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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鴻麒／國立屏東高級中學國文科教師

壹、前言

將《桃花源記》文字的空白藉由音樂與影像的欣賞

來填補。在音樂鑑賞方面，透過音響所呈現的擬音效果，

如季節、雷雨等，使學生發揮聯想能力，加以反覆、對

比、討論之後得以理解，並透過流行歌曲 MV的畫面，

讓學生與《桃花源記》課文空白想像有所聯結。在文字

美感方面，在學生已有的課文基礎理解上，讓學生選出

一首《桃花源記》的主題曲，使得文字的美感體驗有所

堤升，並增加其文字的想像能力。最後進行團體「金頭

腦」趣味遊戲，測驗學生對於《桃花源記》內容與相關

音樂的理解程度。

貳、課程設計理念

關於《桃花源記》中所涵蓋的「意象」抽換、表達，

以及交流的美感羅列如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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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桃花源記》中的「意象」的抽換、表達與交流的美感

《桃花源記》中的「意象」的抽換、表達與交流的美感

目標 認知目標：學習
文字所呈現的描
寫功能，並實地
運用於賞析與創
作上。

情意目標：藉
由音樂帶入文
字的美感感知
能力，並運用
於日常的美感
生活之中。

技能目標：聽、視
覺結合後轉化成文
字欣賞的能力，透
過趣味遊戲問答，
提升學生課文的理
解程度。

子題 桃花源記中的空
白： 桃 花 森 林

vs. 陰森林

音樂的聯想力 感官意象之間的轉
換

主要 
教學 
活動

老 師 講 述 與 問
答。比較課文中
描寫的桃花林與
電影中的陰森林
的異同。學習單
寫作。

老師講解。分
析 造 成 情 感
差異的音樂元
素。並透過實
際的聆聽，以
訓練學生聽覺
與 心 感 的 結
合。

老師講解、小組討
論、遊戲問答。釐
清與體會音樂與文
字間的通感關係。
欣賞文章判讀其中
的優缺點。最後以
遊戲問答測驗學生
的學習成果。

教學
策略

老師講解、學生寫作學習單、小組口頭發表、遊戲問
答。

參、課程實施歷程

一、學習目標

（一）國文能力

聽： 1. 分析與評論談話內容。

 2. 分析與評論演講、報導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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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分析與評論各類影音資料的內容。

說： 1. 善用口語表達技巧。

 2. 應用技巧表情達意，交換意見。

 3. 針對不同主題適當的說明意見，分享經驗。

讀：1. 利用進階詞彙、語法、修辭，輔助閱讀。

 2. 廣泛利用文化知識，輔助閱讀。

 3. 鑑賞與評論作品。

寫： 1. 善用技巧遣詞造句。

 2. 善用寫作技巧，流暢的表情達意。

（二）音樂能力

1. 能理解音樂基礎概 ，運用藝術知能於日常生活中。

2. 能認識及應用不同音樂素材或媒體，透過多樣的音樂

創作活動啟發藝術創造 。

3. 能欣賞國內外具代表性的音樂作品，拓展藝術視野，

提升個人藝術品味。

二、課程發展

課程內容主題羅列如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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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課程中的藝術教育

桃花源
記中的
空白：

桃花森
林 vs. 
陰森林

（一） 為何《桃花源記》和《陰森林》作者都在「人
間樂土」的外部安排一片森林？

1. 桃花的意象有何象徵？
2. 森林有何作用？
（二） 桃花源裡人間樂土的景象分自然景致和社會

生活，這兩種景象呈現了老子的何種思想？

1. 自然景致：
2. 社會生活：
（三） 《桃花源記》是作者投射他內心對理想生活

的想像。

1. 這種生活你會想過是你想過的生活嗎？
2. 你覺得桃花源裡的人，從此就過著幸福快樂的日
子嗎？

3. 你覺得桃花源裡的人在一個地方住了幾百年，他
們可能會發生什麼事？

（四） 《桃花源記》裡的空白
1. 你覺得桃花源裡的人對這個世界的地理觀念為
何？

2. 你覺得桃花源裡的人金錢觀、倫理觀念為何？
3. 你覺得桃花源裡的人時間觀念為何？
4. 你覺得桃花源裡的人想不想出去？
（五） 陰森林（地理、時間、社會習俗）
1. 在《陰森林》一片中，森林以外是什麼地方？森
林以外的人是什麼樣的人？

