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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佛光大學通識課程」之開課宗旨為設計導向

Teaching Design and Creative Practice in Modern Poetry:               
The purpose of the general knowledge course at a Buddha                 

University is to design guid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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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現代詩賞析及創作的課程，在大專院校當中，多以中國文學等相關系所開設最為頻

繁，主要針對「專業科系」進行訓練與講授。雖目前許多大專院校的「大一國文」通識課

程當中會帶入現代詩等相關課程給同學們閱讀並建立現代詩的史觀與賞析能力，但結合

「創作」的部分依然較少。有鑑於本現象，筆者欲從自身教學經驗出發，談現代詩課程通

識化之教學方法、課程設計與創作實踐。本文將指出，藉由現代詩課程的通識化設計與主

題化教學實踐，能達成本文案例：佛光大學所制訂的大一國文通識課程六大目標與宗旨，

且能跳脫現代詩課程只限縮在「專業科系」開設等限制，期許引領非中文等相關科系同學

進到現代詩的世界，體會詩境的美學意涵，更進一步引領同學嘗試創作，雖不可能人人都

是詩人，卻人人都能提筆寫作，抒心表意。

關鍵詞：現代詩、佛光大學、通識國文、教學、創作、主題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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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or courses of poetry analysis and creation in modern time at major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most Chinese literature and other related departments design ordinary course mainly 

for "professional department" training and teaching. Although the "freshman Chinese" general 

knowledge courses of many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ouch on modern poetry, guiding students 

to read and establish a historical outlook and analytical ability in relation to modern poetry, the 

"creation" part is still relatively small. In view of this phenomenon, based on my own teaching 

experience, I will explore and discuss teaching methods, curriculum design and creative practice 

for contemporary poetry curriculum.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at through the general design of 

modern poetry curriculum and thematic teaching practice, we can promote students' writing 

ability : although it is impossible for everyone to be a poet, everyone can write and express his 

ideas.

Key words:   Modern Poetry, General knowledge, Teaching, Creation, Thematic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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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現代詩教學「通識化」

現代詩賞析以及創作的課程，在大專院校當中，多以中國文學等相關系所開設最為頻

繁，主要針對「專業科系」進行訓練與講授，雖目前許多大專院校的「大一國文」通識課

程當中會帶入現代詩等相關課程提供給同學們閱讀並建立現代詩的賞析能力，但同時融入

與並行的「創作」面向的課程設計仍較少，這不禁讓筆者產生疑問，且質疑這樣的現代詩

課程設計現象。筆者目前於佛光大學講授「國文（一）」、「國文（二）」的大一通識國文課

程，因本校給予教師自訂課程的主題，稱之為「主題化教學」，而筆者尚未進入佛光大學

任教前，大一通識國文課程皆無開設「現代詩」主題，所以在這樣的機緣與機會下，筆者

於 107 學年度第二學期開設「國文（二）：現代詩選讀及習作」，安排整個學期的現代詩賞

析與創作課程，也藉此讓不同系所的學生只要對現代詩議題有興趣者，都可以來修習並學

習現代詩的創作技巧等，而不再只針對專業系所的學生開設課程。

綜觀臺灣大專院校的現代詩相關課程開設情況，以 107 學年度第二學期為例，統計以

「現代詩」為課程名稱之學士班課程。 
1

根據統計結果，有十六間大學中國文學等相關科

系開設「現代詩」、「現代詩選讀」、「現代詩選讀及習作」等課程，共十八門課（包含進修

部），然有三間學校於通識教育中心開設「臺灣現代詩」、「現代詩選讀」等課程，共計五

門；例外部份，有元智大學的「詩與當代生活」課程，以及筆者於佛光大學開設的「國

文（二）」，主題為「現代詩選讀及習作」。而將現代詩主題設置為大一通識國文課程之學

校，目前只見國立政治大學與佛光大學，可見現代詩的教學尚未「通識化」，仍屬於「專

業」科目。雖然每一個學校及課程所制定的教學目標與預期成果等方針都有所不同，但現

今文學獎普及化，從校園文學獎、地方文學獎甚至是大型的文學獎項，如聯合報、林榮三

文學獎等，許多學生沒有學習閱讀現代詩的機會與資源，對創作的基本認知也是不清楚，

內心想要創作卻無方法、更沒有學習管道，導致喪失了投稿的勇氣，為展現通識國文教育

的普及性，以及人文素養的培育，開設通識化的現代詩課程並融入創作教學有其必要，也

增加學生選課的多元性、學習的多面性。

根據本校（佛光大學）的通識課程開課目標與宗旨，總共有六點：

一、是「通識精神」的國文，不是中文系的國文

二、從讀、寫至「口語表達」的能力

三、「跨領域」的學習，涵養「人文」素養

四、增進邏輯能力，啟發個人「論述」的興趣

五、「理解」現代語言的發展與應用

六、傳統「核心思想」與價值在現代人文教育的作用

從上六點來看，第一點即點出通識國文與「中文系」的課程要有所區別，而二至六點

1　  1072 學期以「現代詩」為課程名稱之課程表格，請見附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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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是我們積極努力希望同學們能達到的基本內涵與成果。有鑑於上述的通識精神內涵，本

