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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識唐傳奇－創造自己的傳奇」 

 

麗山高中  戴妙全

 

摘    要 
 

面對高二「專題研究」課程，國文主題可以發展什麼課程？如何培養出學生「帶得

走的能力」？在開課前，我一直在思考這個問題。教學經驗得知，學生對古典小說的興

趣菲淺，故以「認識唐傳奇」作為教學主軸。課程設計的理念以豐富、多元、創意、實

用為出發點，不同類別的傳奇小說，融入不同的議題討論，佐以高中小論文的寫作訓練，

藉以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與深度。最後回到學生主體，以自我的探究與追尋，巧妙的雙

關使用，期許學生也能「創造自己的傳奇」，將整個課程的設計做一個有機的連結與運

用。 

 

 

 

作者簡介 

戴妙全，畢業於師大國文研究所，對美學、思想、戲劇與文藝都很有興趣。初於泰北高中

任教，之後考到台北市麗山高中，現為教師會的會長，很喜歡現在的學校，多樹、多花、

多人情。曾獲得 GreatTeach 創意教學優等獎，多次指導客語比賽得獎，同時也是三個孩

子的媽，以「教學」和「帶小孩」為樂。 

關鍵字    唐傳奇、愛情、幻夢、歷史、俠義、兩性平等、資訊融入、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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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課程的背景簡述 

（一）專題研究的需要 

麗山高中是臺灣第一所「科學高中」，注重科展與科學研究，全校全面開設「研

究方法」、「專題研究」課程，而「專題研究」主要以高二學生為主，教學過程以問題

解決為核心，培養主動學習與解決問題的能力。學校雖然定位為科學高中，但全人教

育的目標，仍著重科學與人文的均衡發展。 

（二）國文專題的目的 

國專課程分上下學期，每星期四連三節課，下學期有成果發表，以及全校性的大

成發。採主題式的研究學習，以唐傳奇作為高二國文專題的教學內容。預期目標為提

升國學能力、小說文本的處理能力、加強閱讀寫作能力、提升寫作能力，勇於上台發

表自己的意見，以更有開放、包容、與挑戰的精神去面對新的課程。 

（三）學生的條件分析 

文科的專題常不是學生第一順位的選擇，有些學生抱著只是來拿學分的心態。這

次國文專題的學生約二十個，程度、態度與類組沒有太大的直接關係，觀察的情況反

而是女生的表現普遍比男生好。而學生學過＜虬髯客傳＞或＜離魂記＞，普遍對唐傳

奇的特色、流變、興起原因與代表作品等，具有一定的先備知識。 

（四）唐傳奇魅力難擋 

唐傳奇它繼承魏晉志怪，影響後代話本甚至是戲劇的發展，在小說史與文學流變

上都扮演重要的角色。才子佳人的愛情故事，可歌可泣的俠義傳說，蒐奇獵異的神怪

故事，以及反應社會歷史的情節等，豐富了小說的內容與題材，可謂唐代藝苑的一叢

奇葩！文本影響深遠，深受讀者喜愛，學者多有研究，魅力難擋！ 

 

二、課程設計理念 

唐傳奇是唐代短篇文言小說，故事題材雖有趣，但對高中學生來說，語言文字與

時代文化的隔閡，畢竟是無形的阻礙，所以如何深入淺出，兼具豐富化、活潑化與實

用化，以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甚至在循序漸進中有計劃的達到教學目的，都是課程

設計時的主要考量。 

主題為「認識唐傳奇－創造自己的傳奇」，課程設計的理念，是先從「大」開始，

注重廣度的延伸；再從「小」聚焦，以唐代小說的認識為主，掌握文本的解讀之餘，

進行相關活動與議題討論，嘗試不同的創意教學。 

其他如高中小論文的寫作比賽，提供文科專題的學生一個發表與學習的機會，在

有限的時間中，進行討論研究，擬題寫作、收集消化資料到完成目標；而紀錄片的拍

攝，則是配合學校計劃，訓練學生都具有拍片的技能，以應用於未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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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次的校外教學與課堂（校內）教學互補，構成一個完整的教學場域，以拓展學

