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語教新視野第二期                                                            2014.09 

董淑玲 71 

 

從《西遊記》編選談兩岸國小古典小說

之教材與教法 

董淑玲 

臺中教育大學語文教育學系副教授 

摘要 

於國小高年級國語教材中，台灣「康軒版」與大陸「人教版」均選錄《西遊

記》文本。本論文透過兩版本教材教法之分析，尋找兩岸國小古典小說教學上的

差異，以及差異背後所隱含的意義。研究發現，於教材編輯上，台灣以改寫為主，

語言淺白平易，大陸則以節錄為主，保留原著風味；於教法設計上，台灣注重聽

說讀寫等能力的訓練，大陸則著重文學感受的分析，教學重點各有不同。透過此

一比較，將有助於編輯者或教師截長補短，調整國小古典小說之教材選用或施教

方式。 

關鍵詞：西遊記、國小教材教法、古典小說教學、兩岸國小語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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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f Methods and Materials for 

Teaching Classic Novels at Primary 

Schools in China and Taiwan by Analyzing 

the Story of Journey to the West in 

Primary School Textbooks 

Tung, Shu-ling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Language and Literacy Education, 

National Taichung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Abstract 

As Chinese textbooks published by Kang Hsuan Education in Taiwan and 

People’s Education in mainland China for grades 5-6 students both include the story 

of Journey to the West, this paper analyzes teaching methods and materials used by 

the two publishers’ textbooks to look for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a and Taiwan in 

teaching classic novels and the meaning behind such differences. This paper finds that, 

in terms of how teaching materials are edited, the textbook in Taiwan includes a 

rewritten version of the Journey to the West, and uses vernacular language whereas 

the textbook in China keeps the story’s original essence. In terms of the teaching 

methods, the textbook in Taiwan focuses on training students’ reading, listening, 

speaking, and writing skills, whereas the textbook in China focuses on analysis of the 

emotional quality of literature. Therefore, the two textbooks have different focuses in 

teaching. Such comparison would help textbook editors or teachers to make 

improvements on the selection of classic novels for primary school textbooks or 

teaching methods. 

Keywords：Journey to the West, methods and materials for primary school teaching, 

the teaching of classic novels, the language field in primary school  

education on both sides of the Taiwan Strait 

 

 

 

 

 

 

 

 

 

 



語教新視野第二期                                                            2014.09 

董淑玲 73 

 

壹、前言 

小學國語教材是施行基礎語文教育的重要媒介，關乎初等教育之成敗，故而

教改進程中，教材編寫總引發各界的討論與檢證。1996 年，台灣為求教材多元

化發展，將原本由國立編譯館編輯的國小教科書，開放為審定本，交由各校自行

選用通過審定的合格教材，進入「一綱多本」的新時代。在國語科領域，「南一

版」（南一書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康軒版」（康軒文教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翰