文將從筆者於 107 學年度第二學期開設的「國文（二）」課程、主題為「現代詩選讀及習

作」為例，說明本課程的設計、賞析閱讀以及創作與成果展的實際成果，且討論對應通識

精神方針於哪些部份，讓現代詩不再只是某些專門科系的專業課程，而是普及、通識化的

一門學問。

關於目前既有的現代詩教學研究概況較為全面探討現代詩教學的專書為潘麗珠《臺灣

現代詩教學研究》。 
2

此專書的探討範圍包含小學至大專時期，也談及大專院校現代詩開課

狀況、文學獎、詩刊與詩社等議題，還有關於教學法的技巧、跨界實踐等。雖然本書對本

研究的參閱價值甚高，但因出版已有段時間，許多教學法、教學概況的研討都須更新。而

單就中學新詩教學與創作的研討，蕭蕭曾以〈車過枋寮〉、〈一枚銅幣〉、〈竹〉三詩為例，

研究國中新詩的教學設計， 
3

以及從脈絡爬梳與題材歸納為研究法，探討高職國文課本中新

詩的教學與設計問題。 
4

而侯雪櫻的碩士論文則談新詩鑑賞與教學的研究，包涵了國中國文

各大版本教科書之新詩文本的選擇分析，並從形式、韻律、語言修辭、意象經營等方向討

論如何鑑賞新詩。 
5

就大專院校通識課程現代詩教學或相關議題之研究論文，陳淑滿曾以輔英科技大學

的通識課程為例，探討兩個議題：包括通識理念下的現代詩教學設計，且本文重點在於分

享撰述者現代詩的教學歷程，如何加入通識的精神，並帶領學生進入文學的世界。 
6

而這也

是本文欲探求的寫作方式與研究目的；另一議題則談網路文學的閱讀行為問題，也是以輔

英科大學生為研究對象，且在網路文學的閱讀選擇上，是以現代詩網站為例，包括「向陽

工坊」、「Flas 超文學」、「白靈文學船」等網站，分析學生的閱讀選擇與動機意識。 
7

而蔡明

諺則透過席慕蓉與舒婷兩位女詩人的詩作，進行實際的文本分析與鑑賞，從主題風格、意

涵、社會、接受美學等角度討論並說明在大一國文課程或現代詩選讀課程中的教學方式與

成果。 
8

從上研究回顧與分析來看，現代詩教學研究與實踐的研討還是較為薄弱，尤其在創

作端的部分，大多研究都在討論如何賞析、鑑賞以及教學法等問題。也因此本文的討論，

亦會強調如何藉由通識課程帶領不同科系的大專院校生，在閱讀現代詩之餘，也嘗試融合

創作的教學引導與實踐成果，強調人人都能閱讀詩、以及寫作詩的能力。

2　  潘麗珠，《臺灣現代詩教學研究》（臺北：五南出版，1999.03）。
3　   蕭蕭，〈國中新詩教學設計：欣賞與創作──以〈車過枋寮〉、〈一枚銅幣〉、〈竹〉為例〉，收錄於

《新詩創作學》（臺北：秀威出版，2017.12），頁 115-132。
4　   蕭蕭，〈高職新詩教學設計：脈絡耙梳與題材歸納──以翰林、東大兩版本為研究範疇〉，收錄於

《新詩創作學》（臺北：秀威出版，2017.12），頁 133-148。
5　   侯雪櫻，《新詩鑑賞教學研究——以九十六學年度國中國文課本為例》（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國文學系教學碩士班碩士論文，2012）。
6　   陳淑滿，〈通識理念下的現代詩教學設計：以輔英科大教學為例〉，《通識學刊：理念與實務》4 卷

2 期（2016.10）, 頁 1-37、39。
7　   陳淑滿，〈輔英學生網路文學閱讀行為之研究——以現代詩網站為範疇〉，《正修通識教育學報》10

期（2013.06），頁 167-191。
8　   蔡明諺，〈現代詩的教學與詮釋：以席慕蓉和舒婷為例〉，《臺灣詩學學刊》第十八號（2011.12），

頁 209-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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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課程設計、「主題式」教學與評量概述

