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 

臺北市第 13 屆中小學及幼稚園  

教育專業創新與行動研究徵件活動  

高中組－教育專業經驗分享類 

 

 

 

 

古典詩的現場創作 

－以「七絕詠史」為例 

 

 

 

 

作者：白濬暉  

 

服務機關：臺北市立百齡高級中學  



 1 

古典詩的現場創作－以「七絕詠史」為例 

臺北市立百齡高中  白濬暉 

 

摘要 

筆者以百齡高中 207、208 二班同學為行動研究對象，藉上完諸葛亮〈出師

表〉一文的機緣，再綜合相關的文史詩詞資料，並以多元智慧、創造思維與共同

合作等學習模式，帶引同學現場創作「七絕詠史詩」，並於二天內再繳交個人作

品。研究進程是：（1）以〈出師表〉為引發基礎；（2）學生回家查古今歷史人物；

（3）列出七絕平仄與參考韻腳；（4）讓全班同學進行共同創作；（5）學生據所

查資料創作七絕；（6）學生七絕作品之填空賞析；（7）學生七絕作品之統計歸納。

研究發現，現場共同創作極具腦力激盪作用，學生能將新舊經驗作自由聯繫，親

自體證到語言文字的凝鍊功夫，對文史意涵更具深層次的認識，肯定了現場創作

七絕詠史的可行性與有效性。 

 

關鍵字：古典詩、七絕、詠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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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動機與方法 

 

一、研究動機 

 

（一）詩詞吟唱賞析的反思 

高中古典詩歌教學除進行聽、說、讀、賞之外，難道無法讓學生進行詩歌的

「創作」嗎？近來如黃美瑤（2009）、陳珠瓊（2010）、張峻瑜（2010）等人之研

究，中小學生古典詩歌教學在平仄韻腳的認識、詩歌聲情與詩文意境的欣賞上頗

有成就。這些成就是值得肯定的，但高中生已有古典詩歌的基本常識，我們是否

應進一步引導他們「寫詩」？關於此點，藍淑珠、吳德彥（2010）曾做過研究，

惜其對象多局限於幼稚園、小學或國中生，重點局限在圖文欣賞或心得寫作層

次，與本題所強調的高中生古典詩創作尚有一段距離，此為動機之一。 

 

（二）現代詩歌教學的反思 

教育專業創新與行動研究是「以專業眼光解決現場問題」（吳清基，2004），

對古典詩歌教學而言，所謂的「現場問題」，不外是讓高中生能夠實際去「創作」

才是。陳芳明（2011）認為，臺灣現代詩的創作水準已臻「豐收」之境，但據筆

者的長期觀察，每班真正能夠創作現代詩的人數其實並不多，箇中原因，除受到

學測、指考、興趣、未來前途、社會價值觀等現實因素干擾外，亦受到現代詩派

繁多、詩意抽象與技法無定等實質因素之影響。既然教專行動講究「以專業眼光

解決現場問題」，則以固定的古典詩歌格律為行動的準則，似乎較現代詩更易收

得成效。此為動機之二。 

 

（二）古典詩文教學的反思 

洪澤南（2004）認為，透過七絕平仄的制約訓練，可以引導學生「感覺」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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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詩歌的平仄與聲情，此說激起了筆者在古典詩歌教學上的反思。筆者覺得，既

然高中生早已接觸過古典詩詞常識，且他們在求學生涯中又受過不同師長在中西

文學、中西歷史、中西文化、美學素養等領域知識之薰陶，我們為何不能統合他

們的新舊經驗，透過平仄格律的「制約」訓練，引領他們實際創作「七絕詩」？

此乃動機之三。 

 

二、研究方法 

 

（一）放出七絕詠史創作訊息 

筆者以百齡高中 207 班、208 班為行動研究的對象，企圖教他們現場創作七

絕詠史詩，故在他們高一之時，筆者即三不五時放出「現場創作古典詩歌」之訊

息。升高二後，筆者再補充作者事蹟、歷史背景、文化意蘊等相關常識，並告訴

他們：一個高中生，其實可以運用小學、國中至今的古典詩韻常識、中西歷史、

中西美術、中西文化等知識基礎，創作一首合乎近體詩格律的七絕詠史詩。 

 

（二）經常以七絕詩總括文作 

筆者經常利用上課之便，親自用一首七絕詩總結作者生平或文章意涵，一方

面在增強學生的認識層面與創作意願，另一方面讓他們知道高中生的實力已可以

創作一首七絕詩了。如筆者教完〈師說〉後，即信手拈出「諫迎佛骨振儒綱，夕

貶潮州暫斷腸。載道文風抄萬古，東坡盛譽匹夫狂」詩來總結韓愈堅持儒思的勇

氣及推行古文運動的決心。教完〈始得西山宴遊記〉與〈桃花源記〉後，信手以

「陶潛守節用無為，子厚垂絲竟釣誰？萬古詩人心底意，言詮以外理難追」一詩

來總合陶淵明與柳宗元的心胸風格與內心境界。教完蘇軾〈赤壁賦〉後，信手以

「舟遊赤壁泝流光，客寄簫聲婦怨郎。水月無由心自在，何須體性費思量」、「孟

德精明天最忌，艨艟滅盡夢無邊。潛龍惕厲悲秋客，酒月依然印萬川」二詩來契

接東坡的生命哲思與水月深情。學生品賞過鄙作後，往往精神大振，既增益了課

文的深層認識，又體受到「詩／文」交映互融的中國文學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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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在評量講義中以詩猜人 

筆者除了經常帶引同學賞析古典詩外，亦常透過同學們的人物歷史常識，藉

評量講義以「詩」猜「人」，如「嗜酒傲明時，何因賀監知。承恩金馬詔，失意

玉環詞」一詩中，透過「嗜酒」、「李賀」、「金馬」、「玉環」等相關歷史詞彙，讓

同學猜出「李白」；以「烏江渡口方喚船，五侯追奔已江邊。苦道天亡非戰罪，

劍化壯氣成飛煙」一詩中，透過「烏江」、「天亡」、「非戰之罪」等關鍵詞，讓同

學猜出「項羽」；以「功成享天祿，建旗還南昌。千金答漂母，百錢酬下鄉」讓

同學猜出「韓信」；以「遺廟丹青落，空山草木長。猶聞辭後主，不復臥南陽」

讓同學猜出「諸葛亮」等。凡此，其間皆有新、舊經驗的聯結，而文學、歷史、

人物、文化、戰爭、聲韻等多元範疇的東西皆可藉七絕或聯語等而達到古典詩歌

的教學實效。 

 

（四）觀察統計歸納與分析法 

透過同學們現場創作七絕詠史的過程，筆者可發現同學們實際進行創作的優

缺點與困難處，若有偏失者，筆者可以導正之；若有不足者，可以導引之。在批

改同學們創作的七絕詠史時，筆者可發現同學們對平仄韻腳的認識程度，錯誤者

修正之，正確者鼓舞之。再者，統計整理同學們的七絕詠史作品後，可以從他們

的喜好度、完成率、熟稔度與回饋單等進行歸納與分析，比較出不同班級的不同

特色，進而對高中生的七絕教學與創作提出結論、價值與檢討意見。 

 

貳、研究文獻與目的 

一、研究文獻 

 

（一）古典詩歌習作 

1968 年，陸相若編有《古典詩歌習作》一書，讓有興趣創作古典詩的學子

可以依格律進行創作。1981 年，莊嚴出版社又出版了《古典詩歌入門與習作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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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此書是在陸書基礎上擴充而成的，涵蓋各詩體平仄的認識與習作導引，在

