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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的柳宗元 

 當代讀者最喜愛的100位中文作家(2007) 

古代作家：53   /   近現代作家：47 

前10名 

   李白、屈原、杜甫、曹雪芹、白居易 

    韓愈、柳宗元、歐陽修、蘇軾、王安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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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語文學習參考篇章 

(中國文學 28 篇指定 

篇章無柳宗元作品) 

 

 初中階段 

 三戒（並序） 

 江雪 

 

 高中階段 

 始得西山宴游記 

 鈷鉧潭記 

 鈷鉧潭西小丘記 

 至小丘西小石潭記 

 捕蛇者說 

 種樹郭槖駝傳 

 蝜蝂傳 

 登柳州城樓寄漳汀封連四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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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追踪” 選讀 

 始得西山宴游記 

 鈷鉧潭記 

 鈷鉧潭西小丘記 

 至小丘西小石潭記 

 袁家渴記 

 石渠記 

 石澗記 

 小石城山記 

 

 

 愚溪詩序 

 三戒 

 蝜蝂傳 

 種樹郭橐駝傳 

 冉溪 

 江雪 

 漁翁 

 登柳州城樓寄漳汀封連四州 

 別舍弟宗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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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州八記” 

〈始得西山宴游記〉選自《柳河東集》二十九卷，是柳宗

元在永州任內所作《永州八記》的第一篇。元和四年九月，

柳宗元在零陵城東法華寺西亭，偶然眺見西郊西山，出類

拔萃，姿態特異，不禁生了游興。而在數月之中，竟連得

八處佳勝，於是寫下了八篇前後相關的游記，這就是著名

的《永州八記》。 

《柳河東集》卷二十九有游記 11 篇，永州 9 篇 

本無 “永州八記” 之名，至清始見 

八篇遊記非同時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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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目標 

 作品與作家經歷、寫作背景的關係 

 欣賞作家的情思和創意 

 賞析及評論作品的思想內容和藝術手法 

 比較作家不同時期不同類型作品的特色 

 評論作家的文學成就 

 廣泛閱讀不同類型作品的興趣和態度 

(生平、時代) 

(讀者) 

(文學史地位) 

(作品變化) 

(作品) 

(作家思想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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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背景  

後期作品 

游記 寓言 

(思想感情) 

作品 

(情思創意) 

作家生平 

詩歌 傳記 

文 

學 

史 

地 

位 

                

現 代 讀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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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宗元生平(生平資料解讀) 

柳宗元，河東解縣人。祖上皆為顯宦，高伯祖柳奭更在高宗時拜相，

後因得罪武后被殺。曾祖和祖父察躬都是縣令。察躬有五子，長子

柳鎮就是柳宗元的父親，官至殿中侍御史。柳宗元有二姊，大姊嫁

博陵崔簡，二姊嫁開元時宰相裴光庭之後裴墐。他二十七歲時，妻

子楊氏不幸病逝。楊氏「孕而不育」，沒有留下子女。 

〈柳子厚墓誌銘〉：儁傑廉悍，議論證據今古，出入經史百子，踔

厲風發，率常屈其座人。 

《新唐書》：第進士、博學宏辭科，授校書郎，調藍田尉。貞元十

九年，為監察御史裏行。善王叔文、韋執誼，二人者奇其才。及得

政，引內禁近，與計事，擢禮部員外郎，欲大進用。俄而叔文敗，

貶邵州刺史，不半道，貶永州司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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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宗元生平 

 生平資料 → 了解柳宗元 

了解柳宗元的甚麼？ 

生平(表面) → 作品(大概) 

柳宗元生平(被貶) → 作品(抑鬱) → 生平(準確？)…… 

如何準確解讀生平？ 

唐代文化：士人、家族、科舉、官制 

(作品 ＝ 思想、感情) 

(生活方式 / 思維方式) 

→ 生平(準確) → 作品(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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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宗元生平 

 家世 

河東解縣：柳、薛、裴為 “河東三著姓” 

官位：祖上(顯宦) → 高伯祖(宰相) → 父(七品) 

面對如此家世，唐代士人會有甚麼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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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宗元生平 

 家族 

父為長子，己為嫡孫 

無同胞兄弟 

妻弘農楊氏，早卒無子 

大姊嫁博陵崔氏，二姊嫁河東裴氏 

柳宗元貶謫永州面對甚麼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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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宗元生平 

 科舉 

貞元九年(21歲)進士及第 

參加者超過3000，錄取32名 

 “三十老明經，五十少進士” 

