教育學院學報》第 4 卷第 4 期，2002 年 12 月，頁 41。
10
金‧元好問撰，清‧施國祈箋注：〈論詩三十首〉，
《元遺山詩箋注》卷 11，頁 9。
11
金‧元好問撰，清‧施國祈箋注：〈論詩三十首〉，
《元遺山詩箋注》卷 11，頁 8。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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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好問認為孟郊的詩創作歷程將自己和文本糾纏在一起，反而被創作的規範所侷
限住；孟郊將創作當成一種形而上的藝術目的，忽略了創作是通往生活的一種路
徑。這樣的創作姿態，也還有討論的空間。元好問在「閱讀」孟郊、陸龜蒙等人
的詩作時，他個人的情感空間也隨之開展，被引發情感反應。
二、再閱讀
（一）接受與創造
創新，是在創作時獨具慧眼，另闢蹊徑，在思想上給人新啟示，在藝術手法
上給人新的感受。元好問評論孟郊時，委婉諷刺閉門苦吟的作法，欣賞他務去陳
言、立奇驚俗的認真態度。從元好問對孟郊詩的接受，我們可以看到，文學本體
的特徵：敘述、語言、意象、風格、結構等，都必須歷經讀者感受和體驗，才能
生成文學的意義。元好問在各種「接受」中，開展個人對文學期待的滿足、悖逆
和延展。如果以讀者反應理論來思考，「定於一尊」、「將作者和作品完全分開討
論」是不可行的。文學作品的意義取決於讀者個人的創造性閱讀，這就是元好問
「閱讀」之後的「再閱讀」的成效，作品的意義是他自己的創造物。他提倡興之
所至、有感而發的創作自由，在第二十八首，對以奪胎換骨為能事的江西詩派抱
持負面觀感：
古雅難將子美親，精純全失義山真。
論詩寧下涪翁拜，未作江西社裏人。12
元好問認為詩作若缺乏生活實感，在古人的框架之中不斷學習和循環，如同不斷
臨摹名畫，將黃庭堅和江西詩派的派別風格分開看待。他一方面肯定黃庭堅反對
西崑體華靡詩風的作法，卻對於他喜作拗體、往往失之於艱深晦澀的作法不表認
同。他認為詩歌必須「奇外無奇」，才是更特殊的創新。二十一首、二十九首批
評某些唱和之作：

12

金‧元好問撰，清‧施國祈箋注：〈論詩三十首〉，
《元遺山詩箋注》卷 11，頁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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窘步相仍死不前，唱疇無復見前賢。
縱橫正有凌雲筆，俯仰隨人亦可憐。13

池塘春草謝家春，萬古千秋五字新。
傳語閉門陳正字，可憐無補費精神。14
他認為中晚唐以來詩壇上此類作品甚多，僅能是一種文字遊戲，稱不上具有文學
價值，是「俯仰隨人亦可憐」。詩歌的創作不是無病呻吟，是審美主體在真淳的
感情基礎上，對審美客體（實際生活、情感）的把握，情感體驗的過程中實現物
我合一的審美理想。15元好問不贊同詩人閉門苦吟刻意雕飾，這印證了他獨出自
得、反對模擬的詩學觀點。
若要觀察元好問「做為一個專業讀者」時，對於較不喜愛之作的接受態度，
筆者認為，從他流露委婉批評語氣的篇章，可以發現他反對無節制追求新奇險
怪，或者色調過於濃豔的詩風。例如第十首和十二首都有類似涵義：
排比鋪張特一途，藩籬如此亦區區。
少陵自有連城璧，爭奈微之識碔砆。16

望帝春心託杜鵑，佳人錦瑟怨華年。
詩家總愛西崑好，獨恨無人作鄭箋。17
「排比鋪張」指涉元稹對杜甫詩的評論，認為元稹推許的杜甫長篇排律，並非杜
甫的精粹，認為元稹只看到杜甫的形式鋪張，卻未能他理解杜甫鎔鑄古今物我而
成的精華、「學至於無學」的成就。 18元好問對繁冗不實的詩風進行批評，他個
人的詩創作不喜大量鋪排，對於某些華麗鋪排以絢爛語言呈現的文本，評價並不
13

金‧元好問撰，清‧施國祈箋注：〈論詩三十首〉，
《元遺山詩箋注》卷 11，頁 9。
金‧元好問撰，清‧施國祈箋注：〈論詩三十首〉，
《元遺山詩箋注》卷 11，頁 11。
15
陳憶軍：〈略談元好問《論詩三十首》的審美標準〉
，《開封教育學院學報》第 22 卷第 3 期，
2002 年 9 月，頁 26。
16
金‧元好問撰，清‧施國祈箋注：〈論詩三十首〉，
《元遺山詩箋注》卷 11，頁 6。
17
金‧元好問撰，清‧施國祈箋注：〈論詩三十首〉，
《元遺山詩箋注》卷 11，頁 7。
18
李量：
〈豪華落盡見真淳——元好問《論詩三十首》選析〉
，
《文學藝術》2008 年 4 期，頁 218。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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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望帝春心」指涉李商隱詩，元好問對李賀詩風的濃豔和李商隱的晦澀都提
出婉轉的批評。19元好問對李賀的濃豔、李商隱的複雜幽暗，提出婉轉的批評，
由此可知他「接受」的心理歷程、文學背景及其反應。第十一首則呈現了他對詩
歌和生活關係的看法：
眼處心生句自神，暗中摸索總非真。
畫圖臨出秦川景，親到長安有幾人。20
他認為好詩是在與客觀事物的直接接觸中感發出來的21，詩是現實生活和感情生
活的綜合體，只有觀察和感受生活才可能激發詩情。寫得傳神入化的作品如果沒
有現實體驗和生活經驗的底蘊，靠著幻想和雕琢技巧堆砌，便缺乏真情實感，難
以成功。
詩的藝術是審美主體對客觀外物的一種體悟經驗。體驗的過程是審美主體經
過文化教養和實際生活而起的，來自生活的真實感情才能形成完整的詩。不加雕
琢的自然之美，是元好問希望（作者）審美主體的思想感情可以藉助審美客體自
然流露出來，是作者內在生命與外在對象生命的結合與召喚。例如第十三首：
萬古文章有坦途，縱橫誰似玉川廬。
真書不入今人眼，兒輩從教鬼畫符。22
此處批評李賀、孟郊等人，喜用險怪幽僻字句，警惕世人不要追求窮愁苦吟的詩
風，要學習盛唐開闊明朗的詩歌風格。23中唐的詩歌形象，一味追求新奇險怪，
和，則作者的生命體悟與文化追求便會被奇險的形式掩蓋。

19

左漢林：
〈對元好問《論詩三十首》的分類和評析〉
，
《河北農業大學學報》第 1 卷第 1 期，1999
年 3 月，頁 42。
20
金‧元好問撰，清‧施國祈箋注：〈論詩三十首〉，
《元遺山詩箋注》卷 11，頁 7。
21
吳照明：〈論元好問的論詩絕句〉，
《安徽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第 7 卷第 4 期，2005
年 12 月，頁 48。
22
金‧元好問撰，清‧施國祈箋注：〈論詩三十首〉，
《元遺山詩箋注》卷 11，頁 8。
23
羅春磊：
〈元好問《論詩絕句》的詩歌理論〉
，
《廣西技術學院學報》第 5 卷第 4 期，2012 年 8
月，頁 76。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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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觀與客觀
元好問生活曲折，飽經喪亂。他在個人的創作實踐中注意運用寫實的方法，
在論詩的時候也關注寫實的視角。例如第十九首、第二十七首都有類似觀點：
萬古幽人在澗阿，百年孤憤竟如何。
無人說與天隨子，春草輸贏較幾多。24

百年纔覺古風迴，元祐諸人次第來。
諱學金陵猶有說，竟將何罪廢歐梅。25
他強調詩人應該珍惜才情，如果以玩弄的心態展現才情，空發議論、理勝於情，
如此則會漸漸的背離寫實主義的純摯之美。在他的再閱讀歷程中，很清楚地顯現
他將個人投射在前人詩作之中，並沒有完全把他要討論的作品「客體化」，將自
己和那些詩、詩人身處的文化語境互相隔離割裂，元好問的主觀性正是其文學批
評的特色。
他主觀的閱讀方法，已經進入「再閱讀」的階段。讀者的接受讓文本具有意
義：文學在感受之中、文學在讀者之中。由於作品語言的雙重發生，詩歌文本既
能夠為許多人所理解，又能夠被複製，於是它便成為與讀者群相關的、能夠被許
多人理解的意象客體。詩歌透過讀者的接受，成為「再現的客體」。讀者參與閱
讀活動，透過對文本進行細微的閱讀和體會，具體說明並發揮詩歌意義的語言特
徵，讀者的能力、素質和經驗對「再閱讀」產生對應的效果。讀者的個別反應，
或許比尋找最準確的衡量標準更重要；每個朝代的文學理念和審美價值都不相
同，單以論詩絕句的體式和風格，就顯現了不同時代作家以同樣文體進行批評的
美學歧路。
做為一位「專業的」讀者，元好問閱讀的過程，使他從瀏覽式的閱讀中抽離
出來，進入深化、抽象而複雜的世界，讀者的閱讀經驗具體化，扮演文本的聽眾。

24
25

金‧元好問撰，清‧施國祈箋注：〈論詩三十首〉，
《元遺山詩箋注》卷 11，頁 9。
金‧元好問撰，清‧施國祈箋注：〈論詩三十首〉，
《元遺山詩箋注》卷 11，頁 10。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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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閱讀之中聆聽作者的聲音，注意到作者的人格形象與審美活動一定有所關
聯。於是他注意到創作主體的活動，當自己論詩、進行文學批評的時候，賦予個
人的閱讀經驗。批評的焦點原本只是在前人詩作上，筆者認為元好問的參與和投
入，將批評的焦點逐漸轉移到自己身上，從讀者的角度來建立一種新的文本分析
的方法。
讀者的具體化活動，由讀者來填充文本的空白、實現文本的潛在要素。具體
化過程中，讀者獨特的參與創造的活動開始起作用，意味著他自覺或不自覺填補
文本的未定之域。元好問試圖重建文本的內在邏輯聯繫，在填補的經驗中，面臨
各種可能，因此必須不斷在論詩絕句中做出判斷和選擇。在「接受」過程中，他
述說自己認為詩應該追尋何種理念、詩需要包含哪些藝術質素等等。閱讀活動中
將作品具體化的過程，實際上就是讀者參與作品的藝術創造的過程。
元好問閱讀與接受前人詩作，並且以自己的創作來承載個人的再閱讀經驗及
其符號意義，他所閱讀的那些詩作輪廓亦經由論詩絕句顯現出來。這些前人詩
作，不可能是完全封閉的、自足的藝術成品，讀者的接受和觸碰，使詩作的空白
之處被填入更多的藝術質素。他的鑑賞過程，促使他去解釋這些作品，按照前人
詩作有效的特性去「重建」文本，並且型塑自己的論點，因此〈論詩絕句〉充實
了前人詩作的圖式結構，也豐富了元好問的個人審美經驗。

參、 歷史語境下的新詮釋：元好問對前人詩句的評價
一、文化符碼的詮釋
如果我們將文學與世界的關係，看成一種反映與被反映的關係，文學便是對
現實世界和歷史事件的能動反映。觀照文學文本的社會背景時，主體是否在虛構
想像中創造性地想像自我的文化身分？元好問在從事詩歌批評的時候，是否試圖
拆解前代作家的文化符碼？文本與社會之間所形成的互相隱襯關係，後來的讀
者、批評家可以加以彈性、影射的解釋。元好問論詩絕句強調文本的解讀，通過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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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批評揭示社會性深層意義，並加以解釋。他觀察各朝代的作家受到前一代或
當代文學思潮流派影響的痕跡，詩體的選擇和內容的選擇，皆為詩人用來調節社
會關係的方法。
作家受到文學史制約，處於文學史的脈絡中，又要超越於文學史之外而將自
己抽離出來。元好問的批評和解釋，注重文學在歷史乃至於文學史中的作用。文
學反映出人類價值的普遍永恆性，他重視文風與人格的關連，關心文學和世界、
心靈與生活之間的調節關係。他認為文學在反映人自身心靈挪移的過程中，有強
烈自主性，「誠」、「真」是詩歌的必備要素。文學的社會功能之一，是改變和挑
戰主流意識型態權力話語、代表邊緣地位的聲音發言，生產新的文化意識、作者
主導的意識，翻轉前代作家的歷史觀點。元好問重視主體精神對文學史的重新闡
釋和引導作用，在塑造文化關於真實生活的話語時，他把詩歌定位在能夠成為多
種話語慣例中的一種，超越生活本身。他以詩歌的「真實」來強調藝術本質，試
圖消解客觀性的「前代影響後代」的既定進程，重新建立文學史的主體性，這是
他身為批評家主體性的鮮明體現。
批評是對歷史的建構，可以將文學史中被「順序建構」的歷史再顛倒過來，
對被誤讀的加以釐清，對被遮蔽的加以擦拭。批評家考察「自我」的理念，如何
浮出文學史的地表？元好問藉由論詩絕句，將一些他認為應該重新命名、重新詮
釋的詩作藝術風格，加以重新命名。他反對作家都必須拜倒在前人腳下，主張以
不斷創新發展的詩歌反映現實生活，這種觀點以第二十二首最為明顯：
奇外無奇更出奇，一波才動萬波隨。
只知詩到蘇黃盡，滄海橫流卻是誰。26
他認為由於作家被神格化，沒有人敢於克服蘇黃的影響。此處流露「影響的焦
慮」，從他看待元稹論杜甫的觀點出發，可以看出他認為杜甫對前人既有承繼而
又有個人的發展，兩者並不偏廢。
論詩絕句三十首，元好問採取幾個重要的美學觀點，成為他撰寫這些文本
26

金‧元好問撰，清‧施國祈箋注：〈論詩三十首〉，
《元遺山詩箋注》卷 11，頁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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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詮釋各朝代文化符碼的方法論。他從靜態與動態的錯綜、藝術結構的變化、
意境的交融、心理與物理時間的錯位等方面，為熟悉的文本賦予新的詮釋，要以
嚴整的組詩作為自己的「連城璧」。元好問的論詩絕句善於聯繫詩人所處時代的
社會生活，特別是以政治狀況探討文學體質。從詩人和文本的實際情況出發，發
掘詩歌的現實意義。他注意到詩歌必然是作者社會生活的標本，例如他評述阮籍
「狂或不狂」的問題便是一例。他試圖理解詩人本身的內在情志、社會風潮和政
治環境，再去解釋詩歌的真正意義。
論詩絕句三十首，對應各朝代的文化符碼，評論從建安開始直到宋代，並採
取廣闊的視野和通脫的態度。元好問評述歷代重要詩人，將論詩絕句「評詩論人」
的功能推向高峰。他數度提及「自然天成」的美學觀點，例如第十五首、第十七
首：
筆底銀河落九天，何曾憔悴飯山前。
世間東抹西塗手，枉著書生待魯連。27

切響浮聲發巧深，研磨雖苦果何新。
浪翁水樂無宮徵，自是雲山韶濩音。28
論者的文學價值觀，牽涉到文化立場的問題。對應封閉固定的主流文學型態，他
企圖注入一種新的權力觀念：文學的意識型態對文學史的介入，寫作者、讀者、
評論者，一同進行文學的共謀。元好問對李、杜同樣尊崇29，他身為批評家，試
圖重新認識經典，「自然天成」是一個足以用來貫通經典的理想工具。他可以在
針對各家詩作批評時，以此為中心點，分離出自己的文學主張。文學批評有顛覆
的特質，他的說法也構成其文學史解釋的本質。

27

金‧元好問撰，清‧施國祈箋注：〈論詩三十首〉，
《元遺山詩箋注》卷 11，頁 8。
金‧元好問撰，清‧施國祈箋注：〈論詩三十首〉，
《元遺山詩箋注》卷 11，頁 8。
29
盧興基：〈元遺山詩論的傳統性與創造性〉
，山西省古典文學學會、元好問研究會編《元好問
研究文集》
（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 年）
，頁 154。
29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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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好問的論詩絕句重在衡量作家的作品，在體式與表現領域的選擇上，能夠
充分發揮論詩絕句在批評領域內的優勢。他將詩論的宗旨，貫穿在具體個案的評
述當中，各自獨立而又有內在聯繫，妥善梳理結構。文學批評家對文學時尚做出
合乎時代需求的論述，不同文化背景中的詩人，各朝代的論詩絕句關注焦點也各
有不同，這種體式引起的文化反響值得回味。元好問的詩學批評成就，為後人提
供了新的範本，也對各朝代的文化符碼提出了新的考察方法。
二、文學史觀的建構
文學批評、詩學的理論建構，如果從新歷史主義的角度來思考，有繁複的時
代意義。新歷史主義是對舊歷史主義的反省，舊歷史主義把文學當成是對現實生
活的機械反映，喪失重新詮釋的可能。新歷史主義重新發掘文學史中的「構成文
本」和現實的關係，將文學作品看成在不斷的連續與斷裂中、能夠對當代做出闡
釋性的啟發的文本，不會把文學史切割成與現在無關的、過去某一段時間已經完
全發生結束的事件。文本的意義對讀者開放，元好問以眾多前代詩人的文本，討
論當代的文本、寄託自己的文學理念，正可用此觀念來思考。若以此觀察，可以
討論所謂「正體」的權威性是否可以被取代或者挪動。元好問對於「鬼怪」一派
的詩風評價不高，主張雅正才是「正體」。對於劉禹錫，他認為詩風有失溫柔敦
厚，如果像蘇詩一樣「百態新」，又似乎離古太遠、變古太甚。元好問論詩的時
候，有既定的標準，例如第二十三首：
曲學虛荒小說欺，俳諧怒罵豈詩宜。
今人含笑古人拙，除卻雅言都不知。30

30

金‧元好問撰，清‧施國祈箋注：〈論詩三十首〉，
《元遺山詩箋注》卷 11，頁 9。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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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認為詩應該中和雅正，對於不合「雅」的詩提出批評，大力倡導「正體」。又
如第二十五首、二十六首：
亂後元都失故基，看花詩在只堪悲。
劉郎也是人間客，枉向春風怨兔葵。31

金入洪罏不厭煩，精真那計受纖塵。
蘇門果有忠臣在，肯放坡詩百態新。32
他的詮釋，使自己對過去文本的闡釋，成為對「當代」意義的再現，文學史上的
歷史與現代、文學與社會，成為一種互相敘述、互相解決的張力結構，而具有全
新的生命。
新歷史主義，在文學史的背後建立大歷史，及重新闡釋過的、更能體現文化
權力運作和意識型態軌跡的歷史。它也建立一種（Culture）大文化，描述文學的
修辭敘事型態，描述文化行為和透過這些去反映文學史活動本質的文化精神。元
好問在論詩絕句的發展歷程上，用自己的創作，試圖解決局部的文學史矛盾。論
詩絕句的體式，原本就受到體式本身特性和內蘊成分的限制，詩歌要求韻味和具
象，理論要求思辨和抽象，其實已經是身為創作者的評論家必然面對的窒礙。
文學與文化，在新歷史主義的方法論中可以稍加辨別：文學批評與文化研
究，有著深刻的內在關係。作家的創作，是編織自己生存的符號性意義，元好問
創作論詩絕句，正是在還原文學史的語境，加以組織，獲得整體文化的意義。元
好問在詮釋前代作家詩作時，置身於這種文化境遇中，與歷代的重要作家進行心
靈高度的瞭解和溝通。文學參與文化，元好問的論詩絕句文本並非全然是藝術性
的存在，詩人根據文化意識，企圖將現實的諸多因素構成一個總體敘事模式，建
構關於文學史脈絡和個人的話語言說方式，使文本獲得自身的歷史連續性，使文
學史中斷的瞬間，變成連續的存在。

31
32

金‧元好問撰，清‧施國祈箋注：〈論詩三十首〉，
《元遺山詩箋注》卷 11，頁 10。
金‧元好問撰，清‧施國祈箋注：〈論詩三十首〉，
《元遺山詩箋注》卷 11，頁 10。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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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首論詩絕句，通過時間和空間的超越，元好問的文本解讀了前代詩人文
本的歷史情境，再生產當時的文學語境。
「正體」之說，企圖討論文學與非文學、
權力與反權力之間的關係。何謂每個時代的「正體」？他提出了翻轉和重構的概
念，論詩絕句在許多文本與文學史的縫隙環節之間，剝離已經設定的歷史想像，
希望能夠獲得真實文學精神的呈現。