古典詩創作上亦有一定助益。 

筆者的古典詩現場創作，基本上即運用這二本書的方法。 

 

（二）古典詩教學理論 

從黃永武（1993）、潘麗珠（2003）、王更生（2004）、邱燮友（2005）、潘麗

珠（2004）、王建華（2005）等學者的研究來看，吟唱教學、聲情韻味、美學鑑

賞與習作練習仍是臺灣中小學生古典詩歌教學的重要課題。 

黃瓊君（2007）認為，詩歌的教育功能有四：（1）認識人生，認識社會；

（2）陶冶性情，變化氣質；（3）擴大視野，開闊胸襟；（4）激發情感，培養

高尚情操。古典詩教學的功能有四：（1）達到中學教育的課程目標；（2）切合

同時學習的教學原則；（3）提升詩教功能，深化審美感受；（4）提供文學反饋，

激勵文學創作。古典詩的教學藝術，可從制訂教學目標、準備教學活動、運用教

學方法、實施教學評量等四大步驟實施之。（黃瓊君，2007） 

本行動研究，即是根據學者的教學理論所做之開展，尤其黃文「提供文學反

饋，激勵文學創作」之教學功能，更是筆者欲進一步去實踐的。但黃文的教學目

標只是以「閱讀賞鑑、情感陶冶、人文素養」（黃瓊君，第七章）等能力為主，

筆者則是參考 Dipardo,A.,＆Freedman,S,W.（1988）的「同輩反應小組」、Walter, 

L.（1980）的「自己和同儕交互回饋」、Thomas Hoerr 的「互補合作解決共同問

題」（陳佩正譯，2001）、Isaksen,S.G.＆Parnes,S.J（1985）的「創造性問題解決

教學」等教育理念，在多元智慧、開放空間與共同合作的學習狀態下，擬進一步

教導高中生創作合乎格律的古典詩。 

 

二、研究目的 

 

（一）能實際創作七絕詠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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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第一個研究目的，即讓高中生能以既往的古典詩歌常識為基礎，實際創

作出一首七絕詠史詩。對高中生而言，詩境的高低，聲情的濃淡，文字的優美，

可以不必太苛求，但高中生若能結合課文教學與新舊經驗創作一首七絕詠史詩，

這不但是一種學習的成就感，他們對其他的五絕、五律、七律、樂府等古典詩歌

必能繼續為之，將來對於古典詩歌的創作與欣賞便能較過往進步。 

 

（二）能夠以七絕抒發情感 

第二個研究目的，是讓高中生以七絕形式來歌詠歷史人物，進而抒發心中情

感，傳遞美學意涵，展現藝術境界，涵攝自己的生命哲理。同學們的舊經驗中，

如唐張繼（生卒不詳）〈楓橋夜泊〉：「月落烏啼霜滿天，江楓漁火對愁眠。姑蘇

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唐杜牧（803-852）〈赤壁〉：「折戟沉沙鐵未銷，

自將磨洗認前朝。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北宋蘇軾〈題西林壁〉：

「橫看成嶺側成峯，遠近高低各不同。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

等作，率皆簡截明快、情韻兼賅、意境深遠的七絕妙品。筆者乃大膽選擇七絕形

式教他們進行現場創作，讓他們藉七絕以抒發個人的生命情感。 

 

（三）推敲琢磨出凝鍊語言 

第三個研究目的，是透過七絕創作的訓練，讓高中生學得推敲琢磨出的凝鍊

語言。筆者認為，高中古典詩教學不能停滯在詩歌吟唱、閱讀賞鑑、陶冶性情等

能力而已。透過活潑的課堂設計讓學生閱讀經典詩歌，培養其詩歌鑑賞能力、審

美品味與道德情操（黃瓊君，2007），固是古典詩教學的重要目的，但若能讓高

中生親自創作古典詩，相信他們依照七絕平仄韻腳的制約，實際去推敲、琢磨、

用詞與合意，必能學得凝鍊化的語文能力，進而體證到古典詩文的深情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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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現場創作七絕之研究進程 

 

一、以〈出師表〉為引發基礎 

 

筆者進行國文教學時，除舊經驗的銜接與課本的教材外，多會另編講義以補

不足。如上〈出師表〉時，會先透過問答讓他們回顧中小學時代所認識的三國史

事與人物，增強他們的學習動機；待他們進入狀況後，筆者再於作者、題解、課

文中補充相關詩詞，加強他們的認識廣度；同時再增印岑參〈先主武侯廟〉、杜

甫〈蜀相〉、〈詠懷古跡〉、〈八陣圖〉、〈古柏行〉、〈武侯廟〉、〈諸葛廟〉、〈謁先主

廟〉、杜牧〈赤壁〉、蘇軾〈赤壁賦〉……等詩文資料，讓他們對諸葛亮人格情操

與三國人物有更深入的理解度。其中，即有不少七絕詩歌，既詠史事，又詠人物，

同學們在小學、國中至高中的舊有詩歌基礎下，讀過二十八字七絕作品的精要提

示，加上筆者的平仄標示與韻腳說明，對三國史事與人物便有更深層面的認識。

對〈出師表〉的教學如此，其他課文亦然。 

 

二、學生回家查古今歷史人物 

 

教完〈出師表〉後，由於已增強了同學們對諸葛亮、劉備、劉禪、關羽、張

飛、周瑜、孫權、三國史事、《三國志》、《三國演義》，乃至於透過相關資料的講

解與說明，引申到管仲、樂毅、劉邦、項羽、韓信、張良、蕭何、曹參等楚漢人

物之認識，故筆者進一步交代家庭作業－讓同學們回家透過網路資源、相關書

籍或圖畫籍，尋找一個自己認為最有興趣、最想認識、最想歌詠的古今中外之歷

史人物或戰爭事件，蒐集其生平事蹟與相關史料，消化吸收受，先以編年的方式

陳述自己對這位人物或戰爭的內容，作為進行七絕創作時的資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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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列出七絕平仄與參考韻腳 

 

同學們帶著自己蒐集整理而成的人物或戰爭資材，便可引他們進入七絕的創

作過程。在教他們現場創作之前，先複習「七絕平仄」與「韻腳」： 

 

（一）七絕格律 

「七絕格律」的確定，筆者參考邱燮友、周何等（1993）編著的《國學導讀》

第四冊「詩學．七絕」部分的內容，將四種最基本的「七絕格律」影印給同學參

考。為了讓同學們進行最純粹的平仄格律與歷史人物作結合，筆者要求同學們一

定要嚴格遵守第二、四、六字的平仄，並儘量避免變化第一、三、五字的平仄，

純粹以四種基本七絕格律奠下七絕創作的根基。四種平仄格律如下： 

 

1.平起首句不押韻 

──││──│，││──││─。││───││，──│││──。 

 

2.平起首句押韻 

──│││──，││──││─。││───││，──│││──。 

 

3.仄起首句不押韻 

││───││，──│││──。──││──│，││──││─。 

 

4.仄起首句押韻 

││──││─，──│││──。──││──│，││──││─。 

 

由於同學們是第一次現場創作，故筆者特別交代：近體詩的創作，在平仄定

型之後，便是一種標準的格式，稱為「聲調譜」，故同學們實際進行創作時，原

則上必須依照聲調譜，遵守平仄規律，二、四、六固然分別，一、三、五亦並非

全然不論；雖然可以調整換易，亦有所謂的「拗救」之法，但高中生的創作技藝

尚未純熟，最好遵循聲調譜，以防造成「孤平」及「三平落腳」之弊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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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讓同學們結合新舊經驗，進一步認識與修正自己的平仄與用韻知識，筆

