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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中最真的角落─家鄉書寫活動設計 
 

屏東高中  謝怡婷 

摘    要 
 

在高中課文中，對於家鄉書寫的篇章不少，如陳冠學寫田園、廖鴻基寫對於海洋的回

歸與探尋、陳芳明以深刻的情感鋪寫對故鄉的愛、夏曼．藍波安書寫與海的共生共容、黃春

明的故鄉人物無法忘情的展現、阿盛的以詼諧幽默的口吻說故鄉事物、琦君的懷鄉、余光中

的鄉愁、席慕容的故鄉正名。每個作者用著不同的筆調敘寫著屬於他們的故鄉情事。在引導

學生進入作者情境的同時，也讓學生有機會自己去認識故鄉、了解故鄉進而寫故鄉、說故鄉。

    本文主題分為兩部分，第一部分是以高中國文現代文本及延伸閱讀中與家鄉書寫相關的

選文，從原鄉、故鄉、懷鄉三部分進行分類。另一部分是以學生進行家鄉書寫的實作呈現。

首先先依學生的家鄉區域進行分組，並列出分組表，再則其呈現方式主要分為三大項： 

一、「寫家鄉」，此部分分為三種形式，一是以心得及仿作的形式；二是家族發展史；三是為

故鄉歌曲欣賞、書寫。 

二、「說家鄉」，此部分是以照片加圖說的方式呈現，拍下最能展現故鄉的一視角，並加上說

明或是以詩方式呈現。 

三、「繪故鄉」，以導覽手冊的方式呈現，分組進行，依交通、歷史、文化延革、小吃、建築

五個項目進行導覽手冊的製作。 

最後為此次活動推衍出小論文的撰寫、投稿文建會「我鄉我寫」活動，學生因此學得更為廣

泛的閱讀及對於周遭的用心觀察與分享，是一次深刻的學習歷程並希望藉此引發出學生對於

自己故鄉的認同感。 

 

 

作者簡介 

謝怡婷，畢業於國立中山大學中研所。目前服務於國立屏東高中。在教學上喜歡和學生互

動出一些不同的火花，期許自己在每一個學期都有一次較不同的教學設計，使課堂的氣氛

更為活躍。我熱愛教學，喜歡在學生身上嘗試不同的東西，也喜歡在研習中學習前輩的經

驗，做為教學的養分，願與大家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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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在接觸了屏東這片土地後，一直想將她的純淨與美善表現出來。她是台灣在閩南、

外省、客家及原住民分置比例最接近的省之一，在這多元的土地上所孕育出的文化及孩

子，其包容性與文化之繽紛，是非常值得去探索。 

再則在「區域文學」的選修中，似乎都沒有出版社出版，因為每個區域的呈現不同，

所以他沒有固定教科書。如此又更誘使我有動機想帶著學生去搜尋他們的故鄉及故鄉

事，將區域的美一頁頁的帶出，就如同這群孩子所帶給我的豐富般。 

對於「家鄉」的定義： 

經由人的居住，以及某地經常性活動的渉入；經由親密性及記憶的累積過程；經

由意象觀念及符號等等意義的給予；經由充滿意義的「真實的」經驗或動人事件，

以及個體或社區的認同感、安全感及關懷(concern)的建立；空間及其實質特徵

於是被動員並轉形為「地方」［註 1］ 

家是地方的典範，人們在此會有情感依附和根植的感覺。比起任何其他地方，家

更被視為意義中心及關照場域［註 2］ 

由地方及家的定義推衍，家鄉一詞所指的是以家屋為中心，所居住及工作、日常活

動以至延伸到周邊鄉土，人們透過活動與周遭產生地方認同，也使個人情感、生命經驗

與家園景物、空間變遷之間有了緊密相互作用的地方。 

以家鄉為書寫範圍的內容，即可稱為家鄉書寫。在邱珮萱 2002 年博土論文《戰後

臺灣散文中的原鄉書寫》中對於原鄉書寫的定義是指不同世代的作家在台灣這塊土地

上，因時代的改變而追念那經時間改變的過往故鄉，她的原鄉意識包含對中國想念、鄉

土眷念及對台灣本土依戀。在此筆者以此作為界定基礎後簡化為二部分，第一部分是對

家鄉的想念，是將中國想念、鄉土眷戀合為一個主題。第二部分是台灣本土經驗呈現。 

本課程的設計重點分為兩大主軸：一是高中國文所選錄的篇章中，家鄉書寫的呈現

情形的分析；另一是以〈家鄉書寫〉為題，進行為期一學習的閱讀書寫課程設計及活動

呈現。 

 

