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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文獻探討 
本部分將從幾個部分架構華語新詩寫作教學的理論依據。要設計一個教

學課程，必須先說明這類課程的重要性，所以第一節先從第二語言寫作教學

出發，討論寫作教學在第二語言中的重要性及必要性，並探討幾種第二語言

寫作教學法特點及侷限。如果課程設計者和教師都不了解課程的重要，又何

以為師？ 

其次，將焦點集中在針對國人的新詩課程，從學者專家所設計的課程，

思索針對華語新詩寫作課程該如何進行調整，並歸納出一套新詩寫作教學的

通則，再根據華語學習者的特性，加以設計。 

課程教學設計除了要從內容上加以設計，應當如何安排教學內容也是必

須討論的。所以教學設計除了從教學法(method)出發，更要著眼於教學觀

(approach)，因此第三節探討寫作歷程，從第一語言到第二語言中找出適合

做為寫作的教學觀，並與新詩寫作教學做聯結，在這樣的基礎上才能設計出

良好的課程。 

新詩教學屬於文學教學的範疇，了解文學教學在語言教學中的地位，除

了可以強調新詩教學的重要，吸收文學教學的理論和方法，從而加強在課堂

上教文學的理論依據，並探討文學教學中的方法和難點，做為新詩寫作教學

中欣賞方法的來源依據。 

第五節探討台灣、美國和中國大陸華語寫作課程的現況，並從設計發展

的模式出發，歸納寫作課程設計的原則，並作為整個教學設計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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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第二語言寫作教學 
聽說讀寫是語言學習中的四樣基本技能，但是寫作能力並不會隨著說話

能力的進步而有等比例的成長，而是需要透過專門的寫作課程，來加強寫作

能力。所以了解寫作教學的重要性及獨特性將是教師在做寫作教學時很重要

的一部分。 

一、 寫作的重要 

書寫(writing)在現代社會的日常生活中是自然而然的，特別是在大量印

刷媒體的社會，書寫在生活中有其必要性(Grabe et al, 1996)。但是如果沒有

經過構思(composing)的階段，書寫是不會自然變成寫作的。所以寫作和書

寫的不同，在於是否經過構思的階段。構思是一種複雜的心理過程，包含處

理各種修辭和限制(Bereiter and Scardamalia, 1987)。雖然書寫是如此的自

然，但是相對於聽說而言，書寫並不是生理上自然習得的，必須透過學校或

是其它環境來學習(Grabe & Kaplan, 1996)。因為寫作能力跟說話是不同的，

一般而言，每個人在小時候就學會聽說的能力，但是並不是每個人都學會讀

和寫。此外，說的話會包含方言的差異，但是書面語通常要求標準的文法、

句法形式和詞彙。在說話時，能使用各種手式、聲調、重音和韻律來幫助思

想的傳達，但是寫作只能依賴文字來表達意思(Raimes, 1983)。寫作和說話

還有許多的不同，而正是因為這些不同，寫作才必須額外學習。 

在第一語言習得的過程中，寫作是需要學習才能學會的；在第二語言

中，寫作更是如此。人類除了透過聽說來溝通以外，在日常生活中有許多事

情都需要書寫，舉凡：寫名字、點菜、寫備忘錄、寫日記等等，而這正是學

習者賴以生存的技能，如果不儘早學習，會造成溝通方面的障礙。另外，在

第二語言的研究當中，也顯示語言能力並不會影響寫作構思的能力(Jacobs, 

1982; Zamel, 1982)，所以只專注於語言形式、修辭和口語的流利度，對寫作

的幫助仍舊有限。使用句型和寫作的組織能力並不是相互依賴的，所以好的

文章可能是用簡單的英文寫成，用有深度的詞語並不保障寫出來的文章是好

的(Kroll, 1990)。 

寫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無庸置疑，但如果只有這些原因，尚不足以突顯

寫作教學在第二語言教學中的重要性及必要性。寫作可以幫助學習者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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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寫作可以強化文法結構、慣用語和詞彙的使用。此外，寫作是讓學習者

有機會嘗試使用語言，讓學習者可以使用已經學過的東西來表情達意。再

者，當寫作時，是讓學習者專注於新語言之中(Emig, 1977)。寫作對學習者

來說如此重要，寫作教學的重要性更甚於此。所以也正如 Silva(1990)所說，

要成為一個有效率的寫作教師，也必然要了解第二語言寫作教學包含什麼。

以下探討幾種第二語言寫作教學法。 

 

二、 第二語言寫作教學法 

在第二語言寫作上重要的教學法不外乎控制法 (Controlled 

composition)、當前傳統修辭學(Current-traditional rhetoric)和寫作歷程法(The 

process approach)。提倡控制法的學者認為藉由控制法的幫助，學習者可以

避免第一語言的干擾，也可以對所習得的語言做正增強 (positive 

reinforcement)(Pincas, 1962)。當前傳統修辭學最主要的考量是邏輯的架構

(logical construction)和對語言形式的安排(arrangement of discourse forms)。

Kaplan(1967)對修辭(rhetoric)的定義是「將有組織的句法結構組合成更大形

式的方法」，所以寫作教學的目的是著眼於篇章佈句，將句子和段落放到現

有的形式上。寫作歷程法認為溝通決定語言形式，「構思就是表達意見，傳

達思想。所以構思就是思考(composing means thinking)」(Raimes, 1983)。如

果學習者在寫作時沒有任何指引，將無所適從，而教師的角色就在於提供可

實行的策略、方法。所以學習寫作就是發展有效且有效率的構思過程。雖然

三種寫作教學法的著眼點不同，但無疑地，都一致肯定寫作教學的必要性。 

不論是在第一語言或是第二語言，寫作教學都是不可或缺的，那是否有

絕對適合第二語言學習者的教學法呢？答案應該是否定的。相對於第一語言

來說，第二語言教學對象的背景複雜，再加上需求和目的不同，學習者所需

要的教學方法當然不同。此外，各種寫作教學法都只能著眼在寫作的一部

分，像控制法著眼於詞彙和句語的角色，當前傳統修辭法重視文章層次的架

構，寫作歷程法注意的則是寫作者構思的行為，而為了學術用途的語言寫作

則以讀者為主，強調學術文章的形式(Kroll, 1990)。四種寫作教學法各有其

教學目的及實際成效，但不可諱言，正如 Kroll(1990)所提，都存在著一些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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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修正的地方。 

重新思考寫作課程的目的，就可以知道以上幾種寫作教學仍有不足之

處。根據 Canale & Swain(1980)的說法，語言能力可以根據表達範疇深淺，

包含了： 

表 三-1 語言能力的關係 
表現文化的能力 
表達文學的能力 
運用策略的能力 

傳意能力 
話語和篇章表達能力 

語言應用能力 

(資料來源：Canale, M. & Swain, M. (1980). Approaches to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Singapore: SEANEO Regional Language Centre) 

 

越高位置的能力表示越抽象，從基本語文的應用能力，到表現文化，都

屬於寫作能力的範疇。學習語言的過程中，最基本的「語言應用能力」、「話

語篇章表達能力」和「傳意能力」，應該在聽與說的層次確立相當基礎，而

作文訓練，應該比較偏向「運用策略的能力」、「表達文學的能力」、「表

現文化的能力」的培養。宋怡南(2002)針對華語寫作教學做研究，認為各種

作文法的教導、結構分析，屬於「運用策略的能力」，但「表達文學的能力」

與「表現文化的能力」在華語教學中較少觸及。 

Bereiter & Scardamalia(1987)和謝錫金(謝錫金，1984；謝錫金、岑偉宗，

2000)認為寫作能力大致可以分為六項： 

 

 
圖 三-1 寫作能力的分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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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謝錫金 & 岑偉宗. (2000). 中學中國語文科寫作教學設計理

論.新加坡: 香港教育署) 

在寫作訓練中，這六項能力是缺一不可的。除了宋怡南(2002)指出「掌

握評鑑能力」和「掌握解決寫作困難的能力」兩項是較少討論的，「掌握創

意能力」在第二語言寫作教學也常常為人所忽略。但是這三種能力卻非常重

要，如果掌握評鑑能力，學習者就能以旁觀者的角度來觀察作文，不只是侷

限在作文本身，而可以做出修改、批評，也就是能用後設認知(meta-cognition)