者以杜甫〈蜀相〉的平仄格律為摹擬教材，讓同學上臺練習。平仄練習照片如下： 

  

平仄練習之 1 平仄練習之 2 

 

經過同學們的練習後，筆者發現同學們大致能夠掌握平仄與韻腳，但現代人較易

混淆的入聲字仍不熟。筆者平常已或多或少帶同學用閩南語、客家話或粵語認識

古音中的入聲字，值此良機，再次帶大家認識了古音中帶[－ｐ]韻尾的合、閣、

闔、十、疾、汲、及、即、急、葉、失、濕……等字，帶[－ｔ]韻尾的弗、拂、

佛、八、職、歇、節、竭、羯、實、石、食、屈、出、直、質、值、植、執、擲、

姪……等字，帶[－ｋ]韻尾的柏、白、國、屋、督、覺、得、德、福、局、侷、

菊、掬、笛、迪、狄、敵、滌……等字，同學們雖不能完全認識，亦不必因判斷

較難就否定自己的作詩能力，故擬於批改他們的作品時，再依實際狀況而糾正之。 

 

（二）參考韻腳 

「參考韻腳」部分，筆者據盧元駿（1982）《詩詞曲韻總檢》，避免同學們對

太多韻腳產生困惑，故僅整理出八種平聲韻部的二、三十個韻腳，每一韻讓同學

們做為作詩的參考。 

八種平聲韻部及韻腳分別是： 

1.「上平聲．一東韻」      2.「上平聲．四支韻」    3.「上平聲．十一真韻」 

4.「上平聲．十五刪韻」    5.「下平聲．一先韻」    6.「下平聲．七陽韻」 

7.「下平聲．十一尤韻」    8.「下平聲．十二侵韻」 【詳參「附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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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讓全班同學進行共同創作 

 

（一）二年八班：〈詠孔明〉現場創作 

漢季黃巾亂世風，躬耕臥隱在隆中。南征北討扶玄德，五丈原頭志未從。 

創作過程： 

全班同學進行現場的共同創作前，筆者先在黑板填上「仄起格首句押韻的七

絕格式」，即││──││─，──│││──。──││──│，││──│

│─，讓同學們聯結之前對平仄韻腳的相關經驗。 

格式填上後，就讓全班同學以三國蜀漢軍師「諸葛亮」為歌詠對象，以〈出

師表〉的內容與上課講義為創作題材，以〈詠孔明〉為題目。筆者先徵求自願同

學，看有沒有人願意上臺寫第一句詩句。一般而言，同學會先觀望局勢，不太敢

上臺創作；加上詩境的布局與章法的安排，若非全然熟悉，是難以當下出句的。

筆者側面觀察他們，發現同學們呈現的是：膽怯、狐疑、無能與缺乏自信的－

我們怎麼可能會寫詩？此時，筆者順水推舟，分每二排為一組，要求各組同學多

元討論，互助合作，發輝創意，統整人物資料，對照格律，注意韻腳，銜接前後

詩意與全詩結構，整合出簡要凝鍊的詩句來。 

分完組後，同學們立即進入腦力激盪的亢奮狀態，你一言我一句，你合平仄，

我不合平仄，腸枯思竭，就是遲遲未見詩句來。筆者見其似有非有，似出未出之

際，趁機加入 Walter, L.（1980）、Isaksen,S.G.＆Parnes,S.J（1985）、Dipardo,A.,

＆Freedman,S,W.（1988）、Thomas Hoerr（2001）等學者「自己和同儕交互回饋」、

「互補合作解決共同問題」、「創造性問題解決教學」的教學理念，再將諸葛亮

的生平事蹟講述一遍，聯接他們下意識中在中西歷史、音樂課程、中西文化、公

民等多元領域之新舊知識，並以〈出師表〉中「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茍全性

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委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

咨臣以當世之事」等內容引導他們，仔細觀察同學們的創作意欲。這時，可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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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某幾位頗有心得的同學似已躍躍欲試。為了讓同學的創作有個依尋，筆者先

在第二句的末二字「──」的空位上填以「隆中」二字，形成「□□□□□隆中」

的詞句，並告訴同學以「上平聲．一東韻」為韻部，讓同學聯結學習經驗、平仄

概念、詩歌韻腳與諸葛亮相關題材。果然，立即有一組同學上臺將第二句補為「躬

耕□□在隆中」的詞句。 

在筆者的激勵與同學們的題材聯結狀態下，又有一組同學上臺針對第一句填

上「□□黃巾亂世風」的詞句，其平仄、詩意與韻腳可謂恰如其分，頗能符合東

漢末年的亂世局面，並作為諸葛亮隱居隆中的實況。為了不讓創作冷場，筆者再

指定一位文筆不錯的學生上臺，讓他自由聯結，組合諸葛亮的生平大志。果不出

所料，他一上臺即在第四句填上「六出祁山復漢興」，韻腳雖非甚佳，但平仄與

詩意大致不錯，但筆者建議他參考「上平聲．一東韻」韻部重新思索。 

此時，全班同學都進入錯綜複雜的凝鍊文字與組合諸葛亮生平事蹟的狀態

下，每個人都七嘴八舌的嚐試填詞填句，始終未得其宜。筆者又趁機引導說明杜

甫的〈蜀相〉一詩，以增加他們的知識聯結。不出三分鐘，一組同學上臺，不加

思索的將第三句填成「南征北討□□□」，但表示接不下另三字。在平仄、詩意

與韻腳都須兼顧的情形下，全班陷入極端凝鍊濃縮與詩意密合的難產狀態。筆者

利用此一空檔，再將劉備三訪諸葛亮、關雲長、張飛三結義精神大致描述一番，

沒想到接連有同學上臺，將黑板上的四句補成「東漢黃巾亂世風，躬耕空隱在隆

中。南征北討援玄德，五丈原頭志未從。」大體將歌詠諸葛亮的七絕完成。 

不過，筆者建議他們，剛開始創作時，最好依據標準格律，待熟練之後再行

變化，並指出第一句第一個字的「東」、第二句第三個字的「空」皆宜改為仄聲

字，第三句的第五個字的「援」詩意尚待錘鍊。於是，同學們交互討論之後，乃

將「東漢」改為「漢季」，將「空隱」改為「臥隱」，將「援玄德」改為「扶玄德」，

於是，二年八班〈詠孔明〉七絕「漢季黃巾亂世風，躬耕臥隱在隆中。南征北討

扶玄德，五丈原頭志未從。」便大功告成。 

參與對象是全班同學，投入狀態是熱絡而活躍的，創作時間約 40 分鐘。 



 12 

 

