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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科書的文本詮釋 

--「以學生為中心」的詮釋學進路 

葉琬琦 

南投縣弓鞋國小教師 

摘要 

    國語文教科書是國內國小校園中普遍使用的語文教材。藉由高達美詮釋學的

分析，我們了解到意義和理解的走向是詮釋者和被詮釋對象在不斷變換整體與部

分的地位的關係中，相互交流意義、相互發生理解的過程。為了提升學生的學習

成就，培養學生主動學習、愛好語文的態度，課堂教學多以學生為中心取向，安

排國語課的設計與活動，以達到不同階段的能力指標。教師與學生對於教科書各

有不同的詮釋，必須透過師生的雙向互動，才能創造成功的學習歷程。在此，以

詮釋學的觀點來探討教師、學生以及教科書三者之間的相互理解的關係。 

關鍵詞：詮釋學、教科書、學生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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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rmeneutic of Chinese Language 

Textbooks-“ Student-Centered ”Orientation 
 

Yeh, Wang-Chi 

 

Abstract 

 

Chinese language textbooks are widespread uses in our language teaching in 

elementary school. By Gadamer's hermeneutics, we understand how the meaning and 

understanding how it works. They are relationship of whole and part,changing 

between the interpreter and the interpreted object.They are the process of mutual 

meaning exchange and mutual understanding. In order to improve student’s 

achievement, student’s active learning and student’s language-loving attitude, 

classroom instruction are more student-centered orientation .And arrangements 

Chinese lessons and activities designed to achieve the ability to reach different stages. 

Teachers and students have different interpretations for textbooks. In order to create a 

successful learning process,there must be two-way interaction of teachers and 

students. In view of hermeneutics, the essay explore mutual understanding between 

the three relationships of the teachers, students, and textbooks. 

Key words: Hermeneutics, Chinese language textbooks, student-cente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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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九年一貫課程綱要明訂國語文教學的基本理念：培養學生正確理解和靈活應

