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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語文教學新思維- 

詮釋學在教學上的運用 

張宏琴 

桃園市武漢國小教師 

摘要 

國語文教師教學時偏重背誦記憶與字詞解釋，討論比例偏低、學習時數不足

以及學習內容簡化及淺化等問題，最終導致學生國語文能力日漸滑落，在國際閱

讀能力評比中表現不佳。 

如何有效能提昇國語文能力？可由詮釋學角度――視域融合，運用於國語文

課堂入手。本文由詮釋學角度分析教科書，說明教師如何以教科書詮釋為中心，

讓學生的先見藉由老師的帶領與文本的視域產生融合，建立自己的詮釋，擴大先

見，達到真正的理解，進而培養學生自己解讀與詮釋文本的能力。 

在教學時數不足，傳統國語文教學方法無法提昇閱讀理解能力的現實狀況

下，發展以詮釋學方式詮釋教科書的國語文教學法，為提昇國語文教學效能提供

另一途徑。 

關鍵字：新思維、國語文教學、詮釋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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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New 

Thinking: Hermeneutics Use In Teaching 

Chang,Hung-Chin 

Teacher, Wu Han Elementary School, Taoyuan City 

Abstract 

State language teachers teaching the emphasis on memorization of words to 

explain the low proportion of discussion, learning and learning content insufficient 

number of issues such as simplification and shallow, resulting in increasing the 

language proficiency of students in the country to fall, poor performance in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s in reading ability . 

How effectively can improve the language proficiency? Hermeneutics by angle - 

the fusion of horizons, used to start the language classroom. This articl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ermeneutics textbook shows teachers how to interpret 

textbook-centered, so that students of foresight by the sight of the teacher's lead 

generation fusion of text, create their own interpretations, expanding vision, to really 

understand, and then students ability to interpret and interpretation of the text. 

In teaching hours less than traditional teaching methods can’t enhance national 

language reading comprehension of the reality, the development of hermeneutics 

textbook way of interpreting national language teaching, to enhance the effectiveness 

of teaching foreign languages and provide another way. 

Keywords: New thinking,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Hermeneu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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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在資訊傳播迅速，網路普及的衝擊下，地球村時代早已來臨。未來需面臨來

自世界各國的競爭，僅憑學校教科書所學習的基礎知識與基本能力已不足，更需

培養終身學習的習慣與能力，面對未來的困境與挑戰。而閱讀是終身學習的根

基，學校教育如何培養學生透過閱讀自學，則是教學時主要的課題。 

閱讀能力的培養是教學時的主要課題，但如何透過閱讀從網路眾多的訊息

中，篩選出資訊加以轉化、吸收與運用，則是教師進行國語文教學時的重要目標。

但臺灣學生在國際閱讀能力評比閱讀素養的能力表現，卻在亞洲鄰近國家中敬陪

末座，由 2010 年 PISA（國際學生能力評量計畫）調查顯示：台灣學子「閱讀素

養」排名由 2006 年的 16 名至 2009 年大幅下滑到第 23 名。何以如此？台灣 PISA

計畫主持人洪碧霞則認為閱讀評比落後的原因在於：台灣學生只是「悅」讀，卻

沒有「有效的閱讀」，缺乏深度、重點與策略；台灣的老師教得太多太細，幫學

生畫重點，參考書也都整理好重點，反而讓孩子沒有空間與機會發展自己的閱讀

策略1。由上可知，台灣近年來積極推動閱讀已喚起大眾重視閱讀，及多數學生

「悅」讀興趣提高的初步成效；但在如何有效閱讀的能力提昇方面則尚待加強。 

面對學生閱讀能力滑落結果如何解決？如何提昇學生的閱讀素養？教育部

希望讓學生藉由熟悉題型以提高分數，因而委託 PISA 國家研究中心於 2011 年

出版 PISA 應試指南2介紹模擬題型。聯合晚報社論3認為教育部的心態：「代表了

台灣教育失敗的縮影，整個教育過程都是走錯方向用錯力！」因為閱讀素養成績

低落，不是題型練習不足，而是語文教學方法與目標的錯誤。 

根據《親子天下》4問卷調查國中國文教師教學現況得知：90%國中國文老

師同意培養學生的思考判斷與資訊解讀能力是國語教學主要目標，但課堂上花最

多時間投入的目標，仍是幫助學生通過基測。而語文的教學還停留在傳統的背誦

記憶、字詞解釋與修辭的階段，課程設計中，絕大部分仍以文意理解(99.0%)、

語詞解釋(98.5%)、形音義(96.6%)與修辭(93.7%)為主，其次是考試(82.2%)與背誦

(68.1%)。反之，最符合「能力」指標，能訓練思考、判斷與表述能力的討論分

享(63.2%)、活動(10.9%)，所佔比例明顯偏低。  

PISA 閱讀素養評量重點在學生閱讀理解能力與批判思考能力，所以閱讀時

學生須積極統整前後文意，正確理解文章修辭技巧，嘗試推論作者動機與文章觀

點，不要只是走馬看花，也不要過度引申抒發己見；作答時，先掌握問題焦點，

依據文本意涵，清楚列舉文章資訊支持自己的觀點，模糊、空泛(缺乏原文引證)

