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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課綱核心篇目--〈勸和論〉的教學與應用
北一女中
摘

歐陽宜璋

要
本文旨在探討高中國文課綱的新選文〈勸和論〉的教學與應用。並從九五暫行綱要、

九八課綱及 101 課綱中「臺灣題材」的取材與立意為起點，延伸探討有關臺灣歷史文化與
族群議題，並思考臺灣古典選文與當代對話的時代價值。
本文的取材來源與研究範疇，乃多方涉獵〈勸和論〉及臺灣械鬥的相關原典及論述，
並就個人長期經營的〈文言文學習網站〉
、
〈文言文語文互動區〉中，有關臺灣題材及〈勸
和論〉一文的創意分享與互動加以擇要呈現，以為抛 磚引玉之資。
至於筆者的相關研究，曾於 96 年 11 月 1 日之「第一屆全國高中國文科教學研討會」
中，發表〈從核心到多元的文言系統導航〉一文，從漢語系統語法和網路平台的角度，介
紹核心四十篇選文。而在本文中，則縮小焦距，就單篇範文的教學與應用進行分析探討，
進而延伸至新課綱中範文教學與區域文學選讀相結合的可能性，期使高中國文教學能在教
學互動與研討中不斷精進，青年學子也能超越古今與時空的隔閡，具備當代的語感與文化
實踐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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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場專題研究類(二)

一、新課綱核心選文的流變與「台灣題材」的立意
九九課綱已在本學年度的高一實施，討論已久的國文新課綱也已訂於 101 學年度正式
實施。由於週休二日使得上課時數降低，國、英、數等主科的時數因而隨之縮減。在時
勢潮流的趨勢下，在高中階段能習得基本而核心的概念，並運用有效的學習方式執簡御
繁，培養「帶得走的能力」
，才能讓臺灣孩子成為一顆顆在軌道中運轉的璀燦小行星。1
然而，一套能符合各方期待的文、史課程，內容往往被高度精簡，在有限的篇幅內
壓縮了太多的專有名詞，在多方協商之下忽略了學生的接受程度，而使得一盤盤文化饗
2
宴的風味盡失。 就高中國文而言，學生依循九年一貫課程的語文領域的能力指標一路
行來，所養成的多為語文表達的應用能力。一旦進入高中，必須面對的卻是範圍博大的
深度閱讀，與難度驟增的文言文。教師若沒有預先設計一套新舊銜接與閱讀理解之道，
很可能會使學生對本國語文的親近與愛好逐漸流失。
以高中國文科的核心選文而言，要讓學生真正體會文章的精義，除了精準的解讀和
生活的觸發外，課前、課後適切的引導與轉化，是帶領學生登堂入室，進而思考應用的
黃金階梯。本節要先處理的，是國文新課綱的核心選文──特別是「台灣題材」的演變
歷程與取材重心。
（一） 新課綱核心選文之流變：由九五暫綱、九八課綱到 101 新課綱
在國文科範文的選材及配置中，從九五暫行綱要開始，即明訂各冊編排需由淺入
深，兼顧不同文體文類，及其發展變遷的脈絡。在九五暫行綱要、九八課綱以及甫頒訂
的 101 課綱中，文言文核心選文的內容略有變動，表列如下：
※ 九五暫綱／九八課綱，文言文核心選文四十篇之比較
時代 課次

（九五暫綱）課名與作者

課次

（九八課綱）課名與作者

先
秦

1

燭之武退秦師

《左傳》

1

燭之武退秦師 《左傳》

2

大同小康

《禮記》

2

大同小康

《禮記》

3

孫子選

《孫子》

4

勸學

《荀子》

3

勸學

《荀子》

5

諫逐客書

李斯

6

漁父

屈原

4

漁父

屈原

7

馮諼客孟嘗君

5

馮諼客孟嘗君

《戰國策》

《戰國策》

1

劉克襄《15 顆小行星》（台北：遠流，2010 年）一書，借由３０年的臺灣旅行際遇，與兒子分享喚醒
生命意義的 15 個故事，希望孩子提振人生觀，成為第 16 顆小行星。
2
由北一女中蔡蔚群老師審訂並導讀的宮布利希《寫給年輕人的簡明世界史》（台北：商周，2004 年），
在蔡老師導讀的〈教科書、課外讀物與學習歷史〉一文中，提及歷史教科書「考慮了好多偉大的目標，
就是忘了最重要的一件事：課程綱要／教科書根本忘了學生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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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 課次

漢
魏
六
朝

唐
宋

（九五暫綱）課名與作者

課次

（九八課綱）課名與作者

8

過秦論

賈誼

6

過秦論

賈誼

9

鴻門宴

司馬遷

7

鴻門宴

司馬遷

10 答夫秦嘉書

徐淑

11 典論論文

曹丕

12 登樓賦

王粲

13 出師表

諸葛亮

8

出師表

諸葛亮

14 桃花源記

陶淵明

9

桃花源記

陶淵明

15 世說新語選

劉義慶

10 世說新語選

劉義慶

16 蘭亭集序

王羲之

11 蘭亭集序

王羲之

17 春夜宴從弟桃花園序 李白

12 春夜宴從弟桃花園序 李白

18 師說

韓愈

13 師說

韓愈

19 始得西山宴遊記

柳宗元

14 始得西山宴遊記

柳宗元

20 虯髯客傳

杜光庭
15 阿房宮賦

杜牧

21 岳陽樓記

范仲淹

16 岳陽樓記

范仲淹

22 醉翁亭記

歐陽修

17 醉翁亭記

歐陽修

23 訓儉示康

司馬光

18 訓儉示康

司馬光

24 傷仲永

王安石

19 傷仲永

王安石

20 六國論

蘇洵

25 赤壁賦

蘇軾

21 赤壁賦

蘇軾

26 上樞密韓太尉書

蘇轍

22 上樞密韓太尉書

蘇轍

27 夢溪筆談選

沈括
23 金石錄後序(可節選) 李清照

明
清

臺
灣
題
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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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郁離子選

劉基

24 郁離子選

劉基

29 指喻

方孝孺

25 指喻

方孝孺

30 項脊軒志

歸有光

26 項脊軒志

歸有光

31 晚遊六橋待月記

袁宏道

27 晚遊六橋待月記

袁宏道

28 陶庵夢憶選

張岱

32 原君

黃宗羲

29 原君

黃宗羲

33 廉恥

顧炎武

30 廉恥

顧炎武

34 勞山道士

蒲松齡

35 左忠毅公逸事

方苞

31 左忠毅公逸事

方苞

36 病梅館記

龔自珍

32 病梅館記

龔自珍

37 東番記

陳第

33 東番記

陳第

38 裨海紀遊選

郁永河

34 裨海紀遊選

郁永河

35 望玉山記

陳夢林

36 紀水沙漣

藍鼎元

37 勸和論

鄭用錫

39 紀水沙連

藍鼎元

高雄場專題研究類(二)