的能力來幫助寫作。解決困難的能力是人人所需要的，老師不可能永遠在學

生身邊，學習者更不可能每個題目都能文思泉湧。教學生這個題目怎麼寫，

不如將眼光放得更遠大，教他們遇到問題時要從哪邊下手，這也是寫作歷程

(writing process approach)所強調的：如果掌握了寫作的策略，寫作能力和寫

作品質都會提昇。至於創意能力，是引導學習者進入文學的殿堂，邁向創作

的領域。Frye(1964)也指出，「文學教學的最終目的不僅是文學欣賞而已，

還可以將想像的力量從作品中轉移到學生」，由此可見創意的重要性。所以

寫作教學應該要指導學生如何構思佈局，在構思過程中提供指引和策略，才

不會言之無物，索然無味。 

三、 小結 

本節探討第二語言寫作教學的重要，如果教學者不能了解教學本身的重

要性，更遑論設計出良好的教學課程了。要討論寫作在第二語言中的重要，

必先從第一語言開始了解。如果寫作在第一語言的重要性是無庸置疑的，那

在第二語言中也必然佔有相當的地位。 

寫作可以分成兩個部分：書寫(writing)和作文(composition)。前者強調

的是識字和寫字的能力，例如：點菜、寫名字等生活所需的技能，而後者特

別強調構思(composing)的過程，需要經過這個過程，書寫才能變成作文。

而這也表示，學習者的寫作能力是需要學習的，不是自然就會的，因為構思

的過程如：修辭的運用、篇章佈局並非「不學而能」，必須受過訓練才能學

會。寫作除了不是自然而會的以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特性值得學習，那就

是學習寫作對於語言能力的增進有幫助。學習寫作不只是篇章修辭能力的訓

練，更是給學習者運用句型、使用生詞的好機會。所以寫作教學是語言教學



第三章  文獻探討 

 19

中是不可或缺的重要部分。 

常見的寫作教學法不外乎控制法(Controlled composition)、當前傳統修

辭學(Current-traditional rhetoric)和寫作歷程法(The process approach)。雖然寫

作教學法沒有所謂的優劣，只有適不適合，但是在這三種寫作教學法中，都

只重視寫作能力中的一隅，而忽略了文學、創意和文化這方面。本研究也正

基於此，截長補短，設計一套以新詩為內容的寫作教學法，藉此促進寫作教

學的相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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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新詩寫作教學 
第二語言寫作教學法多半基於第一語言的經驗，再加以修正並實驗後，

發展出屬於第二語言的教學觀念；要做華語文新詩寫作教學設計亦然，參考

新詩寫作教學的經驗，才能提供理論基礎，但也必須經過實證研究，才能確

定是否適合學習者。以下部分將探討新詩寫作教學法，作為華語新詩寫作教

學的設計基礎。 

本節將「新詩教學」分為五個部分討論，分別是「用字遣詞」、「謀篇

佈局」和「教學流程安排」、「教學單元安排」和「教學理念和教師素養」

這五個方面討論。「用字遣詞」指的是修辭(rhetoric)和字、句的鍛鍊，重點

放在句子層次1。「謀篇佈局」指的是篇章佈局、新詩體裁，以段落或是整

首詩為單位來進行教學。「教學流程安排」討論新詩個別教學單元的教學流

程應如何進行，「教學單元安排」則從更宏觀的角度探究新詩寫作課程應包

含哪些單元。以下從「用字遣詞」開始逐一探討。 

一、 用字遣詞 

詩句和一般的文句不同，詩的文句密度較一般的文句高，詩的句法與語

言也較一般文句有其獨特、異化之處。所謂「文字密度高」，是指運用較少

的字顯現較豐富的意涵，也就是極講究文字的精鍊程度。所謂「語言有獨特、

異化之處」，是指語言的藝術化而言，詩注重文字的鍛鍊，鍛鍊的目的即在

於塑造不同於一般的表現方式(秦素娥，2003)。一首好詩和修辭的運用是息

息相關的，修辭可以壓縮文字的密度，更可以提高語言的藝術性。修辭固然

重要，但修辭不能決定一首詩的好壞。梁欽隆(2003)以彰化縣第一至第四屆

童詩童畫徵選得獎作品為主，研究童詩的修辭，發現優良的童詩作品中，必

都用到修辭，但並非修辭方法用得多者，即是最優良童詩。梁(2003)認為童

詩特質的表現，並非修辭格所能完全涵蓋，分析詩作時，應有更宏觀的角度。 

在眾多修辭格裡，學者、詩人以及教師都整理了新詩創作時幾個常用的

修辭法。在童詩方面，盧金漳(1991)整理並提出了七種童詩寫作常用的修辭

                                                 
1 修辭是用字遣詞的一部分，但並不是說修辭只停留在句子層次。在寫作教學初期，以句

子層次的修辭法為內容，後期仍會教導如排比等篇章修辭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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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比擬、譬喻(比喻)、誇飾、對比、類疊、設問、摹寫。杜榮琛(1996)提

出了十種童詩用字遣詞：比擬、比喻、誇飾、烘托、對比、反復、對答、直

述、繪聲、疑問。陳木城、凌俊嫻(1992)《童詩開門(二)開門篇》提出了十

五種：感嘆、呼告、設問、摹寫、擬人化、擬聲、雙關、誇飾、映襯、婉曲、

譬喻、引用、轉品、折字、象徵。張春榮(1993)：《鴨子找人-詞語的藝術》、

《皇帝挨罵-詞語的藝術》提及十一種修辭法：比喻、擬人、對比、設問、

雙關、倒辭、對偶、排比、層遞、類字、頂真。夏婉雲(1992,頁 67-72)提出

七種：比喻、聯想、誇大、焦點、顯示、映襯、複合意象法、虛實交融法。

黃基博(1995)在《含苞的詩蕾(上)》、《含苞的詩蕾(下)》更提到了三十三種

寫詩的技巧。但是上述學者專家指出的修辭法，並沒有設定清楚的教學順

序，而是羅列常用或是會用到的寫作修辭法，並不能反映出兒童童詩創作時

的真實情況。 

為此，梁欽隆(2003)以彰化縣第一至第四屆童詩童畫徵選得獎作品為

主，研究童詩的修辭，發現國小低、中、高年級善於(慣於)使用的修辭格大

致相同，都是轉化、譬喻、類疊、排比、映襯、設問⋯等。從修辭與得獎作

品的關係對修辭教學提出了四點看法： 

1. 教導兒童寫詩，修辭的教導有一定的助益。 

2. 要兒童寫出優良的兒童詩，由修辭入手是一條具體可行的路。 

3. 修辭的教學，低年級即可開始實施。 

4. 修辭格的教學，可先教轉化、譬喻、類疊、排比、映襯、設問、對

偶、示現、層遞、錯綜⋯等，而兒童較難以運用的仿諷、藏詞、飛白、

跳脫、引用、回文、倒裝⋯等，則當成補充資料即可。 

所以在童詩修辭的教學順序上，應該以兒童能掌握並運用的修辭為優

先，而兒童少用、罕用或較難掌握的修辭做為進階或補充資料。 

相對於童詩教學而言，新詩教學如蕭蕭(1991；1997)、潘麗珠(1997；

1999)、白靈(1991；1998)教導的內容及方式，都是以謀篇佈局為主，而不是

偏重於用字遣詞。如潘麗珠(1999)所設計的「名句仿作」和「即席一句詩」、

蕭蕭(1991)九種創作演練的引導和二十種現代詩遊戲(蕭蕭，1997)，內容也

是以激發想像力和聯想的訓練為主。白靈(1991；1998)分別提出了七個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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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十三個主題，但是同前面兩位一樣，也是偏重於謀篇佈局的討論。 

秦素娥(2003)採取行動研究法，以自己親身教學經驗為主，參考學者的

範本，設計了給初學者和進階者的課程。但是秦素娥(2003)的設計也是針對

已經有修辭基礎的學習者，強調創意寫作，對於用字遣詞上的訓練也很少。 

在用字遣詞方面，童詩教學的資源和研究遠比新詩來得多，或許是由於

教學對象的不同，而這成這種明顯的區別。兒童在學習新詩寫作課程之前，

學過新詩的可能性應該是很少甚至於沒有，所以在教學時是從零開始的，如

果一開始就用宏觀的角度以謀篇佈局出發，在沒有任何基礎的情況下是不能

擴張篇章、經營意象，而會適得其反。從修辭的角度出發，利用模仿的方式

學習，不僅可以把寫作課程和欣賞課程相結合，更可以為學童建立厚實的基

礎，將來不論在新詩寫作或是一般寫作上，都會有一定的助益。本研究是針

對華語教學者，在對詩的了解上應該是和兒童一樣，所以在初期教學設計的

內容會參考童詩教學中用字遣詞的教學設計和方法。 

二、 謀篇佈局 

修辭如果是寫詩作文的基礎，那謀篇佈局就是組織這些修辭的方法。換

句話說，如何佈局、經營意象、把所要描述的觀念連貫成篇，這就是謀篇佈

局所要教導的。所以本部分所要談的，包括篇章佈局和聯想這兩個主題。 

上個部分說過，新詩教學方面的學者專家多把注意力放在謀篇佈局的教

導。蕭蕭(1991)從自己的教學經驗中，嘗試以實際的演練來代替理論的傳

輸，讓學習者自己著手嘗試，而後發現詩的存在。從師生參與演練的過程，

討論、省思並紀錄、分析，提出了許多新詩創作的練習及新詩寫作教學相關

的語文遊戲(蕭蕭，1991；1997；2001)。蕭蕭(1991)提供了九種創作演練的

引導：「隨興幻想、定向聯想、矛盾聯結、偷龍轉鳳、超越時空、轉換角色、

聲色雜陳、鏡中映象、亂麻快刀新詩」，藉由腦力激盪，引導學生思考，激

發學習者的創意。這九種演練都是屬於聯想力的鍛鍊，而這種訓練這是寫詩

的根本要求。 

蕭蕭(1997)進一步將新詩創作的演練分為二十個部分：「錯接、變造、

星芒、游走、觸發、解構、匯通、衍生、叩訪、連橫、鬥魚、鬥智、異同、

系聯、演義、調整、顯象、形色、刻痕、答問」，將這二十個部分，設計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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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文遊戲，讓學習者在充滿詩趣中學習。這二十個部分和上面所提的九種創

