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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論文透過輔英科大的通識教學，分析技職校院通識課程在教學上的

現況與困境。以開設的「網路與文學」為例，將現代詩的鑑賞與創作，融

入課程之中，將文學情性涵養，感染於學生的生命之中。文中分析技職體

系的偏差教學，影響通識課程的規劃，並造成學生選課態度的輕率與授課

內容的失焦，這是技職通識教育必須正視的問題。筆者在教學設計上，兼

顧人文專業與通識融通的教學概念，並且秉持現代公民核心能力養成的教

學目標，以「網路文學」與「數位詩創作」為課程核心，對於現代詩的創

作歷程，設計了進階式的學習方式。選修的學生普遍對現代詩的認知理解

薄弱，因此在課程的教學策略上，透過學生分組討論、進階式的創作練習

與分享，漸進式的掌握詩的語言與修辭的美感；並以剪貼式的集體創作，

腦力激盪下，完成具創意的現代詩作；最後再運用學生科技資訊的處理能

力，以多媒體的形態，展現出現代詩的新風貌，形成「數位化」的現代

詩。本文重在分享現代詩的教學歷程，以通識的精神將學生帶入文學的世

界，透過學習的反思，不斷地修正教學的內容與形式，冀能營造和諧且充

滿文學氣息的班級氛圍，提升學生的學習興味，並且從知識的啟發中，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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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關鍵字：通識教育、技職校院、現代詩教學

    在目前的教育體制中，大學教育已成為普及教育，表面看來學生的學

歷似乎提昇了，但實際上基本能力學養並未相對提昇，這幾乎是現今大學

教學上普遍的困境，尤其對中國語文的課程而言，更是艱難的任務，語文

解讀的能力極其薄弱，更遑論文學鑑賞與創作的層次。然而，將內心的抽

象感受與感動，藉由文字的表達而展現，又是學生們在學習歷程中迫切需

要具備的能力，身為這時代的大學老師，如何啟發學生的心靈與智慧，開

啟文學之窗，這是我們的挑戰。

    筆者任教於輔英科大，隸屬於技職體系，被定位為專業技術養成的大

學，學生對文學普遍存在難以跨越的鴻溝，要提昇學習興趣與創力，更需

花一番心思。筆者開設「網路與文學」的通識課程，以本校而言，學生在

人文群的通識選修課程的選擇有限，在選課的取向常是無可奈何，而非興

趣考量，在如此的環境下，通識課程的處境是很艱難的。

    筆者深知學生對文學的排斥與畏懼，純高調的心靈鑑賞，自我感覺良

好的陶醉，無法讓學生跟上老師的步調，也難以真正領受文學的奧妙美

感。因此，在教學歷程中，從文字的感受力開始培養，逐步接近文學的美

感，讓學生對美感自我辨別判斷，進而引導他們的創思，訓練文學的筆

觸，在有限的課程中，灌輸學生美感的提昇經驗，這是筆者在教學上秉持

的理念。

    選擇現代詩教學，純粹是因為詩的簡約凝練，直接打進心頭的力量是

最強大的，在感受與非感受之間的差異很大，以詩為鑑賞創作的題材，最

能表現美感的衝突性，這是其一。再者，年輕的生命是屬於詩的年紀，寫

塑學生民主、科學與美學素養的公民核心素養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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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而不懂詩又是一種矛盾，深化他們的感受，提升他們的筆觸，在他們揮

灑青春的光輝中，也能呈現文學的光彩，這是以現代詩作為教學主題的另

一原因。筆者想以創意的教學模式，開啟學生對現代詩的認識，藉以引導

學生嘗試創作現代詩，對文學有新的體驗。

    近年，在教育部推動的「現代公民核心能力養成計畫」中，明示學校

對於核心能力的養成，有責無旁貸的教育使命：

      現代公民，是一個面對 21 世紀風險挑戰而有能力適應的人；這樣的

      公民並非獨善其身，還應該能建立與他人良好的互動關係，關注臺灣      

      及世界重要議題，積極參與公共事務，以行動關懷社會；而欲培養這

      樣的現代公民，在現階段以培育五大素養為重點，包括倫理素養、民

      主素養、科學素養、媒體素養、美學素養等，透過高等教育中通識教

      育及專業教育的融合貫通，培養學生具有發掘公共性議題並以創造性

      解決問題之現代公民核心能力（教育部，2012）。

    教育部推動此計畫的目的在於「建立校園生活學習圈，從中陶塑出倫

理思辨、民主參與、科學知識、媒體詮釋、美學鑑賞等等現代公民核心素

養能力。」對於學校教育給予更明確的方向。

    在五大素養的教育方針下，通識教育扮演了關鍵性的角色，跳脫傳統

的知識層面的教學目標，而著重在人格的涵養，而這「公民核心能力五大

素養」，便是通識教育重要的使命。

    本校對於通識課程的教學理念，便植基於教育部的公民核心能力養

成，因此制定了課程的核心能力指標，本課程在核心能力指標與相對應的

核心能力上，做了如下的教學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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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核心能力指標與相對應的核心能力

課程目標（核心能力指標） 相對應之核心能力 權重

能寫作通順有條理的文章或報告 溝通表達 20%

能善用學習資源，養成主動求知的自學能力 終身學習 10%

具有敬業樂群、團隊合作的能力 關懷服務 20%

能運用理性思維分析問題、解決問題 理性思辨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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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目標（核心能力指標） 相對應之核心能力 權重

具有美感體驗與品味生活的能力 美的賞析 20%

美的賞析 20%具有鑑賞分析與美感的表達能力

    本課程的教學目標上，結合了終身學習、關懷服務的「民主素養」；

理性思辨的「倫理素養」；美的賞析的「美學素養」、數位科技的「科學

素養」，無非呼應了現代公民核心能力的養成精神。

貳、文獻探討

一、科技大學的通識課程教學

（一）通識教育的理念

    何謂「通識」教育？通識教育思想源於 19 世紀，西方學者有感於現

代大學的學術分科太過專門、知識被嚴重割裂，於是創造出通識教育，目

的是培養學生能獨立思考，且對不同的學科有所認識，以致能將不同的知

識融會貫通，最終目的是培養出完全、完整的人。在 21 世紀的現代，專

業獨霸的問題，似乎仍是難以突破，這固然與重視實用的社會發展有緊密

的關聯性；然而，人格養成應是超越專業實用價值，當社會經濟發展越快

速，通識教育越重要。

1. 全人教育之宗旨

    民國 84 年 2 月教育部發表「中華民國教育報告書」，在“邁向 21 世

紀教育遠景－高等教育改革策略＂中提出「強化通識教育功能」，設專責

單位，以 (1) 統觀知識的建構 (2) 使人才具專業知（知識）、能（技能、

能力）及寬廣的人生觀。從中可瞭解教育部對通識教育的期許，在專業知

識之餘，發展全方位人格教育，培養健全的人及寬廣的人生觀。

    通識教育的定義，多數學者視之為「全人教育」，是以人為主體的全
1

1 通識教育有兩層意義，一為通才教育，一為全人教育。現今多著重在全人格的培

育養成的教育方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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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位教育。而透過通識課程，我們所要建立的認知，即所「識」為何，