現代詩在現代文學的領域中，是閱讀門檻較高的文類，因為現代詩不像現代散文或小

說有大量的情節或是敘事的語言，當然敘事詩依然有以上所述之美學特徵，但仍不像其他

文類來得容易閱讀。詩人蕓朵（學者李翠瑛）就曾指出：「詩的語言與意象是詩的本質，

誠如劍客以劍說話，小說家以情節為靈魂，散文則是敘述生活，而詩則是意象的產物。凝

煉的語言與意象的凝結婉轉而含蓄地表達一個令讀者開啟想像與直覺的時空。語意是清晰

中帶著朦朧的暗示，似有若無的情意，讓人深醉其中，說不出的氛圍卻彷彿有光。」 
9

從引

文可以發現詩與小說、散文的核心元素有所不同，而詩不外乎是暗示性、多層性以及需要

深刻體會、閱讀的文類，和小說的情節邏輯、散文的敘述美學有很大的不一樣，也因為詩

的意象層疊讓詩之閱讀門檻加高。所以在開設現代詩相關課程時，最重要的是如何藉由課

程的設計、教學與實作來引導同學們認識現代詩，並且閱讀，進而練習創作。下列引文為

筆者之課程簡說：

本課程以「現代詩」為主題，學習內容包括：

一、詩史觀念的建構：日治時期到當代臺灣

二、現代詩作品賞析：前世代至新生代臺灣詩人作品選讀

三、現代詩創作演練：包括創作技巧、意象使用、語言藝術等

且安排詩人演講與小型詩獎。透過本課程藉此瞭解現代詩在臺灣的多元面貌、

賞析詩作技巧、同時發表創作成果。

從課程簡介中可以發現筆者初步對本課程的設計與期許，包括初步建立臺灣現代詩史

的概念，以及進一步對各家作品進行研讀，再來是實際創作的演練。以下筆者將分為四部

分進行本節的闡述，說明本課程之設計、教學、考題以及同學期末報告的選題與成果。

一、課程設計

本課程之設計與安排，引領自林于弘《臺灣新詩分類學》 
10

一書。本書共可分為兩部

分，一為詩史的史觀建構，二為新詩的「主題學」論述，包括政治詩、都市詩、母語詩、

女性詩等議題。筆者受其引領，認為如果要以「通識教育」之方式講授現代詩的話，用

「主題學」的概念來讓同學們了解現代詩在臺灣的表現形式與多元面貌，是一途徑。以至

一整個學期的課程設計，將分為三部分，以下以圖表說明：

9　  蕓朵，《紫色逗號》（臺北：小雅文化，2020.05），頁 141。
10　林于弘，《臺灣新詩分類學》（臺北：鷹漢文化，2004.06）。



58 臺中教育大學學報：人文藝術類

臺灣現代詩史觀建構

•  藉由歷史的概述，讓

同學們先綜觀現代詩

的發展與重要轉折。

透過學習，引發進一

步研究的議題報告

•  從講授的過程中，各

組同學自訂期末報告

主題，並進行研究與

報告，展現自我本學

期的學習成果

重要作家作品研讀

•  透過主題學的方式，

帶入重要作家作品並

引領賞讀，從前行代

至新生代詩人作品皆

有。

圖1.「國文（二）：現代詩選讀及習作」課程設計

現代詩史觀建構部分，先回溯探討關於「詩」的演變，從中國先秦時代的《詩經》；

漢代樂府詩、古體詩；唐代近體詩等，直至中國五四新文學運動後出現的新詩、白話詩；

臺灣日治時期的漢詩、現代詩；以及戰後兩岸的新詩，做一個較大的歷史爬梳，且也定義

「新詩」、「白話詩」、「現代詩」、「詩歌」的異同。再來是建立同學賞析詩作的基本能力概

述，包括詩的意象、聲律、語言、形式與內容、時代等， 
11

進行解說與舉例，讓同學們不會

害怕閱讀現代詩。很多同學都與筆者反應不懂如何了解詩作之旨意，其實在賞析現代詩

時，最重要的是不能只看詩表面寫出來的文字及語言，應該要看出詩「背後」更深一層的

涵義，如陳義芝所言，光是描寫清楚的，不能算是詩；光是辭句鏗鏘的，也不能算是詩；

一定要詩人的情感和意念能夠以獨特方式形象化的表現出來，那才叫做詩。 
12

所以讀詩，也

需要讀到詩人的「詩心」，才能夠更理解詩作的表現與意涵。

在了解現代詩的發展過程後，教師將挑選重要的詩人作家進行詩的鑑賞與剖析，然這

些詩人的選擇，擴及前行代詩人：包括余光中、洛夫、瘂弦、商禽等；中生代詩人：包括

蘇紹連、夏宇、江文瑜、陳克華；新生代詩人，包括鯨向海、林婉瑜、徐珮芬、潘柏霖等

人。然詩作的賞析依照主題的方式分別放在不同週次進行討論並研讀，這樣除讓同學們能

從主題了解現代詩的創作類型與風格，也能兼及不同世代詩人的作品，發現其中美學與語

言的異同。最後，在期末報告為小組報告，自訂欲報告的主題，只要在「現代詩」的範疇

內，沒有特別的限制，目的是希望同學們能藉由自己有興趣的議題，並互相激勵討論，除

培養尋找問題的能力並解決外，也可以從中學習溝通與團體合作，而在大學生活當中，不

可能不遇到團體合作的課程或任務，藉此也能夠進一步練習。

二、主題教學概述

主題化的教學，除能給予學生較為系統性的知識外，亦能藉由不同作家及作品來進　

行比較與更深入的討論。本課程的主題設計，大可分為三種，一為現代詩形式、二為現代

詩內容、三為其他。主題呈現如下：

11　 參閱陳義芝，《傾心：人生七卷詩》（臺北：幼獅，2019.03）、李翠瑛，《細讀新詩的掌紋》（臺

北：萬卷樓出版，2006.03）。
12　 陳義芝，《傾心：人生七卷詩》（臺北：幼獅，2019.03），頁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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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主題設計

