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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計畫動機 

培養中國文學專業知識與學術研究的人才、培養中國文學或華語文教

學的人才、培養文書行政與文化事業的人才與培養宏觀視野與服務社會的

人才，是應中系所教育目標，因此，本課程無不以此為教育目標，盡心盡

力指導學生能了解《史記》的內容體例、指導學生能了解《史記》的寫作

技巧及其價值、指導學生能選讀《史記》本紀、世家、列傳、書、表五體，

及指導學生能辨明司馬遷之史德、史識及史才，從而培養學生之宏識。惟

在授課之餘，亦常常思考是否有更輕鬆、更簡單等方式，如何能夠讓這部

經過長達二千多年洗禮的偉大經典巨著，能夠走入現代人的生活？ 

近來，觀察其他學校的大學生，有的將鹿港的古式建築物融入文創設

計品，打造杯墊、圍裙、手套等日常用品。還有大學生被福興穀倉建築特

色所吸引，尤其是老虎窗很獨特，因此，將福興穀倉 Q版化，印製在杯墊

上，讓年輕人也能藉此認識穀倉。學生設計的文創商品將進行販售，扣除

成本後還捐出做公益，值得大家支持鼓勵。 

為此，乃決定除了以結合影視等跨領域元素教授「史記學」外，並大

膽嚐試以時下流行的文創風，鼓勵學生在學習經典、吸取古人的智慧時，

將經典轉化、創新，設計文創商品。因此，勇於提出此一計畫。 

 

貳、執行內容 （課程設計與執行概念、實施方式、實施進度等訊息） 

一、若本課程非首次申請課程重構計畫，請說明與前不同之處 

本課程為第一次申請。 

 

二、教學目標 （教學理念、教學目標是什麼） 

     經典，是幾千年來聰明才智都推薦的好書，魯迅在《漢文學史綱要》

裡稱讚《史記》是「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鄭樵《通志、總序》：「使

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學者不能舍其書，六經之後，唯有此作」。

《史記》之學廣大精徹，每一字句音義都可能有多種古今註解和看法，本

課程會盡力在眾多不同看法中，找一個合理的解釋供參，期藉由歷史教育

啟發同學的思維，非背誦歷史知識，帶領各位同學: 

1、 重新發現學習歷史的樂趣。 

2、 重新認識學習歷史的價值。 

3、 知曉《史記》之體例與義法。 

4、 明晰太史公撰史之思想。 

5、 賞析《史記》各篇之布局與精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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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鼓勵學生設計獨一無二的文創品。 

三、教學內容 （主要的教學內容） 

(一)課程進度 

《史記》五種體例，各體都別具特色，本學期分別向學生講授各體的

第一篇，例如：本紀第一篇是〈五帝本紀〉、世家第一篇是〈吳太伯世家〉、

列傳第一篇是〈伯夷叔齊列傳〉等，但各篇內容難讀，所以分別需要花三

~四週的時間，此外，還有書、表等，為學生一一進行講解。此外，還邀

請校外雙師到場演講，並備單篇論文提供學生研讀，本學期課程進度安排

如下： 

 

週別 授課內容 

1 《史記》本紀體創作說明 

2 〈五帝本紀〉釋義 

3 〈五帝本紀〉全文賞析與討論 

4 〈五帝本紀〉太史公曰與討論 

5 《史記》世家體創作說明 

6 〈吳太伯世家〉釋義、全文賞析與討論 

7 雙師演講(一) 

8 〈吳太伯世家〉太史公曰與討論 

9 期中考 

10 《史記》列傳體創作說明 

11 雙師演講(二) 

12 〈伯夷列傳〉釋義與賞析 

13 〈伯夷列傳〉太史公曰與討論 

14 分組報告-經典文創 

15 研讀與《史記》有關的論文 

16 分組報告-經典文創 

17 《史記》書、表體介紹及總復習 

18 期末考 

 

藉由以上課程進度與規畫，讓學生認識太史公善盡歷史學 

家的責任，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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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紀體之首-〈五帝本紀〉:推崇堯舜之禪讓。 

