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八課 古詩選         佚  名  

                              李  白 

【學習重點】 

1.認識古詩的形式與特色。 

2.了解古詩的重要作品及其主題內涵。 

3.學習詠物抒懷的寫作手法。 

4.思考人類在孤獨中的自處之道。 

 

︱古詩簡介︱ 

古詩，又稱古體詩，乃相對於唐代的近體詩而言。唐人為了區別詩體

差異，故將近體詩以前的漢、魏、六朝詩歌統稱為古詩。古詩的格律較近

體詩自由，不拘句數、平仄、對仗，用韻也較寬，其句式以五言和七言為

主，另有四言、六言及雜言。 

 

 

客從遠方來 佚 名 

題解 

本詩選自昭明文選，為古詩十九首的第十八首。古詩十九首原無詩題，後人

取各詩的第一句為題。 

全詩以思婦的口吻，描述她收到丈夫託人帶回的絲織品，從這件禮物得知丈

夫的心意未變，心中便湧起無限喜悅，進而想像將絲織品縫製成被的過程，表達

出對丈夫的思念與誓不分離的愛意。 

 

作者 

古詩十九首最早收錄於南朝梁昭明太子蕭統所編的昭明文選，總題為「古

詩」。其作者及寫作時代眾說紛紜，大抵非一人一時之作。依據五言古詩的發展

以及詩中內容判斷，一般多認為是東漢末年失意文人的作品。 

古詩十九首內容或抒發遊子懷鄉之苦，或記夫婦朋友間的離愁別緒，或言士

人的失志徬徨、生命無常之感，表現出亂世生活的艱困與心靈的苦悶。文字自然

樸實，情感含蓄深刻，為五言古詩的成熟之作。 



課文與注釋 

客從遠方來，遺○1 我一端綺○2 。 

相去○3 萬餘里，故人心尚爾○4 ！ 

文綵雙鴛鴦○5 ，裁為合歡被○6 。 

著○7 以長相思○8 ，緣以結不解○9 。 

以膠投漆中○10，誰能別離○11此？ 

 

1 遺 音ㄨㄟˋ，贈送。 

2 一端綺 半匹有花紋的絲織品。一端，半匹，古代布帛以二丈為一端，二端為

一匹。綺，音ㄑㄧˇ，有傾斜花紋的絲織品。 

3 相去 相距。去，距離。 

4 故人心尚爾 意謂丈夫還是如此情深義重。故人，指丈夫。尚，尚且、還是。

爾，如此、這樣。 

5 文綵雙鴛鴦 綺上繡有雙鴛鴦的華麗圖案。文綵，華美豔麗的織品。 

6 合歡被 織有對稱圖案的被子，象徵和合歡樂。 

7 著 音ㄔㄨˇ，通「褚」，將絲棉或植物纖維填入被褥或衣物裡。 

8 思 此處與「絲」諧音雙關，指思念之情如同絲棉一樣綿長。 

9 緣以結不解 被的四周以絲縷縫綴，使之牢固不分。此指兩相結合，永不分離。

緣，音ㄩㄢˋ，在被套四周以絲縷縫合。 

10 以膠投漆中 將膠放入漆中，比喻夫妻感情親密無間。 

11 別離 使……分離。 

 

賞析 

本詩共十句，可分三部分。開頭四句以遠客帶來一端綺，即事生情，敘述女

子對丈夫情意的感動。五至八句透過裁綺作被、著絮縫綴等想像，將女子的歡快

喜悅之情推至最高潮。最後兩句以比喻作結，展現女子的深情與堅定信念。 

詩中所用的物象充滿象徵性，作者透過接二連三的聯想，以及雙關語的運

用，展現了女子一剎那的內心世界。合歡被內須以絲棉鋪填，被緣要以絲縷綴結，

這是製被的基本工作。但在女子心中，這些平凡的動作都有特殊含義：綺緞繡著

「鴛鴦」紋飾，先已勾起她心中長久以來對夫妻相聚的期盼；裝填「絲棉」便是

充滿綿長無盡的相思，「緣結」暗示她對夫妻情緣永結不解的想望；最後的「膠

漆」之喻更真切地傳達出濃厚的情感。選取尋常可見的事物，並運用「詠物抒懷」

的手法，使得整首詩充滿濃厚的民歌情味，也把女子心中那種深摯熱烈的痴情和

堅定的信念，表現得淋漓盡致。 

再深一層看，全詩只有開頭二句寫實，其他的畫面多為想像。夫妻遠別是實，

歡聚畢竟是虛。詩中用「心尚爾」、「雙鴛鴦」、「合歡」等喜悅的字眼寫女子的歡

快，然而口裡是喜，心裡實悲。正如清代朱筠所說「於不合歡時作合歡想」、「不



能別離者現已別離」，想像和現實的落差是何等巨大！明明心底該是最深切的閨

怨，傳達出來的竟然全是溫柔敦厚的歡喜。在這樣樸實的民歌風味中，我們不但

能夠感受到悲喜交集的人間情味，更能夠體會到「樂而不淫，哀而不傷」的藝術

境界。 

 

