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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修單元三選修單元三選修單元三選修單元三  

文學專題文學專題文學專題文學專題：：：：故鄉情故鄉情故鄉情故鄉情濃濃濃濃  

 
一一一一、、、、學習目標學習目標學習目標學習目標  

研習以思鄉為主題內容的作品，體會作品的意蘊，領略作者的思想感情，

鑒賞作品的藝術特色，以提高賞析、評論文學作品的能力。 

 

二二二二、、、、學習重點學習重點學習重點學習重點  

1. 體會古今詩歌和散文作品中所抒發的故鄉情； 

2. 分析以思鄉為題作品的表現手法； 

3. 比較以思鄉為題的作品在取材、情感、表現手法的異同； 

4. 從不同角度賞析、評論以思鄉為題的作品的思想內容和藝術手法； 

5. 培養對鄉土的熱愛之情。 

 

三三三三、、、、學習成果學習成果學習成果學習成果  

1. 能聯繫生活經驗，體悟作家的情懷，對思鄉作品有個人感受； 

2. 能運用文學基礎知識，理解、分析思鄉作品的內容及形式特點； 

3. 能運用文學基礎知識及從不同角度賞析及評論思鄉作品的思想性

和藝術性，並有個人的見解； 

4. 樂於閱讀不同時代、不同作家的思鄉作品。 

 

四四四四、、、、課節課節課節課節  

共 33節（約 22小時），每節 40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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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五五、、、、學習材料學習材料學習材料學習材料  

甲甲甲甲    選用學習材料選用學習材料選用學習材料選用學習材料：：：：    

1. 賀知章《回鄉偶書》 

2. 韓少功《我心歸去》 

3. 蕭蕭《爸爸帶你回朝興村》 

4. 馬致遠《天淨沙》 

5. 漢樂府《悲歌》 

6. 王維《雜詩三首》、《九月九日憶山東兄弟》 

7. 余光中《鄉愁》 

8. 席慕容《鄉愁》 

9. 宋之問《渡漢江》 

10. 朱湘《還鄉》 

11. 詩經《豳風‧東山》、《魏風‧陟岵》、《小雅‧采薇》 

12. 李白《渡荊門送別》、《靜夜思》 

13. 杜甫《月夜》、《月夜憶舍弟》 

14. 饒孟侃《家鄉》 

15. 沙鷗《新月》 

16. 王禹偁《村行》 

17. 周作人《故鄉的野菜》 

18. 陳之藩《失根的蘭花》 

19. 黃河浪《故鄉的榕樹》 

20. 白居易《望月有感》 

21. 劉長卿《餘干旅舍》 

22. 魯迅《別諸弟三首‧辛丑二月》（其一） 

23. 高適《除夜作》 

24. 戴叔倫《除夜宿石頭驛》 

25. 柳永《八聲甘州》 

26. 洛夫《邊界望鄉》 

 

乙乙乙乙    建議配合閱讀建議配合閱讀建議配合閱讀建議配合閱讀篇章或篇章或篇章或篇章或書籍書籍書籍書籍：：：：    

1. 老舍《想北平》 

2. 汪曾祺《故鄉的食物》 

3. 周作人《烏蓬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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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孫犁《鄉里舊聞》 

5. 梁實秋《酸梅湯和糖葫蘆》 

6. 郭楓《老家的樹》 

7. 葉聖陶《藕與蒓菜》 

8. 魯彥《故鄉的楊梅》 

9. 蕭乾《棗核》 

10. 顏崑陽《〈月是故鄉明〉古詩今唱 9：鄉愁篇》    

11. 尤季儀(編)《詩詞名句錄【四】每逢佳節倍思親──親情鄉情

篇》 

12. 賈玉民、紀桂平(編)《中國現代鄉土‧鄉風‧鄉情小說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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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六六、、、、學習內容簡介學習內容簡介學習內容簡介學習內容簡介  

