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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的翻轉－以百齡高中本位課程「禪與文學」為例 

白濬暉 

臺北市立百齡高級中學教師 

 

 

摘要： 

「禪與文學」課程之行動研究，是「翻轉教室」、「共同學習」與百齡高中「成

就每一位孩子」本位精神之綜合實踐。本課程首先肯認人的理性自覺（禪），教

師翻轉以往的單向傳授方式，改以共同學習、分組報告、學術研討會、講義筆記、

隨機問答、漫畫圖片、自我評量、隨機書寫、信件問答與小論文的創作等多元方

式，引導高一生懂得在家自主學習、閱讀經典史傳、深解禪意禪思，能以面對當

下、生命向上的精神為判準，去品味古今中外的詩、文、小說等文學作品，讀出

作品的心行之美、藝術之美、生命之美等內涵，繼而厚增自己的創意想像與生命

智慧。這樣的翻轉閱讀，既可讓學生成就多元差異的能力，亦可在未來的人生旅

途上開展亮麗多姿的生命創意！ 

 

 

關鍵字：翻轉閱讀、本位課程、禪與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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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的翻轉－以百齡高中本位課程「禪與文學」為例 

白濬暉 

臺北市立百齡高級中學教師 

 

壹、前言 

一、「翻轉」義界 

「翻轉」一詞，取於「翻轉教室」（Flipped classroom），是美國科羅拉多州

洛磯山林地公園高中（Woodland Park High School）高中Jon Bergmann與Aaron Sams

兩位老師提出的教改新點子。1翻轉教室，並不是掀翻教室、破壞桌椅或破壞教

育機制，而是「學生先回家看教師預先做好的影片或課程內容，而後再到課堂上

做討論或做作業」，由於這是傳統課堂教學的翻新，故又稱為「翻轉課堂」。2

傳統的教學模式，大多是老師在講臺上進行單向的授課，學生往往是被動地

含納不熟悉的知識，回家後又模稜兩可地做作業。這樣，學生常因沒學會課堂中

的知識，在缺乏教師指導下又不知如何解決困難，最後乾脆放棄學習向上。師生

的關係，有時還因小事而誤解，因誤解而敵對，因敵對而心傷。這種單向式的學

習狀態，不但無助於閱讀，遑論語文素養能力的建立與提升？ 

 

美國Salman Khan（1976-今，A.D.，以下略「A.D.」）把翻轉教室的概念發揮

至極致，他在網路上創辦「Khan學院」，透過 2100 部免費教學影片不限時空之

隨機點閱、線上測驗與即時回饋，讓學生快樂學習，建構數學信心，快速找到興

趣。他確定了教學實效，故呼籲天下教師們都應翻轉教室－讓學生預先在家裡

閱讀教材，在有老師監督輔導的課堂裡做功課。3

                                                        
1 參：「臺灣國家研究中心．翻轉教室」：http://content.edu.tw/wiki/index.php。2014/4/28。 

廖怡慧（2012）認為，在強調

2
 參：廖怡慧（2012）。〈教學新思維．翻轉課堂〉。《深耕教與學電子報》。31http://www.teachers.fju. 

edu.tw。2014/4/28。 
3 參：「影片能改變教育」http://www.ted.com/talks/salman_khan_let_s_use_video_to_reinvent_education。

2014/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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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自主學習、合作學習，以及學會批判思考的現在，翻轉課堂是一種新的思維

與嘗試，值得教師們深思並實踐。4

本文所指的「翻轉」，乃藉此概念，將它活用在百齡高中「禪與文學」的本

位課程上，希望學生透過自主學習、合作學習，深入閱讀與「禪」、「禪悟」、

「禪思」相關的經典史籍、詩文小說或期刊論文，拓增其國語文的認識層面，建

構其語文實力，學會批判思考的方法，進而具備撰寫小論文的能力。 

 

 

二、問題的導出 

    眾所皆知，「閱讀」是所有課程的根本核心，「高中國文」尤然。 

問題是，據「臺灣PISA國家研究中心」統計，2006 年全世界高中生PISA測

驗的「閱讀」一項，臺灣名列 16，落在南韓（第 1）、香港（第 3）之後；2009

年，臺灣退步至 23，遠遠落在上海（第 1）、南韓（第 2）、香港（第 4）、新加坡

（第 5）、日本（第 8）之後；2012 年，臺灣雖躍進至第 8，但仍落在上海（第 1）、

香港（第 2）、新加坡（第 3）、日本（第 4）、南韓（第 5）之後。5

世界各國如火如荼地掀起教改的浪潮，但臺灣人民卻選擇「觀望」，甚至發

出拒斥PISA測驗的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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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許有人會質疑：「西方與東方之文學作品、社會背景、內容思想、表現手

法與藝術境界本有天壤之別，勉強參與 PISA 測驗，根本測不出閱讀素養的高

低！」 

筆者乍聞而心驚：「閱讀」教改之難，難於上青天！  

有人可能還會如是問：「真正的『閱讀』究竟是怎麼一回事？我們的閱讀教

學，究竟該怎麼調整？怎樣的閱讀與理解，才能真正讀出顏如玉、黃金屋？真正

的閱讀，應該閱讀哪些教材？……」 

是的，上述這些疑問都值得敬重，深加思考，因為沒有正確而深入的閱讀，

                                                        
4 廖怡慧（2012）。〈教學新思維．翻轉課堂〉。《深耕教與學電子報》。31。 
5
 參：「臺灣國家研究中心．學生能力國際排名」：http://pisa.nutn.edu.tw/link_rank_tw.htm。2014/04/28。 

6 北市教師會於 2013/04/15 公布「基北區特色招生考試」的問卷調查，高達八成以上教師及家長

認為：若立即以「類 PISA 題型」進行特色招生考試，會有近八成學生想去補習「八成五家長

亦傾向讓孩子補習。參：http://www.ettoday.net/news/20130415/19287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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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時反而造成「知識障」，甚而害己戕人，所以先秦老子（生卒不詳）才會主張

「絕聖棄智」、「絕巧棄利」的教育哲思，7大乘學者才有「轉識成智」的生命智

慧：8

筆者以為，站在高度教育競爭的十字路口上，普世閱讀能力之養成亦是不容

遲疑之事。在教育現場的我們，理應積極省思：同樣學習漢語（華語）的上海、

香港、新加坡，為何能領先群雄？臨近的南韓、日本，並非以漢語為主，為何都

能超越我們？向來以優秀中華文化正統自居的臺灣，在 PISA 測驗的「閱讀」一

項卻敬陪末座，難道不令人擔憂？  

前者教人不要有「人為造作」，後者教人不要「妄想」與「執著」；後者勸

人理性客觀地積極精進，前者教人順應天地自然走向複雜的人生。 

 

三、從校本位課程出發 

其實，如果局限在小考、段考、學測、指考、補習等「考試領導教學」的模

式，臺灣的閱讀教育就難以創新，素養能力就難以提高。 

「考試領導教學」，固是校園教學不得不然的有效方法之一，但也是臺灣閱

讀教學一直無法進步的主因。很多人「為考試而教學」、「為考試而讀書」、「由

考試分數定成就高低」，於是，考試之外的教學活動、深層閱讀、創意想像、正

向理解與身心應用等問題都被唾棄；課本之外的經典史籍被視為阻礙社會進步的

老古董；除了分數可以暫獲慰藉外，生命再也找不到亮點與價值！君不見，臺灣

青少年，考完基測、學測、指考或畢業後最明顯的變相動作是：丟棄所有課本、

參考書、測驗卷，然後大吃、大喝、大玩一番－終身不再拾起書籍！倘若官員

與教師如此，家長與學生如此，閱讀如何深耕？ 

為了深入了解教學實效或進行教材教法的修正，教師安排適當的考試與評量

確實是必要的手段；但小考、段考、學測與指考並非教學的最佳方法，更非生涯

                                                        
7 魏．王弼。《老子註》。臺北：藝文印書館，2001 年 5 月初版五刷。頁 36。 
8 大乘唯識家云：「唯識所變，迷，故執有我及諸法。悟來，方知唯心識變。以如實知無前境界

故，種種方便起隨順行，轉八識成四智菩提，安住祕藏，究竟涅槃。」宋．寶臣。《注大乘入

楞伽經》。《大正藏》。39。No.1791。頁 444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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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的最終站，尤其會限制閱讀的層面與內涵。是故，站在「以學習者為中心」

