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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花尋徑遠，聽鳥入林迷
１
－－導入閱讀方法的課文教學 

景美女中    陳嘉英老師 

 

 

摘    要 
     

  在資訊爆炸的時代，基本的讀寫能力已足以應付快速的變化與眾聲喧嘩

的世界。為有效因應未來巨變化，學校課程應該提供閱讀策略的訓練，讓學

生操作分析、綜合、評鑑等層次，以培養學生閱讀認知能力與高層次思考能

力。 

    故擬以 2001 Bloom 修訂版之認知歷程向度為閱讀教學基礎，輔之 PISA

閱讀概念，設定有系統的閱讀方法。藉由課本選文中鍾怡雯〈垂釣睡眠〉、楊

牧〈亭午之鷹〉導入閱讀技巧之教學，讓學生透過細讀文本進行分析以掌握

教材意義，同時藉提問發現意義、提出判斷與思考，並延伸相關素材透過比

較、創作，建構鑑賞觀點與創新能力。 

    《如何閱讀一本書》中，以「投手 vs. 捕手」的觀念來比擬「作者 vs. 讀

者」。在課堂上，讓學生有自己解讀與發表的空間，學生將不再局限於捕手的

位置，也能如球場上的投手玩味球的方向與力道。在閱讀導入教學的現場，

師生走入文本，尋徑遠逐，聞鳥入迷，文字所形構的自足世界，圓滿而喜悅。 

 

 

*註解 1：「看花尋徑遠，聽鳥入林迷」出自張謂〈同諸公遊雲公禪寺〉，藉以呈現以閱讀方法

教學，使學生因不斷追尋探問而充滿發現的趣味。 

 

關鍵字      閱讀教學方法、課程設計、認知思考與創作 

 

作者簡介 
 
國立政治大學國文教學碩士，曾任嘉義女中教師，現任教於臺北市立景美女高。為臺

北市國文科輔導網教師、國文學科中心教學資源研發小組、教科書編纂、景美女中語

文資優班教師及召集人。 

曾獲臺灣省 99 年師鐸獎、臺北市九十七年 Power 教師、臺北市 95 年特殊優良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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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有《未竟的文學之旅：景美女中 42 屆語文班作品集》、《課堂外的風景》、《凝視人

間圖象讀》、《古京‧今汩：2007 景美女中語文班北京行》、《意識‧20：景美女中 45

屆語文班作品集》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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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資訊爆炸的時代，基本的讀寫能力已不足以應付快速的變化與眾聲喧嘩的世界。

Resnick與 Resnick 早在1970年代即提出「能分析訊息、做結論、產生假設、和發現解

決方案」之必要。(Resnick, D. P., & Resnick, L. B. (1977). The nature of literacy: An historical 

exploration. Harvard Educational Review, 47(3), 370-385. ) 

Seif在1981年也指出：資訊的爆炸發展可以說是人類史上最大的變革，為有效因應

未來巨大變化，學校課程應該提供閱讀策略的訓練。基於閱讀量並不代表閱讀質，知其

然而無法知其所以然，將被人云亦云的紛雜眾說而蒙蔽，是以課文教學的過程中應導入

閱讀方法，讓學生操作分析、綜合、評鑑等層次，以培養學生閱讀認知能力與高層次思

考能力。 

 

壹、課程設計目的 

回歸課本之教學，讓學生透過細讀文本進行分析以掌握教材意義，同時藉提問發現

意義、提出判斷與思考，並延伸相關素材透過比較、創作，建構觀點與創新能力，是目

前國文教學可以著墨的方向。 

故擬藉由課文，導入閱讀技巧之教學，以 2001 Bloom 修訂版之認知歷程向度（見

附錄 1）為閱讀教學基礎，輔之 PISA閱讀概念，設定有系統的閱讀方法，建立學生深層

閱讀與鑑賞能力。 

 

貳、理論架構說明 

2001 Bloom所提出閱讀的認知能力包括理解與應用兩類，提昇理解能力所需要的閱

讀技巧為詮釋、舉例、分類、摘要、推論、比較、解釋、區辨、組織、歸因，提昇應用

能力所需具備的技巧則為執行、實行、檢查、評論。鑑於學生已具基礎閱讀之能力，故

教學時藉此架構以提昇閱讀理解與應用能力的技巧。 

同時以 PISA 閱讀概念為方向，其大要說明如下： 

1 特定訊息：辨識篇章具體說明的訊息 

2 直接推論：理解文章的關鍵。推論何時、為何、如何，或根撽已知訊息，推論說話者

的真正意圖、情感反應 。 

3 整合詮釋篇章：把線性分佈在不同瞬間的意義，重新整合成一個共同的完整結構。包

含文章的主旨，文章內容的層次組織，文類的圖式結構三部份。 

4 檢視評價：針對篇章內容及語言形式，提出看法。 

 

參、選文動機與教學重點 

    閱讀的速度、目標、方式往往因閱讀對象而異，但就教學現場而言，增加學生閱讀

效率與思考力是課程中必須達到的向度。是以本文將以課本選文中鍾怡雯〈垂釣睡眠〉、

楊牧〈亭午之鷹〉進行閱讀教學。教學重點分別是以課本為焦點深入觀看的層次、課本

為軸心拉出觀看的視角之操作過程與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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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擇這兩篇文章作為閱讀層次之學習與觀察，是二篇文章雖以生活中所發生的個人

性事件為內容，但在理解上，並不若具故事情節性的敘述文容易掌握。其所表達情與境、

思考與想像的文字內涵，必須透過分析式閱讀的咀嚼琢磨方能體察，也就是必須憑藉精

確細緻的閱讀方法，才能讀出作者在文字背後隱藏的情思，以及表現形式的特殊性。 

鍾怡雯〈垂釣睡眠〉以類似意識流的方式寫失眠的心理與狀態，文字上近於腹語，正如

作者所言「夢魘是躲在論文裡的另一個隱形章節」。文中恣縱馳騁的想像力，伴以生動

繁複的奇幻之筆，焦桐在鍾怡雯《垂釣睡眠》序中言其文「心思細膩，構思奇妙，通過

神祕的想像，常超越現實邏輯，表現詭奇的設境，和一種驚悚之美，敘述來往於想像與

現實之間，變化多端，如狐如鬼」。這固然是該篇文章之亮點，卻也因浮想聯翩，形成

閱讀上的難度，故擬以閱讀層次之教學，讓學生就字、詞、句、段逐步解析，深入品賞。 

    楊牧〈亭午之鷹〉筆勢悠然，從容不迫，舒卷之間宛如晚明小品，充滿閒雅逸趣。

但由於楊牧的散文同時兼具小說的敘事趣味與詵的詠嘆想像，理解上呈現相當難度。故

擬以前一篇文章所學習之閱讀能力為基礎，配合楊牧其他作品及理論，進一層次地讓學

生以論述的方式，解析文章寄意。 

 

