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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是為了使生命更美好──國文課堂中的生命關懷 

 

中山女高  陳智弘 

摘    要 
 

學習的過程是一個生命成長的歷程，希望國文課本是一份簡要的成長必讀指南，

也許不太夠，但是能發揮指引的功能；希望學生在國文課堂上所學的，能帶領他們理

解人生本質，成熟面對自我命運。  

本文從高中國文課本選文切入，在章句解釋、理解分析、鑑賞引導之外，企求與

現實人生結合，或能協助學生累積能量，讓他們知道不必與外界對立或抵抗，也能走

出一條自己的路，至少能站穩自己的定位點。 

希望學生能夠體悟並同意，學習，讓我們保持生命的純淨、清新與自由度，也就

是為了讓生命更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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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緣起 

我常思考一個問題──如何才能讓學生所學的知識內化成對現實人生有所助益的

能力和態度？我相信，學習的過程即是生命成長的歷程。成長不容易立見其效，亦無跡

可尋，卻能一分分累積。我希望國文課本是一份簡要的成長必讀指南，也許不太夠，但

是能發揮指引的功能，期待學生在國文課堂上所學的，能帶領他們理解人生本質，成熟

面對自我命運，或是宣洩悲傷，或讓快樂加乘，讓靈魂找到出口；或是看得更遠，明白

自己與這個有形無形世界的對應。 

幾年前，上過屈原的〈漁父〉，以節錄自《宋書．袁粲傳》中的狂泉故事為補充資

料，讓同學思考比較屈原與國主：屈原因「眾醉獨醒」不見容於世，又不願同流合污，

最後投江自盡；文中國主則「從眾俱狂」，結果皆大歡喜。有同學從屈原「舉世皆濁我

獨清，眾人皆醉我獨醒」的自清之中強化勇氣，鼓舞自己堅持不買便宜的盜版CD。她

的自白令人動容，尚友古人，提煉出滋養生命的營養素，這樣的學習多麼美好！ 

希望學生在學習中鍛鑄出強化生命的動力，於是透過不同的活動設計，引導學生從

國文課本選文切入，在章句解釋、理解分析、鑑賞引導之外，與現實人生結合，累積自

己的能量，讓他們知道不必與外界對立或抵抗，也能走出一條自己的路，至少能站穩自

己的定位點。我希望學生能夠體悟並同意：學習，讓我們保持生命的純淨、清新與自由

度，也就是為了讓生命更美好。 

 

二、舉隅 

（一） 關懷人生 

1. 以莊子為師 

【配合課文】〈莊子選──庖丁解牛〉 

【延伸教學活動】 

(1) 閱讀自編《莊子》補充講義。 

(2) 請同學以莊子的學說為核心，衡諸自己的現實經驗，選擇其中最令一己心

儀的思想主題加以論述。題目為「以莊子為師」，內容要有自己的經歷及

個人體會感受。 

 

【學生學習成果】 

莊子的學說內涵總是令人驚豔、省思，或令人深有同感，或帶給人新的啟發與領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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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同學以〈佝僂承蜩〉一文印證自己的感悟： 

