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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的冒險──文山人文教學設計 

景美女中  陳嘉英 

摘   要 
 

處於全球化的時代，多元文化並行、網路訊息氾濫，空間的位移、記憶的重組、身

心的遷徙成為生活裡無法逃避的面向。語言、文字在離心和向心力量的交會點上，從雅

到俗、由社會性表意到社群化的火星文、流行語，使得書寫在部落格、網誌間變得瑣碎

而空盪。 

如果在變動巨烈的環境中，我們無法給學生一個家鄉可以遙想；在聲光紛紜的籠罩

下，沒有根的文化滋養，那麼當記憶中僅存離散的片段時，我們將如何傳遞歷史脈絡裡

的文化感? 透過何種教學活動，能讓學生對於所處的時空萌生更多閱讀、思考、創作的

可能性？如何讓學生以自己的文化特色創新?  

文學必然從土地開始，從身處的人文著墨，是以，文學的創作和閱讀的過程必然得

從源頭的土地，從所居的地域入手，才能在移動與轉化中銘刻、再現這些經驗與想像，

在最精緻的文字中安頓生命。 

    也就是在這樣的思考中，選擇學校所處之「文山區」作為課程設計與教學範疇的主

軸，期望憑藉從區域開始深入認識當地歷史發展、人文風情，並以此為中心所輻射而出

閱讀與創作、服務與關懷的向度與深度。 

 

 

作者簡介 

陳嘉英，景美女中語文資優班教師及召集人，同時擔任台北市國文輔導團員及北一女學

科中心資源小組教師。曾獲選為台北市特殊優良教師(95 年)、台北市 super 教師(97 年)，

並於 99 年獲頒全國師鐸獎。著有《凝視古典美學》、《感官獨奏與越界》、《作文課上加減

乘除》、《作文即時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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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來自記憶的浪潮湧入，城市就像海綿一樣將它吸收，然後脹大。但是這座城市不

會訴說它的過去，而是像手紋一樣包容著過去，寫在街角，在避雷針的天線，在旗杆上，

每個小地方，都一一銘記了刻痕、缺口和捲曲的邊緣。（卡爾維諾，《看不見的城市》） 

 

壹、前言 

處於全球化的時代，多元文化並行、網路訊息氾濫，空間的位移、記憶的重組、身

心的遷徙成為生活裡無法逃避的面向。語言、文字在離心和向心力量的交會點上，從雅

到俗、由社會性表意到社群化的火星文、流行語，使得書寫在部落格、網誌間變得瑣碎

而空盪。 

  如果在變動巨烈的環境中，我們無法給學生一個家鄉可以遙想；在聲光紛紜的籠罩

下，沒有根的文化滋養，那麼當記憶中僅存離散的片段時，我們將如何傳遞歷史脈絡裡

的文化感？ 透過何種教學活動，能讓學生對於所處的時空萌生更多閱讀、思考、創作

的可能性？如何讓學生以自己的文化特色創新？  

文學必然從土地開始，從身處的人文著墨：沈從文的湘西、魯迅的紹興、張愛玲的

上海、李昂的鹿港、黃春明的宜蘭、朱天心的台北…..精彩地以小說構築記憶裡的城，

城裡的人事情節。不同區域的文學自然有著不同的本土景觀：美濃鍾理和的〈菸樓〉、

龍潭鍾肇政的《魯冰花》、彰化洪醒夫的《黑面慶仔》、蘭嶼夏曼‧藍波安《海浪的記憶》…. 

無不以地域性的思維、情感與價值觀，在作品中刻鏤歷史時間凝視的向度。 

空間中公共性的集體意識，同時召喚存在的歷史意識作為創作的質材，是以王禎

和、楊牧、陳黎、廖鴻基的花蓮，各自以其不同世代的經驗情感創造出獨特的視角。而

由山東到北京的莫言以其瑰麗的想像幻化為鄉土小說，張貴興、黃錦樹、陳大為、鍾怡

雯即使自馬來西亞來到台灣多年，但筆下所鋪陳的婆羅洲雨林而成長記憶仍圍繞著原生

鄉土。 

 是以，當我們企圖將這份鄉土之情落實到文學的創作和閱讀的過程上時，必然得從

源頭的土地，從所居的地域入手，才能在移動與轉化中銘刻、再現這些經驗與想像，在

最精緻的文字中安頓生命。 

    也就是在這樣的思考中，選擇學校所處之「文山區」作為課程設計與教學範疇的主

軸，期望憑藉從區域開始深入認識當地歷史發展、人文風情，並以此為中心所輻射而出

閱讀與創作、服務與關懷的向度與深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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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教學目標 

一、透過實地觀察自然景觀、文化環境、歷史現場，放大或加深對文山區的印象。 

二、藉由區域中的空間與建築解讀，培養學生探索區域文史及地理環境興趣，養成主動

關懷地區人事物情的熱情。 

三、拓展課文教學，把學生帶到現場感受，以文字融鑄熾熱的在地感情及文學動人的力

量，拓展寫作題材，深刻文章內涵。 

四、透過書寫，具現土地真實面貌；透過關懷，凸顯區域特色。同時藉由參觀、訪談、

報告、展覽、記錄片等方式，活化教學與學習興味，引領學生觀察、提問、組織、

統合、轉化所見所聞，深化閱讀、理解與詮釋能力。 

五、以體驗式教學方式讓學生處於真實情境，感知日常生活中無所不在的文學思考；藉

區域居民現身說法，觀察地方人情，激發學生對鄉土的認知與感情。 

六、藉由閱讀與寫作、服務與關懷多元化課程設計，期望能達成區域人文與歷史、文化

整合性教學，俾提升學生學習效能，拓展視野。 

七、藉由教學設計活動，培養學生的創作能量，使學生不但成為課程的「參與者」，同

時是課程的「創造者」。 

 

