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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拉著天空奔跑：現代詩閱讀教學經驗分享 

中山女高    李明慈老師 

 

 

摘    要 
     

    拉著天空奔跑，是帶領學生奔馳想像力的可能，也是在有限制的課堂中，

從小實驗出發，帶給學生寬廣的文學天空。文學教育的重要目的，在於讓每個

人開發天生或後天的感受力，並透過教學活動達到美學品味或鑑賞視角的建

立。 

 

    此次現代詩教學經驗分享的核心概念，在於讓師生一起讀詩，由課內出

發，搭配音樂、影像，結合校內的班際詩歌朗誦，進一步進入欣賞、品味的層

次。也就是從課本延伸到課外，包含動態活動，如聲情、朗讀訓練，以及靜態

的文本閱讀的拓展。在教學策略方面，約有四個階段及面向，從步驟一到最後，

期待學生從原本模糊的感受，精準而具象化的呈現學習成效： 

 

１、開放學生發表感覺的空間，首先讓學生天馬行空不設限的去發表初次閱讀

的感受，老師不急著導入現代詩教學強調的意象、韻律、節奏等閱讀方式。 

２、帶入如影像、音樂、聲音等，開發感官，結合詩歌朗誦比賽，再次拓深學

生感知力。 

３、回到文本的文字表達訓練，以各種媒介，進而聚焦至如何透過報告詩人及

相關作品。 

４、人人都是詩評家，再撰寫簡短詩評，讓學生體會詩無所不在。 

關鍵字      現代詩、國文教學、詩歌朗誦、現代詩鑑賞 

 

作者簡介 
 

現任教於臺北市立中山女高，並為臺北市國文輔導團成員。曾任《商業周刊》金惟純

與何飛鵬兩位先生的助理，後為福安國中及松山高中教師，熱愛教學，喜歡和學生相

處，覺得兩者都是快樂且有挑戰性的事。編著有《新詩遊樂園》、《閱讀航線—現代小

說選》、《比整個世界還要大—散文選讀》及《國文語文表達能力訓練》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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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緣起 

99 年 9 月我嘗試以「我拉著天空奔跑」為主題概念，結合國文教材與選修課程中的

現代詩選，及全年級的詩歌朗誦活動，希望在時數有限的教學現場中，以由小見大的教

學活動，為三類組班級做一系列閱讀規畫設計。 

    過往我的現代詩教學，常單方面以直接分析意象入手，但有時會造成學生無法從「個

人初步的感知」去體會詩的韻味。我思考到文學教育的重要目的，或許在於讓每個人開

發天生或後天的感受力，並透過教學活動達到美學品味及鑑賞視角之建立。 

    此次現代詩教學經驗分享的核心概念，在於讓師生一起玩詩，由課內出發，搭配音

樂、影像，結合校內的班際詩歌朗誦，進一步達到欣賞、品味新詩的層次。也就是從課

本延伸到課外，包含動態活動，如聲情、朗讀訓練，以及靜態文本閱讀的拓展。 

    拉著天空奔跑，是帶領學生奔馳想像力的可能，也是在有限制的課堂中，從相異媒

介、素材的現代詩教學實驗出發，帶給學生寬廣的文學閱讀天空。 

 

貳、設計理念 

師大特教系陳美芳教授（2007 年）研究影響臺灣優秀高中學生寫作表現的因素，

結果顯示，「活化的知識」存在於個人的長期記憶庫中，但惟有活化並有效提取的知識，

才能在寫作時發揮影響力。該研究發現：「活化的知識」可能來自學生深刻的「生活經

驗」與「閱讀經驗」，因此如何拓廣並深化生活與閱讀經驗，使之成為長期記憶中鮮明

而易提取的訊息，或許是教學應同時努力的目標1。 

    寫作如此，現代詩閱讀教學是否亦然？學習是學生個體與環境不斷交互影響的結

果，為求有效連結學生經驗與閱讀，本次教學設計著眼於將知識「活化」，並「增進感

知」，嘗試透過有步驟的教學活動讓閱讀、品味現代詩進入學生的生活之中，最後落實

於詩評的寫作訓練之上。 

有句話說：「如果想像不到城堡，光有積木是毫無意義的。」此一年度高二必修國

文，課本選錄有白萩、紀弦、洛夫、瘂弦等四家作品，而本校為豐富教學內容，尚有《新

詩選讀》選修教材，介紹重要詩人的代表作品，加以師生會面對「詩歌朗誦」的班際競

賽；這些看似零碎，各自分離的課程及活動，若能以「我拉著天空奔跑」為主題作一統

整，相信對現代詩的賞讀會有更進一步的領會。從閱讀出發，再經由透過動態活動開發

學生對現代詩的感受力，最終回到詩作的閱讀與評述。現代詩教學不再只侷限於課本內 

                                                

