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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修單元一選修單元一選修單元一選修單元一    

作家追作家追作家追作家追踪踪踪踪————————自選作家作品選讀自選作家作品選讀自選作家作品選讀自選作家作品選讀：：：：陶潛陶潛陶潛陶潛    

 
一一一一、、、、學習目標學習目標學習目標學習目標    

選讀陶潛不同時期、不同類型的作品，體味作家的情懷，深入認識作家

的作品風格，了解作品與作家生活和時代的關係，從而提升賞析、評論

作家作品的能力。 

 

二二二二、、、、學習重點學習重點學習重點學習重點    

1. 分析作品與作家經歷、寫作背景的關係 

2. 欣賞作家的情思和創意 

3. 從不同角度賞析及評論陶潛作品的思想內容和藝術手法 

4. 比較陶潛不同時期不同類型作品的特色 

5. 評論陶潛的文學成就 

6. 培養閱讀作家不同類型作品的興趣和態度 

7. 涵養心靈，領會作家的人生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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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悟陶潛的情懷，對作品有個人的感受 

2. 能運用文學學習基礎知識，理解和分析陶潛作品的特色 

3. 能運用文學學習基礎知識及從不同角度賞析、評論陶潛作品的思

想內容和藝術特色 

4. 樂於閱讀陶潛不同類型作品 

四四四四、、、、課節課節課節課節    

共 33 節（約 22 小時），每節 40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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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潛《五柳先生傳》 

2. 胡燕青《給陶潛的一封信》 

3. 陶潛《雜詩‧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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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陶潛《擬古‧其八》 

5. 陶潛《詠荊軻》 

6. 陶潛《庚子歲五月中從都還阻風於規林二首》 

7. 陶潛《和郭主簿二首》 

8. 陶潛《飲酒‧其十九》 

9. 陶潛《歸園田居‧其一及其五》 

10. 陶潛《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其二》 

11. 陶潛《移居二首》 

12. 陶潛《庚戌歲九月中於西田穫早稻》 

13. 陶潛《丙辰歲八月中於下潠田舍穫》 

14. 孟浩然《過故人莊》 

15. 陶潛《有會而作並序》 

16. 陶潛《乞食》 

17. 陶潛《飲酒‧其九》 

18. 陶潛《雜詩‧其四》 

19. 陶潛《詠貧士‧其七》 

20. 陶潛《飲酒‧其八》 

21. 陶潛《擬挽歌辭三首》 

22. 陶潛《歸去來兮辭並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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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篇章和篇章和篇章和書籍書籍書籍書籍：：：：    

1. 蕭統《陶淵明傳》 

2. 陳翔鶴《陶淵明寫〈挽歌〉》 

3. 謝靈運《過始寧墅》、《晚出西射堂》及《游南亭》 

4. 葉嘉瑩《陶淵明詩淺講》 

5. 韋鳳娟《悠然見南山──陶淵明與中國閒情》 

6. 廖仲安、唐滿先《陶淵明及其作品選》 

7. 王守國、衛紹生《文化視野中的陶淵明》 

8. 王定璋《陶淵明懸案揭秘》 

9. 陳美利《陶淵明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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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周振甫《陶淵明和他的詩賦》 

11. 王國瓔《古今隱逸之宗─陶淵明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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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流俗不同流俗不同流俗不同流俗，，，，早見抱負早見抱負早見抱負早見抱負 1-6 認識陶潛所處的時代、家世和性格，引導學生

思考作家的出身、際遇、個性和他的作品的關

係。 

2 違己交病違己交病違己交病違己交病，，，，守拙歸田守拙歸田守拙歸田守拙歸田    7-12 了解作家對現實和理想的抉擇，透過分析作

品中的矛盾感情，深入認識作家的人格。 

3 躬耕躬耕躬耕躬耕田園田園田園田園，，，，養真養真養真養真自得自得自得自得   13-23 賞析作家田園生活的不同作品，了解作家的

思想感情，領會作家歸隱養真的人生態度。 

4 固窮守節固窮守節固窮守節固窮守節，，，，樂天樂天樂天樂天知知知知命命命命    

 