捕蟬的老人眼中只剩下蟬翼，因為他的目的只有那隻蟬而已。而當我們能心念

專一、不受任何干擾時，就能全力投入一件事，以絕對的從容自信迎接每一個挑戰。 

高三時，報名了校內歌唱大賽──楓之聆。被我「拐騙」的陳豆豆隨後加入行

列，和我組成雙人組參賽。因為演唱日文歌，自然需花費很多時間，再加上高三課

業繁忙，我們只能每天午休躲到禮堂後的陽臺樓梯練習。馬路的車聲是最可怕的干

擾，傳來的聲音撞上牆面反射回來，像是四面八方都是呼嘯而過的車輛，稍微一分

神，我們的歌聲就會被吞沒。 

因此，在練習階段，我們開始培養絕對的專注力。漸漸的，車聲彷彿一天天遠

離，歌聲一天天清晰了起來。到了後期，我們甚至往往在唱完一輪後，才突然大喊：

「怎麼這麼熱？」「原來今天太陽這麼大啊？」在唱歌時，竟然一點感覺都沒有！

我們就這樣進了決賽。 

決賽那天，我們懷抱著興奮而緊張的心情在後臺等候。偷瞄一眼觀眾席，驚覺

人數實在和初賽差太多了，又惶恐了起來。然而，輪到我們上臺時，接下冰涼的麥

克風，踏上舞臺，奪目的燈照在身上，前奏響起，開口唱出第一句歌詞的瞬間，世

界只剩下我們，還有那首歌。別的事物都迅速撤離眼前，只剩下唱了好多次的旋律。

那時，我終於了解到這就是「用志不分，乃凝於神」。（徐芷陶） 

 

自然組的同學，能以生物實例印證莊子學說： 

莊子說：「道無所不在」，我的聯想是：萬物之可以運行延續，必有其生存法

則，就好比一些微小的生物，如水蚤在環境優渥時產薄殼的卵，以便大量繁殖；而

適逢寒冷之際，則行有性生殖產下厚殼的卵，面對環境的優與劣，他們能改變自己

適應環境，才可以恣意生存、代代延續。這「路不轉，人轉」的道刻印在我心，使

我面對環境的苦難應對自如，更具韌性。 

莊子之所以處亂世仍能保留清閒和擁有至今令人讚賞的人生觀，便是因為他體

悟哲思，在面對世俗的紛雜時，才可恣意暢遊。道生萬物，而莊子帶領我走入這恆

存於天地間的哲思。（李春蘭） 

 

庖丁解牛是一門藝術，是「道」的表現，同學以學習才藝的經驗和體悟加以肯定： 

當庖丁為文惠君解牛時，這件事就有了目的。一般而言，當觀眾有所期待，表

演者的壓力是很大的，尤其觀眾是一國之君。不論國君反應如何，理論上都應對他

解牛過程有一定程度的影響，但事實上則否，庖丁還是一樣地專注，動作還是如此

的優雅、從容不迫，不急於表現。他的解牛有一種自得，少了一層厚重的束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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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如同彈琴。我喜歡彈鋼琴，也許彈得不是非常出色，但有一種特別的心得。

我拿到一首新曲子，就像庖丁一般，練習的過程有一定的進程。首先，一個音符一

個音符尋覓確切的位置，傳進腦袋，輸送至指尖，讓整首曲子初步的面貌呈現在腦

中，就如同庖丁一開始只看得到整隻牛。再把每一個音符串接起來，熟練後，就要

注意譜上的漸強漸弱記號，小心節奏，也就是理解牛的內部構造。最後是令我最愉

快歡欣的時候，手指已有一定的熟練度，知道該何時起何時落，心神飄揚至何處，

樂曲似乎也就跟著飛揚，一切顯得如此自然美好。雖然如此，就像庖丁所言，碰到

複雜的小節、音符時，心裡還是會有所警戒，也就更小心地處理。 

這是否就是由「技」進乎「道」的過程，「技」的目的是「現實實用性」，「道」

則不只是現實性，而是一種宇宙人生的規律。「目的」即為「道」與「技」的根本

差異。忘我，就能無視目的而解牛。我想，這世上偉大的藝術表演者，便是能盡情

忘我地在舞台上表現自我的吧！（林孟瑢） 

 

面對人生的大慟，理論常無濟於事，但若深入咀嚼其意涵，或許多少有些慰藉，再

慢慢自我修為，也許心情可以比較平復，同學試著透過莊子的智慧學習這一門人生的功

課： 

人生中最悲傷難過之事莫過於親人死亡，因一旦發生，便沒有改變的可能。阿

嬤過世很久了，我還記得她死亡的那一天。那些一起生活的日子，看星星的夜晚，

都離開我的心，跟阿嬤一起走了，剩下的是驚訝以及害怕。我留下那一年的月曆，

我的心情和月曆上的風景畫一樣發黃著，很多很多時候，我只是看著我和阿嬤一起

在月曆上畫的圓，什麼都不做的發呆。我一直不能適應沒有阿嬤的生活，因為阿嬤

不是我生命中的過客，她是影響我一生的人。 

直到我遇見莊子。我開始思考莊子面對死亡的態度，阿嬤真的完成她的人生課

程，回到原本的狀態嗎？我一直想著莊子是如何鼓盆而歌？他真的不傷悲？還是懷

抱對生命的崇敬與對妻子的摯愛，而以此行徑為她送別？我沒有答案，只是我願意

嘗試跟著莊子的思維，以不同的態度與新的觀點面對沒有阿嬤的未來。（黃君逸） 

 