生學習領域，達到提昇學習的效果，教室外的美景更不輸於書本，校外教學對學生都

有不同的學習與成長。最後，深化「傳奇」的意義，以自我探索、自我肯定，呼應「認

識唐傳奇－創造自己的傳奇」的主題，只要努力，每個人都可以是不同的「傳奇」！ 

課程設計仍是「以學生為主體」，提供學生適性發展的舞台，學生須主動探索解

決問題所需相關知識。並試著將 moodle 平台資訊融入，作為學生繳交作業與欣賞的

媒介，佐以傳統紙筆的方式做多元教學與評量。蘇軾說：「博觀約取，厚積薄發」，不

管是多元課程、創意設計、議題融入、運用資訊、與人合作、問題解決等目標，都希

望在「累積」學生的知識能力與正確態度，以期在變化快速的時代，學習如何「學習」！ 

 

三、從「大」開始：廣度的延伸（略） 

（一）好個馬拉松小子 

（二）辯論比賽的精彩 

（三）新知培養轉深沉 

      1.「國光豫劇小劇場」 

      2.「慧星、隕石、流星雨」 

      3.「作文教學策略與實務分享」 

（四）文學概論看人生 

 

四、從「小」聚焦：創意的教學 

（一）文本的處理：提問引導、分組討論、影片欣賞 

唐代小說又稱傳奇，本是晚唐裴鉶所作的一部短篇小說集，宋以後以此作為唐代

文言短篇小說的通稱。唐傳奇由六朝志怪小說逐步發展而成，明.胡應麟曾說：「至唐

人乃作意好奇，假小說以寄筆端」，唐代作者有意識的創作小說，與現實生活結合，

故事完整，語言精練，在結構、語言、情節及人物塑造方面都有突破，已具備成熟小

說的條件。 

上課用書為柯金木先生編著的《唐人小說》，有導讀、正文、注釋、眉批、譯文、

評析、問題與討論等，方便閱讀與學習，課前與課後的活動設計，以及引導互動式教

學理念，都可激發學習興趣。廣度的延伸之外，再慢慢的聚焦小說文本的掌握，以及

相關主題的創意教學，印證「書中自有天地寬」的意義。 

上課前先請學生預習：掌握課文大要、查考生難字詞並提出問題。課堂上主要藉

著提問討論、分組報告、深究鑑賞與影片欣賞，深化主題，傳統板書與教學媒體並用，

學習在新舊概念中綜合相關的課程，做出解決的對策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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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從唐代出發：聯想訓練腦力激盪 

想到唐代，你會想到什麼呢？如：唐人、唐裝、唐人街，唐太宗甚至被尊稱為「天

可汗」等……唐代的盛世為何？唐代由盛到衰的關鍵是什麼？唐代在詩歌、文學、辭

賦、史學等方面有何表現？又唐代的小說如何分類？代表作品為何？傳奇興起的原因

有那些？這些都可以幫助我們勾勒唐代文學的面貌。 

藉由老師的引導，做聯想訓練與腦力激盪，從唐代出發，要求每一個學生畫一個

簡單的概念圖練習，以訓練學生統整思考的能力，同時掌握同學對唐代了解的程度，

以期對於唐傳奇，產生學習的興趣。 

 