江澄祥 (2009) 便做如此詮釋：

      通識中的「識」，乃是知識，不是常識，但它也不是專業性與技能性  

      的知識。「通識」的本質，應該是知識性的、基本性的、共通性的與

      人本性的。統言之，就是價值的確立，也就是「個人」、「社會」、

      「人」、「自然宇宙（含上帝）」，以及「人與人」、「人與事」、

      「人與物」、「人與自然」等價值之銜接統合與確立。

    透過價值的確立，能使一個專業的知識份子瞭解與分辨「人與人」、

「人與物」、「人與事」、與「人與自然（含上帝）」之間的對錯、是

非、善惡，作為一個知識分子，這些價值標準的建立，是極為重要的。

    而教育部對通識的詮釋，有更明確的教學方向，在教育部顧問室九十

二學年度第一學期個別型通識教育改進計畫邀請書中，提及通識教育的核

心精神：

      通識教育的核心精神在於培養學生適當的文化素養、生命智慧、分析      

      思辨能力、表達溝通技巧，以及終身學習成長的動力。一個具備理想

      通識教育人格的學生，將不只擁有人文社會及自然科學的基本知識，

      更重要的是能夠批判思考，瞭解自我存在的意義，尊重不同生命與文

      明的價值，對宇宙充滿好奇，並知道如何探索。

      通識的精神與專業追求實用物質的層次不同，它深入人的內在思維，

與自我、社會、自然、宇宙對話，期望學生成為一個具獨立思考且全面觀

照的全人，這是通識教育的基本理念。

2. 「唯專業教育」的反思

     20 世紀以來，「全球化」與「知識經濟」這兩大趨勢成為各國發展

的主流，也對世界各國大學教育帶來至深且鉅的衝擊，專業教育

 (Professional Education) 的重視與訓練，成為大學教育中重要的指標。專

業教育的宗旨本是在專業學校進行的為專門職業培養專業人才的教育。學

習者從中獲得專門的理論知識和理智性的實踐技能，養成強調服務理念與

客戶利益的專業倫理。這種教育基於實踐，也基於研究，強調在實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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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培養學生應用專門知識的能力和可持續發展的能力，培養學生的創新意

識和批判意識( MBA 智庫百科「專業教育」條文）。科技大學教育的確

著重在就業取向上的訓練，但仍須兼顧博雅涵養的人格教學，過度強調專

業技能，將會使大學教育的商品性格日益強烈，學生容易忽略文明的精神

素養。當前的大學教育，把知識當作工具來消費，人亦變成做研究、教

書、學習知識、拿獲學位、獲得以後謀生能力的一個工具。臺灣當前的教

育，這個工具化的意味非常強，臺灣的大學教育逐漸走向「去人化」、

「去情意化」與「唯知識化」（林安梧，2007）。

    曹秀明 (2001) 在〈技職通識的理念基礎〉一文中提到專業教育的

弊端：

      今日大學教育，受到美國當代大學重視實用性及社會發展的影響，不

      但遠離傳統大學的精神，也已嚴重偏離教育的本質，甚至出現種種問

      題及可慮的危機，進而演變成承載人類知識及文化的大學殿堂，充斥

      著只知追求專業技能，忽略人類精神文明的風氣，大學失去推動人類

      文化進步的動力。使得今日的大學生，多數不知唸大學的意義與目

      的；被大學磨練出實用型的頭腦，但在自我價值的瞭解及人我生存的

      關係上毫無建樹。

    大學教育的知識，應該是針對某一領域深度挖掘後的專業化知識，還

是能夠融通各領域，具有普遍性、永恆性與共同性的知識？應該傳授學生

「知識」，還是培育學生「能力」？成為不同領域的學者爭論不休的議

題，站在市場需求，專業訓練的強化已然成為教育趨勢，但就全人的角

度來看，兼具人文社會關懷的能力，才是最重要的職場應對特質。高等教

育所該培養的「學力」，也應當是以跨領域、跨文化等向度為基礎的核心

能力。

    陳幼慧、莊祐端 (2013) 在〈大學精神與通識教育的辯證發展〉一文

中同樣說明了專業教育過度發展的弊端：

      近代學科的過度分化可培養社會所需的專業人才，但人們亦開始察覺

      專業教育帶來的弊病，過度浸淫自己的專業，可能導致本科因缺乏異

陳淑滿    通識理念下的現代詩教學設計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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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質元素刺激而喪失知識創新的契機，以及跨領域或統整的視野，或者

      無法和不同專業的人士進行橫向溝通等弊病，因此重視均衡發展的傳

      統博雅教育再度被提出，並因社會變遷之故，發展出不同形式的博雅

      通識教育 (general education) 。……最終目的無非是希望學生在專業

      之外能有更開闊的視野。

    「開闊的視野」正是通識教育的精神，透過通識的知識引領，學生在

專業的技能之餘，能更著重心性、文化、社會、科學等各方面的涵養，彌

補專業上的不足，以全人的觀點，展現專業的能力，這應是現階段高等教

育的目標。

（二）科技大學的通識教學現況

1. 專業至上的技職教育

    專業技職的訓練，一直是技職校院標榜的特色教育，而技職教育對於

技術與管理人力的培育，的確將台灣經濟推向世界科技競爭的舞台，「雖

然專業知識與技術的培育，乃是促成經濟發展的原動力之一，但是以經濟

發展為主軸的專業知識與技術培育，無可避免地偏向技術層面，導致人

類知識應用朝向物質化與商業化，而缺乏人文化的關懷與豐美的禮義實

踐。」（教育部，2011）。

    教育部有鑑於人文素養的貧乏，在「技職教育白皮書」中談到新世紀

技職教育的挑戰，指引了「重視通識教育的全人發展」的新方向。便是定

調了技職教育在專業與通識上不可偏廢的教學目標，人文的涵養才能成就

「全人教育」。

    綜觀許多科技大學，在通識課程的規劃上極盡壓縮，刪減通識學分，

藉以增修專業學分的空間，儼然成為各學系的普遍作法。近年在教育部的

通識課程學分的規範下，雖增加了通識選修的空間，然而，礙於對「通

識」的認知不清，導致淪為專業與常識的模糊地帶，難免充斥著專業的概

論課程、生活常識的營養課程，扭曲通識的精神，成為專業課程之外的「

消遣」課程，學生普遍忽略通識教育的人文涵養，學校也默許這種偏廢的

情況，造成了科技大學裡專業技能獨大，涵養不足的技職現象，教育部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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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全人」的人格養成教育，疾呼博雅通識的重要性，即是看到了這層