肆、課程實施作法 

    初時以合作式教學，分組討論整理文本，待閱讀技巧日趨成熟，再獨自分析文本並

提出問題與創作，期能讓每位學生都能透過認知閱讀的層次，建立屬於自己的閱讀方法。 

 

一、教學方法 

      為有效提昇學生閱讀理解與應用的能力，於課堂範文教學中，藉由教學策略反覆

練習，讓學生將閱讀技巧，內化為習慣性反應。所使用方法主要如下： 

1 分類表：藉由表格將訊息歸納分類、摘要資訊的主題、重點、歸納構成主題的核心要

素、推論訊息結論，預測論點。 

2 比較表：發現資訊間共有或相異的特徵、類似主題之間的比較。 

3 分析法：分辨資訊隱含的啟示、寓意、用途、寫作特色、作者態度。 

4 舉例法：就資訊內容、寫作方式、觀點舉出相似或相反例證，藉以強化或延展思考。 

5 提問法：針對範文的內容、特質設計問題，藉以激發學生說明原因，解釋過程。 

6 畫圖法：以心智圖、概念圖等圖形，列出結構組織以呈現文章脈絡。 

7 評論法：根撽內容說明看法，或運用學說或專家觀點，解讀文章涵義。 

8 應用創作：將文本概念或表現手法，轉化為創作能力，形成閱讀效果的具體表徵。 

 

二、垂釣的理解----文字所組構的點點光影 

教學流程為教學目標、教學活動、教學評量三個部分，然礙於篇幅所限，傴就教學

課文進行之教學重點與學生閱讀大綱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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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建構文本---形成概念式理解 

*請學生讀完文本後，寫出印象最深刻的訊息 

*將訊息分類，排列出敘述層次 

*以提問讓學生回想文章內容、結構、性質 

*此部份不就生難字詞或無法理解的文句探討，傴就初略閱讀後的認知呈現 

學生對文本所做初步解讀，依其所理解各有詳簡，但由中已可見閱讀教學的起點，如： 

病期：七天 

原因：不明（突如其來的失眠） 

影響：身體重心顛倒、頭重腳輕、精神不濟、儀表變得猙獰 

目的：失眠一如專橫的情人，要人安靜專心的陪著他。 

建議治療方式：安眠藥四顆 

痊癒方式：就像沒有想到會失眠一樣，睡眠突然倦鳥知巢。 

 

(二)分析文本 

無論是理解、推論、鑑賞之分析都是完整而優質的閱讀教學，也是消化內容、探

索文意、追尋理解的歷程，課堂上的作法是： 

(1)逐段理解及分析訊息 

課程進行時，先說明 Bloom2001年版認知能力分類架構，呈現閱讀理解認知能力的

層次與內容，同時以另一篇文章分述詞、句、段落、篇章各個閱讀範圍的理解重點與應

使用的閱讀技巧，接著請學生分組練習將各段文章的內容、形式、表現特色逐一爬梳，

為一目了然地釐清脈絡與描繪的技巧，而採用最表格式分類。 

以下是學生分組對〈垂釣睡眠〉第一段所做細部爬梳後的表格整理： 

 

一定是誰下的咒語，拐跑了我從未出走的睡眠。鬧鐘的聲音被靜夜顯微數十倍，清清脆

脆的鞭撻著我的聽覺。淩晨三點十分了，六點半得起床，我開始著急，精神反而更亢奮，

五彩繽紛的意念不停的在腦海走馬燈。我不耐煩的把枕頭又掐又捏。陪伴我快五年的枕

頭，以弩都很盡責的把我送抵夢鄉，今晚它似乎不太對勁，柔軟度不夠？凹陷的弧度異

常？它把那個叫睡眠的傢伙藏起來還是趕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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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學導引 

 鍾怡雯喜歡採用「由小見大、局部特寫的敘述視角，用聲音、氣味去挖掘憶的沃土，

開闢冥想的樂園」。但對學生而言，其所慣用詩化的字句，雕飾精巧的散文風格形成閱

讀上的困難。故請學生在做段落分析時，採用先將訊息分類，然後歸納結構、細思造句 

遣詞與寫作技巧之效果，最後畫出段的概念圖，並運用該段寫作技巧進行創作。 

    由於製作圖表與學生領略文字藝術之間，尚有差距，為使學生能實際操作，教學活

動中以分組討論方式進行，教師傴穿梭其間觀察，聆聽，視情況而加入提問，以引發思

索。在學生上台報告時，引起討論互動，在於表格中修正，使分析更精確細膩，也能更

深刻地體悟作者所鋪陳的氛圍與情緒。 

 背景情境 時間 
精神 
狀況 

動作 想像猜測 

訊息
分類 

咒語，拐跑
了我從未出
走的睡眠。 

鬧鐘的聲
音被靜夜
顯微數十
倍，清清脆
脆的鞭撻
著我的聽
覺 

淩晨三
點十分
了，六
點半得
起床 

著急 
亢奮 
意念不停
的在腦海
走馬燈。 

不耐煩的把
枕頭又掐又
捏。 

陪伴我快五
年的枕頭，以
弩都很盡責
的把我送抵
夢鄉 

今晚它似乎不太對
勁柔軟度不夠？凹
陷的弧度異常？它
把那個叫睡眠的傢
伙藏起來還是趕走
了？ 

結構 起  承   轉 合 

文學
技巧 

肯定句開
頭、擬人  

誇大  譬喻 示現 轉化 擬人 

文學
技巧
效果
目的 

強調失眠的
原因，讓失
眠是咒語所
致的判斷變
得確定而必
然 

以聲音襯
托夜晚的
安靜，強化
聽覺感
受、失眠的
狀態 

 將腦中的
想法以畫
面呈現 

用動作顯示
自己的心情 

顯示失眠的
不尋常 

以一連串的問句形
成自言自語的囈
語，顯示內心的不
安 

歸因 
顯現失眠之
突然 

描述失眠
的症狀 

形容其
嚴重性 

失眠時內
心狀態 

加強失眠的
無奈感受 

以過往和現
今對比 

顯現作者急於找出
失眠之因 

用詞
特色
及效
果 

以簡短、直
接到破的方
式，開啟全
文敘述的起
點 

大量形容
詞、動詞 

誇大聽覺
(如顯微、
鞭撻)，使
用疊字(如
清清脆脆)