用本國語言文字的能力；使學生具備良好的聽、說、讀、寫、作等基本能力及對

於國語文的興趣1。並且，引導學生學習利用工具，以增進語文學習的廣度和深

度。國小階段的國語文領域包含六大能力，分別是：注音符號運用能力、聆聽能

力、說話能力、識字與寫字能力、閱讀能力、寫作能力。為了達到教學的目標，

國內許多小學以校內所組成的課程發展委員會或國語文領域小組成員，共同為學

生挑選適合的國語教科書，做為學生學習的教材。國語教科書成為國小學生學習

的材料，也成為教師教學的依據。 

 觀察國內，小學教室裡最常見的教學方式，便是以教科書為材料，教師課堂

講授的方式進行教學。隨著時代的演進，受到西方所傳入的教學的方法和教學理

念影響。我們可以觀察到：原本以「教師中心」，注重教師講授的教學方式，也

轉而關注學生身心發展及個別特質的「學生中心」取向。二十世紀初教育學者杜

威(John Dewey,1859~1952)提出「兒童中心」論，認為學生的身心發展、學習心

理、個別差異，都是學校教育上重要的問題。他主張學校即生活，學校的課程必

須符合學生的興趣和能力，教學活動以學生為中心，而非以教師為中心2。德國

詮釋學大師高達美3(Hans-Georg Gadmer,1900-2002)在其巨作《真理與方法》4認

為：在教室的語言要在解釋和理解中才能發生意義5。因此，國語課堂中，教師

除了發揮專業針對教科書文本內容進行詮釋講述之外，也要關心學習者的學習發

展，以學生學習為中心，將文本中的知識傳授給學生。 

 詮釋學的觀點，提供教師與學生之間的談話有了新的思考方向。詮釋學

(Hermeneutics)的希臘文字源，是根源於希臘傳說中的信使神赫默斯(Hermes)。赫

默斯作為往來眾神與人間的信使神，將超越人的理解的神旨，轉換成為人可以理

解的人類語言6。赫默斯將諸神的旨意翻譯或轉換到人間，首先他必須理解諸神

的語言，其過程包含著一種應用的要素。詮釋學即是這樣一種理解與應用的藝術

                                                      
1
 教育部：《九年一貫課程綱要：語文學習領域》，2010 年，頁 21。 

2
 張春興：《教育心理學三化取向的理論與實踐》(東華：1996 年)，頁 11-12。 

3
 何衛平：《高達瑪》，(台北市：生智文化，2002 年)，頁 3-20。高達美生於 1900 年 2 月 21 日，

德國馬堡的家庭。父親阿奈斯•高達美(Johannes Gadmer)是一位研究自然科學的學者，父親從小

就試圖培養和開啟高達美對於科學的興趣，但是他最後選擇了以哲學為志業。1949 年接任海德

堡大學的教職後，專心寫作完成《真理與方法》這一巨作，從而達到自己事業的巔峰，奠定了他

在整個西方哲學史上的重要地位。在施萊爾馬赫、狄爾泰、海德格的基礎上進一步拓展詮釋學

的普遍性，並將它真正變成一門系統的、名副其實的哲學。 
4
 高達美著，洪漢鼎譯：《真理與方法：哲學詮釋學的基本特徵》，(台北市：時報文化，1993

年)。 
5
 殷鼎：《理解的命運》，(台北市：東大圖書，1994)，頁 35。 

6
 殷鼎：《理解的命運》，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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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以教育研究的角度來看，教師就像是赫默斯一樣，將教科書文本中的內容，

為學生解釋、翻譯，表達文本的內涵。高達美在〈語言作為詮釋學經驗之媒介〉

中即談到8，語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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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此，教師的教學必須兼顧學生的認知發展為考量，以培養學生聽、說、讀、寫、

作的能力為目標，發展合適的教學模式以進行教學活動。  

 觀察國內關於國語文教學的常見的研究方法，多是運用教學策略或是以教育

心理學的學習行為主義等方式進行。因此，本文嘗試採用德國詮釋學大師高達美

的詮釋學為分析為進路，以《真理與方法》作為主要的哲學理論基礎，參考高達

美對於文本理解的論述，以學生作為教學中心，探討教學過程中教師、學生對於

教科書文本將如何進行解釋達到理解的境地。 

貳、教科書的文本詮釋 

 教科書（textbook）一詞的來源歷史久遠，我國近代中小學教科書之起源，

可推至清末同治、光緒年間基督教士來華傳教時9。教室裡教師透過教學課程及

活動，向學生說明教科書中所蘊藏的知識內容。因此，我們可以說，教科書的內

容成為學生獲得知識的主要來源。教科書在國小稱之為課本，是學生學習的重要

教材之一，是教師教學的主要依據，是學生學習的主要資源10。本章節嘗試以詮

釋學的觀點，探討教科書的內涵及使用。 

一、教科書詮釋的內涵 

（一）文本對話的語言過程 

 教科書的詮釋，可視作一場與文本對話的過程。首先，在讀者個別詮釋的過

程中，教師與學生分別依著自己的知識和經驗對文本進行解釋和理解；其次，在

教學過程中教師和學生帶著自己的前理解所詮釋的結果，進行彼此對於文本詮釋

的理解溝通；最後，在相互理解的過程中，教師透過語言談話引領學生進行一場

真理與知識的探討，以達到理解者與被理解文本取得一致意見的境地。 

 高達美說道：「某個傳承下來的文本成為要解釋的對象，已經就意味著該文

                                                      
7
 洪漢鼎：《當代哲學詮釋學導論》，(台北市：五南，2008)，頁 3-5。 

8
 高達美：《真理與方法：哲學詮釋學的基本特徵》，頁 494。 

9
 藍順德：《教科書政策與制度》，(台北市：五南，2013 年)，頁 2。 

10
 何衛平：《高達瑪》，(台北市：生智文化，2002 年)，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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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對解釋者提出一個問題。所以，解釋經常包含提給我們的問題的本質相關聯。

