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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積極思維面對十二年國教的國文

教學示例 格式塔理論融入

〈旅夜書懷〉之意象分析

;番麗珠教授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

壹、以積極思維面對十二二、以積極思維面對十二年

年國教的國文教學 國教的國文教學

一、十二年國教勢在必行

在一片沸沸揚揚的喧嚷中， 2013年6月

27 日立法院三讀通過十二年國教的母法:

(高級中等教育法} ，代表十二年國教的政

策勢在必行。此一政策的利弊得失，容或有

討論的空間，政策對於國家未來的影響也有

待觀察，但既然政策執行如箭在弦上，職場

教師與其消極地抗拒排斥、聲討批判，不如

調整心態，從積極層面思考，如何應變以面

對教育現場所面臨的挑戰，增強信心，才有

可能消除教師自己、學生和家長的焦慮、不

安，為學生培植更優質的能力，謀求更好的

教育環境，打造更堅實的國際競爭後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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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政策如何改變，職場第一線教師永

遠都得面對學生進行正常的教學工作。對於

國文科教師而言，如何增進學生「聽、說、

讀、寫」各方面的能力，責無旁貸，是本分

內的工作，與政策如何無關。從積極層面

說，以下思維是面對十二年國教的國文科教

學，筆者所建議者:

(一)持續進行紮實的基本功教學所謂「基本

功教學 J '不外乎字音、字義、字形、

修辭、段落大意、文章主旨、義理闡

發、作者生平等等的教導。一般而言，

國文教學的實質流程如下:

1.引起動機，例如:

(1)從與課文相關而學生感興趣的話題開

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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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以一幅畫、一段音樂、一個簡報檔案

或一個廣告短片開場。

2. 通讀全文

(1)略讀(可讓學生自行默讀、朗讀)

(2)精讀(逐字逐句，教師可示範朗讀或

領讀，然後進行字的形、音、義、修

辭之教學)

3. 教導學生認識文章分段的方式

(1)按照時間變換(過去、現在、未

來) 0

(2) 依據地點或空間轉換，如(記承天寺

夜遊〉

(3)根據事情發生的順序，如(銀箭月

光〉

(4) 依人物的行為方面，如(空城計〉

(5) 按總分關係(先總後分、先分後總、，

如(岳陽樓記〉

4. 瞭解段落大意及文章結構概括段意的方

法，例如:

(1)文章結構圖繪製法。

(2) 提問法，例如:

ao 人 是誰?做了什麼事?

b. 事一斗十麼事?怎麼會這樣?

C. 狀物一一一什麼形狀?像什麼?

do 文章的「起、承、轉、合」為

何?

(3)繪製心智圖法。

50 歸納文章中心思想及寫作方法分析文章

題目，連結文章內容、表達技巧、表現

感情的方式等等。

6. 延伸教學或交代作業，例如:

(1)寫讀書心得。

(2) 製作簡報並上台報告。

(3)改寫文章並說給同學。

聽通過上述的教學流程，按照教科書

的進度，扎扎實實地該教甚麼就教甚

麼，發揮國文科教師的專業，打好學

生「聽、說、讀、寫」的基礎。

(二)施行有效的教學策略

以「閱讀理解教學」或「課外閱讀指

導」為例，其策略在閱讀前、閱讀中、閱讀

後，各有慣常運用者舉例略說如下:

1.閱讀前

例如採用「預測策略 J '讓學生看標

題、插圖、照片猜內容，看上段猜 F

段，或由標題判斷關鍵字等等，此種教

學方式最好由老師提問、學生回答(或

分組練習相互教學)。

2. 閱讀中

例如運用「摘要策略J '針對不同文體，

指導學生閱讀時記下摘要，並分析各段大

意，或記下佳言錦句、段落小節中的關鍵

詞等等。也可以文體分別來說:

(1)記敘丈:找出人、事、時、地、物 O

(2)說明文:找出狀況、觀念、先後次

序、因果、同異、問題、解決方式 o

(3)議論文:找出議題、論點(看法)說

明、解釋或說服讀者的論據。

30 閱讀後

例如運用「自我詢問策略 J '重點在於

指導學生自我發問而非課堂回答，透過

自問自思，養成思考、探索的習價。發

間內容大抵如下:

(1)什麼人。 (who)

(2) 什麼事? (what)

September,2013 Secondary Education 7



起勤地

(3)什麼時候? (when)

(4) 什麼地方? (where)

(5) 什麼東西? (which)

(6) 為什麼? (why)

(7) 怎麼樣? (how)

(三)精進教師文學鑑賞的功夫

國文科教師，背景多為國文系或中文

系，文學辭章之鑑賞當為看家本領，但如果

不思進修，長年教學下來易受學生影響，程

度日漸低落或跟不上時代而不自覺。故有必

要繼續進修，在文學鑑賞方面再下功夫，畢

竟學術後出轉精，新的研究方法越來越進

步，東、西方的觀點或融合或相輔相成，常

可以為文章鑑賞開啟不一樣的視野。唯有教

師精進文學鑑賞的功夫，才能夠帶給學生新

感受，造福新世代的學生，帶給學生嶄新

的、源源不絕的心靈饗宴。

試以唐代詩人張繼的(楓橋夜泊)為

例，首句「月落鳥啼霜滿天J '曾有化工博

士當著筆者的面說，月落則不可能鳥啼，霜

滿天時節也不可能鳥啼，因此這首詩根本不

通。從科學角度言，此位博士的說法自有其

理據，但詩歌文學的精義，時時內含「反常

合道」的藝術奧妙，並不以科學邏輯的直釋

為標準，此與意象理論有關。「月落鳥啼霜

滿天」以詩歌意象理論詮釋，如同張繼採用

了三幅重要圖畫:月落、鳥啼、霜滿天，以

視覺正增強的效果，像油畫一般的逐層上

色，渲染了遊子離鄉的情愁。月落了，大地

只餘一片聞黑，無繽紛色彩;鳥啼從漢代樂

府詩歌以來即意味著別離;霜滿天，表示冬

日將至，萬物終歸於寂寥;詩人運用這三幅

圖相，言說鄉愁縈繞內心迴盪不去，因此最

終以「夜半鐘聲」仿擬迴盪不去的愁韻 o

這樣的詮解並非無因，通過德國格式

塔心理學派的完形理論，我們可以從中獲得

啟示，以及對於詩歌意象理論有進一步的理

解 o 下文便以格式塔理論融入杜甫(旅夜書

懷〉的意象分析為例，仔細論述 o

貳、示例:以格式塔理論

融入〈旅夜書懷〉

意象分析

一、意象理論的研究，運用

成果略弱

長期以來，古典詩學研究意象者多，但

近些年除了陳滿銘教授所發表的〈論辭章意

象之形成) I 等相關文章外，並沒有令人印

象較為深刻的理論研究與其運用成果。筆者

以為:研究詩歌確實必須注重意象探討，而

意象探討與格式塔 (Gestalt )心理學派的完

形( configuration) 理論 2 可以相互發明，

l 諸文篇名為(論辭章意象之形成一一據格式塔「異質同構」說加以推衍) ，見{文與哲}第八期， 2006年， 6月。

2 格式塔理論( Gestalt Themγ) 起源於1912年的德國，格式塔」意~p ，模式、形狀、形式」等，意思是指「動態

的整體 (dynamic wholes) J '不能譯為， structure J (結構或構造) ，而應核譯為， configuration J '中文譯為

「完形 J 所以我們可以將格式塔心理學又譯成完形心理學。它強調經驗和行為的整體性，反對當時流行的結構

主義( Structuralism) 元素學說和行為主義心理學派( Behaviorism) ，認為整體不等於部分之和，意識不等於戚覺

元素的集合，行為不等於反射的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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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其為借鏡，將之融入古典詩歌的具體

研究中，希冀能夠西學中用，引動一些古典

詩學研究者的興趣，更加清楚地說明意象理

論之奧妙。本文以杜甫(西元712-770年)

