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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朱自清的國文教學之讀寫指導理論 
 

第一節 理論產生的時代背景  
 

誠如前章所述，朱自清的國文教學理論建立的基礎在於他的學術與教學經驗的

根基上，而學術與教學經驗的背後是朱自清認真求知及實事求是的態度，包含他積

極參與的各種文學社團及出版語文教學刊物的事業。1 

朱自清的國文教學理論，乃延續上述的理論背景下逐漸構築而成，其產生背景

就大環境而言，以「五四」為大背景；「一師」「春暉」開放的新式國語教學為小背

景，透過「開明」人（開明書店的中堅份子）對中學國語文教學期許的推波助瀾下，

展開了朱自清對中學國文教學心力的投注。 

「五四運動」，本是一種愛國運動，而後也成了文學革命之「文」「白」之爭，

此後白話文成為新文學的工具。當時提出白話文寫作論述的學者有：傅斯年的〈怎

樣作白話文〉、胡適的〈建設的文學革命論〉等論著，都成了推動讀寫能力訓練的搖

籃之手。 

朱自清當年也是五四「運動」少壯健將之一，受此影響他有著一股救世救俗的

熱忱，無論在文學創作或個人行事上，無不執著於此。其後白話文運動慢慢地成功

之後，也造就了往後國文教學改革的潛在基礎，對朱自清的國文教學有著深刻的影

響。 

            「五四」之後，北大校長蔡元培開始了白話文教學的改革，也啟動新式國文教

學的領航先聲。此後，浙江省立第一師範學校，在經亨頤校長的開明作風領導及夏

丏尊等人語文教學改革的推動之下，帶動了「一師」的國文教學革新。經亨頤於浙

一師試行了四項教學改革：包括學生自治、國文改授國語、教員專任及學科制。這

些創舉受到新派老師的支持，特別在語文教育方面，有學生愛戴的國文教師，以新

式教學法教授，帶來一股國文教學的動力，成為五四文化革新的延續。 

 

⋯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後，浙江省立第一師範學校成立了這將新文化運動

的中心。⋯由於校長經亨頤先生的支持，其接受新思想很快，辦學方式也比較

開放、民主。⋯夏丏尊、陳望道、劉大白、李次九共同支持新文化運動，革新

國語教學，一時被稱為學校裡的「四大金剛」，備受浙江教育當局的注意。2 

                                                 
1  許琇禎《朱自清及其散文》，p.21 
2  陳星著《教改先鋒－白馬湖作家群》p.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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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自清於民國九年至浙一師服務，配合學校的國文教育改革，致力於學生語文

的啟發，成為所謂「後四大金剛」，對於一師的語文教學深具影響。後來到春暉中學，

也秉持理想開放的教育理念，延續著「一師」語文革新的精神，從事語文多元教學

的創新，不論人格教育、教學方法，都有著新穎創新的教育理念。 

 

              白馬湖作家的教育、教學理念基本上是一致的。概而言之，這種理念的內涵

主要包括幾個方面：理想化的新村意識；德、智、體、美、群、勞六育全面

發展；注重人格感化以及開放式的多樣化教學手段。3  

 

            在新式教育之初，能有如此發展全人教育的教學理念，著實難得，即使以現在

的教育者的眼光來看，仍是大為人所佩服。 朱自清的國文教學理論就在這樣的環境

下誕生了。            

朱自清等學人提倡新式語文教學，乃「鑒於社會的動亂戰事的頻仍，把希望寄

託在青年一代的培養上，於是傾注大半的心力於語文教材的編撰和語文教法的研

究。」他與開明書局的具有共同理想的夥伴，將冀望投注於青年學子上，是為了要

為語文紮根，實踐這些理想，他們以開明書局為發展理念的舞台，共同致力於提高

對青年們學習語文的興趣及技術訓練，誠如葉聖陶對開明書店的期許： 

 

我們把我們的讀者群規定為中等教育程度的青年，出版一些書刊，絕大部分

是存心奉獻給他們的。這與我們的學識修養和教育見解都有關係。我們自問

並無專家之學，不過有些夠得上水準的常識，編選些普通書刊⋯這是一層。⋯

要改革教育必須其他種種方面都改革，但是改革教育的意識⋯改革教育的工

具不能不從早準備，這又是一層。4 

                  

此處可以看出開明書局的學人對語文教育的貢獻：一是出版書的對象為中等教

育程度的青年，二是「開明人」對於語文教育改革是有計畫且有所期待的。 

他們的期許推動較有效率的語文訓練，著重在技術上的訓練。 

 

「五四以來國文科的教學，特別在中學裡，專重精神和思想一面，忽略了

技術訓練，使一般學生了解文字和運用文字的能力，沒有得到適量的發展，

                                                 
3  同註 2，p.154 
4  同註 2，p.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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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免失掉了平衡。」不單是發展思想和訓練技術要取得平衡，讀和寫的技

術訓練技術也要取得平衡，「應該讀和寫並重」。5 

 

以上的訓練即是為了提高國文教學的質與量，這是五四以來大環境所造就的國

文教學革新的工作。 

就朱自清個人而言，他於抗日戰爭爆發後，從清大輾轉到西南大任教。許多原

來從事國文教育工作的教授、學者和教員，先後分散搬遷到西南或西北的抗戰大後

方，有著名的語文教學家葉聖陶以及開明書店的其他中間份子宋云彬、傅彬然、章

錫琛等，還有一些著名大學的教授，如黎錦熙、聞一多、余冠英、張世祿、王了一、

朱光潛、艾偉等⋯也在大後方參與了語文改革的工作。 

 

他因為看到抗戰以後，一般大中學校的學生國文程度普遍降低，所以他致力

於語文學的研究，指導青年走上文學之路。 

 

            是以在教書之餘，與上述的多位學者有了改造中學生國文程度的使命，投入這

些未來社會棟樑之才的莘莘學子們，鋪設一條屬於國文教學的語文奠基道路。 

            由上觀之，朱自清國文教學觀，「五四」是其思想的根源；「一師的語文教改」

是國文教學滋長的沃土，而抗戰大後方為學子耕耘的「開明精神」是促成促成國文

教學成長茁壯的最佳養分。這些都造就他的語文教學理論的因素，是以其國文教學

理論於焉誕生。 

 

 

 

 

 

第二節  閱讀指導      
        

清末維新變法時，嚴復即主張效法西方科學家的讀書方法和研究方法。其後梁

啟超也曾為閱讀設計過教材，所謂「先識字，次辨訓，次成文。」6至五四新文學運

動強調自主閱讀課外讀物，以上可以說明：現代語文教育已開始取法西方，著眼於

閱讀教學的科學化的傾向。 

                                                 
5 《中國語文教育史綱》張隆華主編 湖南  湖南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 1991年 8月 p.171 
6 載自《閱讀學》，廣東教育出版社，1992年 7月第一版 p.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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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自清在前人的開創下，根基於傳統國文教育的優點及特色，擷取西方及嚴復、

梁啟超等人的科學方法，從事屬於中國國語文的閱讀指導工作。 

閱讀的方法有許多類型，舉凡精讀法、略讀法、快速讀法、筆記法、滲讀法等，

不論何種閱讀法，其最終皆以各種理解的程度為目標。其中以感覺器官使用劃分，

以聲音對神經系統刺激，加強對文字符號的感知者稱為聲讀法，朗讀即屬聲讀法；

閱讀時完全避免語音干擾，形成「形、義」直接感知者稱為默讀法，「直接閱讀」即

屬默讀法。又閱讀時以思維程度劃分，較精細者為精讀法，較粗略者為略讀法。7又

依三○年代公佈的中學國文課程標準規定：中學國文教學包括選文精讀和專書略讀

兩部分。故精讀與略讀是中學必備之國文課程。 

以下將朱自清的閱讀指導，先以默讀、朗讀區分為二，再將默讀分精讀法、略

讀法，把精讀法、略讀法作概括性的分析與歸納整理，以圖表列出以明其大要，並

與其他語言學者之閱讀作一比較和探究。  

             

一、 默讀     

 

默讀即不出聲的閱讀，把書面語言轉化為內部語言。默讀要求集中注意力，一

邊閱讀會一邊思考，以理解文字的內容。 

民國二十七年朱自清遷居昆明西北郊外梨煙村。其時圖書缺乏，研究工作停頓，

於是他注意到通俗教育的重要。為使學術通俗化，乃與葉紹鈞於一九四○年時受任

四川省教育廳長兼教育科學館館長的郭有守（郭子杰）所邀，於成都創設教育科學

館時，他主編了《國文教學叢刊》，首先委託葉聖陶、朱自清編撰直接指導中學國文

教學的書《精讀指導舉隅》；郭有守在《國文教學叢刊‧序》中指出： 

 

夫人各有才，因才而善導之，則安然漸進，如旅坦途，否則教學失當，終將

歸於失敗。 

 

而當時的社會上， 

 

有心人則閱學者于國文造詣至淺，殊遠於准的，是非大可慮者乎？豈學者之

才並皆凡劣邪？抑亦其失之也悖，其求之也弗，以至此邪。 

 

                                                 
7  《閱讀學》，p.106-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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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引導教學之於「至軌」，所以決定組織出版這套國文教學叢刊。又其後二十九

年春，（因胃病時發）辭西南聯合大學中文系主席，於是年夏開始休假，暇居一年期

間，又與老友葉紹鈞相會，再度合作《略讀指導舉隅》、《國文教學》兩書。前兩本

書，著重在中學生的閱讀指導，三本書都含讀書指導的篇章，並且根據他們實際經

驗寫成。對於老師教的該怎樣教，學生學的該怎樣學，都有論及，並不單就教師方

面說話，甚為教育界所推重。8 

朱自清曾提到「讀」的意義，作如是解：「讀」是包含著了解的程度及欣賞的程

度。9因此在「讀」的過程中，即包含「認知」與「感知」的兩種內涵。而認知與感

知分別屬於閱讀學與心理學等領域中，以下分別概述之。 

以學習心理發展而言：中學年齡已開始進入抽象思維發展階段。此階段的學生，

已 能在老師的指導下，對讀物中含義較深的詞語、句子進行思考，並得出正確答案。

對關於課文內容的提問，已能完全脫離文字材料的束縛，用內部語言進行默想，並

能根據生活經驗和知識作出較準確的回答。上述強調默讀的指導的對象，適合於中

學學生閱讀，是以朱自清與葉紹鈞的兩本「讀書指導」，便是提供中學國文老師讀書

指導以及學生自動學習的參考書。 

朱自清有關「閱讀」的指導篇章主要為《精讀指導舉隅》《略讀指導舉隅》二書。

葉朱兩位的這兩本讀書指導《舉隅》，分別針對「精讀」和「略讀」不同的需要提出

了不同的讀法和指導法。後來由商務印書館列入「新中學文庫」出版（《精讀指導舉

隅》於一九四二年三月重慶初版；《略讀指導舉隅》於一九四三年一月重慶初版）。10 

這兩部閱讀指導《舉隅》，在出版後都獲得極好的聲譽。人們認為葉、朱兩位的

這兩部著作，不是普通的教學指導書，而是具有較高學術價值的關於某些專著專集

的研究論文集，因為這裡不僅傾注了這二位治學嚴謹的著名學者，對青年學子的滿

腔熱情，而且反映了他們許多研究有素的獨到見解。葉、朱兩位自己對這兩部著作，

也相當珍視，認為他們對語文教師的實際工作確有指導作用。茲將兩書精要及論述

呈現如下。 

 

（一）內容大要 

《精讀指導舉隅》 

      朱自清與葉聖陶合著之《精讀指導舉隅》共選了六篇文為例。據朱喬森先生

所編《朱自清文集》指出：《精讀指導舉隅》中，朱自清所撰有〈魯迅《藥》指導大

                                                 
8  于維杰〈古今人物－朱自清對學術研究的貢獻〉《今日中國》民國七十年六月，p.117-119 
9  朱自清〈怎樣學習國文〉《朱自清全集》第八卷，P.441 
10 《中國現代語文教育史》，p.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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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胡適《談新詩》指導大概〉、〈柳宗元《封建論》指導大概〉三篇。11  

    教育統計家邰爽秋對於國文精讀的效果，作了如下的陳述： 

 

我以為在現今學生功課繁重的時代，教國文的方法不在教學生多讀，而在教

他們精讀。精讀的結果，是少花時間，可以將國文弄通；多讀的結果，也可

將國文弄通，但是多花了時間犧牲了別的功課。12 

 

精讀既精省時間，又可收閱讀的功效，確實合乎閱讀教學的經濟的效益。 

陳東原便在《學生雜誌》第10 卷第6號撰論文《國文學習法》一篇指出：「精讀的

書，總要經過一番科學整理，似乎才能經濟。」此語與上述同為針對「省時」與「效

益」著眼，但陳氏並不苟同邰氏所整理的各種句法，按發現次數的順序而安排教學

的意見，他認為：「對於文章句法的觀察，決不能像方程式那樣準確。」13因為語文

文句的變化，無法能如科學類科目一般的經濟效益，仍有須投注時間作為語文能力

的奠基。 

    「精讀」要求認真、仔細、準確地剖析讀物，能纖屑不遺、發揮殆盡，達到完

全理解課文的內容和思想觀點。這與古代語文教育重視的「精讀」相類似，是精深

的理解文章，強調逐字逐句地細細研究，程端禮《中學語文教育》解釋道：「每句先

逐字訓之，然後通解一句之意，又通解一章之意，相接續作去，明理、演文，一舉

兩得。」這樣字字落實細細涵詠，由字而句，由句而章，以致全篇，則全文意旨便

可通達。相較於一般閱讀所不同的在於經濟的、科學的學習。透過「精讀」能以有

方法有效率的指導，達到國文教學的「精」與「通」，這無非是每一個教授國文以及

學習國文者的最終期待。 

 