林版」（翰林出版事業股限有限公司）等進入國小教科書市場，成為各校教師選

用教材的可能對象。 

大陸國小教科書發展進程和台灣相類，一開始由人民教育出版社統一負責

教材編纂，直至 1988 年頒布《九年義務教育教材編寫規劃方案》，方以此為準據，

逐漸進入審定制的「一綱多本」、「多綱多本」，以因應大陸各地區、各民族之間

經濟、文化的差異，以及對人才層次、規格、類型的不同要求（楊慧文，1999；

謝安邦，2000）。此後小學語文教科書版本繁多，如「人教版」（人民教育出版社)、

「蘇教版」（江蘇教育出版社）、「語文版」（語文教育出版社）、「北師大版」（北

京師範大學出版社）等等，其中使用地區較廣，影響力較大的仍屬人民教育出版

社所編輯的「人教版」。  

兩岸小學雖皆致力於中文基礎教育，但教材教法卻因不同教育規範、思維

而迭有差異，若能截長補短，觀摹切磋，必能收事半功倍之效。本論文即植基於

此，以台灣市佔率較高的「南一版」、「康軒版」、「翰林版」，以及大陸市佔量較

大的「人教版」為主，比對其古典小說教材，並著手分析，以尋找兩岸古典小說

教材及教法上足資借鏡處。 

中國古典小說名著不少，考量學童閱讀能力，教材編選上多出現於國小高年

級階段。台灣三個版本中，除「南一版」高年級未見收錄外，「康軒版」於五下

選錄了《三國演義》，六上選錄了《西遊記》；而「翰林版」亦於六上選錄了《三

國演義》。大陸「人教版」部分，高年級古典小說的收錄出現於五下，共有三篇：

《西遊記》、《三國演義》及《水滸傳》。由此可見，《西遊記》與《三國演義》此

二部章回小說，同樣受到兩岸小學教材編輯者的青睞，為古典小說進入小學教材

的優選名著。 

其中《西遊記》為古典神魔小說代表，對小學生而言，奇幻趣味十足，經典

人物如唐僧、孫悟空、豬八戒、沙悟淨、龍馬等深植人心。本論文即以《西遊記》

作討論，分析兩岸「康軒版」與「人教版」教材教法之不同，並進一步思考這些

差異背後所呈現的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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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兩岸《西遊記》之教材編寫 

《西遊記》是有明一代章回小說經典名作，於中國神魔小說發展史上，更

是穩居魁首。其作者說法不一，近人多主明代吳承恩（1510－1582）所作。今存

最早的百回本刊行於明萬曆二十年（1592），崇禎間又有李卓吾評本，直至清康

熙初年，仍有文人持續修訂刊印（顧秋白、顧青，1995）。 

因小說題材為神魔之作，閱讀上充滿奇幻樂趣，不斷克服萬難的取經歷程，

亦極富教育意涵，十分適合編入國小教材。但《西遊記》有百回之多，教材礙於

篇幅，選錄篇幅十分有限，需有所擇取。台灣「康軒版」和大陸「人教版」於選

錄及教材處理上皆有所不同，分述如下。 

一、台灣「康軒版」：〈孫悟空三借芭蕉扇〉 

台灣「康軒版」將《西遊記》五十九回〈唐三藏路阻火燄山孫行者一調芭蕉

扇〉，改寫於國小六年級上冊十三課，課名為〈孫悟空三借芭蕉扇〉。此冊《國語》

共 14 課，分為 4 個單元。本課與泰戈爾的詩歌、琦君的散文隸屬於第四單元－

－書香采風。編者於單元導讀中敘述： 

本單元透過古今中外的文學名篇，讓大家體會文學的美感與趣味，並分別 

藉由外國詩歌、中國古典小說、現代散文三種不同類別的文學作品，將閱 

讀的觸角延伸得更遠、更廣。（「康軒版」《國語》六上第四單元導讀） 

詩、散文與小說並列，可見編者將《西遊記》視為小說類的代表，希望學童

展讀經典之餘，亦能理解文學分類之知識。 

綜觀本課撰寫內容，包括「作者與作品」及「課文」兩部分。前者以短小篇

幅簡介吳承恩及《西遊記》；後者則是課文內容，約九百四十餘字。 

原著中芭蕉扇故事篇幅不短，作者以整整 3 回（59～61 回）方寫成完整始

末。若再加上相關的紅孩兒情節（40～42回），篇幅便需加倍（吳承恩，2004）。

然「康軒版」處理本課時，只取剛剛發生借扇糾紛的 59 回，課名雖為〈孫悟空

三借芭蕉扇〉，但事實上只有「一借」的內容。紅孩兒部分，編者於課文前設「前

情提要」加以說明。至於後續未完情節，則在課文之末以章回小說「欲知後事如

何，請聽下回分解」作結，讓「二借」、「三借」隱身於讀者期待中。 

雖然只改寫 59回，但要將一整回內容濃縮至千字之內，挑戰不小。於是，

編者只保留情節骨幹，刪去所有枝節，也刪去枝節中出現的次要人物，將焦點盡

量集中在孫悟空與鐵扇公主身上。考其全文，情節梗概大致與原著相符。 

其中改動最大的是文字部分。明清章回小說的文字使用雖為白話，但和現

代用語習慣已大不相同。考量小學生閱讀能力，編者將文字全數改成更為平淺的

現代白話，雖人物、情節梗概不變，但閱讀時已失去原著的文字風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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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陸「人教版」：〈猴王出世〉 