白居易：“慈恩塔下題名處，十七人中最少年。” 

博學宏詞科及第 

韓愈：“以博學宏辭選者，人尤謂之才，且得美仕。” 

這樣的科舉成績有何含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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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宗元生平 

 仕途 

貞元十二年(24歲)：校書郎(正九品) 

非擢上第不輕授，時人皆以得校書郎為榮 

白居易、元稹、杜牧皆起身校書郎 

貞元十七年(29歲)：藍田尉(正九品) 

唐縣有赤、畿、望、緊、上、中、下七等，藍田屬於
京兆府赤縣。 

地方官升遷中央要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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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宗元生平 

 仕途 

貞元十九年(31歲)：監察御史裏行(正八品上) 

清官(相對於冗濁官) 

縣令遷監察御史為擢，監察御史出為縣令視為貶 

貞元二十一年(33歲)：禮部員外郎(從六品上) 

跳升六級；唐時宰相三品 

中唐時初仕升至員外郎需17年 (柳？年) 

仕途如此，柳宗元會有甚麼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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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宗元生平 

 仕途 

永貞元年(33)：貶 “永州司馬員外置同正員” 

司馬：州之上佐，刺史出缺，可代行州事 

員外置：正員以外添置 

同正員：俸祿同正員 

永州司馬一做十年，柳宗元有何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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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平與作品思想 

被貶 抑鬱 
才不得用 

青雲折翼 

延續後嗣 

重振家聲 

(生平要事) (作品主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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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戒主旨 

 《三戒》批評的是哪三類人？ 

      吾恆惡世之人，不知推己之本，而乘物以逞：或依勢 

   以干非其類，出技以怒強，竊時以肆暴，然卒迨於禍。 

   有客談麋、驢、鼠三物，似其事，作三戒。 

臨江之麋 

黔之驢 

永某氏之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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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戒主旨 

臨江之麋 

依仗權勢靠山冒犯別人 

黔之驢 

賣弄本領，觸怒比自己更強的人 

永某氏之鼠 

乘機橫行不法，到頭來遭到禍害 

(依勢以干非其類) 

(出技以怒強) 

(竊時以肆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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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戒主旨(知人論世) 

臨江之麋(依勢以干非其類) 

(依仗權勢靠山冒犯別人) 

《憎王孫文》：“外以敗物兮，內以爭群。排鬥善類兮，

譁駭披紛。” 

朝中小人勾結有力者，排擠善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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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戒主旨(知人論世) 

黔之驢(出技以怒強) 

(賣弄本領，觸怒比自己更強的人) 

《非國語．命官》: “ ‘諸姬之良，掌其中官；異姓之能，

掌其遠官。’ 非曰：官之命，宜以材耶？抑以姓乎？

文公將行霸，而不知變是弊俗，以登天下之士，而舉

族以命乎遠近，則陋矣。” 

世家子弟無才而身居高位，干犯才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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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戒主旨(知人論世) 

永某氏之鼠(竊時以肆暴) 

(乘機橫行不法，到頭來遭到禍害) 

《新唐書．兵志》：“兵驕則逐帥，帥強則叛上，或父

死子握其兵而不肯代，或取捨由於士卒，往往自擇將

吏，號為留後，以邀命於朝。天子顧力不能制，則忍

恥含垢，因而撫之，謂之故息之政。” 

小人以當道昏庸，肆行無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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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知人論世 

  生平經歷 

  時代背景 
作品思想感情 

(文化解讀) (深入、準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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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得西山宴遊記〉解讀 

 遊西山前：出遊的心情是怎樣的？ 

 西山有甚麼 “怪特” 之處？ 

 “不知日之入”、“不欲歸” 表示作者心情怎樣？為何西
山之遊能產生這種心情？ 

 “然後知吾嚮之未始遊，遊於是乎始。” 應該怎樣理解
這句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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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山之遊以前(恒惴慄) 

“意有所極，夢亦同趣” 

 “意”為何意？ → “夢”為何夢？ 

“覺而起，起而歸” 

 “覺”有何思？ → “歸”有何感？ 

 “僕悶即出遊……時到幽樹好石，蹔得一笑，已復不樂。

何者？譬如囚拘圜土，一遇和景出，負牆搔摩，伸展支

體，當此之時，亦以為適，然顧地窺天，不過尋丈，終

不得出，豈復能久為舒暢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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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山之遊 

 西山之怪特 

“窮山之高而止” 