貳、高中國文選文中的家鄉書寫呈現 

一、對家鄉的想念 

〈一〉對中國的想念 

    因為政局的變遷所造成的故園之思、懷鄉之苦，使文人呈現憂國懷鄉之情而展現在

文學創作之中。在高中國文現代選文中，對故國無論是人、事、物的懷想，或是以家鄉

為書寫對象的內容，皆列入此一部分。在此論述中，使人立即想到的是以懷鄉之作聞名

的琦君，另一位是有著濃厚中國意識於作品中的余光中先生。琦君〈一對金手鐲〉透過

金手鐲表現小時候的童年記憶，直到時局變遷後彼此境遇的不同。〈髻〉以髻表現出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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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與姨娘間的情感糾結；王鼎鈞〈紅頭繩兒〉以嚴酷的抗戰為背景的時代下的一段感人

的暗戀故事；白先勇〈國殤〉文中小說人物為出身中國大陸，隨國民政府軍撤退來台，

他們有一段難忘的「過去」，而這「過去」之種種影響到目前生活。老副官秦義方由弔

喪過程展現出部屬對長官的忠誠與情義。 

〈二〉對台灣的想念 

    在此指異鄉遊子因為自我因素，或是政治因素使其無法返家而對家鄉的思念。陳芳

明〈深夜的嘉南平原〉因政治因素而無法返回台灣，對於故鄉台灣所吐露的款款深情，

文中以嘉南平原象徵台灣。 

〈三〉對原鄉的想念 

    此指所思念之地不是台灣也不是中國，而是她自己的民族，即是席慕容〈蒙文課─

內蒙古篇〉詩人重回原鄉，感動、省思後的作品，藉著父母為子女命名表達人性是共通

的。席慕容想藉由她的筆去寫蒙古族群的歷史和滄桑。 

 