1陳美芳、謝佳男、黃楷茹（2007）：影響高中優秀學生寫作表現的因素分析。特殊教育研究學

刊，32 卷 3 期，63-8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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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而是透過一連串感官開發與閱讀鑑賞訓練，帶領學生在不斷擴張的現代詩地圖上，

想像一座城堡的成形。 

在設計上則包含以下四個階段及面向： 

    一、讓我們一起玩詩：首先讓學生天馬行空，不設限的去發表初次閱讀的感受，老

師不急著導入現代詩教學強調的意象、韻律、節奏等閱讀方式，留些空間，開放學生發

表感覺。並帶入如影像、音樂、聲音等媒介，開發學生感官，使其對詩的感受面向更為

豐富、多元。 

   二、文字聲情的具象化：將第一階段所學，融入詩歌朗誦比賽，以聲情再次拓深學

生對現代詩的感知力。 

     三、課外閱讀表述：回到文本的文字表達訓練，以各種媒介，進而聚焦至如何透

過課堂報告，深入詩人及相關作品。 

     四、詩作閱讀鑑賞：進行「人人都是詩評家」的活動，並撰寫簡短詩評，讓學生

將感受具象化為文字，嘗試將心中的共鳴表述出來，體會生活中詩無所不在。 

    從步驟一到最後，期待學生從原本模糊的感受，精準而具象化的呈現學習成效。謹

以下表說明理念大要： 

 

 

 

 

 

 

 

 

 

 

 

 

 

 

 

 

 

 

 

 

 

1 讓我們一起玩詩 

※感受力訓練 

※帶入影像，音樂，聲

音，開發感官 

4 詩作閱讀鑑賞 

※人人都是詩評家 

 將感受具象化為文字 

2 文字聲情的具象化 

※詩稿的腦力激盪 

※班際詩歌朗誦比賽 

我拉著天空奔跑： 

現代詩閱讀教學經驗分享 

99.9---100.1 

 

3 課外閱讀表述 

※閱讀十家詩人 

※分組報告製作 

※學生設計閱讀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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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教學設計 

一、讓我們一起玩詩： 

 (一)訓練感受力：引導交流討論 

    在講授課本所收錄的詩作時，直接給予學生既定知識背景、相關訊息等，雖然是一

種直接教學法，但另一方面將阻遏學生的感受力，使得對詩作的詮釋，在體會詩意之前

已植入既定印象。因此，在訓練感受力方面，嘗試先以兩首現代詩，請學生天馬行空、

不設限地發表初次閱讀的感受，開放發表感覺後，再引導交流討論。 

●荷／管管 

「那裡曾經是一湖一湖的泥土」 

「你是指這一地一地的荷花」 

「現在又是一間一間的沼澤了」 

「你是指這一池一池的樓房嗎」 

「是一池一池的樓房嗎」 

「非也，卻是一屋一屋的荷花了」 

 

◎有些同學留意到量詞變化： 

    以量詞及受詞的交錯變化來顯現事過境遷的感覺，又有點類似多個人在評斷。（方

文郁） 

    管管將每個東西應接上的量詞做一個轉換：原來應為一湖一湖或一池一池的荷

花，竟被改為一地一地、一屋一屋的荷花。在量詞上的改變顯示出滄海桑田、物換星

移的現象：泥土、荷花、沼澤、樓房的交替。尤其在詩末再次強調的樓房與荷花。我

猜想原為荷花池的地方，可能已經被改建為樓房，因此管管以量詞來表達他的感慨。

（陳家柔） 

◎有些同學關注到對話的元素 

    一搭一唱的輕快詩歌，展現管管的寫作特色，利用輕鬆的文字遊戲去表達出諷刺

意義，從一「湖」泥土到一「地」荷花，再到「沼澤」，最後成為「樓房」，或許，這

是一個詩人為環境發聲，而表現出的小小不滿，而在最後面的問答，就該是一種結尾

及緩和。（張惠菁）  

◎甚至大家還聯想到物換星移，滄海桑田，開發破壞自然： 

    這首詩由六句話構成，每一句話都有引號，感覺像是對話，又像是作者自己的獨

白，量詞的組合與帄常不同。每句話之間看似不相關，但卻又感覺表達出滄海桑田之

感。（林明億） 

    從「荷花→沼澤→泥土→樓房」，徒有物換星移，滄海桑田之感嘆，詩人刻意將

兩句間的量詞調換，或許就是想襯托出這股「無奈」，昔日記憶中，那一池一池的荷

花已成了眼前這一屋一屋的樓房 ，詩人卻始終只願沉浸在回憶裡那幅最美的景象，

故最後一句道「非也，卻是一屋一屋的荷花了」（姬美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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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間”形容沼澤，即使已成房屋，他仍把這地方視為沼澤。用池形容樓房也

