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年端午節前夕，由趨勢教育基金會與國家圖書館共同合辦的戲劇展演《屈原，遠遊
中》，將大家最熟悉、卻也最陌生的屈原搬上舞臺。在古今交錯、虛實呼應的舞臺上，國光
劇團名角唐文華、溫宇航、朱安麗、陳清河等人分別飾演屈原、招魂者、山鬼、卜者與漁父
，以戲曲歌舞重現2,300年前屈原忠貞憂憤、鬱鬱情深的耿耿心志及其經典的楚辭篇章；並由
趨勢教育基金會執行長陳怡蓁、師大國文系教授陳義芝、政大宗教所榮譽教授李豐楙3人穿針
引線，從文學、民俗宗教、心理學等不同面向出發，為觀眾帶來認識屈原生平和其文學成就
的新視角。最終更由詩人向陽、陳義芝分別獻詩，以薪火傳承的精神，向一代詩人之祖致上
最高的敬意。

而今，這股人格典範的動能，將透過品學堂《閱讀理解》學習誌繼續薪傳，並且向下紮
根，轉化為更貼近教學使用的文本與評量材料，推出《閱讀理解✕趨勢經典文學劇場屈原特
刊》。2017年3月發刊的第14期《閱讀理解》季刊之主題為「素養」。無獨有偶，《屈原特
刊》將帶領讀者從更深更廣的面向認識屈原，了解他的生命故事，同理他的生命困境，思考
他的生命命題，化為自己的生命經驗，反思現在的生活；關照其作品，探討其所代表的人格
精神，期望讀者能從中尋得在的現代世界中，面對挑戰的力量。如此，亦完成了「素養」的
學習。

本刊將《屈原，遠遊中》舞臺劇與經典文本結合，以趨勢教育基金會特別設計的「屈原
十問」為脈絡，帶領大家認識這位經典人物。本書共包含「屈原簡介」、「楚文化」、「屈
原的選擇」、「屈原的作品和影響」以及「屈原在現代」5個主題，每個主題包含3個單元，
分別為「屈原十問」、「精選文本」以及「經典劇場」，提供讀者從引起動機、閱讀理解到
情意感知，完整的學習內容。除了挑選劇中提及的經典文本設計閱讀理解評量之外，也就劇
中內容與形式設計提問，引導觀眾搜尋劇中的重要資訊，幫助讀者理解本劇與屈原，進一步
使讀者掌握其人格典範和精神。讀者可以透過本書提供的網址進入影片欣賞，並根據影片內
容，完成每一單元的提問。其中以素養為核心的提問設計，希望幫助讀者連結屈原的人格典
範及自身所處的生活情境，明白詩人精神在現代的意義。

在此，編輯群要特別感謝協力推動經典劇場的陳怡蓁女士、陳義芝教授、李豐楙教授、
導演李易修先生、編劇邢本寧女士、國光劇團名角唐文華先生、溫宇航先生、朱安麗女士、
陳清河先生，以及所有參與本齣戲劇工作的相關工作人員。因為他們的努力，才有經典文學
劇場的誕生，本刊也才能發行，有機會為臺灣的經典閱讀與生命典範教育，盡一份心力。

這是一個新的嘗試，連結多媒體，將古典經典文本、文學劇場與閱讀理解結合，發展其
之於教育和未來世界發展的積極意義。趨勢教育基金會和品學堂在此誠摯的邀請各位讀者，
加入推動經典文學推廣與閱讀素養教育的行列，攜手前進！

編者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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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好苦，但屈原不說。

那大家怎麼會知道呢？

沒關係，趨勢教育基金會與品學堂，

一次解決各位對屈原的疑問，

讀完這一本後，包你今年端午粽子吃得更安心。

歡迎分享。聽說喜歡屈原的人都很善良呢！

屈原是你我最熟悉的陌生人
你真的認識屈原嗎？
屈原有〈天問〉
趨勢教育基金會與品學堂合作準備十問
讓今年的你比之前的你多認識屈原一點

十
問



屈原（西元前343年∼西元前278年），戰國時期楚
國人。出身美好，是楚王室後裔，加上後天的修養「博
聞彊志，明於治亂，嫻於辭令」，深得楚懷王重用，20
多歲進入楚國的政壇中心，官任左徒，兼管內政「入則
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外交「出則接遇賓客，應
對諸侯」。

屈原依據正道直行其事，卻招來朝廷同僚不滿。他
所主張的變法改革，因觸犯舊有貴族利益而遭抵抗；另
外，當時的楚國內部分為兩派：一是以子蘭、上官大夫
靳尚為主，取媚於強秦的「親秦派」；另一則是主張聯
齊抗秦，以昭雎、屈原為代表的「親齊派」。屈原因才
華出眾，遭人忌妒，又因政治主張的歧異，受小人挑
撥，善變的楚懷王與繼位的楚頃襄王昏聵無能，在任內
期間皆各自流放屈原。