大陸「人教版」將《西遊記》第一回〈靈根孕育源流出 心性修持大道生〉

選錄於國小五年級下冊第二十一課，課名為〈猴王出世〉。此冊《語文》計有正

式課文 28篇（精讀、略讀各 14篇），共分為八組，另有選讀課文 9篇。〈猴王出

世〉與《三國演義》、《水滸傳》、《史記》隸屬第五組－－古典名著之旅。編者於

此組前言中敘述： 

在浩如煙海的文學、歷史名著中，還有許多栩栩如生的人物、引人入勝的 

故事，正等著我們去親近，去感受，去細細品味。本組的幾篇課文，正是

我國古典名著中節選或根據名著改篇的，讓我們馬上起程，開始中國名著

之旅吧！（人教版《語文》五下第五組〈前言〉） 

由上述可知，編者刻意將古典名著，尤其是耳熟能詳的小說故事統整於同一

單元，系統化的意味深濃。學童可藉由此單元，了解中國章回小說、史學名著中

的經典人物，悠遊於古典文化的涵育中。 

綜觀本課撰寫內容，共包括「前言」、「課文」、「詞語盤點」三部分。第一

部分篇幅很短，約百餘字，只是課文出現前的小小引言；第二部分為課文內容，

約一千二百餘字；第三部分則是整理本課多組詞語，供學生讀寫、讀記。 

〈猴王出世〉原出於《西遊記》第一回，選錄時文字雖有改動，但比照原

著後發現，編者盡量保留作者文句，原著風味十分濃厚。雖如此，礙於教科書篇

幅，仍需刪去故事次要枝節，選錄內容以《西遊記》第一回前半，石猴誕生到稱

王的過程為主。教材編選時盡量保留原著敘寫，其精神為節選而非改寫。也因如

此，教材行文中難免出現較難字詞，為求學童理解，注釋便應運而生。此課共出

現 12個當頁注，對小五學童而言，閱讀難度著實不低。 

三、兩岸《西遊記》教材編寫之比較 

比較兩岸國小《西遊記》教材，一出現於六上，一出現於五下，年齡層非常

相近。台灣「康軒版」以改寫為主，所碰觸的是故事改寫是否合宜、文字是否恰

當的問題。大陸「人教版」以節錄為主，所面臨的則是五下學童能否理解文意的

挑戰。 

從故事完整性來看，〈孫悟空三惜芭蕉扇〉將《西遊記》59回作了生動且言

簡意賅的陳述，不失原著大意。但「三借芭蕉扇」有其前因後果，涉及人物也較

為龐雜，課文未及出現的紅孩兒與牛魔王都是重要關鍵。有紅孩兒被收服的前

因，方造成鐵扇公主不肯借扇的結果；有牛魔王後續的固執抵抗，方顯出鐵扇公

主的情深意重。課文前安排「前情提要」，交待紅孩兒前因，為鐵扇公主內心恨

意作鋪陳，顯示編者十分仔細，已注意此一問題，並作了恰當的處理。但後續的

「二借」、「三借」，已非課文容量可錄，不完整的情節需仰賴教師教學時作引導

或補充，方能對小說人物有完整的認識。同樣問題大陸版〈石猴出世〉則較無疑

義，因它節錄自《西遊記》第一回前半，為孫悟空由石中誔生到成為猴王的過程，

恰好自成段落，不牽涉故事完整性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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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文字而言，兩岸處理方式則大不相同。台灣版將其改寫為適合孩童閱讀的

