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析論詩經中「蚓、「情」、「走」之現代掛帥。

析論詩經中「知」、「情」、「意」之現代通識意涵

韓秀莉

摘要

通識教育目的在喚起人自我意識的覺醒、建立個體獨立思考分析能力、激發其對所處環境

產生互為主體的認識與關懷。而這樣的通識教育，正是中國傳統以來全人教育的理念。

詩經現實精神與抒情言志，充分表露出人生態度與處事哲學，展現出人主體意識的覺隘，

突顯人的主體性。歷來學者對詩經置在常諭及，卻未正視詩經的現代意義。而其中豐富的語彙及

意涵，不僅重視內在道德規範、強烈、關注情感教育、同時還展現自豪樂觀精神。無論是對受教

者或是教育者，詩經中的知、情、意，提供吾人相當的省思空間與學習典範。

因此，本文旨從通識教育的角度，探討詩經中所呈現豐富而多面向的現代通識意涵。

關鍵字：詩經、認知、情感、意念。

一、 FJJJ 昌

台灣通識教育歷經十餘年的研究、實施、改進之後，到現階段有了一個共同

的體認：「通識教育不僅僅是智育，也不是開幾門課程就能達成的」。 l 而單純的

「專業訓練」及「學術研究」並非大學「角色定位」的基礎。 2 因此，從學科分殊

中尋求整合，從人文與科技的分道揚螺中尋求匯通，這兩者都不是通識教育的首要

任務，而通識教育則是以「全人教育」的理念， 3 從分殊破碎的多元學科中統整出

人類心靈與智慧的整全面貌，建立人生視野，才是通識教育的真正目標。

詩經是我國古代第一部詩歌總集，編成於春秋時代，前後大約跨越五百多年的

漫長歷史。由於它的年代久遠 ，加以其他因素，使得我們已經無法考知每篇作品的

確切年代，即使少數作品有比較明顯的證據，也不能就此得出結論 。但是詩經中所

l 沈君山（ 1994) . （大學通識教育的理論與實際研討會論文集〉 （臺灣大學文學院編）

2 彭堅汶（ 1994) • （政治學的研究方法〉 （台北：國立空中大學）

3 劉振維（2005) • （論通識教育的理念與實踐〉，〈朝陽人文社會學刊〉﹒第2卷，第3期，頁5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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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現的現實精神與抒情言志，充分表露出人生態度與處事哲學，而其中豐富的語彙

及意涵，不僅重視內在道德規範、強烈關注情感教育、同時還展現自豪樂觀精神，

它在倫理教育及文學的價值上，成為後代詩歌寫作重要表現手法，也提供吾人相當

的省思空間與學習典範。因此，本文在此目標驅動之下，擬於「詩經」中「知」

「情」、「意」範疇中，尋求通識教育的內涵，構設出符合通識教育的理念，使詩

經的課程也能在大學教育中扮演回復人類心靈的角色。

二、現代通識教育的重要性與困境

首先，什麼是現代通識教育？它具備何種的重要性？在實施通識教育的當前，

會遇到哪些的困境？這是在探討本文之前必須釐清的問題。

（一）現代通識教育意涵與重要性

通識教育的首要目標是以「全人教育」的理念，從分殊的多元學科中統整出人

類心靈與智慧的全貌，給人們一種統合人格智能後的人生。 4

基於學科整合與人文主義教育的立場，我國通識教育推展不應該只是西方教育

理論的移植， 5 而應注重中國文化傳統的內崗，使通識教育更能植基於中國傳統文

化，同時也促使中國人文精神能更具備現代化。

筆者任教於技術學院通識教育中心，基於以中國傳統文化為本，這樣的目標驅

使，擬在傳統價值觀點與思考導向上，以中國最早的詩歌「詩經」範疇中，尋求通

識教育的內蝠，構設出符合通識教育的理念，使得詩經課程能在通識教育課程中扮

演著真有中國人文精神的重要角色。

那麼現在就要間，什麼是通識教育？其涵義為何？這兩個問號，正是值得探討

的議題。

「通識教育」一詞源自於英文的General Education 或Liberal Education ，常譯

為通識教育或博雅教育、文雅教育、通才教育及一般教育等 ，多種譯名反映著通識

4 同前註，頁61 。

5 黨姿娟（ 1998) • ＜以美國為借鏡談我國大學通讀教育的現況與展望〉，〈教育資料文矯社〉﹒第42卷，

第6期﹒頁1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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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多元的內涵，歷經不同的歷史階段，變動的時空和社會發展過程， 6 通識教育

