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內地大專臨校古典文學教學與儒家教育思想

湯浩堅

香港教宵學院中文系

1. 引言

古典文學是大專院校中文萃的核心諜報，也多是非中文主修學生的還是修科白，所以

古典文學課程對大專院校學生的影響力是不容忽視的。在 1994-2004 年悶，香幣和畫畫潛

在關大專院校中盟古典文學教學的論文不多1 ，內地情況則吃較理想，有超攝一百篇以上

的相體論文2 。本文會根據相輔文顱，分斬內地學者對大專說校中國古典文學課程的教學

自標的看法，探討他們的觀點與搏就傭家教育思想的關懷及古典文學教學的前路。

2. 專上學院中閻王生典文學的教學目標

知識、能力與情意是一般課程的主要數學問標範疇，內地學者在討論古典文學教學

目標時，都閣饒過三個範疇各抒己見。他們的意見，除去重重複者，可歸納在表…:

表… 知議、能力及情意教學目標表

知識 能力 情意

文學基礎知識及 學會求知及辦事，具體表現為: 主要是家質教育一

文學史知識，其 1.借助舊注時讀並基本理解倉宋以縛的古籍。 學會做人，最終建

體目標有: 2. 對比較淺易的古籍 3 具傍校點、懇注及小考鐘之類 到提高全體關民黨
」…

童畫筆者所見，出 199毒草 2004年有揚這課題的論文，在香港只有線志漪: <，詩詞欣賞j教學設計卜載李

嘉興銘主姆: <中文及雙語教學宮會議鈔{芳香港:等港理工大學中文及雙吉普學系， 1999 年) ，買 13糾抖。機志

:潛在文中介紹了香港理工大學中國語文教學中心中文進修謀殺部總設的 f詩詞欣賞J.!l車站的教學鼠標、課

程嫌寫及教學寶路情況，波強調了須操練粵語錄調以體驗詩歌音律。在變灣則只有張修齡: <古代文學教

學縱犧談卜《國文天地》第 18 卷 2期 (2002 年 7 月) ，真叫ï 0 張修養青楚內地學者，任教於蘇州大學，論

文研討論的是作者在蘇州大學的錄驗和內地的一般情況，內容和臺灣關係不大。

2 級據中盛期刊總(文5全省輯) , 199生豆豆 200尋年間，有聽古典文學教學的論文超溺-E"篤。(網址: http:/ 

h;jn.lib.泌u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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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擴充學術含量。 的基本能力。 質的目的;具體表

2. 重系統而不重精 3. 運用文藝理論獨立分析鑒賞有舊注的古典詩、文、 現為:

深地掌握文學 詞、曲，把握作品思想、藝術的基本特徵。 1.情感教育。

史知識。 4. 熟讀、記誦一定數量的名篇佳作。 2. 審美教育。

5. 語吉能力:寫作能力、朗讀能力。

6. 獨立操作能力。

7. 理論思考能力。

8. 感情能力。

9. 創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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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知識目標

這範疇的目標主要是培養學生掌握文學基礎知識及文學史知識。在 2∞3年，吳員及

饒迎分別提出了: r擴充學術含量J3 及「重系統而不重精深地掌握文學史知諸tJ 4 兩個教學

目標。吳廣所說的「擴充學術含量」是期望學生可以掌握專而博的古典文學知識。饒迎的

看法則是面對現實的訴求，因為古典文學的學習內容十分豐富，由先秦至清末，如果沒

有系統地學習文學史的知識，相信很難在本科階度完全掌握各種文體的傳承及代表作家

的特色。「博J是本科階設的基本要求， r專」則應是研究院的目標了。

2.2 能力目標

海潰提出了學習古典文學的四個主旨:能力的培養、知識的傳授、傳統的繼承及個

性的陶冶。 5 在這四個主旨中，海潰認為「能力的培養」是最重要的，其故是「知識的傳

授」、「傳統的繼承」和「個性的陶冶J 0 6 雖然他的排序有商榷的餘地，但他提出了「能力

的培養J的重要性，是符合當前社會對大專生的要求。中文系畢業的大專生應能「借助舊

注閱讀並基本理解唐宋以降的古籍;對比較淺易的古籍，具備校點、選注及小考鐘之類

的基本能力j7。此外， r運用文藝理論獨立分析鑒賞有舊注的古典詩、文、詞、曲，把

握作品思想、藝術的基本特徵JB 及「熟讀、記誦一定數量的名篇佳作J9 也是合理的能力

吳晨建議「應以講授作家、作品的審美價值為中心，向文獻學、歷史、哲學、宗教、藝術、民俗學、文藝

學、心理學等領域輻射，從而擴充其學術含量。 J (吳昆: (古代文學教學中如何擴充學術含量t> ' <:廣州大

學學報.> (社會科學版)第 9卷第 6期 (2003 年 6 月) ，頁 74 0 )