(旅夜書懷〉意象構成系統為例，融入格式

塔心理學派的完形理論的組織法則，引導研

究者由圖像而文意、由完形理論組織法則分

析而牢籠全篇，藉由閱讀主體的客觀系統分

析以發揮作用，進而掌握詩歌意象的構成原

理及(旅夜書，鹿〉的整體性。

二、格式塔心理學派的完形

理論述要

(一)格式塔心理學派

格式塔心理學文譯成完形心理學。格式

塔學派(德、語: Gestalttheorie) 與屬於德國

理性主義哲學以及由它發展出來的現象學有

關，現象學是一種方法論，認為通過內省，

自然而然地觀察到的是整體的直接經驗，這

種整體的直接經驗是不能分析成為心理元素

的。 3它把與它相對的結構主義的元素說，比

喻成「磚塊和灰泥心理學 J '說結構主義用

聯想的過程的灰泥，把做為元素的磚塊粘合

起來，藉以構成建築物，但我們眼睛看的是

整棟建築，是一幢大廈，而不是灰泥及石塊

的構成，所以格式塔的學者，認為知覺到的

東西要大於眼睛所見到的東西。這是因為:

任何一種經驗的現象，其中的每一部份都互

相牽連，每一成份之所以有特性，是因為它

與其他部份有關係，這就好像當我們把森林

的每一棵樹都研究過了，並不代表我們瞭解

森林;又好比我們在桌上看到一本書，也絕

對不是方形體，或有顏色視覺的反應物，而

是一本完整、真實的書。因為部份不代表整

體，完整的現象具有它本身的完整特性，它

既不能分解為簡單的元素，它的特性也不包

含在元素之內。

格式塔心理學派的主要代表人物為:

惠特﹒海默(或譯作韋特﹒海默) (Max

Wertheimer'西元1880-1943年)、考夫卡

( Kurt ﹒ Kaffka' 西元1886-1941年)和柯勒

( Wolfgang Kohler '西元1887-1967年)。他

們的方法論有四個特點4

第一，強調現象學的方法。現象學強

調對意識的如實描述，不附帶任何前提和假

設。把這一觀點應用到心理學的研究中，格

式塔心理學家認為心理學應該研究日常生活

的完整經驗，不對經驗的單一元素進行任何

的人為分析，保持經驗的自然和完整特點。

第二，格式塔心理學通過似動現象5

( apparent movement) 的研究，指出心理現

象的整體特性，認為一切心理現象和心理過

程都是有機的整體，不可以分析為元素。

3 徐輝富 (2008 )。現象學研究方法與步J隙，壹北:學林出版社。

4 李維(譯) (2010) 。格式塔心理學原理(原作者: Kurt· Kaffka)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原著出版年:

1935 )

5 似動現象:人們把客觀上靜止的物體看或是運動的，或者把客觀上不連續的位移看成是連續運動的現象。 20世紀

初，德國心理學家Max Wertheimer用實驗方法研究了似動現象，他用速示器( tachistoscope) 研究活動圖像的效

果。 1912年，他發表了棵誌著格式塔心理學形成的代表性論文〈似動現象實驗研究> .獲得講師職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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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強調質的分析先於量的分析。

因過度強調量化方法，會導致心理學研究範

圓的狹隘。柯勒指出，強調使用量化方法的

結果是，心理學中的許多重要現象由於不能

使用量化的方法而被排除在心理學的研究之

外，只有那些能使用量化方法進行研究的現

象才引起心理學家的重視。一旦量化方法的

過度強調，將限制心理學的合法研究範圓。

第四，在具體研究方法上，格式塔心理

學抱持開放的態度，認為方法的選擇應依據

研究物件的性質。格式塔心理學的特色方法

主要是現象學方法，但是格式塔心理學並不

反對其他方法的使用。

此四個特點，轉化為古典詩歌意象探

討時，頗能具體說明「單一意象」到「意象

群」構成「意象系統」時，其間發生了怎樣

的微妙變化，以及學理依據。「意象群」要

能夠構成系統，表示運作有方、得以成功，

問題是這一個「方 J '究竟是如何?此與完

形理論所主張的組織法則有關，下文將進一

步說明並連結意象理論和詩作加以分析。

(二)完形理論及其組織法則

人們在欣賞一幅圖畫或一張攝影作品

時，畫面裡的每一個部份形成了各自獨立的

視覺元素，如果想讓觀者留下深刻的視覺認

知，元素與元素之間必須彼此產生某種形式

之關連，而所謂「關連 J '並不存在於表面

形式之中，詩歌也是一樣。問題是:人類的

認知系統，如何把原本各自獨立的局部訊息

串聯整合成一個整體概念呢?考夫卡說:

「人在知覺客觀世界時，總是有選擇地把少

數事物當成知覺的物件，而把其他事物當成

知覺的背景，以便更清晰地感知一定的事物

與物件。」 6 柯勒也認為:

一件藝術品，必然是一個由各個部分按

照一定的結構方式組成的整體，在這個

整體上表現出一種獨特性質，考夫卡稱

之為「格式塔質 J 0······ 藝術家在創造

藝術品的過程中就像一個導演，他按照

自己的需要把各種不同的元素(力)安

排在作品中合過的地方，使他們之間形

成一種「關條 J (力場)。這種關像在

一定程度上能夠間接反映出自然中某些

事物的狀態，從而達到傳達意義的目

的。這種視覺形態和自然事物之間的類

似性，我們可以稱之為「異質同構 J 0 7

所謂「異質同構 J '可以由李澤厚(審

美與形式感〉文中的話語見出端倪，簡要地

說，指的是質材雖異但形式結構相同，就容

易喚起大腦對外在現象與內在情感形成合

拍、一致，他認為:

不僅是物質材料(聲、色、形等等)與

視聽~官的聯繫，而更重要的是它們與

人的運動成官的聯繫。對象(客)與戚

受(主) ，物質世界和心靈世界實際都

處在不斷的運動過程中，即使看來是靜

的東西，其實也有動的因素......其中就

6 同吉主4 。

7 李柵嫻(譯) (1998) 。完形心理學(原作者: Wolfgane K" oher) ，臺北:桂冠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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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種形式結構上巧妙的對應關條、和成

染作用......格式塔心理學家則把這種現

象歸結為外在世界的力(物理)與內在

世界的力(心理)在形式結構上的「同

形同構 J '或者說是「異質同構 J '就

是說質料雖異而形式結構相同，它們在

大腦中所激起的電脈衝相同，所以才主

客協調，物我同一，外在對象與內在情

~合拍一致，從而在相映對的對稱、均

衡、節奏、韻律、秩序、和諧中...... ,

產生美嵐愉快。 8

大腦對外在現象與內在情感形成合拍一

致，這種協調、一致，無論是均衡的韻律、

對稱的秩序，都會造成心靈的和諧與愉悅，

美感於焉產生。

美國著名心理學家、美學家安海姆

( Rudolf Arnheim '西元1904-1994年)也認

為，-作品形式結構中原本存在著一種客

觀的張力。(其實是似乎能夠產生張力的結

構形式，真正的張力則存在於觀賞者的大腦

皮層中。) J 9 歐陽周、顧建華、宋凡聖等

在〈美學新編》中說，-在安海姆看來，自

然物雖有不同的形狀，但都是『物理力作用

之後留下的痕跡』。藝術作品雖有不同的形

式，卻是運用內在力量對客觀現實進行再創

造的過程。」 lo 本文因研究篇幅範圈，無法

將格式塔心理學派的主張一一說明，只是運

用「格式塔心理學派的完形理論」融入意象

理論以分析(旅夜書懷〉。格式塔學派提出

一系列經實驗佐證的知覺組織法則，一般稱

之為，-完形組織法則 J II (Gestalt laws of

organization) ，它們分別是:

1.圖形一一背景法則 (the principle of

figure/backdrop) :在一個具有一定配

置的場域內，有些刺激突出，容易被察

覺;而其他刺激則退居於次要地位形成

背景。例如「天第一沙鷗J '沙鷗即是

突出、被察覺者，天地雖然宏大反成背

景，退居次要地位。

2. 接近法則(the principle of proximity )

空間或時間彼此接近的刺激，容易被視

為整體。例如:桌子上散置很多筷子，

其中兩支較為接近者，傾向於看作為一

雙。可回草」、「微風」、「獨夜舟」

在空間上彼此接近，在視覺心理上，可

以形成一個整體，構成脈絡。

3. 簡潔法則( the principle of pragnanz )

思維能去除掉多種複雜性的干擾而抓住

最簡單和本質的東西，這就是思維的力

量，或者說是認識模式的力量。人類在

認知上的這種特點，使思維不至於迷失

在複雜的細節之中，而能掌握內在的結

構。例如(旅夜書懷〉一詩， ，-名豈文

章著，官應老病休」兩句，與其他的

寫景句不同，應是此詩的詩眼警句，這

8 李澤厚( 1987)。李澤厚哲學美學文遷，臺北:穀風出版社，頁 503-504 。

9 勝守堯(譯) (2010) 。視覺思維:審美直覺心理學(原作者: Rudolf Amheim) 。重慶.四川人民出版社(原出

版年: 1969)