二  、對台灣土地依戀 

    在七Ｏ年代的鄉土文學論戰後所引發的回歸鄉土的浪潮，並也產生對於台灣這塊土

地的認同與實現，到八Ｏ年台灣經驗的體現，對台灣這塊土地的濃厚情感表現，及之後

凡是在台灣這塊土地生長，且以自己家鄉中的人、事、物作為寫作元素者，都列入此一

範圍之中。 
在高中國文現代選文中，有廖鴻基〈鬼頭刀〉〈黑與白〉此二篇都是討海人與魚和

海洋之間的情感描述。出身花蓮，捕魚是他的工作，由從事海洋工作的討海人到護魚，

是廖鴻基在與海洋生活後所學習到對海的情感。夏曼．藍波安〈海浪的記憶〉以海洋之

子的身份回憶與海洋生活的種種，進而思索達悟民族與海洋的依存所共生的文化價值，

與大海相依相惜的深厚情感。黃春明〈魚〉以他善用的小人物為主，表現祖孫情誼。有

小人物代言人的黃春明，筆下的人物都是他所居處熟悉的人物。吳晟〈蕃薯地圖〉旨在

叮嚀「孩子」代代都要承記祖先的鄉土情感和農民精神，並以蕃薯的特質象徵台灣精神。

陳列〈玉山去來〉農家出身對於土地有深厚情感，以文學筆法將玉山的美呈現。劉克襄

〈小熊皮諾查的中央山脈〉詩中讚詠日治時期在台研究的登山家及博物學家鹿野忠雄，

並呈現台灣生物多樣性。他自己曾說過：不需飄洋過海、也不用古老的歷史來炫耀或憑

弔，只要在台灣這個美麗的島嶼上，做一些短距離的移動，就可能會發現台灣的細緻與

遼闊。陳冠學〈田園之秋〉作者表現對老田園的懷念，想讓年輕人了解台灣田園之美，

並藉以喚起對土地的愛惜。阿盛〈火車與稻田〉〈廁所的故事〉將鄉野的俚俗瑣事賦予

新意「以鄉野舊事映照土地之夢，正呈現出阿盛在文章題材掘取上的異質風貌」［註 3］，

阿盛以所熟悉的鄉間生活作為寫作能量。洪醒夫〈散戲〉出身農家，對農村生活有深入

了解，故事藉由歌仔戲的沒落象徵舊文化的結束。瓦歷斯．諾幹〈山是一座學校─給原

住民兒童〉強調原住民虔誠向大自然學習的經驗。作者以小學老師的口吻鼓勵學生無論

處在何地都要永遠記取山的教誨，堅持原住民英挺的身姿。 



高高雄雄場場教教學學經經驗驗分分享享類類((一一))  

 
 

 
218  ◤ 

 

 

參、家鄉書寫的活動設計 

一、活動目的 

在課程的學習後，希望學生能對於自己家鄉有更進一步的了解，並想藉由此次活動

使學生在搜尋的過程中，發覺故鄉、認識故鄉進而愛故鄉，找出對自己故鄉的認同感。 

 

二、活動實施內容 

    此活動的進行界定於高一下學期的主題學習，整活動時間進行一個月。由課前

的閱讀引導到仿作心得的呈現，最後是成果展現。 

（一）、課前引導         

   由於高一(翰林版)下學期的課程中，已由廖鴻基〈鬼頭刀〉延伸學習到夏曼．藍

波安的〈海浪的記憶〉使學生學習到海對於廖鴻基及夏曼．藍波安的歸屬的差 異；由

〈西雅圖酋長的心靈宣言〉延伸閱讀了黃春明〈戰士！乾杯〉，使學生認識到紅人對於

土地的尊重及不同族群間的尊重；由陳芳明〈深夜的嘉南平原〉到〈深山閱讀〉中對台

灣這塊土地的濃郁情感，透過課程的層層引導，進而使學生進入到個人對於家鄉的界定

及描寫上。接著即是一系列家鄉書寫的主題引導。 

音樂、動畫欣賞及歌詞仿作 

引導的第一個動作，即是請學生為「家鄉」定義。 

觀賞卡通影片「海綿寶寶─德州老土」，影片中暫住於深海從事研究的松鼠珊迪因

想念家鄉德州而想回家，海綿寶寶捨不得她走，於是想辦法留住她，最後她突然驚覺，

原來這已是我的家，因為有我最好的朋友在這。這是珊迪對家鄉的定義，那你呢？ 

周杰倫〈稻香〉音樂及 MV 的欣賞，由歌曲中所提及內容，及影片中在工作受挫後

「家」是其心靈的回歸，此一義題與同學討論「家」的定義為何及它的作用為何。 

 

稻香 

對這個世界如果你有太多的抱怨         跌倒了就不敢繼續往前走 

為什麼人要這麼的脆弱 墮落            請你打開電視看看 

多少人為生命在努力勇敢的走下去       我們是不是該知足 

珍惜一切 就算沒有擁有 

 

還記得你說家是唯一的城堡              隨著稻香河流繼續奔跑 

微微笑 小時候的夢我知道 

不要哭讓螢火蟲帶著你逃跑              鄉間的歌謠永遠的依靠 

回家吧 回到最初的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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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要這麼容易就想放棄 就像我說的   追不到的夢想 換個夢不就得了 

為自己的人生鮮豔上色 先把愛塗上喜歡的顏色 

笑一個吧 功成名就不是目的         讓自己快樂快樂這才叫做意義 

童年的紙飛機 現在終于飛回我手裡 

所謂的那快樂 赤腳在田裡追蜻蜓追到累了  偷摘水果被蜜蜂給叮到怕了 誰在偷笑呢  我

靠著稻草人吹著風唱著歌睡著了 

哦 哦 午後吉它在蟲鳴中更清脆    哦 哦 陽光灑在路上就不怕心碎 

珍惜一切 就算沒有擁有 

 