24-30 賞析作家晚年的作品，了解作家貧病交迫但

固窮守節的情操，並體會作家樂天知命的達

觀精神。 

5 總結總結總結總結    31-33 總結陶潛的作品特色和文學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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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分組討論 

� 撰寫短文 

� 撰寫書信 

    

總結性評估總結性評估總結性評估總結性評估    

任選其一： 

� 撰寫專題介紹 

� 編選作品集，並撰寫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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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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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教教教學活動學活動學活動學活動    構思和備註構思和備註構思和備註構思和備註    

  

不同流俗不同流俗不同流俗不同流俗，，，，早見抱負早見抱負早見抱負早見抱負    
第第第第 1-6 節節節節    

 

  

1. 請學生舉出曾閱讀的陶潛作品，提問一些有關陶潛的軼

聞趣事，着學生說說個人對陶潛的觀感，以引發學生「追

踪」作家的興趣。 

配合學生在必修部分指定作

品《歸去來辭並序》的研習，

引導學生從陶潛的作品中，想

像作家的形象。 

陶潛的軼聞趣事如：不為五斗

米折腰、以頭巾漉酒、獨愛松

菊和撫無絃琴等故事，可加深

學生對陶潛的認識。 

可瀏覽： http://www.poyanglake.com 

  

2. 着學生自讀陶潛《五柳先生傳》及參考胡燕青《給陶潛

的一封信》，初步認識陶潛的個性及作品風格。 
 

  

  

3. 教師任意請兩至三位學生就閱讀所得及個人認知，介紹

陶潛的個性及作品風格，然後總結及補充。 

    

教師可參考陶潛《命子．其

四、其五》及《晉故征西大將

軍長史孟府君傳》，並向學生

介紹陶潛先祖長輩的德性對

他的性格的影響： 

� 陶氏家族由遠祖到晉，代

代德高望重，忠臣輩出。 

� 外組孟嘉是個既有氣節修

養，又非常從容坦率的人

物。 

� 陶潛尤以曾祖陶侃為榮。 

  

 教師亦可簡單介紹論者對陶  

 潛的評論，幫助學生了解其  

 風格： 

� 鍾嶸：古今隱逸詩人之宗

也。 

� 陳師道：淵明不為詩，寫

真胸中之妙爾。 



新高中中國文學學習單元設計示例(2012 年 2 月稿) 

6 

 

教教教教學活動學活動學活動學活動    構思和備註構思和備註構思和備註構思和備註    

� 朱熹：淵明詩平淡，出於

自然。 

� 蘇東坡：質而實綺，癯而

實腴。 

  

4. 講讀陶潛《擬古‧其八》、《雜詩‧其五》及《詠荊軻》，

讓學生討論陶氏有沒有人生理想和政治追求。 

 

陶氏恪守儒家教導，信奉六

經，熱切期望在短暫的人生中

建功立業，實現其修齊治平的

抱負和理想。後來選擇歸隱田

園乃因對政治不滿的個人抉

擇。   

理解陶氏大濟蒼生的理想和

歸田躬耕的現實兩重矛盾，是

認識他創作思想內容的基本

關鍵。                               

  

  

5. 教師略作總結，帶出陶潛所處的時代，家世和性格，引

導學生思考作家的出身、際遇、個性和他的作品的關係。 

本單元開始前，學生對陶氏所

處魏晉南北朝的社會現象應

有概括認識：社會動蕩、政治

腐敗、軍閥混戰、士族對立、

門閥之風盛行……  

  

6. 延伸閱讀： 

   蕭統《陶淵明傳》 

 

 