10 見{美學新編〉﹒杭州:新江大學出版社， 2001 年5 月，頁 253 。安海姆之「同形論」或「同形說 J 參見蔣孔

陽、朱立元主編{西方美學通史〉第六卷，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 1999年 11 月，頁 715-717 。

11 同吉主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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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們的思維直探本質的簡潔原則。或

者，當我們在抓取詩文的關鍵詞時，不

自覺地便運用了此一法則。

4. 相似法則( the principle of similarity )

互相類似的個體刺激，容易被看成一個

整體，例如，顏色、大小相近的圖形。

例如「危槽」的高、「平野」的寬、

「大江」的大、「天地」的遼闊都與

「大」有關，可以看成一個系列整體。

5. 閉合法則( the principle of closure) :刺

激的特徵傾向於聚合成形時，即使其間

有斷缺處，也傾向於當做閉合而完整的

整體。例如，畫一留有缺口的圓圈，看

的人往往忽略其缺口而仍視為封閉的圓

圈。例如「飄飄何所似」的「飄飄」一

詞，何以能指「沙鷗 J ?就圖像言，因

右開插入「名豈文章著，官應老病休」

句，顯得斷缺，但因閉合法則，吾人仍

然可以連繫沙鷗'構成一完整的圖像。

6. 連續法則( the principle of continuation) :

刺激中能彼此連續成為圖形者，即使其

間無連續關係，人們也傾向於組合在一

起看作於整體。就像律詩前四句與末兩

句與「景」有關，第五、六句卻與景無

關，但我們依然可以將與景有關的六句

詩，構成一幅心象圓形。

7. 對稱法則( the principle of symmetry) ;

在若干刺激中，對稱的刺激常會被視為

一個整體。從律詩的形式上說，由於對

仗的規範，本就容易造成「大、小」、

「動、靜」、「輕、重」、「濃、淡」

等對稱性詞彙與意象，對稱法則更容易

在閱讀者的心理上發揮。

三、格式塔理論融入〈旅夜

書懷〉意象分析

上文在述及「完形組織法則」時，己約

略提到詩例，那麼，如何運用格式塔心理學

派的「完形組織法則 J '深入探究(旅夜書

懷〉呢?先引詩歌原文如下:

細草微風岸，危椅獨夜舟;星垂平野

闊，月湧大江流;名豈文章著?官應老

病休;飄飄何所似?天地一沙鷗。 12

唐代宗永泰元年(西元765年)四月，

杜甫的好友嚴武病逝，這不僅使詩人頓失生

活所依，也驚覺成都或許將發生動亂，於

是，就在這年的五月初，他帶著家小，離開

居住了五年的澆花溪草堂，乘一葉孤舟，順

著眠江、長江往下游漂流。一夜，小舟停靠

在渝洲(今四川重慶市)到忠州(今四川忠

縣)途中的一處岸邊，有感而發，寫下了這

首五言律詩，當時詩人已然五十四歲。

夜幕低垂，詩人卻不能成眠。他空有報

國之志與經世之才，無從施展，好不容易能

夠有一段較為安逸的生活，卻因時局變異，

淪落到無處容身的地步，只能將全家的命運

寄託在這小船之上。前途茫然，不知哪裡才

是安身立命之處，想到種種難以索解的生存

大事，忍不住面對長江抒發情意，慨訴滿腔

的身世之悲、飄零之感，於是有了這首傳誦

千古的傑作。

12 杜甫著、楊倫 £i主 (2003 )。杜詩鏡銓。全北:華正書局。本文所引杜甫詩句皆出於此，不再贅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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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草微風岸」江岸微風、細草輕搖

