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來，
坐在我身邊。

文學教室課程與
教學現場的結合
文───李軍慧

台灣文學教室回顧報導

高中教師

小說──────

攝影──謝韻茹

散文──────
新詩──────

「成為一名稱職的讀者」，確實是我最初參加台文教室的目的。從一開始自許成為「稱職

電影劇本────

讀者」，到後來覺得自己「想要做些什麼」。因此我自許成為種子，把更美好的文學樣貌

文學實務────

拉進課堂，栽種在那一個個年輕的心靈中。於是，每週一次的國文專題課，便成為我播種

台語文學────
兒童文學────

的時光。

台灣民間文學──
旅行──────
自然生態────

曾在小說課上，講師詢問學員：「為何會來上這樣的一門課？都有在做小說創作
嗎？」我舉手回答：「我沒有在做小說創作，我也不覺得自己有成為作家的能力，但
是至少，我想成為一名稱職的讀者，這是我來這裡的目的。」
「成為一名稱職的讀者」，確實是我最初參加台文教室的目的。前後我參與了五
期的文學教室課程，分別是當代台灣散文家閱讀、當代台灣小說家閱讀、台灣當代詩
人閱讀、非虛構寫作、農業與食物書寫，總計兩年多，如同粉絲追隨，我與同事參加
了每一期簡義明老師設計安排的課程。從一開始自許成為「稱職讀者」，到後來覺得

音樂──────
小封神與西遊記─
農業──────
食物──────
女性──────
芳草──────
電影──────

自己「想要做些什麼」。
我從事教職八年，任教於學風嚴謹的私立高中，由於重視升學，我在頭一年的教

家族書寫────

學，以成績提升作為主要原則，考試掛帥的教學帶來顯著成效，我卻失去當初成為國

桌遊──────

文教師的熱忱：我希望能讓學生喜歡文學。參加台文教室後，接觸到那麼多美好的文

報導文學────

學領域，突然有種使命感，或許我該有責任把這些美好的樣子帶給課堂上的孩子。近

非虛構寫作───

來有位剛認識的學生告訴我：「我討厭課本裡所有出現的作家，因為都要考試。」這

創意文案────

個回答讓人感嘆，卻也是對於一個老師的警告，當文學只剩下拆解過後的形音義，或

青少年創意讀劇─

是支離破碎的句型結構與修辭，學生怎麼可能喜歡文學？若是不喜歡文學，怎麼抒發

影像敘事────

自我？如何在閱讀中安頓自己，平撫不安？因此我自許成為種子，把更美好的文學樣
貌拉進課堂，栽種在那一個個年輕的心靈中。
於是，每週一次的國文專題課，便成為我播種的時光。

小說選讀：馬奎斯〈流光似水〉
過去我只讀過馬奎斯的《百年孤寂》，故事複雜，不適合讓我帶入課堂。直到在
小說課中接觸到《異鄉客》，我找到了可供教學的作品──〈流光似水〉。篇幅不
長，耗時約三次課程。為了掌握教學，我先與任課班級的歷史老師討論，確定了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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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相關歷史背景都已學過。
我在簡單的文本帶讀後，先讓學生討論故事中的「荒謬」，並思考其背後可能帶來的作
用，然後才拉入歷史背景，讓學生針對文本中出現的「西印度卡塔吉娜」、「馬德里」、
「阿爾及爾戰役」、「馬尼拉罩巾」等牽涉到史地的辭彙進行聯想，進而思考作者文末所寫
的：「『在西班牙的馬德里，一個夏天像火燒、冬風冷如冰、沒有海洋也沒有河流、內陸根
性的居民永遠學不會光海航行術的遙遠城市。』可能想闡述什麼意義？」這是在我下課前拋
給學生的問題，本是下次國專課的討論題目，卻在課後一個學生突然拿著講義站在我面前，
無法忘記的是，她的雙手和嘴唇顫抖，問我：「老師，這是一篇反帝國主義的作品嗎？」我
說我沒有標準答案，但她不久在作文這樣寫道：

