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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朱自清國文教學理論文獻探討及問題呈現 
            

關於朱自清的國文教學指導理論，今人研究成果儘管不多，卻仍有文獻資料可

尋，故先從學者對於朱自清國文教學研究的現狀探討起，再探及其國文教學理念和

國文教學之改革與貢獻做一番論述，以期明瞭朱自清對於當代之國文教學問題之呈

現。 

 

第一節 現今學者研究朱自清之狀況探討與分析 
       朱自清對於國文教學理念於前面第三節已論，其具體教學目標為：「養成讀書思

想和表現的習慣」及「發展思想，涵育情感」。培養學生養成讀書習慣，並使讀書

成為學生的嗜好，學習有著優良的思考，並自動學習，如此也就達成不需要教的目

標。他的閱讀理論強調教師的精心指導與學生的主動閱讀學習；寫作理論對於思考

訓練及寫作技術的訓練兩者並重；國文教學過程，他要求教師要能帶領學生欣賞課

本文章，並重視國文老師的「教」與學生的「學」兩者並進的發展；古典文學入門

著重在古典文學的普及與傳統文化的傳承，以淺白的語言文字使學生了解其內容及

背景的認知；新詩教學以新詩形式、內容之背景探討及解讀新詩為重點；再則探討

到中學生國文程度，他認為要加強中學生國文程度，文言的閱讀仍應注重，白話的

寫作更需加強；最後為教材的探究，乃側重在選材與文言文白話文並重之觀念。這

些指導理論對於當時都有具體的指導作用，也留給後來的國文教師有教學上的方

向。 
對於朱自清的國文教學指導理論，在現代教育史上是具有一席之地，因此其國

文教學相關評述，在現代語文教育史之書籍中不難發現。然而以完整的國文教學論

述呈現者，唯〈朱自清先生與語文教學〉一文及《朱自清論語文教育》一書，其中

《朱自清論語文教育》僅語文教育文論之蒐集及編排，而少評述。除此之外，其餘

多散見於各類文獻中。 

因此，學者對於朱自清國文教學指導理論研究的現狀探討，上述二者能陳述完

整國文教學評論外，其餘僅就文獻中的某些篇章而論。以下一併列出，擬以著作為

單位，從各種文獻裡提出之朱自清國文教學的評論內涵，並分學術論文、一般書籍、

期刊論文三部分，做一現況的陳述及研究之分析。 

 

一、 學術論文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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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自清的散文成就已被多位學者研究，但以其國文教學為學術論文探討者，台

灣尚未發現。學術論文探討有關涉者有碩士論文三篇，如下：《朱自清及其散文》（許

琇禎著，台灣師大國文研究所碩士論文，七十九年五月）、《朱自清散文研究》（陳婉

霞著，香港私立珠海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七十九年）、《朱自清研究》（何

永泰著，香港能仁書院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七十二年）。以上論文雖為散

文研究，但內容中經過爬羅剔抉後，仍有少部分提及其國文教學部分。其詳述如後： 

許琇禎《朱自清及其散文》中，有關朱自清的文學觀裡〈務實的文學觀〉談到

「課程安排」、「教材編選」、「教法運用」，無異於國文教學之方法、教材及教學依據

之探討。文中認為：朱自清能將文學理念與教育工作密切結合，是教育工作者積極

務實精神的發揮，這乃為新文學運動成敗的主要關鍵。如「教材編選」中論及：朱

自清對於中學「教材編選」上採取「白話文言並重，且分別教學」的立場1，可以免

除文白相混所造的學習困擾，能顧及學生接受適應的能力是很紮實的國文基礎；「教

法運用」中，「誦讀教學」的訓練及《精讀指導舉隅》、《略讀指導舉隅》兩本讀書指

導，對於教學理論的建立和教法的研究，都有其功績。又最後結論中提到朱自清的

卓越成就裡，論及其教育方面的成就：「結合傳統佳作與現代思潮，使新文學的種種

理論得以推廣普及」，為改善國文教學以作育英才，很顯明地有著極大的貢獻。故《朱

自清及其散文》雖較少語文教學訓練的描述，但有關其教材教法與教育貢獻卻不少，

故其國文教學理論也可謂成果豐盛。 

此外，香港私立珠海大學陳婉霞著《朱自清散文研究》及能仁書院何永泰著《朱

自清研究》兩篇論文，論述較沒有前部論文深入，唯可在其傳記中尋獲隻字片語的

教學的理念或教學情形。故此兩論文的國文教學理論唯獨可取的應算是教學理念及

教學理論背景的探討。內容雖少，但與本論文的國文教學理論也寥有助益。 

以上三本論文中，有關朱自清的「散文論」或「散文觀」，都可借以為配合國文

教學理論之寫作文論的參考，如他的文章有「風華從樸素來」的溫厚、真誠的表現、

美文風格的呈現，都可以補其寫作教學指導理論之不足，並可資佐證，以個人寫作

經驗及文論呼應其寫作教學理念。 

 