淺近白話，大陸版則以節錄方式保留原著文字，對小五學童挑戰不小。如何理解

詞句進而讀懂課文，便成為教學的難點（「人教版」《教師教學用書》，2014）。 

為解決保留原著，但文字深澀的問題，「人教版」將此課列為「略讀」，亦

即不求文句處處通透，某些字詞知其大意即可：課文中有一些難認的字，其中，

許多字在本課尚未列入「會認」的範圍，這些字，學生憑藉拼音會讀即可。課文

中有些詞句，學生能知其大意即可。如，「蓋自開闢以來，每受天真地秀，日精

月華，感之既久，遂有靈通之意」一句，學生大概知道「這塊石頭自從盤古開天

闢地時就有了，日久天長，有了靈氣」這個意思就行了。（「人教版」《教師教學

用書》五下第二十一課） 

如此安排可減輕學童壓力，並為閱讀原著埋下可能。故而「略讀」，在某個

層面上，是增進學生閱讀能力的有效安排，教材編輯時實可思考之。 

張馨如（2010）研究發現，台灣三家版本小六文言文教材比例明顯偏低，一

到國中比例突增，可能造成無足夠先備知識學習國中階段的文言文。以此觀之，

白話章回小說，對現代人而言，介於現代白話與古代文言之間，正可作為學童由

白話進入文言的銜接媒介。編輯教材時可思考保留適度比率原著的可能性，讓學

童接觸閱讀，以加強日後文言文的閱讀能力，為將來國中課程作準備。古典小說

篇幅較長，大多需要節錄、改寫或改編（張馨如，2010），考量教材容量不得不

然，但如何配合孩童語文發展作適度的改寫或節錄，實是值得思考的問題。 

此外，前述亦論及教材單元屬性的問題。台灣「康軒版」將古典小說、現

代詩與現代散文歸為同一單元，思考的是閱讀觸角的廣濶以及文類知識的建立。

同冊「統整活動四」中，編者也為小說寫下「閱讀指導」，再為此一文類作源流、

主旨等作說明，重點仍是知識的建立。大陸「人教版」將古典小說齊置一堂，思

考的是文學、文化的完整與深化。事實上，在「人教版」此冊《語文》內，除了

第五組選錄三篇古典小說外，在第七組「人物描寫一組」中，因應單元目標，又

選錄了《儒林外史》與《紅樓夢》片段，以說明作家如何描寫筆下人物。故一冊

《語文》裡，共選錄五本經典鉅著，就數量而言，遠非台灣版能及。 

當然，這並非「康軒版」的問題。台灣小學《國語》一直以來均無精讀與略

讀之分，正式課文數量只有大陸的一半，故而無法選錄多篇古典小說作為教材。

但如果除去這些因素不論，只看國小高年級古典小說的教材選編，不得不說，大

陸版挑戰文字難度的想法，或選篇數量所營造的深化與系統化，都十分值得借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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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兩岸《西遊記》之教學設計 