（三）愛情類小說：才子佳人愛戀離合 

社會型態的轉變，城市經濟的繁榮造成市民階層的興起，提供小說新的素材，唐

代風氣開放，進士與娼妓戀愛成風，窮仕者藉著娼妓結交權貴，而娼妓則仰慕進士的

風流倜儻，才子佳人的愛情故事總是為人津津樂道，愛情類的小說成為大宗，成就也

最高，其代表有蔣防＜霍小玉傳＞、白行簡＜李娃傳＞、元稹＜鶯鶯傳＞等……其他

如李朝威的＜柳毅傳＞、陳玄祐的＜離魂記＞有人也放此。 

1、愛情是永不變的經典 

作業要求：（1）推薦喜歡的愛情影片（2）找出與愛情有關的新詩與古典詩各一首

（3）找出與愛情有關的流行歌一首，並上傳 moodle。 

2、李娃傳人物個性探討 

＜李娃傳＞敘述唐玄宗天寶年間，滎陽公子鄭生打算進京赴考，自從在鳴珂

曲中遇見李娃之後就愛得無法自拔，蕩盡資財，「姥意漸怠，娃情彌篤」，最終仍

被李娃母女倆設計逐出妓院，淪落在凶肆唱輓歌為生。被滎陽公發現，鞭打幾至

於死，淪為乞丐，因李娃悔悟而救之，遂照顧滎陽公子生活讀書三年，終於中舉

授成都府參軍。最後滎陽公因兒子做官又「父子如初」，也娶了李娃。 

故事最後以喜劇大團圓收場，其語言華麗，抒情浪漫，纏綿含蓄，可見作者

白行簡理想主義的表現，對導致婚姻悲劇的不合理限制，發出改革的聲音，表現

出對門閥制度最強烈的反抗，也成功塑造一個「汧國夫人李娃，長安之倡女也。

節行瑰奇，有足稱者」的奇女子。 

（1）分組討論：就李娃、鄭生、姥姥、滎陽公四人的個性與人格特質，至少寫出

十個以上，歸納結果，派一人上台報告。（舉例） 

李娃：有同情心、專情、美麗、有才華、心機重、幫夫運、愛勾引人、紅顏禍水、

婀娜多姿、堅強、自我認知清楚等…… 

鄭生：懦弱、逆子、自以為有錢、歌聲好、有才氣、家教嚴、好色、花錢如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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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愛乾淨、意氣用事、癡情、單純、生命力強等…… 

（2）問題討論： 

小說理論：「圓型人物」＆「扁型人物」？正、反人物的形塑方式？ 

人物塑造的背後動機＆絃外之音？小說場景的氛圍構成因素？ 

人是很「矛盾」的動物：複雜？單純？心機？ 

○補充資料：廖玉蕙＜痴與負－談唐傳奇李娃傳的愛情＞、＜論唐人傳奇裡女性的情感＞，《人

生有情淚沾臆》，九歌出版。＜反抗士族婚姻制度的凱歌－李娃傳＞，《唐人傳奇》，國文天地

出版。＜玩偶之家－婦女解放運動的宣言書＞、＜簡愛－女性追求自由平等的精神圖騰＞，《世

界歷史的 100 本書》，德威出版。〈唐代小說中的女性角色〉，朱美蓮，政大中文所碩論，1989

年。《人生自是有情癡－千古情詩精選》，格林文化出版。 

3、愛情小說與十二星座 

配合宇宙星象，我們各有其代表的星座，在十二星座中，每個星座都是獨一無二

的，都有其與生俱來的個性與特質，複雜的人事，無法一概而論，但從生年月日以及

星座看星座個性，有助我們更全面地了解自己，以及與人的溝通相處，或愛情、家庭、

工作的關係，所以多了解星相星座，對自己也有幫助。 

我們上完＜李娃傳＞、＜鶯鶯傳＞、＜霍小玉傳＞等愛情傳奇小說，現請班上同

學進行分組討論，分享你自己的星座有何特色？並統整出男女主角可能的星座？最後

上台報告。 

 

組員 

姓名 

你的 

生日 

你的 

星座 
李娃 鄭生 鶯鶯 張生

霍小

玉 
李益

1 

 

        

 

4、性別平等議題的融入 

唐代是女性解放的時代，女性逐漸覺醒，勇於爭取自己的權利，原因很多，在《人

生有情淚沾臆》一書中就提到武后用事，胡風胡化的影響，官妓之盛，女尼女冠之盛，

以及儒家禮教式微等原因，都造成女性解放的原因。 

影響所及，唐代女性面對愛情都更為主動坦率大膽，即使無法完全掌握自己的命

運，也勇於表達自己的情意，追求真愛。如＜李娃傳＞中的長安倡女李娃節行瑰奇，

成功再造鄭生，結成秦晉之偶；＜虯髯客傳＞中藝妓紅拂女慧眼識英雄，半夜私奔李

靖，成就「風塵三俠」的佳話；＜柳氏傳＞皇甫枚筆下的步飛煙為情反抗權勢，犧牲

性命而不悔；＜崑崙奴＞中紅綃與崔生相愛慕，最後為愛逃亡；＜離魂記＞中的倩娘

選擇以靈魂離開軀體的方式追隨王宙；＜柳毅傳＞中的龍女反抗夫權壓迫，終於和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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毅結成夫妻，其追求幸福愛情的形象也深值人心。 