（二）二年七班：〈詠劉邦〉現場創作 

秦皇帝業轉頭空，沛令鴻圖詠大風。陸賈詩書成漢禮，親賢遠佞亮稱隆。 

創作過程： 

全班同學現場創作前，筆者先在黑板填上「平起格首句押韻的七絕格式」，

即──│││──，││──││─。││───││，──││──│。格式

填上後，分好組別，讓他們開始腦力震盪。有了 208 班的共同創作經驗後，這一

班的運作更為行雲流水。全班以西漢劉邦經歷楚漢相爭、打敗項羽、建立漢朝、

治理天下的相關內容為創作資材，以〈詠劉邦〉為題目，先徵求自願同學，看有

沒有人願意上臺寫第一句詩句。此時，同學亦先觀望局勢，不太敢上臺創作。 

於是，筆者再大致將劉邦的生平事蹟敘述一遍，並將《史記》中「鴻門宴」、

「呂后殺韓信」、「陸賈上書」等事介紹一番，並仔細觀察同學們的創作意欲。為

了讓同學的創作有個依尋，筆者先在第二句的末二字「│─」的空位上填以「大

風」二字，並為同學唱誦劉邦的〈大風歌〉：「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

鄉，安得猛士兮守故鄉」，故以「□□□□□大風」的起句，並以「上平聲．一

東韻」為韻部，讓同學聯結學習經驗、平仄概念、詩歌韻腳與劉邦的相關題材。

由於某一位同學的家庭作業是以劉邦為主角，故直接點名他上臺首創詩句。果不

其然，他一上臺就依據平仄格式填上「沛縣鴻圖詠大風」，果真是用功過的學生，

能大致將劉邦的創業基地與當上皇帝事蹟聯接起來。在筆者的激勵與同學們的題

材聯結下，又有一位同學上臺針對平仄與韻腳在第一句填上「始皇帝業轉頭空」

的詩句，除了第一字外，其他平仄、詩意與韻腳可謂恰如其分，頗能符合秦始皇

帝業的終結與劉邦等人興起的實況。 

為了不讓現場的共同創作冷場，筆者亦指定一位文筆不錯的學生上臺，讓他

自由聯結，組合劉邦的生平大志。他信心滿滿，一上臺即在第四句填上「原來項

羽是條蟲」，平仄、詩意與韻腳大致不錯，但過於白話與粗俗，且有喧賓奪主之

失，筆者建議他參考司馬遷（145or135-86）《史記》中「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



 13 

上治之」的政治理念，重新進行平仄與情意的綜合思索。此時，全班同學都進入

錯綜複雜的文字組合、平仄格律、韻腳情意與劉邦生平事蹟的混融狀態下，每個

人亦七嘴八舌的嚐試填詞填句，莫定其可。 

就在此時，筆者又隨機以抽籤方式抽出一位同學，請他上臺填入詩意詩句，

結果他一上臺，反正第三句不必押韻，立即不加思索的將第三句填成「陸賈詩禮

成朝意」，頗能表達陸賈建議確立朝廷禮樂的意味，但依格律第六個字的「朝」

應填入仄聲字，方不致失黏，故請他再做修改。筆者利用此一空檔，再將劉邦打

敗項羽、朝廷建立禮樂制度的狀況大致描述一番，沒想到接連有同學上臺，將黑

板上的四句補成「秦皇帝業轉頭空，沛令鴻圖詠大風。陸賈促發成漢禮，親賢遠

佞亮稱隆。」連諸葛亮〈出師表〉「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的概

念亦被用上，可謂是便成功的七絕創作。 

參與對象是全班同學，投入狀態是熱絡而積極的，創作時間約 40 分鐘。 

    由兩個班級的共同創作觀之，雖然他們尚不能讓作品深具興味情韻，或翻空

想像而至空靈神遠之境，但創作一首詩時所須注意到的主題、章法、辭采、聲律、

布局、意境等角度，都能在全班同學戮力同心的當下完成之。現場創作照片如下： 

    

七絕共同創作 1 七絕共同創作之 2 七絕共同創作之 3 七絕共同創作之 4 

 

六、學生據所查資料創作七絕 

 

同學們共同合作現場創作過七絕詠史詩後，只是加強了他們的創作動機，肯

定了他們具有創作七絕的基本能力。接下來，筆者將四種基本七絕格律謄抄於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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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上，讓他們紀錄在空白紙上，並將事先整理好的「八種平聲韻腳」分發給同學，

然後請同學回家據自己所整理的歷史人物之生平事蹟、戰爭事件、歷史地位、歷

史影響及其相關的詞彙，按照今天共同創作的進程與方式，同時斟酌新舊詩歌經

驗、平仄格律與詩歌意境，實際獨自創作一首七絕詠史詩。 

隔天，兩班同學陸陸續續交出二十餘首亮麗詩作，某些平常不可能繳交作文

的同學，亦繳出不錯的七絕作品。一些程度不錯的同學原本只是在觀望，看了成

績不如他的同學都能繳出作品，似乎有點不服輸的感覺，立即絞盡腦汁積極創作

中；二天後，幾乎所有的同學都繳出作品。 

筆者經過批改與修正後，二個班的班級、作者、篇名與作品條列如下： 

 

（一）二年七班七絕詠史作品 

王奕翔〈劉邦〉：集義收兵始拓荒，咸陽鼓破滅秦王。鴻門宴客安無恙，大漢江山萬世強。 

任鎔駿〈屈原〉：左徒制法為懷王，太尉揮軍破楚牆。無奈忠臣遷漢北，湘江殉志解徬徨。 

吳宗桓〈項羽〉：鉅鹿殲秦平九郡，彭城大勝堵江流。空倉水盡軍渙散，自刎烏江莫落囚。 

李凱文〈孔子〉：春秋孔氏道稱鴻，禮樂崩頹亂不公。巧語花言文統變，終生立本孝依從。 

李承昱〈劉邦〉：相爭楚漢宴鴻門，進入咸陽責眾臣。創建新朝名謂漢，恆留天下世皆聞。 

邱和敬〈周泰〉：隨軍屢戰氣橫秋，護主丹心敗蜀劉。赤壁風雲銷魏力，陵陽更勝壽亭侯。 

紀丁銓〈項羽〉：子弟八千建霸權，封王自立夢魂牽。虞姬共舞留佳話，劍刎烏江恨老天。 

翁智濬〈曹操〉：曹操自幼智謀通，亂世梟雄定慨風。赤壁船燒分漢土，徒遺晉力滅吳功。 

張哲榕〈孫文〉：同盟革命除清祚，喚醒民心美德名。武漢功成新政立，長銷帝制世皆驚。 

張嘉恩〈始皇〉：賢才廣納滅東周，萬里長城外患憂。下詔坑儒防叛亂，焉知大志憾沙丘？ 

畢宗華〈陶潛〉：寧辭五斗擇歸田，隱世桃源避亂年。飲酒醇心偏愛菊，籬園逸志永流傳。 

陳克強〈韓信〉：登臺拜將準淮陰，暗渡陳倉塞翟擒。助漢聯彭將楚滅，無情呂稚狠心人。 

陳俊辰〈曹操〉：英雄出戰不遲疑，勇武威風曉禮儀。創作詩詞精且美，山高不厭納天怡。 

陳柏修〈項羽〉：霸氣衝天開亂世，千軍萬馬楚人狂。坑秦烈火連三月，遺卻良機恨失皇。 

楊盛鈞〈李白〉：醉作清平美貴顏，竟唱悲歌至晚年。失志飄流撈月死，仙風自始伴青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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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勁〈趙雲〉：青年俊秀一條龍，突襲江陽會主公。救斗扶劉真本事，英名蓋世立高風。 