二、 一般書籍部分 

 

關於朱自清國文教學指導理論的書籍文獻，有《朱自清論語文教育》、《朱自清

古典文學論文集》、《朱自清研究資料》、《清靜的熱鬧》、《中國現代語文教育史》、《中

                                                 
1 許琇禎《朱自清及其散文》，台灣師大國文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七十九年五月，p.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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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現代詩歌及其他》等書。 

《朱自清論語文教育》一書，是大陸中央教育科學研究所將其語文教學理論編

輯而成，共編入他的語文教育論述三十八篇，依寫作時間以及發表時間為先後順序，

內含讀寫的指導、國文教學的探討、語文教學的推廣及中學生國文程度的探討等之

整理。然此書大部分以其國文教學的篇章做整理編排的功夫，對於國文指導理論的

評述部分，僅編者的話和葉聖陶先生早在一九四八年所寫的《朱佩弦先生》（代序）

一文，探及他的語文教育觀點的評述。編者的話在一開始便提到此書的目的，「在於

改進語文教育作參考，並適應一般讀者學習語文的需要」。葉聖陶先生的《朱佩弦先

生》代序中，陳述其教學態度、與學生教學相長的情形以及國文教學的著作成果，

言其畢其一生致力於國文與文學，在本位上「思不出其位」地研究及奉獻其所學。

評論雖不多，但此書收編的「朱自清語文教育」論述，正說明朱自清語文教育的價

值受到正視，它與《葉聖陶論語文教育》及《夏丏尊論語文教育》具有同等的地位。

且先不論《朱自清論語文教育》一書的研究成果，就編者的論文搜羅與編輯，正可

以知道他畢生的語文教育成就，故也是另一種研究成果。 

有關《經典常談》的學術論述頗為廣泛，但多散見於各書中，《朱自清古典文學

論文集》序（上海古籍出版社編）中亦有一些古典的訓練等相關理論整理，後來陸

續出版的《經典常談》，前後有許多版本，各家版本在前言中都有相關論述，如香港

三聯書店大師小作叢書《經典常談》一書，在序中即有一番編者的見解，對於古典

文學的教學訓練及文化素養的養成，都有一些論據。並且從眾多的版本出版，可以

看出後人對此書的肯定與此書經得起時間的考驗，同樣也具有價值，故《朱自清古

典文學論文集》及各家《經典常談》之序中，略可說明「經典的訓練」的重要。 

張堂錡師《清靜的熱鬧－白馬湖作家群論》一書中提及「白馬湖作家群」的「教

育」崗位意識及「白馬湖作家群」的教育理念，論及朱自清對教學的理念及其教學

態度。如葉聖陶所云：「在清華任教二十四年，除掉休假，他從沒有放棄過他的崗位」
2，又這些開明書店的作者群，都是本著為中學生服務及為語文教育奉獻的心志而著

述，這即是白馬湖作家群「以教育為職志，以出版為專業」的教育崗位意識。一個

專業的教師，應有這樣的態度與責任。朱自清的語文教育正是經亨頤提出的「與時

俱進」的「新教育」理念，有著新的語文教學的方法及精神。學生選讀白話文之教

材，作文也以白話文來寫作，教學時有「美學」概念的融入語文教學。因此《白馬

湖作家群研究》有關國文教學研究，多以教育理念及教育專業職守的探討為主，偏

向抽象的教學理念。對於本論文國文教學理論中，教與學理念的探討，亦能有所裨

                                                 
2見《清靜的熱鬧》第五章〈「白馬湖作家群」的崗位意識〉p.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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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 