    但是在重男輕女的傳統觀念之下，長久以來男女地位的不平等，也導致許多男子

負心的悲劇，因當時士族婚姻制度而被犧牲的愛情，唐傳奇則以＜霍小玉傳＞和＜鶯

鶯傳＞為代表，鶯鶯和霍小玉都是禮教束縛之下的犧牲者。明.胡應麟曾讚＜霍小玉傳

＞：「唐人小說記閨閣事，綽有情致。此篇尤為唐人最精采動人的傳奇，故傳誦弗衰。」

本事說鮑十一娘引李益與霍小玉認識，雙方相識與互定盟約，但李益薄情負心，違背

海誓山盟，當時士子娶五姓女的觀念牢不可破，母命難違，另娶盧氏，幸黃衫客的幫

助，得見李益一面，最後仍憂思成疾，香消玉殞而終，心中的怨恨連死後都想化為厲

鬼，對李益展開復仇。揭露了傳統封建體制下門第觀念，導致婚姻悲劇的不合理限制。 

＜鶯鶯傳＞中敘述張生在偶然的機會下，對鶯鶯有救命之恩，張生透過紅娘送書

信追求鶯鶯，兩人在西廂幽會多時，並枕重衾，綢缪缱綣，恩愛非常。但張生竟然為

了自私前途的原因，「始亂終棄」，最後拋棄了她，卻又為自己薄倖負心的行為找藉口

將之合理化：「予之德不足以勝妖孽，是用忍情」，將鶯鶯比作猶如妲己、褒姒般的「妖

孽」，紅顏禍水，貶低鶯鶯。 

鶯鶯的性格比較矛盾多重，有學者說她也是娼女，也有可能是出身寒門或沒落士

族之家的閨秀。身分閨門失禮之事不是秘密，不為禮教所容的行為不能長久，鶯鶯最

後另嫁他人，張生亦有所娶。但是「時人多許張善為補過者」，雙重的標準可見當時

的觀念，以及門閥階級的限制，成為禮教束縛之下的犧牲者。 

古今價值觀與愛情觀的不同，對身處現在社會的我們，提供了很多省思的空間。

現代的女性自覺已有增長，在女性多重的角色扮演時空裡，對於傳統不平等的諸多現

象也勇於去突破，努力擺脫性別刻板印象，並試圖建立性別平等意識。 

○補充資料：＜西廂情幽史－才子佳人與禁果＞，＜青樓義娃情－鄭元和與李娃＞《中國十

大愛情傳奇》，林景蘇著，漢藝色研出版。《大年初一回娘家－習俗文化與性別教育》，女書出

版。《好世紀－女人文化年曆》，鄭至慧編著，女書出版。《中國古代婚姻》，任寅虎著，臺灣

商務印書館。《中國古代婦女生活》，高世瑜著，臺灣商務印書館。《中國愛情與兩性關係》，

何滿子著，臺灣商務印書館。 

5、愛情相關影片的欣賞 

（1）愛情預告影片：「簡愛」、「當幸福來敲門」、「讓愛傳出去」、「三十九磅的愛」、「徵

婚啟事」、「落跑新娘」、「驚婚記」（布袋戲）、「出竅情人」、「真愛找麻煩」等…… 

（2）上課影片：＜李娃傳＞：電影「李娃」、崑曲「繡襦記.打子」折子戲 

＜鶯鶯傳＞：「黃梅調西廂記」、「新西廂記」、「越劇西廂記」、崑曲「西廂記.佳期」 

＜霍小玉傳＞：「霍小玉傳」、「紫釵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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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幻夢類小說：幻夢與現實的游移 

