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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rnstein 教育論述分析──以高中國文課綱的「文白之爭」為例 

摘要 

 

本研究企盼能藉由伯恩斯坦的教育論述理論視角，尤其是他的再脈絡化規則，

剖析高中國文課綱制訂時，為何會選擇文白比例作為論述競爭的焦點，其背後又

有哪些社會團體如何藉由論述達成其對權力的掌握和競逐。全文分成兩大部分，

第一部份先對伯恩斯坦的教育論述機制進行探討，以釐清其概念上未詳盡之處；

第二部分則是以文本分析為方法，針對官方再脈絡化場域和教育再脈絡化場域如

何對國文課綱進行教育論述，加以分析。 

 

從對伯恩斯坦再脈絡化規則之討論，可以發現教育論述是一種「關於社會秩

序、關係和認同」的「規約性論述」去挪用「關於特定能力」的「教學性論述」，

而「規約性論述」可包括「教學理論」與「意識型態」。從第四章的結果與討論

裡顯示，國文課綱的教育論述大抵可分為三種：由官方專案小組和召集人所建構

的官方教育論述，以及教育再脈絡化場域中贊成官方立場者與反對官方立場者。

相較起課程標準，課程綱要修訂上，官方乃是採取「提高語體文比例」以「增進

學生語文能力」的教學性論述，而非官方場域的反對、贊同兩派，則分別將焦點

置於維持（提高）或降低文言文比例，才能增進學生語文能力上。但在整個辯論

中，可以發現正反雙方的論述終歸還是回到以國族意識型態為主的支配性論述，

也就是用「傳承中華文化命脈」與「建立台灣主體意識」去關聯教學性論述的內

涵，包括國文教學在語言教育上的「文言文」與「白話文」比例，以及文學教育

上的「中國文學」與「台灣文學」比例；值得注意的是，在教育再脈絡化場域的

論述裡，由教學理論去調控文白比例的程度和空間反而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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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述結論，本文建議國文課綱的修訂，應透過能穩定發展和改進的「教學

理論」作為再脈絡化之依據，而非以「意識型態」規約之，因此，高等教育學校

中的國文和教育系所，尤其是師培院校，更應致力於彌補國文教學理論之空缺。

此外，「教育再脈絡化場域」之組織或行動者，尤其是教育現場的教師，應把握

創造具有教育相對自主性論述的機會，去思索如何透過教育的角度而非意識型態

影響國文課綱的官方論述。 

 

關鍵字: 高中國文課綱、伯恩斯坦、教育論述、文白之爭、再脈絡化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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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edagogic discourse analysis of High School Chinese Literature 

Curriculum Guideline: an application of Basil Bernstein theory.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explore high school Chinese Literature Curriculum 

Guideline as official pedagogic discourse and its recontextualizing rule. Here B. 

Bernstein’s pedagogic discourse theory is applied as analyzing frames to view the 

controversies over it.  

 

The two main topics in the thesis is about ‘what consciousness?’ and ‘whose ruler?’ 

in recontextualizing process of Chinese Literature Curriculum Guideline. To the 

former question, there are three different contents of pedagogic discourses. First is an 

official pedagogic discourse(OPD) constructed by official organization and its 

convener under MOE. The other two are followed by ‘for’ and ‘against’ OPD in 

pedagogic recontextualizing fields (PRF). OPD contended that the proportion of 

modern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in curriculum should be elevated. While there 

are some social groups and actors against that stand, arguing that heightening classic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could enhance language competences and skills in 

Chinese learning. What else, they claim classic Chinese preserves the nation’s cultural 

essence so it shall be inherited and students should be educated. Actors and groups in 

PRF who agree upon official’s points of view, also believe that to cut down Chinese 

classics’ leaning and increase the ration of modern Chinese and Taiwanese Literature 

in curriculum can help build up students’ national identity with Taiwan. According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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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search findings above, they conclude that the ideology about national 

imaginations and identities are the regulative discourse (RD) dominating the 

instructional discourses (ID) – the proportion of classic and modern Chinese. With 

such findings, researchers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absence of ‘theories of 

instruction’, which is deemed as an important RD in Bernstein’s viewpoint. 

 

Keywords: High School Chinese Literature Curriculum Guideline, the debate of 

learning modern or classic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B. Bernstein, 

pedagogic discourse, recontextualizing ru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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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 

 

壹、研究動機與背景 

 

對於生長在各種教育變革不斷的新一代學生而言，與其說以研究者的身份，

不如說，也曾同樣經歷教改的我，在有機會進入教學現場，再度重拾自己作為學

生時所接收的教學內容與模式時，所發出的無限反思與感慨。無論是在國中或高

中的教學場域，國文領域特有的熟悉感令人驚訝：教科書裡出現的經典篇目、老

師們特厚的補充講義、課本寫滿各種修辭與文章結構的筆記，以及遇到「簡易」

白話篇章時特別空白的頁面等等，都是跨越世代的共同記憶。 

 

然而，當老師和學生們孜孜矻矻勉力於國文教、學時，在教學實踐場域以外

卻正上演著一齣關於國文教育該教些什麼的風暴；這場關於「搶救國語文教育」

的爭議，從 2004年開始迄今為止（2014年），有一些已然是延續長達十年以上

的「馬拉松式」的議題，這些爭議焦點主要放在「文言文、白話文的比例各該佔

多少？」的配置上。按照原先民國 84年修訂的高中國文課程標準，文言文和白

話文的比例平均為 65:35，但在《95暫綱》修訂的草案出爐後，文言文與白話文

的比例改為 45:55，如此變動，在當時不僅造成教學現場教師一陣不小的震撼，

也引起了社會各界極大的關注。 

 

不過，為何文言文和白話文的比例變化，會發外界起如此劇烈的反應，而國

文課綱的爭論為何又偏偏在這個議題上發酵呢？其實，關於文白的辯論，在歷史

脈絡上有跡可尋。簡單來說，「文言文」指的是古代漢語的文獻用語或書面語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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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白話文」即「語體文」，指的是現代漢語中以口語為基礎的書面語。文言

文和白話文最初的論爭表現在文學的書寫工具──也就是兩種書面語之間，何者

較能表達文學之形式美與內容美？何者較能表達感性或思想？五四的白話文運

動便是一種對文學書寫工具的改革，然而在這波書寫「工具」的競爭中，文白不

只是文字工具，同時也是新文學與舊文學的典範競爭（黃美娥，2006）。 

 

除了文學表達形式之書面語的競爭外，在台灣，五四運動延燒的戰火，不只

停留在文學或文章的「文體」應當用文言還是白話，還包括了使用何種「語言」

的問題，甚至更複雜的「語言書面化」的問題，換言之，文白不只有書面語的競

爭，還包含了口語以及口語書寫體的競爭。日治時期的「台灣話文運動」正是這

兩個問題論辯的具體展現，究竟是「漢字（+）白話文」或是「羅馬字（+）台灣

話文」何種組合較能展現「台灣新文學」的內涵？其實，無論是「漢字白話文」

或「羅馬字台灣話文」，前者蘊藏的「中國字、中國話」和後者「台灣話」（要用

漢字或羅馬字記音的爭論），似乎多少都承載了對背後「中國」或「台灣」的想

像。如果說「文」跟「白」在日治時期帶有一種較厚重的文學語言之爭的工具形

式論，那麼在 1970 年代後期，「鄉土文學」論爭的焦點便更加聚集在台灣文學的

實質內涵，此時「文或白」、「台灣話文或羅馬字」已不再是主要問題，台灣文學

究竟要有怎麼樣的內涵以及背後的國家認同，才是論戰的焦點。 

 

而文白問題到了國文課綱之中，與「新舊文學典律」（古典文學或白話文學）

和「鄉土文學」（台灣文學定位）路線之爭，又是如何關連起來的呢？ 

 

譚家化與幾位國文老師將串連全省高中國文教師，要求教育部再舉辦公聽會，並重新修訂

課程綱要內容，否則將連署抗議教育部繼高中歷史課程綱要後，又以高中國文課程作為「去

                                                      
1
 介於「文言文」和「白話文」之間的還有「古白話」。雖然學界劃下的時間界線不一，但無論

是六朝或是唐宋以後，接近口語的書面語，古白話應即是相對文言只能作書面解讀而完全與口語

脫節的特性，如明清小說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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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化」的政治工具。……全國教師會理事葉淑芬昨天表示，高中國文課程綱要公布後，

不少教師認為中國文化基本教材改為選修，且語體文比率過高、本土文學比重大幅提高，

教育部似乎以國文、歷史課程綱要同步推動「去中國化」運動。（孟祥傑，2004a） 

 

該論述明白地將「語體文比率過高、本土文學比重大幅提高」視同為「去中

國化」，這個思考即是表達「文言文」是「中國化」的文學，因此降低其比例即

是去中國化，這是《95暫綱》國文科提高語體文比例時的反對說法；等到《98

課綱》2修訂完畢，文言文比例提高，另一個陣營則指出這是一場「政治的操作」，

「本土文學是白話文學的一部份，白話文減少，自然壓縮本土文學的比例，這就

是他們主張減少白話比例的真正用心」（林麗雲，2008）。由此而論，可以瞭解

在兩派交鋒中，文言／古典文學即是「中國」文學的代表，而本土台灣文學的屬

性是現代／白話文學，故「文言／古典／中國」VS「白話／現代／台灣」的基

本概念被建構起來，其餘的可能性，如中國現代文學或台灣古典文學，則在論述

中被排除。 

 

承上，在課綱文白比例的論爭中，至少可以確認有一個論述的方向，乃是與

文白比重和文學路線背後所隱藏的國族認同3有關。而另外，國文課綱作為國文

教育實踐與評鑑的最終指導，文白比例的論爭就不再只是限於語文工具的範疇，

還可能牽涉到語文教育和文學教育如何實踐的提問。因此，本文也想探究，關於

國文該「教什麼」的教學內涵以及「如何教」的教學方式，是否也為這場文白論

辯裡的另一主軸。 

 

 

                                                      
2
 《98 課綱》後被暫緩延後一年實施，改名《99 課綱》，不過國文科與歷史科卻被廢止重修。 

3
 陳翠蓮（2008）指出國族是指一個政治與文化的共同體，它包括兩個重要的面向:一是在文化

上，成員們共同定居於某塊土地上，有著共同的過去與共享的歷史、並擁有共同的文化；二是在

政治上，成員們主觀地認為自己是不同於別人的一個群體，他們希望能夠在特定的土地上擁有主

權，產生自己的政府，自己統治自己。對於這樣在文化上標舉自己的特性，並在政治上要求自我

統治的共同體的情感與選擇，即是國族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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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問題意識 

 

研究者在課程社會學課堂中，由於研讀英國教育社會學家伯恩斯坦文章的機

會，發現透過伯恩斯坦的理論視角，特別是他對再脈絡化規則的探討，能夠緊

密地與國文課綱的以上二種論述結合，簡而言之，伯恩斯坦藉由將再脈絡化規則

解析為兩種論述(教學性論述、規約性論述)的相互植基和嵌合，可適切地針對

國文課綱的生產歷程做一分梳。 

 

在該規則裡，此兩種論述最核心的定義為：教學性論述指涉有關傳遞特定

能力的論述，而規約性論述則是有關創造特定秩序、關係和認同的論述，兩者

屬於相互滲透不可分離的關係，但是規約性論述又是更為根本的支配性論述，

它會影響何種教學性論述被選擇和挪用。若我們以之解釋關於國文課綱的各種主

張與討論，便會發現類似的規則：兩派人士對所要傳遞的能力各有不同的認知，

一方主張應多教優美的文言文，一方主張應多教實用的白話文，而其認知的背後，

皆潛藏有某種關於道德秩序、關係和認同的原則，伯恩斯坦認為這些原則通常是

隱微而不易察覺的，並且會決定教學性論述。 

 

因此，在國文課綱的再脈絡化過程中，所發生的種種爭議，是否如伯恩斯坦

所點出的，隱含了實際支配教學的社會秩序和認同之規約性論述？這些規則又是

以何種意識型態為基礎？綜上，本研究試圖解開國文課綱制訂的第一個結，究竟

是何種關於秩序、關係和認同的意識規約了傳遞特定能力的教學主張？第二，於

國文課綱的再脈絡化歷程裡，分析有哪些社會團體和官方人士參與了教育的論述，

希望藉由對「誰的尺度」之釐清，探索再脈絡化場域是否具有相對官方之自主性，

期盼為國文課綱的修訂打開更多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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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問題 

 

壹、研究目的 

 

本研究企盼能藉由伯恩斯坦的教育論述理論視角，釐清高中國文課綱制訂的

再脈絡化規則。以此分梳出研究目的有二：第一，在理論上，針對伯恩斯坦的教

育論述進行簡要的介紹，並針對再脈絡化規則做深入的探究，以釐清其概念上尚

未詳盡之處；第二，在運用上，以伯恩斯坦的教育論述規則，剖析高中國文課綱

的再脈絡化場域中，為何會選擇文白比例作為論述競爭的焦點，何者才是支配文

白爭議背後，關於社會關係、秩序及認同的規約性論述，以及各場域內的團體是

如何將之進行再脈絡化的連結與嵌合。 

 

貳、研究問題 

 

一、伯恩斯坦的教育論述理論中，其再脈絡化規則裡所指的規約性論述為何？ 

二、高中國文課綱中的再脈絡化歷程裡，課綱中的規約性論述來源可能有哪些？

亦即，承載了「何種意識？」(“what consciousness? ” )  

三、探究教育再脈絡化場域中，分析官方再脈絡化場域（official recontextualizing 

field, ORF）和教育再脈絡化場域（pedagogic recontextualizing field, PRF）裡，

各種不同的教育論述競爭中，誰的論述成為形塑主體意識的尺度（”whose 

ru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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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架構 

 

壹、章節安排 

 

首章緒論敘明研究動機與問題意識、研究目的、研究架構以及研究方法。第

二章探討伯恩斯坦教育論述理論，第一節先介紹其理論源流，第二節再簡述教育

機制的內涵要義，第三至五節分別闡述教育論述的三個規則：分配規則、再脈絡

化規則和評鑑規則，同時於再脈絡化規則內釐清其所指的規約性論述究竟為何，

以及藉由評鑑規則的教育符碼與相關模式圖（參見圖 2-4），說明分類和架構是如

何影響教學實踐（符碼）。 

 

第三章以「何種意識？」為中心提問出發，第一節先整理國文課綱從《95

暫綱》、原《98 課綱》至《101 課綱》的版本演變，及修訂的重點和爭議；然後

於第二節回溯這其中爭議最大的文白之爭，乃是源於漢字的口語和書寫語之落差，

而引發中國五四新文學運動的改革；第三節討論文白問題在台灣的歷史和社會脈

絡之起源，以解釋為何文言文和白話文會成為鄉土文學論戰下的焦點？藉此剖析

國文課綱的教學性論述聚焦在文白比例上的原因，並借鑑背後的規約性論述之可

能來源為何。 

 

第四章以「誰的尺度？」為主軸思考，討論國文課綱的教育論述和場域剖析，

第一節重回「再脈絡化規則」之「教學性論述植基於規約性論述」（ID／RD）之

要義，並試圖瞭解規約性論述的「教學理論」在高中階段國文之發展狀況如何；

第二節釐清官方與教育再脈絡化場域的理論定義與實際範疇，並進一步分析官方

場域的組織及成員；第三章專門討論再脈絡化場域內的論述，包括官方政策的發

言，以及贊成和反對論述者之間的對話，藉由報導文本中對「政教合一的批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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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國文課綱 

修訂重點 

及其歷史 

社會脈絡 

 

第四章   

國文課綱 

之教育論 

述及場域 

 

和對「國文程度低落的憂慮」，分別凸顯兩造在 ID／RD 上的觀點差異。 

 

第五章以前述討論為基礎，總結歸納官方及教育再脈絡化場域內部的成員，

對國文課綱代表的社會秩序、認同與關係之觀點，歸納出他們是誰，所持是何種

規約性論述，以此總結本研究的核心提問，並思考伯恩斯坦教育論述理論對國文

課綱和教學的省思。 

 

 

貳、研究架構 

 

依照本研究目的與問題，以及上述章節之安排，繪製研究架構如下圖。 

 

 

 

圖 1-1  研究架構圖 

 

 

第二章   

伯恩斯坦 

教育機制 

理論之探究 

教育機制 

何種意識？ 

規約性論述之
來源 

誰的尺度？ 

官方再脈絡化
場域（ORF）

及論述 

教育再脈絡化
場域（PRF）

及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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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方法 

 

壹、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伯恩斯坦理論觀點出發，藉由高中國文課綱之實際為主題，進行理

論與實際的互動。本文採取的研究方法主要有二： 

 

一、文獻分析： 

 

在本文由第二章理論部分所衍生出來的研究問題，決定第三章在討論「何種

意識？」時，其中關於國文課綱「規約性論述（regulative discourse, RD）」之來

源，採取「文獻探討」的方式著手，從台灣特殊的歷史社會脈絡下，類似的文白

問題之公共論辯，如 1930 年代的「台灣話文論爭」和 1970 年代的「鄉土文學論

戰」，去考察「規約性論述」可能是什麼？又本文研究重點不在於兩次事件的歷

史因素或動態發展，故不以史料處理為主，而是以前人研究的結果作為文本的分

析。 

 

由於透過第二章理論探討時已然瞭解到「國族意識與認同」是 RD 內涵的一

種可能，因此第三章的第二、三節將焦點置於「國族認同」是以何種方式與「文

白之爭」連結起來，並選擇一些從不同觀點（如：階級、文化、文學等）去詮釋

1930 年代、1970 年代這二次論戰發展的篇章，以呈現學術界對此有哪些其它角

度的討論。 

 

二、文本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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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第四章的討論採取「文本分析」的方式，從文本資料中探討各個再脈絡

化場域與成員所持的規約性論述，分析官方場域（ORF）與教育場域（PRF）內

的不同立場與觀點，並解釋規約性論述如何挪用教學性論述。 

 

雖然文本分析通常只針對一種社會製成品，如新聞報導、文學作品、電影或

海報圖片，作解析和意義詮釋（游美惠，2000），但在本研究裡也盡量嘗試掌握

社會、歷史文化因素與文本的互動，以期能達到「互為文本的分析」（intertextual 

analysis）。所謂「互為文本分析」在 Fairclough（1995）的定義裡，指處理其他

文本如何參與生產或詮釋某一特定文本，亦即檢視不同文類（genres）的論述究

竟如何在文本之間被構連。就本研究來說，即將「國文課綱」視為某一特定文本，

而主要藉由報紙的報導來加以詮釋；雖然不能透過 Fairclogh 所謂由不同文類

（genres）（包括官方文書、首長演說、學術文獻、各個政黨的立場、媒體報導、

利益團體的聲明等）所構成的類型鏈（generic chains）來參與詮釋，但盡量以能

兼顧報紙報導文本之多元視角為慮。 

 

貳、資料蒐集與處理 

 

本文的主要研究對象為「國文課綱」，主題則是聚焦其中的「文白之爭」，在

資料蒐集方面，主要蒐羅報紙上關於國文課綱之新聞報導，雖然在文本的種類上

以單一種社會製成品（新聞報導）為主，但在該範圍內盡量兼顧互文分析之類型

鏈所注重的資料多樣性，如不同政治立場的報導（聯合報和自由時報）和讀者投

書；以伯恩斯坦的場域概念而言，盡量含括各種再脈絡化場域內的行動者，官方

場域如以教育部名義說明的訊息、教育部長、國文課綱修訂小組召集人等，教育

或非官方場域，則包含對國文課綱修訂持不同看法（贊同和反對官方立場者）的

民間團體、個人輿論、學者、作家等，期能藉由多方視角呈顯不同論述的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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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資料的處理上，透過研究者對所蒐集資料的大量與重複閱讀，找出較能表

現各場域於修訂面向上的差異看法與論述。本文蒐集的所有報導資料及完整標題

（參見附錄表一），將用於介紹第三章第一節國文科從《95 暫綱》、原《98 課綱》

至《101 課綱》的流變及制訂背景，並作為第四章的文本分析材料。 

 

參、研究範圍與限制 

 

本文的研究對象以高中國文課綱的修訂爭議為主，研究者將會先概述國文課

綱從《95 暫綱》至《101 課綱》之間版本的發展，歸納出受社會大眾和輿論矚目

之爭議，但將以《95 暫綱》和原《98 課綱》期間的論爭作為主要的分析對象，

亦即以此二版綱要作為「官方教育論述」，而此二版本的課綱修訂組織和成員為

「官方」再脈絡化的場域及行動者，以避免教育當局立場在歷經政黨輪替時所造

成的矛盾。 

 

本研究的限制大抵有二，一為資料來源上的限制，另一則為研究範圍上的限

制。關於資料來源方面，由於專注在以文本分析為主，故所蒐羅的皆屬新聞報導

之類屬，官方內部或是來自教育場域論述發言者之第一手資料，由於時間與官方

的文件的不公開，無法取得，因此文本蒐集的來源有限制。關於研究範圍方面，

為能確立「官方」論述之內涵指涉不互相矛盾，故選擇以民進黨執政時期（至

2008 年）的 95 和 98 課綱為主，而未能對 2009 年重修、現行實施的 101 課綱做

接續的剖析，此為研究範圍的另一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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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伯恩斯坦教育機制理論之探究 

 

閱讀伯恩斯坦是一件浩大的工程，想要應用他的理論更有如走鋼索者，隨時

隨地都可能失足，理論應用者一方面要從龐大的理論架構中抽絲剝繭，另一方面

又要考慮在整個伯恩斯坦的思想體系中，實證資料應用時的適切性。即使他已有

教育社會學界雙 B的美稱（王瑞賢，2006），相較起布狄厄(P. Bourdieu)的文化

資本與文化再製論的論述，伯恩斯坦理論的高度濃縮特性，顯然不若布狄厄來得

廣結善緣，也因此要理解伯恩斯坦最好的方式，除了借助前輩研究者對伯氏理論

的解讀，也必須要返回原著。 

 

在其思想前期，關於語言符碼、教育符碼的發展，在命名上多有改變，例如

從一開始的「公眾語言 VS形式語言」，到「限制型符碼 VS精緻型符碼」；而「符

碼」又從一開始的指涉語言之形式，發展到後來加入了「分類」與「架構」的概

念後，精緻型符碼再區分出聚集型課程（符碼）VS統整型課程（符碼），最後成

為具有調控教學實踐（指微觀的教室現場之互動實踐）的原則。這些概念內涵的

轉移，都是隨著時間醞釀而逐漸淘汰或成熟，在理解上也需要不斷反芻才能加以

消化。 

 

在其思想後期，伯氏關注的焦點從符碼移轉到論述，這並不是說符碼的理論

被放棄，而是他將重心從教學實踐的「再製場域」移轉到教育論述的「再脈絡化

場域」。伯恩斯坦至此關注優勢文本如何生產的「內部關係」，也就是論述／知識

如何被傳遞？從其原初的生場脈絡到被實踐的再製脈絡中，經過三個規則的調控，

pedagogy 如何實現？教育的相對自主性存在哪些間隙之中？這都在在說明了伯

恩斯坦對教育社會學的取向──他絕非是簡單的機械結構主義者或文化再製論

者；相反地，他試圖從論述／文本生產的脈絡，去找尋所有教育工作者的盼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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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存在自主性的可能。 

 

本研究嘗試運用伯恩斯坦重要的理論及概念，去檢視高中課綱再脈絡化歷程

中的爭議，也因此對伯氏思想脈絡的釐清，及核心概念的探討，更顯重要。本章

共分四節，首先，簡述伯恩斯坦的理論脈絡；其次，說明伯恩斯坦「教育機制」

之意涵，以理解它是如何作為意識的象徵尺度；接著，分次說明該機制內的三個

規則：分配規則、再脈絡化規則與評鑑規則，並闡明其運作方式，以及這些規則

所帶來的啟發和省思，並特別針對本研究所側重的「再脈絡化規則」，進一步剖

析它的構成要素──「規約性論述」之內涵為何。 

 

第一節  伯恩斯坦思想概述 

 

綜觀伯恩斯坦思想發展，是採取滾雪球的方式，不斷往前推演，由一些簡單基本的概念逐

步精緻擴大構成一個龐大而複雜的思想體系，先前的概念並沒有被完全拋棄，而是融入後

續發展的思想之中；後期論述立基於先前論述，且更形複雜深刻。（王瑞賢，2007:譯者序） 

 

以上乃是翻譯伯恩斯坦多本重要著作的學者王瑞賢，對伯氏思想的一段評論。

作為伯恩斯坦的讀者，多不難體會上述「滾雪球」之比喻。研究者愈是徜徉於伯

恩斯坦思想的海洋，就愈感到迷茫，疑惑自身究竟處於何方而無法定向，也因此，

以下筆者選擇先從梳理其思想的脈絡開始，釐清其理論發展的前後次序，並借用

王瑞賢（2006、2007）對其概念的歸類，以期能對伯恩斯坦作一導航式的理解。 

 

壹、  伯恩斯坦的重要理論：從「符碼」到「論述」 

 

伯恩斯坦的著作總共被集結成五大卷，也就是為人所熟知的《階級、符碼與

控制》系列，前三卷在伯氏的思想脈絡裡，隸屬於「符碼」理論體系，第四卷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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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卷是「教育論述」理論的建構(2005，譯者序: xxxii)。根據伯恩斯坦不斷

在理論延續及發展的同時，修正（無論是精緻化或轉化、提升）先前概念的寫作

模式，在他該系列的最後一本著作，也就是第五卷，可視為「是伯恩斯坦整個思

想體系中，最全面性、總體性與完整性的精華呈現（王瑞賢譯，2007:譯者序）」，

伯恩斯坦本人亦認為，「閱讀後期的文章比起前期的作品重要」，雖然，他也建議

讀者與此同時應能理解整個思想的進展（王瑞賢譯，2007）。 

 

從此五卷作品的書名及出版間隔，亦可窺探伯恩斯坦思想的軌跡。第一到第

三卷皆以《階級、符碼與控制》為主標命名之，唯副標從「語言社會學理論研究

（1971）」、「語言社會學應用研究(1973)」到「教育傳遞理論之建構(1975)」，可

看出其關心的向度從「語言」到「教育」之移轉。1990年出版的《教育論述的

結構化》則被認為是伯氏系列作品的第四卷，此時，已可發現伯恩斯坦將研究重

點放置到「教育論述」上，尤其是該書的第四章與第五章，對於「教育機制」及

教育論述理論的思考幾乎皆於此成形；待第五卷《教育、象徵控制與認同》(1996)

出版時，已經完全將「符碼」與「論述」二者納入他對整個「教育／教學」（pedagogy）

的理路思考之中，透過他對教育機制的描述，他傾全力創造一種可以「整合鉅觀

層面、制度與互動層面分析」的理論。 

 

貳、  伯恩斯坦理論的發展階段 

 

伯恩斯坦的理論博大精深，以下，將借用王瑞賢(2006、2007)對其思想發展

的兩種分期方式(請參照下列表 2-1, 2-3)，作為說明的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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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Bernstein的思想發展與核心概念 

發展階段 核心概念 年代/相關著作 

語言符碼時期 限制型 VS. 精緻型符碼 

地位型 VS.個人型家庭 

1958-1969年 

卷一、卷二 

教育符碼時期 分類與架構 

層級性和分化性學校 

聚集型和統整型課程 

可見與不可見教學 

1969-1981 

卷三、卷四前半部 

教育論述時期 教育機制 

水平和垂直論述 

1986-2000 

卷四後半部、卷五 

資料來源:引自王瑞賢（2006：262） 

 

 一、語言符碼時期 

從語言社會學的領域開始，伯恩斯坦提出關於語言形式特徵的研究，這是他

符碼理論的起點，正如我們所熟知的一些概念，如：「限制型 VS.精緻型符碼」，

以及家庭作為社會化的最初機構，與此語言符碼所深植的社會關係有著怎樣的關

連──「地位型 VS.個人型家庭」的觀察，不妨將伯氏在第一、二卷中的討論視

為一發展階段，旨在探討符碼的階級起源，雖然考慮不同階級位置的兒童在認知

及溝通脈絡特性上的差異，但討論的範圍仍以代表地方論述或實踐的家庭為主。 

 

二、教育符碼時期 

直到第三卷的傳遞理論，才深入教育體系，前半部探討學校道德基礎之變遷，

後半部則是有關教育傳遞編碼化之變遷；而從此卷的副標題──「教育傳遞理論

之建構」可看出，伯恩斯坦已試圖建立起一個體系化、抽象化的普遍性理論，他

提出一套特殊的伯氏語言，或說是分析工具──「分類」（classification）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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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構」（framing），以此他認為可以解析有關教學實踐內的各種範疇及所有的

象徵控制場域的社會化機構(王瑞賢譯，2007:9)。 

 

更具體地說，第三卷的教育傳遞理論有其「承先啟後」的作用。因為分類與

架構概念的成熟，他得以將符碼從語言社會學的分析，帶入到教育現場。分類與

架構分別指涉著權力與控制，在教學實踐場域中，伯恩斯坦用分類去探討（學科

間）權力關係的界線維持、用架構去探討規約者與被規約者（師／生）間所能控

制在知識傳遞／習得上的步調，孰強孰弱。這些探討落實為他的：一、課程論（或

教育知識類型），即聚集型與統整型課程，二、教學實踐類型，即顯式（可見）

與隱式（不可見）教學，三、學校組織結構類型，即階層性與分化性學校。 

 

三、教育論述時期  

然而，這些關於教育符碼的討論，伯恩斯坦認為，最後必須被置放在整個象

徵控制、其場域和專門化行動者的一個更大脈絡裡（王瑞賢譯，2005:176），這

就是「教育論述之結構化」。在第四卷裡，伯恩斯坦建立一個教育機制的模式，

並區分出三個場域／脈絡，並說明三個相關且具階層性的內在規則（見表 2-2）： 

（一）生產場域/初級脈絡是新知識建構的所在，它對應的是分配規則，此

規則將不同意識分配給不同團體； 

（二）再製場域/次級脈絡是學校的教學實踐發生的地方，它對應的是評鑑

規則，這些規則提供傳遞和習得的準則，以建構教學實踐； 

（三）再脈絡化場域/再脈絡化脈絡，它對應再脈絡化規則，此規則主要從

生產場域選擇性地挪用一個或部分論述，再將之轉化成再脈絡化場域裡的一個論

述，也就是進行著一種意識型態的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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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教育機制的規則、場域和理論之對應 

規則／歷程 脈絡 場域 理論 

分配／論述的創造 原初 學術場域 1
 

再脈絡化／論述的傳播 再脈絡化：論述的再定位 再脈絡化場域 教育論述 

評鑑／論述的習得 次級：論述的再製 
再製（教學實

踐）場域 
教育符碼 

資料來源：整理自 Bernstein（1990: 190-192，2000: 37）。 

 

以上分別簡要地敘述了伯恩斯坦的思想發展脈絡：從語言符碼的概念開展，

逐步建構出再製場域中，有關教育符碼模式的教育傳遞理論；隨後，他將理論格

局放大到這些教學現場中被習得的官方知識，乃是如何及從何而來？於是，逐步

勾勒出關於教育機制的藍圖，此機制中的三個脈絡，便是對應了他對教育論述如

何實踐、如何再脈絡化、如何生產的整體性思考。 

 

站在後見之明的角度，不難發現伯氏理論的軌跡，大致上乃是隨著場域的轉

移，從再製而再脈絡化，由微觀而漸鉅觀，沿著論述的再製而再脈絡化的理路。

藉由表 2-3，可以更細膩地區分出，時間縱軸上約莫每隔十年，其理論便有一重

要的轉向或推進。此表也指出在 2000年伯氏逝世後，可能的發展進路便是指向

論述生產的初級脈絡。 

 

 

 

 

                                                      
1
 伯恩斯坦在《教育論述的結構化》一書中，並無特別提及分配規則是否發展其所屬的專有理論

名稱。但到《教育、象徵控制與認同》時，第九章所提及的知識／論述形式的分析將有可能成為

此知識生產場域的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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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伯恩斯坦思想發展階段 

主要時期 發展階段 理論／所在脈絡 
《階級、符碼與控制》 

卷數和出版年代 

1960年代 語言符碼 
語言符碼／家庭（地

方教學實踐） 

第一、二卷（1971, 

1972） 

1970年代 教育論述的習得 

教育傳遞理論之研

究（教育符碼）／次

級脈絡 

第三卷（1975） 

1980年代 教育論述的結構化 

教育機制理論（教育

論述）／再脈絡化脈

絡 

第四卷（1990） 

1990年代 

教育論述的再脈絡化

（教育認同）、教育論

述形式 

教育論述／再脈絡

化脈絡、初級脈絡 
第五卷（1996、2000） 

2000年代 教育論述的生產 初級脈絡 未來可能發展 

註：斜體字部分為筆者所添加。1990年代的第五卷中，伯氏確實提出有關教育論述形式之分析，

而筆者認為此部分極有可能為將來初級脈絡的組成。 

資料來源：修改自王瑞賢譯(2007:16) 

 

如同伯恩斯坦自身所言：「每一篇文章都不斷與先前文章融合並進一步發展，

同時指向一個未竟未知的文本。」由於伯氏這種創作上的特殊風格，使得他的文

章有「一種概念上的緊張」，也「提供了發展的潛在性」。因此，身為一個伯恩斯

坦的閱讀者，也許可以依賴這種矛盾與衝突，對這位偉大的思想家作出另一種脈

絡理解與線索解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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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教育機制的意涵 

 

壹、教育機制理論 

 

伯恩斯坦的教育機制理論，乃是奠基於前半期對於語言和教育符碼理論的耕

耘，也是他後期思想與研究的焦點。他的教育機制理論統合了鉅觀層面與制度和

互動層面的分析，並彌補了教育符碼理論尚未能釐清是「誰的權力和控制被轉譯」

的缺口（王瑞賢譯，2005：xiv）。正因教育機制關注是誰的權力、透過何種規則，

以形塑教育主體的意識，也因此伯恩斯坦透過分析整個機制內如何生產、再脈絡

化、再製優勢文本，以及該文本如何被傳遞／習得的的過程，來拆解以往被教育

社會學界忽略的「教育的聲音」（Bernstein，1990）。 

 

教育機制（pedagogic device）理論，主要是相較於一般文化再製理論而定位，

伯恩斯坦以為 Bourdieu 等人僅從教育主體的階級／種族／性別等社會範疇去檢

視與合法文本間的相關性，即從所謂「相互關係(relation to)」去分析再製的內容

和訊息，而忽略了究竟是何種溝通的深層調控原則和歷程使得訊息得以被傳遞，

因此他主張應從「內部關係(relation within)」檢視是何種原則建構出教育的「優

勢文本(privileged text)」。他以教育的「聲音(voice)」來比喻教育作為外在權力的

載體(relay, the carrier)，乃是一種溝通的形式，但教育社會學者卻僅把焦點聚焦

在它所載送的內容(the carried)，也就是教育的訊息(message)上，以此對比他所關

注的內部關係的研究，在於企圖解開權力關係和教育主體間的置位(positioning)

究竟如何發生（Bernstein,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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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相互關係示意圖 

 

圖 2-2  之內關係示意圖 

 

因此，伯恩斯坦認為，如果要談再製、抵抗或轉化，就必須討論優勢文本和

教育主體意識間的關係，假若我們無法說明這些規約優勢文本之生產、再現和再

脈絡化的規則—也就是教育論述(pedagogic discourse)之規則的話，便無法得知主

體究竟學到了什麼。於是，他將注意力轉向既有權力關係是如何被轉化，以及轉

化機器本身—即教育機制，去檢視優勢者如何利用該機制轉化權力關係，生產合

法的教學文本（透過再脈絡化歷程），並以此文本關連主體的意識（透過評鑑方

式確保學生的習得）（Haavelsrud，2001）。 

 

貳、意識的象徵性尺度：誰的尺度、何種意識？ 

 

教育機制雖在伯氏系列作品第四卷《教育論述的結構化》便已開始著手，到

第五卷《教育、象徵控制與認同》時「是伯恩斯坦整個思想體系中，最全面性、

總體性與完整性的精華呈現（王瑞賢譯，2007:譯者序）」，而關於機制的三個規

階級、性別、種
族、區域、宗教
等messages (the 

carried) 

學校、課程、
教學等教育
體制 

階級、性別、種
族、區域、宗教
等messages(the  
carried)的再製 

權力關係 

power relationship 

載體（the carrier）
＝教育機制 

之內關係 

相互

關係 

教育論述 

優勢文本 

 

主體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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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之闡述雖然大同小異，但在某些概念和圖示上卻是可互補和互相參照的，下列

圖 2-3 即是修改自第五卷的「機制及其結構化要素」圖示，比起第四卷的「教育

機制實現模式5」圖示，可以發現它在宏觀的概念上更為完整，包含了該機制在

左側「形式上的原型」這欄，權力、知識、意識三者是被統合（結構化）起來的，

也就是之所以伯恩斯坦不斷強調，機制圖右方的三個規則是分配規則規約再脈絡

化規則，而再脈絡化規則規約評鑑規則的調控關係，其形式原型便是來自於左側

的 formal model：權力創造知識，而知識塑造意識。相對應的，右方的規則創造

了場域，實踐了論述／文本創造、傳遞、習得的歷程。 

 

FORMAL MODEL 
（形式上的原型） 

  

 

REALISATION MODEL 
(實踐的模式) 

Social groups 

社會團體 

Rules 

規則 

Fields 

場域 

Processes 

歷程 

 

分配規則 Power 權力 
Distributive 

分配 

Production (of 

discourse) 

生產 

Creation 

創造 

 

再脈絡化規則 Knowledge 知識 
Recontext- 

Ualising 

再脈絡化 

Recontext- 

ualizing (of 

discourse) 

再脈絡化 

 

Transmission 

傳遞 

評鑑規則 Consciousness 意識 
Evaluative 

評鑑 

Reproduction (of 

discourse) 

再製 

Acquisition 

習得 

圖 2-3  教育機制 

資料來源：Bernstein（2000:37） 

 

教育機制，總而言之，是在選擇性「創造、置位(positioning)和對立置位

(oppositioning)教育主體」的過程中，一把意識的象徵性尺度(a symbolic ruler of 

consciousness) （Bernstein, 1990），所謂「象徵控制6（symbolic control）」正是透

過教育機制而具體化的，這也解釋了第五卷的書名（Bernstein，2000）。而最根

本的問題是：「誰的尺度、何種意識？」伯恩斯坦給了教育論述機制一個隱喻： 

                                                      
5
 參閱第四卷《教育論述的結構化》（Bernstein, 1990: 197）。 

6
 「象徵控制」指的是將意識賦予一專門化的形式，並且透過溝通歷程將它加以分配，而此溝通

形式則是受制於既有的權力分配和支配的文化範疇。象徵控制將權力關係轉化為論述，再將論述

轉化為權力關係；象徵控制場域中包含了多個專門化機構，而教育的學校系統即是負責再製權力

關係的專門化機構（Bernstein, 1990）。 

Pedagogic 
device 

教育機制 



21 
 

 

教育論述機制是一種生產專門化訊息、實現的文法，還是一種排序、置位，甚至包含自

身轉變潛在性的文法—而這正是它所要處理的。(Bernstein, 1990: 190) 

 

教育機制正如同一轉化器，它處理了社會中的支配力量，如何將權力轉化為

論述，包含了論述從生產到習得，以及中間傳遞的過程，而合法文本正是其成品。

從它包含了「自身轉變潛在性」可以看出來，伯恩斯坦在談到再脈絡化場域時不

斷所強調的「教育相對自主性（relative autonomy）」，可以透過所謂的文法而有

機會可以展現，這也是他從研究後期開始，極力去建構一套能解釋變遷和挑戰如

何發生的教育溝通理論，而並非如外界的認識那樣，時常將他的理論歸類為結構

主義而批評其封閉性（王瑞賢譯，2005: 195）。值此，伯恩斯坦絕非持再製論觀

點，相反的，他多次在集大成的《教育、象徵控制與認同》，將 Bourdieu 文化再

製論作為一個參照的對象，自始至終，伯氏始終關懷「教育行動者、其論述及教

學實踐」，致力分析「文本是如何組合在一起，它的建構、傳遞、脈絡化、習得

和變遷的原則」（王瑞賢譯，2005: 5）。透過「生產、再脈絡化、再製」場域之間

的互動關係或界線強弱變化，使得文本的實踐歷程──創造、傳遞、習得也彼此

相互影響。 

 

第三節  分配規則的探究 

 

壹、何謂分配規則(distributive rules)? 它是權力關係的載體。 

 

分配規則的背後存在著社會團體對權力的競逐，換言之，它承載著權力對知

識／論述的支配權，從最源頭開始，它關連的是知識／論述的生產(或者說是「創

造」的歷程)。而按照伯恩斯坦的區分，它有一個專門負責此歷程的場域，即稱

之為論述的生產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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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簡而言之，分配規則在這個教育溝通機制的最上端，它的作用即: 

 

1. 決定什麼是合法性知識 

2. 分配給不同的社會團體不同的／特定的知識（誰在何種條件下可以傳遞

什麼給誰） 

 

既然分配規則的要義在於分配給不同社會團體不同的知識／意識形式，如此，

它就必須確保這些社會團體，不會接觸到屬於自身知識形式以外的類型知識，因

此，分配規則的另一要務在於：必須能有效控管它自身所命名的「不可思考性」。

因為，在「不可思考性」當中存在著一種潛在性的論述間隙（a potential discursive 

gap），它擁有改變物質與精神兩個世界之關係的另類可能性，它是「不可能」

（impossibility）的居所，也是「意想不到」（yet to be thought）的居所，伯恩斯

坦以為，這是最好也是最壞的會合點，因為它可能維持秩序或和諧，也可能引發

混亂或失序（Bernstein, 1990）。 

 

貳、分配規則如何運作? 將知識二分並分配給不同的社會團體。 

 

不過，這個論述／知識的生產，究竟是如何運作的呢？這就是伯氏所謂的「規

則」。然而，將之稱為「創造」歷程，卻有些容易在字面上誤導讀者，以為這是

一個「無中生有」的過程，其實，總歸來說，分配規則生產合法知識的手段，主

要即是：先將知識獨斷地區分為二種類型──「可思考性」(the thinkable)和「不

可思考性」(the unthinkable)（這在概念上應是來自於涂爾幹對知識的俗／聖之分），

並且，伯氏強調這兩類知識的劃分是相對的，隨著時代的差別而各異，有些在某

一時期被視為神秘、難以理解的（esoteric）知識，在另一個時代則是世俗的

（mundane）知識。 



23 
 

 

這些不可思性知識的劃分與控管機構，伯恩斯坦指出在中世紀時期的簡單社

會，是由宗教體系所控制；在現代的複雜社會中，教育體系則接手運作此機制。

「不可思性知識」是由最上層的教育體系來管理，也就是高等教育機構所在的學

術場域（intellectual field），但這並不表示個人就無法創造新知識；而負責管理與

掌握「可思性知識」的，則是中等和初等教育體系，它們關注論述的再製，但伯

恩斯坦也特別提到這是很簡化的劃分(Bernstein, 2000)。 

 

而除了以獨斷的二分方式去定義「不可思考性」的知識外，分配規則也試圖

去調控，誰擁有符合可進入此場地的資格；它試圖掌控進入生產場域的通路和人

選，以控制另類的可能性，對應到當今教育體制的現況，正是指著高等教育內學

術體制的教授任職與升遷。總之，分配規則創造了一個論述生產的專門化場域，

有專門化的進入資格規則和專門化權力控制（王瑞賢譯，2005）。 

 

參、分配規則與國文課綱的思考 

 

一、國文科合法性知識的內涵 

 

正如伯恩斯坦的見地，任何時代（空間）脈絡下，對知識的任意二分界線，

皆會因權力的需求而變動。比如，在漢代，因統治者需求而獨尊儒術，將其他學

問從官學教育中排除出去，乃至唐以降、宋以後由於科舉取士的緣故，學問的內

涵從獨尊一家到獨尊一派（周愚文，2001）。所以，即使我們以伯氏的分配規則

作為工具，檢視中國各朝代以來的可思性與不可思性，仍可得到一些啟發性的概

念，例如，各朝代隨著時間的推移，對不可思性知識的控制愈強，對可思性知識

的詮釋愈單一化，也因此面對清末列強的西學時，所引發的失序和混亂益發強

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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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地，我們也可以思考在當代台灣，哪些語文內容的課程或論述是老師或

學生在真正互動實踐過程中，從未想過的 impossibility? 如果國文課不教一篇篇

的範文選文，又會如何改變國文教學的傳遞模式？在台灣特殊的歷史時空下，國

文科教育內涵長久以來的可思與不可思性界線如何變化？知識的論述是否曾經

出現如伯氏所言的劃分與斷裂？一個明顯的區分──所謂「世俗」VS「神秘／

難以理解」的區別，某種程度上，即是「可以被討論」與「不能被討論」的類型

知識，後者即是不被掌權者鼓勵探索的知識禁地。因此，就國文科來講，這條「可

思」VS「不可思」的界線即落在「中國文學」VS「台灣文學」之間。教科書在

（國民黨）官方長期將之以「中國化」、「正統化」的論述下，使得台灣相關的論

述篇幅偏低（石計生，1993）。這些與大多數與意識型態控制的人文、社會科目，

它們因「未被考慮到」而存在的另種可能性，是否就是涵括了中國／台灣文學背

後之認同關係的競逐呢？ 

 

二、國文科知識生產場域之界線變化 

 

伯恩斯坦曾以中等學校的再製範疇（學科）為例，他認為這些論述之所以能

夠專門化(成為一個論述範疇），便是在於有一個空間可以發展其特有的認同，一

個有其自己內在規則和特別聲音的認同。也就是學校內的學科/學系之所以能創

立/維持/消逝，全在於此學科知識是否能建構與其他學科區隔的認同（王瑞賢譯，

2005）。關於高等教育學術場域上如何成立一個新學科，Goodson（1981）曾分析

地理學在英國如何進入到大學殿堂的歷程，他認為地理學科的形成，是一種由中

學學校到大學校院的向上統治的過程，中學教師基於自身的利益，而組成或參與

的協會機構，進而成為推動地理學進入高等教育的強大推力；在爭取成為一學術

科目的同時，地理學也面臨過學科認同上的挑戰，它自身領域的範疇界定，以及

圈內對學科性質的爭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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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的高等教育發展史中，也曾有不少系所新成立／廢止／改組（名）等，

就這些系所本身的學科認同與範疇建立或消逝的過程，其實也意味著社會連帶形

式與知識場域權力的變遷7。那麼，高等教育裡台文（史）系所的成立與中等教

育裡「台灣文學」出現，有著怎樣的連動與關連？ 

 

在台灣，教育部於 2000 年修訂的「九年一貫課程暫行綱要」，在「文化學習

與國際瞭解」之十大能力指標下，首次將「鄉土文學」列入，爾後，在 2002 年

的「國民中小學課程修訂審議委員會」中，將「鄉土文學」正名為「台灣文學」，

亦於 93 學年度起實施教科書改版，該決議得台灣文學在教育體系中初步具有合

法的地位（袁紫嵐，2009）。而關於台文系所的成立，其背景可溯自 1980 年代，

研究日治時期（的）台灣文學的一批教授（如：林瑞明、張良澤），建立臺灣文

學研究的先驅，2000 年前後，「教育部推動，給成立新系所誘因，加上民間團體

倡議8」，台文所也乘著這樣的背景紛紛在大學裡設立。 

 