肆、結語
元好問二十八歲完成論詩絕句三十首，同一年他以〈琴台〉
、
〈箕山〉詩拜見
文壇盟主趙秉文，大受賞識而名聞天下，幾年之間他致力於詩歌創作，作品流播
廣泛，名震天下。33論詩絕句三十首，足以改變後世文人對於論詩絕句體式的看
法，從而發掘此一體式在批評方面潛在的優勢，遂成為後代詩人兼評論家進行「以
詩論詩」的重要文學形式。元好問在論評的內在依據和原則上，立足於真實，要
求自然、真淳、風骨等等審美質素，努力「疏鑿」歷代詩歌。在評論的系統結構
上，三十首前後鉤連，內在貫通著不同的線索和統一的美學原則。他在第一首就
交代了自己一系列論詩絕句的宗旨、標準與目的，涉及面廣泛，內涵繁複。
元好問關注的北朝詩風、批評的雕鑿偽飾等等，文學能調節特定社會型態中
的矛盾，這些風格顯影出元好問對於文本蘊含文化氛圍的理解。通過「絕句」濃
縮的體式，他對這些文本中深藏其中的意涵加以警示，使讀者理解他在文學世界
裡拆解和重組的審美經驗。閱讀與再閱讀、歷史的語境與詮釋，在作者、評論者、
讀者的權力板塊變動中，論詩絕句逐漸成為一種新的創作與閱讀的經驗。元好問
衝撞既定的文學史規範和文學演變的固定方向，昇華出屬於他個人的當代意義，
為自己的論詩絕句，確定了文學史上的座標。
元好問的論詩絕句，有很高的藝術技巧和文學史價值，但也並非完美無缺。

33

張靜：
〈元好問《論詩三十首》接受歷程述評〉，
《忻州師範學院學報》第 30 卷 3 期，2014 年
6 月，頁 1。
32

遠東通識學報第十卷第一期 頁 17-34

李京珮

接受與詮釋：元好問「論詩絕句」探析

例如他批判虛構和諷刺詩，此類詩作未必在藝術價值上沒有可取之處，諷刺有時
也可能是詩的生命力所在。他無法全面談論作家風格的多樣性，風格是作家的標
誌，他標舉真淳、誠、自然等「正體」，亦可能忽略了其他風格的詩作也有無可
取代的美學特色。論詩絕句三十首，有時難以合於其論詩之旨，這應當是作者本
身創作觀及其實踐的內在問題。以詩論詩，一首絕句中難以承載過多的內容，過
於複雜難解，亦是後代評論家與研究者爭論不休、歧見屢出之源。元好問論詩絕
句三十首的複雜和深刻，正是它最獨特的美學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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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素養融入大專英文課程-以技職院校大二生為例
洪千惠1

摘要
本研究將公民素養融入大專英文課程，以技職院校二年級學生為例，探討以下兩大
問題。第一，使用含公民素養議題的英文故事是否可以提高學生英文閱讀興趣，並喚起
學生對這些議題的關注與了解，進而提昇其公民素養？第二，英語戲劇教學活動是否增
進學生英語表達能力？基於技術學院學生英文能力普通低落且學生英文學習動機不高
等理由，本研究選擇趣味性高、文字較淺顯易懂的英文兒童繪本，做為討論文本。授課
教師除了帶領學生閱讀外，還輔以學習單教學。在提昇學生英語聽講能力方面，授課教
師輔以多元的聲光教學媒體，並將學生分組，指導學生將這些故事，以戲劇的方式呈現
出來。本研究透過教師觀察學生反應及學習成效，了解英語戲劇教學活動是否幫助提昇
學生的英語表達能力。本研究也利用問卷，了解學生的看法，檢視將公民素養融入大專
英語課程的實施效益。最後，本研究會視其研究成果，提出建議，以供日後課程設計之
參考。

關鍵字：公民素養、英文繪本共讀、英語戲劇教學

1

亞東技術學院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電子郵件：FB061@mail.oit.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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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using Civic Literacy into College English Curriculum:
An Example of Technical College Sophomores
Chien-Hui Hung2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research is twofold. The first one is to understand if using the
English storybooks which discuss civic literacy can motivate students to read in English as
well as raising their civic literacy concerns. The other one is to learn if English drama can
enhance students’ English speaking ability. The storybooks used in the study include “Prince
Cinders,” “Princess Smartypants,” “Six-Dinner Sid,” “The true Story of the Three Little
Pigs,” and “Frozen.” The teacher (the researcher) used the strategy of shared storybook
reading and drama in teaching and used questionnaires to collect students’ feedback. The
researcher found that shared storybook reading exercise is favored by students and drama
activities promote students’ ability in speaking.
Keywords: Civic Literacy, Shared English Storybook Reading, English Drama

2

Center for General Education, Oriental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E-mail: FB061@mail.oit.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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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大學英文要教什麼?
現在的大學生國小時期就有英文課3，有的甚至從幼稚園就開始上英文課或
是上全美語幼兒園。因此不論程度好壞，在上大學前，學生們至少已上過了將近
10 年的英文課，也用過了許多不同種的英文課本及教材。可是雖然都已學了好
幾年的英文，現在的大學生英文程度卻有天壤之別。筆者十年教學以來，發現大
學生英文程度差距愈拉愈大。程度好的學生，「語言能力參考指標 CEFR4」可達
「C1（流利級）」或「C2（精通級）」
；程度不好的學生，有許多連「A1（入門級）」
程度都沒有。筆者所任教的學校一半以上的學生屬於英文低成就學生。而這些英
文低成就學生，英文學習動機相當地薄弱，英文課很少能引起他們的共鳴。除了
常翹課外，課堂上也常打瞌睡。這些學生除了英文基礎弱、英文學習動機不強外，
也常抱怨英文課本內容太無聊。然而，英文教材針對較低層級的主題都偏生活
化，而且不管是那一套教材，主題其實都太同小異：如自我介紹、朋友..等。課
本主題內容太過平庸簡易，不易引起學生學習興趣，這對本校學習動機已不太強
的學生而言，無言是雪上加霜。因此選擇能引起大學生興趣的教材及上課用書非
常重要，也是大專英文教師的挑戰。
二、大學英文課程
目前所有的大專院校都會要求大學生在畢業前修畢固定時數的英文課，各大
學英文必修年限從一到四年不等。也出於各校院系所對英文的重視，各校都有英
文畢業門檻的規定，無非就是希望學生能在大學畢業前，將英文提昇到某種程
度。而目前的大專英文課程可分為以下幾種: 有注重一般英語文能力(English for
General Purpose, EGP)，強調英文聽說讀寫基礎的課程，本校的大一英文即是這
種類型的課程；還有近年來愈來愈受重視的專業英文(English for Special Purpose,
ESP)課程，如餐旅英文、工程英文等。另一種英文課程則聯結英檢考試 (English
for Testing Purpose)。有鑑於教育部對大專生英文檢定能力的重視；學生的英文
3

自民國 90 學年度起，國小五年級開始上英文課；自 94 學年度起，國小三年級開始上英文課。
（邱
毓雯，2005）
4
語言能力參考指標 CEFR 共分為 6 級，由低而高，分別為 A1（入門級）
、A2（基礎級）
、B1（進
階級）、B2（高階級）
、C1（流利級）及 C2（精通級）
。CEFR= Common European Framework of
Reference for Languages: Learning, Teaching, Assessment.
http://www.coe.int/t/dg4/linguistic/Cadre1_en.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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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定成績也助於學校系所評鑑及招生，因此有些學校的英文課程與英檢考試結
合：即不管是那一種英文課程，不論授課教師，甚至是使用不同的教材及採用不
同的教學方法，但授課目的都只有一個－幫助同學在英檢考試上拿到高分。至於
各校的英文課程，有些是由語言中心負責開課；有些學校由應用外語系負責；有
些學校的英文課程則屬於通識教育課程。
三、技職大專生英文學習動機弱
筆者目前所任職的學校屬於技職體系學校，屬於中後段大學。學校內並沒有
英文相關系所，也沒有語言中心，英文課程是通識課程裡的語言課程。本校學生
在畢業前需修滿英文學分共 8 學分，而且必須通過英文畢業門檻(CEFR A2)。根
據筆者的觀察: 本校學生平均英文程度-認得的英文單字在 1500 左右上下。當然
有的學生程度很好5，但為數不多。根據 102 學年度本校的英檢成績報告，不管
是何種英檢考試6，本校達「CEFR A2 (基礎級)」程度的學生，都只達六成左右。
另外依據這幾年學生的英檢成績報告，本校學生的聽力成績明顯高過閱讀成績。
7

幾乎每位學生都認為英文很重要8，但大部份的學生卻無法認真對待英文這一學

科，學習動機也不強。不僅課業表現不佳，每每學校有任何英文相關活動或課程，
學生也總是興趣缺缺。至於在英文學習方法方面，根據筆者觀察，大部份的學生
都會聽從教師專業建議：背單字、多閱讀。但有些學生卻持反對意見，他們認為
只要敢溝通、敢講就行了，卻不願意背單字或花時間把基礎文法學好，更別提要
主動閱讀了。
四、研究動機
誠如以上所言，學生在大學前已經讀過許多年的英文，基本的文法觀念一直
重複學習，相同的學習主題一再出現，若大學再用同樣的教法或教材，無法引起
學生學習興趣：若選擇太容易的生活題材，只是提供一個時間讓同學練習講英
文，教學內容恐會缺乏深度：但若選擇太難的教材，又怕把學生嚇跑。但如上所
提，本校學生英文學習動機薄弱，且需要提昇閱讀等能力。只是要他們主動閱讀，
簡直是天方夜譚。現在的學生只喜歡讀臉書(facebook)或即時通訊軟體(line)上的
5

也有 TOEIC 成績高達 900 以上或是通過全民英檢中級而大一英文免修的學生。
主要是「新多益(New TOEIC)」及 「大學校院英語能力測驗(CSEPT)」。
7
依據本校這幾年的英檢成績報告，此現象在「新多益(New TOEIC)」考試裡更加明顯。
8
筆者也曾遇過認為英文不重要的學生，但為數不多。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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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息，或是較不需要用大腦思考的娛樂新聞。因此在英文教材方面一定要選擇他
們感興趣、能引起他們共鳴的題材，而且程度符合他們英文程度的讀本，才能吸
引他們的注意，引起他們的學習動機，進而提昇學生的英文能力。
通識議題關於人生的價值選擇，更牽涉對人、事、物之看法與作法；不管從
事那一個行業，通識議題皆是無可避免的議題，是每個人一輩子的功課；通識議
題俯拾即是，是可以與任何人討論的話題。因此筆者以為大學英文課程選擇以通
識議題為英文教材不僅能引發學生課堂閱讀及討論的興趣，同時也可以培養學生
未來自行閱讀相關英文書籍的興趣，有助於學生英文自學習慣的養成。
五、研究問題
本研究將公民素養融入大專英語課程，以技職院校 54 位二年級學生為例，
探討以下兩大問題。第一，使用含公民素養議題的英文故事是否可以提高學生英
文閱讀興趣，並喚起學生對這些議題的關注與了解，進而提昇其公民素養? 第
二，英語戲劇教學活動是否增進學生英語表達能力?

貳、研究方法
一、研究對象
本文研究的這 54 位學生，全是技職院校二年級的學生，分別來自電機系及
行銷系。電機系有 43 位學生（3 位女學生；40 位男學生）；行銷系有 11 位（4
位女學生；4 位男學生）
。依據這些學生大一下時的校內 CSEPT 模擬考成績，九
成以上的學生英文程度為「語言能力參考指標 CEFR A2（基礎級）」以上，更有
十位生成績已達「CEFR B1（進階級）」水準。
二、研究人員
本文作者是授課教師，也是此篇論文的研究者。除了安排教材、帶領課程進
行外，也與學生訪談並觀察學生對教材及課程進行方式的反應。
三、公民素養英文讀本
文獻裡應用英語繪本教學法的對象大部份是國小學童。9但基於本校學生英

9

見顏佩如、游自達、洪如娟、李致菁（2008）的研究，論文內整理英文繪本對國小兒童學習英
文影響多筆相關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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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程度不高的考量，以及為了吸引學生的興趣，本研究選擇趣味性高、文字較淺
顯易懂（大部份的單字落在全民英檢初級範圍10）的英文兒童繪本做為討論文
本。李貞瑩（2008）也應用英文繪本的故事教學在大專技職學生。在她的研究裡，
她選了四本故事繪本，分別為《The Gruffalo（Donaldson, 2006）》、《Princess
Smartypants（Cole, 1986）》
、
《Prince Ciders（Cole, 1987）》
、及《Click, Clack, Moo:
Cows That Type（Cronin, 2011）》
。李的繪本選擇在於單字、片語及文法結構的考
量，更利用其中一個故事帶領學生寫讀者劇場台詞。
而本研究主在故事內容與公民素養的連結，目標在於藉由閱讀英文故事，討論公
民素養裡的「刻板印象」
、
「兩性平權」
、
「顛覆傳統」
、
「尊重別人」等相關議題。
11

因此本研究所選擇的故事繪本包括：「《Prince Ciders 灰王子（Cole, 1987）》」、

《Princess Smartypants 頑皮公主不出嫁（Cole, 1986）》
、
《Six-Dinner Sid 吃六頓晚
餐的貓（Moore, 1991）》、《The True Story of the Three Little Pigs 三隻小豬的真實
故事（Scieszka, 1989）》以及迪士尼電影《Frozen 冰雪奇緣（Disney, 2013）》故
事。
《Prince Cinders 灰王子》的故事情節跟大家都耳熟能詳的《Cinderella 灰姑娘》
雷同，只是角色從女生變成男生，是「灰姑娘」男生版。藉由此兩個故事對照比
較、討論公民素養裡的「兩性平權」及「尊重別人」等相關議題。至於《Princess
Smartypatns 頑皮公主不出嫁》講述一位調皮的公主，為逃避家中長輩的逼婚，
而與一堆王子鬥智的故事。此故事裡的公主很明顯的就是「顛覆傳統」的例子。
至於《The True Story of the Three Little Pigs 三隻小豬的真實故事》討論的是「大
野狼」的「刻板印象」。《Six-Dinner Sid 吃六頓晚餐的貓》則是探討不同的人生
哲學觀。而《Frozen 冰雪奇緣》的故事裡除了牽涉「真愛」定義的討論外，還有
對人性面的探討及父母親對子女的教養問題。
四、師生共同閱讀
文獻裡運用「共讀」12策略於語言教學上的研究對象都是年紀較小的學童。例如，
Senechal & Cornell （1993）探討是否「親子共讀」可以增進幼稚園中、大班小
10

單字範圍是經由「台灣測驗中心」的閱讀識字工具的全民英檢查詢系統確認。
（www.taiwanesetestcentral.com）
11
文獻裡也有利用繪本討論公民素養議題，如劉美玲、王佩蓮（2003）對環境議題的研究。
12
共讀(Shared Reading)最先是 Holdaway（1979）由所提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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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的字彙；Gonzalez 等人（2014）討論「師生共讀」對幼兒園兒童字彙的影響；
戴芳煒（2010）討論五六歲兒童(幼稚園大班及國小一年級學生)與其教師共同閱
讀圖畫書的歷程。本文應用此策略於技職大專生，13希望這樣的授課安排可以提
昇學生的專注力。授課教師安排學生一人一句、全班一起讀完整篇故事。由於使
用語言教室裡的視聽器材，學生在讀故事的時候，授課教師與學生們皆使用耳
機，如此每個學生與教師都可以非常清楚地聽到每一個同學的閱讀聲音。當學生
閱讀時，由於使用麥克風，學生可以用正常的音量而不需要提高音量。教師也能
馬上糾正學生的發音、重音位置及語調高低。
五、戲劇教學
戲劇應用在教學為之已久，中西文獻已有眾多討論。14不過較少的研究討論
將戲劇活動應用在大專生上。李貞瑩（2008）指導技職院校學生撰寫讀者劇場劇
本。本文的研究在於利用戲劇活動提昇學生的口語表達能力，因此課程設計沒有
撰寫劇本台詞這一部份，而是利用現成的劇本，由教師視角色需要增刪台詞；學
生也可以視劇情需要，自行增刪台詞。15
（一）劇本發音、語調練習
授課教師安排學生練習劇本的每一句台詞。四篇劇本，授課教師利用整整四
堂課的時間，讓學生輪流演練。如上所言，這一班的學生超過一半英文程度已達
「A2（基礎級）」以上，這些故事及劇本內容對他們而言難度不高，因此授課教
師不需要花時間解釋單字文法及句型，而可以完全專注在矯正學生的發音及語
調。為了幫助同學能更掌握劇本台詞的語調，授課教師輔以多元的聲光教學媒體
（如聆聽有聲書、電影片段觀賞等），要學生聆聽、模仿並一再地練習。
（二）戲劇分組及排練
本次的戲劇活動一共有四個劇本，分別為 《Cinderella》、《Princess
Smartypants》、《Three Little Pigs》及《Frozen》。16劇本17由授課教師提供，並將
學生分為八組。各組同學也可依所分配到的劇本，依各組情況，做適度調整。也
13

Hung (2015)也運用師生共讀策略於技職院校學生。
見張文龍（2005a，2005b，2007）。
15
不過正式演出那天，教師發現每一組都是依據原有的台詞。
16
本研究所使用的四部劇本，單字也大多在全民英檢初級範圍。
17
劇本台詞來源附於附錄。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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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之前的大量練習，授課教師對每一位學生的口說程度也有稍許熟悉，因此授
課教師依據其口說能力及聲音特色給予分組及角色分配。例如，同樣是
《Cinderella 灰姑娘》的劇本，授課教師安排了兩組同學，一組全為男同學，一
組全為女同學。而另一位口語能力相當好的男同學，則分派《Princess Smartypants》
裡的公主角色給他。目的在於讓學生能專注於口語表達的技巧及應用。正式演出
前，授課教師帶領各組個別排練一次，幫助學生熟悉彼此角色及台詞。學生各自
練習後，又再次聆聽、指導。為使正式演出時能順利，有一些較認真的學生也利
用下課時間聚在一起練習，培養默契。
（三）戲劇演出
正式演出那天，授課教師設計評分表，要每位學生為其他組評分。評分項目
主有三大類：發音、流利度及團隊默契等。學生可針對各組表現的好壞，給予量
化的評價(1 為最低分;10 為滿分)及質化的評語(寫下看法及評論)。
六、學習單及學生問卷
除了在課堂上讓學生一起共同閱讀故事、劇本並安排戲劇演出之外，授課教
師還設計學習單及問卷。學習單的設計在於喚起學生對公民素養議題的討論；問
卷的題目則是想要了解是否公民素養英文故事可以提高學生英文閱讀興趣，以及
是否學生認為英語戲劇教學活動增進他們的英語表達能力。學習單的討論題目
如：
「在我們周遭(古今中外)是否有還有類似『大野狼』的刻板印象? 」或是
「《Frozen 冰雪奇緣》故事裡，因為『Princess Elsa 艾莎公主』的特殊能力，她
的父母親將她與外界隔絕，甚至連最親的妹妹也不接觸。你同意她父母親的作法
嗎？如果你是『Princess Elsa 艾莎公主』的父母親，你又會怎麼做呢？為什麼？」
等問題。問卷的題目包括：
「你喜歡在課堂上跟大家一起共同閱讀故事嗎？」
「你
希望老師用什麼方式來帶領大家閱讀？」「你喜歡這幾個故事的題材嗎?」「希望
老師選用什麼樣的閱讀題材?」
「你覺得這個戲劇活動對你的發音及口語表達能力
是否有幫助？」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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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結果
一、
「課堂共讀」18公民素養英文讀本
54 位同學中，有八成的學生表示非常喜歡這種「課堂共讀」學習方式。學
生的理由包括「能集中精神、保持專注度」
、
「共讀，課堂氣氛很好」
、
「大家輪流
念，很有參與感」
、
「師生及同學間互動高，很有趣」
、
「可以練習口說能力」
、
「可
以訓練膽量」
、
「可以聽到每一個人的發音及語調，能夠互相學習」
、
「老師可以馬
上糾正發音及語調」
。但也有少數同學反應會有點緊張，害怕念不好會被同學笑。
也有些較認真的同學希望教師在上課前公佈故事教材，讓同學先回家練習；或希
望老師先念一遍，再讓同學念。另外有幾位程度較不好的同學則希望老師能花時
間講解故事內容。至於讀本的選擇，三分之二的同學都表示相當喜歡這些具「公
民素養」議題的英文讀本。他們認為故事有趣，而且每個故事都很有意義，不僅
閱讀起來很愉悅，讀完後也有很大的收獲。只有一位同學表示不喜歡故事的題
材；而幾位程度好的同學希望難度可以再提高，閱讀較難的小說。
根據授課教師的觀察，全班一起戴上耳機，大家輪流念，一起共同閱讀一篇故事，
這樣的課程安排，師生及同學間互動性及參與性皆高，上課氣氛很不錯；再加上
有些同學會依據台詞需要而自行做聲音變化，引起其他同學哈哈大笑，增添不少
上課樂趣。學生閱讀時，教師立即糾正學生錯誤發音或語調，不僅被糾正學生受
益，其他同學也可以從旁學習。只是教師在指導的過程，不會直接給答案，而是
給提示、用引導的方式，希望同學能自行將正確的音或語調念出。這樣的教法，
大部分的同學一教就會，但少數程度較差的同學就會用需要較多的時間才能念
對，導致其他同學不耐煩，就有同學私下反應希望老師直接給答案就好了。
教師也發現學生對沒讀過的教材或較有趣的故事，專注度較高。例如《Cinderella
灰姑娘》的故事，大家耳熟能詳，所以不是每個人都那麼專心上課，也比較會出
現上頭所提有不耐煩的時候。但在閱讀另一本故事《The True Story of the Three
Little Pigs 三隻小豬的真實故事》時，上課氣氛明顯不同。由於題材有趣，且又
與大家熟悉的《Three Little Pigs 三隻小豬（Disney, 2004）》故事有關。當故事一
頁一頁的往下翻，不管是輪到那位同學，可以感受到每一位同學都非常專心的讀

