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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典閱讀課程的設計 
－ 以《水滸傳》為例

臺北醫學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

陳瑞玲  

摘要

本文是筆者開設「《水滸傳》品讀」課程三年經驗的回顧。

在中國的藝術創作中，將文學轉換為繪畫有長久的傳統，雖然文

字與圖像是兩個不同的媒介，卻常常相互借用並發展出各自的面

貌，圖像研究的過程中文學原典的閱讀與分析便成為風格探索重

要的依據。作為一個藝術史教師，筆者嘗試從文本與圖像兩個角

度帶領學生觀察《水滸傳》這本小說，文章分為三個部分，分別是：

作為一個藝術史教師參與經典閱讀課程的思考；課程的規劃與結

構，以及筆者課程操作的成果與反省。

關鍵字：水滸傳、經典閱讀、教學行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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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1994 年黃俊傑教授於「全國大學通識教育研討會」中，針對

臺灣通識教育提出建言，在執行策略上他省思現今學生教育工作

的困境，特別指出臺灣特殊歷史環境下時間意識較為薄弱，為補

這些不足，他提出中國古代經典教育的重要性，認為經過時代淬

鍊的經典可以增益學生「思考人類文化重大議題時的文化資產與

時間意識」，並且「對人類心智有所啟發與陶養，幫助學生立身

處世」( 黃俊傑，1995：42-43)。並認為透過經典的引導閱讀，引

發學生與古人心靈相交，帶著現代問題叩問古代大師，可以培養

一個人全面性的發展。這一論述既點出大學生教育的問題亦指出

發展的策略，可說影響重大，也成為近十餘年來高等教育通識教

育發展的重要方向。

北醫的經典閱讀課程亦在這樣的情境下開始，主要由通識教

育中心推動，鼓勵中心老師參與開課。課程推動之始，中心政策

即是採單一經典的教學模式，鼓勵每位專任老師認養一本經典，

從自身的專業出發進行課程發展的研究。筆者是中國藝術史專業

的教師，專長在於透過藝術品風格的理解與討論探索文化的議題，

受到古典教育與當時時空氛圍的影響，長期以來認為經典閱讀應

屬於中文或歷史、哲學領域教師的專長，而非藝術史的領域。因

此，發展初期雖然參與多次內部討論，心中對於非中文、哲學或

是歷史專長的教師要如何發展經典課程，實是抱持高度的疑慮，

直到參與由林文琪老師帶領的課程發展學習社群才有所改觀。林

老師邀請已開始進行經典閱讀課程的老師們分享自己摸索的過程，

說明北醫的經典閱讀課並非以文學或哲學的角度解讀，而是希望

老師就自身的專業提供學生閱讀經典時更豐富的理解與批判的能

力，為此她也將反思寫作和經典閱讀教學結合運用的心得與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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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分享，並為每位有心參與的老師爭取教學助理紀錄課程發展，