的評論，或以個人經驗及情感答題，都不符合 PISA 評量的給分標準5。而台灣語

文教育走錯方向用錯力，當基測與國際評比都強調「能力」而非背誦性的知識時，

老師教法卻仍強調反覆練習與背誦追尋「標準答案」，用錯力氣的教學方法，讓

                                                 
1  〈只「悅」讀不閱讀，難怪學生沒深度〉，聯合報：2011 年 11 月 9 日，網址：

http://mag.udn.com/mag/campus/printpage.jsp?f_ART_ID=352390，上網日期：2013/6/9。 
2 PISA 閱讀素養應試指南，網址：http://pisa.nutn.edu.tw/taiwan_tw_03.htm，上網日期 2013/5/29。 
3 〈走錯方向用錯力〉，聯合晚報社論，2010 年 12 月 8 日。 
4 《親子天下》，2010/12/7，第 19 期。 
5 〈只「悅」讀不閱讀，難怪學生沒深度〉，聯合報：2011 年 11 月 9 日。 

http://mag.udn.com/mag/campus/printpage.jsp?f_ART_ID=352390
http://pisa.nutn.edu.tw/taiwan_tw_0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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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中生缺乏歸納推論、詮釋整合、評估判斷的能力。因而即使現場老師十分費力，

卻無助於學生語文能力的提升，因此評比成績表現不佳。 

除了教學方法與教學重點的錯誤之外，再加上九年一貫課程改革後課程多元

導致學習時數不足及為減少學習壓力而導致學習內容簡化及淺化等問題6，最終

導致學生語文能力的日漸滑落。而閱讀素養能力為語文能力重要的一環，因此在

國際評比成績落後也就不足為奇。 

如何才能真正提昇語文能力？研究者認為可由詮釋學角度――視域融合，運

用於語文課堂入手。教學時師生根據語文課共同文本――教科書，展開對話，讓

師生的視域融合：藉由教師示範如何與文本視域融合，進而引導學生學習與文本

的視域產生融合，對文本理解。首先介紹詮釋學文本解讀方式，其次將針對教師

如何引導學生進行教科書詮釋，及如何將詮釋學運用在國語文教學加以說明。 

貳、詮釋學對文本的解讀 

詮釋學(hermeneutics)最早起源自對聖經的解讀，後來拓展至法律條文的解

釋、人文藝術的詮釋，著重於解釋的規則的方法論，一直到德國高達美

(Hans-Georg Gadamer,1900-2000)，才將其提昇至哲學詮釋學的地位。它主要是關

於理解和解釋的學問，圍繞著意義而展開其主題。在一定意義上，詮釋學是關於

意義的學說，對文本意義的解釋是詮釋學的重要內容，探求文本意義的生成和理

解是詮釋學的使命，解釋的目的，在於明顯的意義裡解讀隱蔽的意義，在於展開

暗含在文字意義中的意義層7。高達美認為，詮釋學本來的任務或首要的任務就

是理解文本8。因此在探討文本意義時就必需先透過詮釋學，以了解文本內所隱

蔽於文字表層下或隱涵的意義。以下將針對哲學詮釋學中對文本意義的特徵加以

說明。 

一、文本意義的開放性和歷史性 

高達美認為一部作品意義並不是偶然地才逾越出作者的意圖，而是永遠處在

這種越出作者意圖的情形之中。理解因而並非是一個再現(作者原意)的過程，相

反，它永遠也是創造的進程。而文本意義存在於不斷理解中，每個時代總以自己

的方式理解文本，因為文本是屬於整個傳統的一部份，而每一時代則是對這整個

傳統有一實際的興趣，並試圖在這傳統中理解自身9。 

因此可知，文本的意義並非固定不變，而是隨著時代的不同，解讀的人不同

而產生不同的意義，因而文本對所有的人是開放的，隨著不同的人會產生不同的

解讀。而對一文本或藝術品真正意義的發現是沒有止境的，這實際上是一個無限

的過程，不僅新的誤解被不斷克服，而使真理得以從遮蔽它的那些事件中敞亮，

                                                 
6 石國鈺：《現行國小語文教育的缺失與改善途徑》，台北：秀威資訊科技，2009 年，頁 77-95；

戴振浩：〈國民小學語文教學的探討〉，《文訊》，239 期，頁 49-52。 
7 秦秀白，韓金龍：〈論文的解讀〉，華南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9 年 12 月，頁 110-117。 
8 Gadamer, H-G 原著，洪漢鼎譯《詮釋學 I 真理與方法——哲學詮釋學的基本特徵》，台北：時

報，1993 年，頁 503。 
9 洪漢鼎譯《詮釋學 I 真理與方法——哲學詮釋學的基本特徵》，頁 388-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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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新的理解也不斷湧現，並揭示出全新的意義10。文本意義對每一個人保持他