語文課由於教材屬「文選型」，教學內容不同於數學、不同於英語，在數學

科目中教什麼是確定的，內容很明確，或者是讓學生掌握一個概念、或者讓學生

掌握一個運算，並且往往課本就是要教要學的內容。但語文卻不是這樣，語文課

本選擇的是文質兼美的文章，它的教學內容是有待於教師去開發的（項穎芳，

2010）。故而語文教學本有其特殊難度，教師需在選文中不斷尋找教學亮點，試

著與教材編輯理念貼合，方能臻於完美。 

台灣「康軒版」與大陸「人教版」都為其教材出版教師手冊或教師用書，提

供教學設計上的建議。本節即以此切入，比較兩岸《西遊記》教學設計上的差異。 

一、台灣「康軒版」：《國語 6上教師手冊》 

「康軒版」《國語 6上教師手冊》（2012）設計〈孫悟空三借芭蕉扇〉教學內

容時，乃以「97年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分段能力指標」（2014）為準據，

將教學重點分為：注音、聆聽、說話、識字與寫字、閱讀、寫作等六大區塊，目

標井然。依其細目推斷，所擬定的教學重點十分具體，大多屬於認知或技能訓練，

學童可依序學習各大領域的重要能力。 

此外，《國語 6上教師手冊》（2012）所擬的學習目標共有六點，一到五點均

呼應上述六大能力，唯有第六點為：「能從文學的視野，體會自助天助的生活態

度」，此關乎小說抽象的主旨，以及學生情意的薰陶。編者認為孫悟空屢敗屢戰，

百折不撓，是他最後得到各方助力，贏得芭蕉扇的關鍵原因。此一連結，乃將學

習重點置於文學性的討論上，進入抽象情意的範圍。 

手冊中也提到小說人物的分析方式。在「教學活動」的「內容深究」中，編

者詳列了 8個問題，教師教學時可依序進行閱讀理解活動，藉由討論引導學童理

解鐵扇公主不借芭蕉扇，以及孫悟空強借芭蕉扇原因，深入了解兩人內心曲折。

此一教學設計貼合文學討論本質，提問方式也十分合宜。 

手冊也為兩人形象定調：鐵扇公主蠻橫狡詐；悟空聰明靈巧，此一黑白分明

的說解，與前述體貼人物內心曲折似有矛盾。再者，編者也發現悟空是以騙術得

來芭蕉扇，故建議教師需用價值澄清法，教導學生學習如何判斷事件，教學思考

十分細膩，也是施教者需小心處理之處。 

二、大陸「人教版」：《語文五年級下冊教師教學用書》 

「人教版」《語文五年級下冊教師教學用書》（2014）針對〈猴王出世〉擬定

了三個教學目標，分別是認識生字、朗讀課文、瞭解石猴出世經過，體會石猴性

格特點。在其教學建議上，三項教學目標相互鏈連，前二者最終目標都是為了達

成第三項。正如「教材解讀」中所言： 

選編這篇課文的目的是讓學生瞭解石猴從出世到成為猴王的經歷，體會石

猴勇敢頑皮的特點，感受其形象，激發對古典文學的興趣，這是教學的重

點。（「人教版」《教師教學用書》五下第二十一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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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石猴形象特色，以激發學童古典文學的閱讀興趣，亦即教學重點是擺