甲甲甲甲    教學教學教學教學：：：：    

 教學環節教學環節教學環節教學環節 課節課節課節課節 學習內容學習內容學習內容學習內容 

1 引起動機 1-3 從流行歌曲、學生的生活體驗、不同地域的

古今文學作品設例，引發學生感受、理解中

國人對故鄉的情感。 

2 斷腸人在天涯 4-11 選讀古今「思歸」、「離鄉」、「還鄉」的作品，

深入感受作品流露的情感意蘊，並探討古今

文人思鄉情濃的原因。 

3 如何偏起故鄉情 12-21 賞析抒發鄉情的詩文作品常用的寫作手法：

對面設想、樂景襯哀情、托物寄情。 

4 月 是 故 鄉 明 ─ ─ 思

鄉作品的傾訴對象 

22-24 從傾訴對象、節日、時令、空間場景等角度，

賞析、評論思鄉作品所抒發的情感和手法。 

5 「 每 逢 佳 節 倍 思

親」、「聽得秋聲憶故

鄉」──思鄉作品的

節日、時令 

25-29 

6 目 極 千 里 兮 傷 春 心

─ ─ 思 鄉 作 品 的 空

間場景 

30-31 

7 總結 32-33 總結研讀思鄉作品的經驗，並探討感人抒情

作品的元素。  

 

乙乙乙乙  評估評估評估評估：：：：  

進展性評估進展性評估進展性評估進展性評估 

教師可視乎需要，透過本單元不同環節中的活動，了解學生的學習，

以調整教學，有關的活動如： 

� 作品比較 

� 詩歌創作 

� 資料蒐集與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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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性評估總結性評估總結性評估總結性評估 

任選其一： 

� 編選作品評論集，並撰寫序文和個人短評 

� 評賞報告 

 

以上之評估活動是因應本示例設計之特點建議，以下於「構思和備註」

欄的相應位置，以 � 標示，並進一步說明該活動之評估重點，提供評

估準則，以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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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活動教學活動教學活動教學活動  構思和備註構思和備註構思和備註構思和備註  

引起動機引起動機引起動機引起動機  

第第第第 1-3 節節節節  
 

1. 播放齊豫《橄欖樹》及徐小鳳《白雲飄飄》兩首歌曲，

略讀歌詞，並讓同學討論兩首歌曲的共同主題及情

懷。 

 

兩首歌曲雖同樣以故鄉為題

材，但歌詞主題卻有不同的

重點： 

齊豫《橄欖樹》：離開故鄉，

尋找理想(夢中的橄欖樹)。 

徐小鳳《白雲飄飄》：遊子歌

唱故鄉的美好。 

 

亦可選取學生熟悉(如周杰

倫《稻香》、陳奕迅《今天等

我來》)或具香港特色的歌曲

(如許冠傑《鐵塔凌雲》、林

一峰《紅河村》)，引起學生

的共鳴。 

  

2. 着學生分別訪問家人或家中菲傭或學校以英語為母

語的英語教師有沒有思鄉病及思念家鄉的原因，結合

個人經驗，談談對「思鄉」情懷的體會。 

亦可選取其他活動，如着

學生說說出外旅遊後歸港

的個人感受，或播放電視

節目，如《尋找他鄉的故

事》，了解海外中國人心繫

故鄉的情感。 

  

3. 着學生從曾研習的文學作品中，找出與思鄉相關的作

品，摘錄有關情懷的名句，談談這些作品的感染力。 

如王禹偁《村行》是初中中

國語文課程參考篇章之一。 

  

4. 朗讀賀知章《回鄉偶書》，讓學生了解中國人落葉歸

根的文化傳統。讓學生自讀韓少功《我心歸去》及蕭

蕭《爸爸帶你回朝興村》，嘗試理解人和故鄉的關係。 

 

 