凸顯失眠 

以精確
的數字 

、時間
強調出
失眠的
真實性
與嚴重
性 

以走馬燈
之喻凸顯
翻飛不已
的意念生
動表達出
失眠時的
感受 

以又掐又捏
等外在的動
作的，深刻
表現心中的
痛苦 

盡責、送抵夢
鄉凸顯枕頭
是通往夢鄉
的媒介，因此
後句以懷疑
枕頭做為找
回失眠原因
的方式 

以連續設問加強作
者的困惑和急於尋
找答案的心境 

心情 

敘述一件慘
事 

刺耳難
耐、忍無可
忍 

痛苦的
清醒 

焦急 不耐、暴躁 難以置亯 困惑、急於知道原
因 

摘要
段旨 

敘述失眠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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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全文整理 

當分組解說所整理的段落理解之後，請同學各自歸納出對全文的整合，如： 

主題：失眠的自我對話 

內容：首句點出睡眠離家出走，接著檢討睡眠離家出走的原因，在迷糊之際與失眠打起

交道。但每當夜色翻轉進入最黑最濃的核心，感官便敏銳起來，才知道原來失眠並不意

味著擁有多餘的時間，它是要人安靜而專心的陪伴它，一如陪伴專橫的情人。眾人皆睡

我獨醒的痛苦此刻已到達最高峰，作者開始猶豫是否該服用藥物，但卻不想讓傴存的自

主能力受到藥物控制。末段以期待做結，也代表失眠事件的結束。 

取材：無法入眠的痛苦之感以及內心掙扎的矛盾之情。 

切入點：開門見山點出睡眠出走。 

表現手法：以失眠的痛苦襯托出睡眠之難得、以想像的遊離击顯失眠之脫軌、以譬喻击

顯化學藥物的夢幻性、用大量的摹寫來描述失眠夜晚的現實場域、藉獨白表現囈語喃

喃、以具象化的畫面顯現深陷失眠，渴望睡眠時內心的無奈及苦痛。  

創新點：題材取自日常生活，內容融合理性與感性，風格獨特真誠。揚棄以「第一人稱」

對讀者說故事的方式，而自我為言述對象的獨語告白形成寫作風格。 

    創新之處在於將尋常小事描寫得極為細膩，馳騁於無邊無際之想像，超現實而帶魔

幻，特別是善用高超的聯想力，發揮「物我互感」的能力。如將睡眠喻作「翹家的壞小

孩」，追捕不得，非得等他自己倦遊而忘返、比擬成「魚」，願用餌誘它上鉤（點題）、

想像睡眠化作植物，不知在哪生根發芽，因而幻想化作獵犬，搜尋睡眠兔子的氣味與蹤

跡。在失眠的日子裡載浮載沉，從身上的孔竅蒸發成絲絲縷縷的睡意，臉色因此慘白、

眼圈因而發黑，充血的眼球，如吸血的獸、近似吸血殭屍等，增添文章的豐富性與魅惑

力。 

(4)圖解說明： 

    此處並不限制學生以何種方式統整文本，全就其所觀察角度而進行，故可見以下歸

納出不同的概念圖整理： 

*課文脈絡概念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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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落的概念圖 

 

 

 

 

 

 

 

 

 

 

 

 

 

 

 

 

 

 

 

 

 

 

                                                      

 

 

 

垂釣睡眠 起 

合 

轉 

承 
●切入主題：失眠 

●時間：凌晨三點十

分 

●心情：著急、焦

慮，但精神亢奮 

●動作：把枕頭又掐

又捏 

●對比昔今睡眠狀

態 

●以自己失眠和他

人的睡眠對比 

●開始與失眠打交

道，放大失眠時聲

音的震撼 

●結論：失眠使生

活重心改變 

●不願意吃安眠

藥：自然本能豈可

廉價購得 

●與大二書法老

師同病相憐，襯托

自己的無奈以及

痛苦 

●安眠藥令人又愛

又恨 

●安眠藥的處理方式與想像：埋入曇花泥土裡→化成香噴噴的「釣

餌」誘回迷路的睡眠→長出嫩芽：綻放黑色的夜之花，溫暖暗夜

的心臟 

●議論 

重獲睡眠的啟發：朋友一旦離開就像逝去的時間永不回頭 

並非所有的人事物都能像睡眠一般失而復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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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示課文技巧與特色 

 

 
 

(三)擬作與轉化： 

應用材料創作，如桂尚琳〈失眠〉見附錄 2 

應用技巧創作，如歐家萱〈享受飢餓〉見附錄 3 

(四)設計問與答： 

教學評量部分，可就學生是否能自行設計富思考性的問題，觀察學生所具有使用閱讀

技巧的靈活度；而就其所回答的密度，可考察學生是否已能掌握閱讀理解或應用的能力。 

此外，藉由學生所提出問題，引發課堂上共同討論，不但可審視閱讀策略運用之效果，亦

可及時就缺失補充。（此部分受限於篇幅而略） 

(五)比較與分析： 

    透過主題相同，表現方式不同的文本比較，可擴大學習範圍，由學生自行搜索相關

議題不傴培養其延伸學習的興味，也可避免選材侷限性，再者，藉由分析參見視角與運

用材料之異所形成多樣性。     

    同學提出的文章有：蕭紅〈失眠之夜〉、簡媜〈夢的狼牙〉、張曉風〈不朽的失眠〉、

李蔚〈一個失去睡眠的男子〉，新詩〈失眠數羊不成，改背〈尋隱者不遇〉〉、孟

樊〈失眠〉、女巫之子台語詩（蚊子失眠），歌詞如失眠夜（曲/詞:陳容森）、妳讓我失眠 

（作詞：陳衍利 作曲：王治平）、無眠(青峰、暐哲詞)等。以下是學生就〈妳讓我失眠〉

與〈垂釣睡眠〉之比較： 

這首流行歌敘述的也是失眠，但表現手法跟本文垂釣睡眠天差地遠。垂釣睡眠所用的

詞語優美而生動，歌詞相形之下，顯得粗糙，而充滿新世代的語氣。 

我很喜歡垂釣睡眠所使用大量譬喻和轉化，使文章生動有趣的手法，讓我想起另一篇〈芝

麻開門〉，那種縱情想像的幽微十分迷人。（簡珣） 

多獨白、少對話 

生活經驗中尋常的題材 

豐富的想像力 

新穎獨特的想法 

反應許多醫生與患者對安眠藥的迷思與複雜心理 

思辨「人的自主尊嚴」 

垂釣睡眠 

http://blog.yam.com/evan72727/article/16591839
http://tw.knowledge.yahoo.com/question/question?qid=1009090708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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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75 