隱憂。

2. 文學素養的低落

    多數技職體制的學生，在國高中時期已決定未來朝向專業技能發展，

對於基礎的人文科學的學養較不重視，著重在技能的培養。因此對人文思

維、科學理論的架構較不感興趣。尤其是文學素養上，多是缺乏深入的學

習與動機，長期下來，詞彙表達能力的低落、書寫的基本功消失，似乎也

成為技職學生最大的致命傷。動手操作的技能是他們的優勢，但是文學的

深刻體認與創作表達的能力，也在技職至上的理念下被戕害了。

    教育部〈技職教育白皮書〉 (2011) ：「加強技職教育學生的通識涵

養，已是世界各國技職教育發展的共同趨勢。因應未來社會的複雜多變，

技職體系學生除了學習專業技術外，更應具有應變、溝通、創思及解題的

能力，並培養良好的職業道德與工作態度。因此，技職教育必須加強學生

的基本通識能力及職業道德。」

    技職學生文學素養的低落，不應只推給「基本程度差」的理由，科技

大學的文學課程學分少，學生修習的機會相對變少；老師的上課心態與方

式也是影響學習成效的重要因素。在埋怨學生溝通表達能力差、撻伐學生

缺乏人文關懷時，學校為技職學生做了些什麼改變？老師的教學否兼顧了

專業與人文的交融呢？

    本論文著眼在教學方式的改變，針對學生的學習背景，兼顧思考與動

手兩層面的創意教學形式，希望引發學生學習的興趣，又能達到提升語文

創作與鑑賞能力的教學成效。

3. 通識課程的迷思

    黃俊儒 (2015)〈對於通識教育的觀察〉一文，認為開設通識課程的理

想層面，應是與技職專業課程的互補，培育多元學習的「全人」教育。但

是通識的理念，往往與現實面相衝擊。專業至上的心態，通識課程上並未

得到重視。通識教師不甘被專業的學術社群視為「不專業」，因此開始從

對立的角度去訴說通識教育之所以更重要於專業教育的種種理由，並不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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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地將通識與專業對立了起來，使得通識教育更加地邊緣化與不務正業。

    技職校院在課程規劃上，壓縮通識課程的發展空間，許多學校在部訂

的規範課程之餘，彈性的選修學分極為有限，且在各領域的需求限制下，

現實考量勢必影響老師們的開課傾向。學生的好惡影響著課程，成為開課

的關鍵，學分是否營養、上課是否輕鬆、老師是否三不管、成績是否高

分，是學生選課的標準。教學內容豐富、老師上課認真、傳達深刻的學

養、涵養至情至性的情操，這些反而成為學生口中可怕課程。這是技職校

院的現實，也是身為老師的痛。

    陳幼慧、莊祐端 (2013) 研究歸納出理念的貧困、研究與教學的弔

詭、教師缺乏通識教學知能，才是通識課程最大的困境。如何突破這些教

學上的盲點，才是推動通識課程最需面對的核心問題。

9

(一) 現代詩教學的困境

1. 對現代詩的認識模糊

    技職校院的現代詩教學，存在許多教學上的瓶頸，學生對現代詩的茫

然，是推動課程上的最大難題。技職至上的教育策略使然，科技大學的學

生除語文類的學系外，多數學生對語言文學興趣缺缺，對語文能力與文學

創作普遍信心不足，自覺程度差，甚而在高中職階段便放棄語文類科的學

習，遑論培養創作的興趣。

    在如此的教育基礎下，學生對於現代詩幾乎是一無所知，無從理解也

缺乏鑑賞的能力。若談及創作層面，幾乎成為老師們的傷痛，愛寫詩的年

紀，卻寫出亂無章法、毫無蘊藉之情，令人無言以對之作，想建構詩的架

構、傳達詩的情韻，在含蓄中流露無盡的情思，的確是相當大的考驗，不

免令老師望之卻步。

    現代詩是以貼近心靈感受為上，展現餘韻無窮的意境為創作宗旨，在

現代詩的世界裡，沒有強制的語法規範、在形式體制的自由發揮下，馳騁

在情感的原野，以凝練的語言開啟創作的無限空間，包容想像的無限可

二、通識課程的現代詩教學策略



能。朱光潛 (1979) 《詩論》云：

      詩是培養文學趣味的最好媒介，能欣賞詩的人，不但對於其他種類文

      藝作品可有真確的悟解，而且也絕不會感到人生是乾枯的無聊的事。

    對教學而言，現代詩兼具了創意的思維與心靈的涵養，若能結合啟發

式的教學模式，應能得到意料之外的教學成效。

2. 保守的教學型態

    就教學的面向而言，現代詩教學容易流於專業的文學課程。多數教師

在課程上多從幾個面向著眼，修辭技巧的運用、現代詩的發展與流變、現

代詩的鑑賞與作家的介紹等，這些艱深的教學歷程，容易令學生陷入「只

在此山中，雲深不知處」的迷思，修辭的艱澀、發展史的無趣、詩意的隱

晦模糊、詩人的無感，文學專業的不足影響美感的鑑賞，老師在文學的意

境中自我陶醉，卻忽略了學生「不得其門而入」的索然無味。    

    現代詩教學，其實是心靈鑑賞的提昇，指導學生捉住靈光乍現的情

思，化為文字的一種歷程。誠如林徽音(2000)〈究竟怎麼一回事－談詩〉

一文所言：

      寫詩，或又可說是經過若干希望的醞釀，突如其來的，在生活中意識

      到那麼湊巧的一頃刻小小時間；湊巧的，靈異的，不能自己的，流動

      著一片濃摯或深沉的情感，歛聚著重重繁複演變的情緒，更或凝定入

      一種單純超卓的意境，而又本能地迫著你要刻畫一種適合的表情。

    如何「刻畫一種適合的表情」，便是教學上的難題。詩的世界是隱微

且深刻的，每個人都具備「詩心」，只需被喚醒，老師的職責便是喚醒學

生溫柔的心。

    對於科技大學的學生，不論「美感的體驗」或是「創作的手法」，在

教學上都要有新的思維與型態，才能呼應學生的特質。而不致流於專業的

文學課程，令學生難以咀嚼消化。學生不懂現代詩，是事實；教授現代詩

吃力不討好，也是事實。這是挑戰，也是契機，將這陌生的文學帶入學

生的生命中，便有其意義存在。看似專業的文學領域，如何結合教學活

動，引發學生的學習興趣，進而影響其情性的陶養，這是教學不可放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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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