透過閱讀不同時代、地域的

文學作品，讓學生初步理解

中國人對故土的眷戀，以及

「落葉歸根」的思想。這是

中國文化凝聚力的體現。 

閱讀韓少功《我心歸去》，可

以體味作者訪問異國歸來後

對「鄉情」的哲理性思考，

如：人在異國，鄉思隨時產

生，因為故鄉成了生命的一

部分…… 

閱讀蕭蕭《爸爸帶你回朝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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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活動教學活動教學活動教學活動  構思和備註構思和備註構思和備註構思和備註  

村》，可以體會思鄉是人類與

生俱來的自然情感。回鄉可

以體會土地與生命緊密的連

繫，領略生命與生命傳承的

意義。 

亦可選讀白先勇《少小離家

老大回——我的尋根記》，以

理解現代人「尋根」的因由。 

  

  

  

斷腸人在天涯斷腸人在天涯斷腸人在天涯斷腸人在天涯  

第第第第 4-11 節節節節  

 

教學步驟教學步驟教學步驟教學步驟  

1. 朗讀馬致遠《天淨沙》，引領學生從《天淨沙》的十

二種景物中，勾勒「斷腸人在天涯」的畫面，體會「思

鄉遊子」的形象及其情感。 

 

認識「思鄉」遊子的形象和

情懷。 

老師教學時可配合相類的畫

圖輔助。從聲音和畫面，想

像遊子多以「天涯孤客」、孤

單一人的寂寞形象出現。 

  

2. 學生自讀漢樂府《悲歌》、王維《雜詩三首》： 

� 領會《悲歌》中思鄉遊子「悲歌」和「遠望」的

行徑及動作背後所抒發的情感 

� 揣摩王維作品中「寒梅著花未」所蘊含的情感 

選讀「思歸」的作品，體會

思鄉的情感： 

� 肝腸欲斷； 

� 故鄉的一草一木都是遊子

心頭的牽掛。 

  

3. 導讀余光中《鄉愁》與席慕容《鄉愁》，討論： 

� 詩人運用哪些形像化的比喻刻畫抽象的鄉愁？ 

� 比較兩首鄉愁詩在情感和表達手法上的異同。你

認為哪一首詩歌更動人？  

� 作者所抒發的故鄉之思和上文所研習的古典詩

歌有沒有相同的地方？ 

 

選讀「離鄉」的作品。 

兩篇作品的鄉愁不單是對親

人、家鄉，更是對國家。余

光中《鄉愁》以時間的推移

貫串四個意象，以表達作者

在不同的生活階段中對故鄉

綿長的懷念；席慕容《鄉愁》

以月亮、霧、年輪的意象，

說明鄉愁在心中永遠揮之不

去。 

亦可選讀冰心、李廣田、徐

訏等以《鄉愁》為題的新詩

作品，認識新詩作品喻寫「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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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活動教學活動教學活動教學活動  構思和備註構思和備註構思和備註構思和備註  

愁」的比喻、象徵或意象。 

  

4. 導讀宋之問《渡漢江》，討論詩中人「近鄉情近怯」

的原因，體會古人還鄉的複雜心情。 

 

選讀「還鄉」的作品。 

《渡漢江》是由謫所逃歸的

詩人思家而又膽怯的心情。 

  

5. 組織讀書會，學生分組細讀朱湘《還鄉》，討論： 

� 把《還鄉》與詩經《豳風‧東山》對讀，辨別哪

些詩句或哪組意象融化了《東山》的詩意或句子。 

� 分析詩中各組意象運用的目的，並歸納詩人還鄉

過程中的情感變化。 

� 試分析作品中有助表達還鄉情懷的表達手法。

（如結構安排、借景抒情、對話運用……） 

每組負責匯報其中一題的研習結果。 

思鄉的主題早在詩經的作品

已出現。《東山》描寫遠征士

兵懷念故鄉之情，細膩複

雜，手法多樣。其中運用重

章叠句的結構方式，反復咏

唱，造成思鄉之情層層深入

的效果。 

《還鄉》寫一個軍人久戰還

家，父死妻亡，母亦因哭泣

過度而盲目，情景甚為悲

慘，但詩意和句子大半從《東

山》脫化而出。古今二詩對

讀，可見古今鄉情同出一

轍。 

亦可選讀其他還鄉作品，如

卞之琳《還鄉》、盧仝《逢病

軍人》、韋莊《菩薩蠻》(人

人盡說江南好)。 

  