還記得你說家是唯一的城堡 隨著稻香河流繼續奔跑 

微微笑 小時候的夢我知道 

不要哭讓螢火蟲帶著你逃跑 鄉間的歌謠永遠的依靠 

回家吧 回到最初的美好 

 

在這首歌詞中對於家的定義是「唯一的城堡」、「小時候的夢」、「永遠的依靠」、「最

初的美好」那你的定義為何呢？ 

 

＊土生土長的環境和濃厚的情感就像一個溫暖的擁抱(荔萍) 

＊一個身處異地時會想念的地方，讓人有歸屬感的地方(淑媛) 

＊有背景、有聲音、有味道的影像記憶(誼修) 

＊讓自己心靈寧靜的地方(佳怡) 

＊與朋友一起學習、一起遊玩、一起長大的地方(瑄佑) 

 

③ 觀賞宮崎駿動畫「夢幻街少女」影片，並仿片中為〈country  road〉譜曲做

為引導，請學生分組填詞並演唱。藉此活動學生可將對於家鄉特色呈現，並可

加入對家鄉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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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學習單的練習與運用 

    此次學習單的運用有兩個目的，一是開啟學生對於家鄉書寫的大門，使他能多面向

的去看家鄉，並能夠清楚說出來。另一是藉由學生的學習單，依所處位置做為分組依據。 

家鄉書寫 學習單                                      班    號    姓名 

１、請用一種植物介紹家鄉。為什麼？ 

＊木棉樹。傳說從前有棵巨大的木棉樹，因此將此地命名為「高樹」。(鈞峰) 

＊金枯。以前我的家鄉有很多魚池和稻田，但是最近大家都流行種金桔，魚池和稻田也

都成了金桔園了。(信謙) 

＊日日春。如村中的農人一樣，沒有休息的日子。(繼方) 

２、請問家鄉習慣的語言為何？為什麼？ 

＊閩南語、國語、客語。佳冬混居著閩南和客家人，因此居民有的說台語，也會說客語

和國語。(捷淳) 

＊閩客混雜。潮州因為貿易興盛，族群界線不明顯。(啟川) 

３、用一色彩來描繪出家鄉特色，原因為何？ 

＊藍色。天氣晴朗，四季如春。(智傑) 

＊橘紅色。烈日的陽光，因為在低緯度地區，就連在冬天時也容易映入眼簾，所以一年

四季天空都是橘紅色。(哲宇) 

＊淡黃色。溫暖而團結。 

４、用一座建築物來呈現家鄉特色。為什麼？ 

＊田埂上的農社。農人的精神象徵。(慧齊) 

＊鄭家古厝。鄭家是當地望族，古厝是以最傳統的三合院，擺設十分復古，內有當地人

文介紹。(哲昇) 

＊惠安宮。一座廟，村民信仰中心。 

５、請介紹家鄉一道小吃或商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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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冷熱冰。「由下往上吃，請勿攪和」。(啟川) 

＊萬巒猪腳。因為特別有家鄉味，滷得特香而出名。(朱煜) 

６．用一條河來述說它流經的地帶。 

＊明治溪。早期婦女多在此浣衣，現已歸化為河濱公園。(子儀) 

＊隘寮溪。流經萬新國中附近，以及荒野公園和新鐘蝴蝶公園旁，最後流入東港溪。(承

祐) 

７、用一段話介紹家鄉 

＊村中的廟裡有廣播，不管是寵物走失還是要抓小偷都會讓全村的人知道，一起幫忙。

(繼方) 

＊熱情、純樸，大家思想也都很可愛，都有話直說。有時都市人會用鄉下人(台語)來貶

低別人，但其實所謂的鄉下人是很有情感，是都市裡沒有的。(耕洲) 

＊紅豆生萬丹，春來發幾枝。願君多採擷，萬丹的最好吃。(承祐) 

８、對你而言會如何去定義「家鄉」這個詞？ 

＊陪著我一起長大的地方。是不是出生地沒關係，至少是當我想到家鄉這個名詞，會瞬

間閃過腦海的地方。(耕洲) 

＊心中最重要的歸處。(子璿) 