違己交病違己交病違己交病違己交病，，，，守拙歸田守拙歸田守拙歸田守拙歸田    
第第第第 7-12 節節節節    

 

  

1. 教師向學生介紹作家一生中五次出仕的資料，讓學生初

步了解陶潛的仕途歷程。   

  晉孝武帝十八年（393 年）二十九歲   江州祭酒 

晉安帝四年（399 年）三十五歲   桓玄佐僚 

晉安帝元興三年（404 年）四十歲 劉裕鎮軍將軍參軍 

  同年轉劉敬宣建威將軍參軍 

為了實現政治理想，也為了

謀生養家，陶潛步入仕途，

但當體會官場巧偽、仕途險

惡而政治理想失落和個性被

扭曲時，他作了歸隱的抉

擇。 

蕭統《陶淵明傳》： 

「親老家貧，起為州祭酒；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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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教教教學活動學活動學活動學活動    構思和備註構思和備註構思和備註構思和備註    

  晉安帝義熙元年（405 年）四十一歲   彭澤縣令 

 

堪吏職，少日自解歸。州召主

簿，不就。」               

  

2. 講讀陶潛《庚子歲五月中從都還阻風於規林二首》兩篇

作品，引導學生討論： 

‧作品的寫作背景 

‧作者的情懷 

‧作品的藝術手法 

這是陶潛的行役詩，當時陶氏

在桓玄的幕府任職，他奉桓玄

之命去京都辦公事後返回，途

經潯陽，詩人順道返里省親。

兩詩表達了作者厭倦仕途，依

戀田園的思想感情，真實地抒

寫了詩人「出仕」與「歸隱」 

 的矛盾心情。 

其一借景寓意、借景抒情，並

以隱喻表現詩人的隱衷，含蓄

而有意趣。 

其二借山川之險襯托仕途之

險，說明仕途可畏，用巽坎

比喻仕途中吉凶順逆。      

 

 

教師可因應情況，讓學習動機

較強的學生，並讀陶潛《辛丑

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口》

與《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

作》，引導學生理解作品的主

題內容，並賞析作者為官時的

的心態。 

《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

塗口》寫為官之苦，回憶起過

往無官的自由自在，十分留

戀。告別仕途，養心全性是他

的心願。 

《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作》

寫赴職途中的苦悶，進一步

表白自己無心於仕途，詩意

含蓄。  

陶潛五次為官五次歸隱，每

次剛踏上仕途，就憶念着故

園親老，隱居讀書的自適。

學生從兩詩可見陶潛為官時

「一心處兩端」的矛盾心

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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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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導讀陶潛《和郭主簿二首》，引導學生賞析作者對仕與

隱的情懷，並體悟作者的人生態度： 

 

《和郭主簿二首》兩詩並非一

時之作，前一首寫於夏天，後

一首寫於秋天，內容也不盡相

同，各有意趣。前者讚美田園

生活，後者謳歌芳菊和青松。

前者鋪陳，直抒胸臆；後者比

興，由芳菊和青松興起幽人。

兩首和友人表白心跡之餘，亦

表明了自己的人生態度。 

  

4. 自讀陶潛《飲酒‧其十九》，就以下三方面，引導學生

探討陶潛對仕與隱的心態，進一步體悟作者內心苦悶矛

盾的心情： 

‧作品的寫作背景 

‧作者的矛盾之情 

‧作品的表達手法 

作家用追述的語氣訴說自己

往昔何故出仕，又何故歸隱，

寫出了仕與隱的矛盾心情，既

有為官的悔恨，也有辭官後聊

以自慰的苦笑。 

作品用了楊朱和二疏兩個典

故，詩意含蓄，富有韻味。運

用疊字和誇張也令詩歌更富

感情色彩。 

  

5. 延伸活動： 

鼓勵學生蒐集陶潛的作品和相關資料，探討陶氏去官歸

隱的原因，並與同學分享研習的心得。 

 

  