2. 從《陰森林》片中的人物穿著、生活習慣，你認
為他們生活在哪個世紀？

3. 在《陰森林》一片中，什麼行為是村民所不允許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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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花源
記中的
空白：

桃花森
林 vs. 
陰森林

（六） 意象與象徵
1. 在《陰森林》一片中，什麼顏色是禁忌的顏色？
為何是這個顏色？

2. 村民進入森林，所穿戴的斗蓬是什麼顏色？這個
顏色有何作用？你覺得這個顏色象徵什麼？

（七） 陰森林裡的人民：《陰森林》片中一開始，「諾
亞」、「艾薇」、「路希斯杭特」各自呈現
出什麼樣的形象？

音樂的
聯想力

（一） 《新世界交響曲》：在德奧、義大利和法國
等主流地區之外的作曲家，在樂曲中加入民
族意識的情感，共同的特色是富民族性、地
方性之色彩，旋律接近民謠，節奏奔放，戲
劇性、寫實性強，稱為國民樂派。

（二） 韋瓦第─小提琴協奏曲四季春之第一樂章：
韋瓦第是作曲家兼小提琴家，也是史上最多
產的協奏曲作曲家，其協奏曲風格對 18世紀
早期音樂有重要的影響，著名作品有：《小
提琴協奏曲，四季》、《D大調光榮頌》等。

1. 「鳥兒唱歌」，迎接美麗春天─「獨奏群」（二
把小提琴）

2. 「河流和微風」，泉水風中潺潺流動─「獨奏」
和「樂團」

3. 「暴風雨」，突然烏雲密布，灰暗的天空中春雷
與閃電的交織。

（三） 斯梅塔納─莫爾島河（The Moldau）：斯梅
塔納是波西米亞國民樂派的先驅；在 1874年
後，花了五年的時間，寫作交響詩《我的祖
國》，以抒發他的愛國熱忱。《我的祖國》
交響詩由六首管弦樂曲組成，本曲是其中第
二首，描寫貫穿捷克首都布拉格的莫爾島河。

表 2　課程中的藝術教育（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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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的
聯想力

1. 樂曲由莫爾島河的二條水源開始，在 e小調的快
板中，長笛有如清澈的流水，源自波西米亞的森
林深處，一條水溫而急促，一條水冷而平靜。

2. 這二條小河繼續奔流，匯成了莫爾島河。
3. 當它流過山林，便聽到歡樂的狩獵聲（用法國號、
小號來表達打擊的號角聲）。流經翠綠的草原，
農夫仍載歌載舞，慶賀婚禮的進行。

4. 到了晚上，在閃光的水波上，仙女在月光下舞蹈、
嬉戲。

5. 水波反映出古堡與塔樓，但武士的尚武時代早已
不在了（再度出現〈莫爾島河〉主題）。河流經
過聖約翰峽谷激起急湍（整個樂團銅管與定音鼓
響起），在奔洩到大瀑布後，河床逐漸寬廣，莫
爾島河莊嚴而平靜的流向首都布拉格（此時響起
〈莫爾島河〉主題）。

（四） 斯 特 拉 溫 斯 基 ─ 春 之 祭（The Rite of 
Spring）：斯特拉溫斯基於 1913年為俄國舞
團所做的第三首芭蕾舞曲，描述異教徒儀式
中，少女在祭壇前狂舞至死，以作為獻給太
陽神的祭品。