現代詩形式
創作從小詩開始

詩人跨界的方法：攝影、策展、歌詞

現代詩內容

超現實主義與現實

性別與詩：女性詩學

性別與詩：同志詩學

詩的社會介入：政治、學運、工運

新世代與網路詩風

其他
紀錄片賞析

詩人講座

為何在現代詩形式的部分和現代詩內容兩主題設計有明顯的落差，在於之後談的創

作部分，多是在形式上的創作演練，所以在總體課程實踐上，便不會有偏頗的問題。現代

詩形式，筆者著重在初學者較能夠理解的現代詩樣態進行規畫，而為達到「跨領域」的教

學目的，所以設計討論攝影詩、策展詩與歌詞的問題，更引領同學了解詩與生活之間的關

聯性甚高，無處不詩的狀況，包括捷運公車詩、飲料包裝上的詩都是。然小詩的學習絕對

是初學者開始讀詩、寫詩的入門，而選用的讀本是張默編選《小詩．隨身帖》 
13

中的詩作，

挑選一行至十行詩共十首進行形式剖析與語言藝術的討論，從一行詩依序為葉語婷〈小

小練習〉、蕭蕭〈瀑布留白〉、李進文〈今日小暑〉、須文蔚〈茶與春雨〉、鯨向海〈近日

無詩〉、林禹瑄〈五月〉、達瑞〈樓梯〉、羅任玲〈星圖〉、陳義芝〈醒夢之間〉、蕓朵〈棋

子〉。這十首詩除行數的不同之外，在不同詩人選擇的過程中，發現其中多元的風格，因

而讓同學們吸收多方不同種類與主題的詩作。

現代詩內容方面，我所選擇的詩作多以「年輕人」較為關心的議題為主，不仿造林

于弘的研究論著所分類，那樣的分類或許適用於專業科系的學生，但讀詩最重要的是「如

何產生共鳴」的問題，如果課堂的內容或主題與學生之間沒有共鳴，他們的學習動力只會

下降，甚至不出席課堂，這反而造成教師的困擾，也枉費教師開這門課的動機與用心。所

以筆者選擇包括性別議題、社會運動、網路詩與傳播等較為新穎、開放的主題，更不避諱

在課堂上直接談論性、談論社會。其他為課程中間的搭配，包括觀看紀錄片，而在選擇紀

錄片時也需要斟酌，筆者選擇周夢蝶的紀錄片原因為選課的同學當中有多位佛教學系的同

學，且本校是以宗教為核心的大學，所以就選以詩人周夢蝶的紀錄片放映（片段式播放）

與討論，讓同學們除了解周夢蝶詩作中的佛教意象、超脫生死等命題，也能與本校產生連

結。而詩人講座部分，本學期邀請年輕詩人涂沛宗來課堂與同學們分享他的第一本詩集

13　張默編選，《小詩．隨身帖》（臺北：創世紀詩雜誌出版，201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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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從未來對你寫生》的創作理念與分享，讓同學們直接與詩人互動，而不只是閱讀別人

的作品，有寫作的疑問也能盡可能得到解答。

三、考題設計

現代詩課程為何還需要紙筆評量？在於筆者認為藉由紙筆測驗可以達到「學生經驗取

向」以及「學科知識取向」的課程評量，學習經驗取向重視的是經驗主義的論點，是透過

教育的經驗以促進學生的發展，引領學生的好奇心以及主動學習的能力。而學科知識取向

的課程評量，強調學科結構與知識的重要性，希望檢核的是學生之課程學習內容、問題討

論的結果、報告與創作的回饋與體驗等。 
14

然在紙筆評量的過程中亦能激發學生在經驗與學

科之邏輯與組織的能力，在接收到問題的同時，如何運用聽講後的既有知識以及手邊資料

等進行思考、整理並進行論述。本課的考試為期中測驗，並提供開書考，可以帶紙本資料

進到考試會場，也提供同學方便參閱。以下為本次考試的題目：

1.請說明女詩人江文瑜及顏艾琳「情慾詩」的差異，請舉詩作為證。

2.請從「超現實」的角度，分析蘇紹連散文詩〈獸〉。

3. 請寫出2種現代詩創作中常用的「意象」，並以詩作舉例、分析其中隱喻及

內涵。

4. 當現代詩在進行「多方實踐」的時候，會有許多不同的表現形式，我們稱之

為「現代詩的跨界現象」。請說明現代詩有哪些跨界的方式，並選擇兩項舉

例分析。

本次考題的設計，從這四題的內容，包涵了女性詩學、超現實詩、詩的意象、詩的跨

界四大議題，也都是現代詩學當中重要的內涵與表現形式，但就開書考的方式來看，皆能

從資料當中找到相對應的詩人或作品進行論述，除測驗同學們的現代詩知識外，也訓練同

學在資料蒐集、彙整以及論述的能力。

四、期末團體報告

本次課程同學共分為七組，在一個學期課程結束前，必須有一小組團體報告，只要與

現代詩相關的報告都可以，以下為制訂的報告原則：

1.報告形式：PPT 呈現（末頁需附上分工表）

2.報告時間：15-20 分鐘

3.報告內容（以詩作賞析為要）：

　　　(1) 一位詩人報告，可以是上課有提到的詩人，也可以是其他詩人。

　　　(2) 詩的風格報告，例如現代主義詩、女性詩學、情慾詩等等。

14　黃光雄、蔡清田，《課程發展與設計新論》（臺北：五南出版，2015.02），頁 342-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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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詩的形式報告，例如圖象詩、散文詩等等。