在這樣的備援下，筆者方才開始思考自己要怎麼切入這樣的課程。

筆者有幸從課程規劃的初期即參與其中，以藝術史教師的身分從

抗拒到接受，雖然花了近十年的時間，也成功開設一門經典課程

終獲得學生正向的肯定，一切出於意外但收穫很多。本文僅就是

自己從開設到長期經營課程的經驗分享，希望能對於有心開設經

典閱讀課程的教師，有些鼓勵的作用。

貳、課程的緣起發展

筆者授課經典為《水滸傳》，選擇此作除了個人喜好外，作

為中國四大奇書之一，它也延伸許多相關的藝術創作，近年來受

到學界的重視，從藝術史的角度的確可以增加觀看此書的廣度，

是最重要的考量。水滸的故事自宋代開始在民間藝文活動中流傳，

相較於傳統儒家忠孝為核心的小說情節，它主要是以宋代徽宗朝

的地方盜匪宋江活動為主軸，鋪陳出一群法外之徒的各種故事。

明代以前，這些故事以民間傳說、說書腳本、戲曲等方式表現，

明代以後整合編寫為小說的形式，由當時開始活絡的書商印製出

版 ( 聶紺弩，2010)。至萬曆，《水滸傳》的影響日益擴大，文學

地位也大為提升，明代藏書家胡應麟 (1551-1602) 曾在他的《少室

山房筆叢》中論《水滸》一書說道：「世人耽嗜《水滸傳》，至

縉紳文士亦間有好之者」( 胡應麟，1589)，以及許自昌 (1578-1623)
所說：「上自名士大夫，下至厮養隸卒，通都大郡、窮鄉小邑，

罔不目覽耳聽，口誦舌翻與紙牌同行」( 許自昌，萬曆年間 )，說

明《水滸傳》成書以後在一般民眾與文人間廣泛受到歡迎的現象。

細究從北宋末的各地傳說到成書，《水滸傳》之所以受到不同社

會階層的共同歡迎因素非常多，歷來學者研究豐沛，有政治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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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壇領袖品鑑追捧，甚至也有法外之徒有企圖的推廣等等各種說

法 ( 孫述宇，2010；張同勝，2009)，但不論原因為何，故事本身

起於民間，人物除少數角色外，大都是市井小民的身分，他們所

遇的事件不論是惡霸凌弱或是官府欺人，與閱聽者的生活經驗息

息相關，再加上故事人物性格塑造鮮明，敘述時的趣味性等等才

是數百年來引發讀者共鳴最根本的基礎。

因此，故事的趣味以及讀者群廣大自然吸引許多藝術家參與

相關的創作。爬梳現有資料，最早的繪畫紀錄見於元代畫家龔開

(1221 年－ 1305 年 ) 所寫的〈宋江三十六人贊〉，他提及喜愛以

民間活動為題材的南宋宮廷畫家李嵩 ( 約活動於 1190 年 –1230 年 )
曾經為宋江等三十六個法外之徒傳寫繪像，此作現今已經不存，

但可以看出宋江故事對藝術創作者的吸引力。到了明代，隨著《水

滸傳》成書，大量的水滸圖像作品亦同時出現，大體可以分為兩

種類型：一種以插畫的角色搭配書籍穿插在重要的橋段中，增加

讀者閱讀的趣味，繪製者大多為配合書商的地方刻工 ( 汪燕崗，

2014)；一種為遊戲賞玩用牌組配圖，即前述許自昌所說的紙牌，

也稱為「葉子」，這種紙牌通行於市井小民間，可作酒、賭兩用，

亦有藝壇大師參與創作，如明末畫家陳洪綬就完成至少兩套「水

滸葉子」，以符合水滸擴大的較高社經愛好者收藏與使用的需求。

這些豐富的圖像資料在近年來受到學界的重視，針對版刻插畫觀

看形式的變化，以及繪畫者對於故事人物的詮釋與品評，均有所

討論，進而成為理解《水滸傳》與其閱聽者重要的切入點 (劉榕峻，

2010)。

在中國的藝術創作中，將文學轉換為繪畫有長久的傳統，雖

然文字與圖像是兩個不同的媒介，卻常常相互借用並發展出各自

的面貌，圖像研究的過程中文學原典的閱讀與分析便成為風格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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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重要的依據。因此，當筆者選定《水滸傳》為授課的經典時，