(二) 創新的現代詩教學策略

    張春興  (1997)  指出，所謂教學策略，是教師進行教學活動時，有計

畫的引導學生學習，從而達成教學目標所採行的一切方法。在日新月異的

時代，學生受到外界的干擾也相對變多，老師須發展更多創意教學方法來

教導學生，所謂的創意教學策略，有別於傳統單向式的教學模式，旨在透

過靈活的教學策略，達到互動的教學成效。

1. 通識與專業的融合教學

    開設通識課程，與在專業系所授課，是不同的教學型態，臺大中文系

鄭毓瑜教授 (2003) 在通識教育系列座談一中，談及通識教學的態度：

      學者怎麼把廣博、深厚、專業的學識，用一種各個不同學門的人都可       

      以接受的方式傳達，怎麼把課程設計成所有人都需要、都能接受的一

      種由專業廣博到平易近人的課程，而在授課時展現出一流學者的風

      範，是我們需要思考的。

    由「專業廣博」到「平易近人」，這是通識課程與專業課程最大的不

同，它不能過於專業取向，而是將專業平易化。但是通識課程絕不是營養

的課程，也不該是譁眾取寵的開課傾向，黃俊傑 (2007) 認為通識教育的

教學內容，應掌握「通識教育的深化」。 如何在「平易化」與「深化」

之間找到平衡點，應是通識課程的教師在課程內容上要用心設計的。

    以現代詩的教學為例，學生的層次往往是「見山是山，見水是水」，

這也是教學的基本面，不作理論性的陳述、文學思維的建構，那些是他們

經驗之外的，無法與生活連結的抽象意象，學生的學習是渺茫無解的。教

授他們可理解的，看到的層面，再引導他們可深入理解的，用心即可感受

到的層面，透過他們創作的理路，意會美感的不同表現，利用修辭上的創

作演練，瞭解文辭修飾影響美的呈現，提昇學生的修辭創作。種種教學模

式掌握一個原則，在專業的課程導向下，進行的每一歷程，都要符合學生

的理解程度，如此才能使學生逐漸領略到山水之外的想像世界。與專業的

融合教學，才能使學生存著尊重且嚴謹的心態，來面對通識課程。

11



2. 以學生為主體的教學原則

    現代詩教學容易流於鑑賞的層面，肇因於學生的學習動機薄弱，而涉

及創作層面的學習成效不彰，著力於此，的確有些自討苦吃。

    郭淑貞、劉素鳳 (2001) 分析研究，科技大學學生在學習過程中普遍

遭遇較多的挫折，導致形成自信心不足，穩定性較弱及國際化能力不足等

缺憾；但其操作性的特質也形成愛表現、自我意識分明、現實主義、勇於

嘗試創新及喜歡動手嘗試的特質。因此考量科技大學學生特質，將實作的

精神融入課程設計中，藉由動手實作中自行建構完整知識體系強化學習，

在創作中肯定自己，以學生為教學的主體，教學設計配合學生的特質，這

樣的教學模式，才能展現優質的學習的成效。

    筆者的現代詩教學，其實是結合「網路與文學」的課程而規劃的漸進

式學習歷程，在教學過程中，掌握以下幾點原則：

(1) 循序漸進的引導式學習：包容學生龜行的步調，在文學的領域裡，老

   師及學生都要秉持「笨鳥慢飛」逐漸看到成效。

(2) 順著學生的感覺走：學生是教學的主體，課程的規劃依著學生感受的 

   快慢而作調整，所謂的進度，是學生感受的速度。

(3) 容許批判與改寫，不盲目崇拜，詩人的感受還原給詩人，學生有自己

   獨特的鑑賞觀點，鼓勵他們批判的態度與改寫的勇氣，在別人的作品

   中，找到自己的感覺。

(4) 觀摩修改中捉住詩的節奏韻律與美感：修改是創作的必經歷程，茫然

   的修改是棘手的，但透過修改、觀摩，欣賞作品優與劣的差異性，指

   引修改的意象經營，可見學生進步的痕跡。

3. 創新的多元教學

(1) 動手做的學習方式

    對於現代詩的通識教學，多數教師常著眼在欣賞的層面，認為引導創

作是更艱難的歷程，且學生尚不及創作的層次，為難學生，也為難老師。

    赫曼·赫塞說道：「寫一首壞詩的樂趣甚於讀一首好詩。」這說明了

創作的可貴。創作的目的性不在於產生優秀的作品，而是讓學生藉由現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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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詩的語言，與自我的對話，展現文字的魅力，與深刻的情感。「學，然

後知不足」，動手創作的目的，便是讓學生了解創作上修辭的重要性，與

意境呈現的技巧，嘗試以文字捉住自己的心靈感受，體會詩的蘊藉。

    筆者對於動手創作的設計，仍是結合想像思考的，從詩人詩作的簡鍊

改寫，到多篇詩作解構重組新詩，再從報章上尋找詞語的無限組合，雖多

著力在學生的編寫與條理構思的能力，而這其中必然涉及主題的選定與美

感的經營，學生在抉擇辭彙的過程中，已然領略到意境的高下，進入文學

與哲學的思維空間。

    透過學生不甚成熟的作品去修飾引導，在自我的感受及文詞的表達上

與學生直接對話，而從中看到自己創作的變化歷程與進步的痕跡。這樣的

教學模式，似乎更貼近學生的生活體驗，引發內在的共鳴，進而提昇學習

的層次。

 (2) 遊戲式的進階創作

    動手學習的教學方式，對學生而言，極具挑戰與壓力，要喚起學習的

動力，不能操之過急。遊戲式的輕鬆氛圍、進階式的創作歷程，可以減緩

學習的心理衝突，逐步架構出詩的語言。誠如仇小屏 (2002) 《詩從何處

來－新詩習作教學指引》自序所言：

      雖然不是每個人都可以成為詩人，但是每個人都能夠享受寫詩的樂

      趣。

    引發「寫詩的樂趣」，才是教學最高的目標。對多數學生而言，詩是

一種情感語言的表達，流於「直白」是普遍的現象，如何達到深刻含蓄、

情韻蘊藉，須循序漸進，詞語的修辭、詩句的修飾、結構的條理、意境的

呈現，絕不是一蹴可幾的，遊戲式的練習，進階式的推衍，學生才能創作

出詩意之作。

    結合動手做的學習方法，以遊戲創作的型態，達到手與腦的激盪思

考，這樣的學習成效，才能深植人心，將文學引進學生的生命之中。這是

透過鑑賞所無法達到的視野。

     (3) 與資訊結合的創作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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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須文蔚在其〈數位詩創作的破與立〉一文中，提及「數位詩」的概念，意謂「在