的哲理基礎上，本位課程的設計與推動，是一條必然要走的大方向。  

百齡高中是所完全中學，國中部每年 13 班、高中部每年 8 班。在「國中大，

高中小」的環境下，教綱、師資、課程、行政與計畫之間，受紛至沓來的業務變

異、有限人力、拮据經費等因素之影響，常處於進退狼狽的尷尬狀態。儘管如此，

本位課程、領先計畫、共同學習、共同備課、差異教學……等十二年國教的基本

方向，在吳麗卿校長的領導下，我們還是卯足全勁，積極前進。 

為了推動百齡高中的校本位課程，教務處廖志風主任煞費苦心，特別曉以「大

義」，期望筆者能開一門課，為百齡高中的閱讀教學開出新扉頁。筆者平常的工

作量，其實已甚為繁重，幾經深思，為了孩子，為了百齡，為了教改，為了臺灣，

還是允諾為高一的校本位課程開課。允諾之後，筆者迅即進入深沉的思索：所開

課程既要確立百齡高中「成就每一位學生」的校本位特色，又要與其他高中的語

文本位課程有別；既要與「閱讀理解」相關，又不能與詩、文、小說脫離太遠；

既要不執於傳統教材教法，又須加入現代科技的元素與方法；既須拓展學生的閱

讀視野，又要達到學習共同體、閱讀理解、差異化教學、生涯發展、生命教育、

深耕閱讀、論文寫作……等多元目標；老實說，還真有點難度！ 

但其實也不怎麼困難，筆者覺得，自己可以藉用博士論文《唐代禪宗懺悔思

想研究》的禪思內蘊為哲理基礎，9

 

以「成就每一位學生」為基本精神，開設「禪

與文學」的課程，讓高一生能透過「禪」、「禪思」、「禪悟」等基本概念的認

知與理解，嘗試進行詩、文、小說的「翻轉」閱讀。 

四、詩文小說的翻轉 

                                                        
9 白金銑（2008）。《唐代禪宗懺悔思想研究》。臺北：文史哲。本書結合印度佛教思想、中國佛

教思想與中國佛教發展史的脈絡，探究唐代禪宗高僧的禪悟思想與中國大乘佛教的禮懺思想，

歸結於理性客觀的正確禪觀與積極精進的生命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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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國文課程裡的詩、文、小說，若繼續依「考試領導教學」的模式進行單

向式的填鴨灌輸，學生的閱讀與理解將永遠是「被動的」，對文藝美學的認識亦

是「狹隘的」，國語文的素養能力更是「不足的」。 

被動、狹隘、不足的單向式教學，若參與世界性的 PISA 測驗場合，可能就

會出現「見樹不見林」或「見林不見樹」的殘缺窘態；若面對寫作測驗的場合，

浮現的往往就是「文不對題」、「胡謅瞎論」、「不知所云」、「應付了事」、

「補習文章」……等令人難以招架的怪象。 

以《紅樓夢》、《金瓶梅》、《水滸傳》為例，一般高中國文教師常讓學生

在字音、字形、字義、小說人物、情節發展、組織結構、小說理論與評量測驗等

拼湊一些概念，這種運作基本上無可厚非，學生確實可以背一背、考一考、猜一

猜而在測驗卷上考出一定的成績。但這樣的成績就代表學生讀出《紅樓夢》、《金

瓶梅》、《水滸傳》的精神內蘊嗎？學生的語文素養真的就提升了嗎？放在 PISA

測驗場合、寫作測驗場合，學生會展現什麼樣的成果？或者，在未來的職涯場合

上，他們如何產生創新的能量去與人競爭？ 

這當然不是簡單的數據可以言其萬一的，但同樣是文學賞析，牟宗三

（1909-1999）在 1970 年的〈水滸世界〉文中卻作這樣的「翻轉」，其云：「《紅

樓夢》是『小乘』，《金瓶梅》是『大乘』，《水滸傳》是『禪宗』。」10

為什麼《紅樓夢》會是「小乘」？《金瓶梅》會是「大乘」？《水滸傳》會

是「禪宗」？單是「小乘」、「大乘」、「禪宗」這三個佛家詞彙，就足夠讓高

一生翻轉前九年國民基本教育的文學觀點，明、清的言情小說裡竟然會有「小

乘」、「大乘」、「禪宗」存在？若再問「小乘」「大乘」「禪宗」（「」

符號表示「迴環交互」）三者間的關係為何？各自與三本小說的關係為何？三者與

中國思想、中國文學、中國文學家、中國文化、中國藝術間的交互關係又為何？

或以「小乘思想」解析《紅樓夢》，以「大乘思想」解析《金瓶梅》，以禪悟思

 

                                                        
10
 牟宗三（1970）。〈水滸世界〉。《生命的學問》。臺北：三民書局。228-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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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解析《水滸傳》，又會產生怎樣的理解效果？凡此種種，當然不是背一背考一

考猜一猜就可以定出成果的！ 

進一步言，若將之設計成教案，以翻轉閱讀、多元教材、差異評量、自主學

習與共同學習等方式進行教學，將會有更具趣味性、文藝性、創造性、哲思性的

新問題產生，學生可以做更多元的想像、追索與探究；若結合網路科技、圖書資

源與正確的引導，讓學生去弄清楚小乘、大乘、禪宗的相關概念，進而結合我國

固有儒道思想、社會背景與文化禮俗，則言情小說裡如萬花筒般的文藝美學、生

命境界、生命實踐與生涯理解等，都可以讓學生開出源源不絕的創意！ 

三本經典小說如是，古往今來與禪意、禪思相關的詩、文作品，亦復如是！ 

是故，時代考驗教師，教師創造時代；站在「成就每一位學生」的校本位精

神，拓增學生的閱讀視野，進而增進他們的鑑賞力、想像力、創造力與寫作力，

筆者選擇了自主學習、合作學習，以及學會批判思考的翻轉方式進行互動教學。 

 

貳、翻轉閱讀的「禪與文學」 

一、學生背景與課程簡介 

（一）學生背景 

本課程計三十位高一新生，全是來自北北基的國中畢業生，資質都是中等程

度，還包含二位游泳隊及一位拳擊隊。 

三十位之中，101 班有 9 位，103 班有 6 位，104 班有 4 位，105 班有 2 位，

106 班有 3 位，107 班有 3 位，108 班有 3 位。男生 12 位，女生 18 位。 

上第一節課時，筆者先問大家為何會選「禪與文學」？同學說：「自己根本

沒有選這個課程，不知道為什麼進入到這個班來！」換句話說，他們是「被動」

進入「禪與文學」這個班級的！再問真正對本課程有興趣的學生，結果只有「三

位」舉手！這讓筆者一時踢到鐵板，原來他們都是「被動」進入「禪與文學」的，

不但不太清楚校本位課程的選修意義，更談不上什麼選課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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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在這個凡事講求ｅ化、iphon 化、速成化的科技時代，會對老舊的「禪

與文學」課程產生興趣，實在也不敢過度奢望，能夠有三位同學舉手捧場，已算

慶幸！加上，本課程原本就是可文可史，可哲可藝，可老可少，可深可淺，可古

可今，可影可劇，可書可畫的，可專業可通識，可文可白，……，極具彈性，一

點都不受資質高低與選課動機之影響。 

 

（二）課程簡介 

為了「成就每一位孩子」，筆者在開課前的暑假，就在家中建構了多元的教

案，準備了相關典籍，並據之安排進度、選取教材、設計教案、建立題庫與學習

單等等，準備開學後，帶引三十位同學翻轉「禪」與「文學」。 

上課時間是每週二節，排在每週三的下午六、七節，即 14：05~16：00。上

課地點是 101 教室，備有黑板、單槍投影機，自備小筆電。 

上學期的期程自 2013/09/04 至 2014/01/08，課程內容與教學方式，如表（一）： 

表（一）：上學期「禪與文學」的課程內容與教學方式 

週次 日期 課  程  內  容 教  學  方  式 

1 08/30 30 日開學、正式上課  

2 09/04 「禪」的基本概念 講義＋問答＋筆記＋學習單 

3 09/11 「達摩祖師」影片賞析 影片＋共同討論＋分組報告＋學習單 

4 09/18 「虛雲禪師」影片賞析 影片＋共同討論＋分組報告＋學習單 

5 09/25 《佛遺教經》裡的禪味 講義＋問答＋筆記＋禪師繪畫 

6 10/02 《四十二章經》裡的禪味 講義＋問答＋筆記 

7 10/09 《金剛經》裡的禪味 講義＋問答＋筆記＋小考 

8 10/16 期中考 期中考 

9 10/23 《涅槃經》裡的禪味 講義＋問答＋筆記＋禪意繪畫 

10 10/30 《楞伽經》裡的禪味 講義＋問答＋筆記 

11 11/06 《法華經》裡的禪味 講義＋問答＋筆記 

12 11/13 
11/16 日華嚴 2013 年青年

華嚴學者論文研討會 

小論文創作概說＋分組 

「觀摩華嚴學術研討會」 

＋學習單＋補充說明 

13 11/20 達摩祖師與《二入四行》 講義＋問答＋筆記＋小考 

14 11/27 期中考 期中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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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12/04 慧可僧璨道信的禪法 講義＋圖片＋問答＋筆記 