理解一個文本，就是理解這個問題。」11想要對於教科書所呈現文本內容尋求理

解，高達美認為讀者則必須要回答文本所提出的問題。高達美以一種問答辯證的

方法(the dialectic of question and answer)，論述我們這些尋求理解的人必須通過我

們自身使文本講話。因著問答辯證的方法，使理解的過程發展為一種對話。 

 高達美將詮釋學經驗現象分析，最終引向關於語言與世界關係的討論。認為

人同世界的關係最終被表現為一種語言的關係；語言作為一個意向性的活動，它

帶來一個「世界」，一個「有意義的」世界。語言包容著一切，「人的全部世界

經驗都體現於語言裡」12。「語言不只是生活的表達，而且是真理的啟示。在說

話中某種東西被主張，這種主張並不只是某個心理生活的單純表現；理解所說的

話，意味著我們理解某種帶有真理要求的主張。」13隨著語言的發生，人類生活

就出現一種解釋的活動；從詮釋學的觀點來看，這種解釋活動是與詞語或文本相

關聯的，即說明和指出該語詞和文本的意義14。 

 教科書詮釋，其目的為增進對文本內容所產生的理解。高達美認為理解首先

總是對文本或作為行為、實踐和社會規範的「文本對話」的可能有效性的歷史境

遇的理解。以教科書作為教學的媒材時，我們首先面臨一個問題：教科書文本被

教師及學生詮釋時，所產生的理解是不同的，不同的人面對教科書文本內的文字

符號，所產生的詮釋內容也不相同，如何使學生與老師二者產生一致的理解共

識，是教學活動的重點。身為國小國語文教師，應了解教師與學生對於教科書詮

釋差異的問題，才能在教學過程中為學生建構理解的鷹架。 

 國語文課程中，又應如何促成學生對於教科書文本的理解？高達美認為：整

個理解的過程所產生的意義包含著應用，整個理解的過程乃是一種「語言過程」；

「語言」是雙方談話得以互相了解並對某事取得一致意見的中心點15。他並提

到：談話是相互了解並取得一致意見的過程。因此，在每一場真正的談話中，我

們都要考慮到對方，讓他的觀點真正發揮作用，在談話中需要把握的是對方意見

的實際根據。這樣我們就能對事情達到相互一致的看法16。 

 「語言的使用，從形式上可大到劃為二類。一是書面語言，二是口語，即言

談。言談是個人對語言最直接的使用，言談的理解也直接與談話者表達語言中的

                                                      
11
 高達美：《真理與方法：哲學詮釋學的基本特徵》，頁 477。 

12
 何衛平：《高達瑪》，(台北市：生智，2002 年)，頁 190-191。 

13
 洪漢鼎：《當代哲學詮釋學導論》，(台北市：五南，2008 年)，頁 60。 

14
 洪漢鼎：《當代哲學詮釋學導論》，(台北市：五南，2008 年)，頁 11。 

15
 高達美：《真理與方法：哲學詮釋學的基本特徵》，頁 493-494。 

16
 高達美：《真理與方法：哲學詮釋學的基本特徵》，頁 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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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圖或原意(the original intention)息息相關。」17經由詮釋，教師將教科書文本及

