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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武俠小說輔助語文教學-以「圯上納履」為例 

 

魏聰祺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語文教育系教授 

壹、前言 

教育心理學上有所謂「類化原則」，它是重要的教學原則之一。是說：「教師

在教學活動中，輔導學生利用舊經驗與新經驗之間的類似點幫助新經驗的學習，

或是將多個類似經驗歸納成一個概括性的說明，即是類化原則的應用。」1 

武俠小說本身情節曲折動人，其中也蘊含許多世間情理。我們可以利用學生

對武俠小說的喜愛，以舊經驗來輔助教學，運用類化原則達到提升教學效果的目

的。 

本文嘗試以《史記‧留侯世家》中的「圯上納履」為文本，將該文所呈現的

種種人事，先透過學生有興趣的武俠小說加以類比，然後解讀其相關內涵，達到

語文教學的效果。 

貳、武俠小說情節 

一、徒須擇師，師亦擇徒 

古時未有今日學校制度，徒弟欲拜明師，明師也要尋高徒來傳衣缽。金庸在

《神鵰俠侶》中曾言：「武林中明師固是難求，但良才美質的弟子也同樣的不易

遇到，徒須擇師，師亦擇徒。」2所以《天龍八部》寫四大惡人中的老三「南海鱷

神」見到段譽，發現他根骨奇佳，是練武的好人才，於是追著段譽拜自己為師： 

南海鱷神道：「跟着我去便是。快快叩頭！求我收你為弟子。你一求，我立

即答允。」……南海鱷神手舞足蹈，似乎拾到了天下最珍貴的寶貝一般，說道：

「你手長足長，腦骨後凸，腰脅柔軟，聰明機敏，年紀不大，又是男人，真是武

學奇材。你瞧，我這後腦骨，不是跟你一樣麼？」3 

雖然結果反而是自己成為段譽的掛名徒弟，4但也說明「明師也要尋高徒」，

是其來有自。 

                                                      
1 引自國家教育研究院「雙語詞彙、學術名詞暨辭書資訊網」。

http://terms.naer.edu.tw/detail/1315491/ 
2 見金庸，《神鵰俠侶(四)》第 38回(臺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 8月)，頁

1551。 
3 見金庸，《天龍八部(一)》(臺北：遠景出版事業公司，1983年 12月)，頁 153。 
4 「南海鱷神怒道：『我偏偏叫你料想不到，拜師便拜師，這烏龜兒子王八蛋，岳老二是決計不

做的。』說着突然跪倒在地，咚咚咚咚，向段譽連磕了八個響頭，大聲叫道：『師父，弟子岳老

二給你磕頭。』」見金庸，《天龍八部(一)》，頁 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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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擇徒條件 

明師所希望的高徒，是以能夠傳承自己的衣缽，並發揚光大為考量。所以要

求的條件有四：5  

(一)天資高 

天資高則學習快，能夠順利突破種種瓶頸，達到最高境界；反之，資質平庸，

雖然用功，也僅能略有小成，而難以成為大家。 

(二)品行好 

光有高的資質而無好的品行，結果只是替社會製造智慧型罪犯而已，甚至學

成之後，欺師滅祖，反噬師父一口。所以武俠小說中，師父都要預留一手，以備

他日清理門戶之用。若能資質和品德兼具，則是適當人選。 

(三)有恆心 

凡事最怕半途而廢，資質高、品行好，但做事缺乏恆心毅力，也將一事無成，

這豈非徒勞無功嗎？ 

(四)機緣巧 

明師雖然時時要尋找高徒，但古代沒有大眾傳播，無法以媒體宣傳，只能看

機緣。若機緣巧合，則師徒可成，若機緣未至，亦無可奈何。 

三、金輪法王與郭襄之互動 

在金庸武俠小說《神鵰俠侶》中，有一事與此頗有異曲同工之妙。話說蒙古

國師金輪法王敗在楊過和小龍女的劍下，退隱蒙古，努力練功，終於學成「龍象

般若功」第十層： 

這十餘年來，法王在蒙古苦練「龍象般若功」，那是密宗中至高無上的護法

神功。……那金輪法王實是個不世出的奇才，潛修苦學，進境奇速，竟爾衝破第

九層難關，此時已到第十層的境界，……6 

法王學成之後再度下山，重出江湖： 

當年他敗在楊過和小龍女劍下，引為生平奇恥大辱，此時功力既已倍增，乘

著蒙古皇帝御駕親征，便扈駕南來，要雙掌擊敗楊龍夫婦，以雪當年之恥。7 

                                                      
5 阮芝生曰：「老父乃是隱名埋姓的高人或異人，他身懷道術，欲擇人而傳。易曰：『茍非其

人，道不虛行。』道術豈可輕傳於人，又豈是任何人皆可得傳。天資、品行、功夫、機緣四者

缺一不可。天資不高，難成大器；天資雖高而品行低劣，又恐助他為惡；天資高、品行好而疎

懶成性，不肯用功，又怕中道而廢，白費氣力；三者俱備，而無授受機緣，亦恐難免遺珠之

憾。」見阮芝生，〈論留侯與三略（上）〉，臺北：《食貨月刊》復刊 11卷 2期（1981年 5月），

頁 19。 
6 見金庸，《神鵰俠侶(四)》第 38回，頁 1526、1527。 
7 見金庸，《神鵰俠侶(四)》第 38回，頁 1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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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王在途中捉到郭靖和黃蓉的小女兒郭襄。本來是想藉此要脅郭靖夫婦： 