1. 前言及指導大概    

《精讀指導舉隅》「前言」是向中學教師說的，類似「閱讀教學法」的具體而微，

後面各篇的「指導大概」是以教師的口氣向學生說的，類似課堂討論後的一個具體

而詳盡的報告。 

    《精讀指導舉隅》「指導大概」，寫法上儘可能同課堂教學過程中的提問與討論

相適應，還注意到分析提示的精要，並富啟發性。國文科的教學目的在於培養學生

                                                 
11 《朱自清文集－讀書指導卷 博學舉隅》中所列為此三篇，世一書局經銷之《朱自清詩輯》則另含〈《瀧岡阡
表》讀法指導大概〉、〈《我所知道的康橋》讀法指導大概〉二篇 
12 同註10，p.77 
13  同註 10，p.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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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語文能力，本書正是訓練基本的語文的功夫。他們認為課本只不過適用來了解讀

寫方法和讀寫規律的「例子」，學生離校以後還有大量的書要讀，大量的文要作，故

兩位認為，教師在課堂裡所做的工作，就不該只是「逐字逐句的講解」，而應該重在

指導學生實地去訓練，依著教本所提供的「例子」去訓練。因為國文教學懸著明晰

的目標：養成閱讀書籍的習慣，培植欣賞文學的能力訓練寫作文章的技能。 

        2. 體例與內容 

    （1）《精讀指導舉隅》一共選了六篇課文作例子，其中記敘文一篇，小說一篇，抒

情文一篇，說明文一篇，論說文二篇。如按時代劃分，則古代的二篇，現代的四篇，

每一篇課文都寫了細緻詳盡的「指導大概」。在分篇詳述「指導大概」之前，編者還

撰寫了長篇的前言，把精讀指導的內容、過程、方法作極其精要的說明。 

 

（2）精讀法之指導內涵 

                       （一）通讀全文 

            一、預習   （二）認識生字生語 

                       （三）解答教師所提示的問題 

         精讀指導   二、課內討論 

                       （一）吟誦 

            三、練習   （二）參讀相關的文字 

                           （三）應對教師的考問 

以課堂讀書指導為中心，按閱讀的時間先後分為三部份：課前預習、課內討論、

討論後練習。 

課前預習以字詞、段落及全文的理解為主，課內討論由教師帶領，分析文章的

意涵及結構，至於如何帶領課堂討論，此處並未詳談。此後練習以吟誦及引用相關

作品為參考，並以口頭練習以幫助思考及精熟學習。 

將方法明確陳述，引領師生逐步學習「完全閱讀」的程序，以達精緻閱讀的目

的。 

（3）閱讀方法指導 

《精讀指導舉隅》中，小說及新詩為朱自清所撰，分述其閱讀法指導如下： 

甲、小說指導大概 

小說指導之內容：〈魯迅《藥》指導大概〉：首述本篇的正、副題旨（親子之愛

及革命者的寂寞悲哀）及小說敘述的時代背景，再為小說情節作一概述，接而從明

處深入情節，詳細探討正主題「親子之愛」發展脈落；又從側面推敲小說情節安排

的用意，以論及副主題：革命者的寂寞悲哀，再者，探討正副題旨之賓主關係，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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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作者故事發展的意念；再帶入作者創作的背景，探討社會風俗，由人物、境地、

事件的結構安排明瞭小說人物之心理；再做詞句及用字的探討，最後進行與作者魯

迅的相關作品比較。 

綜言之，小說的指導先找出本篇之題旨（含正副題旨），再論其時代背景，從兩

者間的關係去發現脈落如何發展，試圖從人物安排、事件發展及結構等，了解人物

的心理內涵，再推敲作者的用意。 

乙、新詩指導大概 

新詩指導之內容以〈胡適《談新詩》指導大概〉為主。先泛論主旨「作新詩的

方法」並追溯新詩解放歷史觀及新詩的格律，次言作新詩「需要用具體的做法」，再

論述具體（眼睛裡的影像）在文學裡在詩裡的重要性，並深入詳述「具體」的三個

意義：明瞭的影像或感覺、特殊的事件暗示抽象的情形、比喻用以說道理，詳述完

後，引具體的新詩之正反例加以說明，最後以「詩的具體性便是文學」總結。此處

胡適所談的內容為新詩作法及相關議題，理應屬於說明文，而朱自清除針對其談新

詩的說明內容作閱讀方法的指導，也對屬於新詩的閱讀方法有一番敘述與理解。 

綜觀而言：對於新詩的指導他針對胡適「作新詩」的部分指導，先論詩的創作

背景知識（作詩法、詩的發展及形成之格式），再具體地從詩句中找出景象、感受及

譬喻和抽象意義，最後以例子說明並總結之。 

3. 精讀指導之特點 

朱自清、葉聖陶二人之精讀指導，在構思本書之前，想必先有一番規劃，由書

中的呈現方式，不難發現兩位語文教育家的用心處以及其特點。 

（1）將原文分段標注號碼以助導讀 

精讀指導在指導之前先以原文呈現，將之劃分段落並附上標號。遇指導大概需

解說此段文字時，僅需以標號取代文字，讀者回頭尋找原文段落時，可以很迅速找

出所在位置，也減省文字篇幅，作法很符合科學及經濟的效益。 

（2）點出文意發展線索及分析題材 

小說結構中都有其發展的脈絡，以魯迅《藥》一文為例，以「親子之愛」及「革

命者的寂寞悲哀」之意念為中心發展出來。並介紹有關短篇小說的知識，然後指出：

「從形象受到了感動，得到了深切的印象，進一步去探索那伏在形象後面的東西，

這是認真的小說讀者應該努力從事的。」明確指出讀小說的方法。 

.    其次分析該文的取材：「意念發展的線索既已成立，同時就把取材的範圍也規

定了。」如魯迅的《藥》，形式上是屬於小說類；內容上則為記敘文。內容所述，依

正副主旨分別說明兩條不同的軌道。 

（3）取他篇類文作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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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迅《藥》則取魯迅的《狂人日記》和《阿 Q正傳》等篇章作同該文比較題旨

及特點，看出兩者的意念發轉的線索及取材有何異同，或為引證，或為對照，由此

更能了解魯迅的小說創作意圖及文字運用的藝術。如此層層分析，抽絲剝繭，因此

他說「確實能給教師以多方面的啟發」。此外指導大概還特別著重於文字錘鍊的研

究，而且往往藉研究某篇文字而闡發其十分精闢的見解。對於白話文的發展過程及

其前景闡述得既清晰又深刻。 

上述特點皆是作者精心規劃，藉以引導讀者之處，他說「希望大家在閱讀的時

候，逐一自己檢出。」14如此除了突出重點又兼顧到其他，設想十分周密。 

 

《略讀指導舉隅》 

    《略讀指導舉隅》共舉了七種作品為例。據朱喬森先生所編《朱自清文集》指

出，朱自清與葉聖陶合著之《略讀指導舉隅》中，朱自清所撰有〈司馬遷《史記精

華錄》指導大概〉、〈《唐詩三百首》指導大概〉二篇；而台北啟明書局「新文藝文庫」

系列中，朱自清文集之《國文略讀指導》一書中，亦列〈司馬遷《史記精華錄》指

導大概〉、〈《唐詩三百首》指導大概〉兩篇。又《博學舉隅》之《略讀指導舉隅》中，

列出屬於朱自清所撰者為〈《唐詩三百首》指導大概〉、〈《蔡孑民先生言行錄》指導

大概〉、〈《胡適文選》指導大概〉三篇。以上雖有三種不同說法，然可以確定的是〈《唐

詩三百首》指導大概〉確實為朱自清所作。  

            朱自清解釋所謂「略讀指導」的意義道：就教師的指導而言，指導時只需「提

綱挈領，不必纖屑不遺」；就學生的工夫而言，「還是要像精讀那樣仔細咬嚼」，但經

過精讀的訓練，「略讀時候卻以熟能生巧，不需多用心力，自會隨機肆應」。所以稱

之為「略」，並非「粗略的」甚或「忽略的」閱讀。15其最終目的在於養成學生讀書

習慣，以能夠自由閱讀。 

1. 前言及指導大概    

前言及指導大概乃延續著《精讀指導舉隅》的體例而成，與《精讀指導舉隅》

相同處為「前言」針對中學老師說的，「指導大概」是向學生說的。《精讀指導舉隅》

閱讀的內容比精讀更多，對於名著、專著的閱讀指導，顧及的面更為廣闊，顯然難

度更大些，更須老師適當地指導。但葉、朱兩位具廣博識聞又富有教學經驗，所以

整體上能高瞻遠矚地指導，局部處又能洞察幽微，常常是總體剖析與選例示範相互

結合，確能起到指點引路的作用。 

對於略讀指導還有其規範如後：（1）教材的統一（2）時間和數量不宜多（3）

                                                 
14 同註 10，P.176 
15 《國文略讀指導》，p.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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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材的標準。 

       （1）教材的統一 

            朱自清認為略讀「宜如精讀一樣，全班學生用同一的教材。」這是由於若沒有

使用同一教材，「教師就不便在課內指導，指導了略讀某種書籍的一部分學生，必致

拋荒了略讀的別種書籍的另一部份學生。」16作者認為雖也可以各部份輪流指導，

但每週略讀時間很有限，各部份輪流下來每部份都非常簡略，如此效果必不佳。 

            此外，師生與同學間彼此共同討論，有助於閱讀能力的長進。所以也「必須閱

讀同一的書籍，才便於彼此共同討論。」 

       （2）時間和數量不宜多 

            依「略讀法指引」所述，每週略讀指導的時間約二小時。學生閱讀之先，教師

必須考量學生課外時間有限，故「每天的略讀時間至多只能有半小時⋯一週便是三

小時⋯略讀時間僅有六十小時。」而課程內安排的兩小時中，除了有老師的帶領閱

讀，還有同學共同參與討論，為兼顧「質、量」與「時效」，在內容及時間的安排上

應能適恰。 

            在有限的指導時間內，為求精詳周到起見，略讀書籍的數量不宜太多，一學期

大約有二三種即可。他說： 

 

漫無計算是要不得的；與其貪多務廣，致發生流弊，不如預作精密估計，務

使再短少時間內，把指定的教材讀完。 

 

然而「二三本」卻是引入門的基礎，正如書本之命名「舉隅」，僅是「舉一隅」

的性質，期待學生「從此習得方法，養成習慣，再自己『以三隅反』」。真正閱讀的

進行及讀書功夫的培養是在課外，老師帶領的「二三本」略讀教材數量雖少，但並

不妨事。只要引起學生興趣，學得方法，日後養成閱讀習慣，略讀指導的目的便已

達到。 

       （3）選材的標準 

             略讀既是選同一教材，就應顧慮到全體學生的能力及需求。作者以為應： 

 

               中材為標準，凡是忠於職務，深知學生的教師，必能選取適合於中材的教 

               材，供學生略讀。這樣就沒有能力夠不夠的問題。同時，所選教材必能不 

               但適應學生的一般興趣並且切合教育的中心意義，這樣就沒有興趣合不合 

                                                 
16 同註 15，p.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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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問題。17 

            上述可知，略讀教材以中材為用，取材的標準有四：老師對學生程度的認知、

選擇適合全班能力的中等教材、顧及學生的興趣及切合教育的中心意義。依據學生

的心理認知，了解學生的學習能力的起點基礎，則選材可以深淺適中；至於兼顧學

生的興趣及教學目標，則是引起閱讀意願及提升閱讀程度得以平衡之處。這些都是

教師需要具備的涵養及略讀指導前處理的「功課」。 

2. 體例與內容 

（1）前述《略讀指導舉隅》含七種作品，包括經籍一種名著節本一種，詩歌選本，

一種，專輯兩種，小說兩種。其中《孟子》、《史記精華錄》《唐詩三百首》《胡適文

選》屬於高中略讀教材；《蔡孑民先生言行錄》《吶喊》《愛的教育》屬於初中略讀材

料。每部書都寫了指導大概，在寫指導大概之前，還寫了長篇「前言」，對於「略讀」

指導的意義和內容作了充分的說明。 

（2）略讀法之指導內涵 

                         （一）版本指導 

                         （二）序文指導 

                         （三）參考書籍指導 

      一、讀書前指導                           知識讀物略讀法 

                                               小說劇本略讀法 

                         （四）閱讀方法指導    詩歌專集略讀法 

                                               古書略讀法 

略讀指導                       （五）問題指導 

      二、組織學生閱讀－－學生應該隨時作筆記 

      三、課內討論 

    四、讀書成績考核 

 

略讀指導不同於精讀指導之處為略讀的閱讀時間在課外，因此閱讀前的指導更

顯重要。課堂上當導引幾項讀書指導，含版本指導、序文指導、參考書籍指導、閱

讀方法指導及問題指導。再就方法指導部分作如下的分類，分為知識的書籍、小說

劇本、詩歌專集及古書等四種略讀法。 

        （3）閱讀方法指導 

甲、 知識讀物指導大概 

                                                 
17 同註 15，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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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運用思考與判斷，認清全書的要點不歪曲不遺漏，若要使書中的知識化為自

