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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現場的臨現
大一國文閱讀與寫作的變革 ● 中文系 林淑貞

大一國文給人的印象是什麼呢？營養學分？

背背課文及作者、注釋嗎？為了革新大家對大一

國文課程的刻板印象，也為了給學生一個不一樣

的大一國文，在學生們的第十三年國文課程，中

文系參與教育部推廣的「全校性中文語文教養課

程推動與革新計畫」，精心設計全校性閱讀寫作

課程，企圖給學生一個嶄新的大一國文，提昇學

生聽、說、讀、寫的能力，灌注新的教學思維與

方式，體認生命的意義與社會關懷的價值。這是

中興大學九十年來大一國文的全新變革，也是啟

動中興大學全校性閱讀書寫課程推動與革新計畫

的鑰匙。

壹、課程內容概述

一、教學目標：以生命教育為軸心

現行大一國文採混班上課，人數上限高達

六十人，全校上學期開設三十五班，下學期

三十三班，因為班級人數過多，難以訓練學生閱

讀寫作能力，比較偏重選文教學，為了提昇學生

寫作閱讀能力，同時也改變學生對國文課程刻板

印象，中文系推動此一計畫，降低授課人數，每

班四十人，由原先的三十五班提昇到四十五班，

重新編纂國文教材，以「生命現場」作為教學主

軸，讓學生成為學習的中心，導引他們懂得如何

經營自我，追求未來，開展潛力，故而教學理念

有二，其一是以學生為教學中心，其二是以感動

人心的文學作品為作材，冀能達成：一、提昇閱

讀及書寫能力，二、培養生命觀照能力。藉由編

纂閱讀書寫與「生命現場」相關跨領域共同教材，

以生命教育為課程核心，引導學生主動思考生活

經驗，建構價值觀，由：人與自己、人與他人、

人與環境之開展，來探索生命的意義，明瞭生命

學分無法重新，終究要由自己探索、追尋，活出

精采的人生。

二、課程設計理念：以人為本位

課程設計是透過文學的閱讀與寫作，讓學生

體認生命現場中主體的存在意義。故而呈示古今

相會，「用故事換故事」的方式，利用情境設計，

導入相關活動，讓學生們分享自身的故事與經驗，

說出、寫出與生命有關的故事，重新關照自己生

命、體會生命價值。

課程內容分析四大單元：

① 我的辯證

透過選文的導引，讓學生挖掘自己的記憶與知

識，從故鄉到中興大學、從認識真實當中得到

知識與自信、從個體到群體，由現代到古代，

循序漸進地進行：「現實生活中的自我存在」、

「感性思維與文學傳統」、「傳統文化的世界

關懷」三個層次進行系列寫作，帶領學生閱讀、

理解，進而挖掘自我的意義，配合中興大學「孔

學要旨」、「獸魂碑」之現場，體認自身所處

環境就是一個珍貴的文學現場。

② 生命空間

中興大學以農業科學為特色，校園就是一個自

足的生態鏈，各種動植物形成自然生態循環體

系，「生命空間」單元就是帶領學生進行：「動

植物觀察」、「生命資產」、「生命境界」三

個層次逐漸理解、挖掘生命空間的意義。從具

象到抽象，從有限的生命進而超越物象與物質

層次，探討生命如何超脫空間的有限性展現自

適超然的襟懷，並請學生分享自己生命地景，▲ 輔助教學內容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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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身心調適中開展自我生命的意義。