6. 結合上述作品的時代背景和作者的經歷，師生一起探

討： 

� 古今文人離鄉別井和思鄉情濃的原因 

� 文學作品中思鄉和思親的關係 

 

據王立《中國古代思鄉文學

主題的歷時性檢視》(見《大

連大學學報》，第 24 卷第 3

期，2003 年 6 月)，中國古

代文人思鄉情濃，大致有六

個離鄉別井的外在原因：征

戍徭役、求仕求學、戰亂(災

荒)流離、遷徙移民、經商遠

行及因現實坎坷導致失意無

著。 

古人安土重遷，不得已才會

離鄉別井，卻關山阻隔、魚

雁不通，難免鄉愁不絕；現

代人雖突破物理上關山的阻

隔，但政治因素、個人際遇

等同樣使現代人背鄉他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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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活動教學活動教學活動教學活動  構思和備註構思和備註構思和備註構思和備註  

加上「尋根」乃人之常情，

故此不論古今，鄉愁之恨似

乎綿綿不絕。 

思念故鄉與思念親人是經常

結合在一起抒發的。故鄉的

美好回憶也成為失意遊子精

神寄托的所在。 

可參考姚金玲(2004)《試論

鄉愁的表現形式及其深層內

涵》，南寧師範高等專科學

校學報，第 21卷第 3期。 

7.  延伸活動：就上述作品中各種離鄉背井的原因，將學

生分為多組，每組就一種原因，蒐集、自讀相關的古

詩詞或新詩作品最少兩篇，進行分析。最後各組於課

堂上匯報成果。  

學生不必深究每首詩歌之寫

作背景，只須從詩歌的內容

及主旨出發分析原因，言之

成理、持之有故，有個人體

會即可。 

  

  

如何偏起故鄉情如何偏起故鄉情如何偏起故鄉情如何偏起故鄉情  

第第第第 12-21 節節節節  

 

教學步驟教學步驟教學步驟教學步驟  

1. 導讀詩經《魏風‧陟岵》及自讀王維《九月九日憶山

東兄弟》，引導學生討論： 

� 篇中的「父母兄」或「兄弟」是實寫還是虛寫？

何以見得？ 

� 這兩篇的寫作手法有何共通點？評論其表達效

果。 

認識古典「鄉愁詩」常用的

手法：對面設想法。 

欣賞作品的表達效果：筆以

曲而愈達，情以婉而愈深。 

 

  

2. 着學生分組，從李白《渡荊門送別》、杜甫《月夜》、

饒孟侃《家鄉》及沙鷗《新月》四篇作品中，選讀古

代詩歌及現代詩歌各一首： 

� 比較作品所設想的對象和抒發的情感 

� 分析作者如何運用對面設想法的手法抒寫鄉情 

� 探討中國文學作品為何常用曲折的手法抒發個

人的情思 

作分組滙報。 

現代作品亦有使用對面設想

的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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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導讀詩經《小雅‧采薇》，引導學生討論： 

� 每章所蘊含的情感。 

� 末章的景物描寫能否表現詩中人回鄉的情感？ 

� 「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

句傳誦千古，嘗試查閱有關資料，找出古人的評

價，並談談個人閱讀的感受。 

透過鄉情作品，認識古典抒

情詩常用的手法：以樂景襯

哀情。 

 

 

例如：清王夫之《薑齋詩話》

論《采薇》末章：「以樂景

寫哀，以哀景寫樂，一倍增

其哀樂。」  

  