表體之首-〈三代世表〉:非一家天下，則崇禪讓。 

書體之首-〈禮書〉:讓者，禮之實也。 

世家體之首-〈吳太伯世家〉:嘉太伯之讓國。 

列傳體之首-〈伯夷列傳〉:嘉伯夷讓國之義，讓國餓死的行為。 

 

(二)跨領域教學 

1、《史記》為一門傳授中國偉大精深經典的專業課程，本課程嚐試結合現

代文創等概念，讓學生透過跨領域的教學設計，檢視教學成效。  

2、在上課中，教師舉出各種文創實例，鼓勵學生以《史記》為題材，設

計文創商品，設計版權為學生個人所有。同學們藉由同儕展現文創的成

果，同時激發個人創作的本能。 

3、老師指導學生，在文創的過程中，把成本列入設計提案的過程，鼓勵

學生以最少的成本，設計最吸睛的作品，讓學生認識經典、享受學習經

典的樂趣。 

 

四、教學活動設計 （如何達到教學目標的教學活動設計） 

為達到教學目標，有關課程的教學活動設計分述如下： 

1、 傳統授課：每週上課，由老師講授史記學。 

2、 雙師教學：本次課程邀請二位校外教授，到課堂上為學生進行演講。 

3、角色交換：老師與學生角色交換，讓學生當老師，由學生練習寫出期 

中、期末考試題，學生題目如可具有程度、內涵、價值，

則可做為期中、期末考試的題目，提昇學生研習《史記》

興趣。 

4、影片教學：在授課過程中，輔以史記有關的影片資料等，加深學生對 

《史記》經典所敘的內容與印象，提昇學習效果。 

5、結合文創：鼓勵學生設計文創商品。鼓勵學生上台，與同學分享文創 

作品、創作過程甘苦談，藉此了解時代流行的趨勢與文創風 

潮。 

6、上台分享：把麥克風交給學生，鼓勵學生上台分享文創過程和學習經 

典心得，藉此訓練學生的台風、口語。 

7、練習點書：點書，就是在經典的原文上，進行句逗標點。本學期請學 

生完成〈五帝本紀〉、〈吳太伯世家〉、〈伯夷列傳〉點

書工作，期能增進學生閱讀斷句的能力。 

8、定期考試：透過期中、期末考，檢視學生學習成果。 

9、moodle 教學：老師在 moodle上 PO題，請學生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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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教學評量 （如何評量教學目標達到與否） 

本課程的教學評量計有: 

(一) 出缺席狀況 

(二) 閱讀 modle上的小論文 

(三) 隨堂測驗 

(四) 期中、期未考 

(五) 口頭報告 

(六) 課堂參與 

(七) 線上參與 

(八) 心得報告 

(九) 點書 

 

參、計畫成果 

一、摘述辦理情形 

(一)本項課程除依據原始送件時，所提出的課程設計與執行概念、實施方

式、實施進度、教學活動設計、教學評量外，同時兼顧實施過程中，

依據學生的學習進行修訂，此外，課程進行的過程中，新增邀請二位

雙師到校為學生進行演講。 

(二)本課程雖然首次實施，且才短短一個學期，但學生期末問卷反應結果

甚佳。此次課程的執行過程，有達到課程重構的目的。 

 

二、課程實驗成果 

 (一)首先，本課程打破傳統的教學教法，首次結合文創的理念，實為本課

程的一大挑戰。但從學生的上台報告，分享創作的過程，勇於展現他

們的作品，每每吸引台下同學驚叫，本課程結合文創，學生樂於分享，

聽講者笑聲滿懷，課堂上的學習氣氛十分活絡。 

 (二)其次，從教資中心統計之期末教師回饋問卷結果顯示，同學們認為，

除了學習經典的收獲外，同學們對於文創報告，紛紛覺得獲益良多。 

 

三、執行成效評估 （學生學習成效為何，請提出具體佐證） 

為了解本次執行成效評估，乃特於 moodle 開闢討論區，由學生自行

填寫學習成效，截錄部分同學的原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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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侯*辰同學 