其所表達的意義，透過教學過程中的對談，傳達給學生。而學生除了面對教科書

文本的內容與自己所產生的理解外，同時也接受教師對於教科書的詮釋表達，進

而提升對於文本的理解與學習。教師將教科書的詮釋內容，透過教學過程的言談

傳輸給學生，以建立理解的根基。當然，語言所表達出來的思想、情緒、意義，

也透過言談過程產生教學者與學生之間的理解。 

 閱讀教科書的文本內容時，教師與學生均會對於文本所呈現的書面語言，進

行解釋。進行教科書詮釋時，教師和學生都將對文本進行屬於自己的前理解。學

生會使用自己的語言去理解教科書，教師也會使用自己的語言去理解教科書。教

師透過課堂中的言談，將專業知識傳輸給學生，這之間便形成了重要的語言之間

的關係。 

（二）文本的理解問題 

 如何理解教科書文本？如何使理解成為可能？高達美寫道：「凡是在我們致

力於理解―例如對《聖經》或古典文學進行理解―的地方，我們總是要間接地涉

及到隱藏在原文裡的真理問題，並且要把這種真理揭示出來。事實上，應當被理

解的東西並不是作為某種生命環節的思想，而是做為真理的思想。正因為這一理

由，詮釋學才具有一種實際的作用，保留了研討事務的實際意義。」18他認為：

「理解就不只是一種複製的行為，而始終是一種創造性的行為。」19 讀者面對

文本時，即便它與將來所理解的東西相牴觸，作為理解起點的錯誤前提也只能在

理解中得到修正。理解同時是創造的過程，因為理解是各人不同的理解，包括著

一個人的過去、現在，且進行對未來的認識。而教師，則應擔負協助學生閱讀文

本時，進行理解修正與創造新知的工作。 

 「哲學詮釋學中提到『前理解』20或『先見』21使理解成為可能。」22高達美

                                                      
17
 殷鼎：《理解的命運》，頁 58。 

18
 高達美：《真理與方法》，頁 257。 

19
 高達美：《真理與方法》，頁 388-389。 

20
 前理解(pre-understanding，即前見解)：理解起點、形成理解的視野或角度、理解向未知開放的

可能前景，以及理解的起點背後的歷史與傳統文化背景。前理解至少包含下列幾個關係到人的

存在因素：語言、經驗、記憶、動機、意向，任何理解只有在這些因素的基礎上才可能發生。

參見殷鼎：《理解的命運》，頁 25。 
21
 先見(prejudice，即前見)：先於個人理解的歷史文化。在任何理解發生之先或發生之時，他已

在「前理解」的歷史的關係中存在著。高達美稱這些屬於人自身歷史存在形式的「先見」為「合

法的先見」。理解首先要肯定並自覺意識到「先見」的合法存在，承認它是理解產生的先決條件。

參見殷鼎：《理解的命運》，頁 27-29。高達美：《真理與方法》，參見〈偏見作為理解的條件〉

一節，頁 261-269。 
22
 殷鼎：《理解的命運》，頁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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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理解首先意味著對某種事情的理解，其次才意味著分辨(abheben)並解他人

的見解。因此，一切詮釋學條件中最首要的條件總是前理解，這種理解來自於與

同一事情相關聯的存在(im Zu-tun-haben mit der gleichen Sache)。」23在理解的過

程中每個人必須要有已知的東西作為前提，理解必須從「前理解」開始。高達美

談到：「從詮釋學取得其活動地盤的這種中間地位可以推知，詮釋學的任務根本

不是要發展一種理解的程序，而是要澄清理解得以發生的條件。但這些條件完全

不具有這樣一種『程序』地或方法論的性質，以致作為解釋者的我們可以對它們

隨意地加以應用―這些條件其實必須是被給予的。佔據解釋者意識的前見

(Vorurteile)和前見解(Vormeinungen)，並不是解釋者自身可以自由支配的。解釋

者不可能事先就把那些使理解得以可能生產性的『前見』 (die produktiven 

Vorurteile)與那些阻礙理解並導致誤解的前見區分開來。」24 

 高達美說：「正如我們所說的，所謂理解就是在語言上取得相互一致(sich in 

der Sprache Verständigen)，而不是說使自己置身於他人思想之中並設身處地地領

會他人的體驗。」25他舉例道：「正如老師在向學生講授歐幾里德的幾何學時，

他絕不只是重構或複製歐幾里得的意圖；而是闡明具有真理性的幾何學原理。」
26面對教科書的文本時，教師和學生會依著自己對於該文本內容的解釋，應用於

課堂的交流之中，而其理解與解釋的任務並不是重構或複製原來作者的思想，而

是在闡明和揭示具有真理性的思想。 

 詮釋學的觀點中，語言自身即是一種基本的先見。在進行任何理解之前，我

們已生活在並且必須生活在一種語言的傳統中。語言是歷史和文化的保存者，他

給心靈無時不在輸入歷史中的先見。傳統，由語言向我們輸入先見；記憶，也是

人完全無法克服的先見。學生接觸教科書文本的內容時，在他接受理解文本語言

時，他所處社會的傳統價值會影響他對於文本的理解。然而，過去所學習到的語

文知識，也會在他的記憶裡呈現。「人的記憶是對理解所需要的知識的儲存，同

時也是「前理解」的成分，凡記憶中保存的東西，都捲入了程度不同的理解。」
27因此，在詮釋過程中，文本內容的精神和本質並不是對過去事務的修復，而是

在於與現實生命思維的溝通。然而，教師如能了解學習者先見的發展，將有助於

促進學生對於新知識學習的理解。 

(三)視域的融合 

                                                      
23
 高達美：《真理與方法》，頁 386。 

24
 洪漢鼎：《當代哲學詮釋學導論》，(台北市：五南，2008 年)，頁 388。 

25
 高達美：《真理與方法》，頁 493。 

26
 洪漢鼎：《當代哲學詮釋學導論》，(台北市：五南，2008 年)，頁 62。 

27
 殷鼎：《理解的命運》，頁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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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理解或前見是歷史賦予理解者或解釋者的生產性的積極因素，它為理解