6. 着學生朗讀陶潛《歸園田居‧其一》，然後分組討論： 

‧「守拙」一語是褒抑或貶？ 

‧「守」是無奈之退守，抑或是堅持原則的堅守？ 

‧「守拙歸園田」所表現的，是終於如願以償的喜悅， 

   還是為世所逼、百般無奈的抉擇？ 

‧ 詩歌反映了陶潛怎樣的人生態度？ 

� 透過分組討論，了解學生

對作品的理解及分析能力（例

如「守拙歸園田」所表達作者

對田園生活的嚮往）和對陶潛

的人生態度的認識（例如：喜

愛自然，甘於淡薄，討厭爾虞

我詐的官場生活）。 

  

7. 教師總結： 

「感情」是文學創作的根源，探討作家不同作品的情

懷，有助認識作家的人格和思想。透過所研習的作品，

賞析陶潛的矛盾情懷，了解作家對現實和理想的抉擇，

可深入體會作家的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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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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躬耕自樂躬耕自樂躬耕自樂躬耕自樂，，，，田園養真田園養真田園養真田園養真    

第第第第 13-23 節節節節    
 

  

1. 重溫《歸去來辭並序》，了解辭去彭澤縣令，是陶潛一

生前後兩期的分界線。在此以前，他不斷在官僚與隱士

這兩種角色中作選擇，心情很矛盾。這以後，他堅定了

隱居的決心，一直過着隱居躬耕的生活，造就了他開掘

田園詩的泉源。 

 

他的田園詩有的是通過描寫

田園景物的恬美、田園生活的

簡樸，表現自己悠然自得的心

境。 

或春遊、或登高、或酌酒、或

讀書、或與朋友談心，或與家

人團聚，或盥濯於簷下，或採

菊於東籬，凡此景象無不化為

美妙的詩歌。 

  

2. 講讀陶潛《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其二》，引導學生探

討陶氏歸耕的勞動之樂。 

    

詩中夾敘田間勞動的欣悅，聯

想到古代隱士的操行，深感

「憂道不憂貧」的難得難能。

或說理、或敘事、或寫景、或

抒情，景情事理交融匯合，最

後道出主旨，「聊為隴畝民」。 

陶潛將他的生活寄託在田園

之中，以古代那些志行高潔的

隱士為楷模，鼓勵自己隱居求

志，在田園養真。 

  

3. 導讀陶潛《移居‧其一》及《移居‧其二》兩篇作品，

探討作者歸隱後與鄰里鄉黨交往的人情之樂，並賞析兩

詩的藝術特色： 

� 讓學生談談對這種鄰里關係的看法。 

� 向學生提問：詩歌淺易如白話，有甚麼值得欣賞？ 

 

兩詩主題相同，題材不一： 

《移居‧其一》寫詩人與鄰里

在一起高談闊論，讀書論文。

《移居‧其二》說詩人與鄉黨

登高賦詩，過門招飲，農閑相

思，披衣起訪，言笑無厭。 

兩首五言詩都以事實言情達

意，讀來樸實動人。 

蔣薰：「真是口頭語，乃為絕

妙詞。極平淡，極色澤。」 

伍涵芬：「語淡而味腴，和粹

之氣，悠然流露，最耐玩味。」） 

  

4.  導讀陶潛《庚戌歲九月中於西田穫早稻》和《丙辰歲

八月中於下潠田舍穫》，引導學生理解作者對歸隱躬耕

的作用和意義的看法，比較兩首詩歌表現手法的不同之

處，並撰寫成短文。 

 

陶氏寫了《庚戌歲九月中於

西田穫早稻》六年後，又寫

了《丙辰歲八月中於下潠田

舍穫》，兩詩都是寫秋收的，

都寫了秋收前的愉快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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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寫法有所不同。 