的開放性，每個人都可以自己的方式解讀文本。 

每個時代的人也以自己的方式理解文本，而意義從來就是在歷史中生成和發

展的，而歷史是一個動態發展的過程，任何人的解釋都不能逃逸於歷史之外，因

為人總是一定歷史中的人，每個人的理解及其方法的運用總浸透著歷史的印記。

而任何文本都是向著讀者保持歷史性的敞開和開放的11。由此可知文本的意義是

變動的不是固定的，因為每個人的生活經驗與知識背景都不相同，理解的方式也

不同；每個時代的人受到不同歷史文化的影響，對文本解釋的方式也會產生不同

解讀，加上相異的文化背景所產生的差異更大。因此對文本的理解具有歷史性與

開放性的影響，每個人都以自己時代所賦予的歷史影響來理解文本，因此每個人

理解的意義都不可能完全相同。而理解的前提則是理解者的先見需和文本的內容

加以融合，才可能產生新的意義。 

二、文本意義的生成性和創造性 

「意義和理解的走向不是由作品流向解釋者，而是解釋者與被解釋對象在不

斷變換整體與部份地位的關係中，相互交流意義，相互發生理解」12。我們去理

解文本，總是以自己的特定視野為出發點，因為歷史距離的存在，因而理解中不

免帶有理解者的先見13，而高達美認為這種先見不但不影響理解，且是理解的前

提，因為理解文本的過程不是固定的，而是一個變動創造的過程。 

而理解是文本意義和閱讀者先見不斷互動的過程，因此每一次理解都是一次

意義的生成，而文本意義不是固定的，而其因是無限的因人、時代而異。理解的

過程正像高達美所強調，不是以否定解釋者自身視野的特殊性開始，而恰恰是要

依賴他自己的視野及其開放的能力，最大程度地容他所能感知到的解釋對象的境

界14。因而理解最重要的目的在於作者與讀者的視域融合。視域(Horizont)就是看

視的區域，這個區域囊括和包容了從某個立足點出發所能看到的一切15。 

視域融合即在理解文本的過程中，詮釋者排除自己不適當的先見，保留適當

的先見以與文本意義融貫的過程，即詮釋者視域與文本視域的融合，這樣的詮釋

有兩個優點，一方面豐富了文本的意義讓詮釋的發展得以無窮，隨著詮釋者不同

而呈現不同的真理，一方面讓文本與詮釋者處境密切相關，因為要詮釋文本需在

自己的先見下詮釋文本，文本需與先見產生融合16。這種融合產生的新視域，超

出作者與讀者自身的視界，達到了更高和更新的層次，而又給新的經驗和新的理

解提供了可能性。而理解的過程，實際上是讀者從自己的經驗出發去解讀文本，

並在與文本的思維性溝通中形成文本意義的過程，簡言之，讀者理解的過程也就

                                                 
10 洪漢鼎譯《詮釋學 I 真理與方法——哲學詮釋學的基本特徵》，頁 235。 
11 李如密：《論教師對教材文本的解讀》，山東：曲阜碩士論文，2005 年，頁 8-14。 
12 殷鼎：《理解的命運》，台北：東大圖書，1990 年，頁 35。 
13 先見又稱先理解、先有、前見，即個人原來受歷史文化及其它影響原本擁有的知識，亦即心

理學之先備知識、背景知識。 
14 殷鼎：《理解的命運》，頁 124。 
15 洪漢鼎譯《詮釋學 I 真理與方法——哲學詮釋學的基本特徵》同註 8，頁 395。 
16 陳榮華：《高達美詮釋學：《真理與方法導讀》》，臺北市：三民，2011 年，頁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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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讀者對意義的創生過程17。 