幻夢類又有人稱為佛道類、警世類或諷刺類，唐代讀書人受到科舉制度的影響，

注重功名富貴的世俗心態，加上佛、道兩教的盛行，受到刺激後容易興起「浮生若夢」

之感，因而大量產生此類題材的小說，給人很大的警惕與諷刺。其代表有沈既濟＜枕

中記＞、李公佐＜南柯太守傳＞、李復言＜杜子春＞等…… 

＜枕中記＞根據干寶《搜神記.楊林柏枕》演繹而成，引申出「黃粱一夢」的成語；

＜南柯太守傳＞根據《妖異記.盧汾》演繹而成，引申出「南柯一夢」的成語。雖然兩

篇主角的個性、際遇與結果都不盡相同，但都在說明人事無常，功名富貴如同一場短

暫虛幻的夢。明.湯顯祖「玉茗堂四夢」傳奇中的＜邯鄲記＞與＜南柯記＞就是從唐傳

奇加以演繹而成的，足見影響之大。 

有學者考證，從男主角的對象，盧生娶清河崔氏女，淳于棼是招的駙馬，與夢境

中的政治理想，一個是「出將入相」，一個是治理一方的郡守，反映出不同的時代與

社會背景；＜枕中記＞約是中唐制度尚未崩潰之時的作品，＜南柯太守傳＞則是晚唐

藩鎮跋扈的作品。 

同時藉由＜枕中記＞與＜南柯太守傳＞的提問與討論，比較與分析兩篇的特色，

加強學生對這類小說的認識。 

1、提問與討論舉隅 

    ＜枕中記＞與＜南柯太守傳＞的比較：時代與社會背景？形式與技巧比較？主題

與內容比較？道教思想何處可見？人物比較？主角性格有何不同？不同的夢境反映

出的理想，有何意義？與夢中的際遇有何關聯？「作夢」的地點分別為何？此安排有

何意義？有人評＜枕中記＞「有良才」，有人評＜南柯太守傳＞「文妖」，你的看法？ 

    這類型的小說，從今日來看，其所透示出的人生觀，帶給我們怎樣的啟示？你曾

經去思考過人生的意義與價值嗎？人生常常在幻夢與現實之間游移，你的理想為何？

又該如何去實踐它呢？生命的課題究竟為何？引導啟發同學去作更多的深思與學習。 

2、影片欣賞：「杜子春」 

寫富家子弟杜子春一再揮霍財產，行乞而求仙的故事，歷經重重考驗，最後獨於

親子之愛無法捨棄，修道不成，說明人性無法磨滅之理。 

○補充資料：＜黃粱幻夢－沈既濟枕中記＞、＜南柯虛夢－李公佐南柯太守傳＞，《心

窗外的靈空》，盧景商著，漢藝色研出版。＜枕中記＞、＜杜子春＞，《唐代傳奇》，

時報出版。《唐代小說研究》，劉開榮著，臺灣商務印書館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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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歷史類小說：小說比歷史更真實 

唐代「歷史類」的小說，多從歷史延伸而來，敘述內容多可與正史相對照，以陳

鴻的＜長恨歌傳＞與＜東城老父傳＞為代表。 

＜長恨歌傳＞根據白居易＜長恨歌＞，改韻文為散文，寫出了唐玄宗與楊貴妃真

心不渝的愛情故事，但也說出了玄宗寵愛貴妃荒廢朝政，導致安祿山的叛變，唐代由

盛轉衰的歷史，透過小說更真實的呈現出來，甚至深刻的影響後世的戲劇。＜東城老

父傳＞則敘述一位善於鬥雞的小兒賈昌，在太平盛世時享盡恩寵，而安史之亂後，各

方面不同的差異，倍增今昔之感，最後隱遁出家。 

藉著欣賞戲劇表演，與傳閱相關書籍與節目單，以及老師分享觀看戲劇的經驗，

文學與戲劇結合，適度融入藝術戲劇的學習。同時藉由協同教學，讓學生來一場「戲

曲初體驗」【金錢花】，教學生唱幾句簡單的戲曲，演個小身段，加深對戲劇的印象，

產生學習的興趣。 

1、協同教學：「戲曲初體驗」【金錢花】 

2、影片欣賞：國光京劇「地久天長釵鈿情」、崑曲「長生殿」、電視「大唐情史」。 

○補充資料：＜天寶遺恨錄－唐玄宗與楊貴妃＞，《中國十大愛情傳奇》，林景蘇著，

漢藝色研出版。《盛唐氣象－唐朝興衰啟示錄》，宋昌斌著，年輪文化出版。《女伶

－魏海敏的影像紀錄》，陳慶祐撰述，積木文化出版。《拍案「京」奇》，國立國光

劇團。 

 

（六）俠義類小說：開武俠小說的先河 

中唐之後，藩鎮的專橫跋扈與社會的動盪不安，人心不平，渴望奇人異士來主持

正義公理，促使俠義小說的興起，故又稱為豪俠小說、劍俠小說。臺靜農教授說：「中

國的劍俠小說，始於晚唐人的傳奇，在這些奇傳中的劍俠，聳動讀者的好奇心理，明

知其不可能，而驚駭震動之餘，不免為之嚮往。」 

其代表作品有杜光庭＜虯髯客傳＞、袁郊＜紅線傳＞、裴鉶＜聶隱娘傳＞、李公

佐＜謝小娥傳＞等……小說本身的發展、古文運動的影響，以及佛道兩教的盛行助長

流行，除了探討俠義精神的意義之外，也可見其對後代武俠小說的影響。 

1、俠義漫畫的創作 

俠義小說漫畫創作練習，至少八格，任選唐俠義傳奇為題目，如＜聶隱娘傳＞、＜紅

線傳＞、＜謝小娥傳＞、＜虬髯客傳＞等……你可以像豐子愷寥寥數筆，畫出神韻，

也可以用精緻的筆觸畫出，最好上色，作最好的呈現。 

2、電子小書的創作 

運用電腦 PhotoScape 的軟體使用，做成八頁電子翻閱小書，從小書組圖原理、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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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組圖、照片調整、相片編修、套版等步驟循序漸進的說明成書過程。了解原理與操