1. 春之祭第一部分：大自然的甦醒，鳥獸們的搔抓
囓咬與搖擺」，由獨奏的低音管吹出尖銳的聲音
開始，反覆立陶宛民謠的片段，並不斷改變拍子。

2. 春天的占卜─少年男女之舞：弦樂像鼓一般重重
的擊出一個不斷重複的不和諧和弦，而且充滿了
無法預期與不規則的重音，加上八支法國號的衝
刺，更強化了這些重音粗暴的效果。

（五） 馬勒─大地之歌（Das Lied von der Erde）：
馬勒讀了德文翻譯的唐詩，於是寫了描述
悲歡離合意境的交響曲。本曲共有六個樂
章，演奏時樂章間並不間斷，是為男高音、
女低音（或男中音）與管弦樂而作的交

表 2　課程中的藝術教育（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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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課程中的藝術教育（續）

音樂的
聯想力

響曲，那時馬勒患有心臟病，曲中的第六樂
章最能表達他與塵世訣別的心情。

1. 第三樂章　青春
 以男高音唱出較快樂的中間樂章，描寫小橋、流
水與朋友快樂的相聚，是用有東方色彩的五聲音
階寫的。

2. 第四樂章　美
 根據李白〈採蓮曲〉的德譯詩作成，以女中音唱
出少男少女的情懷與內心悸顫。

3. 第五樂章　春日醉酒者
 根據李白〈春日醉起言志〉的德譯詩作成，由男
高音獨唱，是最抒情的樂章。

4. 第六樂章　告別
 根據孟浩然〈宿業師山房待丁大不至〉和王維〈送
別〉的德譯詩作成，主要氣氛由低音域的打擊樂
器和高音域貫穿全曲的動機營造出來。

（七） 音樂劇─悲慘世界（Les Misérables）：由法
國作曲家米歇爾‧勳伯格（Schönberg）及
阿蘭‧鮑伯利（Boublil）共同創作的音樂劇，
改編自雨果的同名小說。

（八） 音樂劇─鐘樓怪人：《鐘樓怪人》用現代舞
蹈及音樂敘事，將古典歌劇推入劃時代的改
革，首演兩年內即創下超過 400萬的觀賞人
次，成為法國史上最賣座的音樂劇。

（九） 和弦變化表現之意象：介紹大、小、增減三
和弦的音響效果。

（十） 以海上鋼琴師為例：著名的鍵盤樂演奏家─
巴洛克時期的作曲家，往往也是傑出的演奏
家，如：韓德爾、巴赫是名管風琴和大鍵琴
演奏家。古典時期的作曲家，如：莫札特、
貝多芬，在當時以鋼琴演奏聞名。浪漫時期
的作曲家，如：蕭邦、李斯特、拉赫瑪尼諾夫，
都是名鋼琴演奏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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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學習成果

此次課程學生的學習成果舉例如下（見圖 1-3）。

圖 1　學生學習成果（一）



321

� 實踐篇：國立屏東高級中學

圖 2　學生學習成果（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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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學生學習成果（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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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學生作品