一個作品當中整合了文字、圖形、動畫、聲音的文本」。

    因應資訊科技的世代，現代詩的教學也有不同的內容呈現，開設「網

路與文學」的課程，即是看到科技資訊對於文學的影響，也出現不同以

往的創作型態。「數位詩」 便是結合多媒體程式與文學創作的新式現代

詩，因此對於教學內容，除了現代詩的創作之餘，藉由欣賞數位詩的創意

美感，引導學生將靜態的詩，化為兼具聲情的動態詩。

    將詩作數位化，學生必須具備程式設計運用的能力，如 Flash、Java 

等多媒體軟體之基礎，多數學生的所學非屬資訊類的科系，因此，數位詩

創作精神，則界定為「會動的詩」，在設計上掌握聲光之美，與文字之美

結合，將詩提昇為有畫面的動態之作。理解網路世界的詩，是學生視野的

開展，對現代詩有不同的體會，這也是現代詩教學的新嘗試。

    現代詩的教學，必須融合專業的知識與通識的廣博，符合學生特質的

教學型態、注入創新的多元教學，才能引發學生的興趣，尊重通識課程的

學習。

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目的

    筆者任教於輔英科大，隸屬於技職體系，被定位為專業技術養成的大

學，學生對文學普遍存在難以跨越的鴻溝，要提昇學習興趣與創力，更需

花一番心思。筆者開設「網路與文學」的通識課程，以本校而言，學生在

人文群的通識選修課程的選擇有限，在選課的取向常是無可奈何，而非興

趣考量，在如此的環境下，通識課程的處境是很艱難的。

    筆者深知學生對文學的排斥與畏懼，純高調的心靈鑑賞，自我感覺良

好的陶醉，無法讓學生跟上老師的步調，也難以真正領受文學的奧妙美

感。因此，在教學歷程中，從文字的感受力開始培養，逐步接近文學的美

感，讓學生對美感自我辨別判斷，進而引導他們的創思，訓練文學的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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觸，在有限的課程中，灌輸學生美感的提昇經驗，這是筆者在教學上秉持

的理念。

    選擇現代詩教學，純粹是因為詩的簡約凝練，直接打進心頭的力量是

最強大的，在感受與非感受之間的差異很大，以詩為鑑賞創作的題材，最

能表現美感的衝突性，這是其一。再者，年輕的生命是屬於詩的年紀，寫

詩而不懂詩又是一種矛盾，深化他們的感受，提升他們的筆觸，在他們揮

灑青春的光輝中，也能呈現文學的光彩，這是以現代詩作為教學主題的另

一原因。筆者想以創意的教學模式，開啟學生對現代詩的認識，藉以引導

學生嘗試創作現代詩，對文學有新的體驗。

15

    本論文著重在教學教材設計及學習歷程的回饋，研究的對象來自於通

識課程「網路與文學」選修的學生群，修課總人數 50 人，有效問卷 43

份。其中多數選修的學生為四技四年級的學生，高年級學生在出席率上的

落差是極為明顯的，普遍有更強烈的學習自主意志，尤其在通識課程的學

習上，最能表現其學習意願，課程的設計成效，要比其他年級更直接反映

在教學回饋上。

    從選修學生的學群上分析，錯落於各個學群：護理學院、人文管理學

院、環生學院、醫健學院，綜合而言，並未偏重在與文學相關的科系，因

此學習成效的評估上，較有客觀的參考值。

二、研究對象

    本論文屬於實證方法的教學論文，偏向於行動研究的教學模式，

過程中包含四個典型的步驟：策畫 (planning) 、行動 (acting) 、觀察

(observing) 、反省 (reflecting) (郭重吉、江武雄，1995)，與一般教育導向

的論文有所差異。傳統的教育論文大多以學者專家為研究的主體，研究目

的多是建立普遍的原理原則，或是可以進一步類化的理論知識。然而傳統

的研究結果，總是無法直接應用於實務所產生的問題，其中存在著不可避

三、實證方法及研究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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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的差距 (Atweh, Kemmis & Weeks, 1998) 。因此本篇論文透過行動與研

究的結合，採取質疑和批判的態度，在實證的過程中進行反思，做為改進

教學的方向。

    本論文著眼於教學歷程的呈現、課堂教學設計、成果與回饋，透過課

堂操作、作品分享觀摩、作品修改，作品完成等學習型態，讓學生體會文

字的魅力與文學的境界，是以行動為導向的學習型態。將文學的抽象美感

以操作式的教學型態作具體創作的設計，學生在修飾重整的歷程裡，領略

了文字的魅力，並且藉由問卷的互動反思，為師者也能修正課程設計的標

準。綜言之，知識的傳遞→操作式的創作→觀摩後的潤飾→成果的分享→

回饋的反思→重塑的教案設計，這是這教學設計的精神所在。

肆、研究內容

一、通識課程的現代詩教學設計

    現代詩的教學設計，落實在筆者教授的「網路與文學」通識課程中，

課程以「網路文學」與「數位化現代詩創作」為教學核心，涵蓋網路文學

的發展、網路作家的介紹、文學網站的沿革、及現代詩文學網站導覽等單

元，最後延伸到數位創作的教學歷程。

    本課程選修的學生多隸屬環生學院與管理學院，普遍對現代詩的認知

理解薄弱，因此在課程的教學策略上，透過學生分組討論、進階式的創作

練習與分享，漸進式的掌握詩的語言與修辭的美感；並以剪貼式的集體創

意創作，在學生的腦力激盪下，完成具創意的現代詩作；最後再運用學生

科技資訊的處理能力，以多媒體的形態，展現出現代詩的新風貌，形成數

位化的現代詩。

    以下便是以進階形式進行的教學設計：

(一) 譬喻的修辭練習

1. 設計理念

    譬喻的創意手法，似乎是創作現代詩的入門技巧，而且學生較能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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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現代詩的精隨，因此在教授現代詩的課程，學會欣賞詩的譬喻技巧，也