 西山之遊特點 

則凡數州之土壤，皆在袵席之下 

其高下之勢，岈然洼然，若垤若穴 

尺寸千里，攢蹙累積 

縈青繚白，外與天際，四望如一 

大  →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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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山之遊所得 

 主旨探究關鍵 

  悠悠乎與灝氣俱，而莫得其涯！ 

  洋洋乎與造物者遊，而不知其所窮！ 

語言(道家) 

〈大宗師〉: 彼方且與造物者為人，而遊乎天地之一氣 

〈天下〉: 上與造物者遊，而下與外生死無終始者為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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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心靈境界) 



西山之遊所得 

 小大之辨 

〈秋水〉: 吾在於天地之間，猶小石小木之在大山

也，方存乎見少，又奚以自多！計四海之在天地之

間也，不似礨空之在大澤乎？計中國之在海內，不

似稊米之在大倉乎？ 

大小不定，並非絕對 

如何看待個人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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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山之遊所得 

 心凝形釋，與萬化冥合 

個人 → 與萬化冥合 (與顥氣俱、與造物者遊) 

 然後知吾嚮之未始遊，遊於是乎始 

嚮之遊：山水之有異態者 (形軀) 

西山之遊：與造物者遊 (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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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鈷鉧潭記〉解讀 

 柳宗元遊鈷鉧潭，最欣賞的是甚麼？ 

 〈鈷鉧潭記〉的主旨是： 

A. 寫鈷鉧潭之美和自己的喜悅心情。 

B. 官租的繁重，人民不能安居的痛苦…... 

C. 寫潭即是寫人。齧不動石岸的潭水，抗不過惡勢力的
作者，彷彿安於他的處境。哀怨反用一 “樂” 字托出。 

D. 深刻地反映了當時 “官租私券” 對於人民負擔的嚴重，
以及他在貶謫生活中不能忘懷 “故土” 的鬱悶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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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鈷鉧潭記〉解讀 

 柳宗元遊鈷鉧潭，最欣賞的是甚麼？ 

流水變化；天高氣迥 

 “官租私券”、“貿財緩禍” 非主旨 

 〈鈷鉧潭記〉 主旨探究 

與流水變化、天高氣迥相關 

樂而如其言；樂居夷而忘故土 

結合〈始得西山宴游記〉，與道家思想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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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鈷鉧潭記〉解讀 

 寫水＝寫人(盪擊益暴…然後徐行，其清而平者且十畝餘) 

〈刻意〉：水之性，不雜則清，莫動則平。 

〈德充符〉：平者，水停之盛也。其可以為法也。 

〈天道〉：水靜猶明，而況精神！聖人之心靜乎！ 

 於以見天之高，氣之迥 

王勃：“天高地迥， 覺宇宙之無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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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鈷鉧潭西小丘記〉解讀 

 二、三段寫小丘佳處，兩段描寫重點有何不同？ 

 柳宗元購得小丘，產生甚麼感觸？何以有這種感觸？ 

 小丘之遊，柳宗元有甚麼感受？何以有這種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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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鈷鉧潭西小丘記〉解讀 

 小丘描寫重點 

先自外觀之，後自其中以望 

先着意刻畫景物，後着意描述感受 

 購得小丘感觸 

小丘棄於是州，景美而不售 

自己謫居是州，才美而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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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鈷鉧潭西小丘記〉解讀 

 小丘之遊感受 

所見：山之高，雲之浮，溪之流，鳥獸之遨遊 

所感：悠然而虛者與神謀，淵然而靜者與心謀 

〈天道〉：虛靜……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 

〈人間世〉：虛室生白，吉祥止止 

〈在宥〉：抱神以靜，形將自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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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小丘西小石潭記〉解讀 

 本文寫潭中魚一節，出自何書？ 

淥水平潭，清潔澄深，俯視遊魚，類若乘空。 

莊子與惠子遊于濠梁之上。莊子曰：“儵魚出遊從容，

是魚之樂也。” 

 這篇遊記的主旨是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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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小丘西小石潭記〉解讀 

 本文寫潭中魚一節，出自何書？ 

《水經注》：描寫 

《莊子》：哲理 

 “儵魚出遊從容，是魚之樂也。” 

 這篇遊記的主旨是甚麼？ 

心樂之；似與游者相樂 

淒神寒骨，悄愴幽邃 

(自由自在，樂得逍遙) 

(羈囚之悲，暫去還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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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四記” 小結 

 貫串 “前四記” 的線索 

題材：山水美景 

思想感情： 

逍遙自得 略帶悲音 哀其不遇 淒神寒骨 

不欲歸 樂居夷 皆大喜 與游者相樂 

愁不可解 

以理化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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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四記” 小結 