本著大學基本教育的功能，在教育改革風潮中，備受關注。

我國通識教育啟蒙很早，因為自古以來就重視全人教育，傳統的「士」必須

研讀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並學習禮、樂、射、御、書、數六藝，對於

「君子」的養成有一套完整的教育。民國元年蔡元培先生亦提出「世界觀」及「人

本精神」的主張 。 而我國高等學府通才教育的實施，溯及1960年東海大學建校開

始，當時曾約農校長要求全校學生必須修習通才課程 。 其後，有些大學陸續跟進，

一直到1985年才開始全面實施通才課程。

台灣通識教育的理念是依據民國七十三年教育部（高字第11986號函）頒定

「大學通識教育選修科目實施要點」中所規定：大學教育目的，在於讓學生通過這

些課程，了解自身與自身、自身與社會環境、自身與自然世界等相互的關聯 。 這份

規定揭示了全國性通識教育的理念，更明確地指出通識教育所應積極努力的方向 。

從此以後，國內不少學者紛紛提出他們對通識教育的看法，例如牟宗三先

生， 7 金耀基先生， 8 吳大敵先生， 9 郭為藩先生， IO 楊國樞先生， II 沈君山先生， 12

黃俊傑先生， 13 李坤崇先生， 14 陳伯璋先生， 15 黃俊傑先生，的這些學者皆認為：

通識教育目的在喚起人的自我意識覺醒、建立獨立思考與分析判別能力，發展自我

價值觀，激發對人文及自然環境的認識與關↑要 。

然而，當純知識態度籠罩教育思維峙，如何喚醒價值、感情和道德教育？這卻

是相當困難的事情 。 1 7 事實上，人類道德倫理、價值判斷、仁民愛物、闊達胸懷的

認知態度，都存在於知、情、意通識教育之中 。 因此，如果我們首先從教育的意義

與目的來判斷，通識教育是否就是為科技的整合？杭之先生曾經這麼說過：「試圖

透過科技整合工作來學習更多本科以外的知識與研究方法，來求得知識的統整，這

6 黃俊傑 （ 2002) ' ＜大學遇是教育的理念與實踐〉，〈中華民國通識教育學會〉’頁171-172 。

7 牟宗三 （ 1980) ' ＜政道與治道〉 （台北：台灣學生書局 ）

8 金耀基 （ 1983 ) ' ＜大學之理念〉 （台北 ： 時報文化公司 ）

9 吳大獸（ 1986) • ＜吳大歡文選三 ： 教育問題〉 （台北 ： 遠流出版社）

10 郭為藩 （ 1987 ) ' ＜通識教育的實施方式〉 ，〈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院，大學通識教育研討會論文輯〉﹒

頁155- 162 。

I l 楊國樞（ 1987) ' ＜當前大專青年的價值觀與思想態度〉 ， 〈行政院第四屆青年輔導委員會專緝〉﹒貢77 。

1 2 沈君山（ 1989) ' ＜人文學概論〉 （台北：東華書局）

13 黃俊傑（ 1992) • ＜大學通戰教育的理念與實踐〉 （中壢：中華華民國通識教育學會）

14 李i$崇（ 1993) • ＜國立成功大學通識教育課程改進與規劃研究計劃報告〉。〈全國大學通識教育研討會

論文輯〉，真8-9 。

15 陳伯璋（ 1994) ' （大學課程結愴的知識社會學分析〉 （台北 ﹒ 師大書苑）

16 黃俊傑 （ 2006 ) • ＜二十一世紀大學生價值觀的培育理念與教育策略〉，〈玄安人文學報〉 ，第6期﹒頁的 。

17 何秀煌（ 1998) ' ＜從通識教育的觀點看文明教育的反思〉 （台北：東大圖書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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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種形式主義的天真想法。」的

由上述論點可知，「通識教育」既不是平衡或補足「專門教育」，更不是「科

技整合」，那麼當我們面對「通識教育」與「專門教育」兩種教育的辯證時，應該

採取那種態度？而本文中所析論之「通識教育」是「瞭解人之所以為人之道」與

「建立人的主體性教育」，那麼又如何將其呈現在教學之中？同時還能兼顧到專業

知識並求得雙贏？這就是一個值得進一步探討的問題。

既然「通識教育」是一種朝向完整人格的建立而邁進，使受教育者能夠興起心

志，做自己的主宰。所以，通識教育應當是教導學生具有知識、學識、才識、器識

及膽識，的能夠貫通天地人我，啟發真善美樂，展現通達識體的器度，成為社會上

有教養的人才是吧！

正因為通識教育肩負了這樣沉重的神聖使命，讓受教者在科技掛帥的時代，能

夠成為一個知、情、意兼備，科技、人文兼修，人格完整的知識份子， 2。為社會提

供英才。正因為如此，更形顯發出為學與受教的重要性。為學與受教目的是在學習

做「人」的道理，而做人的標準，就是具備智、仁、勇三達德，也就是知（常識、

知識、智慧）、 i育（情感、 i育趣、情操）、意（意志、意識、意願）三部份能夠圓

滿通達。

品格教育，是通識教育核心觀點， 21 這樣的教育觀點是從中國傳統心性哲學出

發。因此，我們可以肯定現階段通識教育應該指向人文主義的溫柔敦厚， 22 這樣的

溫柔敦厚，不正是詩經中的興、觀、群、怨、事父、事君、多識鳥獸草木之名、達

政、專對、婚姻觀．．．．．．。 23 因此，在通識教育課程教授上，必須以「什麼是人」為

主軸，來探討人之所以為人，人之所以能夠主宰萬物共生的理念下，累積廣博知

識，伸展生命觸角，才是當務之急。

（二）現代通識教育的困境

通識教育既然是如此的重要，但是在實施的過程中，卻也遭遇到相當多的困

18 杭之（ 1987) • ＜通識教育的一些問題〉。〈新竹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刊〉’頁237 。

