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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歷史與人物」課程設計與實踐
陳艷紅
中央警察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教授
摘要：筆者於本校首次開設通識課程-「中日歷史與人物」，在建構課程綱
要的過程當中，思索符合本校通識課程之諸多要素。本文即從訂定教學目
標，教科書選定，課程安排，規畫修訂等之教學實務，結合學術之研究成
果。
如將本文的鋪陳順序給與序號並區分其角色與功能，則可以用以下方
式敘述。本課程「中日歷史與人物」的(1)教科書『天朝向左世界向右』選
定，(2)制定教學計畫，(3)每次授課前的「教學檔案」製作，(4)第一節課的
問卷調查到(5)期末考題設計，是屬於教師主導課程進度的硬體規劃。其中
(3)「教學檔案」與(4)問卷調查、(5)期末考題設計，都內含教師欲與選修者
對話的要素。繼而，(4)問卷填寫與(6)答題則是選修者的既有認知與學習成
果。
平心而論，選修者的答題內容才是這篇文章的最大動力。青年學子透
過答題，再一次陳述自己尚待建立的是非價值觀。他們在剖心掏肺的敘述
中，身為教師者印證了考題設計的假設。而透過比較較研究的啟發，潛移
默化的結果，學子本身應或多或少在價值體系的建立上堆壘了數塊磚石。
關鍵詞：歷史人物、以古鑑今、資訊利用、教材教法
綱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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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中日歷史與人物」課程設計
參、「中日歷史與人物」授課實務
肆、考題設計與功能
伍、結論

壹、前言
筆者於本校首次開設大一選修通識課程-「中日歷史與人物」，開課之初，如何在通
識教育的核心基礎上建構課程綱要，便是擔任這門課的重要課題。近年來，無論在學術
研討會現場的腦力激盪，或是學者專家的專書論述，大學教育體系的政策規劃，幾乎都
集中於「培養大學生全人性格」的主軸上。借用清華大學王俊秀教授的話語「既然是大
學，就要大大地學」「台灣不缺國民，缺的是公民。我們不是要培養第一名的學生，而
是要培養『人』，人才能變公民，接著才是士農工商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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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本校有別於一般綜合性大學，畢業學子必需擔負國家任務與使命，學子在大學
中所修習的專業學識與技術，是未來職場上任務執行與的顯在能力；而其與生俱來的本
質與大學通識教育的薰陶，則堪稱為使命發揮的潛在能力。
選修「中日歷史與人物」這門通識課程的學生以大一新生為主，大一新生剛從高中
嚴格的升學競爭中脫穎而出，他們對大學有所憧憬，尤其進入警察大學，一定有別於綜
合大學的新鮮人，有著更多的時空背景因素。警大新鮮人一定對自己有相當的期許，同
樣的，對自己有選修權利的通識課程一樣寄予厚望。如何發揮教育計畫之一份子的積極
功能，以回應警大新鮮人的求知期待，正是擔任這門課教師的職責。

貳、「中日歷史與人物」課程設計
筆者秉持警大通識課程的宗旨是「異文化理解與警察幹部養成教育的交集」，因此
「中日歷史與人物」之課程設計的主要考量是，透過不同角度，探討中日人物的歷史評
價，培養學習者人文關懷能力、社會科學能力與語言涵養能力等多項教學指標。