 

 

三、教學迴響 

(一)從摸索到清明 

   雖然這次上課是採用跟以弩不同的方法，必須要自己去閱讀、分析、整理，而不是

輕鬆的聽著老師講解，但反而使我們更專注。說真的，一開始大家並不清楚要如何下筆，

而且各自的思考模式也不盡相同，所以寫出來的東西有時似乎有點連結不上。 

    經過多次討論之後，終於慢慢摸索出共識，也把自己的概念融合進去，結果其實還

不錯。(周玉明) 

(二)從分析到創作 

    為了要創作，所以我得特別研究作者每個文字背後的想法，以及運用的技巧等等，

所以我想這將會是我印象最深刻的一課。 

    雖然這種方式會耗掉許多時間，過程間不免出錯，但摸索過程中更能體會到作者失

眠時的情緒，也逼得我反覆思考作者筆下每個文字的意義，並嘗詴創新。對我而言這是

很大的挑戰，但也使我在一次次的練習中，愈來愈能掌握文字之妙，寫出內心的情緒。   

(林羽錡) 

(三)從比較到玩味 

   閱讀理解和分析，讓我更能了解垂釣睡眠的作者較偏重於哪些方面的描寫及她擅長

的筆法。老師教的分析的方法很簡單，透過表格整理，細節頓時如顯微鏡下呈現微妙得

趣味，也讓我迷戀這樣賞玩文字，深入查覺作者情思的歷程。 

    在比較時，只要將兩篇文章內容相似的部份，及描繪的地方擺在一起，就能清楚看

出兩者的寫作的方式，或是想傳達的意思是不盡相同的。 

    有了這解讀的能力，以後白話課文或許不需老師逐字逐句地解說，由學生們自己討

論分析反而會呈現不同於教科書的觀點。 (王怡婕) 

 

四、教學省思 

    以表格整理文章，看似簡單而亦行的閱讀方式，但是第一步將文句直接分類，歸納

敘述結構之後，學生遇見的困難是如何分析寫作技巧所造成的效果、歸因作者創作的心

理。這部分藉由教授其他課文時的示範、閱讀層次概說，再以小組討論交換想法，終而

克服障礙建立亯心，達到讓每位學生都了解如何分析並品為文學作品的閱讀方法。 

  不過，文學鑑賞更深的層次，如分辨資訊隱含的啟示、寓意、用途、作者態度以及

根撽內容，說明看法尚待下一個階段的練習。 

                   

五、亭午的凝思----在空白與縫隙間探索 

在文字處理上而言，楊牧一貫的態度是「嚴謹」、「組織」、「紀律」，因此他的風格雖浪

漫抒情繁複多彩，背後卻是絕對的理性。有了〈垂釣睡眠〉的閱讀理解與分析基礎，這課教

學著重參照其詩集《時光命題》、《亭午之鷹》後記中作者自述的解讀與其他評析，針對〈亭

午之鷹〉一文觀察其具體設事，抽象提鍊，討論以景物寄託的種種情懷，目的在使學生能透

過從文章與相關資料中解讀作者深層其中幽微的意義。教學活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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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初讀印象：寫下初讀的感覺與想法 

２摘要觀想：摘記次讀時看見的佳句與描寫場景並說明 

３提問討論：拋出可刪之段落、不解之文句，作為觀察寫作技巧的賞玩與思索寄意旨

趣的切入點 

4 分解推想：老師講解寫作背景、詩與文對話間的拼貼、融入作品集裡的解讀、引發

學生思考歷程的隱喻，由中學習可以運用的解讀方式 

5 重讀發現：以這樣的眼光再一次閱讀這篇文章的發現、配合後序與其他作品閱讀後

的觀照 

6 剖析省思：深入推想作者象徵之意、所揭示主題與個人生命匯通或啟思之處 

7 回想檢視：請綜合這次上散文的方式，以及對這樣教學方式的看法與感受乃至建議 

 

(一)閱讀全文，輔以評說 

就文章所述，可知〈亭午之鷹〉為 1991 年楊牧時初至香港科技大學任教，居灣仔，

後居學校清水灣宿舍。文以一隻暫棲於陽臺的鷹為引，敘寫偶然相遇間所湧現的想像與

思維。 

在這情節簡單的敘述中，其實深藏作者行腳匆匆於各地的生命處境，短暫的居留與

轉換空間提供閒適與遷移的時空位置，使他面對海景時時萌生的好奇與靜觀，因此在與

鷹相遇心神交集之間，以善良有情而又熱中的態度觀想之，追尋之而決心長久記住。正

如張讓〈耽美之歌〉評介此書時指出楊牧在此書裡真正做的是：「….縱情於感覺和想像，

在轉瞬消失以前捕捉給予存在意義和真實的短暫悸動」。但在無常之中期待抓住永恆的

抒情之外，何以極力描繪黃鷹倔傲之姿與英猛之貌？在凝視鷹神態風采之際，甚至在腦

海快速閃過許多不同的形象和聲音？ 

以抒情地方式演繹人生哲理是楊牧一貫手法，是以何寄澎在（花蓮的楊牧，世界的

楊牧）一文中言：「楊牧散文分別用可感可見可覺的抒情，以及一種象徵抽象的思維，

這兩種表現手法來呈現自我」。賴芳伶云：「即便是從感性的悲喜出發，他最在意的仍是

理性知識的檢驗」。 

基於此，引《亭午之鷹》後記〈瑤光星散為鷹〉作為深入此文的觀想：「總有些作

品緣著類似鷹一樣的形象，由發端到完成，似乎肯定著一種秉持的紀律，便覺得這其中

具備了相當於詵創作的方法，旨趣，和目的。」請學生透過文本與後記之比較，整理出

作者自敘的解讀，觀察在具象寫實道事與抽象寄意抒情之間的脈絡，以第一、二段而言，

分析如下： 

 