身的經驗，必「從記憶入手」，而記憶宜將整理出的重點，「條理清楚」地呈現，較

容易記誦。此外，與其死背，不如配合思考與判斷以幫助記憶。  

朱自清所寫的〈《蔡孑民先生言行錄》指導大概〉、〈《胡適文選》指導大概〉為

傳記文學及文選指導，是屬於知識讀物的指導。〈《蔡孑民先生言行錄》指導大概〉

一文首敘本書的價值，之後述其凡例，說明分類及篇章數，再則正式介紹由生平略

傳入手，談其卓見及成就，言其文章風格特色，然後就寫作技巧而論（如典故、比

喻等作法），最後論其語言文字風格。 

〈《胡適文選》指導大概〉一文先寫其選文的依據，而後為胡適略傳，再談其主

要思想主張及貢獻，接著言明本書之研究方法，最後述其用字風格特色（排語、對

稱、嚴詞），並穿插舉例說明。 

乙、小說劇本指導大概 

閱讀小說或劇本，應從「寄託的跡象之中」找出它的「精魂」18。「『精魂』寄

託在跡象之中，對於故事自不可忽略」，初學者還沒有基礎，全憑仗老師給他們「易

曉的暗示與淺明的指導，漸漸引他們入門」，從故事的情節推敲出作者沒有明白說出

的意思，如此與作者的精神相通，才是閱讀這一類書籍的正當方法。 

由於朱自清沒有撰寫小說劇本之閱讀指導，故略而不列。 

丙、詩歌專集指導大概 

就分析研究而言：「個人專輯」可以按照寫作的「時間順次」，看他「意境的擴

大或轉換風格確立或變易」，是一種讀法；按題材分類，則「看他對於某一類題材如

何立意，如何發抒」，是另一法；按體式分類，「比較他對於某一類體式最能運用如

意傾吐詩心」，又是另一種讀法。「總集」也可運用類似前說的方法，以發現各代詩

人「取材的異同」「風格的演變」，比較各家各派「意境的淺深」「抒寫的技巧」，探

討「各種體式如何與內容相應」、「如何必須去舊而謀新」，唯有經過這樣的探究才可

享受詩歌。除了研究以外，就綜合的感受而言，可以「使讀者的心與詩人的心起了

共鳴」，彷彿詩人說出了讀者的心聲，宣洩了讀者的情感。作者認為若「研究不精，

感受不深，往往不很了然什麼是詩」，如此就無法享受詩歌。「中學生固然不必寫詩，

但享受卻是他們的權力。」故國文教師不可不認真指導。 

古典詩指導〈《唐詩三百首》指導大概〉為朱自清所寫之內容。他首述讀唐詩之

作用（陶冶性情，所謂溫柔敦厚的詩教），再由初中教學目標，說明唐詩適合中學生

略讀。其後介紹版本、唐詩的各種體裁（含古詩、樂府、絕句及律詩）、各體詩的格

                                                 
18 所謂「精魂」是指：憑著故事的跡象，作者發揮他的人生經驗或社會批判，那些才是「精魂」。見《國文略讀
指導》p.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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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詩中的典故及比喻，最後再舉實例說明作結。作者由詩的格律體裁入手，由典

故及比喻深入探究，將中國文化的精髓言簡易賅且深入淺出地介紹，使中學生能很

清楚地掌握學習唐詩的要領。 

丁、古書指導大概 

閱讀古書「需有真切的了解」「明瞭古人所處的環境與所懷的抱負」。古書去今

年代已久，想推知其時代之真相極難，作者引陳寅恪之語，說明今人可以 

 

依據材料⋯欲藉此殘餘片段以窺測其全部結構，必須被藝術家欣賞古代繪畫

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後古人立說⋯始可以真了解。 

 

而所謂真了解者「必神遊冥想，與立說之古人處於同一境界」19，與古人同樣

具有苦思的情境。此境界對於中學生頗難體會，但「儘淺不妨，只要趨向正，將來

可以漸求深造。」所以當就學生所能領會的，給他們適當的指導。20 

            古書之閱讀指導也非朱自清所撰寫，亦略而不列。 

3. 略讀指導之特點 

葉朱兩位對於《略讀指導舉隅》一書也是本著幫助學生養成自由閱讀的習慣，

故在「略讀」的安排上，也有不同於精讀的特點如下： 

（1）在精讀的基礎上學習略讀 

略讀的基礎是精讀，因此要再精讀的基礎上學習。 

 

學生從精讀方面得到種種經驗，應用這些經驗自己去讀長篇巨著以及其他的

單篇短什，不再需要教師的詳細指導。21 

 

故先有精讀的經驗基礎，再運用到略讀上，教師的指導不再鉅細靡遺，在精讀

的基礎上由學生自己發揮之前精讀所學。 

（2）精讀著重課堂指導，略讀則重課堂前指導 

精讀著重於課堂中指導閱讀方法，略讀則重在課堂前指導。精讀因由老師詳細

逐一帶領閱讀，所以有許多指導需要在課堂上才能完成；略讀則課外自行閱讀，教

師需在課前先行指導，以便其課外閱讀。 

雖然略讀不需老師詳細指導，但指導工作仍屬重要，特別是略讀指導前的前置

                                                 
19 此為陳寅恪作馮友蘭《中國哲學史》的審查報告中所言，轉引自《國文略讀指導》p.14-15 
20 同上  p.14-15 
21 同註 10，p.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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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備工作，舉凡版本的選擇、序文、參考書的指導，特別是各種文類的指導，必須

詳細告知學生，以便導讀，故略讀指導課前預習準備工夫反而比精讀更繁多。 

        （3）加列成績考核 

    一般語文學者，大部份是在讀寫方面發揮，對於成績評量很少提及。朱葉兩位

雖沒有詳列評量的具體方式，但能洞燭機先談觸到此議題，並列出評斷依據，以期

根據目標，達到略讀的目的，此舉實為語文先輩中難能可櫃的先知卓見者。 

 

（二）教與學之指導訓練過程 

第一步驟 預備 

1. 《精讀指導舉隅》 

在《精讀指導舉隅》指導之先，教師和學生應有的前置準備含：（1）教師讀寫

能力（2）有效指導能力的具備（3）培養學生自動閱讀的習慣。其中前二者屬教師

部分，第三屬學生部分，詳述之如下： 

（1）教師讀寫能力 

            國文教師自己應該有足夠水平的讀和寫的能力，因為「教師不但得幫忙學生解

決他們的問題，還得提供他們所沒有注意到的重要問題」，「若是課文裡有可以和讀

過的課文或眼前報雜誌的材料比較的，教師也當抓機會引起相當時間的討論。」這

就必須要求教師自己有廣博知識和敏捷的才思。22 

（2）有效指導能力的具備 

            朱自清認為：「多講閒話少講課文的教師固然不稱職，就是孜孜兀兀的預備課

文，詳詳細細的演繹課文的，也還不算好老師。中學生需要充分的練習。」閱讀的

習慣、能力或技能不是憑空養成，需要藉助教師的指導。因此國文教師除了要具備

讀寫能力外，更要有能力協助學生做有效指導。 

（3）培養學生自動閱讀的習慣 

前兩項針對教師而言，此處則專對學生。除了藉助教師的指導外，也不能單靠

教師的逐句講解來養成，故他提出閱讀的養成之主動性。養成的方法，唯有讓學生

自己去嘗試。朱葉二人提出一個主張：「國文教學應充分發揮學生的主動精神，要求

學生通過自己的實踐去培養自己的習慣和能力。」這為學生方面的準備，但還須透

過教師的指導以協助學生養成方法。 

 

        2. 《略讀指導舉隅》 

                                                 
22 同註10， P.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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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精讀指導不同的是略讀的課前指導準備較為複雜，需在閱讀以前，於課堂上

「對於選定教材的閱讀方法的提示」含與書本相關的周邊知識，如版本、序文及參

考書指導。 

版本指導是由教師指導如何比較，以取得校勘最精審的書本，這方面指導宜運

用「校勘學」及「目錄學」的知識，而「以國文教學的觀點來範圍它」，使學生將來

能求得好書而受用無窮。23 

序目指導是養成學生良好讀習慣的重要一環。作者將序文略分為三等： 

首先是非常重要者--作者及編訂者或作者師友序言，有如「編輯大意」一般，

為說明本書的作意、取材、組織等項之規模者，另有編訂者或作者師友所作的序文，

若是說明編訂的方法、抉出全書的要旨、評論全書的得失者，與了解全書有直接關

係者，亦屬非常重要。 

其次為重要者，有如「導言性質」，內容不是本文提要者，卻是本文的準備知識

猶如津梁或門徑者，必須過了這一關才可以涉及本文者，重要程度亦高。 

再次為不重要者，「僅敘作者的感想或一點因緣，與全書關設很少者，比較不重

要，若是他人作序，歌功頌德過了分寸者」，則「簡直可以不必看」。教師得依上述

來教導學生審察序文的重要程度，投入多少注意力，甚或能不看，以免浪費時力，

如此頗能符合「略」讀的精義。 

至於目錄，是一部書的骨幹，也有提要性質。書籍的目錄編排有順序者，固然

可以按順次讀，若無邏輯順序者，亦可不必按順序讀，將有關的章節聚在一起先讀，

為讀透全書最後再讀其他篇章。24 

參考書籍指導，指「必須藉彼而後明此的書籍」，如查閱字、詞、成語意義的工

具書及與所讀書相關的書籍。翻閱工具書的目的在於「求其徹底了解」，若馬虎過去，

便成了終身病根，難能在閱讀中獲益。至於相關的書籍，則教師開出的書目需顧及

學生的能力及圖書館（室）的設備，並加以說明指示參考書籍。 

問題指導是培養學生從書中探索問題並尋求答案，把當記憶者記憶，當體會者

體會，當研究的研究出來，教導學生一邊讀一邊發現有價值的問題。但在學生功力

未到時，老師有必要提示問題，在教師所提示之外學生如能自己提出，應以獎勵。25 

  

第二步驟 課堂中 

       《精讀指導舉隅》 

                                                 
23 同註15，p.6 
24 同註 15，p.6-8 
25 同註 15，p.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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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讀指導舉隅》「指導大概」，在寫法上儘可能同課堂教學過程中的提問與討

論相適應，注意到分析、提示的精要和富有啟發性。故分析文篇、提示問題、進行

討論，是精讀課文的主要方法。 

第一為分析文篇，精讀既是為了要能得通達、讀得深透，就當注重分析課文。

因此在課堂上應帶領學生找出課文的題旨、分辨體裁，並試著讓學生詮釋其中心主

題，再深入解剖作者透過文字想表達的意涵。 

第二為提示問題，則透過各種問題的提問，如段落大意、作者寫作意圖、設想

當時心境，或遣詞用句的精當與否，及全文組織結構的安排情形等等，藉此引發學

生對問題思考或品味欣賞，並且試著讓學生從文章中找出問題的解答。 

第三為進行討論，在教師對於課文內容解說後，透過以上的問題提示，帶引出

學生的各種想法，老師再將種種不同的觀點提出，使學生參與討論，藉此訓練學生

的思考能力及培養探討文學的精神及修養，此後把討論的結果彙整，即可產生一篇

完整的文字，形成一份報告。 

       

 《略讀指導舉隅》 

在課堂上略讀指導以閱讀前的指導為主軸，按閱讀的時間軌跡進行。閱讀完畢

後，在課堂上學生分組閱讀結果報告、並作課內討論及成績考核。 

第一為學生分組閱讀報告，略讀教材學生的實踐閱讀是在課外，學生閱讀完畢

後，在上課時需報告給大家知道，因而安排「每一堂略讀課內令學生報告並討論閱

讀那書某一部份的實際經驗」。在課內討論前，由學生分組先行閱讀，並隨時作成筆

記，以便上課討論時，有所準備，不致無從開口或信口亂說。故作者說「筆記不是

教師向他們要的賦稅，而是他們修學讀書不能不寫的一種記錄」。也就是讀書筆記不

是為了分數而寫，只為了自己閱讀受益而作，當切實面對自己地寫。其中筆記的內

容應含兩部份：一是摘錄重點，一是統整的心得，經課堂上的討論後再重整後，就

成了「讀書報告」。 

第二為課內討論，是在學生分組報告完畢以及完成讀書報告後，這總報告與總

討論，需要由老師來主持及討論。 

 

閱讀以後，對於閱讀結果的報告與討論，仍是教師的事兒；期間不免有需要

訂正與補充的地方，所以還是指導。 

 

作報告與討論的雖是學生，但主持討論及評分時，老師具有主導的功能，故仍

需老師針對學生報告及討論的內容作指正或補充之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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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讀與精讀共同有課內討論部分，所不同的是略讀的討論是在閱讀完畢之後，

精讀則是邊讀邊講解討論。一般而言，《略讀指導舉隅》仍要像精讀的預習一樣，逐

句循誦，找出不了解之處，利用參考書及工具書，並尋求解答。但僅於明瞭全篇或

讀通全章全節的大意，不需精熟地背誦。然而該體會的體會，該記錄的記錄，應抱

著嚴謹的態度為之，作者認為這樣的略讀訓練才有效益。筆者以為朱自清因態度嚴

謹使然，因此略讀也要注重學習過程。然而閱讀時速度可以較快，以掌握重點為主，

故訓練閱讀時，須兼顧內容形式，閱讀文章內容，則要做到「知其所以然」。可以輕

鬆的態度面對，不必時時刻刻抱著研究的態度，以期提起學生讀書的興味。 

 

第三步驟 課後工作 

        《精讀指導舉隅》 

精讀指導於課後，在教師方面，國文教師須由指導的方法後，評斷學習的效果。

若效果不彰，則再加以補充說明，以求補其不足而改善之。學生方面，則應多加練

習，並能練習後找出閱讀中的所隱藏的意涵。 

所遺憾的是：其中並未提到考核的方法，唯有靠國文老師自己進行評量。 

《略讀指導舉隅》 

精讀指導於課後，教師在最後有關讀書的總報告與總討論，也是由老師來作成

績的考核，以「審核他們的報告」。評定的標準，在於老師預期學生能從閱讀中獲得

的知識或領會（即所謂的閱讀的教學目標），除了閱讀的精確，速度也是評斷的標準。

學生達到目標固然可喜，若達不到者，教師宜尋找未達之因，竭力地補救或督促，

特別是學習能力差者，應給予熱忱關心的個別指導。至此才算完整地將閱讀程序完

成。 

 

閱讀的目的在於養成對文章的解讀能力與鑑賞批判能力，因此不論是精讀指導

或是略讀指導，帶領學生讀書的方法愈顯得重要。 

（三）兩者之比較 

            這兩部閱讀指導《舉隅》，在出版後都獲得極好的聲譽。人們認為葉、朱兩位的

這兩部著作，不是普通的教學指導書，而是具有較高學術價值的關於某些專注專

集的研究論文集，因為這裡不僅傾注了這二位治學嚴謹的著名學者，對青年學子

的滿腔熱情，而且反映了他們研究有素的獨到見解。葉、朱兩位自己對這兩部著

作也相當珍視，一九四七年朱佩弦在給自己的學生回信時曾說： 

 

你問怎樣教學生學習國文，我想介紹葉紹鈞先生和我兩個編的《精讀指導舉



朱自清國文教學指導理論研究  

 39 

隅》與《略讀指導舉隅》（商務），請你看看。還有我的經典常談（文光），葉

夏兩位的文心（開明），都可看。⋯ 

 