作方法後，逐頁套入已存檔的漫畫照片，加上對話與文字，並善用技巧做出效果，延

伸學習觸角，最後完成屬於自己獨一無二的電子小書製作。 

將資訊融入國文教學與創作，進行看得見的思考，貫徹學生多元學習目標，提升

人文思考的面向，豐富文學生命的面向。 

○學生回饋：聖筳：「這次『八頁小書』活動，是我覺得最有趣的活動，因為利用那

個軟體，真的很方便也很好用，讓我在未來自己要做卡片，或是其他用處時都能運用

它。」 

祖維：「『小書創作』是我最喜歡的部份，大概是我很喜歡畫畫的關係！另外，有了小

書和圖文創作，我不論何時都能紀錄我所經歷的點點滴滴。」（作品舉隅） 

3、戲劇與影片欣賞 

從分享介紹「豫劇皇后」王海玲表演「紅線盜盒」的故事，說明小說的題材，可

有不同跨類的創作，深刻影響戲劇表演。傳閱戲劇節目單，藉豐富的圖文照片，讓學

生感受藝術之美與大師風範，以引起學生的興趣。 

欣賞「聶隱娘」（蔡志忠動畫）、YouTube「謝小娥傳」、其他參考影片如「龍刀奇

緣」、「武俠梁祝」、「功夫」、金庸小說改編的電影、網路資料等。 

○補充資料：＜善有善報，惡有惡報－謝小娥＞、＜三世因緣果報說－紅線＞、＜撫

劍揚眉報主恩－聶隱娘＞，《中國十大恩仇傳奇》，漢藝色研出版。《王海玲－梆子

姑娘》，紀慧玲著，聯合文學出版。《武俠小說研究參考資料》，胡仲權著，萬卷樓

出版。《奇文妙字說不完》，江澄格編著，商周出版。＜唐傳奇對中晚唐社會矛盾的

描寫＞，《唐人傳奇》，國文天地出版。＜紅線＞、＜謝小娥＞、＜虬髯客傳＞，《唐

代傳奇》，時報出版。《歷史上的愛情故事》，李甲孚著，漢欣出版。《紅塵俠女傳

奇》，邱小盈編，林鬱出版。《唐代小說研究》，劉開榮著，臺灣商務印書館出版。 

 

（七）其他綜合活動 

1、Google 遠方雲端學習─共筆接龍說故事 

應用雲端服務軟體 Google 文件 docs，做共筆接龍說故事練習。透過互相合作、互

相觀摩的方式，邀請別人一起加入共同創作，穿插不同寫作風格，可以了解其他創作

者想法，是其基本概念。現以 3~5 人為一組，以唐傳奇的故事題材為主，做人物情節

的接龍說故事，藉由網路帶來的便利，尋找可行有趣的再創作。 

2、詩是最精練的文字－三首小詩創作 

文學跨類有不同的情味，我們接觸了許多不同的唐傳奇，也看了相關戲劇影片，

而詩是最精練的文字，現就學過的小說題材或相關的議題，進行小詩創作。 

可以唐傳奇的主角為主，或作圖象詩的設計，或寫愛恨情仇、或兩性不平之鳴、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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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如夢之嘆、或歷史興亡之感、或神怪志異之例等等……一首至少三句詩句以上，不

宜超過十三行，並寫上詩名。 

○學生作品舉隅： 

＜南柯‧奈何＞ 醉後神遊/槐安成駙馬/奉命治南柯/逍遙無憂/檀蘿毀城郭/轉瞬風雲變

/一眨眼 無官無爵/蒼蒼茫茫/世間/不過一螻蟻穴 

＜夢醒＞ 飛黃騰達 與 富貴歡愉/落魄潦倒 與 生死離別/隨三千絲 墜落/在枕中 無

常 

＜聶隱娘‧劉僕射＞ 紙剪的驢子/一黑一白/一黑  精精兒人頭落地/一白  再也沒有

災難了  來無影去無蹤/心服的是你的聰明妙算 

 

五、教室外的美景 

（一）麗山校園踏查之旅 

 