19 宣大衛（ 1996) • ＜我國大學通譏教育整體架構之策略規劃〉，〈通識教育季刊〉，第3卷 ，第3期，頁141 。

20 黃文樹（2003) • ＜大學通論教育的理愈與實際〉’〈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教育學刊〉’ 第12期，頁141 。

21 胡夢鯨（ 1998) • ＜全人教育理念下大學通識教育與改革為這〉，〈台北：淡江大學時報社〉，第27期，

頁的 。

22 李辰冬（2002) • ＜詩經的研究〉 （台北：水牛出版社） • 3版。
23 白川靜（2001) • （詩經的世界〉 （台北：東大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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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依據夏建文先生的區分， 24 將通識教育的困境，分成體制層面問題及態度觀念

偏差兩個方面，以下依此兩方面困境做一探討。

1 、體制層面問題

體制層面如果發生問題，不就是在基礎問題上產生了動搖嗎？然而在體制層面

上的問題，最讓大家感到憂心的是教育部曾對全國各大學及技專校院於2002年發表

SCI （科學引文索引資料庫）、 SSCI （社會科學引文索引資料庫）、 EI （工程索引

資料庫）論文總篇數統計評比。由於教育部在評比時，並未對各校性質及各學門領

域作出更為詳盡或等比的分類，在這樣的情況之下，以理工及醫學為主要發展領域

的大學及技專校院所呈現出來的數據自然會表現出色。相對地讓以人文社會為主要

發展的學校，就無法有較為出色的成績。面對這樣的評比，顯而易見教育當局及社

會大眾的價值認同是重視理工科技而輕視人文社會，那麼對於並未歸類於專門系所

的通識教育而言，相對地就受到極大的影響。

因為有如此的問題發生，所以黃俊傑教授在檢討當前通識教育體制層面所遭遇

的困境時，明確指出： 25

大學中研究成績卓越的教師之所以參加通識課程的意願低，重要的原因是

深植於大學學門劃分以及相關的學術獎賞制度中．．．．．．。國內各種學術榮

譽，如中央研究院院士、國家講座、傑出人才獎座遴選，均以專業研究為

考量，因此在這樣的大學體制之下，通識教育遂成為被忽視的一個環節。

的確，由於流風所及，專業研究成為大學教師最重要的工作，而大學教學，尤

其是全校性之共同及通識課程教學，自然容易會被忽視。有鑒於此，黃俊傑教授在

「二十一世紀大學生價值觀的培育理念與教育策略」一文中繼續談到通識教育的因

應之道： 26

24 要建文（2005) ' ＜陶淵明生命情調之現代通識意涵〉，〈光武團文學報〉’ 4期，頁78 ° 

25 罔註5 ，頁171-1 72 。

26 黃俊傑（2006) ' ＜三＋一世紀大學生價值觀的培育理念與教育第瞄〉，〈新竹﹒玄裝人文學報〉，第6

期，頁211-2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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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世紀新時代中，所出現的資訊化與全球化的生活方式以及知識經濟