③ 人間情緣

中興大學地處台灣中部樞紐，芸芸眾生中的聚

合，共同織就中興因緣，讓學生們體會自身是

世間情網中的一份子，肩負社會發展與國家進

步的重責，本單元共分作：「重新為自己定

位」、「發掘記憶中的寶藏」、「緣起緣滅，

於疼痛中成長」三個單元進行導引，讓學生透

體人間各種情緣的聚合離散來體會生命中的種

種因緣，學習從疼痛中成長與淬鍊。

④ 社會關懷

不同的成長環境與不同的社會歷鍊，造就不同

的眼光與襟懷，透過「生命現場」的閱讀與表

述，讓不同科系領域的學習，灌注福益社會的

氣度與視野，故而以：「扶助弱勢族群」、「省

思社會問題」、「建立理想社會」三個層次進

行社會體認與服務的理想實踐，結合各領域的

農、工、社、電資、獸醫、生命科學、文學院

等科系整合，導引學生關懷弱勢族群，進行社

會關懷。

貳、教學現場：軟硬體的配置

一、教師學習社群的摩盪

教師之專長不一，為提昇教學品質，組成教

師學習社群，舉辦讀書會、教學觀摩會等，討論

如何引導課程內容與課堂書寫結合，緊扣課程核

心，進而共同編寫課程大綱，並聘請專家學者專

題演講，提昇教師專業知能。

二、教學助理之運用

每班配置一位教學助理，協助老師與學生之

間的庶務處理，包括課堂討論之導引、回饋；課

堂後之網站管理及電子看板留言、回應等項，並

作為學生延伸閱讀之諮詢者。教學助理必須定期

撰寫工作日誌，參加助理養成活動，包括教材選

文閱讀討論會、作文批閱練習、經驗分享、自我

成長演講等課程。

三、生命教育的演講

結合生命教育、生命體驗，每學期舉辨六場

全校性閱讀寫作講座或活動，充實學生學養及涵

養，體從演講者的親身經歷，體認生命的價值與

意義。

四、課程評估機制規畫

閱讀與寫作是多元複雜的學習歷程，評量則

是檢視學習者主動建構理解的動態活動，故而課

程評估機制可協助學生理解學習成效。進行方式

如下：

① 閱讀心得寫作比賽：每學期舉辦閱讀心得寫作比

賽，讓學生藉由閱讀過程，淬鍊自己的閱讀理解

之後的反饋，進行評比，提高閱讀興趣，提昇寫

作能力。

② 課堂寫作：每學期進行五篇作文，以課程選文導

引學生興趣，書寫相關的感思，而作文不全然以

固定的作文書寫方式呈式，嘗試讓學生製作生命

經驗的小書、生命之樹、杯子詩歌等項來完成自

我評量的檢視，寓教於樂，使學生也樂於投入迥

異於一般的書寫課程。

▲ 謝錦桂毓教授進行教師社群演講

▲ 莊馥華小姐演講

▲ 劉大潭先生蒞校演講

▲ 教學助理成長社群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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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動態的報告，有學生分組報告的 ppt、動畫

或短片，亦有教學內容的光碟版（內含投影

片、短片等項），另有詩詞演唱，例如：詩、

詞、曲、歌謠等課程的動態報告或展演。

大一國文推動全校性閱讀寫作課程，一方面

是提昇學生聽說讀寫的能力，一方面也讓學生體

認生命的意義，因為：人生是一場歷險，是一個

造就機會的現場，唯有發揮潛能，體認自我價值，

學會社會關懷，讓學生主動學習，主動參與，以

學生為本位的學習設計，就是希望藉由學生經驗

為基礎，引導學生主動思考自我的生命歷程，建

構自我生命價值觀，進而能探索生命，關懷生命，

因為生命現場無法動新臨現，唯有自己主動努力

地探索、追尋、構建，才能活出精彩的人生，成

就生命的典範。

③ 評量檢測：每學期定期舉辦全校大一國文學生之

學習成果檢測，藉由分析學前、學後檢測結果，

加強教學、閱讀、寫作等多元之學習歷程的檢視，

以改進教學方式，達致學生自我反思與自發性學

習，啟發主動學習的效能。

五、成立「興閱寫作坊」及專屬國文網站

為了協助學生寫作諮詢與教學診斷，特地成

立「興閱寫作坊」，由具有寫作背景之教師及寫

作顧問駐站教師，提供學生寫作諮詢、新書、主

題閱讀軟性讀物及熱門期刊閱讀區，可供發表練

習及藝術創作之場域，藉此提昇學生寫作動機，

並與文院鹿鳴電視台、鹿鳴電子報結合，鼓勵學

生設計採訪、報導專題。

另外，附掛在中文系的網頁上有國文教學網

頁，而教師們也有與學生溝通的教學平台，平時

可用來與學生討論、諮詢及提供教學反饋之用。

這些教學網站與平台，不僅可以快速聯結，亦可

提供學生互相參展觀摩之用。

六、大興國文作業展示

為了讓學生互相學習與觀摩，中文系特地製

作作業展示企畫：

時間訂於 2012年 6月 11日（一）至 6月

15日（五），地點在圖書館一樓大廳，整個活動

名稱：

國文中興大業—100學年度「大學國文」暨

中文系課程作業 /報告展演

內容包括：

（一） 靜態的書面報告，有專題製作報告、書畫藝

術、小書等等。

▲ 劉大潭先生蒞校演講

▲ 演講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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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興大學 100 學年度下學期