是一樣，從泥土到樓房，甚至”一屋一屋的荷花”，大自然的生命力被人類踐踏，原

本的生氣勃勃也消失地無影無蹤了，整首詩就像一聲無奈的嘆息，輕滑過心裡，而後

卻感到巨大的悲傷。（蘇靖淳） 

    〈荷〉透過像對話的方式，表達出物換星移的效果。從泥土到沼澤，在接續到樓

房與荷花。我認為這首詩有諷刺的意味，諷刺人們破壞了大自然，在原本應該是一池

一池荷花的土地上，建了一屋一屋的樓  房，所以管管才會刻意調換這兩個量詞。（葉

珈均）    

●面朝大海，春暖花開／海子 

從明天起，做一個幸福的人  

餵馬，劈柴，周遊世界  

從明天起，關心糧食和蔬菜  

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開  

 

從明天起，和每一個親人通信  

告訴他們我的幸福  

那幸福的閃電告訴我的  

我將告訴每一個人  

 

給每一條河每一座山取一個溫暖的名字  

陌生人，我也為你祝福  

願你有一個燦爛的前程  

願你有情人終成眷屬  

願你在塵世獲的幸福  

我也願面朝大海，春暖花開 

 

◎有些同學觀察到「從明天起」的特殊意義，並對全詩的基調有所感觸： 

(一)作者對於未來有無限的嚮往和美好的憧憬，但是現況可能是很悲觀，等同於詩篇

的反面，陰暗不樂觀的。 

    第一段:作者希望他的心靈可以歸返田園或敞開自己狹隘的心胸，關心世界的角

落，讓他的心也春暖花開。第二段：作者希望他的快樂也可以渲染他身邊的人；幸福

的閃電是要表達，作者體會的幸福是快來的而且也是震撼的！第三段：快樂幸福是要

帶給所有人的，即使作者的路可能走得很不順利，也沒有得到好的眷顧，更沒有得到

帄凡人的幸福，但作者釋懷了！他要他自己未來幸福！（林司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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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面朝大海，春暖花開〉感覺作者似乎曾對事情悲觀〈從明天起…〉，或瞭解自

己是身在福中不知福的人，像大多數人一樣。餵馬、劈柴是份工作，但換個想法使自

己樂在其中，如同周遊世界般快樂。「從明天起…春暖花開。」代表對自給自足的生

活滿意。第二段是與親友分享喜樂，閃電意味天色變了，但卻是幸福的，暗示心中的

幸福並不隨外在環境改變，而是依個人的看法而變。最後，美好的幸福傳遞給河、山

甚至是陌生人。（陳雅斐） 

(三)這個詩人給我的感覺，就像是一個歷經失意、挫折之後，決定重新開始自己的人

生的人。他告訴自己：我要做一個幸福的人。同時，也提醒和祝福自己和讀到這首詩

的人，珍惜身邊所有，莫要汲汲營營，除了皇冠和寶座，我們需要的是──一種簡單

的幸福及傳承下去的祈願。（張惠菁） 

 

選擇這兩首詩作為先行觸發學生感受的原因，在於管管詩作〈荷〉中的「對話體」

頗能引發同學的想像，詩歌重複的韻律彰顯了「詩」之特質。而海子〈面朝大海，春暖

花開〉一作，在尋常語言中蘊含了詩意，具有讓讀者感受並賦予詮釋的想像空間。同時

藉此活動更可達到測試班上學生程度的目的，六成的同學可以分析或領悟管管詩作，但

傴四分之一可以適切的說出海子詩作的言外之意。 

 

(二) 肯定同學感受，並導入詩作意象分析，及現代詩與其他藝術領域的跨界交流的案例 

個人曾撰寫〈新詩的無限可能〉一文(見《新詩遊樂園》，三民書局，2011)，提及詩

如何與流行音樂秘密共生、詩如何掌握不同媒材、詩如何變身在藝術之中。此次課程選

擇「詩與歌的結合」為教學素材，乃因詩與歌原就不可分，為了貼近學生，讓他們從熟

悉的流行音樂中去感受詩的存在，如《甜蜜的負荷：吳晟詩、歌》專輯中，張懸曾演唱

〈我不和你談論〉一詩。藉音樂引發學生共鳴，再讓學生用自己的聲音去詮釋一首詩，

而運用詩與流行音樂結合之素材，更可為詩歌朗誦作前行引導之用。 

同時近來詩的跨界性格多樣，在音樂之外，詩無所不在。它可掌握不同媒材，與廣

告、圖片、影像、數位結合，甚至裝置藝術、及文化交流的嘉年華詩歌節等。詩意如何

被呈現、如何被不同創作者捕捉，都是有趣的議題，加以介紹，可讓學生在往後的生活

中多留意詩的存在。 

 