時代等三大局勢，指出新世紀大學生價值觀的培育理念應當有三： 1. 促進

「傳統」與「現代」的對話。 2. 加強「科技」與「人文」的互動。 3. 強化

全球視野與本土文化的融合。

黃教授的一席話，直接道出新世紀大學生價值觀的培育理念，這種理念的培育

除了需要教授通識知能之外，當前教育部對於大學生價值觀培育的重要指導也必須

有明確的指出，但是在今天專業研究當道的教育過程中，體制層面所遭遇的困境是

如此嚴重，這是必須快速解決的問題。

2 、態度觀念偏差

通識教育不僅在體制層面上產生諸多的問題，同時在實踐層面上，由於師長及

學生在態度觀念的偏差，使得通識教育遭遇嚴重困境。張國聖教授指出： 27

通識教育在實踐方面另一個問題是難以尋覓優良的師資，．．．．．．因為衡量一

位大學教師的地位、聲望與影響力的主要標準還是在於學術研究的成果，

更何況主導教師升等的關鍵因素也是學術研究成果。通識教育課程與一般

教育課程不同，注重教學方法與師生互動，目的在培養學習動機與開闊視

野。因此，教師為了扮演好通識課程教授任務，勢必撥出更多時間從事相

關工作，如此教師負擔更重，自然影響研究工作。於是大學教師擔任通識

教育意願自然降低。

大學是追求真理與學術良知的所在，擔負並導引學術風氣，而通識教育以啟發

學生的心智、建立學生的人生觀為目標，卻很難在短期內收到效果。由於各大學努

力將研發的知識轉化成商業利益，紛紛建立產學合作的模式。因此，一些大學的主

管，必須具備開闊的胸襟、宏觀的視野，才能在強烈的教育主體性之下，更加重視

通識課程的教授。顏崑陽教授在（哀大學）一文中沉痛的呼籲： 28

27 張國聖（2003) ' ＜當前大學通識教育發展的困境與挑戰〉，〈國家地理、公民社會與通識教育學術研討

會〉’頁112 ° 

28 顏崑陽，〈哀大學〉，〈聯合報〉’ 2003年3月28日， 12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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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異化為競逐功利的『工具』」﹔「教育部是經濟部的分支機構，

而大學也已成為教育部分設各地的『經濟人力』培訓所，甚至以『知識』

為產品的公司或工廠」：「大學教育在『唯功利』的價值窄視中，﹔有失理

想，而被徹底產業化和商品化。」

依據顏崑陽教授的說法，在功利主義掛帥的教育觀念及心態下，現階段台灣高

等教育的內容，雖然在專業訓練上具有可觀的成就，但是卻過於強調「人」以外的

邊際效用。正是因為如此的教育觀念存在，使得多數大學院校投入大量資源強化就

業導向系所，以便提升學生在畢業之後能夠快速與社會接軌，在市場經濟中佔有優

勢。在這種功利主義的潮流中，大學以及大學的師生，都會在不同程度之內及不同

意義之下，將自己「工具化」’這種態度觀念的偏差，使得通識教育遭遇嚴重的困

境。

三、詩經的倫理教育及文學價值

在探討過通識教育的重要性及面對的困境之後，下面將對教育活動的主體一受

教育者，如何能從通識課程中喚醒自我意識，呈現出人之所以為人的尊貴。本文藉

由詩經的知、情、意來探討其中所蘊含的通識教育意義。

詩經這部書對後世的確呈現出不朽的價值，它的價值在於因為它內容廣泛，深

刻反映出殷周時期，尤其是西周初至春秋中葉社會生活的各方面。詩經可以說是一

軸巨幅畫卷，對當時的政治、經濟、文化、軍事及人生百態風俗民情，都有詳盡的

描述，正是因為這些描寫的篇章及它那特殊的語言詞彙，具備了不凡的價值，帶給

吾人生活及生命中的深刻體驗及省思。以下針對詩經中倫理教育的價值、文學的價

值兩方面來敘述其中所展現出的「知」、「’︱育」、「意」

（一）倫理教育的價值

詩經最大的特色，是在詩歌的創作上建立了現實主義的優良傳統。在詩經中

早期的宗教詩與宮延詩，大部分是祭把鬼神、歌頌統治者的英勇事蹟 ，但是在「二

雅」、「國風」 中的許多詩篇，卻反映出當代人民的思想感情，有的描寫勞動與愛

情的歌唱，有的則描寫困苦無依的生活，有的是對黑暗政治的諷刺與批評，有的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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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神權的反抗．．．．．．。這些作品的思想及內容，都富於現實性和人民性，關於這類

的作品，它們不僅僅是反映現實生活，而是其有更高批判現實的社會意義，具有生

命，更具有倫理教育的崇高價值。

先秦學者大多把詩經當作倫理道德的教科書，（毛詩序）特別對詩經中的風

有所說明：「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又云：「上以風化下，下

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誅，言之者無罪，開知者足以戒，故曰風。」這是從美刺教化

的角度來教育﹔（毛詩序）：「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而這是從其言

為正聲及雅言的角度來教育。 29 孔子在（禮記﹒經解）上說：「入其圈，其教可知

也﹔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這段話說明詩經不僅可以涵養溫柔敦厚的性

情，更可以陶冶出事父事君的美德，所以，孔子在（論語﹒陽貨篇）上又說：「小

子何英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過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