這是二位多年從事國文教學的經驗的結晶。26他們認為《精讀指導舉隅》或《略讀

指導舉隅》等書對國文教師的實際工作確有指導作用。27 

以下試將《精讀指導舉隅》與《略讀指導舉隅》兩書的異同作一比較，以便了

解何所適用及指導方法如何適切調整。 

1. 相同之處 

（1）同為國文教學的目標 

民國十三年教育部頒布《初級中學國語課程綱要》及《高級中學公共必修的國

語課程綱要》，其中讀書一項都有精讀及略讀兩種。民國二十五年修正頒行的中學國

文課程標準，精讀教學方法定了八條，略讀教學方法也有六條。精讀的書須詳細了

解，略讀的書只求了解欣賞書中大體即可，兩者都是國文教學的目標。28  

不論《精讀指導舉隅》或《略讀指導舉隅》都是部定中學國文教學課程標準的

內容，同在養成學生閱讀書籍的習慣，培植欣賞文學的能力及訓練寫作文字的技能。 

（2）皆可視為協助國文閱讀訓練之課程 

葉聖陶在一九四八年寫的〈朱佩弦先生〉一文中說： 

 

《精讀指導舉隅》《略讀指導舉隅》（商務版，與聖陶合作），這兩本書類似「教

案」，希望同行舉一而反三。29 

 

            這裡所言的教案，不同於現今流程完整的教案，以現今的說法應為課程教學內

容，將精讀與略讀等閱讀訓練成為課程教學內容，藉此幫助國文老師增進學生語文

閱讀能力，實為一個良好的閱讀課程訓練。 

        （3）均需由學生自行閱讀及經教師的指導 

閱讀的過程必須學生自行理解吸收，是老師無法代勞的，然而國文老師可以引

導學生正確的閱讀方法，使學生深入欣賞文章的內涵。不論《精讀指導舉隅》或《略

讀指導舉隅》，都需要經過學生自行閱讀及經教師的指導。 

（4）共同使用一種指定教材 

                                                 
26  同上 
27 張隆華主編《中國語文教育史綱》，  P.178  
28 同上，p.184、p.215 
29 葉聖陶著〈朱佩弦先生〉紀念文，194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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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讀指導舉隅》或《略讀指導舉隅》同樣都選定一些教材來讀。共用一種教

材，乃方便教師指導學生閱讀時，有共同的依據。指定教材經由國文教師指導，常

能在有限的時間裡發揮最大的效能。儘管一學期所閱讀的量雖不多，但能藉此『舉

一隅』的方式，希望學生從此習得方法，養成習慣，再自己去『以三隅反』，故數量

雖少，並不妨事。30由共同讀一本範本為起點，此後再加延伸，可擴展更多的閱讀

視野。 

（5）兩書在體例上大致相同 

《精讀指導舉隅》與《略讀指導舉隅》都有前言和指導大概。「前言」是向中

學教師說的，類似「閱讀教學法」的具體而微；後面各篇的「指導大概」是以教

師的口氣向學生說的。兩書都能兼顧到「教者」與「學者」的需求。 

          2. 相異之處 

          （1）在教學本質與效果而言，兩者互異且互補 

 

就教學而言，精讀是主體，略讀只是補充；但就效果而言，精讀是準備，

略讀才是應用。31 

 

在求學階段，學生學習以課本或教師的選文為主，是透過「精讀」詳細解說

指導，這亦是將來具備閱讀能力的準備。「略讀」雖不需老師詳盡指導，教材僅供

補充用，也非主體，然而若能打定根基，養成習慣，往後離開校園，可以運用這

項能力閱讀各種書籍文字，此即所謂「應用」。 

         （2）教師指導的方法與過程有詳略之異 

              精讀需要老師帶領仔細深入課文閱讀，做到所謂「纖屑不遺，發揮淨盡」；而

略讀雖也需要老師指導，但老師只需「提綱挈領，期其自得」，老師也只是引領入

門，點到為止，其餘的功夫全靠學生自行閱讀，以積累知識。 

              精讀的教法要使學生領悟文中的體裁、作法及背景，要求學生運用文字查閱

工具書以了解其中意義，講解完後作分析、綜合、比較，再誦讀欣賞文意，並作

成筆記，最後考察成績。略讀的教法則是由老師按學生興趣和能力選讀書籍，閱

讀過程較精讀為省略，最後再由老師指導書中的精要。因此精讀詳，略讀簡，事

兩者教法及過程差別之處。 

         （3）讀書指導步驟、方式與結果亦有差異 

              兩書的指導步驟都以閱讀過程的時間先後為主軸，不同的是：精讀在閱讀之

                                                 
30  同註 15，p.3  
31  同註 15，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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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強調文句的理解與深入探究；略讀在閱讀之前則著重在教材以外的周邊知識，

如：版本、序文、參考書目等，作閱讀前的探索功夫。至於結果，「精讀」對於閱

讀理解的吸收較高，「略讀」則較低。 

朱自清葉聖陶兩人為年輕人寫的「閱讀指導」，是引導年輕人閱讀的入門及老

師指導學生之寶典，也可以知道運用科學的學習方法能收到事半功倍之效。因而

每位教師必須了解：學習讀書方法的指導是語文教學的重要內容，並落實在課程

中、生活中，以養成終身學習的習慣。             

誠如作者在最後對國文教師的期許： 

 

教師在指導方面多盡一分力，無論優等的次等的學生，必可在閱讀方面多得

一分成績。單是考查，給分數，填表格，並沒有多大意義；為學生的利益而

考查，依據了考查在打算增進學生的利益，那才是教育家的存心。32 

 

閱讀教學的意義在於根據讀書的目的，循最經濟途徑，以助學生解讀文章之內

涵。國文老師唯有本著教育的良知，增進學生的閱讀能力，才是本書的期待的教師

專業智知能。 

 

二、 朗讀 

 

            朗讀與默讀同是讀書閱讀方法的一種。一般而言，學習閱讀的初期，透過聲音

對感官的刺激，可以吸引和維持學習者的注意力，使眼、耳、口同時參與閱讀活動，

加強對文字符號的感知，是幫助理解讀物的有效手段，所以小學低年級學生的朗讀

是最重要的閱讀方法。當他們有了閱讀經驗後就會以默讀的方法取代之，以至避免

語音干擾、直接感知的「直接閱讀法」。此外由於它加強了對大腦皮層的刺激，可以

發展想像，有助於形成語感，增加記憶力及培養表達能力，若透過情感深入地朗讀，

有助於領略文章思想情感之精妙處和深刻內薀，並有助於培養學生對語言的感受能

力及語感，即使成熟的讀者也需藉由朗讀達到此潛移默化的作用，這是以眼默讀無

法取代的。無怪乎許多文學家及學者，在書讀到精妙關鍵處，往往要出聲朗讀或吟

誦玩味一番。33 

（一） 源起 

自春秋戰國時期起，我國傳統的閱讀即已主張讀書要「誦」，而「誦」即大聲朗

                                                 
32 同註 15，p.19 
33 參閱《閱讀學》p.106、107、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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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無論孔子墨子都持此論，所謂「誦而記之」，即此傳統讀書學習之方法。歷代文

人經過時代更迭至清末民國，其傳統基本的讀書法仍存在。古文家特別重視朗讀，

他們因聲求氣，企圖透過朗誦，深切體會文章的神理、氣味、格律、聲色。這種注

重誦讀的風氣，直至民國以後才見式微。34新學堂制度的建立，在國文教學上便不

採用舊式帶有方言腔調的美讀，直接採用國語教學，對於古典文學的誦讀僅以讀音

直讀，成為國語式的「朗讀」。 

自抗戰前後，朱自清目睹兩個詩歌朗誦運動35的時期，一是在戰前至抗戰時期，

一是在戰後。前一時期著重於「詩歌音節的試驗」，試驗白話詩是否也有音樂性，是

否悅耳。此時朗誦運動的目的是為了給白話詩建立新的格調，證明它確實可以替代

舊詩。後一時期注重「詩歌的宣傳作用」、「教育作用」及「團結的作用」，帶有著政

治性。這種朗誦帶有戲劇性，不全是詩歌的的面貌。但這兩個時期的朗誦運動「並

不以語文教學為目標」；語文教學實際上也還沒有受到很大的影響。直到民國三十五

年黎錦熙與魏建功兩位提倡「朗讀教學」，始為國文教學做了自覺的努力36，也為語

文教育灌注了新的活力。 

五四以後提倡國語教學，然而「作文與說話失去了聯繫，文字與語言脫了節。

文字本是統一的，語言一向是分歧的。拿分歧的語言來寫統一的文字，自然發生這

種畸形的病象。因此訓練白話文的基本技術，應有統一的語言，使紛歧的個別的語

言先加以統一的技術訓練。」37朱自清引黎錦熙之言，是強調誦讀教學的重要性，

認為應加強個別的語言技術訓練。他以為學生國文成績低落，便是缺乏「誦讀教學」

訓練使語言與文字難以結合，是以學者認為誦讀教學應被重視。 

除了黎錦熙重視誦讀教學，強調個別的語言技術訓練外，對於魏建功先生於台

灣提倡國語文誦讀教學，朱自清也大表推崇。38他注重誦讀對於說的效用，就是對

於國語的效用。一般人學習外國語是從誦讀入手，所以學習國語也應「從說入手」，

朱自清認為這是最直接的辦法。然而黎錦熙提倡的誦讀教學，「注重白話」，魏建功

則「包括文言」，但相同的是兩者都以「文」為主，不以「詩」為主。 

朱自清及黎氏、魏氏之朗誦近乎古法，與桐城派文人之所談之法、勢、氣，有

著異曲同工之妙，即所謂「語勢之自然」。方苞於〈書惜抱先生墓誌後〉云： 

                                                 
34 林文寶著《朗讀研究》p.32 
35 朱自清：「戰前戰後的朗誦運動也包括小說散文戲劇，但特別強調詩，因為詩是精煉的語言，彈性大，朗誦也
最難。」見朱自清〈論誦讀〉p.15-16 

36 見朱自清〈論誦讀〉《讀寫指導》p.75-76 
37 黎錦熙〈談國語文教育〉 
38 民國三十五年十二月十三日於北大舉行一場「中國語文誦讀方法座談會」。與會者有黎錦熙、朱光潛、馮至、
朱自清等人列席，黎錦熙先生提倡國語的誦讀教學，魏建功先生則是台灣國語推行委員會主任委員，兩人都強
調誦讀教學的重要。見〈中國語文誦讀方法座談會紀錄〉《國文月刊》p.425-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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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學者欲學古人之文，必先在精頌，沈潛反覆諷玩之深且久，闇通其氣於運

思，置詞迎拒措注之會，然後其自為之已成其辭也，自然嚴而法，達而臧不

則心與古不相習則往往高下短長齟齬而不合。⋯今為文者多精誦者少以輕心

掉之，以外鑠速化期之，無惑乎其不逮古人也。（〈儀衛軒文集六〉）39 

 

談到反覆精頌而體會有得乃其治文之法。劉大魁亦云：「神者氣之主」能得其神

而氣自隨之，而「神只是氣之精處」；再由神氣講到音節字句，以使抽象理論之具體

化，所謂「音節者神氣之跡也」、「神氣不可見於音節見之」、「神氣音節者，匠人之

能事」，是抽象之「神氣」，透過具體的字句，所謂「字句者音節之矩也」、「音節無

可準，以字句準之」，是求神氣於音節，而神氣可有著手之處，再求音節於字句，而

音節也成了較為具體的依據。故郭紹虞道：「桐城文人在音節字句上以體會古人之神

氣，則學古有途徑可循。」此知劉海峰的文法高妙，所謂文章有神，都是從熟讀涵

詠體會得來的。40 

其後曾國藩亦有相關的主張，他認為： 

 

吾觀漢魏文人有二端最不可及：一曰訓詁精確，二曰聲調鏗鏘。（〈咸豐十年

閏三初四日家訓〉）41 

 

因此曾國藩論文，除了讀懂文義，還注意到文章的聲音情感，使情理兼備。這

教人學習讀文入門的方法，闡述了散文中的「藝術規律」42。不僅講章法、句法，

而且還講選詞用字之法，更注意到聲情之美，將散文藝術特徵發揮得淋漓盡致。 

曾國藩的方法，這全從桐城派文人得來。所謂的「無一字之律，而有一定之妙」，

就是一種活法，此乃從音節字句上玩索得來的，得由口誦入手，這是最高、最難體

會的學古之法，卻也是最切實的方法，這種方法是一種藝術，非到某一種境界不易

領略。他一方面要熟讀古人之文，以使「我之神氣即古人之神氣」，以使「古人之音

節都在我喉吻間」，然而一方面卻絕對不許襲用古人一言一句。又所謂聲調鏗鏘，與

行氣之法有關，他說「行氣為文章第一義，卿雲之跌宕，昌黎之倔強，尤為行氣不

易之法。」43，所謂「文章之雄奇其精處在行氣」44，不論駢散文之音調鏗鏘，都是

                                                 
39 郭紹虞〈中國文學批評史〉下卷  第四篇  清代  p.822 
40 同註 38，  p.800-801 
41 同註 38，  p.881 
42 黃保真、成復旺、蔡鍾祥〈中國文學理論史〉明末清初時期 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民國八十三年 p.103-105 
43 曾國藩〈同治元年八月初四日家訓〉 