二、文字聲情的具象化：參加班級詩朗比賽 

(一)觀摩 

    詩歌朗誦另一方面是詩的遊藝會，為參加班際比賽，此一階段讓同學觀摩歷年本校

優勝隊伍影音，及臺北市賽得獎作品。（如師大附中 1203 詩朗〈也是戰場〉／周慶華三 

首動物童詩改編而成）http://www.youtube.com/watch?v=RyTXhsV0smM 

http://www.youtube.com/watch?v=RyTXhsV0s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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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創作：詩稿的腦力激盪與編排 

 

本班選用中山女高三敏同學張捷安的詩作〈醜哪裡不好?〉 

 

   醜哪裡不好?    張捷安 

醜哪裡不好? 

癩蛤蟆長的醜才長命 

漂亮的青蛙不就在我們手裡被玩弄 

醜哪裡不好? 

色彩單調的小草不受世俗主觀的比較 

鮮豔的花朵受招蜂引蝶之擾 

醜哪裡不好? 

路旁不起眼的石頭自由曬著肚皮 

不像美玉受精雕細琢之苦 

醜哪裡不好? 

我用報紙包住真情送你 

虛假的包裝紙隱藏多少真相 

醜哪裡不好? 

漂亮的孩子有被人忌妒的壓力 

而我在大家的忽視下隨心所欲 

雖然醜小鴨變天鵝 

才是美好的結局 

雖然整形診所一間一間得開 

但我仍堅信醜有很多好處 

只是為什麼 

當我看見鏡子的時候 

唉 的一聲也隨之而出 

 

 

 

    這首作品曾由易怡玲老師改編為二部朗誦，經作者及易老師同意，全班同學在易老

師詩稿的基礎上，腦力激盪，閱讀揣摩詩意，增添情節，將〈醜哪裡不好〉另行編排，

並與流行歌曲：趙傳〈我很醜，可是我很溫柔〉作一結合，實踐「文字聲情的具象化」，

後上臺比賽，獲得二十四班中的甲等第七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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醜哪裡不好               二年信班朗誦版（改編易怡玲老師版本） 

 
一：高音，二：中音，三：低音 
【獨誦】醜 哪裡不好？    
【全班】哪裡不好？  
【二+三】癩蛤蟆長的醜   
        才在池塘裡長--命- 
【一】漂亮的金魚／淪落到夜市裡 
【A】被人撈來撈去 
【B】撈來撈去 
【全班】      撈去撈來撈去(滾誦) 
 
【獨誦】醜 哪裡不好？ 
【一+二】小螞蟻在牆角 (較低)快樂的搬東西(高，輕快) 
【一+二】大花鳳蝶躺在標本室裏  
【一+二】成為昆蟲學家的收藏品(較哀怨) 
【一】醜  哪 裡 不 好？ 
【一+二】  色彩單調的小草／餐風飲露好不自在(快) 
【二+三】  鮮豔的花朵／卻招蜂引蝶不勝其擾（全班合作動作） 
【二】路旁不起眼的石頭    
【一+二】在陽光下／曬著肚皮唱情歌(音調上揚) 
【三】     美麗的玉石         
【二+三】卻飽受精雕細琢之苦／哀哀無告 
 
【全】所以我說  
【全】醜    
【一】哪裡不好？ 
【一+二】哪裡不好？ 
【全】哪裡不好？ 
 
【台語】醜  係叨位唔好？(39號) 
【三】帄底寬頭帆布鞋     
【二+三】讓我走來健步如飛(快) 顧 盼 自 如 
【一】三吋高跟鞋         
【二+三】讓我錯過公車扭傷腳踝 
 
【一】補習班裏的俊男美女    
傳遞／愛慕的眼神與紙條    
【二+三】心猿意馬 
【二+三】我(放長)專心上課／無人打擾(不能拖) 
【全】成績／突飛猛進(漸強) 
【全】醜(39號)／哪裡【一】／哪裡【一+二】 ／  哪裡【一+二+三】／不好？【全】 

 

【一】漂亮的孩子 
【一+二】時時生活在／眾人的目光量尺下 
【全】被羨慕 被忌妒【一+二 A】  
      被比較【與二+三疊誦】 
      被談論【二 B+三須強調】 

 



      1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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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89 