4. 重溫指定作品《登高》，並自讀王禹偁《村行》，着

學生就兩篇作品情景的描寫手法與《采薇》作一比較。 

� 可透過作品比較，了解學

生： 

� 對指定作品《登高》的掌

握 

� 對「以樂景襯哀情」手法

的掌握(例如：能分辨《登

高》是以哀景寫哀情，《村

行》和《采薇》同是運用

以樂景襯哀情的手法) 

  

5. 除了鄉愁作品外，有不少文學作品是以樂景寫哀情，

着學生蒐集有關作品，並把其中一篇作品的研習心

得，與同學分享。 

如：杜甫《絕句》二首(其

二）、杜甫《江南逢李龜年》、

王昌齡的《閨怨》 

  

6. 導讀周作人《故鄉的野菜》，着學生討論： 

� 賞析文中對三種野菜的不同寫法。哪種野菜的描

寫最佳？ 

� 作者說對故鄉「沒有甚麼特別的情分」，和上述

鄉愁作品比較，你認為作者的鄉情是否過於淡

泊？ 

� 你認為抒情作品中「情」的表達方式應是濃烈，

還是淡泊？ 

 

 

認識現當代鄉愁作品常用的

手法：托物寄情。 

 

 

  

7. 學生自讀陳之藩《失根的蘭花》及黃河浪《故鄉的榕

樹》，分析： 

� 作品蘊含的情感 

� 抒發鄉情的手法 

� 上述三篇作品在結構上的特點 

同對故鄉的一些風俗、物產

作了描寫，寄托了對故鄉的

熱愛和思念。 

三篇散文手法和結構的特

點： 

� 以眼前的景物引發故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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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家鄉的山水草木、父

母親情的愛、鄰里鄉情的

故事等都是憑借的對象。 

� 思鄉之作，多具“眼前→回

憶→眼前”的結構。 

  

8. 評估活動：着學生分組，運用本環節所學習的鄉愁詩

寫作方法，以「懷舊」為主題，創作詩歌(新詩、古

詩、填詞均可)。 

� 可透過詩歌創作，了解學

生對本環節學習的手法的掌

握(例如：所運用的寫作手法

能切合所要表達的主題和情

感。) 

  

9. 延伸閱讀 

(1) 老舍《想北平》 

(2) 汪曾祺《故鄉的食物》 

(3) 周作人《烏蓬船》 

(4) 孫犁《鄉里舊聞》 

(5) 梁實秋《酸梅湯和糖葫蘆》 

(6) 郭楓《老家的樹》 

(7) 蒓葉聖陶《藕與 菜》 

(8) 魯彥《故鄉的楊梅》 

(9) 蕭乾《棗核》 

 

除散文外，亦可選讀詩歌，

如席慕容《出塞曲》(或《狂

風沙》)、卞之琳《鄉愁》，

體會詩歌如何借對故鄉事物

的牽掛表達鄉情，與上述「托

物寄情」的散文作品作一比

較。 

  

  

月是故鄉明月是故鄉明月是故鄉明月是故鄉明──思思思思鄉鄉鄉鄉作品作品作品作品的傾訴對象的傾訴對象的傾訴對象的傾訴對象  

第第第第 22-24 節節節節  

 

1. 以李白《靜夜思》作例，請學生說出個人的體會： 

� 從色彩、氣氛的營造而言，作品中有關月色的描

寫有何特別？ 

�  有版本將「舉頭望明月」寫成「舉頭看山月」，

你認為在在意境上有沒有差別？哪一句較佳？  

� 這首詩的「美」在何處？何以傳誦千古？  

� 將《靜夜思》與聞一多《太陽吟》比較，欣賞以

月起興及以日起興的不同藝術效果。 

以《靜夜思》為例，分析「床

前明月光」如何借景抒情，

反思「月是故鄉明」的合理

性。透過欣賞作品描寫的景

物特色，體會情景相生以達

至交融的效果，加深認識移

情入景的手法。 

 

 

  