綜上所言，似乎台灣文學於學術場域裡的確立與制度化，與其進入中小學校

再製場域的脈絡，時間點上並無太大的落差，以致於有些難考察它是符合

Goodson 由下而上的學科成立理論，抑或是由上而下的規約順序。這裡，研究者

並不打算深入探討，僅是拋出一個思考的面向：在整個「台灣研究」登入學術殿

堂之前，1980 年代以民進黨建構之台灣意識下的民族想像，所帶來的「台灣主

體意識」之氛圍，確實刺激且帶動了當時出版市場關於台灣研究書籍數量上的急

遽攀升，成為後來編撰《認識台灣》教科書不可或缺的先決條件（王甫昌，2001）。

                                                      
7
 「Bernstein認為，涂爾幹在《教育思想的演進》一書中進一步指出，社會結構與教育傳遞方式

的關係，教育變遷來自於社會結構的變遷，因而當代學校結構或教育型態產生變遷時，也意味著

當代社會結構的變遷。」（引自王瑞賢，2006a: 261-262） 
8
 這是研究者 2013年 11月間訪問師大台文所所長林芳玫的訪談記錄，她特別強調: 2000年後，

政黨輪替出現許多新系所，許多系所都是於此時出現（運休、餐飲等），勿把台文系所單獨看，

系所本身必有其專業知識，領域內先有學者在沒有機構支持的情況下，憑著熱情及個人使命感進

行研究，先有研究存在，再加上政治力推動、社會趨勢、文化思潮等諸多因素而成立相關系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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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就伯氏教育機制的運作上，知識從初級的學術場域到次級的教學場域移動，

產生再脈絡化場域的模式，受到外部政治因素的影響下，是否有商討的空間？ 

 

第四節  再脈絡化規則的探究 

 

壹、何謂再脈絡化規則(recontextualizing rules) ？它創造了想像的主體。 

 

再脈絡化規則談的是「教育論述」。此規則承接了由分配規則所定義的可思

性知識，及其所界定的所有可能合法性論述集合之臨界點，然後依照自身（佔用

此機制的成員）的目的，從其中挑選可達成或創造其所欲認同與秩序的論述，與

教學的內容加以嵌合，以此，選擇性地媒介一種虛假、想像的論述，教育論述藉

此選擇性地創造了想像的主體。 

 

伯恩斯坦認為這種想像的論述（ imaginary discourses）或想像的實踐

（imaginary practice）之所以會發生，乃是出自於原始論述／實踐從生產場域移

動到教學場域之必然結果。伯恩斯坦視那些在原初場域中所發生的實踐或創造的

論述，為「真實（real）」的論述或實踐，而所謂的「真實」，指的即是在這種活

動的實踐過程中是自發的，不假任何外力即促成其實踐的發生9，比方說，一位

木匠自發性地進行雕刻工作，他是在實踐身為一個木匠（無論是木匠或雕刻藝術

家）的工作，他在原初場域內所發生的實踐，是一真實的木匠論述／實踐，但當

此「木匠（carpentry）」實踐進入了「教育」（inside pedagogy）之後，這項實踐

就變成了一種想像的實踐──「木工(woodwork)」，它脫離了原有的社會基礎、位

置和權力關係。 

                                                      
9
 伯恩斯坦認為「『真實』和『想像』之間的區別在於，一種活動是由自身實踐，不假任何事物，

而一種活動是假借他手實踐。（王瑞賢譯，2005: 61）」但研究者認為，是由自身或他人實踐，似

乎在語詞上不夠清晰，用自身意志或接受外在指導而實踐，似乎比較能表達「教育」的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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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再脈絡化規則如何運作？透過規約性論述挪用教學性論述。 

 

更具體地說，再脈絡化規則的運作又如何發生呢？伯氏提到，再脈絡化歷程

包含去位化原則（principles of de-location），亦即，選擇性挪用來自生產場域的

一個論述或部分論述，以及一個再定位原則（a principle of re-location），即該論

述成為再脈絡化場域裡的一個論述。在去位化和再定位化的歷程裡，原始的論述

依據再脈絡化場域裡不同位置的專門化利益的遊戲，進行一種意識型態的轉化。

每一次，一個論述從一個位置移到另一個位置時，便有了意識型態的遊戲空間

（Bernstein, 1990）。 

 

也因此，可以理解到，當我們有意將某種知識、技能、情感的運作，從其原

生的脈絡中移轉，去進行某種再現或教學時，都會使得我們所欲傳遞的某種材料、

主題、範疇，其最初的實踐／論述性質發生改變，這就是伯氏所謂的「教育論述」，

因為實踐／論述轉化、進入教育現場的需要，透過「再脈絡化」（recontextualizing）

的程序，將論述／實踐從生產的場域轉移到再製的場域之內： 

 

生產場域是新知識建構的所在；再製場域是學校的教學實踐發生的地方；這兩者之間有一

個場域，稱之為再脈絡化場域。這個場域的活動主要是從生產場域挪用論述，再將之轉化

成教育論述（王瑞賢譯，2005：177）。 

 

以上，可發現「教育論述」的意涵，並非僅止於靜態的形容詞加上名詞，教

育論述並不是簡單的「教育的」「論述」，它應當是一充滿動態的歷程，幾乎可以

等同於所謂的「再脈絡化」。對於這個「再脈絡化」，伯恩斯坦再加以分析、歸納

出其運作方式，即所謂的「規則」，他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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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論述是一個原則，而不是一種論述。它是一種佔用其他論述，並將它們帶入一種特

殊關係的原則，以達致其選擇性地傳遞和習得的目的（王瑞賢譯，2005：52）。 

 

這規則究竟有何特殊之處呢？「它選擇性地佔用、再定位、再對焦以及關連

其他論述，以構成自己的秩序」，也因此「它不可能等同於它所再脈絡化的任何

論述（Bernstein, 2000）。」伯氏舉例，物理的教育論述（中學裡的物理科）絕不

等同於大學裡的物理學研究，而前述所言生產場域的木匠實踐也不等同於技藝教

育中的木工。因為經過了再脈絡化規則的作用，作為一種教育論述的物理科目，

其構成內容（the ‘what’）以及該科的論述或實踐的運作方式（the ‘how’）──亦

即「教學理論」，兩者的鑲嵌與組合，在在決定了教育論述的樣貌。 

 

至此，讓我們回到伯恩斯坦對教育論述的定義： 

 

教育論述是一種將兩個論述加以嵌合的規則：一種是各種技能及其相互關係的論述，另

一種是社會秩序的論述。……我稱這種產生專門化技能及彼此關係的論述為教學性論述

(instructional discourse)，而創造秩序、關係和認同的道德論述為規約性論述(regulative 

discourse)，我們可以將之寫成公式如下(王瑞賢譯，2005:50-51)： 

 

     Consciousness            ID          specialized competences 

_______________      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onscience             RD          principles of order, 

                                      relation and identity 

 

此式子的表達方式，為的乃是強調在鑲嵌（embedded）的關係下，位於分母

位置的規約性論述，更具主導地位，它是伯恩斯坦眼中的支配性論述（ the 

dominant discourse）。因為，伯氏認為人們總是習慣性地以為教育的目的或是在

教學現場裡，有所謂的傳遞技能與傳遞價值的區分，或是傳遞意識（知識）與良

知（道德）的區分，正如現代學校中對「學業」與「品德」兩者要能「兼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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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許，對伯氏來說，「在我的觀點裡，只有一種論述存在，而不是兩種，因為這

個機制的秘密聲音就是去掩飾只有一種論述的事實 (王瑞賢譯，2005:51)」，好學

生必然是要符合社會加諸他們的秩序之期待，學校裡所傳遞的能力論述乃是為塑

造出所欲的道德論述服務。 

 

參、再脈絡化規則的釐清──再脈絡化規則的規約性論述究竟為何？ 

 

一、教學理論的作用 

 

再脈絡化規則的規約性論述（RD）創造秩序、關係和認同的道德論述，而

RD 的內涵具體而言究竟是什麼，Bernstein 提到： 

 

再脈絡化規則不僅是再脈絡化教育論述的構成（the ‘what’），即何種教育論述可以成為教

學實踐的學科和內容。它亦是再脈絡化的運作方式（the ‘how’）；也就是教學理論。這是

很重要的，因為教學理論的選擇不完全是工具性的。教學理論也是屬於規約性論述，而且

本身包含一種學習者模式、教師模式以及兩者之間關係的模式。學習者模式並非完全是功

利主義者；它包含了意識型態的要素。（王瑞賢譯，2005: 55） 

 

教學理論（the theory of instruction）是一個重要的規約性論述，亦即從生產

場域到再製場域，教學理論決定了再脈絡化的運作方式，而「構成」（教什麼）

和「運作方式」（如何教），就是一種教學性論述植基於規約性論述（ID／RD）

的概念，依照教師和學習者的模式，和兩者之間的互動，以及教學脈絡的「分類

＊架構」的強弱值組合，會產生不同的教學實踐（詳見下列評鑑規則內圖 2-5 說

明）。  

 

而教學理論，伯恩斯坦提到它們在學術場域的來源，乃是於 1960 年代至 1970

年代間，在語言學、心裡學、社會人類學、社會學乃至社會語言學門裡，與「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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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能力10」有關的各方面論述 (王瑞賢譯，2005: 65-69)，但伯氏也特別提到這些

理論的「作者群最初幾乎與教育完全沒有任何瓜葛」，而且也「並非所有的教育

科目都受到共同能力概念相同的影響」。例如在文中提到 Piaget 與教育心裡學和

小學階段較有關連，而到了 1990 年代其影響力逐漸式微，取而代之的是維高斯

基理論（Vygotskyism）或後維高斯基理論（post-Vygotskyism），該理論的盛行，

使得教師成為一位積極的伙伴，學習正是這種關係的結果（王瑞賢譯，2005: 98）。

由此可知，教學理論是再脈絡化規則將之從生產場域中挪用，以規約教學實踐的

樣貌，而這個再脈絡化的教學理論，也就是社會團體挑選所欲的關於秩序、關係

和認同的「規約性論述」（RD）的結果。另外，從伯恩斯坦所舉的皮亞傑之教育

心裡學與小學階段的再脈絡化的例子來看，我們也須認識到：並非所有的科目，

在各個教育的階段，都有將之再脈絡化的教學理論存在。就本文所研究的對象─

─「高中」「國文」，其於高中階段是否具備特有的國語文教學理論，便尚待探索。 

 

二、意識型態的作用 

 

當伯恩斯坦繼續於再脈絡化場域中，基於他對不同政治立場競逐（基本上是

以英國國情為出發11）之分析，耕耘「教育認同（pedagogic identities）」的理論

時，也肯定了國家對再脈絡化的影響，由國家在教育體制裡所建構和分配的教育

知識──官方知識（official knowledge），雖也會同時受到來自國際、國家、國內，

或是經濟、教育甚至是休閒的脈絡變化影響，但是更直接的，則是伯恩斯坦提到： 

 

「再脈絡化場域通常包括一個官方再脈絡化場域，由國家所創造和支配，以建構和監督

國家教育論述。這裡總是有（但並非通常如此）一個教育再脈絡化場域，包括師資培育

                                                      
10

 共同能力指這些學門的理論對主體能力或創造力的看法，幾乎都強調它是內在於所有人的心

智作用之中，而無缺陷的概念，但這種本質論卻是將個體抽離出權力分配和控制原則之外，視其

為內建的創造力、內建的道德的自我調控；換言之，是「反溝通的」（Bernstein, 2000）。 
11

 基本上以新保守主義、新自由主義為藍圖，以及中央化或去中央化屬於國家管理或地方性資

源為主交錯，所建構的四種認同類型。詳見第五卷第四章〈官方知識與教育認同〉（Bernstein,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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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教科書作者、課程指引等、專門性媒體及其作者。這兩個場域都有一系列意識型態

的教育位置（a range of ideological pedagogic positions），以爭取場域的控制。」（王瑞賢

譯，2005: 179; Bernstein, 2000: 115） 

 

這個伯恩斯坦強調的「意識型態的教育位置」，也就是他在第四卷《教育論

述的結構化》中提到的「意識型態的遊戲空間」： 

 

教育論述是由我們的再脈絡化文法所構成，在建構新次序的過程中，必然會將所撥用的

論述(the appropriated discourses)轉化成想像的論述，因而開創出意識型態的遊戲空間(a 

space for the play of ideology)。再脈絡化文法，即撥用的文法(the grammar of appropriation)，

會連結到由實現原則(realization rules)的所主導的教學實踐層次。而此實現原則是源自於

（內隱或外顯的）教學理論。（Bernstein, 1990: 189） 

 

由此段落中，可以發現伯恩斯坦從第四卷建構教育論述理論開始，就將再脈

絡化規則與「教學理論」還有「意識型態」關連起來。而所謂「意識型態」，不

正是關於社會秩序、關係和認同的一種 RD 嗎？國家或社會團體持著自身的意識

型態，進入到再脈絡化場域之中，在競技場中相互競爭使自己所欲的意識型態合

法化，以影響主體的意識為最終目的。 

 

而意識型態的範疇何其廣泛，究竟是什麼樣的意識型態會進入到教育之中，

在第五卷的序言裡，伯恩斯坦便提到了現代社會中「國族意識」的「神話」： 

 

學校是一個書寫和重新書寫國族意識（national consciousness）的主要機制，國族意識是

由起源、成就與命運的神話構成。實質上，國族意識將一個共同的生物基礎轉化趕成一

種文化的特定性，進而使得特定文化意識成為具有一種獨特生物基礎的力量。國族主義

無法與國家分開，也無法與一個追求自主的國家分開。  不可避免地，在這些條件下，

教育成為爭取生產和再製一個特定國族意識的主要手段和競技場。(王瑞賢譯，2007: xxiv) 

 

他點出學校肩負的創造國族意識的神話任務，也指出國族主義作為一種爭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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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自主的手段。基本上，在當代不少關於國族的研究和重要學者，都將「想像

(imagination)」當作是理解國族主義或創造國族意識的重要成分，如 Benedict 

Anderson 和 Anthony D. Smith（陳翠蓮，2008）。因此，有關國族的意識型態或

曰「國族想像」作為一種規約性論述的具體內涵，應當是可被接受的。 

 

第五節  評鑑規則的探究 

 

壹、何謂評鑑規則(evaluative rules)？它構成了教學實踐。 

 

評鑑規則，它提供了傳遞和習得的準則，界定（習得者）所必須達到的標準，

它可以選擇性地決定不同脈絡裡的不同群體的學生，應該接受哪些教育內容，及

這些教育內容應當以何種形式來傳遞。換言之，評鑑規則構成或調控教室層次的

教學實踐。這是對評鑑規則最直觀的理解，將它想成是評量學生的考試，但在伯

恩斯坦的定義裡，評鑑規則是一個最「廣泛」的「互動實踐」，也就是教／學之

間所透露出的任何準則（criteria），它會讓學生習得什麼是合法的文本。 

 

構成各種教學實踐模式的「源頭」即是乃是來自於再脈絡化場域的教育論述

──也就是教學性論述鑲嵌於規約性論述（ID／RD）的定義（參考圖 2-4），而

再脈絡化規則要如何轉化成教學實踐呢？伯氏解釋評鑑規則「在最抽象層次上」

的轉換，主要是透過「教育論述將意義加以專門化，以進入時間和空間裡」，若

更具體些來說，則是教育論述將時間、空間帶入「文本」之中，文本接受這些來

自時、空的文化意涵之濃縮，然後，將之轉換成特定的「內容」，同時，時間轉

換成「年齡」以作為實踐場域的階段區分依據，而空間轉換成一種特定的「脈絡」。

在最具體的呈現上，「年齡、內容和脈絡」都會被轉變成教學實踐層次的「社會

關係及教學溝通的主要特性」，即年齡轉為「習得」、內容轉為「評鑑」、脈絡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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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傳遞」。（王瑞賢譯，2005:178,179） 

 

貳、評鑑規則如何運作？透過文本與互動實踐的不斷反饋。 

 

一、文本、習得、傳遞之關係 

 

在圖 2-4 的頂端，教育論述（ID/RD）轉換成「文本」，而在第三層的「評鑑」，

則同時統攝了「習得」與「傳遞」。這裡，我們不妨回顧一下「教學」的基本構

成要素，不就是學生（的學習）、教師（的教學）及教材（所教學的內容）嗎？

所謂傳遞、習得與文本，正含括了教學的三元素，也因此評鑑規則在這個意義上

構成了教學實踐。對伯恩斯坦而言，教學的同義詞即是「教學實踐(pedagogic 

practice)」或「互動實踐(Interactional Practice, I.P.)」，傳遞與習得更是密不可分，

因此他視之為教／學間同步的「互動」或「實踐」。 

 

  ID/RD   

     

層（一）Time  Text  Space 

     

層（二）Age  Content  Context 

 

層（三） 
    

Acquisition  Evaluation  Transmission 

     

  
Pedagogic codes 

and modalities
12

 
  

圖 2-4  教育符碼與相關模式 

資料來源：Bernstein(2000:36) 

                                                      
12

 第五卷第十章「符碼及其定位」中，伯恩斯坦指出符碼是一種調控性原則，默會地習得，它

選擇和統整(a) 相關的意義，(b) 其實現的形式，(c) 所引起的脈絡。這三個要素，伯恩斯坦提到

可以被轉譯成為：意義轉譯成意義取向；實現轉譯成文本的生產；脈絡轉譯成互動實踐（參見以

下圖 2-5說明）(王瑞賢譯，2005:293) 。而符碼及其相關模式（圖 2-4）則由強弱不同的「分類

＊架構」塑造不同的互動實踐、產生不同的意義取向和實現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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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齡與習得 

 

伯恩斯坦（王瑞賢譯，2005:序言 XXV）曾提到，學生在學習上以年齡來分

層（年級）是一種獨斷的原則，以此，學校可以將學生的學習成敗，歸因於個人

因素，造成一種文化缺陷說。因為站在年齡相仿的基礎上，教師或社會大眾很容

易可以有一個比較的「基準點」，但其實此基準點卻不見得是合理或公平的，社

會大眾鮮少質疑以年紀分層的學校是一種「不適切」的作法或制度，也從未去思

考學校是否有更適宜作為學生學習分群的其他分層特質或區分標準。至少在現行

學校制度中，從小學到高等教育都還是免不了以年齡（年級）作為篩選或編輯學

習內容（content）的主要架構，自然轉換到層（三）的教學場域時，「能否習得

該年級『應該』學會的課程內容」，也順理成章地成為評鑑習得與否的基準。 

 

三、傳遞脈絡：互動實踐與文本的反饋 

 

第二層的「脈絡」，落實到了具體的微觀層次上，也就是在教學再製場域的

「傳遞脈絡」（transmission Context）(見圖 2-5) ，其運作則是指所謂的「互動實

踐（Interactional practice）」。就習得者而言，如果他懂得分辨所身處脈絡與其他

脈絡的殊異性，也就是脈絡「之間」關係的差異，那就可以宣稱他擁有所謂的「辨

識規則（Recognition Rule）」，成員一旦習得辨識規則，便能「閱讀」他所身處的

脈絡，而正和「閱讀」的原理相似，能讀和分辨只是一種接收訊息的輸入（input）

過程，有了這個規則不見得能做出適宜的反應，亦即無法建構預期的合法性文本，

或者，進行合法性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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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動實踐   

  互動脈絡   

權力    控制 

分類    架構 

辨識規則  文本  實現規則 

圖 2-5 傳遞脈絡 

資料來源：王瑞賢譯（2005:25） 

 

因此，伯恩斯坦指出另一種規則──「實現規則（Realisation Rule）」，它能

促使習得者說出預期的合法性文本，以成功地進行合法性溝通。而那些無法產生

合法性「輸出」（output）的習得者，又當如何呢？因為無法有正當的反應，他們

會變成保持「緘默」的一群。那些學校裡邊緣階級的學生成為抗拒溝通的小子，

實現規則讓這群邊緣者無法「發聲」，辨識規則卻使他們習得了在分類體系中的

位置。 

 

參、教育符碼及其模式：分類與架構的組合 

 

教育符碼的模式，與承載權力的「分類」以及控制溝通的「架構」有關。換

言之，分類和架構的強弱值組合，會形成不同的傳遞脈絡，進而影響現場的互動

實踐。 

 

什麼是分類（classification）呢？分類承載權力，而權力總在範疇之間

（relations between）運作、展示其力量，它建立範疇之間的合法性關係，伯恩斯

坦將「分類」定義為範疇之間那道無形的牆是否容易被權力穿透的程度。所謂的

「範疇」亦十分廣泛。學術上具體一點，可指不同團體範疇（如性別、階級和種

族）、不同行動者範疇、不同論述範疇、不同實踐範疇等等，乃至擴大至構成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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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場域的社會分工之範疇（如：非技術性、技術性、科技性和管理的範疇）（王

瑞賢譯，2005）。不過，回到最初伯恩斯坦發展這個概念時，乃是很明確地將其

置放在他對課程型態的分析之中，也就是他的課程論：「聚集型課程（a collection 

type）」與「統整型課程（an integrated type）」。當時，他的分類意指著「不同課

程內容之間界線維持的程度（relations between contents）。(王瑞賢譯，2007)」伯

恩斯坦以中等學校的論述範疇（學科）為例，他認為這些論述之所以能夠專門化

(成為一個論述範疇），便是在於有一個空間可以發展其特有的認同，一個有其自

己內在規則和特別聲音的認同。也就是學校內的學科/學系之所以能創立/維持/

消逝，全在於此學科知識是否能建構與其他學科區隔的認同。 

 

「控制」則是指在範疇之內建立合法的溝通形式，以適合不同的範疇。控制

是一種建立既定互動形式的之內關係（relations within）。於此，伯恩斯坦用「架

構（framing）」概念去分析任何教學關係內不同的合法溝通形式，他指出，架構

的作用在於調節一個脈絡之內的傳遞者與習得者之間的關係，而習得者在此關係

中獲得合法性的溝通原則（王瑞賢譯，2005: 19）。 

 

更具體地說，架構指的是由誰（who）來控制構成（what）的問題，它描述

的是教學實踐的內在邏輯。而伯氏將「控制」分成下列項目，前四者為 what，

最後則是有關 who的說明： 

 

 溝通的選擇（the selection of the communication） 

 它的順序性；先後次序(its sequencing) 

 它的進度；預計習得的速率（its pacing） 

 評鑑規準（the criteria） 

 讓這個傳遞成為可能的社會基礎之控制（the control over the social base 

which makes this transmission possible）（王瑞賢譯,200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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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恩斯坦認為，將架構限縮在教學實踐脈絡中的教室層次13時，架構指的即

是：在教學關係中，師生擁有對於知識傳遞與接受的選擇、順序性、進度、評鑑

規則與社會基礎的控制程度。當架構偏強時，意味著由傳遞者明確掌控學習內容；

相反地，當架構偏弱時，學生將增加對所習得知識的內容、時間和方法的權力，

教師的權力則相對降低。 

 

此五個向度之中，「溝通的選擇」指的是學習內容及材料的選擇；「順序性」

指的是學習材料的先後次序安排；「進度」則是在指在既定學習時間內完成前述

順序規則之學習的比率；「評鑑規準」則使學習者能了解到何者為合法的溝通、

社會關係或的地位（Bernstein, 1990）。在這五個項目之中，又以最後一項最為

重要，也就是伯恩斯坦所謂的「社會秩序規則（the rules of social order）」，此規

則是指在教學關係裡的階層性關係形式，它規約了教學關係裡習得者在行為、品

格或態度上的期望。這種期望乃是隨架構強弱而改變的──當處在教師掌控的強

架構裡，學生被期待表現出的品格特質，與學生為主的弱架構時，有著極大的差

異。比如，被伯恩斯坦稱之為進步主義立場的教學實踐(Bernstein, 1990:213)

就是一種弱架構的符碼模式，而這種教學實踐期待的是富有創造力、能與教師互

動及能自我評量的習得者（王瑞賢譯,2005: 20）。 

 

伯恩斯坦將上述「社會秩序規則」稱之為「規約性論述（regulative discourse）」，

而其他四項與知識的「論述性秩序（discursive order）」相關的則被稱為「教學性

論述」（instructional discourse），伯氏將之以公式形式寫出（王瑞賢譯,2005: 20）：  

  

架構＝教學性論述／規約性論述 （ Framing=ID／RD） 

                                                      
13

 伯恩斯坦亦指出架構的 ID/RD定義，可用在學校層次如檔案、儀式、聚會等分析，也可用在

課程的分析，或學生層次的分析，各層次之間都可以比較這兩種論述（王瑞賢譯，2007: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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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式子意味著：教學性論述「鑲嵌（embedded）」（植基）於規約性論述之中，

而後者處於分母的位置，代表著它是支配性論述（dominant discourse）（王瑞賢

譯, 2005: 20）。這個形式在論述的再脈絡化規則會再度以同樣 ID／RD 的面貌出

現，對來自初級脈絡的知識進行教育論述。 

 

最後，讓我們將「辨識規則」和「實現規則」與「分類」和「架構」作一對

照：「分類原則調控辨識規則，辨識規則指涉權力關係」，亦即辨識規則與分類的

「之間」概念有關，習得者必須學習如何分辨脈絡之間的差別；然而，伯氏指出

「權力雖是根本，卻遠不及溝通那麼重要」，因為「辨識規則調控相關的意義，

而實現規則規約意義結合方式，以創造合法性文本」（王瑞賢譯，2005：27）」，

因此學生們能否產生脈絡「之內」的合法溝通，乃是其在學校教育中可否取得成

功的關鍵。 

 

從教室層次來理解，伯恩斯坦運用上述「分類」和「架構」的概念交乘出兩

種典型教學實踐模式，原本一剛開始發展時，他將「弱分類＊弱架構」稱為「隱

式（不可見）教學(invisible pedagogy)」，「強分類＊強架構」稱為「顯式（可見）

教學(visible pedagogy)」（王瑞賢譯，2007；Bernstein, 1971），在整個《階級符碼

與控制》系列第五卷裡則稱做「共同能力（competence）模式」和「表現（performance）

模式」（Bernstein, 2000）。他將這些模式分出幾個向度，以此來討論兩者之間的

差異。簡而言之，「共同能力模式」在知識組織上是統整的形式，在教／學的內

容、進度或師生互動上是習得者主導的，在評鑑規準上是內隱而混沌的；「表現

模式」則恰相反，知識是以學科、技能和程序的專門化形式出現，在教／學的內

容、進度或師生互動上由教師控制，評鑑規準則是明確而特定的。 

 

從課程論或知識社會學的角度，伯恩斯坦指出在強分類與強架構的組合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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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產生所謂「聚集型符碼」類型，在弱分類與弱架構的組合下，則產生所謂的「統

整型符碼」類型。聚集型符碼的強分類原則會建立一種知識的神聖性，強調自我

與其他學科間的區隔，因此帶來一種教育知識上的異他性（the otherness）的感

覺，這種異他性並非來自於知識本身的倫理，而是出自於對學科忠誠的社會化作

用（王瑞賢譯，2007:116）；它在知識傳遞歷程上的強架構，也使得習得者在學

習知識時，體驗到一種神秘與混沌感，伯氏稱之為不可滲透性。相較於此，統整

型符碼不再強調知識狀態的獲取，而是強調求知的方法，也因此，它有機會使學

生在教育生涯的一開始，便接觸到知識的深層結構──原本其神秘性之所在（王

瑞賢譯，2007:117）。 

 

正因為聚集型符碼在知識的階層結構上牢不可破，加之以當學校傳遞知識給

學生時採用的強架構方式，使得知識的內容、組織、進度和時程，全然出自於教

師的監控，受教者被視為無知，他們必須努力去贏得東西作為激勵，以維持其學

習動機。只有那些能突破層層關卡，一路過關斬將的學生（所謂被符碼挑選、展

現出成功社會化符號的學生），才有機會在教育生涯的後期，理解到知識的力量，

一種可以改變或創造新社會秩序的力量。 

 

也許正是這種知識傳遞上的「不可滲透性」所造成的「習得無助感」，使得

這種聚集型符碼的傳統教育陸續遭到一些挑戰與質疑。對於學生在教室裡的「勉

強」（日語「學習」之義），倡導學習共同體的日本教授佐藤學，提出了他的對策：

實現「協同學習」的課堂，以及教師們開放教室的公開觀課（黃郁倫、鍾啓泉譯，

2012）。這種教學型態的轉換，強調學生們透過相互扶持的「互相學習」，進而達

到學習上的「伸展跳躍」，而教師的角色則是藉由同僚之間彼此協助成長為「學

習的專家」。在概念上，佐藤學所描繪的「課堂的風景」，正是一種打破傳統「傳

遞」之教學觀的作法，由 transmission 而 acquisition 的弱架構，以及學校組織上

重新改革調整為能支持以教師自身實踐場域──課堂──的「同心圓結構」，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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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體系14（組織結構）的弱分類基礎上，伯恩斯坦對今日教育逐漸走向統整型

符碼的觀察，提到「架構」的強度在教學實踐的脈絡上會是一個關鍵，因為「教

學實踐很少沒有架構減弱的壓力」，架構強度的弱化會觸犯分類，所以「變遷是

來自於架構的層面」（王瑞賢譯，2005:23），伯恩斯坦的見地與其理論，遙相呼

應了這陣學習共同體的實踐旋風。 

 

小結 

 

伯恩斯坦教育論述的三個規則，雖然在形式上的原型（formal model），在原

理上是由分配規則為首，依序調控再脈絡化規則，然後由再脈絡化規則調控評鑑

規則的規約關係，亦即，教育機制的運作先透過分配規則將知識劃分為可思性和

不可思性，然後再脈絡化規則將可思性知識的部分納入官方教育論述，最後以評

鑑規則作為教學實踐之習得標準。但，在理論的發展順序上，伯氏先從教育符碼

的發展開始，以分類和架構展開對教學實踐的探討；之後，才關注教育論述理論。

ID／RD 之定義是在符碼模式中先開展的（架構＝ID／RD），然後才被伯氏延伸

至教育論述理論中，作為再脈絡化規則的定義。然而，根據圖 2-3，ID／RD 所

在的再製場域和再脈絡化場域，是可以互相反饋的，故架構會影響再脈絡化規則，

再脈絡化規則也會影響架構（更詳細討論見第四章第一節）。 

 

在這樣的教育機制運作下，本研究對國文課綱的文白之爭，主要是以文白問

題自象徵場域或學術場域的生產，進到教學場域之前，規約性論述如何挪用教學

性論述（即再脈絡化規則，ID／RD），以達成各個競逐權力的社會團體之所欲目

的來解釋，對於分配和評鑑規則，則非本文應用之主軸。但在此，研究者願就前

述理論所討論到的概念，對整個文白問題產生的背景，以伯氏理論視角做一推測，

                                                      
14

 參見《教育、象徵控制與認同》（王瑞賢譯，2005）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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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待後續研究之可能。 

 

從分配規則來看，國文科合法性知識的劃分，除了前述已討論過的以「儒／

非儒」等思想內涵為主，還可以從承載知識的「語言」來劃分。歷代中國知識分

子操持著書面語──「文言文」而寫作的堅持，以它來「載道」，而語體文為主

的語錄、小說、戲曲等文學則被留在民間。文言文特殊的文言分離性質建立並維

持了它一貫的地位；文言文的合法性不只在文白的範疇之間維持，它也制度化地

要求了（末代科舉廢除前的）讀書人必須要能用官方所欲的語言和思想進行合法

的溝通，以四書五經為內容、八股文為形式的科舉作為評鑑規則。 

 

可以說，文言文長久以來作為一種合法的書面溝通語言，幾千年來不曾動搖，

而在它歷經民國初年教育部規定停止使用文言教科書，改為白話文教學，全國大、

中、小學文言文教材逐漸被淘汰之後，白話文才取得了文學語言的正統地位，成

為現代漢語的標準書面語（錢乃榮、余志鴻、鄒嘉彥，2002: 8）。在五四白話運

動的挑戰後，文言文所建立的範疇被打破重劃，不僅我們現在生活中確確實實以

白話文為主要的溝通語言，在教育的篩選機制裡，語體文也是用以作為評鑑標準

之合法溝通形式（如：作文、升學大考）。但，如此一來，值得思索的是，為何

高中國文課綱仍存在著文言文和白話文的比例之爭呢？ 

 

這裡，研究者提出二個可能的解釋：第一，考慮到作為知識源頭的高等學術

場域，仍舊以中文系為主，中文系的研究範圍又多以文言為主的中國古典文學，

語言學門和現當代的文學研究本來就屬相對少數，當知識進入到再脈絡化場域成

為官方論述時，自然還是文言文為主的論述形式較佔優勢；況且，負責論述再製

的教師，亦是從生產場域中習得關於中文的論述，並帶有對該知識領域的認同，

這是從學術場域保留而來的強分類特性。第二，在教學關係上，師生們文白之教

／學時產生的互動實踐，教學現場中著重文言文的背誦學習，也可能形成了與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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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文不同的教學模式或理論，教師「有可能」比較喜愛文言文的傳遞方式，因為

單純的講述以及需要透過小考、默寫能夠塑造所欲的課堂秩序，以及最後強調師

嚴道尊的溝通（師生）關係。 

 

緣此，即使我們的日常生活實踐是白話文為主，但白話文總是沒有辦法進入

到官方教育論述之中，因為官方論述的源頭，教育機制的學術場域以及再製場域，

分配規則和教學實踐以及評鑑規則的聯絡太緊密，白話文沒有辦法產生再脈絡化

的空隙，造成文言文成為歷代以來不變的官方符碼，以及當下難解的文白之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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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國文課綱修訂重點及其歷史社會脈絡 

 

伯恩斯坦的教育機制作為一把意識的象徵性尺度，佔用它的人無非想要創造

其所欲的想像主體，這些社會團體背後各自有一系列意識型態的教育位置，皆欲

爭取進入再脈絡化場域，也就是關於「何種意識？(what consciousness?)」能佔用

機制的問題。在第二章的探討裡，已經知道再脈絡化場域中規約性論述的來源，

在理論層面上包含了教學理論以及國族認同與想像的意識型態。因此，以下將從

各次課綱的修訂歷程中，去歸納分析出關於國文課綱的主要爭議，並藉由對歷史

社會脈絡背景之探尋，尤其是二次的鄉土文學戰爭中，理解為何高中國文以文白

比例和選文中納入幾篇台灣散文作為論述競爭的焦點，以及檢視這些論爭在實際

上如何暗藏國族想像。 

 

第一節  國文課綱修訂歷程與爭議 

 

從「95 暫綱」到「原 98 課綱」15再到「101 課綱」，修訂時間從民 91 年至

99 年，橫跨了兩黨政府執政時期，而由於負責修訂之「普通高級中學國文課程

綱要專案小組」成員變換，也使得官方教育論述的移轉，有了更形複雜的變換。 

 

壹、《95 暫綱》國文科（2002~2006） 

 

一、官方修訂程序之說明 

 

                                                      
15

 在《98 課綱》於 97 年 1 月 24 日發布過後，5 月 30 日新聞報導（羅暐智、陳至中，2008）「教

育部長鄭瑞城廿九日在立法院表示，家長和學生對於『九八課綱』仍有很多疑慮，教育部內已有

共識，決定暫緩一年實施，近期會正式宣布。」之後，教育部旋即於在 10 月 27 日召開高中課發

會後，做出「除國文、歷史二科及總綱部分內容持續再溝通對話外，其餘依 97.1.24 修正發布內

容，自 99 學年度高一起實施」的決定。直至 98 年 6 月，《98 課綱》方正式更名為《99 課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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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教育部出版的《普通高級中學課程暫行綱要》之「修訂經過」指出，國文

課綱專案小組 91 年 10 月組成，92 年 8 月辦理北、中、南、東四場公聽會，之

前還曾行文各校上網參閱並選派代表參加，92 年 10 月到 93 年 1 月，由高中課

程發展委員會另組審查小組初、複審，再提送課程發展委員會審議修正後通過，

預定九十五年實施。整個《95 暫綱》的修訂期間，曾於 92 年 9 月各科草案陸續

公布時，爆發了自然領域學分數降低將導致學生程度降低的疑慮、以及歷史科去

中國化爭議；93 年 8 月 5 日根據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發展委員會召開的第十次會

議，審議普通高級中學課程暫行綱要總綱（草案）及除歷史、物理、化學、生物、

地球與環境外之各科課程暫行綱要（草案），除了國文科文言文四十篇章尚須研

議外，均審議通過；93 年 12 月 31 日課程發展委員會召開第十一次會議，審議

歷史、物理、化學、生物、地球與環境科暫行綱要草案，該五科皆通過審議，至

此普通高級中學課程暫行綱要全數定案（教育部，2005）。 

 

二、官方修訂目的與重點之說明 

 

《95 暫綱》國文科綱要的修訂，在延續九年一貫本國語文教學的基礎，兼

及文學及文化層次的薰陶，以開展學生恢弘的胸襟及人文關懷，並希望由此引導

教材和教學走向豐富、充實有可以快樂學習的語文環境，提升學生的語文能力，

以奉獻於社會（以下（一）至（四）說明，出自教育部，2005：643-645）。 

 

（一）中國文化基本教材的變革： 

 

專案小組認為文化教材原本就兼有語文、文學及文化各層次的意義，有其需

要，因此規劃如下： 

1.  高中六冊國文應依序選入《論語》、《孟子》、《墨子》、《韓非子》、《老子》、《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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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各一課範文，統稱為「文化經典教材」，以兼顧儒家、墨家、法家、道

家的思想及語文特色。 

2.  新增「論孟選讀」一科為選修科目，以提供學生專書性質的研習。 

 

（二）語體文與文言文之比例調整為 55：45： 

 

九年一貫本國語文領域國三階段，文言文所佔比例為 35％，以此為基準，

高一至高三乃分別訂為 40、45、50，平均文言文在高級中學國文課本散文教材

中所佔的比例為 45％，語體文所佔的比例為 55％。 

專案小組認為文言文比例調降，相對的，語體文比例調升，此一變革最主要

的意義是：學生可以在比較現實的、生活的語文情境中學習，可以領受現代文學

的不同表達，也比較能夠面對當代切身的議題，包括性別、人權、生態、生命等

關懷，從中得到啟發，引發自動學習的熱情。 

 

（三）因應語體文與文言文比例的調整，在範文選材方面，有關的具體建議： 

 

1.   精選文言文四十篇篇目，作為附件，提供出版社編選參考： 

此乃廣泛參考歷年教科書文言選文，兼顧不同時代、不同作者、不同文體而

整理出來的名篇，各出版社可以參考此一篇目去建構各自的系統。 

2.   語體選文部分，「綱要」建議以台灣新文學之名家、名篇為主： 

修訂成員認為，此一建議乃順應時代的發展與社會的需要，同時肯定台灣作

家數十年來創作的成果。在此一基礎上，希望兼納各地現當代華文作家及優

秀的翻譯作品，也就是說既有台灣本土的特色，又兼顧世界性視野。 

3.   重視詩歌教學： 

「綱要」明訂高中國文各冊均應選一課古典詩歌、一課現代詩歌。小組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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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考慮是詩歌對人的情意薰陶特別有力，而高中階段學生感受力極強，適合

詩歌教學。 

 

（四）選修科目訂為：論孟選讀、語文表達及運用、區域文學選讀、小說選讀： 

 

前兩科為基本科目，後兩科為進修科目。此設計之用意在以選修科目補充課

本之不足，並配合學生不同需要而設計。四個科目性質不同，兼顧思想文化及現

代社會各種不同語文的應用和文學作品的選讀。區域文學選讀希望提供在地性的

語文學習，小說選讀則可補充課本因篇幅而無法入選的不足。 

 

三、有關《95 暫綱》國文科爭議之報導 

 

（一）課綱爭議爆發（2004 年） 

 

93 年 11 月 25 日聯合報在頭版要聞中以「高中國文 文言文比重大縮」為主

標，「課程暫行綱要出爐 白話文、本土文學比重提高 中國文化基本教材改選修 

教師擬串連抗議」為副標報導，隔日，國文科專案小組召集人柯慶明召開記者會

說明修訂理念，並澄清文言文比例係微幅調降。經過此次媒體報導後，國文科遂

成了課綱修訂之時的爭議科目之一。 

 

93 年 12 月間，由台師大國文系所發起的連署，「要求教育部應維持文言文

占六成五的現狀或開放市場自由決定、中國文化基本教材維持必修、高中國文授

課時數也應恢復每周五小時」（林怡婷、李名揚，2004），中間教育部長杜正勝曾

表示「高中國文課程暫行綱要在去年（92 年）就定案，並在幾個月前已正式公

布，教育部沒有立場在現在把這個案子翻案」，而台師大國文系主任王開府則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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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麼多的聲音沒有被聽見（指參與連署的師大、政治大學、中央大學等 27 所

大學共 255 位大學中文系教授）」，認為教育部應再考慮（李名揚、林怡婷、孟祥

傑，2004）。最後，參與連署的 250 多位教授以及 1000 多名教師拜訪部長，「雙

方歷經三個半小時會談，未達成共識」（林新輝、孟祥傑，2004）。 

 

在此期間的一連串報導中，有幾條值得注意的線索。首先，可以發現對國文

課綱的討論，一開始除了受到教師們對「去中國化」的質疑外，也包含了原文化

教材從必修改為選修後會使得原本用以「補足」國文教學時數的理由隨之消失的

憂慮；換言之，國文課綱的議題，是混了兩種主要的論述，一是關於政治的理由，

另一則是國文科本身的教材選擇和時數安排的教學性論述，主要有「文言文比例」

究竟是大縮還是微降，還有中國文化基本教材改為選修，以及四十篇共同範文的

選取。此外，媒體的報導中，也有很大一部分是關於修訂程序和組織公正性的質

疑。 

 

（二）以五四之名搶救國文（2005 年） 

 

民93年在暫綱審定通過，隨著高等教育場域的中文系所發起的連署事件後，

94 年 5 月 4 日，文壇大老余光中即站出來以「搶救國文教育聯盟」總發起人名

義，公開呼籲政府重視國文教育。他稱「堅決反對『政教合一』的不當操作，反

對高中國文降低文言文比率，授課時數從五節減少為四節，批評部長一人意識不

該改變語文發展」（謝蕙蓮，2005）。教育部的回應則是九五課綱為了「學生的學

習權」將如期實施，並且強調「調整文言文比率是希望學生在比較生活的語文情

境中學習，並無任何政治操作」，且「若再加上每冊一課文化經典教材與古典詩

歌，其比率並未大幅調降（孫蓉華，2005）」，另外，也提到「以大陸相當於國立

編譯館的北京市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高中語文』課本為例，高一偏重現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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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閱讀與文言文閱讀，古典與現代選文的比例約一比一，相較國內高中國文科課

程暫行綱要，並無很大差異」（孫蓉華，2005）」。與此同時，也有一些相對於上

述的看法，如自由時報刊出的民意論點：〈文言文的狼來了？〉（鄭天恩，2005）、

〈又要消滅杜正勝！〉（曾韋禎，2005），意指余光中在鄉土文學論戰時的立場，

與其捍衛國文文言文態度有關，並舉出理由來反駁「所謂的文言經典，其實在作

家寫作的當下都是白話文。」另篇則點出學子程度不好豈可全部怪罪學校教育，

網路或大眾傳媒亦是原因。 

 

另一個值得注意的是，時任國文課綱召集人的柯慶明，在 94 年 4 月和 6 月

期間分別發表了二篇名為〈21 世紀的國文教育〉、〈國文教育應該也是人文教育〉

的文章，前者內容說明文言和白話是兩套不同的語言系統，因此，他認為不能希

求讀文言就懂白話、學白話就懂文言，而在當代的國文教育，應當要注重白話的

系統（柯慶明，2005a）；後者則主要是針對兩派側重語言之工具性的辯論，希望

大家能回歸高中國文亦具有人文教育的責任（柯慶明，2005b），企圖想用更高的

格局來解套文白僵局，不過成效似乎不彰，因為後續爭論仍聚焦在語體的比例

上。 

 

94年 9月 28日，搶救國文聯盟選在孔子誕辰紀念日在高雄女中舉辦「孔子

在哭泣─談文化經典之流失」座談會，參與人士多提到學子的語文程度低落，連

名校都不例外，現場並有連署活動，希望能藉論孟重新納入必修，以鼓勵學生多

讀文言文提高程度（徐如宜，2005）。 

 

（三）余、杜之爭的後續發酵(2006年) 

 

95年 2月 23日教育部長杜正勝赴國立彰化高中台灣文學研究社參觀，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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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立院列席接受立委質詢，媒體報導杜正勝批評余光中等人提倡教科書增加文言

文教材比率，是有些人「腦筋轉不過來」，因為那樣會使台灣國文教學倒退到五

四運動以前。他又說，「台灣不是沒文學」，並將「是否大幅增加文言文教材比率，

可視為保守與進步的鬥爭」（簡慧珍，2006）。余光中則是認為「杜正勝腦筋轉太

快，並批評杜將讀不讀文言文劃分保守與前進，是過於粗糙的二分法」（田世昊、

許敏溶、申慧媛，2006）。 

 

這個關於讀文言還是讀白話者腦袋孰好孰差的唇槍舌戰一直持續到三月。但

真正辯論的關鍵卻落在了「文言」和「白話」何者值得學？又何者能真正提升學

生的語文能力？例如：余光中說「文言文吃進去，可以吐出很好的白話文，就像

桑葉變成蠶絲。（陳宛茜，2006）」而曾貴海（2006）則以過往文言文教材佔高達

90%的比例，認為「文言文教育經過五十年鋪天蓋地形成的天羅地網系統，才是

造成今日語文書寫能力低落的原因。」除此，反對文言文陣營更從國族意識出發，

指余光中的政治用心，如呂興忠（2006）、曾貴海（2006）、鄭天佐（2006）、金

恒煒（2006a、2006b）、李敏勇（2006）皆有類似說法。這個區間的正反雙方的

交鋒亦重提了五四白話運動及 1970年代的鄉土文學論戰，可以說是將國文課綱

中的文白和文學議題與先前兩次文學論爭連結的關鍵。不過，隨著 95暫綱的實

施在即，關於 98「新課綱」的論辯要一直到 2007年 4月才再度興起。 

 

貳、原《98 課綱》國文科（2007~2008） 

 

一、官方修訂程序之說明 

 

原《98 課綱》的修訂期自 93 年 10 月起至 96 年 12 月止，乃是因應 93 年

4 月舉行的全國高中教育發展會議所達成的「立即啟動理想的新課程修訂機制」



50 
 

之決議，因此所有與普通高中課程修訂相關的工作圈、委員會、修訂小組、審查

小組等皆重新改組，於 93 年 10 月至 96 年 3 月間，完成總綱的修訂。之後，

國文課綱修訂小組亦經重新遴聘，於 96 年 4 月 1 日、14 日、22 日連續召開 3 次

專案小組會議，確定課綱草案文字。之後，於 5 月 24 日、28 日、6 月 6 日舉

行焦點座談；又於 6 月 21 日、25 日、28 日分別舉行北區、中區、南區公聽會；

最後，於 9 月初接獲審查小組的審查意見，除了提出說明，並參照審查小組意

見，於 9 月 15 日舉行第 4 次專案小組會議，完成送交教育部課發會的修訂稿。

97 年 1 月 24 日，98 總綱與 23 科課綱發布，並預定於 98 學年度實施（教育部，

2009a）。 

 