(二) 段落分析：亭午之鷹三部曲 

    寫作是充滿主體的意向性的心理活動，詠物作品更多以志之所之，賞讀時值得重視

與玩味的除卻美感內涵與表現方式，更需體認作者藉以承載的情感與思想。故分析上除

承接上階段對美感的性質和情感得探討，寫下初讀的感覺與想法、摘記次讀時看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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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句與描寫場景，並說明其特殊處，接著更進一步推論作者心理歷程的表現，並藉後記

所提供的閱讀線索，再次閱讀，目的在使學生發現可以運用的解讀方式、以這樣的眼光

再一次閱讀這篇文章時能發現更豐富的意涵。 

 

(1)初讀的感覺與想法 

    略讀這篇文章之後，同學的反應有「字詞十分細膩，有些地方修飾太多，讀起來不

順暢」之嫌棄；或因筆調緩慢而不耐：「鏡頭緩慢的移動，而且很仔細，由特寫又拉到

全景，焦點只有一個，鷹。可能不習慣這種速度吧！有點煩。」「很平凡淡淡地敘述了

一件個人經驗，情節平淡，內容普通，沒留下深刻印象。形容鷹的樣子老套，沒新鮮感，

並不特別吸引人。」 

   更多是的充滿不確定性的感覺：「偶然來的鷹竟能勾起如此深情的回應，或許其中

暗藏的情感是我有所不懂，但字裡行間溢出的細膩描述仍能感受到作者的簡單營造。」 

 

(2)次讀佳句與玩味 

    撇開初讀時對文意的概括性評說，傴就喜歡的文句或段落說解： 

    「一隻鷹曾經來過，然後竟走了，再也沒有蹤影」。 我覺得這句破題破得不錯，感

覺「曾經來過」，有點證明「存在」的意味。 

「鷹久久立在欄杆上，對我炫燿它億載傳說的美姿…..」鉅細靡遺的描繪出鷹的外表和

神態，讓人感覺鷹是上帝用心創造出來的生命，用高倍放大它獨一無二的的特點，更能

襯托初其不凡。（王馳萱） 

 

追尋的那一大段我很喜歡，很有認同感： 

從書稿裏收回的形容總不外乎稍微如此，而室內悄然無聲，原來只有我一個人在

家。那時，本來從東南方向拂照進來的陽光已經撤退殆盡，然而四壁依舊閃著溫暖的，

可能傳自遠方海面璘珣的水影。我看到一隻鷹。 

從專注中拉回自身存在的時空環境，接著三句的鏡頭移動是緩慢的，好像是為緩和

情緒，讓讀著慢慢進入作者正處在的氛圍中。突然一個句點，一個鏡頭的跳躍，一切聚

焦在新的發現物上。我喜歡作者這樣安排的驚喜，或許也不是刻意安排只是還原現場，

然而如此善用文章鏡頭，效果極佳。當一切在寂靜之中，突然有動靜，立刻能抓住讀者

的好奇。（凌佳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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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細作推敲與分析＿＿ 具象與抽象間的展演 

  一隻曾經鷹來過，然後竟走了，再也沒有蹤影。 

時間 曾經 過去 過去 

事件 一隻鷹來過 然後竟然走了 再也沒有蹤影 

情感 
曾經來過  — 表示作者

擁有過 

意外，不該如此 再 也 沒 有 --- 等 待 之 後 的 遺

憾、悵惘與失望 

字詞 

鷹是敘述對象 

曾經來過是敘述內容 

「竟」字顯露心理期

待的落空，可見作者

內心的不捨，與曾經

深切期待的感情 

「蹤影」二字強調曾經幾度追

尋，卻遍尋不著；更表示追蹤

躡跡將不可再尋得。 

暗示 
所有的相遇是巧合是冥冥之中的註定，也是唯一，那稍縱即逝的惶惶然，以及心

中明白它不永遠不會回來的珍戀 

推論 
楊牧寫作動機與目的是為停駐那在生命中倏忽而逝的色相，企圖將之所啟示的永

恆魔力，化為文字 

瑤光星散為鷹 

（作者獨白的敘

述） 

它與我的遭遇純屬偶

然，而且，多麼短暫 

 

倏忽之間，幾乎比一

首殘缺的六行詵更

短，卻擁擠了無窮思

維與想像的那片刻之

間，它賦與我真實的

興采，慰藉，強烈的

感應，和些許悵惘… 

…鷹它是不會再對我現形

了，我心中明白，永遠不會回

來了，遂使我處虛實憂喜之間

嘗詴渲染它於筆墨之尺素，冀

望它因此長存在我的記憶，以

它那特定的骨格翮翼和精神

對我啟示永生，美的外在與內

涵。 

象徵 
「鷹」是倏忽即逝的靈感，「鷹」是天地大美，「鷹」的是飛揚的方向，作者藉鷹

體物抒情，並作為單一意象做深度的演出。 

   

這發生在去年秋冬時際。應該就是秋冬之交，陽光最明亮最暖和的時候，而海水也一向

湛藍，每天和天空遙遙映照，彼此更深更高。 

時間 季節 天氣 環境 氛圍 

去年 

秋冬時際 陽 光 最 明

亮 暖 和 的

時候 

海水也一向湛藍 海 水 每 天 和 天 空 遙 遙 映

照，彼此更深更高 

意旨 以文字停駐曾經歷的時間與空間 

特色 
對於場景的描述細膩且具層次感，不急不徐地形成一種悠閒的筆調，湛藍海洋與

燦爛陽光鋪墊出天高海闊無邊無際的視野。 

瑤光星散為鷹 

詴圖以文字的鋪陳，安頓，將那短暫的感應延長至無限，更想要把那鷹的實存恆

化於我的篇幅結構，音韻，色彩，意象，比喻等等修辭和文法的架勢裡，同時我

就發現，我所目擊的鷹，在它那絕對的背景狀況烘托之下 

詮釋 

為烘托鷹的出現而詳細鋪陳情境與氛圍 

為營造鷹出現的氣勢，以天氣、海水、天空構成三度空間廣大而無邊的向度----

將那短暫的感應延長至無限 

以篇幅結構，音韻，色彩，意象，比喻的描述，恆化生命中的曾經 

引證 
大寧靜中體會某種精神的躍動，或感情的游移，通過具象捕捉抽象，以自然和間

的聲籟光采，展現一神秘的領悟。（《一首詩的完成》） 

分析 
神秘的領悟---暗示俯瞰孙宙空間之中的歷史、時空、人文，使得空間產生時間化

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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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鷹剎那間似乎受到干擾，就在我默默誦完六行殘缺的英詵剎那，迎著千萬支震撼