作演練，都是聯想力的學習。對於篇章的經營、一首詩的組織較少提及。 

白靈(1991)認為聯想法之所以重要，在於寫詩不見得是很順利的過程。

除了「胎生法」之外，還有「卵生法」。所謂的「胎生法」，是指「詩的誕

生就像是嬰兒臨盆般，是頭腳齊全地來臨的」(白靈，1991)，從一個感動，

構思一首詩的寫作法，也就是採用「神往會物」或「物來感人」的方式找到

感動的寫作材料後，接著便深入「想像」，探討寫作材料、應用各種技巧表

現這個材料(陳正治，1995)。但是寫詩有時就像是「卵生法」，「經常是靠

一隻鼻子找到一張臉，憑一根腳趾找到一條腿的⋯憑著五根無名指找到五隻

不同的手掌，然後再一一使之軀幹四肢齊全」，所以白靈(1991)提暢如遊戲

般、充滿各種可能的「卵生法」。陳正治(1995)認為卵生法的創作過程，就

是有計畫地找出很多感動的題材，然後分寫出不同詩篇的作法。比如利用「聯

想律」的相似聯想、對比聯想、接近聯想，尋找題材，然後決定內容，逐步

寫成屬於自己的詩。 

因此白靈(1991)提出了七個主題「比喻的遊戲」、「想像的捕捉」、「煎

出一首好詩」、「意象的虛實」、「尋意與尋字」、「形態的分析」、「特

性列舉法」，這七個主題都是指引作詩的要領，許多方法是白靈自己研究和

創作的心得體會。白靈除了重視聯想力和意象的經營之外，在《一首詩的誘

惑》(1998)所提出的十三個主題中，還包括了鍊字、文體和文章品評。 

潘麗珠(1997)所提出的設計包含五個方面：「詩句的特異性與寫的方法

活動、意象群與意象系統活動、詩的形式結構活動、詩的韻律活動與詩人的

拜訪活動。所以除了聯想、意象與文體形式和結構以外，還提出從韻律的角

度來學習新詩創作。 

童詩教學中鮮少提及謀篇佈局方面的教學。張春榮(1993；2003)分別從

修辭的角度和主題教學、引導寫作出發，利用仿寫、續寫、改寫等寫作題型

激發學童的創思潛力，但是並非從謀篇佈局本身出發，而是採取適當的教學

策略進行篇幅的擴張，嚴格說起來，這應該算是謀篇佈局中的一種教學策

略。但是不可否認的，這也是強調謀篇佈局在童詩寫作中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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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謀篇佈局上，童詩中涉及這方面的似乎不足，針對成人的新詩寫作教

學中，因為要加深詩意，擴張篇幅，所以這方面的研究較多。華語學習者除

了要學習用字遣詞以外，還必須學習謀篇佈局，因為如果光由用字遣詞堆砌

成篇，一定不夠精鍊，缺乏中心思想。要如何寫出通篇一貫的詩，如何將原

有的點和線擴張成面，就需要謀篇佈局的訓練。 

以上針對用字遣詞和謀篇佈局兩個方面，可以提供給課程設計很好的方

向，但是不能單獨採用任何一部分的方法，全盤移植到華語新詩寫作的課堂

上來。因為本發展課程所要針對的對象是華語文學習者，可以說是同時具有

兒童和成人學習者的特質。因為華語學習者和兒童一樣，可以說沒有新詩方

面的基礎，所以在教學設計上可以參考童詩的教學內容，但是在內容上必須

深化，免得顯得太幼稚。針對成人的新詩教學主要強調謀篇佈局，關於用字

遣詞的訓練較少，基本上是假設學習者有一點基本常識，在這樣的基礎上擴

張及深化。但是華語文學習者並沒有新詩的基本常識，可是必須加強謀篇佈

局這方面的訓練，才能達到表情達意的功能。所以在華語新詩寫作課程的安

排上，兩方面的理論和經驗都必須吸收，參考童詩的用字遣詞，融合成人新

詩教學的謀篇佈局，才能符合華語學習者的特點。 

因此，本發展課程在設計上必須兩方面的經驗都參照，這部分將在第四

章華語新詩寫作教學設計中詳細說明。 

三、 教學流程安排 

本部分要討論課堂上教學活動的安排以及教學的流程。不論是對象為成

人或兒童的新詩教學，雖然有不少學者和教師做相關研究以及教學的嘗試，

但是卻缺乏學術上的分析和有系統的教學安排。洪中周(1987)、杜榮琛(1996)

都指出，目前國內指導兒童寫詩的人很多，但大多仍處在摸索的階段。雖然

有不少教師積極的指導兒童詩，也有不少教師把寶貴的教學心得發表出來，

但把兩者一比較，卻是指導的人多，整理的人少，而其原因，並不是教師們

不願意整理，而是大多數的教師尚在摸索階段，所實施的教學也是在一面指

導一面印證理論的狀態下進行，即使有教學心得發表，也只是一些經驗和原

則的提供，無法發展成較有系統的教學模式(洪中周，1987，頁 196)。 

宋筱蕙(1989)從「兒童詩」教學出發，認為整個教學，包括欣賞、習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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朗誦三個階段(210-226)： 

1、欣賞教學：介紹範詩、讓兒童發表閱讀的心得、統一講解分析引導

兒童從欣賞中獲取新經驗和新情趣。 

2、習作教學：模仿練習、啟發潛能、批閱改正。 

3、朗誦教學：選擇適合朗誦的詩、指導者必先深入瞭解所要朗誦的詩、

選擇最理想的聲音、重視詩句的分部。 

杜榮琛(1996)認為兒童詩的教與學，不外乎欣賞的教學、思考的教學、

練習的教學和發表的教學這四項。四項教學可以單獨使用，亦可以交互應

用，這都取決於教學者的需要和學習者的程度。四項教學中，透過欣賞、練

習、想像和發表，引導學生喜歡詩，並且快樂的寫詩。 

吳當(吳當，1992；引自盧清漳，2002)認為理想的童詩教學，應該從形

式和內容上，做一番系統的規劃。形式上的分析是指對一首詩結構的安排以

及修辭技巧的探討。內容上的分析則包括： 

1.將詩的內容用表格的方式呈現，是對詩的內容最粗淺的認識，能給學

生比較具體的印象。 

2.文字的欣賞。 

3.表演的欣賞：用表演的方式深入去了解詩作的意義。 

 

洪中周(1987)發現將「混合教學法」的精神運用於童詩，有很高的成效，

設計的教學模式如下： 

(一)準備活動 

  1.教材的統整 

  2.例詩的搜集 

(二)發展活動 

  1.引起動機 

  2.例詩的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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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童詩閱讀 

  4.發表與補充 

  5.創作指導 

(三)效果評量 

  1.等第的判定 

  2.文字的刪改 

  3.評語的批註 

 

盧清漳(2002)根據上面的看法做了四點結論：新詩教學的流程和模式應

該從「欣賞」活動開始入門，再經由練習(習作)、創作和發表，最後再評量。

這才是一個完整的教學。 

 

要能進行新詩寫作，除了閱讀之外，還必須經由練習轉化。那新詩該如

何練習呢？林加春(1984)設計了遊戲化童詩的教學流程，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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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三-2 遊戲化童詩教學流程圖 
(資料來源：林加春. (1984). 如果童詩教學也是遊戲. In 趙天儀 (Ed.), 兒童詩的創作與教

學台北: 金文.) 

透過系統化的流程，讓兒童可以利用遊戲來進行童詩創作，不是一味的

模仿、抄襲，而是藉由團體的思考、想像，達到新詩寫作教學的目的。 

林本源(1992)基於本身的教學經驗，先以閱讀欣賞的方式，介紹童詩基

本的寫作方式，配合創造思考問題提高學習興趣，加強創意。最後再將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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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心落在童詩、創造思考和價值教學上，視教學情境不同而加以調整。 

新詩教學方面，也有學者提出類似的看法。楊昌年(1991)認為新詩創作

程序可以分成五個階段：1.主題的先決；2.題材的採取：印象；3.想象、聯

想的運作、感情，生活體驗，通變的作用；4.句法排列；5.修飾完篇。 

林瑞景(1998)也針對新詩教學做了一系列的設計，整個習作的順序和上

述學者討論的有異曲同工之妙，詳見下圖 三-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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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三-3 新詩教學簡圖 
(資料來源：林瑞景. (1998). 創意作文與新詩教寫.台北: 萬卷樓.) 