一、教科書選定-「中日歷史與人物」與『天朝向左世界向右』
「中日歷史與人物」是講授涉及中國與日本兩國在歷史長河中之所有人物的通識課
程，
『天朝向左世界向右』(三民書局出版)是中國現代歷史學者王龍以比較史學的方法將
「中」「外」人物中，「同中有異」「異中有同」的人生際遇放在平台上論述的現代出版
品。如將這兩者的交集定位，那就是書中對於影響中日近代史發展的幾位關鍵人物的批
判。
作者自評，本書的性質並非「一本正襟危坐，板起面孔講學術的長篇大論，也非故
做玄思的高頭講章……它只是一位大陸青年寫給你們關於這個古老家庭並不久遠的歷
史家書。2」警大新鮮人是一群剛脫離嚴格升學競爭，脫穎而出的優秀學子，筆者以如此
「沒有史書記載之枯燥無味，卻有史書真相之鮮明對比」之教科書回應大一新生對大學
生活的期待。
作者也陳述本書寫作的心路歷程「我想抄一條更崎嶇艱險的小路接近歷史的真相。
無論是帝王將相還是末路英雄，無論是世界文豪還是一代梟雄，我都不想把他們抬高到
雲中的仙臺焚香膜拜，也不打算將之丟棄在歷史的暗角任唾沫掩埋。我只想搬來一面面
『西洋人物鏡』
，對影響近代中國的歷史人物逐個進行對照梳理，透過他們的酸甜苦辣，
探討毀譽成敗﹔通過他們的人生際遇，重現國運縮影。因為任何一種文化形態都可以分
析……都有其精神和糟粕。3」「我不是以看客的獵奇心態，去展示民族的膿瘡，而是真
切地懷著『位卑未敢忘憂國』的心情，從近代中西方南轅北轍的發展之路背後，去擠一
擠中華傳統文化和國民性格中的『毒素』，以期引起『療救的注意』4」
本書有「迷途的帝國-康熙大帝和彼得大帝的治國差距」「大臣與首相之間的距離李鴻章與伊藤博文的人生悲喜劇」
「兩個女人的滄桑時代-慈禧太后哪點不如維多利亞女
王」「毀譽難分的悲劇英雄-洪秀全與西鄉隆盛的榮辱悲歌」「誰才是睜眼看世界的人-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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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徐為何沒有渡邊華山看得遠」
「鬼使與神差的命運博弈-從郭嵩濤和陸奧宗光看弱國與
強國的外交」「光緒皇帝向左，明治天皇向右-近代中日變革的關鍵時刻」「筆桿子對決康有為與福澤諭吉的啟蒙之路」「千古文豪誰堪憐-曹雪芹和莎士比亞的同途異運」「兩
位國父的命運-孫中山為何做不成中國華盛頓」等計十章，茲選取其中符合「中日歷史
與人物」課程之四章編寫授課內容，其餘則可做為選修者之課外讀物，此亦堪稱本教科
書的另一項功能。

二、授課主題與內容
茲將以『天朝向左世界向右』為主要教材之「中日歷史與人物」通識課程的授課主
題與內容列表如下。
主題
課程介紹

內容
一學期教學計畫

大臣與首相之間的距離千秋萬歲名，寂寞身後事。出身不同，背道而馳。
李鴻章與伊藤博文的人生悲喜劇
世界舞台上的外交表演，漂亮的拳賽與致命的拳術。
桔生淮北則為枳，天道無常，誰人可變？
毀譽難分的悲劇英雄-洪秀全與西 兩個末路英雄，不同死亡結局。叛亂逆賊蓋過了農民
鄉隆盛的榮辱悲歌

領袖。
誰才是真正的英雄？洪秀全少了哪根骨頭？
叛徒們的下場為何不同

期中考
筆桿子對決-康有為與福澤諭吉的 歷史大幕蒼涼落下。中日知識份子的不同人格結構
啟蒙之路
文人與官場永遠糾結不清的難題。成也儒家，敗也儒
家。
徘徊在中西之間。
光緒皇帝向左，明治天皇向右-近 羊奶馴化與狼奶哺育。中體西用與和魂洋才
代中日變革的關鍵時刻
天朝殘局與大和雄風。落日輝煌與島國焦慮
內外交困與天賜良機
教學光碟

孫立人傳

教學光碟

孫立人傳

期末考

參、「中日歷史與人物」授課實務
一、教學檔案
本課程的授課方式採課堂口授與隨機討論，首先由選修者依序輪讀教科書內容，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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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則依該內容與備好的投影片加以解說。例如配合第一單元「大臣與首相之間的距離李
鴻章與伊藤博文的人生悲喜劇」，製作一套與教科書內容相呼應的教學投影片，茲將投
影片內容大要敘述如下。
1 李鴻章與伊藤博文的基本資料

2 中日天津條約的內容

3 有關《走向共和》的劇情

4 馬關條約主要內容(文)

5 馬關條約的簽約地之(圖文)

6 日本明治維新(文)

7 黑船來航(圖文)

8 李鴻章在德國期間與俾斯麥合影
1896.06.13(圖)