 

 

 
【三】我(拉長)在大家的忽視下(有氣勢) 
【一+二】隨心所欲作自己 
輕輕鬆鬆(不要斷)過生活(聲音往上揚，動作 1轉圈) 
 
【39號】親愛的 
【20號】我用環保再生紙   
 包住最懇切實惠的真情送給你 
【二+三】他那虛假的五彩包裝紙下   
【全】能有多少 感情的真相 
 
【全】醜 哪裡不好(39號，9對問) 哪裡不好  哪裡不好(全班互問，嘈雜) 
(19.39踏步兩下，全班立札，高聲：)哪裡不好 
【獨朗】我清楚知道每ㄧ個愛我的人 
【全】愛我的人     
【二 B+三】都是真心愛我毫無虛假 
【一】不是惑於美貌 
【二】意亂情迷／【三】後悔莫及 
 
【全】哎 
【獨誦 A】雖然／受盡欺凌的醜小鴨／要變天鵝 
故事才有美好的結局(全班複誦美好的結局) 
 
【獨誦】我知道／南瓜馬車裏的灰姑娘／因為長得美(全班複誦：長得美)／才沒在王子
的舞會上 
【全】成為壁花 
 
【一+二】我看到街角 
【二+三】又開了ㄧ家新的整型診所 
【全】(張媽媽、李姐姐、林阿姨、王先生)都去排隊 
   (   輕     輕     滾     誦) 
【39獨誦】但／我仍堅信／醜有很多好處 
【二+三】我醜的自然【一】自然的醜 
【二+三】也醜的自信【一】自信的醜 
【全】我知道 
雖然，醜是我的外在／但是，美是我的內在 
 
【獨】只是／為什麼  
【二+三】當我看著鏡子的時候 
【全】哎的一聲也隨之而出  (小組長一起朗誦) 
【全】哎 
 
(19 號同學站至臺前獨唱，全班陸續加入吟唱，邊唱邊下臺) 
〈趙傳‧我很醜可是我很溫柔〉：我很醜，可是我很溫柔／外表冷漠，內心狂熱，那就
是我／我很醜可是，我有音樂和啤酒／一點卑微，一點懦弱，可是從不退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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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練習及演出 

    先推派有興趣的同學，參加全年級詩歌朗誦種子培訓，之後成為班級帶領者。而教

師亦協助同學依音色分部，選出各聲部小組長，利用課餘協助同學練習。而如何展現「醜」

的概念，相關造型及舞台動作，歌曲的選用，則交由同學腦力激盪，以開放式的心態「玩

詩」。 

 

  

獨誦演練 聲情動作 

  

禮堂彩排一 禮堂彩排二 

  

全班以小丑紅鼻造型出場 比賽當日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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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活動省思 

藉詩歌朗誦體會文字聲情的具象化，自有其意義。先前以管管與海子詩作為例，

讓學生體會到運用對話，或向讀者債訴的作品中，詩作本身與聲情、節奏的搭配；再透

過現代詩與流行歌曲結合，讓學生思考設計詩歌朗誦時，「歌」所扮演的份量與角色，

兩者又該如何調配，而透過獨誦、合誦的技巧編排，在詮釋上又能造成何種效果。延續

一開始的教學活動，此部分最主要的目的，是由現代詩所具的音樂性，讓學生從初步體

會詩之特質，開啟往後進入詩的鑑賞時，體會詩人對於意象營造、節奏安排、語詞選擇

上的用意，使閱讀時模糊的「有感覺」、「被觸動」具有更具體的入門詮釋路徑。 

 

三、課外閱讀表述：語言表達與上台報告 

在學生以聲音感受詩意，對現代詩此一文類蘊含的節奏、韻律之美有所領會後，

嘗試以建立學生美學品味與鑑賞視角為目標，拓展學生的現代詩閱讀版圖。是故，以中

山女高國文選修教材《新詩選讀》為範疇，回歸到「文本的閱讀」及「語表訓練」上。 

本校在《新詩選讀》選編上，選材上已刻意貼近學生生活與心智，目的在於避免

過於高蹈或艱深的引介詩作，強調從學生此一年齡層能普遍感知的詩作為入門。本班選

定十家詩人與代表詩作，包括余光中、商禽、瘂弦、非馬、白萩、鄭愁予、林泠、敻虹、

楊牧、馮至、陳黎、夏孙等。 

在此階段，現代詩教學活動由以各種媒介的引導，逐一聚焦至如何教導學生透過

報告，深入詩人及相關作品。由於所選的詩人與詩作的風格殊異，因此在報告上要求學

生從「知人論世」入手，再進行意象上的賞析。以先前兩個階段的感官開發訓練為基礎，

學生在報告上已能拓深感知，賦予詩作多樣詮釋。 

(一)流程安排 

我與本校游千慧老師設計上台報告說明如下，但個人加入「學生自行命題」的要求： 

項目 說明一 說明二 

報告重點 
(1)作者(個人重要事蹟、寫作風格、文
壇地位、其他補充、相關圖片) 