16 12/11 傅翕法融的禪法 講義＋圖片＋問答＋筆記 

17 12/18 六祖慧能與《壇經》1 講義＋圖片＋問答＋筆記 

18 12/25 六祖慧能與《壇經》2 講義＋問答＋筆記＋小論文題目修正 

19 01/01 1 日元旦放假 元旦放假 

20 01/08 禪與文學期末考 禪式文學寫作＋講義回收＋封面設計 

21 01/15 期末考 期末考 

 

下學期的期程自 2014/02/12 至 2014/06/25，課程內容與教學方式，如表（二）： 

表（二）：上學期「禪與文學」的課程內容與教學方式 

週次 日期 課  程  內  容 教  學  方  式 

1 02/12 「大隻佬」影片賞析 影片＋共同討論＋分組報告＋學習單 

2 02/19 「詩」裡的禪味 講義＋問答＋筆記 

3 02/26 「文」裡的禪味 講義＋問答＋筆記 

4 03/05 「小說」裡的禪味 講義＋問答＋筆記＋小考 

5 03/12 禪學論文分組報告 1 講義＋共同討論＋分組報告＋講評 

6 03/19 禪學論文分組報告 2 講義＋共同討論＋分組報告＋講評 

7 03/26 禪學論文分組報告 3 講義＋共同討論＋分組報告＋講評 

8 04/02 禪學論文分組報告 4 講義＋共同討論＋分組報告＋講評 

9 04/09 禪學論文分組報告 5 講義＋共同討論＋分組報告＋講評 

10 04/16 禪學論文分組報告 6 講義＋共同討論＋分組報告＋講評 

11 04/23 禪學論文分組報告 7 講義＋共同討論＋分組報告＋講評 

12 04/30 禪學論文分組報告 8 講義＋共同討論＋分組報告＋講評 

13 05/07 期中考 期中考 

14 05/14 禪學論文分組報告 9 講義＋共同討論＋分組報告＋講評 

15 05/21 分組報告總檢討 1 講義＋問答＋筆記 

16 05/28 分組報告總檢討 2 講義＋問答＋筆記 

17 06/04 書法中的禪意 書法實作練習 

18 06/11 小論文發表會 1 共同討論＋分組報告＋講評 

19 06/18 小論文發表會 2 共同討論＋分組報告＋講評 

20 06/25 期末考 繳交小論文 

 

二、實際行動進程 

（一）2013/09/04：「禪」的基本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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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三十位「禪」概念都不清不楚的學生開設「禪與文學」課程，第一節課

該做的事，當然是「禪」的義界與「禪思」、「禪悟」等基本概念的詮釋與說明。

筆者在課前所下的定義是： 

本課程所說的「禪」，是自知、自覺的生命充實，是自觀、自察的生命觀

照，是自省、自照的生命慧光，是自寂、自靜的生命安頓，是自證、自悟

的生命實踐，是自斷、自除的生命淨化，是自前、自進的生命增值。 

這樣義界的「禪」，強調的是一個「人」本具理性自覺的能力，不論榮華富貴、

賢愚不肖、資質高低，生而平等，面對現實人生與學習歷程，人人都可以盡其所

能，在自己的生命旅程中，冷靜客觀、積極精進地開創自己的生命光彩。 

這樣的義界下，其思想根髓是依據印度的釋迦牟尼（約前六世紀）、摩訶迦

葉（約前六世紀）、達摩祖師（？-535）與六祖慧能（638-713）薪火相傳的「正

法眼藏，涅槃妙心」而來的，11

                                                        
11
《人天眼目》載：「世尊登座，拈花示眾，人天百萬，悉皆罔措。獨有金色頭陀（迦葉尊者），

破顏微笑。世尊云：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實相無相，分付摩訶大迦葉。」見：宋．智昭

集。《人天眼目卷五‧宗門雜錄‧拈花》。《大正藏》。48。No.2006。臺北：新文豐，1998 年 12

月修訂一版六刷。頁 325。 

而其應用的時空場合，即是正知正覺面對當前教

育環境、時代氛圍、閱讀教學、文學想像與生命創意。是故，課程中雖藉禪宗經

典史傳為閱讀教材，但考慮到高一生的青春年紀與學習範疇，本課程不去涉及宗

教信仰與宗教活動，純粹是引導學生學習禪師們「面對當下」的「積極精進」與

「理性客觀」的「生命向上」精神，並以之為判準，去品味古今中外的詩、文、

小說等文學作品，讀出作品的心行之美、藝術之美、生命之美等內蘊向度，從而

增加自己的生命智慧與身心問題之安頓。如上之概念，本課程的「預期向度」與

「預期成效」，如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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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禪與文學」的「預期向度」 

 

「禪與文學」的「預期成效」 

圖（一）「禪與文學」課程的「預期向度」與「預期成效」 

     

左圖表示本課程與四個向度是環環相扣、互增互長的教學活動，每個向度同

樣重要，必須彼此關照；右圖表示本課程既具文藝性質、禪史禪思與創意想像，

又可拓展到生命智慧的開發與身心安頓的意義上。 

在這樣的義界下，古今詩、詞、散文、小說、戲劇、書畫……等，凡在表現

珍惜當下因緣、善用自知、自覺、自觀、自察、自省、自照、自寂、自靜、自證、

自悟、自前、自進……等理性覺察能力，對世間萬象進行理性客觀的細膩觀照，

從而蘊含豐富想像力與生命智慧之寓意者，皆可視為具備禪思之文學作品。 

因此，在第一堂課中，筆者透過「講義＋禪師圖像＋漫畫＋問答＋筆記＋學

習單」方式，先為同學們簡要介紹作品中可能會出現的「貪瞋癡」、「身口意」、「戒

定慧」、「禪定」、「禪悟」、「緣起」、「三十七道品」、「八正道」、「般若性空」、「小

乘」、「大乘」、「佛性」、「自性」、「如來藏」……等專有名詞之意蘊與概念。 

回家後，筆者又將上課的講義 word 檔及 PPT 檔傳至每位同學的 e-mail 信箱，

供同學們課後自主學習。此外，請學生回家後記得上網蒐尋與達摩祖師（？

-535）、虛雲禪師（？-1959）的禪思、禪行資料，準備下次進行分組討論與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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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13/09/11-09/18：「達摩祖師」、「虛雲禪師」影片賞析與分組報告 

為了讓學生具體瞭解禪師的「行誼」與「禪思」，09/11~09/18 的上課時間，

透過「達摩祖師」、「百年虛雲」影片賞析，12

第一節課，筆者先用 5 分鐘做禪師禪法之概說，接著是近 40 分的影片欣賞，

最後 5 分鐘則以PPT簡要介紹日本佐藤學教授「學習共同體」、「協同學習」、「自

主學習」及「學習共同體沒有SOP」等觀點，

進行共同學習與分組報告。 

13

第二節課開始，隨機分成四組，每組 7-8 人，分屬不同班級，男女兼配。筆

者先以 5 分鐘稍作說明，隨即讓他們分組「暢所欲言」，討論從影片中看到的禪、

禪思、禪悟或引申之想像。並請他們發揮組織能力與美術能力，將整頓好的共同

理論有條理的謄寫在筆者預先準備好的海報上，時間是 15 分鐘。 

鼓勵學生注意影片中的人物對話、

情節發展與禪機思想，並於下一節課中，踴躍提出自己的觀點，聆聽他人的想法，

整合共同的理論。  

討論進行時，筆者觀察到的是：有人積極提出自己的觀點，有人提出不同的

看法，有人繼續產生不同的思考，有人則注意聆聽，有人整理出概念立即提筆寫

在海報紙上，有人擠不出概念而搔頭抓耳。場面熱鬧非凡，沒有冷場，沒人打瞌

睡，彼此是相信對方的。三十位同學，聚精會神，全部參與討論，全部處在「禪」

「思考」「辯論」「修正」「理解」「文學」（「」符號表

示「迴環交互」）的迴環學習狀態；最可喜的是，面對必須上場發表的危機，他們

自然而然地產生「領頭羊」，出來統整不同意見與上臺報告的事宜！ 

他們雖然沒接觸過禪方面的知識，但各組的討論內容竟讓人喜出望外。在「達

摩」身上，他們對印度達摩的出家過程、禪悟傳法感到好奇，對達摩與梁武帝的

「功德有無」有精彩的看法，對「磨磚成鏡」、「不立文字」與「皮肉骨髓」的公

案各有全新領悟，對面壁九年的「凝住壁觀」最為印象深刻。最後，達摩〈傳法

                                                        
12
 「達摩祖師」影片，龍祥影視發行，由爾冬陞、樊少皇、陳松勇、午馬、惠天賜領銜主演。 

「百年虛雲」影片，陳家林執導，李起厚、斯琴高娃、李丁等紅星主演。  
13【日】佐藤學，黃郁倫、鐘啟泉（譯）（2012）。《學習的革命：從教室出發的改變》。臺北：