全校性閱讀書寫課程推動與革新計畫行事曆

日期 事項 地點 出席人員

1/16-17

（六日）
TA社群培訓 靜宜大學 主 TA

2/16

（四）

演講活動

演講者：謝錦桂毓教授

講題：生命窗口的對話

時間：13：00-18：00

中興大學

綜合教學大樓 101教室
全體授課教師及 TA

3/10-11

（六日）

教師及 TA社群培訓

閱讀．書寫．經典創意教學工坊

靜宜大學

國際會議廳、伯鐸樓
全體授課教師及主 TA

3/19

（一）

演講活動

演講者：莊馥華小姐

講題：看見生命的成長與喜悅

時間：08：10-10：00

中興大學

惠蓀堂

當時段上課學生、教師

及帶班 TA

4/18

（三）

研習活動

演講人：吳孟昌 老師

講題：讓生命在文學中相遇

時間：13：00-15：00

中興大學

綜合教學大樓 13樓

1308會議室

全體授課教師及 TA

4/21

（六）

TA社群培訓

閱 書寫課程 TA社群培訓營（六）

靜宜大學

格倫樓 1樓

106/108教室

主 TA

4/27

（五）

演講活動

演講者：廖鴻基先生

講題：航出去的海洋文學

時間：16：10-18：00

中興大學

綜合教學大樓 1樓

104視聽教室

當時段上課學生、教師

及帶班 TA

5/2

（三）

大學國文教師讀書會

主題：

湯顯祖《牡丹亭‧ 冥誓》導讀

主講人：林仁昱 先生

時間：13：30-15：00

中興大學

綜合教學大樓 8樓

802會議室

全體授課教師

5/3

（四）

TA社群活動

活動主題：PPT製作

主講者：吳思穎

時間：12：00-14：00

中興大學

綜合教學大樓 1樓

109教室

全體授課教師及 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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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事項 地點 出席人員

5/8

（二）

演講活動

演講者：劉大潭先生

講題：創意人生．海闊天空

時間：8：10-10：00

中興大學

惠蓀堂

當時段上課學生、教師

及帶班 TA

5/17

（四）

演講活動

演講者：謝坤山先生

講題：走過生命中的轉彎處，從心開始

時間：13：10-15：00

中興大學

惠蓀堂

當時段上課學生、教師

及帶班 TA

5/17

（四）

閱讀能力檢測

下午 4-5點

中興大學

綜合教學大樓 1-4樓、

雲平樓 B1

5/23

（三）

TA社群活動

活動主題：作文批閱

主講者：洪宇蓁

時間：12：00-14：00

中興大學

綜合教學大樓 13樓

1308會議室（暫定）

全體授課教師及 TA 

5/23

（三）

閱讀能力檢測（補考）

下午 5-6點

中興大學

綜合教學大樓（暫定）

5/24

（四）

演講活動

演講者：莊宏達 醫生

講題：服務生命是一件快樂的事

時間：08：10-10：00

中興大學

惠蓀堂

當時段上課學生、教師

及帶班 TA

5/25

（五）
中區教師座談會

中興大學

綜合教學大樓

1301會議室

全體授課教師

5/26

（六）
TA培訓營

中興大學

綜合教學大樓 1樓
所有 TA

6/6

（三）

TA社群活動

活動主題：討論課

主講者：徐國明

時間：12：00-14：00

中興大學

綜合教學大樓 13樓

1308會議室（暫定）

全體授課教師及 TA

6/11-15

（一 -五）
優秀學生作品展

中興大學

圖書館一樓展覽大廳

6/26-27

（二三）
教師及 TA社群培訓 （未定） 全體授課教師及主 TA

6/28

（四）
成果發表會 （未定） （未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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