（二）林家花園尋幽訪勝 

在唐傳奇的愛情類小說中，故事場景多在古色古香的園林中，「不到園林，怎知

春色如許？」正說明了必須要自己親身去到園林，才真正感受得到她獨特的美。而於

1853 年建造的板橋林家花園，素有「園林之盛，冠於北臺」之稱譽，是一座擁有中國

建築之美與涵養的園林，綠蔭婆娑，古色古香，富涵人文氣息，具有古典園林之美。

這次還有準備發票就可免門票的活動。學生拍照取景、親近古蹟、欣賞美景，為之後

的圖文創作預做構思。沿途也去了附近古蹟，如大觀書社、接雲寺（觀音廟）、媽祖

廟等地，遊賞趣滿行囊，是難得的體驗！ 

○作業：「遇見林家花園」遊記寫作＆「留下感動的瞬間」ppt 圖文創作。 

○作品舉隅：潘子婷＜百年＞＆盧欣荷＜林家花園重建的經濟效益＞ 

 

（三）步步驚笑觀戲活動 

果陀劇場免費開放「步步驚笑」首演前彩排記者會的門票索取，於是專題的學生，

一行人來到了台北市立社教館旁的「城市舞台」，參與「步步驚笑」首演前彩排記者

會與觀戲活動。除了欣賞到完整的戲劇演出之外，更包含了「前台服務」與「記者會

的進行」的完整劇場體驗，藉以瞭解一齣戲劇在演出之前，需有哪些重要的服務及宣

傳準備工作。本活動限團體報名，入場須持有票券。 

○延伸作業：「你也可以是影評家」寫作練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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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學術殿堂國圖探祕 

校外教學的目的是為了配合高中生「小論文寫作」比賽，學習查閱碩博士與期刊

論文，了解借閱期刊論文的規則，興發人文學科的學習興趣，並提升資料處理與專題

寫作能力。 

由於學生未滿十八歲，必須由學校發公文申請參觀，也要帶證件以便檢驗，甚至

要穿便服入館，申請的學生有兩個星期的時間可憑證明進出國圖。學生都是第一次來

「國家圖書館」，對其藏書之豐與查閱之便，都留下深刻的印象！我們也翻看宋太宗

時李昉等奉敕傳的《太平廣記》，可視為我國古代小說總集，許多六朝志怪以及唐代

傳奇作品賴此書而得以流傳，極有價值。 

○延伸作業：高中小論文投稿比賽。 

 

六、小論文的寫作比賽 

（一）課程進行方式 

利用寒假前的時間，協助學生探索有興趣的主題，並讓學生熟悉「中學生網站」

中小論文比賽的規定與要求，一起觀摩他校得獎的作品以玆學習。最後試圖擬定研究

的題目，利用假期醞釀研究方向，並著手尋找相關資料。 

擬題之後，下學期的課程一開始就以小論文的寫作比賽為主，老師採取「個個擊

破」的方法，針對每一個人的主題與方向，個別指導，藉由和學生不斷的討論和修正，

思考找出解決的方法，並確定研究方向與目標。針對小論文的比賽，我們也利用 moodle

平台繳交相關作業，試著留下學習的紀錄。 

 

（二）小論文正式發表 

特請學校國文老師擔任評審，安排主持人、司儀按鈴者、拍照錄影者、場地佈置

與接待的學生，也邀請其他老師與同學蒞會，模擬正式的小論文發表會，要求學生以

認真的態度去表現。 

時間 場次 小論文題目 發表人 講評人 

1:10- 

1:50PM 

第 

一 

場 

1. 從幾米的《地下鐵》走進你我之間想

像世界(榮獲高中小論文比賽 990331

梯次藝術類優等) 

2. 古代同性相戀史─斷袖、分桃、非磨

鏡(榮獲高中小論文比賽 990331 梯次

史地類優等) 

3. 沈石溪動物小說之人性探討─《狼王

夢》與《一代奇豺》為例（榮獲校內

 林○○老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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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場次 小論文題目 發表人 講評人 

研究精神獎） 

2:00- 

2:50PM 

 

第 

二 

場 

1. 永垂不朽的愛情─〈長恨歌〉與〈長

恨歌傳〉交織的李、楊故事(榮獲高中

小論文比賽 990331 梯次文學類優等)

2. 唐朝女性穿衣藝術初探─以裙裝為

例(榮獲高中小論文比賽 990331 梯次

藝術類甲等)  

3. 淺談科舉考試對唐人傳奇的影響（榮

獲校內研究精神獎） 

 彭○○老師 

3:00- 

3:50PM 

第 

三 

場 

1. 林家花園重建的經濟效益（榮獲校內

優等獎） 

2. 探討運動品牌的轉型─以 Nike 

Adidas Puma 為例（榮獲校內佳作獎）

3. 種樹節能救地球─以麗山高中校園

做起(榮獲高中小論文比賽 990331 梯

次文學類甲等) 

 

 

簡○○老師 

 

 