親子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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偈〉的「吾本來茲土，傳法救迷情，一花開五葉 ，結果自然成」14

至於「虛雲禪師」，大家對其童年印象深刻，尤其敬佩他在少年時就能背誦

《心經》、《彌陀經》、《六祖壇經》等經典；面對清末國家興亡的無常變化而生慈

悲心，各組都有不同的心得；對他同時擁有兩個妻子又出家苦行，各組都羨慕又

驚嘆；對太平天國之亂時與慈禧太后的機妙問答，竟聯想到達摩與梁武帝；民國

成立後，對藏族問題的無私付出，大家覺得他很偉大；抗戰期間的愛國精神與禪

宗祖廟的興建，各組都景仰有加！ 

讓他們印象深

刻，各有禪史與禪詩的交鋒辯難。 

15 分鐘後，一組一組地將海報紙用磁條貼在黑板上，依貼上的順序上臺報

告。雖然匆忙成就，亦見邏輯思緒。報告完後，再讓大家進行投票，每人二票，

各持二個圓形貼標貼在報告較好的海報紙上。一時間，大家都迅速地奔向黑板，

投下他們的選票，奇妙的是，其中一票大部分都頭給了自己的組別，另一票則明

顯落在思維清晰、條理分明、禪意十足的那組上。這表示，在共同學習時，他們

已知道別人的優點與自己的缺失。共同學習與分組報告的具體情形，如圖（二）： 

 

專注欣賞影片 

 

各組暢所欲言 

 

有人拔得頭籌 

 

依序整理報告 

圖（二）：共同學習與分組報告的具體情形 

 

    至於「達摩祖師」、「百年虛雲」影片賞析的趣味性、引起動機、共同學習、

認識禪思的「回饋單」整理（參附錄（一）），呈現了「98％強」的滿意度，可

見發揮了共同學習體的自主學習與教學實效；其中的「2％」之所以未表示意見，

                                                        
14 宋．道原。《景德傳燈錄卷三．菩提達摩》。《大正藏》。51。No.2076。頁 219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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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是游泳隊與拳擊隊的同學。 

 

（三）2013/11/23：2013年國際青年華嚴學者學術壇論 

因緣際會，筆者開設「禪與文學」課程，擬計畫讓同學們撰寫小論文，而臺

北市華嚴蓮社剛好在2013/11/22-11/24三天舉辦「2013年國際青年華嚴學者學術論

壇」，筆者認為機不可失，可讓學生觀摩學習。於是事先電聯華嚴蓮社，他們當

下表示「非常歡迎讓高中生參與此次難得的盛會」。主辦單位既然歡迎，筆者再

徵詢本校教務處廖志風主任之意見，廖主任表示這是「非常好的教學聯結，若家

長沒問題的話，亦樂觀其成。」 

於是，筆者於2013/11/13先發下「2013年國際青年華嚴學者學術論壇論文研

討會」通知單與家長回條，「主旨」是： 

為增進學生對本課程的認識與理解，特舉辦「學術研討會」之「觀摩」活

動，透過觀摩與學習，讓學生對「禪與文學」概念有深一層的認識，俾助

於相關概念之觸類旁通，奠定撰寫學術論文之基礎。（附錄（二）） 

通知書發下後，11/20回收。回收之時，幾乎全部家長都願意讓孩子參與此一盛

會。可惜的是，二位游泳隊及一位拳擊隊同學，因要參加比賽不能赴會。 

此次觀摩活動，筆者進行了五大工作。先是，以PPT介紹學術論文的撰寫模

式，高中小論文基本上符合「前言」→「正文」→「結論」→「參考資料」的四

大結構即可。當然，筆者特別秀出百齡學長姐投稿「全國中學生網站」獲獎的小

論文，讓他們瞧瞧真實面貌；然後交代他們：撰寫者必須有問題意識、研究動機、

研究方法及自己的看法之章節組織；結論部分更須簡明扼要呈現論文的內容；參

考資料須有源有本，切忌抄襲網路論文。 

第二，再以PPT預先介紹一般學術研討會的場地布置與進行方式，及參與學

術研討會的禮節與發問技巧。包括：主持人的時間掌握、發表人的論文發表、講

評人的優缺點論述及與會學者的發問及發表人的回應等等。 

第三，筆者先蒐集當天與會的學者名單，並公布給同學知道，有釋仁朗、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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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峰、陳英善、高明道、李治華、蔡伯郎、郭朝順、雒少鋒、郭磊、釋貫孝、釋

天承等大學教授與研究生。請同學回家後，任意祧選一位學者，從「國家圖書館

/博碩士論文」、「國家圖書館/期刊論文」、「佛學數位圖書館暨博物館」、「大

學圖書館/蒐尋」等網站，蒐尋他的博士論文、碩士論文、期刊論文等，將蒐集

好的資料，整齊地排列在word檔的表格中，寄回筆者的e-mail信箱，作為一次家

庭作業。結果，一週之內，同學即將作業傳給我，據他們的描述：大家都歷經「眾

裡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辛棄疾〈青玉案〉）15

第四，11/23（六）當天，師生約好早上07：45~08：00在捷運板南線「忠孝

新生站」2號出口集合。集合後，走5分鐘路程至會場：華嚴蓮社（臺北市濟南路

二段四十四號）。領取會議資料之後，隨即進入四樓講堂。09：00~12：20，所

有同學正式與會，看到主持人的丰采；欣賞到發表者的論文；見證到講評者的豐

厚學識；體證到發問者的多元思考與發表者的回應。此中，筆者發下學習單（附

錄（三）），讓他們寫下觀摩的心得，他們邊觀摩邊閱讀，邊思考邊論述，覺得

滿載而歸，期許自己將來亦有上臺發表的一天。與會實況如圖（三）： 

的

辛苦過程，當確認學者的身分地位與豐贍的學術論文之後，成就感與愉悅的心情

則寫在臉上。 

 

聚精會神聆聽 

 

與華嚴住持合影 

 

專心沉思論文 

 

學術壇前合影 

圖（三）：2013年國際青年華嚴學者學術論壇論文研討會師生合照 

 

第五，11/20之後，筆者陸續在課堂上插入小論文創作的方法與注意事項，

                                                        
15 張淑瓊（未標出版年月）。《唐宋詞新賞 11．辛棄疾》。臺北：地球出版社。頁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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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要求大家分組找一個與「禪」相關的題目進行研究，草擬研究動機、前賢研究

成果、研究方法、研究目的、主要文獻與章節綱要，學期末（12/25）之前傳給

老師。一樣的，同學們又經歷了「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晏

殊〈蝶戀花〉）16的思索過程，部分同學不斷透過e-mail與筆者交換意見，部分同

學百思不得其解，「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17

表（三）「禪與文學」小論文分組組員及暫擬之論文題目 

終在12/25前，各依自己的興

趣與能力，將各組組員與小論文題目寄入我的信箱。如表（三）所示： 

 組員 暫擬之論文題目 

1 10338黃冠寧 唐太宗與禪僧的互動關係 

2 10318蔡松霖 拳擊運動中的達摩禪意 

3 
10402李宗學、10404周俊穎、 

10426王心妍、10528李宜璟 
《水滸傳》與《三國演義》「義」意比較 

4 
10107林暐潔、10108柳仲恩、 

10126王子倢 
《紅樓夢》藝術表現與禪悟思想 

5 10836張嘉雯、10833林鈺珍 論《華嚴經》的無盡緣起 

6 
10141梁韶芸、10142郭伊庭、

10129吳宜庭、10118謝念辰 
「二入四行」的內在義蘊及禪宗史上之意義 

7 
10708張兆丞、10733張玉婷、

10745蔡穎萱、10137林姿汶 
基督教懺悔與惠能無相懺悔的比較 

8 
10330林琦容、10334張芳菽、

10339黃羿瑄、10347儲佳瑩 
證嚴法師的禪行實踐 

9 10617鄭鈞鴻、10621顏靖豈 品茗藝術與禪詩禪意 

10 10834張芷庭 《水滸傳》大乘禪意初探 

11 
10104季胤呈、10508施柏爾、

10618盧允任 
游泳運動中的達摩禪意 

 

題目擬定完成，成果極其豐富，有歷史問題的，有小說比較的，有懺悔比較

的，有慈濟禪行的，有華嚴意旨的，有品茗藝術的，這表示他們已閱讀過相關文

獻與文章，沉思過相關問題，對那些問題有興趣，想深入探索，能將「禪」、「禪

思」的概念與詩、文、小說做過交錯聯結與深入的思考。自2013/12/25開始，筆

                                                        
16 張淑瓊（未標出版年月）。《唐宋詞新賞 5．晏殊》。臺北：地球出版社。頁 13。 
17 清．阮元。《十三經注疏 8．孟子章句卷 12．告子下》。臺北：藝文印書館。頁 1997 年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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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隨時以e-mail提醒他們確實去閱讀想探究的原典（一手資料），參考學者的研