由上可知，文本的生成與創造是個無止盡的過程，而理解主要在於閱讀者與

文本的視域產生融合，以閱讀者先見的視域為出發與文本視域交融後產生新的視

域的過程，因此文本的意義是變動多元的，隨閱讀者視域的不同而不斷改變。而

在與文本視域融合的過程中閱讀者的主動參與，是產生視域融合的先決條件。 

由詮釋學對文本的解釋可以了解，閱讀者是帶著先見進入文本，且其理解是

主動參與文本的詮釋，讓自己的視域與文本視域產生融合，才能達成理解。運用

到教學中，學生是帶著先見進入教室，因而教師在使用教科書為文本教學時，不

能將學生視為被動的接收者，而應將其視為主動的詮釋者。但學生如何將自己的

先見與文本產生融合，進而創造出自己的理解？則端視教師教學時的引導，藉由

以教科書為文本的教學，使學生理解如何運用自身的歷史性與開放性理解文本；

如何將文本意義的生成性與創造性應用於創造新的文本。下文將說明教師運用教

科書文本，讓學生學習如何運用自身的先見理解文本的歷史性與開放性，並進一

步應用文本意義的生成性與創造性創造新的文本。 

參、教科書的詮釋 

臺灣學生在 PISA 之閱讀素養中「擷取與檢索」、「統整與解釋」、「省思與評

鑑」等三種閱讀評量能力比其它國家學生表現落後，其中又以「省思與評鑑」的

能力最屬薄弱18，如何改善此一狀況？陳金木19建議：除政策推動與經費挹注之

外，課堂學習模式也需調整，應以培養學生高層次閱讀素養為主，如能從對話、

分享與互動入手，強調學生個人與文本間的互動與省思，並鼓勵學生廣泛閱讀，

將閱讀融入生活中則有助於提昇閱讀素養。 

課堂學習模式應由高層次閱讀素養著手，從教師與學生、學生與學生的對

話、分享與互動的過程中，發展個人與文本間的互動與省思。但以研究者任教的

國小教學現場經驗為例，部份教師在教學時將學生視為白紙，加上教學時間減

少，但教師教學時仍採用單向授課方式，教學時重點放在教導教師手冊中的資

料，或抄錄教學指引中的生字、詞語和解釋；即使學生認識教科書中的每一個字，

老師授課時仍從生字語詞開始。因此教學現場常聽老師抱怨授課時間不足、課程

內容太多，因此無法做進行閱讀與寫作教學，對學生閱讀與寫作能力不佳的狀況

深感無力。 

但在教學節數的限制下，單向式及以字詞句為教學重點的教學方式，無助於

學生閱讀能力的提昇，因此閱讀評比表現不佳就不令人意外。因為，以詮釋學觀

點而言，學生在學習時並非一張白紙，而是帶著先見進入文本。只介紹教學指引

中龐雜的資訊的單向式教學，在有限的時間內永遠只能學習片段、瑣碎的資料，

無助於學生先見與文本融合，因此也無法對文本產生理解。 

                                                 
17 李如密：《論教師對教材文本的解讀》，山東：曲阜碩士論文，2005 年，頁 11。 
18 許瑋珊：《家庭資源、課後學習對閱讀素養影響之研究—以臺灣、韓國、加拿大、芬蘭為例》，

政大碩士論文，2012 年。 
19 陳金木、許瑋珊：〈從 PISA 閱讀評量的國際比較探討閱讀素養教育的方向〉，教師天地，第

181 期，20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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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本質而言，詮釋學的視域融合就是一種對話。高達美認為在理解中所發生

的視域融合乃是語言的真正成就，語言就是談話雙方得以相互了解並對某事取得

一致意見的中心點，而談話就是相互了解並取得一致意見的過程20。對話就是理

解，就是語言的交流，而「教學在絕大多數情形下是在支配性的媒體──語言――

的影響範圍之中產生的現象，亦即可以把教學作為語言過程來把握。這就是說教

學中的語言活動本質上是一種對話過程」21。 

而真正實現閱讀過程中的對話，達成多重視野的融合，是需要一定的條件。

教師要讓學生與文本、與教師、與其它學生發生對話與交流，讓閱讀的意義、教

育的意義在對話與交流中生成22。因此在教科書的詮釋時，教師應引導學生與文

本、同儕與老師對話，藉由課堂中教師――教科書――學生的對話，讓學生在對

話的互動過程中，產生自己的理解。因此在教學時，教師可藉由提問讓學生思索

問題，在尋求答案的過程中啟動本身具有的先見；再藉由課堂上問答方式，由教

師以提問方式示範詮釋文本模式，讓學生習作以此模式，並練習運用於詮釋同類

文本，最後是否能運用此模式創作新文本。以下將目前南一版國語六年級下學期

第四課「真正的獲得」23實際教學為例，說明如何詮釋教科書。 

一、文本意義的開放性和歷史性在國語文教學上的運用 

教學時數的不足可以預習方式解決，將生字、語詞與初步閱讀閱讀文本的工

作交於學生，一方面培養學生自學能力，一方面解決授課節數不足的問題。上課

前教師要求學生預習課文，但需先教導學生預習的方式與步驟，如此一來上課時

即可直接進入教學主題。以下針對教學時步驟說明。  

(一) 預習課文喚起先見 

看到標題先想一想，課文的內容是什麼(說道理還是介紹知識？或說故事)？

之後看插圖再猜一猜內容是什麼(有誰？他們之間的關係？他們遇到了什麼問

題？怎麼解決？結果？)？第三開始閱讀課文，過程中遇到不認識的生字或不懂

的語詞或句子或段意，先猜一猜24或跳過，等文章看完後仍不了解再翻閱字典，

如果仍然有疑問記得在課文中做標示，於上課時提出；最後閱讀完課文，請思考

並嘗試回答下列問題： 

1、形式部分 

(1)本篇文體屬於記敘文或說明文？理由？如果是記敘文，那是故事嗎？為什

麼(是不是有問題、解決方法和結果)？ 

(2)請找出二篇故事中的開始(背景：人事時地物、起因)、經過(問題、解決方

法、結果)、迴響(主角的感想或別人對他的評價)。 

(3)請找出第二篇故事富翁兒子舉了那些例子說明自己家與鄉下(貧與富)的差

                                                 
20 洪漢鼎譯《詮釋學 I 真理與方法——哲學詮釋學的基本特徵》，頁 495。 
21 鍾啟泉：《學科教學論基礎》，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 年，頁 256。 
22 曹明海主編：《語文教學解釋學》，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07 年，頁 171。 
23 詳見附錄。 
24 生字可以部首或部件方式猜讀音或意義；語詞則使用上下文的脈絡去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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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依序是？(寵物、設施與景觀、活動範圍、食物來源、生活方式、人際