前者以議論入詩，寫詩人對

農耕的認識，強調勞動的重

要性，每個人都應通過勞動

謀取衣食。 

後者以敘述為主，直抒胸

臆，說明自己為什麼要努力

耕作和「不言春作苦」的原

因，從而肯定了勞動的意

義。 

� 可透過撰寫短文，了解學 

生對： 

� 作者思想感情的理解（如：

對農耕作用的認同、歸田意

志的堅定……）； 

� 作品表現手法的分析（如：

夾敘夾議，以理取勝；事中

見情、景中見情，直接抒

懷……）。 

   

 教師可因應學生程度，導讀

陶潛《勸農》及《飲酒‧其

五》，探討陶潛對田園農耕

生活的自得自樂，進一步體

悟作者歸耕養真的人生哲

學。 

 

黃文煥《陶詩析義》：「杜

民智巧，惟在勸農。民農則

必樸，移風易俗，反樸在

是」。 

《飲酒‧其五》寫陶氏身居人

境，心遠塵世，採菊東籬，全

情融入大自然，深深體味到此

中真意。 

陶潛歸向田園，寓於農耕，對

他來說，正是一種更高理想的

獲得。它能使人返璞歸真，回

復崇高的思想境界。 

  

5. 着學生自讀陶潛《歸園田居‧其五》與孟浩然《過故人

莊》，討論： 

‧同寫田園生活，兩詩有何異同？ 

陶潛之後的田園詩，如唐代孟

浩然、韋應物，宋代的范成大

等人的作品，雖寫了田園風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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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詩中，你較喜歡哪一首？為什麼？ 

               

和田園生活，但缺少躬耕體驗

的描寫，也缺少對人生之道的

深切理解。 

山水田園詩人、同時也是布衣

詩人的孟浩然，一生未正式入

仕，較能體會陶潛的情懷。 

嘗云：「嘗讀高士傳，最嘉陶

徵君。日耽田園趣，自謂羲皇

人。」（《仲夏歸南園寄京邑舊

游》）  

孟浩然大多數時光在隱居中

度過，故更能體會出「園林 

之情」。其詩寫田居生活別具

詩情畫意，而全無農家勞作之

苦，與陶詩同中有異。 

  

6. 教師總結： 

   作家的人生觀，會隨人生閱歷及際遇而有所變化。學生 

    必須廣泛閱讀作家歸田生活的不同作品，了解作家的思 

    想感情，才能深切領會作家歸隱養真的志趣。 

田園是陶潛個人高尚節操的

象徵，淳真樸實理想的實現。

田園不僅給與陶潛自然的環

境，衣食的供給，更給與他一

個能夠維持理想與尊嚴的天

地。 

7. 延伸活動 

清代詩人沈德潛說詩「貴有理趣」（《清詩別裁‧凡例》）， 

陶詩往往富於理趣。着學生從陶潛的作品中摘錄富有理

趣的詩文句子，並就個人的體會、對自己的啟發等，撰

寫短文。 

 

 

 

他的詩不是從抽象的哲理出

發，而是從生活出發，將生活

中的感受昇華為哲理，又將這

哲理連同生活的點滴，以詩的

形象和語言表現出來。所以他

的詩既有哲人的智慧，又有詩

人的情趣，雋永厚樸，耐人尋

味。 

 例：《和郭主簿‧其二》以

東園青松與眾草作一反襯，青

松平時為眾草所掩，在冰霜之

後卓然見枝，而眾草在寒霜之

後殄滅沒姿，用以喻示松在平

時不與世推移，在寒霜中獨能

高其姿容，青松、眾草各有其

風姿，浮生亦如斯，人世應如

何擇抉，不為物役，不與濁世

同流，是一種抉擇的智慧，以

松、草譬況，哲理自寓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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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窮守節固窮守節固窮守節固窮守節，，，，樂天樂天樂天樂天知命知命知命知命    

第第第第 24-30 節節節節    
 

  

