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健行科技大學教學創新成果報告 10602 

教師基本資料 

單位 通識教育中心 授課教師 劉惠華 

聯絡電話 分機:3130 E-mail hhliou@uch.edu.tw 

課程基本資料 

課程名稱 故事新編：穿越古典到現代 課號 GE01F10I / 甲 

授課學期 10602 授課班級 數媒一甲 

授課人數 56 必／選修 □  必修  □選修 

1. 課程策略及特色 

個人線上作業繳交開放觀摩、課堂實做成果達成同儕互教共學老師立即回饋。 

小組教學結合 

1. 圈叉牌、小白板、白板牆腦力激盪、搶答等方式答題檢測 

2. 小組自學後共同完成學習單或畫圖任務 

3. 動手做具體化故事內容 

 

2. 教學計畫 

課程名稱 中文：故事新編：穿越古典到現代 

 

一、問題意識 

將舊文本「重寫」或「置入」的「再創作」方式，一直是古今中外的文人創作的方

式之一，也是現代影視藝術、電玩遊戲、媒體行銷說故事的源泉。所謂「故」事「新」

編，絕非舊酒裝新瓶。在既定的經典作品中取材，如何「創作」而不至於流於抄襲

或篇幅的增刪。一則鼓勵讀者跳出舊文本的思考模式，看到創作者彰顯個人意志、

並給予新的人物形象或時代生活意義；一則對「故」事「新」編的想像能力之探究，

從神話、史傳、戲曲、小說到舞台劇、電影，轉換在不同媒介之間，有助於提升創

意思考能力。 

 

二、課程目標 

（一） 通識核心能力 

 

1.語言文字與溝通能力 

本課程透過文本的閱讀欣賞，提升學生語言文字之理解能力。閱讀在訓練學生對文

表格 2-4 



字之理解，情意教育之關照，最終能促進其觀察思考判斷之能力，能夠適當分析文

本並表達其情感與看法。 

2. 歷史智識與歷史思維 

文學是闡釋傳統文化的媒介，透過作品的研讀，詳細闡述過去神話或歷史敘事，更

因「故事新編」對照出新舊時代不同思維。 

3.文化與美學素養 

本課程兼選有傳統經典與時代新作，加強學生對文化流變的認知，過去經典文學透

過當代演繹，變身成為另一則新故事，傳統經典結合時代元素，迸發思想與美學的

火花。 

4. 思考與判斷能力 

所謂「故」事「新」編，絕非舊酒裝新瓶。每一個故事都是時代的一面鏡子，反射

當時的生存困境與社會關懷。對於「故」事「新」編的想像為何？如何改造人物或

情節，為新的社會環境發聲，對比古今，思考今人如何藉「故」事表現當代人的理

念與情感，展現時代演進的變化與創新。 

 

（二）課程目標 

1.藉由指定閱讀，培養學生對語文的理解能力、對文學的鑑賞力。  

2.藉由討論與習作或口頭發表，讓學生加強對語文的應用能力，以強化競爭力。 

3. 藉由不同年代與作家之文學藝術作品，讓學生明白如何在既定的經典作品中取

材，如何「創作」新的具有現代生活意義的文本，而用之於新的媒體，瞭解其創新

價值，培養創意思考能力。 

 

三、教學內容規劃 

前置作業 課程介紹、圖書館資源介紹、分組 製作組牌 

第一單元 「故」事「新」編之一：文類轉換  史傳‧戲曲‧小說‧電影 

 《史記·項羽本紀》到李碧華《霸王別姬》 

第二單元「故」事「新」編之二：人物重詮 

三王墓‧干將莫邪‧眉間尺 《吳越春秋‧闔閭內傳》到魯迅《故事新編‧鑄劍》  

第三單元「故」事「新」編之二：人物重詮 1(多元視角) 

哪吒故事源流與新編 《封神演義》到西西《故事裏的故事》（哪吒） 

第四單元 「故」事「新」編之三：本事的改寫或續寫 

佛經漢化‧志怪‧現代小說 《舊雜譬喻經․梵志吐壺》、南北朝梁吳均〈陽羨書

生〉到張系國：《夜曲․陽羨書生》  

第五單元「故」事「新」編之三：本事的改寫或續寫 2 



聊齋誌異對民間故事之改寫 蒲松齡《聊齋誌異‧王六郎》 

第六單元 「故」事「新」編之三：本事的改寫或續寫 3 

紅樓夢與其續書 

 曹雪芹《紅樓夢》故事概要與出版史 

第七單元 「故」事「新」編之四：母題的變奏 

永恆的仙鄉故事 陶潛〈桃花源〉與宋．劉義慶《幽明錄‧劉晨阮肇》到舞臺劇與

電影「暗戀桃花源」  

 

四、課程內容關聯性 「故」事「新」編的概念牽涉到四種類型，分別為人物重新

詮釋、本事的改寫或續寫、母題的變奏、文類的轉化。依據各類型選擇 1-2 部含有

小說文本之素材，觀其演變、解其新意。共同觀察特點：小說敘事分析，從舊到新，

時代的環境因素如何影響創作。 

 