關係)這個順序有意義嗎？可不可以更動？ 

2、內容部分 

   (1)人物描寫：兩篇故事的主角描寫方式有何不同？缺少什麼可以補充(對話、

表情、動作、想法)？ 

   (2)情節安排：是否有衝突的設計與高低起伏的變化(重覆三次)？ 

   (3)情緒變化：人物在故事有哪些情緒的變化？ 

   (4)主旨觀點：想告訴我們什麼道理？ 

3、讀者感悟 

(1)讀完文章後還有什麼疑問？有什麼問題想詢問作者？ 

(2)這篇文章寫得好不好？理由？請與出文本實例證明。 

(3)文章中你最喜歡誰？為什麼？ 

(4)如果要增加內容，你覺得可以從哪個部分開始？(形式或內容) 

4、參考提問 

(1)老先生怎麼賣水果？(和一般的水果店是否相同？)婦人要老先生留心什

麼？老先生的看法是什麼？水果店的生意好不好？好或不好的原因？  

(2)賣水果的老先生為什麼十分信任客人？  

(3)富商為什麼把兒子送到鄉下？富商的兒子學到了什麼？富商的看法呢？ 

(4)富商的兒子學到的東西是否可以用一句話來概括？ 

誠信的價值高於水果。心靈的富有比物資富有重要。 

(5)課文中的插畫與文字敘述的關係？ 

(6)課文的場景、事物插畫與文字敘述的關係？ 

(7)課文的插畫的優點與缺點？ 

預習可培養學生閱讀文本的能力，透過預習單的提問則可喚起學生先見與文

本對話，產生初步的理解；當學生回到課堂中，即可提出自己的看法與疑問，並

與小組成員對話，與小組成員產生共識再與全班討論，遇到無法解決或意見相左

時，老師再加入引導與說明。課堂活動的進行是以文本為中心，學生與文本、學

生與學生、學生與教師彼此藉由對話讓達成視域融合。 

(二) 朗讀與聆聽理解課文 

教學時應由朗讀與聆聽課文開始，教師先請學生朗讀課文增加對內容的印



語教新視野第三期                                                            2015.09 

張宏琴 30 

 