時代 課次

（九五暫綱）課名與作者

40 台灣通史序

連橫

課次

（九八課綱）課名與作者

38 放鳥

吳德功

39 遊關嶺記

洪繻

40 台灣通史序

連橫

※ 101 課綱核心三十篇
朝代篇數

先秦
共6篇

漢魏六朝
共7篇

唐宋
共7篇

明清
共7篇

課次

篇

名

作

者

九五、九八課綱選文對應

1

燭之武退秦師

左丘明

九五、九八

2

大同小康

禮

記

九五、九八

3

勸學

荀

子

九五、九八

4

諫逐客書

李

斯

九五

5

漁父

屈

原

九五、九八

6

馮諼客孟嘗君

戰國策

九五、九八

7

鴻門宴

司馬遷

九五、九八

8

典論論文

曹

丕

九五

9

與陳伯之書

丘

遲

新選文

10

出師表

諸葛亮

九五、九八

11

桃花源記

陶淵明

九五、九八

12

世說新語選

劉義慶

九五、九八

13

蘭亭集序

王羲之

九五、九八

14

師說

韓

愈

九五、九八

15

始得西山宴遊記

柳宗元

九五、九八

16

唐傳奇選

17

諫太宗十思疏

魏

18

岳陽樓記

范仲淹

九五、九八

19

醉翁亭記

歐陽脩

九五、九八

20

赤壁賦

蘇

軾

九五、九八

21

郁離子選

劉

基

九五、九八

22

項脊軒志

歸有光

九五、九八

23

晚遊六橋待月記

袁宏道

九五、九八

24

原君

黃宗羲

九五、九八

25

廉恥

顧炎武

九五、九八

九五（指定篇章〈虬髯客傳〉）
徵

新選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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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代篇數

臺灣
古典散文
共3篇

課次

篇

名

作

者

九五、九八課綱選文對應

26

聊齋選

蒲松齡

九五（指定篇章〈勞山道士〉）

27

左忠毅公逸事

方

苞

九五、九八

28

裨海紀遊選

郁永河

九五、九八

29

勸和論

鄭用錫

九八

30

台灣通史序

連

九五、九八

橫

（二）核心選文「台灣題材」的取材與立意
高中國文新課綱裡，「台灣題材」的核心文言選文，從九五暫綱、九八課綱以至一
百零一年的部頒新課綱，大致包括了台灣歷史、區域地理與多元融合等議題。而衡諸課
綱編輯小組對台灣篇目的設置立意，一方面是著眼於臺灣風土的平衡觀照，一方面也藉
由族群融合與互動，開啟面向海洋、迎向未來的視窗。其選文設置之立意說明如下：
１.族群融合：〈東番記〉(95、98)、〈勸和論〉(98、101)
２.觀古鑑今：〈台灣通史序〉(95、98、101)
３.地理風情：(1) 北部：《裨海記遊》選（如〈北投硫穴記〉）(95、98、101)
(2) 中部：〈紀水沙連〉(95、98)
(3) 南部：〈望玉山記〉(98)、〈遊關嶺記〉(98)
（三）由〈東番記〉、〈勸和論〉引發多元思辯
尊重多元文化，表達不同的立場與感受，不但是臺灣高中國文科的教學重心，也是
全球化來臨時代的必備素養。甫於 2010 年 4 月榮獲臺大SUPER教案獎的中山大學師資
培育團隊，以〈全球化衝擊下的多元文化〉為主題，設計了課文學習之外的情境體驗，
進而促成學生對全球化與臺灣文化的探索與深度解讀。例如，教案設計中，分別讓學生
針對閩南、客家、外省、原住民與新移民五大族群，進行角色扮演，之後再讓同學對於
自己被分配的族群所受到的對待，提出想法、感觸與具體建議。 3 研究中認為我們面對
全球性的文化變遷時，應先尊重、了解與欣賞其他文化，再進而肯定自己的文化，發揮
創意去截長補短。
早在 1931 年，一位日本的大二學生：鹿野忠雄在臺灣的屋脊──玉山及秀姑巒山
一帶登山四十天，與原住民一同茹毛飲血，完成了臺灣高山文學經典巨作《山、雲與蕃
4
人》
。 書中所呈現的，是作者與山之間、與雲之間，及與蕃人之間的感情與互動。他揚
棄了征服者的傲慢，深入抗日的原住民族群，成功地落實了「生番化」的生活方式。不
但在長途跋涉中得到賓至如歸的接待，也為台灣的山川草木鳥獸留下了珍貴的見證。
而 101 新課綱的經典範文〈勸和論〉，則為清代開臺進士鄭用錫有鑑於當時愈演愈
3

教案具體內容，參見教育理論與實務對話 第六屆：「提升學習動機」研討會論文集，台北：臺大師
資培育中心，2010,5，頁 245-257。
4
鹿野忠雄著，楊南郡譯註 《山、雲與蕃人──台灣高山紀行》，台北：玉山社，2000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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熾的分類械鬥，提出沉痛的呼籲。他秉持著「民胞物與」的開明思維，希望臺灣這片土
地上的人們能抛開那些「非我族類」的敵視態度，攜手共創臺灣的未來。另一方面，透
過〈東番記〉中的人類學記實與〈勸和論〉的分類解套，不僅可以了解「腳下桑田，昔
時滄海」的變異，也可以藉由時空的挪移，重新省視自我的定位與價值觀。

二、〈勸和論〉的初步解讀
（一）溫故知新：由〈東番記〉到〈勸和論〉
１.時空探索
臺灣研究學者許俊雅曾在《台灣小說青春讀本》的總序裡，提及初次看到橫式
臺灣地圖時的驚奇與喜悅。那不僅因為它像一隻充滿想像的鯨魚，也因為橫置的地
圖打破了慣常思考的經緯度，可以自由想像煙嵐樹林中蘊含的秘碼。 5
歷史上的臺灣，曾經擁有「蓬萊、、瀛洲、臺員、大員、大壪、埋冤、福爾摩
莎、東寧、臺灣民主國、高砂國、高山國、中華民國……」等名字。這些命名有的
出自臆測，有些源自時空背景，有的則出於權力宣示……，但每個名稱都透露出一
種想像臺灣的方式，也延伸出刻畫歷史的線索。
在歐洲人「發現」臺灣之前，這個島嶼曾是南島語系的世界。6 而漢人對原住民
生態的觀察，最早始於西元 1602 年，福建的陳第撰寫的〈東番記〉
。當時他隨著明
將沈有容來臺追勦海盜，目睹平埔族的一支：西拉雅族生活所記錄的珍貴史料。這
篇文章裡，作者並未完全以漢人的立場批評原住民，反而油然而生起遠古無為而治
的欣羨之情： 7
不日不月，不官不長，裸體結繩之民，不亦異乎！
曾經是航海之族的西拉雅，雖然定居臺灣後已經遺忘了航海技術，但仍然在祭
典儀式中，重建了傳統的「夜祭」：「嚎海祭」，以感念先人渡海的艱辛。
2.旅遊規畫
西拉雅的「嚎海祭」儀式，目前仍由東山村的西拉雅族後裔舉辦於台南縣的東
山鄉，可以由家長在農曆九月初五前後的周休假日，以全家為單位，規畫小規模的
親子活動，進行實地參訪。
在行前準備方面，教師可以在教授〈東番記〉之後，播放嚎海祭音樂（來源：