劉楚灃〈李煜〉：太祖出兵故國淪，澆愁醉酒恨無垠。心中悵鬱絲不斷，迫飲牽機祚入塵。 

潘冠宇〈李清照〉：自嫁明誠命不勞，千煙萬月印心潮。梅園柳下姻緣滅，國破家亡夜泣號。 

鄧暐達〈孫權〉：江南霸主東吳帝，首獵雲長肇業基。秉義聯劉征赤壁，無常反覆不須疑！ 

魏銘〈劉邦〉：平民立帝除秦制，選定長安作國都。新語良言興漢業，名垂萬古意欣如。 

羅文含〈曹操〉：初營霸業起橋玄，沒沒無聞許劭緣。亂世英雄名遠播，子桓篡漢立新權。 

李品葳〈劉邦〉：貴為共主定平安，掣肘諸侯一縣官。鞏固江山除往弊，終成大業世稱閒。 

洪偉蓓〈楊堅〉：南分北裂建隋堂，富國民生設義倉。確立開皇因眾擁，唐朝繼起不匆忙。 

倪彥婷〈關羽〉：黃巾亂世群雄起，刺首顏良拜壽亭。勇抗曹操功漢業，魂歸故里臥關陵。 

陳婷〈蘇軾〉：隋唐大業既成空，伯仲傾心獻赤忠。請建蘇堤留萬載，烏臺豈是月朦朧？ 

陳心慧〈曹丕〉：獻帝年間才具現，初評體氣論文專。無為治道仁君立，禮遇朝臣鄴上巔。 

陳芯玄〈子路〉：卞地粗豪為季路，仁心受孔遠周遊。無謀好勇難終壽，為道而亡覆醢愁。 

陳倢伃〈李白〉：心高氣傲慘為囚，斗酒千杯未解愁。醉眼矇矓邀月飲，詩仙一語萬芳流。 

黃莠絜〈武則天〉：受戒丘尼入後宮，先皇未寵妾心空。毒兒扼女攀龍位，渴掌江山治世鴻。 

楊雅婷〈楊貴妃〉：羞花體態媚生豐，巧遇玄宗入後宮。樹大招風埋恨禍，軍心為定馬嵬終。 

廖芷伶〈孔子〉：周遊列國為蒼生，論語行仁古義成。萬世傳承因無類，三千弟子俱菁英。 

趙玟儀〈李白〉：拜趙為師賦乃巔，清平一曲去長安。歡欣飲酒撈蟾死，志在青山詠萬年。 

劉育玲〈孟子〉：捨我其誰口氣狂，直言善辯撼君王。柔腸義膽開仁路，亞聖儒風萬世芳。 

潘俊穎〈關羽〉：黃巾肇起俊豪張，棄魏歸劉義可彰。退守樊城長飲恨，魂飛故里志神傷。 

鄧仲珊〈楊廣〉：隋煬大帝業張狂，廣闢諸河運不荒。損耗民財新怨起，關中政策未流亡。 

關瑩〈李煜〉：少壯登臨天下位，沉迷釋氏喪家園。浮華富貴如一夢，故國文詞後世傳。 

李雨婷〈司馬光〉：涑水溫恭儉世家，行文介甫法偏斜。安居洛邑編通鑑，裨益君王德益佳。 

 

（二）二年八班七絕詠史作品 

毛威仁〈屈原〉：懷王視短終客死，志斷心涼畏楚亡。淚著離騷忠未變，投江證命道軒昂。 

吳俊霖〈屈原〉：楚郢良臣君棄遺，逐於漢北作騷辭。終因不忍家園滅，怨懟沉江志乃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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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源樺〈項羽〉：蓋世才能興天下，秦皇驟滅霸成期。天時不利可奈何，自刎烏江大志遺。 

林語晨〈李清照〉：奴嬌欲嫁丞相府，共賞金樽望月雙。自墜城中哀愴鬱，聲聲慢惹易安傷。 

胡曦元〈岳飛〉：少勇輕狂志氣超，雄韜武略世稱豪。功高震主遭橫禍，竭盡精忠萬古褒。 

唐永庭〈關羽〉：漢末黃巾亂世逢，雲長赤兔迅如龍。療傷治骨談言笑，大將無違蜀漢忠。 

張力仁〈李白〉：舉酒澆愁志意沉，長安醉客最悶心。名垂萬古青蓮士，豈是泱唐謫逸人！ 

張宜弘〈孫中山〉：壯志期明俊少功，同盟聚會為族弘。武昌起義前清滅，去帝除袁立國風。 

張維元〈貝多芬〉：少女祈安意境寬，田園命運響雲端。無名耳疾心開闊，樂聖聲聞後世傳。 

郭育豪〈拿破崙〉：鴻圖霸業志難酬，富庶強兵戰未休。北鷲初臨加政亂，巴黎大帝竟成囚！ 

陳廷維〈李白〉：鐵杵磨針誓立功，濃情蜜意在詩中。抽刀斷水子儀保，飲酒消愁志未從。 

陳柏霖〈蔣渭水〉：福爾摩沙吏治嚴，宜蘭子弟出頭天。民族進化臺灣父，眾志成城憲政先。 

葉澤潤〈蘇軾〉：父子三仁俱美材，清名傳世建蘇堤。烏臺入獄終無礙，赤壁奇思百代詞。 

詹嘉豪〈趙雲〉：奔騰亂世覓明光，玄德仁君識虎強。獨入他營尋幼主，行槍破陣展龍狂。 

歐建良〈韓信〉：佩劍從軍智略豐，登壇拜帥破諸雄。功高震主遭人忌，大將遺風喪呂鐘。 

蔡易霖〈蘇軾〉：朔月青天相問酒，乘風欲去怕瓊樓。吟詩醉語烏臺獄，坎坷生涯貶數州。 

蔡毅霖〈李煜〉：風花雪月玉樓春，不愛江山愛美人。臘月金陵違命虜，七七一闋斷誰魂？ 

盧永霖〈蘇軾〉：蘇黃米蔡四家奇，畫盡湖州再賦詩。綺靡文風豪曠變，扶危救困軾心遺。 

顏呈聿〈武則天〉：高宗病革器難防，不讓鬚眉奪位當。大國泱泱成軌道，仁君未可論鴛鴦。 

顏瑞鋒〈孫文〉：志逸優閒頗羨仙，族危奏上萬言箋。投身革命旬餘載，締造中華夢乃圓。 

余圃瑄〈周瑜〉：廬江郡邑美周郎，敏迅才思勝子房。赤壁灰煙三國立，東吳霸業世無雙。 

林宛宣〈李清照〉：思君重九醉花陰，莫道銷魂永晝昏。宋末流亡悲變異，愁懷苦恨意純真。 

林岱亭〈曹操〉：自視梟雄亂世間，南征北討定江山。賢才未料孫劉志，赤壁東風令敗還。 

邱意潔〈曹操〉：板蕩奸臣討董侯，權移帳下勢分流。中原霸主平官渡，烈火船燒赤壁休。 

郭佳穎〈楊貴妃〉：快馬唯求妃子笑，回眸一媚傾城窩。何來美豔鮮花在？為愛魂銷馬嵬坡。 

陳心怡〈李煜〉：南唐正朔本無憂，待罪終成違命侯。試理金陵尋故殿，星移物換總多愁。 

陳宜安〈杜甫〉：青年王翰願為鄰，轉走投詩畢竟貧。國亂憂民搔白髮，湘江舸上伴友人。 

陳葆汶〈李清照〉：少女文才漸露芳，王門宰相配新郎。明誠病故心南渡，婉轉清詞志意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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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錦如〈陶潛〉：五柳先生隱逸宗，桃源美境自相融。清貧樂適心幽遠，大匠橫超亂世風。 