象，之後由老師再朗讀一遍，一方面示範朗讀的技巧；一方面增加學生對課文的

理解。朗讀時需強調人物自述時的音量高低、輕重、聲調變化，以求與其情緒的

起伏相呼應，其次進行全班共讀、分組讀，此時教師需指導朗讀時聲調變化，讓

學生藉由聲情理解課文25，而朗讀對學生在閱讀時具有安定的力量，在閱讀教學

時十分重要不可忽略26；而聆聽朗讀者閱讀也是閱讀教學中必須重視的部份，教

學時應由教師與學生朗讀文本，學習者仔細聆聽開始，「就語文聆聽活動而言，

任何聆聽者總是帶著自己的觀點去「理解」對方說詞，因此，聆聽者在堅持自己

的觀點之餘，還得尊重對方的意見，才能做到相互了解，繼而達成有一致意見的

見解」27，教學時由聆聽教師與同學的朗讀開始，有助於深入理解課文。 

實際教學時學生朗讀課文後，除了因專注於閱讀課本可專注力提昇之外，朗

讀的聲音也可增加該生對課文內容的記憶，對理解課文也有正面的幫助，與直接

進入教學的效果有明顯的差別。此時教學重點不在於直接將教師的觀點「教」給

學生，而在於如何藉由提問引導學生與文本、學生與學生間對話。 

當學生與文本、學生與學生間對話出現歧異時，教師可示範自身詮釋的文本

的方式與理解的結果，讓學生了解其中的差異。在引導時必須讓學生了解，教師

不是唯一的詮釋者，因為文本的意義是開放性的，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觀點；且文

本受到歷史性的影響，不同時代解讀的方式也不盡相同，但不影響我們對文本的

認識。教學時老師鼓勵學生對文本的理解提出想法，同時也聆聽老師與同學的意

見，最後全班一起討論那一種意義比較合乎這一課的內容。 

(三)以提問討論促進讀者先見與文本內容融合 

由朗讀與聆聽進入教學後，接著採用小組討論、發表的方式進行。小組間成

員需先針對預習單上的問題加以討論，達成共識後上臺發表，一組回答一個問

題，上臺需說明小組的答案及理由，如有問題或無法解決的爭議可一併提出；小

組說明完成後由其它組針對報告提出看法，如無意見則表示接受，如有意見則可

提出，再由全班同學及老師共同參與討論。請聆聽的學生將他組報告的內容以表

格的形式記錄在白紙上，並在紙上記錄本課的形式架構，也可以圖表或心智圖的

方式呈現，形式不拘。 

接著請學生口述課文大意，參照記錄的形式結構在課文中找出主要句，加入

連接詞(先…再…然後…接下來…最後)串連形式中的開始、經過、結果即可完成

大意，再由大意找出主要概念，濃縮成主旨。教學時需鼓勵學生自由發表，如果

漏說，可由小組或其它組員、老師加以補充。最後由老師針對寫作者的觀點提問，

請學生思考：針對這篇文章，為什麼作者的文句要這樣安排？如果順序顛倒的

話，會有什麼效果？或不同結果？讓學生以作者的立場思考文章的編排目的與詞

句的安排意義。教學上可使用下列問題加以引導： 

                                                 
25 楊淑華：〈說話教學〉，王衍等著：《國語文教學理論與應用》，台北：洪葉文化，2010 年，頁

113-115。 
26 蘿拉‧羅伯著，趙永芬譯：《中學生閱讀策略》，台北：天衛文化，2003 年，頁 31。 
27 馬行誼：《聆聽教學的理論與實務》，台北：洪葉文化，2011 年，頁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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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吃虧的人」中老先生對人性抱持何種看法？為什麼老先生認為，如果有人多

拿了水果，他的損失會比較大？良心損失是否必然存在?損失良心比損失物品

還嚴重嗎? 

2、「有錢人可能很窮」中富商兒子以舉了下列數種方式說明貧與富的差別 

(1)寵物：籠中鳥/自然中的鳥 

(2)設施與景觀：游泳池/河流、電燈/滿天星光 

(3)活動範圍：大房子/戶外 

(4)食物來源：花錢買的食物/自種還可送人 

(5)生活方式：僕人服侍/照顧自己服務他人 

(6)人際關係寵物：牆壁保護/朋友保護 

這樣的順序有何目的？是否有更好的安排？是否有更佳的例子可以補充？ 

3、為什麼富商聽了兒子的話後「啞口無言」？ 

4、什麼是獲得？什麼又是真正的獲得？在這課文中的意思是？ 

學生除了針對問題評論外，尚需替作者補充論據，教學時可採用正反兩方的

方式進行。如果學生意見偏向單方，老師可擔任反方與學生答辯，雙方提出與作

者相同或相反的例證，藉此方式讓學生學習從不同的面向理解文本。 

二、文本意義的生成性和創造性在國語文教學上的運用 

文本意義的生成與創造，需由文本、學生與教師視域融合為基礎，由預習單

的提問，讓學生對文本意義產生初步理解；再藉由小組成員的討論、及全班同學、

老師針對文本內容提問引導，讓自身的意義與同學的意義及老師對文本的意義產

生交集；接著針對課文內容架構的討論，與理解作者寫作的脈絡與文句安排的目

的後，最後由學生對課文產生理解與消化後，創造出自己的意義。學生理解文本

先與教師對文本詮釋交集，再融入作者對文本意義的後，才能進入文本意義的生

成性與創造性教學。此時教學重點在於讓學生自行延伸與創造出對文本的理解，

並能對相關問題進行推論及反思。 

(一)深入理解文本生成新意義 

接下來將討論結果中課文結構以表格呈現，採小組合作方式將歸納的課文結

構整理於表格中，再上臺說明討論結果，並展示各組表格內容。接著請學生由其

它組別所提供的表格訊息中統整課文重點，判斷課文中的關鍵訊息，並給予評

論。再將課文內容拓展至與自身相關的生活經驗理解，並對相關問題提出自己的

看法，即與文本視域融合後再創造出新的意義。問題說明如下： 

1、你同意老先生還是婦人的說法？為什麼？是不是可以幫忙補充理由？ 

2、你贊同富商的兒子嗎？為什麼？是不是有更好的理由可以幫忙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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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同學的回答中，那一位說得最好？為什麼？那一位說得不清楚，你是否可以