於鳥獸草木之名。」由此看來，孔子對於詩經把它看做是陶冶性情，培養美德的書

籍，把它當成是對中國古代倫理教育具有典範性的影響，這不是沒有理由的。

（二）文學的價值

詩經是我國最早的詩歌總集，在中國文學歷史上，保持著崇高的地位，對後代

的文學影響相當深遠。它何以能造成這麼深遠的影響？

章學誠在（文史通義﹒詩義）說：「後世文章皆源於六藝，而多出於詩教。」

也就是說詩經的賦、比、興表現手法，被後世廣泛地使用和推廣。

賦、比、興的運用，既是詩經藝術特徵的重要標誌，也開啟了我國古代詩歌創

作的基本手法。賦、比、興的意義，歷來說法眾多。 30 簡言之，賦就是鋪陳直敘，

詩人把思想感情及其有關的事物平鋪直敘表達出來。比就是比方，以彼物比此物，

詩人情感借一個事物來做比喻，興則是觸物興詞，客觀事務觸發了詩人的情感，引

起詩人歌唱，所以大多在詩歌的發端。 31 賦、比、興三種手法，在詩歌創作中，往

往交替使用，共同創造詩歌的藝術形象，抒發情感。

1. 賦的運用

賦的運用廣泛普遍，能夠很好的敘述事物、抒寫感情。如（七月 ）敘述農夫在

29 孫詣讓（ 1954) ' （諸子集成〉 （中華書局）

30 范文瀾（ 1958) ' ＜文心雕龍注〉，〈人民文學出版社〉，第8卷，頁607 。

31 張震澤（ 1983) ' ＜賦比興本義新探〉’〈文學遺產〉，第3期，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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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十二個月的生活，就是用賦的方式，鋪陳直敘而直言之。 32 最常見的抒情方式

是直抒胸臆，把內心情感直接表露，直接了當，明白如話：

如（秦風﹒無衣）

與子同袍，王子興師，修我戈矛，與于同仇。

全詩摩擬戰士的口吻，直接了當描寫思想情感，富有表現力。另有一種，同樣

是賦，卻是意在言外。（鄭風﹒將仲子）運用呼告式的辭格，摩擬少女對心上人苦

苦哀求的口吻，描寫出愛、 t~交織的內心感情矛盾，表現出火熱愛情與禮教壓迫的

尖銳衝突：

將仲子兮！無輸我里，無折我樹4己，豈敢愛之，畏我父母，仲可懷也，父

母之言，亦可畏也！

劉雄（文心雕龍﹒詮賦）指出賦的特點是「體物寫志」。就是不直接表露自己

的思想感情，而把它寄寓在客觀事物的描述中，（衛風﹒河廣）就是這樣的詩：

誰謂河廣？一葦杭之！誰謂宋遠？政予望之！

誰謂河廣？曾不容刀！誰謂宋遠？曾不崇朝！

這詩篇是僑居衛國的思鄉之作，全詩只是反覆說河並不寬，宋國不遠，而盼望

返鄉之情卻溢於言表。

2. 比的運用

至於比的運用也很廣泛，其中整首都以擬物手法表達感情的比體詩，如（魏

風﹒碩鼠）、 （小雅﹒鶴鳴）獨具特色，而一首詩中，部份運用比的手法，更是豐

富多采。（魏風 ﹒碩人），描繪莊姜之美，用了一連串的比：「手如柔美，膚如凝

32 楊公驗（ 1980) ' （中國文學〉 （吉林人民出版社） ， 第1分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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脂，領去口增擠，齒如都犀，臻首蛾眉。」分別以柔嫩的自茅芽，凍結的油脂，白色

長身的天牛幼蟲，白而整齊的瓢子，寬額的嫌蟲，蠶蛾的觸鬚來比喻美人的手指、

肌膚、頸脖、牙齒、眉毛，形象細緻。「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兩句動態描寫，

又把這美人變得生動鮮活。詩經中大量用比，表明詩人具有豐富的聯想，能夠以其

體的形象詩歌語言表達思想感情，呈現異彩繽紛的物象 。

3. 興的運用

詩經中興的運用情況比較複雜，有的只在開頭起調節律、喚起情緒作用，興

旬與下文在內容上聯繫並不明顯。”如（小雅﹒鴛鴦）：「鴛鴦在梁，我其左翼，

君子萬年，宜其退福 。 」興句和後面兩旬的祝褔語，並無意義上的聯繫 。 （小雅﹒

白華）以同樣的句子起興，抒發的卻是怨刺之情：「鴛鴦在梁，我其左翼，之于無

良，二三其德。」這種與本意無關，只在詩歌開頭協調音律，引起下文的起興，

是詩經興句中較為簡單的一種 。 詩經中更多的興旬，與下文有著委婉隱約的內在關

聯，或烘托環境氣氛，或比賦象徵中心題旨，構成詩歌藝術境界不可或缺的部分 。

（鄭風﹒野有蔓草）寫情人在郊野邂逅相遇：「野有蔓草，零露濤兮 。 有美一人，

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清秀撫媚的少女，就像綠草上滴著點點露珠一

樣清新可愛。而綠意濃濃， 生趣盎然的景色，和詩人邂逅相遇的喜悅心情，相互輝

映 。

詩經中賦、比、興手法運用最為圓熟的作品， 達到情景交融、物我相諧的藝術

境界，對後世詩歌意境的創造，有直接啟發 。 如： 34 （ 秦風﹒蒹葭 ）

蒹葭蒼蒼，白露為霜 。 所謂伊人，在水一方 。 溯油從之，道阻且長。

溯游從之，宛在水中央 。

蒹葭淒淒，白露未峙 。 所謂伊人，在水之泊 。 溯淘從之，道阻且擠 。

溯游從之，宛在水中垃 。

蒹葭采采 ， 白露未已。所謂伊人 ， 在水之﹔矣 。溯油從之 ， 道阻且右 。

溯游從之，宛在水中﹔止。

33 陳元鋒 （ 1988) , ＜詩經賦比興古義發棚〉。〈文學遺產〉，第6期，頁124 。

34 聖賢行霈（ 2002) , 〈中國文學史 （上）〉 （台北 ： 五南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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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傳認為是興，朱熹（詩集傳）則認為是賦，實際二者並不互相矛盾，是起後