5

引自許俊雅策畫導讀，賴和《惹事‧總序》，台北：遠流出版社，2005 年。
參考周婉窈《臺灣歷史圖說》〈第四章 美麗島的出現〉（頁 48），台北：聯經，2009 年。
7
在尹萍的《海洋台灣‧三 港的文明，高雄津渡》（台北：天下雜誌，1993 年）中，認為漢人來台常
把原住民視為可利用的自然資源，但是陳第卻是少數胸襟開闊，欣賞原住民的文人。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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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傳統藝術總處，臺灣音樂中心──臺南西拉雅族──嚎海子民的低吟），並介
紹參加部落中信仰與祭典儀式的注意事項。到了正式參與活動時，除了參加臺南地
區（如東河村西貝耍、大內鄉、頭社）的夜祭與嚎海祭之外，也可以在慶典的空暇
時間透過當地的年輕人轉譯，訪問當地的耆老。
事後，我們可以透過影像、圖片與文字摘述，自製「采風圖」，向沒有機會參
觀的同學作簡報，老師也可以酌予加分作為獎勵。

３.延伸思考：「番」與「我」
除了和陳第一樣，了解東番與自己生活與習俗的差異，我們也可以觀察東番與自己
相近的一面？如東番熱忱好客，淳樸可親，和臺灣鄉土的民風相近；而且比漢民族更為
樂觀活潑，團結和睦。而且在清代移民管制時期，漢人只有男丁能夠渡海來臺；許多漢
人均與原住民通婚融合。
而依據吳密察《臺灣通史：唐山過海的故事》的分析，在漢人開發時期的臺灣，是
一個較量武力的時代，開發者犯風濤來到此地，沒有家室、財產的牽累，卻面對著血淋
淋的生存競爭。他們因應自我防衛或是自身利益的需求而結為集團，如遇爭地、爭水等
糾紛，往往釀成集團間的械鬥。 8
（二）〈勸和論〉的成文背景：分類械鬥
台灣地處東亞島弧的樞紐地帶，歷來除了原住民的開拓之外，也陸續有西班牙、荷
蘭、日本人的殖民，與漢人的落地生根。這塊土地上的漢人，依移民墾荒的先後，又陸
續有了閩（漳泉）
、客之別。歷史告訴我們：大社會的震盪期常常自「分類」開始，
「類
聚」之後相繼「驅逐」，而盡終於相互摧殘而衰落或消失……。這樣的模式，或許我們
可以從開台進士鄭用錫的〈勸和論〉中探索到蛛絲馬跡。
生活在清代盛世乾嘉年間的鄭用錫，是福建金門移民台灣的第三代。他對社會觀察
見解可謂精到：凡是為生存利益而結合的團體之間，相互劃清界線、區分類別，即代表
了群體衝突之始。此處「分類」一詞，在《台灣史小事典》以及《關於一座島嶼：唐山
過台灣的故事》 9 等作品中，對於「分類械鬥」的詮釋如下：
１.定義：
「分類械鬥」是劃分派系、使用武器的移民爭奪戰。為不同姓氏、宗族、職業團體
之間的持械打鬥。而當時械鬥的群體，主要是以祖籍別來劃分：如閩籍人與粵籍人之間
的械鬥叫『閩粵械鬥』
，而發生在泉州人與漳州人之間的就稱為『漳泉械鬥』
。在黃俊雅
8

參考吳密察《臺灣通史：唐山過海的故事》（台北：時報文化，1976 年，頁 152-154）。
並見《台灣史小事典》（台北：遠流台灣館，2000 年，頁 44）以及林文義《關於一座島嶼：唐山過台
灣的故事》（台北：臺原出版社，1991 年，頁 119-121）。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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碩士論文《清代台灣分類械鬥書寫之研究》中，將「分類械鬥」的時空背景與成因定位
如下： 10
「分類械鬥」一詞最早提出者是乾隆四十九年（1785）的台灣總兵柴大紀
的奏摺，「漳匪謝仲系已正法之蕭譴乘漳、泉分類械鬥附和攻莊」，在
道光後，「分類械鬥」才成為奏摺或上諭中常用的專有名詞。……歸納上
述說法，筆者認為所謂的「分類械鬥」，大致上是社會上的兩個或兩個以
上的敵對族群（ethnic group），族群間因種種因素產生對立，而公開發
生的暴力衝突的歷程。
２.原因：
械鬥大多和爭地、爭水等經濟利益的衝突相關。這些衝突，時常原本都是小區域的
問題，也不乏夾雜個人私怨的報復行為。但是一旦爆發集體械鬥，卻因為恐慌而引起各
方擁勢自重，進而造成愈趨激烈與擴大的衝突範圍。另外，隨著開墾重心的轉移，分類
械鬥也有從南台灣向北台灣推移的現象。
在黃俊雅上引論文裡，則具體分析了械鬥的時代及社會背景。文中敘述清代閩、粵
地區遷徙至臺的人們，在農墾階段常因田地之歸屬、水源爭奪等引起械鬥，此外，在政
治方面，清廷治理臺灣的態度、吏治的良窳、班兵素質與戰鬥力，也影響著分類械鬥的
發生與蔓延，此外，清代台灣社會中所存在的現象如傳統習尚、無業遊民、會黨結拜風
氣、同籍聚居等社會現象，也是促使分類械鬥發生的原因。此外，清廷利用分化政策弭
平抗清民變，使閩、粵或是泉、漳之間各籍互相牽制，也是清代臺灣械鬥發生的原因之
一。
３.影響：
除了因為世代的仇恨造成族群融合的困難與社會的短暫失序之外，也影響到移民的
聚居形態。是械鬥失敗的一方，常常舉族遷徙到同鄉較多的新據點，使得各地居民的祖
籍分佈日趨集中。
在黃俊雅的上引論文中綜述分類械鬥的現象與影響，認為分類械鬥事件所呈現的是
清代台灣移墾社會的特徵，其產生因素是多重的。而分類械鬥的型態上可以觀察到清代
台灣社會的轉型，亦即由移墾的社會轉變成土著化的社會，分類械鬥在這轉變的過程中
突顯了清代台灣社會在政治、社會、經濟各方面的不穩定性，而其發生也對清代台灣造
成影響，如地方治安的紛擾，阻礙地方的建設與發展，延長台灣社會由移墾型態走向文
治社會的過程，民間信仰等，因此分類械鬥事件對清代台灣政治、經濟、社會與文化的
影響，至為深遠。