參、教學設計 

課程以一學年為計劃，第一學期著重於文山區文史探訪，除以實地踏查方式認識地

區特色，並以訪問耆老溯本探源、專家演講縱觀區域變遷、參觀文山會館與集應廟等看

見人們對土地、對家園的認同與歸屬；同時與敝校歷史老師、文山區文史研究者及文山

社區大學、文山新願景促進會等結合，展出文山老照片重返歷史現場，在與現在形成對

比中觀照社會，以文學之筆，透過想像重新詮釋的歷史，提出省思。   

下學期配合文山藝術季、保儀繞境民俗祭活動，進行藝文巡禮；另則定期至文山社

局老人院針對四十位長者，進行訪談，以傳記或小說方式書寫其生命故事。這些長者從

大陸遷徙的故事亦即是整個族群共同的記憶，透過此追尋，勾勒自身的家族史，亦見證

大時代歷史，此外，以影片方式記錄彼此的對話、過往的歲月，將讓學生思索生命內在

價值與自我定位。 

  實施方式以實際堪察為主，配合手冊資料、記錄單為輔，成果則以田野調查、個人

創作、論文發表會、網頁分享討論、影片圖文、展覽等方式呈現。 

 鄉土是人們生活最密切最熱悉的小世界，在街巷間的行腳本身是活動，也是充滿關

心與觀察的閱讀，更是蓄積書寫的能量，探索的動力。研究方式除在親身經歷人事的感

動之際，並結合女性主義、新歷史主義進行家族及自傳書寫，融入旅行、城市等觀察，

輔以閱讀相關文學作品，如簡媜《胭脂盆地》、《天涯海角--福爾摩沙抒情誌》、龍應

台《大江大海--九四九》、齊邦媛《巨流河》、鍾文音《昨日重現》、白先勇《台北人》、

王禎和《嫁妝一牛車》、卡爾‧維諾《看不見的城市》、《空間詩學》等，期能藉從區域

藝文風情，可以找到一種閱讀與寫作的高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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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設計簡述： 

一、文山印象的光影 

設計理念： 

如果將文本的意涵擴大，將閱讀的範疇延伸，那麼生活空間也可以是一種文本。羅

蘭巴特（Roland Barthes，1915~1980）曾這樣形容藝術品的特性：「一個多度空間，

由各種非原創性的文字交織、撞擊、融合」。當學生置身於一個並列歷史人文與風景建

築的空間時，眼耳鼻息所碰觸感受的氛圍與情境所召喚的記憶與當下，就像立體音響般

在心底迴響，也讓每一個短暫移動、停駐的時間與空間點都成為閱讀與思考、書寫的文

本起點。 

活動內容： 

(一) 大看板吸引目光：以文山地圖及風景區海報置於公共廣場，讓大家以劃線或圓圈

方式填知道的地方、標示去過的地方、想去的地方，塗鴉寫時間與看法 

(二) 召喚記憶與慾望：我曾經去過文山區的景點、我想去文山區的、我聽說文山區

有……（以卡片的圖文呈現） 

(三) 重返現場的記述：我家、我的親朋好友住在文山區（地圖標示出的畫面） 

(四) 實際走訪最想去的地方（配合感官中的顏色書寫） 

寫作說明： 

有道是：「百聞不如一見」。無論是道聽塗說，或是網友推薦，還是親朋好友的經

歷……，如果不親歷其境，如果不置身於其氛圍裡聽那吹過層層山林而拂面的風，如果

不是面對面或擦身而過間感受彼此傳送出的微笑，如果不親耳聽見當地人敘說……，又

怎麼能在生命裡留下真實深切的記憶？怎麼能刻劃這已生活數十年，或將生活三年高中

生活的地方？ 

聽了同學們切切聊起的景點，或是坊間盛行休閒的路線，就在放學後，或是週末假

日，無論是單槍匹馬、三兩成行，或是全家共遊，請帶著旅人的眼睛、探險家的好奇、

狗仔的追蹤、情人的浪漫…..出發吧! 

從這頁，進入文山，發現文山；我們以心為導航，透視文山之景….. 