二、官方修訂目的與重點之說明 

 

由教育部《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綱要》之「修訂經過」指出，《98 課綱》則

是在課程目標上確定高中「國文」教育，應包括「語文教育」、「文學教育」與

「人文教育」三項性質，在綱要中加入第貳大點「聽、說、讀、寫」的核心能力

指標。《98 課綱》的修訂擬定是在 95 課綱的實行尚未滿二年，且參與修訂的成

員，有半數是原來 95 課綱的委員，因而修訂課綱以 95 課綱為基礎，作部分的

調整，完全承襲的部分如下（以下（一）至（四）說明，出自教育部，2009a：

510-511）： 

 

（一） 維持4 門選修科目：包括區域文學選讀、小說選讀、論孟選讀、語文表

達及應用。 

（二） 維持範文配置，第一冊至第五冊，每冊十三課；第六冊十一課；以及每

冊應選一課文化經典教材，分別依次選自：《論語》、《孟子》、《墨子》、

《韓非子》、《老子》、《莊子》；每冊應選一至二課古典詩歌、一課現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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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歌，以及各冊課數得依選文深淺長短酌予增減一課的規定。 

（三） 維持範文教學每週三節；寫作練習及指導每二週二節，並另有以學生自

行閱讀為主的略讀教學，以及每學期學生必須交閱讀報告一篇的設計。 

（四） 課綱細節文字的說明及規定，大體保持原狀。 

 

變動的部分主要有以下數項（以下（一）至（五）說明，出自教育部，2009a：

511-512）： 

 

（一）在「壹、目標」上作了較大修改，確定高中國文「同時具有語文教育、文

學教育與人文教育等性質」，作較具關連性的陳述： 

 

1. 國文課綱將國文教育明確規定為同時具「語文教育」、「文學教育」與「人

文教育」等性質。 

2. 在加強「語文教育」上，規定宜另設「語文表達及應用」的選修課。 

3. 從「文學教育」的立場，在範文教材中因作為寫作參考的範例，基本上以「散

文」為主，但仍允許選入「小說」，且明訂古今「詩歌」的課數，另以「小

說選讀」與「區域文學選讀」兩門選修課作為加強與補充。 

4. 「人文教育」則在文學性選文外，另外於範文教材中規定，須選「文化經典

教材」：《論語》、《孟子》、《墨子》、《韓非子》、《老子》、《莊子》

各一課。另外規定開設「論孟選讀」選修課來加強。 

 

（二）規定了以「聽、說、讀、寫」的語文能力為「貳、核心能力」。 

 

1. 將「語文教育」之聽、說、讀、寫能力指標明訂為「核心能力」是肯定本科

仍以「語文教育」為基本，因而以當代漢語的教學與應用為重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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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同時針對「語文教育」，在教學上除了加強「閱讀」與「寫作」之外，亦重

視在教學過程中，足以加強「聽」「說」的「討論」過程。 

 

（三）除了範文教學、寫作練習之外，明確規定，國文課程應包括以廣泛閱讀為

主的「文學、文化名著閱讀」。 

 

1. 「閱讀」的教學，則包括深入精讀的「範文」教學與廣泛略讀的「文學、文

化名著閱讀」兩方面，這兩方面同時配合「寫作指導」與「聽說討論」，而

教材內容則同時配合「文學教育」、「人文教育」，要求「必須具有文藝欣

賞及人文素養之價值」。 

2. 「文學、文化名著閱讀」由各校任課教師自行指定，指導閱讀與報告寫作。 

 

（四）在範文編選的語體與文言的比例上保持不變，但計算方式略有調整。 

 

1. 在教材的選擇上明訂當代漢語（語體）應佔55%（或50%以上~60%以下），

由於同時兼顧「文學教育」、「人文教育」，保留古代漢語（文言）的文學、

文化經典之作，至45%（或40%以上~50%以下）。 

2. 所謂計算方式略有調整，即是只問在語言上是「語體」或「文言」，不再因

其體式另作分別的計算。 

 

（五）「提供編選參考」的文言文四十篇方面，有八篇作了調整。 

 

因為課綱目標上，即有「開拓生活視野」，「與當代生存環境對話」及「尊

重多元的精神」，因而在編選教材上，更有「注意教材內容應具時代意義、前瞻

視野，反映在地經驗或普世價值」以及「選文應語言曉暢、具文學性，並顧及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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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議題」等規定，因而刪去文字較為艱深、過度專業的〈孫子選〉、〈典論論文〉、

〈夢溪筆談〉，以及兩篇事涉神異的傳奇志異小說〈虯髯客傳〉、〈勞山道士〉。

另外因其歷史情境較為遙遠，因而在賦作方面，以〈阿房宮賦〉取代〈登樓賦〉；

在女性作品方面，以〈金石錄後序〉取代〈答夫秦嘉書〉；在國際政治議題上，

以〈六國論〉取代〈諫逐客書〉；另外補充描寫明清之際生活情境的〈陶庵夢憶

選〉，以及四篇與臺灣題材相關的作品。 

 

三、有關原《98 課綱》國文科爭議之報導 

 

（一）課綱爭議再起（2007 年） 

 

2007 年 4 月《98 課綱》草案成形，隨著 6 月底舉辦公聽會，又再次掀起了

一波波爭論。聯合報報導搶救國文聯盟「痛批」新課綱草案是「雙重打壓文言文」，

身為聯盟執行秘書同時也是專案小組成員的李素貞，針對範文篇章排除經典古文、

增加台灣古典散文，以及新版課綱中把古典詩歌和文化經典教材內含在文言文中，

使得文言文比例變相降低表示不滿，同時也認為 19 名委員中，有「五分之四是

特定護航人選」（謝蕙蓮，2007）。 

 

自由時報則是報導台灣本土社團的聯合聲明，希望能再將古典文學的比例降

到三成，「並大規模引進世界文學，且台灣現代文學必須與中國現代文學有相等

的比重，另基於語言平權原則，務必預留以台灣母與教學的空間」（王貝林，2007）。

關於文白比例雖然在《98 課綱》中是白話文佔六成五，不過，在公聽會上及報

紙社論中，許多本土社團代表的發言，卻針對官方論述之比例表達強烈的不滿，

如南社社長鄭正煜（2007）之見「『九五暫綱』努力半天，文言文參考選文中國

三十六篇、台灣四篇，這叫『進步』？『九八正綱』變成中國三十二篇，台灣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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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這也叫『進步』？」他同時從高中現場教科用書概算，「中國文學與台灣文

學比例九十九比一；古典文學與現代文學比例九十九比一。」以此詰問「這樣的

國文教育，如何產生台灣認同？」、「台灣文學、台灣文化的未來在哪裡？」 

 

值得注意的是，官方論述在此次修訂中的「腹背受敵」，不僅原就與官方持

對立立場的搶救國文聯盟「痛批」，連看似同一陣線的本土社團與個人也不支持，

認為這是「玩假的」（顏利真，2007）。由此種種，國文課綱的教育論述，愈到後

期愈凸顯其背負國族認同的包袱。 

 

（二）形勢大逆轉──《98 課綱》的廢止（2008 年） 

 

2008 年 5 月隨著政黨輪替在即，搶救國文聯盟站出來大聲疾呼「搶救語文

三級貧戶」，聯合報報導聯盟的說法，「國文教育是文化的根本、生命的樞扭，立

國的契機，呼籲馬英九總統新政府、準教育部長鄭瑞城召開全國教育改革檢討會、

教育展望委員會，成立提升全國國語文教育委員會。」他們同樣再藉質疑「特定

委員護航」的公正性，要求應重新訂定 98 總綱、各科課綱（張錦弘，2008a）。

不久後，《98 課綱》急煞車，教育部決定暫緩一年。 

 

在確定 98 國文課綱確認再修訂的這段期間，針對教育部釋出文言文比例可

能再酌增、論孟列為必修或必選的消息，反對者紛紛再提出反駁的意見，有聲音

指出這是一場「政治的操作」，「本土文學是白話文學的一部份，白話文減少，自

然壓縮本土文學的比例，這就是他們主張減少白話比例的真正用心」（林麗雲，

2008）。自由時報所刊登的一篇社論〈拒絕封建文化污染台灣教育〉所提出的兩

個迷思，則是很簡要的提點了反對論述的理由：「迷思一、高中國文教育必學文

言文？」作者認為貼近高中生生活語言的白話文學可以發揮生活、理性、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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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學、實用等教育功能，文言文艱澀又不實用，加之以背誦，使高中生的學習更

加苦悶；「迷思二：中國經典文化教材有助涵養學生品格？」表達了認為以儒家

為主的學說，有許多充滿封建、落伍的思想，不合時宜，當以世界文學和多元文

化為選材，方能達成高中國文的課程目標（丁鳳珍，2008）。 

 

論辯過程中，白話文的本土文學及台灣意識屬性，對比文言文的古典封建及

大中國意識屬性，不斷的被重提與串連，幾乎是整個課綱再脈絡化歷程中，關於

國族意識指摘最強烈的一段期間。對文言文與國文程度或中文能力的論述，已轉

移到終極文化價值的選擇與競爭（中國傳統或台灣多元），或可視之為是一種關

於社會秩序、關係或認同的規的支配規則之揭露。 

 

參、《101 課綱》國文科（2009~2010） 

 

一、官方修訂程序之說明 

 

在 97 年 6 月 6 日，教育部發布新聞稿（2008）宣布 98 課綱暫緩一年實施16，

並表示將辦理全國分區說明會，且將透過網站蒐集高中教師對新課程綱要之意見

後，再召開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發展委員會對 98 課綱進行研議。時隔約五個月，

10 月 27 日所召開的課發會中，「決議除國文、歷史二科及總綱部分內容持續再

溝通對話外，其餘依 97.1.24 修正發布內容，自 99 學年度高一起實施（普通高

級中學國文課程綱要專案小組，2009）」。教育部為「修正普通高級中學各科課程

綱要」，於 98 年 2 月 10 日函頒「教育部普通高級中學各科課程綱要修訂專案小

組組織及運作要點」，將各科專案小組的組織及遴聘程序法制化17，而後國文科

                                                      
16

 之後，教育部在 98 年 6 月宣布課綱因延緩實施而改名為《99 課綱》的消息。 
17

 在此要點頒佈之前，按《95 暫綱》及《99 課綱》公民與社會科召集人張茂桂（2009）之說法，

各科課綱小組之組成其實亦按部頒的作業規定進行，因此，該要點之頒佈應當就是將「內規」加

以法制化避免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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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案小組應當是依此進行遴聘後18，在98年4月到11月召開16次專案小組會議，

並在 12 月舉辦北、中、南、東四場國文課綱草案公聽會，主要解決「焦點問題」

為：文言文比率調整為 45% ~ 65%，文言文選參考篇目減為 30 篇（台灣題材由

8 篇減為 3 篇），擴大文化經典取材，選修科目增列「國學常識」，預定 99 年實

施（王彩鸝， 2009；國文專案小組，2009）。然而，原本預定 99 年實施的國文

科課綱，卻未在 99 年 5 月 4 日和《99 課綱》一同修正發布，而是到 99 年 9 月 8

日才公佈實施，又在 10 月 11 日修正發布，延至 101 學年度高一逐年實施。 

 

二、官方修訂目的與重點之說明 

 

《101 課綱》國文科之再修訂，已不同於原《98 課綱》之延宕為《99 課綱》，

而是和歷史科同屬特例再修，因此其修訂歷程，並無像之前 95 及 98 綱要那樣，

有由政府所出版的印刷品，如《普通高級中學課程暫行綱要》或《普通高級中學

課程綱要》後面所附之各科「修訂經過」說明。 

 

依據「普通高級中學國文課程綱要專案小組」於 2009 年 12 月間進行公聽會

時，所提供的「簡報資料」包含的新版國文課綱之草案，以及 16 頁 PowerPoint

簡報檔案之說明，僅提到新課綱主要解決「焦點問題」為：（1）文言文比率調整

為 45% ~ 65%。（2）文言文選參考篇目減為 30 篇（台灣題材由 8 篇減為 3 篇）。

（3）擴大文化經典取材。（4）選修科目增列「國學常識」。以及「修訂理念」為：

（1）依 98 總綱修訂。（2）以 98 課程綱要為基礎，精簡條文，使更具彈性。（3）

考量時數限制與教學負荷，適度調整相關內容。「修訂重點」之說明，則全依新

（101）課綱草案條目列出。 

 

                                                      
18

 《95 暫綱》國文專案小組的人數為 13 人，《98 課綱》為 19 人，《101 課綱》為 17 人，故應經

過重新遴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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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各版修訂重點比較 

 

相較於《95 暫綱》和原《98 課綱》，國文科課綱主要的變動發生在暫緩後重

新修訂的階段，即從原《98 課綱》到《101 課綱》，不僅在綱要文字的陳述與架

構上有所重組和更動（三版國文課綱原文見附錄），在爭議內容項目更有大幅度

的調整，以下主要就國文科每週課堂時數、文言文與白話文比例問題、文化基本

教材列必修或選修，以及四十篇建議範文的內容說明之，並納入「88 課程標準」

以為三版課綱之比較基準（見後表 3-1）。 

 

（一）  在必修時數與選修課程方面： 

首先，在授課時數部分，基本上自 95 課綱以來，便已確定國文必修降至每

週授課四節，而這四小時則包含「範文教學」（每週 3 節），以及「寫作練習」和

「文學、文化名著選讀」（每二週 2 節）。由於必修時數減少，六冊總課數亦隨之

降低，原列中國文化基本教材的必修被刪除，改為「論孟選讀」，其它則新增了

「小說選讀」、「區域文學」、「語文表達及應用」，101 課綱新增「國學常識」。 

（二）  在文、白比例方面： 

其次， 在歧見最深的文白比例方面，原舊課程標準的規定為第一學年 55%，

第二學年 65%，第三學年 75%，高中三年平均比例為 65%；相對地，語體文三

年比例則平均為 35%。到了 95 課綱，文言文比重降為第一學年 40%，第二學年

45%，第三學年 50%，高中三年古文平均比例為 45%，白話文則平均為 55%；98

課綱則是維持此比例不變。兩者差異在於，95 課綱的文言文和白話文比例皆僅

計散文部分，98 課綱則是文、白比例的計算皆包含散文以外的各類文體，其中

文言文包括：散文、詩歌、小說及文化經典教材，語體文則是包括：散文、詩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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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說。在 101 課綱裡，則較為彈性地將高中三年比例規範在 45%～65%，也因此

取消了前面三版本課綱因為規定較少彈性而留下 5％的酌量增減空間。 

（三）  在文化基本教材方面： 

關於「文化基本教材」列必修或選修的問題牽涉到前述授課時數之分配。「中

國文基本化教材」在 88 課程標準時列為必修，並內含在國文科教學時數內，到

了 95 課綱時，便被獨立出來成為「論孟選讀」的選修科目，98 課綱仍延續此作

法，但到了 101 課綱時，透過教育部的政策推動，變成具有實質學分的「中華文

化基本教材課程綱要」，同時亦新增一科「國學常識」的選修。 

在原本舊課程中，文化教材的內容即指四書之論孟學庸，也就是儒家思想的

核心，課程裡不包含任何其他家的子學思想；到了 95 課綱修訂時，「中國文化基

本教材」即化整為零，被打散到各冊範文內，規定每冊應選一課「文化經典教材」，

且範圍也不再侷限於儒家的四書，擴大到了其他家子學的思想，如道家的老、莊，

墨子以及法家的韓非子，頗有打破過去教科書裡獨尊儒術的味道；及至101課綱，

文化經典選材的範圍擴大，不再限於子學思想類，而多新增了詩經、左傳、禮記

等經學範疇。 

（四） 在範文選文方面： 

最後，在範文選文的變動上，原本舊課程標準僅定有比例限制，而無推薦選

文的部分，而後因為 95 課綱文言文比例縮減，再加上課綱專案小組因顧及版本

開放不致造成師生教學過重負擔的考量下，故推薦四十篇範文做為選入文言文教

材的共同篇目。98 課綱亦維持四十篇；101 課綱則為了給予編書者更大的彈性，

故縮減成為三十篇。除了範文總篇數的差異，在選文的內容上，每次選入的篇目

皆經調整，但引發較多關切的仍是台灣古典散文的選入數目，從 95 到 98 課綱，

是由四篇增加到八篇，但在 101 課綱裡僅佔三篇，則回復 95 課綱時所佔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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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1  各版高中國文科課綱修訂內容爭議點比較表 

課綱版本 

爭議內容 

88 課程標準 95 暫綱 98 課綱 101 課綱 

一、每週國文

必修時數 

6             

(1 節為文化基

本教材) 

4 4 4 

二、六冊總課

數 

83 76 

(第 1 至 5 冊各 13

課) 

76 76 

三、選修課程

項目 

無 「區域文學」、

「小說選讀」、

「論孟選讀」、

「語文表達及應

用」，共四種。 

同左 同左，新增「國

學常識」，共五

種。 

四、文言文所

佔比率 

按學年逐漸遞

增，平均 65% 

按學年逐漸遞

增，平均 45% 

（1）文言文和語

體文的百分比皆

指散文部分，詩

歌不含在內 

（2）百分比可酌

量增減 5% 

按學年逐漸遞

增，平均 45% 

（1）文言文百分

比包括散文、詩

歌、小說及文化

經典；語體文百

分比包括散文、

詩歌、小說 

（2）百分比可酌

量增減 5% 

規定比率為

45%~65% 

（1）同左 

（2）取消酌量

增減之規定 

五、原中國文

化基本教

材之「論

孟」列為 

必修 選修 選修 選修（100.6 通

過「中華文化基

本教材課程綱

要」，列為選

修，但須排課 2

學年 4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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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四、有關《101 課綱》國文科爭議之報導（2009 年~2010 年） 

 

98 年 12 月原《98 課綱》重修後舉行公聽會，會上又引發了兩派意見相互攻

防，聯合報與自由時報皆有以「引發砲轟」、「師轟、爸媽怨」、「吵半天」等

負面字眼為標題，報導了「北區」與「南區」公聽會上的發言狀況，會中有贊成

文言比例提高者，如中山女高退休教師譚家化、段心儀，銘傳大學師培中心教授

康世統等，認為「論語已成為世界顯學」、應把四書五經改為必修等主張，並辯

護「高中才開始進入文學殿堂，為日後的立身處事奠定良好態度，文言文授課本

就有存在必要」（邱瓊玉，2009）。但也有其它不同的聲音，家長團體代表如全

家盟副理事長林文虎強調，「學生方法對了，能力就出來了，和題材無關」，台

灣母語會會長張淑芬則表示，「常常看到女兒在背國文，做家長的真的很心疼，

希望高中文言文比率降低」（邱瓊玉，2009）。報導教師意見的部分，「也有不

六、文化基本

教材之分

布狀況 

原為「中國文化

基本教材」，每

週一節，屬必

修。內容包括：

論語、孟子、學

庸。 

新規定範文之

內，每冊應選一

課文化經典教

材，分別依次選

自：論語、孟子、

墨子、韓非子、

老子、莊子。 

同左 同左，但選材範

圍擴大，新增詩

經、左傳、禮

記，且未規定次

序。 

七、課綱建議

選入範文

篇數 

無規定 40 篇 40 篇 30 篇 

八、台灣古典

散文選入

範文篇數 

無規定 4 篇 8 篇 3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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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老師建議增加母語比率，包括台語、客語及原住民語。一名國文老師直言，考

試沒有範本，讓老師壓力很大，擔心教得不夠。（林秀美，2009）」「第一線老

師更關心的是每週只有四小時國文課，根本教不完。（林曉雲，2009）」「有些

第一線的教師認為，這端看老師怎麼教，有的覺得無奈又焦慮，說再多還是要回

歸大考的基本面，只求盡量教好孩子，考到好學校。（郭芳綺，2009）」本土社

團仍然維持一貫立場，如南社社長鄭正煜、台灣北社秘書長李川信、台灣教師聯

盟理事長吳麗惠等人皆發言極力反對文言文比例提高（林曉雲，2009）。針對這

些公聽會意見，「課綱委員廖美玉說表示，委員對於國文課綱沒有意識形態，對

於各方意見，教育部還會再開會討論」（林秀美，2009）。 

 

99 年 9 月，課綱通過預計 101 年實施，大體上仍舊維持草案所提修改重點，

文言比例 45% ~ 65%，文言文選參考篇目減為 30 篇，「基本文化教材依然列選

修，搶救國文教育聯盟感到失望、痛心，覺得辜負大家期望」（張錦弘、李威儀、

王維玲，2010）。自由時報則引述國文專案小組前召集人柯慶明的話，他擔憂「整

件事情是『政治』，非關教育專業，國民黨執政後要增加文言文比率是意料中事，

但教育部提不出重修國文課綱的正當理由，做法也不符程序正義」（林曉雲、胡

清暉，2010）。雖然鄭正煜仍為文抨擊，但可發現此時自由時報刊登的報導及評

論數量已較先前大幅降低，在國文課綱確定於 101 年上路實施之際，關於文言文

和白話文的比例，似乎看似「暫告一個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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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文白之爭的起源與探究 

 

壹、文言文與白話文 

 

一、文言文的定義──必須用視覺去了解的古代漢語書寫語 

 

關於文言文，在學術上，它被界定在古代漢語的範疇之下，先來看看下列的

三種定義或說法： 

 

現在一般學術界人士，稱文言文為古代漢語，白話文為現代漢語（王更生，1992）。 

 

古代漢語是古代漢族人所使用的語言。……我們現在所說的古代漢語，都是指被記錄下

來的書面語，也就是古代文獻語言。（王寧主編，2009: 1） 

 

古代漢語是古代漢民族使用的共同語。古代漢語的書面語有兩個系統：一個是文言文，

一個是古白話。（胡安順、郭芹納主編，2007: 1） 

 

曾任師大國文系主任的王更生在《文言常識》一書的序裡，點出一個學術界

大略的判斷方式，即以古今時間軸為劃分界線，文言文屬於古代漢語，白話文則

是現代漢文。但此邏輯是否反之亦然──是否所有古代的「漢語」都是文言文呢？

首先，「漢」民族的「語言」，包括了來自各地的方言，因此，更精確的說，古代

漢語是指古代漢族的「共同語」，而「共同語」和「方言」是一組「公」與「私」

相對的概念（竺家寧，1998）。況且，古代的漢語同樣有「口語」和「書面語」

的差別，是從「書面語」系統才又分出「古白話」和「文言文」。總此，統合此

三義，可以說文言文是古代漢語的書面語之一。 

 

具體而言，「文言文」包括了以先秦口語為基礎的上古漢語書面語，以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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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歷時歷代的仿作（胡安順、郭芹納主編，2007），前者（上古漢語）如：儒家

著作、諸子著作；詩、書、禮、春秋、老子、論語、荀子等所使用的語言。後者

（歷代仿作）則如：史記、漢書的語言、兩漢詩文歌賦，唐宋八大家的散文，明

清文言文作品的語言等等。「古白話」則是指「六朝以後在北方口語基礎上形成

的接近當時口語的書面語，如南北朝時期的樂府歌詞、唐代的曲子詞、演唱佛經

故事的變文、禪宗語錄、宋元話本、元代雜劇和明清小說等」（胡安順、郭芹納

主編，2007: 1）；另一文言文教材《古代漢語》19的編者，則將古白話的時間點

後推至「自唐宋以來逐漸形成的口語實綠，這種語言的詞彙、語法與現代漢語接

近」（王寧主編，2009: 1）。而文言文與白話文的界線則較無爭議，多以「五四運

動」為界（錢乃榮、余志鴻、鄒嘉彥，2002；胡安順、郭芹納主編，2007）。 

 

中國研究漢語語言學的大家呂叔湘，在定義文言和白話時，用現代人聽懂與

否為界線，他解釋，「語言是直接的達意工具，而文字是間接的；語言是符號，

而文字是符號的符號。語言是主，而文字是從，……用＂口語＂和＂筆語＂（書

面語）來區別其表現形式為聲音的還是形象的。中國則用＂文＂和＂語＂（言）

相對待」（呂叔湘，1992：5）。因此，一個時代的書面語與口語之間的距離，有

十分相近，也有相去甚遠的，而文言文和白話文的界線就在於能否以聽覺來理解，

他提到較早的白話，也許需要一點特殊的學習，但若是要以視覺來理解的，就是

文言文。 

 

二、文白之爭的根源：書面語和口語的斷裂──言文不一致 

 

文言和白話是中國特有的問題，因為中國的文字是形象而非表音的文字，因

而形成了語言和文字不一致的現象，也就是「言文脫節」，前者是口語變動較快、

                                                      
19

 《古代漢語》是中國各大學編輯使用的文言文學習的教本材料，大部分編制方式都是搭配各

朝選文，並在該章後專列數章相關的語言學常識。又以王力編輯為經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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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者是書面語變動較慢，造成兩者的差距隨著時代愈後而加劇（呂叔湘，1992）。 

 

當學者談論到中國形象文字的特性時，「超越時、空」是一個顯著的特點： 

 

拼音字直接紀錄語言的發音，從屬於語言，附屬於語言，而語言又是隨時在變遷的。因

此，幾百年前的英文就沒有多少人看得懂，一千年前的英文就幾乎如同外國文字了。形

聲文字就不同了，它對語言而言，有很大程度的獨立性，比較不受時間的束縛。不論幾

百年、幾千年，語言怎麼變，字形總是穩定的。……就空間因素而言，漢字也比較不受

地理上的束縛。中國方言眾多，卻可以用一樣的文字溝通。（竺家寧，1998: 77） 

 

形象文字的表意特性，使得書面語可以超越時代。而必須靠著視覺去了解的

文言文，因此衍生出一種重要的性格──「尚古」，並且乃是由文人們前仆後繼

的去模仿最古文言的詞彙與句法，來彰顯這樣的仿古性： 

 

書面語和口語的差異愈來愈顯著。……這樣的戰國兩漢的文言，有大致統一的相當明朗

的詞彙句法系統，它不同於口語，被後來歷代文人視為榜樣，我們可以稱之為定了形的

文言，這個詞彙句法系統勢力很大，口語已經向前走了很遠，它卻幾乎是站在原地指揮

一切文人的筆。自然新的時代新的事物對它，尤其詞彙部分會有影響；但它的態度是，

只要原有的家當勉強能夠應付，就盡力排斥新的。……兩漢以後，文言歷史的主流就是

這樣順著老路亦步亦趨。……有人說這是文言的優越性。是也罷，不是也罷，反正文言

就是這樣的怪事物，文字本來是有聲語言的附庸，文言卻造了反，建立了自己的獨立王

國。有了自己的獨立王國，不受口語拘束，它就可以創造了聲音和辭藻都講究的各種文

體，其中一個是駢文，另外則是韻文……。（張中行，1992：13） 

 

究竟是何原因讓中國的文人亦步亦趨的跟隨，其中緣由應該跟整個中國取士、

用人的科舉以及官僚制度有密切的關聯：  

 

文言是先秦口語一致的書面語。……在長期的古代社會裡，口語雖然發生了變化，書面

語卻一直在模仿儒家經典使用的先秦文獻語言。把這種模仿的語言規定為正統的書面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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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在政治領域和正統教育中，凡提筆屬文，仍要保持先秦文獻語言的語法和詞彙，這

便形成了中國文化史、教育史上的一種非常特殊的現象，叫做言文脫節。  文言的兩大

特點：它是脫離口語的，因此帶有超方言性，第二，它帶有人為的仿古性，因此是超越

時代的。……模仿的愈像，就被認為是語言修養愈高。……但總的面貌沒有多少變化，

如果研究文言發展史，很難給他劃分歷史階段，也很難探究它在不同歷史時期的特點。（王

寧主編，2009: 1） 

 

就這樣，文士之謀取文名、科舉取士和官僚行文，皆需建立在文言的體系之

上，就這樣三者形成牢不可破的共生關係。也因此可以預見，當五四白話運動的

浪潮要推倒文言文的旗幟時，它除了要能「攻破」取士制度和官僚系統的城牆外，

還要能夠取代文人心中奉為正統的以文言為書寫語的文學體系。 

 

貳、五四白話文運動 

 

五四是一個在各方面影響複雜且深遠的歷史事件，且各家研究觀點亦不一，

這裡並不欲替它所牽涉到的種種廣泛層面上作探討，而是著重在它白話文運動的

主張上。這裡，以國語日報社網站上「閱讀胡適」的一篇文章〈胡適與文化啟蒙〉

簡單說明五四「新文化運動」與「白話文運動」的關連，及它的先鋒──胡適扮

演的角色： 

 

（1918 年）五月四日，為抗議巴黎和會對於山東問題的不當處置，北京三千多名大學生

以「內懲國賊，外抗強權」為口號，走上街頭遊行示威。這場原本訴求單純的青年學生

愛國運動，不經意間引燃一場驚天動地的「新文化運動」之火，胡適順勢成了「新文化

運動」與「白話文運動」的開創者，以及自由主義思想的火種傳播者，對中國近代文化

的啟蒙烙下了影響深遠的印記。……「五四運動」的持續發酵，並與白話文學革命兩相

交纏、激盪，也讓白話文學有了更加豐富多元的表達內容；繼之而起的新文藝運動、新

思潮運動，以及各種新的政治運動紛至沓來，白話文儼然成為最佳的宣傳及溝通工具，

中國文化面貌遂因此揭開了新頁。（孫秀玲，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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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五四「白話文學運動」的概念發想，胡適是這麼說的： 

 

「我曾徹底想過：一部中國文學史只是一部文字形式（工具）新陳代謝的歷史，只是『活

文學』隨時起來代替了『死文學』的歷史。文學的生命要靠能用一個時代的活的工具來

表現一個時代的情感與思想。工具僵化了，必須另換新的、活的，這就是『文學革命』。」

（引自孫秀玲，2011） 

 

1917年胡適以〈文學改良芻議〉為名刊出八項新文學思想主張：1.不用典。

2.不用陳套語。3.不講對仗。4.不避俗字俗語。5.須講求文法。6.不作無病之呻

吟。7.不摹仿古人。8.須言之有物。次年四月，胡適又在《新青年》雜誌發表〈建

設的文學革命論〉，文中把「八大主張」概括成四項要點：1. 要有話說，方才說

話。 2. 有什麼話，說什麼話；話怎麼說，就怎麼說。 3. 要說我自己的話，別

說別人的話。 4. 是什麼時代的人，說什麼時代的話。隨後，他又提出兩項明確

的論點：「一時代有一時代的文學」、「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 

 

這些革新主張相當程度動搖了中國文學發展以來以文言為正宗的傳統觀念，並樹立以白

話為正宗的嶄新觀念，指出新文學運動的方向。胡適以白話文推動文學改革的論調，不

僅獲得陳獨秀的讚賞，魯迅、周作人、沈從文、郁達夫等知名文人也都接續應和，以白

話文創作小說、詩歌、散文等，且迅速造成風靡。（孫秀玲，2011） 

 

透過上述對五四白話文運動背景以及胡適主張的簡介，可以知道白話文學的

革新自胡適開始吹響號角，並且撼動了中國文學以古為尊的傳統，同時動搖了文

言作為書面語的地位。在這個運動裡，不僅改革了作為工具的「語言」──由「文

言」而「白話」，亦同時翻新了承載思想和文化的「文學」──由「尊古」而「重

今」，五四要引領的是時代的文學、白話的文學，要對抗的是過去的、文言的文

學。只不過，五四到了台灣，要面對的問題益形複雜，因為除了「新舊文學」和

「文白語言」之爭外，還有「口語」之採用以及文字化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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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鄉土文學論戰中的國族認同 

 

壹、日治時期的台灣文壇論爭 

 

一、台灣新、舊文學的典律之爭 

 

1920 到 1940 年代間，傳統（舊）文人與新（白話）文學的作家和支持者們，

關於文白語言和新舊文學的往返論辯，促成了文學史上的典律（canon）之爭。 

 

彼時，時值青年的白話文學作家張我軍的隆隆砲火，對準舊文人的詩社、擊

缽吟等活動發出批判，直指其固守文言作詩、弄偶用典，所寫文章無病呻吟、缺

乏進步觀念，是時代的落伍者；並且，特別針對他們之中是享有優勢的特權階級，

及與殖民政府掛勾等行為提出抨擊，認為從文化的層面上來看，舊文學充滿了守

舊的劣等國民性以及甘為殖民政府打手的奴性。不過，傳統文人對於這些攻擊，

也有其內部集團各自不同的分歧與看法（黃美娥，2006）。 

 

在傳統文人之中，早已有人注意到了這些舊文學的問題，呼籲不應專作美文，

而應在文學中多彰顯社會性。在他們心中，舊文學典律也能發揮啟蒙思想的作用，

何必非要白話文學？針對新文學可以達成的言文一致與引介西方思潮，許多文人

提出了替代的方案，例如：鄭坤五提出在台灣原本就已通行一種「平易文20」，

他認為，平易文較文言文易懂，遠勝過以中國官話（大部分為北京話）為主的白

話文，且中國國語也不一定適用於台灣；況且白話文冗長，要寫的簡賅並不容易，

讀起來也耗時。另，魏清德則是認為，文雖不一定和言並行，但文遠比言重要，

因而提出將漢文分為詩歌詞賦的美文，與引介西方科學的實用之文，他希望能將

                                                      
20

 即前文討論文言文定義時，提到古代漢語中的「古白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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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文加以改革，使其得以承擔介紹新思想之任務，同時又可兼顧保存文化傳統。

再者，還有連橫作為舊文人的一員，也提出他對書寫文的看法，認為若要媒介思

潮，除「固有之華文」（應指文言）外，他並不反對用「簡潔淺白之華文」（應指

白話），甚至是「和文」、「英、法、俄、德之文」，甚至「用羅馬字寫白話文亦無

不可」。然而，在他的觀念裡，簡潔淺白之華文並不等同於全盤接受北京白話文，

這可看出，連橫雖是舊文學的擁護者，但卻也主張保存台灣話文以及鄉土文學（黃

美娥，2006）。 

 

總之，新、舊文學的支持者，分別從「文學」和「文化」的層面，為他們自

身所支持的理念進行辯護。站在文學的角度上，既有關於形式上書寫語的文白討

論，也有內容上新舊文學利弊之剖析；在文化的角度上，於當時時代環境下，以

能否引介西方新思想作為判斷的依據：舊文學／文言的「保守性」與新文學／白

話的「進步性」，以及特定舊文人階級為殖民政府服務的「奴性」，相較於某些新

文學的「抗日」性，於這些層面背後所反映的，是這些新舊文人因人異而帶有的

某種民族（漢民族／大和民族）認同的情感。而在漢族文化之下，中國話和台灣

話文又成為一個在（漢）民族框架下所發展出來的「鄉土文學」之論爭。 

 

二、「台灣話文運動」與「鄉土文學」的正反論述 

 

1930 年代的「台灣話文運動」，參加論戰之文人，由辯論以台灣話文或中國

白話文作為文學寫作之工具的語文問題，到加入「鄉土文學」是否適宜作為充實

整個文學內涵的寫作方向的論題。關於台灣話文的論爭分為贊同論和反對論，反

對論者的主要論述又可分為「反對台灣話文」和「反對鄉土文學」兩種理由。在

反對論中，有部分論述者堅持台灣文學作為中國文學的地方文學，必須使用中國

白話文；還有部分已經習慣使用日文書寫的論述者，認為只要能反映台灣鄉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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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使用語言為何，無損於作為台灣（鄉土）文學的正當性。贊同論中更有部分

論者主張採用羅馬拼音文字，廢棄漢字，創作台灣文學（向陽，2006: 65）。 

 

在這些不同的論述裡，贊同論者持「改造／建設論」論調者，主張改造或建

設台灣話文，堅持台灣話與台灣人、台灣事的密不可分，主張以「『台灣』話文」

表現台灣文學的獨特性。這些支持者中，有一些是原本以「『中國』文言」寫作

的舊文人，有一些則是用「『中國』白話」寫作的新文人，這其中的「矛盾」之

處，透過引號的強調，可以對照的很清楚，這其中存在著今日看似矛盾的「國族

21」認同問題：第一，在新舊文學典律框架下，看似贊成「中國」文學的舊文人，

竟有許多人（如鄭坤五、連橫、黃石輝、郭秋生等）因為整理台灣民間歌謠的緣

故，首先引領了重視台灣民間文學的風氣；第二，重要的新文人如賴和（台灣新

文學之父），雖贊同台灣話文運動，但其文學實踐卻不是台灣話文，而是「辛苦

磨練來的中國白話文基調，加上不可或缺的台灣色彩，以作品更進一步帶動台灣

新文學的風潮」（林瑞明，2000）。由此，舊文人透過台灣歌謠之整理，保存台灣

話文與民間文學，與新文學家企圖透過蒐集整理台灣民間文學作品以建構台灣文

化主體性的工作連成一氣，形成新舊文學雙方在民間文學上的協力現象（黃美娥，

2006）。 

 

當然，不可否認地，這些原屬新舊陣營的文人及其文學主張，本就存在著台

灣／中國／日本的三重民族認同之困擾，對台灣民間文學的關注，使得內部本就

各自分歧的新舊文人之間浮現了一些共同性，在鄉土文學的形成過程中，一些不

同身份與不同文學主張的人，建構出了一些對（台灣）民族一致的想像。 

 

也有研究者認為這是一個很特殊的契機，意味著舊文人所代表的中國文化與

                                                      
21

 針對此，各個學者對於「國族認同」形成的時間點看法不一，如有下列陳翠蓮認為在 1920~1950

間是形成的關鍵；也有蕭阿勤認為文學史上「台灣民族主義敘事」至 1980 年代才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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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族仕紳階級，和新文人所代表的新台灣文化與大眾色彩，有了某種程度上的交

會。向陽提出「民族想像與大眾路線的交軌」，試圖詮釋台灣話文與鄉土文學的

兩波論爭中，論述者（不包含支持其論調者）多為左翼知識份子，認為他們的文

化認同和民族想像固然大相逕庭，但反映在階級性上的文學主張：以大眾路線的

台灣文學，與封建的古典漢文學、帶有資本主義色彩的日本新文學進行鬥爭，可

說是有著程度不一的交疊。當然，同樣地，在這個左翼的陣營中，也有著各異的

民族想像。 

 

總而言之，在 1930 年代的兩波爭議中，向陽（2006）認為這是論爭者在書

寫策略上的路線爭議：究竟該走民族性先於階級性的文學，或是階級性先於民族

性的文學，才是核心的課題。基本上，無論是階級先決抑或民族先決，鄉土文學

和台灣話文的論爭中，任何一個陣營或屬性的劃分，從上述的討論裡不難發現，

就是從各自的主張裡「異中求同」或「同中求異」，因此，有著「新舊文學的對

立與協力」，也有「大眾與民族的交軌」，但無論何種解讀角度，民族或國族的想

像都是文學路線之主張背後，重要的主導因素。 

 

三、「漢字白話文」或「羅馬字台灣話文」作為文化抵抗工具 

 

陳翠蓮（2008）認為從日治中期到戰後初期，也就是大約在 1920 年代到 1950

年代中間，是台灣政治史上國族主義形成的重要階段。作者進而描述這段期間台

灣人如何在各層面上（政治、文化、日常）所進行的各種型態（正式、非正式）

的反殖民行動，她稱之為反殖民的「抵抗」。而以文化為抵抗的戰場，從事文化

運動的台灣菁英，乃是希望能提升、增進乃至改造台灣的文化，不同於當時其它

殖民地運動的本質主義與本土主義的色彩，文化界人士反倒強調「世界性的台灣」，

以兼容東西、並蓄世界優秀文化為期許，追求台灣人的獨立人格與自覺、尊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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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日本政府以「國語」政策和公學校教育，意欲使台灣人徹底同化時，語言文字

作為黏合政治文化共同體的一種工具，和國族認同的緊密關聯便不言而喻。 

 

陳翠蓮將當時台灣文化界人士，提出反抗日文愚民的兩種語言工具組合，大

致分成兩種：中國的漢字白話文和羅馬字台灣話文。漢字白話文的提倡者黃呈聰

因為到中國旅行考察，目睹了五四運動後白話文普及對於提高國民知識有很大的

影響；另一倡議「白話文講習會」的黃朝琴則是認為歐美文明進步快速的原因在

於「文字簡單、言話一致」，漢民族退步的原因則是「文字繁難、言文兩樣」。而

他們也都明白漢字之學習並不容易，但只要先能通曉漢字，做折衷的白話文，以

之吸收新思想、新事物，即使形式上是「變態的白話文」──融合了日語和漳泉

方言之詞彙、文言和白話的行文，也都可以接受，因為最後還是得要跟母國的文

化相聯繫。 

 

反觀羅馬字台灣話文的推手蔡培火，則以自己的經驗見證羅馬字的易學，他

指出台灣話和中國話是不同的兩回事，漢字白話文對中國話來說是言文一致，但

對台灣話而言卻格格不入。因此，他主張要從事台灣文化的改革，必定要透過簡

易的羅馬字拼寫台灣人熟悉的台灣話，不過這運動卻受到日本當局的禁止而終歸

失敗，他分析對當時台灣民眾而言，羅馬字是基督教徒以及那些文化低水平者的

用字，台灣人還是對象形的漢字有文化上的親近感；而蔡培火自身，則是謹守台

灣話文本位的原則，從未在文字中流露出對中國的嚮往（陳翠蓮，2008）。 

 

「漢字」和「羅馬字」作為書寫工具的書面語，是關於口語的文字化與書面

化之問題；「白話文」和「台灣話文」則是文章該通行怎麼樣的文體？是關於書

寫文是否應與當時台灣人普遍的口語相一致的提問。從文化教育的觀點來看，這

兩種組合的提倡者都含有普及知識的考慮，但隨著時代的推進，對日本的文化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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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與知識的普及，已不再是當前的優先考量，但不可否認地，「漢字白話文」和

「羅馬字台灣話文」背後所透露出來的中國與台灣之民族想像，卻依舊是永恆不

變的連結政治文化的一條臍帶。 

 

貳、鄉土文學論戰 

 

一、民族與統獨之外──不同觀點的社會想像 

 

1977-78 年，文壇與文化界掀起另一波「鄉土文學論戰」，吳介民將此視為是

一個塑造集體認同的公共領域22，一個社會認同對話的公共空間。他認為台灣的

公共溝通，在政治場域上的表現，有極大部分被壓縮、窄化到統獨國族認同的象

徵符碼的交換上面，因而極力想從鄉土文學論戰裡不同「文學」路線（「鄉土派」

之於「現代主義」）的抗衡，來試圖論證在這場公共辯論裡，「除了階級與國族，

還有其他社會認同的線索值得細思」，例如「階級」、「文學藝術的社會性」、「去

殖民化」以及「現代性」等議題（吳介民，2004:347）。 

 

文中以葉石濤、王拓和陳映真為例，說明同屬鄉土文學作家或評論者的三人

對鄉土文學有著何種不同的看法。葉石濤於 1977 年 5 月發表在《夏潮》的〈台

灣鄉土文學史導論〉，曾提出他對「台灣的鄉土文學」之看法23：「該是以『台灣

為中心』寫出來的作品……他們應具有根深蒂固的『台灣意識』，否則台灣鄉土

文學豈不成為某種『流亡文學』？」相對於葉石濤試圖為台灣文學的自主性和主

體性鋪路，王拓當時則疑慮鄉土文學會被誤認（窄化）為鄉村文學，因而他在

                                                      
22

 吳介民（2004: 301）提到其研究的切入點──也許鄉土文學因為充滿論述的衝突，而無法符

合一般所謂公共領域要能形成共識的定義，但可以質問的是，可否藉由某種將這些衝突視為有意

義的溝通，而達到社群的理解與認可？ 
23

 但其實在這個堅定的宣稱背後，也有研究者如蕭阿勤（下文將引用），認為葉石濤在論述「台

灣文學」之敘事模式時，所參考的國族認同架構，乃是由中國民族主義到台灣民族主義之建構。

換言之，葉石濤在1970年代的宣稱看似是台灣文學之發端，但事實上要要一直到了1980年代後，

才有台灣民族主義的「台灣文學」與鄉土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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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 年 4 月《仙人掌雜誌》上一篇〈是「現實主義」文學，不是「鄉土文學」〉，

認為鄉土文學應包括以描寫都市生活為主的社會現實文學。陳映真則是認定鄉土

文學會往「分離主義」（台獨思想）的方向發展，因此，雖然王和陳兩人都主張

以「現實主義文學」的稱呼來替代「鄉土文學」，不過，陳映真鮮明的中國民族

主義立場以及左派立場，又與王拓區別開來；陳映真的主張也使得他自己在後來

1980 年代之後以台灣民族主義為大本營的鄉土文學陣營中，成為一個異數。強

調文學的寫實風格與關懷廣大人民的現實生活困境，是三個人的交集。但從這三

位作家文本之對話可以理解到，「鄉土派」不能當成一個具有同質性與凝聚性的

整體來看待。 

 

吳介民認為今日稱之為統／獨的國族認同差異，在當時的公共溝通場域，並

非以論述族群省籍認同展開，而是以台灣做為殖民地的歷史事實為軸線：「人民」

在抵抗帝國主義的運動中，應該以台灣為中心尋求自主解放，或是應該納入全中

國的反帝、反封建鬥爭的一環（吳介民，2004: 322）。也就是該次文學論戰中包

含了「民族」與「階級」，也正是兩者的交纏，使得鄉土文學的反抗對象複雜化，

鄉土派對現代派的雙重批判，除了批判其民族認同的疏離（無論是台灣或中國認

同），還有其無視於人民的苦難，亦即疏離於社會現實。 

也正是因為陳映真把鄉土文學「左」轉的緣故，使得另一群作家包括朱西甯、

彭歌、余光中、王文興等，對陳映真、王拓等「鄉土派」發動攻勢。例如彭歌在

聯合報上的文章〈不談人性，何有文學〉結論道：「如果不辨善惡，祇講階級，

不承認普遍的人性，哪裡還有文學。（引自吳介民，2004: 330）」另外，詩人余光

中在聯合報上發表的〈狼來了〉則說道：「『工農兵文藝』，台灣已經有人公然提

倡了！」余更辛辣點出如果提倡「工農兵文藝」的人知道背後的意義而公開提倡，

那麼他對鄉土文學的說法就不是「戴帽子」的指控了，因為「不見狼而叫『狼來

了』，是自擾。見狼而不叫『狼來了』，是怯懦。問題不在帽子，在頭。如果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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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頭，就不叫『戴帽子』，叫『抓頭』。（引自吳介民，2004: 330）」 

 

吳介民認為彭歌和余光中等人的論述，主要是訴諸「反共」的修辭、而非民

族主義的論述。另外，其它為鄉土文學辯護的如胡秋原與徐復觀則是站在中國民

族主義、反帝國主義和反資本主義的角度，在批判崇洋媚外的同時也固守反共立

場。但，這個「反共」的修辭，正如吳介民在他這篇文章前述討論的──James Scott

的「隱蔽文本（hidden transcript）」一樣，除了拿來對照彼時本土派作家（包括

葉石濤）在國民黨統治下帶有中國民族主義思想的言論，是否具有「真確性

(authenticity)」外，是否也可以反過來檢視：在威權時代下具有中國民族主義和

現代主義雙重身份之作家，在 1970 年代強勢的大中國敘事下，是否只需選擇反

共修辭來反駁鄉土文學即可？換言之，這批作家們雖集中在駁斥階級對抗的「反

共」上，但「民族」是否會是他們心中未公開的「隱蔽文本」呢？ 

 