　　　(4) 一本詩集，以詩集為主的報告，可包括出版過程、包裝，但還是要

以詩賞析為主。

4. 每位組員都需上臺參予口頭報告，訓練大家的表達能力，也是國文課應該學

習的喔。

※注意：報告如剪貼網路資訊即是抄襲，請用自己的話並註明出處。

從上引報告原則來看，本次報告也重視口頭發表以及對學術倫理的認知，同學們必須

有勇敢承擔的能力，而不只是默默在背後搜集資料等前製工作，全員都需上臺報告面對老

師與全班同學，進一步訓練自己的膽量與發表。再來是學術倫理的問題，從大學就應開始

要求同學「自己的報告自己寫」這個概念，而不是「剪剪貼貼」就草草了事，倫理的規範

建立好，之後無論是繼續升學或是出外工作，都對此有基本的認知。

以下為各組同學所報告的主題：

表 2. 期末團體報告主題與說明

組別 報告主題 說明

第一組 席慕蓉
本組同學從詩人生平、詩人的詩集出版、作品風格與主題等

面向進行報告，指出席慕蓉的詩特色。

第二組 徐志摩
本組同學著重徐志摩〈再別康橋〉一詩進行賞析與報告，兼

及作者的生平、交友、文學寫作類型等。

第三組 余光中
本組同學以余光中的紀錄片《消遙遊》為依據，介紹余光中

其人其事，並賞析〈白玉苦瓜〉一詩分享閱讀感受。

第四組 陳克華
本組同學著重陳克華的詩畫互文，分享與報告他的色情方面

的詩作與繪畫之間的關係，且兼及臺灣的醫生詩人並分享。

第五組 女性詩學

本組同學分享女詩人零雨、江文瑜、林婉瑜三人及其詩作，

同為女詩人三人卻有迥異的詩風格，包括後現代、情慾以及

愛情，並分享報告心得。

第六組 同志詩學
本組同學選取鯨向海與羅毓嘉為報告核心，分享自己閱讀過

程中在這兩位詩人詩作發現的同志意象、情感與符號。

第七組 詩與音樂

本組同學特別選取夏宇、李格弟為討論中心，分享作為詩

人、作詞家的身分、創作與文學實踐，也放了蔡依林的歌曲

與大家分享。

從表 2 可以看到，前四組同學是以「詩人」為報告的核心，而後三組則是三種詩的主

題為主，可以看到各組同學們的關懷與著重的部分不太一樣，當然各組的報告還是有細部

的差異性，尤其席慕蓉與徐志摩，基本上我在本次的課程設計中是沒有討論到這兩位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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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但後來查覺，應是高中國文教科書中有選入這兩位詩人的作品，而引領同學結合高中

的知識進行本次報告。

然而本來預計舉辦的模擬文學獎活動，因人力與經費的不允許，所以暫緩舉辦，希冀

日後能再把此項課程設計加入並實施。綜論本節的討論，在於說明本課程的課程設計與教

學的過程並概述，希冀藉以討論教材、教法、課程設計等議題，讓現代詩在大專院校的通

識國文課中有其討論空間，並闡述筆者教學的實際過程與狀況。

參、「現代詩選讀及習作」創作演練

想像是詩的翅膀，引領著詩人穿透眼前現實的侷困，飛翔在無線廣遠的時空，鐘鼎山

林，過去未來，都可以任他點化、任他捏塑。 
15

而詩本來就是抒發心靈、表達感情，甚至表

達詩人個人見解的一種文字表現。有「美」的感受在其中，也有「理」的成分在內，讀不

懂詩，是讀者的責任，也是詩人，甚至是理論家的責任。 
16

所以我們只要有無限的想像力並

能夠藉由某一種文體書寫發揮出來，人人都可能進行創作，為何許多人不願創作，除了一

些客觀的因素外，例如沒有時間等，很多都是「沒有自信」，自我懷疑的程度相當高，覺

得自己寫出來的東西就是差人一截，不如不要寫，這樣的觀念是錯的，誰不是從寫得不好

到寫出自我的風格呢，詩作的好壞不是創作者自己說了算，而是交由閱讀者來審視。

許多想寫作的人，都苦無門路，不知從何學習，當然坊間有多教授寫作與創作的書

籍，但不一定能夠適用於全部的人，當然筆者所設計的創作課題，也不見得適用於每一位

修課學生，但盡可能符合「通識」的理念，讓大部分同學都能學到創作的方法並且能實際

體驗，寫出一首首詩作。

筆者在創作演練的設計，總共四次，包含小詩、聯想詩、剪貼詩與攝影詩創作。以下

分別討論並分析同學創作成果。

一、小詩創作

李翠瑛曾指出，小詩講究趣味與創意，也是「思、情、趣」三者的複合體，小詩在創

作上常常是靈光一現的神來之筆，常見其創意的展現，而不能勉強設計。小詩因其短小，

無法有充裕的空間讓作者發揮雕飾語言的功力，於是，在短小篇幅中，著重於瞬間感受的

捕捉，於是，在輕薄短小、簡易明白之中體現的是有趣的想法和意象，此為小詩有別於長

詩的不同，也是小詩的最擅長之處。 
17

對於創作詩的初學者來說，先寫小詩能夠訓練詩的語

言，也能夠藉由一個意象，利用短小的語句，嘗試書寫與表達。而意象是什麼呢？陳義芝

認為，意象是由心中主觀之「意」和外在客觀之「象」結合而成。主觀的心意是內藏的、

15　蕭蕭，《現代詩創作演練》（臺北：爾雅出版，1991.07），頁 3。
16　 李翠瑛，〈尋找美麗花園的路徑——如何讀懂新詩〉，收錄於《細讀新詩的掌紋》（臺北：萬卷樓出

版，2006.03），頁 1。
17　 李翠瑛，〈尋找美麗花園的路徑——如何讀懂新詩〉，收錄於《細讀新詩的掌紋》（臺北：萬卷樓出

版，2006.03），頁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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飄忽難測的；客觀的現象是可以看到、可以聽到、可以觸摸的。 
18