（一）第一則

一大早，劉璋被屋外的吵雜聲吵醒。他試著撐起

身子坐起來，肩膀肌肉傳來的陣陣酸楚讓他想起昨天那

條耗了他幾乎一個時辰才制服的頑固大魚。想到自己今

天將能把大魚賣了並賺取大把銀兩，不禁呵呵的開懷大

笑。

「小璋！小璋！」嘹亮的呼喊及急促的敲門聲，將

劉璋從白日夢中喚醒。嘀咕了幾句，他不情願的站起來

走向大門。這時一陣頭暈目眩莫名而來。劉璋停頓了一

下，改變路徑走向水缸，同時大聲問道：「啥事一大早

吵吵鬧鬧？老張。」「伍成回來啦！」老張語帶興奮的

喊道「什麼？」劉璋剛剛沒看到水瓢，隨手拿起一顆饅

頭狼吞虎嚥後就打開家門，和老張跑向一里遠外的武陵

郡官署。

城牆上的公告前聚滿民眾，兩人花費一番工夫才擠

到最前。公告寫著「漁夫伍成緣溪捕魚，覓得與事隔絕

之地，其民自秦迄今隱居數百餘載⋯⋯」「見鬼了！」

劉璋心想，瞥見滿臉錯鍔的老張。頃刻間，劉璋想起家

中那條大魚，於是兩人趕緊返家欲將其運至市集。市集

裡，他們遇見伍成和其他漁民，伍成向他們說他在桃花

源中的種種見聞，大夥聽得入神，等到大家各自完成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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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伍成便徵求願意提供漁舟並隨行至桃花源的漁夫。

老張認為此事不切實際，但劉璋卻覺得有趣而答應了。

隔天，一行人溯溪而上，浣江是洞庭湖的水源之

一，武陵則座落於浣江下游。當時正值暮春時節，兩岸

不時有桃樹映入眼簾，上游處竟愈茂密。茅屋零星散布

於林間，河道蜿蜒曲折，似永遠沒有盡頭一般。凝視著

滾滾江水，劉璋陷入沉思「一個數百年來自給自足的聚

落，殊不知外界動盪不安、改朝換代，究竟是何等怡然

自樂？」隨著時間流逝，寬敞的河道變窄不少，坡度加

陡，河水流速更湍急，漁民們各自卯足全力的搖著船槳

繼續前進。待至桃樹聚集成林、桃花落英繽紛處，伍成

指示眾人下船，並說：「稍待一會兒，我這就去找上次

回途時的標記。」伍成不久再度出現，眉頭深鎖，懊惱

的陳述標記消失的事實。一番討論後，除了劉璋之外，

其餘漁民決定回城，認為再怎麼找也只是徒勞無功罷

了。畢竟他們不像劉璋獨自一人生活，家中仍有妻小要

顧，況且必須有人執行任務以向太守交代。

夕陽西下，劉璋以事先準備的糧食果腹後，點燃火

把，走入桃林中。入夜的桃花林濛上一層薄霧，一株株

桃樹就像是一尊尊羅漢，堅韌的駐立著。並目送著一名

不速之客從旁經過。劉璋加快腳步，想盡快走出這座「桃

林迷宮」。不知走了多久，只見天空由黑變為黎明時的

灰藍色，劉璋感到腳部有如千斤重，於是靠在一棵桃樹

旁坐下來歇息，強烈的疲憊感使他很快地陷入昏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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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璋睜開雙眼時，發現自己躺在一張做工細緻、

觸感柔軟的絲質床鋪上。一名老爺爺站在床邊，慈祥的

說：「你醒啦，年輕人！」劉璋大吃一驚，跳下床質問：

「你是誰？「我叫木兆，是一名農夫，今早在桃花林附

近發現你睡在地上，怕你凍著，就用柴車載你到寒舍休

息。」老人心平氣和的說。「那麼這裡是？」「桃花村。」

老人回答，突然間，他臉色一沉，嚴肅的表示：「我們

知道你來自一個叫武陵的地方，幾天前也有一人闖到這

裡，那個人告訴我們外界發生的種種動亂及不幸，我們

感到十分遺憾，並慶幸村中的人們數百年來得以安居樂

業，免於這些災禍的摧殘。就如秦時先祖所云，你們互

相征戰以獲得土地；互相陷害以奪取權勢，上位者殘酷

不仁，黎民黔首哀鴻遍野，這叫人怎待得下去？恕我直

言，我們不希望受到俗塵的干擾，也請你替我們守住秘

密，讓我們得以快樂的生活下去吧！」劉璋啞口無言，

內心百感交集。老人準備了豐盛的飯菜款待劉璋，並親

自護送他離開桃花林。

回到武陵後，劉璋向眾人表示自己沒能找到桃花

源，繼續捕漁維生。晉太元八年氐族入侵東晉，劉璋被

徵召入伍，不幸戰死沙場，時年二十九歲。

（二）第二則

這件事除了我自己知道外，只有另外三人知道，一

位是太守，一位劉子驥，而最後一位是一名乞丐，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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飽讀詩書的乞丐。