傅俞涵〈貂蟬〉：後漢奸臣亂世狂，羞花閉月色天香。英雄最忌迷魂計，董呂雙強襬下亡。 

黃婉萱〈莫札特〉：自幼人稱樂理郎，分音辨律萬人揚。終生創作多協奏，一首安魂草率亡。 

趙威嫚〈楊貴妃〉：六軍護駕馬嵬停，但見玄宗淚滿盈。自古紅顏多薄命，何由禍水永留名？ 

劉妤柔〈李白〉：昔年志士號詩仙，筆下驚天泣鬼神。縱酒酣歌觀月夜，詩詞美境撼今人。 

蔡詩蓓〈莊子〉：老子傳人宋吏藏，南華道法自然芳。齊一萬物長生夢，道境原為養命堂。 

 

同學的創作真品與照片如下： 

 

    

七絕個人創作之 1 七絕個人創作之 2 七絕個人創作之 3 七絕個人創作之 4 

 

所有同學在剛開始創作七絕時，都被平仄、用韻與詩境的鋪陳搞得七葷八

素，不知如何下筆；即使歷經腸枯思竭後，依照平仄韻腳鋪好所詠人物的偉大事

蹟，亦覺得七零八落，讀來甚為拗口；幾經波折後，完成了作品，才體驗到什麼

叫做「嘔心瀝血」！筆者批改後，筆者再指出其平仄用韻與詩境之不足處，同學

們再進行修正，彷彿自己就是一位偉大詩人般，古道照我顏色。幾位歌詠西洋人

物的同學，朗讀自己的作品後，甚至認為己作是中西兼用的文化融合。尤為可喜

者，207 陳倢伃、208 林語晨等同學愈寫愈有勁，一連創作了五、六首七絕，歌

詠了五、六位不同的歷史人物，且五、六首都已具一定的水準，可見他們已能輕

鬆創作一首七絕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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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學生七絕作品之填空賞析 

 

筆者將同學們歌詠的歷史人物挖成空格，成為「填空式」的評量測驗題，207

班為正面，208 班為背面，剛好印成雙面的「填空式」評量測驗卷，各利用一節

課時間讓全班同學共同尋找不同班級所作的詩歌，透過該詩的「關鍵詞」，共同

進行歷史人物的猜測。猜題原則很簡單，原作者不可答題，其他同學共同理解、

認識、賞析與猜測。 

出乎意料的是，筆者完全沒用任何獎品進行鼓勵，但同學們對於一個歷史人

物的歌詠與一首詩的平仄、用韻與情境摹寫，都以異於平常的熱烈程度進行答

題，幾乎沒有一題冷場！譬如，他們看到詩作中有「清平調」一詞，大家即刻判

斷出是在歌詠李白；看到詩作中有「烏臺詩案」，即刻判斷出是在歌詠蘇軾；看

到詩作中有「馬嵬坡」，即刻判斷出是在歌詠楊貴妃；看到違命侯，即刻判斷出

是在歌詠李煜；看到詩作中有「宜蘭子弟」、「臺灣父」，即刻判斷出是在歌詠蔣

渭水；看到詩作中有「少女祈安」、「無名耳疾」，即刻判斷出是在歌詠貝多芬；

看到詩作中有「協奏曲」、「安魂曲」，即刻判斷出是在歌詠莫札特。所有同學認

為自己的作品能被製為「題目」讓其他同學猜測，都覺得很有成就感。少數一兩

題較粗糙的，同學們看到後，都覺得詩歌不能太「白話」；少數一兩題較困難的，

經過原作者解釋後，同學們都覺得詩歌可以具有隱晦凝鍊之美；少數三五位同學

原本認為自己沒辦法創作一首七絕作品，當賞析結束之後，他們不久亦補交了一

首七絕作品，其平仄、用韻、練語與詩境雖非佳構，然已知如何創作。 

由於同學們的自我創作與共同賞析，同學們一致發現，「七絕詠史」的創作

並不是一件困難之事，不論古今中外，不論誰何，不論題材，只要對該人該事該

物進行一定程度的整理與認識，蒐集了充分的文史資料，加上自己在中小學所受

到的各種古典詩韻常識，也知道七絕格律與韻腳的運用，在多元智慧、開放空間、

創造思維與共同合作的學習狀態下，可以創作出一首不錯的古典詩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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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學生七絕作品之統計歸納 

 

（一）完成率 

兩個班級的七絕創作，除了附加的體育班同學未交外，207 班共回收三十七

篇作品，208 班共回收三十四篇作品，亦即七絕創作的完成率高達九成以上；如

果扣除掉百齡高中安插在班上的幾位體育班同學，實際繳交率近乎 100％。這樣

的完成率，具有三點意義：其一，這比平常一篇 500 字散文創作的回收率還高，

表示他們對七絕的創作意願是強烈的；其二，在他們的下意識裡，都希望對古典

詩的平仄與用韻能作進一步的認識；其三，他們做過歷史人物、歷史事件的閱讀

與整理，故他們堅信自己具有能力以二十八個字的七絕涵攝歷史人物之一生。 

 

（二）喜好度 

每個人對歷史人物原本就有不同的認識與喜好，筆者加以統計，207 班同學

所歌詠的歷史人物，先秦時代的孔子 2 篇、子路 1 篇、孟子 1 篇、始皇 1 篇、屈

原 1 篇；楚漢相爭的劉邦 4 篇、項羽 3 篇、韓信 1 篇；三國時代的曹操 3 篇、關

羽 2 篇、孫權 1 篇、趙雲 1 篇、曹丕 1 篇、周泰 1 篇；隋唐時代的楊廣 1 篇、楊

堅 1 篇、李白 3 篇、武則天 1 篇、楊貴妃 1 篇；晉朝的陶潛 1 篇；宋朝的蘇軾 1

篇、司馬光 1 篇、李清照 1 篇；五代的李煜 2 篇；民國的孫文 1 篇。三十七篇作

品中，可他們最喜好的是楚漢相爭的劉邦、三國時代的曹操與唐代的李白。 

208 班同學所歌詠的歷史人物，先秦時代的屈原 2 篇、莊子 1 篇；楚漢相爭

的項羽 1 篇、韓信 1 篇；三國時代的關羽 1 篇、趙雲 1 篇、周瑜 1 篇、曹操 2

篇、貂蟬 1 篇；晉朝的陶潛 1 篇；隋唐時代的李白 3 篇、武則天 1 篇、杜甫 1

篇、楊貴妃 2 篇；五代的李煜 2 篇；宋朝的蘇軾 3 篇、李清照 3 篇、岳飛 1 篇；

民國的孫文 2 篇、蔣渭水 1 篇；西方的莫札特 1 篇、貝多芬 1 篇、拿破崙三世 1

篇。三十四篇作品中，他們最喜好的是唐代的李白、宋代的蘇軾和李清照。 

二個班級所喜好的歷史人物不大相同，但對各歷史人物的生平事蹟、歷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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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與詩文意蘊之掌握，已能在凝鍊化的二十八個字中展現出來。 

 

（三）熟稔度 

筆者的批改等次，特優者為「A＋」，優等為「A」，尚優者為「A－」，錯誤

多者為「B」，錯誤更多者為「C」。207 班三十七位同學的七絕作品，獲得「A＋」

者 5 人，「A」者 14 人，「A－」者 13 人，「B」者 3 人，「C」者 2 人。208 班三十

四位同學的七絕作品，獲得「A＋」者 4 人，「A」者 13 人，「A－」者 12 人，「B」

者 3 人，「C」者 2 人。從此結果得知，兩個班級對七絕創作的熟稔度不相上下，

除了少數人因一時錯辨平仄與韻腳而得「B」、「C」等級外，可謂九成以上同學

皆對平仄韻腳的認識與七絕詩歌的創作已達一定的水準。 

 