(2)文本：(詩作賞析，除教材上所
選詩作，至少再補充一首) 

報告時間 
每組 15-20 分鐘 作者 3-5 分鐘， 

其餘著重詩作分享與賞析。 

報告方式 
製作 PPT，字體 40，傴列要點，其餘
口頭補充。 

每組報告後需繳交工作分配表，
供作個人選修成績評分依據。 

出    題 

◎ 希望台下同學能專心聆聽，報告組針對內容事先出題，當節考同學，
做為平時成績： 

以馮至組所出的題目為例： 
1.馮至〈蛇〉是一首情詩，詩中之「鄉思」即「相思」之諧音。下列敘述
最符合本詩詩旨選項是…… 
2.請問馮至十四行之二是屬於何種類型的詩？ 
3.請想想馮至的十四行詩融合哪位詩人的風格？ 

4.請寫出馮至十四行之十六詩中所使用的手法(至少 3 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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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活動省思 

但採取學生分組報告畢竟有其優缺點，此一教學活動是否能達到效用，在於每組

是否能掌握報告時的「深度」。所以我希望在報告前二天，各組的簡報檔及所出的考題，

能先行給教師過目，若深度及方向有偏，一來請其再修札，二來教師能了解狀況，當天

另有引導或補充。 

 

四、詩作閱讀鑑賞：閱讀寫作讀詩本記 

（一）設計 

  最後一階段，搭配學生課堂報告，進行「人人都是詩評家」的活動。每週選擇一位

詩人，由他的詩作中，任選「心愛的」、「觸動內心」的段落，針對詩意至少寫一百字左

右的賞析或心得。由撰寫簡短詩評中，讓學生將感受具象化為文字，體會詩無所不在。 

 

（二）學生作品舉隅 

例如針對白萩〈流浪者〉這首圖象詩， 同學只選錄了「孤單的一株絲杉」這句詩，

並加以說明：   

    這句話在文意上並不特別，之所以喜歡是因為這首詩是圖象詩，各句之間都採特殊

的排列方式，尤其這句以直行書寫，又特別與前句間隔一行，更顯絲杉的孤單，彰顯出

抱持理想，繼續追尋而佇立於此，畢竟追逐理想的人不多，也因此孤單。（陳家柔） 

 

   而針對非馬的〈夜笛〉，同學選錄「用竹林裡越刮越緊的風聲，導引一雙不眠的眼，

向黑夜的巷尾，按摩過去」，並評論說： 

  非馬喜愛用精悍的文字，跳接的邏輯來描寫許多事物。如此詩「夜笛」，他運用了

各式感官的意象，既為寫實之景，喚出盲者替人按摩的淒苦與無奈，也讓我不自主的流

露憐憫情懷。(王珍婷) 

 

    對於重量級詩人鄭愁予一九九Ｏ年代〈寂寞的人坐著看花〉中，「山巔之月／矜持

坐姿／擁懷天地的人／有簡單的寂寞」的一段： 

  這是鄭愁予山水文學的代表作，看花，其實是看山看永恆，與天地冥合，作者在這

無垠的廣大世界裡，對應著永遠得不到答案的寂寞感。眼前盡是花團、山峰，但內心則

寧靜蒼涼。詩人「自在悟得」的孙宙觀照，透過空間時間的交織，哲理、悟性表露無遺。

（阮憶婷） 

點出鄭愁予近期詩作寓含哲理的特色，由看花見「看山看永恆，與天地冥合」的況味，

回扣題中的「寂寞」，分析的短小精悍。 

 

  或是有人欣賞馮至〈蛇〉一詩中的前半段：「我的寂寞是一條長蛇／靜靜地沒有言

語／你萬一夢到牠時／千萬啊，不要悚懼／牠是我忠誠的伴侶／心裏害著熱烈的鄉思／

牠在想那茂密的草原／──你頭上的、濃鬱的烏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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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人將自己的寂寞，也是內心的自我喻為一條長蛇，因為蛇的行動總是神秘且安靜

的。「你」指的是詩人心中的女子，詩人希望向那女子表明心意時，女子不要感到悚懼

而拒絕他。長蛇其實就是詩人，但後面詩人不講他自己，全以蛇來代替。「鄉思」和「相

思」同音，指的是詩人因暗戀而對女子朝思暮想，想知道她的一切。頭髮，除了是身體

的一部份，也象徵了心中的煩惱想法。(林俞廷) 