饒迎認為「如果像以前一樣將古代文學的教學局限在典籍的整理和學習上，逼使學生沉埋於故紙堆裡孤芳

自賞而放棄對當今社會的介入，就既不能適應教學時間減少的現實，也不能更好地培養學生適應現代社

會的素質。 J (饒迎 〈古代文學教學目的新探)，(湖南城市學院學報.> (人文社會科學)第 24卷第 5期 (2003

年 6 月) ，頁 117 0 ) 

海潰: <古代文學課堂教學方法初探) , <昌古學院學報》第 3期 (2000年 9 月) ，頁 55 。

同上。

熊篤 〈古代文學教學現狀及教改勢議) , <高等師範教育研究》第 2 期(總第 32 期) (1 994 年) ，頁 77 。

同上。

見注 7 。

3 

4 

Fhdnhv7

,
nDnMJ 



14 中醫語文通訊

。至於通過學習古典文是學培養寫作能力10 及朗讀11 嚀吉普吉能力，是注重語育事會出的

表現。陳攤主黨認海「獨立機作能力j是能幫人文工作的人研必須具備的12 ，他提出的 f獨立

操作能力J是指獨立思考、分析和研究能力13 。蟻種「獨立操fF能力j不應是從事人文工作

的人研囑霉的事而是所有吾吾人都應具備的能力給主攻提出氣引進現代四方文藝理論試培

養是發燒的思考能力，因為西芳文藝理論有助學生f打破各種d各樣的思繳框框 3 使學生ft被

鎮海主動，增獲學會古典文學的興趣尸。正攻著跟於敢發思考，雖不主張套用閉了于文藝

理論來研究中國古典文墊，這是西為中甫的好倒子。黨燕在討論唐代文舉教擊時特別注

重感情能力的培養，認為感悟能力可以「更好總發揮教師的主導作單和學生的主體作窮;

芯，而培養感梧能力的方法有三:重宣惑、鞏tt較及叢期生化16 。感嚐能力是學習古今

各體文學的黨要心理能力，聲燕的看法很辛苦兒地。馬稅率強調了過攝禮贊吉代文學培養

學生的吉海今用的創新性， r葉揖文摯的社會娃、人文體特盤和?經世致用』的文筆轉說j

17 。從上現學者聲古典文舉學習目標的辛苦法，我們可以歸納出繭1獨特點: r強調學生為學

習主體J1是「強調學以敢用j 。這兩傭特點藤正恩將淇元軒說的 f教11::肢曹雪毒集調充分發揮

學生的主體作用j及[重行豆豆豆時，強調學怯致舟，在實踐中提高皇身素質J 0 18 

2.3 情意鋒標

本文所說的情意話標主要是指黨質教育，也就是通過，情感教育和審美教育學會做

人，最主冬達到提高全體輯吳素蠶的峙的。 19 胡潛;在 1998 年謊古代文學教舉的其體情感

教宵作用和意義提出

﹒擻發對認族文化的安裝敏和自豪感;

g 培發愛國主義驕掉;

"輯立立志寫行的思想;

﹒推崇好學不倦的風範;

10 劉多印及張玉JIi : <文學教學兮的文學欣賞> '線作大學學恥第 1 鑽 (1995 年 4 月) ，恥。

II 何洪: (從([名﹒代文學》教義學梭Ij、教專科技吉普)1:黃教質的培養) ，(;梭林市教育學院學報》策的卷第 1 期(總第

45 期) (2的1 年 3 月}雪夜的。

12 練僚主教: <叩響心靈的措會一一古典文學在教學與人文精神的養費，(黎安師專學鶴教育教學研究專號

(1 997 年 3 月) ，互支持役。。

的向上，頁訝。

14 -去玫: <合典文學教學的現代意義〉耐高校璁論戰線》第 10 斯 (1998 年 10 月) ，交叭。

15 蔡燕: (荒彎來文學教學中感↑智能力的作用及格轍，(曲靖侮辱委發齡第 19卷第 3織 (2粉年9月) ，豆豆?仰。

“再上， j{75.76 ' 