者或解釋者提供了特殊的『視域』(Horizont)。」28因此，視域融合可以視作是一

種相互理解的過程。不同的時代，對於文本會有不同的理解。教科書的內容包含

著過去、現在的文字和語言，在理解的過程中，教師必須輔佐學生進行理解的激

盪過程。 

 為了介紹各種文體和語文技巧的，國語教科書透過不同類型的文本來作為學

生的學習教材。教師和學生帶著自己的先見進行詮釋時，便產生詮釋者自己對於

該篇文章的視域(Horizont)。當詮釋者的「先見」和被詮釋者的內容，能夠融合

在一起，產生意義，才會出現真正的理解，即為高達美所稱之「視域的融合」。

高達美闡述道：「一切自我認識都是從歷史地在先給定的東西開始的，這種先給

定的東西，是一切主觀見解和主觀態度的基礎。一切有限的現在都有它的侷限。

我們可以這樣來規定處境概念，即它表現了一種限制視覺可能性的立足點。」29

因此，視域概念本質上就是屬於處境概念。以文本的解讀經驗上來看：「在實現

著理解的效果歷史過程中，總存在著兩種不同的視域：一是文本的視域；一是理

解者的視域。文本有它自己的歷史視域，是因為他是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由特

定歷史存在的個人(作者)所創造出來的；理解者有自己特定的視域，這種視域是

由他自己的歷史境遇所賦予的。所謂理解無非是經驗這兩種視域的融合。」30 

 理解文本的內容，人們本身便具備有一種視域。這視域是由個人自己存在和

行為中去理解的，在這樣的理解中個人也找到自己的理解立足點。詮釋學指出兩

種視域會產生差異與矛盾，這並非會造成彼此的犧牲，反而是透過融合來揚棄差

異和矛盾，最後產生新的理解，進而移置到更廣闊的視域之中。閱讀文本的同時，

個體實現的自己視域和歷史視域的統一，使普遍性理解達到可能與保證31。 

 教科書的文本內容，作品範圍囊括古今，雖然經過審定後已由專家評斷是否

適合該年級學生來閱讀。但是，面對這些文本進行詮釋時，教師和學生總會以不

同的方式進行理解。理解的過程中，教師和學生的歷史意識將置身於各種歷史視

域之中。進行理解的同時，必須具有卓越寬廣的視界。先見構成了某個現在的視

域，只要我們不斷的檢驗我們所有的先見，那麼視域就是在不斷的形成過程中被

把握的。在教學的觀點而言，教師必須要觀察學生在歷史經驗中，對於文本可能

具備的先見，協助學生在現在的視域中，如何結合過去歷史的視域而產生理解。

                                                      
28
 洪漢鼎：《當代哲學詮釋學導論》，(台北市：五南，2008 年)，頁 144。 

29
 高達美：《真理與方法》，(台北市：時報文化，1993 年)，頁 395。所謂的視域，就是看視的

區域(Gesichtskrei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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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何衛平：《高達瑪》，(台北市：生智文化，2002 年)，頁 139-140。 

31 何衛平：《高達瑪》，頁 141-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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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達美說：理解其實總是這樣一些被誤認為是獨自存在的視域的融合過程32。 

二、教學科書詮釋過程的三角關係 

 教學過程中，如何透過言談的互動，讓教師的詮釋與學生的詮釋發揮指導協

助的效能，是達到教學目標重要的關鍵。對於教科書文本詮釋的言談過程，我們

可以將教室組成的重要元素：教師、學生、教科書三者劃分成三角的關係。 

 

圖一 

 在教學與學習的過程，教師、教科書和學生產生交織的密切關係，三者之間

的關係緊密結合。教師如何理解教科書的內容，會影響到教師自身對於教科書的

解釋。而學生帶著自己的經驗閱讀教科書內容，也必定會產生自己的理解和解

釋。依據高達美的看法，理解者和解釋者的視域不是封閉和孤立的，它是理解在

時間中進行交流的場所。理解者和解釋者的任務，就是擴大自己的視域，使它與

其他視域交相融，這就是高達美所提出的「視域融合」的概念。 

 由高達美的觀點，我們可以發現：教師與學生的語言交談過程，並非以教師

為單一主體性，為了達到對教科書文本的詮釋，二者互為主體。教師也無法堅持

己見，宰制學生對於教科書文本的理解，在教學和學習的過程中，皆必須對於教

科書內容所呈現的真理敞開胸懷，隨時迎接可能出現的解釋與理解。這整個理解

的過程乃是一種語言過程。「理解的真正問題以及那種巧妙的理解的常識，這正

是詮釋學的主題。」33 

 高達美談到相互理解的概念，在溝通與談話的過程中，產生意見的交換，最

後說話者與聽話者達成一致的意見。以說話人和聽話人對於事物或事態的理解關

                                                      
32 高達美：《真理與方法》，(台北市：時報文化，1993 年)，頁 400。 
33
 高達美：《真理與方法》，頁 4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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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以高達美的實際上就是說話人與聽話人對事物或事態達成一致意見的關係，