例如愛情為主觀的意，玫

瑰花為客觀的象，兩者結合，則看到玫瑰花則有愛情的意涵，此即為意象。而小詩的創作

演練有二，一為以一種「情緒」為主題，二為自訂題目，且看同學的作品佳作：

〈憤怒〉

如火山爆發

沉寂許久的

熔岩

在這時引爆

　　　—素食系一年級姚同學

〈冷淡〉

像停滯的鐘擺

像靜止的畫面

沒有聲音

令人不安

　　　—經濟系一年級許同學

〈對稱〉

光與影

遠處海市蜃樓的燦目燈火 與

近處隻身一人的殘光餘燭

月和我

　　　—心理系一年級李同學

〈曬衣繩〉

一根繩子上

掛著

男人的戰鬥裝備

女人的秘密武器

和小孩們明天的夢想

　　　—社會系一年級莊同學

〈憤怒〉與〈冷淡〉二詩為「情緒」主題的小詩創作，可以看到兩首詩皆用譬喻手法

完成，一首是將憤怒的情緒比喻成火山，日積月累，而引爆的同時，則一發不可收拾；然

18　 陳義芝，《傾心：人生七卷詩》（臺北：幼獅，2019.03），頁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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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淡〉藉由鐘擺的意象，以停滯、靜止描寫無聲的狀態，但這樣的狀態卻不是優雅閒淡

的，而是令人不安的，巧妙呈現「冷淡」的狀態。

而後兩首詩〈對稱〉與〈曬衣繩〉，〈對稱〉借用了「格律」般的形式遊戲，製造語詞

與句子的對稱感，然後在內容上也這樣呈現，具有巧思。而〈曬衣繩〉一詩則給人會心一

笑之感，有李翠瑛所說小詩的趣味性的特徵。藉由一個家庭不同成員的衣物，呈顯他們各

自的形象與身分，男人出外打拼，所以需著裝戰鬥裝備；女人需存在魅力，且需與姐妹們

一較高下，所以需要著秘密武器，而小孩們每天接受新事物，一步一步慢慢的成長，並追

尋自己的未來與理想所以他們穿上的不是衣服，而是一件件他們的夢想與理想。這首詩相

當有哲思，又能讓人感受到歡樂的氛圍，以初學者來說，確實是一首不錯的創作。

二、聯想詩

天馬行空的想像，可能與創作者的生活經驗與關懷事物有些許的關係，文學看似浪

漫，且陳義芝曾指出：「 文學的功用在啟導人生，安慰人生。因此，好的文章是人的文

章、生活的文學；好的詩人是熱心生活、真誠做人的人。一個人的文學氣質與他的出身、

環境、習染……有密切的關聯，有什麼樣的生活就會有什麼樣的詩。胸懷遠大，詩的格

局依定宏闊；心性卑下，其詩亦必反映人的惡質。換言之，一個偉大的詩人只能有不好的

脾氣，但不能沒有高尚的人格情操。詩人如果不熱愛生活，不懷著體驗生活的熱情，詩的

土壤貧瘠，就不容易開出美麗的花朵。 
19

」生活可以是詩，也可以是精神的糧食，至於本次

「聯想詩」的創作演練，在於同學們集體發揮共同聯想詞彙並寫在黑板上，而在創作時每

位同學至少選擇五個聯想詞句進行詩創作，而本次的詩創作不再是小詩，而是十至二十行

的詩作，希望同學能藉此發展自己創作的篇幅與長度。且看同學詩創作佳作：

〈隱〉

將憂鬱

烹調

細細咀嚼

躲在床上

窗外高掛的

月亮

對比空間愈漸闃暗

令人不悅

黑暗

翻滾著

對不請自來的光線

19　 陳義芝，《傾心：人生七卷詩》（臺北：幼獅，2019.03），頁 2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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撕聲尖叫

　　　—產媒系一年級汪同學

〈腐爛的獨白〉

鳳梨酸中帶刺

像極集中營的營長人見就怕

噁心的場所

悲涼的氛圍

令人不悅

形同地上的鞋子

讓人唾棄

看了不屑

這就是

酸腐的果實

　　　—管理系一年級李同學

加上底線與粗體的詞句，為全班聯想出來的詞句，第一首〈隱〉一詩呈現黑暗、憂鬱

的氛圍，在營造整體詩境的過程中不馬虎，且在運用聯想詞句的時候沒有過分牽強之處，

有些同學因要符合寫作原則，而讓句子與句子之間出現問題。而第二首〈腐爛的獨白〉一

詩完全是題目取勝，一首詩如果有一個引人注目的題目，就先贏了一半。單看此詩內容，

可以發現仍然有許多詩句是相對太白話，可看出新手的不成熟，但仍然值得鼓勵與肯定。

三、剪貼詩

李翠瑛曾指出：「散文的文字是流暢的，詩則是跳動的，這是詩與散文在語言上的不

同之處。而小說在語言上更應該清楚明白，以情節對話取勝，其語境與語意必須清楚，與

詩的含蓄又不同。 
20

」所以藉由「剪貼」過程，可以讓同學在選擇使用字、詞的時能有所思

索，且經過拼貼的過程，學習營造詩意。

本次習作的設定，在於利用過期的舊報紙，請同學選取並剪下欲使用的字詞，不可以

將整句話剪下來使用，然寫成一首十至十五行的詩作，包括詩題都需用剪貼的完成，詩作

的風格與內容可能會因不同報紙版面而讓同學有不同的靈感，寫出不一樣且多元的詩作，

這也是讓同學發現詩與生活的關聯性極高的一次嘗試。且看兩首剪貼詩佳作：

20　 李翠瑛，〈尋找美麗花園的路徑——如何讀懂新詩〉，收錄於《細讀新詩的掌紋》（臺北：萬卷樓出

版，2006.03），頁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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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口〉