在史記課中覺得學習到很多思考上的撞擊，不是只是單單把

史記故事讀進去，透過文創作業我們開始學會思考將傳統與現代

文創商品做結合與創新，不再只是侷限在古人的故事就是這麼無

聊，用另一種的方式去了解史記中每個成語的故事，其實若不是

史記課，我想我應該從來不會自己去使用 ibon機台印明信片，雖

然只是簡單的幾個步驟，但卻讓我體現現代生活的便利性，也讓

我有衝動做更多明信片來撰寫我的生活，當然也因為在創作文創

商品的過程中，不只是從設計到構思到成本，遇到種種的困難也

會讓我在之後的生活中，若看到文創商品與創作者會更尊敬他

們，很謝謝老師在這一年讓我對於史記改觀，不再只是無聊的古

書，而是能用更多方式去了解的課題。 

(二) 蔡*紋同學 

                上完史記，對於太史公的思想更加了解，除了是繼承父親的遺

願之外，還有傳承究天人之際的理想。五帝本紀、吳太伯世家、伯

夷列傳都隱含了太史公的寓意，有德之人才能成為我們今後學習的

對象，也從歷史中看錯誤，督促自己不重蹈覆轍。文創作業是一個

很有趣的作業，可以讓每個同學展現創意，也能在課堂上看見大家

的創造力，謝謝老師給我們機會實作，使史記課有不一樣的上課方

式。 

          (三)謝*珊同學 

                本來以為史記課就是要大量閱讀許多篇章來了解史記的內容

及特色，經過老師上課的說明後，我才發現讀書不能永遠只依賴課

堂教材及上課講義、範圍，而是要自動自發，課堂上專心聽講，課

後自行閱讀老師提供的論文資料、相關補充，才能有效又全面地了

解史記。這學期上了本紀、世家、列傳三大類別的首篇，除了了解

基本的歷史內容與文字藝術之外，重要的是我學習到了司馬遷挑選

每個類別首篇的依據及原因為何，藉此了解史記對歷史人物著重的

觀點，以及這三篇的意義、價值是什麼，再搭配課堂上對於太史公

曰的講解，漸漸地了解司馬遷的價值觀與撰寫史記時的態度和精

神，我想能夠明白司馬遷撰寫史記的依據及內容意義，比廣泛閱讀

篇章卻不知所云，來得更有收穫吧！ 

(四)謝*琛同學 

當初對史記的瞭解還只停留在記言記事的史書，藉以抒發他的情

志或是暗諷對現實生活的不滿。不過在這一年裡，我瞭解了司馬遷的

生平經歷與撰寫《史記》背後的動機等，還介紹了書裡著名的篇章，

例如：〈項羽本紀〉、〈五帝本紀〉、〈吳太伯世家〉、〈伯夷列傳〉，

http://moodle-24.mcu.edu.tw/mod/resource/view.php?id=105883
http://moodle-24.mcu.edu.tw/mod/resource/view.php?id=1058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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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從中知道每篇的寫作動機、主旨以及太史公曰背後的意義為何。而

這學期所讓我們製作與史記相關的文創產品，我覺得是個「學以致用」

的成果展示方式。將我們於書本裡所習得的文辭佳句、名篇段落等，

結合自身的巧思或與他人激盪出創意的火花，創造出獨一無二的作

品，並直接應用在日常生活中，同時也讓我們一窺往後的就業市場的

流行趨勢。 

(五)李＊同學 

這學期的史記學，讓我更加地去認識到司馬遷為什麼要著史記，對

於史記中各個體例的第一篇，它們的排序有另一種了解。史記學+文創，

這也是我們可以發展學習的另一項課程。從無到有的去策畫、製作文創

小物很特別，對於未來也許會很實用。 

        (六)徐*鈞同學 

原本對史記課以為是很呆板無趣，但是老師教的很有趣，不僅把史

記中的人物講得活靈活現，且還有教我們史記用運到生活中，創作關於

史記的文創商品，我覺得這是很好的課程安排。 

             

學生們在 moodle 的回應很多，但因受限版面，無法一一贅述。透過

以上部分學生自己提出具體佐證，說明本次教學成效，除了未影響原本的

授課內容，而結合文創教學，讓學生獲得更多的學習效果。 

 