是一幅圖像， I"危檔獨夜舟」獨舟高杆、夜

人不寐是另一幅圖像， I"星垂平野闊」星子

遙遙、平野遼闊是第三幅圖像， I"月湧大江

流」江流滾滾、月照其上是第四幅圖像。四

幅圖像畫面組構在一起，形成了一遼闊、深

遠卻主體鮮明的構圖，而鏡頭是「細草→危

橋→平野→大江」轉動跳接，詩人的意在言

外，便是完形理論「一加一加一加一大於

四」之所指。易言之，四幅圖像組構之後，

具有加乘效果，而使之產生加乘效果者，在

於詩人高明的意象選擇與安排，所構成的意

象系統合乎格式塔心理學的組織法則，能夠

迅速地在閱讀者大腦產生作用，喚起心靈的

美感與共鳴。我們回到全詩來看:本詩共八

句，前四句寫的是「旅夜 J '第五、六句則

寫「書悽 J '七、八句再組合前二者:

首聯「細草微風岸，危椅獨夜舟。」

上句描寫的是岸邊，下句則描寫水面。岸邊

與水面本就在空間上接近，就完形理論的

「接近法則」而言，自然構成一幅「細草叢

生、晚風輕拂的岸邊，孤零零的停泊著一艘

小舟，細長的脆杆高高的矗立在夜空中」

的圖畫。這兩句沒有一個動詞，但「細草

微風 J '動在其中，這動也影響了「危檔

舟 J '在此「獨夜」裡，隨風靜靜地晃動

著，構成了一幅靜夜風動舟搖的景致。然

而夜何嘗真正寧靜?完形理論的「連續法

則」讓我們知道:詩人內心實際上是翻騰擾

動的，那微風、獨夜的意象，都刺激著我

們聯想，意義指向了詩人的心之「動」與

「獨」。

繼上兩句寫近景，頡聯「星垂平野間，

月湧大江流」轉寫遠景。「大江」就是長

江，寫長江的名句，李白有「山隨平野畫，

江入大荒流」句，然而「星垂平野闊，月湧

大江流」更為人所津津樂道，原因就在於描

繪十分佳妙， I"星」與「月」、「平野」與

「大江」就自然意象而言是「接近 J (空間

感)與「相似 J (都屬於「大 J )法則的運

用;而動詞「垂」與「湧 J '就「力」的方

向來說，一下、一上，符合對稱法則，單單

兩句就把原野的的星空與江河的月湧這又靜

叉動的畫面，躍然於紙上，讓我們自然而然

卻又不自覺的在腦海中浮現出遼闊寬廣的景

象。

頸聯「名豈文章著?官應老病休。」杜

甫以詩文名世，深受時人推崇，但是，他的

理想並不僅僅是投詩獻賦，搏取虛名，而是

冀望「致君堯舜上 J '期待自己做出一番事

業。杜甫本就因為文章而著名，沒想到擔任

左拾遺時，因上疏試救房王官而遭肅宗貶誦;

擔任工部員外郎時，又因人事不和，自動請

辭;兩次都不是因病、老而辭官，於是，從

「豈」、「應」的用語，對照詩人的任官經

歷，更可看出字詞表面和詩人內心想望的強

烈對比，此合乎「對稱」法則，但詩人茗、會

甘於如此毫無作為默默以終呢?清代詩評家

沈德潛〈唐詩別裁集〉評論這兩句時曾說:

「胸懷經濟，顧云名豈以文章而著;官以論

事罷，而云老病應休;立言之妙如此。」 13意

思是說杜甫一心要經世濟民，反而說聲譽豈

13 沈德潛( 1979) 。唐詩別裁集(全二冊)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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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文章著名?做官因為論事得罪當朝而罷

官，卻反說自己又老文病應該退休。詩人的

說法如此高妙!這兩句流露出詩人深沉的憤

慨，更讓我們瞭解詩人鬱鬱不得志的悲哀。

尾聯「飄飄何所似?天地一沙鷗。」

這兩句是即景自喻，寫詩人的飄零之感。詩

人慨嘆:我這飄然一身究竟像什麼呢?唉!