曾經這些小確幸

悲傷也跟著回應

欲求無法回溯

致命的

難忍

重複的空間

何必堅持

　　—未樂系一年級譚同學

〈新歌〉

丁噹魅力的聲音

就像有著連結人心的奇特音樂

透露內心中的真摯情感

曾在焦慮中迷路的人

照亮自己的小小圓圈

展現自我夢想

讓沉默寡言的人

成了活潑的人

　　—社會系一年級韓同學

從這兩首詩可以發現其中對比，〈缺口〉一詩的邏輯性比較弱，在詞與詞之間的關聯

性以及句與句之間比較看不出一個固定的模式，而〈新歌〉有明確的主題，且句子的組成

是較為好閱讀的，兩首筆者認為都是上乘的作品，但〈缺口〉一詩所呈現的「詩意」與

「詩境」較為特殊，相對〈新歌〉就顯得較為通俗，比較不會讓人記憶深刻，這也是創作

詩時的一種策略，有時古怪不代表不好，而規矩也不一定能給人深刻的印象。

四、攝影詩與成果展覽

本次習作為搭配本校語文教育中心的「中文主題化教學成果發表」展覽，所以在主

題的設定就較為嚴苛，且必須以小組為單位，進行討論、拍攝以及製作展覽板。本次攝影

與詩作的主題為「佛光大學」，學生必須在佛光大學拍攝照片，並且以此張照片為主題寫

詩，可以是短詩，也可以是長詩，沒有限制，甚至有同學寫出圖象詩跟照片呼應，相當有

巧思。以下選擇兩首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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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境〉

秘境　　　少許灑落的陽光配上嫩芽

　　　　　少許人們知道的地方

　　　　　少許的鳥鳴 少許的花香。

　　旅行的人吶，甚麼是你想找尋 甚麼是你

想追尋

　　一隻鳥 

　　　　一朵花

　　　　　　一片樹葉

　　　　　　　　　亦或

　　　　　　　　　　一縷青澀的回憶？

　　　—社會系一年級繆同學

〈紫藤花〉 

在

繁花初放的季節

我輕盈地舒展身軀

翩翩起舞

漫天紫蝶甘願

鋪作你腳下的花路

我不若桃花那般嬌豔

惹人憐

只等

誰能見我的幽雅

浪漫

　　—產媒系一年級汪同學

照片與文字因搭配關係，會呈現其「互文性」，黃儀冠認為：「所謂的互文性理論大

略可以有幾種方法包括引用語、典故原型、拼貼、改編戲擬等，而文本與文本之間的改

編、挪置、引用關係等，就是互文性。 
21

」所以當我們在觀賞風景時，「藉物起興」則有感

而發，是自古以來許多抒情詩創作的方法與靈動來源，攝影詩的習作就是藉此讓同學們學

會觀景察物，感受身邊的人、事、物，尤其是自己的學校，一定有份特別的情感在其中。

21　 黃儀冠，《從文字書寫到影像傳播——臺灣「文學電影」之跨媒介改編》（臺北：學生書局，

2012.09），頁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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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境〉一詩就是一首圖象詩，藉由文字的降落與鋪排，呈現創作者所描寫地景的真實景