活動筆記： 

這是一個起點，我們從家在文山區敘寫出沒的軌跡、情感的港口、朋友的角落、學

習的方向…，透過朋友在文山區，寫從我家到她家的地圖、她家附近的地標、對文山區

的印象；以及在文山區的家人，回想去那裡的時間、記憶、事件與心情，乃至於曾經去

過文山區的經驗敘說對這個區域的人情事象的看法。 

字裡行間可以讀見同學初到景美女中就讀時，一路奔波忐忑不安的心情，那像一場

旅行，有著冒險的發現，帶著點意外的驚奇，更多的是拱門下黃衫的迷戀之情。篇章之

間也可以感覺時光倒流的喜悅，無論是排隊看無尾熊的期盼、與家人共享清風明月的茶

香、和同學逛夜市的熱鬧繽紛都因著文山的書寫而被一一點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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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1 

二、文山老街的表情 

設計理念： 

以人文地理學的角度，讓學生更清楚地了解，當某一地與人有了情感的連結，它遂

變成為一個有意義的「地方」，而不再只是一個「地名」。以地方做為「有意義區位」，

「地方感」的自覺是培養學生「文學之眼」的一種方式，如此所書寫的文字將出自於對

土地及居住於其上的愛戀所形成的人文書寫。 

再者，班雅明的寓言式批評，以日常生活觀點的社會學探討提供了核心方法，也就

是在日常生活中尋找奇特之處，重新喚起人們對周圍世界的興趣，不斷更新人對世界的

感受，轉而以驚奇的眼光和詩意的感覺去看待事物。（Ben Highmore, 2005:19）是以

重回歷史現場，儘管滄海桑田，但藉由專家導覽講述、某些留存的長廊、店鋪、石碑以

其深層意義將最飄忽不定、最多愁善感、最隱晦不明的時刻一覽無疑。 

活動內容： 

(一) 聽講筆記與迴盪：自然步道協會前任理事長、景美溪河川巡守員林淑英老師「親

山近水：閱讀文山的自然與人文」、東南科技大學詹瑋老師演講「文山歷史」 

(二) 木柵老街之旅：集應廟祀雙忠→渡船頭土地公→原漢爭地圍木柵 →伐樟採礦為營

生→手工麵線、茶油、糕餅舖→木柵市場傳統業→文山基督長老教會→公民會館

萬縷情→忠魂碑伴畜魂碑→萬壽橋下溪水流→渡船頭邊望猴山、纜車指南宮、細

說二格山的豐沛水量形成的「壺穴 Pothole」，貓空茶園 

(三) 景美老街之旅：景美女中→台電宿舍→中港抽水站→景美河堤說護溪古→集三級

古蹟應廟→萬慶岩清水祖師廟→景美國小百年老樹→梘尾橋旁景美開道碑→景

美老街探史跡（文山診所、恆茂藥行、德順泰玩具食品行）→仙跡岩上話傳

奇 

寫作說明： 

台北州文山郡區域範圍包括現在的石碇、坪林、烏來、新店、木柵、景美、深坑。景

美是文山區首先被漢人開墾的區域，循著瑠公圳舊圳道一路探訪，追想 1773 年訂定《水

路車路合約》，可見當時的規劃理念，而木頭架設來引水跨越景美溪的設施叫做「梘」，

新店叫「梘頭」，景美叫「梘尾」。 

1907 年在景美溪興建全台第一座鋼筋水泥橋，為了紀念郭錫瑠先生為這個城市找到水

源的重大貢獻命名為「瑠公橋」，「開道碑」旁閱讀水路、道路完成的經過，居民捐資興

建排水設施的義舉，以及從橋下悠悠流過浣紗的歲月，帆槳送茶的背影。 

另一端為與番社絕隔架起的柵欄，形成木柵老街的繁華，渡船碼頭的巷弄裡深藏著麵

線、茶油的清香樸素。請寫下這一段路，所見所聞與所感，並自定題目。在敘述上，可

以時間為經，空間為緯，或以時空並置的方式，把自己化為穿越時空的鏡頭，在實虛間

游走，在歷史掌故與當下所見中穿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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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筆記： 

上高中的第一次期中考就這麼慌亂地結束了。 

在學生應該在校園裡的時候，穿著黃衫的我們頂著綿綿細雨，嘰嘰喳喳地，探頭探

腦地，或聚會散，或似帶如線穿梭於木柵大街小巷之間。 

走走停停，原來車水馬龍的辛亥路上，本是溝子口，曾駕著木橋；繞東迴西，原來

深弄窄巷的幽靜裡面，是一地楓香落葉，苔痕時閉鎖著悠悠歲月；樟林深綠，原來木柵

公園曾是埋骨之所，隔著秋雨俯望萃湖，神秘而寧靜；張家祖厝的門敞開古老的譜系，

兩棵老樹結成連理，在路旁標誌出等待。 

從下崙路穿過興隆路，匆匆掠過安康社區、屏風表演，老人院的牆上如畫的爬壁虎，

色彩繽紛地活出生命；國光劇校以白色浮雕壁飾演出生末旦淨丑熱鬧的戲碼，與對巷裡

的集應廟遙相視。 

時髦櫥窗旁邊，是有趣的腸徑小道，傘被架在半空中，人被縮成一抹線，手工麵線

就這麼紡著似紗的溫情，在師傅的手裡、在架麵的木架上，飄成祝壽延年的心意。 

夜，呼地暗了。 

全台第二所教會、日式公民會館、樹林裡的碑以及渡船頭，與焦急回家的心情、考

聒噪浮動的心都在公車站前被路燈亮起的光圈揉碎………… 

 