四、差異分析  

 (一)原課程計畫比照系上傳統的教學授課方式：依每週進度，分別在課堂

進行講解；但執行【課程重構計畫】需要針對「教學內容」和「課程

成果」等重新進行設計與思考，為此，產生結合文創的新想法。 

(二) 執行【課程重構計畫】新增結合文創的想法，教師引領學生進入文創

的概念，在學生腦力激發的創作過程中，並建議學生學習成本計算等

觀念。使學生修習本課程，不僅在課堂學習《史記》文本，並且還能

學習經濟、企管、採買、設計等跨領域的專業課程，以上係乃修習本

門課程的附加價值，【課程重構計畫】讓學生學習加倍，收穫加倍。 

 

五、課程反思（本課程實驗可以分享給全校其他教師的教學發現和重要經驗） 

(一) 傾聽學生想法 

本課程一開始，即先請學生提出他們的期望和建言，

並透過教師中心的期中考前教學反應問卷，傾聽與瞭解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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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希望可以看些與史記相關的影片幫助記憶」、「希望能

多學習史記裡的故事與古人的智慧。」、「這次分組採取少

人制真的覺得比較妥當，因為小組成員多的話，細部的分

工反而無法妥善分配，較會有人心存僥倖的心態」等不同

想法，調整課程設計，期能在計劃完成課程目標與滿足學

生的需求中，尋找教師的「教學供給」與學生的「學習需

求」的平衡點。 

 

 

(二) 翻轉教學 

讓學生學習老師，請學生從授課內容找重點，並練習

寫出期中、期末考試題目。學生透過抓題過程，找到讀書

是一件很快樂的樂趣。 

(三) 結合文創 

本課程鼓勵學生設計文創商品，並鼓勵學生上台，與

同學分享文創作品、創作過程甘苦談，藉此了解時代流行

的趨勢與文創風潮。由於教法打破史記的授課傳統，一開

始，學生們以為這是一件很難的作業，待學生們一一上台

分享文創過程，他們才發現可兼得學習經典、並藉此激發

學生的創造力，及訓練學生的台風、口語，收穫很多。 

 

六、後續調整規劃 

1、感謝教資中心提供課程重構計畫，讓老師們能有機會，勇於嚐試打破傳

統，挑戰有別於傳統的教學課程。而本課程，最後經由教資中心提供

學生問卷的結果，顯示學生們對於課程的課程設計與執行概念、實施

方式、實施進度、教學活動設計、教學評量都非常喜愛。 

2、後續將於 106 學年度上學期，針對本課程的教學內容再加深、加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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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若能再度參與課程重構計畫時，預計以源自《史記》中的成語故

事，做為精進的方向。 

 

肆、建議與改進 

1、課程重構計畫立意甚佳，實施對象，建議不要侷限於大三以上的學生，

廣納授課對象普及大一、大二學生的課程，廣納更多的學生參加。並鼓

勵其他不同新課程，加入課程重構計畫之列。 

2、建議計畫實施時間，同一門課程能夠持續至少跨越二個學年度，俾利計

畫進行「差異分析」，否則僅參與一個學期，尚難比較。 

3、成立「課程重構計畫顧問團」，邀請參與本計畫的資深教師，輔導、協

助計畫新成員。 

 

伍、 補充說明 

一、本次課程重構的課程照片 

(一)學生展現文創作品: 文創報告，成為同學們非常期待的課程之一。 

 

 

圖說：修課同學與文創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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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說：修課同學展現自行設計的文創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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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說：修課同學的文創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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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說：報告同學以《史記》人物作文創，喜感十足。 

 

圖說：台上報告同學，和台下聆聽的同學熱情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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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說：文創報告過程中，台下同學，對於文創作品，常有驚喜。 

 

圖說：文創報告過程中，台下同學，舉手回應，反應熱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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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習計算成本 

同學在文創過程中，練習計算成本，學習以最小的金錢，創造最大的成果。 

例如: 

自製 臥薪嘗膽鑰匙圈 一個 30 元 

 

 

成本計算 

印製兩份 36元，剪裁 5元，一張 5 元 

還有三年的大學情誼 

 

 

 

 

 

 

二、其它相關資料 

(一)雙師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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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莊雅洲教授(國家文學博士) 