便希望能夠在這些過往的研究基礎上進行，將課程分為兩個部分

進行，除了帶領學生閱讀文本外，同時也透過書籍所衍生出的圖

像作品，分析書中的人物與不同時代人們對其詮釋的變化。希望

透過與學生共讀討論的過程，探索人性的選擇，引領學生反省社

會的現況，並且經由追索歷代水滸主題，包括歷代插畫、版刻、

葉子、戲劇等不同形式藝術之再創作，以看見創作者如何參與並

豐富其文化內涵。

參、課程的設計與規劃

選擇《水滸傳》這本經典，除了書籍本身的趣味與相關研究

的豐富性外，另有私心的理由，筆者揣測以北醫學生樂於學習的

特質，他們對這本通俗經典理應有基礎的知識，可以大幅減少授

課時推動閱讀的壓力，轉以發展分析與理解的單元為重。因此，

初期在規劃上，筆者採取課堂上與課後兩軸進行的方式。課堂上

以教師講授為主，課外則要求學生自行閱讀以跟上課程進度，並

且每周書寫反思以引發他們自我思考並有助於筆者追蹤成效。但

經過兩個學期的授課後，筆者卻發現儘管《水滸傳》是古典大作，

大部分的學生不僅修課前未曾讀過，對全書的結構與主要角色毫

無概念，甚至部分學生受到電玩或是網路同人誌等影響而對故事

內容有所混淆。修課時，部分學生在課程中也沒有落實原典的閱

讀，反倒是使用為兒童所作的改寫版，或是截引網路上面的摘要

以應付課堂的討論需求，實際課堂操作時一旦議題深入，他們就

難以進入課程，失去深入了解原典並引發批判思維的意義，只能

停留在刻板的印象，反而導致學生與課程疏離的現象，一度讓筆

者相當沮喪。為了解決此一問題，開課一年後，筆者嘗試讓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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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深入參與課程的進行，導讀課程加重並將工作轉移至學生，以

確保他們閱讀的進度與責任感，實際操作過後，發現學生的參與

度大為提升，學習的成效也有所改善。

經過第一年的教學實驗，這門課程目標定為：

1. 讀完《水滸傳》全書

2. 了解水滸故事從初始到成書的發展過程

3. 從水滸藝術的再創作，看到社會對此書詮釋角度的改變

4. 透過水滸人物的品鑑，反思自身的生活與價值觀

將開課之初沒有列入的「讀完全書」列為課程最重要的目標。

實際十八週的安排則為課程介紹一週；總論三週；導讀五週；相

關藝術創作分析四週；人物品評五週，以下分述之：

一、總論

這個單元的主要工作是提供學生《水滸傳》的閱讀背景。《水

滸傳》成書的過程、作者，版本，以及評價等一直是學界研究的

重點，外部知識的勾勒是希望學生先有基礎認識，不至於一頭栽

入故事發展而見樹不見林。目前學界普遍認為故事起於北宋末的

盜匪宋江與其追隨者，後續透過宋、元說書人援引各種當代故事，

或是自發創作的情節而逐漸形成今日《水滸傳》書籍的面貌。( 馬
幼垣，2007；聶紺弩，2010；孫述宇，2011) 因為參與故事發展的

說書者非一人一時，使得故事含括了閱聽者有興趣的各種普羅民

眾生活細節，文字內容也保留了說書的用語以及不同角色故事重

複的現象，這些提醒主要是先釐清學生的疑問，能意識《水滸傳》

來自多方多時共同創作的特色，同時也能使他們關注閱聽者這個

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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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論第二個重點是版本的問題，版本向來是《水滸傳》研究