18

Hung (2015)的研究裡也討論「共讀」的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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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句話，不放過教師補充的任何一個跟故事有關的細節，大家都想知道「大野
狼」是怎麼被大伙誤會的? 因此授課教師以為若先給教材，會扼殺了課堂共同閱
讀的興趣，會減低專注力，不過也必須顧及學生的整體程度，不能選擇太難的文
本，讓學生上課心生畏懼，反而達到反效果。
二、戲劇活動
54 位同學中，一位缺席，另有一位同學表示不喜歡演戲外，其他同學皆對這項
戲劇活動表示高度肯定。每一位同學都表示這次的戲劇活動幫忙提昇了他們的發
音及口語表達能力。不少同學表示：
「上台演出的壓力會使人進步-因上台表演與
只在台下練習對話是兩碼字的事，為了能在台上能流暢表達，必須要花很多時間
練習，所以無形中就提昇了口語能力。」有同學表示：「戲劇活動讓學習添加了
許多樂趣。」也有同學表示：「戲劇的台詞需要加上表情，與一般對話不同，為
使台詞流暢，需大量練習。」其他同學的意見還包括：「透過演出，可以練習句
子的語調，不會像之前念課文，都只是平平的念出來。」
、
「為讓台下同學聽懂，
會特別注意自己的發音，演出時會強迫自己咬字清楚、發音正確，大聲的把句子
說出來。」以及「戲劇活動可以訓練膽量，敢在眾人面前講英文。」
教師也非常滿意這次的戲劇演出。根據教師的觀察，每一組同學都非常盡力地將
自己的角色演好。大部份的同學台詞都念得很好、很順，很少發生因緊張而忘詞
或出現聲音顫抖的情況。有不少同學還會視角色而作不同的聲音變化。例如有一
位男同學，因飾演《Cinderella 灰姑娘》裡的「stepsister 異母姐妹」
，而特意裝女
生的聲音演出全場；還有飾演《Three Little Pigs 三隻小豬》裡的「big wolf 大野
狼」的同學，也會特意壓低音量演出。教師發現，在這一場戲劇活動中，大部份
同學的口語表達都明顯進步了。雖然課程剛開始時，同學們似乎很不喜歡要演話
劇，抱怨連連，但從學生的演出及活動後的回饋，教師可以感受許多同學在這準
備的過程中成長很多；這一場教學活動中也帶給他們許多樂趣。
三、「公民素養」議題學習單
本研究除了討論學生英文能力之外，也想了解使用含公民素養議題的英文故
事是否可以喚起學生對這些議題的關注與了解，進而提昇其公民素養?

本研究

發現所討論的這七個故事中，《The True Story of the Three Little Pigs 三隻小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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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實故事》以及迪士尼電影《Frozen 冰雪奇緣》故事是最受歡迎的。一半以上的
同學皆表示非常喜歡《The True Story of the Three Little Pigs 三隻小豬的真實故
事》」全班也同意這個故事讓大家學會從不同的角度去看事情，進而檢視周遭的
刻板印象。在學習單的回饋裡，同學們也紛紛提供目前常見的刻板印象，如「男
主外、女主內」
、「男生讀理工、女生讀文組」等。也有同學指出《Cinderella 灰
姑娘》裡的「stepmother 後母」也是一種刻板印象。劇中裡她是為了自己的女兒
爭取權利，是個慈母；而戲劇外現實人生裡，許多後母也都是犧牲自己，奉獻給
非親生子女的好母親。還有一位女同學分享她對「big wolf 大野狼」的想法。她
說:「我還記得幼稚園演話劇，我演大野狼，那時還很難過，因為一直以為大野
狼是壞人，直到讀了這個故事才發現大野狼沒有那麼壞，讓我現在釋懷很多。」
不過也有幾位同學認為把小豬吃掉就是不對，那些都是大野狼的藉口。
至於《Frozen 冰雪奇緣》故事，大家都同意「Princess Elsa 艾莎公主」的父母親
將她與世隔絕不是好方法，應該要教她如何控制特殊能力。但也有不少同學表示
若他們是父母親，他們也會選擇這麼做，因為在那時候或許大家都不知道要如何
做，控制超能力談何容易？所以隔離「Princess Elsa 艾莎公主」是保護她唯一的
方式。有些同學則表示會尊重「Princess Elsa 艾莎公主」的意願，由她自己做決
定。至於對「Prince Hans 漢斯王子」的看法，同學們的意見分岐。雖然大家一
致認為是他的父母親教育失敗，因為長期忽略他，才會導致「Prince Hans 漢斯
王子」行為偏差。有些同學認為他的父母親要負責；但有些同學則認為雖然他父
母親也有錯，但「Prince Hans 漢斯王子」自己才要負最大的責任。
《Princess Smartypants 頑皮公主不出嫁》這個故事討論的是「顛覆傳統」，也受
到許多同學的喜愛。大家一致認為這位公主不受世俗眼光牽絆，勇敢做自己，不
需要王子，也能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而在《Six-Dinners Sid 吃六頓晚餐的貓》
故事裡，同學們的答案也顯出不同的人生看法。有些同學非常介意貓的不忠心，
認為它欺騙了大家；也有同學覺得沒關係，認為有人幫忙照顧，也是一件好事；
有些同學則認為這隻貓很有生意頭腦，而且很果斷，一旦發現環境不適合他，就
毅然而然的離開，而不會委屈自己，或試圖改變自己適應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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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論
基於技職院校大專生的英文程度不佳，加上英文學習動機不強，本研究提出以公
民素養文讀本融入英文課程，有三大目標: 首先，利用這些趣味性高的故事，提
高同學學習英文的興趣：二、藉由閱讀英文故事，討論公民素養裡的「刻板印象」
、
「兩性平權」
、
「顛覆傳統」
、
「尊重別人」等相關議題；三、藉由英語戲劇教學活
動，增進學生英語聽講能力。本研究選擇趣味性高、文字較淺顯易懂的英文兒童
繪本，做為討論文本。所選擇的故事繪本包括：
《灰王子 Prince Cinders》
、
《頑皮
公主不出嫁 Princess Smartypants》、《吃六頓晚餐的貓 Six-Dinner Sid》、《三隻小
豬的真實故事 The True Story of the Three Little Pigs》，以及迪士尼電影《冰雪奇
緣 Frozen》等故事。授課教師除了帶領學生一起閱讀故事，同時間矯正學生發音
及語調外，更將學生分組，並指導學生將這些故事，以戲劇方式呈現出來。本文
作者（也是授課教師）透過課堂觀察學生上課反應、戲劇活動表現、問卷及學習
單等意見回饋，了解「公民素養議題的英文故事是否可以提高學生英文閱讀興
趣，以及是否可以喚起學生對這些議題的關注與了解？」與「英語戲劇教學活動
是否增進學生英語表達能力?」
本文作者發現學生對「課堂共讀」這項活動持高度肯定態度。學生們表示非常喜
歡在課堂上與老師與同學一起閱讀故事，因為同學間互動性與課堂參與度都很
高，課堂氣氛很好，而且可以馬上學習正確的發音及語調。作者也發現學生對未
曾讀過的教材或較有趣的故事，專注度較高。其次，學生的英文程度及能力愈一
致，
「共讀」的成功性會愈高，學生也比較能享受「共讀」的樂趣。本文作者也
發現，透過戲劇活動，學生們的口語表達能力明顯進步很多。學生們也表示：
「戲
劇活動可以訓練膽量，也讓學習添加了許多樂趣；」
「戲劇的台詞需要加上表情，
與一般對話不同，為使台詞流暢，需大量練習。」另外「透過戲劇演出，可以練
習句子的語調，也會特別注意發音。」最後本文作者也發現將公民素養文讀本融
入英文課程，不僅提昇學生閱讀興趣，也喚起學生對這些議題的關注與了解。四
個故事裡，獲得最多迴響的是討論「刻板印象」的《三隻小豬的真實故事 The True
Story of the Three Little Pigs》的故事。同學們表示這個故事改變了他們對「大野
狼」的想法，也學會了從其他角度來看待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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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討論與建議
雖然本文獲得很多正面的研究成果，但在研究方法方面還是有許多可以改善的空
間。首先，本文的研究對象只包含了 54 位學生，而且大部份的學生是電機系的
男同學，建議未來研究可以包含更多樣本數，並包括不同系所、不同性別的同學。
此外本文只從教師的觀察及學生的回饋來評估「課堂共讀」的效益，建議未來研
究可以比較「共讀」前與後的閱讀表現 (如發音、語調、流利度、正確度等)，
以提供量化評量證據。
本文因顧及同學的英文程度，選擇以單字範圍在全民英檢初級左右(約 1200 字)
的兒童繪本為教材，意在提昇學生英文學習興趣。雖然是兒童英文故事，但故事
裡所用的句型已涵括英文五大句型，還有不少含有名詞子句及形容詞子句的句
子，所用的時態也不單單只有簡單現在式。但即使是簡單的句型及單字，學生還
是能學到相當實用的用語。例如在《三隻小豬的真實故事 The True Story of the
Three Little Pigs》這個故事裡，有一句形容「豬小弟是全家最聰明。」的句子，
裡頭並沒有出現「smart」這個字，而是以「the brain of the family」這個在美國
很常見的用語表達。因此，並不會因僅只為了引起學生的興趣，而犧牲學生繼續
累積英文能力的機會。慈濟技術學院的一群教師，在「技術學院英文補救教學成
效之研究 (蔡裕美等人，2011)」裡也建議用兒童英文讀本來降低學生學習外語
的焦慮。他們同時也建議對英文低成就學生採用分級讀本教材，以慢慢增加字彙
量的方式，讓學生享受「晉級的成就感（pp.64）。」
只是大專學生不是兒童，用兒童英文繪本的限制在於：這些故事對大學生喻意會
太過簡單。可選用較進階的故事讀本，如討論「長生不老」議題的《Tuck Everlasting
真愛無盡
（Babbit, 2007）》或討論人權等相關議題的《The Giver 記憶傳承人（Lowry,
2002）》做為討論文本，以期激起更多討論火花，進而喚起學生對這些議題的關
注與理解。但是較進階的故事讀本，就會有單字量多及句型複雜的問題，如此對
英文程度欠佳的學生會是一大阻礙。為了討論較深的議題，而選用較進階的讀本
恐會嚇跑學生，澆熄學生願意閱讀的動力，反而造成反效果。因此建議授課教師
要視教學目的，在文本難易及議題深淺兩方面做取捨，以求得到教學最大的效
益。授課教師若選用英文進階的讀本，也建議輔以較多英文方面的協助，如利用
「發給學生單字表」
，
「講解內容大意」等方式，幫助學生跨過英文這道門檻，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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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討論議題的目的。
此研究以「師生共同閱讀英文讀本」及「英語戲劇活動」來增進學生的英語表達
能力。本文著重大學生的閱讀及口說能力的培養，並無著墨太多在英文書寫能力
的養成。李貞瑩(2008)就曾經利用英文繪本指導技職生改寫故事變成讀者劇場劇
本。本文授課教師在「英語戲劇活動」時，也曾鼓勵學生試著改寫劇本，但成效
不佳，每組學生都是以原劇本呈現。筆者任教的學校已舉辦多年「英語話劇比賽」
也在這幾年悄悄地停辦了。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學生動機不強，加上英文書寫的能
力不足，無法獨立完成一部英文劇本參賽。對於英文低成就的學生，要求寫英文
劇本，困難度很高，學生不僅興趣缺缺，也挫折連連。建議可以從簡單的書寫活
動著手，例如課程規劃學生以組為單位，討論、書寫英文廣告台詞，之後再呈現
一分鐘的英文廣告片。此書寫要求不若劇本那樣冗長，以廣告片呈現的方式也較
能引起學生的興趣，進而不排斥練習英文寫作。對於英文低成就的學生，要提昇
其英文書寫能力，除了利用學生感興趣的教案外，還需要更多的教學時數，但這
在目前一般大學有限的英文教學時數下，是無法有效達成的。建議以增開選修課
程或補救課程方式，幫助這些英文低成就學生全面提昇其英文能力。鑑於英文書
寫能力也是表達能力中重要的一環，也建議未來研究納入英文低成就學生英文書
寫能力培養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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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五海外體驗學習活動─日本仙台志工服務行

陳美玲*

摘

要

二○一五年八月，與五位學生一同前往日本仙台從事志工服務，這十五天的
工作行程主要分三部分，即災區參訪、服務與陪伴以及文化體驗。透過行動體驗
學習，學生的反思與收穫有：1)轉變心態積極投入志工服務。2)體認海嘯來襲的
可怕。3)感同身受災民的苦。4)感恩與珍惜。5)了解服務精神並激發服務之心。
6)激發自我成長。7)看到災後日本政府的努力。8)體驗中日文化差異。參與國際
志工服務確實可提升學生多元能力，建議與展望有：1)可提早遴選志工，使其有
計畫地參與服務學習相關研習，以具備良好的志工服務認知。2)加強語文訓練，
從其具備更好的外語溝通能力。3)鼓勵更多學生參與國際志工服務。

關鍵字：體驗學習、服務學習、國際志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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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Oversea Experience Learning in Japan

Meiling Chen*

Abstract
In August, 2015, the team (one teacher and five students) went to do volunteers
in Sendai, Japan. The purposes of this trip were to visit the disaster areas, to do
service and to accompany people who were survivals from 311 Earthquake, and to
experience different cultures. Through the experience and learning, the students: 1)
change attitude toward more active and aggressive about service. 2) realize the
tsunamis how terrible they are. 3) are able to understand the feelings of the survivals.
4) know what are grateful and cherish what they have. 5) know the spirits of service
and inspire the desires of service. 6) have more self-growth. 7) find out the efforts
which Japanese Government makes. 8) experience different cultures. Being
international volunteers is very helpful for students. Three suggestions were made: 1)
The student volunteers should be selected earlier in order to participate in related
classes and have better understanding about service-learning. 2) The students should
be more familiar with the local language in order to communicate with the people
they work with or they serve. 3) The school should encourage more students to do
international volunteers.

Key Words：Experience Learning、Service-Learning、International Volunte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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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五年八月六日，筆者與任教學校的五位學生一同搭乘長榮航空的飛
機，展開海外體驗學習之旅，也是探險之旅，面對語言的不通與人生地不熟，但
因為有愛而無懼。從桃園直飛日本仙台機場，接著轉乘火車到宮城縣的縣廳所在
地─仙台市，出了火車站，拖著行李箱，按照地圖邊走邊找邊看，居然也順利地
走到了目的地─基督教團日本東北教區東北災民援助中心 Emmaus （Tohoku
Disaster Relief Center “Emmaus”, United Church of Christ in Japan Tohoku District，
以下簡稱Emmaus）。從八月六日到二十日為期十五天的體驗學習，除了近距離
感受三一一震災與海嘯所帶給當地的巨大傷害外，從協助災民的服務過程中，行
動體驗環保與世界地球村等生命倫理概念，也學會感恩與惜福。

第一節 前言
「服務學習」（Service-Learning）是經驗學習的一種型式，青年學生結合自
己的專業參與服務，在服務過程中滿足社區與被服務者的需求，青年學生也透過
這樣的過程反思、反省內化，產生積極正面的學習效果與自我成長（青年發展署，
2015）
。由於這種做中學的方式學習成效良好，是教育部近年來積極推動的政策。
筆者任教的學校推動服務學習已多年，每位學生均得參與志工服務，服務地
點一向都是在台灣，為了擴大服務學習場域，增進學生國際關懷力，去年（2014
年）學校師生第一次組團到日本仙台與石卷，親自用雙手與三一一地震災區的人
民在受災的土地上一起重建，從大自然的災難中，學生對生命有很深的領悟與成
長。同年年底，福島重災區的居民接到日本政府對土地汙染的解禁，有六個家庭
（總計28人）今年初受邀到台灣旅遊，筆者任教學校的服務學習組工作人員與學
生於一月六日在新化口碑國小與口埤教會接待這群來自福島的朋友，大家一起在
草地上玩遊戲、唱歌，並在星光下享用晚餐，這趟台灣之旅在每位朋友的心中都
留下美好的回憶。
為持續與深化這樣的一個國際關懷，今年八月六日到二十日筆者與五位學生
一同來到仙台市的Emmaus中心，參與為期十五天的國際志工服務，規劃本項活
動的考量因素如下：
1)學校特色需求：透過海外服務活動，培養學生的核心價值，培育學生熱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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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尊重關懷、感恩惜福、負責服務、創新卓越、放眼世界，拓展國際接軌之
能量。
2)學校課程需求：透過實地參與日本仙台志工服務計畫，使學生珍惜生命與
熱愛地球，進而更懂得惜福與尊重自然環境。
3)學生發展需求：學習異國文化，可以拓展國際視野，厚實人生歷練。另外，
藉由國際志工的經歷，推動『服務學習』的精神，激勵其終身行善，熱愛生命的
理念。

第二節 Emmaus
一、Emmaus的成立
二○一一年三月十一日日本東北地區發生舉世震驚的大地震，接踵而來的是
大海嘯，它宛如一面黑色的巨牆狠狠地撲向陸地，捲走了人、車、房子……。大
水過後滿目瘡痍，百廢待興，日本政府提出「五年集中復興期」計畫，希望在五
年內完成基本的廢棄物處理，並將教育、醫療和民生經濟全部修復。
由於這個地震是日本有觀測紀錄以來規模最大的地震，引起的海嘯也是最嚴
重的，加上其引發的火災以及核能洩漏事故，導致大規模的地方機能癱瘓和經濟
活動停止，東北地方部份城市更遭受毀滅性的破壞（維基百科，2015）。可想而
知，重建之路需要相當龐大的人力、物力和財力，除了政府投入救災工作外，也
有許多來自國內外的非營利組織主動參與其中，基督教團日本東北教區也在第一
時間成立東北災民援助中心，取名為Emmaus，在仙台與石卷二地各設一辦事處，
以便就近服務災民，另在近海的荒浜設有一笹屋敷，即小倉庫，存放農耕用具與
相關用品，同時也是仙台志工在災區服務的集合點。
Emmaus成立迄今已經四年多，多數的非營利性組織與志工已退出對災民的
援助，但該組織仍一直持續工作著，令人感佩。
二、服務內容
在地震過後，災區湧進許多的志工協助重建工作，不過許多的災民對志工不
了解也不信任，把志工與小偷畫上等號，抱著避而遠之的態度。Emmaus的志工
54

遠東通識學報第十卷第一期 頁 51-68

陳美玲〈二○一五海外體驗學習活動─日本仙台志工服務行〉

憑著一股愛，用雙手幫災民把家園清洗乾淨，修理仍可堪使用的器物，尤其是那
些沾滿汙泥但對災民有重要意義的物品更是小心清洗。慢慢地，志工贏得災民的
信任，敞開心房接納志工的協助。
Emmaus在震災後初期的服務項目有情報蒐集、環境清理、熱食提供、保暖
物資提供、關懷服務等。近期的工作主要是協助災民恢復原有的生活秩序，讓他
們可以重新開始新的生活，重新回到受災之前的生活步調以及生活水準，特別是
兒童與年長者。為了與災民產生連結，Emmaus常主動參與社區活動，如夏之祭
日；每天早上在臨時住宅區的公園帶領大家做廣播體操，藉此鼓勵心理受創而自
閉窩居在家者走出來做運動，接著再一起邊喝茶、吃點心邊聊天，讓這群原本陌
生的災民認識彼此，建立新的人際關係。為了協助小孩擺脫心理創傷，Emmaus
為他們設計夏季學校課程；為了讓小孩喜歡自己生活的那片土地，每個月都會辦
理相關的文化活動，如搗麻糬或放煙火等。Emmaus這四年來的這些種種作為，
充分表現對災民的體貼與愛，何其有幸也能加入他們的行列，與他們共同為災民
服務。
三、每日工作行程
Emmaus一週工作五天，從周二到周六，周日與周一休息。Emmaus仙台辦事
處每天早上七點半開館，志工自行到廚房享用簡單的早餐，最晚得於八點結束用
餐。七點五十五分參加廣播體操的志工團隊出發前往臨時住宅區的公園做廣播體
操，其餘的志工於八點十分在辦事處的三樓集合，進行早上的例會。會議由
Emmaus的行政人員輪流主持，簡單說明當天要去服務的地點以及服務對象的背
景，讓志工在進行服務前先有粗淺的概念，以減少犯錯或說錯話的可能。開完會
後，志工分組騎自行車或搭乘汽車前往荒浜的笹屋敷，接著由Emmaus的行政人
員將志工帶往工作點進行服務。下午三點志工結束工作，返回辦事處進行報告會
議並進行隔天工作的分配，會後志工可自由參加心得分享會，一天的工作就在此
劃下句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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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表＞