莊教授和同學分享歌詠《史記》的詩歌，解釋史記中的人物人格特質和成敗原因。 

 

 

 

圖 1：業師講解詠史詩  圖 2：業師講解詠史詩 

 

 

 

圖 3：業師回答同學提問  圖 4：業師回答同學提問 

 

 

 

圖 5：業師講解詠史詩  圖 6：業師講解詠史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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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嚴定暹(復興擴播電台幸福人生節目國學講座主持人) 

本次演講活動中，嚴教授藉由史記的故事啟發同學思考，從中學習到史記的

人文價值；並將故事內容、人物等，和時事連結，讓史料不會顯得艱澀生硬，同

學們也對史記有不同理解和延伸想法。 

 

 

 

圖 1：業師與系主任合照   圖 2：業師講解史記 

 

 

 

圖 3：業師講解史記  圖 4：業師講解史記 

 

 

 

圖 5：業師講解史記  圖 6：業師講解史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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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生聽講心得 

1、吳＊蒨同學認為： 

這場雙師的演講讓我學習到以下二大重點: 

一、「詠史詩」的特點 

  莊教授說明詠史詩有 4個特點，分別為取材於歷史，著眼於現實，重

視寫作技巧以及以議論為主，詠史詩必須忠於歷史，不能違背歷史，但可

以加入一些自己的想像，而稗官野史也可以做為題材，另外，詠史詩不能

只是單純敘述，要有自己的論點在內，例如同樣是寫項羽的詠史詩，但王

安石以及杜牧就有兩種不同的觀點。 

 二、鴻門宴中重要的人物形象 

（一）項羽 

  特質為飛揚跋扈、目中無人、重感情，少城府（沒有長遠的抱負）、

剛愎自用，不善用人（認為身邊的人都不如他）、殘暴不仁以及缺乏恆心

以及毅力。從項羽的特點中，可以反觀自己的個性以及做人處事的態度，

是否有不恰當的地方，可以藉由項羽的一生來警惕自己，我想這也是司馬

遷寫史記的目的吧！ 

（二）劉邦 

  特質為擅權謀、隨機應變、能屈能伸、知人善任、多疑慮以及殺功臣

等特質，我認為在現代多變的社會中，「隨機應變，能屈能伸」是首要擁

有的特質，才能在這複雜的世界中生存，而殺功臣則顯示劉邦可以共患

難，但是無法同享樂的特質，則反觀現代，也是有人如此，因此要如何安

然無恙在社會中打滾，也是我們必須深思的事。 

（三）范增 

  擁有深謀遠慮、機智、騎狂浮躁、心胸狹窄等特質，范增是一個好的

人才，但他唯一的缺點就是沒有想到許多事情中的細節。 

 （四）張良 

    他的從容鎮靜，顧全大局，讓後人對他讚賞有加，用義氣說服項伯，

在鴻門宴之前沙盤推演一番，再加上他最後不邀功的個性，讓他一生平

安，是所有人物中最值得後世人學習的。 

  莊教授的演講充實，內容豐富，而且解說的極為清楚，面對學生提問

時，也用親切的態度來回應學生，這場雙師真的讓我收穫很多! 

 

 

2、夏*芬同學表示： 

詠史詩表達作者的見解以及對此興發感觸。以歷史為材料，以詩為形

式，歌詠歷史或人物。 

鴻門宴是非常有名且致關鍵的一場盛宴，扭轉楚漢的形勢。人物性格

描寫的生動立體，躍然紙上。 

從講者介紹的詠史詩中，對於項羽的成敗因素持有不同的意見。杜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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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他可以東山再起，為何這麼快就自刎呢？王安石認為項羽失敗是必然