興再以賦法敘寫。以淒清的秋景與感傷的情緒渾然一體，構成耐人尋味的藝術境界。

由上可知，詩經在倫理教育的價值與文學的價值，表現了思想藝術完整的結

合，反映出現實生活和人民的真實情感，其中有比興、也有寄託、更有豐富的內容

及樸實的自然風貌， 35 呈現出的有道德規範、情感教育與自豪樂觀精神。這樣的精

神，在中國古典文學中，成為非常寶貴的遺產，對於後代亦發生深遠的影響，在今

天為了建立起個體生命對應於群體生命的情感與思想的正確價值觀，並兼負起時代

社會與人文範疇認知的重要學習上，詩經更具有現代通識教育意涵。

四、詩經「知」、「情」、「意」的現代通識意涵

經由以上單元的反省，清楚可見今日大學通識教育課程在大學教育中所佔有的

角色及遭受到的困境，讓人隱憂。

歷來對詩經現實主義的風格，雖常論及，但卻忽略其現代意義：詩經通過高度

的藝術形式，反映了現實生活和人民的思想感情，風格樸素自然，音調和美，保持

了民歌的特色，也表現了思想與藝術結合的完整性。其中任真自得的現實主義，展

現出人主體意識的覺醒，凸顯出人可以挺立心志的真實態度，這樣子的文學表現，

成為後代非常寶貴的資產，也具有豐富的通識意涵，可供現代人反思，在此瞬息萬

變的社會中，提供吾人相當的學習空間與學習典範。以下針對「知」、「’︱育」

「意J 三個面向來探討詩經的現代通識意涵。

（一）知－重視內在道德規範

從詩經的詩文當中，我們看到周民族的史詩，其中所透射出來的是極為現實的

人生社會，它所重視的是生活實踐、人格踐履，從教育的角度而言，比文學的實踐

更為重要，因為詩經重視的是生命實踐、是內在道德規範。為什麼說是生命實踐、

是內在道德規範？以下針對「知」的層次來探討：

以「知」 的層次而言，詩經教育的語言層次、修辭造語﹔內容中的社會背景、

風俗民情，論屬於認知教育範圍。例如：（小雅﹒鹿鳴）第一章就是天子宴請群臣

嘉賓。

35 宋裕（2001) ' （中國文學史〉 （台北：萬卷樓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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呦呦鹿鳴，食野之草。我有嘉賓，鼓瑟咬笙。吹笙鼓簧，承笙是將。

人之好我，示我周行。

這樣的歡聚宴飲，熱鬧祥和。群臣讚美周王，並進謀治國方策。周代是農業

法制社會，宗族問相親相愛的關係是維繫社會的重要紐帶。周之國君、諸侯、群臣

大都是同姓子弟或姻親，統治者十分重視血緣親族的關係，利用宗法來加強統治。

宴饗不單純只是為了享樂，而它更是具有政治上面目的。宴飲之中，發揮的是親親

之道、宗法之義。而其中的儀式，體現禮的規則和人內在道德風範。宴饗詩中讚美

守禮有序，賓主融洽的關係﹔而對不能循禮自制，縱酒失德的宴飲，貝lj持有否定態

度。禮樂文化是周代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詩經在很大程度上是周代禮樂文化的表

現，宴饗施以文學形式，表現周代禮樂文化。如詩經一些作品讚美貴族階級的才德

容儀，頌揚溫文爾雅，謙恭有德的彬彬君子，抨擊失德違禮之輩不如禽獸：

相鼠有禮，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追死？（嘟風﹒相鼠）

詩經雖然只有三百零五篇卻是我們研究中國古代歷史、社會、哲學、政治所必

讀的一部書，對於周朝文物典章史事，透過文字的敘述，也做為後人研究周朝最寶

貴的資產及認知學習的借境。

孔子曾說詩經教育可以「多識草木鳥獸之名」’這是屬於認知教育的層次。而

詩經中的作品，敘述周朝的史詩，對於周朝的典章文物制度、禮儀風俗、甚至於農

事、婚姻制度、器血、花草．．．．．．都有詳實的描述，這是詩經在抒情主體之外所附帶

的認知價值。

生命實踐在通識教育意涵上代表著經過好學深思之後，用智慧面對當下的一

切。而今天學校教育，不就是除了教導學生相當的常識與學識外，更重要的是要有

遇事能夠真有判斷的智慧？抉擇的智慧？將課本中所學的知識能夠轉化成為人生的

智慧，運用在日常生活中。李威熊先生曾說： 36

36 李威熊（ 1998) ' ＜心影片片〉 （台北：文史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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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必須「重教」，才能要求學生尊師，而尊師就是重教的最佳表現，重