07:30

Emmaus開館(請於8點前結束早餐)

07:55

前往臨時住宅地進行廣播體操的團隊，出発

08:10

在Emmaus的3樓集合
(交還自行車鑰匙)早上的例會
*各自騎自行車在青葉荘教会的停車場集合後，出發

09:40

Emmaus笹屋敷(注)，集合

12:00

午餐(請事先自行準備好自己的便當)

15:00

工作結束，集合

16:30

在Emmaus的3樓進行報告會議
心得分享(以各小組為單位)

18:00

晚餐

20:00

Emmaus 2層鎖門

21:00

Emmaus閉館，嚴守閉館時間
*記錄當天的感想

四、Emmaus的作為
Emmaus的行政人員都是虔誠的基督徒，有神的愛做基礎，他們在待人處事
上都相當溫柔體貼。首先，Emmaus強調志工在服務災民時，要「slow work」，
slow work等於體貼、陪伴與禱告。目前服務的對象主要是老年人，在經歷嚴重
的生離死別與財物損失下，許多災民心靈的傷痕至今還未平復，尤其每個月的十
一日格外讓他們難過。Emmaus要求志工到災民家去幫忙除草或種菜時，不要只
顧著埋頭苦幹，想把工作做得快又多，除草或種菜不是志工工作的重點，陪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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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心傾聽、交流才是重點，一面工作一面聊天，珍惜人與人之間難得的相遇，要
主動與災民接觸，盡量和他們聊天，讓他們的情緒有宣洩的管道，並從中了解他
們的困擾和需求，以便即時提供適切的協助。志工每天早上和下午各工作二小
時，工時不長，但看起來很卑微的拔野草、種菜或挖土卻可以變得很有意義。
第二、Emmaus很尊重災民與志工的意願。Emmaus強調以災民為主，站在災
民的立場想，「我可以幫他做甚麼」，就其需求去幫忙，而不是「我可以做甚麼」，
這是Emmaus的志工服務精神。每天早上八點十分舉行例會，進行當天行程的說
明與確認，讓志工了解工作內容，以便備妥裝備，到現場後能立即做適切的協助；
同時也會針對災民的背景做說明，有了粗略的了解，志工爾後與災民互動時，可
給予溫暖的回應，也可避免誤觸災民的傷痛。傍晚志工們又回到Emmaus參加報
告會議，每一組都要推派一位代表來報告今天去了誰的家，共有幾個志工去幫
忙，災民的心理與生活狀況如何等等，以便進一步規劃隔天的工作內容。分組報
告完後，Emmaus的行政人員會將隔天的工作內容與災民背景做說明，再讓志工
來認養工作。志工可依個人意願和體力選擇自己想服務的工作項目，Emmaus蠻
尊重志工的選擇，從這點可以看出Emmaus不只體貼災民也體貼志工。如果志工
因身體不適而不想服務，可以向行政人員反應，不用勉強上工，因為如果有人突
然生病需就醫，反而會給原本就吃緊的人力增添麻煩。
第三、Emmaus鼓勵志工不但要珍惜與災民的相遇，也要把握與其他志工的
相遇。每一天都有來自日本國內外的人士報名參與Emmaus的志工服務，有學生、
社會人士，也有退休的老人家，本次志工行就遇到一群來自美國的志工。經歷大
劫難後，體悟生命的珍貴與人際關係的重要，Emmaus要志工們珍惜這樣的相遇，
在白天志工們一起工作與討論，晚上報告會議之後，Emmaus安排有志工分享會，
每四到五位志工組成一組，分享當天服務工作的心得，採自由參加制。可以和來
自不同地方的志工交流，雖然有時是比手畫腳，倒是很不錯的生命經驗。透過合
作的機會，志工認識彼此，進行情感交流與人際互動，一起從事愛心服務，樹立
友善情境，所以這真是一個增進國際情誼、拓展生命視野的機會。
第四、本次志工服務行謹守Emmaus的提醒「在災區拍照會讓災民感受不好，
因為這不是觀光，是服務；災區不是觀光地，受災的朋友也不是觀光景點，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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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不尊重他們，同時也打擾了他們的生活」，沒有帶回太多的照片，只將所見
所聽所聞記錄在自己的心底，心痛他們曾經歷的巨變，感動他們現在的平靜以及
勇氣，沒有牢騷與埋怨，只有往前看、往前行。Emmaus的另一個提醒是把垃圾
帶走，志工要自備午餐在臨時住宅區辦公室或災民家食用，離開時必須把垃圾帶
走，不能給對方添麻煩，連這樣的體貼Emmaus都做到。
第五、近身觀察Emmaus二週，最令人感動的是每一位行政人員都像個身經
百戰的超人一般，每天七點半一到，陸陸續續走進辦公室，隨即展開忙碌的一天，
「busy work」。先舉行早上的例會，接著陪志工騎自行車或開汽車送志工到十
四公里外的笹屋敷會合，等大家都安全抵達後，再分別帶著志工到各個服務點。
有時原本約好的災民臨時有事，無法接受志工的服務，Emmaus的行政人員就立
刻聯繫，找到需要服務的災民家，讓志工當天能順利進行服務。能在短時間內做
出這樣的應變，代表他們對災民的情況是瞭如指掌的。有一次，台灣志工借宿的
仙台北三番丁教會有突發性的活動要辦理，有一晚無法出借，Emmaus的行政人
員得知後，立即緊急安排新的住處以及去回的交通問題。每天總是會有類似這樣
的意外事件來考驗他們的緊急應變能力，原本負荷就很重的行政工作更加雪上加
霜，但每次相遇，他們總是笑臉迎人地對著志工說：「辛苦了！」想必這些意料
之外是他們的常態，所以他們能處之泰然，游刃有餘；而比起他們的辛苦以及災
民的心理苦、經濟苦，志工的辛苦真的是微不足道。

第三節 行動體驗學習
本次仙台志工服務行，行動體驗學習總計有十五天，第一天（八月六日）搭
機飛往仙台，參加當日的報告會議。第二天（八月七日）上午聽取簡報，了解三
一一災情與災後重建工作，以及志工服務精神與工作內容；下午內勤，協助夏日
祭食材與場地佈置的準備。第三天（八月八日）凌晨協助夏日祭場地佈置，晚上
參與夏日祭活動。第四和第五天（周日和週一）是休息日，城市觀光與古蹟之旅。
第六天（八月十一日）仙台災區參訪。第七和第八天（八月十二和十三日）到災
區服務與關懷。第九和第十天（八月十四和十五日）分批參訪石卷災區。第十一
和十二天（八月十六和十七日）休息日，城市觀光與古蹟之旅。第十三和第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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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八月十八和十九日）到災區服務與關懷。第十五天（八月二十日）上午內勤，
下午結束服務工作搭機返回台灣。
從這十五天的工作行程來看，主要分三部分：災區參訪、服務與陪伴以及文
化體驗。分別敘述如下：
一、災區參訪
筆者與學生在Emmaus的安排與帶領下到仙台與石卷二災區實地參訪。已經
過了四年多，仙台市已恢復原有的生活秩序，就連國寶級的建築大崎八幡宮在工
匠努力的修復下，看起來莊嚴肅穆，令人感動。越往海邊方向前進，三一一的災
情越嚴重，這些地區多為農業區，農田因受到海水浸泡的關係，土地鹽化無法耕
種，經過一、二年的除鹽工程，如今已復耕，呈現一片綠油油的景象。靠近海邊
的土地上，到處長了許多的草，向日葵和波斯菊開得很燦爛，被告知這些地方原
來都是住家，而如今這些地方以維繫生命安全為優先考量，被日本政府劃定為災
害危險區域而禁建，只見房屋的地基仍挺地上，平日的人聲鼎沸卻已不復見，心
裡不勝唏噓。
遭到嚴重破壞的荒浜小學校，災後二樓的欄杆上插有松樹與船，可見當時大
水的高度。現在這所學校已經被圍起來，做為海嘯的活教材，不準備重建了。對
當地居民而言，這是很大的心理失落，因為這是那裡唯一的一所小學，每個家庭
一家好幾代都曾經在這個學校讀書，都是這個學校的校友，都擁有共同的生命回
憶，現在卻只能從保留下來的殘跡去尋找回憶。此外，當地的小孩被迫到鄰近的
學校就讀，得重新適應環境與建立人際網絡，是很辛苦的一件事。
臨時住宅組合屋的參訪也令人印象深刻。日本政府針對住宅嚴重受損不堪使
用或住屋位於海嘯危險區之受災戶，提供臨時住宅，即所謂的組合屋，當中並設
有一個辦公室，提供居民相關的服務或是做為聯誼之所，整個地區維護得相當乾
淨。經過了四年多，有的受災戶已自行租屋或是搬到復興國宅，組合屋的人口越
來越少。仙台地區的組合屋將於明年（2016年）全數拆除，到那個時候組合屋沒
了，政府以及人們對於災區的關注與支援是否也會消失，留下這些散居在各地的
災民獨自在暗夜擁著創傷哭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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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訪仙台災區的那一天剛好是八月十一日，每個月的十一日十四點四十六
分，也就是地震來臨的那個時刻點，Emmaus都會在荒浜的某個草地上舉辦追思
禱告會，那次的海嘯帶給當地人們很多的傷害，包括生離死別與財產的損失，因
為太痛了，每個月的這一天大家更加痛苦，很害怕過這一天。追思禱告會很簡短，
前後進行不到五分鐘中，但也深深感受到那股悲傷，這是第一次由心底真正感受
到這些災民的苦與悲。
石卷也是筆者與學生們此行參訪的另一個災區，它是位在海邊的一個漁港，
海嘯迎面而來，三一一的災情非常慘重，海嘯最高達40.5公尺，相當於十三、四
層樓高，沒有往山丘上去躲的人幾乎很難存活下來。石卷因為有親潮和黑潮在此
交會，原本是全世界第三大的漁場，但現在這地區靠海的地方和仙台的海邊一
樣，幾乎都被夷為平地，住宅區成禁建區，漁業加工廠陸續蓋起來了，但市場已
被鄰近地區搶走，居民生活很辛苦。
「石卷日日新聞」報社的參訪有幸聽到社長親自解說，他有著新聞專業人士
該有的理性與冷靜，娓娓道來當時的情況，語氣堅強、平靜，聽之卻令人動容。
地震發生後，該報社也受災，當時所有的水源、電源及通訊都中斷，印製報紙、
發行報紙成了一個難題，但深覺報社的使命是應該要持續報導災區消息，透過報
紙媒體的訊息傳遞，讓民眾安心、感覺不孤獨。該報社在災後第二天，即以手寫
新聞在防水紙的方式，讓災民每天都能得知災情及救災進展狀況，以及如何尋求
援助。第一天的報紙主要是提供食物、熱水等生活情報，由武內讀出、社長手寫，
編輯出第一份手寫報紙，再由其他職員抄寫五份，在三月十二日下午三點，由職
員徒步送往六個避難所。該報社一共發行六天的手寫報紙，直到電力恢復供應為
止。這六份報紙是在艱困的環境中完成，對安定民心有相當大的作用，成為新聞
界的典範，獲得國際新聞協會頒發特別獎的殊榮。
在這二個災區參訪，有一個共同點，就是在許多地方可以看見當時水的高
度，仙台機場大廈內的柱子以及石卷馬路旁的電線杆均標示有當時的水位，荒濱
海邊新供奉的觀音菩薩雕像或者各個紀念碑的高度都代表當時水的高度，舉頭一
望可想像大自然撲向人類的力道，這些標記的存在都是因為怕自己忘了這個教訓
以及怕自己忘了在這次災難的犧牲者。也因為這次的災難，日本人開始反思人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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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的重要，平常大家忙於工作，不重視情感的經營，人與人之間變得疏離，但
現在大家都體會到家人、朋友、同事都很重要，要互相關心互相幫助，遇有海嘯
警報響的時候，更要緊緊牽著家人朋友的手，即使他不想去，都要緊緊牽著他的
手一起到高處去避難。
二、服務與陪伴
志工工作主要分為內勤與災區服務。前者是留在Emmaus做環境整理、文書
工作或烹煮晚餐等等；後者則是協助農家農作業或除草、帶領年長者做廣播體
操、到組合屋進行慰訪或環境整理、進行孩童活動（如子俱樂部、石卷子廣場）、
交流活動（如夏日祭、搗年糕）等。不管工作看起來是多卑微，都有其重要性，
所以都要認真看待。雖然筆者與學生們不會說日語，有語言的隔閡，但Emmaus
重視志工的夥伴關係，會細心安排每一小組的志工靠英文或日文來溝通，有愛無
礙，靠著簡單的英日文與肢體語言，果然是溝通無障礙。
服務與關懷臨時住宅區的居民是Emmaus工作的重點。臨時住宅區的居民都
在三一一震災失去房子，其中更有人也失去了重要家人，心理創傷嚴重，他們需
要花很大的能量來處理他們的悲傷。然而住在組合屋，鄰居都是陌生人，心裡的
悲苦要向何人傾訴？加上組合屋小，且隔牆而居，緊鄰的噪音隨時都會傳過來，
很難讓人放鬆。總總原因，讓有些災民，尤其是年長者，選擇把自己關在組合屋
內，不與人互動，有人甚至是死後幾天才被發現。把自己關在屋內不運動，缺乏
運動則身體變差，當身體變差就更難走出家門與人互動，於是把自己陷入更孤
獨、更孤獨的惡循環中。
為了改善這種情況，帶領年長者做廣播體操來動動筋骨，之後大家一起喝茶
聊天，是Emmaus相當重視的一件工作。雖然災民陸續搬離臨時住宅區，居民越
來越少，有時只有一、二位老人家參與做體操，有時甚至都沒有人來參加，但
Emmaus週二到週六的早上都做廣播體操，簡單的律動傳遞愛，希望透過它讓居
民知道他們不孤單，Emmaus還是陪伴在身旁。有些老人家行動不便，但仍願意
坐在椅子上與大家一起做體操，這是可喜之事，至少他們沒有把自己孤立在組合
屋裡，獨自傷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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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次志工服務過程，與菅野先生和佐藤奶奶的相遇是印象最深刻的。菅野
先生是三一一震災後復原最快的農家，也是相當專業的農夫，但因年紀大加上背
部受傷而無法彎腰，所以就需要志工協助種菜。菅野先生的家是日式木構建築，
經過海嘯的侵襲，損失相當慘重，來自台灣的一位教授與二位學生協助整修屋
頂，對此他相當感念。到他家服務時，他聽聞台灣剛遭受強颱的侵襲，他說是他
回報的時候，他要捐錢賑災，好感動，人在這樣的一來一往之間，串起美麗的世
界。
另一位印象深刻的人是佐藤奶奶，以前她的家附近有一個海水浴場，她家的
院子就做為海水浴場的停車場。三一一當天，她和她的先生本來都移動到避難中
心了，待了一陣子，以為應該沒事了，她的先生決定回家看一下，就在他離開避
難中心沒多久，海嘯來了，他就被無情的大水捲入而離世。現在佐藤奶奶的家因
為是位在禁建區而無法復建，只剩下房子的地基，還有一大片長著雜草的庭院。
只要有空，她就會回到那裡拔草，應該不是要拔草吧？是回到她心中唯一的家，
只有在那裏她的心才會踏實，筆者是如是想也。
三、日本文化體驗
八月八日Emmaus在荒浜的一處公園和當地居民合辦一個夏日之祭，前一天
筆者協助當天日式炒麵食材的準備以及場地佈置的前置作業，包括製作花球、畫
海報等等，一面工作一面對隔天的祭典有滿心的期待，日本祭典初體驗。八月八
日清晨五點半，Emmaus的行政人員就帶著志工和一批搭建舞台的材料前往公
園，已經有幾位穿著工人打扮的志工等在那裡，做什麼就要穿著像什麼，由此觀
之，這是日本師傅對工作的一份尊重。舞台搭建這粗重的工作就交給男士們，女
士們也沒閒著，忙著準備舞台週邊的燈籠。不消一個小時，舞台搭好了，掛上紅
白相間的燈籠，節慶的氣氛就有八分樣了。當天下午四點，志工又來到這個公園，
雖然是迷你型的夏日祭，日式炒麵、啤酒、燒肉、網金魚等都沒缺席，舞台上有
幾人演奏著傳統音樂，一位穿著傳統和服的婦女帶領大家繞著舞台跳起舞來，氣
氛非常熱鬧，尤其是穿著浴衣的小孩煞是可愛。場子裡裡外外，都是一張張快樂
的臉，也讓筆者對日本祭典的初體驗留下美好的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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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學生的反思
參與本次日本仙台志工服務的學生，不論對大自然或者對志工服務都有更深
入的體認，在自我心靈方面也有很大的成長。
第一、或許學生報名參加到日本做國際志工，剛開始的心態「去日本旅遊」
大過「去當志工」，但踏入Emmaus之後，看到行政人員與志工都非常熱情地工
作，心理產生改變，也跟著積極投入。學生B：「第一次體驗出國，就是去當志
工。在出發前，心情轉不太過來，有點抱持著旅遊的心態，但經過Emmaus帶我
們去認識災區，才開始將心情轉換過來。想著我能做些甚麼，哪裡需要我去，我
可以如何跟他們溝通，將心思漸漸地轉向當志工的心態。」這次參與志工服務的
學生有四位女性和一位男性，尤其女學生都是滿嬌小的，剛開始筆者會擔心「有
時四、五點就得工作，他們起得來嗎？」、「往返服務區一趟得騎十四公里的腳
踏車，他們騎得到嗎？」、「在烈日下蹲在地上拔草，他們會喊累嗎？」後來都
證明是筆者多慮了，這五位學生很快就投入工作，一點都不覺得苦。
第二、學生們從災區參訪與志工服務體認海嘯來襲的可怕。學生C：「在這
為期十五天的志工過程中，我們參訪了各個因海嘯而受傷的土地、家園，認知到
大自然的力量與可怕。」學生D：「2011/03/11這天日本東北發生地震與海嘯，
那時看電視不覺得那麼可怕，實際來到這裡，看到周遭的模樣，真的很難想像當
時這裡到底是發生甚麼樣子的狀況？很多房子被海水沖走，現在只剩地基，雜草
叢生，很多房子的牆壁上都還有海水來過的痕跡。雖然在石卷只有一天的時間，
但看到的是令人震撼的畫面，尤其是日和山公園，它位在一個山上，從那裏可以
一望海岸線，是一個很美的一個地方，柴田小姐說三一一那天，現在放眼所看到
的都是海水，全部都被淹沒了，連最高的橋都被淹沒了。當時在我的腦海浮現出
一些畫面，那是多麼的恐懼和可怕，在那裡待了一會兒，看著眼前的景象，只剩
雜草和空曠的地，心情有點複雜和難過。」學生B：「在拔草的途中，發現土壤
裡有海鹽結晶，深刻感受到這裡真的被海嘯淹過。看著這裡一大片的雜草，沒有
人生活，難以想像五年前這裡是非常熱鬧的城鎮。」學生C：「在這十五天中，
體認到大自然的可怕，也意識到科技進步對環境的侵害，伴隨著海嘯而來的是核
電廠帶來的災害，四年過去了，受到海嘯衝擊的土地仍是一片荒蕪，而這片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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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未來的十年、二十年雖可以重建，但卻不再安全。另外，遭受核能汙染的土地
雖已陸續重建，但其農作物或漁穫卻令人畏而遠之，凡產自福島附近的農產品或
海鮮幾乎沒有人購買，讓我不禁為他們的生計擔憂。」學生在災區的參訪，看到
只剩地基的社區、紀念碑、相關照片等等，笑容不見了、話少了，臉上多了一份
嚴肅，世界上沒有什麼說教方式可以比得上親眼所見，即便部分地方已恢復原
貌，但不能復原之處還是可見，在在提醒人們海嘯來過，在在提醒海嘯來襲的可
怕。
第三、從與災民互動感受災民的苦。在災區服務，工作做多寡不重要，最重
要的是一面工作一面與災民話家常，談起往事，有些災民頻頻拭淚，學生沉默以
對。學生A：「震災過後四年半了，當地依然有許多人心中的傷口還沒撫平，許
多人在震災過後失去了所有，包括家人、財產以及一切的一切，留下的卻只有始
終無法撫平的創傷。」學生E：「當海嘯發生時，是多麼大的力量，一瞬間摧毀
了成千上百條人命，這裡的人們還有老人家，該背負著多大的懼怕與無助。」學
生C本身也是九二一震災的倖存者，災民的悲與苦最能感同身受：「這幾天下來，
我深深感受到了受災居民的痛，也更明白佐藤阿姨的難過，當下看著她泛淚的眼
眶，我也跟著一起難過了起來，更讓我知道阿姨需要的是什麼，那便是「陪伴」，
許多受災的家庭失去了自己最重要的人，也有的人只剩下自己，那樣的孤獨感以
及失去家園的哀傷，需要很長的時間才能走出來……。我也同是受到地震災害的
人，十六年前的九二一仍歷歷在目、無法忘懷，我清楚知道地震的可怕，看到這
些受災者，我知道他們也跟我一樣在努力生活著，當我遇到佐藤阿姨時，我不懂
她為什麼還要重回那雜草叢生的土地，即便她的家已不復存在，她仍常常回到那
裡清理。後來我才明白，那裡有著她這一生最珍貴的記憶，看到阿姨的勇敢、堅
強，我也告訴自己，逃避永遠無法解除心中的恐懼與悲傷，只有面對了才能夠釋
懷、坦然。」
第四、從與災民互動以及參訪災區學會珍惜與感恩。災區的所見所聞對青年
學子來說各個都是衝擊，大水無情、人生無常，所以要把握當下、要珍惜擁有。
學生B：「經過十五天的國際志工體驗，讓我想到的是我的家人跟朋友。因為在
這十五天裡，聽到了許多災區人們的故事，誰也沒想到地震海嘯何時會來，昨天
還和我一起相處的人，下一秒或者是明天、後天就突然沒有了，所以我想如果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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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下一秒，我會後悔的是甚麼？現在的我想趕快去做，去做我想做的每一件
事，不要讓自己後悔。多花一點時間，陪伴自己的家人跟朋友，和他們聊聊天，
一起製造許多快樂的回憶。想做的事、想達成的夢想，我要趕快行動，有些太過
遠大的先放一旁，從小的開始做起。把握每一分每一秒，讓每一天的生活都過得
很充實，用心做每一件事，時時抱持感恩的心……。一期一會，是日本茶道的精
神。抱持著一生才一次的相遇，珍惜著此時此刻。而我想我最大的收穫就是這一
期一會的理念，去珍惜我所遇到的每個人每件事。」
第五、學生透過實際參與志工服務，了解服務的精神並激發服務之心。透過
實際參與志工服務，學生體驗到服務不只是做工作而已，聊天、陪伴也是志工服
務的一環，尤其透過聊天、陪伴協助災民走出陰霾、重建心靈，反而是更大更重
要的幫助。學生E：「想著四年前發生的故事，讓我了解Emmaus是為了什麼而
存在著，志工擔任的角色又是什麼，即使是微不足道的力量，也能帶給居民們大
大的溫暖。」學生A：「災民要的其實不多，他們要的只是陪伴。大部分的志工
是學生，能力有限，但我們有的是一雙手，可以幫他們把組合屋周邊的雜草清理
乾淨；我們有的是一張嘴巴和一雙耳朵，可以陪伴他們，和他們聊天說心事……。
我相信一個溫暖的微笑、一個擁抱、一個陪伴，也能夠慢慢撫平他們受傷的心靈。」
此外，透過體驗服務，激發學生服務之心，想助人想做更多的志工服務。學生A：
「在Emmaus的這段期間，受到許許多多的照顧，回到台灣後我非常想念他們，
也希望有朝一日還能回到那片土地去幫助需要幫助的人們。」學生D：「看到災
民們為了避免再發生同樣的災害而做的許多計畫和努力，回頭想想如果是我自
己，真的有辦法努力、堅持到這地步嗎？我很想繼續幫助災民們，因為我們彼此
都懷抱著相同夢想，希望和他們一起打拼著。」
第六、透過體驗服務，激發學生自我成長。在實地體驗服務中，從Emmaus
的行政人員和其他志工身上，學生看到了服務典範，學生也學會溝通與協調，更
突破心理障礙，用有限的英日語與人互動。學生A：「我發現，我幫助的不只是
當地的災民，還有我自己；在助人的過程中，自己也獲得相當大的成長，不管是
在心態上或是觀念上，我都比之前更成熟，我更敢去面對自己不認識的人，也知
道自己在與他人相處的時候有甚麼缺點……。」學生D：「在這裡，我看到一群
人持續不斷追求希望、盡情展現生命的美麗，我真的很感動，謝謝，有機會我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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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會再去的。」學生E：「從日本回來，不管是視野或是心靈都感受到了很多很
多，更懂得如何幫助人，更懂得如何給人溫暖，同時也看到了人類的渺小，看到
了大自然的力量，看到了從各地來的志工為了同一個目地而有了緣份，看到
Emmaus的工作人員永遠都帶著笑容給人力量，我想成為像他們一樣的人，有能
力帶給別人力量的人，也要永遠笑著。」
第七、從參訪災區看到後續日本政府的努力。因受到全球氣候極端化以及人
們無節制地濫用自然資源的影響，天然災害的發生近來有越來越頻繁且越嚴重的
趨勢，而因天災所引發的生命傷亡與財產損失更是不容小覷。學生A：「看著殘
破不堪的學校、原本是繁華漁村的荒原，我不由得敬畏大自然的力量。在災難過
後，我希望每個人都能夠記取教訓，台灣和日本同處地震帶，也同樣受到過地震
的嚴重侵襲，希望未來不會再有這種事情發生。」學生看到了日本政府的重建工
程，將靠近海邊的土地堆高以防下次災害的發生。學生C：「雖然是浩大的工程，
但卻可以避免再次遭受如此大的劫難。」學生B：「日本政府以此次震災為鑑，
將這次經驗記錄、研究並做改善，有許多的工程在海邊進行，如築堤防和填土作
業。這讓我想到台灣的八八水災，災後所做防災的作業都敷衍草率，也很少有人
再去關心那些受災者。日本人真的比台灣人幸福很多。期望台灣能跟日本多多學
習，讓未來更美好。」從日本三一一震災更提醒與它鄰國的台灣，也具有相當特
殊的地理環境，颱風、水災、土石流以及地震等都是常見的天然災害，更應該人
人有危機意識，平時做好災害整備（disaster preparedness）的工作，以降低因災
害所造成的人員及財產的損失，增強災害應變能力，進而提昇災後的復原力與生
活適應能力。
第八、從親身拜訪日本，體驗不同文化差異。在待人方面，學生發現日本人
非常有禮貌，服務態度很好。學生B：「對於日本的文化，最讓我印象深刻的就
是日本人非常有禮貌。遇見了就一定會打招呼，工作結束了一定會接受到許多人
跟你說辛苦了，讓人感覺超開心。」學生E：「仙台給我的第一個印象是熱鬧、
熱情，即使語言不通，但還是可以深深感受到日本人的溫暖與熱情，不管是買東
西或點餐時遇到不懂的、或是迷路，他們都很有耐心地為我們服務，每個人的臉
上都帶著笑容。微笑是世界共通語言，微笑帶給人快樂，微笑帶給人力量，微笑
也建立了人際間的緣分。」在做事方面，學生發現日本人自律性相當高且仔細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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慎，學生C：「日本街道相當乾淨，看不到半點垃圾，並且徹底落實垃圾分類政
策，垃圾有專用垃圾袋，這些專用垃圾袋必須花錢購買。」學生D：「日本地鐵
或巴士的車廂內人很多卻非常安靜，大家會依序排隊等車、上車非常整齊。每天
必去的LAWSON便利商店，等候結帳時排隊要排在線的後面，不像台灣直接排
在人的後面。」日本人相當遵守交通規則，學生C：「很少人搶黃燈；汽車會等
到行人及自行車通過後才通行，並且不會狂按喇叭來催促別人。」學生D：「在
日本每一台腳踏車都要有車燈，沒有的話不能上路，騎乘時不能玩手機、接電話、
不能雙載。」另外，澡堂洗澡、跪坐在榻榻米、顏色的使用，如白色和紅色是日
本慶典中的常用色，都是令學生印象深刻。