10

參考黃俊雄《清代台灣分類械鬥書寫之研究》（中正大學97年中文所碩士論文）頁5 〈研究範圍〉中
的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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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勸和論〉的文本解讀
１.作者簡介與創作背景
本文作者鄭用錫（1788～1858），字在中，號祉亭，竹塹（新竹）人，為台灣第一
位本籍出身的進士，故有「開臺進士」之稱。其家族生活在苗栗後龍、新竹一帶，因清
廷特准另編「臺字號」
（台灣進士保障名額）
，而成為清朝開臺百餘年來以，臺灣本籍考
取進士的第一人：「開臺黃甲」。道光三年（1823 年）進士。十四年（1834 年）入京供
職，曾拜禮部員外郎，十七年返回台灣歸里。道光二十年（1840 年）鴨片戰爭起，英艦
窺大安港，鄭用錫自募兵勇，擄敵，獲賞戴花翎。咸豐三年（1853 年），漳泉分類械鬥
起，淡水廳新莊、艋舺尤其激烈，鄭用錫奉旨辦團練勸和，並為調解淡北（新竹以北）
日益嚴重的漳、泉、粵族之間的械鬥事件，親撰《勸和論》一文，並親赴各莊曉以大義、
排解糾紛，勸止械鬥熾風。晚年築「北郭園」，又成立「竹城吟社」，開北臺灣的文風，
文學為北台之冠。他的詩文作品既關懷現實民生，亦追求園林閒適，著有《北郭園全集》
。
11

鄭氏本篇作於清咸豐三年（1853）五月，乃因從二年始，淡北（指新竹以北）漳泉
分類械鬥不止，延及桃仔園、大姑陷、龍潭坡、中壢、楊梅一帶，官府控制無力，地方
秩序大亂。身為竹塹進士的鄭用錫，為調解日益嚴重的漳、泉、粵族的械鬥事件，便親
撰〈勸和論〉，並勒石於苗栗後龍，並親赴各莊曉以大義、排解糾紛，勸止械鬥熾風。
其文開頭便示：「甚矣，人心之變也！自分類始。」可惜終不能止，1855 年，甚至焚燬
新莊艋舺縣丞署。艋之漳州同安人敗走大稻埕，另建新市街。
在田啟文《臺灣古典散文研究》中，特別以專章論述鄭用錫的〈勸和論〉，認為此
文意在「修補族群的傷口」。文中針對鄭用錫所寫的〈勸和論〉進行內容分析及論述，
將其創作背景與現代社會情勢相較，發現台灣社會族群衝突仍在，而〈勸和論〉所闡明
12
族群融合論述，置之今日，亦具時代的意義與價值。
２.原文與注釋
勸和論
甚矣，人心之變也！自分類始。其禍倡於匪徒，後遂燎原莫遏，玉石俱焚。雖正人
君子，亦受牽制而朋從（結黨跟從）之也。
夫人與禽各為一類、邪與正各為一類，此不可不分。乃同此血氣、同此官骸（五官
四肢）、同為國家之良民、同為鄉閭之善人，無分士、無分民，即子夏所言四海皆兄弟
是已，況當共處一隅乎？揆（揣測、審度）諸出入相友之義，古聖賢所望於同鄉共井者，
各盡友道，勿相殘害。在字義，友字從兩手、朋字從兩肉。是朋友如一身之左右手，即

11

據藍建春《親近台灣文學》(台中：耕書園，2009 年)一書中，說明其全集為台灣銀行經濟研究室列為
「台灣文獻叢刊第四十一種」，於 1959 年發行。
12
參見田啟文《台灣古典散文研究》（台北：五南出版社， 2006 年），第參章，67-9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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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身之肉也。今試執塗人而語之曰：爾其自戕爾手、爾其自噬爾肉，鮮不拂然而怒（要
求其自殘其手，自噬其肉，則很少不會憤怒的）。何今分類至於此極耶？
顧分類之害，莫甚於臺灣。最不可解者，莫甚於淡（淡水廳）之新艋（新莊、艋舺）。
臺為五方雜處，林逆（林爽文）倡亂以來，有分為閩、粵焉，有分為漳、泉焉。閩、粵
以其異省也，漳、泉以其異府（不同府：漳州府、泉州府）也。然同自內地播遷而來，
則同為臺人而已。今以異省、異府苦分畛域，王法在所必誅。矧（ㄕㄣˇ，況且）同為
一府，而亦有秦、越（指南北親疏差異）之異，是變本加厲，非奇而又奇者哉？夫人未
有不親其所親而能親其所疏。同居一府，猶同室之兄弟，至親也。迺（通「乃」）以同
室而操戈，更安能由親及疏，而親隔府之漳人、親隔省之粵人乎？淡屬素敦古處新，艋
尤為菁華所聚之區，遊斯土者，嘖嘖羨之。自分類興，元氣剝削殆盡，未有如去年之甚
也！干戈之禍愈烈，村市多成邱墟。問為漳、泉而至此乎？無有也。問為閩、粵而至此
乎？無有也。蓋孽由自作，釁起鬩牆（ㄒ｜ˋ ㄑ｜ㄤˊ，比喻兄弟相爭，引申為國家
或集團內部的爭鬥），大抵在非漳泉、非閩粵間耳。
自來物窮必變，慘極知悔。天地有好生之德，人心無不轉之時。僕生長是邦，自念
士為四民之首，不能與當軸（處於軸心位置，比喻擔任官職）及在事諸公，竭誠化導，
力挽而更張之，滋愧實甚。願今以後，父誡其子、兄告其弟，各革面、各洗心，勿懷夙
忿、勿蹈前愆（ㄑ｜ㄢ，過失）。既親其所親、亦親其所疏，一體同仁，斯內患不生、
外禍不至。漳、泉、閩、粵之氣習，默消於無形。譬如人身血脈節節相通，自無他病；
數年以後仍成樂土，豈不休（快哉、喜悅）哉！
──選自《淡水廳志》卷十五(上)附錄一 文徵(上)
３.內容旨趣與文章價值
本文在約七百字的篇幅中，分別說明了族群分類的起源、勸導各族群和睦相處，並
表達知識分子的反省與未來期許。文中以「勸和」為主軸，鄭氏對當時的亂象深表感慨，
分別就地緣關係的認知、文字學引伸的同儕情感，與法理曉喻三個層次進行勸說，深切
期許臺灣子民能攜手共創臺灣祥和的社會。
在田啟文的《台灣古典散文研究》中，提及本文就勸導族群融合的文旨而言，在清
代本文寫作之前，已有藍鼎元的〈諭閩粵民人〉
、徐宗幹〈與閩粵紳士〉和謝金鑾的〈泉
淖治法論〉等作品，不能說是首作。但相較之下，藍、徐、謝之文均為官方文書，以官
員告諭百姓的角度書寫，而〈勸和論〉則屬私人的文章，純粹發之於個人的熱忱與社會
關懷。因而若純以私人書寫而言，田啟文先生認為〈勸和論〉可視為清代臺灣勸導族群
融合的首作。此外，就史料角度而言，本文也提供了族群械鬥的記述，因而盛清沂編纂
的《臺北縣志》中，就以夾注引述了本文之語：
「《淡水廳志》鄭用錫〈勸和論〉曰：
『顧
分類之害，甚於臺灣……村市半成邱墟。』」而由清代中晚期至今一百五十餘年，每逢
選戰又再掀歷史中族群對立的傷口。因而鄭氏所揭示的觀點：各族來自不同地域，既同
聚臺灣，則同為臺人，以新住地的認同取代原鄉認同，極具合理性與可行性。 13