問題討論 

一、為何女子收到丈夫託人送來的一端綺，就能確認「故人心尚爾」呢？這份禮

物具有什麼涵義？ 

二、詩中「著以長相思，緣以結不解」二句，隱含女子什麼樣的心境？ 

三、客從遠方來中的女子憑藉禮物確認丈夫的心意，禮物往往寄託著送禮者對收

禮者想說的話。你有贈送禮物的經驗嗎？挑選禮物時，你抱持著什麼樣的想

法呢？ 

 

    



 

把酒問月  李  白 

題解 

本詩選自李太白全集，題下原注「故人賈淳令余問之」，為應友人之請而作

的詠月抒懷詩。詩人藉著飲酒後對月亮提問，寫出古今人們對月亮的種種困惑，

進而興發宇宙永恆與人生短暫的喟嘆，最後收束於以酒杯承接月光的浪漫想像，

展現不負人生、及時行樂的思想。 

 

作者 

李白 

名號 字太白，號青蓮居士 

籍貫 祖籍隴西成紀（今甘肅省秦安縣），家居綿州昌隆縣（今四川省江油市）

青蓮鄉 

生  武則天大足元年（七○一） 

卒  唐肅宗寶應元年（七六二） 

年  六十二 

 

李白資質聰穎，自幼讀書學劍，及長，任俠好義，有匡世濟民之志。二十五

歲時離鄉遠行，展開長達十六年的漫遊生涯。天寶初年入京，賀知章讀其詩，嘆

為「天上謫仙人」，便向玄宗推薦，玄宗召為翰林供奉。因恃才傲物，受到權貴

排擠，不久便離開長安，再度浪跡四方。安史之亂時，受永王李璘賞識，邀其為

幕僚。後李璘謀反事敗，李白受牽累，被流放夜郎（故治在今貴州省桐梓縣），

中途遇赦放還。晚年飄泊困苦，依族叔當塗（今安徽省當塗縣）令李陽冰以終。 

李白才氣洋溢，善於運用誇張與譬喻等手法、自然優美的語言，表現奔放的

感情。其詩內容廣泛，尤喜寫俠客、仙道、神話、飲酒主題，想像奇特，風格雄

奇浪漫、清新俊逸。後世譽為「詩仙」，與杜甫齊名，並稱「李杜」。後人輯有李

太白全集。 

 

課文與注釋 

青天有月來幾時？我今停杯一問之。 

人攀明月不可得，月行卻與人相隨。 

皎○1 如飛鏡○2 臨丹闕○3 ，綠煙○4 滅盡清輝○5 發。 

但見宵○6 從海上來，寧知○7 曉向雲間沒○8 ？ 



白兔擣藥○9 秋復春，姮娥○10孤棲與誰鄰？ 

今人不見古時月，今月曾經照古人。 

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 

唯願當歌對酒時，月光長照金樽○11裡。 

 

1 皎 音ㄐㄧㄠˇ，潔白明亮。 

2 飛鏡 比喻月亮如高懸空中的鏡子。 

3 丹闕 紅色的宮門。闕，音ㄑㄩㄝˋ，古代宮門兩邊供眺（ㄊㄧㄠˋ）望的樓

臺。 

4 綠煙 此指雲氣煙霧。 

5 清輝 明淨的光輝。 

6 宵 夜晚。 

7 寧知 怎知、豈知。 

8 沒 音ㄇㄛˋ，消失、隱沒。 

9 白兔擣藥 傳說月中有白兔擣仙藥。擣，音ㄉㄠˇ，捶擊。 

10 姮娥 音ㄏㄥˊ  ㄜˊ，后羿的妻子。相傳因偷吃不死之藥而飛昇月宮，成

為仙女。漢人為避文帝劉恆的名諱，改「姮」為「嫦」。 

11 金樽 指精美的酒器。樽，音ㄗㄨㄣ。 

 