第三章 朱自清國文教學之讀寫指導理論  

 44 

行氣的功夫。這與桐城之文「一方面須承於古，一方面又適於時」，有相類之處。 

以下先由朗讀與朗誦的界定談起，再述朱自清個人對於誦讀教學的看法如下：  

（二） 朗讀義界 

    朗讀是以理解文字作品意義為目的的一種出聲閱讀法，是學生必須具備的閱讀

能力和閱讀習慣。 

朗讀與朗誦兩者看似相近，詳析之卻有不同之處。朱自清從幾方面解釋之：就

意義而言，「讀」有「抽繹義蘊」的意義；而「誦」原是「背誦文辭」的意思。從語

文教學方向看，「朗讀」和「默讀」是相對的，卻都是著眼於「義蘊」上，有讀懂文

意的解讀；「朗誦」就是以高低長短不同的聲調，配合情感的融入，將詩句意義清晰

表達出來。45就腔調而言，「誦」的腔調是「私塾兒童讀啟蒙書的腔調」；「讀」的腔

調如「恭讀〈總理遺囑〉的腔調」。他以當時的實例比喻，明白兩者間腔調的不同。

就目的而言，朗讀與朗誦雖都是說話的調子，但「朗誦是藝術」，聽眾在於欣賞藝術；

「朗讀則是教學」，讀者和聽者在於練習技能，兩者的目的是不同的。 

簡言之，他認為：「稱『朗誦』不如稱『朗讀』的好。」46 

（三） 朱自清的誦讀教學觀 

     朱自清撰寫了不少談論「誦讀」的篇章，認為國文教學應重視誦讀，他曾說道：

「要增進學生了解和寫作白話文的能力，得從正確的誦讀教學入手。」由此知他以

誦讀視為語文教學的良方，試將其誦讀教學觀述之如後： 

1. 將誦讀教學放入語文教學中  

五四以來，中等學校以上的國文教學都不喜朗讀，或因人們對於迷戀古文的人

「搖頭擺尾」之醜態的批評，使年輕的國文老師不敢在教室裡吟誦古文，學生亦然⋯   

 

  （學生）起立讀文… 每因害羞輒以書掩面，草草讀畢；或因膽怯，吞吐囁嚅，

期期不能出諸口；偶或出聲，亦細微不可辨47 

 

因怕人笑話，也怕人笑話他落伍，有了此成見所以學生老師都不敢出口誦讀。

也因此大多數學生不能從誦讀中體會古文及詩詞中之內涵，語文能力也因之低落許

多，朱自清認為「不能吟」也「不屑吟」恐怕是主要原因，這是國文誦讀教學上的

一大損失。48 

                                                                                                                                                                  
44 曾國藩〈咸豐十四年正月初四日家訓〉 
45 邱燮友《美讀與朗誦》p.218 
46 見朱自清〈論誦讀〉《讀寫指導》p.75-76 
47 黃仲蘇《朗誦法》p.36轉引自朱自清〈論誦讀〉《讀寫指導》p.84 
48 自朱自清〈論誦讀〉《讀寫指導》p.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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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倒是小學裡教國語還使用朗讀的教學，能夠琅琅上口，還能達到「語」的訓

練。所以他舉黃仲蘇先生之主張： 

小學的國語學應該廢誦重讀，兼學吟和說；中大學也該重讀，恢復吟，兼學

說。49 

 

說明誦讀教學在各級學校語文教學裡的期待目標，亦極為贊成宜將誦讀置於中

學國文教學課程中，成為語言訓練的一環。 

中國文學作品中，善於利用語言文字之特性，以增加變化使之富於音樂性，故

於國文課程中，欲體會作者的詩文，亦必需透過語言誦讀始得以欣賞其內蘊。50由於

語言和感情有非常密切的關係，因此將作品用有聲的語言誦讀出來，體會文字內容

表面上的意義外，尚有更重要的言外之意。51所以朱自清贊成將誦讀教學放入國文課

程內，不外乎要激發學生的情感、增加欣賞的趣味、提高鑑賞能力，並有利於培養

語感及熟悉語言結構，也可以說「朗讀」是達成國語文教學不可或缺的方法之一。 

2. 使「耳治」、「口治」、「目治」趨於一致   

    朗讀是我國古代語文教育十分強調的閱讀訓練方法。他們認為讀書不僅要「眼

到」而且必須「口到」。朱自清亦認為「口誦」有其重要性。在寫作白話文與語言脫

節時，若能加上「誦讀教學」的幫助，使耳朵聽起來順耳，看起來順眼，口頭讀起

來也順口，如此白話寫作也能更順手。52 黎錦熙先生認為：所謂「耳治」、「口治」、

「目治」，乃是誦讀教學三部曲。若能日漸訓練成熟，則「一目十行」，「七步成詩」

都非難事。朱自清認為，正確的朗誦教學可以漸漸習慣成自然，到時候看上眼順的

唸上口也就順了，於是「耳治」、「口治」、「目治」趨於一致，如此就可以增進學生

了解和寫作白話文的能力。53    

    這說法是很符合心理機制的，由於朗讀的過程是先入於「眼」，再出於「口」，

然後入於「耳」，最後了然於「心」，如此口、眼、耳、腦兼用，與上述的「耳治」

「口治」「目治」一致是不謀而合。而朱自清對於誦讀教學的困難如是說：「我們的

白話文，就是國語文學用的文字，夾雜著一些文言和更多的歐化語式。」54文言可

上口，但歐化語式卻被非難。 

教學步驟應先從順口、再順耳、而後順眼。一般人以白話文「上口」或「順口」

                                                 
49 同上 p.84 
50 見《朗誦研究》p.34 
51 同上  p.36 
52 見朱自清〈誦讀教學〉《讀寫指導》p.9 
53 同上  p.8-10 
54 見朱自清〈誦讀教學與「文學的國語」〉同上 p.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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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標準。由於白話等於口語，自然應該「上口」，故順口是首要注意的。他認為順

口自然順耳，能順耳自然也就順眼了。語言學習的感官運用過程，即是透過口誦能

順口，則聽起來順耳透過順耳而感知自然流暢，順耳後透過思考而轉化為文字書寫，

再眼睛閱讀，視文句與否流暢，形成流暢的文章，如此可以從活的語言得到活的文

字。55 

故新的詞彙和語式給予充足的時間，自然就會上口，所以作者認為「如果加以

誦讀教學的幫助，需要時間會少些」，此處可看出朱自清對歐化語式抱持著接受的態

度。並認為誦讀教學要能推行得當，使影響力比閱讀歐化語式來得多，才能順口。

如此拉近「說的語言與寫的語言」的距離，文學的國語就能成立。 

因此為加速文學的國語的成長就得注重誦讀教學，建立誦讀的標準。使學校推

行到社會，以加速國語的文學普遍於社會。他還提供誦讀教學的標準與方法： 

 

一、誦讀就是讀，不是吟，也不是唱。二、多練習。 

 

以存粹地讀為訓練，並反覆或多練習，如此才能對症下藥。    

3. 朗讀是一種教學過程，目的在培養學生的了解與寫作能力        

朱自清認為白話文與白話詩適合以口語讀出，他說：「文言文的誦讀，該只是為

了解和欣賞而止；白話文的誦讀，才是一半為了榜樣或標準」。由於朗誦的發展可以

幫助白話詩文的教學，也可以幫助白話詩文的上口，促進文學的國語成長。學生若

能用心誦讀，便可獲得「統一的文字」的調子或語脈，由語脈掌握文脈，對文章的

寫作自然有助益。56白話詩有其音樂性，朗讀可以幫助寫，也可以幫助說。57   

    因此，要增進學生了解和寫作白話文的能力，是得從正確的誦讀教學下手。58 而

誦讀教學的步驟，須先由「教師範讀」，後由「學生跟著讀」，在由學生「自己練習

著讀」，有時還得背誦。當讀者看著書自己讀時，只要做過預習，讀得其法，就容易

了解文意，所謂的「感知」與「體會」便已達到。所以朗讀是注重意義的，並且是

用「說話的語調」去讀，使學生能從自然的說話語言中體會了解。 

    至於誦讀的要求，最重要的是「口齒清楚，吐字分明」。一般而言，讀白話文的

誦讀和說話較接近，都注重以詞彙讀出，如二字一頓者；或也以一字一頓者，兩字

一頓是用在整齊句法上，一字一頓是用在參差句法上。前者強調音樂化，後者強調

                                                 
55 同上 p.12 
56 同上 p.16 
57 見朱自清〈論誦讀〉p.19 
58 見朱自清〈誦讀教學〉《讀寫指導》p.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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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話，雖機械性大，但字字清朗的誦讀，每一字都可清楚地分辨出。而讀文言文仍

適合以「誦讀」的方式讀出，再從意義上去揣摩。並且他認為： 

文言文和舊詩詞等，一部分的生命便是在聲調裡；不吟誦不能完全領會他們

的味兒。 

 

白話詩文亦然，「白話詩文，也該範讀，不過只可用平調；若是對話或口語體，

便該用口語的調子。」59藉由誦讀將詩文中的意義及情感體會出，不僅有助於理解，

也能領略欣賞詩文中意境及情意，無怪乎「生命便是在聲調裡」。 

    說和寫看似兩回事，朱自清以為在文言時代，誦讀是幫助寫但不大能幫助說的

學習。在當時白話時代，誦讀不但可以幫助寫作，還可以幫助讀懂書。所以他強調：    

 

學寫主要靠誦讀，文言白話都是如此⋯現代許多學生很能說話，卻寫不通白

話文，就是因為他們誦讀太少，不懂得如何將說話時的聲調等等包含在白話

文裡。60 

 

於是他透過「誦讀教學」將「說」和「寫」串連在一起。故他一再強調說話的

重要，除了誦讀和寫作外，學習好說話本身，也得靠多讀熟順暢的白話文，才能促

進說話能力。否則也有人僅會寫而說不好。至於白話詩的誦讀，作者以為要用說話

調誦讀，但也未嘗不可以帶點音樂性。詩的誦讀一般需得「滯實」些，一方面有彈

性，一方面滯實，較難學習。所以他認為誦讀教學應從容易的文章的誦讀下手。  

4. 誦、吟、讀的區別及技巧   

朱自清將黃仲蘇先生闡釋的誦吟讀加以區別，並從其中的不同了解朗讀的技

巧。黃仲蘇先生《朗誦法》61中的吟讀和詠讀併為一類，稱為「吟」；講讀再分為「讀」

和「說」兩類；誦讀照舊，仍稱「誦」。除了「說」以外，作者將「誦」、「吟」、「讀」

分別詮釋並解析其技巧如下： 

（1）誦： 

古代「誦」早已運用於語文教學中，如《學記》：「今之教者，呻其佔畢」，注疏

中解釋「呻」即「長詠」、「吟誦」，以此可以參證。所謂「誦」，只是「平鋪直敘，

琅琅誦之。」宜於短的句讀，作用是便於上口、便於記、便於背，傳統經文可以使

                                                 
59 朱自清：〈再論中學生的國文程度〉《讀寫指導》  
60 見朱自清〈論誦讀〉《讀寫指導》p.19 
61 黃仲蘇將朗誦腔調分為四：一曰誦讀，二曰吟讀，三曰詠讀，四曰講讀。《朗誦法》，開明書局，民國二十五
年，轉載自〈論誦讀〉《讀寫指導》p.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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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誦」腔，如《四書》、《千字文》、《百家姓》等。 

這些經文其朗誦腔調多為二字一頓者；或也以一字一頓者，兩字一頓是用在整

齊句法上，一字一頓是用在參差句法上。誦即強調重視文章的聲調節奏的讀法。鄭

大挺記憶其中學老師桐城馬氏的念法：「他念古文很講究，聽起來令人神往。」及黃

季剛的讀書腔調：「有自創的特別腔調，當時名之曰『黃腔』」62，就是屬於誦的方

式。他說：  

此外朗誦也有戲劇化之效果，朱自清云：「朗誦其實就是戲劇化，著重在動作

上。⋯朗誦佳評自己的才能也還會使聽眾讚嘆的」。63由於練習朗誦得咬嚼文字的意

義，揣摩說話的神氣，故能有自行揣摩發揮的空間，自有其表演藝術的成分在其中。 

（2）吟： 

吟的腔調是受佛教「轉讀」經文的影響，吟特重音調節奏。所謂「吟」者，朱

自清採黃仲蘇的註腳： 

 

聲韻應?，音節和諧，吟哦之際，行腔使調，至為舒緩，其抑揚頓挫之間，

極盡委婉旋繞之能事⋯蓋吟讀專以表達神韻為要」。又「吟讀⋯較詠讀為速，

而比之誦讀則稍緩。64 

 

吟是拉長聲調吟詠，比誦讀的速度慢。吟和唱都是將音樂化，音樂化可以將意

義埋起來，或使意義滑過去。重音調節奏。如律詩可按二字一拍或一字半拍。每頓

處又可延長字音；古文可二字一頓或一字一頓。 

古文和就詩詞等都不是自然的語言，非看不能知道他們的意義非吟不能體會他

們的口氣，故林文寶先生認為：「吟」可以「將那些不自然的語言的口氣慢慢顯示出

來，讓人們好捉摸著，桐城派的因聲求氣就是這個意思。」65所以在沒有定律和節

奏的情形下，吟是一個自行體會文意的方式及學習方法。 

（3）讀： 

讀是介於吟誦之間，讀書時發出聲音的讀腔最自然，再表達情意時注意聲音的

抑揚頓挫。 

朗讀和朗誦是不同的，誦讀和朗讀之不同，在於「讀」著重在意義上，「讀白話

文該和宣讀文件一般，自然也講究疾徐高下，卻以清朗為主，用不著什麼動作。」66

                                                 
62 《朗誦研究論文集》p.109-110 
63 見朱自清〈誦讀教學〉《讀寫指導》p.10 
64 黃仲蘇《朗誦法》p.126-127，開明書局，民國二十五年，轉引自〈論誦讀〉《讀寫指導》p.78 
65 林文寶《朗誦研究》p.60 
66 見朱自清〈誦讀教學〉《讀寫指導》p.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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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朗誦則「著重在動作上」是戲劇化的表現。他的要領在於注重意義、咬字求清楚，

如朱子所謂：「舒緩不迫，字字分明。」不管文言、白話，都用差不多的腔調。其中

也須注意抑揚頓挫和語氣，使讀出鄭重的、平靜的效果。 

朱自清以黃仲蘇對「吟」「誦」「讀」解釋清楚地陳述之，主要就是要區分三者

的不同，並從比較中教學明白朗誦與其他之不同。 

誠如《精讀指導舉隅》前言中所言： 

 

吟誦的時候，對於研究所得的不僅理智地了解，而且親切地體會，不知不覺

之間，內容與理法為讀者自己的東西了，這是最可貴的一種境界。學習語文

學科必須達到這種境界，才會終身受用不盡。 

 