文學是意識形態鬥爭的領域，而我樂看百家爭鳴。每堂國文課，老師提供我們各類從未接
觸過的文學體裁，激發我們的求知慾，並透過循循提問，促使我們思考，進而提升思想的
層次。某天，老師發下馬奎斯的短篇小說〈流光似水〉，並拋出了幾個問題讓我們思考。
在這個時刻，我往往是既謙卑又自傲的，謙卑是因為正面對著未知，自傲則是自恃擁有比
同齡人更高的文學敏銳度，總是很快便能解出答案。但這一次所面對的情形不同，閱讀著
馬奎斯的文字，我竟無法從過往的經驗中歸結出答案。我重複讀著這篇文章，眼睛在字
裡行間不斷逡巡，同時也在腦海中搜索，探求答案。到底作者在表面平淡文字裡埋了什麼
謎？在那一剎那間，我忽然看穿文字表層，直入作者內心，找到了他隱藏的真意。那一瞬
間，五內震動，我為先前驕傲的態度感到近乎自卑的惶愧。作者採用了我從未見過的書寫
方式，面對家園被侵吞的不公，他並不採取聲嘶力竭的控訴，而是提供讀者一個情節詭奇
的故事，不批判，不控訴，作者的角色完全退至旁觀者，其隱藏在淡然陳述後的深刻同
情，直到讀出這層涵義才深感折服，彷彿能看見作者躲在文字後撫鬚微笑，「你也發現了
呢。」如同遇見異代知音。（楊紫卿）
那種「直入作者內心」後，感到自己「近乎自卑的惶愧」，因而顫抖折服，宛若知音，
是多極致美好的感受，在靜默的閱讀中自成宇宙，便是文學的魔力。

小說選讀：卡夫卡《變形記》
作家賴香吟在第一次上課時，帶我們讀卡夫卡的《變形記》。過去我雖然也讀過《變形
記》與卡夫卡其他作品，但卻是在講師的帶領下才領會到這篇小說的魅力。小說中，我們看
見權力系統對人的消耗壓迫，以及人的腐蝕與異化，甲蟲的困境也是每一個孤獨心靈的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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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說──────
散文──────