綜上所述，宋筱蕙(1989)、杜榮琛(1996)、吳當(1992)、洪中周(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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盧清漳(2002)、林本源(1992)、林加春(1984)都認為新詩教學流程應該從欣賞

到練習，由練習而創作、創作後發表，最後再進行評量，這才是一個完整新

詩教學。林加春(1984)、林瑞景(1998)更設計了課堂教學的流程，將這些安

排在一個單元內容裡。本發展課程雖然針對華語學習者，但也同意應從欣賞

到練習，進而創作，因為學習者並未接觸新詩，不可能在不曾讀詩的情形下

而會寫詩，詳細原因留待第四章第三節探討。以下從更宏觀的角度觀察課程

教學單元的安排及流程。 

四、 教學單元安排 

以上從微觀的角度看獨立單元的教學內容與流程，這個部分要以宏觀的

角度來探討整個課程教學單元的安排。 

教學單元的安排取決於教學內容，所以要妥善地安排教學單元，得先確

定教學的內容以及所佔的時間。在本節的第一、二個部分提過，新詩教學的

重點在於謀篇佈局和用字遣詞。在僅有的幾個教學設計中，大抵都是按照這

兩個方向在做設計的。潘麗珠(1997)的教學單元除了包含謀篇佈局和用字遣

詞，還加上詩人的拜訪活動，但是以謀篇佈局為主，強調聯想、意象、結構

和韻律，用字遣詞只是引領學生進入新詩殿堂的敲門磚。整個教學可以說是

從仿作出發，然後用團體活動的方式進行詩篇的擴張，掌握意象使詩篇有重

心和主題，安排詩句和段落以更了解詩的形式，最後從詩句的吟哦中讓學習

者體會詩的韻律與節奏。 

盧金漳(2002，頁 74-81)針對國小五年級的學童，設計創造性童詩寫作

教學課程，各單元摘要如下： 

(一) 一首詩讓我啟動整個世界：欣賞、練習、仿作或隨興創作 

(二) 生活像一套彩虹：比喻 

(三) 神秘的魔法石：擬人、擬物 

(四) 龍飛與鳳舞：對比 

(五) 大自然與人間世：「主題」切入 

(六) 530-我想你(讓文字會說話)：文字詩、數字詩、圖像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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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QOO(酷果汁)：廣告 

(八) 我看我聽我聞：感官並用法 

(九) 網路 e世代：「流行」、「生活體驗」、「上網寫作」 

(十) 給夢一把梯子：意象的創造 

在十個單元中都包含修辭法、聯想方法和意象等創意要點。換言之，在

盧清漳(2002)的設計中，雖針對國小五年級的學童，但教學內容依然涵蓋了

用字遣詞和謀篇佈局。 

 

黃靜萩(2001)透過協同行動的研究模式，發展了針對低年級兒童詩歌教

學的課程，一共分為十個單元： 

(一)兒歌的欣賞 

(二)兒童詩的欣賞教學 

(三)兒童詩的欣賞教學 

(四)共同創作：動物篇(擬人) 

(五)共同創作：植物篇(擬人和想像) 

(六)共同創作：人物篇(感官知覺的練習、聯想) 

(七)共同創作：器物篇(感官體驗、創造思考、描寫練習) 

(八)共同創作：大自然篇(想像與思考練習) 

(九)共同創作：抒情篇(想像與思考練習) 

(十)綜合發表 

在十個單元中，前三個單元屬於介紹單元，從欣賞入手，讓學童了解童

詩體裁的獨特性；而後六個單元以寫作內容為區分，在教學策略和活動的設

計上以創意思考為主，融合修辭教學，以創意遊戲和教材引起學童的動機。

簡言之，黃靜萩(2001)的設計是偏重於謀篇佈局中的聯想和創意，旁及如擬

人等用字遣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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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素娥(2003)針對現代詩寫作教學做了安排，分為初學者和進階者。初

學者的教學單元一共六個： 

(一)即席一句詩，然後組合成篇。 

(二)填填看。 

(三)交錯縱橫。 

(四)由簡入繁。 

(五)模擬仿作。 

(六)相關聯想。 

 

進階者的教學單元一共八個： 

(一)排列組合。 

(二)改寫古詩。 

(三)組織報紙文辭變成詩。 

(四)將實物化成詩。 

(五)生活隨想。 

(六)設身處地。 

(七)取材於社會事件。 

(八)學習聯結，群策群力。 

 

秦素娥(2003)的設計其實是參照蕭蕭(1991)、潘麗珠(1997)、白靈(1991)

等人的研究，加以編排後而成。秦素娥(2003)在文中並沒有說明其設計所依

據的原則。據筆者分析，對初學者的教學策略是先求其詩篇之擴張，再加入

想像的過程；而對進階者的教學側重聯想以及意象，從各個不同角度來擷取

詩材。 

從盧金漳(2002)、黃靜萩(2001)、秦素娥(2003)三份行動研究的設計不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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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雖然所針對的對象不一樣，但是教學內容依然是用字遣詞和謀篇佈

局，只是因為學習者的特性而有些改變。童詩寫作教學大部分會從修辭出

發，先培養學習者的興趣之後，做一些創意思考的活動，從不同的角度觀察

世界，搜集詩材，並藉以穩固已有的修辭基礎；針對國中以上的新詩教學從

聯想和意象經營出發，旨在深化詩意，並從一些詩篇的仿作學習用字遣詞，

藉以錘鍊字句。 

五、 教學理念和教師素養 

除了教學內容、教學流程之外，教學理念和教師素養在教學上更是佔了

極重要的地位。新詩寫作教學尤然，因為如果沒有清楚的教學理念，就不能

確定教學目標和教學內容；如果教師的專業素養不足以教導新詩，那不論是

在教學上，或是學習者學習上，都會有一定的困難。首先從教學理念談起。 

 

(一) 教學理念 

傅林統(1995)提出幾點童詩教學的理念(頁 67-69)： 

1.應以寬闊和寬容的眼光看兒童寫的詩 

2.重視師生共同創作的過程。 

3.往更成熟的境界引導。 

 

林文寶(1995)認為對兒童詩歌的教育，應有下列的認識(頁 92-94)： 

1.了解兒童的創作歷程 

2.詩歌教學是語文教學的一部分 

3.詩歌可以激發兒童的想像力和創造力 

 

林文寶(1995)認為兒童詩教育的終極目標，在於人文的涵養；而在本質

上，是在於情趣的追求；至於實效上，則是在於才能的啟發；又就教學而言，

則是屬於語文教育的一部分(頁 9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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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筱蕙(1989)認為從事兒童詩教學應有的理念有下列幾點(頁 204-210)： 

1.兒童詩教學只是兒童語文教育的一環 

2.兒童詩的教學要因材適性 

3.從事兒童詩教學，不可存一時的輕鬆 

 

盧金漳(2002)歸納了兒童詩教學的理念： 

1.兒童詩教學是兒童語文教育的一環。透過兒童詩的教學，以學得正確

的語文知識，並增進兒童的文學素養。 

2.兒童詩教育的宗旨，在於人文的涵養，並引導、啟發兒童對童詩的興

趣，進而能寫詩、創作詩、欣賞詩。 

3.透過完整的觀察，了解兒童寫詩的創作歷程。重視師生共同創作的過

程，並藉由童詩的創作，激發兒童的想像力、創造力。 

4.童詩的教學要因材適性，盡量誘發兒童的詩心，從遊戲、快樂、充滿

情趣的過程中，培養兒童對童詩欣賞及寫作的興趣，埋下日後發展或

成為詩人的種子。 

 

盧金漳(2002)根據自己行動研究的心得，提出了幾點教學理念： 

1.教師若能發揮創意和心思，必能突破童詩寫作課程設計的窠臼，進而

創新自己的教學，增加兒童學習的興趣與動機。 

2.童詩寫作的過程比結果重要，過程即是存在的喜悅，亦是詩意的安居。 

3.熟悉創造性教學的策略或原則，並融入於童詩寫作教學中。 

4.能嘗試將資訊融入教學，創新童詩寫作教學。 

5.強調師生「互為主體性」，童詩寫作教學過程，是師生共同建構的生

命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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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素娥(2003)提出了幾個新詩教學未來的發展方向，其中有幾項是和教

師理念相關的： 

1.建立現代詩教學法式，予以規則化。可學也可追的兩層次，從可學做

起。 

2.培養興趣，改善貴古賤今的觀念 

3.接續傳統，加強社會性層面 

 