第五節 結論與未來展望
二十一世紀全球競爭趨勢首重人才培育，其中之一是鼓勵學生參與國際事
務，培育具「全球視野」的人。二○一五年八月筆者與學生一同前往日本仙台從
事志工服務，這十五天的工作行程主要分三部分，即災區參訪、服務與陪伴以及
文化體驗。透過行動體驗學習，學生的反思與收穫如下：
一、轉變心態積極投入志工服務。
二、體認海嘯來襲的可怕。
三、感同身受災民的苦。
四、感恩與珍惜。
五、了解服務精神並激發服務之心。
六、激發自我成長。
七、看到災後日本政府的努力。
八、體驗中日文化差異。
參與國際志工服務確實可提升學生多元能力，包括外語能力、溝通能力、行
政協調能力、多元文化體驗等等。針對此，筆者的建議與展望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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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可提早遴選志工，使其有計畫地參與服務學習相關研習，以具備良好的
志工服務認知。
二、加強語文訓練，從其具備更好的外語溝通能力。
三、鼓勵更多學生參與國際志工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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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智論探析

銘傳大學應用中文系助理教授

胡倩茹

摘要
孟子言善性，謂仁義禮智根於心，乃天之所予人者，且為人異於禽獸之處，
亦即人之所以為人的特質。更引用子貢「仁且智，夫子既聖矣」之語，道出其理
想人格典範須兼具仁與智。然而孔子以仁為主，孟子言「仁義」
，荀子重「禮」，
相對而言；似乎「智」所受的關注顯得黯然。此不惟孔孟荀聖哲如此，後人對仁
義禮智的研究，也多集中在仁、義、禮。然孟子將智列入人之所以為人的特質，
必有其對智的看法，故本文欲從《孟子》一書有關智的論述中，一探孟子的智論。
在從孟子的是非之心智之端，到「仁且智，聖也」這個過程，知智之端指的
是辨別的能力，要順著自然本性經過不斷且專心致志的學習，方能提高辨別之能
而成「善察明辨」之智。將此完整具體之智透過「仁」對於愛的推己及人，便為
愛人且能治人之聖，而「智」之大用顯矣。

關鍵詞：孟子、仁、義、禮、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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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udy of Mencius opinion of Wisdom
Mingchuan University application Chinese department assistant professor
Hu Chien-Ju

The abstract
Mencius advocated human nature has always been good. It is given by God. This
i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people and beasts. He believes that benevolence,
righteousness, propriety, wisdom are originally from hearts. Quote the words of Zi
Gong that Confucius was a saint because of his benevolence and wisdom. Description
people with benevolence and wisdom is the ideal personality. The main idea of
Confucius is benevolence. Mencius focus on benevolence with righteousness. Xunzi
focus on propriety. Relatively speaking, it seems "wisdom" becomes relatively less
attention suffered. Not only Confucius, Mencius and Xunzi, these great thinkers so,
later for the study of benevolence, righteousness, propriety, wisdom, and also more
concentrated in benevolence, righteousness, propriety. However, Mencius advocates
wisdom is one characteristics of man, he must have his own opinion on the wisdom .
Therefore, this article will to explore the wisdom of Menciu
The process

frome "Mencius" .

from that heart of right and wrong is the beginning of wisdom to

the "Benevolence and Wisdom, Saint ". We understand that the beginning of wisdom
is the ability to discern. Need to follow the natural nature of learning through
continuous and dedicated.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ability to identify into "good
Chaming resolution" of wisdom. This true wisdom,via the ability of "benevolence"
"Benevolence" for the love of the Reciprocity. Then for the love of the holy and can
treat the person. We know the most usefulness of wisdom .

Key word: Mencius, benevolence, righteousness, propriety, wisd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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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性善論是孟子的中心思想，認為仁義禮智之端根於心，即惻隱之心、羞惡之
心、恭敬之心和是非之心，順此而發，即能為善。而此仁義禮智乃人本然即有，
非是由外習得1，如同人體原就有四肢一般，是人的成分之一，不但是人與禽獸
的分野2，也是人性為善的根據。其中，仁與智更成為了聖人必備的兩大德性之
一3，也就是說仁義禮智乃人之所以為人的要件，但若要達到儒家完善人格的聖
人之境，則其修練之道上，智與仁佔有不可或缺的地位。
做為儒家中心思想的「仁」，從來皆為孔子、孟子、荀子或是其後諸大儒者
的關注焦點，後人研究更不在話下。孟子則是特別將「義」與「仁」並舉並大力
闡述「義利之辯」
，萬光軍在其《孟子仁義思想研究》一書提到：
「如果說仁義禮
智是孟子人性善思想的核心內容，那麼仁義則可以說是人性善思想核心中的核
心，即仁義是孟子思想的最核心所在，又或可以用仁義來統帥孟子思想」4。＜
漢書藝文志＞對於儒家的說法也強調了其對於仁義的重視：
儒家者流，蓋出於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者也。游文於六經
之中，留意於仁義之際。5

1 《孟子˙告子上》
：「孟子曰：
「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
也。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
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
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
2 《孟子˙公孫丑上》
：
「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
心非人也。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
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
3 見《孟子˙公孫丑上》
：
「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
『夫子聖矣乎﹖』孔子曰：
『聖則吾不能，我學
不厭而教不倦也。』子貢曰：
『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此處雖
引子貢之言以孔子仁且智來稱聖孔子，並非孟子直接說出，但孟子在同一章中說還說到；「自生
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
，可見孟子認為孔子乃是至聖者，也等於認同「仁且智，夫子既聖矣」
的說法。因之，我們可以說孟子對於聖人最高境界的標準就是兼備了「仁」與「智」。
4 萬光軍，
《孟子仁義思想研究》
，第二章＜孟子仁義思想的基本表述＞（山東：山東大學出版社，
2009），頁 48。
5 (漢)班固著，(唐)顏師古注，
《新校本漢書集注》
，收於《新校本二十五史》
，
（臺北：鼎文書局，
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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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則於「仁」之外，特重於「禮」
，王先謙《荀子集解》序文有言：
「荀子
論學論治，皆以禮為宗，反復推詳，務明其指趣。為千古修道立教所莫能外。」
6所謂「禮者，人道之極也」
（《荀子˙禮論篇》），就是將禮視為一切與人有關的

自然與人事之最高總則。
相形之下，反倒是對於做為聖人必備條件之一的「智」，孔子、孟子、荀子
雖對其有諸多的論述，但顯然非為孔孟荀思想核心中的核心，且後人對智的探究
更遠遠不及仁、義、禮的研究。《論語》中不見「智」字，只有「知」字，其義
雖含括「知」與「智」
，但未有特別區分二者的論述；
《荀子》對於智的論述與認
識論較相關7。
《孟子》一書中提到智的部分有十七則，且大多與仁相舉，他提出
了智的根源，將「智」歸入德性之列，更且強調了「仁且智，夫子既聖矣」的說
法，提升了智德的重要性。故本文欲就孟子對於智德的言論加以探討，希冀對於
孟子智德之論能有更深入之瞭解。本文以鵝湖出版社的朱熹《四書章句集註》為
本，而其有關注疏及其他先秦儒家經典則以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十三經注疏》為
本。

二、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前言提到，孟子認為人性為善的原因在於人心有仁義禮智四端，順此四端發
展，則可以為善。此處將仁義禮智與四心做了一個連結，而仁義禮智便成人心的
組成部分。在其說明過程中也對於智有所論述，當中的「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應是先秦儒家對於智的根源首先提出了一個較為明確的說明，此處乃將重點放在
是非與智的探討。

6 （清）王先謙，
《荀子集解》
，收於《諸子集成》
，
（臺北：中華書局，1996 年）
。本文所引《荀
子》一書之文，皆出自於此，其後不另作註解說明。
7 見《荀子˙正名篇》
：「所以知之在人者謂之知，知有所合謂之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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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
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
是非之心，智也。（《孟子˙告子上》）
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
非人也。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
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孟子˙公孫丑上》）
第一則中「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
也」，直接將惻隱之心、羞惡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與仁義禮智畫上等號。
但第二則卻說此四心是仁義禮智之端。朱熹《四書章句集註》注曰：
惻隱、羞惡、恭敬、是非，情也。仁、義、禮、智，性也。心，統性、情
者。端，緒也，因其情之發，而性之本然可得而見，猶物在中而緒見於外
者也。
《十三經注疏》疏曰：
孟子言人有惻隱之心，是仁之端本起於此也，有羞惡之心者，是義之端本
起於此也，有辭讓是非之心者，是禮智之端本起於此者也。
據此，可以說是非之心乃智的發端，也是智之所由起。關於「是非」一詞，一般
解為「對錯」的意思，所以具有判斷的含意，但人的判斷並非一定正確，所以能
明辨是非可以說是有無智慧的一種標準。孔子對此已有相關的說明：
樊遲問仁。子曰：
「愛人。」問知。子曰：
「知人。」
（《論語˙顏淵第十二》）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子
貢曰：「夫子自道也！」（《論語˙憲問第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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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二則引文的「知」即為「智」
，
「知人」指明察人的好壞，也是一種判斷，因
為能察人好壞，明辨是非，所以自然不會有疑惑，此即為智。《荀子˙修身篇》
中也提到：
是是、非非謂之知，非是、是非謂之愚。
此處的「知」乃與「愚」相對，故此「知」亦為「智」也。荀子的說明更加強了
明辨是非即為智；因此，是非之心是智之端，也是智的說法都可以成立。不過，
若果是非之心即為智，為何還要另外說「是非之心，智之端」？孟子此處強調了
「端」這個字，表示了是非之心雖為智之所由起，但所起之後呢？也許我們可從
孟子其他相關的言論中尋求答案。
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
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
然、泉之始達。」（《孟子˙公孫丑上》）
從「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而言，光有
四端是不足的，需要擴而充知的過程來使其彰顯，朱熹云「擴，推廣之意．充，
滿也」8，所以可以說，人雖有仁義禮智四端，但需要人自覺的將此推廣開展而
有實際的作為，方為真正完整的仁義禮智。故就智而言，是非之心指的是人有判
斷是非的作用，但需要擴而充之才能達到明辨是非的境界。之前也提到孟子認為
仁義禮智四端是「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
則失之……」，但《孟子˙盡心上》又提到：
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
此處為何又將人的範圍縮小為君子呢？我們可以說人本來皆有天之所予的仁義

8 見《四書章句集註》
，《孟子集注》卷三，頁 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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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智四端9，但有些人卻不自覺，亦即「弗思耳」，不思當然「自謂不能」，惟有
君子能有自覺且為之能。筆者在拙作《孔孟荀之養生論及其比較》中對此的看法
如下：
徐復觀先生說：「思包含反省與思考的兩重意義；在孟子則特別重在反省
這一方面。仁義為人心所固有，一念的反省、自覺，便當下呈現出來」10
此說甚是。所謂自覺，便是一種認知，要先有「我有善端在我心」的認知，
才能據此開展以盡性之善。不過也因為性善之端的隱微，所以通常不容易
自行察覺，而是通過反省才有所領悟，即透過對他人或自身言行的審察，
來發現原來本心之善。11
由上可知，四端雖為人天生本有，但會因為不思考、不反省而失去，所謂的失去
應非失去辨的能力而是失去明辨的能力。故而有是非之心，尚不足為智，要能明
辨是非才是真正之智。而引文中「『要先我有善端在我心』的認知，才能據此開
展以盡性之善」也說明了「求則得之」的層次，即先有思，才能求，擴而充之才
能得。此雖就四端總體所言，則四端之一的「智」當然也含括在內。

三、恆學能擇之謂智
承上之言，若然要明辨是非才是真正的智，那麼明辨是非的明辨又是如何才
能稱之為明辨呢？而此明辨之能又由何而來？以下便是從《孟子》相關的論述
中，勾勒出關於明辨之謂，以及如何方能做到明辨。我們或可從《孟子˙公孫丑
上》以下這三則引文來看：