只不過是天地間的一隻沙鷗罷了!鷗鳥浮泛

於江海之上，不停地盤旋飄飛;對照詩人一

生的離亂漂泊，同樣是遷徙無定，直到老

年，仍舊寄居一葉孤舟，這與沙鷗的命運豈

不相似? ，-一」字更和第二句的「獨」字遙

相呼應，也是「相似 J (意義上相似)與

「連續」法則之用，映照出兩者孤高的視覺

意象。同時，沙鷗之小對照天地之大的意象

(對稱法則) ，歷來的詩論對此有兩種觀

點:一種說法認為，這小大之對比，更可見

沙鷗的渺小、無助;另一種說法，天地雖

大、沙鷗雖小，但牠卻能自由的悠遊天地之

間，以小御大，氣勢反而可吞宇宙!因為形

體的渺小並不能框限自由心志的去向!所以

說，詩人在這兩句中雖暗示了自傷身世的遺

憾，但最後用自問白答的「問答法」作結，

無形中也為此「心」做出了安頓。我們不妨

做這樣的理解:在詩人益見圓融的智慧觀照

下，一生的憤慨也罷，傷悲也罷，最後的這

一問答，詩人似乎也展現了坦然接受的豁

達。而這樣的理解，乃是根植於「圖形一一

背景法則 J '天地退位，沙鷗突出成為主

體，既為主體，能動性使然，天地便是可進

可退的舞臺，沙鷗的形象反而顯得巨大，便

不那麼渺小了。

「飄飄」詞意雖指向「輕 J '但情意

濃烈，清﹒洪仲〈苦竹軒杜詩評律> 14 :

「七、八(按:指「飄飄何所似?天地一沙

鷗 J )說得寬閑，而悲憤愈甚。」也就是

說，用詞雖表現寬和閒淡，卻顯出濃烈悲憤

的真心'繫連五、六句詩來看，不無道理。

然而，這樣的理解卻小看了詩聖的胸襟，

與本詩指向「高偉、寬廣、遼闊、碩大」

的意象系統不符。這與「沙鷗」的意象極

其有關，詩人在成都草堂時期的詩作，常

見「鷗」鳥的意象，例如:白鷗、春鷗、寒

鷗、浦區庸、沙鷗、押鷗、輕鷗等。然而從早

期「白鷗沒浩蕩，萬襄誰能馴。 J ( <奉贈

韋左丞丈二十二韻> )的意氣風發，到「飄

飄何所似?天地一沙鷗」的自我寬慰、消

解，詩人意象之經營、心境之轉折，可供我

們細細咀嚼。

四、完形理論與〈旅夜書懷〉

「心智圖」

何謂「心智圖 J (Mind Map) ? ，-心智

圖」又稱腦圖、心智地圖、腦力激盪圖、思

維導圖、靈感觸發圖、概念地圖、樹狀圖、

樹枝圖或思維地圖，是一種心智工具 (Mind

tools) ，也是一種認知工具(cognitive

tool) ，它是一種圖示法或圓形組合法的圖

像式思維工具，藉此可以達到視覺參考、掌

握要點的功能。 15 心智圖法在1970年代由英

14 )青﹒洪仲著，凡六卷，共還五言律詩 205首，七言律詩 76首 o 引自河北大學文學院孫微、王新芳著( {清初珍稀

#土無序且在匯錄} (下) ) ，見四川省杜甫研究會刊行{杜甫研究學刊> '2012年第2期，頁 58-65 。

15 孫易新(譯) (2007)。心智圖聖經(原作者: Tony Buzan) 。臺北:耶魯出版社(原出版年: 198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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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積極思維面對+二年國教的國文教學示仔l卜一格式塔理論融入〈服夜書價〉之意象分析

-囡-

國的東尼﹒博贊 (Tony Buzan' 西元1942 )