補充？ 

4、課文中舉的兩例是否與題目「真正的獲得」相契合？理由何在？如果不合適

你覺得題目應該是？ 

5、關於「吃虧」你是否有過相同的經驗？請簡述你的經驗並說說你的感受？ 

(二)由自身經驗中創造新意義 

除了對文本內容理解外，還能與自身經驗中找出相關的經驗，產生聯絡與聯

想，將文本與先見產生融合。教學時引導學生將文本與原有的經驗產生比較與對

照，最後以此為起點對其它類似或相關的事物推論與創造新的意義與理解。教師

在教學時應注重引導學生的視域與文本視域融合，討論以文本中心進行，再由文

本出發，擴大文本的內容與學生先見產生融合，進而擴大創造理解的範圍與深

度，說明如下： 

1、聯絡與聯想 

(1)你最信任的人是誰？為什麼？說說看自己的經驗？ 

(2)什麼是「富有」？「真正的富有」？什麼是「貧窮」？「真正的貧窮」？

說說看你的看法是什麼？ 

2、比較與對照 

(1)請說說看習作五「分財產」的故事和這個課課文中的故事是否相同？那些

地方相同？那些地方不一樣？ 

(2)讀完這篇故事請你仔細想想，為什麼修道者認為直接宣布財產分配，能讓

兩個兒子得到公平？請你比較一下這則故事和本課課文故事是否相同？

那些地方相同？那些地方不同？ 

3、推論與創造 

(1)第一篇老闆認為多拿水果的人會損失良心,所以損失的多, 但是,會不會有

人多拿,卻不感覺良心損失?如果是少拿,反而是老闆良心損失的狀況呢?你

的看法是什麼？ 

(2)良心損失是否真的存在，你覺得做了壞事或不好的事，你是不是會覺得「良

心」不安？「什麼程度的事你會讓你良心不安」是不是真的有一個客觀的

標準？闖紅燈是壞事但你的良心會不安嗎？但如果闖紅燈撞死了人呢？ 

(3)損失良心比損失物品還嚴重嗎？如果損失的是一百元的物品？如果是一

仟萬呢？良心和物品那個比較重要？ 

(三)以寫作完成文本的生成性與創造性 

經過與自身經驗的聯絡想像、比較對照及推論與創造的討論，學生因而對文

本有新的意義生成與創造，而檢視其成效最佳方式即為寫作。因此教學時先請小



語教新視野第三期                                                            2015.09 

張宏琴 33 

 

組討論，如何濃縮課文中的二個故事及習作中的故事為一百字的摘要，之後上臺

說明小組的看法。接著請學生針對「論真正的獲得」為題寫一篇議論文。 

需分三個段落說明，首段說明論點真正的獲得是什麼意思；次段舉三個由教

科書中學到的例子，需將課文中的二篇故事及習作附錄中分財產的故事，摘錄為

三則論據，此三則事證可依課文中結構(主角+問題+解決+結果)各濃縮成一百

字，再加上自身經驗；結論則使用論據中的主角的收穫或得到的啟示，證明自己

的論點。 

肆、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在多種領域爭取納入教學課程與提倡多元文化與課程的環境下，國語文上課

時數的減少是必然趨勢，因而國語文教學必須更有效率。如果仍停留教導「資料」

與傳授「知識」的教學方式，而不以「思考」教學為主，則學童國語文能力必然

是江河日下。因為他會的、可自學的教師拼命教，教得很辛苦而學的人卻很痛苦，

此舉不僅無效，而且導致自學、思考與運用等高層次的能力無時間教，此為閱讀

運動即使歷經多年的提倡與推動，閱讀評比成績卻未見明顯改善癥結所在。其根

源不在於「提供更多的課外讀本」，而在於如何有效能的使用「教科書」為基礎，

在有限的國語課推動「閱讀思考」訓練，每週五節課練習藉由「對話」方式詮釋

教科書。 

「閱讀方法」才是國文語教學法的釣竿、帶得走的能力；而忽視先見只提供

手冊中的資料、教師腦中過時的知識，只是「背」不了的資訊堆砌而已，因為「課

堂中對話」的重要性在於「只有當學生參與課堂的討論並學習與他人交換想法並

對文本及他人想法做反應時，這時的討論才會把聽、說和思考技巧聚集在一起」
28。 

有效能的國語文教學必須以「視域融合」為基礎，了解學生的前理解，了解

其所需，教學時將教師的理解方式透過課文示範、引導，讓學生能自行發展運用

自己的先見將課文融入自己的理解中，達到與教師視域融合，方為教學的重點，

透過每週至少三堂課的練習，讓學生由不了解到知曉進而內化為自己的視域，則

由此基礎出發，再利用其餘兩堂延伸至課外閱讀寫作，才是提昇閱讀能力的最佳

途徑。  

二、建議 

從詮釋學的觀點中我們了解，真正的理解是要能與文本產生視域融合，而老

師藉由教科書共同文本的練習，從詮釋教科書的方式入手，以教科書詮釋為中

心，讓學生的先見藉由老師的帶領與老師與文本的視域產生融合，建立自己的詮

釋，讓自己的視域因理解而產生融合，擴大自己的先見。 

                                                 
28
 Linda B. Gambrell & Janice F. Almasi 主編，谷瑞勉譯：《鮮活的討論！培養專注的閱讀》，

台北：心理，2004年，頁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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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詮釋學方式進行教科書詮釋  

因視域的融合理解才得以產生，而此理解必須建立在以教科書為中心，為理

解的起點，由此建立學生理解能力，養成閱讀的習慣應與文本產生視域融合，達

到真正的理解，而非僅就低層次的字詞義的背誦 如此才能培養學生自己解讀與

詮釋文本的閱讀能力。在教學時數不足，閱讀教學方法無法提昇閱讀理解能力的

現實狀況下，研究者認為發展以詮釋學方式詮釋教科書的語文教學法，實為提昇

國語文教學效能的一個適當的方式。 

(二)以理解與創新文本為教學重點  

在教學時應著重文本的理解，藉由課文的預習讓先見與文本產生融合，再藉

由朗讀及聆聽能力與習慣的培養深入理解文本；課堂教學時應採取提問與小組討

論的方式，針對文本形式、內容及創作手法、主旨加以深入理解，進而與自身經

驗產生聯結，生成自己的意義，進而運用所學習的內容進行寫作輸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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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5/29。 