最複雜也最關鍵的議題，作為一門品讀課程雖然難以深究各種版

本的浩瀚論述，但不同版本不只文字內容有所差異，故事有情節

多寡不同，人物的性格也因為描述的簡繁不同，而呈現出不同的

面貌，足以讓閱讀者產生迥然不同的感受，說明各個版本的優劣，

選定共同閱讀的版本就成為這個單元重要的工作。在課堂上，筆

者會舉例說明繁簡兩系統的特徵，以及目前學界對於兩種系統發

展的研究成果，最後選定的版本是把繁版跟簡版整合，北京圖書

館出版的《水滸傳 - 名家匯評本》( 宋杰輯，2008)。這個版本的好

處是結合繁簡兩個系統，不如貫華堂本改動如此劇烈，再加上編

者把明代以後幾個重要的點評文字輯入，學生可參考各家評論者

的意見，筆者以為是較適合學生共同閱讀的版本。

二、導讀

閱讀是經典閱讀課的基本功，因此這個單元最重要的工作是

帶領學生將全書看過，如前所述，導讀原先的設計是由教師帶讀，

除了故事的簡略說明外，亦將重點情節作較深入的分析。這樣的

授課方式可以由教師自行掌握進度，願意配合課前閱讀的學生易

於快速掌握重點，但也同樣可能使學生落入上課聽重點故事卻不

看文本的危機。因此第二年開始轉而讓學生參與導讀，採取的是

一次報告 10 回，一堂課三組，共 30 回，這樣的做法雖然迫使學

生回歸文本的閱讀，但仍有問題，因為學生幾乎在完成自己負責

的十回後，已無心閱讀其他回目，而未排入當週報告學生則更難

落實閱讀功課，因此 1031 學期開課時開始嘗試使用「翻轉教室」

的做法，將學生的學習放在課堂之前，請他們在家先行閱讀，課

堂報告時再分組討論，將精簡後的結果呈現出來，而課堂上主要

的學習工作就能專注於內容的討論 ( 陳瑞玲、韓德彥，2015)。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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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上，五週的課程，第一週由教師先導讀 10 回與學生 20 回，

此後三週每週由學生導讀 20 回，第五週則為教師導讀 30 回。教

師第一週導讀 10 回是示範，第五週 30 回則是考量最後 30 回的內

容主要為排坐次後之情節，多為戰事布排，重複性也高，田虎、

王慶的故事比較獨立，考慮時間以及後續討方臘戰與覆滅的重要

性，就改由教師來帶讀。

在實際操作上，筆者將課堂一百分鐘切割為反思回應十五分

鐘、導讀準備十五分鐘，導讀四十分鐘，教師總結三十分鐘。課

前要求學生根據課堂規劃跟上閱讀進度，基本上為每週 20 回，為

了防止學生只讀自己負責導讀部分，筆者在每堂課開始回應完學

生前週的反思作業後，就會進行分組抽籤，每組負責報告 2 回，

各組實際報告回目抽完籤才能確定，之後僅有十五分鐘組織報告

與確定板書內容。各組上台時間為四分鐘，需要簡潔且提綱挈領

的說明負責的 2 回內容，板書則需要寫出重要的人物與事件對應

關係。學生導讀後剩下的時間，則為教師總結該週內容以及重要

事件的提醒與討論。為了不影響小組的報告品質，學生會督促自

己在當週完成指定閱讀範圍。

三、《水滸傳》相關的圖像藝術創作

藝術史的教學特別強調「作品風格分析後的歷史性解釋」目

的是在透過具體作品的分析，從而思考藝術創作者在特定的時空

之下，如何展現個人才華與理念，「並體認到創作者之個人才華、

藝術傳統與歷史情境三者之間的複雜互動關係」( 石守謙，1996：
4)。因此在這個單元中，筆者關注的圖像創作部分，以仍然留存於

世的作品為核心，希望透過圖像的分析，帶領學生看見不同時代

對水滸主題關心的變化。如前所述，水滸的圖像創作最早可見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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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李嵩傳寫的宋江三十六人，元代以後水滸主題大量出現在戲