二、國族的歷史敘事模式之轉變──從中國到台灣 

 

（一）1970 年代中國民族主義的「鄉土文學」敘事模式 

 

1970 年代，深受中美斷交衝擊的戰後世代文化界人士，包括作家、文學批

評家與文學史研究者等，開始重新挖掘日治時期台灣新文學；再有便是黨外新生

代重探日治時期台灣人的政治社會運動史；加上鄉土文學作家及提倡者，這三群

人構成「回歸現實世代」，試圖以不一樣的角度認識台灣的過去，並重構日治時

期的歷史敘事與集體記憶（蕭阿勤，2008: 155）。 

 

不過，所謂不一樣的角度，有研究者認為，對此時構成該世代的重要成員，

無論本省、外省，資深作家或年輕作家，乃是指著「中國性的再確認」，亦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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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阿勤在論點上，試圖扭轉一般大眾以為的「鄉土文學」論戰，乃是「台灣」主

體性建立之分水嶺，他論證當時作家仍受政治力量左右，而將他們的論述放在中

國民族主義的國族歷史敘事下，去建構日據時期台灣新文學的集體記憶。 

 

蕭指出這種「中國性的再確認」，乃是當時社會環境氛圍下的一種行動。例

如，1972 至 1973 年間的「現代詩論戰」，批評現代主義詩風的評論者，要求文

學要具有「民族性」與「社會性」。在這群回歸現實世代的知識分子眼中，台灣

實際是他們唯一熟悉的「中國」社會現實，因此關懷台灣的社會現實，對他們來

說，也就是在關懷中國（蕭阿勤，2008: 166）。又如，1977 年，本省青年陳少廷

編撰的《台灣新文學運動簡史》以及早先 1972 年的論述，將台灣新文學的創作

與發展定調為「抗日」的模式（輕描淡寫「不抗日」的部分），強調其中國民族

主義的抗日性質，企圖將台灣人的文學過去納入國民黨政府接受的中國民族主義

之國族敘事，正是一種要求台灣人的中國性被肯認的行動（蕭阿勤，2008: 163）。

不過，隨著 1970 年代末期，由李南衡、鍾肇政、葉石濤主編的日據時期台灣新

文學作品、文獻集的出刊達到高峰後，卻也暗示著中國民族主義的國族歷史敘事

即將式微。 

 

此外，在這時期中，一些存在於鄉土作家論述裡的「中國性」，與其後來認

同轉變的過程相對照，使得大中國主義的敘事框架更顯突出。蕭阿勤特別論證了

一些鄉土文學家因深受當時外在環境影響而「覺醒」的過程，他們因經過所身處

的 1970 年代的洗禮，才開始有意識地邁向「社會性」的寫作。他舉葉石濤、鍾

肇政在內的戰後第一、二代小說家的說法，及些許評論者之觀察，認為他們對戰

後台灣的政治社會現實，並未積極展現出意識型態上的關懷，甚至是有意或無意

的規避，以及反應上的遲滯；還有，他分析屬於戰後世代的鄉土詩社《笠》及其

詩人在 1970 年代的一些作品，則是展現了強烈的中國國族認同與情感，他並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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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多位「笠」詩人自己指出在 1970 年代推動回歸鄉土潮流，以及後來的鄉土文

學論戰上，笠詩社幾乎都沒有扮演什麼角色（蕭阿勤，2008: 228-232）。 

 

蕭阿勤也從另一個台灣文學史與文學評論的泰斗──葉石濤，去說明集體記

憶的國族敘事模式是如何由中國而台灣的。雖然葉石濤在 1970 年代明確地強調

台灣鄉土文學必須是基於台灣意識而創作，但他的論述卻是中國民族主義的，比

如他對吳濁流《亞細亞的孤兒》這部（台灣）民族文學經典，曾有過「雙腳陷於

誇張的鄉土觀念的泥沼裡」之批評，也曾評論過新一代（戰後第三代）的鄉土文

學新秀，如：陳映真、黃春明、王禎和、楊青矗、王拓等人小說，「是台灣作家

最重要三十多年來最壯大的一次覺醒，這將帶領台灣作家走上最正確的三民主義

文學的創造路線上去！」（蕭阿勤，2008: 236-240） 

 

總此，蕭阿勤從幾個問題的考察中整理出 1970 年代「中國民族主義的『鄉

土文學』敘事模式」：以我（們）是中國人／中華民族的敘事者角度，追溯「鄉

土文學」自「日據時期」以來，作為抗日運動的一環而發展，光復後重歸為中國

文學的一支，七 O 年代初興起堅定的中國民族主義者的第三代本省籍作家的鄉

土文學，最終則要追求「鄉土」與「民族」的平衡與融匯，自然地成為中國文學

的一部份，提升到世界文學的層次（蕭阿勤，2008: 241）。 

 

（二）1980 年代台灣民族主義的「台灣文學」敘事模式 

 

相較於七 O 年代啟發鄉土作家（中國）民族意識的保釣運動和中美斷交事

件，八 O 年代的政治事件參考點則是 1979 年的美麗島事件及其後的黨外運動。

外部的政治運動催發了《笠》與《台灣文藝》成員的「台灣意識」，他們開始「去

中國化」的「台灣文學」論述：「台灣人」逐漸被建構為歷史上一連串外來殘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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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治的受害者，以及被中國拋棄的「孤兒」，而台灣文學則被描述為反應台灣人

這種經驗與感受、具有入世精神、抵抗意識與本土化目標的一個傳統（蕭阿勤，

2008: 245）。 

 

換句話說，「台灣民族主義的『台灣文學』敘事模式」之建構自 1980 年代開

始，「台灣（或本省）鄉土文學」終於被正名為「台灣（民族）文學」，在論述上

不僅將之「去中國化」，更要將它「民族化」。在這個模式下，以我（們）是台灣

人／台灣民族的敘事者角度，將「台灣文學」的起源溯自數千年前的原住民神話、

傳說、歌謠等，將它詮釋為具有多族群源頭的一個文學傳統，且中心主題在描寫

台灣人被外來統治者壓迫與反抗的歷史經驗，反映台灣人渴望自由解放、追求獨

立自主的政治體制的意願，是不附屬於任何外來統治者文學（尤其是中國文學）

的獨特文學發展。而台灣文學最終的追求，則是促進一個獨立自主的政治體制之

建立，確立擁有主權的台灣文學，成為世界文學的一環（蕭阿勤，2008: 249、254）。 

 

在這個分析當中，蕭阿勤又將台灣文學建構者對 1970 年代的「鄉土文學」

之觀點分成兩派，一派是將七 O 年代鄉土文學之發展視為台灣意識的成熟，持

此看法者有前述《笠》詩社與《台灣文藝》的成員以及陳芳明；另一派則是將這

一段文學發展摒除，視為是中國民族主義者間的活動與結果，此以葉石濤和彭瑞

金為代表。前者蕭稱之為台灣文學敘事下對鄉土文學之「納入」，後者則是對該

時期鄉土文學之「排除」。 

 

值得一提的是，葉石濤在從七 O 到八 O 年代所抱持之態度與認同的轉折，

他從肯定陳映真、黃春明能從整個中國的角度來思考台灣文學的發展是一種進步，

到 1987 年出版《台灣文學史綱》時評論他們的鄉土不是台灣的鄉土，顯示了更

強烈的台灣民族主義之傾向。彭瑞金的《台灣新文學運動 40 年》則批評於七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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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鄉土文學的支持者尉天驄，「並不認同更樸實、真確的本土文學」，他更進一

步認為，那些「實際紮根於土地」的本省籍戰前世代、戰後第一、二代的作家，

只默默地旁觀了鄉土文學論戰，而那些「鄉土文學的擁護派卻剛好是反對本土意

識抬頭的死硬派」（引自蕭阿勤，2008: 252）。 

 

上列蕭阿勤對彭瑞金的引述中，其實透露出一個值得觀察的訊息，即台灣文

學敘事建構者，對於這段 1970 年代「鄉土文學論戰」看法之分歧時，已然隱約

表露出在「文學上」的「鄉土」與「政治上」的「本土意識」，是兩條不見得完

全重疊的路線，以台灣文學為政治（台獨）運動場域的一派，與以回歸現實的鄉

土文學運動之作家與支持者，不同敘事者在政治上的「國族認同」顯然是一個「支

配性論述」，這個論述影響著他們對鄉土或本土文學的主張，也影響了他們對台

灣文學範疇的界定。 

 

參、鄉土文學論戰之後 

 

1989年，從廖咸浩在一篇因未徵得他本人同意而意外24而刊登在自立晚報副

刊上的文章說起，其原應發表之文題為〈「台語文學」的商榷──其理論的盲點

與囿限〉提到，台語文學產生的背景，與五四啟蒙台灣新文學「言文合一」的觀

點有關，他認為五四的主張亦同文學史上大部分的文學改革主張一樣，都帶有「反

形式主義」或「平民化」的色彩。而由於這個言文合一觀點對於白話文的提倡作

用，使得倡議白話文學的台灣文人，面臨使用哪一種「白話文」寫作的抉擇問題，

從最初的主張中國普通話（北京白話文)到 1930年開始陸續有以「台灣話文」寫

作的主張，遂成台灣文學史上第一次的「鄉土文學論戰」。 

 

                                                      
24

 參考廖咸浩（1995）著作《愛與解構－當代台灣文學評論與文化觀察》註釋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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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咸浩認為台語文學運動的第一個盲點，就是建立在文言合一之的理論上，

他引用德希達對「聲音中心論25」之批判來支持他的說法，他否定這種反形式主

義向平民化靠攏，因為文學平民化的目標:反映大眾生活、改造大眾心智，在他

看來是難度極高的，他認為前者不一定要依靠口語化的廣義的「寫實文學」，而

後者閱讀、解碼這些書寫符號，對大眾來說比識字來的更加困難；第二個盲點，

則是台語文學運動的「正統心態」或「霸權心態」。他反詰陳芳明在〈現階段台

灣文學本土化文題〉對台灣文學的定義:「以台灣本土意識為基礎所寫出的作品」，

批評這種一定得以台灣意識出發的「純正」文學路線的心態，他雖能諒解這是對

「一般不明就裡的把普通話文化稱為「中國文化」的反彈」，但他更以為這種風

氣會「窄化了台灣文學的空間，更可能從根本扼殺台灣文學的創造力」；其次，

就是「台語文學」不應全面宣稱等於「台灣文學」，如此「純化主義(purism)」

的努力，「注定了要失敗」，因為此舉不但抹煞過去那些以日文書寫的前輩作家的

傑出作品，還排除了以其他省分方言或普通話為母語的「台灣人」所寫的作品；

最後，則是有關閩南語要產生書寫文的見解，他認為應該要放開心胸，在標準化

的同時，自普通話、其他漢語方言，以及文言文中汲取養分(廖咸浩，1995)。 

 

此文一出，詩人林央敏則是以〈不可扭曲台語文學運動〉一一反駁廖咸浩，

他認為台語文學運動的目的: 

 

是要建立一個台灣本位的文化體，在這個文化體內台語寫作可以完成台灣話的「言文一致」，

提升台灣本土語言的地位，豐富台語的表現能力；同時還要恢復台灣人的民族尊嚴與特殊，

進而擺脫中國反動文化的迫害。(林央敏，1996) 

 

他提到，不管是在三 O或八 O年代，「都不把台語文學放在中華文化的旗幟

下，不僅如此，還進一步要為建立非中國文化體系的台灣文化而努力」，又說「凡

                                                      
25

 聲音中心論(phonocentrism)，認為口說語直接反映人的意識，是最真實的語言，書寫語則是口

說語的再現或模仿，有失真的危險性(引自廖咸浩，1995)。 



80 
 

是堅持台灣文化本位觀的人都已逐漸不把台灣文化(文學)當作中國文化(文學)

體系內的一支來看待了」；可見台語文學運動，有很大一部分強調文學作為「運

動」的一種工具性，乃是為了對抗中國文學、中國意識，甚至是中國「反動文化

的迫害」。 

 

林央敏強調，「在一個政治主權確立，國家意識和民族意識都不分歧的正常

環境裡，大概沒有一個論者會愚昧到用『意識』來界定一國或一地的文學範疇；

然而台灣是個很不正常的文化環境。」他說「長久以來，台灣文學總被粗暴的扭

曲成『中國文學』或『中國現代文學』，近年則被矮化為『在台灣的中國文學』。」

因此，他認為用台灣意識來定義台灣文學，其來有自；關於如此定義的排他性，

林央敏則說，「在文化環境日漸被勇敢的台灣本土論者導正的情況下，台灣本土

論者並不在乎，也不堅持台灣文學的定義」，他說「正牌的台灣文學論者並不排

斥他們成為台灣作家，也不否認他們的作品是台灣文學的一部分26」。林央敏亦辨

清「言文合一」是基於「相對言文嚴重不合一的『文言文』文體以及完全不同於

台灣人口語的中文文體而發的主張，並不等於主張應把口語時的每一個音完全依

序記述下來」。最後，他則是論證，基於「要保留或更新台灣本土文化，捨台灣

本土語言便無法完全做到」，因此肯定有發展台語書寫文的必要(林央敏，1989)。 

 

從兩人一來一往的論辯中，至少反映了幾個台灣文學或台語文學運動的論戰

上的所涉及分歧看法的幾個重要議題，最廣的一個面向就是「台灣文學」如何定

義；在此之下，還有「台灣文學」與「台語文學」之間的關係；但這種種都還是

要回歸到更細部的語詞拆解，如「台語」的指涉範圍為何？「文學」的內涵是什

麼？「台灣」的疆界在哪裡？從這些提問中衍生出來的辯論，如：究竟該稱「台

                                                      
26

 這裡林央敏「正牌」、「正常」與廖咸浩的「正統心態」背後所隱藏的對於國族及其歷史觀，

可以藉由這樣的詞彙顯現。「正統」是基於中國文化歷史的延續，以推翻前朝和繼承正統為念；

而「正常」、第三人稱「他們」則是基於一種被壓迫的台灣人、被統治者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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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或稱「福佬話」、「河洛話」，暗藏族群意識問題；究竟該稱「台語」或「閩

南語」，則暗藏國族想像；「台語」之於「母語」和「方言」，暗藏語言政策問題；

「台語」之於「漢語」兩種語系關係之親疏，暗藏語言源流考察問題；「台語」

的文字化(書寫文)應以純粹以音(羅馬字)來標註或考察漢字之義，則是文字書面

化的疑問。對上列幾個問題的眾說紛紜，也正是因為這是對這些詞彙所指涉的意

涵無法達到最基本的共識。 

 

小結 

 

從第一節對國文課綱修訂過程的介紹，到媒體對國文課綱報導之文本，可以

發現修訂期間對於爭議之處的論述，大抵圍繞在因為國文課堂必修時數的減少，

所引發的國文科選修科目之變動、文言文與白話文（語體文）之比例分配、文言

文篇目數及選材內容、中國（後稱中華）文化基本教材的改變等四者。而這四個

爭議點基本上又可以三條線索關連起來，一個關注選文的語體形式：文言或白話，

一個關注選文的時代：古典或現代，一個關注選文的地域：中國或台灣。這三條

線索的背後，埋藏了社會歷史背景的脈絡，可以各自從三 O 及七 O 年代的兩次

鄉土文學論戰中尋得前因後果。 

 

鄉土文學論戰從來就不是一個「純文學」的論戰。在 1930 年代第一波的論

爭過後，特殊的殖民背景，中國／台灣／日本的三重民族想像便早已寄寓其中，

第二波的鄉土文學論戰，更是將場域限縮在台灣 VS 中國。歸納下來，第一次的

論戰是關於「文白問題」、「文學典範」和「國族認同」的交乘，第二次的論戰則

是關於「文學路線」和「國族認同」的交乘，若以再脈絡化規則的觀點，在這兩

次論爭中，皆可將「國族認同」當作是支配「文學」典範或路線的「規約性論述」，

所不同的是大時代背景下，「文白問題」被壓抑與否的差異。至此為止，可以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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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關於文白之爭和台灣文學，其實早在進入到再脈絡化的場域前，便已有十分豐

富的討論。 

 

然而，在可視之為第三次論戰的國文課綱爭議中，台灣的社會環境變得益加

開放和自由，文白問題在課綱修訂中，又再度被解放，而「文白」與「文學」被

放置的場域，也已從象徵場域和學術場域中，完全的移轉到以教育為主的場域裡。

只不過，在台灣文學和文言文、白話文，進入到國文教育之後，應該以怎樣的方

式或面貌來呈現其教學，是否有相關的教學理論？又代表著象徵台灣 VS 中國國

族認同的社會團體，如何將其國族認同和主張，透過文／白比例和中國／台灣文

學比例加以連結？將是本文第四章所要探討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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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國文課綱之教育論述及場域剖析 

 

第四章以「誰的尺度？」為主軸思考，討論國文課綱的教育論述和場域剖析，

第一節重回「再脈絡化規則」之「教學性論述植基於規約性論述」（ID／RD）之

要義，並試圖瞭解規約性論述的「教學理論」在高中階段國文之發展狀況如何；

第二節釐清官方與教育再脈絡化場域的理論定義與實際範疇，並進一步分析官方

場域的組織及成員；第三節專門討論再脈絡化場域內的論述，包括官方政策的發

言，以及贊成和反對論述者之間的對話，藉由報導文本中對「政教合一的批評」

和對「國文程度低落的憂慮」，分別凸顯兩造在 ID／RD 上的觀點差異。 

 

第一節  再脈絡化規則與教學理論 

 

壹、再探「教什麼」與「如何教」的理論與實際 

 

一、ID／RD 的雙重意涵：再脈絡化和再製場域的連結 

 

關於教學性論述植基於規約性論述（ID／RD）的雙重意涵，在伯恩斯坦理

論中，可以指涉再製場域中的架構定義，以及再脈絡化場域中的再脈絡化規則定

義（詳見第二章）。伯氏在第四卷中指出： 

 

一個文本至少中過兩次轉化。第一次是在再脈絡化場域之內，而第二次是在教學歷程中

已轉變的文本活躍於習得者再製的過程裡。是再脈絡化場域產生了教學理論、研究和實

踐的位置。（Bernstein, 1990: 193） 

 

伯恩斯坦特別強調是再脈絡化場域產生了教學理論、研究和實踐的位置。他

先從教育符碼的理論發展開始，以分類和架構展開對教學實踐的探討；之後，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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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教育論述理論。但在理論的脈絡中，ID／RD 是在符碼模式中先開展的，然

後才被伯氏延伸至教育論述之中，而其所在的脈絡，再製場域以及再脈絡化場域

是可以互相影響的，也可以相互反饋（見圖 2-3）。因此，雖然伯氏只對再脈絡化

規則的教學性論述做「產生專門化技能及彼此關係的論述」的定義，未再予以特

定解釋，但其內涵應該可和「架構」概念之 ID 討論互相借轉，研究者將之歸納

為文本的內涵、文本的次序安排、文本預計被習得的進度、文本作為評鑑的標準

（詳見下表 4-1）。 

 

表 4-1  ID／RD 的雙重意涵 

再脈絡化場域 

Recontextulising rule = 

ID      ／     RD 

再脈絡化規則

具體內涵 

產生專門化技能及彼此關係的論述 

Specialized competences 

教學內涵、構成（教什麼） 

(the ‘what’) 

（對應再製場域四項 ID） 

文本的內涵、文本的次序安排、文本預計被

習得的進度、文本作為評鑑的標準 

創造秩序、關係和認

同的道德論述 

Principles of order, 

relation and identity 

運作方式（如何教） 

 (the ‘how’) 

 教學理論、意識型態 

再製場域 

Framing = 

ID        ／       RD 

架構 

具體內涵 

（the selection of communication） 

溝通的選擇指的是學習內容及材料的選擇 

讓文本傳遞成為可能

的社會基礎 

(the control over social 

base which makes this 

transmission possible) 

對習得者在行為、品格或

態度上的期望。 

 (its sequencing)  

順序性指的是學習材料的先後次序安排 

 (its pacing)  

進度則是在指在既定學習時間內完成前述

順序規則之學習的比率 

 (the criteria) 

評鑑規準則使學習者能了解到何者為合法

的溝通、社會關係或的地位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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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官方教育論述（OPD）與合法教學文本 

 

透過第二章的討論，已知「教育論述」是一組關於再脈絡化之「規則」的定

義，那麼「官方教育論述（official pedagogic discourse, OPD）」順理成章就是一

組「官方規則（official rules）」，換言之，官方教育論述即是兩個不同的專門化（教

學性與規約性）論述之間相互關係的體現。官方為達成所欲的社會關係、秩序和

認同，以規約性的支配論述，去選取、挪用、安排專門化能力的一套教育論述；

OPD 規約：合法教學文本（legitimate pedagogic texts）的生產、分配、再製、相

互關係與變遷（論述），傳遞和習得的社會關係（實踐），以及脈絡的組織（組織）

（Bernstein, 1990: 193），這是伯恩斯坦在第四卷中為官方教育論述所下的定義。 

 

因此，根據上述定義，可以將 OPD 區分出（1）論述上的層次，亦即知識／

文本的再脈絡化歷程，以及（2）實踐上的層次，知識／文本的再製歷程，和（3）

組織上的層次27。在論述層次的再脈絡化場域裡，OPD 可以體現為「高中國文課

綱」，在實踐層次的再製場域裡，OPD 則落實為教學文本，或者更具體的「高中

國文教科書」（Neves & Morais, 2001:228）；至於教學現場的「高中國文教學」實

踐，依上而言，亦算是一種官方教育論述定義之體現。 

 

總的來說，在伯恩斯坦的脈絡裡，「論述」較偏向動態用法，「文本」則是轉

化後任何引起評量的東西（Bernstein, 2000:210），可以說「教學文本」是「教育

論述」一種特有的體現，兩者的關係即，合法的教學文本，乃是通過官方教育論

述而產生；而「教育論述」是一組帶有動態作用的規則，它可以體現於再脈絡化

                                                      
27

 這個「組織」的層次，可能可以解讀為「學校組織」之類型，伯恩斯坦在第三卷曾將學校分

為階層性與分化性（王瑞賢譯，2007: 70）。但因為在第五卷在並未再重提 OPD 定義，故無法釐

清所謂「組織」究竟所指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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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域，如此處的國文課綱即作為一種對教學現場的規範，透過它所生產的教學文

本，作為評鑑的規準。 

 

貳、高中國文的教學理論現況 

 

一、師培教育中「教學理論」傳授之現況與反思 

 

伯恩斯坦所謂的「教學理論」，狹義上是指教學心理學理論（或其它教育學

學科）對於教學實踐、習得者和傳遞者的模式建構、教學脈絡及教育溝通之專門

化能力論述間，如何安排的原則；但廣義上簡單來說，卻是一種關於「如何教

（how）」的廣泛論述，教學的運作形式決定了「教什麼」（what），也就是課程

內容與材料的選擇、順序性、進度安排以及評量標準。 

 

若我們以 Schulman 提出的七類「教師知識28」作為輔助來思考，去解釋關

於國文「教什麼」與「怎麼教」的「教學理論」內涵，可以得到一些初步的對應

（參見下表 4-2），在 Schulman「教師知識」的類型中，與知識／文本的內容選

擇、次序安排、習得進度、評鑑標準有關的，即是第一項「學科內容知識」（有

                                                      
28
一、「學科內容知識」指領域學科之專業知識，及對此知識體系的了解； 

二、「一般教學知識」指教學技巧、原理、策略與技術，包括班級經營、監控學生的學習、評量

學習、直接教學法、合作學習法等等； 

三、「學科教學知識」指教師能在學科內考慮教材、教法及學生特性等因素後，用各種不同的方

式，例如類比、例證、例子、解釋及證明等，將基本的概念和原理與其事實知識結合，並將此種

能被學生理解的知識教給學生，而且教師通常會根據此種知識來設計教學歷程與方式，選擇策略、

教材與資源； 

四、「課程知識」包含課程與教材設計的理解，對於教學內容的選擇與組織所抱持的信念，同時

需考量學生、班級、年級、其它學科、教學情境與教科書的使用，才能兼顧水平與垂直的連結；

五、「關於學習者及其特質的知識」包含學習理論的知識、學生的學科先備知識、學生在學習過

程中身心狀況（學習能力、認知發展、動機、態度、學習風格、認知型態等）的各種知識，以及

學生背景（年齡、種族、社經地位、性別等）的各種知識； 

六、「教育脈絡的知識」對與學習有關的各種情境的了解與認識，包括教室情境、學校規範、家

庭狀況、社區背景、社會需要、教育政策及文化特質； 

七、「教育目標的知識」教師需具備有關教育目的、價值、哲學與歷史背景的知識。（引自許美華，

2004: 85-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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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內容選擇）和第四項「課程知識」（即「課程如何組織」，有關內容次序與進度），

其它如「一般教學知識」和「學科教學知識」，以及對「習得者」、「教學脈絡」

及「教學目標」的知識，其實都可納入「怎麼教」的規約性論述（RD）面向，

因為它們實際影響了國文如何教學的再脈絡化，這些知識背後所代表的不同的教

學模式，其對社會秩序、關係及認同的論述，也不盡相同。 

 

表 4-2  伯恩斯坦「教學理論」與教師知識類型 

教師知識類型 伯恩斯坦「ID/RD」 

一、「學科內容知識」 

ID（選擇、順序、進度、評鑑） 

二、「課程知識」 

三、「一般教學知識」 

RD（教學理論） 

四、「學科教學知識」 

五、「關於學習者及其特質的知識」 

六、「教育脈絡的知識」 

七、「教育目標的知識」 

 

在台灣，國（語）文課幾乎是每個中小學學生在學校課堂裡時數最長、份量

最重的一個學科，然而，在國文師資培育的大學中（國）文系課程裡，準教師們

充實最多的卻是伯氏視之為 ID 的「學科內容知識」（subject matter knowledge）；

相較之下，能針對「整個教學計劃之全面及整體架構的知識，包含課程發展的過

程以及課程間橫向與縱向聯繫」的「課程知識」，則多由「教案設計」帶過。在

一個國文教師的養成教育裡，關於國文應該「如何教學」的 RD，學分卻是少之

又少，比如：「學科教學知識」師培大學的課程裡僅對應各科「教材教法」；「一

般教學知識」、「關於學習者及其特質的知識」、「教育脈絡的知識」和「教育目標

的知識」則是勉強從「修教育學分」中獲得，但對於如何將這些教育學理論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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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應用到實際，在未出師培校門前，卻鮮少有人給過未來的教師任何指導，大

部分還是得靠教師們邁入現場之後的實務智慧以及實際教學經驗。因此，關於國

文該如何教學，從 Schulman 的「教師知識」來看，似乎還有著許多可加強的面

向。 

 

二、國語文教學研究的學術專著之現況 

 

（一）國文教學理論的專著 

 

關於國文如何教學，在學術場域中目前的研究狀況，筆者以台灣師範大學圖

書館為資料庫，以「國文教學」為關鍵字查詢「書名」欄，得到資料 18 筆，但

若查詢「關鍵字」欄並指定為「印刷文字資料」，則獲 2141 筆結果。但檢視其中

資料，有些為簡體字書，有些則為關連不大的學位論文，因此，實際至圖書館走

訪，發現國文教學論著的編排，集中在索書號編碼 375.5 開頭，翻閱後選取了以

下七本相關著作，並將針對專書內容作瀏覽，以 Schulman 教師知識的分類為輔

助，判斷該專書是否大致能符合伯恩斯坦對教學理論之定義，以此初步分析國語

文教學理論的研究狀況。專書名稱及章節安排與Schulman教師知識類型的對照，

加以條列如下表 4-3。 

 

表 4-3  國語文教學專著列表 

書名 章節安排 說明 

怎樣教國文（章銳初，

1968）民 39 年初版。正

中書局 

第一章  國文教學之目標與重心 

第二章  國文精讀教學之實施（上） 

（單詞、語句、文義、作法、讀法） 

第三章  國文精讀教學之實施（下） 

（預習指導、討論講解、應用練習、

督導考察） 

「教育目標

的知識」、 

「學科教學

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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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習作教學之實施（附 演講

辯論練習） 

第五章  國文課外工作之指導（課外

閱讀指導、課外寫作指導、其它、附

習字指導） 

說明：1.第四章之習作係指「寫作（作文）」 

2. 「習字」即書法。 

中學國文教學法研究（王

明通，1989）。五南書局 

第一章 教學概說 

第二章 教材編選 

第三章 教學方法 

第四章 範文教學 

第五章 作文教學 

第六章 書法指導 

第七章 說話指導 

第八章 課外閱讀 

「教育目標

的知識」、 

「一般教學

知識」、 

「學科教學

知識」 

中學國文教學的藝術（李

金城，1991）。復文書局 

第一章 緒論 

第二章 國文教學的基本原理 

第三章 範文教學之藝術 

第四章 作文教學的藝術 

第五章 課外讀寫指導的要領 

第六章 中學書法教學的藝術 

第七章 說話指導的藝術 

第八章 講授文化基本教材應有的

認識 

（附錄四 當中學國文教師，我能力

夠嗎？──國文教師基本能力養成

教育，自我能力檢查表） 

「教育目標

的知識」、 

「一般教學

知識」、 

「學科教學

知識」 

中學國文教學理論研究

（張學波，1998）民 81

年序。明文書局 

第一章 國文教師教學應有之認識 

第二章 韻文教學理論之研究 

第三章 散文教學理論之研究 

第四章 駢文教學理論之研究 

第五章 習作教學理論之研究 

第六章 書法教學理論之研究 

第七章 國文教學過程及教案編制

之研究 

第八章 國文教學評量命題理論之

研究 

「教育目標

的知識」、 

「學科內容

知識」、「學科

教學知識」、 

「課程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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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文教學面面觀（王更

生，2001）。五南書局 

第一章 高國中國文教學方面 

第二章 文化基本教材方面 

第三章 章法教學方面 

第四章 作文教學方面 

第五章 美讀教學方面 

第六章 媒體教學方面 

第七章 雜纂方面 

「教育目標

的知識」、 

「學科內容

知識」、「學科

教學知識」、 

「課程知

識」、「教育脈

絡的知識」 

九年一貫語文教育－－

理論與實務（何三本，

2002）。五南書局 

第一章 語文教育基本理論 

第二章 語文教育基本原則 

第三章 語文教育目標 

第四章 語文課程標準與語文課程 

第五章 語文課堂結構 

第六章 聽說教學 

第七章 識字與寫字教學 

第八章 閱讀教學 

第九章 作文教學 

第十章 語文教學評量 

第十一章 單元教學活動設計 

第十二章 課外閱讀指導 

第十三章 語文課外活動 

第十四章 九年一貫語文教材編選

設計 

第十五章 編輯計畫 

第十六章 編輯理念與原則 

第十七章 課程架構 

第十八章 統整及連貫策略 

第十九章 配套教學資源 

第二十章 九年一貫課程課堂單元

教學活動設計 

「學科內容

知識」、「一般

教學知識」、

「學科教學

知識」、「課程

知識」、「關於

學習者及其

特質的知

識」、「教育脈

絡的知識」和

「教育目標

的知識」 

國語文教學  理論與實

際的多元探索（王基倫、

王榮生、白雲開、孫紹振

等著，2012）。五南書局 

第一編  文字學理（3 篇） 

第二編 課程與教學設計（12 篇） 

第三編 文本解讀（14 篇） 

第四編 閱讀教學（5 篇） 

第五編 華語教學（3 篇） 

第六編 資訊應用（3 篇） 

「學科內容

知識」、「一般

教學知識」、

「學科教學

知識」、「課程

知識」、「關於

學習者及其

特質的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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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教育脈

絡的知識」和

「教育目標

的知識」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二）國文教學理論專著之內容剖析 

 

章銳初《怎樣教國文》是臺灣光復初期所著，針對臺灣國語文程度之提昇而

設計，為章銳初應師院中等教育輔導會之請，為臺灣之有中學國文教學法之濫觴

（李鍌，2011）。也是這幾本著作中，最早一本關於國文教學的專著，份量雖輕

薄短小（僅 146 頁，且版面不大），但乃是以作者個人對國文教學的見解寫就而

成，大抵以既定國文教材（部編版）編纂所涵蓋之教學範圍與順序為主，分次討

論對於範文精讀教學進行之意見，如：怎麼進行單詞分解、文章解讀、作法審辨、

預習指導、討論講解、應用練習等等，此外「習作（作文）」如何命題、說明、

批改，還有「課外閱讀」之指導，也是除範文之外的兩個「教學」重點。此書於

「如何教」方面，特點在於依循教科書之結構，融入作者自身之經驗智慧與觀點，

做實際教學時應如何操作的原則講解，而非以西洋教學理論硬套入國文教學，雖

然是一本小冊子，但卻是在早期台灣專門針對國文如何教學的入門指導書籍。 

 

由於章銳初任教師大，使其關於中學國文教學之著述影響力深入學術場域，

傳承或受其著書方向啟發者，至少有：曾忠華編著之《國文科教材教法》（民國

60 年）、黃錦鋐編撰之《國文教材教法》（民 66 年）和《國文教學法》（民 86 年）、

王更生著《國文教學新論》（民 71 年）等人。另外，高師大系統有關國文教材教

法之研究，早期則有有《中學書法教學論集》、《中學作文教學論集》、《中學生課

外閱讀指引》等，不過這些則是屬於中學國文教學中單一項目之研究（李鍌，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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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明通《中學國文教學法研究》的書寫架構部分是跟隨前書而來，但亦有新

加入或擴充的部分；最大的變革是，它不再只是作者的「經驗談」，而加入了許

多西洋教育學在「課程設計」、「教學理論」、「學習理論」上的方法與原則，但這

些「理論」和「國文教學」兩者卻是各自分開的，它甚少理論在教學上的應用，

而是純粹理論的引介。在其它帶有語文學科色彩的次項目下，如「範文教學」、「作

文教學」、「書法指導」、「說話指導」、「課外閱讀」各範疇下，仍是以原則說明的

方式來介紹教學方法。 

 

李金城《中學國文教學的藝術》在寫法上和上一本是類似的，但兩者在章節

安排上有一些出入，如：關於整體教學法之介紹被冠以「國文教學的基本原理」

提到第二章，「教材編選」則被併入「範文教學之藝術」，這也凸顯教材選擇的問

題只限縮在「範文」裡，國文教學的其它範疇（如作文、書法、說話等），似乎

沒有特別要「統一選材」的問題。在此書的最後，有一篇關於國文教師能力之檢

核表（由高師大前身「省立高雄師範學院」國文系、教育系合作完成），頗能作

為「國文教師專業能力」之考察依據，但同時反映出師培學校有「教者」具備何

種能力的考核標準，但是在平日課堂上學生是否「學」會卻無對應的評鑑規準。 

 

張學波《中學國文教學理論研究》則有大半篇幅以不同形式的文體（第二到

四章「韻、散、駢」文類）說明其「教學理論之研究」，細察其內文，多將焦點

置於對「文體」相關知識的理解，其實閱讀起來比較類似有關各文類的概論和範

例，與教學並無直接關連，這部分對照 Schulman 的知識類型屬於「學科知識」。

第七章介紹國文教案之編制、第八章則介紹教學評量，但著重在如何「命題」之

「測驗」區塊，對於「多元評量」及其運用方式，以及一般教學、學習者特質、

教育脈絡、目標等相關知識的連結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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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更生《國文教學面面觀》同樣是針對「國文課堂」內所含的範疇，如：課

本內的選文、（高中）文化基本教材、作文教學等，去解析其中「教材」之面面

觀，其中不乏對這些教材做揀選性的示例解析，如：在第三章的章法教學說明了

「由園林美學看〈醉翁亭記〉的結構藝術」、「從〈答司馬諫議書〉看王荊公的古

文造詣、「曾鞏〈墨池記〉的章法」，這些專文雖然有益於教師的「學科知識」，

但對於該如何轉化成學生能理解或欣賞的「如何教」，卻無直接的關連或指導功

用，且文海浩瀚，章法各自有其奧妙，舉特例若無特別說明則難舉一反三，在給

教師閱讀之教學「理論」用書，是否需要逐篇說明，應有斟酌空間。不過，由於

該書作者多年參與（民 72 至 84 年間）高中課程開放之前的「高中國文教科書編

輯委員會」，對於教科書編纂工作十分熟悉，因此他也提出一些對高中國文教育

的問題與看法，對照目前高中國文課綱相關之爭議，在當時亦已流露出端倪，包

括「時數不足」與「中國文化基本教材」之存廢、「預設教材基本篇目」以解決

學生「語文能力問題」、「重定國文課程標準（回復一綱一本）」和「文化認同」，

這些舊酒新瓶的爭議在當時已然成形。基於作者經驗，他在此書中也多所提出自

身對國文教育的思考，或多所正面之肯定（如：「國文教學與科學之關係」、「文

言文教學的時代意義」等）。最後，他在此書的末兩章介紹了一些與時俱進之教

學方法，如「媒體教學」，及兩本國文教學專著之引介。 

 

何三本《九年一貫語文教育－－理論與實務》則是在行文間，可理解其融會

了西方對語文學習的一些理論，以及提出他自身的一些觀點，但美中不足的是，

該書內文一氣呵成、引註較少，書末也無附錄參考文獻，故難以辨別著作的理論

來源，以及其獨創的見解部分。不過，作者確實在該書融入整個語文教育和教學

理論、教材教法等介紹，在所有專著裡是架構最完整、細膩的一部，也是打破以

中學國文教學範圍（如：範文教學、作文教學、書法教學等等）來書寫的一部「理

論與實際」的專書，當然這有可能是因為它包含了「九年一貫」，故兼及甚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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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小學語文教育的理論出發。不過，這也側面凸顯出中學在這些以「教學理論」

面向為主之教學論著上的空缺；以作者在此書中第一至三章對語文教育之目標、

基礎知識與基本能力訓練，和語言學習理論之對應，便是揉合了上述七種教師知

識於一爐的寫法，而不是單純引介各種知識但卻未說明其與國文間的關連。這是

一個很大的突破，誠如作者自序：「我們台灣語文教育界，長久以來只有教學技

巧，而無語文教學的基礎理論……如果一個語文教師，缺乏語文教育基礎理論的

認知，那麼他在從事語文教學工作上，是不知道如何去省思的。（何三本，2002）」 

 

最後，《國語文教學  理論與實際的多元探索》一書為舉辦「第三屆台灣、

香港、大陸兩岸三地國語文教學國際學術研討會」之論文集結。該論壇策劃人也

是台師大國文系教授王基倫認為，該書的特色有三：一是在國家教育研究院和國

語文輔導團的支持下，加強中小學課文的理解，深耕文本的解讀，譬如從傳統文

化、語言風格等角度實際解讀、分析文本，發展有創意的教學研究，為語文教學

建立深厚而永久的基礎。二是加強閱讀教學的討論，推廣閱讀教學活動。三是擴

大國語文的教學視野，走向海外，關照自己，投注心力，重視華語熱的現象。不

過，由於不是專論的緣故，按照研討會六個主題所募集而來的論文，並不能十分

完整地組成一個教學理論之系統，而且在「學科內容知識」方面的針對細部文本

解讀仍有一定數量，不過，在專文的探討上除學科知識外，基本都結合了其它六

類的教師知識，跟以往的國文教學研討會只重文本內涵之分析，而無教學面向之

探討，已屬具突破性的新取向。 

 

以 Schulman 的教師知識類型來看，愈到後期關於國文教學理論的專著，其

編寫內容所納入的教師知識，有愈多樣化的趨勢，但是，教師知識類型之多樣並

不代表「國文」和「教學理論」能相互融合的很好，若兩者並無交會，只是借用

後者置入學科的教材教法或學科的教學理論之中，那麼教學理論這個規約性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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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形成國文學科的再脈絡化，便發生不了實質的影響，國文教學的實踐仍會按

照原本的互動模式──也就是目前學術場域內關於國文教學理論之書寫，所反應

出來的「強分類」與「強架構」（以教師為中心的傳遞關係）所形成的「聚集型

符碼」的思維。 

 

（三）小結 

 

在這七本關於「國文教學」的「教學理論」著作中，在書名中冠以教學階段

的共有四本，其它兩本雖無標示何種階段「適用」，但在書中的第一章皆會說明

該書之編輯與內容安排，由此可看出其國文教學鎖定之階段。而筆者在借閱時為

瞭解「高中」階段之國文教學理論，因此經過一番主觀篩選，淘汰掉以「小學」

「語文教育」為主的專書，不過，即便如此，仍可發現在國文教學理論的專著中，

並無專門針對「高中」階段的國文教學著述，除了最後一本《國語文教學  理論

與實際的多元探索》是「論文發表」的總集因而跨越高中、國中、小學的稿件，

和《九年一貫語文教育－－理論與實務》乃是以當時國中小「九年一貫課程暫行

綱要語文學習領域」為對象編寫，其它皆是以「中學」，也就是國中和高中兩個

階段為主，可見國文教學／學習在編寫者的概念裡，「小學」的「語文學習」和

「中學」的「國文教學」是區隔開來的，這有可能還是以學科知識學習的特性來

區分的；相對的，單獨針對高中階段考慮「關於學習者及其特質的知識」作為教

材編選或教學理論的標準，便相對空乏。無論是哪種情況，皆顯示在學術場域關

於教學理論的區塊，還有值得發展的發展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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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再脈絡化場域之探究 

 

壹、官方再脈絡化場域（ORF）與教育再脈絡化場域（PRF） 

 

一、理論定義之釐清 

 

伯恩斯坦（2000）提到：「再脈絡化原則創造了再脈絡化場域，它產生了具

有再脈絡化功能的行動者。再脈絡化功能成為一個特定論述被創造的方法。形式

上，我們是從一個再脈絡化原則移到一個帶有實踐意識型態的行動者之再脈絡化

場域」（33）。他特別強調，藉由再脈絡化場域間的相互競逐，可以創造出教育的

基本自主性，評判一個國家有無教育相對自主性的關鍵，便是檢視其是否存在著

不由國家掌控的教育再脈絡化場域，並且該場域需具備有影響教育論述的影響

力。 

 

參考右列引述，可知再脈絡化場域：「通常包括一個官方再脈絡化場域（an 

official recontextualising field, ORF），由國家所創造和支配，以建構和監督國家教

育論述。這裡總是有（但並非通常如此）一個教育再脈絡化場域（a pedagogic 

recontextualising field, PRF），包括師資培育者、教科書作者、課程指引等、專門

性媒體及其作者」（王瑞賢譯，2005: 179）；除此，學校和學院的教師、教育相關

學系、專門期刊、私人研究機構也可算在 PRF 之內（王瑞賢譯，2005:53）。 

 

相較於上述伯恩斯坦在第五卷《教育、象徵控制與認同》裡對 ORF 和 PRF

臚列的定義，在第四卷《教育論述之結構化》伯氏曾更有系統的歸納兩個再脈絡

化場域的具體內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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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再脈絡化場域（ORF） 

1. 包括國家和地方教育行政當局的專門部門、附屬機構，及其下的研究單位和視導系

統。 

 

教育再脈絡化場域（PRF） 

1. 包括了大學和綜合理工大學的教育學系，教育學院，以及他們的研究和私人基金會。  

2. 教育的專門媒體、期刊、週刊等，以及出版社與其讀者和顧問群。 

3. 它可以擴展到不是以教育論述和實踐場域為主，但能對國家及其各種管理產生影響的

場域。（王瑞賢譯，2006b: 216，Bernstein, 1990: 192） 

 

將第四和第五兩卷裡的定義加以比較，ORF 的概念較無疑義，只需視該部

門、機構、單位或行動者，是否受國家（官方當局）所選擇或控制即可；但是相

對地教育再脈絡化場域，則較為複雜一些，因為伯恩斯坦並非純粹的採取「排除

式」的定義，直接將 PRF 定義為「非官方」的再脈絡化場域，而是用列舉的方

式，最後才間接用補充的說法──「可以擴展到不是以教育論述和實踐場域為主，

但能對國家及其各種管理產生影響的場域」，這個補述基本上就是承認將 PRF 擴

充到官方以外的任何「非官方」場域，即使不是與「教育論述和實踐」相關者亦

可。 

 

相較於第五卷謹守與「教育」相關的範疇，伯恩斯坦似乎有意將 PRF 限縮

在能以「教學理論」進行「再脈絡化」為主的高等學術、再製場域之機構、單位

或行動者上。也就是那些研究教育理論的公私部門29，無論是大學或學院裡的教

育學系、或是私人基金會，是教育學術專門期刊之編寫或讀者群，還是具有教育

專業的學術生產的教授或論述再製的各級教師。不過，如此一來，似乎又產生了

一個自相矛盾的問題，因為伯恩斯坦曾提過：「儘管有些例外，原初論述的生產

者和再脈絡化的影響者，並不是論述再脈絡化的行動者（1990：198）」也就是，

                                                      
29

 這裡又出現一個界定上的難題，假若大學院校研究機構接受官方補助，那麼其研究應歸屬於

ORF 或 PRF，也是一模糊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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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伯恩斯坦的認知裡，再脈絡化是另一個專門化的場域，其成員不會與知識生產

者與知識再製者重疊，這種弔詭的情形，形成 PRF 在定義上的難題。 

 

綜上，從理論層面歸納出「官方再脈絡化場域（ORF）」的概念為：受國家

（官方當局）所選擇或控制的部門、機構、單位或行動者，以建構和監督國家（官

方）教育論述（OPD）。「教育再脈絡化場域（PRF）」，則採取最寬鬆的定義，將

所有能對國文課綱進行教育論述（亦即「再脈絡化」）發生影響力之相關機構、

單位或行動者，無論其位置位於生產場域、再製場域或是再脈絡化場域，亦即只

要是非官方的場域而能對官方論述發生影響者，皆將其視為「教育再脈絡化場

域」。 

 

以上，詳細地討論了伯氏於第四卷和第五卷中提到有關再脈絡化場域的觀點，

這裡，需特別注意的是，本文為避免教育再脈絡化場域的模稜兩可之處，故以下

僅列出 ORF 的組織與行動者，並對 PRF 採負面表列的概念，以方便下文第三節

對 PRF 中的社會團體或個人之文白相關論述進行探討。 

 

二、官方場域及官方論述的範疇的實際範疇 

 

在教育部為教育論述之控管部門的原則下，與建構和監督國文課綱有直接相

關的組織有三，即：（1）「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發展委員會」（以下簡稱課發會）、（2）

「普通高級中學國文科課程綱要專案小組」（以下簡稱國文科專案小組）、（3）「普

通高級中學國文科課程綱要審查小組」（以下簡稱國文科審查小組）。 

 

由於課綱修訂並非由常設機構專門負責，而是採任務編組方式，由教育部門

首長任命。曾任 95 和 99 課綱「公民與社會科」課綱修訂專案小組召集人的張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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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2009）指出，「（專案小組）召集人由部長和教育部幕僚單位選定，而召集人、

學科中心與部長幕僚可以推薦委員候選人，但最後仍由部長決定與任命」（18），

並且在推薦的過程中，「必須遵守教育部行之有年的功能性代表的作業規定30」

以顧及「社會觀感正當性」。亦即在《95 暫綱》、原《98 課綱》（現《99 課綱》）

的修訂過程中，與課綱有關的所有修訂組織之成員，皆由教育部長任命之。 

 