9 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古
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棄其天爵，則惑之甚者也，
終亦必亡而已矣。」（
《孟子˙告子上》
）
10 徐復觀，《中國人性論史˙先秦篇》
，（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1）
，頁 148 。
11 胡倩茹，《孔孟荀之養生論及其比較》，第三章＜孟子的養生論＞，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
博士論文，2003 年，頁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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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宰我、子貢善為說辭，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孔子兼之，曰：
『我
於辭命，則不能也。』然則夫子既聖矣乎﹖」曰：「惡！是何言也！昔者
子貢問於孔子曰：
『夫子聖矣乎﹖』孔子曰：
『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
不倦也。』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
矣。』夫聖，孔子不居，是何言也！」「昔者竊聞之：子夏、子游、子張
皆有聖人之一體，冉牛、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微，敢問所安。」曰：「姑
舍是。」
孟子引子貢之言，贊同孔子是至聖之人，當然也贊同子貢稱聖孔子的理由為「仁
且智」
。子貢對於仁智的定義為「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
，學不厭指的是
對自身知識的擴充，教不倦指的是將知識傳承的實踐，因之，可以說智需要不斷
的學習。另外，就著「仁且智，夫子既聖矣」的脈絡，還可以發現孔子之智在於
善於觀察與推演：
曰：
「伯夷、伊尹何如﹖」曰：
「不同道。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
進，亂則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伊尹也。
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皆古聖人
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願，則學孔子也。」「伯夷、伊尹於孔子，若是
班乎﹖」曰：
「否，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
「然則有同與﹖」曰：
「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
得天下，皆不為也。是則同。」曰：
「敢問其所以異。」曰：
「宰我、子貢、
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汙不至阿其所好。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
堯舜遠矣。』子貢曰: 『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
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
（《孟子˙公孫丑
上》）
此則引文中提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說明了宰我、子貢、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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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其智到達了能知聖人的行事。而「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這句話顯示了
子貢對孔子推崇之極致，而推崇的根據在於孔子「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
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
，亦即孔子由見前人帝王的「禮」、
「樂」
，可以推知「其政」「其德」，可見孔子的善於觀察，甚至「由百世之後，
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也就是說從百代之後品評百代之前的帝王，皆無逃
於孔子的觀察。綜合言之，孔子非但勝過宰我、子貢、有若足知聖人行事之智，
更且擅於推演觀察。這點在另一則引文中也有相關的論述：
萬章問曰：
「或曰：
『百里奚自鬻於秦養牲者，五羊之皮。食牛，以要秦繆
公。』信乎﹖」孟子曰：「否然，好事者為之也。百里奚，虞人也。晉人
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百里奚不諫，知虞
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年已七十矣，曾不知以食牛干秦繆公之為汙也，
可謂智乎﹖不可諫而不諫，可謂不智乎﹖知虞公之將亡而先去之，不可謂
不智也。時舉於秦，知繆公之可與有行也而相之，可謂不智乎﹖相秦而顯
其君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不賢而能之乎﹖自鬻以成其君，鄉黨自好者不
為，而謂賢者為之乎﹖」（《孟子˙公孫丑上》）
此則引文有幾點值得注意之處：
首先是孟子以「之秦，年已七十矣，曾不知以食牛干秦繆公之為汙也」這個
理由來批評那些誤會百里奚的人不智，因為孟子認為以百里奚七十之齡，卻以五
羊之皮來干求秦穆公的任用，難道不是對自己的一種汙衊嗎？這顯然不合情理
的。
再者，孟子以「不可謂不智」的口吻稱讚百里奚之智，其原因在於「不可諫
而不諫，可謂不智乎﹖知虞公之將亡而先去之，不可謂不智也。時舉於秦，知繆
公之可與有行也而相之，可謂不智乎﹖」也就是說百里奚能看清(預知)大勢知虞
公之將亡而先去之，能有識人之明知繆公之可與有行也而相之。百里奚在進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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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能時行則行，時捨則捨，就是因為他善於觀察推測，從而做出明確的選擇。
這這也是孟子崇慕孔子之因，在前面討論「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
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的引文中，其後有一段原文便有論及：
不同道。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何事非君﹖
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伊尹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
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皆古聖人也。
「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文中的「可以…
則」代表了一種經過判斷之後的選擇。「可以仕則仕」這四句也說明了這是經過
一種明辨的功夫，方能進退有據。與之前子貢推崇孔子善於觀察推演之智綜合來
看，可以說孔子之智，即為不斷努力學習充實自我，奠定良好的學養基礎，善於
觀察推測，能夠知古鑑今，故而能明辨善選。因之，能夠明辨的能力可以說建立
在「學不厭」之上，明辨之後的運用再於「能擇」之上。關於「能擇」與智的關
係，可從下一則引文來看：
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惟恐不傷人，函人惟恐傷人。巫匠
亦然。故術不可不慎也。孔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智﹖』夫
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禦而不仁，是不智也。不仁不智，無
禮無義，人役也。（《孟子˙公孫丑上》）
文中引用孔子「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智」之語，雖然說的是不能擇仁而居
是不得智，但若從反面言之，能擇仁而居則為智。此處的「擇」即為一種選擇，
擇不處仁是一種不智的選擇；擇仁而居才是一種智的選擇。能不能擇其所當擇是
判斷明辨的標準，而明辨的功夫又奠基在豐富的學養上，所以「學不厭，智也」
說明了學對於智的具體表現是非常重要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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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前文不也提到仁義禮智乃「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嗎？若是既然固有，
那麼智又何必學呢？其實這並無矛盾，邵漢明等人所著的《儒家哲學智慧》
說到：
孟子雖總體上主張人生來就具『有不慮而知』的『良知』和『有學而能』
的『良能』，人生來就有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但他並不否認關
於『仁義禮智』等道德觀念的具體知識來源於後天的學習，………人的道
德認識是區別於禽獸的標誌，是人之所以為人的標準，這是從本質層面談
知識的起源，而關於具體知識的來源，則是就現實和非本質的層面而言，
乃是後天人為的結果。12
人固有之的智端，就如前文提到的是指人天生具有「辨」的能力，「學」是能否
明辨的基礎，「學不厭」顯示出明辨須後天落實到現實社會不斷學習來使其擴充
完善，而此一擴充的功夫則是需要堅持的，非惟如此，還需要專心致志：
孟子曰：「無或乎王之不智也。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
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見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吾如有萌焉何哉！
今夫弈之為數，小數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弈秋，通國之善弈者也。
使弈秋誨二人弈：其一人專心致志，惟弈秋之為聽；一人雖聽之，一心以
為有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雖與之俱學，弗若之矣。為是其智弗若
與﹖曰：非然也。」（《孟子˙告子上》）
孟子此處雖言不要怪齊宣王不聰明，但從另一角度來看，也認為齊宣王不智，只
是不要怪他不智。而齊宣王的不智乃因無法專心致志於善性的發揚。

12 邵漢明、劉輝、王水平著，
《儒家哲學智慧》
，（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
，第三章「儒
家認識哲學」，頁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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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擇的情況不一，但卻有一個不變的準則，那就是回歸到道德上：《孟子˙離
婁上》言：
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智之實，知斯二者弗
去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樂則生矣。」
（《孟
子˙離婁上》）
「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說明仁義之本，在於孝悌；而「智之
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標舉出智之本在於明白仁之實與義之實，且不捨棄，包
含了實踐的意涵。這也回應了為何孟子要說「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
莫之禦而不仁，是不智也。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人役也。」
（《孟子˙公孫丑上》）
無人阻止你做仁人，卻自己不肯去做仁人，可以說就是沒有自覺做到事親孝悌之
行，不知仁義之實，當然是不智。孟子以仁義論智顯示出智的明辨最終仍運用在
道德上。劉錦賢在《修身：孟子的生命哲學》說：
可見智離不開仁義禮三者，不過偏就道德上「是是非非」的判斷而說罷了。
可見孟子所說的智，不是從知識的攝取說，而是從道德決斷的智慧說。13
因此綜上所述，我們可以說「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但這做為智端的分辨
能力要經過不斷擴充，即專心致志與不斷的學習，才能將分辨的能力擴充到明辨
的境界，從而面對人生經營時，能不違道德做出明智的選擇，這才是由智端到具
體的智。筆者將不斷專心致志的學習稱為「恆學」，故以「恆學能擇之謂智」言
之。

13 劉錦賢，
《修身：孟子的生命哲學》第一章＜心性內涵＞（海口：海南出版社，2008）頁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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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
由上可知，所謂明辨的標準是依有無違背道德而論，但世人往往將自以為是
的小聰明也稱之為智，也就是說世人所謂智者不見得是有真正之智，《孟子˙離
婁下》
「智亦大矣」一語，道出了智有大小真妄之分，以下乃闡發道德之智與小
聰明之智有何區別。
孟子言性善，主張人將仁義禮智四端擴而充之，則人本然之善便會發顯；而
無違道德的明智之擇，可以無惡。唐端正在《解讀儒家現代價值》一書中說到：
孟子所謂「惡」
，只由於我們在現實生活中做道德或價值判斷時失誤所致。
這種失誤，是後天的、人為的，因而也可以經由後天人為的努力加以克制
和去除，和人的本性並無關係。14
這段話指出了孟子所謂的惡，肇因於「現實生活中做道德或價值判斷時失誤所
致」
，也就是說無法明辨會導致惡的出現。所以，
「智端」不但為人特質之一，且
為善性的元素之一，更可以說是使人無惡的把關機制，智的重要可見一般。但智
從智端到具體的智需要歷程，其間會有不同層次的智。前文提到恆學能擇的智乃
真正之智，而《孟子˙公孫丑上》中所言的「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
的「智足以知聖人」的「足以」顯示智需要到達一定的層次才能知聖人的行事。
孟子對智層次的問題論述並沒有很多，以《孟子˙離婁下》這則為代表：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為本。所惡於智者，
為其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則無惡於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
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
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

14 唐端正，《解讀儒家現代價值》，（香港：商務印書館，2011），第一部＜重讀儒家思想＞「孟
荀的人性論」，頁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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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復觀在《中國人性論史》（先秦篇）中對此則引文有一番解說：
孟子這段話的意思是說，一般人說性（則）人的習慣性來說，人的生活習
慣，只是本於各人生理上的要求（利。孟子一書，常將義利對舉）。但這
些人並不是反對仁義，而是用智來把仁義安放在人的身上，有如告子的「以
人性為仁義，猶以杞柳為桮棬」
，這種智是「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
，這種
智是可惡的（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若智像禹之治（行）水，只順水
就下之性，則行其所無事，而水已治了。若言性者不溺於智而知仁義為性
所固有，順著性裡面的幾希之仁義已擴而充之，則仁義亦行其所無事了。
15

歷來多將此則重點聚焦於仁義之性擴充問題，但值得注意的是「所惡於智者，為
其鑿也」，孟子憎惡那些言性的智者，拿私意去穿鑿附會對於性理的推求。可見
有些智者是自以為是的智，充其量可稱為聰明，並非有真正能明辨的智慧。徐復
觀先生說這種智是「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可見穿鑿附會的聰明不但不是使人
無惡的把關機制；反倒成了善性的禍害者。前文提到智之本是知仁義之本在於孝
悌，即「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
（《孟子˙離婁上》），不知仁義之智，也只是「妄智」 16，可以說這也是老子所
說「絕聖棄智」17命題中所欲棄的智了。

15 徐復觀，
《中國人性論史》
（先秦篇）
，
（臺灣：臺灣商務出版社，1999）
，第六章「從性到心__
孟子以性善言心善」，頁 169。
16 根據趙歧之注：「言能修性守固，天道可知。妄智改常，必以道乖。性命之旨也。」
17《老子˙第十九章》
：
「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巧棄利，盜賊無有；此
三者，以為文不足。故令有所屬，見素抱樸，少私寡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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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另一方面值得注意的是之後孟子接下來說的「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則無惡
於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
《孟子注疏》正義曰：
我之所以有惡於智者，非謂其智也，為其不本性之自然之為智，但穿鑿逆
其自然之性而為智者矣，故曰“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孟子言此，又
恐後人因是遂以為故與智為不美，所以復為明言之，故言如為智者，若禹
之治水，則我無惡於為智矣。以其大禹之治行其水也，但因水自然之性引
而通之，是行其所無事者也，非逆其水性而行之也。若今之人為智，但因
性之自然而為智，是亦行其無事耳，而其為智亦大智者矣。此孟子於此以
為智之美，又非所謂惡之者也。且天之最高者也，星辰最遠者也，然而誠
能但推求其故常，雖千歲之後，其日至之日，亦可坐而計之也。孟子於此
以故為美，所以又執是而言之耳，18
「以其大禹之治行其水也，但因水自然之性引而通之，是行其所無事者也，非逆
其水性而行之也，若今之人為智，但因性之自然而為智，是亦行其無事耳，而其
為智亦大智者矣」這段話說明了大智之智是因性之自然而為智。有大智，顯然有
非大智，再次證明智的層次有分。而孟子所惡者，乃是不順性之本然而人為私意
穿鑿的妄智者。
能行其所無事即正義中所言的「因性之自然而為智」的大智，因為能效法已
然之迹19，
「推求其故常，雖千歲之後，其日至之日，亦可坐而計之也」
，而此等
以故常推計未來，與《孟子˙公孫丑上》引用子貢稱讚孔子之言，是可以相互印
證的：

18 見《十三經注疏》
《孟子注疏解經卷第八下》
。
19 見《四書章句集註》
，朱熹注曰：「故者，其已然之迹，若所謂天下之故者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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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貢曰: 『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
莫之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
前文在「恆學能擇之謂智」的部分，歸納出「即專心致志與不斷的學習，才能將
分辨的能力擴充到明辨的境界，從而面對人生經營時，能不違道德做出明智的選
擇，這才是由智端到具體的智」。走筆至此，可以說若能順已然之迹的故常，能
據此推演過去未來之勢，那便是大智。

五、結論_____「仁且智」是智的大用
前面我們透過釐析孟子關於智的論述，可得以下歸納之言，即是：由是非之
心的智端，透過恆學能擇，成為具體的智，若此過程中皆秉持人所受的天理，不
違道德，因性之自然而為智，便能發顯為大智。因為此智不但已達明辨的境界，
且具有推演的能力。此等能力並不等同那種預知的神通，應該說是一種遠見（此
見的範圍包含了過去與未來）較為合適。
將智運用在生命的經營中，才能發揮大智之用，就以經世濟民為其理想的儒
家來說，最重要還是在治民的運用上：
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
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
《詩》云：
『永言配命，自
求多福。』」（《孟子˙離婁上》）
此章章旨雖在「反求諸己」，但是「治人不治，反其智」顯示出治理者之智關乎
著治理人民的好壞，可知智的運用對於治民的重要。然而，也別忘了前文提到的
智之本為知仁義之本在孝悌，且能恆持不捨棄。「孟子認為智與禮是對仁義的確
知與調節，所以若沒有仁與義，智與禮都是空論」20，孟子之智終究須回歸到道
20 胡倩茹，《孔孟荀之養生論及其比較》
，第三章＜孟子的養生論＞，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
博士論文，2003 年，頁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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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之上。然而儒家理想人格典範的聖人，卻標幟在「仁且智」上，孟子書中的智
常常與仁並舉21。為何不是四端的其他組合，而是「仁且智」呢？楊國榮在《孟
子的哲學思想》一文中提到：
智主要以是非之心的形式出現，「是非之心，智也」其特點在於對行為作
理性的判斷和約束，並賦予自我以自覺的品格。可以看出，在仁、義、禮、
智四者之中，基本的品格是仁與智，所謂羞惡之心與恭敬之心（辭讓之心）
無非是仁智融合的具體形態，正是在這意義上，孟子有時直接以仁和智來
概括理想的人格。22
此話言之有理，但我們不能忽略「且」表明了仁與智的交集，文中「仁」針對愛
人而言，
「智」針對治人來說。能愛人不一定能治人，能治人若不愛人，就不見

21 如《孟子˙梁惠王下》：孟子對曰：「有。惟仁者為能以大事小，是故湯事葛，文王事昆夷。
惟智者為能以小事大，故大王事獯鬻，句踐事吳。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
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
《孟子˙公孫丑上》
：曰：
「惡！是何言也！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
『夫子聖矣乎﹖』孔子曰：
『聖
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子貢曰：
『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
聖矣。』
《孟子˙公孫丑上》：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
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
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
《孟子˙公孫丑上》
：孔子曰：
『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智﹖』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
也。莫之禦而不仁，是不智也。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人役也。
《孟子˙公孫丑下》
：曰：
「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知而使之，是不仁也；不知而使之，
是不智也。仁智，周公未之盡也，而況於王乎﹖賈請見而解之。」
《孟子˙盡心上》
：孟子曰：
「廣土眾民，君子欲之，所樂不存焉。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
子樂之，所性不存焉。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君子所性，仁義禮
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睟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
《孟子˙離婁上》
：孟子曰：
「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行有
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
《孟子˙告子上》
：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
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
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
22 楊國榮，《孟子的哲學思想》
，（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
，第九章＜人格境界＞，
頁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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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有仁政；因此要能愛人又能治人才是真正的聖人，「孟子的聖人實包含主體道
德實踐和客觀的社會實踐」23。
《孟子˙萬章下》有一則關於「智」與「仁」的言論：
孟子曰：
「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
孔子，聖之時者也。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
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
理者，聖之事也。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由射於百步之外也；其
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
「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由射於百步之外也；其至，爾力也；其中，非
爾力也」表明了要能達到真正的目的，需要技巧的輔助；配合「始條理者，智之
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中的智為始，聖為終來說，可見智是成聖的先決條
件；又因「仁且智」的順序是「仁」在「智」先，則又知「仁」是聖的必然條件。
「智」可以說是透過學養的充實，擴充自我是非之辨的能力，達到明辨能測的境
界，而「仁」既然是推愛己之心及於愛人，所以，智需要透過仁推己及人的特點，
不但經營自身的生命，也能因仁而推及到經營他人生命。故而言「仁且智」乃是
智的大用。

23 王季香，
《先秦諸子之人格類型論》
（上）
，收於林慶彰主編，
《中國學術思想研究輯刊》
， （臺
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1）
，第四章「按道德實踐區分的人格類型」
，頁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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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而言之，作為儒家心性之學創始者的孟子，由心善言性善,「最早對心的
精神作用和認識作用作出明確的規定。他指出心是思維的器官,心具有先念的道
德本性、天生具備仁、義、禮、智的道德品性」24，孟子對於智的論述，終究是
放在道德上來說。由《孟子》一書中諸多聖人來看，顯然孟子對於聖人的標準已
放寬了不少，同時他也提倡人人可以為堯舜25。但畢竟聖人是人格最高的理想典
範，要做到最高等級的「仁且智」更是殊為不易；然而至少要自覺到我為人之本
性，除擴充本就屬於道德範疇的仁義禮外，更別忘了在孟子思想中提昇入道德之
列的「智」，將其擴充為明辨之智，能無惑無惡的經營生命。

24 施忠蓮，《靈犀和覺悟：心性的智慧》
，（臺北：國際村文庫書店，1993）
，第一章「發掘石層
下面的甘泉」，頁 31。
25 《孟子˙告子下》
：曹交問曰：
「人皆可以為堯舜，有諸﹖」孟子曰：「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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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於林慶彰主編，
《中國學術思想研
究輯刊》，臺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1 年
唐端正著，《解讀儒家現代價值》，香港：商務印書館，2011 年
胡倩茹著，
《孔孟荀之養生論及其比較》
，第三章＜孟子的養生論＞，中正大學中
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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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教育融入國文課程之教學策略以遠東科大國文課程為例

黃瓊慧



遠東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講師

摘要
生命教育是以人為本的教育，是尊重生命個體的教育，是「全人教育」。自
教育部將生命教育明列教育政策後，開始有計畫推動國內各級學校執行「生命教
育」以來，有正式課程，有非正式課程；教材的選擇與教學策略各自以學校發展
特色和教育理念設計實施。今以遠東科技大學為例，探討將生命教育融入國文課
程教學成效。透過國文課內涵生命教育主題編選教材與創新教學策略，讓學生在
有系統教學規劃下，達到教學成效。教學單元編排依序:檢視自己個人生命源起，
體察親人與朋友對自身影響與支持的小我世界，進而關注生活周遭人、事、物等
的大我境界主題探討；創新教學策略採多元方式進行，運用提問法、繪製心智圖、
典範人物採訪實錄、繪製公益海報、改編文體書寫、小組導讀報告與專題演講，
讓學生對文本進行閱讀、思辯、討論、反思等，再依據教育部提供的修課前後能
力差異調查表，檢視學生對本課程的教學成效。

關鍵字:生命教育、教學策略、國文課程



遠東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講師
Lecturer, Education Center, Far East University
89

遠東通識學報第十卷第一期 頁 89-110

黃瓊慧〈生命教育融入國文課程之教學策略-以遠東科大國文課程為例〉

Life education into the curriculum of teaching strategies Chinese In the Far East University Chinese courses as an example
Huang Chiung-Hui
Lecturer, Education Center, Far East University