晉，太元年間。

這天，我一如往常地沿著曲城溪捕魚，不知何故，

原本該豐收的洄游時節，捕到的魚貨居然寥寥無幾，只

好繼續向上游駛去。不知經過多久，原本溪邊的柳樹竟

慢慢被桃樹所取代，往四周望去，周邊滿是桃樹，「原

來這溪的上游竟有如此美麗的桃花林」我心想。

我下了船往林中走去，路上落英繽紛，煞是美麗，

當我走到桃花林的盡頭時，聳立在眼前的是一座宛如城

牆般的高山，山體往兩側綿延，而山下有個洞，半個人

高，走了約四十呎，洞才越來越寬，直到出了洞口。

洞外是一座與世隔絕的山谷，谷中有一小鎮，觸目

之間，盡是良田、美池以及桑竹這類景物。但奇怪的是，

這裡的人的衣著，卻與外面的完全不一樣，好似從那些

前朝畫中走出來的。而這裡的老人及小孩都安適愉快且

自得其樂，其中一個小孩看到了我，好像看到珍奇異獸

般，跑向正在聊天的老人們，拉著一個看起來像是村長

的老者往我這走，老者見到我也是大吃一驚，問道「請

問您是從何處來的？」我如實回答，老者便邀請我一起

回家，我欣然答應。

老者在家中擺下盛宴來款待我，茶餘飯飽，我才知

道這村中只有「白」一個姓，據說是秦時將領白起的世

族遷徙而來，我對他略有認識，白起對秦國忠心不二，

白起在長平之戰甚至坑殺趙國四十萬人，直接把趙國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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滅了，於是有了「人屠」的外號，而老者是現任的村長

也是白家的當家，名叫白尨。村子的形成，據村中流傳

下來的祖訓是為了躲避秦朝的迫害而躲到這裡的，從此

不再離開。老者問道「現在外面到了秦幾世了？」「秦

朝早在幾百年前就滅亡了，現在外頭已經是晉朝。」還

好我三不五時便喜歡到武陵城中的茶館聽那些說書人說

些稗官野史，所以對朝代還有些基本的認知。

翌日，老者帶我遊村，到了村後的湖邊，那是一座

非常大的湖，陸地到此便慢慢潛入水中「到這便不能在

走下去了，祖訓中再三告誡我們不可進入湖內」聽到此

處，我便留了個心眼，以後一定找個時間過來看看。

隔日，村中人便紛紛邀請我到家中作客，也問了

很多關於外面的事情，而我也知無不答。在村中待了幾

日，也沒機會到村後的湖中逛逛，當我要離開時，村長

和我說「出去之後請不要和外面的人說你在這裡發生的

事情，也不要再進來了。」

回到了桃花林，村後的那座湖卻一直惦記在心中

「不行，我一定要回去看看」當下我就決定，回到船上，

拿了些乾糧和燈籠並用油布包好，便在船上小睡一會

兒，準備晚上偷摸進去看看。

約莫戌時時分，我點亮燈籠，按照記憶中的位置穿

過洞穴，沿著村子的邊緣走，到了湖邊，一個奇怪的聲

音吸引了我的注意力⋯⋯

那是一陣陣「簌簌簌簌」的聲音，像有人正在用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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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水，我用燈籠照了照四周，四周並沒有人，順著聲音