2. 分組活動：學生分為四組，各組從下列作品中，選讀

一首： 

月亮為在中國文化中有團

圓、温馨象徵，慣以作為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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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甫《月夜憶舍弟》 

� 白居易《望月有感》 

� 劉長卿《餘干旅舍》 

� 魯迅《別諸弟三首‧辛丑二月》（其一） 

 並討論、匯報：  

� 從描寫角度、色彩、氣氛等分析作品中有關月亮

的描寫。 

� 作品所寄托的情感。 

� 評賞作品中情景交融的藝術手法。 

� 從個人觀月的體驗出發，思考為什麼古典鄉愁詩

多以「月」起興而少用「日」？ 

老而悠久承載鄉情的原型意

象。有關古典詩歌中「月」

的意象，可參考： 

� 王力堅 (2005)《古典新

詮——中國古典詩詞賞析

文集》，台北：台灣商務

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 朱壽桐(2004)《古代文學

中的月亮意象》，見《文

學與人生》，台北：揚智

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由教師補充、總結古代文學中的「月亮」意象的

意義。  
月亮是中國文人常常吟咏的

對象，除了象徵鄉思外，亦

其他意義，如劉禹錫《石頭

城》、姜夔《揚州慢》(淮左

名都)均以月寄寓對人世變

遷的感慨；李煜《虞美人》

以月抒發故國之思。 

  

3. 延伸活動 (任擇其一)︰ 

� 自讀彭邦楨《月之故鄉》，比較本篇與李白《靜

夜思》的情感和寫作手法有沒有不同。 

� 洛夫《床前明月光》取材自李白《靜夜思》，欣

賞作者創新的地方，着學生選出較喜歡的一首和

說明原因。 

 

  

  

「「「「每逢佳節倍思親每逢佳節倍思親每逢佳節倍思親每逢佳節倍思親」、「」、「」、「」、「聽得秋聲憶故鄉聽得秋聲憶故鄉聽得秋聲憶故鄉聽得秋聲憶故鄉」」」」 

──思思思思鄉鄉鄉鄉作品的作品的作品的作品的節節節節日日日日、、、、時令時令時令時令  

第第第第 25-29 節節節節  

 

1. 以王維詩《九月九日憶山東兄弟》引入討論： 

� 為什麼中國人特別重視節日？這與農業文化有

沒有關係？為什麼「每逢佳節」便「倍思親」呢？ 

� 現代人生活在商業社會，會不會因此而忽視了節

日及思親的意義？ 

 

節日與戀舊懷人的傳統倫理

關係密切，「每逢佳節倍思

親」的原因可參考楊景龍《鄉

愁主題詩的幾種表現模

式》，見《殷都學刊》，200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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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導讀高適《除夜作》與戴叔倫《除夜宿石頭驛》，引

導學生賞析、比較： 

� 作品所渲染的節日氣氛 

� 情景交融、觸景生情的手法 

 

高適《除夜作》亦是使用對

面設想的手法。 

  

3. 讓學生根據個人經驗，自選一個最希望與家人共聚的

中國傳統節日，蒐集有關節日風俗習慣的資料，閱讀

有關的思鄉作品，分析觸動作者情感的誘因，欣賞作

品所渲染的節日氣氛和作家所傳達的情感，與同學分

享作品感人的地方。 

 

 

 

如： 

� 除夕：白居易《邯鄲冬至

夜思家》、冉仲景《除夕

夜，大雪降落高原》 

� 新年：劉長卿《新年作》 

� 寒食或清明：蘇軾《寒食

雨》之二、宋之問《途中

寒食》、杜牧《清明》 

� 中秋：王建《十五夜望月》 

� 重陽：李東陽《九日渡

江》、岑參《行軍九日思

長安故國》、文天祥《重

陽》 

� 可透過資料蒐集和作品

分享，了解學生理解、賞析

抒情文學作品的能力 (例

如：能舉例說明作品所渲染

的節日氣氛與情感的關係；

準確摘取精華片段說明作品

所描繪節日特色的妙處；以

聲情並茂的語調朗讀作品感

人的地方。) 