賞析 

本詩以「月」為主角，透過月亮形象的描繪，抒發作者對於宇宙永恆、人生

短暫的慨嘆，引發對生命的省思。 

首二句緊扣詩題，先以劈空而來的氣勢提問，再補述發問者的情態。刻意寫

出「停杯」，使此問帶有幾分迷離醉意。接著，第三、四句寫月亮雖高不可攀，

但月光又遍照各地，亦遠亦近，巧妙地賦予月亮貌似無情卻有情的形象。第五、

六句著墨於對月色的描繪，以鏡為喻，展現月的皎潔明亮，而「綠煙滅盡」更呈

現出雲霧散盡、月亮展現光彩的動人場景。見此美景，作者又連發二問：「但見

宵從海上來，寧知曉向雲間沒？」「白兔擣藥秋復春，姮娥孤棲與誰鄰？」這些

問題誰也無法回答，作者也沒給答案，但由此生發的遐想與孤寂感，引出下文對

於人生短暫、宇宙永恆的哲理探求。 

「今人不見古時月」四句，以「古今月」實為同一個月亮，對比「古今人」

隨著時間流逝不停地更迭，表達人生須臾，唯有明月亙古長存的感慨。最後二句

轉回現實，先化用曹操短歌行「對酒當歌，人生幾何」的名句，引出及時行樂的

思想；再以「月光長照金樽裡」表現對月光的珍惜，期望於「短」中求「長」，

把握人生中的快樂。 

詩從停杯問月寫起，經過空間、時間的縱橫馳騁後，以月照金樽結束。作者

不但層層鋪排月的美好神祕，而且反覆將明月與人對照，使全詩讀來形象鮮明生

動，哲理與詩情交融，具自然渾成之妙。 



 

問題討論 

一、本詩描寫了月亮許多特質，其中最主要而且貫串全詩的特質是什麼？ 

二、詩中哪些文句最能展現作者在面對永恆的宇宙與短暫的人生對比時，所興起

的感慨？請試著闡述文句的涵義。 

三、月光或月亮的意象常出現在歌詞或者詩作之中，月亮可能是作品所描寫的主

題，也可能用以烘托氣氛，或是某種譬喻或象徵。請挑選一首提到月亮的歌

曲或現代詩作，並說明月亮在該作品中具有何種意義。 

 