（三）論文寫作的意義 

高中小論文比賽一年有兩次投稿的機會，學生可任選一期來報名，下學期是在四

月初截稿。鑑於時間有限與學生能力，寫小論文對師生來說都承受很大的壓力，我們

希望藉著專題小論文正式發表的機會，讓學生勇於上台，培養學生學習收集資料與應

用資料的能力，以及說話組織與表達的能力，適度的壓力也是必要的，學生必須自我

挑戰與自我突破，並且從中學習。 

「他山之石，可以攻錯」，藉著觀摩論文發表可以互相學習，而講評老師的意見

更給了同學可以改進的空間，「後出轉精」，更改後的論文一定會更加完善。從「回饋

單」可以看出，學生都有很大的收穫，自信心大增，不管是課程或校外教學，都有不

同的啟發，校內校外也都得到很好的名次，對老師學生來說就是最大的肯定與鼓勵了。 

 

七、第八藝術的接觸－拍記錄片 

（一）拍片緣起與主題 

（二）作品舉隅與簡介 

○例：「御宅」、「知足」、「痢山」、「CSI 麗山」等…… 



        9999 年年度度全全國國高高中中國國文文教教學學研研討討會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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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拍片心得與檢討 

○學生回饋： 

聖霆：「拍紀錄片最開心的就是都是和自己最好的朋友一起拍攝，至於拍片中我最大

的收穫應該就是隊友間每個人發揮自己的專長，合作完成一件作品了。」 

宜恬：「拍片是練習合作的最佳機會，也可以從後製學到不少，可以看到大家的創意，

真是太棒了！」 

 

八、創造自己的傳奇 

王國維先生以為「傳奇」之名，自唐至明凡有四變:傳奇之名始見於唐，其內容

俱屬小說。宋傳奇指諸宮調，元傳奇為元雜劇，明傳奇為南戲專稱。 

在設計課程時，除了以唐代的小說為主之外，也兼及對元明傳奇戲劇的意義與影

響之外，我也不禁思考:那現代人如何解讀「傳奇」呢?學生們上了這麼多的唐傳奇小

說，對他們的影響究竟為何？這個課程還有其他的發展和可能性嗎？可以在課程中回

到生命的本質，尋找新的意義嗎？ 

因為「每個傳奇背後都是精采的故事」，「每一個故事背後都是精采的傳奇」，

「每一個時代都有自己的傳奇」，甚至「我也可以是傳奇」，開始準備成發的時候，

我也特意在課程的最後，深化「傳奇」的意義，呼應「認識唐傳奇－創造自己的傳奇」

的主題，以期勉學生，都能開創出屬於自己的「傳奇」，讓夢想起飛，為一整年的課

程寫下句點。 

（一）畫出人我的畫像 

（二）自傳的寫作練習 

（三）自我圖像的追尋 

利用 Google 雲端學習－影像處理軟體 PhotoImpact、Picasa 影片製作軟體，請學生

以 20 張影像圖檔(jpg)敘述你(妳)的故事，作品中至少 10 張為自己的照片，其他網路

照片需註明資料來源。內容可結合親情滋養、友情關懷、愛情渴望、學習歷程、未來

夢想等相關議題為主，讓夢想起飛。 

 

九、心得：走過必留下痕跡  

《文心雕龍‧神思篇》說：「積學以儲寶，研理以致富」，教學是一個志業，永遠

有繼續努力的空間，必須要不斷地累積、醞釀，自我省思與突破。即使已教書多年，

但面對陌生的新課程，仍是充滿挑戰，這也正是當老師的樂趣所在。 

一年的專題課程，仍有許多改進之處，但是要感謝的人很多，圖書資訊謝主任、

同科的國文老師以及好友的幫忙與建議，如資訊、戲劇與圖文創作的教學，豐富了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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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的課程，更讓我體認「協同教學」的重要。 

而「學生」永遠都是最好的老師，教學相長，老師的收穫也最大。除了體認唐傳

奇的重要性，對後世文學與戲劇的啟迪與影響外，藉著相關議題的融入，如資訊、兩

性平等、戲劇藝術、生命哲學等等，不同作業的要求，培養學生「帶得走的能力」，

對事情有批判思考與創意思考，似乎也成為一種自我期許。 

面對網路科技發達，資訊量暴增的時代，「世界是平的」已是事實，能力、知識、

素養都很重要。在流轉的時空中，留下一點教學的足跡與心得，與在座的同道分享，

不只是學生，期許每一個老師也都開創出屬於自己的「傳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