林文寶著《朗誦研究》及簡鐵浩著《朗誦研究論文集》兩書，多次引用了朱自

清朗誦觀，本書研究成果在於國文朗讀教學。作為解釋「吟」、「讀」、「誦」義界的

可貴資料，此處引用可以知他的朗誦理論受到重視，但未加入對他朗誦理論評論，

是可惜之處。 

《朱自清研究資料》一書，係北京師範大學朱金順先生所編，內容以短篇論文

為主，將有關朱自清的研究資料選錄編輯而成。作者為了總結大陸學者「對朱自清

先生的研究成果，為了給今後的教學和研究提供一些資料」，在這些原因下而寫成，

他特別強調：「這不是幾十年來研究資料的匯編，而是一個選本。」其編排內容分有

六組，含散文論述較多，追憶朱自清的文章其次，此外還有他的略傳及研究資料索

引等，對於後來的研究者確實提供了不少的資料。故也能提供有關國文教學方面的

論述。 

陳孝全著《朱自清的藝術世界》、陳星著《教改先鋒－白馬湖作家群》大多是論

述散文成就，《朱自清的藝術世界》偏重於散文藝術理論，有提到美文及美育之觀念，

從其散文藝術成就中，了解朱自清個人寫作理論，並引為寫作指導理論。《教改先鋒

－白馬湖作家群》亦多提教育理念的問題，至於具體的國文教學方面探討亦有限。

儘管教學理論處所述不多，但尚有其教學及文學理論供教學及寫作指導的研究價值。 

 

三、 單篇小論文部分 

 

崔一良、馮為民的〈朱自清先生與語文教學〉一文對於國文教學的論述頗為完

整。此文是為紀念朱自清先生誕生一百周年而作，論文是從「語文教育思想」、「語

文教材編纂」及「語文教學實踐」三方面探討國文教學，「語文教育思想」從學生的

思考訓練學習及教師素質的自我提升，是學習的方針；「語文教材編纂」探討兩本閱

讀指導書籍《精讀指導舉隅》、《略讀指導舉隅》及幾本開明書局的課本的編纂，在

教材上有一番開拓，對後來的影響是深遠的；「語文教學實踐」論及他在國文教學上

所下的工夫，及學生得到啟發。除了將其教學理論作一總結外並有語言教學操作指

導的評述，是難得完整的朱自清國文教學資料。 

            王瑤〈朱自清先生的學術研究工作〉、于維杰於《今日中國》發表的〈朱自清對

學術研究的貢獻〉兩文也是以學術成就的基礎上探討之，與周錦的〈朱自清的學術

研究〉之文有異曲同工之妙。其他散見於期刊的相關研究，不一一備述。 

《國文月刊》是朱自清等人，為提供教師一塊發表論文的園地及延續之前《國

文月刊》國文知識探索的命脈，以提供教師討論及彼此國文教學上的經驗交流，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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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有多篇文章談及朱自清的教學成就及誦讀教學的探討，從中可明白看出開明人推

廣國文教與學的使命與精神，也可以由側面了解朱自清之國文教學成就。 

 

以上的文獻在國文教學理論上已有建樹，以下就「前人種樹」既有之研究成果

上，做為本文的基礎，以建構朱自清國文教學理論之研究內容。 

 

 

 

 

第二節 朱自清國文教學指導理論之改革與突破 
 

一八六七年葉瀚於上海主編《蒙學報》的教育刊物與一九○一年，羅振玉與王

國維也在上海創辦《教育世界》引進國外的教育科學觀念。對於當時的國文教學法

帶來很大的衝擊，也對以後的國文教學法有著很顯明的啟發意義。此後商務印書局

於上海辦的《教育雜誌》，也促成國文教育專門研究的發展又跨進一步。到了「五四」

前後，國文教學理論著重「科學實驗精神」，開始有了字詞認讀、文章讀法、文章作

法、閱讀測驗⋯等新的教學實驗，研究成果頗為豐碩。3 

民國三十年以前，國文教學所論雖有示例，但並未形成理論。此後，開始有了

語文教學研究的專著，如：胡適、魯迅、黎錦熙、葉聖陶、夏丏尊、朱自清等著名

作家或學者，為國文教學開創出一片耕耘的園地。朱自清便以教育學者兼文學家的

身分，加入語文教學的評論領域，開始建構他的理論。 

朱自清自北大畢業後，近三十年都在中學、大學任教國文。朱自清具備中學教

學的經驗，他先後在江浙兩省七校中學執教達五年4，故所談的國文教學指導理論，

得以應證中學國文教學，具備國文教學指導的條件。正如《國文月刊》中所述： 

 

他兼有中學及大學的教學經驗，根據他的經驗制定語文教學的方案，自然不

會好高騖遠，閉門造車而不合於轍。5 

 

故其教學理論仍秉持著嚴謹負責的態度，但並非鎖於學術象牙塔中，反之他的

寫作目的在於推廣語文教育之普及，講求的是切合實用。他的國文教育奉獻如許琇

                                                 
3  《中國現代語文教育史》，李杏保、顧黃初著，四川教育出版社，1997年 4月，p.18 
4  《聞一多朱自清論》時萌著  上海 上海文藝出版社 1982年 6月出版 
5  國文月刊編者〈弔念朱自清〉見《國文月刊》上海開明書局  194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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禎云： 

 