1. 講讀陶潛《有會而作並序》與《乞食》兩篇作品，引導

學生分析作者晚年的生活和詩中所抒發的志氣，對作家

固窮守節的情操有所體悟。 

  

    

 

「固窮」出自《論語‧衛靈 

 公》，意思是不因窮而放棄道 

 德原則。「固窮」的思想並不 

 新鮮，但以「固窮」作為詩的 

 主題，卻是始自陶潛。 

《有會而作並序》與《乞食》

都是陶氏在晚年遇上災年的

生活實錄。《乞食》用直說的

方法交代乞食的原因和心

理，語言精煉直接，詩歌真實

感人。 

《有會而作並序》如實地敘述

了詩人在災年歲暮時的窮困

狀況和在窮困飢餓威脅面前

的複雜心情。一會兒以為「嗟

來之食」可以受用，一會兒又

覺得「固窮」才是正確，最後

用君子的「固窮」去否定小人

的「斯濫」，「君子之道」戰

勝了「小人之道」。 

這首詩既寫了作者挨餓欲食

的心理，又寫他固窮守節的品

德，有曲折，有變化，陶潛的

形象真實非常，格外可親。 

  

2. 把陶潛的《飲酒‧其九》與《雜詩‧其八》及《詠貧士‧

其七》並讀，引導學生探討三詩的：  

‧ 主題思想 

‧ 題材內容 

‧ 表達手法 

 

《飲酒‧其九》像屈原的《漁

父》通過主客答問，詩人表達

了自己不可動搖的歸隱意

志：「吾駕不可回！」。 

《雜詩‧其八》反映了作者窮

困的生活，也表達了他心中的

不平。詩人憤怒地用反語嘲諷

「不勞而食」的社會現象，仿

若詩經《伐檀》的勞動者的怨

聲。感到無奈仍安貧守道，自

甘淡泊。 

「誰云固窮難，邈哉此前修」

（《詠貧士》其七）這兩句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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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作者堅持自己的道德原

則，並以前人為榜樣。 

《詠貧士》七首，分別吟詠了

多位古代的安貧樂道之士。其

二曰：「何以慰吾懷，賴古多

此賢。」寫作者以古代的先賢

作為同道相勉。 

這種固窮安貧的人生態度，以

及古代的固窮安貧之士，已成

為陶潛的精神支柱，支持他抵

制利祿的誘惑，在貧窮中堅守

自己的道德原則，維持心理的

平衡及高潔的精神。 

  

3. 導讀陶潛《飲酒‧其四》與再讀《和郭主簿‧其二》，

着學生體會松菊的特性，並引導學生賞析陶潛固窮守

節，潔身自好，不隨波逐流的情志。 

 

 

松有節操，陶潛喜以孤松自 

比，寄託其卓然不俗的人格。 

菊有隱德，陶潛以菊自比，寄 

託其不同凡俗的隱逸情趣。 

  

4. 導讀陶潛《擬挽歌辭三首》，與學生分析陶潛的人生態

度。 

樂天知命：認為死是自然的

事，淡然面對生前榮辱與親

友，軀體與自然融而為一。 

  

5. 承上題，請學生撰寫一封信給陶潛與他探討對生命的看

法。 

� 可透過撰寫書信，了解學

生： 

� 對陶潛死後的生活（如：魂

已散，只有軀體與自然同

存；已不能說話，不能看到

東 西 ， 但 能 聽 到 親 友

哭；……）及心境（如：不

再記掛生前榮辱得失與親

友，只恨在世飲酒不足）的

理解； 

� 對陶潛人生態度的理解； 

� 能否藉此表達自己的看法。 

  

6. 教師總結：    

作家晚年貧病交加，生活艱苦，但正好體現了作家對理

想的堅持執着，對人生的豁達開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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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延伸閱讀：    

陳翔鶴《陶淵明寫〈挽歌〉》見(2005)《中國短篇小說

百年精華》（當代卷），香港：三聯出版社。 

 

 

 