綜合以上所述，筆者整理新詩寫作教學者應具備的教學理念如下： 

1.新詩教學是語文教學的一環，目的在於學習正確的語文知識，教學過

程重於結果。 

2.新詩教學的宗旨在於引導並啟發對新詩的興趣，並進而能欣賞詩、寫

詩。 

3.透過新詩創作的過程了解新詩寫作歷程，從寫作歷程中再設計更貼進

於學習者的教學活動。 

4.新詩的教學要因材施教，而且得抱持著嚴肅的態度。 

5.教學的過程和方法應該多元化，並嘗試以各種教學法創新課程。 

6.教學的過程注重互動，而不是以教師為主的教學。 

 

(二) 教師素養 

陳正治(1995)提出了兒童詩作者應具備以下的四點素養： 

1.勤讀有關書籍與開擴偉大胸襟。 

2.體驗各種生活與瞭解兒童世界。 

3.保持高度靈敏心與發揮豐富想像力。 

4.熟悉詩歌作法與活動寫作的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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盧金漳(2002)認為教師應該要發揮創意和心思，多閱讀童詩相關書籍或

詩集，並熟悉創造性教學的策略或原則，融入童詩寫作教學之中。除此以外，

教師也可以嘗試將資訊融入教學，創新童詩寫作教學。 

 

筆者歸納陳正治(1995)和盧金漳(2002)的的教師素養如下： 

1.教師充實新詩寫作相關書籍和用字遣詞。 

2.不論對於創作或課程設計，都必須結合創造性的策略和原則。 

3.嘗試用各種其它的資訊或媒體融入教學，創新教學。 

 

六、 小結 

本節討論新詩寫作教學相關的主題，包含用字遣詞、謀篇佈局、教學流

程安排、教學單元安排、教師理念和素養。新詩的用字遣詞多偏重於修辭的

學習與運用，謀篇佈局則著眼於意象的經營、聯想的方法、篇章的擴展等。

教學流程安排討論新詩寫作的教學設計，並特別針對單一教學單元的流程作

探討。單元的設計與安排從課程規劃的角度出發，分析已有的幾個範例，歸

納出設計的原理原則。最後從教學出發，分析教學所應具備的教學理念和相

關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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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寫作歷程 
在寫作教學中，早期強調完成後的作品(written product)，但是到 1970

年代，美國受到「兒童教育中心」思潮的影響，導致寫作教學開始有了重大

的轉變，逐漸從「成果導向」轉為「過程導向」(process-oriented)(張新仁，

1992)，如今不論在第一語言或是第二語言的寫作教學，都佔了極重要的地

位。以下將從過程導向的理論基礎談起，進一步談討在第一語言和第二語言

運用上的差別，做為華語新詩寫作教學設計的教學觀。 

一、 寫作歷程的理論  

寫作是一種複雜的心理運作過程，因為認知心理學家對於寫作的觀點不

同，要如何進行教學也必然會有不同的看法。所以要討論寫作教學，勢必要

從寫作的過程開始分析。 

早期學者認為寫作過程屬於直線模式(the linear model)(Elbow, 1974; 

Rohman, 1965; Applebee, 1979; Britton, 1978; Legum & Krashen, 1972; Draper, 

1979；引自張新仁，1992)，從最初的兩個主要階段：勾繪心中意念(figure out 

your meaning)、將意念轉換成文字(put it into language)(Elbow, 1974)到五個

階段：寫作前(prewriting)、構思(formulating)、起草為文(transcribing)、再構

思(reformulating)和修改(editing)(Draper 1979)。 

寫作過程在後來幾位認知心理學家的實驗中，利用有聲思考(thinking 

aloud)，然後紀錄以下內容，發現直線模式過於簡化寫作的過程，對寫作各

階段的描述偏重於外表的寫作活動，而寫作時內在認知歷程卻為其所忽略。

此外，直線模式強調寫作過程是直線循序進行的，但是在實際寫作中，各階

段的寫作往往會反覆穿梭(Perl, 1979; Nold, 1981; Flower & Hayes, 1981)。有

鑑於此，認知心理學家提出了循環模式(the recursive model)。 

在循環模式中，以 Flower & Hayes(1981)提出的最為詳盡，也最常為人

引用，認為寫作者心理層面和週遭影響因素的探討上，寫作過程的模式應包

括下列三個層面； 

1. 寫作環境：指所有影響寫作表現的外在環境因素。 

2. 寫作者的長期記憶：指寫作者儲存在記憶中的寫作計畫、寫作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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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如何寫作的種種知識，還必須具備有效寫作形式的知識。 

3. 寫作過程；分為「計畫」、「轉譯」、「回顧」等三部分，在實際

寫作過程中，此三部分相互交替進行。 

（1）「計畫」：在寫作時能「設定目標」、「產生想法」、進而「組

織想法」的過程。 

（2）「轉譯」：在寫作時能將泉湧而出的文思轉譯成為文字的過程。 

（3）「回顧」：在寫完時能檢查已完成的文章內容是否符合原先設定

的寫作目標，並進行修改的過程。 

Flower & Hayes(1981)認為實際的作文過程並非依照上述順序直線進

行，而是三種活動隨時穿梭交替進行，比如修改可能是計畫完成後就進行修

改，也可能是寫作過程中邊寫邊改，也可能是寫完初稿後才作修改。由於每

個人的認知「監控」(monitoring)不同，所以何時從寫作的一個過程轉到其

它過程的時間也不一樣(Flower & Hayes, 1983)。而作者本身對於作品的修

改、寫作過程和寫作策略的選取、執行，都和後設認知(meta-cognition)的能

力有關(Englert & Raphael, 1988)。 

 

了解寫作過程，並非可直接使用於實際教學，還必須認識寫作過程中所

牽涉到的知識，才能做好教學規劃。Hillocks(1984;1987)認為寫作過程至少

需要四類知識： 

1.有關寫作題目的知識 

       在一些研究指出，對寫作題目的相關知識愈熟悉，寫作的品質

愈好(Voss, Vesonder & Spilich, 1980; Langer, 1984)。 

2.回憶出寫作主題相關內容的策略知識 

        作文寫得少未必為缺乏相關知識，也可能是由於缺乏有效的回

憶策略，因而導致寫出的比知道的少(Scardamalia, Bereiter & Goelman, 

1982)。 

3.有關文體結構、文法、句型、標點符號等作文規範的知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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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導學習者不同的文體結構(如敘述文、說明文)有助於寫作

(Fitzgerlad & Teasley, 1986; Raphael, Englert & Kirschner, 1988)。但若

只教導文法則無助於寫作能力的增進(Hillocks, 1984)。 

4.如何根據作文規範寫出文章的知識 

         Hillocks(1984)指出，教導學童不同文體結構的知識，效果不

如教導他們如何寫出這些文體的過程。 

 

綜上所述，上面四類知識中，包含陳述性知識(declarative knowledge)、

程序性知識(procedural knowledge)。換句話說，也就是「知道是什麼」和「知

道如何做」的知識。至於如何運用這些知識為華語學習者設計，將於第四章

時探討。 

二、 第二語言寫作歷程 

Krashen(1984)曾感嘆  “studies of second language writing are sadly 

lacking”，所以很多研究第二語言寫作的學者，都不得不借鑑於第一語言研

究和經驗，做為第二語言寫作理論建立的基礎。Zamel(1976)、Raimes(1979)

都認為在第二語言的寫作過程中，應該採用過程法，才可以減少注重表層的

錯誤和作品的更正，並採用第一語言有效的技巧到第二語言寫作教學。但在

參考第一語言的理論時，必須實驗和證明在第二語言的環境中同樣有效，而

且必須注意不可讓第一語言的理論限制了第二語言教學的發展，因為兩者研

究的環境大相逕庭。 

究竟寫作歷程的理論是否適用於第二語言寫作？從一些學者的研究發

現，學習者第一語言寫作的過程會轉移或反映在第二語言寫作的過程

(Edelsky, 1982; Gaskill, 1986; Jones and Tetroe, 1987)。換言之，寫作過程的

理論可適用於第二語言的，如 Jones(1982)指出，寫作策略會影響文章的結

構，進一步會影響最後的成品。經驗豐富和缺乏經驗的寫作者之間的差別，

不在於語言知識，而為是否有構思的策略。Jacob(1982)針對 L2學習者的語

言能力和寫作能力做研究，發現語言能力並不影響寫作能力。Zamel(1976)

也做了同樣的研究，並進一步發現第二語言的寫作歷程和第一語言寫作歷程

的研究相似，並認為或許第一語言的教學法也可能適用於第二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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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歷程導向寫作教學 