曲中，而圖像的表現則到明代插圖的形式出現，並配合活絡的出

版業興盛起來。對於插圖在圖書出版時的功能，萬曆四十二年，

袁無涯在他所出版的《忠義水滸全書》插圖時曾談到：「此書曲

盡情狀，已為寫生，而復益之以繪事，不幾贅乎？雖然，於琴見文，

於牆見堯，幾人哉？是以雲臺凌煙之畫，豳風流民之圖，能使觀

者感奮悲思，神情如對，則像固不可以已也。今別出新裁，不依

舊樣，或特標於目外，或疊採於回中，但拔其尤，不以多為貴也」

( 袁無涯，1615)。說明書中增加精美插畫不是疊床架屋，而是為

讓讀者能夠透過圖像的感染力，於心體會故事中跌宕的情緒，可

見，插畫在書籍中不只是提綱挈領，或是休息暫停的角色，至少

在萬曆中期已經成為協助讀者加深理解作品的重要媒介。而如是

的功能至近現代有更大規模的發展，民初連環畫、電影製作甚至

電視劇的出現，呈現出圖像反客為主，引領水滸論述的現象。因

此在課堂的操作上，筆者以圖像為核心，引領學生討論圖像的意

義，例如，以明代書籍插畫的發展請學生了解《水滸傳》插畫發

展的過程。從早期刊本搭配的圖象較為簡單在頁面上方，讓學生

自行發掘圖中人物安排來自於戲曲的傳統的線索，從而討論戲曲

與水滸文本發展的關係。而萬曆中期以後，出版業的良性競爭而

有了更高品質作品的演進，從配圖的數量，圖中人物的配置，以

及人物與觀者的視線關係，則可以引導出插畫家與刻工們如何利

用特定場景的戲劇性表現，來凸顯並引發人們感到趣味，形成圖

文相互碰撞的現象。至清代，插畫再度受到戲曲的影響而呈現出

戲台表演的效果，其中，情愛的主題成為書商們最愛表現的題材，

整體的圖像表現逐漸與一般繪畫接近，也能讓學生看出清代人們

看待水滸故事態度的變化 ( 徐文琴，2010；王岩，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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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扮演閱讀者的協助者角色，《水滸傳》的圖像也有自主

的發展，最早可見的例子是「葉子」。「葉子」是作為飲酒、賭

博使用的紙牌，一套牌四十張，明代受到民間廣泛的歡迎。水滸

故事因早就是民間看戲、聽說書熟悉的內容，一百零八條好漢中

比較受到喜愛的人物常常被選在紙牌中，與傳統圖案合併呈現。

從現存文獻看，紙牌的商機也吸引畫家們參與，其中，明代後期

畫家陳洪綬的創作尤其受到重視。目前傳世葉子作品有兩套，分

別是臺灣私人收藏的白描本與晚年完成的刻本。兩套均以水滸人

物為題材組成，較之當時坊間的葉子由傳統圖案與水滸人物組成，

陳洪綬的葉子四十張全數為水滸人物。在這些作品中，可以探討

如何從一百零八條好漢中選出四十位做為牌組表現的人物，以及

如何表現姿態等，成為了解創作者看待水滸主題的線索。因此在

課堂上，筆者從陳洪綬的葉子出發，延伸至日本浮世繪者歌川國

芳，以及當代藝術家戴敦邦的水滸人物圖等，引發學生思考圖像

傳統對創作者的意義，以及他們如何透過水滸的主題表明志意等

等 ( 劉榕峻，2010)。

最後，則是以 1996 中央電視台製作《水滸傳》、2011 年殺青

之《新水滸傳》電視劇，以及當代傳奇劇場的系列戲劇《水滸

108》等，比較當代戲劇改寫與呈現的變化。在此講題中，筆者特

別以林沖、魯智深、潘金蓮，等三人的故事為核心，討論導演如

何從選角、劇情鋪陳，以及配樂等手法，在商業需求與現代詮釋

中求取平衡。並從理解創作者對個別人物的看法，以及他們如何

藉物表達自己的理念，引發學生對於人物品評的興趣。

四、人物品評

金聖嘆（1608-1661）曾說「水滸所敘，敘一百八人，人有其

性情，人有其氣質，人有其形狀，人有其聲口。」（金聖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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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1）點出了《水滸傳》一書的重要特色，它不只是一群法外之