究成果，時時將心得想法撰寫成文，積少以成多。此中，同學遇到問題即利用下

課時間與筆者討論，理解問題癥結之後即歡喜回去；亦有利用e-mail發問者，筆

者的引導則在空中的回信裡完成。 

筆者要求同學們在2014/06/08之前將撰寫好的論文word檔及PPT檔寄至我的

信箱，預計2014/06/11、06/18兩天完成初稿報告，屆時會邀請百齡高中已考上大

學的學長姐幫忙講評，並在期末考後將修正好的論文傳到筆者的信箱，作為這一

學期的期末成績！ 

 

（四）2013/09/25-12/15：禪籍經典的認識與禪味的賞析 

在「達摩祖師」、「百年虛雲」影片賞析與分組報告之後，已讓學生們漸漸

認識了禪師們的禪意與禪思，所不足的，是禪籍經典的認識與禪師禪意的賞析。 

2013/09/25-12/15連續幾週的行動進程，是本課程的訓練重心，尤其是經典史

籍中關涉禪意禪思「古文」的閱讀與薰陶。 

近幾年來，即使余光中（1928-今）、張曉風（1941-今）等教授不斷發出「搶

救文言文」、「搶救國文時數」的深沉心聲，18

                                                        
18 參：王彩鸝。〈搶救國文．余光中促停 98 課綱〉。《聯合晚報》。2008/05/04。 

古文仍不斷被「新制」限縮，莘

莘學子的國語文能力更難以拔救。筆者一直認為，白話文的理解，得自文言文的

文史意蘊；文言文的豐厚多元，是白話文的原魂。十二年國教已箭在弦上，時運

際會既難挽回，不如改形易身，以校本位課程的選修形式推廣之。是故，這幾週

的行動進程，筆者基本上即用「講義＋PPT＋隨機問答＋漫畫＋筆記＋禪師繪畫

＋小考」等多元方式進行之。透過多元方式的行動，讓同學閱讀《佛遺教經》、

《四十二章經》、《金剛經》（《心經》）、《涅槃經》、《楞伽經》、《法華

經》、《華嚴經》、《二入四行》、《景德傳燈錄》、《六祖壇經》等禪籍經典

游琬琪。〈搶救國文課時數．余光中連署〉。《聯合晚報》。2014/0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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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傳中重要禪師的禪法概要。這些經典史籍，大都摘自新文豐出版的《大藏經》，19

筆者從禪宗發展史的脈絡中，精選六朝至唐代間具代表性的禪籍、高僧傳

記、生平事蹟、重要禪語或典型公案，做成兩節課可以完成的講義，教師自存一

份，製成PPT檔；學生講義一份，讓他們上課討論與抄錄筆記之用；上完課，每

次都會留下10分鐘的時間讓同學做簡要的「自我評量」，或簡答，或填空，或單

選，或寫作，讓筆者了解一下他們對課程的認識程度，作為每次上課的修正參考；

亦讓同學整理一下每次的課程概要，對自己有所期許。最後，再將PPT檔或補充

講義傳至每位同學的e-mail信箱，供同學們課後自主學習與解惑之用。 

少部分是自敦煌文獻。 

由於這些講義都是淺近的「文言文」，都含蘊禪史、禪意、禪詩與禪思，同

學們或多或少會有閱讀的負擔，但筆者認為，與其以遊戲、競賽、學習單等方式

草草帶過，或只是讓學生「混」得學分，而語文實力仍停滯不前，不如以文言典

籍為主，白話文為輔，透過長期薰陶，讓學生提升閱讀素養能力，體證古聖先哲

的智慧哲思，疏通禪史脈絡與文學發展，領略古典文學之美。 

《佛遺教經》的部分，主要介紹「持戒精進」的禪行，並帶入甚多譬喻修辭。

《四十二章經》的部分，主要介紹「識心達本」的禪行，內容含蘊禪宗公案的機

妙問答。《金剛經》部分，主要介紹「四無相」的般若禪行，並結合中國社會盛

行的《心經》之講解與背誦。《涅槃經》部分，主要介紹「法身常住」、「眾生

悉有佛性」、「闡提成佛」等論題，讓同學切入大乘佛法的核心。《楞伽經》部

分，主要介紹「無分無別」的自覺禪行，順便簡介唯識的「轉識成智」說。《法

華經》部分，主要介紹「三乘歸一」及「眾生成佛」的大乘禪行，集中於中國民

間特別重視的《觀世音菩薩普門品》之理解。《華嚴經》部分，主要介紹「無盡

緣起」的「性相圓融」之禪行，順帶接到蘇軾（1037-1101）〈赤壁賦〉中的「無

盡藏」。《二入四行》部分，主要介紹達摩祖師的「不執文字」的「捨妄歸真，

凝住壁觀」之禪行，順便結合「功德有無」、「磨磚成鏡」、「不立文字」與「皮

                                                        
19
 編輯部。《大正新修大藏經》（《大正藏》）。臺北：新文豐，1999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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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骨髓」等公案。《景德傳燈錄》部分，主要介紹慧可（487~593）、僧璨（？

~606）、道信（580~651）、弘忍（602~675）、傅大士（497~569）、法融（？~652）、

等禪師的禪行、禪要與趣味性的公案。《六祖壇經》部分，主要介紹六祖慧能

（638~713）的「無相頓教」，順便比較神秀（605~706）與慧能〈無相偈〉的頓

悟、漸悟之別，20

一學期下來，儘管同學們有些疲憊，但從他們的漫畫作品，可以看出他們的

心中已種下禪慧的種子。如圖（四）： 

及慧能超脫傳統、異於陋習的無相戒、無相懺、三歸依、三身

佛、禪定、三昧等理性客觀之禪進思想與趣味的禪史故事。 

 

林姿汶的頓悟禪 

 

王子倢的童機禪 

 

李宜璟的精進禪 

 

林琦容的堅定禪 

圖（四）：同學心中禪師形象的漫畫作品 

 

再從他們的筆記封面，可看出他們已活出自己的多元生命狀態裡。如圖（五）： 

 

林姿汶的圓融意 

 

張玉婷的文字禪 

 

黃羿瑄的觀音意 

 

張芷庭的禪文學 

圖（五）：同學心中頓悟禪意的筆記封面 

 

                                                        
20 神秀漸悟偈曰：「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莫使有塵埃。」慧能頓悟偈曰：『菩

提本無樹，明鏡亦無臺。佛性常清淨，何處有塵埃？』鄧文寬校注（2005）。敦博本《六祖壇

經》。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頁 2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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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2014/02/12-03/05：《大隻佬》影片賞析報告與詩文小說禪味 

下學期開學，02/12先以杜琪峰、韋家輝導演，劉德華、張栢芝主演的《大

隻佬》影片開場。行動方法與上學期操作「達摩」、「虛雲」一樣，先看完影片，

再隨機分組，製作海報，上臺報告。由於同學們已熟稔上學期的共同學習、海報

產出、發表觀點與解決問題的方法，他們一樣暢快地發表意見，呈現出多元差異

的學習效果，報告完，熱烈地投票，都自認為表現得很「棒」！ 

02/19-03/05，則分別進行「古今詩歌裡的禪味」、「古今散文裡的禪味」與

「古今小說裡的禪味」三大主題的閱讀與賞析，此部分是將上學期經典史傳禪思

落實到詩、文、小說的具體行動。上課之前，筆者先透過e-mail寄送擬欲討論的

古今詩歌、散文與小說作品，請同學在家先行閱讀，並上網蒐尋作者生平及相關

的資料。課堂中，筆者採用「講義＋PPT＋隨機問答＋漫畫＋筆記＋小考」等多

元方式進行之。透過多元方式的行動，讓同學閱讀傅大士、王梵志、寒山、王維、

神秀、慧能、柳宗元、黃檗、白居易、王安石、蘇軾、張默、余光中、鄭愁予、

席慕蓉等詩人的禪偈；鑑賞了豐子愷、簡媜、琦君散文中的禪味；析述了《水滸

傳》、《西遊記》、《金瓶梅》與《紅樓夢》中的大乘禪思；後者的文學藝術，

不再是一般的神怪小說或言情小說，而是精湛繽紛的生命境界之實踐；前者的詩

歌散文，不再是一般的記敘、抒情、意象或象徵，而是具有張力的生命禪思。 

筆者觀察到的是：同學在多元閱讀方式的引導下，皆意猶未盡，恨不得老師

多補充些，好讓他們的小論文可以擴大開展。 

 

（六）2014/03/12-05/14：學者禪學論文分組報告 

帶引同學們領略了古今詩歌、散文與小說作品裡的禪思曠味後，筆者為了幫

助他們了解自己想要撰寫的小論文，順勢推動了「學者禪學論文」的「分組報告」。

筆者透過上課講義告訴他們：這樣的報告，具有多層次的教學目的： 

（1）訓練自己對一篇文章、一個問題的歸納濃縮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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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訓練自己的上臺臺風，準備大學或未來就職的口試能力。 