 元結〈右溪記〉寫景 

 “水抵兩岸，悉皆怪石，欹嵌盤屈，不可名狀。清流

觸石，洄懸激注。佳木異竹，垂陰相蔭。” 

 柳宗元寫景 

鈷鉧潭之水：盪擊益暴……然後徐行 

潭西小丘之石：突怒偃蹇，負土而出 

小石潭之魚：往來翕忽，似與游者相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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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愚溪詩序〉 

 第二段 

標示 “八愚” 

值得鑒賞之處 

 第三段 

甯武子和顏子之 “愚” 

愚溪之 “愚” 

 末段 

主旨 

茫然而不違，昏然而同歸，……寂寥而莫我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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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愚圖 

愚溪 

愚亭 

愚堂 愚池 愚島 

愚溝 

愚泉 

愚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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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愚” 的意義 

甯武子和顏子之 “愚” 

愚蠢、不聰明 

愚溪之 “愚” 

其流甚下，不可以灌溉 

又峻急，多坻石，大舟不可入 

幽邃淺狹，蛟龍不屑，不能興雲雨 

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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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愚溪詩序〉主旨 

觀賞愚溪所見 

無以利世：無用 

善鑒萬類，能使愚者喜笑眷慕：有用 

對柳宗元的啟示 

違於理，悖於事：無用 

文墨漱滌萬物，牢籠百態：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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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愚溪詩序〉哲理 

 茫然而不違，……寂寥而莫我知也 

探究關鍵：語言(道家) 

不龜手之藥 

五石之瓠 

宋人資章甫而適越 

狸狌跳梁死於罔罟 

斄牛不能執鼠 

無用之樗 

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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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有用無用) 

莫我知 



介紹 “八愚” 值得鑒賞之處 

 第二段敘述特點 

 清楚明白 

 第二段文句特點 

 多短句 

 少虛字 

 頂真 

節奏明快 

語調親切 
人溪合一之思想 

輕快愉悅之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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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蝜蝂傳〉 

 主旨 

今世之嗜取者，遇貨不避，以厚其室，不知為己累

也。……日思高其位，大其祿，而貪取滋甚，以近

於危墜，觀前之死亡不知戒。 

 形象塑造 

行遇物，輒持取，卬其首負之。 

其背甚澀，物積而不散。 

人或憐之，為去其負，苟能行，又持取如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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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蝜蝂傳〉 

 主旨 

今世之嗜取者，遇貨不避，以厚其室，不知為己累

也。……日思高其位，大其祿，而貪取滋甚，以近

於危墜，觀前之死亡不知戒。 

 形象塑造 

行遇物，輒持取，卬其首負之。 

其背甚澀，物積而不散。 

人或憐之，為去其負，苟能行，又持取如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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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種樹郭橐駝傳〉  

主旨 

非能使木壽且孳也，能順木之天以致其性焉爾。……

其蒔也若子，其置也若棄，則其天者全而其性得矣。

故吾不害其長而已，非有能碩茂之也。 

形象塑造 

病瘻，隆然伏行，有類橐駝者，故鄉人號之 “駝”。駝

聞之曰：“甚善，名我固當。” 因捨其名，亦自謂 “橐

駝” 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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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蝜蝂傳〉〈郭橐駝傳〉哲理 

〈蝜蝂傳〉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 

為學日益，為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 

〈種樹郭橐駝傳〉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大道泛兮，其可左右。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功成
而不有。衣養萬物而不為主，可名於小；萬物歸焉
而不為主，可名為大。 

48 



“後四記” 討論 

袁家渴記、石渠記、石澗記 

〈袁家渴記〉主旨 

〈石渠記〉主旨 

〈石澗記〉主旨 

三篇遊記有哪些共同的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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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四記” 討論 

〈袁家渴記〉主旨 

寫袁家渴美景及詳記其位置，希望美景終能傳世。 

〈石渠記〉主旨 

描寫石渠美景及詳記其位置，希望美景終能傳世。 

〈石澗記〉主旨 

描寫石澗美景及詳記其位置，希望美景終能傳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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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四記” 討論 

 袁家渴、石渠、石澗三記共同特點 

美景、位置、傳世 

三記都用了哪個字寫自己尋幽探秘？ 

舟行若窮，忽又無際…… 

又北曲行紆餘，睨若無窮，然卒入於渴……十月十九
日逾石得石泓小潭，渠之美於是始窮也。 

石渠之事既窮……其上深山幽林，逾峭險，道狹不可
窮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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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四記” 討論 