  朱自清在從事教育工作的二十八年歲月中，⋯透過教材讀物的編寫結合傳統

佳作與現代思潮，使得新文學的種種理論得以推廣普及。如《經典常談》的

以語體為國學奠基，《精讀指導舉隅》、《略讀指導舉隅》對課文分析、欣賞的

示範、《國文教學》的教法討論，無不是著眼於教育工作的實際需要。6 

 

他與葉聖陶合編的《精讀指導舉隅》、《略讀指導舉隅》，帶給後來的國文教育工

作者，教學上的啟發；《國文教學》論著於現代語文教學史等專書中，一再被提及其

理論；《經典常談》使國學知識得以平易入門，則廣受學者的推崇。這些無非都是他

於語文教學上灌溉的所成。他和白馬湖的其他作家一樣，很關心新教育的發展，對

於國文教學的教育改革不遺餘力，也促成國文教學上有豐碩的成果，以下將其語言

教育的革新敘述如下： 

 

    一、將「教」與「學」在教學過程中整合起來 

 

        中國自《禮記‧學記》中有云：「⋯故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知不足，

然後能自反也；知困，然後能自強也。故曰：教學相長也。」長久以來早已有「教

學相長」的觀念，但傳統的私塾教育裡，仍以「教師講授，學生記誦」為主，「教」

與「學」似乎是分割的，到了新制教育的國文課時，仍延續這項的教學傳統。直到

五四運動前後，來自東洋、西潮湧進了新的教育學說，教育界開始重視以學生為本

體的「學」的研究，如：「自動主義」、「學生本位主義」、「自學主義」等新觀念及新

教法，甚至國文教學的方法在於「使學生如何去學」，改變了向來「以教師中心」的

觀念。於是打破「教」與「學」之間的藩籬，自此教學並非對立與分離。 

        朱自清和葉聖陶兩人，在這樣的環境下，寫下兩本讀書指導的書籍：《精讀指導

舉隅》和《略讀指導舉隅》，一方面提供老師指導，一方面使學生可以自行學習，於

是促成「教」與「學」的整合。 

 

三○年代以後，語文教育總結了過去在這個問題（學生為中心的「學法」和

教師為中心的「教法」）上的成功經驗與失敗教訓，在積極地研究「學法」的

同時，也積極研究「教法」。針對一個時期片面強調學生自學的偏頗，著重研

                                                 
6 《朱自清及其散文》許秀禎著  台灣師大國文研究所碩士論文  七十九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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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教師如何實現有效指導的問題。葉聖陶、朱自清在四○年代合著了《精讀

指導舉隅》和《略讀指導舉隅》，努力使「學」和「教」二者在教學過程中更

好地統一起來。7   

 

「教」與「學」在語文教育中有著密切關聯，透過老師的「教」和學生的「學」，

雙面溝通，使學習者透過這樣的機制更為瞭解學習內容，教學者亦能清楚學生是否

全然了解，融會貫通，而非死讀不解。其中，老師的「教」，盡量從旁協助，學生的

「學」，則以自我學習為原則。朱自清的學生陳天倫回憶起他在溫州十中的教學態度

及方法，說道：「真是親切而嚴格，別緻而善誘。」這是一個國文教師的敬業態度，

令學生已畢業超過二十年仍很難忘。至於教學方法，他不斷求新求變，例如一般以

文言文作文，他卻鼓勵學生以白話文寫作，而白話文寫作也以創意引導的方法引起

學生對文藝的興致。他以表格標示出作文成績8（見附表四），使學生在評改後，自

我觀察其優缺點，以便於自我檢閱，並能激勵學生自我學習及引起學生寫作興趣。9

這不僅是老師單向地「教」作文，最後只評改個成績給學生，更有學生自我「學」

的部分，師生彼此反饋，使「教」與「學」都能各得成長。 

然而「教」與「學」之間的角色，不必一定是固定的，老師也可以是「學」者，

學生有時也是「教」者。葉聖陶說： 

 

依一般見解說，身為大學教授自己自然有已經形成了的一套，就打這一套傳

授給弟子，那是份內的事兒。⋯可是朱先生不然，他教育青年們，也隨時受

青年們的教育。 

 

「教學相長」的過程中，朱自清已泯除「教」者與「學」者的身分，他謙虛學

習的氣息，是希望「不製造象牙塔，努力於學術的普及，」10人人都能因此而領會，

得到興趣，師生透過這樣的教學默契，教學過程將更趨完整。正確處理「教」與「學」

的相互關係，是現代教學論的中心課題，朱自清對於此著實有著實務及理論的應證。 

 

二、語文教學研究專著的先驅之一 

 