2. 李斯評論 

【配合課文】李斯〈諫逐客書〉 

【延伸教學活動】 

(1) 閱讀《史記．李斯列傳》（節錄）。 

(2) 請同學寫作一篇以評論李斯為主題的短文。 

【教學省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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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69 

李斯是少有的奇才，更是文化加速演化的推手之一。不過李斯有功也有罪，他

年少時從生活在廁中及倉中的老鼠身上領會到要將自己置於上位，「人之賢不肖譬

如鼠矣，在所自處耳」，呼應了他往後處處從「己利」著想的選擇，也埋下日後悲

劇的伏筆。他的悲劇從離開荀子開始，選擇虎狼之秦以求榮華富貴，這是錯誤志向

所造成的悲劇。若不是執著於富貴權勢的追求，他就不會與趙高合謀改立胡亥為

帝；若不是執著於功名地位的擁有，行刑前與其子盼望歸鄉牽狗獵兔的夢想不會如

此遙不可及。 

利，指引李斯走向人生的顛峰；利，也帶給他死無全屍的下場。希望學生在選

擇人生方向之初有所警惕。 

 

3.詩中天地長 

【配合課文】〈唐詩選〉 

【延伸教學活動】 

(1) 自行翻閱《唐詩三百首》或校內自編教材《從詩經到戲曲──韻文選讀》。 

(2) 請同學任選一首心儀的詩，寫出從詩中體悟的人生滋味。 

【教學省思】 

我們是一個詩的民族，字字珠璣的詩篇像一部鮮活的紀錄片，描繪了幾千年來

人們生存發展的面貌；也是詩人心有所感、意有所動的真情見證，人與人之間的各

種情致在詩中都有動人的延伸。詩中天地長，詩展現了智慧的結晶，有著堅定指引

方向或是撫慰人生傷痛的功能。 

讀王維的詩「行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讓我們憬悟：生命並不是一路平穩

地等待時間推移到盡頭，沒關係，轉個彎，我們會發現更美好的藍天。有毅力和決

心，就走得到終點。 

李商隱〈暮秋獨遊曲江〉：「荷葉生時春恨生，荷葉枯時秋恨成。深知身在情

長在，悵望江頭江水聲」，讓我們深深了解，只要此身還在，就免不了情的痛苦與

折磨。而藉著文學的滌淨功能，或許我們會比較容易通過這一關考驗，對感情的期

待可以平常心一點，失望，也不再那麼傷感。 

李白「暮從碧山下，山月隨人歸。卻顧所來徑，蒼蒼橫翠微」告訴我們，誠然

訪友的樂趣是訪友本身，結果並不是目的，所以我們領悟有時可以心血來潮，有時

可以悠閒恣性，行路中不經意就能發現「蒼蒼橫翠微」的美景，這種不為事所牽的

自在令人多麼開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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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人在現實世界中構築了一個新的國度，充滿可能，無限自由，且讓我們欣然

奔赴！ 

 