（3）訓練在團隊中的合作討論及聆聽他人論述的基本能力。 

（4）認識學者對一個細小問題的引發思考、牽涉範疇與邏輯推論。 

（5）增加自己撰寫研究論文的能力，訓練自己對各種問題的思辨能力。 

為了讓他們在家自學，筆者就先到「國家圖書館/博碩士論文」、「國家圖

書館/期刊論文」、「佛學數位圖書館暨博物館」等網站，蒐尋與同學們想要撰

寫的小論文題目之相關期刊論文，另存新檔，製成一份專業檔案，郵寄給大家，

以供參考之用。筆者規定他們：要自提要與結論讀起，再從全文的論證之中領略

專家們的思考邏輯與問題趨向，藉以聯結到自己論文的相關章節。 

這段期間的教學主軸，是讓同學們閱讀學者專家們發表在期刊上的學術論

文，對他們來說，雖然有些難度，但全班三十人，分配二十篇論文，每人其實才

準備二篇，實際的負擔並不大。透過在家的自主閱讀、分組學習、網路查尋與論

文摘要PPT之製作，必能間接學得學者創作論文的邏輯與方法。 

筆者觀察到：在每一次的分組報告中，他們都能自我模擬論文發表的真實現

狀，在20-25分鐘內完成報告，然後與同學們進行5-10分鐘的討論與回應，最後再

由筆者進行扼要的講評。第一次的分組報告，同學們確實顯得生疏而不流暢；但

經過講評與修正，到第二次以後，同學們已完全知道論文如何摘錄整理、發表時

間如何掌握、前後問題如何銜接；偶而，在講評之後，筆者再利用10分鐘考考論

文裡的禪學問題，讓他們加深理解學者專家們所思考的各種問題。 

所有的學者論文，筆者在寒假之前即以e-mail寄給同學，請同學在放假期間

自主閱讀，汲取學者的專業看法。在各組報告之前，筆者再重複傳遞一次，一方

面防止他們丟失，一方面提醒大家再閱讀一遍。如表（四）： 

表（四）：分組報告的時間、組員與學者之禪學論文 

時間 組 員 學者之禪學論文 

03/12 
10330 林琦容、10334 張芳菽 

10339 黃羿瑄、10347 儲佳瑩 

林建德（2012.03），〈印順學派與慈濟宗門--試論印

順思想對慈濟志業開展之可能啟發〉，《玄奘佛學研

究》，n.17，民101.03，頁93-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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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02 李宗學、10404 周俊穎 

10426 王心妍、10528 李宜璟 

郭玉雯（2005.06），〈《水滸傳》之構成與金聖嘆的

詮釋〉，《漢學研究》，23:1=46，民 94.06， 頁

227-260。  

03/19 

10338黃冠寧 

宋道發(2003.09)，〈玄奘法師與唐太宗、高宗──初

唐政教關係的個案研究〉，《普門學報》，n.17 ，

2003 .09，頁1-11。 

10834張芷庭 

白金銑，（2008.11)，〈「水滸傳」魯智深形象的禪行

實踐〉，臺大文學院暨佛學研究中心主辦，《「佛教

思想與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集》，民97.11，

頁315-344。 

03/26 

10836 張嘉雯 

10833林鈺珍 

陳英善(1995)，〈就《華嚴法界觀門》論華嚴思想之演

變〉，《中華佛學學報》，n.08，(p373-396)：民84，

頁373-396。 

10141 梁韶芸、10142 郭伊庭 

10129 吳宜庭、10118 謝念辰 

楊曾文(1996.06)，〈達摩禪法二入四行論〉，《中國

嵩山少林寺建寺1500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1996.06，頁92-105。 

04/02 

10708 張兆丞、10733 張玉婷 

10745 蔡穎萱、10137 林姿汶 

尤惠貞、翟本瑞(2006.05)，〈生命的終極關懷 -- 基督

教救贖論與佛教解脫觀之比較研究〉，《普門學報》，

n.33，2006.05，頁135 - 168。 

10107 林暐潔、10108 柳仲恩 

10126王子倢 

王平(1995.03)，〈《紅樓夢》與佛道文化〉，成都：

《社會科學研究》，1995.03，頁101-106。 

04/09 

10617 鄭鈞鴻 

10621 顏靖豈 

楊惠南(2002.06)，〈茶道與禪道〉，河北：《中國禪

學》，n.1，2002.06，未標頁碼。 

10104 季胤呈、10508 施柏爾 

10618 盧允任、10318 蔡松霖 

王莉莉、許成源(2009.05)，〈游泳運動訓練對人體自

律神經活動影響之探討〉，《崇右學報》，15:1，民

98.05，頁 225-237。  

04/16 

10330 林琦容、10334 張芳菽 

10339 黃羿瑄、10347 儲佳瑩 

賴賢宗（2007.06），〈法華思想之當代開展的一例—

論慈濟功德會的法華精神〉，n.6， 民 96.06， 頁

35-60。  

10402 李宗學、10404 周俊穎 

10426 王心妍、10528 李宜璟 

許麗芳(2008.06)〈士庶價值意識之對話與辯證--《三國

演義》及《水滸傳》對歷史人事的道德想像〉，《慈

濟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刊》，n.7，民97.06，頁188-220。 

04/23 

10338黃冠寧 
冉雲華(1985)，〈玄奘大師與唐太宗及其政治探微〉，

《華崗佛學學報第》，n.8，民74，頁135-154。 

10834張芷庭 

傅正玲（2000.06），〈從《水滸傳》七十回本與一百

二十回本探究兩種悲劇類型〉，《漢學研究》，18:1=，

民 89.06，頁 237-253。  

04/30 10836 張嘉雯 胡順萍(2006.03)，《華嚴經之成佛論--涵攝華嚴經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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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33林鈺珍 十九品》，臺北：萬卷樓，2006.03，頁1-273。 

10141 梁韶芸、10142 郭伊庭 

10129 吳宜庭、10118 謝念辰 

賴賢宗(2011.09)，〈禪與如來藏說的交涉〉，《玄奘

佛學研究》，n.16，2011.09，頁57-84。 

10708 張兆丞、10733 張玉婷 

10745 蔡穎萱、10137 林姿汶 

白金銑(2008.01)，〈慧能與神會的懺悔思想〉，《唐

代禪宗懺悔思想研究》第四章，臺北：文史哲，2008.01，

頁297-390。 

05/14 

10107 林暐潔、10108 柳仲恩 

10126王子倢 

梁歸智(2002.06)，〈禪在紅樓第幾層--禪、《紅樓夢》

與中國天道〉，河北：《中國禪學》，n.1，2002.06，

未標頁碼。 

10617 鄭鈞鴻 

10621 顏靖豈 

蕭麗華(2007.07)，〈唐代詩僧皎然飲茶詩的茶禪原

理〉，《佛學與科學》，v.8 n.2，2007.07，頁50-51。 

10104 季胤呈、10508 施柏爾 

10618 盧允任、10318 蔡松霖 

邱一平(2003.10)，〈《武藝中的禪》讀後感〉，《慧

炬雜誌》，n.472，2003.10，頁51-64。 

 

如上之分組，每組各自負責二篇論文，二篇論文都是在禪學領域上有特殊貢

獻的專家學者，每位學者都有理性客觀的邏極論證，每篇都與高中國文的詩、文、

小說相關，但每篇都不局限在課本的簡要範疇裡，如《水滸傳》、《紅樓夢》、

《三國演義》、《華嚴經》、「慧能與神會」、「慈濟宗門」、「禪與如來藏」、

「禪詩與茶」等，都是為解答問題而不是為聯考測驗而寫，故每組所負責的二篇

論文之討論主題與論證資料，都是各組將來在撰寫小論文時必然會遇到的問題。

透過他們的整理與報告，便可閱讀到學術問題的核心，拓增自己在禪學上的認識

範疇，知道禪與文學的關鍵脈絡，掌握重要禪思問題。如圖（六）： 

 

開啟學者的前言 

 

進入學者的正文 

 

合作解決問題 

 

同學加入異見 

圖（六）分組上臺報告學者之禪學論文 

 

由於經常撰寫勉勵的信函mail給同學，並隨時寄發新的禪學論文，部分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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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感染到本課程的行動能量。某日午後，某位家長因事至百齡高中，在五樓走廊