的來源看去，來源竟是湖中。當時沒有風，而我腳邊的

水竟像海浪拍打般，拍打在我腳上，腳邊的水位也正在

急劇下降。「鬼吸水」這個字赫然出現在我的腦海之中，

這種現象我只在說書人那聽過，聽說在鬼吸水的湖泊下

水的人，沒人存活過，沒想到居然在這地方讓我遇上了。

更古怪的是，湖底居然發出了幽幽的青光，我將燈籠藏

在湖畔的石頭旁，帶著糧食便潛了下去。

沒想到這看似平靜的湖水竟然在流動，好在我水性

極佳，順著水流，到了湖中，突然一股怪力把我往下拉，

我被拉了個措手不及，掙扎了幾回，始終掙脫不了那股

怪力，便暈了過去，而我最後的想法是「我能死在人如

此人間仙境，也算有個善終了。」

不知過了多久，我張開眼，一個想法萌生在腦海

「我死了嘛？」摸摸身上，那包糧食還放在懷中，看來

我還活著，「那這是哪裡？」另一個疑問浮上心頭，我

抬頭一看，我身處一個巨大無比的山洞中，而洞中竟全

鑲著夜明珠，宛如星空般的景象讓我久久不能自己，每

顆夜明珠都發出了悠悠藍光，在我面前聳立的則是一座

「皇宮」，一座金碧輝煌的皇宮。「難道那些村人的遷

徙並不是單純的避難，而是為了守護這座皇宮，又或者

這些人的祖先是這皇宮的守護者，為了不讓子孫進到這

裡，所以在祖訓上才再三強調」我心想，我繞了洞穴一

圈，發現有些地方竟然有徐徐微風吹來，想必是有通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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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和外處相連，看來這洞穴並非天然形成，而是有人特

意所闢皇宮的正門居然站著兩名衛兵，衛兵中央的門還

開了的縫隙，而門上的匾額則用小篆寫了四個大字「鞭

笞天下」。

「這難道是秦始皇的行宮」我心道。

走近一看，原來那不是真人，而是兩個石俑，我穿

過石俑，進入皇宮，皇宮之中燈火通明，每隔數尺便有

一個油燈，散發出光芒。「以人魚膏為燭，度不滅者久

之」這句話突然從我的腦中蹦出來，「這何止是久啊，

這好歹也燒了幾百年了吧」我喃喃自語，拿了個油燈放

進油布之中，「反正這裡少了一盞燈也不會暗到哪去」

我繼續往大殿的方向走，一路上有各處皆有堆積成山的

黃金和珠寶，「難道他們將白起當時打仗所搜刮的金銀

財寶都放在這裡了」，還有不下百座的石俑，有男有女，

擺著各種姿態，但全都有一個共通點，他們的眼睛全都

盯著大殿的門口，好像在等著一個人出現，等著他們的

王從門中走出，當我走到大殿門口，我回首，忽然一股

涼意從背脊向上竄─石俑們動了，它們彷彿是訓練有素

的軍隊般，列隊向前，到了大殿前，「先是差點溺死，

現在又要被石俑圍毆至死，我今天是招誰惹誰了。等等

到閻王那，說不定祂還會看我可憐，讓我投胎到帝王之

家呢」我苦笑，當人經歷了一些不該出現在他生命中的

事後，往往可以把生死看開；面前的石俑卻做了讓人匪

夷所思的動作─他們開始朝我跪拜，或者是說，朝我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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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的大殿跪拜。