不過，這種由部長而非教育機構專責的任務編組制，極容易受到執政（政黨）

當局的政治意識型態所影響，出現「政黨輪替，課綱也繞一圈」（張茂桂，2009：

17）的結果，一旦執政黨更迭，新教育首長就會設法掌握國家機器，也因為此制

度的設計，使得官方論述常處於搖擺不定的狀態，而且 ORF 和 PRF 間成員的來

去，更使得官方和教育再脈絡化場域的界線模糊不清。 

 

國文課綱經過 2008 年政黨輪替的震盪，使得原本《98 課綱》延宕成為《99

課綱》，國文科和歷史科也因此重修成為「101 課綱」，這也意味著在 2008 年前

修訂的《95 暫綱》和原《98 課綱》國文科綱要，與之後 2009 年重修、2010 年 9

月公布的 101 國文科綱要，有著分屬不同執政黨的意識型態作用，代表背後官方

論述的轉變。也因此，本文為求在分析官方論述時有一致的「官方」指涉對象，

以及考慮到官方再脈絡化場域及其成員的透明度，目前為止 101 課綱專案小組名

單仍未公開31，僅知其組成比例和人數，無從得知「官方是誰」之代表，故本文

在此將以《95 暫綱》和原《98 課綱》的教育論述為「官方」之論述，並以此二

版本的課綱修訂組織和成員為「官方」再脈絡化的場域及行動者。 

                                                      
30

 即指專案小組應含 1.教育專家 2.學科專家 3.心理專家 4.高中教師 5.國中教師 6.九年一貫課

程編定委員。參見教育部（2005）。 
31
依據教育部在 2009 年 10 月 15 日教育部全球資訊網中即時新聞的說法：「自民國 88 年普通高

級中學課程標準、95 年普通高級中學課程暫行綱要、99 年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綱要，其過程對於

修訂小組委員名單及歷次會議紀錄均秉持一貫立場皆未提供，讓各委員於修訂過程能本於專業專

心致力於標準或綱要之研訂。但於課程標準或綱要發布後，各委員名單均會收錄於課程標準或課

程綱要之後，以示尊重。」又因 101 國文課綱之修訂，乃是在原 98 課綱宣布延後一年之後，又

再另聘成員修訂，故，雖已於 99 年 9 月通過，不過，卻仍未有公布之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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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分析官方場域的組織與成員 

 

一、《95 暫綱》、原《98 課綱》國文課綱修訂相關組織 

 

上述已點出與國文課綱修訂有關的組織，主要是以「課發會」、「專案小組」

與「審查小組」為主，下列將教育部於《普通高級中學課程暫行綱要》（教育部，

2005）和《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綱要》（教育部，2009a）所附錄的「修訂經過」中，

針對《95 暫綱》和原《98 課綱》課程綱要修訂的組織執掌及組成人員之說明，

將其要點摘錄如下表： 

 

表 4-4  國文課綱修訂相關組織之職掌與組成人員 

課綱版本 
《95 暫綱》 原《98 課綱》 

組織說明及成員 

課發會 

職掌說明 

1.研訂高級中學課程政策方向。 

2.研訂高級中學課程修訂原則。 

3.審議高級中學課程總綱。 

4.審議高級中學各科課程綱要。 

5.審議其他與課程修訂之有關

重要事項。 

1.研訂高級中學課程政策方向。 

2.研訂高級中學課程修訂原則。 

3.審議高級中學課程總綱。 

4.審議高級中學各科課程綱要。 

5.審議其他與課程修訂之有關

重要事項。 

課發會 

組成人員 

1. 教育行政機關代表 

2. 課程、教育、哲學、心理、

自然科技、語文、人文社會、

藝能領域學者代表 

3. 高中校長、教師、家長團

體、教師團體、學生團體代表 

1.主管教育行政機關代表。 

2.課程、教育、哲學、心理、語

文、數學、社會、自然、藝術、

生活、健康與體育及綜合活動

領域學者代表。 

3.高中校長、教師、家長團體、

教師團體、學生團體、企業界

代表。 

專案小組 

職掌說明 

1.確定各科課程綱要修訂工作

重點。 

2.進行各科課程修訂資料蒐

集、文獻分析及研擬修訂原則

與方向。 

3.辦理各科課程綱要修訂公聽

1.確定各科課程綱要修訂工作

重點。 

2.進行各科課程修訂資料蒐

集、文獻分析及研擬修訂原則

與方向。 

3.辦理各科課程綱要修訂公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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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或意見調查。 

4.召開各科課程綱要小組會議。 

5.撰擬各科課程綱要。 

6.召開各科課程與九年一貫課

程相關領域專案小組聯席會

議。 

7.其他與各科課程綱要修訂有

關重要事項。 

會或意見調查。 

4.召開各科課程綱要小組會議。 

5.撰擬各科課程綱要。 

6.召開各科課程與九年一貫課

程相關領域專案小組聯席會

議。 

7.其他與各科課程綱要修訂有

關重要事項。 

專案小組 

組成人員 

1.教育專家 

2.學科專家 

3.心理專家 

4.高中教師 

5.國中教師 

6.九年一貫課程編定委員 

1.領域學科專家，含九年一貫課

程研修委員。 

2.教育、課程、心理學領域之專

家。 

3.高中校長、主任、教師（任教

該學科）。 

審查小組 

職掌說明 

各科課程綱要草案專業審查事

宜。 

 

按：教育部於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綱要

修訂期間，同步進行後期中等教育共

同核心課程指引之研訂。故《95 暫綱》

稱「普通高級中學暨後期中等教育共

同核心課程各科課程綱要草案審查小

組」，其任務在於確保我國後期中等教

育學生具備共同基本知能，及辦理課

程綱要審查事宜。 

1.審查高中各科課程綱要，提供

諮詢意見以提升課程綱要品

質。 

2.參酌高中各科的跨科統整分

析結果，強化高中課程各科間

的橫向統整。 

3.參酌中小學一貫課程體系參

考指引，強化國中小與高中課

程的縱向連貫。 

4.發揮審議（對課綱草案之釐

正）、諮詢（對課綱草案之補強）

及代言（於課發會發言）三項

功能。 

審查小組 

組成人員 

  由「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發展

委員會」委員擔任各領域召集

人、「後期中等教育共同核心課

程研訂委員會」委員擔任各領

域副召集人。各領域審查委員

包括： 

1.學科專家 

2.教育、課程或心理專家 

3.高中教師 

4.教育行政人員 

由「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發展委

員會」委員或各科學者專家擔

任各科課程綱要審查小組召集

人。各科審查委員包括： 

1.學科專家 

2.高中學科中心代表 

資料來源：文字摘錄自教育部(2005,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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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發會所能涵蓋的決定範圍，幾乎掌控了整個課綱的再脈絡化歷程，包括總

綱和各科課綱的制訂和審查，皆須透過課發會的運作，才能形成制度化；課發會

的主任委員則是教育部長，課發會成員之挑選與任命，仍由教育部決定。專案小

組在各科課綱修訂的過程中，則必須要遵照課發會所決定的整個教育政策的大方

向，以及總綱訂下的大原則，包含配合總體高中課程目標、科目時數分配等規定，

課綱其它部分的細項文字亦需有比照的格式作法。最後，審查和監督之權力仍是

由教育部的課發會所掌握，在專案小組辦完公聽會後所蒐集的各種非官方、教育

再脈絡化場域（PRF）之意見後，能否真正被納入草案，進入到最後審議階段，

修改成功與否的最後控管仍是握於官方（課發會）手中。 

 

從以下「課發會」、「專案小組」與「審查小組」三個組織實際組成的「委員

名單」（表 4-5），可以與上述教育部的「組成人員」相互對照（參見表 4-4），分

析出被任命的委員，是否符合課綱預計的組成分子。由於「課發會」除主管教育

行政機關代表外，至少尚須包含高中七大領域中二十多個必選修科目的學者代表，

另外還有與教學理論相關之教育學科目的學者，以及其它高中校長、教師、家長

團體、教師團體等代表，故在組成分子之代表性上較無疑慮；「審查小組」的人

數較少，除召集人外，各科皆為 2 至 3 人不等，小組召集人依各版課綱說明乃是

「由課發會委員或各科學者專家擔任」，以此檢視《95 暫綱》審查小組召集人邱

燮友為課發會委員，而原《98 課綱》審查小組召集人李敏勇則否，李敏勇具備

的詩人身份與「學者專家」並不符。審查委員部分，《95 暫綱》審查委員陳金玉

則是任台中一中國文教師，《98 課綱》審查委員之一的曾貴海同樣具詩人身份，

但非學科專家，他亦是專案小組成員；陳美桂為北一女中國文科教師，而高中國

文科的學科中心學校為北一女中；田正美為台南家齊女中校長，而她亦為課發會

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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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  國文課綱修訂相關組織之委員名單 

任期 單位 委員名單 

90.05.01~

92.12.31 

（任期 2

年8個月） 

普通高級中學

課程發展委員

會（95 課綱） 

主任委員：黃榮村 

委    員：范巽綠、吳明清（吳鐵雄）、李然堯（洪

清香）、王宮田、吳清基（李錫津）、鄭英耀（曾憲

政）、黃光雄、陳伯璋、李坤崇、林正弘、柯華葳、

城仲模、李國偉、陳昭地、周昌弘、李大偉、邱燮

友、施玉惠、許倬雲、杜正勝、吳文星、王秋原、

沈  六、姚世澤、郭禎祥、陳時宗、吳武雄、張碧

娟 

93.06.01~

94.12.31 

（任期 1

年6個月） 

普通高級中學

課程發展委員

會（95、原 98

課綱） 

主任委員：杜部長正勝  

委      員：范巽綠、周燦德、李坤崇、吳清基、鄭

進丁（鄭英耀）、黃炳煌、陳伯璋、 柯華葳、林正

弘、黃崑巖、張慶瑞、陳昭地、蕭介夫、彭旭明、

李大偉、陳泰然、陳鴻森、施玉惠、黃寬重、王秋

原、江宜樺、管中閔、姚世澤、邱坤良、石守謙、

林山太、林富士、譚光鼎、連世和、何卓飛（王福

林）、吳財順、何福田、顏火龍、李然堯、洪龍秋、

林文虎、鄭 揚、楊基寬  

95.01.01~

96.12.31 

（2 年） 

普通高級中學

課程發展委員

會（原 98 課

綱） 

主任委員：杜正勝 

委    員：范巽綠（呂木琳）、周燦德（吳財順）、

陳明印（莊國榮）、陳益興（蘇德祥）、張國保（陳

明印）、潘文忠、何卓飛（簡明忠）、林樹全、楊

正宏、吳清基、鄭進丁（鄭英耀）、何福田、蔣丙

煌、陳伯璋、潘慧玲、柯華葳、林正弘、黃寬重、

李坤崇、陳宜良、陳萬益、施玉惠、林富士、王秋

原、黃秀端、張慶瑞、曾憲政、周昌弘、鄒治華、

顏綠芬、陳瓊花、林磐聳、周麗端、周倩、王同茂、

黃月桂、晏涵文、倪靜貴、林美麗、楊寶琴、呂興

忠、田正美、林瑞霞、李克難、陳春山、賴孝義、

洪龍秋、林文虎、巫宛蓉 

未特別標 普通高級中學 國文科：陳萬益（召集人）、柯慶明（召集人）、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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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任期

（91.10

遴聘召集

人） 

各科課程綱要

專案小組（含

增、改聘委員） 

（95 課綱） 

舜芬、何寄澎、許俊雅、康來新、曾貴海、黃春明、

黃瑞疆、蔡哲仁、許獻平、邱素雲、劉明新 

 

（共 13 人） 

未特別標

明任期 

（96.04

各科開始

修訂） 

普通高級中學

各科課程綱要

專案小組（含

增、改聘委員） 

（原 98 課綱） 

國文：柯慶明（召集人）、陳萬益、康來新、黃美

娥、曾貴海、呂興昌、李喬（李能棋）、陳鴻森、

王秀槐、陳麗明、李幸茹、蔡哲仁、黃瑞疆、劉明

新、李素貞、周韞維、許俊雅、何寄澎、彭瑞金 

 

（共19人） 

未特別標

明任期 

（92.06

成立） 

普通高級中學

暨後期中等教

育共同核心課

程各科課程綱

要草案審查小

組（95 課綱） 

1.語文領域： 

（1）召集人：邱燮友（國文） 

（2）副召集人：詹義農（國文） 

（3）審查委員：陳金玉（國文） 

未特別標

明任期 

（96.07~

96.11） 

普通高級中學

各科課程綱要

審查小組（含

增、改聘委員） 

（原 98 課綱） 

國文：（1）召集人：李敏勇 

（2）審查委員：曾貴海、陳美桂、田正美 

資料來源：整理自教育部(2005：606-609，2009a：471-475) 

 

二、《95 暫綱》、原《98 課綱》國文課綱專案小組成員分析 

 

教育部（2005：643）指出，「普通高級中學國文科課程暫行綱要」（95 暫綱）

修訂專案小組的組成委員共 11 位，包括 5 位大學教授、5 位國高中老師、1 位詩

人代表民間團體。不過，需注意的是，《95 暫綱》應有經過召集人和少數成員

的改換，因為名單上所列共 13 位。《98 課綱》修訂小組的委員共有 19 位，其

中有 9 位曾經參與 95 暫綱之修訂，「因而對於高中國文課程之發展，其實自 93

年起即已長期思索與討論，尤其召集人及部分委員亦一直參與 95 課綱之推動，

因而充分接收到各種實際教學狀況的反饋資訊」，教育部強調「修訂小組中主要

成員，於新修訂小組組成前後，即已頻繁交換意見」（2009a：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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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教部所列之專案小組組成人員之原則來看，《95 暫綱》以條列方式舉出七

種可列入修訂小組的人士，包括：教育專家、學科專家、心理專家、高中教師、

國中教師、九年一貫課程編定委員，《98 課綱》則較為精簡，將其併作三類（參

見表 4-5）：（1）領域學科專家，含九年一貫課程研修委員。（2）教育、課程、心

理學領域之專家。（3）高中校長、主任、教師（任教該學科）。第（1）類人員可

對應教育機制脈絡的學術場域；第（2）類即可視之為伯恩斯坦所謂「教學理論

專家」，他們的專業應在將學科內容（教學性論述，ID）依教學理論（規約性論

述，RD）進行再脈絡化；第（3）類人員則是來自教學再製場域，此將之歸類為

「教學實務者」。以「領域學科專家」、「教學理論專家」、「教學實務者」三類，

來對照兩版國文課綱的專案小組成員，可以得到表 4-6 的結果。 

 

表 4-6  國文科專案小組暨審查小組委員基本背景分析 

專案/審

查小組 
委員 背景 身份類別 

95 課綱國

文科課程

綱要專案

小組 

陳萬益

（召集

人） 

學歷：國立台灣大學文學博士 

現任：國立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 

所長兼教授 

領域學科專家 

柯慶明

（召集

人） 

學歷：國立台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學士 

現職：臺灣大學臺文所教授（2004~2008

任所長）、中國文學系暨研究所教授 

領域學科專家 

陳舜芬 學歷：美國麻州大學教育政策研究與行

政博士 

國立清華大學師資培育中心兼任教授

（已退休） 

教學理論專家 

何寄澎 學歷：國立台灣大學文學博士 

現任：考試院委員 

國立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長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系主任 

（專長：中國文學史、古典散文、現代散文、

臺灣文學） 

領域學科專家 

許俊雅 學歷：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國文研究所 領域學科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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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博士  

現任：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國文系專任

教授（專長：臺灣文學、國文教材教法、兩

岸文學） 

康來新 學歷：國立台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學士、

美國印第安那大學東亞研究所文學碩

士 

現任：國立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副教授

（專長：小說、小說學、紅學、台灣文學） 

領域學科專家 

曾貴海 學經歷：高雄醫學院畢業，胸腔科醫

師。客語詩人。 

現任：籌組台灣南社、任社長。台灣社

副社長。曾任教育部「本土教育委員會」

委員。 

作家 

黃春明 鄉土文學作家，創作以小說為主，其它

還有散文、詩、兒童文學、戲劇、撕畫、

油畫等創作 

作家 

黃瑞疆 曾任台灣教師聯盟會長，宜蘭高中退休

教師 

教學實務者 

蔡哲仁 成大台文所畢業，現任嘉義東石高中教

師，台灣永續聯盟理事長 

教學實務者 

許獻平 高雄師範學院國文系畢業，中山大學中

文系碩士。現為鹽鄉文史工作室負責

人、臺南縣文史工作室協會理事。創作

文類包括散文、小說及報導文學。曾任

高中教師。 

教學實務者、

作家、文史工

作者 

邱素雲 北一女中國文科教師（已退休） 教學實務者 

劉明新 現任新北市新埔國中國文科教師，台灣

教師聯盟現任會長。 

教學實務者 

98 課綱國

文科課程

綱要專案

小組 

柯慶明

（召集

人） 

同 95 課綱 領域學科專家 

陳萬益 同 95 課綱 領域學科專家 

康來新 同 95 課綱 領域學科專家 

黃美娥 學歷：輔仁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 

現職：臺灣大學臺文所教授 

領域學科專家 

曾貴海 同 95 課綱 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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呂興昌 台大中文研究所碩士，曾任教成大中文

系十五年，從事中國古典詩之教研；

1989 年轉任清大中語系教授。專攻台灣

文學之教研。2002 年任成大台文所主任 

領域學科專家 

李喬 

（李能

棋） 

國家文藝獎第十屆文學類得主，並曾任

總統府國策顧問。文學代表著作為《寒

夜》三部曲。 

作家 

陳鴻森 學歷：國立台灣大學中文系學士 

曾任國立成功大學中文系合聘教授 

現任中研院史語所研究員 

領域學科專家 

王秀槐 學歷：美國哈佛大學教育博士 

現任台灣大學師培中心主任 

教學理論專家 

陳麗明 北一女中國文科教師 教學實務者 

李幸茹 屏東枋寮高中教師 教學實務者 

蔡哲仁 同 95 課綱 教學實務者 

黃瑞疆 同 95 課綱 教學實務者 

劉明新 同 95 課綱 教學實務者 

李素貞 中山女中國文科教師，搶救國文教育聯

盟執行秘書 

教學實務者 

周韞維 時任北一女中校長 教學實務者 

許俊雅 同 95 課綱 領域學科專家 

何寄澎 同 95 課綱 領域學科專家 

彭瑞金 高師大國文系學士 

靜宜大學台文系主任兼教授 

領域學科專家 

95 課綱國

文科課程

綱要審查

小組 

召集人：

邱燮友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專任教授、國文系主

任、國文研究所所長（已退休） 

領域學科專家 

副召集

人：詹義

農 

台中市明德女中國文科教師 教學實務者 

委員：陳

金玉 

台中一中國文科教師（已退休） 教學實務者 

98 課綱國

文科課程

召集人：

李敏勇 

國立中興大學歷史系畢業。寫詩、散

文、文學與文化評論。曾任笠詩刊主

編、台灣文藝社長、台灣筆會會長、鄭

南榕基金會董事長、圓神出版事業機構

社長、台灣和平基金會董事長。 

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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綱要審查

小組 

曾貴海 同時任 98 課綱專案小組委員，資料見

95 課綱專案小組 

作家 

陳美桂 北一女中國文科教師 教學實務者 

田正美 台南家齊女中校長 教學實務者 

註：1. 2011年 5月時查詢之資料。 

2. 黑色字體加粗表示曾任《95 暫綱》與原《98 課綱》之委員。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一）以「領域學科專家」、「教學實務者」為主，「教學理論專家」比例低。 

 

由上表 4-6 可歸納得出一些訊息，關於《95 暫綱》的 13 位專案小組委員中，

有 5 位為「領域學科專家」，有 5 位為「教學實務者」，有 1 位為「教學理論專

家」，另有 2 位是作家身份。《98 課綱》的 19 位專案小組委員中，有 9 位為「領

域學科專家」，有 7 位為「教學實務者」，有 1 位為「教學理論專家」，同樣有

2 位是作家身份。兩版課綱裡，「教學理論專家」身份的學者皆僅佔一席，在專

案小組中比例明顯偏低。 

 

從上述分析得知，在專司規約性論述的「教學理論專家」比例偏低的情況下，

可瞭解到即使於再脈絡化場域的的行動者，依舊是以「學科專家」和「教學實務

者」為主，在教學理論為重要的規約性論述的前提下，負責 RD 再脈絡化的行動

者卻寥寥可數，也因此，可與前第三章的討論呼應：「高中國文教學理論在學術

場上的空乏，使得意識型態有絕大部分的機會在某種程度上填補了高中國文課綱

的『規約性論述』。」同樣地，教學理論的行動者於官方再脈絡化場上的缺乏，

使得執政政黨有大部分的空間可以藉由再脈絡化行動者的挑選，分配自身所欲的

知識給教育主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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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有台文所背景及台灣文學研究專長的學科專家比例偏高 

 

針對「領域學科專家」、「教學理論專家」、「教學實務者」三者的歸類，

大致乃是以其行動者原來所在場域為判斷依據，若要再深究，則尚有許多可切入

討論的面向。以「領域學科」而言，「國文科」的學科專家，就曾被搶救國文聯

盟批評「國文變台文」、「還有南社代表出席，排斥文言文的意識型態明顯」（張

錦弘，2007）。此外，作家進入到國文課綱的教育論述的歷程當中，在既非學科

專家亦非教學專家的身份下，所扮演的專業角色是什麼？他們可以提供給官方論

述的視角為何，也是值得思索的問題。 

 

第三章的討論裡，亦曾點出從 1970 年代到 1980 年代的鄉土文學論戰中，關

於鄉土文學的討論不斷發酵，從「鄉土」到「本土」的論爭中，漸漸使得文學界

形成以「台灣民族主義的『台灣文學』敘事模式」，也使得文壇中原屬鄉土文學

的非台灣民族主義者被排除出去，台灣文學的支持者，遂與台灣國族主義之認同

有更緊密的重疊，這是一個大致的趨勢，兩者關係雖然因人而異，並非絕對的「充

要條件」，但卻是一個重要的參考。在《95 暫綱》中，5 位學科專家全部具有台

文所背景及台灣文學研究專長，學歷中可看出為台文所畢業之教學實務者有 1 位

（蔡哲仁），參與台灣本土社團者有 4 位（曾貴海、黃瑞疆、蔡哲仁、劉明新），

地方文史工作者 1 位，鄉土文學作家黃春明也入列32。教師邱素雲則無法從網路

既有資料的查詢判別是否具台灣文學專長背景。 

 

《98 課綱》的專案小組成員中，具有台文所及台灣文學研究專長的學科專

家，除陳鴻森是中文系教授外，其它皆然，不過一篇聯合報報導標題「柯慶明指

                                                      
32

 黃春明於 2011 年 5 月間至台灣文學館進行演講，題目為「台語文書寫與教育的商榷」，言談

間對台語的看法，引爆一連串與成大台文系蔣為文發生的衝突。由此，亦顯露其國族之認同並不

隨其鄉土作家的身份而偏向台灣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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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鴻森、洪龍秋以『上級指導員』身分 強要修改篇章」，指出他與杜正勝的關

係特殊（孟祥傑，2004b）。李喬亦屬台灣民族主義論述的作家，他也曾為文支

持文言文降到三成（李喬，2007）。其餘有四位新加入之教學實務者，陳麗明、

李幸茹、周韞維亦無法從網路既有資料的查詢判別是否具台灣文學專長背景；李

素貞的身份比較特別，她是與官方論述相對的搶救國文聯盟執行秘書。 

 

綜上，無論是《95 暫綱》或《98 課綱》，有台文所背景及台灣文學研究專

長，以及具有本土意識者，在制訂官方論述的專案小組裡，仍佔絕大多數的比例，

再依台灣文學敘事和國族主義關係的發展取向，亦即可以認定，於官方所支配的

再脈絡化場域中，在國族意識型態上的傾向，以偏向台灣認同為多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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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再脈絡化場域論述的剖析 

 

壹、國文課綱專案小組的政策發言 

 

基本上，國文課綱的官方教育論述在前述第一節處，已介紹過官方強調的修

訂重點，也分析歸納了官方與民間場域對教育論述的爭議點與看法，但官方視角

又是如何看待國文課綱的再脈絡化，對於要如此修訂的緣由，包括雙方為何要針

對提升白話或提升文言比例這個辯駁的焦點問題，仍必須得回到官方教育論述著

力最多的國文科專案小組召集人柯慶明的說法上，從《95 暫綱》到《98 課綱》，

他的三篇文章：〈21 世紀的國文教育〉（參見附錄一）、〈高中國文也應該是

人文教育〉（參見附錄二）和〈98 高中國文課綱修訂要點及其理念〉，試圖將

白話文和文言文在國文教育的目的上，做一更具系統性的連結和論述，這也使得

文白之爭除了工具性的「語文」層面之外，還多了「教育」功能的再脈絡化規則

於其中。 

 

一、白話文系統 VS. 語言教育的論述 

 

（一）提升白話文比例的必要性 

 

94年 4月，國文課綱修訂小組召集人柯慶明，寫下一篇名為〈21世紀

的國文教育〉的文章，該篇首段開宗明義： 

 

21 世紀的國文教育應該注重的是白話語言系統，因為我們大多數人賴以感受、思維、

表達、溝通的語文系統，本來就是白話，而且這個語文系統自六朝、唐宋形成以來早

已醇熟，到了近代努力消化外來的世界主流文明後，更是如虎添翼。......雖然同樣的

使用漢字來書寫與表達，但是所謂白話文（或稱語體文）與所謂文言文，其實不僅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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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流行或應用的時代差異；基本上它們已是兩種不同的語言系統，所以它們才有翻譯

的需要與可能。    因此，我們不能希求讀「文言」就會「白話」；學「白話」就懂

「文言」，雖然由於兩者皆使用相同的「漢字」系統，無疑使我們更為容易在學習兩

者時轉相為注增益假借。這往往也是我們容易忽略二者已非同一語言系統的緣由。於

是我們就得面對 21 世紀我們的國文教育應該注重那一個語言系統的問題。答案當然

是白話的系統。(柯慶明，2005a) 

 

柯慶明先論述白話和文言已然是兩個不同的文言系統，接著肯定以白話

系統作為國文教育的主流。文中使用了「應該」、「本來」等表示主張和說服

的正面肯定句式，和「大多數人」、「如虎添翼」等詞彙運用，意在說服讀者

白話語言系統的優越性，因為它是多數人使用，且已經融會了歷史以外的世

界文明，柯慶明在文本上不斷強調白話是成熟且具有優勢的；將時光倒回《95

暫綱》甫出之時所引起的對提高語體文的一片反對聲浪，如此用語，可看出

官方立場對白話文的贊同和維護，以及身為課綱修訂小組召集人，意在為文

白比重之調整給出理由，和為政策辯護的用心。 

 

在主張國文教育應以白話文為重的說明上，柯先提出二點理由，其一是

前段引文提及的「白話文是近代以來大多數人賴以以感受、思維、表達、溝

通的語文系統」，其二則是「白話文包含了文言文」，或謂在語文系統的演化

上，從文言到白話是與時俱進的一種不可逆的趨勢，因為時代後者能融匯前

者，他甚至主張在研習古代的經典時，也要使用白話文: 

 

首先，我們現在口耳溝通的需求與重要性遠非古昔可比，在一個民主的社會裡，我們

已經無法再承受語、文分離；而且只依古語書寫化而成的古文系統來傳播。尤其所有

近、現、當代的文化發展與事物經驗都已收納入白話的語文系統中：從電報、電話、

無線電、電影、電視、電腦到太空梭、捷運、網際網路──我們已經無法再用文言的

古文系統來表達了。    特別是在白話的系統中引述，融匯、轉鑄文言的文句與詞語，

則早已是納入白話書寫成規司空慣見的表達方式。但是此一現象並未反之亦然。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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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既不在文言的系統中引述白話的文辭，更不會費盡九牛二虎的氣力要將白話譯成

文言。因為以語言表達的潛能而言，尤其面對當代生活的種種經驗，其實是白話寬而

文言窄。人長大了就得穿更為寬大的衣服，勉強穿小腳鞋，只有寸步難行。……所以

我們主張研讀部分文化與文學的經典以吸收古典文化的精華，但研習使用的語文仍當

以白話為主。(柯慶明，2005a) 

 

文中的粗體黑字之理由，說明了白話是比文言更簡易有效的溝通途徑，

因為不必費盡力氣便可以直接理解與溝通，斜體的黑字如「無法承受」和「寸

步難行」是一種極為沉重的形容詞，也鋪敘了「主張」白話之必要。 

 

（二）語文教育的目的──用白話文來達成 

 

柯慶明也提出他對語文作品的分析，他將語文作品分出三個層面的意義

(見表 4-7的整理)，即「文字」、「經驗」與「形式」。「文字」層面上的意義

對應於「感知、思維、表達、溝通能力的培養」，而經驗與形式上的意義則

對應「遂行生活面對人生的知識與智慧」。 

 

任何語文的作品，其實都具有文字、經驗與形式等層面的意義，經由研讀我們同時逐

步認識語文的系統與使用規範；人性情境所引生的情意反映與面對人生與行動的智慧；

以及整理複雜的感受為明顯可辨之整體經驗表達的，賦予形式凸顯意義的塑形思維能

力。    只有同時進入了其經驗與形式等層面意義的探討，我們才是習得去感受、思

維、表達、溝通的能力與遂行生活面對人生的知識與智慧。 ……語文的教育就不僅只

是學習該語言的語音系統、語法結構、多少數量的詞彙與表達的句型而已，必然要涉

及鐫鑄於該語言中種種的概念，保存在該語言書寫中的種種經驗、思想、情意與智慧。

也就是利用語文來認知世界，感覺自身，與溝通彼此之能力的培育與發展，才是語文

教育的最終目的與意義。因此，感知、思維、表達、溝通能力的培養才是學習的真正

重點。為了這個目的，通常的作法是透過語文教本的教學以及口頭表達與書寫練習來

達成。（柯慶明，200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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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認為，語文的教育不是只有教「語文」（純粹「語言學」的範疇），還

有背後的所傳遞的「概念」──即「保存在該語言書寫中的種種經驗、思想、

情意與智慧」，亦即，語文教育的最終目的在於「感覺自身、溝通彼此、認

知世界」，方法則是透過「語文教本的教學、口頭表達以及書寫練習」三種

方式。對照 95和 98兩版課綱的「實施要點」裡之「教學方法及過程」所列

的「範文」、「寫作練習」、「課外閱讀（95）/文學、文化名著閱讀(98)」、「教

師宜於課內外適時指導學生練習適當之語言表達」，則可相互解釋官方之論

述和實踐。 

 

表 4-7  高中國文教育目的之論述(一) 

21世

紀的

國文

教育 

語文

教育

的最

終目

的與

意義 

 

文字層面的意義： 

感知、思維、表達、溝通

能力的培養才是學習的真

正重點。 

使用媒介：白話文 

 因為我們大多數人賴以感受、思

維、表達、溝通的語文系統，本來

就是白話。 

經驗與形式層面的意義：

遂行生活面對人生的知識

與智慧。 

使用媒介：白話文 

 因為文言既不能直接培養對文言的

語感，事實上也未必有機會觸及其

經驗與形式的意義。 

 所以我們主張研讀部分文化與文學

的經典以吸收古典文化的精華，但

研習使用的語文仍當以白話為主。 

 

文末，柯慶明提出對過去國文教育偏重文言的批判，認為文言文的教學

既流於「文字」表面意義的「翻譯」，又不能深入「經驗與形式」的意義；

而白話文教學則因「文字淺易」，也同樣使得教學過程中忽略「經驗」和「形

式」的挖掘: 

 

多年來由於偏重文言，雖然面對的是經典名作，但未免偏重於文字意義的層面，尤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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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大家已經不使用文言作為思維表達的工具了，遂不免陷入了以翻譯為講解的泥淖，

結果既不能直接培養對文言的語感，事實上也未必有機會觸及其經驗與形式的意義，

而將之轉化為我們遂行生活的智慧與能力。同時對於白話自六朝、唐宋以降以至近現

當代的經典與名作，亦因其文字的淺易而往往忽略了對其經驗中的智慧與形式上的創

造力作深入的發掘。    21 世紀的國文教育，自然應該以能在 21 世紀創造豐富的生

活與美好的人生為目標。（柯慶明，2005a） 

 

總之，柯慶明雖對文、白兩種語文的教育在「經驗和形式」上的缺乏有

共同的批評，但仍認為以文言為主必定無法達成「語文教育」在「文字意義」

層面上的探索，因為它並非日常生活溝通的語言，在「經驗和形式」層面上，

也「未必」能轉化成「生活的智慧和能力」。柯雖然認為白話文教育也會忽

略「經驗智慧和形式的創造力」，但卻是最為生活化的語言，因此大抵還是

肯定白話語言系統作為國文教育之「語文教育」媒介和主要對象。在這個分

析之中，柯慶明預留了一個「伏筆」──「經驗與形式」VS.「面對人生的

知識與智慧」，也就是本篇所欠缺的關於文字意義層面以外的探討，他以下

一篇〈高中國文也應該是人文教育〉接續闡述之，來析論高中國文的教育目

的。 

 

二、文言文系統 VS. 人文教育的論述 

 

（一）國文教育目的再擴大 

 

前述，柯慶明將「語文的教育」分析出兩種目的來，一種是語文作為溝

通的文字層面，一種是語文背後所傳遞的經驗與價值，這兩種基本上都被當

作是「語文教育」。但經過了 94年 5月，由搶救國文教育聯盟所引發的再一

波對文言比例降低的激辯，身為小組召集人的柯慶明 6月再度提出了關於高

中國文教育的定位，他重新論述國文教育不只是「工具性」的「語文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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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將國文教育目的擴大到「文化薰習」和「精神開啟」的作用。 

 

他一邊批評高中國文教育被「狹窄化」、「工具化」，造成「小學而大遺」

的態勢，一邊指出這種現象乃是來自兩層面的影響：為銜接九年一貫的「語

文領域」，以及學術場域上新興的語言學及語言教學對傳統國文教育的衝擊: 

 

這樣的「狹窄化」「工具化」國文教育，一方面可能是受到〈暫行綱要〉原即是要銜接

九年一貫課程的。在九年一貫的設計下，原來國小的「國語」與國中的「國文」當然就

被一貫成「語文」領域，原來在小學階段側重「語言」，到進入國中階段開始轉向「人

文」或「文學」，在課程性質上的區隔無形中就被淡化成了沒有明顯區分的「語文」了。      

另一方面則是學術教育思想上的分歧，在「語言學」興起，以及「語言教學」日益專業

化技術化，尤其搭配上可以量化、級化的「語言檢測」技巧，使大家相信「語文」不但

是可以以「科學」的方法來學習、檢定，而且學習的重心，只在一套套語言系統之各層

常用之語彙，以及相關語法規律的習得與應用。（柯慶明，2005b） 

 

所以，柯認為原本「語文領域」裡的「文」所包含的「人文」和「文學」

不見了，只剩下「語」的「形式」而沒有「文」的「內容」；原本語文的形

式和內容應該並重的，但到了國中之後卻被淡化，他提出到了高中，應該再

將「內容」的涵泳與吸收，納入國文教育的目的，成為國文教學的重心： 

 

因而，「語文」或其教育，重要的是能夠聽、說、讀、寫的「形式」能力；至於其話語

之「內容」則是無關宏旨的。這裡正反映了「人文」教育，不但被邊緣化，甚至被驅逐

出傳統上最重要的以「博學宏辭」之「文章」教讀為主，經由「語文」來學習的領域了。……

但「國文」作為生活日用的本國語文，以「語言」而論，一般高中生至少已經生活其中

有十五年以上的經驗，即已「文字」的辨識應用與書寫，也有了九年的教育，因而它的

教學重點應該由單純的語法詞彙等語言的「形式」結構與基本單位的熟悉訓練，走向「話

語」與「文章」的「內容」性涵泳與吸收。（柯慶明，2005b） 

 

身為召集人，柯慶明提出「形式」和「內容」並重的國語文教育(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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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的整理)，除了理論上針對語文教育的目的建立一套論述外，確實有其實

際上的考量，一來，此說可以補足他在第一篇文章裡只強調「文字意義」的

「語文教育」，對國文教育在經驗層面意義上論述之空乏，二來，將白話文

體和文言文體當作是一種語言形式，消解形式重要性的爭論，將焦點拉回習

得者從實質內容上的獲得，也試圖藉此排解文白比例的紛爭，在這個意念上，

高中國文「也應該」是「人文教育」。 

 

表 4-8  高中國文教育目的之論述(二) 

高中

國文

也應

該是

人文

教育 

語文

教育 

「形式」： 

聽、說、讀、寫的能力、 

「語言系統」之學習 

使用媒介：白話文 

 因為銜接九年一貫「語文領域」。 

 「語言學」興起，以及「語言教學」

日益專業化技術化 

人文

教育 

「內容」： 

文化之薰習與精神之開啟 

、人格自覺之思維感發 

、「人類最好的思想與話

語」為重點的「文化」與

「啟蒙」的教育 

 

 

使用媒介：白話文、文言文 

 「文言」作為一種「語言」，早已因

語音簡化，同音字太多，難於立即

辨識而變成不能以「聽」「說」來溝

通，而且除非長期的大量誦讀，泰

半的人其實也不都能「寫」了。 

 仍然要在高中用國文課程一半以上

的時間來教「讀」其作品，並不是

為了學習這套「語言」，而是為了「人

文教育」 

 即使是「語體」範文，我們也要求

選「新文學以降之名家名篇為主」

的緣故。使學生接觸、認識、涵泳

於我們不論新舊文學所呈現的「人

文」傳統，透過對話、參照而促進

其個人精神人格的成長。 

 經典作品形成個人價值之信仰，生

命情調之型塑，與生活智慧之取得

的最主要的參照與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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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文教育的目的──用文言文和白話文的「經典名著」來達成 

 

柯慶明提出無論是文言或白話都有一系列的「經典」語文作品，同樣皆

能達到人文教育的目的： 

 

每一個有「歷史」的語言文化，其實皆有其一系列被視為「經典」的語文作品，以為其

文化精神之凝聚的依憑。這些語文作品的集合就形成該語文化的人文「傳統」，也是其文

化成員所必須共同參與，不斷對話，以形成個人價值之信仰，生命情調之型塑，與生活

智慧之取得的最主要的參照與資源。……「文言」作為一種「語言」，早已因語音簡化，

同音字太多，難於立即辨識而變成不能以「聽」「說」來溝通，而且除非長期的大量誦讀，

泰半的人其實也不都能「寫」了。而我們仍然要在高中用國文課程一半以上的時間來教

「讀」其作品，並不是為了學習這套「語言」，而是為了「人文教育」！同樣這也是為

何即使是「語體」範文，我們也要求選「新文學以降之名家名篇為主」的緣故。使學生

接觸、認識、涵泳於我們不論新舊文學所呈現的「人文」傳統，透過對話、參照而促進

其個人精神人格的成長，正是高中「國文」所無法逃避的責任！（柯慶明，2005b） 

 

文末如此總結，將人文教育提高到了和語文教育並列，甚至是超越語文

教育的地位，再對照前後兩篇文章對文言文的論調，由完全地排除文言文，

到納入文言文具有人文教育性質的論述，同時也為《98課綱》目標：確定高

中國文「同時具有語文教育、文學教育與人文教育等性質」奠下基礎。 

 

三、高中國文科課程目標之論述建構 

 

從肯定白話文系統到肯定白話和文言在國文教育中的雙重作用，柯慶明

的第一篇文章從語文教育的角度出發，意在強調重視白話系統能達成語文教

育的目的；第二篇文章從人文教育的視野切入，補述了文言文在國文教育上

的重要功能──人文教育之涵養。這中間柯慶明雖然曾提到「原來在小學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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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側重『語言』，到進入國中階段開始轉向『人文』或『文學』，在課程性質

上的區隔無形中就被淡化成了沒有明顯區分的『語文』了。（柯慶明，2005b）」

但在《95 暫綱》的論述中，始終未更進一步對「文學教育」的成分加以說明，

而是將焦點置於「人文教育」與文白之爭的關連性處理。 

 

作為官方教育論述之主要文本的《95 暫綱》和《98課綱》下的「課綱

目標」，也反映出了制訂官方論述者（專案小組）觀點的轉變，參見兩版課

綱的目標羅列如下： 

 

普通高級中學必修科目「國文」課程欲達成之目標如下： 

一、提高閱讀、欣賞及寫作語體文之能力，熟練口語表達與應用。 

二、培養閱讀文言文及淺近古籍之興趣，增進涵泳傳統文化之能力。 

三、研讀文化經典教材，培養社會倫理之意識及淑世愛人之精神。 

四、閱讀優質課外讀物，增進文藝欣賞與創作之能力，開拓生活視野、加強人文關懷。 

五、經由語文教育，培養出關心當代生存環境、尊重多元文化的現代國民。（教育部，

2005） 

 

普通高級中學必修科目「國文」，同時具有語文教育、文學教育與人文教育等性質，

欲達成之目標如下： 

一、達成本國語文，聽、說、讀、寫之學科能力指標。 

二、學習經由各類文學作品之欣賞與寫作練習，開拓生活視野，培養優美情操，認識

複雜人性，養成廣大的同情，以及表白自我內心，引發人我共感的能力。 

三、養成廣泛閱讀的習慣，理解文明社會的基本價值，經由文化經典與當代生存環境

的對話，開發文化反思的能力與尊重多元的精神。（教育部，2009a） 

 

從《95 暫綱》到《98 課綱》，後者更明確地點出國文教育的三種屬性：

「語文」、「文學」和「人文」，並且次序分明地和第一、二、三個目標對

照，柯慶明在〈98 高中國文課綱修訂要點及其理念〉提到： 

 

我們接受《總綱》將國文列為「語文」領域學科，確定國文為「語文教育」，應「達

成本國語文，聽、說、讀、寫之學科能力指標。……雖然我們同意「國文」仍然屬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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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文」領域，但是本國語言在學生們經過十五年的生活使用，九年的校內正式學習，

我們以為高中階段的「國文」課程應與九年一貫期間的「國語」，或「英語」、「外

語」的以語彙、語法等語言系統之學習的「語文」的教學應該有所區別，也就是我們

應該更進一步著重閱讀名家「文本」，理解它的精神內容，體會它的表現形態，因而

也就是肯定它們所「同時具有」的「文學教育與人文教育等性質」……。（柯慶明，

2008） 

 

目標一對照「語文教育」，聽說讀寫的核心能力具體的落實方式，對應

《98 課綱》則有（1）範文教材之編選，必須包括：「問題討論」（聽、說）。

（2）評量方式，兼採口試、筆試、觀察、作品評量等方式。（3）明確規定

「寫作練習」時數、篇數、進行方式。（4）並規定優良學習成果之傳閱、

陳列；及舉行寫作、課外閱讀、演說、辯論、文藝創作等之比賽。（5）規

定得於高二或高三開設 2~4 學分之「語文表達及應用」選修課程（柯慶明，

2008）。 

 

目標三對照「人文教育」。目標三肯定「廣泛閱讀」的重要，從「人文

教育」的立場，「閱讀」自然不應限於文學作品，歷史、哲學以至廣義的思

想，自然科學、社會科學、藝術評述等等的著作，都可以是「閱讀」的對象，

在具體選材上，包括（1）「文學、文化名著閱讀」、（2）範文每冊應選一

課「文化經典」教材、（3）選修課中列入「論孟選讀」（柯慶明，2008）。 

 

在該文中，柯慶明在論述上的完整性上，補足了之前「文學教育」的空

缺。他詳細解釋了目標二的每個構成部分：（1）「學習經由各類文學作品

之欣賞與寫作練習」：學習同時包括閱讀欣賞與寫作練習兩方面；而且涉及

的作品或習作應包括各種文學的體類——這是進行的方式。（2）「開拓生

活視野」：強調「文學」的基本內容，是直接以人類的「生活」作為觀照的

對象，因而所提供的並不是分析性的單層面的「知識」。（3）「培養優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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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操」：肯定文學在本質上是藝術的一種，它所提供的原是一種「美感經驗」

的歷程，它的觀照原是一種「美感觀照」。（4）「認識複雜的人性」：文

學所著重的未必都是人類的通性，反而必須表現為眾多不同的人格與個性，

甚至罕見殊異的情性表現，提供一種對人之殊性的廣泛認識。（5）「養成

廣大的同情，以及表白自我內心，引發人我共感的能力」：這不但是一種表

達溝通的能力，事實上也就是「寫作練習」甚至是「口頭表達」練習的宗旨

所在：它既是一種藝術的學習，更是生活上不可或缺的能力。最後，在「文

學教育」的進行上，課綱的設計是以少數名家名篇的「範文」「精讀」與大

量廣泛作品的「略讀」，比如選修科目「文學、文化名著閱讀」的設計，柯

慶明也建議教師在「區域文學選讀」與「小說選讀」的選修課程，則可以同

時兼採「精讀」與「略讀」來進行（柯慶明，2008）。 

 

《95 暫綱》和《98 課綱》的修訂，乃是由同批制訂者所主導，但在兩

次課綱的課程目標論述上，卻有了結構性的改變。95 暫綱基本上延續了 88

課程標準的五大項寫法，是「分別」的去界定「語體文」、「文言文」以及

「文化經典教材」和「閱讀課外讀物」該達成何種目標，它是以課程所包含

的內涵去下筆。反觀 98 課綱則是以學生應達到的能力或特質，去描述國文

教育所欲達成的主體樣貌。這個課程目標論述轉變的過程，是由對「語文教

育」的目的以及所使用的語文媒介之思考開始，漸擴充到「人文教育」，最

後才是對「文學教育」的完成。它是一個隨著教育論述之焦點轉移，逐次被

建構出來的再脈絡化過程，從官方欲打破以文言為尊的教學現況，而論述白

話文對語文教育之重要性與意義，到欲說服大眾對為何保留四成五之文言文

學，用意在於人文的薰陶，最後則是將課綱中的目標，與課綱中和各個文學

相關的部分，雖然並非十分有系統性，但仍是一種教學理論（或說 how to teach）

的嘗試與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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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對政策的說明，發言的時間點大多在兩版課綱公布以後，小組召集

人所寫的文章，也意在和社會大眾對話，只是效果如何，其論點是否為輿論

所接受，以下便從反對和贊同兩陣營如何看待課綱這個官方論述來解析。 

 

貳、反對與贊同官方教育論述的對話 

 

一、政教合一的批評：國族的規約性論述 

 

（一）傳承中華文化與涵養個人心靈 

 

國文科的文白爭議之所以點燃，乃是在 95暫綱通過課發會審查程序後，

一些高中國文教師在民國 93年 11間參加全教會所舉辦的「高中國文課程暫

行綱要研討會」時，因為發現「文言文比重大縮」而提出的質疑: 

 

新高中國文課程暫行綱要出爐，因文言文比重大幅縮減，白話文與本土文學比重提高，

中國文化基本教材也由必修改為選修，引發部分國文教師抗議。……據了解，譚家化

與幾位國文老師將串連全省高中國文教師，要求教育部再舉辦公聽會，並重新修訂課

程綱要內容，否則將連署抗議教育部繼高中歷史課程綱要後，又以高中國文課程作為

「去中國化」的政治工具。……全國教師會理事葉淑芬昨天表示，高中國文課程綱要

公布後，不少教師認為中國文化基本教材改為選修，且語體文比率過高、本土文學比

重大幅提高，教育部似乎以國文、歷史課程綱要同步推動「去中國化」運動。（孟祥傑，

2004a） 

 