成為基本功課。在進階式的修辭潤飾及互相觀摩中，使學生了解「譬喻」

的文字魅力，再深入為「轉化」的手法，以延伸式的聯想手法，進入文學

的想像空間，開啟學生鑑賞的美感。

2. 活動流程

(1) 以範例引導修辭的意義

   「妹妹的臉紅得像蘋果」（譬喻）

   「妹妹臉上的蘋果讓人想咬一口」（轉化）

   從範例的對比，引導學生文字創作的美感，「臉紅」是現象的呈現，

「蘋果」是意象的連結。然而如此的修辭還不夠精緻，若再透過「轉化」

的功夫，便充滿動態的鮮明畫面，又是更深一層的修辭。文字的優美與

否，在對比中可得知。

 (2) 主題式練習

    在範例說明分析後，由學生分組主題式討論，共同創作類似的修辭。

筆者依學生的特質給予不同類型的練習。

    「主題式一」：以「妹妹的臉很紅潤」為例，嘗試與範例不同的譬喻

                  練習。

    「主題式二」：對於語文表達能力較為優異的學生，進行的修辭練習

                  較為深入。以層遞式的手法，展現文字的張力，也擴                  

                  大想像的空間。

17

表二：修辭的演練（學習單）

現象的陳述：如「妹妹的臉很紅潤」、「今天的天氣很晴朗」、「窗外正下著雨」

修辭的目的在深化情境與感受

延伸寫作的修辭練習：

1. ＋「譬喻」的形容－像是…… （擴寫為 2 句）

2. ＋「譬喻」＋「感受」－延伸出個人的感覺 （擴寫為 4 句）

3. ＋「譬喻」＋「感受」＋「情境」－將畫面設計成一個小小的故事，如

   為電影般的精緻情節 （擴寫為 6 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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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觀摩作品的創作歷程

    「觀摩」式教學上非常重要的歷程，「不完美」也是一種學習歷程。

學生需要明確的指導，因此練習後的指導與修飾是很必要的。欣賞他人創

作上的優美之處，適當地提點學生聯想的方向，再經不斷的修改潤飾，最

後重新欣賞各組修改的作品，整個創作歷程一覽無遺，學生也能從中體會

「修辭」的意義。

3. 作品呈現

圖一：修辭演練學生作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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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修辭演練學生作品（二）

圖三：修辭演練學生作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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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現代詩創作演練

1. 設計理念

    創作本是漫長的歷程，對於學生宜應循序漸進，學生在文字的駕馭能

力不足，表達手法仍須向名家學習，於是設計教案上先從改寫、縮寫等功

夫上著手，一則欣賞名篇佳作，理解文字凝鍊的巧妙，再者重新改造作

品，展現不同的風格與意境。

2. 活動流程

    以較為長篇的名家的作品為範本，先欣賞作品呈現的意蘊內涵，再請

學生從詩作中進行「縮寫」的技巧，將作品濃縮為更精簡的詩作，內容情

境可以做變化，打造出另一首新的詩作。

3. 作品呈現

    改寫的詩作文本：

        因為風的緣故     洛夫

      昨日我沿著河岸

      漫步到

      蘆葦彎腰喝水的地方

      順便請煙囪

      在天空為我寫一封長長的信

      潦是潦草了些

      而我的心意

      則明亮亦如你窗前的燭光

      稍有曖昧之處

      勢所難免

      因為風的緣故

      

      此信你能否看懂並不重要

      重要的是

      你務必在雛菊尚未全部凋零之前趕快發怒，或者發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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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趕快從箱子裡找出我那件薄衫子

      趕快對鏡梳你那又黑又柔的嫵媚

      然後以整生的愛

      點燃一盞燈

      我是火

      隨時可能會熄滅

      因為風的緣故

    改寫後的學生作品：

        緣

      沿著河岸 漫步

      天空為我寫一封信

      而我的心

      稍有曖昧之處

      此信 你能否懂不重要

      務必在雛菊尚未凋謝之前

      以整生的愛

      點燃

                (4CI1000012、4CI1000021、4CI1000022、4CI1000003)

        情書

      天空

      寫了一封信

      潦草了些

      我的心意

      如你窗前的燭光

      明亮稍有曖昧

      我

      隨時凋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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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時熄滅

      在雛菊尚未凋謝之前

      趕快梳那黑柔的嫵媚

      然後

      以整生的愛

      點燃一盞燈

      因為風

      (3PT1020006、3PT1020027、3PT1020034、3PT1020039、4PT1010030)

(三)化整為零的拼貼現代詩習作

1. 設計理念

    延續詩人創作改寫的精神，本活動的設計旨在吸收各家詩人作品中的

詩句意境，透過剪貼組合的方式，重新融合為另一首意境迥異的作品，從

不同詩作中的取材，學生在消化作品、選定主題內容、揀選適切詩句、結

構的綿密連貫等各方面，有更進一步的思索整合，經組員討論拼貼，產生

的詩作有意想不到的妙處，學生從中得到創作的成就，也培養對現代詩的

興味與創作的樂趣。

2. 活動流程

(1) 選材：學生數人一組，課程進行之前，先挑選五首不限題材的詩作，

   剪裁的文本，盡量是陌生不熟悉的詩作，以免受到原詩的干擾，鼓勵

   學生選擇類型多元的詩作，更有出奇不意的效果。

(2) 化整為零：將詩作依詩句的排列，以行的形式剪開，五首詩的詞條集

   中交錯一起，打散原詩的內容，令學生重新組合出新的文意，新的內

   容的作品，並訂立詩題。

(3) 提醒詩的結構與連貫性：老師在活動的進行中，扮演指導的角色，材

   料的多寡影響詩作的豐富性，學生取材上容易流於堆砌冗長、文意連

   貫不順、結構凌亂、主題不明。老師須不斷地指引學生活動的操作，

   適時修正作品的缺失，最後定稿的詩作才有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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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進行的過程中，與學生的討論互動，讓學生選擇更貼合主題的詩

句，詩意的前後呼應的架構整合，讓學生在創作中理解「斟酌」的重要，

是此活動的意義。

3. 作品呈現

(四)拼貼創作現代詩

1. 設計理念

    目的在引導學生了解現代詩的語言特色，呈現解構式的文學美感。對

於現代詩，學生往往流於切割散文式的書寫型態，缺乏詩的意境與蘊藉，

無法領略詩跳躍式的創意聯想，與跳脫文法結構的聲情之美。因此藉由剪

貼型態的詞語拼貼，去除不必要的累贅虛詞，重新架構一首意義完整，情

韻兼備的詩作。

2. 活動流程

(1) 選擇報紙上的詞語，剪下備用，每個詞語不超過 3 個字，成語可例

   外。盡量不剪虛字、連接詞、語氣詞，如：「的」、「了」、「嗎」，

   也不剪標點符號。

圖四：拼貼現代詩學生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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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收集的詞語不要設限主題，一概剪下，資料夠齊全，才有更多組合想