先生所研發，繪製方式大致是使用一個中央

關鍵詞或想法，開啟形象化的構造和分類的

思考，以輻射線形連接所有的代表字詞、想

法、任務，或其它關聯項目的國解方式。 16

心智回被普遍地運用在研究、組織、解決問

題方面，能快速激發靈感，有助於提升人們

的創意思考能力。

就筆者所知，在閱讀理解上，心智

圖是一張集中7閱讀主體(人)對閱讀

客體(文本)所有關連資訊的語義理路

(Semanticnetwork .亦稱「語義的網狀結

構、語義脈絡J 17) 或認知體系的國像。所

有關連資訊通常是被輻射線形及非線性圖解

方式連接在一起，以腦力激盪的方法為爪，

從而建立一個適當或相關的概念性組織加

構。但腦力激盪方法、語義脈絡或認知體

系，並沒有一個既定的制式鏈去互相連接使

用，也就是說，閱讀主體可以依循自己的認

知與理解，自由相連接使用。文本元素，是

閱讀主體直覺地以概念的重要性而被安排及

組織到分組、分支，或區域中。職是之故，

每一個各別的閱讀主體即使面對同樣的文

本，所繪製的心智圓並不會一樣。

至於「心智圖」的繪製方式，是通過

在平面上的一個主題出發，畫出相關聯的對

象，像一個心臟及其周邊的血管圖，所以稱

為「心智圓」。由於這種表現方式比單純的

文本更加貼近人們思考時的空間性想像，所

以越來越被大眾運用在創造性的思維過程

中。從某個角度說，心智圓之所以能夠畫出

來，與完形理論的簡潔法則頗有關聯，所謂

「題綱擊領」便是人們心智理解，對於文本

或欣賞對象的簡要概念掌握，一般針對的是

關鍵觀點或主張。不過，由於古典詩歌的文

字本就十分精簡凝鍊，繪製心智園時比較容

易將全詩的詞句一起納入。然則.<旅夜書

懷〉以「心智圓」來表現，可以如何繪製

呢?下園是其中一種董法:

/',

J 岸牌邊泊糊舟 胸:盟型哩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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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智圖 l 杜甫〈旅夜書懷〉

國!的董法，顯然係針對詩意內容而

發，並非形式或意象。前、後四句分別各為

一組，乃是題目兩個關鍵詞「旅夜」與「一

懷」所致。這樣的思維能夠去除掉多種複雜

性的干擾而抓住最直接的本質，符合完形理

論的「簡潔法則」。而詩人掌握的鏡頭從岸

邊→泊船→天際→江上，就空間感的繫聯來

說，則與「接近法則」相符合;就大自然景

象而言，也與「相似法則」趨近。

第二種盞，法，則從本文所著重的「意象

系統」與「完形理論的組織法則」出發，試

16 這些圖解方式可以表現人們不同的思考、想法，如早|題式，可見形象化式.J!構系統式和分類式。

17 同吉主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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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點話題

繪如下:

心智圖2 杜甫〈旅夜書懷〉意象之完形理論

組織法則分析

國2的畫法與圖 l大不相同，是另一種

腦力激盪方式。此種重法的極大好處是把意

象的構成與系統運作當作要素，融入完形理

論的組織法則分析，令人一目了然，質質是

前述一節的整體含括，以心智圖表示更形清

楚。從單一的個別意象，到意象群，再構成

意象系統，其運作之「方 J '想像力與聯想

力如何發揮作用，透過這些法則的理解，道理

顯在!雖有所謂「書不盡言，言不盡意」 ls'

但通過格式塔心理學完形理論的幫助，吾人

或可以此檢視古典詩人的意象系統之構成，

其成功或美妙的原因，以有限表現無限的特

點 19 (即「言不盡意」精義)與可能。

參、結語

面對即將施行的十二年國教政策，為

數龐大的國文科教師無須焦躁，只要在既有

的教學道路上把握原先的根基、精進有效的

教學策略、增進文學鑑賞的功夫，自有大天

地的揮灑空間。尤其是文學研究的內容與方

法日新月異，東、西方的理論相融、綜合運

用，一方面滿足我們的求知慾，一方面幫助

我們學生從新角度理解辭章，實有助於圖文

教學的進步。

以本文所舉示例來說，杜甫當然不知

道格式塔心理學派的存在，也不曉得完形理

論的組織法則，但其陶鈞艾思、窺意象而運

斤的當行本事，質有燭照之大才! <旅夜

懷〉的意象之構成，無論是「異質」或「同

形 J '其「同構」之「同 J '便是這些組織

法則運作其間的緣故，讓我們的大腦得以發

揮聯想，張開想像的翅膀遨遊於意象的深遼

天地中，這也是大腦聯想與心靈感受合拍時

美感產生的奧秘所在! <旅夜書懷〉千古以

來為詩家稱好，為讀者津津樂道，良有以

也!

18 見〈易經﹒繫辭傳上〉﹒引自{周易正.)卷八，金北:廣文書局， 1972 年﹒

19 j重朗之語，見{中國美學史大鍋) .全北:洽浪出版社. 198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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