如下圖34： 

 

圖二 

「我們使用符號或象徵來表達事物或事態，我們一方面要使符號或象徵呈現

事物或事態，另一方面又要使聽話人接收符號或象徵所呈現的事物或事態。」35

國語課堂教學過程中，教師言說他所想要表達的事物，希望聽話者能接收他所想

的事實；而學生則聆聽說話者透過對話，與他所溝通意見，如果溝通成功，則能

促進學生對於文本的理解，創造一場成功的視域融合。 

 無論學生是否自覺意識到教科書所傳達的知識，但是在他產生文本的解釋之

前，學生必須置身在教學情境的文化傳統中，並且用語言去解釋、理解這些傳統。

在教學情境中，包含了學生對於教科書的解讀，還有教師如何解釋理解這些教科

書所要傳遞的知識。教師透過教學過程的談話，目的在協助學生理解文本。以詮

釋觀點，在理解的過程中，教師與學生的語言，必須是雙方得以相互理了解，並

為文本的概念取得一致意見。因此，我們必須關心在教學的過程中，學生應理解

的是什麼。以國語文課堂而言，教師必須關注的是：在學生閱讀教科書文本之後，

學生應該理解什麼才算是達到閱讀理解的目標。 

 由此，我們了解到，採用教科書作為教學的材料時，必須注意幾個詮釋的發

展面向。其一，教師透過教學活動為學生提供關於文本的解釋，教師擔任重要的

詮釋指導者的角色。其二，為了使學生成為一個成功的理解者，教師必須思考學

生個體面對教科書所提供的訊息時的反應，也就是學生自己對於教科書文本的理

解。其三，學生在課堂教學的過程中，如何經由教師的解釋進而理解知識，教師

                                                      
34
 洪漢鼎：《當代哲學詮釋學導論》，(台北市：五南，2008 年)，頁 205。 

35
 洪漢鼎：《當代哲學詮釋學導論》，(台北市：五南，2008 年)，頁 204-205。 

 

符號或象徵 

   事物或事態 

         說話人 聽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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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運用語言為學生建構理解鷹架，產生視域的融合。 

三、教科書文本詮釋實務 

（一）教科書詮釋教學的面向 

 「語言是一種媒介，它同時應滿足三種功能，即交往過程中所使用的表達式

是要表達某個語言者的意圖，呈現某種事態(言語者在事中所遇到的事物)和確定

語言者與接受者之間的關係。」36進行教科書詮釋時大多處在一種課室的教學情

境中，在其中教師擔任教學的引導者，以學生的能力基礎為出發，以達到協助學

生理解為目的。因此，在進行教科書文本詮釋時，教師必須借助帶有意義的語言

符號，呈現來自語言歷史建構下的公共性知識。為達到於文本解讀，我們可以參

考以下幾點，作為考量的面向37： 

1. 瞭解文本的相關背景：書寫的空間、作者的身世、經歷背景等因素都會影響

我們對文本的理解。 

2. 瞭解文本的主要內容：解讀題目、書寫的主題、5W 問題探討。 

3. 瞭解文本的主題思想：正確歸納文本主要內容、揭示文章的基本道理、思想

情感、寫作主旨。 

4. 瞭解文本的寫作特點：例如運用比喻、排比、對比的方式，或是怎樣寫、為

什麼這樣寫。 

 除此之外，也可參考可以參考由國際教育成就評鑑協會38（IEA）主導的「促

進國際閱讀素養研究（Progress in International Reading Literacy Study，簡稱 

PIRLS39）」。PIRLS 對閱讀素養的定義有： 

1. 學生能夠理解並運用書寫語言的能力。 

2. 能夠從各式各樣的文章中建構出意義來。 

3. 能夠從閱讀中學習新的事物。 

4. 參與學校及生活中閱讀社群的活動。 

5. 經由閱讀獲得樂趣。 

                                                      
36
 洪漢鼎：《當代哲學詮釋學導論》，(台北市：五南，2008 年)，頁 206。 

37
 童燦煐：〈多角度多層次研讀文本的策略〉，《小學教學設計》，2011 年 6 月，頁 6-8。 

38
 InternationalAssociation for the Evaluation of Educational Achievement。 

39
 柯華葳等編：《PIRLS2006 台灣四年級學生閱讀素養》(桃園市：中央大學學習與教學研究所，

2006)，頁 13。PIRLS 每五年一次針對國小四年級學生的閱讀進行國際性評量。我國則於 2004 年

加入這項國際研究，並於 2006 年首次加入評比。網站資料：http://lrn.ncu.edu.tw/pirls/AboutU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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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考上述兩種閱讀時的面向，以高達美的詮釋學為方法，進行國語文教科書