三、文山影象的切片 

設計理念： 

一張照片，就像一個「相遇之所」（meeting place），身在其中的攝影者、被攝者、觀

看者，形成眾聲喧嘩的對話。面對陳舊的照片，無數泛黃的生命復活，與歷史對話。如

果照片就像瓶中信，那麼收集照片就是收集世界，尤其是不同時間的照片並置眼前時，

象徵性詮釋與歷史時間性深度的想像便於是依存在圖象之中。如此說來，當我們以文字

將訪問的聲音留存，將如時空膠囊般讓人娓娓道來的從前，停格。 

活動內容： 

(一) 校園空間拓圖：在景美的生活軌道圖、書寫心中的最愛、有意義的地方、你所不

知道的景美校園（配合感官中氣味情緒書寫） 

(二) 景美十景攝影展：拍攝景美之美（照片與小詩圖說）、票選景美十景 

(三) 文山老照片展：話說老照片（寫於展覽場之海報）、文山對照記（今昔照片陳列出

的光景敘述） 

(四) 鏡頭記錄的歷史：觀郎教授 ( Dr. Howard Rusk Long )客座政大時所拍《木柵人：閱

讀 1950 年代木柵人的生活影像》、柯淑卿以該書人物柳媽媽為主角拍的記錄片《十

八姑娘柳媽媽》、由木柵人拍攝五十年後《木柵人紀實攝影》，察覺傳承人文紀實

工作的意義，外來者與在地人鏡頭下解讀的意義。 

(五) 記憶迷藏展：想像自己是照片所凝結的時空裡的旅人，書寫照片所框住的記憶，

寫信給未來置身於木柵某一處的自己 

http://tcu.taconet.com.tw/ms/mushan.htm#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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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作說明：（此處僅舉活動之一為例） 

「發現環境」，也是「發現自己」的旅程。 

岳陽樓因范仲淹及諸詩家文采而平添韻趣與聲名，足見文字的銘刻使建築意義與個

人思情綰合成一種宣告的標誌，那可以是景物抒情的存留，也可以是思想觀點的解剖…   

   景美，是一個處處有美景之處，她也將因你的文字而化為某種美感與永恆的意義。 

請以四人為一組選擇一景書之。書寫重點分四個方向： 

1. 眼見為證---請以眼當成鏡頭寫下所描繪之景的聲色光影--工筆素描繪之，繼之以印象

派的寫作 

2. 尋本溯源---爬梳歷史沿革、建築特色等，請至圖書館找景女青年，或至校史室找建

校及發展資料 

3. 銘志見識---岳陽樓記以先憂後樂啟迪士人脫離個人情感牽擾，你在此景中的體悟是

什麼？ 

4. 探訪問言---請尋問景美人對此景的看法，他們是如何運用此景？ 

5. 我有話說---每個人為此景寫一段形象化描寫句，並請照下此景之朝暮，請照下景美

人在此景的畫面，請照下四個人在此景的姿勢 

 

活動筆記 

無論我，抬頭、低頭；眺望、回首，時間，總是這樣狡猾的，來了就走。 

這一天，時間的氣味與記憶的顏色，在彼此交談中，在文字的記述裡留住了現場，

使得沉靜無聲的速寫其實是最喧嘩的歷史，過去的人事、當下的懷想、上一代與下一代

間的對話都在其中復活起來。 

影像是種魔法，每一張泛黃的老照片，不僅證明了文山走過的點點滴滴，也

為文山寫下了不朽的歷史。看著照片，從毫無交集的兩個陌生人，透過一張張

泛黃的照片，有了連結；不相同的時空，我們在景美女中相遇。 

 

四、文山報導的折射 

設計理念： 

張大春在〈尋找發現的刻度－對報導文學獎從缺的說明〉指出：「報導文學之作其

實植基於一個『發現』的理想、築構於一種『發現』的過程。」「我的作品究竟『發現』

了什麼值得好奇和求知的人、事物、觀點和想法呢？」（見中國時報人間副刊，1998 年

12 月 23 日。） 

為發現關切的主題、發現敘述的面向、發現思索的層面，深化學生觀想的密度，選

擇與地理、歷史老師進行協同教學設計，如配合地理「社區」單元，透過地理實察可以

印證課堂上所學的地理知識，體驗地景及人文情感的創新面貌，以文字做為見證，展現

地理景觀另一面的心靈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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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內容： 

(一)貼近土地的多元的思考：千里步道籌畫中心糖鐵專案負責人徐銘謙演講《學習像阿

帕拉契山一樣思考》，以阿帕拉契山細膩的文化發展，認識美國以創新的公民參與模

式，構築千里步道，重新思考與自然之間的關係。 

(二)街巷裡走入歷史，觀察社區：在每一個驛站標誌時間與空間的記憶，我看，我聽，

我拍下那一刻感動… 

路線圖參考：中港抽水站（辛亥路溝子口來源）→搶救回來的樟樹→光明戲院→下崙路

（張家祭祀公業「清河堂」、張祖厝、木柵公園萃湖、樟林老樹連理枝、大葉雀榕、九

丁榕、大葉楠）→ 興隆路（屏風表演班、安康社區、老人院）→（國光劇校、集應廟） 

木柵路（木柵老車站、木柵路二段的「銀城餅店」劉協昌麵線、金益香餅店、文山公民

會館、忠魂碑、畜魂碑、文山長老會）→百年木柵國小指南路（三芳茶油、渡船頭福德

宮、渡船巷、木柵碑） 

(三)文山臉譜的世相：紮根於土地的人情故事，訪問耆老話說變遷與歲月 

(四)文山美食的滋味：聞香訪問，勾勒古味傳承的飲食地圖  

(五)文山老樹的獨白：搶救老樟樹的堅持，老樹底下憶往事的訪談 

(六)文山表演的長廊 

(1)觀踩街遊藝嘉年華報導：以「印象文山」為主題概念的扮裝踩街遊藝，秀出社 

   區居民心目中的文山記憶。 

    (2)訪視藝文團體及場域：屏風演劇場、台北市社會教育館兒童劇場文山分館、 

   36 表演工作坊、優人神鼓、國光劇校等演出活動、表演特色、劇場理念 

(七)文山傳統風俗：政治大學包種茶節活動、集應廟保儀尊王出巡 

(八)踩街報：一步一腳印探索家園，認識社區紋理的變化 

 