   像的空間。各詞性的語詞都要兼具，主詞、動詞、形容詞、副詞、名

   詞等類型的詞語都要具備，尤其是動詞與形容詞，更應齊全。

(3) 最後依據所蒐集的詞語歸納出適切的主題，並且加以修飾組合成詩，

   至少六行，文意要完整，內容要具有文學的美感，並為自己的作品訂

   一個適切的題目。

3. 作品呈現

(五)數位現代詩創作

1. 設計理念

    因應開課課程目標，將文學與網路資訊作結合，將現代詩數位化的創

作設計，作為課程最終的成果，將網路文學的理念，落實到學生的創作

上，理論與實作的結合，是本通識課程的精神所在。

圖五：拼貼現代詩學生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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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活動流程

(1) 透過拼貼現代詩而產生新的詩作，加以修改成為數位化的文本。

(2) 進入現代詩網站，欣賞網路中數位詩的呈現，如米羅‧卡索（蘇紹

   連）的「Flash 超文學」、須文蔚「觸電新詩網」、白靈「白靈文學

   船」等，引導學生鑑賞現代詩的不同表現形式。

(3) 善用電腦多媒體程式，表達現代詩的聲情之美。如 Flash、Java，是數

   位詩習用的程式軟體，但多數學生不具備如此的專業能力，因此只要

   符合動態的網路詩作即可。

3. 作品呈現

圖六：數位詩創作作品（一）過客    資訊科技學位學程 4IT99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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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數位詩創作作品(二)    人生 文教學程

4CI1000012、4CI1000021

圖八：數位詩創作作品(三)    人生 文教學程

4CI1000022、4CI1000003

伍、研究結果

    在文學領域的課程上，將深奧的修辭結合趣味性的設計，把現代詩創

作帶入生活日常，以活潑互動的教學型態進行課室教學，是這門課程重要

的指標，而學生在學習成效上，也給予了許多正向的回饋。

    帶著動手做精神的文學通識課程，在教學設計上是極謹慎的，不僅要

顧及學生的學習意願，更要衡量創作能力，避免壓力造成的滯怠學習，因

此透過學生學習問卷的回饋與反思，足以成為日後教學的改進方向。

一、量性的教學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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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量性指標上，大致從兩方向檢視學生的學習回饋，一是學校設計之

教學反應問卷，另一則是筆者為自我課程特質設計的學習問卷。

 1. 教師教學反應調查表（如附件一）

    學校的教學反應調查，大致著眼在量性的分析，分為「教師評量」及

「學生自評」兩個部分。在筆者教授的「網路與文學」的課程中，103 學

年度的整體評值為 4.5（滿分為 5)，高於校院系總評值。值得注意的是，

不論是教師評量或學生自評，各細項的評值均超過總評值，在教師評量的

部分，學生普遍肯定老師的教學態度、內容、方法及評量，而能得到文學

創作的顯見成效。而最重要的是，在反應調查中「學生學習成效」 (4.42) 

及「學生自評」 (4.08) 的項目上，學生都能肯定自我的學習態度。跳脫一

般學生對通識課程的散漫學習態度，取而代之的是積極性的自我學習。尤

其在自評的細項上，雖然通識課程無過多的課後複習的壓力，但學生在課

堂上的專心聽講 (4.44)、完成指定作業 (4.50)、出席率 (4.44) 等表現上，

都稱得上是認真用心，優於其他通識課程的學習，這也是開設此通識課程

令人欣慰驚喜之處。

 2. 「網路與文學」學習問卷（如附件二）

    此問卷多著眼在質性的分析，但在題目「以動手剪貼創作現代詩，是

否提升對現代詩的興趣」的選項上，修課學生 43 份問卷中有 41 位持同意

的態度，可見得艱澀深奧的現代詩，在課程的引導中，開啟了學生閱讀創

作的視野了。

    至於問卷裡對於「分組的課程創作」，則有 42 位持贊同意見，認為

分工合作的腦力激盪，可以創作出意外的驚喜，反映在學生的創作分享的

作品上中，的確激發學生未曾發掘的潛質，透過課堂操作練習，對文學重

新認識，更從中得到創作的成就感。

    在質性的學習回饋上，學生在課後的學習問卷上，省思自己的學習成

效。從現代詩創作、數位詩的練習、分組創作等方面的說明敘述，可以了

二、質性上的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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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學生的獲益：

1. 寓教於樂的遊戲寫作

    在學生的認知裡，文學創作是非常嚴謹且需要天分的，因此多信心不

足而不敢嘗試，尤其技職體系的學生，自認操作能力強，而抽象理解想像

能力不足，更需要鼓勵他們做自己的文學家。「遊戲式」的寫作方式，透

過語言本身的排列組合，可以成為寫詩的素材，化解學生辭彙不夠豐富的

心理負擔，又能提高學習興趣，循序漸進的過程雖然緩慢，但對於不熱衷

文學思考的多數技職生而言，遊戲寫作似乎更適合他們短時間專注的學

習，創作力的增進，在學生的自我反思中有跡可循：

      「發現現代詩的格局經由剪貼過程，更能無限延伸。」（文教學程

      4CI1000021）

      「比直接創作詩詞容易許多，且讓人變得更有文學氣息。」（環工系                    

      4EN1000028）

      「透過重新的排列可以看到不一樣的結果還有一種不同於原稿的美

      感，並可以培養對詩意的敏感度與觀察力。」（應外系 4FL1000047）

    在學生的學習問卷裡，活動設計的確加深了他們詩的概念與美感的

經營。

2. 動手做的創意學習

    多數技職體系的學生對現代詩創作是茫無頭緒的，在技術導向的教學

理念下，學生擅長動手操作的學習模式，因此，文學領域的學習若能融入

動手作的精神，建構學生具體的學習方向，才能切實的將文學思維活化在

生活之中。

    學生在課程的引導之下，也有耳目一新的感受，多數學生認為「有

趣」、「好玩」、「不死板」、「動手做比較有成就感」，喜歡這樣的創

作形式。

      「 一 樣 的 東 西 ， 不 同 人 來 做 ， 則 有 不 同 的 意 象 」 （ 休 憩 系

      4LR1000085）

      「動手剪貼的方式固然耗時，但對於成就感那是非常大的收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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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外系 4FL1000047）

