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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閱讀可說是學習新知與認識世界

的重要管道，其對社會與經濟的價值，

正快速地增加(Adams, 1990)，世界先

進國家莫不重視閱讀教育。尤其在國

際大型閱讀測驗的評比壓力下，各國

教育機關皆很關注評量的排名高低。

為提升學生的閱讀能力，我國教育部

在 2000 年 8 月也提出一套「全國兒童

閱讀運動實施計畫」，2004 年推動在偏

遠小學的「焦點三百─國民小學兒童

閱讀推動計畫」。2009 年則推動「閱讀

植根與空間改造計畫」，以改善校園閱

讀相關軟硬體設施。為了鼓勵積極推

動閱讀教育的學校、民間團體和個人，

教育部也設立了閱讀磐石獎項，希望

從民間、政府和學校的共同努力之下，

能將閱讀深耕與活化，進而透過閱讀，

培養學生閱讀的興趣與提升學生閱讀

的知能。推動閱讀除了軟硬體的配合，

也需要有優良的教師引導。教師在過

程中扮演著關鍵的角色，不只教導學

生如何閱讀，還要讓他們喜歡閱讀。熱

愛閱讀能形成一種文化，也彰顯了一

個社會的文明程度(柯華葳，2011)。 

在教育部的政策下，許多學校紛

紛設置各種閱讀獎勵制度，教師也設

計了許多豐富的閱讀學習單。甚至為

迎合國際評比潮流，學校月考命題納

入類似「PIRLS」(促進國際閱讀素養研

究)或是「PISA」(國際學生能力評量計

畫)測驗的題型等等，閱讀教育有陷入

工具理性以及過去追求標準答案的教

育思維之危險中。殊不知閱讀教育是

啟發學生想像力 (imagination)與表達

能力、擴展對人性與世界理解、增進師

生彼此對話的一個重要學習活動，而

不是爭取世界良好排名的工具。美國

教育哲學家 M. Greene(1995, pp.122-

124)也對美國教育改革希望在數學與

科學方面成為世界第一的政策提出了

批評，她認為教育應更關注種族、階

級、性別、暴力等社會正義問題，而非

一直強調經濟與科技的競爭力，把學

生視為人力資源。Greene 強調培養想

像力是教育的一個重要工作，主張學

校與教師應讓學生多接觸藝術，以開

啟想像力，從而對自我、人性、社會問

題有更多的覺察，並努力去改進之，此

適可使我們深思閱讀教育的意義。本

文即在探討 Greene 的想像力觀點對教

師推動閱讀教育的啟示。 

二、Greene 論述「想像力」的主

要觀點 

Greene 認為想像力是一種將某事

物視為可能是別種事物的能力，即一

種發展新的觀看方式之能力。想像力

可將各個分離的部分拼湊、整合為一

個新整體，而跳脫既有的看法，獲得一

種新的理解與領悟。Greene 提到，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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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學校改變的重心應在於打破舊有的