道以尊師為先，而尊師來自於老師重視教育，三者不可分，也是人在為學

受教之上應有的基本態度。

教育之道無他，惟有愛與榜樣而己，詩經平淡自然的文學實踐，認真自然的現

實精神，這種生命實踐、這種現實主義，對今天倡導以「人」為主體意識覺醒的通

識教育，具有相當性的啟發。

（二）情－強烈關注情感教育

詩經認真自然的現實精神，在智育的面向上，展現出重視生命實踐的現代通識

意涵﹔在情育的面向上，貝lj表現出強烈關注情感教育的現代通識意涵。

以「情」的層次而言，詩經的抒情主體性，直接影響到讀者內在的「情感」

進而抵蠣行為、感動情i生、體認現實等。「詩大序」有下面這麼一段話：「詩者，

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喔嘆之﹔

哇嘆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詩是人們思

想感情的表現，詩的產生由於外物感發了人的內心情感，不免形諸於語言文字，這

種情感言之尤尚不足，就不免歌之舞之。所以詩經中的情育世界，其情感的表現是

詩、樂、舞三位一體的，也是強烈關注情感的呈現。例如詩經中的情詩，廣泛反

映男女愛情生活，充滿坦誠、真摯的情感。 37 （周南﹒關雌）就是寫男子對女子的

愛慕之情，前三章表現了一個貴族青年對淑女的追求，和他「求之不得」的痛苦心

情。末兩章，想像若能和他在一起，將要「琴瑟友之」、「鐘鼓樂之J 。這種表現

男女相互愛慕的詩，詩經中還有不少，便有了幽會密約，如（都風﹒靜女）描寫男

女幽會：

靜女其妹，俟我於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蜘輸。

靜女其響，貝台我彤管。彤管有煒，悅擇女美。

自牧歸葉，淘美且異。匪女之為美，美人之胎。

37 錢縷（ 1984) • 〈方言畫畫疏〉 （上海：古籍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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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男人等待情人的心情描述的細膩真摯。（鄭風﹒子持）貝IJ寫女子對男子的

思念，這個女子在城闕等情人，獨自蜘櫥徘徊，「一日不見，如三秋兮」的詠歎，

把相思之苦表現的如怨如訴，深摯纏綿。這種對愛情的專一執著，在（鄭風﹒出其

東門）中，則由男子直接說出：

出其東門，有女如雲。雖則如雲，匪我思存。搞衣暴巾，聊樂我員。

詩經中對惰的描述，有反映結婚家庭的生活、男女不平的社會、女子婚後被虐

被棄的遭遇、憂國憂民的情懷以及戰爭中的無奈．．．．．．在在表現出詩人對「情」強烈

的關注，真切記錄當代社會的個性和生活態度。詩經的文字表現，給予後學者在情

育教育上有了充分而真實依循的課題。

當前教育缺乏的就是情感、情操的教育，詩經中表現出享受藝術人生的優美情

操，來自於正確的人生觀與價值觀的建立，當我們跳脫出成敗得失的框架之中，懂

得如何判別對錯是非之後，才會有更寬廣的視野，也才會了解什麼是人生？什麼是

宇宙？什麼才是趣味化及藝術化的生活？

通識教育是以啟發學生優美的心靈，恢弘生命的氣度，正確的人生觀為目標，

詩經中對感情的抒發、真實的感受、具體的描述，表現出詩人真摯的情感、鮮明的

個性和積極的生活態度，值得吾人再三品味。

（三）意一展現自豪樂觀精神

除了上述「知」展現出的重視內在道德規範、「情」展現出的強烈關注情感教

育外，「意」所呈現出的則是展現自豪樂觀精神。「意」又是如何呈現出自豪樂觀

精神？

以「意」的層次而言，詩經表現的是以現實精神為主，「詩大序」認為詩歌往

往是社會政治現實的反應，到「治世之因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因怨以怒，其政

乖」。從詩中可以看出政治的得失、社會的治亂興衰，「至於王道衰 ，禮義廢，政

教失，國異政， 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社會情況對詩歌內容有決定性作用，

詩歌對政治社會具有教化作用，可以「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 美教化，移風

38 陸侃如（ 1996). ＜申國詩史〉 （齊魯害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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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甚至對國家政治都有巨大的影響。