的金陽，它真的翻身落下，勁翮二六，機連體輕，兩翼健壯地張開，倏忽而去，在眩目

的日影和水光間揚長相擊，如此決絕，近乎悲壯地，捨我而去。我聽到鐘響十二，正是

亭午。 

 時間 背景 動作 情境 狀態 

訊息分類 

鐘響十二，正

是亭午 

我默默誦完

六行殘缺的

英詩剎那 

迎著千 萬支

震 撼 的 金

陽，它真的翻

身落下，勁翮

二六，機連體

輕，兩翼健壯

地張開，倏忽

而去 

在眩目的日

影和水光間

揚長相擊 

如此決絕，近

乎悲壯地，捨

我而去。 

情緒 
描繪鷹的離去，就像那無情的時間在逝去時間是如此絕對；而無常，更讓

人惶惑不安。 

相似情思 

 

如此的自然，和諧，隱藏了無窮的禪機，寓意，教訓。這些我聽到了，偶

然倏忽之間，但不能深刻探究，這些是存在的，只是我無從把握(你也無

從把握)。（水灣） 

而那些是回不來了。那些以及更久更久以前的白芒花在山谷，河牀，在丘

陵上，漫山遍野，清潔而且沒有顧忌，如此活潑，自由，好奇。那些是回

不來了，縱使我招呼它，央求它，閉起眼睛想昔何嘗不如同今朝這麼確切

明白?我知道這並不是真的。那些已經逝去，縱使我都記得，記得詳細。（十

一月的白芒花） 

推論作意 
「記憶」使曾在狀態原本忘卻的樣式中「開展」出一條可以依循的線索，

儘管物換星移，景異人非 

舉例以證 

在確亯中，此在唯通過對被揭示的事情本身的見證來規定它向這一事情的

所有領會的存在。「持以為真」奠基於被揭示的存在者本身之中，使得存

在者的存在變得透徹明晰」（海德格《存在與時間》） 

是以「必須寫點甚麼『有詵為証』」「作品成立，存在於它自己的『存在主

義』」。（楊牧《一首詩的完成》） 

闡釋說明 

生命中每一個真誠的時刻，寧靜的夜晚以及如煙火綻放的剎那因為書寫而

永遠存在，這是與無常的時間抗衡的唯一方式；藉由藝術之美所涵醞的真

善使得曾經充滿意義，這是讓存在顯影的依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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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感激盪的狀態，正是意向性質的一種界定與表現，參照〈瑤光星散為鷹〉中作者

敘述之所以鷹為描繪的對象是因為「晉初孫楚、傅玄、杜甫寫鷹之作，以筆墨留駐天地

色相，化瞬息為長久，變渺小為無窮大」。足見楊牧以鷹為敘述主體，其實不擔為描寫

與鷹的相遇，而是為留住剎那間的永恆，那以鷹為象徵的絕對之美。正如張讓在〈耽美

之歌〉所評介：「表面看起來模擬具象的自然彷彿畫家描繪風景，而事實上，就像《疑

神》不關乎宗教，《亭午之鷹》也不關乎鷹，兩者最終都關乎美的感動」。 

 

(4)再讀的發現與感悟 

  經過爬梳整理、講解討論與作者其他文章之參照後，重讀全文，學生 

在詮釋與分析之中因為精微的體察，而引發出深刻的想法： 

  平常看文章都是大略性看過，頂多觀察修辭技巧用得不錯的佳句美辭，或是認為有

弦外之音的字句再停下思索，但這次在老師引導、同學討論楊牧的〈亭午之鷹〉之後，

學會逐字細看，用心思考「為什麼作者要用這個詞，而不是另一個？」或者「如果把這

句跟那句做對照，是不是有某種意涵？」或者是將鷹的狀態跟作者本身的個性作比較，

鷹是否是作者自我的投射？寫作間哪一件事情影響他這樣寫作之類的臆測。讀文章有很

多種方式，通常無法一眼就理解作者的意思，從文章以及作者其他作品中尋找證撽來解

讀，讓閱讀變得像偵探小說般充滿發現的驚奇與詮釋的成就感。(胡乃文)   

 

  第一句話給我一種冥冥中已定的際遇，如果一去不回是最好的道別，也就沒有來去的傷感

了。時間空間在鷹身上看不見刻痕，他任意飛越，雙眼疾速、稀薄音樂為牠的屬性，所有的形

容詞都是專為牠的存在而存在，而造化。是靜物畫，卻溢出流動的色彩。 

  靜觀萬物，都有一份私密的體悟，是將牠神聖化了的表情，在停格間隙，有了最文學的感

官去想像。人與自然的平和，傴是一種凝視而已矣。真理是否遍尋再不妨礙，因為牠總起落於

黑白模糊裡自在遊戲，而我們視之一派頙爽。 

  很特別的上課方法：一個字一個字讀，再詮釋整篇文章，發現每一句話都有意義。

好似運用了科學家的研究、畫家素描、文學家感受，而呈現這篇完美的極致。分析與推

敲的過程很感動也很震撼，不再跟著老師的思想走，我必須自己去思考，討論聲響之間

學到更多。(李佳嬑) 

 

  作者將自己的影像反映在鷹的身上，「鴪然之姿」就是鷹和自己的雙重疊

合，而鷹先天倔傲之姿就是作者內心的投射。第一次的感受太過於膚淺，甚至

覺得有些段落可刪…重新再看一次後發現楊牧將生命的本質及精華完全鎖在文

章內部，不仔細還無法察覺其中韻味。  

套用海德格的時間空間觀，似乎真能對上亭午之鷹的各個段落。讀文章若不能讀出

時代背景和背後隱伸義，著實些可惜，透過這樣的分析討論再分析，我在我心中做到了！

(張簡嘉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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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學迴響與觀想 