（四）回饋單 

在七絕創作教學之後，筆者以十個問題讓同學回饋學習效果，大致分「極

熟」、「熟悉」、「普通」、「略知」、「不知」五個等次。【參附錄（二）】兩個班級的

回饋人數統計表如下： 

 

 207 班回饋人數統計表（37 人） 

題序 選項 人數 選項 人數 選項 人數 選項 人數 選項 人數 

1 極熟 2 熟悉 12 普通 15 略知 6 不知 2 

2 更熟 3 熟悉 17 普通 15 略知 3 不知 0 

3 極熟 2 熟悉 12 普通 13 略知 10 不知 0 

4 更熟 6 熟悉 18 普通 12 略知 1 不知 0 

5 極熟 1 熟悉 8 普通 13 略知 15 不知 0 

6 更熟 6 熟悉 17 普通 14 略知 0 不知 0 

7 極佳 15 佳 18 普通 4 略佳 0 不佳 0 

8 極佳 5 佳 12 普通 15 略佳 3 不佳 2 

9 
已上

手 
5 可上手 10 普通 15 略佳 4 

未上

手 
3 

10（複） 平聲 15 仄聲 18 用韻 17 造境 22 知識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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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8 班回饋人數統計表（34 人） 

題序 選項 人數 選項 人數 選項 人數 選項 人數 選項 人數 

1 極熟 2 熟悉 11 普通 15 略知 4 不知 2 

2 更熟 7 熟悉 11 普通 14 略知 2 不知 0 

3 極熟 2 熟悉 8 普通 15 略知 8 不知 1 

4 更熟 6 熟悉 12 普通 13 略知 3 不知 0 

5 極熟 1 熟悉 8 普通 14 略知 11 不知 0 

6 更熟 6 熟悉 16 普通 10 略知 2 不知 0 

7 極佳 12 佳 13 普通 8 略佳 0 不佳 1 

8 極佳 3 佳 8 普通 18 略佳 2 不佳 3 

9 
已上

手 
4 可上手 9 普通 13 略佳 3 未上手 5 

10（複） 平聲 11 仄聲 11 用韻 15 造境 20 知識 12 

 

從上面兩份回饋人數統計表，筆者分析如下： 

針對第 1 個問題，207 班有 29 位、208 班有 28 位的回答都在「普通」之上，

兩班仍有 10 位回答「略知」，4 位回答「不知」。至於第 2 個問題，207 班有 35

位、208 班有 32 位都在「普通」之上，回答「略知」 的僅剩下 5 位，沒有回答

「不知」的同學。很明顯的，經過實際創作後，他們對平仄的認識已更為清楚。 

針對第 3 個問題，207 班有 27 位、208 班有 25 位的回答都在「普通」之上，

兩班仍有 18 位回答「略知」，1 位回答「不知」。至於第 4 個問題，207 班有 36

位、208 班有 31 位都在「普通」之上，回答「略知」 的僅剩下 4 位，沒有回答

「不知」的同學。很明顯的，經過實際創作後，他們對七絕格式的認識已更進步。 

針對第 5 個問題，207 班有 22 位、208 班有 23 位的回答都在「普通」之上，

兩班仍有 26 位回答「略知」，沒人回答「不知」。至於第 6 個問題，207 班有 37

位、208 班有 32 位都在「普通」之上，回答「略知」 的僅剩下 2 位，沒有回答

「不知」的同學，顯然經過自己的在家學習，亦能有所進步。 

針對第 7 個問題，回答在「普通」之上者，207 班有 37 位，占 100％，208

班有 33 位的，占 99％，可見全班共同創作極具教學效果。但兩班仍有 1 位回答

「不佳」，可能是未進入狀況者。至於第 8 個問題，回答在「普通」之上者，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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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有 32 位，占 86％，208 班有 29 位，占 85％，已具極高的比率。但兩班仍有 5

位回答「略佳」，5 位回答「不佳」，這表示他們在家中自己進行創作時，仍有少

部分同學的綜合組織能力尚待錘鍊。 

針對第 9 個問題，回答「普通」以上的，207 有 30 位，占 81％，208 有 26

位，占 77％，亦具極高的比率。但兩班仍有 7 位回答「略佳」，8 位回答「尚未

上手」，這表示他們真正進行創作時，仍有少部分同學的詩篇布局能力尚待錘鍊。 

第 10 個問題是綜合性的複選題，兩班同學都對創作一首古典詩時所須注意

的平仄、韻腳、聲情、造境、詩歌知識等問題提出了可能的困境，這自然是他嘔

心瀝血時必然出現的狀況。 

綜言之，兩班同學在多元智慧、開放空間、創造思維與共同合作的學習狀態

下，不但充分運用了既有古典詩常識的舊經驗，還能配合新領域的知識與概念，

創作出合乎格律的七絕詠史詩。 

 

肆、結論、價值與檢討 

一、結論 

 

（一）現場共同創作具腦力激盪作用 

筆者有計劃性的從平仄有度、韻腳明定的七絕入手，高一時逐步誘導同學進

入創作七絕詩歌的狀態，先醞釀同學們的學習動機，高二時機成熟後，再現場指

導他們分組合作進行七絕詠史的共同創作，全班的投入狀況極為熱絡，產生極佳

的專注學習狀態及強烈的腦力激盪作用，可見互助合作、多元學習的現場共同創

作效果甚為驚人。 

 

（二）學生能將新舊經驗作自由聯繫 

從學生進行七絕創作的過程與成果觀之，大多數的學生剛開始時確實有點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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怯，甚而不知如何下筆；但將過大家的互相討論與概念的增強，他們多能主動地

將新、舊經驗進行自由的聯繫，並將「自己生命」、「詩歌常識」、「歷史人物」、「文

化知識」、「情感抒發」等做古今的銜接、認識與運用；雖然某些同學對平仄用韻

與詩境藝術仍感到困難，但這是正常的，因為大家都只是初學者，並不是一位專

業的詩人。 

 

（三）學生體證詩韻情意的凝鍊過程 

個人創作七絕詠史的最大效果，是他們親自體證了詩歌語言的凝鍊化過程。

當他們選定歌詠人物與一定格律後，下筆時立即就遇到說話語言、敘述語言、詩

歌語言、人物事件、平仄韻腳與情韻美感等多重概念的組合與矛盾問題，故填入

文詞的當下，他們的腦際必須不斷進行返復折衝、修正再調整、調整再修正的功

夫，從高中生文學語言凝鍊化的訓練來說，此種刪繁除贅功夫可謂極其成功。 

 

（四）高中生已具備創作七絕的能力 

事實證明，高中生在小學、國中的古典詩歌常識基礎上，其實已有足夠能力

創作一首古典「七絕詠史詩」，雖然他們的作品並未純熟完美，但在高中古典詩

歌教學上是確然可行的。筆者將他們的作品批改發回後，他們一方面對自己的詩

作很滿意，增加了甚多自信；另一方面則修正了自己的平仄觀念與歷史常識，達

到多元學習的效果。筆者相信，假以時日，因緣成熟，情境現前，他們必能再寫

出一些好詩作；對他們的學習歷程與未來生命，肯定具有深遠的影響作用。 

 

二、價值 

 

（一）可提高古典詩歌認識與鑑賞能力 

當同學們懂得創作七絕詠史詩之後，由於必須同時考慮到平仄、用韻、鍊字、

文學藝術、歷史常識、人物性格與詩歌意境的綜合聯結，故他們是同時學到甚多



 24 

領域之知識的，如是，他們對古典詩歌的深層認識與鑑賞能力自然能提高。 

 