詩經作品，所以能夠引人入勝的一大原因，就是每一首詩所展現出來的是既真

實又自在，既真誠又無偽的自豪樂觀精神。

西周中葉以後，特別是西周末期，周室衰微，朝綱廢她、社會動盪，大量反映

喪亂、針貶時政的怨刺詩出現了。怨刺詩主要保留在「二雅」和「國風」中，如大

雅（民勞）、（板）、（蕩）、（桑柔），小雅中的（節南山）、（正月）、（十月

之交）、（雨無正）、（巧言）等，反映厲王、幽王時稅苛重、政治黑暗，然而國風

中的（魏風﹒伐檀）、 u師風﹒新臺）、（齊風﹒南山）、（陳風﹒株林）或諷刺不

勞而獲，或揭露統治者的無恥醜陋，辛辣的言詞中，真有強烈的不平與不滿。

詩經中對戰爭描述的詩，從正面而言有描寫天子、諸侯的武功，表現出強烈

自豪樂觀精神，大雅中的（江漢）、（常武）、小雅中的（出車）、（六月）等，

都反映出宣王時期的武赫。像這類從正面歌頌角度所寫的戰爭詩，不注重直接描寫

戰鬥場面，而集中表現在軍威聲勢中，如（小雅﹒採芭）寫大臣伐蠻之事，突出寫

方叔所率隊伍車馬之威，軍容之盛，號令嚴明，賞罰有信。”他雄才大略，指揮若

定，讓蠻夷皆來臣服，詩經戰爭詩強調道德感化和軍事力量的震攝，不真體寫戰

爭的廝殺和格鬥，是我國古代崇尚禮義，注重文德教化，使敵人不戰而服的政治體

現，表現出與世界其他民族古代戰爭詩不同的風格。

在反映愛情和婚姻問題的詩時，例如：（古風）寫一個被丈夫虐待、遺棄婦

女內心痛苦的申訴﹔（靜女）以男子口吻寫出他與心愛的人幽會密約的濃濃意境，

讓讀者能在字裡行間感受到主人翁的內心世界。甚至有描述勞動之歌的詩篇：例如

（伐檀）通過嚴正的質間，譏諷為政者的不勞而食﹔（碩鼠）譏諷官吏貪暴，將官

吏比喻為貪得無展的大老鼠，形象中表現出人們對他的痛惡感情。

孟子曾說：「側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

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

者，自賊者也」 （孟子﹒公孫丑上. 6）。藉由受教，而將仁義禮智四端擴充之，

也就是促使受教育的主體性的覺醒，這種秉性而行、任性白求的做法，不也正符合

「意」所呈現出展現自豪的樂觀精神嗎？因此，詩經中表現出民胞物與的仁愛精神

以及道德感化的功效，而它現實精神的表現也給人一種情意世界的清染，使讀者沉

思在歷史涵養性情中，確立人生方向，深深領會於心。

39 趟沛霖（ 1989) ' （詩經研究反省〉 （天津：教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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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論

詩經三百零五篇作品內容相當豐富多彩，如（王風﹒委離）描寫故國之思﹔

（庸~豐﹒載馳）抒發愛國之情，都是傳頌千古的名篇。詩經不僅內容豐，它對時政

世風、戰爭訴役、婚姻愛情、社會風俗及對周人精神風貌及感情世界的揭示，都富

於現實精神。

詩經的作品，具有深厚豐富的文學積澱，顯示出我國詩歌最崇高的地位和深遠

的影響。奠定了詩歌優良傳統，使得詩歌藝術的民族特色由此肇端。詩經的作品主

要用於典禮、諷謙和娛樂，是周代禮樂文化重要部分，更是實行教化的重要工具。

它以生命實踐的智慧，享受藝術人生的優美情操，保有真誠赤子之心，呈現出人的

尊貴，突顯出人的挺立心志，自做主宰。

由上所述，可以看出詩經具主體與群治的功能，具有「知」、「情」、「意」

的教育意義，它不僅具有抒情言志與諷諜勸諭的功能，更表現出關注現實的熱情、

強烈的政治和道德意識、真摯熱誠的人生態度，因為詩經的存在模式充分體現了人

的存在模式，融塑出人生存在的時空與精神意識的各種面貌。通識教學活動目的是

建構大學生正確價值觀與人生觀，本文歸納通識教育的理念，分析詩經通識教育的

意涵，正是為了使現代人能一窺詩經的萬般風姿，尋繹出自己存在的面貌，它提供

了吾人積極正面的省思空間與學習典範，值得學習。

在今天科技化、多元化、國際化的社會中，除了應該了解科技與人文斷裂的

狀態外，大學教育過程中的通識教育課程，具有引導學生在現代科技社會中發掘人

文社會的問題的重要意義。經由優質人文傳統課程引導，而躍入悠久文化價值傳統

中，培育具有批判思考與原創能力的新知識分子，建立新時代價值體系，才能在西

方文化霸權下，挺立東方知識份子的價值觀與立場。這也正是筆者在建構本文之

初，藉由提倡「詩經」倫理教化的經典教育，引導大學生的生命重新與傳統文化接

軌，奠定未來開創新局的文化資源，「返本以開新」的教育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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