認知心理學家提出寫作階段和循環模式，影響了寫作教學的方法，從「成

果導向」轉為「歷程導向」，形成寫作教學的新趨勢。但是如何將寫作歷程

與寫作教學做結合，則有不同的觀點，有的學者採用「自然過程法」(natural 

process mode)，有的則傾向「結構性過程法」(structural process mode)。支持

結構性過程法的學者(Applebee, 1986; Hayes & Flower, 1986; Scardamalia & 

Bereiter, 1986; Nolan, 1988; Ebnglert & Raphael, 1988)認為自然過程法僅提

供寫作的機會並與同儕進行計畫、起草和修改的過程，但這樣是不夠的，生

手寫作者必須要教師在寫作過程中指導寫作策略，協助他們完成各階段的寫

作過程，才是歷程導向寫作教學的精神所在。除此以外，Hillocks(1984)也

以實驗佐證，顯示結構性過程法的寫作成效優於自然過程法。在本研究也採

「結構性過程法」來進行教學設計。 

在結構性過程法中，並非有特定的標準。為了方便教學，整個教學活動

通常分為四個階段：寫作前(the prewriting stage)、起草(the composing stage)、

修改(the revising stage)和校訂完稿(the editing stage)。這四個階段如前所述，

並不是直線進行，而是穿梭交替、循環反覆進行。各階段的教學活動安排，

以 Dupuis, Lee, Badiali & Askov(1989)的模式為例，做為教學設計的參考(張

新仁，1992)。 

(一) 寫作前階段(the prewriting stage)  

1.教師透過課前指定閱讀，或觀賞影片、幻燈片等方式，幫助學生發展

和寫作主題有關的知識。 

2.學生透過小組腦力激盪，構思寫作的內容與佈局，並列成大綱細目。 

3.教師可列出引導性問題，協助小組討論。  

 

(二) 起草階段(the composing stage)  

1.提供安靜而無干擾的寫作環境，讓學生自行把寫作前所列的大綱細目

寫成文章。 

 2.鼓勵學生多寫，不必掛心用字遣詞、造句文法是否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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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要求學生使用鉛筆， 並留下空行供事後修改，不會寫的字可用拼音。 

4.在學生專心寫作時，教師可坐下來閱讀或是寫作，以作為模範。在起

草的後半段時間裡，教師可巡視行間，一方面鼓勵學生多寫，一方面

可提供必要的協助，例如幫助生詞難句，或是造句。  

(三) 修改階段(the revising stage)  

1.此階段的修改重點以內容和段落組織為主。在修改前先讓學生兩兩相

互討論其作品，實際的作法是輪流念自己的文章給對方聽，此時不宜

讓彼此看到對方的文章，以避免注意到拼字、標點與文法上的錯誤，

而忽略內容與知識。 

2.討論時鼓勵學生先說出對方的優點，訓練學生學習作正向的回饋，然

後再提出建議。 

3.討論後學生回到自己的文章上，斟酌同儕或老師的建議，修改自己的

文章。 

4.在此階段，教師應巡視其間，一方面提出協助，另一方面則找出學生

共同易犯的毛病，然後在進入下一個階段--校訂階段前，教導學生如

何辨認與修改特別需要改進之處。  

(四) 校訂階段(the editing stage)  

1.校訂的重點放在拼字、文法、標點符號等基本用字遣詞上。 

2.先由學生自行校訂，根據剛教的改進事項，連同以往教過的改進事

項，修改自己的文章，然後再彼此交換校訂。 

3.教師應進行巡視，協助陷入膠著狀態的學生，而對某些相似困擾的學

生，可聚成小組進行指導。 

(五) 發表階段(the publishing stage) 

挑選部分佳作刊登學生刊物或作共同欣賞。給予發表的機會是寫作的最

佳酬賞。 

 

以上說明的是結構性歷程法在與教學設計做結合，應該從五個階段來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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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在本研發課程中，將採用這五個階段，配合其它的教學理論，做整體教

學單元流程設計的依據。詳細內容請參見第四章第四節的說明。 

四、 小結 

第一語言寫作歷程的研究，從早期直線模式到現在的循環模式，都認為

寫作循序漸進的、分階段的過程。循環模式認為寫作是「計劃」、「轉譯」、

「回顧」三個階段穿梭進行。如果要針對寫作來教學，得針對題目、主題、

寫作相關規範知識和如何寫文章的知識著手，讓學生了解這些知識。 

第二語言寫作歷程的研究奠基於第一語言，而且認為兩者之間的寫作歷

程極為類似，這也就是說，適用於第一語言的寫作教學法或許有可能適用於

第二語言。 

在寫作歷程法當中，又分成「結構性歷程法」和「自然過程法」。本研

究採用結構性歷程法，將寫作教學分為寫作前、起草、修改、校訂和發表五

個階段。教師的任務即在於在這五個階段中，給予學生不同的指引，扮演不

同的角色，幫助學習者解決寫作的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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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第二語言文學教學 
新詩寫作教學可以說是結合文學教學和寫作教學。新詩寫作和寫作教學

的理論如第二節所述，以下將探討文學教學在第二語言教學中的重要性以及

其所扮演的角色。 

一、 L1、L2 文學教學的不同 

許多第二語言的教學都不能不借鑑於第一語言的經驗，但是文學教學卻

不能全部採用 L1的理論和方法。Michael Long(1986)認為文學和語言教學都

必須包含對語言的感覺和對文詞的回應(responses to ‘texts’)，而這正是區分

L1文學教學和 L2文學教學的關鍵。L1文學教學不需要教師詢問學生文章

理解的問題，也無須進一步讓學習者有練習語言結構和詞彙的機會，因為這

些問題對學習者來說顯得很愚蠢，而且是對學習者智商的一種侮辱(Long, 

1986)。但是對於 L2學習者來說，這是教學很自然的一個步驟，因為學習者

要回答了這類問題，教師才會進一步詢問更深入的問題。 

二、 L2 文學教學的重要 

文學是否應該納入 L2 教學的一部分，向來爭議不少。McKay(1986)綜

合了反對文學在 L2 課堂中使用的原因，大致有三：1.文學的結構複雜，而

又使用比較獨特的語言，對於增進學習者的文法沒有很大的幫助；2學習者

的目標是達到學術或工作的需求，而文學對此的幫助不大；3.文學常反應特

殊的文化觀點，因此，在思想層次，對學習者來說格外困難。 

McKay(1986)也提出了幾點反駁。首先，Widdowson(1978)提出語言知

識包含兩種，語言的用法(usage)和語言的使用(use)。語言的用法指的是語言

上的規則，語言的使用指的是如何運用這些規則進行有效的溝通。毫無疑問

的，文學作品提供了擴展語言用法的基礎，Povey(1972:187)認為 ESL 課程

中「使用文學可以增進語言能力，因為學習者可藉著文學作品中大量的詞彙

和精確的文字，擴展語言能力，和複雜正確的句法」。但是文學作品除了瞭

解語言的用法之外，還可以讓學習者發展語言使用的能力。因為文學作品中

很清楚地設定了情境和角色之間的關係，所以語體和個人用語都包含在內。

所以這將會讓學習者發展語言使用的自覺(awareness of language 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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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文學並非對學術和工作沒有幫助。第一，教文學並不是只教文學，

而排除了所有其它的種類，所以這個問題是文學是否有助於學術和工作。文

學可以提高閱讀能力，Widdowson(1979)指出「閱讀不應只是對文詞的反應，

而是透過文字讓作者和讀者進行互動」。而這因為這種互動，會增強學習者

的動機。換句話說，文學提供了有影響的、態度上和經驗方面會促進學習動

機的因素。 

最後，文學作品所反應的文化觀可能會造成閱讀上的困難，但是當教師

試著幫助學習者克服這些困難時，不只幫助學習者，也幫助老師培養對文化

差異的包容度(Marshall, 1979)。文學除了可以鼓勵包容以外，也可以提昇學

習者的創意。Frye(1964)指出，「文學教學的最終目的不僅是文學欣賞而已，

還可以將想像的力量從作品中轉移到學生。」 

綜上所述，雖然很多人反對在第二語言的課堂中加入文學課程，但是文

學課程不只對語言教學的目標－增進學習者的語言能力－有一定的幫助，更

可以培養學習者對文化的包容和創意。 

三、 文學在 L2 教學中的難點 

Brumfit & Carter(1986:17)指出了兩個教文學和語言時最困難的地方，特

別是在 L2的教學上。第一，因為不同的文化會事情不同的評價，學習者來

自不同文化區域，所以在選材時就要特別注意，一方面要選有代表性的傳

統、形式和作家等，另一方面讓學習者自行評定文學作品本身的價值。第二，

在文學教學的課堂，教師要培養學習者對文學的敏感度，像是文章中的章

法、意象和形式。而在教導及培養學習者的文學素養之前，還得先培養閱讀

的能力和技巧。此外，不同文化背景的學習者，對文章中的章法、意象和形

式也會有不同的認知。這些都是教學上的難點。 

除了 Brumfit & Carter(1986)提出的難點之外，Michael Long(1986)也提

出了文學教學的幾個難點。首先，傳統的結構法強調語法形式的正確性、不

斷地重覆練習、限定的詞彙，這並不是合適的文學教學，因為這種方法不適

用於文學語言。其次，文學教學缺乏針對非母語者的教學法，文學課程容易

流於翻譯。如果學習者沒有回應，文學教學只是無聊枯燥的工作。 

針對非母語者的文學教學有這諸多困難，在教學時所要考量的因素也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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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母語文學教學來得多。所以下個部分將討論在進行 L2文學教學時，所需