此處由比喻及象徵入手，詮釋了詩旨。而另有同學欣賞此作接下來的後半段：「牠

月影一般輕輕地／從你那兒輕輕走過／牠把你的夢境銜了來／像一只緋紅的花朵」， 並

加以評論說： 

詩人用了兩次「輕輕地」顯示了他對感情的內斂以及小心翼翼，再用「銜」這個字，

透露出他是偷偷暗戀這名女子的，「夢境」代表著女子的神祕和這段愛情若有似無的不

確定感，最後的「一只緋紅的花朵」則表達出期待女子能給他熱烈的回應。（姬美如） 

同學特別提到「銜」字，可見注意到詩中精鍊的用字；此外〈蛇〉重複「輕輕地」，不

也是就是音樂性之展現嗎？ 

 

    以相同的「愛情」主題而言，有些學生亦能領略不同詩人，不同詩作相異的的表現

手法： 

〈我所愛的敻虹詩句及百字賞析：詩末〉 

張又文評： 

「愛是血的詩／喜悅的血和自虐的血都一樣誠意／刀痕和吻痕一樣／悲懣或快樂／

寬容或恨／因為在愛中／你都得原諒」 

有別以愛情詩浪漫和溫柔，本詩所描述的是強悍深情的愛，透過強烈的對比手

法，來表達愛使人盲目的現象，色彩鮮明。語句強勢有力，頗具說服力，因為在愛中

內心的傷害(刀痕)和甜蜜的相處(吻痕)都可以被原諒。 

體會到非關浪漫取材，愛的多元面向，及點出對比的表現手法。 

〈我所愛的林泠詩句及百字賞析：史前的事件〉 

黃昱慈評： 

「愛情絕然是一樁史前事件／幾乎，我能肯定它的發生。」以歷史傳說說明愛情

存在的天經地義，很明瞭的開場，很吸引我。詩中的愛以世界千萬年的變化作比喻，

頗有幾分〈上邪〉給我們的感覺，時間長河從未讓濃烈的愛消失，而昇華成永恆。「一

樁來生的事件」比「史前」更貼近我們，愛情恆久遠的美表露無遺。 

聯想至漢代樂府〈上邪〉，應非指天為誓，而是以愛情永生永世不會衰退的角度思考，

又能舉一反三，兼及愛情的過去與未來，已見詩旨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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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以詩人楊牧為例，不同的學生各有多元的欣賞作品與角度： 