量化思惟模式，以開啟新的可能性。想

像力即為打破僵化思維、老舊模式與

狹隘生活途徑的一種方法，其具有新

奇、跨越界限，以及在雜亂無序的事物

當中，找尋到不同以往的新秩序之力

量。但想像力的特徵也並不只有新奇、

異於平常，還包括一種秩序的形成，而

這也正是想像力與混亂、失序的差異。

這種秩序或韻律也不會是永久不變的

真理，而是會隨著外在環境而不斷更

迭。每一次外在環境的改變都將帶來

不同的秩序，而在每一次新秩序的形

成當中，都能發現創造力。透過想像力

的運作，有助於使人看到跨越「常識」

或「制度」之外的事物，並在經驗中發

掘新的秩序。但此種秩序也會再改變，

因任何事實(fact)都只是以某些特定情

境為基準的經驗詮釋，並非固定不變

的實在(reality)。例如：W. Stevens 的詩

《帶著藍色吉他的男人》（Man with the 

Blue Guitar）即顯示出，人的視野可以

改變對事物的傳統、典型的固定看法，

開啟出不同的可能，並發展出新的經

驗來。「實在」是多元的，更多的視點

會產生，永遠不會完成(Greene, 1995, 

pp. 19-22, 123, 130-131)。想像力豐富的

人能時常發現新的觀點、理解與解決

方法，不會固著於某種意識型態。 

對於教育現場的教師，想要營造

想像力的空間，就必須營造一個自由

的居間(in-between)，這樣的環境不能

為平常的瑣事所羈絆。對 Greene 而言，

最能激發想像力的教室情境，應該是

一種師生能共同合作、一起探索，從各

自不同的生活世界中互相對話的空

間。在日常生活中，如果我們只是無意

識地將世界視為既定而客觀超然、理

所當然的，會如同 V. Woolf 所說，從

事一種「非存在」(non-being)的活動，

人們無法在生活中可以找到創新的可

能，也就無法建構對世界的覺醒或意

識。當我們能夠將現有的世界視為是

偶然的，那麼我們就有機會選擇不同

的生活方式，珍惜現在擁有的東西以

及做出決定。教師的角色，就是營造可

以讓學生走出麻木無感、慣性的與習

以為常的環境，培養探索世界的熱情

(Greene, 1995, pp.23-24)。 

Greene 特別指出，C. Chaplin 的

《摩登時代》(Modern Times)，或是

《 2001 太空漫遊》 (2001: A Space 

Odyssey)等文學、電影，是前人對未來

世界的探索和想像。與過去相比，現代

社會具有巨大的變異性與不穩定性。

變動已是人生的常態，我們不再依靠

穩固的模式。諷刺的是，現在許多人的

工作是如同機械般回應，缺乏自由的

思考、不允許個人意識的存在。面對未

來的世代，學校應視學生為主動的個

體，改變被動性的教學模式，避免機械

化的生活與使學生落入無思考、被動

當中。也勿使學生沈浸於市場化、科技

與媒體化的資訊世界中，喪生了批判

思考能力。教師有責任提昇學生的意

識，促使學生對事情提出自己的看法，

啟發其追求生命的意義。使自身的想

像，能應用在事物的各不同概念之上

(Greene, 1995, pp.34-35, 132)。教師對

於班級的學生要能敏於觀察，關心來

自不同家庭背景的學生，瞭解他們的

需求與學習動機，才不會陷入先天決

定論的爭議，Greene 認為想像力可以

面對這樣的困境，發現其他發展的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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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性。 