〈始驚〉 

    文章瀰漫著一股淡淡的惆悵。  

    像咬果實的動作，初步是品香臆味；接下來是進入囓嚼的賞味期；最末則是觸及果

核的空虛，過程從心境上的轉變來主導，期待----發現，解釋----觀察，離去----悵然。 

鷹來鷹去與吃果實同樣是不可逆的，心知必然離去，卻寧願像鴕鳥一般，欺騙自己能幸

運的得到不一樣的結果，待到真得接受現實的時刻，徒留撼動心魄的失落。 

 

〈次醉〉 

    第一句即揭露作者濃濃的落寞，雖說情感的份量夠，但篇幅仍稍嫌太短，所以放上

心之鷹的詵來平衡文章尾段沉鬱心情的篇幅。不過，另一個原因，我想，應該是在提示

讀者，此篇非單純的描述老鷹，而是有代表自己昂揚的理想與生命的熱情在吧？ 

    二段的末句：「當然我並不知道……雖然熱中，有情。」作者對美追求的執著已然

內化為潛意識了，是以對任一處、任一物，都自然而然的尋起美的蹤跡而且(與下一句

連結成一行)永遠都有挖掘不盡的美，其中，猶以陌生的事物為最，原因是它保留了某

種神秘感。 

    三段末句：「四壁依舊閃著……傳自遠方海面璘珣的水影。」我非常喜歡這個畫面，

用視覺轉化成觸覺，夕陽殘影映照著水波，以為一切將隱沒在黑夜的懷抱之時，主角----

鷹，優雅的現身了。 

    八段末：「我也曾經與它……不是用網羅箭矢，用詵」，作者將鷹與己身物我合一了，

實際上，作者攫捕的是鷹瀟瀟的英姿；然在意蘊中，作者自己化身孤傲的鷹，追逐理想，

哪怕不安的海在下面扭動匍匐，振翅一劃，了然世事於掌心中。 

 

〈終狂〉 

＊每一段都參照了海德格的書名：《時間與存在》來構築，並延伸至鹿橋的《人子》寫時

間與空間。 

＊秋冬時際是故事的大時間軸，為作者認定最美好的時空___重要而難忘，帶出後頭與鷹

的亭午邂逅。亭午時間的選擇，因為與鷹陽剛、猛厲的氣度形象不謀而合。 

＊用「我們的鷹」來代稱牠，作者想強調的是他與太太共同的記憶與發現。 

＊「悚然凝望」，字面上讓人有毛細孔驟縮，全身緊繃專注的感覺。每天的亭午時分，彷

彿有股電流竄過全身的感應，總會不自覺的張望，搜尋「我們的鷹」，這時，從埋首中

抽離，就是真實的存在。 

＊第四段：「原來就是你。」承接前二段的期待驚奇，其力道之強把第二段拉起讀者的味

口與懸疑情景給重重的真相大白。 

＊第五段藉鷹的生長背景烘托其本性，並順帶地透露自己血脈裡的歸屬及點出所在地。

「鷹與蛇的世界」，顯見卻不點破香港是龍蛇雜處的地方。 
＊第六段：「以它睥睨的風采隨意看我一眼，彷彿完全不在乎地……但肯定並不是為了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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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對比作者緊緊追尋的眼光，击顯鷹的目空一切，擊垮人是萬物之靈的驕傲。儘管

如此，作者仍甘願臣服。後頭，作者癡迷的眼神穿透鷹的倔傲，而至背底無垠的大海，

沉浸在冥冥中的感動，在既神秘又平常的景色裡，卻真切的感受到自我的存在。接到第

七段，鷹的從容、不在乎，顯現它的自在與理所當然的存在，投射出作者的心情嚮弩，

也反襯作者在過程中其實是孤獨的。在與鷹的靜然並存中，作者調合人我跟自然間的關

係，這種默對的衝擊是全文的重心。 

＊第七段首句：「鷹久久立在欄杆上，對我炫耀它億載傳說的美姿。」久久站立，是一種

視覺上的專注凝望與畫面上的停格。炫耀，以高「人」一等的姿態襯其光采。億載，意

謂持久、堅固無法破，烘托鷹的猛厲。傳說，則是呈現很強的神秘性。 

＊人生所有的追尋都是沒有終點的，況且追尋的本身在某種意義與程度上即是我們的方

向與答案。 

 

〈迴響〉 

    每一字句似乎都活絡了起來，且被作者粒粒雕磨後排列得精密無瑕，初讀時曾經有

過刪減的荒謬念頭，差點成為無法彌補的殺手。 

  初時覺得第五段沒有存在的必要，是因為這篇的主題並非單純的動物觀察文章，所

以鷹的生長地似乎微不足題，反而會增加篇幅引起讀者不耐。可是，我輕視了作者擺放

的用意，他安排了許多人事、時、地的線索讓我們更加深層的探詢文旨，而一路看下來，

所有的狐疑暗中一一消散，理所當然中賞完一篇佳作，體會到每一段都是不可或缺的，

其中最重要的非排列莫屬。 

  這一課上起來，對我而言有些吃力，但喜歡這樣上課，有蘇格拉底的感覺。老師的

銳眼捉重點，精準得不容人懷疑，也快得讓人手足無措。這幾堂特別的經驗，讓我更了

解楊牧的堅持與要求，文章寫至此，完美到出神入化了吧！ 

 楊牧的文章像在解數學題目，需要縝密的心思和腦力，但又不能鑽牛角尖。每一個

句子都是作者所給的線索，以數學來說，用已知來推未知，有條有理的看下去，會發現

一番樂趣！( 林郁馨) 

 

四、結語 

    《如何閱讀一本書》中，以「投手 vs. 捕手」的觀念來比擬「作者 vs. 讀者」。在課

堂上，讓學生有自己解讀與發表的空間，學生將不再局限於捕手的位置，也能如球場上

的投手玩味球的方向與力道。在閱讀導入教學的現場，師生走入文本，尋徑遠逐，聞鳥

入迷，文字所形構的自足世界，圓滿而喜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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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 Bloom 2001 年認知領域教育目標 

主類別 次類別 定      義 

理解 

詮釋 說明涵義 

舉例 找出例子 

分類 將訊息歸納分類 

摘要 資訊的主題、重點 

推論 
文句訊息重點 

訊息預測論點結論 

比較 發現資訊間共有或相異的特徵 

解釋 說明原因，解釋過程 

分析 

區辨 構成主題的核心要素 

組織 內容的順序 

歸因 分辨資訊隱含的啟示.寓意.用途.寫作特色.作者態度 

評鑑 
批判 根撽內容，說明看法 

檢查 根撽規準檢查語法邏輯用語 

應用 

創造 

執行 情境的模仿 

施行 情境的設計 

分析 

產生 提出一個新問題 

計畫 設計執行過程 

製作 產生新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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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SA 題型認知能力分析 