17 篤?誰響: <高師中閻王芳代文學教學改豈容論> ' (甘肅高師學報》第 7卷第 1 期 (2002 年) ，頁 113 。

18 掃毒洪元: (儒家教育思想與蒙質教會扒《魯行經踐是學教〉第 2期 {2002 年七頁 89-惕。

19 直是元英提出黨黨教育的目的是學會做人、學會求知及學會辦事(見直覺元英: (中苦于典文學教學與家發教

, (恢商教育學院學報》第 3 期(1998 年) , j{ 14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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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每導文明支援誨的品行;

﹒確立正攏的品評觀。 20

15 

他的讀法具典現性，也就是蔣洪元研設的 f以種為當多強調提高人的盤育素質揖葉耍，陸j

和[教養結合強調告我教育、自我修餐、自我提高J南大儒家教育思想。 21 李淑聽在 2002

年肚情感教育能整了古代文學教串的其體宵人作用，並諒為它是素質教育的核心:

﹒培養學生體富的生活，情感，接高情盛感知力和理解力，使學生懂得愛，珍惜愛;

a 培養學生商爵的社會，情感，激發學生揖愛關靠在a揹和擔當意識;

區提商學生的憎惡調控龍力 3 培養學生的理智感和聲忍不援的品樁 3 提升學生的

精神境葬。 22

李淑曠的看法離合了胡器所說的[愛關主義精神j 、「樹至主立志篤行的思想J ' r個導文明過

錯的品行卜亦選出了，情感教育的應世，性。

至於審美教育方暉，雖斯響諧、為:

現代素質教育的特點，是根據現代社會對人的基本素質的要求，對學生的德、智、

體、瓷、勞全面進行培養，著跟於學生今後走向社會的可持黨發展黨走暮礎。 23

中關傳統學說，特別是鶴教學說，在棒、智、體、美及勞五方峙的教育多都有一控體久

不衰的觀念傳承至今，但哪學觀念具有現代意義及跨民接意義是一個很值得探討的課

題。情感教育是黨質教育的積心，審美教育則是情感教育的基本元漿。黨蝶紅認為審美

教育應該「培養學生的審美能力，使他們樹立正確的審美觀，增強辨闊葉醜的能力，能商

使總們具有高尚的進德情操和精神境界，同時也擺高總們的藝衛欣賞水平 o J 24 黃韓紅點
白了審美能力和攝棒，情操的騁碟。

2.4 知識目標、能力目標與情意目標的獨孫

謝謙諒1，íg : r我們的高等教育，尤其是中文論樣的人文專業教宵，理應將素黨培養和

能力培養在機結合起來，既務虛又務實，教給學生能持謀生存求發朧的實用投籠。 ys 搗

現實(能力)與嚴(情意)解釋了能力與情意的聽樣?亦說嚼了古典文學的磨時性。文舉知

20 萌源: (古代文學教學中的育人作用和意義卜《吉安締專呂學報(哲學校會科學。第 19卷第 2 織(1 998 年 4

月) ，頁 70-73 。

訂閱注惚，質的命。。

22 李淑蘭: <論中國古典文學情感教育的人文意義卜《寧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飯冷第 24發第 6 期(總

第 108 期) (峙的年) ，頁的欄目7 0 

23 維斯坦響: <古典文學教學中的索質教育) , <中山大學學報告會議設第 i 織(1999 年) ，頁鈞。

拼音壁鱗紅.〈古代文學練中的審多庭教育。) , <張林師純學院學報》第 17 卷第 2期 (1996 年) ，資 56 0

25 謝舊體: <論高校古典火學教學的話是!iID d四 JIi穌教大學舉報{社會科學版D第 28卷第G期 (2側l 企事 ll)守) , 

1'i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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謹、文學能力和文學a情意三者是有重疊的關碟，導師在設計課程詩宣主者譜表顱，自為文