（二）關懷環境 

1.人真的成了孤島 

【配合課文】泰德‧佩瑞〈怎能出賣天空──印第安酋長的心靈宣言〉 

【延伸教學活動】 

(1) 欣賞加藤久仁生導演《積木之屋》動畫 

(2) .討論與發表 

【影片內容簡述】 

本片長只有十二分鐘左右，劇情很簡單，場景是一片汪洋世界中的一幢尖塔般

的小屋，矗立在水面上。因為水位又升高了，老人努力堆疊一塊塊磚頭，繼續將房

子往上蓋。他的菸斗不小心掉到水底，便穿起潛水衣去撿拾，水面下是一層一層的

樓層，是老人和家人過去生活的空間，他一層一層往下潛，回溯了由近而遠的一個

個記憶，在水底，他抬頭看著高聳的高樓，那正是他長長的一生。最後，他回到高

塔般住家的最高樓層，在餐桌上準備兩個紅酒杯，輕輕碰杯，回到一個人的現實世

界。 

【教學省思】 

2009 年奧斯卡最佳動畫短片《積木之屋》是一個關於全球暖化的故事。全球

暖化，導致海平面上升，水面一點一點上漲，房屋綠地被淹沒了，標誌人生歲月的

生活空間與瑣碎物品就只能沉陷在水底，一如被擠壓在腦海深處的記憶。 

人成了孤島，並不是心靈封閉阻隔所致，而是我們無限制發展物質文明與追求

科技的結果。全球暖化增溫，導致海平面上升，雖然已是人類迫在眉睫的窘境，但

我們畢竟很難憑空想像，而這部動畫短片以詩般的情境將這個嚴重的結果具體呈

現，觸動人心的，除了片中老人所失去的與難捨的，該就是導致這現象的成因吧！ 

點點鷗鳥飛掠過平靜無波的水面，一艘艘小舟和一座座如高塔的房子零星點綴

在海面，這是一個人類再也無法赤足踩踏在土地上的世界。片中主角年輕時還能在

草地上奔跑，但他女兒從小就必須搭船上學，因為海平面上升了。上升的海平面使

一戶戶人家成為孤島，人們再也無法輕易地互相關懷與交流。海平面的上升淹沒了

植基於土地上的物質環境，不也摧毀了一大部分我們引以為傲的物質建設與科技文

明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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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部抒情動人的影片預示了人類日後的生活空間樣貌，一旦海平面真的升高

的話。它不只提供我們對於生命旅程的思考，更讓我們反省自然環境變遷所帶來的

後果。 

 

2.唱出生命之歌 

【配合課文】黃春明〈戰士，乾杯！〉 

【延伸教學活動】 

(1) 欣賞楊智麟導演《唱歌吧！》紀錄片 

(2) 討論與發表 

【影片內容簡述】 

南投縣信義鄉東埔國小校長馬彼得（現為羅娜國小校長）帶著布農族小朋友練

習合唱，讓他們站在舞台上獲得肯定，接受讚美，並在有志者事竟成的經驗中建立

自信心。本片捕捉這個合唱團錄製音樂專輯的過程，這也是一段尋找自信與夢想的

旅程。 

【學生學習成果】 

影片中傳達了馬校長築夢的熱情與踏實努力，看了影片，有同學則願獻上感恩： 

〈獻上感恩〉的歌詞：「軟弱者已得剛強，貧窮者已得富足」，在我看完紀錄

片後，才有較為深刻的體會。為了改善山地原住民的生活，馬彼得校長不僅培養小

孩子的信心，更透過比賽、錄音等挑戰，傳遞不可或缺的生命教育－－他教導孩子

們感恩。這也許是一件弔詭的事，原住民既是曾經被剝削、壓迫的一群，「感恩」

聽起來不太像正常情緒運作下會出現的反應。然而，因為感恩，他們學會面對困境，

得到心靈的富足。 

我也願意以感恩的心，為這樣的地方獻上一分力量。（王芝婷） 

影片中記錄了合唱團比賽實況，參加合唱團多年的同學心有所感，領悟另外的

收穫是練就包容： 

成為合唱團的一份子，所獲得的不僅是唱歌技巧，更包含一項課程：包容。 

從小學到國中，我都加入合唱團，出入數場「戰爭」。每次比賽，最令我們興

奮者莫過於坐在台下，全神貫注地凝視其他對手的表演，可望從中挑出走音、喉音

等瑕疵；然而這項「遊戲」不能過於明目張膽──其中一項評分項目是秩序成績。

為此我們雖壓抑聲音，卻依然樂此不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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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想來難免覺得好笑：小小年紀就須如此小鼻子小眼睛嗎？當我看到馬校長