的，因為鴻門宴是重要的轉捩點，錯過那個時機點，歷史上就注定要失敗。

其他作家提到的人物有張良、韓信、蕭何、范增等人，或多或少加入作者

的評論，著眼於現實，批評時政與社會實況，抒發心中之氣。 

功臣與功狗雖是一字之差，但表現出為政的智慧。張良是功臣，因為

他明哲保身，謙退，處在臣子應該有的位置，他看清劉邦的本質，為民服

務又不惹來殺身之禍。韓信是功狗，因為他最終為劉邦所忌，雖是開國忠

臣，最終難逃一死。劉邦殺功臣，由此可知，他是可以共患難而不能同甘

苦，很多後代帝王的人格特質都可以看出此種特點。 

詠史詩歌詠鴻門宴一事，個性分明、栩栩如生，以不虛美、不隱惡的

實錄觀點，側面烘托，樹立典範。 

不只詠史詩呈現出各個人物的風貌，亦影響後代文學的創作。我喜歡

閱讀，閱讀不少關於歷史或架空、想像的時空之故事。某些小說中的帝王

是縝密、多疑、狡詐，怕大臣、將軍功高震主，所以架空他們的權勢或判

個罪名，以鞏固他的江山地位。功成身退的人士通常洞明先機，明哲保身。 

這些文學作品多多少少能和詠史詩中的人物、作家的情感產生共鳴，

歷史不只是借鏡，也是體會作者的思想、觀點與情感，讓閱讀的人自有一

番體悟。 

 

3、陳*雅同學說： 

聽完這週嚴教授的演講，我覺得她除了以非常多史料來加強我們的學

習外，還傳達了我們做人處事的道理，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嚴教授引用了牛

頓的名言：「如果說我看得比別人更遠，那是因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嚴教授再進而告訴我們，如果現在的我們，能清楚的了解歷史的軌跡與脈

絡，那可以說是因為我們站在史記的肩膀上，因為前人替我們鋪路，所以

才能讓我們對歷史了解更透徹，從歷史中，我們能避免過往的錯誤，記取

教訓，讓未來避免重蹈覆轍。我覺得不管是任何史料，都是幫助我們更了

解過往，甚至是攸關先亡的事蹟，雖然未必所有史料都具有絕對準確，也

很難有一本史料是完全正確，所以在讀史料的同時，應該也要具備辨別的

能力，我認為這對我們來說，是很重要的。 

在演講結束之後，嚴教授也提到了韓信的胯下之辱，所以做人必須具有識

時務者為俊傑的宏亮，有時候退一步，其實未必是輸家，能伸能屈也許才

是贏家。 

在這次嚴老師的演講中，我覺得收穫不少，除了獲得更多史記的知識，還

從故事中體會到不同的人生道理，嚴教授以很多歷史故事來為我們演講，

這使我覺得這次的演講非常的有趣，顛覆我以往對雙師的印象，尤其是要

把如此生硬的史料，帶進生活中以及用有趣方式，實在不容易，希望有機

會能再聽到這麼特別的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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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謝*珊同學指出： 

與上一星期的外師講課不同，上周莊老師偏重文學理論的講解，而這

週的嚴老師則是講解了史記的重要性、人文價值，以及一些史記教會我們

的道理，課程內容多樣化，處處皆是史記的紅塵金規則。 

從三國演義的開卷語「青山依舊在，幾度夕陽紅？」為開端，告訴了

我們史記的時代意義以及現世觀，也就是人情。史記的現世關可以五個字

概括，那就是「形勢比人強」，在孫子兵法裡曾提到「勇怯、勢也；強弱、

形也」由此可之形勢的重要，嚴老師也舉了史記裡非常多的例子來說明這

個道理，例如韓信、劉邦，還有太史公「負下未易居，下流多謗議」的遭

遇；也舉了史記以外的例子，例如甄嬛傳裡常見的後宮爭鬥，正所謂「女

無美惡，居宮見嫉；士無賢不肖，入朝見疑。」這些都反應出形勢對於人

的影響有多大，從古至今，處處可見。 

而後，嚴老師也講了些關於劉邦及韓信的故事。特別讓我印象深刻的

是老師提到史記將劉邦的形象寫得非常生動，例如明明項羽是故意想激怒

劉邦，但劉邦卻「笑」答，從劉邦怒及反笑的反應可看出劉邦不是一般人，

這個人城府極深，難怪項羽鬥不過他，讓我覺得這點很有趣，也是我之前

沒有注意到的一點。 

嚴老師講課生動，除了告訴我們史記道理以及故事之外，也會丟問題

讓我們思考，例如漢武帝立子去母的行為究竟是對是錯？這些都是我們平

常不曾想過的問題，卻都值得深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