Abstract
Life Education is a people-oriented education, individual education is respect for life, is
"all-round education." Since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will next column life education
education policy, there are plans to start schools at all levels to promot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country since "life education", there are formal courses, informal courses; choose their own
textbooks and teaching strategies in school development characteristics and education concept
design implementation. Now to Far Easter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or example,
to explore the life education into Bahasa Malaysia Course results. Lesson meaning of life
through education theme Bahasa Malaysia compile teaching materials and innovative teaching
strategies for students in the systematic teaching plan, to the effectiveness of teaching. Teaching
unit arrangement sequentially: examine their personal life originated, understand the impact of
their own relatives and friends and support the ego world, turning our attention to life around
people, and things like big themes I explore the realm; innovative teaching strategies adopted
pluralistic way conducted using questioning method, draw mind maps, role models interview
with Record, draw welfare posters, writing style adaptation, the Panel report and lectures
Introduction to enable students to read the text, speculation, discussion, reflection, etc., then
according to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Course capacity difference before and after the survey,
students examine the effectiveness of teaching this course.
Keywords: Life Education、Teaching Strategies、Chinese 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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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言
教育有三個要素：傳授知識的知識教育，開發潛力的潛能教育，和淨化心靈
的心理情意教育。教育的對象是人，是以人為本體，自古迄今許多各種教育哲理
都是以人為中心，不斷的在探索人之所以為人；人的生命價值，然而從人的本體
性認識到價值性的認識的過程中，在西方找到了「感性的個人」、「經濟人」、「單
面相的人」1；同樣的在中國，傳統的教育目標是設定在封建制度下的階級倫理道
德架構，不斷灌輸長幼、親疏等關係的概念，結果，不論西方、東方，從人類文
明發展歷程，從古代到現代，看到人與人彼此交相利爭，宗族與宗族、部落與部
落、族群與族群、國家與國家之間充斥著競爭、對立、權貴欺凌弱者，這是不是
指傳統的教育欠缺關懷人的本質及生命本體需求的關注 2?也就是說在教育三要素
中，傳授知識的知識教育與開發潛力的潛能教育，一直被重視，尤其在中國科舉
考試制度下，受教育的目的有其功利性，「十年寒窗苦讀，一舉成名天下知。」
為了功名利祿與生計，汲汲埋首書堆中，淨化心靈的心理情意教育大多是闕如，
這也是一直以來東西方聖賢者試圖從立德、立言、立功，三達德，以身教、言教，
理性的道德思辯、道德的實踐的生命教育，正如西方的蘇格拉底所強調的「真知
即是德行」；孔子的「人而不仁，如禮何? 人而不仁，如樂何?」3教導人們向善，
真誠追求和諧人生，照亮生命的終極目的。
一直以來，對於生命教育的重視正是對人與教育本體的迷失提出批判與反
省，生命教育是真正以人為本的教育4，是尊重生命個體的教育，是屬於「全人教
育」，更是彌補重視強調科技掛帥，科技專業養成教育的不足。自從教育部將生
命教育明列教育政策後，開始有計畫推動國內各級學校執行「生命教育」以來，

1

2
3

4

李萍，〈主題演講－生命教育的本體及其三個維度〉，《生命教育集思－二００一年海峽二岸生
命教育教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宇宙光 2001 年），頁 26。
同註 1，頁 27。
傅佩榮，〈化解意識中的盲點〉，《享受生命—生命的教育》(台北，聯經，1999 年，6 月)，頁
161-176。
同註 1，頁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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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學校在正式課程開設相關課程，有的學校在非正式課程進行，至於教材的選
擇與教學策略也莫衷一是，任由學校與老師以學校發展特色和教育理念相結合安
排相關計畫執行。今以本校為例，探討將生命教育融入國文課程的教學策略的可
行性。

貳、文獻回顧
一、生命教育的定義與內涵相關文獻
近年來研究生命教育學者專家，對「生命教育」的定義、內涵、理念之看法，
眾說紛紜，很難定於一尊，也不宜定論於一家，孫效智教授在<生命教育的內涵與
實施〉一文很明確提出探討生命教育內涵幾個應注意事項:(1)定義問題，任何人都
可以賦予生命教育提出他的理念與想法。(2)共識與開放原則，應該透過交流對話
豐富內涵 (3)周延原則，力求深度與廣度。以下試著提出各學者觀點：
孫效智認為「生命教育」就是「探究生命中最核心議題，並引導學生邁向知
行合一的教育」5。黎建球認為「生命教育是全人教育的核心」6。黃德祥認為「『生
命教育』應該是整體教育中的核心課程」7。錢永鎮認為生命教育四個目的:1.教育
學生認識生命；2.引導學生欣賞 3.尊重生命；4.鼓勵學生愛惜生命。8。陳德光認為
大學生命教育以思考訓練為主要特徵，學習運用理性思考以追求真理9。
黃培鈺為生命教育下的定義是:「對凡與人的生命有關的一切事宜所做之關
懷、教導、和幫助的教育。」10
李萍提到生命教育三個維度：1.生存價值與生活意義相統一的維度，指出尊重

5

孫效智，〈生命教育與大學生通識人文素養〉，《大專校院生命教育學術與教學研討會論文集》
，(2007 年 3 月 17-18 日)，頁 2。
6
黎建球，〈生命教育的意義價值及其內容〉，《生命教育的理論與實務》，(臺北，寰宇，2000
年 11 月)，頁 37。
7
黃德祥，〈小學生命教育的內涵與實施〉，同註 6，頁 241。
8
錢永鎮，〈中學生命教育課程內涵初探〉，同註 6，頁 129-131。
9
陳德光，〈大學階段生命教育的內涵〉，同註 6，頁 55-56。
10
黃培鈺，《生命教育通論》，(臺北，新文京開發，2002 年 4 月)，頁 12。
92

遠東通識學報第十卷第一期 頁 89-110

黃瓊慧〈生命教育融入國文課程之教學策略-以遠東科大國文課程為例〉

生命是人生的第一要求。2.物質追求與精神追求相平衡的維度，才能真正體現生命
的尊嚴、價值及其完整性。3.個體發展與社會發展相協調的維度，社會發展是個體
發展的基礎，如此才能真正把握生命的本質、價值及教育的理想。11
張 振 成 提 出 生命教育的內涵可從下列三個向度來思維：(1)從生物自然界的
生命現象開啟希望之光；從兩性教育中，體認生命的可貴，讓學生瞭解生命的孕
育成長不易，認知生命的起源，珍愛自己的生命；以美的教育培養尊重生命，讓
學生觀賞大自然，接觸動植物，從中體會生命的奧妙和建立對生命的責任意識。(2)
從社會文化的生活體認，激勵服務人生，實現自我。(3)從精神心靈的探索啟迪珍
愛生命，發揚善性。12
吳秀碧指出：個體的生命結構可以分為生理、心理與靈性(即哲學與宗教)三個
層面。因此，生命教育必須涵蓋生理、心理與靈性等層面的教育。13
鄧運林教授認為「生命教育是一種全人的教育，認識生命應包括生命的現象
的生命的境界。在內涵上，生命教育是一種自我認識及自尊的教育，更是一種體
驗教育。從『生活中』『體驗』各種現象，藉此強化對『自我認識』即『自尊』，
並勇於學習蛻變，才能開創人生的新境界。」14
吳永裕校長認為：生命教育內涵應有(1)生命意義、目標與理想的探問與追求，
這是人生宗教哲學關懷課題；(2)成熟的道德思維與擇善能力的培養，這是融合道
德哲學的思辯與理性反省。(3)知情意行的整合。15
教育部(2000)指示各級學校實施生命教育，「目的在於透過全國性校園生命教
育的推動，以落實全人教育與終身學習的教育遠景。而校園生命教育的實施目標
在預期使學生能達到：發展深化人生觀，內化價值觀之生命修養，並培養整合知
情意行，與發展多元智慧與潛能之能力」，且指示，生命教育的內涵包括：「人與
11

同註 1，頁 31。

12

張振成，〈生命教育的本質與實施〉
《教育資料與研究》 卷期:39 (2001 年. 3 月)，頁 49-52;

13

吳秀碧主編，
〈第一篇:生命教育課程的設計基礎〉
，《生命教育理論與教學方案》(台北，心理
版，2006 年)，頁 33-34。

14
15

鄧運林，〈認識生命教育〉，《生命教育論叢》何福田主編(台北，心理出版社 200１年)，頁 22-23。
吳永裕，〈生命教育的內涵與基礎概念〉，同註 14，頁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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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人與他人、人與環境、人與宇宙的四個向度。」
綜合上列所言，個人認為生命教育就是人的完整教育，在幫助學生探索自我
內在生命的存在意義與外在自我與他者關係的建立與關懷，透過實踐的行動，體
現生命價值與倫理道德，做出利他與利己的雙贏抉擇，成就利益一切。

二、推動生命教育政策主導相關文獻
推動生命教育政策主導緣起：
孫效智(2000)與但昭偉(2001)指出，國外明確提到「生命教育」概念的組織是
1979 年在澳洲雪梨成立的「生命教育中心」(Life Education Center，LEC)，其設立
宗旨是致力「藥物濫用、暴力與愛滋病」的防治。
前台灣省教育廳於1997年底於全台推動的中等學校生命教育計畫，教育部於
2000年8月宣佈設立「生命教育委員會」，將生命教育的理念正式納入由小學至大
學十六年學校教育體系中，使「生命教育」獲得一貫化、完整化、全程化的體現16。
自2000年宣布該年為「生命教育年」，並函頒「教育部推動生命教育中程計畫」到
2004年奠定 我國推動生命教育之重要里程碑。在2007年訂定「教育部推動校園學
生憂鬱與自我傷害三級預防工作計畫」，作為教育部2007至2009年推動生命教育之
中程計畫重點工作。接著在2010年至2013年之生命教育中程計畫則以「全人發展、
全人關懷、全人教育」為主軸，強調學校、家庭與社會的關聯，加強整合延續、
發展特色與創新等目標方向。在上述各方案推動之基礎上，教育部在2014至2017
年之生命教育中程計畫，推出「生命教育推動方案」
，希望透過行政機制、課程教
學、師資人力、宣導推廣、研究發展等5大層面推動17。
教育部自民國 100 年起迄今，推動執行人文相關領域中綱計畫，在中綱計畫項
下「強化人文藝術及社會科學基礎應用人才培育計畫全校性閱讀書寫課程推動與
16

陳立言，〈生命教育在台灣之發展概況〉(2004 年)取自:www.kyu.edu.tw/93/epaperv7/066.pdf，閱讀
時間 104.5.12。

17

參見教育部生命教育推動方案，103 年 3 月 3 日臺教學（三）字第 1030027799 號函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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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新計畫」
，依據其辦理補助徵件須知之目的及其原則，得知此計畫以革新創意教
學方式，融入生命教育，
「將校內共同必修中文語文教養課程，如:大一國文、古典
文學、現代文學、文學欣賞等，藉由革新推動，不但提升學生閱讀及書寫能力，
更進而深度認識並探索自我，關懷他人及社會，培養生命觀照之能力。」18此項計
劃更促進生命教育在大專院校的展開與推動。

三、生命教育課程規劃相關文獻
關於生命教育課程之開設與規劃，可從具體的生命教育課程目標來規劃，依可
包括下列五項：19
(一)探討與了解生命與死亡對於人類的意義與影響。
(二)學習面對生活中有關生命與死亡情境的因應方式與技術。
(三)探討生命與死亡的權利，培養適當的對待生命與死亡的態度
(四)了解生命和死亡與人類創作的關係，促進個人善用生命與死亡所體驗
已昇華為創作的動力。
(五)探索與發現生命的存在意義，建構適切的個人人生觀。
吳秀碧引述:英國的課程專家 Stenhouse 教授(1975)認為，成功的教育是一種知
識引導與智慧啟發，主張「歷程模式」
，作為「具體教學目標」的指標或「預期的
學習結果」
；因為生命教育應以學生個人經驗為起點，教師施教實應以協助者和引
導者的角色為主，尊重與接納學生個人的特殊經驗與獨特意義，一如 Stenhouse 的
理念，重視學生自主自發性的思考與其個人的思想，以提供學生經驗與反思的過
程為主，以學生學習歷程作為設計思考的重點，不是以學習特定結果為設計的重
點。20生命教育的課程設計必須重視後現代課程的精神，並強調學習的歷程，而不
是學習的預定目標與結果。21

18

參見教育部辦理補助全校型中文閱讀書寫課程革新推動計畫徵件須知，中 華 民 國 104 年 3 月
20 日 臺 教 資 (一 )字 第 1 040002889 號 函 訂 定 。

19

20
21

同註 13，頁 41。
同註 13，頁 45。
同註 13，頁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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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芳玲(2002)則提出四點課程設計原則，茲簡述如下：1.以學生為本位；2.兼重
內容與形式；3.重視概念的三階段：經驗、察覺、瞭解：係根據 Confrey 的三步驟：
「經驗、察覺、瞭解」，使學習者能完整學習；4.強調豐富性、回歸性、關聯性與
嚴密性四種取向：係引用 Doll《後現代課程觀》一書中所提出的「豐富性、回歸性、
關聯性、嚴密性」四個課程概念。再者，亦應注意課程設計的一般性原則，如：
「統
整原則、銜接原則、積極原則」等。22
生命教育的課程理念與實踐形式，包括正式課程、非正式課程與潛在課程的薰
陶；開展的面向包括：人與自己、人與他人、人與社會、人與環境、人與自然、
乃至人與宇宙的關係之聯繫與建構；目標包括認知、情意、行為與價值等層面。
強調關懷的情操與實踐的行動，尤其是體驗活動與服務學習，期使生命感動生命、
生命帶動生命，使吾人的生命能達致全人的開展，展現生命的意義與價值23。
目前大專院校相關生命教育課程如下:依據張新仁、張淑美、魏慧美、丘愛鈴，
〈大專校院推動生命教育現況及特色之調查研究〉(2006)統計結果:
(1)設立生命教育系所研究所的僅有6所。」(2)在「相關系所開設生命教育
課程」部分，有國立高雄師範大學等21所，佔163所大專校院的12.88%；課
程以「生命教育」、「死亡教育」為多，餘為「中國傳統生命禮俗」、「生
命與人」、「佛教的生命探索」、「死亡心理與諮商」、「宗教療癒」、
「悲傷輔導」、「助人歷程」、「臨終關懷與社會工作」、「生命課題與
諮商」、「死亡與善終社會工作」、「社會宗教與倫理」、「倫理學」、
「佛教生死學」、「佛教身心治療學」、「自我探索與成長」、「悲傷輔
導與臨終關懷」、「生命倫理」等。開課系所之屬性以文學院(如：中文系、
哲學系)、社會科學相關科系(如：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輔導與諮商學系、

22

23

張新仁、張淑美、魏慧美、丘愛鈴，〈大專校院推動生命教育現況及特色之調查研究〉《高雄
師大學報 21 期》(2006 年)，頁 5。
同註 22，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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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與諮商學系)為主，師資培育中心亦是開課單位之一；此外，護理系、
牙醫系也開設相關課程。(3)在「通識中心開設之生命教育課程」者有120
所，約佔73.62%，將近四分之三。課程名稱以「終極關懷與實踐」方面的
課程最多，共72門；其次是「綜論」的部份，有50門；再次為「倫理思考
與反省能力培養」，有14門；「人格統整與靈性發展」方面的課程最少，
僅有2門。24
可知以現階段大專院校開設有關生命教育等課程，從其課程名稱觀察，大抵
都採融入式教學策略居多。

四、生命教育教學方法相關文獻
生命教育在實際教學上，可歸納為下列兩種模式，均可相互為用(張淑美，
2006a；Heuser, 1995)：1.認知的／訊息的：以提供文章、資料、書籍或視聽媒體的
呈現，由主講人(教師)介紹的方式。2.個人的／情感的(或經驗的)：以學生為主，
用各種經驗、情緒分享的方式來探索情緒和感情。黃雅文(2006)則綜合國內外與生
活技能(Life skill)之相關學理，提出「共有體驗生命教育生活技能教學模式」，包
括「共有經驗的具體經驗；感性經驗(包括五官與情意體驗等)；理性溝通與反省；
產生抽象概念與喚起生命意義；主動實踐與創造、工作；以及行動中省思」等六
大內涵與步驟，具生命教育實施之學理與實務價值。25
由此基礎發展出各式各樣生動活潑，適性適齡的教學策略，如吳秀碧主編提
出：
「依據張淑美教授(1996)曾彙整美國學者在大學的生命教育教學使用的教
學技術，有:親身體驗法、欣賞-討論法、閱讀-指導法、模擬想像法、價值
澄清法，甚至隨機教學等。綜合教學方案可使用以下方法，在教學進行中：
1.內省法、 2.角色扮演 3.團體討論 4.小組討論。5.辯論 6.創作 7.冥想 8.
24

25

同註 22，頁 15-16。
同註 22，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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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討論 9.閱讀-討論 10.心得報告:學生思考的素材 11.檢核表 12.參
觀、訪談或田野調查 13.實驗性活動(體驗式)14.隱喻法:隱喻可以是故事，
是成語，是俚語，是物品，是任何事物。15.故事。」27

五、融入式教學策略相關文獻
依據徐敏雄（2008a）的研究裡，提出「社大融入式課程設計」的概念：
融入式課程的緣起與基本概念歸本溯源，徐敏雄（2008a）所提到「融入式
課程」的概念在國外能源教育或科技素養教育中早已被提及，各家論述中
以 Laughlin 與 Engleson（1982）提出的美國 Wisconsin 州能源教 育融
入式課程最負盛名。該文中，Laughlin 與 Engleson 把融入式課程界定為
將原本分屬不同類別、實際上卻相互關聯的單元（units）融合在一起教授。
28

另外在《課程改革新論》一書中，黃政傑（2005, pp. 137-138）曾提出下列五種
融入課程型態：
第一種是「把議題當成一個教學科目施教」。目前各大學普遍開設的兩性
平等教育、環境教育與生涯教育都是實例。第二種融入式課程型態是「附
加的型態」，是在現有的一個或數個學域或學科中，添加一個或幾個單元
的社會議題，可以是知識、技能與情意內涵。第三種課程型態是把社會議
題「融合到學域或學科內現有單元」中教授，是把社會議題的重要內涵分
散、融合。第四種課程型態是採取「課外活動」的型態，教師在學校非正
式課程（例如，專題演講、校際活動或 班週會等）進行。第五種課程型態
是「潛在課程」，利用校園及教室環境布置，將所欲融入之議題相關教材
布置在環境之中，包括垃圾分類制度、參訪社會福利機構等活動均為實例。

27
28

同註 13，頁 51-53。
徐敏雄，〈社區大學融入式課程設計之研究：基隆和新竹青風香社大的比較分析〉，《教育科
學研究期刊》，第 54 卷第 3 期，(2009 年)，頁 56。
98

遠東通識學報第十卷第一期 頁 89-110

黃瓊慧〈生命教育融入國文課程之教學策略-以遠東科大國文課程為例〉

29

參、以關懷生命為核心融入國文課程-以遠東科技大學為例
一、以融入生命教育為核心理念設計國文課程教材
(一)改革緣起：教材與教學策略改革之必要性
1.本校學生來自技職學校，在人文素養的認知普遍低落，尤其對於一般歷史、
社會、藝術、文學等課程均感到無趣，須有創新教學策略，以適才適性教學措施，
提升閱讀興趣與能力，透過人文教材，以生命故事感動生命，啟發個人對自身生
命存在價值與肯定，提升其自信心，激勵志氣。
2.在e化浪潮的影響下，稍縱即逝變化多端的視聽閱讀習性，要新世年輕人細
細品味國文教科書中選文描繪的情境，想像勾勒作者所營造的氛圍實屬不易，更
何況傳統大學國文選選文多是：缺乏新理念，與現代人的生活與心靈脫節；停留
在課文選讀，欠缺系統性的整理；未能結合專業與人文，減低實用價值（何寄澎，
1990；王熙元，1991；簡光明，1994；丁亞傑，2001）30。如此怎能吸引新世代年
輕人喜歡國文課，是必須對教材選文有所更新，以生命教育為核心選文，較能召
喚情意，激起共鳴，進而願意在教學現場融入文本內容，進行閱讀與反思。
3.新世代雖善用網絡連結、交換訊息，加上網路文學形式短且直接表述，多取
材自身邊瑣碎小事與情事心情得表述，較少有全然關照人與他人、人與自然萬物
相互尊重之宏觀格局的論述，加上大多長期孤雛「宅」居家中坐，不擅與人面對
面溝通，對生活周遭人情世故也顯得淡漠，少見令其關注生命本體，展現熱情的
事，當此需透過生命教育教材，透過課堂教學互動讓學生對自己身處的環境、空
間、人、事、物等引發觀察的好奇與關懷，產生與人、與土地、與萬物的情感連
結。
29