13

參見上引書頁 83-86，〈勸和論〉的現代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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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文學的角度而言，本文站在全臺子民的觀點立論，具有恢宏的理念和格局，而文
中的章法與修辭也精要得當。例如：針對分類之弊，鄭氏以一連串的排比，再三強調人
非禽獸，卻強予分類，正有如同室操刀的荒謬：「乃同此血氣、同此官骸、同為國家之
良民、同為鄉閭之善人，無分士、無分民，即子夏所言四海皆兄弟是已，況當共處一隅
乎？」此外，引用械鬥前後的鮮明對比實例，也增加了本文的說服力：「淡屬素敦古處
新，艋尤為菁華所聚之區，遊斯土者，嘖嘖羨之。自分類興，元氣剝削殆盡，未有如去
年之甚也！干戈之禍愈烈，村市多成邱墟。」而論述中加入適切鮮明的譬喻，令人讀來
有豁然貫通之感：「漳、泉、閩、粵之氣習，默消於無形。譬如人身血脈節節相通，自
無他病」
而本文的小瑕疵，據田氏所言，在於「朋」字的解釋：「朋從兩肉，是朋友如一身
左右手，即吾身之肉也」
，雖然符合本文的立意，但卻非文字學的原意。
「朋」字在文字
學上應為「鳳」的古文，因為鳳鳥齊飛，引申為朋從、朋黨之意。但是田氏上引書也認
為，
〈勸和論〉並非文字學者，而本文乃藉由朋從兩肉，進而宣導同胞之愛，無需深究。
在教學時，教師宜就「朋」字的本意和本文引申意涵稍加解釋，讓同學獲得最佳的學習
效果與共識。
此外，本文文筆簡練，論述明晰，氣勢從容，是核心選文的臺灣篇目中，十分適合
朗讀或合誦的一篇範文，也十分適合與生活周遭的媒材進行整合與應用。以下即分享個
人曾經嘗試的一些想法與作法。

（四）〈勸和論〉延伸活動設計：我和我的小鬼們（The Class）情境思考
2010年上半年，個人在台大師資培育中心及北一女中的電腦研習課程中，曾分別搭
配「電子書與教學平台應用」的課程，請學生及同仁思考有關當前教學情境中，可能涉
及到的族群爭議與排解之道。以下是播放〈我和我的小鬼們〉（The Class）觀後感之後，
所出的一份期中考隨堂測驗，以及學生的回覆：
請設想自己的施教對象來自不同背景，當詮釋某篇範文或解釋字詞時可能發生的誤
解，請拿捏語氣與輕重和發言尺度，呈現一段有效教學的過程。
學生作業成果
１.教育與文化脈絡
此類教育現場的多元族群問題，往往涉及文化、社會等背景。相對於西方社會因移
民背景而素有族群拼盤之稱，台灣的教育現場或許較少明顯的族群衝突。若有，則需注
意的是外籍配偶後代的教育問題，即「新台灣之子」之教養境狀。相關學者統匯數據顯
示，這類學童比例日漸升高，於學習上素有協調與適應不順的狀況。解決之道，雜然紛
陳，卻莫衷一是。針對文化背景的分殊，在孩童身上，突顯出心理發展與學習認知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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劣勢或困難，這些並非能以「尊重多元文化」等空浮口號所能解決的。是故，以下試擬
一教學現場與課程設計，再略述其碰觸問題與解決之道： 14
２.選定範文與設計
國文學科除了經由文本而領受其文化內涵及文學表達外，或許能處理更廣角、切實
的生活議題，結合社會領域，進行跨科教學。〈勸和論〉即是一例，就課綱構擬的初衷，
便是經由這篇文章了解日常生活背後的文化脈絡：族群問題。柯慶明教授曾言，〈勸和
論〉是談泉漳械鬥，選文目的希望勸和族群對立。此核心用意投影到台灣現階段的社會
結構：「新台灣之子」呈現出族群議題的另一截面。
３.勸和論的活動設計
設計勸和論之教學活動，可以略分兩層次：其一為文本分析；其二為深度思考。
(1) 第一層文本分析，該文之歷史背景可與歷史科教師討論上法。但基本上學生大無理
解困難，就高一歷史課綱配置之「清代統治—械鬥」章節，即可帶入勸和論的文史背景。
是故，第一層須結合學生的文史背景，進行文意上的說解與社會背景上的理解。
(2) 第二層深度思考，就新課綱擬設的初衷上談，不外乎讓學生有族群尊重的價值觀，
故此層須同公民科教師協調，如高一公民課綱配置之「文化與位階」章節，即可帶入族
群異同的思考。然筆者欲將深度思考這層，設計為專題探討活動。
文本中的族群議題，投影到當代社會，便與「新台灣之子」的生長背景產生切合的
呼應關係：一面是流血衝突，一面卻是摩擦與格格不入。一為顯性，一為隱性。看似差
異，但背後的文化脈絡卻是相應的。是故設計以下的討論議題：
(1) 請問你在生活中是否有實際看過不同膚色，操持不同口音的人。或者看電視跟
廣告時，有沒有什麼發現？
EX：【廣告】3M魔布-日劇篇：都沒有在看廣告。瑪利亞 ！真賢！
(2) 請問你會如何稱呼這些人 ？
在討論這些問題的同時，我們能發現學生大多具有不正確的觀點，以為其為次等族
群等文化觀點的偏歧。其中，老師在說解的同時應避免運用不當語彙，如菲傭、泰傭、
阿紅。將外籍配偶與外籍勞工並談，是因為細究其後的文化背景與外界施加的社會觀
感，均是對東南亞地區等一概視為落後地區的價值觀。
是故，若遇學生有這樣生活背景，則需要具較多關懷。在引導討論的同時，則須避
免用詞尖銳，才能讓生活周遭的人，充份感受到「尊重多元文化」的氛圍。