進到大殿之中，整個大殿內部居然全是由黃金所

打造，而大殿中央則有個高臺，高臺上是一座由各式珠

寶所疊成的秦代地圖模型，珍珠代表山脈、翡翠代表平

原、江河居然還會流動，定眼一看，江河居然是由水銀

所組成。模型之後則是一副棺材─一副被九條金龍所抬

的黝黑鐵棺，我上前一看，這棺材竟然是用殞鐵所製，

一幅「九龍抬棺」的景象就這樣呈現在我面前，鐵棺旁

還刻了字，其中一句話吸引了我的注意「陵東為白，陵

西為王，陵北為李，陵南為廉，四家守陵」「白？王？

李？廉？這不是戰國四名將─白起、王翦、李牧、廉頗

嗎？所以這座陵並非白起之陵，那是甚麼人的陵墓竟然

需要戰國四名將之後來守護」突然我聽到門打開的聲音

從我背後傳來，一名老者站在我面前「村長，你怎麼會

在這？」「我不是要你別進來了，你怎麼還是進來了，

還好你只看到冰山一角。有些事情不是每個人都可以知

道的，有些歷史該隨著時間石沉大海的。現在，回去吧，

回去你該待的地方」接著我眼前一黑，便這麼暈了過去

我再次張開眼睛時，我人已在當初的洞口，我懷疑

自己是不是做了一個夢，當摸到懷中的油燈時，便知道

那不是夢，我邊走回船邊邊在每棵經過的樹上做記號，

希望將來可以再進去。

我回到城後，馬上去晉見太守，將我所發生的一

切和太守稟報，而太守似乎也想知道那座人間仙境在何



331

� 實踐篇：國立屏東高級中學

處，於是馬上派人和我一同前往，沿著記號走，但那洞

穴卻像完全不存在一般，完全消失在這世界，只剩下一

座座如城牆般的高山，為此，我還吃了五十大板，後來，

南陽的劉子驥也找到我帶他去看那座人間仙境，也是無

終而返。雖然他們口中都說著要找那座人間仙境，但內

心想的是甚麼，想必也是那座「不知名的皇陵」吧。

而那四家守墓者的祖先，都是殺人如麻的大將軍，

但也對自己的國家鞠躬盡瘁，到了晚年也都經歷失勢之

苦，想必在失勢的那段時間中，有人從找了他們，讓他

們成了這座「皇陵」的守墓者，至於那人到底是誰，我

也沒有頭緒。

時隔三十年，我已步入古稀。在回來之後，我想

了許久，甚至將家中碩果僅存的幾本史書拿出來翻了又

翻，我實在找不出有誰可以值得戰國四名將之後來守墓

的，而當時村長的那句「有些事情不是每個人都可以知

道的，有些歷史該隨著時間石沉大海的」始終讓我耿耿

於懷。

前幾天，家門外來個乞丐，自稱陶元亮，正好那天

我捕了不少魚，於是一起吃了頓湘黃雞，酒過三巡，我

將此事告訴了他。不知他未來是否會將此事說出去。

最後，你肯定會覺得我怎麼會認出由小篆所寫成的

「鞭笞天下」以及「九龍抬棺」，我覺得該解釋一下，

這和我們家族有關，我們家族是個盜墓世家，雖然我所

處的家庭只是個旁支，但祖先們的「英勇事蹟」我們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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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從小聽到大，所以這些東西在我們家族中成了連三歲

小娃都知道的常識了。

伍、教學省思與推廣建議

為了使實驗課程更具完整性，上下學期教案運用於

同一個班級。經過上學期將音樂與畫面美感融入寫作的

課程，本學期更進一步，將音樂與電影動態畫面融入文

章賞析之中。為了促進美感實驗課程在教學現場更有效

率的應用，因此選擇高中國文古文30篇的《桃花源記》，

以貼合教學現場的實際狀況。經過本教案實施後，發現

運用音樂與動態畫面的渲染，學生在課堂上易進入感性

的情緒之中，再將課文內容與音樂、影片相互對照之下，

作者所留下的情節空白部分，的確能讓學生更具有填補

的想像，進一步達到判讀、賞析文章的美感鑑賞力。但

是，教學時間壓力與課文本身結構的問題，是否每一篇

散文皆能使用本教案使學生達到文字美感鑑賞能力，的

確有待進一步的探討。

本課程需要與音樂鑑賞相結合，學生需擁有較好的

聆聽樂音感知能力，將更有效率。再者，由於時間的限

制，本課程如再進行內容空白部分填補的實際寫作，與

文章賞析能力結合，或許課程將更完整。希望在教學現

場中，針對學生較困難的文言文課程，融入聲音與影像

的要素，除了提升學習興趣，更能增加文字美感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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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以減低課文解讀的困難與枯燥感，畢竟在網路與

影音橫行的環境下，要讓高中生對於古文產生興趣，沒

有影音的輔助是有其困難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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