文本的詮釋，應能為文本的理解過程，擴展不同的意涵。 

（二）教科書文本教學實例 

 綜合以上的探討，詮釋學對於文本的理解過程的教學應注重三個教學的重

點：其一、教師與學生間語言交談的過程；其二、教師與學生理解文本前理解；

其三、先見的問題的和教師與學生的視域融合。教師與學生間語言交談的過程，

高達美提到著重提問的功夫。因此，教師應該設計問題，協助學生在閱讀文本時

回答問題，尋求理解的可能。並為學生的前理解，提供知識增進理解的深度，以

期達到教師與學生的視域融合。這三個教學重點在教學的過程中，三者將一再循

環於文本與教師和學生的理解過程中，直到學生對教師所講述的問題，取得一致

的解答為止。因此，在探討文本時教師必須如何面對三方面的理解問題，為學生

提供學習的引導呢？以下就翰林版六上國語文教科書課文〈最後一片葉子〉為

例，針對教學詮釋過程做一說明： 

 首先，關於前理解和先見的部分，教師可以協助的是對於陌生作家的介紹和

說明。〈最後一片葉子〉一文改寫自歐•亨利(O Henry)的《最後一片葉子》。這位

國外的作家，對於學生而言也許是一個陌生的對象。因此，在正式介紹文本之前

教，師可以針對歐•亨利的生平和著作，透過一些網路資訊或是翻譯的書籍，為

學生提供關於作家的聯想。讓學生了解，在眾多作家之中，為何選讀這個作家的

作品。 

 再者，為了瞭解學生對於〈最後一片葉子〉文本的前理解和先見之於文章閱

讀的基礎程度，筆者請一位即將升上六年級的學生閱讀本篇，請學生針對文本中

他覺得有疑問的詞句或段落，做下記號。依據學生所註記的問題發現：對於一個

完成國小五年級國語文學習的學生而言，這一篇由短篇小說改寫而成的記敘文，

故事的敘述閱讀並無太多問題。單詞或生字的理解，也能夠藉由上下文的閱讀獲

得解決。 

 其較為困難的，主要的問題在於對於文本內涵哲理的了解。〈最後一片葉子〉

討論主題架構在「一個人的意志力和朋友的愛心，能夠激發出生命的潛能」的主

旨下。六年級學生對於這樣一個概念，因其生命的經驗不足，並無法有深刻的理

解。因此，教師針對〈最後一片葉子〉課文的布局，宜深入引導學生了解其組織

安排，理解文本中不同的語言情境、字詞之間和文意的轉化。抽象的意志概念必

須與實際生活情境相聯結，教師介紹此文本時可以蒐集社會新聞事件，作為實例

來增進理解的可能。教師先瞭解學生可能的問題，在進一步去協助解決學生對於

文本的問題，使師生的視域能夠融合，建立成功的理解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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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在〈最後一片葉子〉內容深究的問題上，有許多需要教師協助的地方，

以下則以該為學生的問題作為整理。第一個問題：說明文本的部分，該生將「描

寫人性的深刻處」做了註記。第二個問題：在文本第六段，「當最後一片葉子掉

下來的時候，我想，我的生命也即將……。」第三個問題：「長春藤上的葉子只

剩下三片，等寒冷的北風把他們颳下來，蘇西，我的生命就會向那一片可憐的葉

子，無聲無息地消失了。」第四個問題：「她看到那片葉子，散發強勁的生命力，

跟狂風暴雨搏鬥之後，如今顯得那麼翠綠，那麼神氣，那麼的屹立不搖……」筆

者詢問學生時，他說：「就不知道他為甚麼這樣寫？」 

 其實，透過學生的提問，教師可以了解到本段落以生命意志力為主軸的問

題，延伸談到歐•亨利的作品取材自現實生活，描寫人性的深刻處，對於學生現

階段的經驗要順利理解是有困難的。依此，透過詮釋學的方式，教師可以針對文

本設計一些問題，來引導學生首先對於所謂的「意志力」，做進一步了解；接著

引導學生回歸文本段落，尋找關於「意志力」的探討；最後歸納文本的書寫技巧，

揭示文本所使用的文字語言的意涵。以下是對於「意志力」的一些提問設計： 

1. 你知道什麼是意志力嗎？(舉例：王建民投球也需要意志力、總統府門口站

的直挺挺的衛兵、跑步時堅持到終點) 