寫作說明：(踩街報)     

 美國詩人唐諾霍（Donald Hall）在他的散文集《在鷹塘這裡》寫著：「為什麼我們

住這裡？我們住這裡為了這個地方的風景、季節，為了地方本身，同時為了它的時間，

逐日的時間與歷史的時間。」 

 都市社區的總體營造重點在找回舊社區的地方意識，或者培養新興社區的居民地方

感，木柵地區的發展有其特有的歷史和文化，經過老師們的精彩解說，請掌握這些特色，

包括社區中的傳統產業、宗教信仰、歷史遺跡的保存。 

 素有文教區的文山是因為什麼樣的人文薈萃而成就此名？ 

  卡爾維諾在《看不見的城市》中說：「一個城市的形態決定於當地的居民」。請五人

一組進行搜索行動，以「掃街速寫」為方向，無論是秀明路、萬芳路、木新路、興隆路、

辛亥路、木柵路、保儀路、指南路、新光路、軍功路……，無論是非段坐公車，或私家

車隨行，還是單車步行，請每五人為一組，就這條街的店家特色、行道樹、交通風景、

學校藝文、歷史演變…..報導。 

呈現方式--報紙，每條街一張報紙 

報紙的性質可以是趨向民生的、醫療的、歷史的或人文藝術，端視這條街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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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仁：（木柵路三段）、（秀明路、新光路）、（指南路、開元街）、（保儀路、永安街、久

康街）、（興隆路四段）、（辛亥路、忠順街） 

*一智：（木新路、一壽街）、（下崙路、光輝路）、萬芳路、三福街、（景文街、景中街）、

（萬壽路、萬盛街）、（羅斯福路、溪口街） 

 

報紙內容 

1 正刊──熱門新聞、社論、藝文消息 

2 特別報導（人物特寫、飲食美談、生活休閒） 

3 藝文、廣告、心得感發 

 

踩街時請留意 

1. 眼觀四方，耳聽八方──留意這段路的特色：什麼樣的店？有什麼特色的店？出入

人的穿著、身份、來這裡做什麼？住家多為什麼樣的人？建築特色？ 

2. 歷史座標──遇廟則拜，並細問來龍去脈；有古蹟則查資料並實地拍攝；見老樹，

觀住家對此樹之情，收集樹下的故事（老人們小時候對此樹的情感？居民會在此樹

下做什麼活動？） 

3. 畫出屬於你的地圖──對於特殊店家其地址、電話、店面標誌、賣點以各種方式標

示出來；遇古蹟及風景也請以你的筆畫出 

4. 此作業請一魚多吃──結合飲食書寫的後巷廚房、文山臉譜、老樹故事（每組要為

老樹做一張海報、一本專集。老樹資料及位置見網上，請照相存證，並拍下告示牌

驗明正身）、藝文場域（可做為文山臉譜訪問） 

 

活動筆記： 

頂著傘，秋雨稀稀疏疏地把大地落成一片水濛濛。我們走在時間的河裡，從景美溪

畔的辛亥路，經過台電、中港抽水站，看見溝子口之源，水鳥在這找到依歸。穿巷走弄，

來到幽靜的磚牆、伸出雙手遮天蔽地的老樹守護的張家祖厝，超越時間的嬗遞，訴說當

年官舍密佈、名人雲集的風光歷史。萃湖隱身在濃綠林木間，片爪鴻泥，搖晃著昔人泛

舟的悠情。 

雨，跟著我們的腳步奏出急管繁弦，指南路、開元街、木柵路，緩了下來。在文學

的國度裡，余光中的廈門街、王昶雄的中山北路、臺靜農的溫州街、張系國的青田街、

周夢蝶的成都路因為作家曾經駐足的足跡，沉澱出數不盡的台北文學經典。在木柵靜巷

裡樸拙純善的手工麵線，在師傅的手裡、在架麵的木架上，飄成祝壽延年的心意。老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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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個超級模特兒，舉起一片樹蔭，在地人與老樹的綿綿絮語，從日據時代到現在，景美

國小、木柵國小的孩子帶著孫子回來看老樹，在這裡說時光的故事。 

全台第二所教會、日式公民會館、樹林裡的碑以及渡船頭……，串連成一整座城市

的印記，呈現另一番生命的記憶，教人兀立以對，執筆以記。 

 