徒與政府對抗，或對外作戰的故事，也是由一個個性格鮮明的角

色所串接起來的生命故事。就全書看，金聖嘆說一百零八人各有

性情可能誇張，除卻短暫出現的角色，筆者以為全書至少四十個

以上的人物擁有各自的面貌，因此論及《水滸傳》，人物品評是

一個重要的切入點。這個單元接續自水滸人物的圖像表現之後開

展，學生可以從歷代圖像創作者等對人物的圖像評論，延伸發展

自己的想法。這項功課與導讀同樣採學生報告方式進行，以組為

單位，自行選擇一位水滸人物，呈現該人物出場的重要事件，推

敲其性情並與給予評價。這部分課程的設計有兩個目的，第一，

讓學生以一個人物為核心細讀書中相關內容，補足導讀時可能不

夠精細的缺漏，第二，請學生以自己的觀點評價這些人物，並反

思自己如果處於類似的情境，會如何自處。為了完成這項作業，

學生必須貫穿全書前後審閱、比較，同時也必須試著進入書中人

物的內心。

在課堂的操作上，學生報告為十五分鐘，老師、同學提問與

討論三十五分鐘，這樣的安排是避免學生僅抄襲學者論點，而不

閱讀水滸文本的弊病，並且透過課堂上公開的討論，學生可共同

審視學者論點的差異，省思自己閱讀時的不足之處。此外，筆者

會提出「如果你是林沖，面對伴侶受辱，你會如何處理 ?」等與生

活情境有關的問題，提醒學生換位思考，設想當自己處於相同的

情境，是否有更具智慧的解決方式。

肆、教學成果

筆者自課程開設初期便參考校內開課同仁的教學經驗，採取

以反思書寫與課程結合的方式規劃。反思書寫是過去數年北醫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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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閱讀課程主要的教學方式，因此，只要修習過相關課程的學生

都能大致了解書寫的觀念與方式，筆者的課程屬較晚開設，能夠

參考學習的對象也就更豐富，再加上反思寫作教學國內已有許多

相關研究，除高度肯定其提升學生自我覺察力、問題解決與批判

性思考的能力外，也有許多教學技巧與經驗的行動研究分享，( 林
文琪，2009；徐綺穗，2012；廖淑慧、張基成，2013)。在此課程中，

學生每周書寫反思，期末則統整反思做整學期的回顧。

就 103 學年度學生的反思看，肯定學習成效的部分有：課堂

導讀促進閱讀成效、圖像詮釋可以開啟多元觀察，人物品評可以

深化文本的理解，以及課堂提問引導多樣思考等。

一、課堂導讀促進閱讀成效

近兩年課程中，導讀與人物品評是課堂中學生必須高度參與

的項目，課程初期導讀壓力較大，部分學生無法完成每周閱讀課

業，但課程最後自我回顧評論時，卻肯定這階段的學習成果。

初期：

我認為在一個禮拜以內讀完二十回這件事對我來說實

在是一個很大的挑戰。而且，因為我們快要考期中考

了，所以我最近沒有餘力可以讀小說。(醫一，江同學 )

其實這週我並沒有將 20 回讀完，因此對於我的組員

們，心裡是有些愧疚的。因為自己的問題，而增加他

們的工作。( 醫管一，林同學 )

雖然這個禮拜有看小說，但是覺得一個禮拜要看這麼

多其實有點負擔，再加上這學期課比較重，所以我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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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大概翻過了，對內容真的沒有很了解。( 護一，郭

同學 )

期末自我回顧與評論：

原本我不理解為什麼要用這種方法來閲讀水滸傳，但

如今我卻從中收穫了很多。與組員一起籌備令我學習

到合作，也收穫了默契；上臺報告可以訓練臺風；寫

板書可以學習內容概括；最重要的是，在聆聽他人的

導讀時，可以從中獲得他人對此章節的一些看法，從

中會感受許多，自己在閱讀時未曾體會，使這二十個

章節在記憶裏的形象更加立體。我自己非常喜歡這樣

的導讀形式，從這堂課裡，我收穫了許多，不僅對水

滸傳的内容有了更多的體悟，也總結了不少報告、呈

現與板書書寫的經驗。( 醫一，李同學 )

剛開始選修這堂課其實並不輕鬆，也有種誤入地獄的

感覺，但隨著一次又一次的導讀經驗，除了抓到準備

的方式，也能有更好的導讀表現，我總是跟同學說，

這是堂不斷超越自我的課，或許還是不如其他同學的

導讀，但是看著自己一次又一次進步的過程，是踏實

的，是滿足的，是有成就感的。( 藥一，孫同學 )