五、指定用書 

漢．司馬遷：《史記‧項羽本紀》 

（東漢）《吳越春秋‧闔閭內傳》 

吳．天竺三藏康僧會譯：《舊雜譬喻經․梵志吐壺》 

晉．陶潛：〈桃花源〉 

宋．劉義慶：《幽明錄‧劉晨阮肇》 

梁．吳均：〈陽羨書生〉 

明：《封神演義》 

清：蒲松齡：《聊齋誌異‧王六郎》 

清：曹雪芹：《紅樓夢》 

魯迅：《故事新編‧鑄劍》 

李碧華：《霸王別姬》（小說、電影） 

西西：《故事裏的故事》 

張系國：《夜曲․陽羨書生》 

舞臺劇與電影「暗戀桃花源」 

六、參考書籍 佛斯特《小說面面觀：現代小說寫作的藝術》李文彬譯，台北：

志文出版社，2002 年。 

李喬《小說入門》，台北：大安出版社，1996 年。 

祝宇紅：《『故』事如何『新』編——論中國現代『重寫型』小說》，北京：北京大學

出版社，2010 年。 

黃大宏：《唐代小說重寫研究》，重慶：重慶出版社，2004 年。 



林非：《論〈故事新編〉思想藝術及歷史意義》，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 年。 

李桑牧等：《〈故事新編〉的論辨和研究》，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4 年。 

鍾月玲：《論西西的故事新編》，國立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在職專班碩士論文，2012

年 6 月。 

高桂惠：《追蹤躡跡──中國小說的文化闡釋》，台北：大安出版社，2005 年 9 月。 

李志宏：《「演義」──明代四大奇書敘事研究》，台北：大安出版社，2011 年 9 月。 

七、作業設計─成果驗收 依照文本不同設計問題學習單 、新編發想，並兼有個人

與小組不同形態交叉進行。 

 

3. 評量施實方法（學生學習成效說明） 

第一單元 《史記·項羽本紀》到李碧華《霸王別姬》： 

1.提問 2.自學閱讀並抽題進行小組小組討論，上傳討論結果到教學平台開放觀摩學

習。成效見電子化平台之作業觀摩，共學與立即回饋。 

 

第二單元   三王墓‧干將莫邪‧眉間尺 《吳越春秋‧闔閭內傳》到魯迅《故事新

編‧鑄劍》： 

1.小組構圖以一張畫呈現主要情節 2.並結合數媒系學生知本職學能設計道具與人物

造型等。學習成效共學互教、動手做，創意展現、互教，老師巡走提問與回饋。 

 

第三單元  《封神演義》到西西《故事裏的故事》（哪吒）： 

分解段落後抽題，各組抽一個人物文本閱讀後尋找線索解題並完成小組作業單，完

成後立即上台報告分享，課後再自己進行其他組的文本閱讀。紙本測驗。 

 

第四單元 《舊雜譬喻經․梵志吐壺》、南北朝梁吳均〈陽羨書生〉到張系國：《夜

曲․陽羨書生》 ： 

1.講解並請個別學生角色帶入 提問抽查以了解學生對文言小說之理解掌握程度 2.

個人作業：單張示意圖或連環畫等，全部同學個別口頭陳述其構圖意涵，老師當場

釐清錯誤或忽略的部分，修改後繳交，學生發揮創意並可明確檢視個別學生學習效

果。 

 

第五單元 蒲松齡《聊齋誌異‧王六郎》與民間故事水鬼變城隍： 

1. 使用 PTT 切割情節段落，每段視讀 3 分鍾立即抽問關鍵字問題勾勒故事輪廓，

建立第一層閱讀理解、增進學生自信心。2.學習單 進行深度情意文義等之提點。3.

分組腦力激盪並書寫於大牆壁之白板以搶答計分。  



 

第六單元 曹雪芹紅樓夢與其續書： 

1.用 15 分鐘 BOPPPS 微縮模組方式進行紅樓夢教學，於趣味中建立對故事主線與主

要人物之掌握。2.引導出續書改寫之原因。3.繳交一個現代影視小說等等作品係改寫

原典或同人作品或具歷史事件之穿越劇為例證，皆能舉一反三，吻合學生現代見聞

經驗。 

 