法王心中大樂，暗想：「皇上與四大王千方百計要取郭靖性命，始終未能如

願。今日擒獲了郭靖的愛女，以此挾制，不怕他不俯首聽命。比之一劍將他刺死

猶勝一籌。……」8 

但在返回蒙古軍營路上，和郭襄產生一些互動，因而有了愛才之心，欲收郭

襄為徒。在這些互動之中，也隱含上述四個要件在內。 

(一)天資高 

郭襄是郭靖和黃蓉之女，遺傳的天資，本來就高，而且被金輪法王捉住期間，

鬼計百出，伺機逃脫。可見她的資質很高，所以往後她能成為峨嵋派的開派祖師。

尤其法王「他生平收了三個弟子，大弟子文武全才、資質極佳，法王本欲傳以衣

缽，可是不幸早亡；二弟子達爾巴誠樸謹厚，徒具神力，不能領會高深秘奧的內

功；三弟子霍都王子則是個天性涼薄之人，危難中叛師而別，無情無義。法王自

思年事已高，空具一身神技，卻苦無傳人，百年之後，這絕世武功豈非就此湮沒

無聞？每當念及，常致鬱鬱。這時見郭襄資質之佳，可說生平罕見」9，當然動了

收她為徒，傳以衣缽的念頭。 

(二)品行好 

郭襄的心地也很善良，她曾趁金輪法王被自己擊中時，拿起大石頭本欲將

法王砸死；但是終究不忍，於是點了金輪法王的穴道，並用石頭將法王壓住，

讓他醒來追不上自己即可： 

郭襄沒料到竟然一擊成功，不由得喜出望外，拾起地下一塊大石，便要往

他光頭上砸落，但她一生從未殺過人，雖深恨此人害了自己兩個朋友，待要下

手，終究有所不忍，呆了一呆，放下大石，伸手點了他頸中「天鼎穴」、背上

「身柱穴」、胸口「神封穴」、臂上「清冷淵」、腿上「風市穴」，一口氣手不停

點，竟點了他身上一十三處大穴，但兀自不放心，又捧過四塊幾十斤的巨岩，

壓在他的身上，說道：「惡人啊惡人，姑娘今日不殺你，你以後要知道好歹，不

能再害人了罷！」說着上了馬背。金輪法王雙目骨溜溜的望着她，笑道：「小姑

娘心倒好，老和尚很歡喜你啊！」10 

這種一念之不忍，就是善心的表現，所以深受法王歡喜，而起了要收她為

徒之心： 

原來法王雖中了她的雙掌，但這兩掌如何能震他下樹？又如何能傷得他不

能動彈？他卻假裝受傷，要瞧瞧郭襄如何動手，待見她收石不砸，暗想：「這個

小妮子聰明伶俐，心地又好，有我二徒之長，卻無二徒之短。」不由得起了要

收她為徒之心。11 

                                                      
8 見金庸，《神鵰俠侶(四)》第 38回，頁 1545。 
9 見金庸，《神鵰俠侶(四)》第 38回，頁 1547、1548。 
10 見金庸，《神鵰俠侶(四)》第 38回，頁 1547。 
11 見金庸，《神鵰俠侶(四)》第 38回，頁 1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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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有我二徒之長」，是指郭襄具有法王二徒弟達爾巴「誠樸謹厚」的善