9 清代康雍乾道四帝與慈禧(圖文)

10 伊藤博文(圖文)

11 一生風流狎妓的憲法大師─明治憲 12 鹿鳴館(圖文)
法之父-伊藤博文(文)
13 桔與枳(圖文)

14 安重根 (圖文)

15《菊花與劍》(圖文)

16 黃遵憲(圖文)

17 鐮倉幕府(圖文)

18 岩倉使節團(圖文)

19 吉田松陰(圖文)

20 維新三傑(圖文)

21 張之洞(圖文)
以上投影片是筆者依照教科書內容，透過網路資訊、自備資料製作而成，它與教科
書具有相輔相成的加乘效果。於是(1)選修者依序輪讀，隨時警覺被叫到閱讀而保持聚精
會神狀態。(2)教師講述相關內容之背景資料，補強教科書及選修者已知的知識與常識。
(3)以課堂上醞釀出的延伸思維，做為下週討論的題目，選修者得做好功課。如此授課方
式有事先規劃者，有隨機調整者，更有的是課堂上腦力激盪的火花，都是建構本課程的
重要元素。

二、問卷
為要盡早與選修同學建立起互動平台，於學期開始上課第一天，製作一份問卷，問
卷內容如下。
2012.09.03 「中日歷史與人物」問卷
角色

學號

人名

姓名

理由

最欣賞的人物
最想學習的人物
最有爭議的人物
希望自己成為何種人物
在不限古今中外，不計自然人或創作角色的情況下，讓選修者於第一時間內，自由
表達其成長過程中的自我反思，寫出這四種角色的名字並簡述理由。結果獲得有效問卷
17 份，有關四種角色的統計如下。
角色

人名

最欣賞的人物

岳飛 3 東鄉平八郎 海瑞 于謙 上杉謙信 魯智深
項羽 織田信長 2 韓信 曹操 孫正義 張騫 孔子 孫中山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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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想學習的人物

紀明 石原莞爾 黃崑巖 張居正 織田信長 馬偕醫生 曹
操 蘇東坡 諸葛亮 4 蔣渭水 張良 證嚴法師 愛迪生 孔
子

最有爭議的人物

秦始皇 山本五十六 曹操 6 李成梁 明智光秀 朱元璋 司
馬遷 劉備 劉禪 毛澤東 廖添丁 張學良

希望自己成為何種人物

李白 岡村寧次 有德的警察 文天祥 岳飛 1+2
陶淵明 雍正帝 源氏 包拯 郭靖 2 管仲 陳素菊 能助人之
人 妖精尾巴之一員

問卷分析：從人性角度來看，問卷中的四種人物可區分為兩類，那就是將「最欣賞
的人物」「最想學習的人物」與「希望自己成為何種人物」統括成一項，與自成一項的
「最有爭議的人物」形成對比項。由上述人物的呈現方式，筆者可以讀出幾個訊息。其
一、台灣人的教育體系所認知的價值判斷已如實地反映在選修者心目中，尤其出現頻率
的高低更顯示該人物在青年心靈上烙印的深淺。其二、當代人物如「黃崑巖」
、
「陳素菊」
與創作角色如「郭靖」、「妖精尾巴之一員」，可見青年的知識與常識不再限於學校教科
書制式的灌輸，課外閱讀與媒體訊息提供了更多元的選項。
十八九歲的大學新鮮人寫出心目中所欣賞與學習人物的「有為者亦若是」的豪情，
也寫出對爭議人物之歷史定位的存疑。年輕人是非善惡概念的建立源自家庭、學校、社
會，如今他們要在警大的求學生活中，繼續建構人生更明確的是非判斷力的同時，形塑
更具人性光輝的情理法觀念。