五、文山閱覽的場景 

設計理念： 

藝術家視繪畫為表達情感、概念的媒介，更企圖表現繪畫與藝術家之間的多重關

係，如果繪畫是靈感的泉源，是思考的工具，那麼文學作品也可以是透過雕塑、動畫、

表演和裝置等創作媒介來重新加以詮釋。 

活動內容： 

文山展：文學的表現張力—空間裝置  

寫作說明： 

大江健三郎幼時曾和奶奶有一段對談：奶奶告訴他，山谷間的每個人都有一 

棵「自己的樹」，人的靈魂從樹的根部降落山谷，進入人體，人死後只有身體會消失，

靈魂則會回到樹的所在。老樹、飲食的古早味、世世代代的居民，是靈魂的根，隨著實

地踏查的腳步在每個人胸中停駐。 

經過一學期實地探尋之行、拍攝遊目之鏡、觀察地理之誌、訪問晤談之記、書寫思考

之觀、圖象雕塑之作，以展覽方式呈現對文山人文的詮釋與體會，請就展場設計、呈現

方式敘述理念及佈置建構的過程，同時就展覽書寫觀想。 

 

活動筆記： 

報紙包覆冷冰冰的水泥柱、色紙剪成濃密的樹蔭、一列火車行駛在文山區裡的每棵

老樹間，像走入時空的任意門，象徵這一學期我們走在現場所感應的過去。五彩繽紛

的的報紙擋不住彷彿要衝破天花板的枝枒，老樹蜿蜒而上，想擁抱文山那蔚藍

到刺眼的天空。 

 舊衣服形狀的圖卡，被黏在鐵絲上，用棉線串起來記錄老街。經過一個學期的文

山區研究，這飄著茶香的貓空、白鷺鷥流連的道南橋下清溪、守著傳統作工的

麵線與茶油老街、廟會點心、景美夜市濃郁古味的中藥櫃檯子、炒弄熱鬧人情

的攤販…. 一次又一次，穿梭在文山中，不知不覺中這塊土地好似也成了我的故鄉。 

在一系列的文山研究中，尋尋覓覓找出背後最獨特的鄉間小路，儘管是一扇門，一

顆樹，一道崎嶇不平的斜坡，都有他最真實，不可抹滅的位置。以前覺得不值得一顧的

場景在這一次次的巡禮中，卻發現那才是最珍貴的，因為你不知道他哪一天會被拆除，

會被強風大雨吹倒。於是，我們用身體擁抱遠方徐徐吹來的微風，用掌心觸摸周遭青翠

碧綠植物，用雙足踏著結實的地面，用心感受眼前的山川美景，那麼多年後，模糊的記

憶也會被字字句句叫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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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7 

我們在這裡學習，播種、耕耘、收穫，把每一次出遊做報告的心得寫進自己的故事

中，在尋幽探訪訓練口語表達與膽量，然後藉寫作報導訓練觀察思考，卡片展覽

發揮創意。印象最深的是探訪老店，不知迷了多少次路，穿進多少條小巷，流

了多少的眼淚，這一切換來的，是更多、更多達成目標的喜悅，與同伴含淚大

笑中，放出共織青春歲月的煙火。  

會場上一張張照片能把人拉回那一串串馬拉松式探訪的情境，在這般光亮的

空間裡，聲音還四處迴盪著，與朋友攜手打造文山研究的燦爛笑顏如滿天飛舞的

明信片，隨著棉繩上將飛往未知彼方的火車，但我們知道這不是旅程的終點，

是另一個起點。 

 

 
肆：教學迴響  
 

任何教學活動設計與實驗構想都必透過反思檢討而得以更貼近學生學習實效，使學

生不但成為課程的「參與者」，同時是課程的「創造者」。故以下列問卷藉以了解學生

在這一學期文山區研究歷程中的感受與建議，得以精進運用： 
 

一、活動問卷  
1. 對於這學期的文山活動設計 (專家演講、出巡踩街、文山展覽 )，你最喜歡那

一部分？為什麼你喜歡這部份課程？  
2. 對於這學期的文山活動作業設計，最有收穫的是那些部分？  
3. 對於未來文山活動，你有何新點子？ (包括活動方式、作業設計、展覽形式…) 
4. 請對文山老照片展說幾句話。  
5. 哪一份作業對你而言是新知識？哪一份作業最炫最酷？你由中學到什麼？

做作業時的心情？  
 
二、學生回饋  
(一)百聞不如一見 ----親臨現場的感動  

史蹟考察對我來說，是頗新鮮的活動，它不僅讓我和同學之間更熟識也讓

我具備踏查記錄及觀察求知的能力，並藉由作業重新思考對這塊土地和文化的

感情。參訪古蹟對我來說不再只是走馬看花，而讓我知道關於一個區域的過

去，許多的老故事會藉由建築一一浮現在我眼前，了解一個地方的歷史，會讓

人更珍惜它的現在，看見它的美麗，加深對這個地方的感情。（古若妘） 
 
我最喜歡的也是那些和同學們一同「出巡」的時光。因為這些作業，讓我

們比別人看見更多這片土地的美麗。當許多高中生還在床上呼呼大睡或是在電

腦桌前猛敲著鍵盤只為在那虛擬世界中取得榮耀的同時，我們可能三五個同學

已在捷運站前安排討論接下來一整天的行程，要全方位的蒐集所有情報，讓這

一天過得精采，充滿驚奇，不同凡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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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不管是一早到市場厚著臉皮希望正忙得不得了的叔叔伯母們能接受訪