在聯合報報導此一消息後，隔日，國文課綱小組召集人柯慶明做出以下

回應:  

 

台大中文系教授柯慶明表示，若將每學期必修一課的「文化經典教材」算進去，文言

文的比率還是比語體文高。柯慶明說，課程綱要建議語體文選文以台灣新文學以降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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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名篇為主，並非只針對台灣地方或原住民文學，包括胡適、梁實秋等民初時期名

家的作品，或像紅樓夢、水滸傳、老殘遊記等古典文學，也都可算是「語體文」，尤其

現代人都用白話文溝通、寫作，「連追女朋友都是講白話文」，增加當代優美的白話文，

絕對不是「去中國化」。柯慶明說，歷史課程綱要發生去中國化爭議時，他還慶幸國文

科「一片和諧」、「萬眾一心」，沒想到突然有教師大聲質疑，「這真是歷史之火，燒到

國文。但我是很熱愛中華文化的。」（孟祥傑，2004b） 

 

在報導文本中，柯慶明認為當時有一派的反對意見，是受到歷史科「去

中國化」的論述所影響，他以為，歷史科的爭議先發，使得國文科的文言文

刪減、語體文增加受到牽連，因而解釋國文課綱的修訂，增加白話文乃是本

於現代人生活、溝通之需要，而非為了政治意圖為之。 

 

94年的 5月 4日，「搶救國文教育聯盟」在許多藝文界人士的連署下，

發表一份行動宣言（全文詳見附錄三），指出「國文教育的興衰，關乎國族

文化慧命之存亡。」將國文教育拉到攸關「國族存亡」的高度： 

  

語文是人際溝通最重要的工具，也是族群文化最具體的表徵與傳承的憑藉。而教育國

之本，國文教育更是國本之本。……在中國歷史上，沒有任何一個強盛的時代不重視

國文教育；在世界上，也沒有任何一個偉大的國家不重視它的國文教育。但是近十餘

年來，我們中、小學生的國語文能力每下愈況，情形之嚴重，早已是各界賢達所深感

憂慮，而不得不大聲疾呼的問題了。因為這不僅是學習能力、競爭能力的問題，更是

國族文化生存命脈的關鍵。（搶救國文教育聯盟，2005） 

 

在這裡，執筆者將「中國歷史」、「國族文化」與「國文教育」並置，很

巧妙地暗示了「國文」之「國」；那麼關於國文之「文」，以及國文教育的使

命，指的又是什麼呢？ 

 

除了各區域族群口傳的語言系統外，更重要的當屬以文字為載具的文本系統了。由於

有了統一的文字載具，五千年來，這幾經歷史淘洗的文化結晶，涵藏著各個區域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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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祖先們所融鑄凝聚的智慧，我們概稱之為中華文化，正是為了消弭區域族群間的歷

史糾葛，開擴子孫萬代的視野與襟懷。而這個文化思想的傳承，不但是我們中、小學

國語文教學的主要內容與使命，同時也正是高中國語文教育與其他外國語文教育最大

差異之所在。（搶救國文教育聯盟，2005） 

 

「國『文』」之文，在裡面提到的有「文字載具」，也有「文化結晶」，

執筆者強調的是「五千年來」的文字和文化，必須傳承給下一代。因此，搶

救國文，指的可以是「中國文字」、也可以是「中華文化」，這裡的「國文」

指的可以是「中文」，更可以是「國族文化」。當背負國族文化存亡的「國文」

成為被搶救的對象，倡議者指出國文教育的問題為： 

 

當前國語文教育所面臨的核心問題有兩個：一是課程時數的緊縮，導致教師們每天疲

於趕課，無力兼顧情境的營造與興趣的啟發，而造成學生缺乏沉潛涵泳的功夫；一是

中文能力檢測的機制沒有建立，分級標準沒有常模依據，以致國語文能力的衰退情況，

缺乏可信的檢測數據，造成教師、家長、學生都感到憂心忡忡，但是教育官僚卻可以

視若無睹，因循苟且。（搶救國文教育聯盟，2005） 

 

對照「國語文教學的主要內容與使命」，聯盟提出的問題與解決之道，

卻與之無甚關聯，所謂「使命」與「核心問題」之間，出現了論述上的斷層，

「國文」一詞在指涉的意義上遭到置換，「主要的使命」由「國族文化」變

成了「國語文能力」，因而，它的問題與解決方案，也對如何傳承「文化思

想」無直接作用。至於該聯盟所提出的三階段行動綱領，除了第一階段「要

求暫停 95課綱、讓 98課綱回歸各級教學專業體系、爭取國文授課時數每週

六小時以上」和課綱實際相關，其餘二、三階段的作法如「全面體檢語文教

育的變遷、進行國語文能力低落的原因研究、建立中文能力分級檢測機制」

等，恰暴露了聯盟成員事實上對「國語文能力」普遍低落的說法，並無實證

研究的支持，因為聯盟還期盼藉由建立科學的研究來強化他們對於國文能力

低落的論述。在此份行動宣言上「國族文化」的論述篇幅遠大於「國文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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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篇幅，但在解決的行動方案上，卻與前者沒有太多的相干，而是將重點擺

在國族「文化」生存命脈的維護。 

 

在搶救國文聯盟發表宣言的記者會上余光中也提到： 

 

全球化、本土化都要把握分寸，不可以犧牲夾在中間的民族文化傳統作為手段。他認

為，台語至今只是一種方言，有音未必能寫出字，有字也未必能普遍使用。台語文學

能否提升為「台文文學」，還有待努力。就算勉強書面化，恐難與十多億華人交流，

粵語在香港就是可以借鑑的例子。（謝蕙蓮，2005） 

 

余光中指出，以英文為母語的人口不到四億人，使用中文者卻多達十三億人，無奈在

全球化競爭壓力下，國人學中文的空間被壓縮，原因固然和社會、家長的價值觀有關，

但另一方面，教育部減少高中國文時數與文言文課程比率，代表不重視國文，更有去

中國化企圖，削減本國史地及削弱國文課都是例證。余光中說，方言若能提升到文學

層次固然很好，但能使用方言溝通的人比較少，即使像愛爾蘭有專屬的語言系統，蕭

伯納、王爾德等愛爾蘭大作家也都以純英文寫作而聞名，魯迅、沈從文等中國作家也

從未以方言寫作。（張錦弘，2005） 

 

他的說法，再次凸顯了「國文」的意涵。「國人學中文」是一個較為間

接的婉轉說法，但去中國化和「削減本國史地」、「削弱國文課」並置，則凸

顯了本國的指稱是指涉中國的史地和中國的文學。「方言提升到文學層次」

的意涵，同樣暗示了方言文學並不「合法」，原屬正統的官方語言（中文）

和官方文學（中國文學）的地位必須加以捍衛。 

 

95年 2至 3月間，杜正勝與余光中的一場關於台灣文學的激辯（見第四

章第二節），使得文學典律之爭背後的支配性國族論述更為明顯。95年 2月，

教育部長杜正勝赴彰化高中台灣文學研究社參觀，引發了各界對於「台灣有

沒有文學」、「什麼是台灣文學」的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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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正勝昨天參觀國立彰化高中台灣文學研究社時說，「台灣不是沒文學」，像余光中等

教授學者呼籲提升學生國文能力，主張增加文言文教材的比率至百分之卅、百分之四十、

甚至百分之五十，將使台灣國文教學脫離五四傳統，倒退到五四以前的標準；他覺得余

光中等人非常好笑，即使在中國，現在也不是那樣編國文教材的。他說，是否大幅增加

文言文教材比率，可視為保守與進步的鬥爭。     杜正勝說，「在他們那一批人眼中

『台灣沒文學』，因為他們不看、不想去看，盲目反對；如果他們閱讀台灣文學，會發

現台灣文學和世界文學的先進性比中國大陸更早」、「有了知識去思考，才是合理的人」，

當然，台灣文學若整理出一套系統，就不會有這些謬論和保守文學思想。（簡慧珍，2006） 

 

當時教育部長杜正勝，很明確地將提升文言文比例與保守文學思想連結，

他引述五四傳統，論證白話文及新文學運動作為進步的象徵，文言文所代表

的則是守舊的、保守的思想和文學，這樣的切割，又和台灣文學相互牽連，

杜對文學教育的主張，是將台灣文學和世界文學結盟，他說「台灣文學和世

界文學的先進性比中國大陸更早」，以中國文學做為比較的對象，暗示了台

灣文學是進步的、而中國文學是保守的。身為掌握監督課綱「專案小組」與

「審查小組」的「課發會」主任委員，杜以正勝為主的「官方」政治立場，

即使是在再脈絡化場域中，台灣文學與中國文學是必須鬥爭的，兩者是對立

的強分類範疇，最終則是反映在它們所分別代表的白話和文言比例上。 

 

面對杜正勝的批評，余光中又是如何回應的呢?  

 

教育部長杜正勝昨天批評余光中等教授學者要求提高高中國文文言文教材比率，會使

國文教學倒退；中山大學教授余光中受訪時回批杜正勝「格局太小」，將台灣文學「狹

義化」。他建議杜正勝走出台灣國門，到外面的華人社會接受檢驗。針對杜正勝所言，

是否大幅增加文言文教材比率，可視為保守與進步的鬥爭。余光中對自己竟被指為「保

守」，只淡淡回了一句：「我在接觸前衛藝術時，他（指杜正勝）還是學生呢。」   杜

正勝質疑在余光中等教授的眼中「台灣沒文學」。余光中表示，杜正勝若只是將台灣

文學定義為「台灣本地人創作的文學」，那實在太狹隘了。他認為廣義的台灣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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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是在台灣這塊土地上創作的，都是台灣文學。   余光中說，從「廣義」的角度來

看，他與白先勇等作家的創作何嘗不是一種台灣文學，「難道是要送到哪個國家去當

『外國文學』嗎？」（徐如宜，2006） 

 

這個關於台灣文學的定義問題，凸顯了文學以國族意識作為疆界的概念，

台灣文學的層次是定位在地方文學或是國家文學，這是 1980年代便有的討

論（參見第三章），這個「台灣文學」與「在台灣的『中國文學』」之爭辯，

也具體反映出論述者的國族想像。 

 

96年 5月，搶救聯盟依例召開記者會，宣示他們推動文言文的決心： 

 

杜忠誥說，文言文蘊含千古錘鍊的人情義理，是高中生最佳修身涵養課程，教育部不但

不鼓勵學生多讀文言文，打開心靈，反而要打結。 他把矛頭對準杜正勝，說民進黨執政

最大失敗，就是任用有意識形態的杜正勝當教育部長，把中華文化醜化成「中華人民共

和國文化」，堪稱「全民公敵」。（張錦弘，2007a） 

 

孫震昨天應邀出席搶救國文聯盟記者會，他致詞表示，翻開中國歷史，政治和文化對戰，

政治從未得勝。秦始皇焚書坑儒，儒士卻愈來愈多；毛澤東推動文化大革命，最後還不

是回歸中華文化。 孫震感嘆表示，早期台灣學生留美，被視為中華文化正統，如今大陸

于丹去年十一月出版的「論語心得」，至今已暢銷 400 萬本，台灣是否該感到羞愧？（張

錦弘，2007a） 

 

這裡，師大教授杜忠誥的說法，亦顯示出除了國族文化外的另一種 RD

的觀點──即有關心靈涵養的道德性論述，我們所希冀學生習得的品格與樣

貌，其中所蘊藏何種的文化與精神內涵，這種對社會性秩序的期待與選擇，

是傳統儒家的溫良恭儉或是其他（儒家以外、西方世界觀與價值）的品德，

是決定教學性論述的關鍵。前台大校長孫震則是提出身為中華文化正統的台

灣，與中華文化飽受文革摧殘後的大陸，將兩者作為一種對比，也透露出某

種國族意識的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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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年 7月，《98課綱》草案公布，搶救聯盟痛批「國文變台文」、「雙重

打壓文言文」之餘，亦把焦點放在課綱委員的台文所背景以及南社的社長（曾

貴海）也被聘任為委員之上。97年 5月，搶盟仍依例開記者會，只不過政治

環境已然改變，政黨輪替後，意味著「官方論述」的轉向，因此他們也訴求

《98課綱》的廢止與重修： 

 

她（搶救聯盟執秘李素貞）表示，在全球一片中文熱的大趨勢中，我們的 98 課綱卻反其

道而行，自願放棄 50 餘年來正統中文的優勢，自願放棄偌大的中文市場，讓國家競爭力

不斷弱化，讓下一代成為狹隘的意識形態的犧牲者。……相對的，中國大陸教育部則是

除國語文課本之外，還要求小學生會背 80、90 首詩詞、國高中生各背 50 首詩詞曲及 20

篇古文，並指定國中閱讀名著 10 本、高中 20 本名著，加強國語文能力。 聯盟表示，堅

決反對「政教合一」不當操作下的產物─98 課綱，更反對高中國文時數減為四節，以及

文言文的比率由 65%減為 45%，也反對將「中國文化基本教材」由必修改為選修。（王

彩鸝，2008） 

 

余光中指出，全球只有四億人以英語為母語，但有十三億人說中文，台灣沒有理由不加

強中文。他希望鄭瑞城以民國初年的教育部長蔡元培為榜樣，不媚俗討好年輕人，應重

視美育，發揚中華文化精髓。（張錦弘，2008a） 

 

上述說法中，強調以台灣為中文（中華文化）之正統，對抗中國大陸對

中文（中華文化）的競爭，其實在台灣早先「復興中華文化」、「發揚中華文

化精髓」的歷史脈絡下，便帶有一種很鮮明的國家文化與認同的想像，因為

有這樣的文化正統，與政治統治上的正當性相互強化，正是一種「政教合一」

的典型作法──也是他們據以反擊杜正勝的說詞，此時，以中華文化傳承來

固守國族命脈，正也是另類的「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而所謂「狹隘的意

識型態」，在文中，指的是即是這種國家地域的政治界線，只不過民進黨執

政的國家想像與聯盟成員明顯不同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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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盟表示，國文教育是文化的根本、生命的樞扭，立國的契機，呼籲馬英九總統新政府、

準教育部長鄭瑞城召開全國教育改革檢討會、教育展望委員會，成立提升全國國語文教

育委員會。召開提升全國國語文教育會議，並重新聘請大公無私客觀公正、高瞻遠矚的

學者、專家、教師擔任召集人、委員，嚴謹妥善訂定 98 總綱、各科課綱。（王彩鸝，2008） 

 

從上述的宣示，應該能頗為清楚地給出答案，「意識型態」狹隘與否，

終究與兩造所欲的「文化立國」手段有關，無論是政治的地理界線或是文化

的精神範疇，教育論述裡存在的「意識型態」遊戲空間，正是在於「用何種

文化」立「誰的國」的尺度裡了。但另一方面在關於以「中華文化」、「文言

文」涵養心性，在個人品格修養的層面上，也是一種強調社會關係的道德性

論述，台灣傳統以儒家價值為主的文化與社會秩序，在國文教育中得到增強，

這後來也是贊同官方論述者，他們極力反對文言文的原因，方式即是將文言

文等同於封建秩序的傳承，這種封建的社會秩序，又有利於黨國體制的政治

統治，這就是一種綜合了社會關係、秩序和認同的規約性論述。 

 

（二）去除「中國」封建思想以建立「台灣」主體性 

 

《95暫綱》中去中國化的政治化論述既出，便激盪出各界對此更趨複雜

的辯論。例如，自由時報刊出的「星期專論」裡，時任政大中文系教授(後

任台文所所長)的陳芳明，直接以〈「去中國化」有什麼不對？」〉標題評論，

以自己這個世代是戒嚴時期歷史教育和文學教育下受害者的觀點，對教科書

教導黨國教育蒙蔽學子的偽知識作強烈的詰問，並寄予綠色執政能改變這種

現象： 

 

台灣知識份子的傾斜與屈從，就是在這樣的中國教育下完成的。然而，更為嚴重的是，

島上學子在接受歪曲的中國圖像之餘，竟必須徹底遺忘真實的台灣歷史圖像。我必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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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正的指出，在那樣的教科書裡，既找不到中國，也找不到台灣……知識的蒙蔽、思

想的封鎖，若可等同於頹廢的中國歷史教育的話，則「去中國化」有什麼不對？不知

道反改革者所要保存的中國究竟是怎樣的中國？（陳芳明，2004） 

 

陳芳明對於課綱所切入的層面，雖然著眼的是歷史科教育，但是他對教

科書內涵的觀點如何影響「知識分子」的控訴，正是一種關於社會秩序、關

係與認同的規約性論述，既有對國家認同的形塑，也有社會秩序的控制，因

此在建立對台灣正確認識的目的下，支配了他對歷史教育該(或不該)「教什

麼」的看法：如歷史教科書在中國現代史上應陳述「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

播」、「中國共產黨的建立與擴張」、「左翼文學」，不應停留在歷史名詞的背

誦等等，都是一種教學性論述鑲嵌於教學性論述的再脈絡化認識。 

 

此外，「國語」和「方言」之間的對抗，也飽含了國族認同的政治性意

圖。在 94年 5月間，自由時報報導〈本土社團疾呼 由教育建構台灣主體性〉

中，便可見到關於文化、政治和認同的論述: 

 

考試委員張正修更指出，殖民文化影響下，講國語與台語被劃分成尊卑，台灣文化被

塑造成二等文化，呈現「講台語沒水準，講國語才有水準」的刻板印象，這是國民黨

刻意塑造，但也代表台灣自己文化深度及自覺性不夠，因此，台灣文化不僅要本土化，

也要與西洋文化結合，就能與中國文化對抗。……蘇振明強調，台灣要自我保護不能

光靠軍艦砲彈，更重要的是要建立起教育文化藝術等各層面的自我認同，這才是真正

的「精神國防」。（黃以敬、許敏溶，2005） 

 

強調台灣的文化與主體性的說法，除了歷史圖像的去中國化之外，語言

也必須「本土化」以建立台灣認同，最好還要能與西方結盟，以抵抗中國文

化。除了口語背負了「國」之使命外，在書面的語體形式區分上，文言文和

白話文也被挪用作為論述的工具。前北社副社長金恒煒以五四白話文運動的

事件討論課綱中的文白之爭，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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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適之一九一六年發動文學革命，到今天整整九十年了，這一場文言與白話的戰爭，

在五四運動時勝負已分，白話文徹底打敗了文言文。一九二一年國民黨政府襲用胡適

的「國語」給予白話文法定地位，「國語」遂而定於一尊。到了中共政權建立，「國語」

為「普通話」所取代，文言文依然沒有取得主流地位。  文言與白話之爭，理應進

入歷史。然而不，外文系出身的作家余光中最近又把文言文抬出來，背後當然有很強

烈的大中國意識。余光中用文言文來對抗所謂「去中國化」的政治用心，因為太明顯

而不可掩蓋；目前有本土社團出面吐槽，就知道余之揚文抑白，是政治化結果（金恒

煒，2006a）。 

 

金恒煒顯然認為文言文的「復出」，即是大中國意識的復活，對反對文

言文陣營來說，「文言文」即等同於「中國文學」，而中國文學毋寧代表中國

意識，則是毋庸置疑的。他也以為，余之揚文抑白是政治化結果，對照前述

聯盟「去中國化」和「政教合一」的說法，顯見兩造都對對方將教育政治化

的企圖和作法，表示批判與不滿。 

 

詩人李敏勇也從文化和政治面的關係上去強調，在〈開闊台灣化、進步

本土性〉的評論中，他標舉了本土和全球的課題，但卻是在超越中國文化中

形塑出來的: 

 

台灣文化可以包含中國文化，但不只侷限在中國文化。而中國文化放在國際視野去涵

蓋，台灣又何封閉狹隘之有？若墨守文言文，而中國共產黨在中國取代中國國民黨、

中華人民共和國又取代中華民國，更了然進步更替的必然。當然，台灣論的視野要在

本土的立足點更開闊的放眼世界。日治時期台灣的知識份子覺醒運動早在文化協會的

文明開化進取努力中留下形跡。當下：傳統和創新、本土和全球；現代國民意識和文

化志向都應該是台灣的課題與挑戰。民主化和台灣的國家主權是一體兩面，都要有超

越中國化的進步、開闊視野，才能形塑出來。（李敏勇，2006） 

 

李敏勇以「開闊、進步」之台灣文化、語言為主體直接連結世界，和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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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久、博大」的中國文化、語言代表著各自迥異的規約性論述。一個是「中

國化」，另一個依其論述定位，並非「去中國化」，而是「本土化」、「超越『中

國化』」、「全球化」。 

 

在《98課綱》的公聽會上，文白的比例又再度成為攻防的焦點，由於

98綱要多承襲 95而來，內容與文字並無太大改變，因此引發了正反雙方支

持者的不滿，一方面是搶救國文聯盟對於多年來的「搶救」並未得到回應，

而頻批課綱小組成員為教育部護航人選；另一方面，則是本土社團一派對課

綱小組的攻擊: 

 

首先，是會議的主持人惡意的霸佔發言時間。這個會議只有兩小時，但是，主持人的「開

場白」就長達四十分鐘，嚴重地剝奪了與會人士的發言機會……其次，主持人的發言內

容完全違背了其應有的客觀、公正的角色。在其長達四十分鐘的談話過程中，主持人花

了大量的時間在闡述他的理念─「中國文學」中「經典文學」的重要性─其獨尊「中國

文學」的預設立場昭然若揭。……第三，由於已有預設立場之嫌了，所以這個計畫的推

動，絲毫不見其有開展國文教育視野的抱負與企圖心。縱觀整個課程綱要，還是在「中

國文學」的醬缸中打轉：只有「一元」沒有「多元」，只見「中國」不見「台灣」，更遑

論「世界」。唉，請饒了我們的學生吧，請放開你們那雙伸自醬缸、蒼老且佈滿皺紋的雙

手，讓學生們在文學的國度中，自由自由的翱翔與呼吸吧！(顏利真，2007) 

 

綜計以上三年國文課程，學生必讀、需考二十三本書。根據概算：中國文學與台灣文學

比例九十九比一；古典文學與現代文學比例九十九比一。請問綠營政治人士、請問綠營

的支持群眾：這樣的國文教育，如何產生台灣認同？這樣下去，台灣文學、台灣文化的

未來在那裡？    有人會說：高中課程標準即將成為過去式。高二、高三使用課程標準，

高一已使用「九五課程暫行綱要」，而且「九八課程正式綱要」正在制訂，前景不像以前

黯淡。但是我訪問幾所高中高一學生，情況並未有明顯的改善，例如白話文雖已有增加，

有的白話文老師叫學生「自己看」，完全不教。有的白話文一課一節課「上完」，文言文

一課則要花三節以上的時間。這叫做「進步」？「九五暫綱」努力半天，文言文參考選

文中國三十六篇、台灣四篇，這叫「進步」？「九八正綱」變成中國三十二篇、台灣八

篇，這也叫「進步」？（鄭正煜，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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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反文言文陣營的論述裡，有批評課綱小組「獨尊中國文學」的預設立

場，理由即在為「經典」文學「辯護」；多半時候，在文白論爭中，「經典文

學」即等同於「中國文學」，而「中國文學」又等同於「文言文學」，這三位

一體的組合，隨著兩陣營裡各自的需要加以挪用，即使他們明知道三者並非

全然劃上等號，例如自由時報曾報導〈高中國文古典文學應降至三成〉，便

是將「台灣現代文學比重應增」的說法對舉，「古典不能只有中國，也要有

『全台詩』，現代文學亦是，若讀紅樓夢，也應讀『賴和全集』或『鄭清文

全集』，也要預留母語教學空間（王貝林，2007）」。在這個主張裡，大家都

明瞭台灣也有古典詩詞，中國也有現代文學，但是當談到究竟什麼樣的國文

課綱才是具有「國文教育視野」的論題上，國文就變成了台灣文學／中國文

學（不）應獨佔的場域，對於怎麼樣才是有前瞻性或是進步的國文教育的看

法，就本土團體來說，要能產生台灣認同是必要條件；而要促成這樣的條件，

中國文學必須要「降至三成」，餘者以台灣文學和世界文學來取代之，具體

而言，台灣、世界、中國須鼎足而立，對台灣意識強烈的個人或團體，台灣

的文化和文學是以中國文化和文學作為對抗的對象，而國族認同作為規約性

論述（RD）始終掌控了國文教育該教什麼（中國／台灣 VS文學／文化）的

內容（’what’）。 

 

RD也絕非僅止於中國、台灣文化或認同的競爭，一如前述道德性秩序還

包含了社會「秩序」與「關係」，曹長青的一篇評論〈從林語堂說起／我們

的孩子慘遭文言文三層面摧殘〉，綜括了「秩序、關係及認同」： 

 

文言文起碼在三個方面摧殘人。首先是語言本身。精通中英文的林語堂曾說， 「照心理

上的難度而言，學習古文與學習外文已相差無幾。」古文應由專門家翻譯，像柏楊把近

三百卷《資治通鑑》譯成白話，就是很好的嘗試；而不是讓孩子們把成長期的寶貴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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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費在死記硬背那些被魯迅稱為「死文字」的文言上。……文言文摧殘人的第二個方面，

是它承載太多的中國群體主義文化的毒素。……文言文摧殘人的第三個方面，是其表現

的對集權的崇拜。整部中國歷史，都是集權統治的歷史，幾千年的文言文鮮見對這種歷

史的痛斥，自我推崇和欣賞是其主要內涵。（曹長青，2007） 

 

在〈拒絕封建文化污染台灣教育〉也有類似的觀點，丁鳳珍（2008）提

到關於文言文的迷思，認為台灣所稱的中國經典文化教材，以論語、孟子等

儒家學說為主，但「事實上，整個中國古典文學由於誕生於帝制獨裁的封建

時代，其中固然有少許可取，但是，更多是充斥封建、落伍的思想，有很多

與現代民主社會衝突的地方。」上述兩者的說法，都是將「文言文」和其產

生的時代背景結合起來，認為它承載了太多不合時宜的陳腐思想，因此，文

言本身的艱澀特性，和文化思想上的封建特性，與儒家嚴謹的倫理關係和對

封建社會秩序的維護連結起來，以之對比當今民主社會的秩序與現況，使得

降低文言文比例的論述充滿了正當性。 

 

最後以自由時報的一篇社論〈搶救國文？其實是搶救中國〉，和李敏勇

接受自由時報專訪的報導，來說明反文言論述者，是如何看待國文教育與黨

國體制統治的關連；國文中的國族意識與認同，又是如何建立威權時代下的

社會秩序： 

 

大家都知道，語文教育的目的，是讓學生適應現在與未來生活的需要，而不是跟古人用

古代的語言談古代的事。令人遺憾的是，我國的國文教育一直陷在文言文的泥淖裡，讓

學生學得搖頭晃腦卻一無用處。我國的國文教育淪落至此，主要是過去蔣介石提倡中華

文化復興運動，以中華文化的正統政權與中國共產黨爭中國代表權。  十餘年來，本土

政權致力於教育改革，那些中國封建文化的氣焰，才從國文教科書中稍有收斂。雖然如

此，類如余光中等搶救國文聯盟者流，卻一意孤行逆時代潮流而行，把國文教育的正常

化污名為去中國化、思想台獨。……  現在，標榜終極統一的政權又捲土重來了，搶救

國文聯盟者流見機不可失，又在大力鼓吹提高文言文的比例。他們的目的其實不是著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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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提高學生的語文能力，而是宣揚中華文化對台灣文化的優越性，以佐證特定集團是高

人一等的國民；而且，那些封建主義濃厚的文言文，在學生成長階段深入其心，也可以

灌輸他們疏於主動思考的習性，終其一生在統治者面前唯唯諾諾。（社論：搶救國文其

實是搶救中國，2008） 

 

李敏勇：語言和文字都是人生的工具，一旦人生課題和社會條件都改變了，你自然會選

擇能用與好用的新工具，不會再去使用那些舊工具。鼓吹學習文言文其實是去學習一種

絕對的過去式，時間條件指涉的是已被歷史淘汰的過去；空間條件則是指涉中國，暗含

的是中國優位，意圖改變台灣主體性的性格，以及緬懷封建體制的心態，對台灣的政治

和文化都不好。問題不在文言文的比重，而在意圖偷渡的中國本位主義。（藍祖蔚，2008） 

 

總而言之，無論文言文是作為一種「工具論」，背後有國族認同的意識

形態作為 RD，去影響了國文教育在教學性論述上究竟要教什麼（文言還是白

話為主）的內涵選擇；還是文言文作為承載思想、文化的媒介，本身就是一

個 RD，即舊思想、中國文化的代表（曹長青，2007；丁鳳珍，2008），是建

立台灣主體性教育所要拒斥的。兩者皆是從意識型態和認同出發，因此文言

文「要不要教？」、「比重多少？」，這些關乎「教學性論述」的提問，也就

成為各團體於再脈絡化歷程進行時的兵家必爭之地。 

 

 （三）文學不為政治服務──談文學創作本無國族意識 

 

當搶救聯盟指責教育部是將國文教育「去中國化」，遂行政教合一的政

策，將一己之意識型態帶入國文課綱之中時，具本土意識的行動者及社團則

是忙著澄清中國經典還在、文言也還有規定的四成五，加上現場的實際教學

定超過五成，駁斥只有「去台灣化」，何來「去中國化」（向陽，2004；盧世

祥，2005）？此關於去中還是去台化的政治紛擾，使得在《98課綱》公布之

初，國文科專案小組召集人即發表〈98 高中國文課綱修訂要點及其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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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說明修訂的變動處與理由之外，更重要的是柯慶明特別針對「文白的性

質與比例的考量」做出了說明。 

 

柯慶明同樣先以中國文字特殊的表義系統造成文（書面語）、言（口語）

分離，來解釋為何有「文言文」和「語體文」的論爭（可參見第三章），當

然文中也提到白話文的歷史與發展，並述明文言文「世界語」的地位： 

 

（文言）本質上則是一種可以依其既有之語法規律去創作或示意的「書面語言」。這

就是長期且普遍通行於東亞地區(有人稱為「漢字文化圈」)的「文言」；功能近於作

為西歐中世紀文明所繫之「世界語」：拉丁語，只是這是一種紙上的「世界語」。以

此「文言」寫成的文章就是「文言文」。（柯慶明，2008） 

 

雖然「白話」系統的書寫亦有千年以上的歷史，亦創造了許多生動活潑的歌詩、詞曲、

話本、小說，但仍然只屬於社會政教的邊緣產物或活動，直到新文化與新文學運動，

也就是「文學革命」之後，尤其為了翻譯西學及普及教育的需要，它的寫作才成為社

會應用的主流。（柯慶明，2008） 

 

比起以往不同的是，在這篇 2008年發表的文章中，柯慶明不再重申白

話文作為達成語文教育目的之理念，而是將重點擺在文言文的人文教育，論

述透過學習文言文詞彙的古今累積的意涵變化，來體驗人文精妙： 

 

由於「語言」(包括文字書寫)，基本上是一種歷史積累的產物，它的豐富性正來自

來長期廣泛的使用中，尤其透過經典與名篇創作之際，不斷的在使用中，不只對各

個語詞重作組合，並且用以描述特殊的情境與心態，因而提供了心緒、情境、脈絡

以及因此而衍生的各種聯想、引伸的涵意。……同樣的許多的「詞語」由於經典與

名篇的使用，例如「大丈夫」，由於前引《孟子》的詮釋，當我們使用時，其意涵

就不能只是往「醒掌天下權；醉臥美人膝」的方向聯想。因而當 Matthew Arnold 強

調人文教育是學習歷來最好的思想與最好的表達時，其實它亦何嘗不在學習正確而

精妙的使用該種「語文」？該種「語文」的智慧？……自然啟示的深淺則來自領會

的深淺與運用的廣狹及觸類旁通的靈活，這自然是需要學習，尤其在精讀裏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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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即使只談學習語彙亦不只是單純的「字」、「詞」的辨認而已，其背後更有

豐富的人性意涵與觀照辨析的智慧蘊藏。（柯慶明，2008） 

 

透過對「經典名篇」的精讀，不僅可以精確地掌握、使用該種語言，更

可以深入瞭解作者為何要如此運用的智慧，柯以孟子對「大丈夫」一詞的用

法，去說明這個詞彙背後對男兒有骨有節的期許，認為這就是精讀古典文言

名篇的功用，不僅可達成語文教育，同時還兼顧人文教育。除此，他更連結

兩種語言（文、白）的關係： 

 

因而「文言」與「語體」的關係並非背道而馳，而是源頭與匯流，也就是「抽刀斷

水水更流」的承襲相因、迴環互注的關係。因而學習文言的「漢文」系統與其經典

名作，其實亦是學習「現代漢語」之內容義蘊與深入運用的一部分。因此除非我們

放棄學習「漢語」，我們就無法完全屏棄廣大的「漢文」系統及其經典名作；只是

「現代漢語」的淵源，並不完全來自「漢文」系統。（柯慶明，2008） 

 

這個連結文言文與白話文關係的論述至為重要，因為「文、白之爭」的

根源，就在反對文言一派者，對文言已死、無法作為當代表達工具的論點。

但，柯慶明又舉民初一些翻譯大家為例，來說明文言和語體是相互注解的關

係，現代漢語（白話）會自然而然地去借用古代漢語（文言）的「詞素33」

去轉譯這些西洋（或東洋）著作。他依舊肯定白話文的實用性與優越性，無

疑可擔任引介外國思想的重任，但也同時表明「熟習『文言』的構造規律，

以及其語彙的用法與涵意，無疑是可以加強我們容易驅遣『漢字』之舊義，

以鑄當代之新『詞』的自由與能力。（柯慶明，2008）」此說贊同了白話和文

言的同源，也肯認了在漢語的學習上，古今皆不可偏廢的態度。不過，卻也

隱約與他在〈21世紀的國文教育〉中，白話系統為重的觀點有所矛盾了。 

                                                      
33

 「詞素」指構成詞的成分最小，且在意義上不能再分析的單位。如「日」、「月」、「葡萄」、「蟋

蟀」等只包含一個詞素；「電視」、「汽車」、「環保」等則各包含兩個詞素。（引自教育部重修國語

辭典） 



138 
 

 

至於，為何會發生這樣的觀點移轉，也許是和國文課綱備受討論的部分，

多半和國族有關的緣故吧！輿論對話的基準，乃是以「文言」為標竿──贊

成 VS反對提高文言文（而非白話文）比例，也因此身為官方論述的詮釋和

發言者，柯慶明以文言文世界語的地位，試圖說明古代的漢語，並不僅限於

中國使用，整個東亞的漢字文化圈，都有共同的文字，這並不意味他們有同

樣的國家認同；更甚之，在中國的不同朝代和同一疆域裡，不同朝代即是不

同國家，同一疆域裡和同一朝代中也可能諸國並存： 

 

由於以「漢字」所構成的「文言」，在近代以前長期在東亞地區，具有通行溝通的

「世界語」之功能，因而表現在「漢文」典籍著作的政治意識與國家認同上，亦是

極其雜多而分歧。由於以「漢字」所構成的「文言」，在近代以前長期在東亞地區，

具有通行溝通的「世界語」之功能，因而表現在「漢文」典籍著作的政治意識與國

家認同上，亦是極其雜多而分歧。……雖然使用相同的「漢文」系統來傳達其思想，

我們不可忽略的是，若從政治上而言：孔子是魯國人；老子是楚國人；墨子是宋國

人；莊子是梁國或宋國人；孟子是魯國或齊國人；韓非則是三家分晉後的韓國人：

他們從來沒有自認全屬「同一個國家」過！……事實上是，除了由晚清而進入民國

的少數人之外，我們所熟知的「文言文」作者，他們沒有人知道，也不會認為自己

「就」是「中國」人！（柯慶明，2008） 

 

柯慶明甚至以其它國家的文學創作情況，來隱喻主張台灣民族主義之台

灣文學敘事模式34的激進派，和以台語創作的主張者，應該要接納漢文作為

國文教育學習的內涵： 

 

使用這套「漢文」系統和依照「詩詞」的規律寫作，並不保證他們在政治上是歸屬

「一國」；正如全世界的國家中使用「英語」的，並非就是「英國」人或在政治上

認同「英國」；使用「德」語的並非就是「德國」人或在政治上認同「德國」；使

用「西班牙」語的並非就是「西班牙」人或在政治上認同「西班牙」……。目前世

                                                      
34

 參見前第三章第三節，蕭阿勤（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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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公認最好的「西班牙語」作家與詩人，未必就在伊比利半島。泰戈爾用英文寫作，

但表現的還是印度的精神，並且促使西方甚至其他世界的人士，重新省視印度文明

的光輝與精神的高遠偉大。 ……一個有自信的人，只會以「見賢思齊焉；見不賢

而內自省也」的態度去看待別人的優秀表現；而不是去逃避和廣大的文明世界接觸，

來維持「唯我獨尊」的幻覺。只要主體意識堅定，判斷力清明，即使在學習的對象

上亦不妨「內舉不避親；外舉不避仇」。（柯慶明，2008） 

 

今日的台灣，文學發展在過去幾十年來的蛻變之下，早已融合了各式各

樣的類型，而發展出多元的台灣文學面貌，無論是以歷史發展時期還是以地

域性來考察，是以語文屬性抑或創作者的國籍或籍貫劃分，總歸，「以台灣

人（意識）」、「用台灣話」、「寫台灣事」，在柯慶明看法裡，不必然一定要「同

時成立」，在多元開放的社會裡，其實「或」的包容，比「且」的限制，當

來的更為重要。 

 

這也許是，身為召集人的柯慶明，極力想為文言文和政治上認同脫勾之

用心： 

 

這些以「漢文」系統所書寫的「文言文」和古典「詩詞」要成為我們學生學習的教

材，當然不是因為它們代表了某種「國家認同」，(作者們所真正「認同」的「國家」

早都煙消雲散了……，而是它們反映了某種具普世意義的「文化價值」、呈現了某

種深刻的「人性經驗」觀照與透過優美的文字達到某種卓越的「文學表現」。同樣

的，正如我們在課綱上規定：語體選文，在「臺灣新文學以降之名家、名篇為主」

外，可以「兼及其他近現代華文作家與優秀翻譯作品」，「翻譯作品」自然其原作

者大抵不會是本國作者，當然我們不是為了要學生「認同外國」而選取這些「翻譯

作品」，而是為了這些作品的文化、文學的價值，豐富多元的人性觀照與生命智慧。

（柯慶明，2008） 

 

誠如前述討論所言，國文教育中的文學不一定要承載國家認同，縱使文

學具有文化國族的屬性，我們可以從中去體會和感受，但並不是非得限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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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除了「國家」的使命之外，學生也還有「個人」的成長；也許我們該

好好思考，高中範文的作品，除了「文言」和「白話」文學，「台灣」和「中

國」文學之外，有無其它更有創意的，可作為「比例」的選文標準；抑或，

選文比例本身，應該如何存在才最有助於對中學生達成國文教育之目的。 

 

二、國文程度低落的憂慮與處方 

 

（一）文言文與提高語文能力 

 

95暫綱甫出時，報紙刊載了學術場域內反對課綱調降文言文比重的論述，

引述台大中文系教授何寄澎（課綱委員之一）以及師大國文系主任王開府的

說法如下: 

 

何寄澎說，沒有研究可以證實多讀白話文有助提升學生語文能力，或者是念多了文言

文會降低學生的語文能力。他不認為降低文言文比率學生的語言會較好。 （林怡婷、

孫蓉華，2004） 

 

王開府說，現在學生的中文能力不好，可能是過去不考作文，學生習慣使用電腦等因

素造成，但並無研究證實是因為閱讀文言文而影響學生的語文能力，反而現代的許多

詞彙、成語都是出自於文言文。(林怡婷、李名揚，2004) 

 

兩位教授都提到，並無研究可證實語文能力的好壞與閱讀語文的媒介是

白話或文言之間的關聯性，但他們卻也還是堅持應維持課程標準以來的授課

時數和文白比例的主張。在此說法中，甚至可以發現最初挪用「語文能力」

論述的，這些維持文言比例論調者，並未把學什麼文體和學生能力直接的關

聯起來，相反地，他們還試圖將文言文和語文能力脫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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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年 11月間，聯合報刊載台師大國文系所發起的連署聲明中，說明了

反對提高白話文比例立場、對高中國文教育定位、對國文教育目的的認知，

及為何文言文不可被取代的理由: 

 

聲明中提到，高中是進入大學追求高深學問的奠基階段，高中及大學的好壞，攸關國

家未來競爭力。國中以前，教育內容以充實國民基本生活知能、陶鑄基本人格德行，

國語文內容以白話文為主，九年的時間應該足以達成這種「立足台灣」的基本要求；

高中以上，教育目的應該是給學生更恢宏的人文陶冶、更深厚的文化素養、更精練的

語文表達，國文內容當以精鍊雋永、涵深納博的文言文為主，才能達成「放眼世界」

的理想。 王開府說，包括提倡白話文的胡適、研究上古史頗有成績的教育部長杜正勝，

文言文的根基都深厚可觀。 他認為，教文言文也不要求學生要會寫文言文，只是要有

閱讀跟欣賞的能力，即使大學之後學生念的是理工科系，也可以欣賞詩詞歌賦。文學

是人類共有的財產，要很珍惜，本土有好的文章也要收進來，但不是取代的關係。 (林

怡婷，2004) 

 

文中提到了國中以前要「立足台灣」，高中以後則要「放眼世界」，而放

眼世界的橋樑，乃是建築在「精鍊雋永、涵深納博的文言文」之上，而非是

更淺顯易溝通的白話文；再者，強調「本土」有好文章應收納，但非取代「文

言文」。在這樣的宣稱之中，「文學」和「人類」都是抽象的總稱，但在脈絡

上，可以看出「文學」其實指的是「文言的文學」，而它並非「本土好的文

章」可以取而代之的，「文言文」是「人類共有的財產」，此宣稱中，「文學」

的指涉既排除了「白話文」，又排除了「本土的文章」。而連署書所提出的國

文教育目的，亦認為在高中只有文言文才能達成學生「更恢宏的人文陶冶、

更深厚的文化素養、更精練的語文表達」，如此，一氣呵成的完成了以文言

文為教學內涵來達成高中國文教育目的之論述。但這裡面尚未提及因為降低

文言文比例會導致語文能力下降的關連，彼時，重點乃是置於文化的陶冶，

即能閱讀與欣賞古典文學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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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份連署書在 12月遞交給教務部之時，王開府還進行如上頁引文的表

示（參見林怡婷、李名揚，2004），但在他們與當時部長杜正勝會談過後，

這樣的看法似乎出現了轉折，王開府則提到，「少數人組成的課發會就決定

全國高中生的語文發展，而且是讓學生語文能力下降，1000多名教師的聲音

不被採納，等於是在搞『寡頭政治』，令人痛心」(林新輝、孟祥傑，2004)。

這個認定由部長主導的課綱修訂方向會「讓學生語文能力下降」的發言，隱

約埋下了往後國文程度低落相關論述的種子。 

 

之後，94年 5月搶救國文教育聯盟行動宣言（2005），則亦提出「近十

餘年來，我們中、小學生的國語文能力每下愈況，情形之嚴重，早已是各界

賢達所深感憂慮，而不得不大聲疾呼的問題了。」他們解釋造成此情形的原

因： 

 

當前國語文教育所面臨的核心問題有兩個：一是課程時數的緊縮，導致教師們每天疲於

趕課，無力兼顧情境的營造與興趣的啟發，而造成學生缺乏沉潛涵泳的功夫；一是中文

能力檢測的機制沒有建立，分級標準沒有常模依據，以致國語文能力的衰退情況，缺乏

可信的檢測數據，造成教師、家長、學生都感到憂心忡忡，但是教育官僚卻可以視若無

睹，因循苟且。（搶盟宣言，2005） 

 

他們對於國文教育的論述，有一個自我矛盾處，一方面「中、小學生國

語文能力每下愈況的狀況」，被當成是一個已知確定的事實，另一方面，「國

語文能力的衰退情況」，卻又「缺乏可信的檢驗數據」，因此，究竟語文能力

下降是不是一個普遍的情況？學生語文能力變遷的程度又如何變化？沒有

人確切知曉。大概也緣於此點，他們對語文教育的問題，僅提出是因「國語

文授課時數的緊縮」，使得「學生缺乏沉潛涵泳的功夫」，而不是直接說因為

文言文比例的降低，使得學生語文程度下降。然而，這種強調文言文作為提

高語文能力的論調，正是從詩人余光中的說法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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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大學講座教授余光中首先指出，我們的生活離不開文言文，就像「一言難盡」，白

話文即「不是一句話說得清楚」，若所有成語全都不用，就會字多又麻煩，到時就「真

的不是一句話說得清楚」。  名散文作家、陽明大學教授張曉風表示，文學應該分成三

塊，包括文言文、半白半文（三國演義）、白話文，做比較合理調整，不應該偏重白話

文，更不能廢除以文言文為主的的國學教育，因為國學教育就像是大樹，不能為了種

一些比較好看的花，就想砍掉這棵大樹。（黃以敬、許敏溶，2005） 

 

余光中說，五四以來，文言文並未被廢掉，「一言難盡」、「天長地久」等常用成語

都出自文言文。曾有記者問余光中，為何到了廿一世紀，還這樣喜歡蘇東坡？他答說，

舉凡「廬山真面目」、「河東獅吼」等詞都語出蘇東坡作品，文言文非但沒死，反而

讓他用白話文寫作時更簡潔、有力。（張錦弘，2005） 

 

余光中認為文言文的痕跡存在於日常生活中，特別是在「成語」的運用

上，使用成語可以讓寫作更為雅潔。張曉風則也提出她對國文教育該教什麼

的看法，她以為將國文範文的篇章語體形式分成：文言、半白半文、白話三

種（只有漢字為主且具一定歷史累積的文學才有此分類方式），相對地這些

篇章的內容預設以「國學」為主（即中國的文言文學），在這樣的論述裡，

國文教育的內涵僅以「國學」為重，語文「能力」則是被限縮在對成語的掌

握上，而學生作為語文教育的主體，應當從中培養何種能力（如：觀察力、

想像力、思維能力等）的願景，則付之闕如。 

 

這個關於文言文提升語文能力的見解，在 95年 2月間，杜正勝在致贈

病故的玄奘大學中文系教授沈謙的輓聯時，誤用上款「沈公謙」為「沈府謙」，

及「音容宛在」為「典型『苑』在」之事件時，再度引起社會大眾的關注，

余光中以身為作家的親身經驗論證其觀點： 

 

余光中表示，民初提倡白話文的學者，文言文的底子都很好，「文言文吃進去，可以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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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很好的白話文，就像桑葉變成蠶絲」。余光中說自己念的是外文系，卻勤讀文言文，

因而寫出漂亮的現代詩。余光中並嘲諷做為典範的教育部長如果多念些文言文，也不

致弔唁沈謙的輓聯會鬧出笑話。（陳宛茜，2006） 

 

他的論述也引起了支持文言文論者的跟隨： 

 