朱自清的朗讀教學，無非也是想使學生達到這境地。他的朗讀教學論與當時各

家的朗讀教學其目的是相同的，但指導方式略有不同，以深入了解朗讀教學的功效。 

古人云：「讀書千遍，其意自見」，是強調朗讀、熟讀、精讀、多讀，這是傳統

語文教育中閱讀訓練的要點。朱自清除了以古人的傳統的朗讀讀法體會文章內涵，

又兼顧現代系統的閱讀方法「精讀指導」引導學生閱讀，融會吸收古今中外之知識，

形成一屬於國文教學的讀書指導方式，不論讀書理論完整與否，此處確有他的見地。 

 

 

 

 

 

第三節  寫作指導 
 

      朱自清向來以散文著稱，幾十年來，他的作品一直被選文中學語文的課文，成

為青年必讀的範本。葉聖陶到了晚年，還諄諄告誡年輕人，「寫散文應該向朱先生

學」。足見朱自清是以品味較高、富藝術質量的創作贏得了高度的評價。67以優良作

家的頭銜，加上語文教師的身分，勢將可以把實際寫作的經驗傳授給予年輕學子。

然而，在朱自清的讀寫指導理論中，讀的部分較多，相形下寫作理論較少。此外，

他的散文理論亦可作為作文的指導原則，以茲為鑑，應能引導寫作文章的正確方向，

故在其作文指導之後，列出文論與寫作指導理論的關係，作一比較並探究兩者的繫

                                                 
67 陳孝全《朱自清的藝術世界》福建教育出版社，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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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因此，他的寫作指導理論仍有「實戰經驗」的傳授價值，值得深入挖掘其寶，

以為作文教學所用。 

作文教學是國文課程中必備的項目，而「讀」與「寫」有其關聯性，且兩者相

互關係著，從「讀」的吸收到「寫」的應用，猶如一座橋樑，相互有緊密的聯繫作

用。如黃錦鋐先生所言：「讀與寫的關聯，就是領悟作者全部寫作過程的技巧，應用

到自己的寫作裡。」68 

「寫」與「讀」雖同是語文訓練，但在中學課程中仍以讀為重，寫的訓練相對

地減少，於是他提出：「在中學裡專重精神和思想一面，忽略了技術訓練，使一般學

生了解文字和運用文字的能力，沒有得到適量的發展，未免失掉了平衡，不單是發

展思想和訓練技術，也要取得平衡讀和寫的技術訓練。」這種偏頗直接影響到國文

教學質量的提高。69      

朱自清針對學生為文的缺點予以指正，並指導寫作正確的方向，提出下列要點： 

 

一、 教材為寫作訓練的範本 

 

自一九二○年以後教科書、報刊陸續改用白話文，國文教科書改稱國語教科書，

中學教材採文言、白話兼收。 

寫作根基在於閱讀，朱自清在〈論教本與寫作〉一文中提到：「教材是一種範本」，

「寫作練習則是其運用」。許多學生認為教材與作文無關，特別是文言文教材，但朱

自清認為：「文言的教材，目的不外有兩個：一是給學生作寫作的榜樣或範本，二是

使學生了解本國固有文化。」前者即與作文訓練有著密切的關聯。白話文亦然，依

當時國文課程標準其一為「養成用語體文及語言（初中）以及文言文（高中）敘事、

說理、表情、達意之技能。」這是寫作的目標，教科書也是依此為本而定的，也就

是白話教材及語體文寫作同事是依教學目標而定的。從欣賞課文作品，從中學習各

種體裁、詞義、句式等，他說：「欣賞得從辨別入手，辨別詞義、句式、條理、體裁，

都是基礎。」70從辨別鑑賞中所獲，即寫作訓練的基礎。 

寫作訓練既是一個語文學習目標，國文課本必是具有一個指標作用的範本。教

本的良窳則影響到寫作訓練，朱自清引葉聖陶先生的話： 

 

中學生要應付生活，閱讀與寫作的訓練，就不能不在文學之外同時以這種普

                                                 
68 黃錦鋐著《語文教學論叢》，p.104 
69 朱自清〈國文教學‧序〉《朱自清全集》第二卷 P.3 
70 見朱自清〈論教本與寫作〉《讀寫指導》同上 p.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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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文為對象。71 

 

這裡強調寫作訓練，不只是欣賞文學為限，更該在文學以外取材。如書信、宣

言、報告書、說明文等「普通文」，在教材中都應酌以選錄。在學生方面也，不要只

以文學創作為主。他又說：「欣賞文學的興趣和能力自然是該培養的。到處濫用文學

的調子並不能算欣賞文學。」只是愛好文學的情感，要成為創作家仍是不夠的。梁

啟超所言「筆端常帶情感」固然不錯，但是「不帶或少帶情感的筆鋒，只要用得經

濟、有條理，也可以完成寫作的大部分的使命。」72此處是針對中學生「為賦新辭

強說愁」的情感濫用予以指正，除了情感，還須有思考及文字的訓練。 

「寫作是基本訓練，是生活技術的訓練。」在國文教材中，若能賦予課程目標

的使命－－培養語體文寫作，既能達成語文目標，又能有讀本的價值，這種想法是

很切實際的。可惜的是，作者並未能明確指出如何運用課文作品，轉成寫作訓練的

教材，筆者認為是其缺憾處。 

 

二、 語脈與文脈要能清晰明暢 

 

  「思路」表現在文字裡稱「文脈」；表現在語文裡稱為「語脈」。將自然的思路

表現成文脈比變成語脈要難。文脈是將「思路」表達於文字的結構發展，學生作文

最大毛病為思路不清－－即層次不清、無條理。在論說文中特別明顯，這是因為說

話的「語脈」影響「文脈」所致。 

    思想、談話、演說、作文，這四種語文的層次，「一步比一步難，一步比一步需

要更多的條理」。他說： 

 

      思想可以獨自隨心所向，談話和演說就得顧到少數與多數的聽者，作文更得

顧到不見面的讀者，所以越來越需要條理。 

 

上述可以知，獨立思考最不受限，口語表達次之，作文呈現較不易。說話的條

理比作文的條理容易，因此思路的表達文脈比語脈要難，若經由說話訓練，可以獲

得語脈，有時也可以幫助文脈。 

然而寫作的文字控制較難，容易將語脈混進文脈裡。在此情形下，欲改進語脈

混入文脈的情形，朱自清認為有以下的訓練：首先讀給人聽，再請其看、請其改，

                                                 
71 同上， p.66 
72 同註 69，  p.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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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指出聽時和看時有什麼不同處，再予修正；其次將改正完成後的文稿再三朗讀，

利用宣讀文件的聲調，以求使文脈能清晰明暢。此處特別強調訓練朗讀作文，可以

使文脈更清晰。73再次是在作文時先寫出詳細的綱目，從意義上著手，訴諸邏輯，

使文章結構安排有秩序。如此修改的結果文脈才會更明朗。此外他提到多看、多朗

讀、多習作，是更要緊的功夫，文脈的獲得不易，不只是多寫作，能夠多看多讀還

是才是寫作的基本功夫。 

      雖朱自清有其白話作文理論，但從文章文雅精緻的角度看來，余光中即認為朱

自清散文便往往流於淺白累贅，以下是余光中的批評： 

 

朱自清在白話文上既信奉純粹論，他的散文便往往流於淺白累贅，有時還有

點歐化傾向，甚至文白夾雜。⋯文學革命把「之乎者也」革掉了，卻引來了

大量的「的了著哩」。這些新文藝腔的虛字，如果恰如其分出現在話劇和小說

的對話裡當然是生動自如的，但是學者和作家意猶未盡，不但在所有作品裡

大量使用，甚至在論文裡也一再濫施，遂令應簡潔的文章淪為浪費唇舌的嘰

哩咕嚕。朱自清、葉紹鈞等純粹論者還嫌這不夠，認為「現在與將來的白話

文」應該更求純粹。他們所謂的純粹，便是筆下向口頭盡量看齊。74 

 

因此，余光中認為，白話文可以分成兩類，一類是拿來朗誦或宣讀用的，則不

妨盡量口語化，另一類是用以閱讀的，那就不必擔心是否能夠立刻入於耳而會於心。

散文創作屬於第二類，實在不應受制於純粹論。 

文章流暢應來自思路暢達，朱自清訓練學生寫作以淺白的口語作為入門，不失

為一種方法，然而筆者認為應避免余光中所言的淺白累贅，以語脈使下筆能更為流

暢，但成文時則宜多加修飾，始能鑄造成好的篇章。 

 

三、使用正確標點符號有助於表情達意 

 

標點符號用以表明詞句的性質幫助達意的明確和表情的恰切，用正確標點符號

有助於表情達意，它的作用近乎文字，是不容忽視的表達溝通方式。 

          因此，白話文寫作時，應將標點符號視同文字看待。學生的作文，常犯思路不

清或層次不明的毛病，朱自清認為這是少用標點符號句號之徵象。75就如讀書時若

                                                 
73 見朱自清〈寫作雜談〉《讀寫指導》，p.95~98` 
74 余光中〈論朱自清的散文〉《中外文學》P.4-22 六十六年九月 
75 見朱自清〈寫作雜談〉《讀寫指導》p.9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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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了標點符號，將使讀者閱讀時更為費時費力，阻礙了文章與讀者間的流利溝通。

為了幫助別人理解文意或自我表達更確實，寫作時應標上正確的標點符號。 

            朱自清當時正處新舊語言交替的時代，新式語言教育是雖是學生所嚮往的語

文，但使用習慣上仍不離舊式書寫習慣，故常見先寫作後標符號之程序錯置的情形。

因此朱自清在語文教學上特別提倡使用標點符號，養成學生平時寫文章時就能標註

正確的標點。 

為使說明更具體，他舉了「，」「；」「。」說明使用方法提供讀者參考，其目

的不外提出正確的標點用法，以利指導學生寫作順暢。故不論是教育部的推行，或

實質上使學生文章書寫流暢，國文教師都應切實指導標點符號。 

 

四、注重剪裁與修辭 

 

朱自清的白話文被譽為美文，在他的文中時時見到對於文章修飾的功夫，在寫

作指導上對於修辭部分也特別重視。 

（一）文章剪裁     

寫作時對於文稿若能字字推敲、增減潤色，往往可以使平凡如璞石的初稿琢磨

成美玉一般。因此朱自清強調再三剪裁的初稿可以更顯題旨，以奏簡潔有力之效。  

    朱自清曾引浦江清所編選的國文教材：歐陽修的兩篇《吉州學記》，其中一為初

稿，一為定稿，兩相比較來觀察其增修刪減的軌跡，使學生明白剪裁的功效。歐陽

修為當時文壇盟主，提倡古文不遺餘力，文章必有為而作，以闡明文中道理，為文

不輕易下筆，所成的文章亦有指標性的意義。浦江清及朱自清從古文家歐陽修對自

我文章的要求為範例，其目的是期待學生在寫作時，也能為自己的文章作一翻修剪

的功夫。 

從《吉州學記》的初稿和定本比較看出「初稿繁，定本簡」：初稿較含渾籠統，

定本則「扼要」「得體」，組織分明。初稿用語直陳不分輕重，定本聲調柔和姿態宛

轉。從兩文的對照比較，引導出剪裁的功效，其功效為：能使文章主題突顯、脈落

分明、語氣圓融、用語嚴謹。76也明白指引讀者寫作文章宜多作剪裁修飾。 

        由這教材的剪裁訓練，得以明朱自清紮實為文的功夫，這寫作指導與他的文章

寫作風格頗為一致，皆「追求語言洗鍊、簡潔，富有表現力」，因此他重視創詞、造

句、煉字外，也十分強調剪裁功夫在寫作中是不可或缺的。 

 

                                                 
76見朱自清〈剪裁一例〉《讀寫指導》，p.85-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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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感覺的聯絡  

寫作文章的訓練，五種感官的訓練算是基本練習。朱自清對於感覺的想像很敏

銳，在其作品中常見到，文論中亦提及所謂「感覺的聯絡」，此即錢鍾書所說的「感

通」，他對此的解釋是：「尋常眼、耳、鼻三覺亦通有無而忘彼此，所謂『感受之共

產』；即如花，其入目之形色，觸鼻之氣息，均可移音響以揣稱之。」77朱自清稱它

為「感覺的聯絡」，亦即常稱的「聯覺」。「聯覺」含各種感覺，如聽覺、視覺、嗅覺、

觸覺、運動感覺、有機感覺，有許多公共的性質，與他種更複雜的經驗也相同。78 

將實際見聞透過對感覺表象的強調、轉換或使之位移以文字表達，也就是把自

己對外界的主觀感覺和客觀印象，滲透到客觀物象中去，透過各種感覺的挪移，使

藝術描寫具有更大的張力及更強的可感性，因此透過讀者閱讀，便可以想像色彩、

氣味、聲音、感覺，對詩文的體會，便在腦海裡活躍起來。 

朱自清在〈荷塘月色〉裡其中一段，即運用到此聯覺的描寫：「微風過處，送來

縷縷清香，彷彿遠處高樓上渺茫的歌聲似的。」花香本是嗅覺，現在作者把他借移

轉換為有旋律的歌聲，給人以視覺兼聽覺的感受。又如「光與影有著和諧的旋律，

如梵婀玲上奏著名曲。」光與影本是視覺，乃無聲姿態，現在被轉化為動聽的音樂，

給人以視覺兼聽覺的感受。79如此將感覺具體化，不論是摹寫方式或是譬喻、轉化

方式等修辭方式，都足以使文章鮮活起來。故若能指導學生將情感形象化，賦予文

章生命，這種訓練可以使學生的文筆更為生動，猶如使文章畫龍點睛一般。 

（三）避免文病 

    朱自清自稱他在中學及大學擔任國文作文教學課程多年，故養成了自己對語言

文字的特殊興趣。這種「咬文嚼字」的功力，使他在批改作文時，特別重視學生作

文時文字運用及句式是否通順。於是從民國二十二年至民國四十年間，他在教書之

餘，摘抄了學生的作文裡不通順的文字，即他所謂的「文病」。大部分是文句，也有

些是段落大意或全段，甚至是全篇大意。將這長期間累積蒐集的不少「文病」的材

料做了整理，歸類選例，並加以說明。其目的在於透過文病的修正，使學生舉一反

三，藉此訓練文字技術使作文得到一些進步。 

其中將「病句」的詞彙分為四大類，含：詞義、詞的並列、沿用文言、創用新

詞，此將這四種「文病」說明如下：80  

1. 詞義 

                                                 
77 錢鍾書《管錐篇》第三卷 
78 朱自清〈文學的美〉《朱自清全集》第四卷，p.163 
79 陳孝全著《朱自清的藝術世界》，P.146-147  
80 見朱自清〈文病類例〉《讀寫指導》，p.105-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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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詞彙中又含不明詞義、混淆詞義、詞義籠統、遷移詞義、詞義浮誇、詞義含糊、