這學期下來，我覺得自己在水滸傳品讀這堂課中過得

很踏實，書讀完了，態度也成長了。我會要求自己每

天分配一點時間讀兩到三回，希望可以把一周的進度

確實讀完，也希望上課報告時不要給組員帶來困擾，

雖然不是每次都能夠把故事讀完，但至少這學期的報

告我們都順利完成了。 ( 高齡二，胡同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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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透過圖像藝術啟動多元觀察

圖像藝術在這堂課比較像是窗口，讓學生看見藝術家以圖像

如何表述自己對水滸故事的想法，由於藝術家更貼近於社會的一

般閱聽者，更能凸顯不同時代人們所理解或喜好的水滸人物形象：

每個畫家所勾勒的水滸人物 , 也蘊含著那個畫家對水

滸人物認知上的主觀感受 ,同中又有相異之處 !(藥一，

林同學 )

他 ( 陳洪綬 ) 的版畫也透露出他對生活態度的一個想

法。很特別的是，他畫了兩次的水滸葉子。而兩次之

中的不一樣就是他把四個隨宋江的死而死的吳用，花

榮，和李逵往前移了。從這裡可以猜測畫家認為人應

當為主而死的，這其實也跟他明末清初的時代背景相

關，( 醫一，許同學 )

插畫其實占了《水滸傳》一書很重要的部分，除了能

表示在不同時代畫家對此書的看法外，還能從不同的

畫風裏以不同的角度去了解每個人物，十分有趣。( 醫
一，劉同學 )

觀察這些人所呈現的水滸意象，我覺得每個人都有自

己想要呈現的方式，一是這些畫作其實表現出繪者心

理的狀態，可能他對社會不公感到憤慨或是對於自己

的遭遇能在水滸中找到慰藉。( 技一，謝同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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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物品評深化文本的理解

人物品評部分有別於導讀，更著重於事前準備的工作，在實

質的閱讀上也要求更為精煉，學生更能從中學習解析書中人物性

格，並從而觀察自己：

以往我認為讀小說是一個人的事，因此對角色或情結

的判定流於主觀；但這堂課老師把閱讀一本經典小說

變成所有人的事，也成功讓大家都參與了。( 醫技一，

韓同學 )

用故事情節去推論人物性格，水滸傳比較著重外在描

述，很少提及人物心理運作，所以一個人在想什麼，

常常要看他做了些什麼，也不能只採信他所說的話，

必須看這個人在各個場合的反應與行為是否互相矛盾

來判斷，這個過程十分有趣，看別人分析也像找到了

新大陸一樣，饒富趣味。( 醫一，葉同學 )

老實說，如果套用老師的話，我覺得我在面對一些事

情上面我自己就是一個「小林沖」（我心目中的林

沖）。在處理一些事情上面我就是不喜歡去得罪上頭，

縱使很不開心我也會忍下去，化悲憤為力量然後總有

一天會超越他。也許這樣看起來很懦弱， 但我可不想

因為我的一時衝動而導致與我一起作戰我的伙伴受到

牽連。( 醫一，曾同學 )

我會想如果我是林沖我會怎麼辦 ? 同樣的如果我是魯

智深我會怎麼辦 ? 我想性格上我比較像是林沖，比較

希望事情能夠圓融解決，但是如果是自己的妻子就另

經典教育論集─活化經典的教育理念與實踐



160 |課程規劃與教學實踐

當別論，而在對朋友上面我覺得我比較像是魯智深，

比較沒有心眼，對朋友都還蠻好的，常常幫助朋友，

也常一起玩耍。但是在那個事件背景底下，我被逼到

了絕境而沒有選擇的時候，我無法想像我會怎麼選

擇，或許書中的他們做了最好的選擇了吧 !( 公三，繆

同學 )