同註 28，頁 57。

30

王靖婷，
〈大學國文教學面面觀：相關研究之回顧與展望〉《通識學刊》
，(2009 年 1 月)，頁

139-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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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傳統單向講授國文教材的教法，已無法讓鮮少閱讀文本的技專學生產生學習
意願，需要透過革新國文課程教材與創新教法，讓學生重拾學習樂趣與動機，進
而透過觀察、反思，以激發內心情感的熱情，願意觀察記錄，培養出能觀照自己
內在需求，更能體恤他人，照拂老弱殘疾的族群的氣度人才，具優質公民素養之
國民。
(二)以生命教育為核心的教學目標:
1.讓學生透過文本引領，重新看待自我成長的歷程，引領學生關照生命本質與
意義，觸動心靈情懷，時時感恩。
2.讓學生能探索生命存在的意義，感受生命本質之可貴，思及自身活著的價
值，用心感受、體察周遭的人、事、物的真善美，以欣賞、尊重、包容的情懷看
待世界。
3.能尊重他人生命與異族文化的價值，關懷社會弱勢族群，以行動展現生命存
在無限可能與作為。
(三)以關懷生命為核心議題融入教材之設計理念:
1.教材設計理念：以「關懷生命觸動心靈」為核心議題融入大一國文課程，採
「探索-認知-反思-行動」教學策略進階引導，一層層由淺入深，由外在視覺感官
探索，到內在心靈深處感悟的課程設計，透過關照生命的議題，有系統性安排教
學單元，選擇適當教材，設計教案，結合時事，主要目的是希望教學目標能更明
確在關照生命本質的歷程活動與個體對生命本體的體悟成長。從認識自己的存活
開始看待自身生命價值，提升個體生命與群體生命的關連性，讓學生體悟自我與
他人、自我與環境、自我與萬物的生命連結。
2.教材的核心架構：從個人的生命出發-探索族親家人生命的尋根，到認知個
人生命價值與族親的關聯，接著透過典範人物影響力，進而體認個人與社群、土
地的生命連結，最後反思個人如何展現生命存在的價值，為他人展開愛的行動，
讓生命個體體現關懷他人時展現生命存在的意義，有系統安排教材，讓學生從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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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學期的自我生命存在意義與認同，外擴到關照自己家族親人、同儕，以及鄰里
社區人物生命的可貴與可敬，接著進入第二學期以關懷弱勢族群與回顧自己生長
的土地、環境，擴及愛護大自然萬物。學生在有系統的教學單元設計下，透過閱
讀相關文本與影視資料和實境踩踏參訪，以及接觸自選的典範人物訪談紀錄，感
受與自身生命與社稷、鄉里，是一起共生共榮，進而觸動心靈深處，反思自己可
以筆代槍，為公益議題發聲書寫，讓只顧及個人身心靈成長的小格局，擴大到關
注他人與社會的大胸襟。
3.融入生命教育的教學單元內容如下：
以「肯定自我生命的價值，關照他人生命、為公益發聲」的核心架構設計八
大教學單元，上下二學期各四個單元。略分於下：
上學期：肯定自我生命的價值為核心
第一單元「閱讀與生命的連結」，教學目標：讓學生明白閱讀的意義與擴展
生命價值的關連，激發學生對閱讀重要性的思維與認同，才能開展自我學習與成
長的大學生活。課程內容:第一部分-學習閱讀的方法著重在:閱讀的定義探索、SQ3R
閱讀策略的指導、從認識一本書開始到運用心智圖製作閱讀筆記入門，讓學生「工
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懂得閱讀才能願意閱讀喜歡閱讀。第二部分-閱讀可以擴
展生命高度；第三部分-邀請專家學者親身述說從享受閱讀到生命故事書寫的自身
經驗。
第二單元「自我生命意義的探尋」
，教學目標：讓學生透過認知自己名字的意
義開始，檢視自己性格優缺點與發現自我生命存在價值，反思自己與家族關係。
課程內容:第一部分從自我名字出發→尋根探源；第二部分著重引導學生探索個人
性格與行事風格；第三部分著重引導學生找到自我定位尋求生命意義。
第三單元「生命力量的泉源──親情/友情」，教學目標：讓學生探討親情與
友情是生命力量泉源，人生二大支柱，如同左右護法一路陪伴個人成長。課程內
容:分二部分進行，第一部分探討親情與自身的親密關係，感念父母生養育教的恩
情；第二部分探討友情的力量，體認友情在生命中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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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單元「典範人物的追尋」
，教學目標：希望學生了解小人物也能成就大事
業，做出利他事蹟，發揮人性光輝，成為別人眼中典範人物。課程內容:分三部分
進行，第一部分閱讀取材老、中、青三代不同年齡層代表人物事蹟，第二部分學
習報導文學書寫，第三部分實境採訪學習。
下學期：關照他人生命、為公益發聲為核心
第五單元「尊重多元文化──從原住民到新移民」，教學目標：讓學生延續
上學期關注生命議題，從自身生活處境出發，反觀他人生活處境，學會尊重不同
生活習俗的各族群文化。課程內容：第一部分尊重原住民文化，閱讀原住民文學。
第二部分關懷新住民母國文化，第二部分關照新住民，聽聽她們離鄉背井奮鬥求
生與思念母國的生命故事。
第六單元「關懷耆老與殘疾弱勢」，教學目標：讓學生反思發現「人終有一
日會老」；「萬一自己因意外事故行動不便」；「或家有罕見疾病」等現實處境的弱
勢族群的處境與心理，去同理這些人，關照他們的不便，而展現關懷行動。課程
內容：第一部分「關懷耆老」探索老人生理、心理需求，喚起年輕學子「老吾老
以及人之老」的同胞情誼，並反思自己是否善待與尊重鄰里耆老？第二部分「關
照殘疾社會弱勢者」，從社區鄰里出發，把關注焦點更往外擴及「關懷社會弱勢
族群」，透過文本閱讀與新聞報導，讓學生真實感受，現實生活中有一群需要每
個人設身處地為他們著想，甚至需要及時伸出援手幫助的人。
第七單元「關懷民生生計-農、漁、鹽業市民心聲有誰知」
，教學目標：讓學生
在日常生活民生物資需求下觀察從事此相關行業者的心酸血淚。課程內容：第一
部分關照農家生計；第二部分關照討海人生苦楚，探索所謂「粒粒皆辛苦」、「爸
爸出海捕魚去為什麼還不回來？」等背後不為人知的心聲，學習「一元柳丁，風
起雲湧」作者沈芯菱敢為農民發聲；楊儒門等人關心農民行動。
第八單元「鄉土情懷-叫叨故鄉的名」，教學目標：讓學生回探故鄉的身世。
從重新探尋自己的故鄉進而連結到對臺灣土地、環境有更深入的認識提升更深厚
的情感。課程內容：第一部份認識自己的故鄉，觀察在地人、事、物的變遷，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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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鄉土文學作品；第二部分關注當今台灣的環境狀態，閱讀生態文學作品。

二、生命教育融入國文課程之教學策略
(一)在閱讀教學引導部分：以「學生為學習主體，老師為引導者，激發學生探
索學習興趣是主線」的關係運作，進行開發「探索、認知、反思、行動」的教與
學的教習工作。具體教學策略如下:
1.文本閱讀引導部分
1) 預先製作教學投影片上傳教學網路平台，讓學生自學:依據各單元教材內
容，分別從選文作者背景介紹、作者創作本文意圖、文本內容主旨、段落
大意、精彩片段、問題與討論、延伸思考與議題探討等內容，編製各單元
教學投影片，上傳本校網路教學平台，讓學生事先預習課程內容。
2) 課堂教學活動採用師生互動對話模式：運用師生對話與問題討論法，由老
師或學生依據文本內容設計題目，讓學生依問題提示探索文本內容與意涵
提升學生文本閱讀能力，與口語表達溝通能力，以激起教學相長的火花。
3) 教學引導時請學生運用隨身的手機與平板電腦，在課堂上依文本內容與延
伸議題，上網進行蒐集材料與閱讀，並繪製心智圖，指導學生探索、解析
文本作者書寫的時代背景，相關地理環境、人文觀察等材料，培養學生解
讀文本與認知的能力，同時深入了解作者在文本中藉由文字所要傳達的生
命價值觀與所堅信的理念。
4) 善用相關影視資料補充文本內容，加深學生對單元主題探討議題深度。
5) 以分組討論與報告方式進行文本導讀工作，讓學生學習歸納文本重點與設
計相關議題能力。小組成員依班級人數多寡分若干組，選一人為組長，做
協調溝通工作。其小組討論分為課前預習討論、課堂文本閱讀討論、及課
後網路討論與期中、期末動態活動參與等工作，在小組討論與報告中讓學
生實踐與他人互動、傾聽、尊重等生命教育。
(二)專題演講教學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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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單元教材依主題邀請進行專題演講教學活動，邀請校外相關人士，如文本
〈如果我能唱〉原作者黃美廉博士26、新住民代表泰國籍汪小鳳、越南籍邱惠女士、
視障街頭藝人《光明恆生》作家程恆生、漸凍英雄蕭建華先生、腦性麻痺患者黃
美廉博士、謝坤山、楊恩典口足畫家等人與繪本作家郭洪國雄27等人蒞校，與學生
直接面對面分享其生命體驗與對自身生命價值的肯定，演講時間約八十分鐘，並
預留二十分鐘做為與學生互動對話之用。同時運用學習單請學生紀錄演講內容和
書寫回饋心得。
(三)實境觀察，走讀記錄教學活動:
採用觀察記錄法，除了帶領學生進行戶外教學實境觀察活動，由老師帶領同學
先在校園巡旅，介紹校園各角落景觀，進而到校外進入原住民村落查踏，聽取導遊
老師介紹村落居民的生活文化，觀賞部落鄉居的裝置藝術與植物，要求學生在這些
活動過程，運用五感(看、聽、聞、嚐、嗅)體驗，也請同學選定一為典範人物進行
訪談，並拍攝紀錄，蒐集書寫材料，最後完成小組報告或個人圖文書寫紀錄。讓學
生透過實地訪查反思原住民部落文化的豐富，充滿與大自然和平共生的的謙遜生活
哲學意義，了解個體與大自然環境共生共榮的永續生命。這是教育擴展生命格局與
視野的一步。
(四)心智圖繪製教學活動:
採用分析統整法，介紹心智圖繪製功能與運用，讓學生在課堂上不要侷限在學
習單的書寫，偶而穿插使用心智圖繪製，讓學生理解文本內容，整理重點，進而延
伸出自己生命成長歷程的反思，確認學生能掌握文本內容與意涵之外更能進入自我
生命的探索。
(五)設定議題探討教學活動:
採用資料蒐集法，讓學生從文本閱讀延伸到發覺實際生活中可關注的社區鄰里弱勢
族群等公共議題。以第六單元「關懷耆老與殘疾弱勢」為例，文本閱讀為黃春明先
26

27

黃美廉出生罹患腦性麻痺，1992 美國洛杉磯加州州立大學藝術博士，1993 中華民國十大傑
出青年。
郭洪國雄樹德科技大學人類性學研究所助理教授，繪本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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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死去活來〉，教學活動，分別是(1)引起學習動機(2)閱讀文本(3)體驗學習 (4)
書寫創作四步驟。從報章雜誌關於老人議題的相關報導，選出和當時社會脈動接近
或和文本故事相類似的文章內容，向學生說明及問題提問，激發學生學習動機，接
著讓學生體察到對老人家身心靈健康的關懷，感受文本主角老而不死，拖累子孫的
現實無奈與殘酷，學會在當下要懂得尊重、體恤老人，讓他們生活過得有尊嚴。另
外以第八單元為例「鄉土情懷-叫叨故鄉的名」:蔡珠兒寫的〈樹殤〉
，學生依文本內
容提出以搶救老樹為核心議題，擬定主題，確定動機，小組成員分工職責，蒐集資
料，編寫文稿等，最後製作公益海報宣傳，學習為保護生命、為爭取生存權益、為
真理公益發聲。
在教學策略方面可歸納出下列幾種:在課堂內:運用提問法、繪製心智圖、公益
海報、改編文體書寫、小組導讀報告等各種方法，協助引導學生進行文本閱讀教學
活動；邀請作家與生命鬥士、新住民代表依單元主題進行生命故事的分享，讓學生
親近其生命光彩。在課堂外:帶領學生進行實境查踏戶外教學、小組採訪報導作業
等進行觀察記錄、體驗學習活動等。

肆、教學回饋成效
一、學生對國文教學的回饋
為了確定學生在以生命教育為核心的國文課程這一年的學習狀況，製作期末
學習回饋單請學生依序回答: (一)請寫下自己心目中最好的期末個人作業和小組
報告，請詳述內容優缺點、值得學習仿效之處。(二)本學期教學活動有(1)課程教
學(2)小組討論(3)書寫作業(4)演講(5)校外參訪，請分項寫下上列五項教學活動對自
己的學習意義。(三)本學年單元課程有：下學期有(1)尊重多元文化-從原住民到新
住民(2) 關懷耆老與殘疾弱勢(3) 關懷民生生計-農、漁、鹽業市民心聲有誰知」(4)
「鄉土情懷-叫叨故鄉的名」，請串連單元課程彼此的關係，並寫出自己的參與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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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四)給教學團隊(群組老師和教學助理)的話與建言。31學生大多能詳細填答對
國文課程的整體印象與想法，做為檢視本教學策略的參考建議。茲以第二題學生
回饋(擇選1.2)驢列如下:
能源一忠林昆聖:(1)老師上課時很有趣 不會死死的都只教課本 而會教
有關於上課的東西 讓我們更能了解。(2)小組討論或做報告 讓我們更團
結更有默契 同時也培養更深的友情 這點我最喜歡。(3)書寫作業讓我們
心裡的想法和感覺都寫下來，讓別人知道我們的想法也很好。(4)演講最
大的意義就是讓我們知道一些我們不知道的過程，供我們參考和勉勵著我
們。(5)校外參訪是我的最愛，因為有時候你沒去過的地方，可以藉由校
外參訪去了解更多增進知識。
休閒一忠姚宗錫:(一)能夠與老師互相討論(二)與同學互相解決問題,增進
彼此之間的默契(三)激發自己的創意書寫能力(四)了解演講者的故事(五)
知道參訪地方的文化習俗。
休閒一忠鄭由凰:(一)我覺得課程選文選得好，才讓人有興趣去看,去讀。
(二) 一個人時可能想的不多，當有兩個人以上時就有無限的想法,分組我
很喜歡。(三)有時候光讀也不清楚，這時候就要寫,寫出自己的想法。(四)
演講可以聽到跟書上不一樣的地方,台上的人會說一些書上沒有的趣事,也
可以學到他們的台風。(五)書是死的可是外面世界是活的,有時候光看書看
不懂,聽也聽不懂,如果可以出去看看,摸摸就會發現更不樣,也會對課本裡
情境更有印象。
另外從第二學期的期末學習回饋其中一項問題：「本學年單元課程有：下學期有
(ㄧ)尊重多元文化-從原住民到新住民(二) 關懷耆老與殘疾弱勢(三) 關懷民生生
計-農、漁、鹽業市民心聲有誰知」(四) 「鄉土情懷-叫叨故鄉的名」，請串連單
元課程彼此的關係，並寫出自己的參與感想。」學生的回應(摘錄其中1.2為代表)
31

黃瓊慧，編〈102/2 大一國文：關照生命觸動心靈閱讀書寫期末報告回饋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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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
自控一孝楊佳穎提到:現在的少子化問題，年輕人都移居到外地工作，比較
沒有時間回到自己的故鄉去照顧老人家，一開始我們比較不尊重原住民、
新住民，到後面漸漸的接受他們，她們也只是為了爭一口飯吃，養活自己
的家庭，顧自己的三餐而去實踐自己的理想。農民一年四季都很辛苦假如
沒有他們的種植，我們怎麼可能會有美味又好吃的食材可以拿來煮東西來
吃，我們還是要心存感激。
商設一忠劉依庭: 第一個尊重讓我聯想到人性,第二殘疾讓我知道同情心
和幫助心, 第三工作的艱辛, 第四是讓自己更愛自己的故鄉更珍惜所有的
一切 我看到它們彼此關係密切都與人有關係不管是心理方面或是工作上
物質上都有息息相關代表人可以有不同的感觸和感情以及煎勞等等…..
從這些單元讓我們知道生活中遇到的人很有可能就是這樣我們該如何去想
或是如何去幫助他人讓自己更有愛心,如果是生計方面則是知道我們會怎
樣過日子該如何面對要更有力量。最終還回到自己的家鄉讓我發現平常不
以為然的地方，卻是很有情懷的。另外對專題演講的想法如下；我最喜歡
蕭建華那一篇心得報告!! 我最喜歡聽到這種感動人心或者可以激勵人心
的演講。我感受出我在困難中遇到痛苦時，我可以想到蕭建華,我在人生當
中還要計較多少呢?我好手好腳的卻沒珍惜著。因為最近自己很低落,所以
我很喜歡這篇演講心報告，就是: 改變觀念,勇敢面對,不要害怕,要去幫助
身邊痛苦的人。

二、學生修課前後差異分析
依據教育部提供的修課前後能力差異調查表，請修課學生填寫對本課程的教
學與修課前後差異感受度，有261位學生填報的回饋，其中有關於生命教育的提問，
學生回報的百分比與原因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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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能提升我的學習興趣:80.1%，原因:選教材內容有 59.0%學生，表示有時會
是一些比較符合時事或是令同學感興趣的話題；選老師的教學方法有 54.8%學生，
表示在課堂中老師有時會採用說故事或者影片引導的方式，使學生引發學習興趣。
1-5 能提升我獨立思考的能力:78.6%，原因:選教材內容有 54.4%學生，表示透
過一些申論題啟發同學許多不同的知識面；選老師的教學方法有 60.2%學生，表示
在課堂中老師時常會發問問題並指定同學報告，在探討申論題時，老師會引導到
許多重要的概念，讓學生進一步思考。
1-6 能提升我的團隊溝通的能力:79.7%，原因:選教材內容有 49.8%學生，表示
透過問題探討進而誘導同學能更進一步的創意思考；選老師的教學方法有 58.2%學
生，表示在課堂中有時發問問題後會讓學生有進一步的問題探討，在問題回答時
有時老師會更希望聽到一些特別的答案。
1-8 能提升我對生命的觀照 81.3%，原因:選教材內容有 65.9%學生，表示截取
生命教材的精彩片段多方向的能觸發同學心靈；選老師的教學方法有 58.2%學生，
表示在課堂中有時會上到對生命的啟迪、人生的探討，讓同學更了解生命可貴，
在這些生命課程裡，老師也會分享自我的人生經歷，也藉此勉勵同學，學生因此
更能感受到以生命啟迪生命。
2-1 學習到更多說故事的能力有75.1%學生，表示原因:在課堂中常會發表自我
觀點同時也讓同學學會說故事，使學生更能分享在日常生活中觀察到的生命故事。
2-4 能激發自我深度思考的能力有77.4%學生，表示原因:在課堂中當生命教育
與自我觀照互相呼應時，便會觸動內心深處思想進而自我省思人生的價值和意義。
2-5 能從講者身上學習面對挫折的方式有82.8%學生，表示原因:在課堂會舉辦
專題演講，請生命鬥士分享其生命故事，當學生內心深處被觸動時，會學習講者
生命的寬度及長度，自然會想到自己也應該勇於接受生命中遇到的各種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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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
從以上學生回饋，反應出學生因國文課程教材以生命教育為核心，選文有個人
生命故事色彩；感受個人面對親人的生、老、病、死的情感書寫；有對社區鄰里
的關懷報導等多元取材的內容，是貼近學生的生活經驗；所描述的場景就在眼前，
是學生親眼可看、可聽聞、可觸摸踩踏；所感受的是共同的生命經歷事故，如此
讓學生在上國文課進行文本賞析與閱讀時，更容易產生共鳴與感動，自然引發學
習興趣。
在技職專業學習掛帥的風潮下，能有效進行人文教育與生命教育，需要打破
傳統既定的國文教學模式與歷代文選式的教材，以創新國文教學的教學策略和關
注生命議題為核心的教材，讓學生能在課堂中樂於學習，進而從文本閱讀中得到
啟示，引領思考人文教育與生命教育的必要性。
以學生為主題教學模式，透過國文課內涵生命教育主題教材與教學策略，讓
學生在有系統規劃下，能依序檢視自己個人生命源起，體察親人與朋友對自身影
響與支持的小我世界，進而關注生活周遭人、事、物等的大我境界，對文本作者
所關注的生命議題與延伸的公共議題，進行閱讀、思辯、討論、反思等學習過程，
在在觸動學生的視野與心境，帶領學生體悟現實生活中，個體生命面對種種困境
與挫折時，如何面對與解決，同時也有能力成為別人的生命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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