境！我開始期待，孩子們能在

新詩──────

這部經典中找到自己。於是我

電影劇本────

與同事著手設計《變形記》的

文學實務────

經典閱讀專題。

台語文學────

「《變形記》經典閱讀」

兒童文學────

耗時六個禮拜的國專課，主題

台灣民間文學──

設定為「認識卡夫卡」、「仿

旅行──────

圖鑑寫作」、「次要角色的人
賴香吟以「加減乘除」的法則講授小說創作技巧。

物分析」、「葛雷高爾的蛻
變」、「文本象徵」、「認識
存在主義」，最後進行紙筆寫

作，以申論題方式闡述對文本的認識了解。這次活動對多數學生而言很難得，因為在
學生的閱讀喜好中，通常以輕巧的奇幻或言情小說為主，而象徵意義濃重的經典文學

自然生態────
音樂──────
小封神與西遊記─
農業──────
食物──────
女性──────

則較缺乏。
活動中學生學習如何進行小說人物分析，並且連結自身經驗，同理角色處境。在
討論「荒謬的現實」時，學生能聯想到教育制度、性別歧視、對同性戀的壓迫等議

芳草──────
電影──────

題。最深刻的是在「次要角色分析」時，學生們對於主角的父母、妹妹對主角的壓迫

家族書寫────

行為很是氣憤，多數人憎惡偽善的妹妹，也有人譴責軟弱的母親、或強勢的父親，但

桌遊──────

討論最終，我仍希望能將話題帶回學生自身：「我們自己，是否也曾對現實中某位

報導文學────

『葛雷高爾』，做出『如父親的強勢與欠缺同理心』、『如母親的軟弱』、『如妹妹

非虛構寫作───

的偽善與自私』的行為？」那一刻，學生靜默，有人會心一笑，也有人左右張望，那

創意文案────

是在心中作答的題目，討論對象只有自己。這也是我期待能透過文學為他們帶來的：

青少年創意讀劇─

在文學中理解他人，也看見自己。

影像敘事────

情詩專題：我喜歡那些情詩
我在「當代詩人閱讀」課程中獲取很多養分，並延伸至我的教室裡，促成了學生
最喜歡的「情詩專題」。臺文館邀稿時，特別提到對這個課程的興趣，這使我很汗
顏，在各種國專課中，「情詩課」其實是最隨興的課程。
高中課本中，一冊約有一至兩首現代詩，但所選又不一定符合學生的生命經驗，
因此對文學沒有特別興趣的學生也就很難體會詩的況味。但我個人閱讀中，最能「將
自己代入」去引發共鳴震動的，應是現代詩。青春的生命若不讀詩多可惜，因此開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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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我的情詩專題。
第一種課程方式，是利用每節上課前先將詩句（摘
錄其中幾句）抄在黑板，詩句中挖除一個詞彙，打鐘後
學生開始分組討論可填入什麼詞彙，然後到黑板寫答
案，我再針對各組答案進行解說，學生反應非常熱烈。
以下摘錄幾則內容：

用鏡子描摹欲望 用時間
改寫長路上的憂傷
用沉默去掩埋一生的錯愕
用□彰顯故鄉

──席慕蓉〈顛倒四行〉

原詩□中的辭彙是「漂泊」，而小組的答案有「墓
碑」、「武力」、「摩西」、「古井」、「榮耀」，當
我在提出某些答案似乎與詩意無關時，學生會主動提出
解釋，雖然有時連結點太遠，卻也翻新了詩意。

所有能被聽見的聲音
都是耳朵□的結果 ──瓦歷斯•諾幹〈無聲〉
原詩是「慾望」，而學生有人改寫為「都是耳朵長
毛的結果」，使得詩從本來在談論人對資訊的聆聽選
擇，變成是具有政治諷刺批判的兩行詩了。
上 吳晟朗誦21歲那年寫的情詩〈秋日〉與〈階〉兩首。
下 詩人孫維民講解詩的技藝。

妳的□凌亂
掛滿我窗台──謝三進〈妳的遷徙〉
詩人原詩是「影子」，表達思念，但學生答案中卻
出現「內衣」，雖然離原詩意很遠，但更貼近學生自己
的想像（該班以男生為多數，男女比例7比1）。也有小
組答案為「臟器」，將詩改寫成一個驚悚的命案現場。

在夏天的終點
收到妳寫的長信，雖未打開卻早已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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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光是漫長的信件，我們將成為彼此的□
只為了述說一件掛心的小事

小說──────

──林餘佐〈長信〉

散文──────

有學生回答「郵筒」，在語意上是連貫的，可解釋為「我寄給你，你寄給我」，

新詩──────

但這種安排不出色。而原詩為「郵戳」，很有趣，郵戳蓋的是寄信人地點所在，而非

電影劇本────

投遞點，有種「我在你那，你在我這」的奇妙意義。也有學生改寫為「我們將成為彼

文學實務────

此的說書人」，雖不合原詩中「長信」的意象連貫，但若成為彼此的說書人，為他說

台語文學────

一輩子的故事，不厭煩的進行長期對話，這真的是很溫柔美善的相處想像。

兒童文學────

這個活動目的不是找出最接近原詩的答案，而是以自己對前後詩句的理解進行聯

台灣民間文學──

想，享受完成詩句的過程。在完成詩句的同時，也會更明白詞彙該如何使用才能更精準

旅行──────

的表達想法。

自然生態────

然而，更讓學生喜歡的情詩專題，其實是「我喜歡那些情詩」，在國專課上好好
讀一整首情詩，對學生來說是最大享受。本來擔心讀詩對男孩子占多數的班級會較有
難度，結果卻顛覆想像。在「我喜歡那些情詩」中，他們讀過楊牧、洛夫、向陽、吳
晟、舒婷、夏宇、王添源、林禹瑄、波戈拉等多位詩人作品，學生不僅樂在其中，讀
到很有感受的詩時，那幾天的下課都會聽到有男生以大聲朗讀詩句做為遊戲，從沒要