不明詞例及濫用量詞，共十種。他認為「一般學生的詞彙太窄狹，在那窄狹的詞彙

裡，又有許多詞的意義不曾弄明白。」故常產生這些流弊。針砭之法為增補不足及

剔抉冗贅，以求完足通順的語意表達。 

2. 詞的並列 

    詞的並列中則含省略連詞及詞序不整。是針對連詞的運用減省或誤用所致，以

及並列的字句詞義不整齊或不倫不類。這裡強調文句並列時有其完整性，應求句式

的平衡與語意順暢。 

3. 沿用文言 

    沿用文言中又分夾雜古語及因襲文言。由於文言用法干擾白話用法，使文白挾

雜參用，或因襲舊式句法而混用，都使文句讀來不文不白，語句聱牙不順。若能將

文言部份以口語讀順之，行之以文字，則可以減少此問題。 

4. 創用新詞 

    創用新詞則分濫用新語及強變詞例。學生對於詞語運用不熟練及受翻譯文章的

影響，常產生自創的新詞，或為求變化而有強變的詞例，這都是使文句怪異不宜。

改善之道應以自然慣用之語詞取而代之。 

            以上是以「詞彙」為列所列病句，然而作者〈文病類例〉一文是未完稿，應還

有文句等例，而後續並未完成，後人無法全觀，實為可惜。朱自清有感於國文教學

「不重記憶，不重練習」的缺失。藉此提醒國文教師多注重文字基本的訓練，因此

他希望學生能多用心琢磨文字，使文章流暢。81 

            此部分是筆者頗為欣賞處，以上可以看待為文句修飾，將文句修整好成為妙句，

如此再來組織成好的段落，如此佳篇便不必遠求。國文教師確實可以如此訓練學生

的句子修煉，其效果可以具體地呈現。 

（四）煉字功夫 

        1. 不放鬆文字 

由上述的句子修煉，得知文字修飾功夫的重要。一個作家必須深得用字的妙處，

古人稱為「煉字」，便是指作家用字時打破習慣而變新的地方。82朱自清提到一要能

「不放鬆文字」，二要以寫作取代創作，此兩點是他對青年寫作者的忠告。他認為唯

有用心琢磨文字，並視自己所能而寫作，寫作功夫才能精進。83他在文章中常對文

字的要求，這種「煉字」功夫就是他寫好文章的信念，他說： 

                                                 
81 見朱自清〈寫作雜談二〉《讀寫指導》p.123 
82 朱自清〈了解與欣賞〉《朱自清全集》第八卷 p.151 
83 同註 81，p.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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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寫作散文，很注意文字的修飾。語句的層次和詞義、句式，我都用心較量。 

 

此知除了「煉字」，「煉詞」、「煉句」等也是他注意之處。此外他認為白話文寫

作要留心「寫的白話不等於說話，寫和說到底是兩回事。」84此處不同於前述的語

脈為文脈的基礎，而是強調文章寫作的要求，須經過思考而後有條裡地下筆，不應

將說話不加修飾便移殖到作文上。因此可以知道他十分講究邏輯、意念的安排，並

重視對語言的藝術加工，他曾說：「感到控制文字是一種愉快，也是一種本領。」85 

        2. 善用巧喻 

他追求語言生動形象活潑，因此喜用「喻語」，認為「在文學中比喻尤其重要」，

它是「文學的重要的一部分」，要求作家「必須常常創造比喻，改造比喻。」86在他

自己創作中，就常依賴比喻的創造，使形象突破時空界限，躍然紙面。 

然而有些研究者對此頗有意見，認為他用喻太密、太濫、太淺；而且明喻多而

暗喻少。從某些角度而言，這一看法不無道理，朱自清散文中的喻語有些確實是比

較陳舊，如常以香草美人為喻體，也常以雪喻白，以火喻紅等等都顯得有點落套老

化。筆者認為只要不過分即可，若吹毛求疵太甚不免言過其實；陳孝全便說：「實事

求是的說，朱自清的喻語是巧妙、新鮮、貼切，而且形式多樣的。」87的確在文字

運用，朱自清猶如一位藝術家，不斷地將文字精雕細琢，以求盡善盡美。 

 

（五）預設閱讀對象 

 

    「多讀」、「多寫」是促使文章進步的不二法門，因此從小學國語課開始，便有

寫作訓練的課程。一般學生寫作練習以教師為閱讀對象，或是拿假想的讀者作對象，

常常都是老師或假想對象，使學生難以產生趣味，因而敷衍將作文交差。故朱自清

認為寫作練習可以拿實際讀者為對象。如：暑假回家寫「給教師的信」、「給父親的

信」、「給張同學的信」一類的題目，這些實際的讀者同時成為假想讀者。如此的寫

作練習運用，便不會馬馬虎虎地寫。若能更進一步以創作為寫作目標，其假想的讀

者是一般社會人士，這樣的運用更能切合實際運用，寫作的水準也必能超越現狀，

有所提升。 

                                                 
84 朱自清〈論誦讀〉《讀寫指導》p.132 
85 朱自清〈寫作雜談〉《朱自清全集》第二卷 p.108 
86 朱自清〈文字與語言〉 
87 陳孝全著《朱自清的藝術世界》p.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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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文教師可以多鼓勵學生多投稿報紙或期刊，藉此機會訓練學生以社會大眾為

其寫作對象，在期待自己文章刊登之際，能因此而多觀摩他人文章，以學習佳篇或

切磋文筆，使文章更精進，如此寫作的目的便達到了。 

    因此朱自清提醒所有的師生，不要忽略了「假想的讀者」這個意念。 

 

以上分別將五要點逐一討論其寫作指導原則。在欣賞朱自清的文章的同時，也

當留意他文筆的技巧，不論結構或修辭，都有其用心處。如學習他寫作結構嚴謹之

散文特色88、善於運用語言文字、「寫真」、「精雕細琢」的精神，以及嚴肅認真態度，

特別是他從開始從事創作就十分講究的「語言文字表現」的駕馭功夫。89這些基本

功夫，都值得我們學習探索。 

朱自清的寫作指導理論，頗為精要，內容上沒有當代語文教育家指導得多，然

而可以與同時期作家夏丏尊、葉聖陶的寫作理論，作一番整理比較，以互見詳略，

各補不足。 

       

 

 

 

 

  第四節  與各家讀寫指導的比較 
 

            自白話文納入國文教材以後，文學革命的先驅者期待教育能為白話文的讀寫能

力紮根，取代文言文的地位，然而「一則教師不會教學生不會寫的現象十分普遍，

二則社會大眾還是認為文言文高深，白話文卑淺，白話文只是便利初學的過度，終

極目的還是文言文。」90故有心於培養中學生閱讀、寫作能力的學者，開始投入了

語文教材及讀寫知識撰寫的工作。一九三○年元月開明書店於創辦《中學生》雜誌
91，於〈發刊辭〉表明雜誌的使命是彌補中學教育的缺憾。這些被稱為「開明派」

的開明書局編著者，是一群思想開明、力求改革，並身體力行的學者。朱自清便是

其中之一。其他語文教育家中，如：葉聖陶、夏丏尊、呂叔湘、陳望道等，也參與

許多語文教育的編寫，對於現在的國文教學有著不同層次的影響。如葉聖陶之《文

                                                 
88 屈毓秀〈試論朱自清和他的創作〉見《朱自清研究資料》p.161 
89 見何以聰〈朱自清早期散文的藝術特色〉轉載自朱金順編《朱自清研究資料》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 P.96 
90 陳玉芬著《夏丏尊、葉聖陶讀寫理論研究》，p.4 
91 中學生發刊辭中提及：「本誌的使命是替著中學生諸君補校課的不足；供給多方的趣味與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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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講話》書中〈關於國文的學習〉一文及《閱讀與寫作》一書中有關閱讀的部分，

都提到閱讀的概念，《文話七十二講》書中亦提到朗誦部分，此外葉聖陶與夏丏尊合

著的《文心》也是有關讀寫的故事，在當時呈現了許多不同面貌的讀寫觀點和理論。 

以上幾位作家暨是朱自清春暉中學同事又是國文教師，同樣兼具提升中學語文

教育熱忱者，也出版也閱讀及寫作方面書籍。以下舉同時期作家夏丏尊與葉聖陶的

讀寫理論為舉要，與朱自清的讀寫理論作一對照。一則是因為他們在語文教育界有

舉足輕重的地位，一則是因他們同屬「開明」作家，背景接近，理念相同，因此特

舉兩人的理論為代表論述，其他作家則不特別列出。 

 

一、  讀的指導 

 

    有關讀的指導方面，葉聖陶及夏丏尊兩人的讀書指導，是前期作家中的重要人

物。此處仍依上述分類分為默讀朗讀，詳加比較，察其異同，並探其價值。 

（一）默讀指導 

    在默讀方面，葉聖陶的閱讀理論有二：一為寫作基於閱讀；二為「以讀代寫」

的寫作教學思想。以前者而言，他認為「多讀，就能理解文章意義；熟讀，就能學

會文章作法。」這是在傳統讀寫為基礎上延伸而出，他認為藉由閱讀訓練，可以造

就寫作能力，因此形成後者「以讀帶寫」的寫作教學思想，兩者之間有著緊密的關

聯，並相輔相成，從培養學生良好的閱讀習慣始，以帶動寫作知能的精進。他說： 

 

寫作技能要從精讀方面訓練。⋯閱讀的時候看出那些可取處，對於選剔與斟

酌就漸漸增進較深的識力；寫作時候憑著那種事例來選剔與斟酌，就漸漸訓

練成較精的技能。 

 

這裡可以看出他的觀點：「閱讀寫作並重」。從閱讀之處取材，判斷文章的優缺

以作取捨，由此內化為自己文章的思維內容，以待來日成為寫作的素材。他說「果

能善讀，自必身受所讀書籍文篇之影響」，又說「養成學生閱讀的良好習慣，不知不

覺之中自能影響作文。」以上並顯閱讀寫作的關聯及重要，個人經驗的思想吸收有

限，透過閱讀取得間接經驗對寫作而言有其必要性，於是閱讀與寫作互為吸收經驗，

增長知識，於是兩者相輔而成。 

葉聖陶在草擬課程綱要時，「以讀代寫」的觀念便已形成。但未能深入思考兩者



朱自清國文教學指導理論研究  

 59 

之間的關係。92在一九三二年所撰的〈國文科之目的〉提到： 

 

國文科之目的⋯整個的對於本國文字的閱讀與寫作的教養。換一句話說，就

是『養成閱讀能力』、『養成寫作能力兩項』。 

 

而養成閱讀能力在於「多閱讀」及「閱讀得其法」。此外，他透過閱讀指導培養

鑑賞、批評能力，以造就一個好的讀者與好的鑑賞者。使讀除了了解吸收之外，更

提升了思維評斷的訓練，這是一個由傳統而創新的閱讀觀念。也唯有從閱讀中吸收

語文的養分，才能貯蓄豐富的語文素材，以作為寫作鍛鍊的基礎，也是國文教學的

目的及能力的指標之一。 

閱讀方法上，夏丏尊與葉聖陶二人共同認為閱讀的目的：「閱讀指導是培養基本

讀寫能力的門徑」，與寫作同為學習國文的途徑與國文教學的目的。此外，兩人皆認

為學習國文沒有非讀不可的文章或書籍。所不同的是夏丏尊強調的是，語文文字的

格式和方法。葉聖陶認為教學國文並不等於教學文學。在文學之外還有非文學的文

章就是普通文。93夏丏尊認為閱讀有賴於興味與觸類旁通。故教師在閱讀取材上，

宜以語言基本的能力的培養為主，並非一定要選文學作品來讀不可。 

葉聖陶認為閱讀的對象作為寫作的榜樣，一則著重作者所表現的積蓄（內容），

二則著重作者如何表現積蓄（形式）。 

 

閱讀的出發點不為寫作，只為人生，並且不能囫圇吞棗似地草草掃過，必須

予以消化納入學養。及至寫作的時候，閱讀所得要能了無痕跡地融在作品裡

頭94 

 

葉聖陶認為「閱讀得其法」是提高寫作能力的關鍵。他基於文藝是人生的養料，

夏丏尊與葉聖陶談「怎樣閱讀」也對文藝普及有所期待。至於如何閱讀，葉聖陶列

舉閱讀應做的準備有四：一、留心人家的話；二、留心查字典；三、留心查辭典：

四、留心看參考書，此四留心即閱讀需的工作。 

而閱讀過程中「怎樣閱讀」？夏葉二人對於求甚解的對象有二：一是形式、二

是內容。夏、葉兩人可歸納出三個基本步驟：一為理解詞、句、段落章節的意義及

表現方式。此為針對形式進行理解，是文字外部的聯繫法則；二為體會意念發展的

                                                 
92 同註 90，  p.121 
93 同註 90，p.144-145 
94 同註 90，p.148-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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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徑，此為對內容進行體會所求乃文字內部的聯繫途徑；三、為對閱讀對象進行吟