況，下坡的感覺，並用類疊修辭寫作，有其身歷其境之感，詩境營造甚好。〈紫藤花〉一

詩是標準的藉物抒情詩，從紫藤花的外型、顏色等不同方面的描寫，加上創作者自己的情

感表達，完成這首「浪漫、優雅」的詩作。

然成果展的部分，藉由七個主題的設定，作成七張展覽板，並將照片沖洗出來增加質

感，且加強美工，呈現學習與創作成果。 
22

肆、結語：回饋、啟發與未來展望

本文試圖從筆者於 107 學年度第二學期開設的「國文（二）」課程、主題為「現代詩

選讀及習作」為例，說明通識國文現代詩課程的設計、賞析閱讀以及創作與成果展的實際

成果，建立一套跳脫專門科系的現代詩選讀及習作專業課程，而是相對普及、大眾化的學

科與學問。然筆者希望藉由佛光通識精神方針作為引子，企圖設計較為通識化的現代詩課

程，並不是強調有無創作而分野中文系與非中文系的國文課，而是在於主題化深入淺出的

課程設計、與學生找到共鳴的詩作，還有藉此訓練相關文人能力與素養的培養，這才是本

文所強調的現代詩課程通識化的目的。

綜論本文的討論，筆者將回扣到佛光通識精神方針，討論本課程設計與教學過程對六

大通識課程開課目標與宗旨進行回應。第一點「是『通識精神』的國文，不是中文系的國

文」在前言已說明課程規劃與設計問題，且在主題設定上盡量選擇同學較有共鳴之主題以

及跨領域的實作與討論，包括性別與詩、音樂與歌詞、攝影創作等；第二點「從讀、寫至

『口語表達』的能力」，藉由先帶領同學賞析前世代至新生代的詩人作品，進一步嘗試創

作，練習語言與營造詩境，進一步是團體期末報告，且必須每位同學都應上臺報告發言，

訓練口語表達的能力；第三點「『跨領域』的學習，涵養『人文素養』」，包括提供學生紀

錄片的課程，以及跨領域的詩學討論，包括臺灣詩、中國詩與古典詩等，還有上述關於詩

的跨界議題，如策展、詩與歌詞等，除累積人文素養外，也在引領同學進行跨領域學習；

第四點「增進邏輯能力，啟發個人『論述』的興趣」，筆者不敢保證同學們會對論述產生

興趣，但藉由期中考的練習，讓同學們嘗試論述、學習論述，是本課程的任務，也希望同

學能帶著論述能力走出教室。第五點「『理解』現代語言的發展與應用」，即是關於創作的

實踐，藉由自己的語言創作絕對是件開心的事，但最重要的是，需要有信心，如有老師指

引也會更好。第六點「傳統『核心思想』與價值在現代人文教育的作用」，則是回到中國

文學的「詩教」問題，「詩可以興、觀、群、怨」，筆者也欲藉由現代詩的課程，帶給同學

對於詩對自身的價值與意義，學習讀詩練習創作，是一種承繼詩教的理念，也是對現代人

文教育的堅持。

對於本課程的未來展望，筆者希冀在每年開設現代詩課程之前，重附檢視上一學年度

22　  成果展照片請見附錄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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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之教學意見、評量成果以及課程主題的重新檢視，為因應每一年學生對於現代詩不同

的認知與程度，在課程上會有不同的調整，也因為此為通識課程，應更考量非中文系學生

的興趣與能力等，並讓每一次執行現代詩與創作課時更有成效、也更引發學生學習興趣。

本文藉由討論現代詩通識化的課程設計與實踐，希冀引領非中文等相關科系的同學進到現

代詩的世界，體會詩境的美與意涵，更進一步引領同學嘗試創作，且都有不錯的成果，不

可能人人都是詩人，但卻人人都能提筆寫作，這是筆者期望看到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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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1072 學期以「現代詩」為課程名稱之課程

開課學校 開課單位 課程名稱 授課教師

國立臺灣大學 通識教育中心 臺灣現代詩 柯慶明

國立政治大學 中國文學系 中國現代詩選讀 陳碩文

國立政治大學 通識教育中心 國文——現代詩歌選讀 李錦昌 2、謝獻誼 1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國文學系 現代詩 徐國能

國立成功大學 中國文學系
現代詩欣賞及習作

（二）
翁文嫻

國立清華大學 中國文學系 現代詩 楊佳嫻

國立清華大學 通識教育中心 現代詩選讀 陳柏伶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語文與創作學系 現代詩創作（二） 陳俊榮、陳文成

國立中正大學 中國文學系 現代詩 張日郡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國文學系 現代詩選 曾進豐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國文學系 現代詩選讀 蔣美華

臺北市立大學 中國語文學系 現代詩及習作 余欣娟

國立嘉義大學 中國文學系 現代詩創意寫作（2） 陳政彥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語文教育學系 現代詩選讀 董淑玲

國立屏東大學 中國語文學系 現代詩選讀及習作 林秀蓉

東吳大學 中國文學系 現代詩選讀及習作 楊瀅靜、莊祖煌

淡江大學 中國文學系 現代詩及習作 趙衛民、楊宗翰

佛光大學
中國文學與應用

學系
現代詩選及習作 田運良

銘傳大學 應用中國文學系 現代詩及習作（二） 林筑筠

元智大學 通識教育中心 詩與當代生活 陳巍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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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攝影詩成果展照片

中文主題化教學成果發表海報 展覽會場

藍天 攝影詩展全景

花 秘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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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空 陽光

佛光永普照 龜山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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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本課程回饋意見表
學期：1072

課程名稱：國文（二）

課程主題：現代詩選讀及習作

一、教學評量成績：（滿分 5 分）

4.85/5

二、教學意見：

序號 學生意見 教師回覆 主管回覆

1 非常棒 謝謝你的肯定 :) 謝謝同學回應喔 !

2 老師很認真，超喜歡！
謝謝啦，希望你有學到很多

東西
謝謝同學回應喔 !

3 很好 謝謝 !!! 謝謝同學回應喔 !

4 謝謝各位老師 謝謝你 ~~ 謝謝同學回應喔 !

5 沒有 謝謝 ok

6 輕鬆 每節課都有實作 有趣
希望每堂課的實作、創作都

帶給你 ...
謝謝同學回應喔 !

7 謝謝老師 謝謝你 :) 謝謝同學回應喔 !

8 無
希望你在這堂課有學到很多

東西
ok

9
老師超棒！超可愛超有趣超

推！

哈哈哈謝謝你覺得我可愛

( 驚訝 )...
謝謝同學回應喔 !

10 老師很棒 謝謝你 ~~ 繼續加油 謝謝同學回應喔 !

11
第一次上國文課不會睡覺，

內容豐 ...
希望你每堂課都吸收滿滿喔 謝謝同學回應喔 !

12
謝謝老師認真的教學 很喜歡

你呦 ...
謝謝你喜歡我喔，希望你在

這學期 ...
謝謝同學回應喔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