要考量的因素，做為本研究教學設計的參考依據。 

四、 L2 文學教學的方法 

要討論文學教學前，先要從文學本身來做分析，可以從幾個不同的角度

來看文學。簡單地說，文學在質方面和其它語言表現並沒有什麼不同，是在

有限的語言結構達成溝通的目的，所以可以將文學視做是有組織、有系統的

結構。進一步來看，如果考慮到文體的不同，就可以將文學從一般的聊天中

分離出來。 

從語言本身進到內容，文學是表達有主題的事情，像是情況和情景的描

述，如小說的故事或是戲劇的情結。當讀者開始因為情節或是主角而感到好

奇，就進到文學的第四個層次：作者意見的象徵。除了上述四個不同的觀點，

Littlewood(1986)加上了作者的生平或歷史，和作品的一些基本介紹。綜合

以上所說，文學的五個觀點是：有系統結構的語言、有特殊文體的語言、表

達特別事情的語言、用意象表達作者觀點的語言和作者生平和歷史。以下從

這五個觀點來看語言教學。 

1.因為文學是有系統結構的語言，所以文學提供了有用的語言結構的例

子，而這可以是語言能力教學和練習的基礎，特別是閱讀理解能力。

因也可以透過語言結構的練習來增進學習者所有的語言能力。 

2.當學習者已經能察覺不同文體，就進入文學教學的第二個層次。教師

要因應文詞和文章寫作目的做一些簡介，如果學生的語言能力不同，

教的內容也會有所不同。較初級的學習者可能介紹書面用語或是幾種

不同的文體，程度較高的學習者，可以介紹不同區域的作家風格，或

是區別較早期的作品所呈現的語言現象。 

3.這部分的教學重點進入到文學的內容，如結構、文體。文學提供了段

落、情境和人物，這些可能達成語言教學的目的。課堂上的語言教學

常面對的問題是如何創造真實情境。Littlewood(1986)整理了三種可以

在語言教學中使用的方法：聊天、角色扮演和閱讀或文學。文學模擬

出一個世界，在這個世界中有很多母語者在溝通時視為理所當然的觀

點。所以藉由文學可以讓學習者融入標的語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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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要達到前三個層次之後，才能進入第四個層次。在這個階段中，前三

個階段所學習的，是為了要理解並討論作者的想法。換個角度來說，

藉由檢驗和討論，來看學習者前三個層次是否已經建構在自己的語言

之中，所以討論、報告和作文都可以在這個階段運用。 

5.這個階段要跳離文學，從歷史的角度來看。簡單地說，從歷史發展的

順序來看語言、社會、文化在不同文化中的發展。 

 

以上從五個不同的層次來看文學和語言教學。文學的運用可以很多元，

除了看文學作品你面的詞彙、結構以外，還可以提昇到文體、如何表達，更

可從宏觀的角度來看文學發展的歷史因素，以及文學中呈現不同時期的語言

現象。 

五、 小結 

本研發課程是新詩寫作教學，雖然是以增進語言和寫作能力為目的的寫

作教學，但是文學教學的理念仍必須參考。在本章第二節提到，一個完整的

新詩寫作教學必須欣賞和寫作並重，透過欣賞、練習、想像和發表，引導學

生創作(杜榮琛，1996)。可是針對華語者的教學單元，如何教導欣賞這個部

分？就不得不吸收第二語言文學教學的經驗。 

雖然很多第二語言的研究都是基於第一語言，但是第二語言和第一語言

的文學教學存在著極大的不同，如文意理解不同。但是第二語言的文學教學

在語言教學中，佔有一定的重要性。McKay(1986)提出了三點看法，要大家

正視文學教學在語言教學的重要。首先，文學作品設定了情境，借由這些精

準的詞語擴展語言能力，並發展使用語言的自覺。其次，透過閱讀文學，可

以提高閱讀能力，並藉由文字和作者交流，進而提昇學習者的動機。最後，

文學教學提高了對文化的了解和文化差異的包容度，並提昇學生的創造力。 

文學教學如此重要，但並非毫無困難，綜合 Brumfit & Carter(1986) 和

Michael Long(1986)的看法，文學教學存在著四個難點：文化差異導致理解

的困難、學習前必須有相關的先備知識、不適合的教學法容易流於形式、沒

有針對性的教學可能只是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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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此，Littlewood(1986)提出了五個層次，可以在文學教學的設計之中，

循序漸進地指引學生往更高的層次邁進。五個層次依序是：了解文意、認識

文體、了解內容、欣賞討論和社會價值。 

在本研發課程教學內容設計的過程中，也將參考這五個層次，針對學習

者的需求和程度，發展出適合華語學習者的新詩寫作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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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華語寫作課程探討 
在進行教學設計以前，除了從文獻中了解第二語言寫作教學的重要、新

詩寫作的方法和文學寫作的實施，從各語言中心實際的寫作狀況來了解也是

不可或缺的。 

本節分為兩部分，第一部分討論寫作課程的現況，第二部分討論寫作課

程系統化教學設計的過程。寫作課程現況針對國內、美國和中國大陸一些語

言中心做調查，並了解寫作教材的使用狀況。寫作課程系統化教學設計是蒐

集整理一些系統化教學設計的模式，吸收並綜合，成為本研發課程設計時的

步驟。 

一、 寫作課程現況 

華語寫作課程的現況目前除了宋怡南(2002)以外，沒有相關文獻。筆者

在進行研究時，也針對國內、美國和中國大陸三地的語言中心做了寫作課程

的調查。調查範圍只針對寫作或是讀寫並重的課程，寫字課、聽說讀寫合併

的整合課程都不在現況調查之列。調查的方式透過各中心的網路簡介、實地

訪問中心和中心任教老師、電話詢問和電子郵件詢問。以下分三個部分說明

各地華語中心寫作現況。 

(一)國內語言中心寫作課程現況 

在宋怡南(2002)調查近 20 所語言中心，只有三所提供單一獨立的寫作

課程，分別是「國立政治大學華語中心」、「國立成功大學文學院華語中心」

以及「私立東海大學華語教學中心」。在筆者的調查下，開設寫作課程的比

例大為增加，從原先的三所增加至目前六所。 

 

表 三-2 國內語言中心寫作課程現況(按筆劃排序) 
華語教學機構 寫作 

課程 
寫作 
教材 

說明 

中山大學華語教學中心 無 無  
中央大學語言中心中文組 有 自編  
中華語言研習所 無 無  
文化大學華語中心 有 自編  
文藻外語學院華語中心 有 有 高級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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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大學國際華語研習所 無 無  
台灣大學語言中心中國語文組 無 無  
台灣師範大學國語教學中心 有 自編 應用文寫作 
台灣師範大學進修推廣部 
(僑委會華裔青年班) 

無 無  

成功大學文學院華語中心 有 自編  
佛光大學 無 無  
東海大學華語中心 無 無  
政治大學華語中心 無 無  
國語日報語文中心 無 無  
淡江大學中華語言研習班 無 無  
逢甲大學華語教學中心 有 自編  
慈濟大學華語文教學中心 無 無  
輔仁大學語言中心 無 無  
靜宜大學華語中心 無 無  

(資料來源：由筆者參看各中心的網頁、電話調查、電子郵件以及實際

訪問之結果) 

 

師範大學國語中心除了一門<網上學寫中文信>的輔修課程外，目前沒

有常態的寫作課程。而<網上學寫中文信>是每週一次，屬於輔修課和文化

課，由教師自編教材並以網頁的方式呈現。學習者可以在課前先預期，在課

堂中由教師指定作業，請學習者在網路上的討論區繳交。教學內容偏重各式

應用文的寫作，從泛讀中吸收大量詞彙，並學習應用文的格式以及所代表的

文化意涵。 

中央大學語言中心中文組的課程屬於讀寫綜合性質，而且並非針對特定

主題和特定文體，從自傳、即席演說稿以至於語體應用，都包涵在內。教學

的方法以閱讀引導寫作，藉由閱讀吸收用字遣詞和句型運用，以作業的方式

讓學習者練習。 

成功大學文學院華語中心的寫作課程屬於輔導性質的，不收取任何費

用。開設的方式是先詢問資深教師是否有意願，視情況是供中、高級的寫作

課程。但是學生人數不穩定，教師也必須自編教材，所以這樣的課程並非常

態。 

文藻外語學院華語中心的「作文初步」是選修性質的，課本是參考坊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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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國小學童編寫的教材，並非老師自編教材。 