附錄 

「真正的獲得」課文 

(一)吃虧的人 

寧靜的街道上，開著一家小小的水果店。 

天色剛亮，店門口就出現了老闆忙碌的身影。他是一位親切和善的老先生，

紅潤的臉上留著一點鬍鬚，目光炯炯有神。他的店裡永遠陳而著新鮮的水果，等

著客人上門挑選。 

有一天，一位婦人來買水果。 

「老闆您好，蘋果怎麼賣呢？」 

「五顆一百元，我們的蘋果很甜呵！」站在店門口整理水果的老先生精神抖

擻的回應著。 

「那我要買十顆。」婦人掏出兩百元交給老闆。「好的！蘋果就在裡頭，您

儘管自己挑。」 

婦人到店裡頭去挑水果，老闆則繼續將一顆顆碩大的西瓜，整齊的鋪排在門

前的攤子上。不一會兒，鄰居過來招呼，老先生便和鄰居熱絡的聊起天來。 

婦人挑揀蘋果的時候，不由得對老先生的舉動感到好奇。後來，她拎著一袋

蘋果都到門口，對老闆說：「您怎麼不多留心客人呢？萬一有人拿的水果比他付

的錢多，您豈不是吃虧了嗎？」 

「怎麼會呢？」老先生聽完，露出微笑：「如果這樣，真正吃虧的是那些客

人啊！」 

老先生見婦人一時無法會意，又笑笑說：「如果他們這麼做，我損失的不過

是一些蘋果，但他們卻損失了自己的良心。他們的損失當然比我大啊！」 

一道道的皺紋不住老先生滿面的笑容。他接著說：「這麼多年來，我們店裡

的生意都還不錯，真是謝謝大家惠顧啊！」 

(二)有錢的人可能很窮  改寫自古川千勝《其實有錢人可能很窮》 

一位富商因為想讓兒子體會什麼是「貧窮」，進而懂得感恩惜福，於是，就

把兒子送到鄉下的朋友家。 

寄居在鄉下的日子結束後，兒子回到家，父親就問他：「你知道什麼叫做『貧

窮』了嗎？」 

「嗯，我知道了。」兒子很肯定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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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你說說看，到底什麼是貧窮？」父親露出充滿期待的笑容。 

兒子回答說：「我們家的鳥籠裡只有一隻鳥；他們幾乎每戶都有狗和牛，還

有好多小鳥。」 

「我們家裡雖然有游泳池，可是他們卻有長得看不見盡頭的河流。」 

「我們家的院子在晚上有明亮的電燈，不過他們卻擁有滿天的 星星。」 

「我們家雖然寬敞，但他們可以活動的範圍卻更大。」 

「我們的食物必須花錢買，可是他們吃的全是自己種、自己養的，有多餘的

還可以送給左鄰右舍。」 

「我們生活上處處需要僕人服侍，而那些人除了照顧自己之外，還能服務別

人。」 

「我們家的四周只有牆壁保護，但是那些人卻有一群保護他們的朋友。」 

聽完兒子話，父親頓時啞口無言。 

習作五，分財產  改寫自托爾斯泰《平分財產》 

有一個商人，他有兩個兒子，但是他特別偏愛大兒子，常說老大是他的心肝

寶貝。後來，商人得了重病，知道自己時日不多，就計畫把所有財產都給大兒子。

母親很心疼小兒子，希望能想到辦法把財產平分給兩個孩子。她請求丈夫先不要

向孩子宣布分財產的事，商人只好答應。 

一天，母親坐在窗前哭泣，這時，有位睿智的修道者經過，便問她為什麼哭。

「我怎能不難過？」這位母親說，「兩個兒子都是我身上的一塊肉，而他們的父

親只想把所有的財產留給其中一個，另外一個孩子將一無所有。還沒想到解決的

辦法前，我只能央求丈夫至少先別讓孩子知道。我身上沒有錢，真不知道該如何

是好。」 

修道者想了一下，回她說：「這個簡單，你就讓丈夫直接宣布分遺產的事吧！

大兒子將會得到全部財產，而小兒子什麼都拿不到。這樣一來，就會公平了。」

母親雖然想不透修道者話中的真義，但也別無他法，只能先接受這個建議。當父

親一宣布遺產的分配，小兒子知道自己什麼也分不到，立刻收拾包袱，離家到外

地去當學徒，最後學會了一技之長。大兒子則待在家無所事事，因為他知道自己

將會繼承全部的財產。 

父親過世後，才不過幾年，大兒子因為什麼本事都沒有，慢慢的就把家產全

花光了；小兒子則靠著一技之長開創了事業，成為大富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