                                                 
7 《中國現代語文教育史》，p.17  
8  見附表四 
9  陳天倫〈敬悼朱自清師〉1948年 9月 23日《東南日報‧東南風》第 69期轉載自朱自清研究資料，p.373 
10 周錦〈朱自清的學術研究〉《朱自清研究》p.171-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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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建立之前至三○年代期間，隨第一次世界性的教育改革高潮的興起，以及

我國新文化運動的開展，出現了語文教育研究的勃興期。 

梁啟超便是現代語文教育研究之先驅之一。他意識到國文教育的問題所在，感

嘆國文是課程中最重要者，而「教授最感困難，教師最感缺乏，學生除有生性特別

嗜好外，最感覺乾燥而無生趣者，亦為國文。」他還提出國文教學「六難說」： 

 

              一是語文選文缺乏深淺、是非的標準；二是舊論新說，孰優孰劣，莫衷一是；

三是人人可以憑一己之偏見而抹煞其他；四是「國文」本身，界說不清；五

是名為一科，實際上頭緒紛繁、內容龐雜；六是文海浩瀚，去蕪存精，非有

「偉大學力」者不足以勝任。11 

 

            對於此他曾在作文及閱讀等教學方面，提出了一些處方：他在作文教學方面提

出了關於「重應用、講實效、明規矩、求真實、促智力」的構想；在閱讀教學方面

提出了「一組一組地講」的單元教學思想。12但真正語文教學研究的落實於實務，要

等到五四以後。 

五四開放，風氣洞開之後，新制語言教育備受討論。國文教學內容是白話教材

為重還是文言教材為重？國文教學的功能，應以中國文學純文學為主，抑或載道修

身為主？這些都衝擊著教學者的思維。其他如：教育思想建樹、教育理論建設、教

材編纂、教學方法改革及教學實驗，都形成了一股語言教育研究風氣。有許多馳名

文壇的學者、作家紛紛投入語文教育論述的工作，為這實施未久的語文教學，展開

篳路襤褸的研究，他們都是具有草創之功的語文教學英雄。這些陣容頗大的學者，

如下所述： 

 

蔡元培、胡適、魯迅、劉半農、黎錦熙、王森然、葉聖陶、夏丏尊、朱自清…

他們孜孜不倦，艱苦求索，在教育思想建樹、教育理論建設，教材編纂教學

方法，改革教學實驗等方面，都做出過各自的貢獻。他們在現代語文教育研

究中所取得的功績⋯13 

 

這些教育研究的先驅們，如胡適、蔡元培、陶行知等，有教育界的一代宗師、

有語言學家、有文學家或專業名學者，他們引進國外的實用主義、進步主義的教育

                                                 
11 董菊初《語文教育研究方法學》p.4  
12 同上，p.5 
13 同註3，p.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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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開展了國文教學的革新運動，在這片尚未開發的沃土裡播種、灌溉，語言教

育的思想、方法及理論建設，得以茁壯、有成。朱自清便是在這百花齊放的教育研

究風氣下，與開明書局的一群語言新教育的「先知」們，成為開風氣之先的國文教

學研究先驅者。 

對於語言教學的研究態度，朱自清的敬業精神始終備受稱許。他的國文教學指

導理論雖產生於抗戰前後，屬於他創作的後期，但對於國文教學的關注是起自他在

中學任教開始，直到他逝世仍至終掛懷於心。朱自清在從事中學教職後，總不忘自

我充實，如參加文學研究會，與文友切磋文章技巧；他對於整體國文教學方向也時

時關注，他在溫州中學教書時，列席旁聽東南大學召開的「中華教育改進社第三屆

年會」列席國語教學組旁聽，他對於教育改進的探究可見一班，是個時時不忘研究

的國文教育研究者。14朱維之先生〈佩弦先生在溫州〉一文，寫溫州教中學的時期

的種種，在最後總結道：「他把自己的生命全給教育青年的工作。」由此知：他對國

文教學的貢獻，不僅在晚期的作品中，在中學服務的時候就已埋首於國文教學之中

了。 

即使離開中學，仍對於中學國文教育的關懷還是持續，如《歐遊雜記》出書時，

在序中寫著「（本書）用意是在寫些遊記給中學生看。在中學教過五年書，這便算是

小小的禮物吧。」雖此語為作者謙稱其寫作對象為中學生讀者，但以他寫作的誠懇

態度應是衷心之語，此時雖已離開中學七八年，卻仍惦著中學生及中學國文教學的

發展情形，也還時時關注中學國文教學。 

朱自清與葉聖陶合著的《國文教學》，即具有國文教學指導研究的倡導之功，為

當時的教學實踐，有指導國文教師教學方向的作用。 

 