14

並參陳國民：〈從外籍新娘現象談新台灣之子教育問題與學校因應之道〉，黃昭勳：〈當前新移民教
育問題芻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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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活動後的反思
綜上所述，當我詮釋勸和論一文所擬設的兩層教學活動，其中的深入思考，可以和
公民科的「文化與位階」教學進行協同討論。如何折衷操作，便是個準老師的課題。若
能就活動設計與該文背後的意涵，理當讓學生經過這層思考，體會課文在生活中無所不
在的聯結。

三、教學平台的運用：「語文互動區」的寫作引導
（一）「語文互動區」的創設：範文應用及多元評量
個人身兼國文學科中心「文言文學習網站」、「文言文語文互動網站」的管理者。
其中屬於文言與白話互動的平台為：「文言文語文互動區」
http://chincenter.fg.tp.edu.tw/~literature/ 的創辦緣起，主要考量到高中新課綱將「聽說讀
寫」與課外閱讀，視為高中國語文的核心能力與方向，因而特別規畫了超越傳統評量的
多元評量方式，使學生在當代語文的聽說讀寫運用中，也能把傳統文學的純熟轉化為精
鍊的語文能力。網站自 2008 年元月起建置，內容包括「文言常用句型」、「心得分享
區」以及「每月輕經典」三個軸心。在心得分享區和每月輕經典部分，定期提供國文閱
讀的素材以及線上的即時分享、回饋，並讓會員進行五星級的自由評分。網友評分的前
三名，立即平均總分，並登入首頁的冠亞季軍排行榜。目前已建置多則「文言文常用句
型」介紹，「心得分享區」的短文分享，以及「本月輕經典」名著導讀等等。
（二）活動設計：〈勸和論〉與多元族群融合
99 年指考的國文作文題目：
〈應變〉
，要考生表述或評論生活中意外之事的處理及體
悟。身處價值觀一夕萬變的時代，教學的現場也有無限的變局及可能因應的方式。
101 課綱中的核心選讀三十篇中，保留了原九八課綱新增的核心篇目：
〈勸和論〉。
請觀賞《我與我的小鬼們》(The Class)的剪輯片段，試著體會一位法國本國語文教師，
面對多元族群的青少年在語言表達上的不馴，教學情境中的干擾，與意識形態上的迥異
時，如何在裂縫裡求生存？反思臺灣高中國文教學課堂上，您曾經或可能面對哪些類似
的處境，又以什麼樣的方式，嘗試四兩撥千斤的處理？我先以高一新生在《海角七號》
熱潮後，出現「哭夭」等慣用語的化解過程，抛磚引玉如下：
伴隨著海角七號的熱潮，這個學期剛進綠園的小高一，在同學鬥嘴時常無意說出「哭
夭」這樣的茂伯語言。我趁著教授左忠毅公軼事，解釋先君子的詞意時，先列舉父親過
世後的稱呼，再說明哭父和哭夭都是不雅的詞彙，從此不論上課下課，再也沒有聽到同
學以此互相調侃了。
從這個措詞風潮，我也深深省思：過去因為不同族群不同語言引起的誤解和對立，
現在可能演變成媒體光環之下的錯誤示範和價值觀，身為文化教育者唯有了解，觀察，
進而引導媒體，才能為下一代營造真善美的環境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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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則為社會賢達的回應與想法：
～張仲藨先生的回應：
勸和論---對種族問題的平議
種族之隔閡，自古即有；至於泯除，每有才德雄力者出焉，故當協和萬國之際，必
我大中華之盛世。然而斯人一萎，若無繼之者；則雖典制完備，昇平茍延，亦支離分析，
敗亡可期。
自今我台壤，法治民主之健全，人權教育之普及，堪稱大邦。所有族屬，略括為閩、
客、原、新、外。以我國民主整齊，尚得和平；尤以平等原則，同享福利。然欲全依平
等，勢必行以合理之差別；而人各有心，不能知先哲之用意。以一人之不憤，至歸於族
屬；使政府蒙種族歧視之毀。或不守本分，一意營汲，尤損財政支收之輸。此乃人為自
利，侵壞大觀，日況愈下；雖一時仍難平順，日久則民心無主國之識，愈見崩離。
此雖人民有責，而當局猶有任。概雖法令之充全，尤需周顧於人情，為民國本。所
設福利，不應全以族為標，應以人為的；所施差別，不應全以族之差別，要念個人之平
等。如此能令大眾自知福利，反諸己身；更無有以族類為藉口，播惑國民。則平等之旨
有依，差別之行有施；必上下於一，增向共榮也。
乃有云：攘外必先安內。大至天下，小至身家；外若世務事業，密若決定發明。要
皆自內而外，而後內外皆明。倘國人之心不一，則一切政令弛頓；政令弛頓則吏治不清，
吏治不清則生民不育，生民不育則內浮窮沉廢，內浮窮沉廢則外矯迫侵凌。如此內憂外
患，一舉失措，全盤散滅。則國之不亡，家身不喪者幾希矣。
故不能徒以自利，失大觀之懷。要知天下國民非大眾之事，是猶我一人之生命。凡
我上下全體均一如是。欲於自身有成，外當念念克於天下，內必朗朗決於大乘。此唯盡
一身千身之大業，語有心者而知之。

四、生活觸發：搭建高中國文的行動學堂
（一）影視媒體的聯結：《艋舺》與械鬥歷史場景
１.電影《艋舺》的矛盾靈氣
在〈勸和論〉正式列為課綱選文之際，臺灣本土電影《艋舺》在人們心中是記憶猶
新的。曾經考過學測作文滿級分的王麗雯同學認為《艋舺》是部很有企圖和格局的電影。
她在《作文就是多看多想多寫多讀》的看法，恰足發為海洋臺灣的多元族群省思： 15
並不是只有艋舺才如此濺血、生猛和華麗;艋舺也不是只靠濺血、生猛和
華麗聞名。龍蛇雜處的精采複雜之處，正是因其有歷史感，眾多對比與精
神並生，甚至自生，野性難馴又難解的矛盾靈氣。