良心地；所謂「卻無二徒之短」，是指郭襄不像達爾巴「徒具神力，不能領會高

深秘奧的內功」，亦即郭襄資質聰明，沒有達爾巴資質平庸的短處。 

(三)有恆心 

郭襄也是有恆心、有毅力的人，每次逃跑，每次都被法王捉回，但她從不氣

餒，永不妥協，可見其毅力恆心。 

(四)機緣巧 

再者，即是機緣巧合，法王本無意收徒，半路捉到郭襄，也只是偶然，並非

刻意。 

參、圯上納履 

我們再回過來看《史記‧留侯世家》，圯上老父也是要考驗張良是否夠格，

值得自己栽培指導。《史記‧留侯世家》云： 

（張）良嘗閒從容步游下邳圯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墮其履圯下，

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鄂然，欲毆之。為其老，彊忍，下取履。父曰：

「履我！」良業為取履，因長跪履之。父以足受，笑而去。良殊大驚，隨目之。

父去里所，復還，曰：「孺子可教矣。」12 

此段乃老父考驗張良是否值得自己教導栽培，也隱含上述四項條件： 

(一)天資高 

張良之資質高，在博浪椎秦事件中，已可見端倪。秦始皇傾全國之力，「大

索天下，求賊甚急，為張良故也」13，在天羅地網般的緝捕行動下，張良仍能逃

脫，可見其智慮過人。14老父對此應有所了解，所以老父才會至張良面前，「直（故

意、特意）墮其履圯下」，可見這是有意之舉，而且早知面前之人即為張良，否

則那有正常之人會每天在橋上故意掉鞋子來考驗他人。 

(二)品行好 

老父接著「顧謂（張）良曰：『孺子，下取履！』」乃以無禮口氣命令他人，

難怪張良一開始「鄂然」，繼之發怒而「欲毆之」，可見張良仍是血氣方剛，才有

「博浪椎秦」的衝動。15此乃人之常情，自然順性之發展。如果隨性而動手毆打

老人，則張良品行堪慮。但張良「為其老，彊忍」，一念之間，善心萌芽，可見

                                                      
12 見司馬遷，《新校本史記》（臺北：鼎文書局，1992年 7月），頁 2034、2035。 
13 見司馬遷，《新校本史記》，頁 2034。 
14 明‧楊維楨曰：「大索十日，而力士與良訖不得焉，良之智孰愈乎哉！」見凌稚隆，《史記評

林》(臺北：地球出版社，1992年 3月)，頁 1629。 
15 徐孚遠曰：「子房為任俠，必使氣自喜，故初念不平，欲毆之也。」見凌稚隆，《史記評

林》，頁 1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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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良天性善良。16於是「下取履」替老父服務。 

(三)有恆心 

取來之後，老父又過分地要求「履我！」張良「業為取履，因長跪履之」，

可見他是好人做到底，不會半途而廢。17 

(四)機緣巧 

而且張良亡匿下邳，恰好老父亦在此地，機緣巧合，方有此事。 

由於「圯上納履」符合上述四個條件，難怪老父說：「孺子可教矣。」這是

說張良符合條件，值得教導。18 

肆、結論 

我們透過武俠小說《神雕俠侶》中金輪法王和郭襄的互動，可以輔助教學，

讓學生經由類化作用而理解圯上老父墜履考驗張良，是明師欲求高徒的測試，張

良合乎「天資高」、「品行好、「有恆心」及「機緣巧合」的條件，所以老父說：

「孺子可教也」。因此，才會有五日後早會，由老父以身教代言教，和張良鬥智，

來教導張良。 

本文之寫作，雖是運用在大學部教授「史學名著選讀」課程，仍可類推至中

小學語文課程的「課文深究」，老師只要善用相似且能引起學生興趣的材料，即

能產生類化作用的效果，使教學內涵更豐富，教學過程更生動，學習效果更提升。 

 

                                                      
16 孟子曰：「人與禽獸幾希。」人和禽獸的差別不多，最主要的差別就在於一念之間。人也是

動物之一，但人有理性，可以勝過獸性。當你受到外在刺激，如妻曰：「有種就把孩子扔進鍋裏

煮。」受到刺激的丈夫，難免憤怒，暫失理智。如果因此將孩子扔進鍋裏，那他就只是禽獸而

已，不配稱為人。反之，丈夫能在一念之間適時收手，那他天良尚存，仍是一個人。 
17 有沒有恆心毅力，不是光靠嘴巴說說就可以，往往也是由平常小事看出。簡單安全的瑣事，

你都沒耐心做完，那遇到艱難危險的事，你會堅持下去嗎？人家會放心讓你去負責嗎？《世說

新語‧德行》有：「華歆、王朗俱乘船避難，有一人欲依附，歆輒難之。朗曰：『幸尚寬，何為

不可？』後賊追至，王欲舍所攜人。歆曰：『本所以疑，正為此耳。既已納其自託，寧可以急相

棄邪？』遂攜拯如初。世以此定華、王之優劣。」見徐震堮，《世說新語校箋》(臺北：文史哲

出版社，1989年 9月，再版)，頁 8。《史記‧淮陰侯列傳》有：「淮陰侯韓信者，淮陰人

也。始為布衣時，貧無行，不得推擇為吏，又不能治生商賈，常從人寄食飲，人多

厭之者。常數從其下郷南昌亭長寄食，數月，亭長妻患之，乃晨炊蓐食。食時信

往，不為具食。信亦知其意，怒，竟絕去。……信至國，召所從食漂母，賜千金。

及下郷南昌亭長，賜百錢，曰：『公，小人也，為德不卒。』」見司馬遷，《新校本史

記》，頁 2609、2626。都是因小而見大，沒有恆心毅力，往往半途而廢，難免招來

「為德不足」的譏諷。  
18 阮芝生曰：「這個試驗，張良通過了，故說：『孺子可教矣。』……從這過程中可以見到張良

的機變與能忍。這兩點正是一個政治人物或做大事業的人最可貴的品質。無機變則不足以應變

成功，不能忍則不能待時，足以敗事。……所以老父笑而去，去而復還，還而曰：『孺子可教

矣！』」見阮芝生，〈論留侯與三略（上）〉，頁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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