面對表現欠佳的學生，教師總是

從輔導和矯正的角度去思考調整學生

的行為，很少真正聽見學生的聲音，瞭

解他們真正的所思、所聽和所見，

Green 認為想像力可以突破這樣的藩

籬。教師如果無法運用想像力思考，將

無法告訴學生想像力的重要性。缺乏

想像力的教師也會缺乏同理心去知覺

學生的感受。如同 C. Ozick 所言，沒

有生病的醫生能想像病人的痛苦，位

處核心的人物能想像邊緣人的痛苦。

我們可想像陌生人、貧童、無家可歸的

女人、教室中無助兒童臉部的意象與

心情。想像力能夠跨越地位、角色、種

族、階級與性別的邊界。缺乏想像力將

無法「看見」這些邊陲、受苦的人，也

就無法創造與參與公平正義的民主社

群。R. Ellison 的小說《隱形人》

(Invisible Man)正好說明，我們的「心

眼」（inner eyes）可能無法將這些「看

不見的人」當成一個活生生的人

(Greene, 1995, pp.35-37)。現今教室的

成員已更多元化，教師更應具備想像

力，才能看見那些弱勢、學習障礙、無

助的「隱形學生」，覺知不同學生的感

受與殊異想法，鼓勵學生進行創新性

的學習。 

在教室中形塑民主的社群，讓師

生產生對話的空間與機會，建立對於

社群的認同感與歸屬感，將有助於形

塑一個充滿責任感、彼此關懷的模範

社群，在這樣的環境裡，學習才能充滿

美學與想像。Greene 認為，學生對於

社群的認同感並非是固定的。個人的

認同感是在建立關係和彼此對話的脈

絡下所形成，我們必須關心這種培養

學生價值感的脈絡，並由此建構一個

民主的社群。對學生貼上各種「無能」、

「低智商」的不適當標籤，只會抑制其

想像力與潛力，合法化不斷矯正、規訓

與服從的模式。學生被迫屈服於外在

的壓力和控制，無法培養出自主性與

自信。對 Greene 而言，文學、舞蹈和

繪畫等各種藝術課程對學生的學習是

更有助益的，教師應該創造一種使學

習者增加新奇事物的學習環境。如同

後現代主義注重過程、自我追求的可

能性，不把個人視做是預先決定的。我

們也應尊重學生的主體性，關注學生

的差異性，欣賞他們所寫下的文字、所

畫下的素描，並以富有想像力的方式

做出回應。如此的美感教育，將能創造

一個充滿理解、責任與關懷的模範社

群(Greene, 1995, pp.41-42)。以此來看，

Greene 的美育觀主要不在教導學生如

何欣賞藝術，而是透過藝術啟發想像

力，從而能看到、感受與改善人性與社

會的各種問題，實現一個富有關懷與

正義的社會。 

三、Greene 的想像力觀點對教

師進行閱讀教育的啟示 

Greene(1995)指出，我們希望學生

能透過想像力的釋放而獲得友誼，從

而鼓舞每個人都有深刻的覺醒，產生

富有想像力的行動。這樣的論述對於

教師在推動閱讀教育產生重要的啟

示。因為閱讀教育不外乎是希望透過

學生的多元學習活動，提昇學生閱讀

的知能，營造溫馨的閱讀空間，鼓勵家

長參與親子共讀，結合民間企業的資

源與力量，讓閱讀教育深植於每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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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的心中。但是對於閱讀教育企圖

成為師生對話的媒介，以及透過學生

自發性對文本產生不同理解與詮釋，

似乎還有努力的空間。Greene 所提出

的「想像力」觀點在閱讀教育的啟示，

茲分別論述如下： 

(一) 學生對文本內容的詮釋權有主動

性 

在閱讀的歷程當中，常因為閱聽

者的先備知識、文化背景、閱讀興趣、

成長過程等因素，造成不同讀者對於

同一個文本內容產生不同的解釋，教

師能否以開放的心胸看待學生的不同

想法，會影響學生對於閱讀課程的參

與和表現。 

喚起學生對於課程的興趣，才能

讓他們重新燃起對於學習的動機，教

師提供適合學生程度的文本，可以透

過默讀、小組輪流共讀、全班共讀等方

式，接著教師運用提問的策略，透過開

放性的問題，讓學生發表自己的想法，

師生之間或是同學之間，願意互相傾

聽和學習。此時，學生將產生創造自我

的價值，以及與同儕之間發展合作的

情誼，在創作、討論和欣賞的過程，每

個人都擁有發揮自己想法和想像力的

機會。 

(二) 突破自我意識的限制，跨越邊界 

現場的老師一定要有意識地努力

地對抗自我限制，努力追求的是一種

基於人道與解放的教學(a humane and 

liberating pedagogy)。我們必須自己投

入對話的關係，如果可以更即時的去

找回自己失去的自主性，並且敏覺於

自身所處之境遇，我們就更有機會揭

露或詮釋彼此的經驗 (Greene, 1995, 

p.52)。在實施閱讀教育的過程中，教師

要積極與學生對話，鼓勵學生之間的

對話。從對話之間，言者可以反思自己

的想法，透視深層的意義，而非只是停

留在表層的形象，透過想像力的運作，

我們能改變既有的自我意識與知覺，

產生有別於過去的經驗。在目前學校

新住民子女愈來愈多的情形下，應更

關注不同文化的差異性與對話。例如

教師帶領學生賞析李白的《靜夜思》

時，除了請學生發表自身過去賞月的

經驗與心得，也應鼓勵學生聆聽他人

的賞月經驗與對詩的詮釋，進一步想

像文化中所謂的中心與邊陲、主體與

客體、主流與非主流的意義，跨越邊

界，而能同理不同文化、族群、階級的

處境與感受，去除學生的刻板印象，形

成一個關懷的民主社群。 

(三) 改變以技術性為導向的教學技巧 

2006 年 PIRLS 的結果公布，台灣

地區在 45 個參加地區中排名 22，國內

掀起一波推動閱讀教育的風潮。不管

從政府機關到民間單位都積極投入學

生閱讀的活動，為了獎勵學生的習慣，

各校也紛紛設置「閱讀小學士、閱讀小

碩士、閱讀小博士」的制度，以學生到

圖書館借閱書籍的數量當成獎勵標

準。但此可能變成學生為了達到標準，

而缺少真正理解文本的內容。閱讀成

為一種形式，無法達到與作者真正的

對話，進而思索自我的定位與意義，與

他人分享生命的故事與想像。教師為

了呼應閱讀教育的落實，提升學生閱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15，4（3），頁 106-111 自由評論 

 