〈我所愛的楊牧詩句及百字賞析：林沖夜奔〉賈芷容評： 

   性質上與「詩序」相若的第一節：「一張雪的帘幕，迅速地、柔情地，教他思念」，

以風聲揭幕，「雪」串起整首詩的意境變化，不僅對林沖的命運有預言的暗示作用；也

以大自然雪隱隱道出它所具有人性之殘酷的性格。「今夜最焦灼的風雪」，飄飛不停的

風雪並非意味「熱情」，而是「教他感覺寒冷」彷彿是在逼迫林沖陷入更深的悲劇。焦

灼演變成了急躁，構成林沖的悲劇──勝利與毀滅。「何不去沽些來喫」失去一切的他，

無可奈何向命運屈服，以無奈的口吻使我們去想像「夜奔」這緊接的悲劇。 

〈林沖夜奔〉是楊牧著名的長詩，評論精簡，點出雪的寒冷，與命運的悲涼的牽繫，

與夜奔的預示。 

〈我所愛的楊牧詩句及百字賞析：我從海上來〉 

「……潮水在背後湧動／更遠是島／是喧鬧的渡頭／市集／寺廟／更遠更遠的是海／

我從海上來」 

阮憶婷評： 

    仿效英國十四行詩，以景物聲音的佈置變化，來刻意描寫心情的微妙轉化：由帄

靜到激盪。原因作者沒有明講，但強調他從海上來，是從另一國家來到此，可看出作

者當時身處異國對故鄉的想望之情。全詩有許多處押韻，朗讀起來有音韻和諧之美感。

與某人的不期而遇進而引發思鄉之情，在作者巧妙的文字語句變化可以看出一二，「聲

音」、「景象」、「聲音」的描寫就是作者所使用的技巧──逐漸起伏的心境變化。 

留心到「以景物聲音的佈置變化」，及全詩內在的押韻聲情，觀察觸發細膩。 

〈我所愛的楊牧詩句及百字賞析：船〉 

「我長久專注地孚望一條航線／深信怎樣在一無比完美的時刻」 

鄭之琳評： 

    此為楊牧〈船〉中的首二句，船，象徵追尋的工具，而一條航線，似乎是作者專

注追尋的目標。隨著時間漸漸流逝而視力因期待而渙散。而此篇也充滿了豐富的意象，

山谷深處的霧、慾望的化石、雲的悠閒、出岫、漂流、解體等，給以讀者豐富的想像

空間，進而豐富整首詩的意象。 

評論中著眼於「船」、「航線」等其他景物蘊含象徵，甚而詩中的時間感。 

〈我所愛的楊牧詩句及百字賞析：延陵季子掛劍〉 

「這寶劍的青光或將輝煌你我於／寂寞的秋夜／你死於懷人，我病於漁樵／那疲倦的

劃槳人就是／曾經傲慢過，敦厚過的我。」 

何昱葳評： 

    詩人化典「季本掛劍」，是否同時也是寫他自己?詩中的這把劍是理念和夢想！封

劍一舉，傳達出在江湖消磨了豪情壯志，又得知良友已去，再無知音。本來若有知音

相伴，封劍做一個歸隱的儒者也並無不可啊！ 

劍不傴只是公子季本的身分表徵，思考是否亦代表了「理念和夢想」；更憬悟到有可能

帶著詩人的自我投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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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活動省思 

  比起一開始就管管詩作發表感受，到經過朗誦等教學活動，到這階段的詩作閱讀鑑

賞的設計，使學生回歸「由讀入寫」的層面，在較深層的思索，及以適切的文字表達體

會上，可見到學生的成長。學生比較有感覺的詩是愛情與生活層面的詩作，這種特質的

作品，頗能得到集體共鳴。但對於原本程度較佳的同學，鄭愁予晚期詩作，甚至楊牧、

林泠的各類作品，對其而言更有挑戰性，亦有可喜的表現。 

  因希望人人能發揮，沒有壓力，所以當初設定為一百字賞析，篇幅略短，較趨近「輕、

薄、短、小」的設計。若有機會繼續此項教學活動，實可加長篇幅，期許學生有「佳段」

之外，發展「佳篇」，以求更加深入。 

 

肆、結論 

    十七歲的高二生，札處於初分組，又忙於社團的時刻，我期望學生對現代詩從原本

模糊的感受，有較精準而具象化的體察與了解，並能在詩的聲情及閱讀上有自己第一手

的體會。因此，如何在有限的教學時數中，引導學生多方觸探現代詩的相異面貌成為教

學現場的一大挑戰。 

   〈我拉著天空奔跑〉這項現代詩閱讀教學的活動，以閱讀為基礎但不以閱讀文本為

限，從課本到課外延伸，包含動態活動、聲情朗讀的訓練，以及閱讀文本面向的拓展。

札向地結合表達確切感受力的語文訓練，由步驟一到最後，以肯定每個人皆有感受力為

前提，藉由活動漸次建立美學及鑑賞品味。若傴由閱讀文字、指明意象易侷限學生的想

像力，若帶領學生從不同方式去品味、領略新現代詩之後，再進而將原先模糊的感受加

以具象化，如此一來，現代詩鑑賞不再令人感到遙不可及，而是人人皆可從閱讀中提煉

詩味，嘗試將自己的所思所感以文字明確表述。 

 綜觀此次教學活動的意義與價值，有其特別的「活化」核心概念。如本活動在感受

力的開發上，以聲情為起點，經過詩歌朗誦比賽的集體創作、小組報告詩人詩作，到回

到個人的評詩；聲情教學是突顯詩此一文類的音樂性，是親近現代詩的第一步，以此部

分的初步訓練為基礎，回到閱讀文字時，學生更能敏銳捕捉詩意，並就此深入抒發一己

之觀點，踏出邁向小小詩評家的第一步。 

    但學生「課外閱讀表述」採分組報告製作，教師為求掌握討論、報告及命題的深度，

事前須介入、了解，課中宜補充、引導，以求課程品質。而如何在百字賞析的基礎上，

教導學生直指核心，日後具備有發展成長篇的能力，實為後續可再開發的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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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結束此項教學設計的八個月後，信班升上高三，100 年 9 月 28 日教師節當天，全

班自發性地設計了驚喜活動：在窗外為老師安排了心型圖案，回教室後又呈現改編自鄭

愁予〈錯誤〉及化用吳晟〈負荷〉的自創詩，並集體朗誦，雖傴屬諧趣，但高二埋下的

現代詩閱讀種子似乎未在生命中消逝！ 

 

  

信班教師節朗誦活動 信班朗誦自創現代詩贈送導師 

 

所以我相信：閱讀可以是一種安靜的活動，也可以是帶著學生在文學的天空盡情奔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