肆、考題設計與功能
一、考題設計
筆者認為，課堂上的授課是全面性與常態性的互動，考試則是教師與每一個選修者
一對一剖心掏肺的對談。因為考題設計方向，可以引導選修者內心深處的是非判斷與對
真善美的抉擇。思索考題之大方向，自然是與本學期授課相關的內容。而在不偏離大方
向的原則下，既符合通識教育的宗旨，又能與選修者有真誠的互動，且可從中發掘其真
性情的考題，正是授課教師的重要職責。茲以期末考題，分析選修者的試卷內容。
考題一、洪秀全與西鄉隆盛都出身寒微卻胸懷大志，以雷霆萬鈞之手段開創震古鑠今
之偉業﹔他們掀起驚天狂潮，幾乎倒轉乾坤，卻又都在輝煌的巔峰忽如大廈之傾，功
敗垂成，結束一生。假設現在自己是洪與西鄉的後人，請問如何評斷先人的事蹟。
考題二、孫立人的一生被譽為常勝軍的悲劇故事，透過機密檔案的公開，吾人得以了
解半世紀歷史的部分真相。故舊的憶往充滿感性，家人的追念盡是不捨，學者的研究
呈現理性，試從這三個層面建構一個自己認同的孫立人形象。
相對於上述問卷人物的多元，個人對相關人物的描述內容難以統整，考題人物聚焦
在「洪秀全」與「西鄉隆盛」與「孫立人」三人，則可從中洞察年輕學子對特定人物的
看法。尤其「考題一」是個假設性的問題，雖說歷史事實不容假設，但是基於本課程選
用相對廣泛的教材，搭配多種媒體資料，是以授課的氛圍多一份感性，更有相對彈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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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維空間。畢竟假設自己是 XXX 的後人，光是將古人與自己拉到同一個平台，就足以
產生無限的想像空間。想像力就是聯想力的延伸，是青年學子建構價值理念的過程不可
或缺的要素。
若從青年學子現階段的價值判斷來看，這三個人物都具有某種程度的「非正面價
值」。「洪秀全」在教科書中的敘述已然定位在負面的一方，「西鄉隆盛」雖是正面評價
的對象，但其「日本」與「武士道」這兩種原罪，顯然跟青年學子在制式學習所認知的
邏輯體系有所衝突。「孫立人」的形象建構，無異是在寫歷史。也因此，青年學子的答
題堪稱為極具意義的原始資料，以下依考題順序節錄部分選修者的答題。