 

總結總結總結總結    

        第第第第 31-33 節節節節    
 

  

1. 總結本單元的學習，着學生從作品中歸納陶潛的個性特

點。 

 

例如：多情重情、熱愛自然、

少有抱負、情趣橫溢、達觀知

命…… 

 

  

2. 結合本單元所學習的作品，引導學生討論、總結陶潛的

作品特色： 

‧創作方式重感興、物我交融。 

‧詩風之平淡，並非平白、平直，而是淡遠、渾融。 

‧煉字琢句，能力高超，讀者並不覺出修飾、雕刻的痕

跡。 

 

詩歌（有四言、五言）的題材，

主要可以分為五類：田園詩、

詠懷詩、詠史詩、行役詩和贈

答詩。 

作品的總體藝術特色：自然率

真、感情洋溢，具哲理兼情

趣。 

  

3. 延伸活動： 

   陶潛與謝靈運同為山水田園詩人，二人並提，由來已

久。着學生就本單元所習陶氏田園詩歌，與下列謝氏詩

作比較，賞析二者的藝術手法。 

岩峭嶺稠叠，洲縈渚連綿。白雲抱幽石，綠筱媚清漣。

（《過始寧墅》） 

   連障叠潛崿，青翠杳深沉。曉霜楓葉丹，夕曛嵐氣陰。

（《晚出西射堂》） 

   時雨夕澄霽，雲歸日西馳。密林含餘清，遠峰隱半規。

（《游南亭》） 

 

陶詩不重色彩，風格平淡。謝

詩色彩華麗，多用對偶、奇

句。 

陶詩以寫意取勝。謝詩則以形

似見長。 

陶詩以理趣情趣的融合為人

稱譽。謝詩則以自然美之描寫

被人讚賞。 

  

4. 總結性評估：任選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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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以「陶潛的魅力」作專題介紹陶潛其人其事。 

        學生可以小組或個人形式完成，內容應包括以下   

        各項： 

� 從不同角度描述陶潛的魅力，如為人、喜好、

人生價值、思想感情、處世原則、政治態度等 

� 內容不宜多於五項但不可少於三項 

� 每項均須援引不少於三篇陶潛相關作品，加以

說明並評述 

 

 

� 透過撰寫專題介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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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對作家的認識 

� 對作品的體悟 

� 從不同角度賞析並評論作

家的特質及其作品的內容

和藝術特色，並有個人的見

解 

� 表達清晰、精要、流暢 

(2) 坊間為古今名家出版的文集甚多，同一作者的作品

選集，各有不同的選文。試為陶潛選取最愛的六篇

作品結集，然後撰寫序文一篇，並說明喜愛的原因。

六篇作品須有陶氏的四言詩、五言詩和辭賦散文各

一篇。 

 

� 透過編選作品集及撰寫序

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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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能對作品有個人深刻的體

悟 

� 從不同角度賞析及評論作

品的內容及藝術特色，並有

個人的見解 

� 表達清晰、精要、流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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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延伸閱讀  

（1） 葉嘉瑩《陶淵明詩淺講》見(1998)《好詩共欣

賞——陶淵明、杜甫、李商隱三家詩講錄》，

台北：三民。 

（2） 韋鳳娟(1975)《悠然見南山──陶淵明與中國閒

情》，香港：中華書局。 

（3） 廖仲安、唐滿先(1999)《陶淵明及其作品選》，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4） 王守國、衛紹生(1999)《文化視野中的陶淵明》，

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 

（5） 王定璋(1996)《陶淵明懸案揭秘》，成都：四川

大學出版社。 

（6） 陳美利(1996)《陶淵明探索》，臺北：文津出版

社。 

（7） 周振甫(2006)《陶淵明和他的詩賦》，南京：江

蘇教育出版社。 

（8） 王國瓔(1999)《古今隱逸之宗─陶淵明論析》，

臺北：允晨文化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