  

4. 列舉數首以不同季節為背景的鄉愁作品，隱去作者和

題目資料，讓學生閱讀、猜想和分析作品所描寫的季

節和情感。然後就研習作品的心得，討論、匯報哪個

季節、時間的描寫最能觸動思鄉的情懷。 

春：顧況《洛陽早春》、韋莊

《菩薩蠻》(人人盡說江南

好)、蔣捷《一剪梅‧舟過吳

江》(一片春愁待酒澆)、歐

陽修《春日西湖寄謝法曹歌》 

夏：杜甫《夏夜嘆》 

秋：漢樂府《古歌》、陸游《秋

思》、張籍《秋思》、杜甫《和

裴迪登新津寺寄王侍郎》、李

攀龍《長相思》、聞一多《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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菊》 

冬：蘇軾《遊金山寺》、戎昱

《桂州臘夜》、納蘭性德《長

相思》 

不同季節、時間的作品，包

括冬晚、春曉、秋末、風雨

時節等。據楊景龍《鄉愁主

題詩的幾種表現模式》指

出：古今詩人多選秋風(如漢

樂府《古歌》)、日暮(如馬

致遠《天淨沙》)的時空背景

抒發鄉愁。 

其他以暮色作背景的作品，

如：孟浩然《宿建德江》、崔

顥《黃鶴樓》、鄭愁予《邊界

酒店》。 

  

5. 教師可補充：除了以月作意象外，不少思鄉作品的作

者亦會因應不同節序，加入不少表達故鄉的意象。 

 

如：春之杜鵑；夏之蟬鳴、

蟋蟀；秋之雁、越鳥、胡馬

等。 

  

6. 學生自讀余光中《鄉愁四韻》，賞析作者如何透過描

寫季節的轉移，以抒發綿長的鄉愁，在課堂上與同學

分享。 

不僅是季節時序的推衍（由

夏→秋→冬→初春，代表思

鄉的永恆與綿長），也是心路

歷程的遞進（一、二段愁思

不盡，第三段放開心胸，第

四段不再哀怨，細細咀嚼從

前回憶的美好。） 

  

  

目極千里兮傷春心目極千里兮傷春心目極千里兮傷春心目極千里兮傷春心── 

思思思思鄉作品的空間場景鄉作品的空間場景鄉作品的空間場景鄉作品的空間場景  

第第第第 30-31 節節節節  

 

1. 戶外活動：請學生在校園的高處，親身領會登臨望遠

的經驗，並按閱讀《登樓》、《陟岵》及《悲歌》的

體會，猜想古人何以喜歡登高遠望，登高之後的情懷

有什麼改變？  

 

教師亦可引用其他同樣以

「登高望遠」為空間場景的

文學作品，如崔顥《黃鶴

樓》、白居易《江樓望歸》、

魏野《登原州城呈張賁從

事》。 

登高的情懷如：游目騁懷、

思歸情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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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選讀柳永《八聲甘州》，引導學生討論： 

� 作者登樓所見的景色，如何觸發作者思鄉的情

懷？ 

� 從意境而言，這篇作品與與杜甫《登樓》比較，

你較喜歡哪一篇？  

 

作者着意描繪蕭瑟淒清的場

景 

 

  

3. 閱讀洛夫《邊界望鄉》，討論： 

� 作者如何刻畫鄉愁？ 

� 這首詩和古典詩歌相通的地方。 

� 詩歌的時代氣息。 

 

可與學生一起前往落馬洲瞭

望台，以望遠鏡遠眺內地的

景致，同時閱讀本詩，設想

昔日遊人望鄉的情懷。 

  

4. 着學生觀看 2008 年中國雪災的新聞片段，包括民工

滯留火車站、公路汽車壅塞等的報道，然後分組，運

用本單元所學習的手法，以「回鄉記」為題，每組合

作撰文一篇，體裁不限，着學生互評，選出最感人的

一組作品。 

亦可着學生閱讀有關內地新

年春運的新聞報道，引發寫

作靈感。 

 