本世紀二○年代以來，語文教學研究的專著開始陸續問世。這些專著如黎錦

熙的《新著國語教學法》、王森然的《中學國文教學概要》、葉聖陶與朱自清

的《國文教學》、阮真的《中學國文教學法》等大多為一些專門家獨立撰著，

學術性與個性風格相當鮮明，不僅在當時有很大影響，而且再相當長的期間

內對教學實踐有指導意義。15 

 

            朱自清便是國文教學法的領航員之一。可貴的是，他在教學指導理論建設之際，

又能配合理論以編制中學國文教材，使國文教學的研究理論，不致憑空而論。如為

《國文月刊》撰寫有關國文教學的文章、與葉聖陶合編的《精讀指導舉隅》、《略讀

                                                 
14 見季鎮淮〈朱自清先生年譜〉轉載自朱金順編《朱自清研究資料》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 P.375-375 
15 同註 3，p.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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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導舉隅》及《國文教學》等書，書中的卓見，都能切實際地與實際結合，使理論

實際相互為用，達成理論的實踐，這些教學理論使朱自清闢築了一條國文教學的道

路，也為他寫下一頁歷史功績。 

 

    三、白話文教學的改革 

 

        五四前後，胡適〈文學改良芻議〉對於文學有了一番革新。認為文學發展有其

自然規律，語言的演變使文學與文言因此改革，新式教育也有了一番革新。一九一

八年胡適注意到文學中語言的問題，提出「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一語做為文

學的改革的宗旨16。一九二○年以後，教科書報刊陸續改用白話文，中學的國文課本

則文白兼收。甚至有學者主張應全改為白話文，而另有少部分則仍支持全數都為文

言。朱自清在浙江地區注意到此，故在他的國文教學觀裡，則重視文言白話之調和，

不偏廢於一方，頗為執中。 

作為語言教學工作者，在語文方面朱自清下過很多工夫。語文是文學及教學上

的主要工具，不論讀與寫都要以此著手，因此對於白話文教學的改革，他著重實用

精神，有著一番作為。朱自清自投入中學教育工作之後，便盡心於自己的職守，堅

守語言教育的「崗位」。即「崗位意識」，「崗位意識」是指知識份子「以教育為職志，

以出版為專業」，本著人文理想及道德信念，為傳承知識及文化，有守有為地堅守崗

位。17他對於語文教育有著高度的熱忱，也非常關心整體教育的發展。曾服務過的

浙江第一師範學校（以下簡稱一師），一師在當時的語文教育改革實驗中，可謂名噪

一時。當時經亨頤任浙江一師的校長，對於新思潮比較開放，在五四運動爆發後，

引進許多優秀師資，進行了大刀闊斧地推行教育改革，其中含提倡文學革命，改革

國文教學，以白話代替文言文，此在江浙一帶的教育界中產生很大影響。 

 

他（經亨頤）要求語文課廢止讀儒家經典著作，選讀白話文學生作文也用白

話文寫。⋯他說：「入人家室，堂上無鼎彝瓶鏡猶可，廚下無杯盤碗盞可乎？

不可。今日學校中之教授國文，是欲以鼎彝瓶鏡而代杯盤碗盞之用，學生苦

矣。」18 

 

                                                 
16 胡適〈建設的文學革命論〉《胡適文存》第一集 p.51 
17 見張堂錡師《清靜的熱鬧－白馬湖作家群論》p.127-128 
18 參閱張堂錡師《清靜的熱鬧－白馬湖作家群論》p.154，經亨頤之語見張彬：〈與時俱進的教育家－經亨頤〉，
收入《浙江近代著名學校和教育家》浙江人民出版社 p.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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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文言文比作鼎彝瓶鏡之屬的擺設品，白話文比作杯盤碗盞之類的必需品，很

切實際地指出白話文教學的必要。於是認為「國語改文言為白話」，如此才能「講教

育」，故在教材上改用白話文，同時推行注音符號，並與具有新教育觀念的國文教師，

如夏丏尊、劉大白、陳望道、李次九等共同徹底執行。 

 

被稱為「四大金剛」的國文教員夏丏尊、陳望道、劉大白、沈仲九都支持新

文化運動，大力革新國文教育。⋯提出了白話文教授的系列主張。19             

              一師學潮後，俞平伯、朱自清、葉聖陶等又相繼前往任國文教員，繼續國語、

白話文的教學改革，從而在學生中培養了不少傑出的人才，諸如豐子愷、賈

祖璋、魏金枝、趙平复（柔石）、應修人、馮雪峰、汪靜之等。20 

 