問，或是在政大後山的小涼亭啃著手中的大麥克，打著一把小傘佯裝自己很有

詩意的在雨中漫步，乃至於在景美國小一邊按下相機的快門鍵，一邊邁開步伐

逃離後頭一群飢渴蚊子的追殺……。每一次的出遊都帶著滿滿的收穫欣喜而

歸，每一份報告記錄走訪的過程；文字將抽象的情感變作真實化為永恆，而打

報告的同時也又再一次回味當時在外經歷的一切，一張張照片總能把人拉回那

時的情境。 

    陽光小小的腳印繞著文山走了一回，倏地幾隻條葉狀的光影從空中投射

而下，在這裡，我聽見了紅磚的獨白，看到了石子的精采，摸著了老樹的一生，

遊走在彼此的情意之間，感受不同生命的溫度，體會這個世界的脈動。有夏與

天空的對話，自由而奔放；也有秋天黃葉的蕭瑟， 

厚實而穩重，幸運地，文山伴著我走過的這些時光，都被真實的記錄下來，不

會隨著時間流逝而被遺忘。（梁薰尹） 
 

(二)上窮碧落下黃泉----田野調查與治學方法 

狹小而固定的生活範圍讓我的世界僵硬而單調，是以這一連串的文山探訪

活動，印象最深刻的是實地探訪。我並不是直接到達某些特定據點，而是憑自

己的眼睛、感覺、步履在街巷間探訪；以生澀而羞怯的語言，在一家家門戶中

駐留訪談。 

了解一個地方並不能只是透過資料，不管看過多少記錄，多少心得，那依

然是別人的東西，只能取來當參考，或作為找出自乙研究方向的媒介。藉文獻

的輔佐來引出自己對當地實際的感覺，有時候要相信自己的感受，靠著自己的

言語所描繪的。 

我並不熱衷於有名的店面或廟宇，而是享受走在街道上的過程，隨心所欲

的東張西望，想問什麼問題就毫不猶豫的直接發問，而店家路人親切和善的回

應，讓我深刻地感受文山人的純樸與自在。貓空探查的經驗更讓我藉以親近植

物，尤其是茶葉的種類、製茶的方法、品茗的門道，同時深切了解水土保持的

重要性和影響性。更重要的是，藉由這次的活動，體驗拿錄音筆錄下導覽人的

介紹、為植物們拍照，甚至是迷路，都是以往從未有過的經驗。 

在自己的世界描繪出的地圖，不需要一味的追逐他人報導的文字記錄，拋

開一切試著自己親臨其境感受那裡的人事景物，再連結上文獻，反能發展為另

一個不為人知的故事，像是自己編造出來，卻又這麼扣緊心弦的真實。 (方瑜 ) 
 

(三)處處留心處處學----解讀的深邃 

對我來說每一項作業都是新知識，因為就算我是木柵人，但對木柵的了解

比不上一個非木柵人。 

每一項作業的過程都辛苦得曾經心生抱怨、心想逃避，但當隨著一項項辛

苦完成的作品，對木柵的了解與感情，體悟與收穫，讓這一切都成了最珍貴的

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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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近一塊承載著無數人記憶的土地，讓人有種無法言喻的感動。學期末的展

覽，一幕幕土地的畫面，都像一段又一段娓娓道來的老故事。歲月將累積出更

多故事，我想，多年後，也會有像我們這樣的年輕人，與土地對話，或許，他

會提到關於我們的故事。（王郁婷）  

                                        
「踩街和老樹」這項作業最炫了！與其說學到知識，還不如說學到最多的是

如何去計畫、統整這一份團體作業的執行。 

平時走在路上，從不曾停下來好好去欣賞、認識這棵樹，也從不曾想過這些

樹佇立良久，看過多少人從幼稚的孩兒長大成穩重的青年。 

認識老樹的作業，不僅讓我了解到它們成長的一生，更體悟到它們持久的毅

力，而最感人的是為老樹而奔波請願，圍著老樹話說從前的依戀，讓我重新思

考對土地和文化的感情。 

當我們在青翠的樹林裡走小徑、在街口發現對街正開著如櫻花般綻放的植

物、在夕陽下看到一台充滿孤獨氣息的廢棄腳踏車，那昏暗的夕陽照射下，靜

靜停在廢棄騎樓下深深地吸引我們……在踩街及尋訪老樹的過程裡，我看到了

不同於我們大安區的另一個風景美好文化。 

專家演講雖然告訴我們很多文山區的歷史，但百聞不如一見，實際探訪才能

真正從中感受到一切。就像許多旅遊家說的書上寫泰姬瑪哈陵多麼得漂亮、多

麼莊嚴……但在真正探訪過當下的感動感悟卻是書上得來不到的。我對文山區

的印象亦是如此。我愛上了這裡的寧靜這裡的美，這裡的一切，沒有真正看看

文山這塊瑰寶的地方，我想我可能還坐在家裡窩著，錯失了解這裡的機會。 

(洪若婷 ) 
 