對團員的啟示時，過往那種沉浸於批判性思考的場景又被勾勒得更鮮明。我赫然發

覺，原來那項秩序評分指標除了成為操控比賽中的生殺大權，更隱約傳遞一項重要

的課程：包容。包容可以是訓練期間對少許一再走音同伴的容忍，可以是捱過漫漫

的練習時間，可以是泰然的接受團內相互的大吐苦水，更可以是大家不計較自己伴

奏的閃失，當然，包容，是欣然觀賞每支隊伍的演出。 

比賽不全然是血淋淋的殺戮；事實上，是一次次修習包容的鍛鍊。（呂惠文） 

 

更有同學自內心呼籲落實公平對待原住民，對他們的重視，不能只有歌聲： 

當今社會對原住民的觀感已經轉變許多，落後、粗野、不文明的印象顯然淡化，

但是多數人對他們的認識卻依然窄化──會唱歌、體格健壯，除此之外什麼都不曉

得。 

社會對於原住民的態度雖然不至歧視，但在實質上的資源分配，卻極為不公

平！加以歷史因素，凡此種種都造成了原住民容易失去信心、在大環境的競爭中容

易被淘汰。馬彼得校長的用心真的很偉大，因為他要的不只是向外宣揚原住民文

化，或是表現自己族群精粹，更是建立孩子的信心，為他們找到現實社會中的立足

位置──一個足跟所有平地人相當的位置。 

在歌唱舞台上他們的確大放異彩，但其他呢？這個號稱民主自由、多元選擇的

社會，原住民除了唱歌能翻身，還有其他路嗎？ 

兩年多前聽到全正文校長說他們需要基測兩百分的學生──的確，教育、升學

不只要能讓平地窮人翻身，更要能讓所有資源不足的人都有更多的選擇權利。原住

民很會唱歌，但他們不可以只能唱歌；原住民體格強健，但他們不可以只能學體育。

他們也要可以當大企業家、可以從政、可以追求任何他們想要的職業、夢想！ 

平等是一個極難達成的價值、卻值得我們不停地追尋。在原住民小孩的歌聲

中，遇見的不只有原始純淨的頻率，更是他們找到自我，尋求希望的心──一顆希

望能和所有人一樣高的心。（顧荃） 

 

3.為地球做一件美麗的事 

【配合課程】「生活領域」協同教學課程──能源科技與素養之國文模組 

【上課使用媒材】 

《種樹的男人》繪本，尚‧紀沃諾(Giono Jean)著，湯馬克(Bogacki Tomek)繪圖，

張玲玲譯，1995 年，臺灣麥克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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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繪本內容簡述】 