音樂──────
小封神與西遊記─
農業──────
食物──────
女性──────

求過背誦，他們卻能清楚念出很多上過的詩句，令人訝異。
我有時忘記讀詩的時候，學生便會不斷提醒我，有些男孩子很俏皮地在課堂上吶
喊：「我現在很需要詩。」「這節可以讀情詩嗎？我最近要用到。」「老師，你一定

芳草──────
電影──────

帶錯課本了，這節不適合國文課本，應該要上情詩。」雖常啼笑皆非，但我知道這些

家族書寫────

孩子很願意讀詩，都是有福份有領受的小孩。

桌遊──────
報導文學────
非虛構寫作───

專題：人物採訪
「非虛構寫作」課程有一個學員作業──採訪寫作，記者房慧貞老師先教導採訪

創意文案────

技巧，而顧玉玲老師則督促作業的完成與分享。顧老師以「完整的人」作為主題，讓

青少年創意讀劇─

學員更理解報導文學的意義。我深覺這份採訪作業對自己的重要價值，因此決定也讓

影像敘事────

學生有這樣的機會，重新認識身邊的人與自己。
這次專題需操作六週，主題分別是「採訪技巧與意義」、「擬定主題、問題與動
機」、「採訪過程分享」、「採訪書寫呈現與互評」、「上台報告」。除了第一次的課
程是由我單方講述，其他都是以學生為主體，我退居台下，由學生自主討論或分享。
學生採訪人物很多元，除了親友外，也有採訪菓風小舖店長、小說作家、樂團
鼓手、租書店老闆、小學老師、心理師、便利商店店員等人，主題涵蓋有「陰界接
觸經驗」、「消防員辛酸史」、「軍警生涯」、「有機番茄栽種」、「母語教育的
落實」、「個案衛教管理師的職場生活」、「中草藥研究」、「小說創作」等各種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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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玉玲以「完整的人」為題，講述人物報導的核心宗旨。

向，學生互評時也大開眼界。
專題結束後，我做簡單調查，發現原本大家以為最困難的寫作項目，其實是簡單的，而
真正困難的往往是採訪過程中難以控制的各種因素，例如對談話內容理解錯誤、採訪對象與
自己之間的雞同鴨講、採訪對象是個省話一哥導致難以進行、採訪對象過於健談最後反賓為
主，自己反被採訪，或是無法集中在預定主題上，種種問題，考驗學生的傾聽、理解、發問
技巧、氣氛營造等各種能力。
然而「在採訪中發現自己的不足」只是其中一個目的，我更希望透過這次活動使學生能
主動去重新認識一個人或事，作業只是媒介，透過媒介讓自己具有勇氣去問出那些心中的疑
惑。有些學生最後回饋提到自己更認識家人，或是解開過去的誤會，抑或勇敢的在網路上聯
繫崇拜已久的九把刀，也有學生採訪自己喜歡的輕小說家雷明，其中一個學生提到這是幾年
來與父親談話最久的一次。作業不是評分工具，而是一個重新開始的機會。

結語
曾聽過一個關於老鷹的寓言，傳說老鷹有70歲壽命，但到40歲時，鳥喙會過於彎曲而
無法獵食，翅膀會變得沉重而難以飛翔，因此牠可能面臨死亡，除非牠能熬過淬煉──牠必
須孤獨地飛到高山上，在岩石上將自己彎曲的鳥喙努力撞斷，把自己厚重的羽毛狠狠拔除，
然後長出全新的鳥喙與羽毛，這是老鷹的重生。故事可能是虛構的，卻仍深深打動我。來到
台文教室，我也期許自己能以謙卑的心情撞斷彎曲的鳥喙，拔除厚重的羽毛，將那些舊有的
頑固或無謂的自以為是拋除，然後才有自信以重生的樣貌，站在學生的面前，而不辜負他們
期待的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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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來，
坐在我身邊。
台灣文學教室回顧報導