 袁家渴、石渠、石澗三記哲理 

《周易》窮通之理 

闔戶謂之坤，闢戶謂之乾，一闔一闢謂之變，往
來不窮謂之通。 

困，窮而通。(困窮之時，守節使道通行而不屈也) 

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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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四記” 討論 

 〈小石城山記〉  

“疑造物者之有無久矣”：神靈是否存在？ 

類智者所施設也：有 

更千百年不得一售其伎，勞而無用：無 

“是二者，余未信之”：何以不信？ 

以慰夫賢而辱於此者 

氣之靈不為偉人，故楚之南少人而多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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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神安排：何以辱賢者？) 

(無神安排：何生石而不生人，使我寂寞至此？) 



“後四記” 討論 

 元和七年柳宗元對於貶謫永州想法 

前路似窮非窮 

 身在困境，期諸不窮 (往來不窮謂之通) 

“攬去翳朽，決疏土石”、“掃陳葉，排腐木” 

 修身立言，以待時機 (困窮守節) 

“傳於世”、“後之來者，有能追予之踐履窮” 

 傳於當世，期諸後人 (窮則變，變則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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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歌選讀 

 〈冉溪〉 

   少時陳力希公侯，許國不復為身謀。 

   風波一跌逝萬里，壯心瓦解空縲囚。 

   縲囚終老無餘事，願卜湘西冉溪地。 

   卻學壽張樊敬侯，種漆南園待成器。 

本志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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挫折 - - - - 期望(困窮守節，修身立言) 



詩歌選讀 

 〈江雪〉  

   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蹤滅。 

    孤舟蓑笠翁，獨釣寒江雪。   

A. 朝政日非，自己清高孤傲 

B. 被貶處境惡劣，自己心情孤寂。 

C. 江鄉雪圖，客觀寫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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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歌選讀 

 〈漁翁〉  

   漁翁夜傍西巖宿，曉汲清湘燃楚竹。 

    煙銷日出不見人，欸乃一聲山水綠。 

    迴看天際下中流，巖上無心雲相逐。    

A. 孤芳自賞，孤寂情懷 

B. 獨來獨往，悠閑自得 

C. 宦途坎坷，孤寂心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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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歌選讀 

 〈登柳州城樓寄漳汀封連四州〉  

   城上高樓接大荒，海天愁思正茫茫。 

   驚風亂颭芙蓉水，密雨斜侵薜荔牆。 

   嶺樹重遮千里目，江流曲似九迴腸。 

   共來百越文身地，猶自音書滯一鄉。     

 晚年心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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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 

 以柳宗元身分撰寫日記 

貞元九年(793, 21) 

貞元二十一年四月(805, 33) 

貞元二十一年十一月(805, 33) 

元和四年九月(809, 37) 

元和七年十月(812, 40) 

元和十年三月(815, 43) 

元和十四年十一月(819, 47) 

作品與作家經歷、寫作背景的關係 

(進士及第) 

(升禮部員外郎) 

(貶永州) 

(遊西山) 

(遊袁家渴) 

(出為柳州刺史) 

(感慨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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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 

 以西山／愚溪之神的身分開解柳宗元，設為對答。 

可要求：對答後柳宗元仍然難以釋懷 

可改換：愚溪之神開解一個煩惱的現代人 

賞析及評論作家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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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 

 比較 “前四記” 和 “後四記”  

主題思想：想法 

作者感情：心境 

比較不同時期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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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 

比較吳均〈與宋元思書〉與〈石澗記〉 

風煙俱淨，天山共色。從流飄蕩，任意東西。自富
陽至桐廬，一百許里，奇山異水，天下獨絕。水皆
縹碧，千丈見底；游魚細石，直視無礙。急湍甚箭，
猛浪若奔。夾峰高山，皆生寒樹，負勢競上…… 

作者景物關係： 

作者讀者關係： 

作家的情思和創意 

評論作家的文學成就 

旁觀 / 投入 

主動被動 / 同遊共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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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 

柳宗元任柳州刺史的想法和心境 

查考柳宗元在柳州的政績 

閱讀《童區寄傳》(節錄) 

〈別舍弟宗一〉  

   零落殘魂倍黯然，雙垂別淚越江邊。 

   一身去國六千里，萬死投荒十二年。 

   桂嶺瘴來雲似墨，洞庭春盡水如天。 

   欲知此後相思夢，長在荊門郢樹煙。   

廣泛閱讀不同類型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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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ftang@ied.edu.hk (鄧城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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