學基磷知識有助發展文學應用能力 5 也有助培養文學情意。樹立日，掌撞了宋諧的體麟，

有懿學生游賞岳飛(1 103-1142) 的名作〈浦江訟，也有助培養是學生的囊團精神。又仰自我

們掌攏了唐代的18-907) 請辦」的文體特點及韓愈 (768-的心的文展，有助學普及應罵繪

畫都常時;}一文的腕轉表罐子法，t!!有助培養學生的僧人品格。

3. 古典文學教學目標與幫家教育思想的一致性

上述的古典文學教舉目標與儒家教背思想的一致性，可體現在下列叉點: I學以致

賠土「學技為學會主體J及 f道戀修養J 0 

在「能力問標j 的範疇j誨，正如上文 2.2醫研說，內地學者姐熊罵、郭{廖印、張玉艦、

何淇、辣{毒草鞋、蔡無及罵恆寧等都強調了「權以致用J及 f學生為學習主體j兩點儒家教育

思想。毛尤學》日: I大學之蔥，在明明德，在報民，在止於至善。 j鈴又曰:

古之徵明明德於天下者多先治其關;欲治其國者要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主主

身;欲{會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識其意，故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

知在織物。鞠格前後知至多知至隨後2家誠，盡誠聞復心正，心正聞護身修，身修

宿後家齋，家辦孺後闊論，國i台高贅天下平。如

「胡德上「親昆j 、「豆豆善」王福鋼領輿 f搗物j 、 7致知j 、 f誠意J ' I正JL'J 、「修身j 、「齊

、 r~'合國j及「平天下J等，據仗，作誨「大學之道」。黨中將學曹與「治圈」及「平天下」的政

治理想結合，體琨了儒家f經世教黑j的精神。正如付俊賢軒說: r詳研儒家懿典，會發現

其中有一個鮮踴的盟、想鑽向，即指終將教育與敬請密切聯繫在一起，把培養政、治人才作

為教裔的終極目的 o J 2薛仁大學》把培養，政治人才作為教育的將極目的，能是多時移世易實

現今內地學者把「學以致用J督作是 f學會求知J 及 f舉會辦事J '是社會發展的結果。隨

諧，讓書人的出路多是從政;現時》大學學業生可能離不再行業，待過往往比當合務員

好。

館家提出…系娟的教舉原則，如{因材施教J 、「敢發引導j及 f寓教於樂戶，全都體

現了「學生為學習全體J 的藉掉。孔子(公元藍印1-舍克苗479) 十分強調因材施教， (論諾}

載孔子訣f仁J 時， 1也都踴躍不向的人從不同角度作買書釋 2 立i講學生明臼「仁j 的意義。敢

發一詩觀齡《論語卜孔子說: I不憤不敢 3 不排不發，舉一隅末以王隅度，則不權也。 J

26 傲江古籍èl:I棋士:{十三三綴注聯(如N :傲江省籍出版本士， 1998 '第 1 版)學頁 1673

27 閉上。

28 付後發:毛對鱗家教育，思想當代意義的思考> ' <:西安教育學院學帶策的發第 3期 (2003年 9 月h 頁 27 0

29 同 tt 惚，爽的命。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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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意思就是要在是醫生苦思苦懇、也想不通時，再去敢發、開導能鶴。遠樣教師才能「駱一J

隔講學生自己「皮玉J 0 í萬教授樂j 且的在於激發舉三位的學習興輯、發揮學生的主體作

用。孔子說: í依於仁，游於贅。 J 31 意思是把仁德教育寓遊樂六建華之中。我們今天運用

多聽體教學，目的亦是「寓教於樂J 0 

在唷意目標方面多內地學者往葷的是黨質教宵，也戲是通過情感教育和審美觀宵多

讓學生體會做人 9 最絡建到提高全體圖民素質的目的。孔子主張1m之;其踐，齊之以刑，

民兔謂無恥;道之以帶多齊之以樓，有恥且格。 J 32 孟子(公元前三72開公元當 289) 語、為「善

歧 9 不如善教之得民也戶，焉得民心的觀鍵在於f明人儲戶。朱熹 (ll3。“ 1200) 提出「古

背聖實所以教人為學之意，莫非使之講明義瓏，以修其旁，然接投以及人」鈞。儒家把道

聽教育放在首位，並且把過種教育與醫家政治的泊亂結合起來。胡粥成及廖梅認為:

在錯們(儒家)看來多道德教育的作賠說是使君臣、戈子、兄弟、夫婦、朋友之詞各

按…定的鑰理過攘攘則和規範的東自己的商行 3 使人人都不敢違背倫理道德畫展則和

媲範 3 讀 I而使人倫鸝樣典故治關保幸終結合。獨

自孔子(台站前551-去元前生79) 豆豆清 (1644- 191 1) ，歷代君主大部通通道聽教育維持國家的

議定性。五四之後，日漸著重個人性緒和議德髒養的發展多現德教育不再是工具或手

竄，而是教育的自擇。這種「以德為首，強鵲擺高人的梅育黨蠶的觀怠尸，是儒家教育

舉想的新發展，在內地學者中十分謊行。懦家轉德的1iì去是提I~為仁自己J 38 注:贅，強調

f律己」以「棲身J 0 í白天予以至於庶人，章是皆以修身為本多 111彥身j之要在於 f律

f典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戶。髒家也強調 f君子以見著制攘，有攝則改尸i 多「過間不

改要是講過矣j忱。如何對待別人對自己攝央的批靜，儒家強調「聞攝則喜戶擎歡迦別

人提評自己的過錯。蔣淇元說:

30 阿波鈴， ïl{ 24位上。

31 向上。

32 同注 26 ， ~2461 下。

33 向往鈞、資 2765 吻。

34 悶:全部，頁 2702 下。

35 練俊民校線:做子文船(筆it: 德富文教主義金， 2000 '初級}事第 81海 2 頁 3731 。

36 胡粥成及是學梅: <儒家教育，思想的3基本特徵與當代教育改革在> ' (教育與現代化》第 4期(總第 57 期) (2000 

年) ，頁 4 ' 

37 向往悶，或 90 0

38 月沒 26 ， l頁的的下。

39 同說 26 '真 1673 上。

40 悶注詣，資 163 仁叢中。

41 向往 26 '頁 53下。

位同注 26' 1這泊的中。

43 鍾哲點授: {陸九淵集)(北京:中發言書為， 1980 多第 l 版)、卷 6 、資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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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倡導教養結合，強調內心自覺，嚴以律己，注重自我教育自我修養，並提出了

許多在歷史上被證明行之有效的原則方法，諸如省、察、克、治，自覺慎獨，改過

自新等。所有這些，對我們今天在素質教育中尤其對青年學生強化自我教育、自我

管理，強調自我修養、自我提高，都有值得借鑒、也揚的積極意義。抖

「律己j 以「修身」是道德修養的重要方法， ["自覺慎獨，改過自新J '就是自我反思，終生

學習的意思了。

4. 結語

在 1994-2004 年間，內地學者對大專院校中國古典文學的教學目標提出了不少見解，

他們的意見多就知識、能力與情意三個範疇發揮。知識範疇集中於文學基礎知識及文學

史知識，分歧在於「擴充學術含量」與「重系統而不重精深地掌握文學史知誰tJ 0 ["擴充學術

含量」是中文系本科生和研究生必須注意的學習目標;只選讀古典文學單元的非中文系學

生，則必須「重系統而不重精深地掌握文學史知識J '發展自學能力。

能力目標比知識目標的討論熱烈，儘管不同學者有不同的意見，但他們都強調學生

為學習主體及學以致用這兩點儒家教育思想。古典文學學習如何在現實生活上學以致用

呢?這是一條可能與古典文學單元的開設與否有關的問題。內地學者認為通過學習古典

文學，可培養學生的「語吉能力」、「獨立操作能力」、「理論思考能力」、「感悟能力」及「創

新能力」。這些能力都是知識型社會的大專畢業生必須具備的，如果我們能落實這些應世

的能力目標，將可增強古典文學的活力和生命力。

1998年開始在內地流行的素質教育，強調了情感教育的應世性，讓學生學會做人，

最終達到提高全體國民素質的目的。中國傳統學說，特別是儒家學說，在德、智、體、

美及勞五方面的教育，都有一些歷久不衰的觀念傳承至今，但哪些觀念具有現代意義及

跨民族意義是一個很值得探討的課題。史大學》把培養政治人才作為教育的終極目的，但

是，時移世易，現今內地學者把「學以致用」看作是「學會求知」及「學會辦事J '是社會發

展的結果。儒家以道德教育為手哇，通過道德教育維持國家的穩定性。五四之後，曰:斬

著重個人性格和道德修養的發展，道德教育不再是工其或手段，而是教育的目標。這種

「以德為首，強調提高人的德育素質的觀念J '是儒家教育思想的新發展，在內地學者中

十分流行。其他地區又如何呢?

【本文屬專著頭】

44 同注 18 '頁 9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