＊自己生長的地方，會對它有深厚的情感，願意去珍惜它、保護它。(彥伊) 

９、你最相告訴別人的是家鄉的什麼？ 

＊在地圖上整個萬丹鄉看起來像女王頭。(承祐) 

＊我們辛苦的農人，是最貼近生活的角色。(佳明) 

＊大家彼此都認識，有困難時背後有一大堆人挺你到底。(煜權) 

10、以上你所書寫的家鄉的地點在何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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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單篇選文閱讀 

在開學後即會給予學生此學期現代作家選文相關的文章閱讀，再由學生選擇喜愛的

作家加強閱讀。學生選出黃春明、阿盛、林海音，並加強閱讀〈屋頂上的蕃茄樹〉、〈魚〉、

〈青番公的故事〉、〈廁所的故事〉、〈急水溪事件〉、〈春花果果開〉、〈唱過唐山曲〉、〈驢

打滾兒〉，另外加上顏昆陽〈故鄉的那條黃泥路〉等篇章進行閱讀及心得仿作。 
阿盛的選文，多以時間為序，將故鄉事情做幽默敘說；黃春明喜用小人物作為故事

主題；林海音亦是以人物為主，卻有濃厚思鄉情感；〈故鄉的那條黃泥路〉以一條熟悉

的路，從小到大的情感。 

① 心得的撰寫 

例： 

……小時候覺得路又寛又長，為什麼人長大了，路也窄了？乎身邊的事物隨著時間

推移悄悄更替了原有的面貌，多年後，景象變了，甚至人也變了，才驚覺自己再也

無法在同樣的地方，找回熟悉的感受。這就是回憶珍貴的原因吧！因為都是獨一無

二的。想起我還是個小毛頭時，總喜歡和鄰近的小孩挑戰我家巷子附近水田旁的「鴻

溝」，從這岸到彼岸，對我們這些小小孩來說實需莫大的體力和勇氣。但是現在，

每當不經意走過這些「鴻溝」突然發現自己一腳跨過這些水溝是如此簡單容易言！

心中升起「往事已逝」的感慨。 

②文章仿作：可選擇故鄉事件陳述、一條路上從小到現在的變化，也可改以附近建

築物、田地種作的變化皆可。 
    例： 

復興糖廠，縱橫阡陌的日式平房小屋，舊時馳騁偌大嘉南平原的火車，以及三

支日治時期就留傳下來卻早已不抽煙的大煙囟。 

    蟬聲唧唧，慢慢的，完完全全的佈滿了整糖廠，伴隨而來的，是一支支五彩亮

麗的紙風車，以及矮它半個頭的天真笑靨。這是夏天，太陽高高掛，對我微笑的夏

天，屏東的夏天。… 

     
（二）、打開追尋的路 

１、組別的分配方式 
組別的分配方式是以家鄉地區為主，若是單一(此區只有一人)，則可選擇自己作業，

或是參與其他組配合製作。屬單一的同學大多選擇自己去呈現的方式。先有分組表，再

有作業單，使同學清楚自己的作業製作方向及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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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鄉書寫分組作業單 

姓名：                

家鄉地域 
 
 

該組成員  

書寫方式   

個別書寫 
(請打ˇ) 

□ 心得書寫(與家鄉相關文章) 

□ 作品主題仿作(一條街或建築沿革) 

□ 族譜、家族變遷史介紹 

□ 看家鄉、說故事(照片拍攝及圖說) 

群體創作 
(請打ˇ) 

□ 看家鄉、說家鄉(以一連串投影片呈現) 

□ 家鄉導覽手冊製作 

○ 建築物   ○ 小吃  ○ 文化沿革    

○ 歷史     ○ 交通 

 

 

２、族譜的書寫說明 
    在家鄉的議題中，另一選項是家中若是有族譜者，則可依族譜，將自己家族的遷徙

史做介紹。 

 

（三）、報告呈現方式 

每一位同學都須在此次活動中交出兩項作業，其中須以投影片報告。 

１、用照片說故鄉 

①用照片說出代表故鄉的一景 

請同學用照片呈現，並加上圖說，介紹家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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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幕低垂，
一輪明月高掛空中，