（二）可做為古典詩歌教學的參考借鏡 

教師讓學生進行過七絕的創作後，成功地產生一定數量的作品，不論是創作

過程、書寫困難、平仄韻腳、文字修飾……等，這些都可以做為往後古典詩的「詩

歌教學」、「詩歌填空」、「詩歌創作」的參考借鏡。 

 

（三）可同時學得不同層面的文史知識 

同學們共同創作時，透過自己的整理、多元智慧、創造思維與共同合作等學

習模式的進行，一時間全班同學凝聚了甚多的文史知識；同學們個人進行七絕創

作與交換猜測歷史人物後，可更進一步學得不同層面的文史知識。 

 

（四）可增加他們在文創產業的競爭力 

高中生既然能將「自己生命」、「詩歌常識」、「歷史人物」、「文化知識」、「情

感抒發」、「藝術涵養」等做古今的銜接與認識，完成七絕詠史詩作，則他們對往

後在社會上、世界上的文創產業、文化競爭力是有幫助的。 

 

三、檢討 

 

（一）進行創作教學時須作清楚要求 

筆者在進行七絕創作教學時，由於沒清楚要求同學要標出「題目」、「平仄」、

「仄起格」、「平起格」、「韻部」，遂造成兩點困擾：一是少數同學任意造句，不

管平仄為何，隨便交差了事；二是自己在批改修正時，不知他所歌詠的人物是誰？

是「仄起格」？「平起格」？「用韻」與否？未來進行類似的教學與研究時，老

師宜交代清楚為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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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進行創作教學時須作詳細說明 

少數同學會執著於有限的知識概念，在詩句中不斷重複出現相同的字彙，如

〈詠貂蟬〉，既寫了「閉月」，又出現「月下」；既寫了「天香」，又出現「上天」；

既寫了「天香」，又出現「焚香」；既寫了「月下」，又出現「計下」；這或許是他

們在共同創作時的注意力不夠集中所致，但亦表示筆者在引導他們進行創作時的

說明仍然不足，未來宜再加強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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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八種參考韻腳 

 

（一）「上平聲．一東韻」韻腳： 

東、同、童、瞳、僮、中、忠、衷、蟲、容、沖、終、戎、崇、嵩、菘、弓、躬、宮、融、雄、

熊、窮、馮、風、豐、充、隆、空、公、功、工、攻、蒙、濛、聾、籠、瓏、洪、紅、鴻、虹、

叢、翁、蔥、聰、通、蓬、篷、烘、潼、朦、朧。 

（二）「上平聲．四支韻」韻腳： 

支、枝、移、奇、欺、糜、陂、宜、儀、皮、離、施、怡、貽、知、池、夷、遲、芝、時、詩、

棋、旗、淇、祺、辭、詞、期、祠、基、疑、姬、醫、司、尼、思、持、癡、墀、彌、瀰、慈、

遺、披、肌、飢、籬、疲。 

（三）「上平聲．十一真韻」韻腳： 

真、因、茵、辛、莘、新、薪、晨、辰、臣、人、仁、神、親、申、伸、紳、身、賓、濱、鄰、

鱗、麟、珍、瞋、塵、陳、春、津、秦、頻、蘋、顰、銀、垠、根、筠、巾、民、貧、淳、醇、

純、倫、輪、淪、勻、旬、巡、均、鈞、臻、榛、姻、寅、循、遵、彬、旻、嬪、詢。 

（四）「上平聲．十五刪韻」韻腳： 

刪、潸、關、彎、灣、還、環、鬟、圜、班、斑、頒、般、蠻、顏、姦、菅、攀、頑、山、鰥、

間、艱、閑、閒、嫻、慳、孱、潺、殷、斕、湲、鬘 

（五）「下平聲．一先韻」韻腳： 

先、前、千、阡、箋、韉、堅、肩、賢、弦、絃、煙、蓮、憐、田、填、年、顛、巔、牽、研、

妍、眠、淵、涓、蠲、邊、籩、編、玄、泉、遷、仙、鮮、錢、煎、然、延、筵、氈、旃、禪、

蟬、纏、聯、漣、篇、綿、全、宣、鐫、穿、川、緣、鳶、鉛、捐、旋、船、涎、鞭、銓、專、

筌、圓、員、乾、虔、愆、騫、拳、傳。 

（六）「下平聲．七陽韻」韻腳： 

陽、楊、揚、光、郎、量、香、鄉、昌、堂、章、張、王、房、芳、長、塘、常、涼、雙、藏、

央、秧、鴦、嬙、牆、狼、牀、方、防、漿、觴、梁、娘、莊、黃、倉、皇、裝、襄、湘、緗、

廂、箱、亡、芒、嘗、償、檣、坊、囊、唐、狂、強、腸、康、岡、剛、蒼、匡、荒、遑、妨、

棠、良、航、颺、僵、疆、詳、祥、洋、羊、傷、彰、湯、漳、樟、璋、徬徨、惶、廊、滄、綱、

忙、茫、汪、當、璫。 

（七）「下平聲．十一尤韻」韻腳： 

尤、郵、優、憂、流、游、遊、由、留、榴、劉、猷、悠、攸、牛、修、脩、羞、秋、楸、州、

洲、舟、酬、讎、柔、儔、疇、籌、稠、丘、抽、瘳、遒、收、鳩、愁、休、囚、求、裘、毬、

仇、浮、謀、牟、侔、侯、猴、鷗、甌、樓、婁、陬、偷、頭、投、鉤、溝、幽、虯、耰、綢、

瀏、猶、酋、蒐、咻、泅、歐、球、逑。 

（八）「下平聲．十二侵韻」韻腳： 

侵、尋、潯、林、霖、臨、箴、斟、沉、深、心、琴、禽、擒、欽、衾、吟、今、襟、金、音、

陰、岑、簪、琳、琛、任、壬、涔、蔘、森、嶔、歆、禁、瘖、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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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七絕創作」回饋單 

 

207208「七絕創作」回饋單  班級        姓名               座號                                                     

 

1.回想國中小的學習經驗，我對「平仄」的認識程度？□極熟 □熟悉 □普通 □略知 □不知 

 

2.經高中國文課的學習後，我對「平仄」的認識程度？□更熟 □熟悉 □普通 □略知 □不知 

 

3.回想國中小的學習經驗，我對「七絕格式」的認識？□極熟 □熟悉 □普通 □略知 □不知 

 

4.經高中國文課的學習後，我對「七絕格式」的認識？□更熟 □熟悉 □普通 □略知 □不知 

 

5.在未查詢任何資料之前，我對歷史人物的認識程度？□極熟 □熟悉 □普通 □略知 □不知 

 

6.透過網路蒐索與閱讀後，我對歷史人物的認識程度？□更熟 □熟悉 □普通 □略知 □不知 

 

7.全班共同對歷史人物進行七絕創作，集思廣益效果？□極佳 □佳   □普通 □略佳 □不佳 

 

8.個人單獨對歷史人物進行七絕創作，牽動靈思效果？□極佳 □佳   □普通 □略佳 □不佳 

 

9.自己創作一首七絕格式的詠史詩，我覺得  □已上手 □可上手 □普通 □略佳 □尚未上手 

 

10.我對唐詩七絕的創作，最感困難的地方在（複選）？□平聲 □仄聲 □用韻 □造境 □知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