2. 求生的意志是什麼意思？(舉例：周大觀的詩、冒險家極地求生) 

3. 課文中蓮安得了肺炎，為什麼醫生說他要靠自己堅強求生的意志力，才能痊

癒？(開放討論) 

4. 蓮安認為他的生命像什麼？(方式：請學生在文本中找答案) 

5. 故事中的畫家和蘇西是怎麼樣鼓勵蓮安呢？(方式：試著讓學生在文本中找

到答案) 

6. 最後一片葉子，講的是什麼意思？(依據文本，開放討論) 

7. 老畫家做了什麼事，有什麼效果？(依據文本，開放討論) 

 教師教學的目的，在使學生了解到生命的重要，因此對於生命的「意志力」

成為貫串文本哲理的關鍵。因此在討論的過程中，必須逐漸引導學生理解到作者

描寫「意志力」與「最後一片葉子」的關係，體會老畫家為什麼為蓮安畫下那「最

後一片葉子」的意義。教師在教學過程中不斷的以言談討論以確認學生對於「意

志力」內涵的理解問題，進而判斷學生是否已達到與教師視域融合的境地。 

參、結論 

 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使教師在教室的權威性、主體性翻轉，也讓學生的

創造力、主動性、積極性成為教學關注的課題。學生成為學習的主體，學生對

於學習教材的詮釋受到重視與肯定。教科書是教師和學生詮釋的對象，教師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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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透過課堂上的語言交流，進行對於文本理解和詮釋的視域融合，整個理解

過程是充滿創造力和挑戰的。 

 教師必須關注學生對教材的先見，必須注意學生對於教師詮釋的理解。「西

方古代哲學思想中，柏拉圖主張教學方法應重視個別差異，其教育目的旨在謀

求身心的發展。亞里斯多德主張，順應本性、培養習慣、啟發心智的教育原

則。」40在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環境裡，「因材施教」、「有教無類」，教室的

主體不再是權威的教師，學生不再是被動地接受知識的客體。教師也意識到學

生的主體性，尊重學生自身對於學習材料的理解與解釋。師生之間對於學習文

本，更存在著相互詮釋的功能。藉由高達美詮釋學的理念，我們可以明確發

現，教師、教科書與學生在教室中的重要三角關係。身為教學者，藉著詮釋學

的進路使我們了解教師、教科書與學生之間的關係，協助我們思考如何發展出

合適的教學活動。 

 現今的語文課堂中，應是一種以學生為中心的課程設計和規劃，加上以教師

為引導的型態。如何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和學習成就，也是現今教育現場關注的

要點。相信以學生為中心，教師為引導的教學，將成為決定學生的成就高低的關

鍵方法。而這一追求知識理解的過程，正是詮釋學欲解釋的對象。 

 教科書的使用者不僅是學生，還有擔任教學活動的老師。學生和老師都會依

據自己的「先見」對教科書的內容進行解釋、產生理解。身為教師如何理解教科

書的內容、如何解釋文本，關係著學生的理解。在此，高達美的詮釋學正可以提

供清晰的參考方法。學生本身依其先見，主動理解和解釋文本。教師的重要工作

即是以教師的專業知能協助學生正確理解、習得教科書中的內容。 

 您是否擔任語文教師呢？在面對學生為中心的教學氛圍下，我們是否能充分

理解與解釋教科書內容，決定著學生的理解。為了避免填鴨的灌輸，導致學生高

成就、低動機，正確的理解和解釋教科書內容，將是身為語文教師，進入教學現

場前應該具備的能力。使用教科書，雖然看似受限於教科書文本，但是在豐富的

教師手冊訊息中，教師必定能發揮自己的專業，去蕪存菁。本文以高達美詮釋學

的觀點，提供課室教學中的師生互動的進路的參考，希冀能協助提升教學校能、

發揮教師的專業。 

  

                                                      
40
 張春興：《教育心理學三化取向的理論與實踐》，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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