誦或美讀，此時已不分形式內容做整體觀，所求則不僅是形式法則的熟悉，也是內

容氣韻的感知。95形式屬外，內容屬內，形式由字而句、由句而段、由段而至全文

有一定的法則；內容以形式為憑藉意念如何合開展、推演、收束也有一定的途徑。

然而兩人同中仍有其異，以下將其相異處分述如後。 

夏丏尊認為理解文字形式的方法有三：首先為詞、其次為句、再者為表現方法。

一、詞的理解：先要理解詞的意義，其次領略詞的情味，最後注意詞的句子中的用

法。二、句子的理解：首先歸納句子的樣式，從中找出簡化的方法，再將句子與句

子的連接方式，找出它（句子）在全文中與上下文有何關係，將意思貫串起來，不

能孤立理解。三、表現方法的理解：將抽象的思想情感運用各種方法表現出，讀者

應理解作者使用的表現方法為何？及其效果如何？如此由詞而句，由句而至全文架

構理解，如此循序漸進，逐步理解全文意旨，對於學生的學習心理能有所配合，在

理解整個文章的語文組織，也有其一貫的脈絡。 

葉聖陶的閱讀步驟有三：一、從逐詞逐句的了解入手。二、從頭到底地看，以

了解通篇文意及文旨。三、熟讀重讀多讀幾回。第一步驟逐詞逐句的了解，是理解

文字形式的閱讀方法，第二三步分別針對主旨及文字整體談閱讀方法。他說「主旨

是文字的靈魂」、「表現方法是主旨明顯不明顯或站不站得住的關鍵」。從形式上做逐

字逐段的理解，將使內容層面的理解就顯得表面而支離破碎，因此須注意思路的開

展，閱讀時必須自覺地注意意念如何銜接，思路如何開展及主旨如何呈現等等細節，

直到一切了然於心能說出條理才可說是甚解。此外從字裡行間領會言外之意求得真

意，便能找出主旨所在，再者才是形式與內容的通盤理解。96葉聖陶亦強調由形式

而內容，由逐詞逐句地了解而至全文通透。所不同的在於他對「熟讀重讀」的強調，

這與現在教育強調的「精熟學習」是一致的，而語文要達到精熟學習，唯有透過反

覆瀏覽及朗讀，體味文章之內容，始能獲得。 

相較於朱自清的閱讀指導理論，夏、葉兩人的閱讀指導理論著重在文章的理解，

含詞句及表現方法的理解，朱自清除了理解外，尚有深究的部分，包括教師的提問、

與學生的討論、練習及評量。過程含蓋較為完整，並不侷限於文章內容理解而言。

然而朱自清仍推崇夏葉兩人的閱讀指導作品，如《文心》即是一例。 

在夏、葉兩人有關閱讀指導作品中，體例較為特殊者為夏丏尊、葉聖陶的《文

心》，它首開以小說體裁處理閱讀寫作的相關知識，將讀寫理論穿插於故事情節中，

增加了文章閱讀的趣味。朱自清在序中道： 

                                                 
95 同註 90，p.152-153 
96 同註 90，  p.154-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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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學運動以來⋯（白話文）作法讀法的書，多了起來⋯又不免太無邊際，

大而化之了。 

《文心》這本『讀寫的故事』，卻是一件功德。書中將讀法與作法打成一片，

而又能近取譬切實易行。不但指點了方法，並且著重訓練。⋯書中將教學也

打成一片，師生親切的合作，才可達到教學的目的。 

 

從朱自清對《文心》的肯定，可以了解他對於書中的讀書方法及技術訓練的重

視，強調「技術訓練」的提升，得以使一般學生了解文字和運用文字的能力得到適

度發展。這與文心的語文技術訓練的理念是相同的；也足以明白本書在讀寫方面的

成就，在學生方面能以輕鬆的態度達到學習讀寫的目的；國文教師也能藉此以有效

的方法達到讀寫的教學目標。 

 

（二）朗讀指導 

在朗讀方面，朱自清的朗讀教學論與當時各家的朗讀指導略有不同。以夏丏尊、

葉聖陶的《文心》一書中而言，朱自清的朗讀論偏重於對讀誦的講解、誦讀的重要

與功效。《文心》則側重於讀法技巧的教導，並配合符號以備教學之便，極具科學效

益。又朱自清對於朗讀的觀念來自於歷代以來的讀書觀，其指導觀念源於傳統古文

訓練，而葉、夏的朗讀技巧指導，雖也承襲自前人，卻加入許多新的觀念及自創的

方法在其中。 

    葉聖陶提到有關朗讀的作用，曾說： 

 

誦讀的功夫無論對語體、對文言都很重要。僅僅討究，只是知識方面的事情，

誦讀卻可以養成習慣，使語言不其然而然近於完美。97 

 

此處特別強調語文的完美，這與朱自清重視語言，認為對於文字的訓練要由語

言下手，語言與文字有相依相存之關聯。又他以為「人不能虛空無憑的想，必須憑

著語言來想」「說話是不留痕跡在紙面的文章」，文字的依據是語言，故「文字該與

語言思想一貫訓練」98怎樣想、怎樣說與怎樣寫分不開來。此處可看出語文頌讀是

文字訓練的前提與基礎。傳統文人讀書的領略是由純然吟誦獲得，夏、葉兩人則在

形式與內容的理解中探究讀書的方法外，仍承認傳統吟誦的價值，在屏棄舊思想的

                                                 
97 見《葉聖陶集‧第十五卷》，p.12-20 
98 同上，p.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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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新思潮而言，是難能可貴的。夏丏尊云：「吟誦可以領略文字形式的表現方式」。

葉聖陶亦云：「美讀得其法，不但了解作者說些什麼，而且與作者心靈相感通了，無

論興味方面或受用方面都有莫大的收穫。」因此，吟誦有助閱讀理解，並使之通體

純熟的作用。99朱自清亦強調將朗讀放入語文教學，使在誦讀間體會文字內容激發

情感，這種朗誦教學觀與葉聖陶所謂的朗讀教學可以「使語言不其然而然近於完美」

是相通的。    

    綜而言之，葉聖陶與夏丏尊認為閱讀需求，不外讀寫能力的培養以及知識經驗

的獲得。讀是入門工夫，從讀的理解以至積纍功夫，由「以讀代寫」漸進到「以讀

帶寫」，寫作有其學習的對象，寫作訓練也才能漸趨成熟，如此始能進入語文教學「讀」

「寫」的目的。 

 

二、  寫的指導 

 

與朱自清同期的寫作指導篇章有：葉聖陶的《怎樣寫作》、夏丏尊、葉聖陶的《文

心》《文章講話》《文話七十二講》、夏丏尊、劉薰宇的《文章作法》、張中行《作文

雜談》、老舍的《讀與寫》，其中有豐富的寫作指導內容。此處仍以夏丏尊、葉聖陶

的寫作理論為主，與朱自清的寫作指導區別所在及優缺，以上都足以作為探討評判

的依據。 

夏丏尊、葉聖陶認為「寫作不是特殊的事」，這是為了使「寫作生活化」，破除

學生對寫作學習的障礙。100 

葉聖陶自小學作文教學經驗，延伸出其有關寫的指導理論有三：一是國文教學

與作文教學應該相聯繫；二為作文應該切合實用破除陳腔濫調；三是教授作文時應

幫助兒童袪除無材料可寫、思想混亂、語言表達差等三方面著手。101這原則性的論

述，在當時不失為一突破。從基礎教育就能為作文紮根，並有條理有計畫地在國文

教學中，培植作文之根基，並指正寫作的阻礙及缺點，始能有助文章的提升。 

葉聖陶及夏丏尊有對於寫作指導有如下的舉要：一、人格在先，文學在後。二、

自我獨創精神。三、誠實的、自己的話。102他要求學生作文「不准講空話，要老實

寫。」首先他認為「人如其文」，文字畢竟是一種人格的表現，因此他先著眼於形式，

再強調人格，所以他期待「願諸君於學得了文字的法則以後，暫且拋了文字，多去

                                                 
99 同註 90，p.158-159 
100 見夏丏尊、葉聖陶著〈題目與內容〉《文心》，p.13-14 
101 見《葉聖陶傳論》，p.88 
102 同註 90，p.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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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書，多去體驗，努力於自己的修養，勿僅僅拘執了文字，在文字上用淺薄的功夫。」

其次「自我獨創精神」是作者對寫作所應抱持的嚴肅態度，進而於執筆的當下嚴以

律己，並消極地杜絕模仿抄襲剽竊的習性。自我精神人人迥異，對外在的觀感各有

各的詮釋角度，加以形式的驅使各有各的格調，自然各有各的面貌。再者是「誠實

的自己的話」，表達文字前，一則問內容是否為真情實感；二則問寫作是否源於創作

衝動。103 

葉聖陶認為「文藝以情感為要素，情感不是可以懸擬或假借的。」104如此文字

才有動人的風采。又作者必須尊重創作動機，使之居於完全主動的地位。他以此批

駁鴛鴦蝴蝶派的作家，希望作者對寫作真誠，尊重創作動機的自主性。夏免尊也認

為：就文藝考察創作家的資格，最重要的兩項為「銳利的敏感」及「旺盛的熱情」，

「旺盛的熱情」即葉聖陶所言「創作的衝動」，作者對寫作應有的真誠態度，所謂「要

感動別人，先需感動自己」105，即對自己誠實，也對讀者誠實。故「求誠」即寫作

的應有態度。對於寫作的技巧訓練，還需根於「由衷」的書寫，才是寫作應有的態

度，在其他學者的理論中較少提及的。 

在寫作能力的準備上，夏、葉分形式內容兩方面，形式的準備功夫在培養語文

字的駕馭能力，如鍛鍊語言習慣、訓練語感都是著眼點。內容則須充實生活經驗以

及觀照玩味生活的能力。葉聖陶認為語言與文章是二而一的關係，他說： 

 

語言是有聲無形的文章，文章是有形無聲的語言。106 

 

「語言是有聲文章」，「文章是有形語言」，此處正說明與語文字的關係是如此密

切，這與朱自清談語言與文字的關係是相似的。語感是夏丏尊教學上的體會，他強

調國文老師應對語言文字應有靈敏的感覺，將語感傳染給學生，使學生對語言文字

的意義、情味都能有所體會。而語感的訓練，須從語言文字上仔細便其差異，從字

面上推敲不同的意義，聲音上吟詠情味，加以深切的生活體驗，才能有靈敏的感覺。
107葉聖陶則認為生活是寫作的活水源頭：「生活充實的時候，發覺和領悟的機會自然

常有，要寫文藝，便有了個取之不竭的泉源。」108又他強調觀察的功夫，對於自然、

人生本應有的觀照玩味的能力。內在生命的觀察，須「以心、以靈感來觀察」，並「潛

                                                 
103 同註 90，p.170 
104 見〈文藝談‧二十五〉《葉聖陶集‧第九卷》，p.51 
105 見〈文藝 ABC〉《夏丏尊文集‧文心之輯》，p. 156 
106 葉聖陶〈拿起筆來之前〉《怎樣寫作》，p.126 
107 同註 90，p.175-176 
108 葉聖陶〈愛好和修養〉《葉聖陶集‧第九卷》，p.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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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他們的內心，體會他們的經驗」，即由觀察獲得形象直覺，以審美的態度觀照萬物，

使物我之間產生移情作用。109 

至於寫作過程，有材料的積聚、內容的構思、行文的表達方式及最後的修改， 

        亦有其寫作過程理論。材料的聚積除了外觀萬物還要內觀自己，前者是以「耳、目、

心思」去應接萬物，後者即「自我的省察」，由於「自己是一切世象的儲藏所」，故

從事創作的人應該先從「內觀自己」開始。內容的構思是對材料進行剪裁排序的工

夫，即文章的「組織」。組織的完整與否，先看是否與主旨相一致為標準，由材料的

結實與否，再將剪裁的材料以「合於論理上的順序」加以排次，妥善處理首尾的安

排、主旨的安置及段落如何銜接。《文心》〈文章的組織〉一文中談到組織文章的三

個原則「秩序、聯絡、統一」也是很有概念的說法。「秩序」是「把材料排列成適宜

的次第」，「聯絡」意指材料與材料之間緊密相連，環環相扣，「統一」則為自始至終

維持思想情意的一致性。如此始能將文章有一完整的組織。以上與葉聖陶評胡適〈建

設的文學革命論〉文學的寫作第二步驟「結構的方法」分為剪裁、佈局兩部分是很

接近的。110   

行文的表達方式，葉聖陶是以球體作比喻陳述寫作方面的見解：以球體比喻文

藝作品，以直線比喻語言文字，則表達方式亦可謂「以直線描繪球體」的工夫。夏

丏尊則認為「文章的內容不外乎作者的意念」，需透過文字為意念的符號表現出。形

成文句後，句與句的接合呼應應以「和諧」為原則，而和諧與否的辨識方法是誦讀。
111最後的修改，夏丏尊及葉聖陶都認同「誦改法」，即藉由文章的反覆誦讀發現毛病，

然後加以修改。此處與朱自清朗讀有助文章寫作之觀點相類似。 

此外夏丏尊和劉薰宇的《文章作法》，是第一本作為中學寫作的教材，其中提

出了六W法，即寫作時的六個問題：（1）Why？為什麼要作這文？（2）What？這文

中要寫什麼？（3）Who？這文寫誰？（4）Where？在什麼地方？（5）When？在什

麼時候？（6）How？怎樣作這文？六W法的提出，使學生在寫作前，能多方思考文

章的內容與架構，使文章內容能深刻並兼顧到結構的縝密。 

整體而言，葉聖陶著重閱讀對寫作的作用，而忽視寫作對閱讀也又有作用。但自

明清以來「為寫擇讀」的讀寫觀，結果造成「重寫輕讀」的情形，葉聖陶覺察到這中

讀寫失衡的現象，認為應該重新思考閱讀在寫作學習過程中的作用，從而正視閱讀的

重要，在國文教學中帶領閱讀指導的新作法。     
 

                                                 
109 同註 90，p.177 
110 葉聖陶《葉聖陶集‧第十卷》，p.369-371 
111 同註 90，p.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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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自清的讀的理論是與葉聖陶共同創作的《精讀指導舉隅》《略讀指導舉隅》為

主，在國文讀書指導及閱讀學裡，有著技術的指導，已具有創見之功。至於寫作指

導方面，則朱自清不同於葉聖陶及夏丏尊之技術指導，而傾向原則性指導，雖也具

有指導作用，然而對於中學生而言，則較為抽象。若能佐以朱自清的美文寫作之例，

配合寫作技巧，其受益的學習者必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