15

引述自王麗雯《作文就是多看多想多寫多讀》中有關「出戲入戲：看電影」的討論（台北：商周，2010
年，頁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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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頂下郊拼」的關鍵場景：清水巖祖師廟
乾隆末年，臺北盆地及周邊腹地的開發，造就了艋舺的繁榮，因而「一府、二鹿、
三艋舺」的都會遂鼎足而三。其中位於北臺灣的艋舺發展的經典故事，莫過於「頂下郊
拼」了。
在臺北的清水祖師廟中，最重要的艋舺祖師廟、三峽祖師廟與淡水祖師廟中，以座
落於台北市康定路的「清水巖祖師廟」最具歷史特色，它是一座多重神祇的殿堂，象徵
泉州三邑人、同安人、漳州人與客家人外的第四種移民勢力。由於清水祖師為安溪人的
守護神，早期臺北盆地周圍多為安溪移民所開拓，它曾親眼見證了電影《艋舺》一片中
的分類械鬥──也是「頂下郊拼」械鬥事件的關鍵地點。在電影《艋舺》中佔有極重的
份量，也是劇中「廟口幫」的主要活動場地，而咸豐年間曾因械鬥而損毀，現在的廟宇
是在同治六年整修重建的。而座落於萬華地區，香火鼎盛的龍山寺，在清朝時期都也是
械鬥不斷。 16
當時艋舺算是商業競爭濃厚的區域，諸多不同族群皆想搶進瓜分。然而，因為彼此
土地、貿易、港口等利益競爭，以及信仰上的差異，三邑人與同安人就曾經在此發生相
當嚴重的械鬥。龍山寺由三邑人籌備興建，因此在械鬥時成為其大本營。而同安人則在
械鬥之後退守至大稻埕一帶，並興建了霞海城隍廟。
３.〈艋舺〉一片中，幫派「械鬥」的省思
電影〈艋舺〉一片中，「意義是三小？我只知道義氣！」反映了歷史的分類械鬥中，
同仇敵愾的感人情誼，但是另一方面，是否也呈現了一個缺乏公信力的渾沌社會中，短
暫的血氣之勇與生命的點滴流逝？真正的公平與正義應該萌芽於和諧共榮的社會中，而
不僅限於瞬間的華麗。

（二）古今選文的延伸與串連
進行臺灣題材的文言課文，在地素材往往需要花費一番心思去作課前的醞釀與整
合；而本土的白話作品，課文的相關資源不但俯拾即是，而且更易引起共鳴。教師可以
藉由網路平台，精確掌握與教學相關的人事時地物，達成最高效率的資源整合與應用。
下面選文的時空聯結構想，不拘於文白或是時代，而是著眼於範文與生活的互動關
係。以下的聯想與應用，是一群來自各地的高中國文教師在資訊融入教學研習後的分
享。老師可以從某一課的高中課文出發，以任教學校為起點，延伸到一課選文（文白不
拘）進行之後，課堂外的時空邂逅。
16

參考臺北畫刊 504 期（99 年 1 月號，頁 30-31）〈電影場景一日遊〉，有深入而精闢的時空導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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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課程主題：如從〈岳陽樓記〉到澄清湖，從〈晚遊六橋待月記〉到陽明山等
２.進行流程：由課文教學的結束點，到校外教學（晴天）或校內活動（雨天備案：延
伸閱讀或是網路奇航）
３.網路資源：可以寫出這次設計中，您會運用的網路資訊（請確定為合法引用）
，只列
出網頁名稱即可（如「台北市益教網」等）
Ａ 基隆～寄自基隆港的明信片 （基隆海事高職 鄭詠心老師）
主題：從〈楓橋夜泊〉到〈港都夜雨〉
（一）本課程結合〈楓橋夜泊〉與台灣民謠〈港都夜雨〉，引導學生體會失意文人流浪
異鄉的悲戚之情。
（二）「港口」與「渡船頭」皆是引發遊子感傷之情的處所。本校近基隆港，楊三郎的
〈港都夜雨〉描述音樂家流浪異鄉，漫步於港口的孤寂、迷惘，正可以與落榜文
人張繼的〈楓橋夜泊〉的失意、悲情相呼應。
（三）利用一個「下雨的」
、
「夜晚」
，從「基隆港」漫步至「廟口夜市」
，想像一個失意
文人踩著夜雨的心情。
Ｂ 台北
～寄自保安宮之孔廟的明信片 （陽明高中廖芷妤老師）
主題：從〈師說〉到保安宮之孔廟
（一）活動設計：帶領學生到「保安宮之孔廟」遊覽，藉由對孔廟的建築、歷史等，更
深一層去體會「師道」的意涵。
（二）網站聯結：網路孔子學院（http://college.chinese.cn/）。
～寄自北投的明信片 （復興高中蔡佳慧老師）
主題：從〈北投硫穴記〉到北投溫泉博物館
（一）校外教學：擬由惇敘工商往溫泉博物館設計一條溫步道，介紹沿途知名且古老之
露天溫泉或湯屋（如：瀧乃湯），進而理解郁永河當年來到北投採硫之事蹟。同
時，對於就讀復興的學生，瞭解北投在地特色，亦是極有助益的。
（二）網站聯結：台北市益教網（高中國文科輔導團），區域文學理念與分享。
～寄自淡水的明信片 （國立淡水商工黃怡蓁老師）
主題：從〈台灣通史序〉到淡水殖民足跡之旅
（一）活動設計：課程結束後，利用一天下午，帶領學生進入淡水的繁華史，走訪紅毛
城、淡水小白宮、馬偕館等。藉由歷史的片段，拼湊出台灣多元文化的版圖，追
溯其源起（可結合史地，協同教學）
（二）網站聯結：google 搜尋引擎，國文學科中心，台北市益教網，維基百科，其他
地方文史網站。
Ｃ 桃園～寄自竹圍的明信片 （大興高中黃君琦老師）
主題：從〈臺灣通史序〉到台灣海峽
～在〈臺灣通史序〉文末，連橫提到「婆娑之洋，美麗之島」，並勉勵國人承先王
先民之景命。讀完此文可利用校外教學，到學校附近的竹圍漁港，於晴天下近距離欣賞
西岸海峽，遙想渡海來台的先民，如何歷經波濤洶湧的大海來到這片土地，並延伸海洋
對台灣子民的意義，無論是媽祖信仰的形成或是靠海維生的人民。
回家後，請學生將在漁港拍攝的照片進行心得分享，形式不限。可製成投影片，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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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或是日記。請發揮圖文創意，讓學生在觸摸海洋、聞見海洋、聽見海洋的過程中，感
受先民在面對生命之源的崇敬與期許。
◎多媒體應用：雲門舞集《薪傳》中〈渡海〉一段。
Ｄ 新竹～寄自南寮的明信片 （私立曙光女中
老師）
主題：從廖鴻基先生選文到新竹南寮漁港
～進行緣由：生命組成的三要素為：陽光、空氣、水。由江海納百川，鯨豚迴游的大海，
廖鴻基的海洋文學開啟了人、鯨豚與生命起源的對話。同樣面對大海，青年時期的孩子
會如何思索？
Ｅ 台中～寄自鹿港的明信片 （衛道高中洪琳惠老師）
主題：從〈翡冷翠在下雨〉到鹿港的深巷九曲
（一）設計構思：
林文月老師足跡踏入翡冷翠，現實路徑與歷史感懷深刻而動人。文末神來一
筆，由導遊的一句：「身為歷史重鎮當地人，我驕傲，但日子仍是要過的！」從
想像落回現實層次。今日，穿越時空的雨，落在中部著名的鹿港九曲巷，請想像
你是一位充滿自豪的台灣中部人，即將向你的外國友人介紹「鹿港九曲巷」。
（二）進行流程：
※「現實足跡」
：你該如何介紹外國友人從自己所在的地點前往鹿港九曲巷？（參考「台
灣旅遊網」）
※「歷史印痕」：你帶領外國友人走進鹿港，踏入充滿古意的小巷，將會介紹哪些出自
鹿港的名人呢？（如文學家林文月老師）
※「近鄉情怯」：對於自己的故土，你是否曾經有過任何想法？朱光潛曾說：
「一個漁民
在你向他稱讚大海之美時，他會靦覥指著自己屋後的一畦菜園說：
『大
海不足為奇，倒是後院一片青翠尚有可觀。』」你是否也像漁民一樣，
羞於介紹自己的鄉土呢？現在請回想自己幼年成長的地方，儘量從客
觀的角度思索，並以 300 字的短文呈現。
Ｆ 彰化～寄自中興新村的明信片 （彰師附工黃琛雅老師）
主題：從〈東番記〉到台灣文物史館（中興新村）、從〈紀水沙連〉到台灣原住民生活
館（在彰化市）、從〈荷塘月色〉到彰師大白沙湖。
～說明：就地利之便，到彰師大白沙湖的涼亭小憩，體會散步的心情。
Ｇ 嘉義～寄自嘉女的明信片 （嘉義女中卓翠鑾老師）
主題：從選文到嘉義采風
（一）從〈討海人〉到東石漁港采風行（報導寫作）。
（二）從〈晚遊六橋待月記〉到嘉義中秋節，蘭潭泛月寫真（攝影寫小詩）
（二）從〈夏之絕句〉到嘉義林場（植物園），聽蟬鳴鳥鳴（聲音摹寫）。
Ｈ 高雄～寄自高雄的明信片
主題：從〈出門訪古早〉到鹽埕區小吃
（一）出訪目標：沿五福路往鹽埕區方向，可路經金城鴨肉，七賢三路右轉可達冬粉王、
蔡家米糕、郭家肉粽，均為高雄極有名之古早味小吃。
（二）進行流程：課文教學結束後沿五福路前往，回到課堂後彼此分享品嚐經驗。
（三）網路資源：高雄美食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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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自鼓山的明信片 （鼓山高中楊孝琴老師）
主題：從〈台灣通史序〉到柴山風情
（一）進行流程：上〈台灣通史序〉的作者介紹時，自「汝為臺灣人，不可不知臺灣事」
引發帶學生登上學校旁的柴山，臺灣海峽、高雄港及街景，以及柴山上的原生樹
種及原住民──獼猴。
（二）張曉風〈詠物篇〉的「木棉」，則可在校園中進行課後延伸，而「柳」則可帶學
生至蓮池潭或金獅湖進行教學。
Ｉ 台東～寄自台東的明信片 （台東女中黃佩玲老師）
主題：從〈明湖居聽書〉到豐年祭
（一）進行流程：課程結束，視機會帶領學生參與住民的文化祭典，身歷其境地體會聲
音與表演的感動。
（二）網路資源：說唱藝術的欣賞，如相聲瓦舍或台灣戲劇家等的表演。