屈原被放逐後，始終眷戀著祖國，他因悲憤創作出
許多動人的作品，深刻的表達了個人對於家國、民族熾
烈的熱愛，更寫下不朽的生命告白長詩〈離騷〉。他創
作的新文學體裁「楚辭體」，風格華美、想像奇絕，深
具抒情性，在文學史上佔有開創性的重要地位。

在頃襄王21年，秦將白起破楚國首都「郢」，國都
陷落、百姓流亡，遠在江南的屈原聽到消息，痛哭欲
絕，最終選擇懷石自沉汨羅江，享壽約66歲。屈原忠貞
的心志與高潔的情懷因此成為典範，受世人讚頌。

姓   名：屈原

出生地：湖北秭歸

生   日：寅年寅月寅日

外   貌：身材瘦長、面容俊美

身   世：戰國時期楚國人，貴族

職   場：詩人、官任左徒（類似行政院副院長）、

            三閭大夫（管宗廟祭祀、貴族子弟的老師）

命   運：遭楚王二度流放，後懷石自沉於汨羅江

作   品：以〈離騷〉最為後人所知

成   就：開創中國文學體裁——楚辭體、
            中國文學第一人

「屈原十問」內容版權歸趨勢教育基金會所有，任何單位及個人未經許可，不得擅自轉載或翻印。

趨勢經典文學劇場《屈原，遠遊中》
中的屈原（唐文華飾）

屈原簡介
十
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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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想像力 5
作品浪漫華美，充滿楚文化
神靈傳說，富含巫術色彩。

眉毛上挑如劍、
鬢角向上梳、
高綰起的髮髻、
以及插滿頭的香花。

愛美有潔癖 5

外交攻擊力 2
性格單純率真、嫉惡如仇，
情感直露而激烈，
非理性冷靜的政治家。

移動範圍 4
屈原放逐之旅，
從郢都出發，
沿著長江、夏水，
一路東行

政治拉扯力 2
堅持主張改革變法，
聯齊抗秦的合縱策略。

70

-1 60 49 69

69 59 67

A B C D

HGFE

Q
一問屈原
根據屈原戰力分析圖的描述
屈原你哪位？(下面人物畫像上的數字代表該人的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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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  胡

衛
魯

宋
鄒秦

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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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

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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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

 P5 一問解答 其實上頁的圖片全部都是屈原的畫像，真實取材自屈原故里秭歸的屈原祠。

Q
二問屈原
大家都說屈原是愛國詩人，
他到底是愛哪一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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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說：屈原是在汨羅江上尋短的錯誤示範者，卻讓我們傳唱了千百
年。國都陷落，屈原選擇投江身亡，但是你有沒有想過，「愛國詩人」屈
原，他愛的究竟是哪一國呢？

屈原為戰國時期楚國人。

寫《史記》的司馬遷認為，以屈原的才能，在百家爭鳴的戰國時期，
實在沒有一定要待在楚國的道理。

當時名家輩出，周遊列國是名士普遍流行的生存方式。君王紛紛重用
學說思想張顯的策略家，如代表人物張儀，他原本是魏國人，曾經想在楚
國謀取官職，卻沒有受到楚懷王的重用，後來他到秦國當上丞相。是名副
其實的「朝秦暮楚」。

既然如此，屈原為什麼要執著於楚國呢？

《史記》中提到，屈原是「楚之同姓」，身為皇族嫡系，屈原對於國
家有一份特殊的責任感，認為自己與楚共生滅，對祖國始終如一，如對待
愛人般眷戀的愛著自己的國家。祖國的命運就是自己的命運，為了自己生
長與熱愛的土地，他願意犧牲奉獻，選擇對國家有利正確的道路行走。

所以與其說屈原愛國，更適切的說，他熱愛的是自己的故鄉土地、人
民與文化。

戰國以前，楚國被中原地區諸侯國視為未開化的蠻夷之幫，楚國人是
原始的野蠻民族。但是，楚人卻不以為意，反而充分保留自己文化的獨特
個性。從屈原的作品中，我們可以發現保留許多楚文明特有的民俗情境。 

進一步比較楚文化和中原文化的差異，楚文化屬於南方文化、長江流
域文化，特色為崇火尚鳳、親鬼好巫、天人合一、浪漫、用色大膽鮮豔；
與北方中原文化尚土崇龍、敬鬼遠神、天人相分、強調現實主義，兩者形
成強烈的對比。藉由理解此截然不同的文化背景差異，更容易明白屈原的
執著選擇。