上巧遇筆者，滿心歡愉云： 

  老師啊！您讓我女兒至國家圖書館、佛學數位圖書館暨博物館等網站蒐尋

學者專家的論文，讓她有機會走進國家圖書館，又帶她參加學術論壇，訓

練他們共同學習與發表論文，這不但打破了高中國文教學的傳統藩籬，讓

她閱讀到禪籍經典史傳，讓她多元理解詩、文、小說，把國文、生活、文

化、寫作結合為一。感恩喔！ 

孩子在家自主學習的真實狀況，媽媽看得最清楚。媽媽說的「讓她閱讀到禪籍經

典史傳，讓她多元理解詩、文、小說，把國文、生活、文化、寫作結合為一」，

正是本課程的預期成效。如果只是課堂上的單向傳授或測驗分數高低，學生依然

在莫名的壓力下生活，家長根本不會有這樣的回應！高中國文的閱讀教學，確實

要從課本、考試、補習中翻轉過來，轉識以成智；當然，教師必須多花點心力突

破傳統，設計教案，多元翻轉，重新出發。 

當然，筆者深知：透過這樣的翻轉教學及高一的初步學習，能否真正閱讀到

禪思的核心，拓增國語文素養能力，學會批判思考的方法，恐怕不是一時半載可

以看得出來的。當他們將小論文繳交給筆者時，本行動研究論文亦已擲出，故難

以驗證成效如何。不過，從平常快樂的討論，熱烈的辯答，積極的互動，認真製

作海報，邏輯的製作PPT，掌握上臺報告時間，筆者堅信：他們的下意識裡已有

「禪與文學」的智慧型種子，將來再高中國文的閱讀與理解上，在申請大學的口

試上，參加學術研討會，或公司裡的策略討論，基本上已具競爭優勢。 

 

參、結語與應用 

（一）結語 

上下兩學期「禪與文學」課程之行動研究，是「翻轉教室」、「共同學習」與

百齡高中「成就每一位孩子」本位精神之綜合實踐。 

回到「前言」中的諸多疑問，本課程一一突破各種難關，透過計劃性的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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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課程的推進，帶引完全不懂什麼是「禪」的高一生，由生疏而熱絡，由熱絡而

投入，由單向而多元，由差異而圓融，由畏怯而信心，由合作而共得。 

「禪的基本概念」之行動，肯認高一生的理性自覺，相信他們可以用「積極

精進」與「生命向上」精神為判準，去品味古今中外的詩、文、小說等文學作品，

閱讀出文學作品的心行之美、藝術之美、生命之美等內蘊向度，從而增加自己的

生命智慧、創意想像與身心問題之安頓。 

「達摩、虛雲影片賞析與分組報告」之行動，筆者觀察到：同學們有人積極

提出自己的觀點，有人喜歡與眾不同，有人則注意聆聽，有人善於邏輯思維，場

面熱鬧非凡，大家都聚精會神參與討論，「領頭羊」自然而然地產生。 

「2013年國際青年華嚴學者學術論壇論」之行動，同學們知道了撰寫小論文

的基本常識，他們知道尋找學者的學術論文，看到主持人的丰采，欣賞到發表者

的論文，見證到講評者的豐厚學識，體證到發問者的多元思考與發表者的回應。 

「禪籍經典的認識與禪味的賞析」之行動，主要是讓同學們透過禪籍經典的

認識與禪師禪意的賞析，達到深耕閱讀的效用，深入認識禪師們的識心達本、捨

妄歸真、凝住壁觀、功德有無、不立文字、教外別傳、以心傳心等禪思禪意。 

「《大隻佬》影片賞析報告與詩文小說禪味」之行動，主要是讓同學們注意

到禪師們的「精進向上」與「甚深緣起」理論，筆者觀察到：他們已能藉用禪思

禪意，領略古今詩、文、小說之禪味，從而落實在自己小論文之撰寫上。 

「學者禪學論文分組報告」之行動，主要是讓同學們嘗試閱讀學者專家們發

表在期刊上的學術論文，透過在家的自主閱讀、分組學習、網路查尋、信件往返

與論文摘要PPT之製作，間接地學得學者創作論文的邏輯與方法。 

如此緊迫盯人的「禪與文學」，課程尚未完全結束，未來將會有更多的向度

之開展。兩學期下來，他們已證得：原來閱讀經典古文、分組討論、學者論文與

論文發表並不是難事，最難的還是：如何閱讀大量書籍，從中整理一個問題的發

展脈絡，析出異於凡俗的特殊觀點，然後撰成有義有法、有理有序的論文。 

 



 

26 

（二）應用 

「閱讀」是古今中外所有教學的重要核心，「高中國文」尤然。 

世界性的PISA測驗雖非百分之百完美，但作為衡量高中生語文閱讀的素養能

力實具普遍性的應用價值，當今世界各國都如火如荼掀起教改浪潮之際，臺灣實

不宜故步自封，繼續遲疑觀望下去。 

全國高中國文教師，可透過自己的專業能力，改變以往的單向傳授方式，以

「共同學習」與「成就每一位孩子」為精神，開設多元差異的選修課程，不以「考

試領導教學」的魔咒自我綁架，讓未來的教室活潑多元，讓學習回歸學生本身，

在教師的正確引導下，讓多元向度的成就自然顯現，讓學生讀出更深邃的東西，

讓他們在未來的人生旅途上，時時運用活潑的禪機，開展亮麗多姿的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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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禪與文學」達摩影片欣賞與分組報告回饋單 2013/09/11 

 

請自由自在地在□中勾選你的看法 

 

1.透過達摩影片的欣賞、共同討論與分組報告，覺得課程很有趣味性。 

□很滿意     □普通    □沒意見 

 

2.透過達摩影片的欣賞、共同討論與分組報告，覺得可以引起學習動機。 

□很滿意     □普通    □沒意見 

 

3.透過暢所欲言的共同學習與海報製作，覺得知道了共同學習體的概念。 

□很滿意     □普通    □沒意見 

 

4.透過分組討論與分組報告，覺得學到了團結力量大的效用。 

□很滿意     □普通    □沒意見 

 

5.透過分組報告與老師的補充說明，覺得學到了禪師的禪思概念。 

□很滿意     □普通    □沒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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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禪與文學」課程觀摩「2013 年國際青年華嚴學者學術論壇」通知單 2013/11/19 

主旨：為增進學生對本課程的認識與理解，特舉辦「學術研討會」之「觀摩」活

動，透過觀摩與學習，讓學生對「禪與文學」概念有深一層的認識，俾助

於相關概念之觸類旁通，奠定撰寫學術論文之基礎。 

說明： 

1.「禪與文學」課程與高中國文、高中歷史、高中藝術、生命智慧具密切之關係，

凡能對本課程有一定層面之認識者，其於文、史、藝術方面的視野、體會與實

力，必能超越一般高中生。 

2. 「學術研討會」是集合國內、外重要學專家者的思想交流饗宴，觀摩學習他

們的論文發表技巧與論辯過程，對高中求學、大學求學、研究所深造，乃至出

社會的討論活動皆有重大裨益效用。 

3. 華嚴蓮社將於 2013 年 11 月 23(六)日舉辦「2013 年國際青年華嚴學者論壇」學

術研討會，這是千載難逢的學習機會。本校已徵得該所之應允，願意讓本課程

的學生與會。 

附註： 

1.會議時間：2013 年 11 月 23(六)日早上 8：00~12：30 

2.會議地點：華嚴專宗研究所（臺北市濟南路二段四十四號） 

3.集合時間：2013 年 11 月 23(六)日早上 7：45~8：00 

4.集合地點：捷運板南線「忠孝新生站」2 號出口。 

5.集合聯絡人：白濬暉老師：0934017632。 

6.凡參與學術研討會者，平常成績加分，主辦單位贈送《會議論文集》一本及相

關物品。 

 

剪下交回 

－－－－－－－－－－－－－－－－－－－－－－－－－－－－－－－ 

「禪與文學」課程觀摩「2013 年國際青年華嚴學者學術論壇」通知單回條 

 

班級         座號       姓名             （手機                    ） 

 

準時參加□    家長簽名：                 （手機                    ） 

 

不克參加□    家長簽名：                   （手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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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禪與文學」課程「2013 年國際青年華嚴學者學術論壇」觀摩學習單 2013/11/23 

班級：                  座號：          姓名：                 

一、每場學術研討會的主持人，開場前大致要講哪些話？發言時間大概是多久？

學者發表完，主持人還要做什麼事？ 

 

二、學術研討會的發表人，開場前大致要講哪些話？發表時間大概是多久？針對

其他學者的疑問，大概要做怎麼樣的回覆？ 

 

三、四位學者發表的論文，哪一位的內容結構最具學術水準？其學術價值何在？ 

 

四、你比較佩服哪一位講評者的思考邏輯？為什麼呢？ 

 

五、生平第一次參加這樣的學術研討會，覺得收穫多少？ 

 