5. 延伸閱讀 

(1) 顏崑陽(2003)《〈月是故鄉明〉古詩今唱 9：鄉

愁篇》，台北︰新自然主義出版社。 

(2) 尤季儀(編)(2002)《詩詞名句錄【四】每逢佳節

倍思親──親情鄉情篇》，香港：萬里機構．萬

里書店。 

(3) 賈玉民、紀桂平(編) (1997)《中國現代鄉土‧鄉

風‧鄉情小說精品》，鄭州：中原農民出版社  

 

 

總結總結總結總結  

第第第第 32-33 節節節節  
 

  

2. 教師着學生就以下方面總結在閱讀思鄉作品的過程

中，學到了甚麼？  

� 抒情作品常用的手法 

� 作者表達情感的方式 

� 文學作品常見的意象 

 

  

3. 總結研讀古今思鄉作品和實踐寫作的經驗，師生共同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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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感人的抒情作品有甚麼元素。 
• 情感是否真摰、細膩 

� 作者能否捕捉不同節日、

時令景物的特徵，作精準

的描寫 

� 作家的興感，能否牽動讀

者的同情同感 

  

4. 延伸活動： 
 

(1) 觀賞《尋找他鄉的故事》，選取其中一輯故事的

人物，嘗試為人物撰寫一首思鄉的作品。由學生

互評，並選出最感人的作品。 

 

(2) 鄉土小說評賞 如：於梨華《又見棕櫚，又

見棕櫚》、蕭紅《呼蘭河傳》、

黃春明《看海的日子》、王禎

和《嫁妝一牛車》、汪曾祺《受

戒》、廢名《菱蕩》、台靜農

《紅燈》。 

  

5. 總結性評估： 

以下活動，任選其一： 

 

(1) 蒐集及選取「思鄉」為題的作品 3篇及有關作品

的評賞文字 2篇，編成專集，除撰寫序文，說明

選文依據外，並就每篇選文的評論，表達個人的

看法。 

� 透過編選作品評賞集，衡

量學生理解、賞析、評論文

學作品的能力。可根據以下

準則，檢視學生的表現： 

� 編選作品有個人、統一的

準則 

� 對作品有個人深刻的體悟 

� 實事求是，能圍繞評論文

章的得失，提供有力的論

據，表達個人的看法 

� 表達清晰、精要、流暢 

(2) 鄉愁作品，除了以月、節日或時令的獨有景物抒

發情感外，亦有以醉客、雁使、夢境、旅途 / 旅

宿等引發鄉思，着學生自選以上任何一種表現方

式，自讀相關的鄉愁作品 3篇，剖析情、景的關

係，撰寫評賞報告。 

 

 

 

教師亦可提供相關篇目，

如： 

旅途 / 旅宿 

� 張九齡《初發道中寄遠》 

� 孟浩然《早寒江上有懷》 

� 杜牧《旅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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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活動教學活動教學活動教學活動  構思和備註構思和備註構思和備註構思和備註  

 � 戴望舒《旅思》 

夢境 

� 杜甫《歸夢》 

� 李商隱《滯雨》 

� 顧況《憶故園》 

� 漢樂府《飲馬長城窟行》 

雁使 

� 錢起《送征雁》 

� 嚴羽《聞雁》 

醉客 

� 白居易《何處難忘酒》 

� 李白《客中作》 

� 杜甫《聞官軍收河南河北》 

 

� 透過撰寫評賞報告，衡量

學生理解、賞析、評論作品

的能力。可根據以下準則，

檢視學生的表現： 

� 能理解所選作品的思想內

容，並體會作者的情懷 

� 能分析作品的景和情的關

係 

� 能按作品的情、景的描

寫，賞析或評論作品的思

想內容和藝術手法，並有

個人的見解 

� 表達流暢，評析精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