(四 ) 師傅引進門 ----專家導覽話史事   
對於這次的文山區活動，我最喜歡演講及專家導覽這兩部分。 

  林淑英老師準備得鄉相當充分，除了各種花草樹木，文山區的歷史沿革及在日治時

期留下的古物，從渡船頭、麵線窟、日治時戰俘營到現今的公民會館，都在她親切而詳

細的敘述下呈現眼前，聽完之後有種「景物依舊，人事全非」的深切之感！ 

演講可以讓我們學到許多在課程內無法習得的知識，講師必定也是對當地有著深切的

感情才能講得如此精湛吧！否則平淡無奇，讓聽者被睡眠所釣；有些演講卻能夠帶領聽

者進入異次元，感受與當下不同的世界，而林淑英老師的演講正是如此，因為她熱愛文

山區這片土地，所以投入深情，就像是敘說自己的家一樣。  文山區是一片充滿自由的

樂土，在她的演講，我看到另外一片不同的天空。 

隨著老師的腳步，我們從抽水站到福德宮、木柵老街、三方煉油廠、金益香餅店、

木柵國小等地，路上是我們不熟悉的街景，走在看過照片的小巷裡，對照著腦海裡的影

像，想像著老照片裡的場景，真是特別的經驗。 

尤其是木柵最具代表性的地方----集應廟。聽著廟方長者張先生賣力的為我們講解，

每個人都聽得津津有味，原來木柵歷史如此精彩。我們依著保儀尊王和林氏夫人故事為

線索，發現對聯是以木、柵、或集、應為首，而老師常講的「左青龍、右白虎」也都一

一呈現在我眼前，讓原本不是文山人的我有融入其中的歸屬感。（高苡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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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裝置藝術的凝視-----觀想文山展  

展覽之初，心裡並沒有太多的想法，該怎麼佈置呢？腦子空蕩蕩地，只浮現片段片

段，算不上是意見的，零星閃過的畫面。小老師傳下了一張紙條，密密麻麻的字跡勾勒

出眾人的乍現靈光，上頭已經有了密密麻麻的字跡，有的寫說可以把照片洗成黑白色

的，有的寫說可以在佈置會場擺上小裝飾，後來全班分了組，漸漸的，想法萌生在心中，

等著被搬出來討論。  

誰會想到，原來只是冷冰冰的水泥柱，竟可以變成一棵有生命的樹，甚至還有乍看之

下彷彿穿天花板而過的樹枝，同學們也加快速度完成那一串又一串用紙卡做成的裝飾。

為了要「帶著來參觀展覽的人駛進文山」，我們做了一列火車；為了紀念在文山區裡的

每棵老樹，我們用色紙剪了一些樹還有樹叢；為了回憶木柵老街，我們畫了許多舊衣服

形狀的圖卡，一些黏在鐵絲上，一些用棉線串起來。 

 這個展覽是我們攜手打造文山研究最終的燦爛，看著滿天飛舞的明信片，

學期初那不熟悉的青澀在每個人腦海中想起；望著向蒼天筆直伸去的老樹，我

們眼中印照著的是泛著淚光的喜悅；看著掛在棉繩上、將飛往未知彼方的火

車，我們知道這不是旅程的終點，是另一個起點。 

 不管未來等著我的是眼淚還是歡笑，我知道要繼續走下去，就像當初的文

山研究，我深信能在這次展新的體會中，找到生命另一個不一樣的驚奇。 

(孔思雯 ) 

 

(六)筆下波瀾展姿態-----以文字折疊時空  

這學期的文山研究活動讓我們嘗試很多新的事物，擴大了我們的視野，並且

給予很多新的方法和觀念，讓我們能夠從不同的角度切入觀察。最棒的是可以

體驗很多新事物，不要侷限在自己所熟悉的事物上，讓我更有勇氣面對新的挑

戰。 

以前很害怕寫作文，碰到作文就頭大，但藉由這些課程訓練，我可以比較流

暢的表達自己的想法和觀點，特別是第一次嘗試以「虛實交錯」的方式寫木柵，

將歷史與當下融合的「時間感」讓我學習到寫作有時並不是單純的順序法或倒

敘法，有時候時間是可以穿插在其中的，如此一來還可以跳脫一般寫作的框

框，讓作品更生動。（沈怡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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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語 

文學之美美在千姿萬態，美在文章之不同各如其面。作為符號的文字，能通過真實

的土地情感，更深入到文學家的生長環境，甚至私密領域，才能玩索出作品更深沉的生

命況味。 

用文學來閱讀城市，以假寫真，更可以認識城市和自己。記憶隱藏在城市空間之中，

透過記憶和找尋，讓城市有了歷史和延續，城市可以是一個人與人相遇的聚點，人與人

互動激盪出生命力的地方。 

這是一個起點，從家在文山區敘寫出沒的軌跡、情感的港口、朋友的角落、學習的

方向…；透過朋友在文山區寫從我家到她家的地圖、她家附近的地標、對文山區的印象；

以及在文山區的家人，回想去那裡的時間、記憶、事件與心情；乃至於曾經去過文山區

的經驗、實際與居民店家接觸的感動，敘說對這個區域的人情事象的看法。 

這像一場旅行，有著冒險的發現，帶著點意外的驚奇，更多的是學生的迷戀之情。

這樣的行旅，讓老師發現在身邊便蘊含著極大的人文素材可以豐沛課程，也讓學生看見

源源不絕求索深究的生命視域，人美景美心情美的畫面因此在文字被留駐，在我們一同

走入文山區時，便成為生命裡的永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