五、後記：跨 越 畛 域 ， 多 元 共 進
〈勸和論〉作為 101 課綱的新範文，在原有篇目的臺灣歷史與景觀外另闢蹊徑，展
現出身為臺灣子民的宏觀論述及多元視野。而在新課綱中，也特別強調的區域文學選讀
與課外延伸思考之必要。身為第一線的教學決策者，我們也可以在講授範文的同時，去
嘗試古今對話的可行性。例如：99 年指考的非選擇題，就聯結了核心選文中的〈漁父〉
與現代詩歌，讓學生想像屈原行吟澤畔的面容與神態。
作為清代的臺灣知識分子，鄭用錫〈勸和論〉的大聲疾呼，為海隅留下一方淨土。
而作為當代社會關懷者的陳列，也以為：無論不同族群與文明交會時，是否留下必然的
碰撞與損傷，他都不希望這個島嶼再去畫分彼此：
真的，對於許多事，我們都該忘記彼此之間的畫分只有增加相近的困難而
已。……一開始，我們就不應是對立的：我不可以因她的身分才產生興趣。
在我們一起看到的事物中，在我們同樣感受到的悲喜中，我們才彼此相像，
彼此分享經驗，並且成為，同胞。 17
簡媜曾在《天涯海角──福爾摩沙抒情誌》一書中，提及清初的「海禁」，認為台
灣一旦孤立，將使「島上的亂臣、賊子、盜匪、流寇、頑民、土蕃自生自滅，讓海成為
台灣的牢」
。18 然而，我們何妨放眼世界，試想自己置身於一座四面環海的島嶼中，凝神
諦視，會發現它既是個私密空間，也是海洋星圖的一盞明燈。點點星輝中，她美麗而神
秘；曉風輕拂時，她又如一尾鯨豚迎向世界。人與人，正如島與島之間的重疊互涉、彼
此依存。島，可能是生命旅程中的一個逗號、驚嘆號，或是一個句點。

17
18

節錄自陳列《地上歲月‧同胞》（1987 年，台北：聯合文學），頁 42-43。
引述自簡媜《天涯海角──福爾摩沙抒情誌》（2002 年，台北：聯合文學），頁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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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心人類未來與環境保育的朋友，也不可不知 2010 年是「國際生物多樣性年」
。在
熱帶雨林、沙漠、海洋等自然環境中，有超過 1000 萬的物種棲息在自然環境中，擁有
不同的基因組合，而「多樣性」即是地球擁有長達 35 億年生命的秘訣。19 保護自然生態
與多元族群文化，需要的是「尊重」與「融入」
，而非移植與破壞。
「十年成之不足，一
旦壞之有餘」
，
《昔時賢文》的智慧，在地窄人稠的彈丸之地更易彰顯。觀古鑒今，我們
子子孫孫的未來，在〈勸和論〉的文字訊息中已露出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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