在法國東南普羅旺斯一帶，原本到處是光禿禿的黃土，只有被遺棄的村落廢墟

和乾涸的溪床。一位名叫布非耶(Elzear Bouffier)的牧羊人定居在這裡，每天精挑細

選出一百顆橡實種進土裡，他花了數十年的時間，默默的用雙手創造出一片茂密的

森林。他將不可能化為可能，乾涸的河床開始流水淙淙，死寂的黃土蔚然成翠綠茂

林，野豬野兔回到高地原野，鳥兒盤旋飛翔，原先荒蕪的高地景觀完全改變，成為

一如《聖經》中所描述流著奶與蜜的迦南樂土。 

【教學內容說明】 

(1) 欣賞繪本。 

(2) 以圖畫或文字作業表達自己如何為地球做一件美　的事？ 

(3) 作者口頭報告，簡介創作主旨及思考內涵。 

【學生學習成果】 

(1)文字篇 

除了種樹之外，我們還能為地球做一件什麼美麗的事呢？以下摘錄同學的想法： 

我心中常存一個想法，那就是有一天，每個人都能體會到騎腳踏車瞬間移

動的快感；有一天，大家都把家裡的汽機車換成一輛輛腳踏車。（白易玄） 

我想為地球所做的事就是淨山，左手提垃圾袋，右手握夾子，一個一個，

將山中的「粉刺」夾除，還一條山徑潔淨與無瑕。（任亮瀅） 

我想為地球拍照。也許從太空中拍、從空中拍、從地面往上拍、在葉上還

凝著露的清晨拍、在雲彩滿天的黃昏拍、在萬家燈火滿天星斗的夜裡拍；拍廣

袤天空、拍曠野、拍奔流的河水、茂密的樹林、鮮美的花草──拍下這藍色星

球自然界的所有面向，拍下身為一個人類面對這一切美好，最原始的感動。（何

田田） 

設計，是當今趨勢，而臺灣正好擁有此項優勢。就全球而言，我們是首先

落實分類可回收品的地區，這意味著材料取用的不虞匱乏及穩定。再者，這些

材料在生活中唾手可得。利用資源回收品設計，可激發蟄伏內心深處許久的想

像力與創造力。既然目前尚未有其他地區以資源回收品作為主要工業原料來

源，何不自己先行嘗試？讓從事設計的工作者嘗試探索，偶然的靈光乍現，或

可激盪出一次次美麗。（呂惠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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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地球做一件美麗的事，先從美麗的歸身開始。一反中國人的禁忌，我和

母親早已決定了最美麗的塵逝。母親極喜愛山櫻花，總在出遊時醉心於尋找那

一棵葬身的花樹。浪漫地永生守護這片山林，母親期盼著有朝一日自己的生命

不是終止，而是隨著春天一年一年的走向永恆。我則深深許著這樣一個夢，將

來要把骨灰灑進太平洋裡。我是海洋的孩子，我想要在溫暖的、慵懶的、北回

歸線以南的海域裡，像主人一般等候著隨波逐流的群客，我想要守護我心愛的

海島。（金允凡） 

我所能徹底執行的愛地球方法就是自備購物袋，謝絕店家的塑膠袋。自備

購物袋不但可以減少塑膠袋的消耗，更可以藉由購物袋有限的容量，控制自己

的消費慾望。進一步，我還要跳脫什麼都要裝在袋子裡的觀念，要把所購買的

物品直接拿在手上，這件事說來簡單，徹底執行並不容易，大家若能盡量落實，

相信會使我們的地球更美麗。（甯曉薇） 

 

2.圖畫篇 

 

說明：前兩件作品的訴求簡潔明確，第二件作品並利用徐志摩名句的諧音

雙關達到引人注意的效果。第三件作品化用世界名畫構圖，但不是拾穗，而是

播種，一次彎腰，便種下一個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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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明：隨身自備環保杯，減少垃圾量，不但塑造個人風格，也為環保盡一

分力。 

以上列舉部分代表性的例子，都是我們在日常生活中可具體落實的作法，

只要將省思內化為理念，再付諸實行，環境保護就不再是空洞的口號。 

 

三、結語 

在一篇題目為「惑」的作文中，有同學寫道： 

孟子所揭示的惻隱之心，為我的憐憫之情提供了解釋，正因為每個人都有這份

對萬物的原始情感，世間才能存有單純的關懷與善意。王羲之在〈蘭亭集序〉中寫

出了人們面對生命的共態，對於死亡的畏懼與困惑古今皆然。體認到這份對生命終

結的疑惑並非獨有後，我彷彿得到了一種無形的力量，這力量驅散了原本伴隨著疑

惑的孤獨感，使我能勇敢地走在人生的旅途上。蘇軾以水月為喻，闡述了變與不變

的道理：「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盈虛者如彼，而卒莫消長也。」時間的推移有

其常理，而萬物變化與否，端看我們從什麼角度來觀察。蘇軾的哲思對於事物遷化

與時間流逝的疑惑，為我提供了解釋。 

人何能無惑？我對於自己感到疑惑的情緒與思想，透過學習得到了解釋，也得

到了心理上的舒緩。即便這些文字未必能完全解答我的疑惑，但它們確實為我提供

了出口，使我能更無畏、無懼地面對生命，昂然地迎接種種考驗與挑戰。（王日春） 

如果像這位同學一樣，課堂上的學習不只解答了疑惑，更得到裝備自己的籌碼，我

們真的能說：學習，使生命更美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