台灣文學教室課表（第一期至第十期）
期別 課程名稱

1

2

3

4

5

6

7

8

9

10

開課時間

課程規劃者

台灣歌詩的唸唱佮欣賞

2011.3.5-5.21

黃勁連

閱讀台灣文學大師

2011.3.19-6.25

許榮哲

寫作的盛宴──女性書寫工作坊

2011.3.22-6.14

吳達芸

小說──────

讀出一場好戲──青少年創意讀劇工作坊

2011.3.26-6.11

呂毅新

散文──────

台灣歌仔簿（冊）的唸讀、欣賞佮研究（一）

2011.6.18-8.20

黃勁連、施炳華

新詩──────

在路上：關於「旅行」的意義、閱讀與書寫

2011.7.8-9.9

簡義明

文學愛與死──女性閱讀書寫工作坊

2011.6.28-8.30

吳達芸

詩與詩的行動能力

2011.7.9-9.10

翁文嫻

台灣歌仔簿（冊）的唸讀、欣賞佮研究（二）

2011.9.24-11.26

黃勁連、施炳華

台語文學────

報導文學：農村與地方書寫

2011.10.4-12.6

簡義明

兒童文學────

家族書寫萬花筒──家族閱讀書寫工作坊

2011.10.6-12.8

吳達芸

台灣民間文學──

台灣民間文學欣賞佮研究

2012.2.25-5.12

黃勁連、施炳華

旅行──────

說故事的一百種方法：兒童文學創作坊

2012.2.25-5.12

許榮哲

自然書寫與環境參與

2012.2.23-5.10

簡義明

芳草文學賞析

2012.2.23-5.10

吳達芸

可圈可點的胡說八道：兒童文學創作坊

2012.6.9-9.1

許榮哲

文學與影像敘事

2012.6.16-9.8

簡義明

農業──────

小封神與西遊記精讀（上）

2012.6.14-8.30

呂興昌、吳達芸

食物──────

台灣民間文學欣賞佮研究（二）

2012.7.7-9.22

黃勁連、施炳華

女性──────

台灣民間文學欣賞佮研究（三）

2012.10.6-12.22

黃勁連、施炳華

芳草──────

電影劇本創作坊

2012.9.22-12.8

許榮哲

文化理解與文學書寫：音樂

2012.9.25-12.11

簡義明

小封神與西遊記精讀（下）

2012.9.18-12.4

呂興昌、吳達芸

小說創作工作坊

2013.3.15-7.5

許榮哲

桌遊──────

當代散文家閱讀

2013.2.21-6.20

簡義明

報導文學────

台灣文學二重奏（上）

2013.2.19-6.4

呂興昌、吳達芸

非虛構寫作───

台語文學．歌謠的研究佮欣賞

2013.3.2-6.22

黃勁連、施炳華

創意文案────

電影劇本創作坊

2013.9.13-12.27

許榮哲

當代台灣小說家閱讀

2013.9.3-12.17

簡義明

台語文學．歌謠的研究佮欣賞（二）

2013.8.24-12.21

黃勁連、施炳華

小說課：我是唯一一個逃出來向你報信的人

2014.2.21-6.20

許榮哲

電影劇本────
文學實務────

自然生態────
音樂──────
小封神與西遊記─

電影──────
家族書寫────

青少年創意讀劇─

台灣當代詩人閱讀

2014.2.18-6.3

簡義明

當文學成為飯碗：文學實務面面觀

2014.2.20-6.5

謝韻茹

文學的台語．台語的文學

2014.3.1-6.21

黃勁連、施炳華

台語戲文選讀欣賞

2014.9.25-12.13

黃勁連、施炳華

創意文案寫作

2014.10.30-12.12 嚴忠政

跨越文學的疆界：非虛構文學

2014.9.17-12.3

簡義明

電影劇本創作坊：光影與文學的魔術師

2014.9.19-12.12

許榮哲

影像敘事────

（整理：謝韻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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