四、課堂提問引導多樣思考

課堂提問主要是在學生導讀、人物報告，或是教師授課後進

行，也是課程進行最主要的互動方式，透過挑戰學生的論點，引

發他們檢視閱讀時所疏漏的部分，除了讓每個學生都有參與感，

也能帶領他們重新品味文字，以及表象下的作者深意：

我最期待的是老師在每一組人物品評之後所開出來的

討論，每次看到其他組做人物品評討論的時候都會被

老師慘電，心裡真的很擔心自己做人物品評時也會被

慘電，結果是我果然被老師慘電了。也許是因為我們

從國小到現在所接受的教育就是類似全有全無的概

念，但這堂課帶給我的想法是，我們應該對很多事情

都應該要有自己的想法。( 藥二，張同學 )

聽過老師這樣一連串很特別的提問之後，我受到很大

的衝擊，因為這跟我過去認識的林沖有很大很大的不

一樣，過去我認識的林沖，就是一個脾氣很好、體貼

的丈夫、武功高強的戰將，從來沒想到他種種看似委

屈的行徑，背後似乎都藏著很不尋常的心機呢。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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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課，真的是一場很棒的思考饗宴，把我根深蒂固的

觀念連根拔起，也學習到了凡事都要從不同的角度區

思考看看。( 醫一，鄒同學 )

我自己在修課之前，看不少於三次的水滸傳，而在這

幾次的閱讀中，我總是覺得水滸一群人就是好漢阿，

他們總是劫富濟貧，為人民打抱不平，是一群為義受

逼迫，最後不得已而群起造反的英雄，從來沒有真正

思考過，他們到底是不是真如文字「表面」上所描述

的那樣，是一群鐵錚錚的好漢子。而老師的這堂課，

就提出了許多質疑的點，像是他們常常搶了錢，就說：

「讓我們快活去了吧！」根本隻字未提到去救濟窮人，

之後更是常常因為山上缺人，就直接把需要的人才騙

上山，甚至害得人家家破人忙，不得已而落草。 這
不禁讓我開始認真思考，他們是不是好漢這個問題。

但更讓我印象深刻的，是老師這樣質疑書上文字的精

神，我想我會好好學習，不要總是輕易就相信文字，

而是該運用自己的思辨能力去認證後，再接收正確的

資訊。( 醫一，鄒同學 )

課程操作的過程中，雖然學生正向的肯定頗多，對於課程與

個人學習的成效亦能自我反思與提出具體建議，其中，學生認為

課程中最為困難的部分在於每周 20 回的閱讀量，主要反映回目

過多致使無法完成以致深度不足，如何讓每周閱讀份量降低，以

維持閱讀品質是本課程需要進一步思考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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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對課程的反思

筆者從開始的慌亂到此刻課程趨向穩定，歷經多次轉折，特

別是藝術史教師能夠帶給學生甚麼樣不同的經典閱讀，一直是壓

在心頭上的一顆石頭，初期授課非常受到藝術學門本位的限制，

在課堂上特別著力於談論風格的發展，並突顯藝術家創作的環境

與才華，如此講授不僅不能增加學生對《水滸傳》文本的認識，

反而形成課程的斷裂，直到後期掌握藝術做為觀察創作者與閱聽

者心態的窗口這一角色，從中引出人物品評的重要性，方才順利

和課程結合在一起。 進行課程的過程中，另一個困擾筆者的問題

是，帶領學生進行全書文本閱讀是否必要？由於授課時間有限，

學生的確在反思中顯示了每周閱讀量過大，以致無法完成的問題，

基於此，筆者未來應該會朝向部分精讀，並且增加導讀課程周數

的策略。

筆者以為，操作非本科課程的好處，在於迫使自己擺脫過往

授課模式的窠臼，思考各種教學方法的可能性。開課的過程中，

筆者的收穫非常豐富，未來也將持續思考藝術史這一切入點如何

更豐富學生對經典的理解，並期許能做到引領學生與古人心靈相

交，相互對話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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