二、答題範例
A 答題
考題一：若我是洪的後代，大有可能忽略其後期一些逆天悖道的行為，雖知道這是錯
的，但會將矛頭指向清朝政府，為何對洪秀全的後代趕盡殺絕？並指控清朝政府如此
苛刻且冷血，所以才逼得人民苦不堪言，逼得祖先會帶頭反叛，以此來合理化洪秀全
的負面形象，並會提出孫中山的論調、西方馬克思的讚揚及西方國家按兵不動的情形，
來闡明洪秀全是好的。而後來的倒行逆施則是環境所逼，身不由己。
若我是西鄉的後代，日本的民族性已給了祖先相當的公道。我會含蓄地將西鄉的中心
思想撇除私利，忠心為國的武士道精神傳承即可。以我的興趣，該會為祖先曾到台灣，
並有可能留下一子的風流韻事加以想像添加。畢竟大致形象已得社會認同，實在無需
多加著墨。
考題二：綜觀三層面，套用「我」的理念。
「我」可以很大，也可以很小。小到只注意
到自己的喜怒哀樂，大到可以傳承意志。大我是一顆顆種子撒播在別人心裡。孫立人
雖然身死，但我們能從他的故舊、家人、子弟兵看到他的靈魂依然活著因為孫立人在
世時，是努力活著，才能影響後人。若人活得輕如鴻毛，若人只活在小小的我中怨天
尤人，死時，連水也不會起漣漪。文人靈魂活在文字，武人靈魂活在精神，每人皆有
每人的去處，端看如何闡揚「我」。
B 答題
考題一：雖然中國人孝道理念不可批評自己的祖先，但站在客觀的一面，我必需說你
真的很可惜。你出身寒微卻胸懷大志，可是你無知，有勇無謀，又敗在「貪」這個字
上，導致你的人生大海嘯般迅速崛起又很快地落下，留下的只有一灘死水。如果你沒
有那麼無知，你就會知道，沒有糧草的時候就要自己去種，而不是祈求耶穌救你，最
後淪到自己吃「甘露」的窘境。你打著「天下太平，共享安樂」叛亂，卻沒有落實，
只給自己最好的物質享受，最好的後宮美色，這樣你的「安樂」真的有跟人民「共享」
嗎？只要你念頭一轉，說不定現在的中國都還是我們洪家的天下呢！
比起同一時代與您一樣，在中國叛亂的洪秀全，雖然你們兩個都是失敗收場，但我覺
得您與他有著天壤之別。首先您十分堅持自己的理想，會走上反抗一途，是情非得已。
您基於要保護學生與被政府背信的武士才出征。爭戰之中，不忘蒼生百姓。因此，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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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最後失敗了，卻擁有無數人的追思與君王的追封。如此境遇堪稱人類史上創舉。身
為後輩的我，當效法先人之言行，不辱先人高節。
考題二：孫立人因為太愛國了，不忍見國民黨的腐敗，仗義執言，以致得罪當權者，
作家柏楊說過：
「自古以來，當君王發現某位部將比他能幹時，就會想盡辦法除掉他。」
用這句話來形容孫將軍，是再適當不過了。也許是看透了人生面，晚年他選擇沉默。
只有幾個女兒知道父親臨老依然愛國，無論國家虧欠他多多，滿腔熱血也終被殘酷的
現實耗光光。一顆赤子之心，一如戰友麥克阿瑟所言：「老兵不死，只有凋零。」
C 答題
考題一：洪秀全眼光獨到，試圖以革命改變傳統。具有個人魅力，獲得廣大群眾支持。
具有心機，會見風轉舵，亦可說投機。言而無信，愚昧無知，終至眾叛親離。
西鄉隆盛承襲武士道傳統，講信義，不悖離友人，其精神受到眾人景仰，並追隨其左
右。重榮譽，為知己者捨命。不慕榮華富貴，不貪高官厚祿，以戰功所獲獎賞興學。
考題二：孫立人是一位懂得待人處事，事事追求完美，做事認真，堅持自己理念，行
為值得效法的軍人
D 答題
考題一：星火燎原的太平天國運動因洪秀全及其他主事者的昏庸無能，甫得權即已紙
醉金迷，荒唐行徑令人瞠目結舌，最終虎頭蛇尾地葬送了中國革命的契機。但太平天
國事件乃中國歷史上農民戰爭的最高峰，廣大長期受剝削的農工階級打破了「剝削有
理，造反無理」的封建體制。在整體意義上是足以讓腐朽老化的民族年輕幾百年的。
西鄉隆盛的崇高人格所形成的領袖魅力，大公無私的情操，高知遠矚的判斷力及其堅
持一絲不苟的政治理想，無論擺在何時何地，與其比較的當權者皆顯得相形失色。放
眼今日台灣為做官才做事的政客們，把台灣搞得烏煙瘴氣的政客們，有誰能說出西鄉
「以此身託付眾人」的赤誠話語？或許西鄉精神正是當前台灣之所需吧！
考題二：我覺得，就領袖特質與人格吸引力而言，孫立人高過當權者。然而，卻也因
為過於光明磊落，不願矯情，凸顯出政治判斷上的錯失。前天，欲往圖書館讀書準備
期末考試，途中經過孫立人的舊宅邸。霎那間想起紀錄片中的內容，一種今非昔比，
物是人非，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的感嘆與唏噓。過去就讓它過去，與其
思索若其政變成功，今日會是如何。不如將其故事史蹟保存完好，令後人自己品嚐理
解歷史的真諦。
E 答題
考題一：洪秀全雖是個科舉屢試不中的平庸之材，但它能煽動農民起義，占領南京建
立太平天國，表示有其過人的才能。而令人惋惜的是，在這個以雷霆萬鈞手段建立不
朽事業的人身上，我看到了虎頭蛇尾，雷聲大雨點小的表現。說要建立公有共產制度，