A
屈原的祖國——
與中原文化大相徑庭的楚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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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帝子：指湘夫人。有人認為湘夫人是帝堯的
          女兒娥皇、女英。
（2）  兮：楚辭中常用的語助詞，無義，表示語氣
          的停頓，豐富詩歌的節奏感。
（3）  目眇眇：眇ㄇㄧㄠˇ，用盡目力眺望。
（4）  愁予：使我愁苦。
（5）  嫋嫋：微微吹動的樣子。
（6）  白薠：薠ㄈㄢˊ，水草名。
（7）  與佳期：同佳人約會；佳，指佳人。
（8）  夕張：在黃昏時陳設布置。夕，劉永濟先生
          以為指前夕。
（9）  萃：草木叢生的樣子，引申為聚集。
（10） 罾：ㄗㄥ，漁網。
（11） 沅：沅江，在今湖南西部。
（12） 茝：ㄔㄞˇ，一種香草，即白芷。
（13） 醴：醴江，今稱醴水，在湖南醴縣南邊。
（14） 公子：古代對貴族子女的通稱，此指湘夫
          人。
（15） 荒忽：不分明的樣子。
（16） 水裔：水邊。
（17） 江皋（皐）：皋ㄍㄠ，江岸。
（18） 西澨：澨，ㄕˋ，湖西水邊。
（19） 騰駕：駕車奔騰。
（20） 偕逝：偕，一同。指與湘夫人同往。「聞
          佳人兮召予」至「靈之來兮如雲」：此9句
          描寫敘事者的內心想像，表達與佳人共同生
          活的嚮往。
（21） 葺：覆蓋。
（22） 荷蓋：即荷葉。
（23） 蓀：香草。
（24） 紫：紫貝。指用紫貝堆砌。
（25） 匊：ㄐㄩˊ，敷，布。
（26） 芳椒：即花椒。
（27） 成：塗飾屋壁。以花椒塗室，取其溫暖，
          可除惡氣；又兼取其多子之義。
（28） 桂：一種香木。棟：屋梁。
（29） 蘭：木蘭，香木名。橑：ㄌㄠˇ，屋椽。
（30） 辛夷：玉蘭樹，一說即為木蘭。楣：門上
          橫樑。
（31） 葯：即白芷。
（32） 罔：通網，編織。
（33） 薜荔：ㄅㄧˋㄌㄧˋ，木蓮，古人以為香
          草。帷：帷帳。

本文內容與評量版權歸品學堂文化股份有限公司所有，任何單位及個人未經許可，不得擅自轉載或翻印。

一

帝子1降兮2北渚，目眇眇3兮愁予4。

嫋嫋5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

登白薠6兮騁望，與佳期7兮夕張8。

鳥何萃9兮蘋中？罾10何為兮木上？

沅11有茝12兮醴13有蘭，思公子14兮未敢言。

荒忽15兮遠望，觀流水兮潺湲。

麋何食兮庭中？蛟何為兮水裔16？

二

朝馳余馬兮江皐17，夕濟兮西澨18。

聞佳人兮召予，將騰駕19兮偕逝20。

築室兮水中，葺21之兮荷蓋22。 

蓀23壁兮紫24壇，匊25芳椒26兮成27堂。

桂棟28兮蘭橑29，辛夷楣30兮葯房31。

罔32薜荔兮為帷33，擗34蕙櫋兮既張35。

白玉兮為鎮36，疏37石蘭38兮為芳。

芷葺兮荷屋，繚39之兮杜衡40。

合41百草兮實42庭，建43芳馨兮廡44門。

九嶷45繽兮並迎，靈之來兮如雲。

三

捐46余袂47兮江中，遺48余褋49兮醴浦50。

搴51汀洲兮杜若52，將以遺53兮遠者。

時不可兮驟54得，聊55逍遙兮容與56。

註釋

楚文化有什麼特色？
透過九歌，一起體驗楚地的巫覡浪漫風情！

九歌．湘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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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擗：剖開。
（35） 櫋：ㄇㄧㄢˊ，屋簷板。既張：已經張掛
          好了。
（36） 鎮：鎮壓坐席之物。
（37） 疏：散布。
（38） 石蘭：即山蘭，蘭草的一種。
（39） 繚：纏繞。
（40） 杜衡：即杜蘅，香草名。
（41） 合：匯集。
（42） 實：充滿。
（43） 建：陳列、設置。
（44） 廡：ㄨˇ，廳堂四周的廊屋。
（45） 九嶷：嶷ㄧˊ，山名，又名蒼梧。此指九
          嶷山群神。
（46） 捐：拋棄。
（47） 袂：衣袖。
（48） 遺：丟掉。
（49） 褋：單衣。
（50） 浦：水邊。
（51） 搴：拔取。
（52） 杜若：香草名。
（53） 遺：贈送。
（54） 驟：屢次。
（55） 聊：姑且。
（56） 容與：從容自在的樣子。 