認知

Bloom/Pisa 
檢索訊息 廣泛理解 發展解釋 省思文本內容 省思文本形式 

題型 簡答 選擇 選擇、問答 問答 問答 

認知能力 

1.再認 1.摘要 

(主要說什麼) 

2.歸因 

(寫作目的) 

1.詮釋 

2.舉例 

3.推論 

4.解釋 

5.比較 

6.區辨 

7.組織 

1.意見解釋 

2.生活舉例解

釋 

3.內容解釋 

 

1.形式解釋 

2.描寫方式解釋 

3.形式分類 

 

附錄 2  失眠 

  在我出生到現在的十六個年頭中，我從未毫無理由地失眠。 

  每一次失眠，不是因為隔天有重要的事情讓我快樂一整晚或緊張一整晚，不然就是

想到此刻也應在床上的另一個他，心情有如掉進無盡的花瓣深淵，甜甜的、酸酸的，激

得我深深陷在其中，似被溺斃般地睡不著覺。 

  失眠，對我來說不是痛苦的，它代表的是透骨的相思。 

  失眠的夜裡，我似乎總接收不到遠方伊人送給我的愛情電波，我無法沉入睡眠。在

那些時刻裡，我天馬行空與他在一起種種的可能，以及許許多多在心底深處妄想已久的

深切渴望。想到甜蜜處，心臟就像是陷進了蜂蜜醬缸裡，甜得瘋狂。 

  這麼說來，失眠似乎是被我召喚來玩耍的孩子，卻又被三心二意的我給一腳踢到牆

角邊，讓它看著我與我的幻想翩翩起舞。 

  也許是吃味吧，失眠總有辦法讓我把思緒拉回來，不是不小心讓我看到鬧鐘上的數

字已經到一種我非得入睡，不然明天上國文課一定會被點名的境界；就是讓我的耳邊想

起爸爸說的話：晚睡的人胖得快喔…。於是我急急忙忙的與我的幻想上演灰姑娘的戲

碼，匆匆留下一隻代表著我明天再來的玻璃鞋離去。 

  失眠，在我的生命裡是可憐的，它被呼之即來，揮之即去，但是我仍然感謝它的存

在，因為它，我才得以在非現實的世界中與我的愛情幻想相遇。（景美女中 桂尚琳） 

 

附錄 3 享受飢餓 

  前年在某個機緣下，參加了世界展望會舉辦的「飢餓三十」。 

  連續三十個小時不吃任何食物，只喝白開水的活動，讓我體會到同時被地獄之火焚

燒全身、遭千刀萬刃割下每塊血肉、受毒荊利蕀刺穿每吋肌膚，嚴厲酷刑懲處的痛苦滋

味。 

  活動一開始，身體還未存危機意識，我如初生之犢，悠閒地在會場東走西逛、與朋

友圍成一圈談天說地。看見有人閉目養神的在一旁聽音樂，我頗不以為然，不過就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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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多一點的時間不吃飯，何必如此認真？ 

  然而，隨著時間滴滴答答，我的胃開始表示不滿，責怪我未盡責準時送上食物，我

想辯解，卻受到更激烈的群體抗議，所有器官聯合起來指責我的無能。我手足無措地安

撫那受創的心靈，委曲地想反駁，卻無力回擊。它們露出凶惡的面容，完全不顧平時我

待它們不薄，常以山珍海味進奉的恩情。「債主們」劍拔弨張，怒氣沖沖，那些指責、

怒罵毫不留情的挑起吃的慾望，而我只能默默承受，潦倒得像窮途末路的流浪漢！ 

  小麥色的漢堡皮，鮮嫩欲滴的生菜、軟硬恰到好處的肉餅、鮮紅酸甜的番茄片及入

口即化的起司，在昏迷的意識裡翩翩起舞，唾腺像壞掉的水龍頭，我嚥下腸胃湧上的酸

意，卻怎麼也壓抑不平被欺騙的血糖。 

  「反正時間轉眼即逝，一下子就過了。」我如此安慰自己。 

  但不幸的是，我突然發覺雙手變得蒼白而透明，眼睛竟能穿越它看見我抖動的腳，

視線逐漸模糊，腦袋異常沉重。世界瞬間變調，艷紅的、墨綠的、黃澄的、靛藍的，分

裂的臉孔、扭曲的光圈、不規則的線條，讓我眼花撩亂，使我不知所措，在交叉的十字

街口，來回徘徊。 

  由於「飢餓」，我感覺嗅覺瞬間提高數百倍，空氣中漂浮的食物香被敏銳的抓住，

平時輕緩的呼吸逐漸浮躁不安，就算掉了一根頭髮，也如轟天巨響。我的血液激烈翻騰

著，細胞的分裂、合併也能清楚察覺，就像患了幽閉恐懼症，好像被關在一個透明的盒

子，叫天不應、叫地不靈！  

  夜晚是最難熬的，時間也與我作對，古靈精怪的它化作蝸牛，像個好客的主人，熱

情的邀請我多多品嚐「飢餓」，與為朋友，完全無視於我頭昏眼花，偏偏「睡眠」無故

爽約，讓我癡癡枯等到天明，卻還是不見其蹤跡。 

  我想一定與「飽」共眠去了。 

  經過那次的初體驗，我了解到原來自己對食物的癮如此深重，限量的珠寶、時髦的

跑車、昂貴的豪服都比不上足以祭祀五臟廟的食物。但我饑餓的三十小時，又怎能跟非

洲幼童無助的神情所帶來的震撼相比。根撽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估計，全世界每天有

二十五萬人死於飢餓，每天有一萬名兒童死於與飢餓有關的疾病。反觀身旁食物唾手可

得，路上餐廳小吃琳瑯滿目，所煩惱的不是下一頓飯沒有著落，而是漢堡吃得好膩！大

魚大肉吃得好煩！頓時，罪惡感與飽嗝的聲音在腸胃間蠕動，眼淚，悄悄流落。（景美

女中 歐家萱） 

 

 

 

 

 

 

 

 



臺臺北北場場教教學學經經驗驗分分享享((三三))  

 

86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