綴著繁星點點，
熱鬧的城市也漸漸沉靜下來，

走在回家的路上，
心裡想著，

這裡沒有超高的大樓、
巨型百貨商圈和冒煙的工業區

有的只是市郊一畦畦的稻田與菜園，
和大都市的車水馬龍相較，

機車和單車三三兩兩，
襯出農村悠閒和緩的生活步調，
這就是我的故鄉------屏東，

熱情純樸的人情味，
加上溫暖和煦的陽光，

讓人感到幸福也是我珍愛的故鄉。

 

換個角度，很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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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以族譜寫出家族的故事 

以 word 檔的方式書寫即可，將家族史做一介紹，並可翻拍族譜做介紹。 

族譜介紹               一年 19 班  22 號  盧映蓉 

※朱氏族譜： 

 
這是我父親這邊的族譜，傳到我這代已是第九代。 
請不要懷疑，你沒看錯！是「朱」氏族譜，而不是「盧」氏族譜。 
為什麼呢？根據父親大人的說法，是因為我們第一代祖先的時候，盧姓祖先嫁給了朱姓

祖先，膝下只有一子。爾後到了第三代，得三子、一女，其中一子，因盧氏無後代，所

以還姓為「盧」！時間更往後推，到了第六代，朱姓又嫁給了郭姓，所以在本村內，大

部分的「郭」、「盧」、「朱」姓，本是同宗！ 



高高雄雄場場教教學學經經驗驗分分享享類類((一一))  

 
 

 
226  ◤ 

 

 

＊姓源： 

朱姓為顓頊帝的後裔。姓纂謂：「本顓頊高陽氏之裔，周時封於邾，後為楚所滅，子孫

去邑，以為姓，是居沛國相縣。」 

所以朱姓以沛國為堂名，便源自於新唐書。沛國，為東漢郡名，在今安徽省逤逤宿縣西

北方，東晉時遷徙至治蕭，在今江蘇省蕭縣西北方。 

朱姓雖發源於山東鄒縣，卻勝於江蘇、安徽北部。 

 

＊入台： 

朱姓大量來台，時在明末。永歷十八年，寧靖王朱術桂隨鄭經入墾長治一里竹滬庄。 

＊來屏： 

清初有朱鼎者，自福建平和縣來台，康熙十二年，與董、柯、趙、黃各姓避居今屏東縣

恆春鎮。康熙四十八年，朱永清任鳳山知縣，捐建港東里崁頂社倉一間（今新園鄉）。

康熙六十年，朱戇九即攜眷遷村來屏東縣屏東市頂柳里（舊名頂柳仔林庄）定居，均以

農為業，至今九代子孫。 

 

２、 用地圖遊故鄉─導覽手冊製作 

       此部分希望同學能將故鄉以導覽手冊的方式呈現，手冊的製作方式可依歷史、

文化、小吃、建築、地理位置等五種方向製作。形式不拘，可自由發揮設計。 

      

 

三、活動實施成果 

   此次活動的宗旨，即是想讓孩子重新介紹他一直以來習以為常的地方及熟悉又從未

留心過的部分。在為期一個月的作業過程中，孩子每天或是每星期都會將他留心拍下的

畫面與我分享。在族譜的書寫中，竟在班上發現藍鼎元的後代，及明星溫伸豪的堂妹。

在呈現作品時，他們是喜悅也很興奮的，這段期間每每上課及下課都是精采的。在作業

完成後，每班每星期會有兩天各撥出一節中的十分鐘讓同學報告他們的家鄉之美，在他

們的言談中見到的是對家鄉的強烈認同與自信，也是此次活動的大收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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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Allen Scott 等著夏鑄九、王志弘編譯，《空間的文化型式與社會理論讀本》(台

北：明文書局，1993)，頁 86。 
註 2：Tim Cresswell 著；徐苔玲、王志弘譯，《地方：記憶、想像與認同》(台北；群

學出版社，2006)，頁 42。 
註 3：《戰後臺灣散文中的原鄉書寫》邱珮萱 2002 年博土論文，頁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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