19

「湘夫人一開篇就是憧憬神靈降臨的句子：『帝子降
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詩人鄭愁予的筆名就出自
於此。」（劇中臺詞）

「衣服、玉飾品，或者是香草香花，都是癡情守望的
信物，後來就變成祭祀的禮品。」（劇中臺詞）

〈湘夫人〉是《九歌》的篇章之一。《九歌》為祭神的宗教詩歌，閱讀

時可就詩歌內容與功能加以想像，幫助釐清本詩的書寫觀點。詩中出現

的許多物象，除了其本身的物質意義外，亦有豐富的象徵意涵，讀者需

多加留心。

趨勢經典文學劇場李豐楙教授

趨勢經典文學劇場陳怡蓁女士、陳義芝教授



問題一：[省思評鑑] 
（        ）請問本文最不容易在下列哪項刊物中看到？

(1)  《戀愛詩文集》
(2)  《楚王室文化》
(3)  《香草植物圖鑑》
(4)  《地理中國：楚澤南鄉》

問題二：[統整解釋]
（        ）請問本文以何者的視角書寫而成？

(1)  湘夫人視角
(2)  湘夫人愛慕者視角
(3)  第三者的全知視角
(4)  以上皆非

問題三：[統整解釋]
（        ）文中的主角遭遇到何事？

(1)  不敢親赴此次約會
(2)  愛慕對象移情別戀
(3)  約會對象遲遲未到
(4)  因路程來不及赴約

問題四：[統整解釋]
（        ）「鳥何萃兮蘋中？罾何為兮木上？」「麋何食兮庭中？蛟何為兮水裔？」此4句
              所描寫的意象，所表達的意思何者為是？

(1)  解釋思慕之人遲遲未至的原因
(2)  以異象暗喻所求不可得的失落
(3)  象徵心中想見卻不敢見的矛盾
(4)  抒發因受困而無法赴約的憤慨

請依據前述文章回答下列問題。

問思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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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五：[統整解釋] 
君君想為3個段落下小標題，請完成下列空格來協助她。
(A)  因心理失落產生幻想
(B)  對湘夫人的苦苦盼望
(C)  湘夫人如期奔赴北渚
(D)  相見後兩方和好如初
(E)  對現實的憤慨與釋然

請作答：

第1段（　　）→第2段（　　）→第3段（　　）

問題六：[統整解釋]
（        ）下列哪句反映了主角心態的釋懷？

(1)  聞佳人兮召予，將騰駕兮偕逝
(2)  捐余袂兮江中，遺余褋兮醴浦
(3)  時不可兮驟得，聊逍遙兮容與
(4)  朝馳余馬兮江皐，夕濟兮西澨

問題七：[統整解釋]
（        ）下列何者並非本文的敘事手法？

(1)  以擬人筆法寫事物
(2)  虛寫以及實寫相間
(3)  注重人物意識流動
(4)  運用大量比興手法

問題八：[省思評鑑]
（        ）下列詩句對秋天意象引發的情緒聯想，與本文最為接近？

(1)  銀燭秋光冷畫屏，輕羅小扇撲流螢——杜牧〈秋夕〉
(2)  秋風蕭瑟天氣涼，草木搖落露為霜——曹丕〈燕歌行〉
(3)  待到秋來九月八，我花開後百花殺——黃巢〈不第後賦菊〉
(4)  八月秋高風怒號，捲我屋上三重茅——杜甫〈茅屋為秋風所破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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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場＋第一場「招魂」

本網址有效期限為2017年3月至10月30日止，若您因教學需
求，需延長影片觀賞期限，請寫信至趨勢教育基金會
fd_trend@trend.com.tw，信件主旨請註明「《屈原，遠遊中》
影片教學申請」，將由專人與您聯繫。

《屈原，遠遊中》影片觀賞連結：
  http://www.trend.org/QuYuan
（或掃描左方QR 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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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遠遊中》的屈原（唐文華飾）與招魂者（溫宇航飾）



問題一：
劇中道士驅趕鬼怪的動作在道教中稱作什麼？能達到什麼功用？在本場戲中的目的為何？

問題二：
戲劇以一個祭典作為開場，可以凸顯楚文化中的哪一個特色？

問題三：
根據楚地文化，哪一種圖騰被楚人視為最崇高的象徵？

問題四：
端午節是起源於中國南方江浙一帶的節日，最著名的習俗是賽龍舟。賽龍舟的普遍和興
盛，與楚地浙江一帶的什麼地理特色有關係？

問題五：
端午節的龍舟競渡活動，最初的目的為何？

問題六：
影片中提到，「招魂」有兩個解釋，請問分別是什麼？

影片提問 請觀看影片（00：00：00∼00：39：55），回答下列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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