會發生這麼嚴重的錯誤，就是因為文言文教育被輕忽的結果。部長以為文言文在現今

社會不實用，恰恰相反，現今社會用到文言文的時候，通常是非常重要、正式的時機。

攤開應用文課本，柬帖、法律規章目前還是以淺近文言文書寫，公文、會議文書也不

乏文言文的語彙和文句，契約、單據、書狀……等正式文書也大多使用了文言文的語

彙，假如一知半解，誤用套語，輕則貽笑大方，重則惹上官司，豈可不慎？    現今

學生多不喜應用文，實際應用時多拿制式範本直接填空，不求甚解，可是應用文與生

活息息相關，差之毫釐，謬以千里，產生的後果十分嚴重。連部長都犯下如此荒唐的

過失，一般人常書寫租屋、購屋、和解等契約，甚至學生階段就可能面對信用卡、現

金卡、打工契約等，在法律文書上所吃的虧，就可想見了。（潘柏年，2006） 

 

該投書表示現今社會裡的重要文書皆是以文言寫成，又將此次事件的誤

用和「文言文教育被輕忽」連結起來，因此加強文言文教育的重要性不言而

喻；同時，以此點出以文言文體行文的應用文是非常實用又生活化的，來反

駁「文言文不實用、不生活化」的觀點。 

 

而反對文言文論者，當這個語文應用「生活化」的特質，被對方陣營「襲

用」時，則奮起力駁之，認為「日常生活所需文字表達如寫信、工作報告」

是白話文應當要起的作用，文言文「過時」、「艱澀」的特性，根本無法肩負

起日常溝通所需，以此將文言文從生活的、實用的概念中排除: 

 

至於降低文言文比率，亦無干「去中國化」。語體（白話文）是生活的、現實的、實

用的，文言文是古人的、過時的、艱澀的，或者如學者胡適所說，是死字死話。高中

國文課程文言文比重多達三分之二，強迫學生學習記誦死字死話，往往導致學生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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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門，文言文旋即奉還老師，日常生活所需文字表達如寫信、工作報告卻辭不達意。

白話或語體文優於文言文，胡適八十年前在〈建設的文學革命論〉已經說得很清楚。

高中國文語體文比重提高至五、六成，實在是應有卻遲來的調整。況且，不論語體或

文言，其為中文一也，何干「去中國化」？    相較於「去中國化」指控之無稽，六

十年來外來政權在寶島執行去台灣化政策，卻是無所不用其極，粗魯、醜陋甚至罪惡

手段盡出。（盧世祥，2005） 

 

也有投書認為以幾句常見成語，並不足以證明文言之「生活化」，更不

能拿來作為是否成為合法教學文本的判准準，因為有許多生活上的領域都比

文言文更加生活化： 

 

余光中說，我們的生活離不開文言文，就像「一言難盡」……。這真是令人噴飯的說

法，那當今人類的生活更離不開科技了，也離不開法律、制度、政府、微積分……，

那豈不是每種課程一週都要來個十堂才夠呀？又「一言難盡」這也被拿出來當例子，

這些成語、名言，即使在白話文中也是到處可見，其實跟文言文所佔比率多少毫無干

係。（曾韋禎，2005b） 

 

同樣持反對論點的還有金恒煒，他反駁既是「淺白」，就是屬於白話文

的特色，所謂「口語的」文言即是白話，文言與白話也沒有關連；他並質疑

這種「學習語言必須學習其語源」的關係是否可以擴而大之： 

 

南方朔說：「不好好讀文言文，連歌仔戲都看不懂」。然而，歌仔戲是酬神的野台戲，

下里巴人需要「文言文」訓練才聽得懂？林安梧說：「台語保留很多文言文，如『你知

影否』，語出『爾知也否』。」殊不知台語的「你知影無」就是白話，不需要考語出何

典才知道自己說什麼。由文言文而來的白話文，就是白話文。比如美文中充斥法文、

拉丁文、西班牙文、義大利文，這些外文，一旦為美國人所用，就是美語，難道美國

人因此非讀拉丁文、法文才可以讀好美語？（金恒煒，2006b） 

 

種種對文言實用與否的矛盾說法裡，正印證了兩造因其支配性論述所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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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秩序與認同，各自挪用了不同的「應用」概念作為論述的重心──那些具

既定格式和用語的「應用文書」，和那些生活領域中的文書表達的「應用文

體」，皆屬於「應用文」的範疇。文章的表達形式本身是文言或口語，以及

文學在時間軸上是屬於古典的或現代的，其實並無礙於「實用」的意義或功

能，「實用」與否須得看人們怎麼去詮釋。 

 

至此，贊成文言文提升語文能力者，由上述的討論，可以獲得幾項暫時

的結論：（1）文言文可否提升語文能力並無具體的研究或證據；（2）文言文

的特性，可以有正反兩種論述，它既可以是「生活化、實用」的，也可以是

「過時、艱澀」的，斷定的界線，在於現代使用的白話文究竟含不涵括文言

文──文言文支持者認為文言文源遠流長，白話文出自文言文（除此，還有

柯慶明所認為迴環互注的關係，詳見上述）；反對者，認為文言與白話是一

刀兩斷的關係，彼此互不含涉。（3）學生的「語文能力」在贊同文言論者的

角度，指的是一種「實際應用」的能力，具體的對應成語運用、文書應用，

廣義的則是寫作的作文能力。 

 

（二）文言文與降低語文能力 

 

對於反對提升文言文比例者來說，他們則希望能舉例說明「多讀文言文

無益（甚至是有害）於提升語文能力」以及「白話文才是唯一能提升語文能

力的途徑」，例如：余光中對勤讀文言可以有益白話寫作的說法，就引起金

恒煒的反駁： 

 

讀文言文或可以是寫好白話文的充分條件，卻不是必要條件，更不是充要條件。白話

文也好、白話詩也好，恐怕歐化、西化的影響遠大過文言文，余光中盛讚的魯迅早就

踐履「歐化的國語文學」，按魯迅之見識，可說讀好外文才能寫好白話文。可見余光中

「邏輯」不通。何況，中學生「文從字順」即可，誰說一定要當作家？文言文已自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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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曰「古代漢語」，真要有心鑽研文言文，孜孜矻矻、皓首不能窮，才知道胡適之言

不我欺了。  余光中又說，五四運動提倡白話文的改革者如魯迅、胡適全都古文基

底深厚，所以才能寫出優美的白話文。要問的是古文底子深厚的魯迅、胡適為什麼反

對文言最力？不正是因為飽讀文言才知道文言之不可學？（金恒煒，2006a） 

 

在學子多讀文言無益語文能力的論述下，同時還又夾帶了多讀文言文之

「正當性」或「正統」問題： 

 

在一九七八年的台灣鄉土文學論戰中，余光中大喊狼來了，把寫實精神當作狼嗥，誣

指為共產主義者的工農兵文學，強力捍衛殖民統治集團的國文教育，……堅持為國民

黨殖民統治的國文教育作輓歌式的狡辯，反對教育民主化及台灣化，阻擾現代國民語

文教育的改革進程。  我曾經在二○○一年統計六種民間編撰的國文教材，發現文言文

佔總篇數的百分之六十五到七十五，台灣素材佔百分之八以下，如果再加上中國文化

教材，文言文佔百分之九十左右。因此文言文教育經過五十年鋪天蓋地形成的天羅地

網系統，才是造成今日語文書寫應用能力低落的原因。……如果根據余光中的邏輯，

我們將看到歐洲學子苦讀拉丁文和莎士比亞原著，日本學子埋首於源氏物語到大正文

學，印度學子誦唸梵文和婆羅門教的兩大史詩，造成全堂鴉雀無聲，只有教師一人在

講堂上獨白。這種教育方式，就是現代民主教育最反對的「反對話學」式的教育。……

十三億中國人的語文教材，只有百分之二十到三十的文言文，這是不是對中國文化未

來最反動的政策和傷害？是不是違反光大中國文學的正統價值？（曾貴海，2006） 

 

上述，曾貴海直指文言文才是造成語文能力低落的元凶──有過去文言

文為主教育所種下的因，才有今日語文能力低落的果。他更以中國為比較基

準，站在台灣意識濃厚的本土派立場，連「正統」中國都已將文言比例降至

二三成，台灣何須搶奪中國文學的正統位置？相反地，再對照搶救聯盟李素

貞的說法：「98課綱卻反其道而行，自願放棄 50餘年來正統中文的優勢，自

願放棄偌大的中文市場，讓國家競爭力不斷弱化，讓下一代成為狹隘的意識

形態的犧牲者。」可謂是一種強烈的對比，這種對「中國文學」、「經典文學」

的正統心態攻防，決定了他們挪用關於中國國文教育的哪部分現況作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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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方論述的證據，一方看到的是「僅佔二至三成的文言文」，另一方則是「課

堂以外的名著閱讀和詩詞、古文的背誦」。 

 

同樣是解釋文言文和語文能力低落的因果，一篇〈不折手斷？學子國語

文奇慘〉的報導裡，論者卻有截然不同的說法： 

 

洪秀柱說，她從台北縣數個小五班級收集到學生作文，其中，有些造句只能用「慘不

忍睹」形容，……，學生國語文能力偏低，洪秀柱歸咎是「授課時數太低」。……杜

正勝說，學生國語文能力低落成因複雜，不只是文言文比例降低單一因素，應該加強

學生閱讀習慣，余光中表示認同。但他也說，媒體、網路興起，改變學生閱讀習慣和

文字使用情況，這是全世界都面臨的問題，只是執政者「去中國化」的政策，更促使

國語文傳承面臨窘境，格外堪憂。（謝文華，2006） 

 

正反兩派意見中，一方認為是授課時數太多，另一方卻說是因為授課時

數太少，才導致語文能力低落。聯盟認為的「『去中國化』而降低文言文比

率，這是『內外夾攻』，文言文是源頭，忽略後要再補救將會事倍功半。（陳

智華，2006）」則是採取了與曾貴海完全相反的解讀方式。以上，除了對「國

語文奇慘」之箇中緣由的推測，上至教育部長、文壇前輩、國文教授，下至

現場教師、社會大眾，皆同意其中不乏學校以外的社會環境因素，大家對國

語文能力為何低落，似乎沒有什麼太大的共識。 

 

除了政治的正統論之外，教育上是否有少讀文言文的充分理由呢？有論

者認為在過往與今日教育環境迥異的情況下，在減少的時數中要融入遽增的

學習內容，文言文是可以取捨的選擇： 

 

事實上，中文能力低落很大的因素來自網路時代電腦打字、傳媒訊息、用字文化的影

響。例如當下青少年喜歡在網路上使用的注音文（ㄏㄏ、ㄎㄎ…）、中文奇怪代用字（降

子、黑特、西斯…）、符碼（@@、XD、orz…），這些當然不是課堂上國文老師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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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青少年照樣會使用，這是文化面問題。  又如目前傳播媒體的撰稿者、字幕排版

者，多半是所謂的五、六年級生，他們所受的國文教育的時數、文白比重，當然都高

於現在的學生，但是這些人誤用、亂用、錯字的情況也是屢見不鮮……何況，中學的

教育不只有國文重要，其他關於道德、法治、環境生態、生命關懷等也很重要，但是

學生上課時間就是這麼多，勢必要有所取捨。相較之下，國文科是最容易自我學習的

科目，連聯盟成員李家同教授自稱六歲就會背白居易的長恨歌了。因此，如果縮減掉

的國文授課時數，是用來增加法治、環境生態之類的生活教育，相信其價值不會比教

授文言文低吧！（曾韋禎，2005a） 

 

不過，國文科的教育是否就等於古文或詩詞曲的背誦，能背誦幾篇詩詞

是否就等於能欣賞其中的意涵與境界，答案顯然是否定的。正如反對理由中，

值得借鑑的「反對話式」教育的提醒，假若學校的教學僅以古文記誦為主，

那麼將授課時數讓給其它科目、不如在家「自我學習」的推論也就得以成立

了。而學習文言文對於學生究竟有何幫助？有論者將問題拉回到對國文教育

目的的思考： 

 

詩人余光中和教育部長杜正勝的爭議，源自他們對我們下一代教育主張的不同。杜部

長期望把他們從大中國思想枷鎖解脫，教育他們成為有台灣主體意識的新台灣人，而

余光中意識到大中華民族主義正在鬆懈之中，希望加緊牢拴枷鎖。  表面上詩人沒錯，

文言文和古詩詞的訓練，對學生白話文寫作能力的提升和少寫白字會有幫助，但是否

比學生多讀本土和近代文學如余先生的詩更有效率，則沒人敢斷言。而且如果學文言

文為的只是減少誰都無法避免的一兩個白字，而不是如何欣賞古人作品的意境和哲理，

那學文言文的價值更難辯解。……如果學生有時間和精力什麼都學，那大家便無爭議，

問題是現在學生需要學的，比余先生成長的年代多太多……我們只能做適當取捨。大

部分學生並不以中文寫作做為人生規劃，學中文目的在於一般性溝通，他們學文言文

的時間應可適度減少。……現代教育比知識傳授更重要的是學生創造力和原創性的訓

練，怎樣達成這目標，才是現在台灣教育界所該專注的問題。（鄭天佐，2006） 

 

至此，關於文言文究竟是提升或降低學生語文能力的辯論，都還只限於

「論述」階段。亦即，文言文進入習得者的心智後，是否真能如作家所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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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變成很好的白話文，又或者，如柯慶明所云，文白已是兩個不同的語言系

統，不能希冀「學文言就會白話，學白話就會文言」，恐怕還有賴腦科學研

究的領域，和更多實證上的研究，才能證明其因果關聯了。倒是以高中階段

學生為主的國文課堂，其教育目的乃是作為「一般性溝通」的語文教育，抑

或精神人格和人生智慧的索取，這都是關切文言文／白話文是提升／降低語

文能力者，除了語文之外該迫切思考的課題。 

 

（三）白話文與提高語文能力──語文學習應更貼近生活 

 

《95暫綱》甫出時任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台文所副教授，也是詩人的向陽，

亦拋出〈高中國文教育應以文學欣賞與語文教育為鵠的〉，提到「『去中國化』

儼然已是成為我們這個現身統獨之爭的國度最方便的論爭工具」，並提出一

些語文教育的觀點為新課綱辯護: 

 

高一偏重白話文，到高三白話文言並重，比較舊綱要「輕白話重文言」的配置，適當

與否，容有討論空間，但中國文言經典仍在，並未被去除殆盡，何「去中國化」之有? ……

但，更根本而重要的是，高中學生才是教育的主體，這就牽涉到進入二十一世紀的高

中學生需要什麼樣的國文教育內容的癥結問題，……高中學生正值青春時期，他們最

需要的國文教育，應該要能幫助他們嫻熟語文運用，讓他們能夠順暢地使用國語文來

表達自我，與他人溝通，國文課本增加白話文，豐富他們的詞彙、文藻，有何不好? 其

次，在他們的青春歲月中，最容易親近文學，最富有純真感情，也最具有想像力和創

造力，提供他們現當代文學名家名作，讓他們具有文學鑑賞能力，提高人文涵養，有

何不好? …… 從這個角度來看，新修課綱將文言文比重調降為四到五成，白話文條增

為五到六成，讓青春階段的高中學生可以在課堂上就接近現實的、生活的具有想像與

創造空間的語文情境，不但學生，相信家長和老師應該也都歡迎這種小幅調整才是。(向

陽，2004) 

 

以上，向陽提出增加白話文比例的主要理由，即著眼於高中學生的身心

發展，因此在高中教育的階段，當以白話文學及當代文學名家名作為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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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其語文運用和文學鑑賞的能力為目的，這樣的教學性論述，與前述柯慶

明（2005a、2005b）以現實的、生活的語言情境和文學觀點大同小異。而東

吳大學哲學系教授葉海煙也有類似的看法，他在〈我們需要有前瞻性的國文

教育〉中提出： 

 

長久以來，我們的國文教育是一直背負著過重的傳統負荷；也就是說，我們顯然過於偏

重過去「中國」所積累的文字遺產，而疏忽了國文教育和我們生活世界的關連性……語

文自是一種能力，也可以是一種修養，而它理當有三個層次，彼此緊密相連：一是文字、

二是文學、三是文化；先有文字的訓練，才能接著進行文學的欣賞，而後可以致力於培

成文化的素養。目前看來，我們的國文教育是以前面兩個層次為主，並且都出現了不少

偏差，譬如文字的訓練過於瑣碎、僵化，而未能真正關懷學習者看待文字的心態與運用

文字的能力，特別在電腦大舉進逼的形勢之下，如何讓孩子們依然保有對文字的親切感，

以及對文章的脈絡性、邏輯性與整體性，有著正確的理解力與周全的分析力，實乃國文

教師之重責。    至於文學欣賞的能力，並非國文教育之全部，但它在我們目前的國文

教育中顯然比重過高，而且還以「中國文學」為主調，忽略了「世界文學」與「台灣文

學」這兩大文學版圖。試問：一篇「阿房宮賦」除了讓二十一世紀的新新人類張口咋舌

之外，還能教他們從中得到多少文學趣味？……而若要讓我們的國文教育多一些主體性，

多一些思想性的意涵，便不能不由文字、文學而上達文化的層次，中國文之有價值有意

味，往往在於以它為載體的一些富含哲理的篇章，譬如中國禪宗的一些語錄就十分有趣，

「六祖壇經」裡面以人間為淨土，以煩惱為菩提的宗教精神，難道還不夠「現代」嗎？

（葉海煙，2004） 

 

該段論述中，提到了作者所認為的國文教育面貌應當如何的期待與描述，

葉海煙分析出三個國文教育的層次，並且認為國文教師的責任即在於兼顧三

者，而不是偏重以中國文學為主的文學教育。他批評國文科在文字上的訓練

太過瑣碎，未能從學習主體的角度出發，自然也難以讓他們達到理解脈絡、

分析文章和推理邏輯等語文能力；文學作品方面，他舉出「阿房宮賦」為例，

認為無法和學生時空與文化產生共鳴，不如選「台詩三百首」或「寒夜三部

曲」；文化思想則應可以選擇中國禪宗語錄或者莊子思想，或者西方大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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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作品，如此，能培養下一代做個有文化素養的現代公民。通篇作者試圖

打破文言文為主的國文教育框架，但卻仍以中國／台灣的界線來界定教育內

容，弔詭的是，作者雖然贊同學中國儒家思想外的哲學文章，但卻不贊同學

太多的中國文學。 

 

針對為什麼要學白話文，一篇題為〈文言文的狼來了?〉的讀者評論，

提出了「文言即是當時代的白話」，以此重申文學教育的學習不應脫離現實

的論點： 

 

余教授主張，學生應當多讀文言文，因為文言文是「數千年沉澱累積下來的結晶，正是

中國文學美的象徵」，而白話文興起至今未及百年，為什麼要多讀白話文而少讀文言文？ 

以文學史的角度來看，余教授的論點其實犯了一個很嚴重的錯誤，那就是他忽略了他所

謂的「文言文」，在寫作的時代其實都是以當時的「白話」寫成的！……唯有與自身所處

的社會環境相結合，文學才能打動人心。一旦脫離了現實，那麼文學亦將失去其根本，

最後終將枯萎凋零。在教學上面也是一樣的。如果不能與學生的心靈產生共鳴，那麼就

算再怎樣強調「古文的優美」，還是引不起青年學子關心的。（鄭天恩，2005） 

 

「古文的優美」，對反對文言文一派來說，是一種「古典的形式枷鎖」，

加重文言文是「一股不可思議的歷史反動，也是一個時代的倒錯」，對於當

代學生來說，古典語的學習變成「一種處罰的工具」。在自由時報記者藍祖

蔚專訪李敏勇的文章中，詩人對語文能力低落提出他的看法： 

 

問：有人認為時下年輕人的國文閱讀和表達能力太低落，台灣引以為傲的文化領先優

勢變得岌岌可危，學習文言文成為他們主張的一種解藥，你的看法呢？ 

答：台灣學子如果真有閱讀和表達低落的問題，要解決問題不是回到崇尚形式主義的

文言文，或去背誦屬於教條主義的孔孟學說，因為過去的本國語文太注重背誦，無法

實用，傳統的壓力成了折磨學生的工具。 

應該採取更前瞻，更進步性的概念，以白話文為中心，透過優秀的詩歌、散文、小說

和戲劇等文體作品為手段，培養國民能夠閱讀、理解、表達和欣賞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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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最大的盲點是部分人誤解了國民教育與專業教育的目的，國民教育無非就是養成

國民普遍閱讀、表達和欣賞的能力，培養善美情操的認同，得以看到世界的美好；至

於專業的創作者和研究者需要的則是另外一條專業養成的道路，不應夾雜錯混。（藍祖

蔚，2008） 

 

他將基本的國民教育和專業的中文創作分梳開來，國民教育需要的國文

教育，以培養國民閱讀、理解、表達和欣賞的能力即可，方式則是透過白話

文為中心，遍選四大文類──詩歌、散文、小說和戲劇；至於古典文學，則

一如本土團體的呼籲──中國、台灣並重，當代的文學則是涵括各種民族、

各個地域以及各個時代： 

 

國語文教科書的內容比例，古文其實適當即可，視野不必集中在自己本身，而是要強

調進步性與世界性，世界比台灣和中國都大，文明必定隱含著進步性格，主事者的重

點應要以台灣的國民養成目標作為基本立場去選編古文作品，包含台灣的古典，作為

教材。……台灣的歷史與文化既特殊又多元，台灣的文學理應包容原住民、明清時代

的河洛人或客家人的漢詩，日治時代的中文或日文寫作亦不可少，甚至戰後來自中國

的新文學作品，就可以讓學子了解台灣文學的多元性格，以及這塊土地的台灣歷史與

文化現象。……教科書如果再能蒐羅鄭成功和沈葆楨所留下的漢詩，日治時代的賴和、

龍瑛宗與楊逵作品，甚至再加進魯迅的新文學作品及一兩篇世界文學作品，題材又包

羅了詩、散文、小說和戲劇的文類，就能實踐教育的目標。（藍祖蔚，2008） 

 

對於國文該教什麼，其它類似的主張，還有整理台灣文學史甚力的作家

李南衡，他認為教白話文的目的即在基本的語文教育，而現代文學的內涵也

不妨納入新文學的中國作家： 

 

今天在台灣，我們所讀到的報章雜誌和書籍，都是白話文寫的，訓練一個高中學生看

懂現代的白話文，而且能寫出辭能達意的文章，才是最重要的，多讀一些古人寫的文

言文有什麼意義呢？若是認為有一些古文的確很好，應該可以翻譯成現代白話文，就

像翻譯外國文學作品那樣，也沒有什麼不好。……除了教育部要求選用原住民的創作

之外，全世界華人所創作好的文學作品都可以考慮選入，甚至以往一直被國民黨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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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匪」的作家，如魯迅、冰心、周作人、豐子愷、沈從文……連今天中國作家的作

品也都可以選入。（李南衡，2004） 

 

另外中山醫大台文系教授廖瑞銘，則認為在現代作品中應擴大其書寫內

涵，並且除了中文外，還需尊重台文的創作： 

 

現代語文必須在語言的基礎上發展，而成語是文言文的化石，絕對不是白話，用「既

成的語詞」描述人、情、事、物，只會顯出現代中文的「詞窮」，誠如杜部長所說，「成

語這個東西會讓人思想懶惰、頭腦昏鈍、一知半解」。  事實上，不鼓勵用成語，只是

最起碼的原則，更具體的做法是：加強現代中文（白話）的閱讀與寫作能力，以及現

代（白話）文學的欣賞與創作能力。國文課本中的文言文比例再下降，課文內容必須

包含藝術、科學、醫學、環保、文化、宗教、天文、建築等等（不要只圍繞在中國古

典文學、文化打轉）。同時，也要珍惜台語白話文現代化的經驗，尊重台語文書寫的

主體性發展。（廖瑞銘，2007） 

 

最後，即便是以白話文作為提升語文能力的要法，論述者還是不免在其

中劃下各種界線：要讀哪一種文類多一些？是小說、戲劇、詩歌還是散文？

要讀哪一種民族的文學多一些？是漢族、原住民族，還是漢族裡的河洛或客

家？要讀哪一種地域的文學多一些？是台灣、中國還是世界的文學？要讀文

學還是讀哲學的文章多一些？以上這諸多界線的劃分正是伯恩斯坦「分類」

概念的展現，只不過在這些分類的方式裡，贊同與反對文言文的陣營，之所

以壁壘分明，乃是因為「中國／古典／文言文學」VS「台灣／現代／白話文

學」之國族想像的「強分類」，使得何種文學得以提高語文能力，有了支配

性的規約力量。僅以李敏勇在專訪中期待文學建立的台灣意識與認同作為此

點之佐證： 

 

古文有一定的滋養功能，但教育的重點在於國民人格的養成目標，這要分四個階段來

看，首先要來成為一個人，接下來是符合當下歷史地理時空的台灣人，繼而做台灣國



155 
 

民，最後再來做世界公民。……要先確立了國家的主體性，所有的外來文化就能為其

所用，例如日本與韓國都深受漢字文化圈的影響，卻因堅持主體性，所以能夠各有一

片天。……我們要如何破除古代中國的優位迷思呢？接受台灣命運共同體，曾經或者

未來參與創造台灣歷史的人，都是值得尊重與吸納的，能夠把每一個時期的文化活動

都視做是台灣的資產，就會產生台灣的主體性，也能坦然接納各種外部的力量。（藍

祖蔚，2008） 

 

討論至此，由上述對文言會降低而白話文可提升語文能力之論述，可以

發現：（1）文言文是否會降低語文能力，和其是否會提升的問題一樣，並無

實證依據可言；因此，無論是贊成或反對方的主張，都是一種出於自身所欲

目的而「再脈絡化」的「論述」（2）對語文能力的論述，同樣反應在白話和

文言的關係上，贊同兩者之間是相互涵括的，多支持提高文言比例；認為文

白界線涇渭分明的，多支持以白話為主的學習。（3）規約性論述──也就是

社會團體所欲的目的，主要是通過國族想像來表現，國族意識與文化決定了

贊同和反對文言文的立場，撥用了關於「語文能力」的各種論述，無論是學

習何種形式的語言才能提升語文能力，或是教哪些文學的內涵才能達成國文

教育的目的，都是教學性論述植基於規約性論述的再脈絡化規則之展現。 

 

參、在「國文如何教育」中交會 

 

從文言文和白話文和語文能力關係的辯論中，可以發現，因為分類的緣

故，在邏輯上很難找到一個完美的教育論述，無論是對「國文教育視野」的

描繪（顏利真，2007），或者是「我們需要有前瞻性的國文教育（葉海煙，

2004）」，其主張仍皆走向以台灣文學建立台灣主體性；同樣地，無論是余光

中的文言為根本，或張曉風的國學為根本，最終仍是指向以中國文學繼承中

華文化命脈。假若國文教育要講究如何才能達到其教育目的，那麼就要問「如

何教」的教育方式問題，而非再以「教什麼」的教育內涵來企盼能達致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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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也是這些論述邏輯上難以通達的原因，因為絕大多數的論述者總是把焦點

放在’what’，極少數是以’how’的視角出發進行「ID／RD」的再脈絡化。 

 

雖然以教育理論而非國族意識型態的規約性論述，不是整個國文課綱中

文白論爭的主要軸線，但是在國文教學的教法上，對「硬背死記」、偏重修

辭的方式，卻是有志一同的表示反對；縱然在成為古典文學專門研習者的路

上，以「背誦」習古文，確實是許多中文系教授的實踐方式，如清大中文系

教授朱曉海就曾談到： 

 

記誦不可或缺。記誦的東西就像沙粒、磚頭，缺乏這些，如何興建房舍呢？相信許多人

小時候都玩過「連連看」的遊戲：由點成線，由線成圖。如果連幾個基本的點都不足，

聖人閉門苦思十載，也不可能勾勒出設計者心目中的圖景。（朱曉海，2006） 

 

但在並不預備成為古代漢文專家的高中國文階段的現場，確實許多教師

都有讓學生背誦成語的作法，遑論在中學校園和民間出版市場上，充斥著各

式各樣的增強閱讀能力、語文應用的參考書；「背書」更是十分普遍的學習

經驗。只不過，許多時候問題也出在「背誦」的作法，小說家鄭清文提到他

的看法： 

 

知名作家鄭清文指出，台灣目前的語文教育充斥「倒金字塔」現象，「越古越多、越現

代越少」，古代文學雖好，但卻欠缺對現代社會生活的觀察與體現，最近部分文學界人

士卻要求高中國文文言文維持六十五％，甚至遠高於中國的二十五％，根本違反語文教

育宗旨，好的文章是要能啟發學生懂得觀察生活並能表達出來，不是要學生硬背千百年

前的文章，必須培育出更多能寫出真正台灣社會與生活作品的人才。（黃以敬、許敏溶，

2005） 

 

硬背死記、生吞活剝的學習，變成了反對文言文陣營最有力的論據。只

是，與其說是「背誦」出了問題，倒不如說是「硬背死記」出了問題，而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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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中，更根本的癥結卻可能是在學生因為抗拒背誦的後果，通常是他們不樂

於承擔的，立即性的如面對師長的懲罰、遠一些的後果則是在考試主義中升

學競爭的落敗。在這樣的教學實踐下，無論文言經典裡埋藏多少寶藏與智慧，

自然無緣真正進到孩子們的心靈之中。 

 

撇開「要不要教」經典的問題，作家張曉風在搶盟宣言指出因教師們趕

課而無暇「兼顧情境的營造與興趣的啟發」的狀況下，亦曾表示： 

 

課本光選錄很多文言文，若老師不會教，只會讓學生更討厭。她建議國文老師，解讀

課文，不應拘泥在修辭，更應教孩子欣賞文章為何動人，例如教到林覺民的「與妻訣

別書」，提到「意映卿卿如晤」，不應只教孩子「卿卿」是「疊字」，更應讓孩子感受夫

妻生離死別之情。（張錦弘，2007a） 

 

這個對教學現場互動的建議，縱使它不是一個完整的教學理論，但是確

已有「如何教」的概念雛形。她更在「中華文化基本教材」被教育部重新列

為「必選」後，於聯合報讀者投書表示： 

 

我一直認為教幾篇文言或教幾篇白話的那種比例爭議根本不是問題所在，試想一個學

生如果一學期讀了十三篇文章，其中「六文七白」和「七文六白」會差很多嗎？重點

是我們該讓學生有更多的時間，讀更多的作品。……但過了一個月，部裡忽然邀請我

們再去開會，他們決定可以把許多年吵來吵去的「中華文化基本教材」列為必修或必

選了……經，該不該讀，這是民初時代就吵個不完的問題，經該怎麼讀？那又是第二

個問題了，委員中有某教授就「強烈建議」該用中英對照的方法來讀才好——這些，

還待協商討論。（張曉風，2011） 

 

文學分界，或古或今、或文或白，也許教文言或學白話的傳習之法有別，

但總有一些法則是共通的，無論是語體或是文言，要能達成文學美學的涵養、

智慧的啟發，最終的關鍵還是在「教法」上，而非所選用教材的文體是文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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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是白話本身，但再脈絡化場域中的論述又何曾仔細地斟酌過「該怎麼教」？

假若國文教學能產生一套屬於自己的教學理論，系統地將教學的目的、內涵、

組織、方法乃至評鑑規準加以規範，清晰地勾勒出對習得者的品格及態度的

期待，即使是主張「成為世界公民前要先成為台灣國民」，抑或「承繼既有

的中文正統文化和語言優勢」，如此由具教育自主性的規約性論述相互競爭

其合法性，來規範關於能力的教學性論述，優先思考我們要什麼樣的學生、

要何種國文教育的 RD，將有助於跳脫當前課綱在修訂上對文白比例的執著，

也能為數十年來不變的教學帶來一線曙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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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研究結論與反思 

 

本文以教育論述理論為出發點，一如伯恩斯坦在其最重要的第五卷著作

《教育、象徵控制與認同》裡，所揭示他要探討的大問題──象徵控制，以

及它如何透過教育溝通來體現自身的監控，去解釋這個教育論述的機制是

「如何將權力關係變成論述，論述又如何再轉變為權力關係」的歷程剖析

（Bernstein, 2000），堪為此壓卷之作的基柱。本研究跟隨伯氏的理論，以此

教育機制中最重要的兩個提問：「誰的尺度？」和「何種意識？」來解答台

灣的國文課綱修訂過程裡，經過教育論述的再脈絡化規則作用，其背後所隱

藏的規約性論述，含有何種意識型態在其中？又是如何挪用教學性論述？還

有社會團體如何參與教育論述，對官方知識發生影響，以透過對知識的重新

分配，掌握權力與優勢。 

 

壹、  「誰的尺度？」──官方與教育再脈絡化場域的成員交錯 

 

在官方再脈絡化場域中（ORF），主要負責修訂國文課綱大任的乃是以

專案小組為主。課發會及教育部長代表的是官方的意志，可以決定課綱的召

集人，而最後的審查小組，則是形式化的檢查功能，課綱通常不會在這個階

段再翻盤，因此，真正握有課綱草案之權的，通常是專案小組的成員，他們

會在總綱的規範下，進行國文科綱要的各大小細項的確立，形成官方教育論

述的具體化。 

 

在《95 暫綱》和《98 課綱》的專案小組成員中，有半數委員是接續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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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課綱修訂的，而在類型上以「領域學科專家」、「教學實務者」為主，「教

學理論專家」皆僅佔一席；在成員學經歷方面，領域學科專家皆具有台文所

背景或台灣文學專長，教學實務者或其它（作家）方面，也有一些確定帶有

鮮明本土社團或台灣意識色彩的成員。 

 

在教育再脈絡化場域中（PRF），非官方的社會團體或論述參與者則大致

分成兩個陣營，針對國文課綱修訂的爭議處，有贊同官方立場者與反對官方

立場者，其中以對文言文比例的看法論辯最為激烈，相關的教學性論述有文

言文和白話文之間的關係是承繼或是斷絕？這影響到文言文是否能對白話

文的學習產生助益；還有，究竟要學習文言文還是白話文，才能提升學生的

語文程度，以及其背後（為何要學或不學文言）的理由。 

 

建構國文課綱官方論述理念的主要行動者是專案小組召集人柯慶明，當

時教育部長杜正勝雖也發言及表達意見，例如報導指出〈40 篇古文 「杜正

勝說要換的」〉（孟祥傑，2004b），但不見得能為委員會所接受，某種程度上

印證了伯恩斯坦（1990）「官方再脈絡化場域中政治 (political)和行政

(administrative)的行動者之間潛藏或確實存在著衝突、對抗或惰性的來源。」

況且，再加上有些ORF中的行動者會穿梭於官方與教育再脈絡化場域之間，

也許他們的意見在官方場域中不是主要論述建構或是矛盾的主張，但是換了

一種身份或角色，跨到 PRF之中，卻能夠引發共鳴，例如曾參與《98課綱》

的李素貞，在 PRF發言時用的是搶救聯盟執秘的身份；李敏勇與曾貴海用的

是本土社團的角色，本土社團較為激進的主張，在《98課綱》中也是與柯慶

明衝突的。同樣的情形，雖然在本研究中將 OPD 的官方界定在民進黨執政

時期的 95 和原 98課綱，在 101 年施行的課綱未予探討，但隨著政黨輪替而

來的「官方」立場轉變，也使得課綱修訂的 ORF 成員有大幅扭轉，如張曉

風就進入到 ORF 之中，但她仍為文（張曉風，2011）以實際行動促成「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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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文化基本教材課程綱要」的通過，搶救聯盟也仍持續於今年（2014年）的

五四召開記者會發言要「儘速搶救國語文教育」，因為「語文黏不住，民族

就疏離了」（沈育如、徐如宜，2014）。凡此種種，都顯露出 ORF 和 PRF

會因行動者的進出而不斷交錯，而即使社會團體已然進入官方場域，也會想

方設法在教育再脈絡化場域發聲，以掌握絕對的權力。 

 

由本文第四章討論，歸納出來參與教育論述的團體，主要則是以搶救國

文聯盟和幾個本土社團為主，雖然資料蒐集時以媒體報導為主，而產生可能

只瞭解到浮現檯面的競爭論述，是本文的研究限制，但換個角度解讀，能夠

有能力吸引或動用資源掌握媒體者，正是這些社會團體背後所代表的權力之

體現，一如研究中呈現的真正具名的現場教師（教學實務者）對此議題的發

言或投書之少，並不能形成一股影響 OPD 的力量；其次，必須注意的是，

雖說本文討論的為競爭發言權的「參與論述者」，但無論在 ORF或 PRF，其

成員或行動者，必然大於參與論述者，包括擔任課綱組織的小組成員，他們

做成決議通過課綱，或是以個人行動實踐對國文教學信念，甚或是聆聽這些

競爭論述的廣大視聽群眾，或是受課綱所影響的實踐場域之師生，他們也許

或主動或被動，或直接或間接，能對 OPD 發生的影響或大或小，雖然於課

綱的再脈絡化當下，並不能顯現其作用，不過，經過時間的累積，終將會發

酵，在下一次的課綱修訂時，有機會成為實際的論述參與者。 

 

貳、 「何種意識？」以國族意識與認同為主的規約性論述支配文白比例 

 

從伯恩斯坦的再脈絡化論述規則中，可以瞭解到，教育論述，最重要的

便是把教學性論述與規約性論述嵌合起來，將社會團體真正的目的加以隱藏，

讀者只能一遍遍地從看似簡單卻又矛盾的宣稱裡，找到一絲衝突的線索，從

而分析 RD 究竟包含什麼？從第四章的討論裡發現，規約性的論述大抵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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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三種：一種是以傳承中華文化、保存國族命脈為主的說法，它同時結合了

經典文化可以涵養心性的特質；一種則是以滌除中國封建文化之遺毒、建立

台灣文化主體性的說法，它同時結合封建秩序與黨國威權統治，否定經典培

養品德教育的主張，這在「中華文化基本教材」被列為必選後更加凸顯，本

文雖未詳加討論，但可作為未來研究題材；另一種則從國文教育目的之論述

建構起始，力陳文學應有不為政治意識型態服務的主張，也是三者中較偏向

「教學理論」的 RD（參見表 5-1）。 

 

    表 5-1  三種再脈絡化規則的剖析 

 官方教育論述 反對 OPD立場 贊同 OPD立場 

教學性論述 

（有關能力及其

相互關係的論

述） 

／ 

’what’  

（學習內容） 

 

 提高語體文比

例至六成五（降

低文言文比例） 

 

 文白關係：承襲

相因、迴環互注

的關係 

 反對降低文言文

比例（主張提高

文言文比例） 

 

 文白關係：白話

繼承且脫胎自文

言 

 文言文可提高語

文能力 

 贊成降低文言文比例 

 

 

 

 文白關係：白話淺白現

代，文言自成一國 

 文言文會降低語文能力 

 白話文可提高語文能力

──語文學習應更貼近

生活 

規約性論述 

（有關社會秩

序、關係和認同

的論述） 

／ 

’how’  

（國族意識與認

同、教學理論） 

 高中國文科課程

目標之論述建

構：兼含語文教

育、文學教育和

人文教育 

 

 文學不為政治服

務──文學創作

本無國族意識 

 

 傳承中華文化與

涵養個人心靈 

 

 去除「中國」封建思想

以建立「台灣」主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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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在場域／社會

團體／參與論述

者 

ORF：課發會、國

文科專案小組、國

文科審查小組／ 

國文科專案小組召

集人柯慶明；教育

部長杜正勝；〈98

課綱〉審查小組李

敏勇、曾貴海；〈98

課綱〉小組成員李

素貞（及其它） 

PRF：搶救國文教育

聯盟 

／ 

余光中、張曉風、

李素貞（聯盟執

秘）、譚家化、台師

大教授杜忠誥等人

（及其它） 

PRF：本土社團（台灣各

社） 

／ 

陳芳明、向陽、葉海煙、

李南衡、鄭天恩、盧世祥

曾韋禎、金恒煒、鄭天佐、

曾貴海、李敏勇、廖瑞銘、

顏利真、鄭正煜、曹長青、

丁鳳珍（及其它）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由教育再脈絡化場域（PRF）發起的論述，無論是贊同或反對官方論述

者，多半與國族意識與認同有關，兩造在討論時極少從與教育學之心理學、

哲學、教學或學習理論等相關的角度思考’how’的問題，主要都是批判對方

為意識型態所囿，例如，搶救國文教育聯盟直指杜正勝和本土社團是「急於

消滅代表精緻中華文化的文言文（張錦宏，2007a）」、民 96年大學指考國文

文言文佔 66%「命題教授顯然不認同杜正勝的意識型態（張錦宏，2007b）」、

「讓國家競爭力不斷弱化，讓下一代成為狹隘的意識形態的犧牲者。（王彩

鸝，2008）」等，看似以文化角度出發，但當成為官方課綱小組委員時，卻

還是呼籲「儘速搶救國文」，否則「民族」就會離散──最終還是回到民族

的意識和認同上；而跟隨著政黨輪替，搶盟一旦進入修訂小組成為官方，那

麼其所主張的以文言文為中華文化正統，不也是之前所極力批評對方的「政

教合一」嗎？ 

 

而以文言文為中國封建文化遺毒的本土社團，一方面批評中國文化思想

的陳腐，認為當以台灣和世界之文化思想並列（甚至取而代之），一方面對

於該學些什麼，卻又有些不同的見解，有一些認為文言文全然不可或愈少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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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者，如：不滿文言文仍佔絕大比例的鄭正煜（2007）、認為文言文教育才

是造成今日語文書寫應用能力低落的曾貴海（2006）、反駁魯迅、胡適才是

反對文言最力的金恆偉（2006a）等等，另有一些則是提到中國文學仍有某

些部分可以採納，如：富含哲理的禪宗或莊子文章（葉海煙，2004）、李敏

勇則以為台灣文學可包容戰後來自中國的新文學作品、李南衡（2004）則說

也可選入今日中國作家的作品。只是在這個堅定的國族意識 RD 下，「可包

容」中國文學作品，是作為一種支持「台灣具有多元性格」之論述的佐證和

論據，還是一種可以真切實踐的作為，在當前還是以文言為主的教學環境下，

並無從印證。 

 

持平而論，沒有一種文化或文學是絕對的不可取，但影響論述者願不願

意取之的因素，是這些團體背後如何掌控權力以對知識進行可思性、不可思

性的劃分和分配。在國文課綱的再脈絡化中，乃是以國族意識型態為主的支

配性論述，以「中華文化」與「台灣主體意識」去關聯教學性論述的內涵，

包括國文教學在語言教育上的「文言文」與「白話文」比例，以及文學教育

上的「中國文學」與「台灣文學」比例；這些教學性論述彼此間透過和語文

能力的關連，欲建構中國意識、傳承中國文化精髓者，選擇連結「中國／古

典／文言文學」，欲建構台灣意識、開拓台灣主體性者，選擇連結「台灣／

當代／白話文學」。在以國族認同操控作為掌控執政權力手段的台灣社會裡，

我們除了要解開社會團體是如何將教學性論述鑲嵌在規約性論述之上外，更

需思考，於整個國文教育的教育論述中，背負國族認同與想像作為 RD，將

教育內容的選擇化約為「文白比例」與範文選文之中國／台灣篇數的爭論，

相對弱化國文教學論述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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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伯恩斯坦教育論述理論對國文課綱和教學的省思 

 

一、國文課綱的教育論述宜以「教學理論」進行再脈絡化 

 

在第三章第一節處，本文曾簡要的分析國文課綱從《95 暫綱》、原《98

課綱》到《101 課綱》的流變，也歸結出課綱修訂的爭議，並在第四章加以

深入探討，由本章上述第壹、貳大點的結論可發現，在國族意識作為再脈絡

化規則的 RD情況下，雙方要能達成文言、白話比例各占多少的共識，幾乎

是微乎其微，而此種比例問題只能有一個大概方向，雙方所主張的也就只有

某種文體愈高（或愈低）愈好；但是，只要政黨輪替不止，官方論述關於國

族的意識型態就會搖擺不定，而這個由競爭國族意識之權力關係轉變成的論

述，只能有增加／降低文言文比例的兩種選擇，這是很粗糙的一種作法，原

因即在於比例只能稍微調整，沒有修正而邁向愈來愈好的可能；然而，透過

勾勒出對習得者的品格及態度的期待，發展一套能系統性地將教學的目的、

內涵、組織、方法乃至評鑑規準加以規範的教學理論，國文課綱的修訂可以

更加有所依據，與教學性論述相關的「學習內涵」也才能更加穩定。 

 

二、教育再脈絡化場域可把握創造相對自主性的論述 

 

所有再脈絡化場域，都是衝突和鬥爭的場合，在結論第壹點「誰的尺度？」

已然分析過 ORF 與 PRF 內部的歧異；而伯恩斯坦也曾提過，位於教學實踐

脈絡下的師生，其間傳遞與習得的互動關係，也就是架構的強弱，會使得論

述／知識的再脈絡化發生關鍵性的改變，架構的弱化，也就是愈以習得者控

制的互動（教學），愈有機會能引發變遷（Bernstein, 2000）。也因此，教育再

脈絡化場域的行動者，尤其是實踐脈絡的現場教師與學生，於教育論述的過

程中，雖然在以往所發出的聲音往往是最為微弱的，但其實，師生若能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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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現場所發掘的經驗，例如教師參與國文教學行動研究，透過實際研究成果，

將之轉換為參與再脈絡化的發言權，也許能在紛亂的改革當中，注入一股新

的論述力量，創造更好的教學現場面貌。 

 

第二節 未來研究建議 

 

壹、  後續相關研究可朝學術場域以及教學場域延伸 

 

就後續研究本身，其實可以依循伯恩斯坦對於教育機制內所劃分的三個

脈絡，分別往上回溯到初級脈絡，和往下延伸到次級脈絡，也就是從它在高

等教育學術場域的知識源流，到成為中小學再製場域被傳遞的一個科目，「國

文」科知識的再脈絡化究竟如何進行? 大學裡研究機構台文系所的設立，對

於什麼是合法的文學或語文，能進入到再脈絡化的官方論述，發生何種影響；

教學現場裡，國文教師如何進行國文教學，觀察國文如何在這個場域之內進

行再脈絡化，實踐互動的強弱架構變化，可以如何讓在教學上產生何種不同

的面貌，諸如此類皆是可以考察的方向。 

 

貳、  國文及教育相關系所可攜手投入研究國文教學及建構國文教學理論 

 

伯恩斯坦於再脈絡化規則的規約性論述定義中，所強調的「教學理論」

影響教育論述，在國文課綱修訂歷程中並佔論述的主導地位，並且因為國族

意識的強勢支配而顯得相對空乏，至於為何會如此，可能有諸多因素造成，

但高等教育領域長期以來著重在文學知識本身的研究，缺乏對國文教學系統

化的探究，應該是原因之一，建議師培院校的國文系所應正視教學、教材教

法之研究，並跨足教育學領域，循序漸進以發展適合中學學生身心狀態，且

專屬於國文科的教學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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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表 1  本研究之「文本分析」資料一覽表 