放在文學性的討論與連結上。正如本冊教學用書一開始「說明」所述：「課文編

排重視體現文學性，突出語文學科的特點。」在在都強調文學性與國小語文教學

的密不可分。此外，教學用書裡也試著分析孫悟空形象： 

這石猴是集猴、神、人三者為一體的神話人物形象。首先他來歷非凡，是

一個感受日精月華的石猴，出世充滿了神奇色彩。其次他更具有動物特點

－－野性、機靈、頑皮。第三他具有人的思想感情，機警、聰明、勇敢及

心想他人的可貴品質，有時還透著天真、活潑的稚氣。作者巧妙地將他的

動物特性與聰明勇敢的人格化個性和諧地融為一體，使這個形象以其無窮

的魅力，吸引著一代又一代的讀者。（「人教版」《教師教學用書》五下第

二十一課） 

分析中強調孫悟空猴、神、人三位一體的特色，有其野性頑皮，亦有其聰明

勇敢處，並非完人，符合學界的見解（沈婉蓉，2008）。教學用書裡的性格分析，

為教學者提供了人物形象上的極佳觀察。 

三、兩岸《西遊記》教學設計之比較 

由前述分析可知，台灣的「分段能力指標」規範嚴密，故教學設計上也展現

了能力指標的精神，讓學童進行具體認知、技能的學習。即使〈孫悟空三借芭蕉

扇〉是小說課程，富文學性，但教學設計上仍以語文基本能力訓練為主。在「康

軒版」《國語 6 上教師手冊》中雖也安排文學性的討論，但教學時間有限，在基

本能力六大區塊的分散下，文學感知的完整營造還剩多少空間，實值得觀察。以

此觀之，〈石猴出世〉一課，在大陸列為「略讀」，字詞以認讀為主，反而能將較

多教學安排擺放在文學性的感知上。 

台灣小學國語基本能力的訓練是否遠多於文學性的探求？就此，余亮誾

（2012）曾從「文學體驗」切入，比較台灣與日本課程綱要中對國小語文能力的

描述，研究發現台灣重視語文技術面的習得，日本則對文學體驗相關內容的著墨

比較多。在《西遊記》教學設計上，台灣和大陸間也呈現此一趨向，台灣重視技

術習得，而大陸重視文學體驗，但是否為全面性問題，則需再作觀察。由此延伸

的問題是，聽說讀寫作的訓練，是台灣小學語文教學核心價值，但在教授古典小

說等純文學課程時，是否應略作調整，將文學感知列為教學重心？在各項能力環

列下，視為最終的教學目標？ 

去除教學時間有限、教學重點因項目過多而分散的疑慮不論，「康軒版」《國

語 6上教師手冊》也安排文學內涵的討論，其目的在讓學童從孫悟空身上學習自

助天助的生活態度，屬於情意教學部分。情意教學重點在聯繫文本與讀者自身，

文本若只是文本，欠缺與讀者的連結，便少去閱讀生命的養分。課程中最可貴的

便是教師和學生都能投入，透過教師的引導，讓學生能與生活經驗聯結，發揮自

主的獨創性（吳韻宇，2012）。然此一連結需植基於文本合宜的分析上，不能流

於想當然爾的跳接，否將流入教條式宣導。以此觀察大陸〈石猴出世〉教學設計，

其目標雖著重於小說人物的分析與文學經驗的體會，但局限於文本內容，未連結

學生情意的感發，是可惜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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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人物形象的教學設計上，台灣〈康軒版〉以孫悟空正面特質為主，大陸

〈人教版〉則以人、神、猴的複雜性作論述。然大陸版所選是《西遊記》第一回，

孫悟空尚未惹上一身麻煩，諸多爭議行為也還未出現，活潑、機警、勇敢、可愛

的特質顯著，仍較偏向於正向。台灣版所選段落，人物間舊恨新怨迭生，恩怨情

仇紛雜，反而貼合人、神、猴的複雜面。 

觀察兩岸教學設計，皆以正面人物看待孫悟空，未嘗試分析其負面猴性部

分。也許，讓小學高年級生體會人性的複雜，是教學上的一大難點，因為容易混

淆道德判斷。於是，不經意中便美化了主角，視其為孩童典範，忽視了猴性的存

在。 

總之，語文課程難以吸引學生處在於，學生似乎一看就懂，覺得不需要教師

教。教師在文本探究方面，要讀出學生讀不到的內容，學生原以為自己讀懂了，

經過老師點撥才發現自己原來沒懂。要達這樣的水平，就要老師在文本方面讀出

亮點（項穎芳，2010）。亦即教師指導的著眼點要放在文本意義不確定點和「空

白」處，圍繞文本中需要學生通過想像才能具體化或理解的「未言部分」來設計

思考題以引導對話。（胡強，2010）雖是小學教材，但如何發現《西遊記》中空

白的未言部分，指出人性的不完美，理解、改正、接受、包容，是兩岸設計《西

遊記》教學內容未觸及，也是值得思考的部分。誠如傅林統（1997）所言： 

一位教師要充分應用文學作品，發揮它的教育功能，必須在評鑑上下功

夫，可是目前可見的均屬「表面功夫」或「教學設計」，也就是著重在閱

讀指導的方式，和教學過程的設計，而缺乏文學作品本身的評鑑分析。 

教學設計仍有賴施教者對文本作深刻完整的分析，教學方不至流於僵化膚

淺，也才能發揮文學作品深層的教育功能。 

肆、結論 

兩岸國小語文教學已交流多年，如「台灣小學語文教育學會」一連舉辦了

十二屆「兩岸四地小學語文教學觀摩研討會」，頗具切磋之義。觀摹研討中曾用

「同課異教」方式，比照兩岸教學上的差異。於此一交流下，胡雪緣（2012）發

現，台灣語文教學注重將課內知識運用到生活實際中去，培養學生的應用能力；

而大陸教師的教學重點集中，重視文本人文精神的啓發。前者著重於「廣」，後

者著重於「深」，和本論文研究發現十分近似。 

六大能力指標兼備，是學習層面的「廣」，但可能淡化了文學性的引領；單

元設計中文類兼備也是一種「廣」，但可能無法顧及系統化或深化的問題；在合

宜的文本分析下，連結情意教學也是一種「廣」，可將文學感受應用於品格教育。

對照之下，大陸的「深」來自敢於嘗試超乎學生程度的文字、重視文本分析，以

及一冊《語文》中選取多課古典小說，系統化且深化的企圖十足。 

古典小說教學協助學生打開眼界，了解人與自己、人與人、人與世界的關連，

所以需「廣」；在教教學上注重文化闡釋，培養學生的鑑賞能力與人文精神（胡

強，2010），所以需「深」。或許，「廣」與「深」都是小學古典小說教材教法所

應重視的面向。兩岸不同處理方式，恰提供教材編輯者與施教者兩面明鏡，映射

出未來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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