      「滿有趣的，因為一開始在沒有準備下要創作是有難度的，所以我喜

      歡先有題目參考再進行練習，而過程中十分的有趣。」（文教學程      

       4CI1000004）

    在混沌中要求學生無中生有的創作型態，往往作品的質感差強人意，

不如以主題式的經營，動手去捉住詩的靈光一現，在輕鬆的班級氛圍中，

學生可以化被動為主動，產生意想不到的成果。

3. 群體創作的學習成效

    教案設計的活動，多數是以分組的形式進行的，「分組」對選修的通

識課程而言，是可怕的災難，因為選課的學生來自不同專業科系，在彼此

不熟悉的狀態下，要進行分組討論其實是需要過渡期的，這對學生而言，

也是另一種學習型態。人際互動的協調與交流，以開放的心態面對課程與

同儕，不同領域思維的激盪思考，反而能跳脫制式僵化的思想脈絡，創作

的作品多變且豐富，在觀摩的成效上呈現多元的風格。

    多數學生都贊成分組討論的上課形式：

      「分組在博雅課程上是好事，但認識的人要分開來，本來就認識的人      

      同組的話，會怠惰。」（休憩系 4LR1000085）

      「可以分享不同的想法，激發更多的創意靈感。」（應外系      

      4FL1000047）

      「可以吸取別人的想法，然後修正。」（文教學程 4CI1000022）

    對於資質不算聰穎的這些學生，他們的回饋都是很正向的，在輕鬆愉

悅中腦力激盪，充滿學習的新鮮感面對文學性的挑戰，在學習態度上，

他們就已值得讚賞，而通識課程能得見學生學習的動力，又是令人欣慰

至極。

4. 與資訊結合的文學創作

    對於現代詩的教學，筆者秉持通識的教學理念，希望將詩的語言與意

境美感傳達給技職體系的學生，在專業知識的領域外，深化其生命內涵，

以新的教學模式，喚起學生內在文學的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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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作家蘇紹連(米羅‧卡索)、向陽、須文蔚等人，都致力於數位詩的創作，或稱之

為「超文本」，也設立相關網站推動此類創作型態。

    對於資訊科技與文學創作的結合，也是創作教學的新嘗試，這種形式

的現代詩創作，的確已有相當純熟的作品及網站  ，雖然落實在教學上，

仍有長遠的路途，但學生在數位現代詩的創作上，努力呈現文學的動態美

感，實屬可貴，這是他們在此課程中最艱鉅的作業，但在觀摩其他同學的

作品中，也學到寶貴的經驗。

    從嘗試新創作手法中，同學有了耳目一新的感受：

      我覺得自己動手製作動畫繪本，很有趣，大家一起分工合作完成，超

      有成就感。（文教學程 4CI1000021）

      比起以前普通的文學創作，數位詩加上圖文對照，讓人更有故事想像

      空間。（環工系 4EN1000070）

      如果用動畫或影片的方式呈現，更能體會到詩的情境和感受，更能提      

      高學習興趣。（文教學程 4CI1000003）

    整體而言，學生在活動中得到創作的成就感，體認美的感受，這是教

案設計的初心，也是未來現代詩教學的方向。

3

陸、結論

    綜言之，現代詩教學在技職校院的推動，本就困難重重，對於人文通

識的忽視、學生基礎文學素養的不足，導致文學課程的上課意願低落。

再從中國語文的課程來看，現代詩教學一直定位在「只可意會，不能言

傳」，於是「言傳」的吃力，成為老師們裹足不前的顧慮，現代詩教學的

蜻蜓點水，似乎也難以避免。

    在整體教學歷程的回饋，與學習反思的分析，可看到學習上的幾個改

進的面向：

1. 分組創作及討論的進行方式，容易有勞逸不均的現象，如何讓每位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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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討論的過程中，都能有創發的思考能力，是授課老師需要叮嚀提醒

  的，老師對學生的個別辨識度要高，鼓勵學習成效不彰的學生也相對重

  要，對於不同科系學生的特質也要掌握，才能達到全面性的成效。

2. 授課單元的彈性整合，勢必要不斷的修正，課程設計的初念，難免希望

  學生能有豐富的創發能量，但在實踐的過程中，學生會有力有未逮的壓

  迫感，伴隨著自己不可思議的創作成就感，多數學生對此課程還是會有

  又愛又怕的情結，考量學生的能力，未來在單元設計上應可斟酌增刪。

3. 資訊能力不佳的現象，在課程中明顯地表現出來，多數學生對於多媒體

  的軟體應用能力有限，縱使是資訊科系的學生，對於數位詩的創作，仍

  顯良莠不齊。所幸學生在動態設計上雖然不突出，在視覺美感的呈現，

  多能有文學的意境。針對數位詩的表現，如何與網路資訊做連結，是未

  來更需加強規劃的。

    筆者相信學生的潛能是無限的，文學創作固然有天賦的差異，但「發

覺」與「催生」也能開啟學生未知的文學能量。因此在教學方向跳脫理論

層面的鑑賞，不侷限在現代詩的流派介紹，或抽象美感的心靈回響，單純

就創作上給予學生文字鍛鍊的技巧、修辭上的練習，透過動手創作的歷

程、觀摩的互相交流，掌握現代詩的精神，並發掘學生璞玉般的詩情。

    「網路與文學」的通識課程是筆者嘗試的新課程，在課程設計上與學

習型態上都不斷地反思修正中，無論課程的難易掌握，或是分組創作的訣

竅技術等，都尋求最貼合學生學習的教學方式，冀望學生在文學領域上更

為精進，藉此建立具有美感的生命品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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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103-1「網路與文學」教學反應調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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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網路與文學」現代詩課程 學習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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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odern Poetry Teaching of the General
Education Course: A Case Study at Fooyin University

Shu Man Chen

        The study presents the design and teaching practice of a general education

course “Network literature” at Fooyin University. With the use of softwares 

suchas Flash and Java, the modern poetry appreciation and creation were 

integrated into dynamic and interactive ways of learning. This paper also 

emphasizes the importance of aesthetic understanding in general education for 

technical university students and analyzes the challenges and difficulties 

experienced by instructors of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In teaching design, the 

author takes care the goal of general education, and focuses on developing 

student learning interest, aesthetic understanding, and reading literacy. Students 

were encouraged to creating their own digital poetry through group discussion, 

advancement in writing exercise, sharing exemplary works, revising their own 

works, and completing and enjoying a beautiful poetry. In addition to, the 

students use the packet clip method to discussing and creating. Finally, use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Modern poetry combined with computer program, 

show a new patterns of poetry, and compose the "digital poetry". This articles 

purpose is sharing the teaching process of modern poetry , through reflective 

learning, continue to revise the teaching contents and methods. I hope to create 

a harmonious and literariness classroom environment, and improve the 

Abstract

＊

＊ Lecturer, Program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Fooyin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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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ents interest. And through the inspiration of knowledge, Students can build 

democracy, science and aesthetic qualities of the citizen core literacy skills.

 

Keywords: General education, Technical Vocational school, Modern 

                      poetry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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