寫完擲交給白老師 


	壹、前言
	一、「翻轉」義界
	「翻轉」一詞，取於「翻轉教室」（Flipped classroom），是美國科羅拉多州洛磯山林地公園高中（Woodland Park High School）高中Jon Bergmann與Aaron Sams兩位老師提出的教改新點子。0F 翻轉教室，並不是掀翻教室、破壞桌椅或破壞教育機制，而是「學生先回家看教師預先做好的影片或課程內容，而後再到課堂上做討論或做作業」，由於這是傳統課堂教學的翻新，故又稱為「翻轉課堂」。1F
	傳統的教學模式，大多是老師在講臺上進行單向的授課，學生往往是被動地含納不熟悉的知識，回家後又模稜兩可地做作業。這樣，學生常因沒學會課堂中的知識，在缺乏教師指導下又不知如何解決困難，最後乾脆放棄學習向上。師生的關係，有時還因小事而誤解，因誤解而敵對，因敵對而心傷。這種單向式的學習狀態，不但無助於閱讀，遑論語文素養能力的建立與提升？
	美國Salman Khan（1976-今，A.D.，以下略「A.D.」）把翻轉教室的概念發揮至極致，他在網路上創辦「Khan學院」，透過2100部免費教學影片不限時空之隨機點閱、線上測驗與即時回饋，讓學生快樂學習，建構數學信心，快速找到興趣。他確定了教學實效，故呼籲天下教師們都應翻轉教室－讓學生預先在家裡閱讀教材，在有老師監督輔導的課堂裡做功課。2F 廖怡慧（2012）認為，在強調學生自主學習、合作學習，以及學會批判思考的現在，翻轉課堂是一種新的思維與嘗試，值得教師們深思並實踐。3F
	本文所指的「翻轉」，乃藉此概念，將它活用在百齡高中「禪與文學」的本位課程上，希望學生透過自主學習、合作學習，深入閱讀與「禪」、「禪悟」、「禪思」相關的經典史籍、詩文小說或期刊論文，拓增其國語文的認識層面，建構其語文實力，學會批判思考的方法，進而具備撰寫小論文的能力。
	其實，如果局限在小考、段考、學測、指考、補習等「考試領導教學」的模式，臺灣的閱讀教育就難以創新，素養能力就難以提高。
	「考試領導教學」，固是校園教學不得不然的有效方法之一，但也是臺灣閱讀教學一直無法進步的主因。很多人「為考試而教學」、「為考試而讀書」、「由考試分數定成就高低」，於是，考試之外的教學活動、深層閱讀、創意想像、正向理解與身心應用等問題都被唾棄；課本之外的經典史籍被視為阻礙社會進步的老古董；除了分數可以暫獲慰藉外，生命再也找不到亮點與價值！君不見，臺灣青少年，考完基測、學測、指考或畢業後最明顯的變相動作是：丟棄所有課本、參考書、測驗卷，然後大吃、大喝、大玩一番－終身不再拾起書籍！倘若官員與教師如此，家長...
	為了深入了解教學實效或進行教材教法的修正，教師安排適當的考試與評量確實是必要的手段；但小考、段考、學測與指考並非教學的最佳方法，更非生涯發展的最終站，尤其會限制閱讀的層面與內涵。是故，站在「以學習者為中心」的哲理基礎上，本位課程的設計與推動，是一條必然要走的大方向。
	百齡高中是所完全中學，國中部每年13班、高中部每年8班。在「國中大，高中小」的環境下，教綱、師資、課程、行政與計畫之間，受紛至沓來的業務變異、有限人力、拮据經費等因素之影響，常處於進退狼狽的尷尬狀態。儘管如此，本位課程、領先計畫、共同學習、共同備課、差異教學……等十二年國教的基本方向，在吳麗卿校長的領導下，我們還是卯足全勁，積極前進。
	為了推動百齡高中的校本位課程，教務處廖志風主任煞費苦心，特別曉以「大義」，期望筆者能開一門課，為百齡高中的閱讀教學開出新扉頁。筆者平常的工作量，其實已甚為繁重，幾經深思，為了孩子，為了百齡，為了教改，為了臺灣，還是允諾為高一的校本位課程開課。允諾之後，筆者迅即進入深沉的思索：所開課程既要確立百齡高中「成就每一位學生」的校本位特色，又要與其他高中的語文本位課程有別；既要與「閱讀理解」相關，又不能與詩、文、小說脫離太遠；既要不執於傳統教材教法，又須加入現代科技的元素與方法；既須拓展學生的閱讀視野，又要...
	但其實也不怎麼困難，筆者覺得，自己可以藉用博士論文《唐代禪宗懺悔思想研究》的禪思內蘊為哲理基礎，8F 以「成就每一位學生」為基本精神，開設「禪與文學」的課程，讓高一生能透過「禪」、「禪思」、「禪悟」等基本概念的認知與理解，嘗試進行詩、文、小說的「翻轉」閱讀。
	四、詩文小說的翻轉
	高中國文課程裡的詩、文、小說，若繼續依「考試領導教學」的模式進行單向式的填鴨灌輸，學生的閱讀與理解將永遠是「被動的」，對文藝美學的認識亦是「狹隘的」，國語文的素養能力更是「不足的」。
	被動、狹隘、不足的單向式教學，若參與世界性的PISA測驗場合，可能就會出現「見樹不見林」或「見林不見樹」的殘缺窘態；若面對寫作測驗的場合，浮現的往往就是「文不對題」、「胡謅瞎論」、「不知所云」、「應付了事」、「補習文章」……等令人難以招架的怪象。
	以《紅樓夢》、《金瓶梅》、《水滸傳》為例，一般高中國文教師常讓學生在字音、字形、字義、小說人物、情節發展、組織結構、小說理論與評量測驗等拼湊一些概念，這種運作基本上無可厚非，學生確實可以背一背、考一考、猜一猜而在測驗卷上考出一定的成績。但這樣的成績就代表學生讀出《紅樓夢》、《金瓶梅》、《水滸傳》的精神內蘊嗎？學生的語文素養真的就提升了嗎？放在PISA測驗場合、寫作測驗場合，學生會展現什麼樣的成果？或者，在未來的職涯場合上，他們如何產生創新的能量去與人競爭？
	這當然不是簡單的數據可以言其萬一的，但同樣是文學賞析，牟宗三（1909-1999）在1970年的〈水滸世界〉文中卻作這樣的「翻轉」，其云：「《紅樓夢》是『小乘』，《金瓶梅》是『大乘』，《水滸傳》是『禪宗』。」9F
	為什麼《紅樓夢》會是「小乘」？《金瓶梅》會是「大乘」？《水滸傳》會是「禪宗」？單是「小乘」、「大乘」、「禪宗」這三個佛家詞彙，就足夠讓高一生翻轉前九年國民基本教育的文學觀點，明、清的言情小說裡竟然會有「小乘」、「大乘」、「禪宗」存在？若再問「小乘」(「大乘」(「禪宗」（「(」符號表示「迴環交互」）三者間的關係為何？各自與三本小說的關係為何？三者與中國思想、中國文學、中國文學家、中國文化、中國藝術間的交互關係又為何？或以「小乘思想」解析《紅樓夢》，以「大乘思想」解析《金瓶梅》，以禪悟思想解析《水滸傳...
	進一步言，若將之設計成教案，以翻轉閱讀、多元教材、差異評量、自主學習與共同學習等方式進行教學，將會有更具趣味性、文藝性、創造性、哲思性的新問題產生，學生可以做更多元的想像、追索與探究；若結合網路科技、圖書資源與正確的引導，讓學生去弄清楚小乘、大乘、禪宗的相關概念，進而結合我國固有儒道思想、社會背景與文化禮俗，則言情小說裡如萬花筒般的文藝美學、生命境界、生命實踐與生涯理解等，都可以讓學生開出源源不絕的創意！
	三本經典小說如是，古往今來與禪意、禪思相關的詩、文作品，亦復如是！
	一、學生背景與課程簡介
	（一）學生背景
	本課程計三十位高一新生，全是來自北北基的國中畢業生，資質都是中等程度，還包含二位游泳隊及一位拳擊隊。
	三十位之中，101班有9位，103班有6位，104班有4位，105班有2位，106班有3位，107班有3位，108班有3位。男生12位，女生18位。
	上第一節課時，筆者先問大家為何會選「禪與文學」？同學說：「自己根本沒有選這個課程，不知道為什麼進入到這個班來！」換句話說，他們是「被動」進入「禪與文學」這個班級的！再問真正對本課程有興趣的學生，結果只有「三位」舉手！這讓筆者一時踢到鐵板，原來他們都是「被動」進入「禪與文學」的，不但不太清楚校本位課程的選修意義，更談不上什麼選課動機！
	不過，在這個凡事講求ｅ化、iphon化、速成化的科技時代，會對老舊的「禪與文學」課程產生興趣，實在也不敢過度奢望，能夠有三位同學舉手捧場，已算慶幸！加上，本課程原本就是可文可史，可哲可藝，可老可少，可深可淺，可古可今，可影可劇，可書可畫的，可專業可通識，可文可白，……，極具彈性，一點都不受資質高低與選課動機之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