結果卻是將人民的財產供自己花用。倡男女平等，也僅是嘴上說說。更糟糕的是，他
從來沒有認真去思考如何治理好一個國家，只是將心思花在享樂，強化自己的權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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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要說他是在輝煌的巔峰功敗垂成，不如說種種不合理的管理方式、心態種下日後
敗亡的因素。
西鄉隆盛為了武士階級的權益而犧牲自己的一切憤而革命。正因為出自義氣的表現，
沒有人會怪他造反，反而記得他為眾人挺身而出的大勇。
考題二：忠義層面：孫立人為國家效忠的表現、忠誠度無庸置疑。或許他的方法頗有
爭議，但我覺得，一旦做了，所有後果就要自己承擔。才能層面：能被稱為常勝軍，
其軍事方面指揮調度之能力令人敬佩。而聯想我們未來要擔任基層治安主管，學習他
的精神，是我的目標。心理層面：即使一切都是為了國家，卻還是被人誤解，只好無
怨無悔，任由世人批評。
F 答題
考題一：洪秀全帶領憤怒的農民挑戰滿清，但帶給他們的卻更不如滿清，且拋棄自己
的文化。是以，洪秀全名為革命者，實則與暴民無異。西鄉隆盛做為開國三元老之一，
在退隱之後憐恤昔日戰友(舊武士)之生活無著，決心向自己創造的新日本揮刀，結果
西南戰爭功敗垂成。洪秀全是個被傳統中國制度桎梏的人，一心只想求取功名，而當
權力近在眼前時，便如飢餓流浪犬般緊咬不放。西鄉隆盛的思維以國家大局為重，為
人重義氣，原本西鄉受命要處死好友月照，在無法報國，亦無法報友的窘境之下，選
擇與月照一同跳海自盡。從他與月照的情誼可見其對國與對人的格局。
考題二：孫立人曾任台灣防衛總司令，對台灣軍隊制度與訓練有重大貢獻。而其後半
生卻遭受幽禁，終至抑鬱而終。他是我國近代少數受過美國軍校教育的高級將領，因
VMI 的訓練與過人天賦，訓練軍隊很有一套，是部屬心目中的好將軍。優秀的表現，
美國的支持，再加上心直口快的個性，招致同儕與當權者的排擠與不快。處事不圓滑
成了他的致命傷，也是導致令人心痛悲劇的種子。
G 答題
考題一：從革命的角度看，洪秀全喚起貧困人民的反抗暴政的勇氣，推崇眾生平等，
堪稱為當時的民主火炬。西鄉隆盛推翻幕府，王政復古，其胸襟光明磊落，是日本武
士道精神的完美呈現。
考題二：孫立人並非保定系、黃埔系、陸軍士官學校和陸大等傳統軍系出身，因此得
以被宋子文的稅警總團招攬(宋子文的私兵)。有宋的照顧，稅警團的裝備和待遇高人
一等，也因此傲氣特重且遭人妒忌。他是出過國門的人，有超過一戰方式的戰術指揮
能力。在遠征軍赴緬後，杜聿明帶著第 200 師這支裝甲部隊痛擊日軍於同古，準備和
英美聯軍發動平滿的會戰。不料英軍無恥至極將遠征軍當做肉盾，並扣留美援物資，
甚至在未通報下擅自撤離戰場，致使右翼防線空虛，遠征軍有遭包圍之虞。而後，撤
退的一部英緬軍第一師戰力低下，在被包圍後不奮力突圍，英司令亞歷山大急電鄭洞
國派兵支援。鄭因憤恨英人無恥，不願出手而破壞戰場態勢，唯有孫立人傻呆，主動
出面接下任務。最終以劉放吾團的傷亡過半突破了日軍防線。孫立人明知英人無信，
卻愈囿於對白人的信任感而執意救援，而後在作戰中屢次遭受滅敵一千，自損八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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蠢事，成為英軍最佳肉盾，甚至在反攻緬北的作戰中連隊級幹部全部死光光。孫立人
是一位優秀的戰術指揮官，卻不懂政治與國際的暗中角力。其功雖可歌，卻不宜神化。
H 答題
考題一：如果我是洪秀全的後代，我會恥於承認有這樣的先祖。為拯救受剝削的工農
而起義，試圖扳倒統治者，列強也表示支持。然而，進入南京之後，一切都變了。腐
敗貪污，爭權奪利。洪秀全身居內宮，不問政事，濫殺無辜，導致眾叛親離。太平軍
變質了，他們只是打著太平口號，為的只是滿足個人慾望，所以我不齒。如果我是西
鄉隆盛的後代，我會引以為豪。有這樣的祖先，是一種榮譽。他的起義，是為了尊王
倒幕，成功奠定其維新三傑的美名。他的再次起義，是為了窮途末路的戰友們爭一口
氣，掙一頓飯。他明知與中央抗爭的結果只有死路一條，但為了回應部下的信任，實
踐身為武士的崇高道德指標，他義無反顧。最後功敗垂成，卻無損他的美名。有這樣
的祖先，我自豪。
考題二：孫立人的形象要從以下三個層面來看。忠義：他忠心為國，前半生在戰場上
出生入死，後半生被軟禁家宅。臨終前吐出自己愛國卻蒙不白之冤的痛，是身為未來
警察的典範。努力：他畢業於美國頂尖的軍事學校，這個結果要付出多少努力，可想
而知。這份努力，不怕困難的衝勁值得學習。意志：打仗獲勝不容易，常勝更是困難。
若沒有堅強的意志，無法清楚訂定戰術以贏得勝利。沒有堅強的意志，不會在彌留之
際，表達自己清白之志。堅強的意志，支撐一個人活著的動力，值得效法。