            朱自清便是繼夏丏尊、陳望道、劉大白、沈仲九「四大金剛」之後的「後四大

金剛」之一，無論是前「四大金剛」或是後「四大金剛」，都是國文教師中的佼佼者，

他們為白話文教學做了種種的改革，其中較著名的是以問題為主的「問題教學法」。

所謂「問題教學法」是在進行白話文教學時，由教師提出一個問題，再由學生自行

分析綜合，最後在師生深入問題、相互討論後尋得答案，獲得理解。白話文教學能

如此深究，不但引起學生興趣，也使學生能獲語文思考訓練，這不僅對於浙江一師

造成很語文教學大衝擊，也與全國各地的白話文學教學共同並進，並帶給往後的白

話文教學很好的典範。 

 

 

 

 

第三節 朱自清國文教學指導理論基礎與台灣國文教學 
 

           「新教育」的潮流向中國推進，許多學者對此教育的「春秋大業」熱烈的關注。

民國首任教育總長蔡元培，便是新教育的「推手」，他在〈中國新教育的趨勢〉一文

裡提出新教育的的教育理念，也形成了教育政策，掀起的一股教育改革。陳獨秀也

提倡新教育，他強調「新」指的是方法與精神，他在〈新教育的精神〉裡亦說到「要

趨動社會；要注意啟發的教育，要講究實際應用」。蔡、陳兩人的新教育改革理論大

致相近。也常走訪中學、師範學校演講、視察，為的就是實現這些教改理想，特別

                                                 
19 同註3，p.111 
20 同上  p.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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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蔡元培於中央教育的最高機構，登高一呼，中學教育也因此做了一番革新，如朱

自清任教過的浙江一師、春暉中學等⋯這些學校在語文教學上，對於新文學白話文

的提倡，也不遺餘力，與時俱進。21上節所述經亨頤所作的語言教育改革便是一例。

浙江一師裡有一些舊派老先生便不重視白話文的價值，認為白話文不教也可以。於

是新舊兩派的意見不同，也使中學的語文教育也激盪出不同的意見及值得探究的問

題。 

中國傳統的語文教育與西方的語文教育內容不同，故教學或研究方法、理論亦

大異其趣。我國語文教育傳承已上千年，歷史甚是悠久，卻也流於窠臼，且未能建

立系統的學科，不過仍具有原有傳承的教學方法或理論根基。22系統的語文教育理

論直到清末民初的學者開始建構，然開始時對於傳統與現代教育有過之，亦有不及。

當時的語文教學問題，在於只要白話文，而欲屏棄古文學的學習，文白教材之爭論，

中西教法之抗衡，久久難以平息。許多教育家引用西方理論及方法。但西式的教學

法，畢竟不能全然套用，胡適之先生他提倡「新文學」，也提倡「新國學」。在「新

文學運動」的後一兩年，「新國學運動」在北京盛行起來。它雖比新文學運動晚了些，

但挾著固有的優勢與新增的範圍，不久就與「新文學運動」並駕齊驅了。23朱自清

認為這是時代精神的一面，是屬於文化層面，究竟他是往「文學」的路走？抑或「國

學」的路走？他答道：「國學是我的職業，文學是我的娛樂」，於是他暨推動古文的

普及，又提倡白話文學的新式語文教學，並與葉聖陶等人，為融合傳統與現代之語

文教學，有建構語言教學之研究理論。這雖沒有解決問題，但也提供了當時教學方

向。 

 

黎錦熙先生提出了中學國文教學的革新具體方案，葉聖陶、夏丏尊、朱自清

對中學語文教育改革和教材科學性的問題進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王森然、

阮真等對語文教學法也進行了開創性的研究。所有這些，都為解決語文教學

的千古難題⋯24 

 

朱自清的國文教學理論融會今古，參合中外，為求新的語文教學形式，但不忘

文化舊本，其理論頗能禁得起時間考驗，立論中間持平，切實穩當，不論左派右派，

皆很推崇他的觀點。這些國文教學指導理論至今已超過半個世紀，直至今日觀之，

                                                 
21 參閱張堂錡師《清靜的熱鬧－白馬湖作家群論》p.152-153 
22 見張志公《傳統語文教育初探》序 p.1 
23 朱自清〈那裡走〉《朱自清研究資料》p.330.-331 
24 同註 11，p.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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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論在學術上有其見地，或個人教學理論風格上，亦鮮明可見。 

是故，朱自清對當時教育界的議題，以他個人理念作出的回應與解決有如下： 

 

一、 中西融合的教學方法 

 