測驗與練習 

語文知識 

（  ）1.下列「 」中字詞的解說，何者音義完全正確？ 

(A)「遺」我一端綺：音ㄧˊ，留下 

(B)「著」以長相思：音ㄓㄨㄛˊ，依附 

(C)寧知曉向雲間「沒」：音ㄇㄛˋ，消失 

(D)「皎」如飛鏡臨丹闕：音ㄐㄧㄠˇ，美好 

（  ）2.下列文句，何者用字完全正確？ 

(A)這件衣服的剪栽合身，袖口周圍點掇的蕾絲花邊更增添幾許浪漫情

調 

(B)他以細膩筆觸，描寫奔月的姮娥在宮闕中的孤獨寂寥，使人感同身

受 

(C)願天下有情人深擎熱烈之情都被珍惜，不讓古時明月再見深閏被席

冷 

(D)無論古今，高掛夜空中的皎潔明月，總是引人興發無限的暇想與概

嘆 

（  ）3.下列「 」中的詞義，何者前後相同？ 

(A)客從遠方「來」／青天有月「來」幾時 

(B)「緣」以結不解／「緣」溪行，忘路之遠近 

(C)相「去」萬餘里／「去」國懷鄉 

(D)「但」見宵從海上來／「但」坐觀羅敷 

（  ）4.下列文句「 」中的成語，何者使用最恰當？ 

(A)他們原本互不相識，但因一起組隊參加技藝競賽，現已是「膠漆相

投」的最佳拍檔 

(B)在炎炎夏日中進行班際球賽，每個人都汗流浹背、「淋漓盡致」，看

起來疲憊不已 



(C)缺乏有邏輯的思考，便會影響表達的流暢度，寫作就容易「縱橫馳

騁」、缺乏結構 

(D)能在生活中善用自身才華又不受外在環境限制的人，堪稱是「恃才

傲物」之楷模 

（  ）5.下列對於李白其人與作品的敘述，何者正確？ 

(A)唐玄宗讀李白詩，讚嘆他是「天上謫仙人」，故得「詩仙」之名 

(B)善於運用誇張的語言與奇特的想像力，形成李白詩作中雄奇、清新

的風格 

(C)李白的詩作多為反映現實社會的寫實作品，屬於唐代社會派詩人 

(D)流放夜郎的痛苦經歷，使得李白後期作品的情感轉為含蓄內斂 

閱讀理解 

（  ）6.下列對於客從遠方來一詩的解讀，正確的是： 

(A)遠來的客人，為思念丈夫的女子帶來繡有鴛鴦圖案的合歡被 

(B)女子與丈夫雖相隔萬里，但透過禮物可知丈夫歸鄉之期不遠 

(C)女子填絲入被是思念丈夫，密縫被套則盼望與丈夫永不分離 

(D)女子以膠誤入漆中的譬喻，呈現自己對於別離的不甘與愁苦 

（  ）7.下列對於客從遠方來的寫作手法敘述，何者正確？ 

(A)詩中的「著以長相思」運用詞義雙關，表示思婦將綿長相思都縫入

被中 

(B)本詩藉由尋常物件，寄託主角內心真摯的情感，屬「詠物抒懷」的

作法 

(C)遠客送端綺為想像中的情節，女子裁綺做被的過程則為真實情境的

呈現 

(D)「心尚爾」、「雙鴛鴦」與「合歡」等詞，寫出女子與丈夫團圓後的

歡快 

（  ）8.以下對於把酒問月一詩的說明，何者正確？ 

(A)李白藉著月亮遍照古今人物的事實，表達心中期盼萬物生而平等的

理想 

(B)全詩藉傳說中玉兔與姮娥的處境，表達李白貶謫後對人生的沮喪與

懷疑 

(C)李白感嘆今古人物多只看事物表象，故多數人大半輩子如流水一事

無成 

(D)李白微醺中豪氣問月，以酒後哲思透視人生，反映出李白及時行樂

之願 

（  ）9.「預言示現」是一種將還未發生的事情，描述得彷彿已經發生在眼前

的修辭方式。下列詩句，何者使用這種方式？ 

(A)文綵雙鴛鴦，裁為合歡被 



(B)以膠投漆中，誰能別離此 

(C)青天有月來幾時？我今停杯一問之 

(D)今人不見古時月，今月曾經照古人 

（  ）10.晴晴在Google搜尋欄位中填入「古詩 平仄 五言」三個關鍵詞，那

麼她在網路上搜尋到最正確的敘述應該是： 

(A)古詩是嚴格要求平仄與對仗的五言詩，唐代近體詩的嚴謹格律即沿

襲古詩而來 

(B)唐代近體詩以前的五言詩統稱為「古詩」，藉固定的平仄格律表現出

熱情奔放的風格 

(C)古詩需押韻，但其格律自由，故不講究平仄、對仗，以五言和七言

的作品較為常見 

(D)依據五言詩的發展與內容判斷，古詩十九首應為西漢末年講究平仄

的雕琢之作 

表達應用 

一、本課所選兩首古詩，皆藉著描寫物象以傳達個人想法，即「詠物抒懷」的書

寫方式。分析這類作品，可學習到作者擷取物象特點的方式。以下為客從遠

方來、把酒問月兩首作品的心智圖，請根據詩作內容以及圖中的提示，將參

考答案中的關鍵字填入適當的位置。 

「心智圖」是一種利用圖像式思考來輔助表達思維的工具，通常以一個

關鍵詞語作為核心，再以輻射狀向外展開聯想或分析。它可以將各種概

念之間的關聯性，以圖像呈現，幫助我們理解內容。 

 

(一)客從遠方來 

參考答案：故人 長相思 雙鴛鴦 綺 合歡被 

 

 

 



(二)把酒問月 

參考答案：人月距離 現象推論 運行方式 自我省思 月色之美 

相關傳說 起源時間 

 

 

 

二、寫作練習 

從李白的把酒問月中，可以看出古人會觀察宇宙天體的外觀、運動規律，並

發揮想像力賦予解釋。請閱讀以下資料，並各用五十字以內的篇幅，用簡要且完

整的敘述句，回答以下兩個問題： 

(一)中國古代的觀星者用什麼樣的角度，來詮釋火星運行的方式？ 

(二)你認為歷史為何要偽造「熒惑守心」的紀錄？ 

 

甲、「火星」是地球上肉眼可觀測的天體之一，其色火紅，一般運行規律由西向

東，偶爾會發生由東向西的逆行現象。當火星、地球、太陽運行成一直線，

且地球在火星與太陽之間，稱為「火星衝」或「火星衝日」（如下圖）。此時

是火星最接近地球的時候，所以星光更為明亮而容易觀測，入夜後用肉眼即

可看見橘紅色火星。 

乙、中國古代稱火星為「熒惑」，意為熒熒如火，亮度與運行方式使人迷惑。在

中國術士眼中火星與戰爭、災禍、異變有關。據漢書律曆志的記載，火星每

六百八十七天接近一次「心宿」（天蠍座中的α星），稱為「熒惑在心」。「心

宿」為帝王的象徵，若火星順行通過便無事；但每隔一、兩百年火星接近心

宿，若剛好碰上「衝」（火星距離地球最近點），火星又正好往回逆行接近心

宿時，則稱為「熒惑守心」，為大凶之兆。中國歷史上約有二十三次「熒惑

守心」的紀錄，在發生前後都會有社稷動盪、天災人禍的現象。但根據現代

學者用電腦往回運算，發現當中有十七次紀錄可能是偽造的。 



           

 

延伸閱讀 

•古詩十九首：亂世的悲歡離合 康逸藍、張瑜珊，網路與書，二○一二 

•最愛是詩：五十則擁抱生命的詩句，喚回人生的美好記憶 琹涵，九歌，二○

一八 

•詩酒風流話太白：李白詩歌探勝 王國瓔，聯經，二○一○ 

•新詩十九首 楊澤，印刻，二○一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