文化大學華語中心的「中文寫作班」是由教師自編教材，實際教學得視

學生的情況和程度而定。 

逢甲大學華語教學中心目前有「基礎作文」、「進階作文」和「新聞寫

作」的課程，都是針對中、高級程度的學習者。教材是由老師自編，有時亦

參考坊間為兒童所設計的寫作教材。 

從以上的調查可得知：國內的語言中心並無為寫作所編寫的教材，但相

較於宋怡南(2002)的調查結果，國內語言中心的寫作課程已逐漸增多，而且

有從免費性質轉為收費課程的趨勢，這也表示學習者對寫作的需求逐漸提

昇。 

(二)美國中文教學寫作課程現況 

由於美國有許多大學皆開設東亞系，並附設中文部，囿於時間和人力，

無法一一調查，故筆者採取抽樣的方式，依照《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22005

年最新公佈美國大學排行的結果，挑選前 10所國家性大學和前 5所文理學

院，參看附設的東亞系或相關科系，並附設中文學習計劃的學校網站，是否

介紹寫作相關的課程。由於這十五所大學在綜合評鑑上都具有一定代表性，

藉由觀察這些學校寫作課程的現況，也可推測當前美國中文寫作教學的實際

情況。調查的結果如下表 三-3。 

 

表 三-3 美國中文教學寫作課程現況 
華語教學機構 寫作課程 寫作教材 
哈佛大學中文教學部 無 無 
普林斯頓大學東亞研究 無 無 
耶魯大學東亞語言與文學 無 無 
賓州大學東亞研究 無3 無 

                                                 
2 USNews.com (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的教育區，取自

http://www.usnews.com/usnews/edu/eduhome.htm，2005 年 5 月。 

3賓州大學所開設的課有“Beginning Reading and Writing in Chinese”和“Intermediate 

Reading and Writing in Chinese”，但是兩者皆是為有中文背景的學生所開設，重點放在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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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克大學亞州和非州語言與文學 無 無 
麻省理工學院 無 無 
史丹佛大學語言中心 無 無 
哥倫比亞大學東亞語言與文化，中文部 無 無 
達特茅斯學院 無 無 
西北大學非洲與亞洲語言部 有 有 
威廉斯學院亞洲研究系 無 無 
索斯摩學院現代語言與文學 無 無 
衛斯理學院中文系 無 無 
查列登學院亞洲語言與文學 無 無 
波莫納學院亞洲語言與文學 無 無 

(資料來源：表列大學的網站及該校任教老師所提供的資訊) 

在這十五所大學中，只有西北大學非洲與亞洲語言部開設寫作課程。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language”強調讀寫，從閱讀小說、詩、電影等來了

解漢語，並介紹一些中國大陸有名的文學作家。但是這堂課並未教導學習者

如何寫作，只是在閱讀完後寫下自己的論點，而且中英文不拘。所以嚴格說

來，這並非寫作課程，只是將寫作當成是了解學習者觀點和評分的一項依據。 

所以整體看來，十五所學校均未開設寫作課程，寫作往往是綜合於語言

課堂中進行教學，而不獨立成為單獨課程。所以如果學習者想要練習寫作，

只能依靠聽說讀的能力加以輔助，而且要修習這樣的課堂絕非易事。 

(三)中國大陸對外漢語教學寫作課程現況 

相較於美國和台灣，中國大陸所開設的寫作課程比例較高，但由於中國

大陸對外漢語教學機構的網頁資料更新較慢，資訊不足，所以往往只列出了

課程，並未說明課程的目標、大綱以及使用教材等。調查的結果如下表 三-4： 

 

表 三-4 中國大陸語言中心寫作課程現況(依筆劃排序) 
華語教學機構 寫作

課程

寫作 
教材 

說明 

上海師範大學國際文化交流學院 有   
中國人民大學對外語言文化學院 有 有  
北京大學對外漢語教學中心 無 無  
北京語言大學漢語學院 有 有 自編教材 

                                                                                                                                              
讀和書寫，並不在調查的範圍之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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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學海外教育學院 無 無  
南開大學漢語言文化學院 有  針對漢語專業 

(資料來源：中國大陸各大學漢語學院網頁。) 

 

中國人民大學對外語言文化學院開設的寫作課程包括「寫作(一、二年

級)」、「文獻閱讀與寫作」、「論文閱讀與論文寫作」。「寫作」是針對

一、二年級的本科生所開設的課程，從記敘文、說明文以至於議論文為主，

藉用範例進行閱讀和模仿，並從中學習用字遣詞。「文獻閱讀寫作」和「論

文閱讀與論文寫作」，都是為了學術的目的所開設的寫作課，指引學習者如

何整理文獻並撰寫學術論文。 

北京語言大學漢語學院的「漢語寫作入門」、「漢語寫作基礎」、「漢

語寫作」和「現代漢語修辭」，都有與其相應的課本，如《漢語寫作基礎》、

《寫作》、《漢語修辭》，雖然都仍在試用階段，但如此大規模地開設和編

寫課程，確實是台灣和美國所不及之處。 

南開大學漢語文化學院「現代漢語寫作」是該院唯一的寫作課，針對漢

語水平考試六級以上的學習者所開設。上海師大對外漢語學院針對漢語言本

科生開設「初級漢語寫作」、「中級漢語寫作」和「論文寫作」。可惜這兩

所學校未能提供進一步消息以供研究參考。 

總而言之，中國大陸在漢語寫作方面較為積極，在七所對外漢語教學機

構當中，就有四所提供寫作課程。雖然寫作課程多半是為漢語專業的學習者

所開設，但編寫教材方面非常積極，這可看出中國大陸在寫作教學方面比台

灣和美國重視。但是從台灣寫作課程的開設狀況與三年前相較，台灣方面學

習者的需求也逐漸增加，所以設計符合學習者需求且能幫助學習者的寫作課

程是當務之急。 

二、 寫作課程教學設計 

探討完寫作課程的現況後，此部分針對寫作教學課程做一通盤的規劃與

設計。課堂的教學設計除了針對內容做設計以外，課程的架構、時間的安排

以及課程設計的發展都是設計時所需考量的。一個課程設計的成功與否與是

否依循系統化教學設計的模式發展有密切的關係，因為系統化教學設計涵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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了教學歷程、目標、策略、方法、評量等各個教學設計所需注意的環節。 

教學設計模式，不論是依何種理論模式為基礎，多數包含了以下四個基

本要素（張祖忻等，1995:30）：1.分析教學對象；2.訂定教學目標；3.選用

教學方法；4.實施教學評量。 

Andrews, D.與 Goodson, L.(1995)分析了六十個教學設計的模式，規納出

六大步驟如下： 

1.確立課程目標  

2.界定學習者的背景與需求分析 

3.分析教材或教學內容 

4.教學者角色扮演或教學策略之選用 

5.發展教與學的活動  

6.測試、評鑑與修正 

 

宋怡南(2002)根據系統化課程設計模式，針對華語寫作課程整理並設計

了一套教學設計的步驟，整理如下圖三-4： 

圖 三-4 寫作教學設計模式(宋怡南) 

(資料來源：整理自宋怡南. (2002). 華語文寫作課程之設計與規畫芻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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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師範大學華語文教學研究所, 台北.) 

宋怡南(2002)所設計的寫作教學模式，分為三大項：背景分析、課程設

計和評量修訂，十三個子項。大體說來，宋怡南(2004)的架構和 Andrews, D.

與 Goodson, L.(1995)的模式大同小異。 

 

因此，本研究參考以上的模式，歸納出以下的研究發展流程： 

1.需求分析：針對學習者進行問卷調查，以了解學習者的需求。 

2.確立目標：根據學習者的需求訂定本研發課程的教學目標，並依此進

行下一階段的設計。 

3.分析階段：包括教學內容分析、教學對象分析兩部分。教學內容分析

從相關文獻出發，並依據本研發課程的目標，確立本研發課程的教學

內容。教學對象分析依據本研發課程所針對的學習者，分析其所應具

備的先備知識，並設定其在本研發課程所應學習的目標能力。 

4.教學設計：教學設計包括教學法的選擇、教學策略設計、教學流程設

計、學習評量設計。教學法從教學觀、設計和過程三個子項來決定本

研發課程的教學理論。教學策略設計根據寫作歷程法的相關文獻，架

構本研發課程的教學策略。教學流程則配合教授新詩教師的經驗，結

合前述的教學觀和教學策略，設計教學單元的進行流程。 

5.教學實施：分為前導試驗和實際測試兩部分。前導試驗於教學單元設

計一部分之後，立即著手進行，並參酌學習者的回饋和建議，為之後

研發課程的進行做修正。實際測試則於修正前導試驗的設計並設計完

研發課程之後，著手進行。 

6.形成性評鑑：於研究的過程中，視學習者的反應和回饋做修正。 

7.總結性評鑑：在教學實施結束後，依學習成效、學生訪談和回饋、教

師意見等，再做修正。 

 

依據上述教學設計的要素、寫作課程的步驟與內容，將在第四章就各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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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進行分析及設計，並於第五章呈現實際設計的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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