第七單元 陶潛〈桃花源〉與宋．劉義慶《幽明錄‧劉晨阮肇》到舞臺劇與電影

「暗戀桃花源」： 

前測以抽問之方式，學生多能回想陶潛原典之相關知識，節選舞台劇片段經由小白

板答題、圈叉牌小組搶答計分方式，測驗並引導學生發現其繼承與創新各為何。 

4. 具體成果 

能夠完成基本故事敘事之分析。 

能說明故事新編的手法與意義。 

能企劃故事新編。 

學生成果如附錄 

5. 本教學創新課程之後續影響 

學生可以繳交一個現代影視小說等等作品係改寫原典或同人作品或具歷史事件之穿

越劇為例證，皆能舉一反三，吻合學生現代見聞經驗，由課程延伸到現在網路流行

作品(如原創小說版、晉江網)、影視多媒體或電玩的故事之建構分析。 

有助於跨課程相關設計理念，學生同時在製作其他課程的劇本設計、文創發想、角

色與道具圖像設計。如有學生主動參考其他文獻設計出干將莫邪雙劍、有者發想盜

墓筆記的同人系列，並自行閱讀其他改寫之文本，實際連結學生的專業與個人興趣。 

活動照片 
（插入照片） 

 

 

 

 

 

 

 

 

圖 1：抽角色進行小組學習單 

（插入照片） 

 

 

 

 

 

 

 

 

圖 2：自學後製作學習單 



（插入照片） 

 

 

 

 

 

 

 

 

 
 

圖 3：設計繪製文本中的道具 

（插入照片） 

 

 

 

 

 

 

 

 

 

 

圖 4：腦力激盪即想即寫後計分 

（插入照片） 

 

 

 

 

 

 

圖 5：小組小白板討論搶答 

（插入照片） 

 

 

 

 

 

 

圖 6：小組自學  

 
 
 
 
 
 
 
 
 
 
圖 7：小組上傳成果後上台分享其創發過程 

 
 
 
 
 
 
 
 
 
 

圖 8：小組課文繪圖 



 

 

 

 

 

 

 

 

 

 

 

 

 

 

 

 

6. 附件檢核 

□ 申請表                            □課程回饋意見表 

□ 成果報告（書面）                  □回饋意見分析 

□ 成果報告（影音）                  □其他 

□ 課程教材：講義、投影片 



 

課程回饋意見表 
各位同學大家好： 
    為使學生得到最大效益的學習成果，老師們在本次課程融入最適切的教學創新策

略。希望透過此問卷瞭解創新課程對您的實質協助，以及您對課程的看法，請各位協助

填寫此份問卷。問卷分析結果僅作為教師分析教學成效及未來規劃課務改進依據，請您

安心填寫，感謝您的參與！ 
 

一、 基本資料 

課程名稱：                             學    期：               

班    級：                             學生姓名：               

授課教師：                             性    別：□ 男    □ 女 

二、 教學創新課程回饋調查表 

三、 其他意見： 

    優點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缺點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建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項    目 

同意程度分為五個級距，以 5 分代表非常同意，1

分代表非常不同意。 

5 4 3 2 1 

這門課的上課方式有激發我很多想法 □ □ □ □ □ 

這門課提升我的學習興趣和動機 □ □ □ □ □ 

這門課對於我的學習有顯著幫助 □ □ □ □ □ 

這門課的教學內容有達到我的預期 □ □ □ □ □ 

認為創新教學比傳統式教學生動活潑 □ □ □ □ □ 

希望未來能有更多類似創新創意課程 □ □ □ □ □ 

表格 2-5 



                課程回饋意見調查結果統計表 
課程名稱 大一經典：故事新編：穿越古典到現代 

學    期 106-2 

授課教師 劉惠華 

應收份數 （  56    ）份 

實收份數 （  54    ）份 

有效份數 （  54    ）份 

回饋結果 

激發更多想法 4.4 

提升學習興趣和動機 4.5 

對於學習有顯著幫助 4.5 

教學內容有達到預期 4.4 

創新教學比傳統式教學生動活潑 4.48 

希望能有更多類似創新創意課程 4.48 

上述結果整體平均 4.46 

（5 級距，5 分為非常滿意，1 分為極不滿意） 

課程意見 

優  點 

老師上課有趣，與學生的互動也很良好 

課程有趣，老師熱情的互動不會想睡覺 

老師用很多種方式教導學生 

藉由分組互動可以更深入了解課題 

上課很有趣，很多元，也很熱鬧 

很有趣，方式也對記憶有幫助 

講解很詳細 

老師帶大家進行小組的搶答活動，可促進同學間的討論，印象

深刻 

許多學生都會一起一同互動且開心在課程上 

本身對文學作品就有極大興趣，所以受益良多 

可以激發自己的頭腦 

故事講解印象深刻 

激發想法結構剖悉 

很有趣能讓人想參與 

教師上課生動活潑，擅長用圖畫方式 



缺  點 

麥克風爆音 

學生有時不受控 

有時同學聲音會蓋過老師的聲音 

可能會吵到別班 

有動太多頭腦 

影片爆音 

節奏太快，能放慢些更好 

其他建議 

講更多故事 

PPt檔的字可再清楚一點 

能多運用更多問答題來激發學生們的興致 

再說多點故事 

我想上唐伯虎點秋香、鹿鼎記、九品芝麻官 

可以找更好的片源 or聲音小聲點 

希望能增加更多類似課程 

 



附錄 

 

 

 
說明 分組成果；提供自學材料 討論答題後立即報告並回饋。 上傳教學平台給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