三、範例賞析
（一）關於「洪秀全」
人類社會人人都希望自己傳承著先人的優良基因，青年學子對於一個歷史定位負面
多於正面的先人，略顯猶疑的筆調自是常情。答題中，有人將洪秀全的悖天逆道行徑歸
因於「環境所逼，身不由己」(A 答題)﹔有人怪罪先人「無知」，不會早點「轉念」，否
則現今還是「洪家天下」呢(B 答題)！有人認為，洪之敗亡，源於種種不合理的管理方
式與心態(E 答題)。
（二）關於「西鄉隆盛」
有人認為，西鄉的歷史定位無需著墨，倒是他在台灣的風流韻事足堪藝文界渲染(A
答題)。有人將其高節情操與今日台灣政治人物相連結，請問有誰敢說出西鄉「以此身
託付眾人」的赤誠話語(D 答題)？有人認為，西鄉的造反，源於為謀眾人福利的「大勇」
(E 答題)。
（三）關於「孫立人」
有人認為，「文人靈魂活在文字，武人靈魂活在精神，每人皆有每人的去處，端看
如何闡揚『我』
。(A 答題)」有人以麥克阿瑟名言為孫立人下註腳一「老兵不死，只有凋
零。(B 答題)」有人在觀看『常勝將軍的悲劇故事』之前，已經對孫立人的故事知之甚
詳，筆者請他在考題上多所發揮。果不其然，他寫出與記錄片內容迥異的孫立人將軍，
確實「孫立人是一位優秀的戰術指揮官，卻不懂政治與國際的暗中角力。其功雖可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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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不宜神化。(G 答題)」
批閱完考卷之後，筆者思索選修者的答題內容，內心有著諸多感觸，更湧現將之文
字化的靈思。無庸諱言的是，這是期末考題，選修者會在意授課老師對答題的考評標準。
綜觀全部答題，依然可以看出一個大方向，那就是，未來警察基層幹部的大學新鮮人，
試圖從既熟悉又生疏的歷史人物中，與自己正在建構中的是非善惡等社會價值觀，做某
種程度與面向的連結。說的更清楚些，這個結果正印證了筆者當初設計考題的假設。所
不同的是，各人因著先天資質與後天學習薰陶的結果，在邏輯觀念與文字表達上有各具
特色的呈現。

伍、結論
如將本文的鋪陳順序給與序號並區分其角色與功能，則可以用以下方式敘述。本課
程「中日歷史與人物」的(1)教科書『天朝向左世界向右』選定，(2)制定教學計畫，(3)
每次授課前的「教學檔案」製作，(4)第一節課的問卷調查到(5)期末考題設計，是屬於教
師主導課程進度的硬體規劃。其中(3)「教學檔案」與(4)問卷調查、(5)期末考題設計，都
內含教師欲與選修者對話的要素。繼而，(4)問卷填寫與(6)答題則是選修者的既有認知與
學習成果。
平心而論，選修者的答題內容才是這篇文章的最大動力。青年學子透過答題，再一
次陳述自己尚待建立的是非價值觀。他們在剖心掏肺的敘述中，身為教師者印證了考題
設計的假設』。而比較研究的啟發，潛移默化的結果，學子本身應或多或少在價值體系
的建立上堆壘了數塊磚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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