穆濟波、舒新城、陳鶴琴等人，都「運用實驗方法來驗證從國外引進的教育理

論和教學方法，並結合我國語文教育的特點，開展各種相關的宏觀或微觀實驗研究。」
25朱自清便很推崇穆濟波提倡的「道爾頓制班」的教學法，他認為這種教學法，並

自己創出在「非道爾頓制班」的作業方式，即聯合全班共同作業，並分組報告，觀

摩並參考彼此之方法。26藉此使學生自主學習、彼此參考以及學習自我評斷，老師

再從旁協助。如此將既有的國文，又取法內容以西式教學法。能本有國文內涵，又

能因應時代潮流，這種包容且開放的教學方法，使學生得以自我學習及獨立思考，

是很受學生好評的教學方式。 

 

        二、 折衷的教學觀 

對於學術，朱自清有融合文言與白話、調和學院與通俗派及協調京派與海派之

觀念作法。在對「古文學的正確觀念」裡，周錦提到朱自清： 

 

既不是「骸骨的迷戀」，也不是頑固地只論「本位文化」。他認為了解固有文

化而選讀古書，乃是國民分內的事；他更肯定新文學運動開始時候，胡適宣

布「古文」是「死文學」，給他撞喪鐘、發訃聞，只是教人不必再「作古文」，

絕沒有教人不必閱讀和欣賞古文學。27 

 

這是一種客觀的理念。在〈古文學的欣賞〉他又說：「弄清楚自己的立場，再弄

清楚古文學的立場，所謂『知己知彼』，然後才能分別出那些是該揚棄的，那些是該

保留的。」28為釐清一般人被誤導的觀念，他提出「知己知彼」的觀念，以明瞭彼

此的立場。雖朱自清認為絕對的超然客觀，事實上是不可能的，但是唯有用這樣的

態度面對古文學，才有明白的價值判斷。 

他的治學態度和方向，和一般學院派的人不同，他比較注重於綜合的說明和一

                                                 
25 同註3，p.19 
26 見〈中等學校國文教學的幾個問題〉《朱自清全集》第八卷 p.401 
27 見周錦〈朱自清的學術研究〉《朱自清研究》p.165-166 
28 朱自清〈古文學的欣賞〉《讀寫指導》p.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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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歷史原因的解釋，有調和學院派之氣氛。如他的日記中云：「芝生謂余等之研究工

作間有京派海派之風。其言甚是；惟望能兼有二者之長。」29不僅在學術上如此，

教學上能融合「京派」的樸實及「海派」的先進作風，既務實於教學工作，又有新

的思考方向，在教學理論上融合地作到此，實為不易。 

 

三、 研究為教學的基礎 

 

季鎮淮先生於〈紀念佩弦師逝世三十週年〉一文理提到：「研究是教學的基礎。

朱先生的教學工作和他的研究方面的努力是密切聯繫著的。」30對於教學的問題，

常需要研究探索。周錦於〈朱自清學術研究〉一文提到：朱自清近三十年的國文教

學生涯中，對於語文教育及學術方面很有研究。他在學術研究上的貢獻有四：一是

對古文學的正確觀念，二是文學欣賞的方法，三乃文學批評的理論，四為努力於學

術的普及。周先生認為這是對中國文學的貢獻，若說是對於國文教學的理論的貢獻，

也未嘗不然。唯有透過用心地吸收各方知識及觀察社會現狀，才能有客觀的見解，

周錦先生特別強調朱自清超然、客觀、包容和普及的研究態度。31這便是學者鑽研

的精神；而研究是其知識來源的基礎。因此，欲使國文教學能有所精進也須從研究

做起。 

朱自清這些客觀包容又不失個人立場的教學理念，解決了那時新舊派彼此各佔

一方的局面，使大學中文系或中學國文教學的文白之爭，新舊兩方都能接受。因此

可謂是公允客觀的教學理論。 

現今台灣的國文教學，正值教改方熾之際，社會多元取向，國文教學也面臨種

種教學難題，如何突破瓶頸？朱自清的國文教學理念是可以取法之處。他能以包容

開放的態度接受各種教法，文白兼容並蓄地接受新視野，並堅守國學的壁壘以維持

國文教學品質，力圖改善偏頗的情形。更重要的，國文教師若能以「研究」為教學

的基礎，時時探討教學問題，正視國文教學理論的建構，努力於聽說讀寫的各各教

學的面向，如此以教學實務的反省來實踐教學理論，又能以教學理論來反饋教學實

務，得以補足國文教學指導理論，使之更為完整。 

                                                 
29 見王瑤〈念朱自清先生〉《國文月刊》（重刊）第七十一期，P.1000 
30 見《朱自清研究資料》p.80 
31 見周錦〈朱自清的學術研究〉《朱自清研究》，p.165-16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