資料分類 篇名／作者／年份 

召集人說明

國文課綱修

訂之文章 

1. 〈21 世紀的國文教育〉（柯慶明，2005a）（參見附錄二） 

2. 〈高中國文也應該是人文教育〉（柯慶明，2005b）（參見附

錄三） 

3. 〈98 高中國文課綱修訂要點及其理念〉（柯慶明，2008） 

搶救國文教

育聯盟 

〈搶救國文教育聯盟行動宣言〉（2005）（參見附錄四） 

聯合報報導

或評論 

1. 高中國文 文言文比重大縮  （孟祥傑，2004a） 

2. 教授認為 文化中國與政治中國應分開（林怡婷、孫蓉華，2004） 

3. 40 篇古文 「杜正勝說要換的」（孟祥傑，2004b） 

4. 文言文比重 維持現狀或市場決定（林怡婷，2004） 

5. 搶救高中文言文 中文系教授連署（林怡婷、李名揚，2004） 

6. 教師訪部長 會談三小時  高中國文課綱 不再重修（林新輝、孟

祥傑，2004） 

7. 余光中：部長一人意識不該改變語文發展（謝蕙蓮，2005） 

8. 余光中：反對高中國文文言變少 時數縮短（張錦弘，2005） 

9. 教長：余光中腦袋沒轉過來／杜正勝指「教學會倒退到五四運動

前」（簡慧珍，2006）  

10. 余光中回批「格局太小 歷史讀到那裡去了」（徐如宜，2006） 

11. 文言文爭議／部長荒唐的文言文…典型宛在 還是錯了（潘柏年／

台師大國文所博士生（屏縣萬丹），2006） 

12. 余光中：是教長腦袋轉太快、見風轉舵（陳宛茜，2006） 

13. 搶救國文 98 課綱別砍古文 

草案初定 聯盟：古文少了 12 篇 國文變台文 張曉風感嘆 救國

文很不堪（張錦弘，2007a） 

14. 搶救語文三級貧戶 余光中、張曉風：停止 98 課綱  教部：明年

就要實施 不能說改就改 準部長不表態 聯盟籲新政府 重聘課

綱委員 增文言文比率（張錦弘，200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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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時報報

導或評論 

1. 「去中國化」有什麼不對？（陳芳明，2004）【政大中文系教授】 

2. 讀那麼多文言文幹嘛！（李南衡，2004）【作家】 

3. 我們需要有前瞻性的國文教育（葉海煙，2004）【東吳大學哲學

系教授】 

4. 高中國文教育應以文學欣賞與語文應用為鵠的（向陽，2004）【詩

人、中興大學台文所副教授】 

5. 又要消滅杜正勝！（曾韋禕，2005a）【師大歷史系研究生】 

6. 《星期專論》只有去台灣化，哪來「去中國化」？（盧世祥，2005）

【資深新聞工作者】 

7. 文言文的狼來了? （鄭天恩，2005）【文史工作者、台大史研所

碩士】 

8. 本土社團疾呼 由教育建構台灣主體性（黃以敬、許敏溶，2005） 

9. 爺爺奶奶 狼又來了！（曾韋禎，2005b）【師大歷史系研究生】 

10. 詩人，先說服中國吧！（曾貴海，2006）【南社社長】 

11. 〈自由廣場〉英數史地 Orz 之乎者也 AKS（鄭天佐，2006）【中

研院院士】 

12. 《金恒煒專欄》批余光中文言文邏輯（金恒煒，2006a）【《當

代》雜誌總編輯】 

13. 〈鏗鏘集〉開闊台灣化、進步本土性（李敏勇，2006）【詩人】 

14. 《金恒煒專欄》問題在腦袋不在語言（金恒煒，2006b）不折手

斷？學子國語文奇慘（謝文華，2006）「國文」教育失敗（廖瑞

銘，2007）【中山醫學大學台文系主任】 

15. 什麼國文公聽會 台灣文學在哭泣  （顏利真，2007）【高中教

師】 

16. 台灣文學在哭泣（鄭正煜，2007）【台灣南社社長】 

17. 高中國文，古典文學應降至三成（王貝林，2007） 

18. 〈曹長青專欄〉從林語堂說起，我們的孩子慘遭文言文三層面摧

殘（曹長青，2007）【獨立評論員】 

19. 拒絕封建文化污染台灣教育  （丁鳳珍，2008） 【台中教育大

學台灣語文學系助理教授】 

20. 〈社論〉搶救國語文？其實是搶救中國！ 

21. 〈星期專訪〉李敏勇：加重文言文是時代倒錯 ／ 台灣多元價值

不是只有中國傳統 跳脫古文才能創新文化 （藍祖蔚，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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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表 2-1 《95暫綱》國文科爭議之媒體文本標題一覽表（2004年） 

自由時報   標題 日期 聯合報、聯合晚報   標題 

「去中國化」有什麼不對？（陳芳

明，2004）【政大中文系教授】 

2004/11/25-

2004/11/29 

 

 

高中國文 文言文比重大縮   

課程暫行綱要出爐 白話文、本土文學

比重提高 中國文化基本教材改選修 

教師擬串連抗議 

高中國文 大刪文言文、基本教材改選

修  有人建議 文言文 40 篇列必選 

（孟祥傑，2004a） 

 讀那麼多文言文幹嘛！（李南

衡，2004）【作家】 

不少老師質疑文史同步去中國化 有

出版商認可與九年一貫銜接（孫蓉

華，2004） 

  

教授認為 文化中國與政治中國應分

開／ 語體文比率高過文言文 有贊

成有反對 文化教材改選修 多認「有

名無實」（林怡婷、孫蓉華，2004） 

  

40 篇古文 「杜正勝說要換的」／ 

柯慶明指陳鴻森、洪龍秋以「上級指

導員」身分 強要修改篇章 教部說此

事無關杜部長（孟祥傑，2004b） 

 

  
解救學子 脫離可怕的文言文黑洞【長

廊／工程師（台北市）】 

  
因健康理由 要多讀文言文（楊照，

2004） 

我們需要有前瞻性的國文教育（葉

海煙，2004）【東吳大學哲學系教

授】 

2004/12/04-

2004/12/24 

文言文比重 維持現狀或市場決定 

台師大國文系：授課時數 才是核心 

五小時減為四小時 「對國文教育如此

刻薄 一流強國少見」（林怡婷，2004） 

高中國文教育應以文學欣賞與語文

應用為鵠的（向陽，2004）【詩人、

中興大學台文所副教授】 

搶救高中文言文 中文系教授連署 

台師大發起 要求維持六成五 教育部

說若要翻案 綱要須從頭做起（林怡

婷、李名揚，2004） 

 

  

高中國文綱要 教部不改 

遲不回應255位教授連署 台師大國文

系主任表示 這麼多的聲音沒有被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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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李名揚、林怡婷、孟祥傑，2004） 

 

  

教師訪部長 會談三小時 

高中國文課綱 不再重修 

1516 位老師連署要求修改 國文課綱

召集人：有 5%彈性空間 文言文比例

其實不會太低（林新輝、孟祥傑，2004） 

 

註：於（作者，年份）後加上【】說明作者身份的屬於評論、社論，其餘則為報紙報導。 

 

附錄表 2-2 《95暫綱》國文科爭議之媒體文本標題一覽表（2005年） 

自由時報   標題 日期 聯合報、聯合晚報   標題 

又要消滅杜正勝！（曾韋禕，2005a）

【師大歷史系研究生】 

2005/05/04

- 

2005/06/29 

余光中：部長一人意識不該改變語文

發展／   批政教合一不當操作 

《星期專論》只有去台灣化，哪來「去

中國化」？（盧世祥，2005）【資深

新聞工作者】 

2005/05/04

- 

2005/06/29 

過分本土化減損民族傳統 反對高中

國文時數減少 反對降低文言文比率

（謝蕙蓮，2005） 

文言文的狼來了? （鄭天恩，2005）

【文史工作者、台大史研所碩士】 

「調整文言文 無政治操作」／教部：

盼學生在生活情境中學語文 課程綱

要照樣 95 年實施（孫蓉華，2005） 

本土社團疾呼 由教育建構台灣主體

性（黃以敬、許敏溶，2005） 

 

余爺爺，饒了我們吧（張肇烜，2005）

【高中生】 

余光中：反對高中國文文言變少 時數

縮短  搶救國文聯盟昨發表宣言 

高中新課程暫行綱要 立委喊停（黃

以敬，2005） 

藝文界、近百所高中教師連署 促暫緩

實施新課程綱要 點名杜正勝「不要做

了官，學者良心擺一邊」（張錦弘，

2005） 

爺爺奶奶 狼又來了！（曾韋禎 

，2005b）【師大歷史系研究生】 

學生 不排斥文言文／  有的認為有

些觀念 現在已不適用（李蕙君，2005） 

火星文 入侵國小校園（劉力仁，

2005） 

增加高中國文時數 杜正勝 狀況外承

諾課發會中討論 謝揆指示普查老師

意見 全無下文 （李名揚，2005） 

搶救國文，孔子別哭（申慧媛、林曉 2005/9/29 廢文化基本教材 學生嘆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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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莊瑞琳，2006） 「孔子在哭泣」座談會 教育界對高中

國文暫綱感到憂心 教部表示將如期

實施（徐如宜，2005） 

 

附錄表 2-3 《95暫綱》國文科爭議之媒體文本標題一覽表（2006年） 

自由時報   標題 日期 聯合報、聯合晚報   標題 

文言文教材比率之爭 杜正勝、余光

中隔空再戰（田世昊、許敏溶、申慧

媛，2006） 

〈自由廣場〉余光中有夠中國（呂興

忠，2006）【彰化高中教師】 

2006/02/24

- 

2006/03/20 

教長：余光中腦袋沒轉過來／ 

杜正勝指「教學會倒退到五四運動前」

（簡慧珍，2006）  

余光中回批「格局太小 歷史讀到那裡

去了」（徐如宜，2006） 

詩人，先說服中國吧！（曾貴海 

，2006）【南社社長】 

文言文爭議／部長荒唐的文言文…典

型宛在 還是錯了（潘柏年，2006） 

【潘柏年／台師大國文所博士生（屏

縣萬丹）】 

〈自由廣場〉英數史地 Orz 之乎者也

AKS（鄭天佐，2006）【中研院院士】 

台師大國文系教授林安梧：杜不懂語

文教育   要推動台灣文學 更應學好

文言文 用台語吟詩 更有原味（張錦

弘，2006） 

中國文化殖民（詠台，2006）【台大

學生】 

余光中：是教長腦袋轉太快、見風轉

舵／ 回應教長批評 指教長如多念

些文言文 輓聯不致鬧笑話 澄清非提

倡「增加」文言文教材比率 而是認為

刪幅過大 （陳宛茜，2006） 

《金恒煒專欄》批余光中文言文邏輯

（金恒煒，2006a）【《當代》總編】 

文言文 讓我寫歌仔戲更優美（劉南

芳，2006）【劉南芳／歌仔戲編劇（台

北市】 〈自由廣場〉好佳在有余光中（王世

勛，2006）【民進黨籍立委】 

〈鏗鏘集〉開闊台灣化、進步本土性

（李敏勇，2006）【詩人】 

《金恒煒專欄》問題在腦袋不在語言

（金恒煒，2006b）【《當代》雜誌

總編輯】 

蘇貞昌刮杜正勝／ 

文言文風波 答詢話太多 蘇揆：只要

一句話就夠了（黃國樑、謝蕙蓮，2006） 

不折手斷？學子國語文奇慘（謝文

華，2006） 2006/5/5 

杜正勝→翻成白話文→杜剛剛贏 

搶救文言文 張曉風抱病出席 自嘲應

改名叫「張早風」（陳智華，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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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表 2-4  原《98課綱》國文科爭議之媒體文本標題一覽表（2007年） 

自由時報   標題 日期 聯合報、聯合晚報   標題 

「國文」教育失敗（廖瑞銘，2007）

【中山醫學大學台文系主任】 

2007/1/27  

高中國文科白話、文言比例，爭議再

起 （謝文華、申慧媛，2007） 
2007/4/11 

 

白先勇領桂冠，倡讀經典古文（袁世

忠、申慧媛，2007） 

2007/5/5 

搶救國文 98 課綱別砍古文 

草案初定 聯盟：古文少了 12 篇 國文

變台文 張曉風感嘆 救國文很不堪 

（張錦弘，2007a） 

 課綱小組怎麼說 

國文學分夠了 不可能再增加 

（李名揚，2007） 

什麼國文公聽會 台灣文學在哭泣  

（顏利真，2007）【高中教師】 

台灣文學在哭泣（鄭正煜，2007）【台

灣南社社長】 

2007/06/26

- 

2007/07/14 

 

高中生的世界文學呢？（張復聚，

2007）【高雄醫學大學教師】 

 

高中國文，古典文學應降至三成（王

貝林，2007） 

文言命題多 專業幹得好（李素真，

2007）【中山女高國文教師（台北市）】 

《文言文、白話文比例爭議》各國語

文課 現代文體居多（黃以敬，2007） 

余光中：諫逐客書 借古諷今  

指今年文言文占考題 66% 顯見命題

教授不買杜正勝的帳（張錦弘，2007b） 

〈曹長青專欄〉從林語堂說起，我們

的孩子慘遭文言文三層面摧殘（曹長

青，2007）【獨立評論員】 

高中新課綱 文言文少 12 篇 

台灣古典散文增 4 篇最多 蔣渭水‘快

入來辭’入列 搶救國文聯盟批：雙重打

壓文言文（謝蕙蓮，2007） 

〈自由廣場〉詩人與將軍（〈詩人與

將軍〉，2007）【社論】 

98 高中課綱 文言文少 12 篇 

搶救國文聯盟：比率僅 45％ 召集人柯

慶明：保證不降到 30％  

（陳智華，2007） 

〈自由廣場〉古漢文 拉丁文（酒井

亨，2007）【自由作家】 

 

高中國文 台灣古典散文增加 

台灣南社倡文言文減至 35％ 

（申慧媛，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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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表 2-5  原《98課綱》國文科爭議之媒體文本標題一覽表（2008年） 

自由時報   標題 日期 聯合報、聯合晚報   標題 

搶救國文教育聯盟：全面停止九八課

綱（劉力仁，2008） 

2008/05/04

- 

2008/06/09 

搶救國語文教育聯盟： 

教部修課綱 找特定委員護航 

（王彩鸝，2008） 

搶救古文 為難今人   

（藍士博，2008）【政治大學臺灣文

學研究所研究生】 

搶救語文三級貧戶 

余光中、張曉風：停止 98 課綱 

教部：明年就要實施 不能說改就改 

準部長不表態 聯盟籲新政府 重聘課

綱委員 增文言文比率 

（張錦弘，2008a） 

  
《新聞眼》好文章 才是選文標準 

（張錦弘，2008b） 

  

余光中疾呼 

促停九八課綱 曾志朗：轉達新教長 

（陳智華，2008a） 

  
98 課綱急煞車 延後一年再決定 

（薛荷玉，2008） 

  
鄭愁予：去中國化 真是個錯誤 

（林嘉琪、張錦弘，2008） 

張大春不爽余光中？（黃淵厚，2008）

【大學副教授】 

文言文的政治操作（林麗雲，2008）

【師大附中教師】 

2008/08/28

- 

2008/10/13 

搶救國文訴求 劉揆：加強教育（陳智

華、李順德，2008） 

拒絕封建文化污染台灣教育   

（丁鳳珍，2008） 【台中教育大學

台灣語文學系助理教授】 

不是只有中國文化（林麗雲，2008） 

該搶救的是學生（李川信，2008）【台

灣北社副秘書長】 

文言文比率酌增 

太多怕學生吃不消 

（謝蕙蓮，2008） 

打破文言文迷思 

（張學逸，2008）【台灣北社社長】 

語文教學要台灣化 

（楊青矗，2008）【小說作家】 

偏重古文的後遺症 

（鄭清文，2008）【作家】 

壓抑台灣文化社會力 

98 課綱 文言文 50%論、孟必修 

（陳智華，200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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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正煜，2008）【台灣南社社長】 

〈社論〉搶救國語文？其實是搶救中

國！ 

搶救國文〝論孟必修但未必要考〞 

（謝鎔鮮，2008） 

〈星期專訪〉李敏勇：加重文言文是

時代倒錯 ／ 台灣多元價值不是只

有中國傳統 跳脫古文才能創新文化 

（藍祖蔚，2008） 

何必拯救火星文？（張大春，2008a） 

【作家】 

教育，得要會說故事（張大春，2008b） 

 

附錄表 2-6  《101課綱》國文科爭議之媒體文本標題一覽表（2009~2010年） 

自由時報   標題 日期 聯合報、聯合晚報   標題 

救國文沒著落，學者籲拋 95 課綱（李

育真，2009） 
2009/05/04

- 

2009/05/05 

學者嗆教長：〝搶救國文水準 〞 

五四運動 90 周年，學者對教育部提 9

訴求，呼籲政府推動古文運動。（劉

開元，2009） 

 

 

高中國文新課綱 文言文增台灣題材

減（2009） 

2009/10/13 

- 

2009/12/12 

99 高中課綱 文言文比率 45 %~65% 

不再限於 45% 編書彈性放大 上課時

數不調整 國、史以外課綱明年如期實

施（陳智華，2009） 

國文課綱公聽會／高中古文多 9 篇 

老師直言教不完（林曉雲，2009） 

每周 4 堂國文 6 學期學 9 經典… 

老師怨：時間不夠用（嚴文廷，2009） 

高中文言文比例增 引發砲轟（郭芳

綺，2009） 

99 年課綱 

高中國文 重拾經典文學 

〈自由廣場〉國民黨最怕的兩堂課

（鄭正煜，2009）【台灣南社社長】 

適用目前國二生 文言文減篇 擴大選

材寫作占成績評量三成高一、高二要

開選修課（王彩鸝，2009） 

〈自由廣場〉文言文太多 小心高中

生變笨   （張炳陽，2009）  【國

立台北教育大學語文與創作學系教

授】 

課綱吵半天 

文言文比率 兩派交鋒 

一派認應調高至 65% 孔孟列必修 反

對者嗆「大中國意識抬頭」 搶救國文

誰說靠文言文… 

（邱瓊玉，2009） 

  

國文課綱 南區公聽會 

文言文比率調高 師轟、爸媽怨（林秀

美，2009） 

101 學年起 高中生要多讀文言文（林 2010/09/08 後年起 高中文言文減 10 篇（陳智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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曉雲、胡清暉，2010） - 

2010/10/25 

2009） 

  
搶救聯盟失望 學生反應兩極 

（張錦弘、李威儀、王維玲，2009） 

  

搶救國文聯盟 籲光復國文版圖 

教育部：國文課綱不會再改 

（王彩鸝，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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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世紀的國文教育 

              柯慶明 

21 世紀的國文教育應該注重的是白話語言系統，因為我們大多數人賴以感

受、思維、表達、溝通的語文系統，本來就是白話，而且這個語文系統自六朝、

唐宋形成以來早已醇熟，到了近代努力消化外來的世界主流文明後，更是如虎添

翼。 

語言是我們用來認知、感應世界，形成思維，達致自覺的意志，作出種種

的決意與行動；同時更是彼此溝通，相互瞭解，分享經驗與情意的重要「器官」。

（它和我們的關連已經遠遠超過了隨時可以放下、棄置的種種外在的「工具」，

經過長期的內化與習慣使用，它幾乎就是我們心智與人格構成的不可或缺的一部

份，所以使用「器官」來形容或許不誇張。） 

因此，語文的教育就不僅只是學習該語言的語音系統、語法結構、多少數

量的詞彙與表達的句型而已，必然要涉及鐫鑄於該語言中種種的概念，保存在該

語言書寫中的種種經驗、思想、情意與智慧。也就是利用語文來認知世界，感覺

自身，與溝通彼此之能力的培育與發展，才是語文教育的最終目的與意義。因此，

感知、思維、表達、溝通能力的培養才是學習的真正重點。為了這個目的，通常

的作法是透過語文教本的教學以及口頭表達與書寫練習來達成。 

因而教本的編輯，不可避免的還是得考慮語音系統 、語法結構、語彙句型

的學習與操練，這是純粹語言學習的一面；在這一層面各別語言自有種種的領域

或規範，例如中文並不在一般的表達上，就有英文所具的的單數多數、主動被動、

形容詞副詞與現在過去進行完成等在語彙與句法上的變化。同樣的漢語在單音的

語彙或詞素中即已依賴聲調作為辨義功能的現象，亦不存在於英語。 

因而雖然書寫在中文的經驗或思想或者可以保持相當近似的翻譯成英文；

同樣的書寫在英文的思想或經驗亦可翻譯成中文，但中、英文終究是兩種不同的

語言系統，永遠存在某些「不可共量」的鴻溝。同時，雖然我們勉強可以說讀英

文在使我們獲得種種思想內容與經驗情意的表達之餘，其思維與表達方式亦在構

思謀篇等修辭策略層次上，會有助於我們的中文寫作。但是我們顯然是無法以讀

英文來學會說各種漢語。即使在淵源深遠，甚至書寫之際，大多使用相同的漢字

系統的漢語家族中，我們仍然無法說學會了山東話就等於會說廣東話或擅長閩南

話就等於會說客家話。 

雖然同樣的使用漢字來書寫與表達，但是所謂白話文（或稱語體文）與所

謂文言文，其實不僅只有流行或應用的時代差異；基本上它們已是兩種不同的語

附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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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系統，所以它們才有翻譯的需要與可能。所以沒有人把廣東話再口譯成廣東話，

但我們有可能把廣東話口譯成國語或閩南話，因為它們之間存有相當大的差異。

多年來我們的國文教學與許多古典文獻的讀本都包括了「文言」的翻譯為「白話」

或附上「白話翻譯」，其實都承認也證明了兩者確有明顯的差異存在。 

其他的語法差異姑且不論，多以單一的漢字作為辭彙，和以單一的漢字作

為詞素，而多用兩個以上漢字的連結來形成表達的基本辭彙，則是兩者之間最明

顯的區別。這自然與多依賴視覺辨識與多依賴聽覺辨識，以及文化發展導致的經

驗事物與思想概念的孳乳分化日漸複雜等現象，皆有關連。 

因此，我們不能希求讀「文言」就會「白話」；學「白話」就懂「文言」，

雖然由於兩者皆使用相同的「漢字」系統，無疑使我們更為容易在學習兩者時轉

相為注增益假借。這往往也是我們容易忽略二者已非同一語言系統的緣由。於是

我們就得面對 21 世紀我們的國文教育應該注重那一個語言系統的問題。答案當

然是白話的系統。 

首先，我們現在口耳溝通的需求與重要性遠非古昔可比，在一個民主的社

會裡，我們已經無法再承受語、文分離；而且只依古語書寫化而成的古文系統來

傳播。尤其所有近、現、當代的文化發展與事物經驗都已收納入白話的語文系統

中：從電報、電話、無線電、電影、電視、電腦到太空梭、捷運、網際網路──

我們已經無法再用文言的古文系統來表達了。 

特別是在白話的系統中引述，融匯、轉鑄文言的文句與詞語，則早已是納

入白話書寫成規司空慣見的表達方式。但是此一現象並未反之亦然。因此我們既

不在文言的系統中引述白話的文辭，更不會費盡九牛二虎的氣力要將白話譯成文

言。因為以語言表達的潛能而言，尤其面對當代生活的種種經驗，其實是白話寬

而文言窄。人長大了就得穿更為寬大的衣服，勉強穿小腳鞋，只有寸步難行。 

所以我們主張研讀部分文化與文學的經典以吸收古典文化的精華，但研習

使用的語文仍當以白話為主。因為我們大多數人賴以感受、思維、表達、溝通的

語文系統，本來就是白話。而且這個語文系統自六朝、唐宋形成以來早已醇熟，

到了近代努力消化外來的世界主流文明後，更是如虎添翼。 

任何語文的作品，其實都具有文字、經驗與形式等層面的意義，經由研讀

我們同時逐步認識語文的系統與使用規範；人性情境所引生的情意反映與面對人

生與行動的智慧；以及整理複雜的感受為明顯可辨之整體經驗表達的，賦予形式

凸顯意義的塑形思維能力。其實不論研習的文言或是白話，只有停留在文字意義

層面的教學，顯然都是不夠的。雖然那是學習一套語文系統及其使用的基本訓練。

但只有同時進入了其經驗與形式等層面意義的探討，我們才是習得去感受、思維、

表達、溝通的能力與遂行生活面對人生的知識與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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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來由於偏重文言，雖然面對的是經典名作，但未免偏重於文字意義的

層面，尤其因為大家已經不使用文言作為思維表達的工具了，遂不免陷入了以翻

譯為講解的泥淖，結果既不能直接培養對文言的語感，事實上也未必有機會觸及

其經驗與形式的意義，而將之轉化為我們遂行生活的智慧與能力。同時對於白話

自六朝、唐宋以降以至近現當代的經典與名作，亦因其文字的淺易而往往忽略了

對其經驗中的智慧與形式上的創造力作深入的發掘。 

21 世紀的國文教育，自然應該以能在 21 世紀創造豐富的生活與美好的人生

為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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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國文也應該是人文教育 

                                     柯慶明 

    教育部民國九十三年八月三十一日所公佈的〈普通高級中學課程暫行綱要總

綱〉中將國文與英文列為「語文領域」，在選修課程中則列有「語文類」及「藝

術與人文類」，似乎有意無意只以「語文」教育來看待國文；而且國文只等同於

英文，視為是基本的語文教育，而與選修中的「第二外國語文類」有所區隔。「人

文」教育反而與「藝術」併為一類。傳統「人文」學領域的文學、歷史與哲學，

歷史已然與地理、公民與社會併為「社會領域」。而文學與哲學，或者用傳統的

學術著作分類：經、史、子、集，則除了史部仍受單獨挑出的重視外，經、子、

集都漫然無歸。語文類，在傳統的學術分類，屬「小學」，整個的態勢正是「小

學而大遺」！ 

    高中正由孔子「十有五而志於學」的年紀開始，而止於我們的社會認可其可

以為自己的行為負責的十八歲，所以正是人格的發展，就以「學習」的性質而論，

由「效也」的「模仿」；轉為「覺也」的開啟自我心智，養成獨立思維的關鍵時

期。因而也正是「藝術與人文類」強調的：「以探索與創作，審美與思辨，文化

與理解為三大領域課程目標主軸」所該開啟的心智能力之發軔起飛時期。 

    若就〈暫行綱要總綱〉在「目標」上的規定：「為實現本階段教育目的，須

從生活素養、生涯發展及生命價值三層面輔導學生達成下列目標：一、提昇人文、

社會與科技的知能。二、加強邏輯思考、判斷、審美及創造的能力。三、增進團

隊合作與民主法治的精神及責任心。四、強化自我學習的能力及終身學習的能力。

五、增強自我了解及生涯發展的能力。六、深植尊重生命與全球永續發展的觀念。」

看來，除了「生涯發展」攸關的「社會與科技知能」之外，其實不論是「思考、

判斷、審美及創造」，「自我學習」，「自我了解」或是「團隊合作與民主法治的精

神」、「尊重生命與全球永續發展的觀念」，主要強調的正都是「人文教育」核心

的自覺自主人格的養成，與協同合作尊重共享的「生命價值」，也就是人類共同

的文化理想的體會與實現。 

但是這樣的「人文教育」卻未見在「必修」課程中有何落實的規劃，有的仍

然只是支解性的分殊，而且近乎「工具」性的各種領域規劃。簡單的說就是欠缺

種種文化理想之薰習，與感知思辨之自覺能力的培養。我以為最大的缺點來自，

以「工具性」的「語文」而非以「文化之薰習與精神之開啟」的「人文」教育來

界定非常重要的「國文」、「英文」，甚至以「社會領域」之知識來對待「歷史」

的結果。也就是否棄應以「人類最好的思想與話語」為重點的「文化」與「啟蒙」

的教育，而改採與人格自覺之思維感發全然無關的「語言系統」之學習，以及將

人文現象外在材料化，僅作單純的「常識」來加記憶，所謂：「記問之學，不足

以為人師」的教學！ 

這樣的「狹窄化」「工具化」國文教育，一方面可能是受到〈暫行綱要〉原

即是要銜接九年一貫課程的。在九年一貫的設計下，原來國小的「國語」與國中

附錄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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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國文」當然就被一貫成「語文」領域，原來在小學階段側重「語言」，到進

入國中階段開始轉向「人文」或「文學」，在課程性質上的區隔無形中就被淡化

成了沒有明顯區分的「語文」了。 

另一方面則是學術教育思想上的分歧，在「語言學」興起，以及「語言教學」

日益專業化技術化，尤其搭配上可以量化、級化的「語言檢測」技巧，使大家相

信「語文」不但是可以以「科學」的方法來學習、檢定，而且學習的重心，只在

一套套語言系統之各層常用之語彙，以及相關語法規律的習得與應用。因而，「語

文」或其教育，重要的是能夠聽、說、讀、寫的「形式」能力；至於其話語之「內

容」則是無關宏旨的。這裡正反映了「人文」教育，不但被邊緣化，甚至被驅逐

出傳統上最重要的以「博學宏辭」之「文章」教讀為主，經由「語文」來學習的

領域了。 

因此，雖然在八○年代一次由教育部委辦之大專人文教育的學術會議上，臺

大外文系的朱炎教授(當時他是文學院長)與師大英語系湯廷池教授曾為外文系或

英語系的教學目標與重點，應該是「文學」研習或「語言」訓練有過激辯。但連

臺大都開始有只要通過檢測考試，即可免修共同必修的英文或其他語文課程的規

定，則顯然是「語言」訓練與檢測派站了上風。雖然，國文由於中文系仍堅持它

是一種「人文」教育而否拒了校方可以測驗代替修習的建議。 

英文，由於第二或其他外國語課程的糾纏，往往不易堅持其「人文」教育的

潛能，因而不免淪為僅只「語言」教學的性質。但「國文」作為生活日用的本國

語文，以「語言」而論，一般高中生至少已經生活其中有十五年以上的經驗，即

已「文字」的辨識應用與書寫，也有了九年的教育，因而它的教學重點應該由單

純的語法詞彙等語言的「形式」結構與基本單位的熟悉訓練，走向「話語」與「文

章」的「內容」性涵泳與吸收。 

每一個有「歷史」的語言文化，其實皆有其一系列被視為「經典」的語文作

品，以為其文化精神之凝聚的依憑。這些語文作品的集合就形成該語文化的人文

「傳統」，也是其文化成員所必須共同參與，不斷對話，以形成個人價值之信仰，

生命情調之型塑，與生活智慧之取得的最主要的參照與資源。一個趨向人格長成

階段的教育，不提供學生接觸此一豐厚人文傳統的機會，或不鼓勵學生去與它對

話，以作為形成自我價值的參照與啟蒙，就走向人生的戰場而言，真可謂：「驅

不教之民以戰，是謂棄之也！」 

「文言」作為一種「語言」，早已因語音簡化，同音字太多，難於立即辨識

而變成不能以「聽」「說」來溝通，而且除非長期的大量誦讀，泰半的人其實也

不都能「寫」了。而我們仍然要在高中用國文課程一半以上的時間來教「讀」其

作品，並不是為了學習這套「語言」，而是為了「人文教育」！同樣這也是為何

即使是「語體」範文，我們也要求選「新文學以降之名家名篇為主」的緣故。使

學生接觸、認識、涵泳於我們不論新舊文學所呈現的「人文」傳統，透過對話、

參照而促進其個人精神人格的成長，正是高中「國文」所無法逃避的責任！ 

 



186 

 

〈搶救國文教育聯盟行動宣言〉 

  

語文是人際溝通最重要的工具，也是族群文化最具體的表徵與傳承的憑

藉。而教育國之本，國文教育更是國本之本。所以我們說：「國文教育

的興衰，關乎國族文化慧命之存亡。」絕不是譁眾取寵的讕言詭辭。在

中國歷史上，沒有任何一個強盛的時代不重視國文教育；在世界上，也

沒有任何一個偉大的國家不重視它的國文教育。但是近十餘年來，我們

中、小學生的國語文能力每下愈況，情形之嚴重，早已是各界賢達所深

感憂慮，而不得不大聲疾呼的問題了。因為這不僅是學習能力、競爭能

力的問題，更是國族文化生存命脈的關鍵。 

  

中華文化是世界上四大古文明中僅存的一個文化體，它不僅悠久而且博

大。從現在仍然難以全懂的各地方言，到已經可以有系統解讀的甲骨契

文，證明了五千年來一脈相承的優美文化，其所以能夠繼繼繩繩的原因，

除了各區域族群口傳的語言系統外，更重要的當屬以文字為載具的文本

系統了。由於有了統一的文字載具，五千年來，這幾經歷史淘洗的文化

結晶，涵藏著各個區域族群的祖先們所融鑄凝聚的智慧，我們概稱之為

中華文化，正是為了消弭區域族群間的歷史糾葛，開擴子孫萬代的視野

與襟懷。而這個文化思想的傳承，不但是我們中、小學國語文教學的主

要內容與使命，同時也正是高中國語文教育與其他外國語文教育最大差

異之所在。因為我們的文化底蘊悠久而博大。 

  

當前國語文教育所面臨的核心問題有兩個：一是課程時數的緊縮，導致

教師們每天疲於趕課，無力兼顧情境的營造與興趣的啟發，而造成學生

缺乏沉潛涵泳的功夫；一是中文能力檢測的機制沒有建立，分級標準沒

有常模依據，以致國語文能力的衰退情況，缺乏可信的檢測數據，造成

教師、家長、學生都感到憂心忡忡，但是教育官僚卻可以視若無睹，因

循苟且。 

  

身為第一線的教育工作者，面對當前的國語文教學困境，心所謂危，不

敢默爾以息。因為我們知道：這是一場挽救文化命脈的戰爭。我們決定

本諸教育專業的良知，團結起來，振臂高呼，結合全國各級中、小學國

語文教師，以及一切關心國語文教育的各界賢達，共同組成「搶救國文

教育聯盟」，以不成不止的決心，鄭重提出三階段行動綱領： 

  

第一階段： 

  

一、要求教育部全面檢討並暫停實施九十五年高中國文課程綱要。 

二、爭取九十八年國文課程綱要的主導權應回歸各級教學專業體系。 

附錄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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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爭取國語文授課時數增加至每週六小時以上。 

  

第二階段： 

  

一、結合全國國小、國中、高中教師，全面體檢近十餘年來中小學國

語文教育環境的變遷情況。 

二、尋求企業贊助，委託學術單位進行中、小學國語文能力低落的原

因研究，並提出解決方案，要求教育主管機關具體實施。 

  

第三階段： 

  

一、尋求企業贊助並結合國內外學術研究單位，推動建構中文能力分

級檢測機制。 

二、全力推動建立國際中文能力分級檢測標準，以因應未來中文國際

化的發展趨勢需求。 

  

教育是百年大計，本當由教學專業體系來主導規劃，寧可失之嚴謹，也

不宜魯莽躁進。我們在此無意於評論十二年教改之得失，卻不能不對國

文教育長期遭到漠視的後果，而深懷戒懼。這篇文字是在宣示我們的憂

心與決心；行動綱領是要說明我們的步驟與方法。我們的目的絕不是「爭

自身權益、爭授課時數」，也絕不是一時意氣的抗爭。我們歡迎全國關

心國文教育的人士，隨時隨地以個人或團體名義加入聯盟，賜予教誨，

指引我們努力的方向；更期待教育行政體系的官員們，能夠發揮良知與

血性，察納我們的建言，妥善運用國家資源，共同為「搶救國文教育」

盡一份心力。 

  

  

 共同發起人 

余光中（教授、作家） 戴璉璋（前中研院文哲所所長） 張曉風（教授、作家） 

李家同（前暨南大學校長）黃碧端（台南藝術大學校長） 張光正（明新科技大

學校長） 龔鵬程（佛光大學創校校長）何飛鵬（城邦集團總經理、商周出版社

發行人） 曾昭旭（中央大學教授） 蔡文甫（九歌出版社董事長）王仲孚（前師

範大學文學院院長） 莊 因（教授、作家） 莊 靈（攝影家） 杜忠誥（書法家） 

王財貴（台中師範學院教授） 王開府（師大國文研究所所長） 王秀杞（雕塑家） 

蔡明讚（中華民國書法學會理事長） 李明芬（中宗社理事長） 楊懷民（戲曲藝

術家） 陳中申（音樂家） 胡芳芳（日月文化集團總編輯） 吳東融（全國高中

高職家長會協會理事長） 王耀洲（台北市高中學生家長會聯合會理事長） 陳滿

銘（國文天地雜誌社社長） 吳涵碧（作家） 隱 地（爾雅出版社社長） 樸 月

（作家） 李泰祥（音樂家） 建國中學國文教學研究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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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高級中學必修科目「國文」課程綱要 

  

壹、目標 

普通高級中學必修科目「國文」課程欲達成之目標如下： 

一、提高閱讀、欣賞及寫作語體文之能力，熟練口語表達與應用。 

二、培養閱讀文言文及淺近古籍之興趣，增進涵泳傳統文化之能力。 

三、研讀文化經典教材，培養社會倫理之意識及淑世愛人之精神。 

四、閱讀優質課外讀物，增進文藝欣賞與創作之能力，開拓生活視野、加強人文關懷。 

五、經由語文教育，培養出關心當代生存環境、尊重多元文化的現代國民。 

貳、時間分配 

第一、二、三學年每學期四學分，共二十四學分。每週授課四節，時間分配如下： 

一、範文每週三節。 

二、寫作練習每二週二節。 

三、課外閱讀視需要隨機指導。 

參、教材綱要 

一、教材編選 

（一）編寫教材時，應注意與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的銜接，並注意教材內容應具

時代性與前瞻性。 

（二）範文之選材，必須具有語文訓練、精神陶冶及文藝欣賞之價值。 

（三）編選範文時，應將三學年六學期所選用之教材，作通盤計劃，按文體文 類、

文字深淺、內容性質，作有系統之編排。 

（四）每課範文宜附有題解、作者、注釋、問題討論等項。 

（五）選文應力求內容切時，旨趣合宜；思理精闢，層次分明；情意真摯，想像豐富；

文詞雅暢，篇幅適度。 

（六）課外讀物之選材，宜著重文字難易適中、內容豐富賅博、思想新穎深刻、文學

樣式多元，能由學生自行閱讀吸收，足以補充國文範文教學者。  

二、教材之配置 

（一）範文 

附錄四：《95暫綱》必修國文 



189 

 

1. 語體文與文言文之比例 

學年 

百分比 

文別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語體文 六十％＊ 五十五％ 五十％ 

文言文 四十％＊ 四十五％ 五十％ 

說明： (1)上表所列之百分比係指散文部分，古典詩歌與現代詩歌不計在內。 

(2)上表所列百分比，取其約數，可酌量增減，但以百分之五為限。 

(3)「＊」為「後期中等教育共同核心課程指引」內容。 

          

2. 範文選材及配置 

（1）各冊編排由淺而深，兼顧不同文體文類，及其發展變遷的脈絡。 

（2）文言選文：依據前述教材編選原則，及以往教科書選文經驗，並經由專業評選

小組討論，以兼顧不同時代、不同作者、不同文體與本土素材為原則，酌選文言

文篇章四十篇（附件一），提供編選參考。 

（3）語體選文：以台灣新文學以降之名家、名篇為主（應包含原住民作品），兼及

其他近現代華文作家與優秀翻譯作品，並可酌採古代接近語體之作。 

（4）選文應語言曉暢、具文學性，並顧及當代議題。 

（5）每冊應選一課文化經典教材，分別依次選自：《論語》、《孟子》、《墨子》、

《韓非子》、《老子》、《莊子》。 

（6）每冊應選一至二課古典詩歌、一課現代詩歌。 

3. 範文之配置 

（1）第一冊至第五冊，每冊十三課；第六冊十一課。 

（2）各冊課數得依選文深淺長短酌予增減一課。 

（二）寫作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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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任課教師可採命題作文、情境寫作、短文及應用文寫作等方式進行，以培養學生寫作

能力。 

2. 每學期課外閱讀，學生應交閱讀報告一份；任課教師應於一年級上學期指導學生撰寫。 

3. 寫作練習篇數： 

（1）第一、二學年上、下學期及第三學年上學期習作五篇，批改四篇，共同訂正一篇。 

（2）第三學年下學期習作三篇，批改二篇，共同訂正一篇。 

（3）每學期課外閱讀報告併入寫作練習篇數計算。 

 

肆、實施方法 

一、教材內容 

國文教材以範文為主，以課外閱讀為輔。學生國文科各項優良作品，宜由學校每

年展覽一次。 

二、教材編選 

（一）範文 

1. 教材之編選須遵照前列之教材編選原則。 

2. 語體文與文言文之比例、文化經典、詩歌、範文課數，均須遵照教材配置之規定。 

3. 文言文宜選篇幅適度，內容生動，文字精鍊者。 

4. 每課範文所附之題解、作者、注釋、問題討論之編選要領如下： 

（1）每課範文宜附相關的題解、作者、注釋、問題討論等資料。 

（2）題解宜包括文體、主旨、寫作背景之剖析。 

（3）作者介紹宜力求詳實深刻，與選文之背景密切配合。 

（4）注釋使用語體文，以詞意解釋為原則，盡量避免引用他書文字及深奧典故。 

（5）問題討論宜引導學生深入體會範文之旨趣，提升其思辨及表達之能力。 

（二）課外閱讀教材 

由各校依照教學進度、學生需要、出版現況，配合教材配置比例自由擬定。 

三、教師手冊之編輯 

（一）每課應正確指出教學目標、教學要旨，然後分析其內容形式，提供適當之教學 

（二）每課宜有課文之深究與鑑賞，並詳細補充相關之作者生平、範文背景、生字難詞

之訓解及活用、相關語文文學資料之介紹說明。 



191 

 

（三）每課宜選若干相關之範文作類比、對比等分析介紹。 

四、教學方法及過程 

（一）範文 

1. 各課範文應要求學生熟讀深思，教學重點以提示全篇主旨、內容精義及段落大意，

以培養學生欣賞之能力。    

2. 範文之教學宜針對文章體裁及語文特色加以詳細分析，以培養學生寫作能力。 

3. 範文講授應作延伸閱讀與討論。 

4. 範文講授宜與選修科目、課外閱讀結合教學。 

5. 教學時並應利用視聽器材，提供學生欣賞，藉以增進其對課文之了解。 

（二）寫作練習 

1. 寫作練習，由教師命題，間可指導學生自由命題。 

2. 命題作文或引導寫作務求適合學生理解及寫作能力，並配合生活環境，與課文密

切聯繫。 

3. 教師批改寫作練習，應注意內容題旨之切合，以及標點符號之應用、錯別字之訂

正等。 

（三）課外閱讀 

1. 任課教師每學期應視學生程度及需要，選擇適當內容及份量之課外讀物，供學生課

外閱讀。 

2. 課外閱讀包括語文、文學、文化及當代議題等相關著述或篇章。 

3. 每學期課外閱讀，學生應交閱讀報告一份併入寫作練習篇數計算。 

4. 任課教師可以用讀書會方式，鼓勵同學進行多元閱讀及交互討論。 

（四）教師宜於課內外適時指導學生練習適當之語言表達。 

五、與其他方面之聯繫 

（一）本教材應與歷史、地理、公民與社會，或其他有關學科之教材與議題配合，相輔

相成，使教育成效更為彰顯。 

（二）國文教學除本科外，另設選修科目：包括區域文學選讀、小說選讀、論孟選讀、

語文表達及應用。 

（三）國文教學研究會應遵照規定舉行，其討論內容應以教材及教學方法研究為主，其

他有關之教學行政工作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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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學生各項優良學習成果，除在班上傳閱、揭示或陳列外，學校每學期應就寫作、

課外閱讀、演說、辯論、文藝創作等項，酌量舉行比賽，以資觀摩。 

六、教學評量 

（一）國文成績之評量，包括日常考查、平時練習、定期考試等方式，考查學生在範文

學習、寫作練習及課外閱讀等各方面學習進展之情況。 

（二）國文科教學評量須以本科教學目標為原則，並注意情意目標的評量。 

（三）教學評量，須根據各課教學目標、教學內容、及其教材性質訂定之。 

（四）評量內容包括記憶、理解、分析、綜合、應用、鑑賞等方面，應力求其完整性。 

（五）評量方法：採用口試、筆試、觀察、作品評量等方式。 

1. 範文評量 

（1）方式： 

l   日常考查   

l   定期考查 

（2）內容： 

l   詞語方面：生字、難詞之辨析，古今字詞義之演變。 

l   旨義方面：文章立義、各段要旨之領會。 

l   篇章方面：課文結構及段落呼應之分析。 

l   表達技巧：各文體文類表達技巧之把握。 

l   應用方面：從討論問題中考察語言表達能力、組織能力、對範文之認識程度、

在人生修為中之參考價值等項。 

2. 寫作練習評量 

（1）方式：於平時就下列項目考查評量，並酌予個別指導訂正。 

（2）內容： 

l   文字方面：書體端整，無錯別字。 

l   標點方面：標點符號使用適切。 

l   表達方面：措辭恰當，行文流暢。 

l   內容方面：立義精當，取材切題，情景交融，事理兼顧。 

l   結構方面：結構完整，段落分明，層次有序，前後呼應。 

l   篇幅方面：長短適中，無冗贅拖沓之累，亦無殘缺脫漏之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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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課外閱讀評量 

（1）方式：考查課外閱讀報告。 

（2）內容： 

l   報告之格式及作法。 

l   對課外閱讀教材之掌握。 

l   對課外閱讀教材之重點摘要介紹。 

l   對課外閱讀教材內容之分析評論。 

l   對課外閱讀教材之閱讀心得感想。 

l   報告本文之語文表達。 

l   對同學心得報告的欣賞與相互分享。 

（六）國文總成績之計算 

國文總成績之計算：第一、二、三學年範文（包括日常考查、定期考查）占百分之七

十，寫作練習占百分之三十包括課外閱讀報告及各式作業）。 

（七）教學評量後，應視需要實施補救教學。 

七、輔導 

（一）語文資優學生，應酌增補充教材，著重課外自學輔導，以增進其學習與寫作之能力。 

（二）其他特殊學生，應視個案情形，予以個別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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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文言文選文四十篇 

時代 課數 課        名 作 者 

先 

秦 
 

(

七
篇) 

1 燭之武退秦師 左傳 

2 大同小康 禮記 

3 孫子選 孫子 

4 勸學 荀子 

5 諫逐客書 李斯 

6 漁父 屈原 

7 馮諼客孟嘗君 戰國策 

漢 

魏 

六 

朝  

(

九
篇) 

8 過秦論 賈誼 

9 鴻門宴 司馬遷 

10 答夫秦嘉書 徐淑 

11 典論論文 曹丕 

12 登樓賦 王粲 

13 出師表 諸葛亮 

14 桃花源記 陶淵明 

15 世說新語選 劉義慶 

16 蘭亭集序 王羲之 

唐 

宋  

(

十
一
篇) 

17 春夜宴從弟桃花園序 李白 

18 師說 韓愈 

19 始得西山宴遊記 柳宗元 

20 虯髯客傳 杜光庭 

21 岳陽樓記 范仲淹 

22 醉翁亭記 歐陽修 

23 訓儉示康 司馬光 

24 傷仲永 王安石 

25 赤壁賦 蘇軾 

26 上樞密韓太尉書 蘇轍 

27 

夢溪筆談選 沈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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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清  

(

九
篇) 

28 郁離子選 劉基 

29 指喻 方孝孺 

30 項脊軒志 歸有光 

31 晚遊六橋待月記 袁宏道 

32 原君 黃宗羲 

33 廉恥 顧炎武 

34 勞山道士 蒲松齡 

35 左忠毅公逸事 方苞 

36 病梅館記 龔自珍 

 (

四
篇) 

台
灣
古
典
散
文 

37 東番記 陳第 

38 紀水沙漣（東征集） 藍鼎元 

39 裨海紀遊選 郁永河 

40 台灣通史序 連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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