第 110 頁 

讀的認知與能力，也開始進行各種閱

讀策略的教學，諸如預測策略、心智

圖、做摘要策略、作筆記策略…等等，

殊不知閱讀教育的核心價值並非只是

閱讀測驗成績的提升，更重要的是能

在閱讀的過程當中，跨越時空的限制，

與文本進行對話。此種對話是充滿想

像、美感、暫時性與創意的。學生在與

他人的對話中，尋求自我認同，也在過

程中找到欣賞他者的方式。敘說故事

本身就是一種創作意義與價值的歷

程，游移在具體與抽象之間，隨時感受

驚喜、悲傷、歡樂的不同感受與情緒。 

教師需要的是想像力的培養，隨

時覺知學生的感受，欣賞他們的所見、

所聽、所聞，願意接受學生用任何方式

去呈現他們的想法。不管是上台發表

心得、製作繪本、戲劇演出、靜靜看一

本書、小組合作報告等等，尊重他們的

選擇，釋放他們的心靈，鼓勵學生運用

想像力去飛越從未嘗試過的經驗，他

們才能學會生命的多樣性，以及從閱

讀過程當中，感受對學習知識、與他人

合作、分享的美好經驗。 

(四) 承認多元的存在與理解不同的文

本 

Greene 提到，每個人對於帶來嶄

新的對話有特別的責任，我們要容納

那些長期沈默和無法被聽見的聲音，

包括西班牙裔、亞裔、非裔和阿拉伯裔

的美國人以及其他新住民的聲音。我

們將會面對類似 Bourdieu 所描述的

「文化再製」和「經濟資本轉換為文化

資本」的問題。意義不是被給予的，而

是創造和賦予的。教師必須能夠發現

嶄新的創新思維，讓年輕人進入「意義

的領域」之中，培養其創造多元實在的

能力。一旦他們理解實在是多元的，就

可開始命名他們的世界，而此命名方

式有助於對有意義的文化方式和符號

系 統 的 特 徵 之 理 解 (Greene, 1995, 

pp.56-57)。 

閱讀文本本身就是對於文化的理

解，以及對於不同時空背景與脈絡的

社會現象進行覺察，並發揮想像力去

思考文本主角的行為意義。例如，學生

在閱讀二十四孝故事王祥的「臥冰求

鯉」孝行時，可能出現正反兩極的想

法。持正面肯定者可能會認為王祥的

孝行令人感佩，為了在寒冬要滿足讓

繼母想吃鮮魚的念頭，不惜讓自己在

結冰湖面上用體溫融化冰塊。持反面

立場者則可能認為這是「愚孝」，在天

寒地凍之際，可能會凍死自己。教師面

對課堂上不同想法時，就必須運用想

像力，覺知不同想法的學生，察覺不同

意見背後真正的意義。對於差異化的

觀點給予尊重和欣賞，並鼓勵更多學

生表達自己內在的見解。唯有如此，班

級才能呈現多元的聲音，在眾聲喧嘩

的氛圍中，師生都能跨越權威的邊界，

勇敢表達想法，擁有能動性，這樣閱讀

教育才能突破現狀，朝向富有想像力

與美學的領域發展。 

四、結語 

故事是培養我們德行的良好媒

介，因為故事不僅只是傳遞作者的想

法，也讓我們的情緒投入到行動之中。

世界上最感人的故事不僅在描述人類

的特點，也是藉由這些故事讓我們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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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動人的美感。透過想像力，才能產

生將心比心的智慧，人們就會開始付

諸實際的行動，學習尊重自己，也學會

尊重別人(張曉琪譯，2014)。閱讀文本，

如同閱讀別人的生命故事，從別人的

故事中也開始尋找自我的生命意義與

價值。因為每個人的成長背景、學習過

程都不同，所以必須發揮想像力，讓自

我在與他者的視域共鳴中，不斷產生

新的想法和見解，也因為彼此不同意

見的激盪，進而產生新的洞見與覺察。 

如同 Greene 所言，當我們可以發

揮想像力時，就很有可能去改變覺知

的角度，並且改變感知生命的角度。教

師與學生是流動的，評量與教材是流

動的，知識和權力是流動的，這就是一

種最美的境界(阮凱利，2010)。當閱讀

不再是追求量化數字的增加，或是符

應國際大型閱讀評比的工具時，學生

在閱讀的旅程當中將產生自我的覺

醒，以及想像力的釋放，發現所生存世

界中的美好與渴望，實現生命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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