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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視教材在高中歷史教學的

應用一以階唐史教學為中心

陳登武

本文選擇若干影片作為教材案例，一方面希望可以因而讓

高中歷史教師們瞭解有這些影片可以運用的機會;另一方面試

著呈現「影視教材」與教科書結合運用的方法與進行模式 o 本

文介紹(發現虞弘墓〉、(中國大漠之寶〉、(天地英雄〉

(誘僧〉、(達摩祖師傳〉等影片，涵蓋具有紀錄片性質的報

導影片和一般劇情片，主要集中在輔助中古中國的歷史教學運

用。

將「影視文本」作為「輔助教材 J 是教學教法可以盡量

運用的方法之一。無論是「報導性影片」或「劇情片 J 都可

以成為「輔助教材」。問題並不在於影片穎型，而在於如何使

用，如何與教科書結合，以及如何透過詮釋影像，從而引導學

生進行歷史思維，特別是關於影片虛實的探討，尤須注意。

關鍵詞:影視史學、歷史教育、唐太宗、禪宗、達摩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象副教授



234 陳登武

壹、緒言

歷史教育第 14 期

「影視史學J (historiophoty) 在台灣學界似處於方興未艾的

階段。西元 1988 年美國史家懷特 (Hayden White) 在〈美國歷史

評論)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首創 I historiophoty J

周樑楷教授不但是第一位將此一概念引入台灣之學者;同時也是

華語世界最早將此一語彙翻譯成「影視史學」的學者 I甚而他故

意將「影視」範疇擴大，說成「影像視覺 J '指凡是任何圖像符

號，不論靜態的或動態的，都屬於這個範圍。引此他定義「影視

史學」包括: (一) I 以靜態的或動態的圖像、符號，傳達人們

對於過去適時的認知 J ; (二) I 探討分析影視歷史文本的思維

方式或知識理論。」 2

周樑楷教授對「影視史學」的定義與詮釋，獲得上海復旦大

學張廣智教授肯定，並藉以在中國推廣「影視史學 J ， 3同時引起

l 周樑楷譯. (書寫歷史與影視史學〉﹒《當代~ , 88 ( 1993.8) ，頁 10-17 0 周

樑楷教授另有多篇闡述「影視史學」理論與分析觀點的論著，舉其要者如:

〈銀幕中的歷史因呆關像一以「誰殺了甘迺迪」和「返鄉第二春」為討論對

象) , {當代~ , 74 ( 1992.6) ，頁 48-61 ; (影視史學與歷史思維一以「青少

年次文化中的歷史圖像」為教學實例) , {當代~ , ( 1996.2) ，頁 8-21 ;

〈影視史學與地方史) {宜蘭文獻)) ( 1999.1 1) ，頁 3- 11 ; (劇情片的「實」

與「用」 以「羅馬帝國淪亡錄」和「神鬼戰士」為例) • {當代》

( 2000.8) ，頁 48-61 ; (影像中的人物與歷史﹒以『白宮風暴』為討論對

象) . {興大人文學報~ (2002.6) .頁 1101-1116 。

2 周樑楷， (影視史學:理論基礎及課程主話的反思), {台大歷史學報~ • 23

( 1999) .頁 446 。

3 張廣智. {影視史學~ (臺北:揚智文化， 1998 )。張廣智先生另有數第「影

視史學」論文，舉其要者如: (影視史學.歷史學的新領域) • {學習與探

索)) • 6 ( 1996) .頁 1 16-122; (重現歷史一再談影視史學) • {學 i'IcY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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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學界同好的迴響。

近年來，學界對於「影視史學」作為一門學科續域的理論建

構，已然有諸多成就與貢獻。另一方面，如何落實「影視史學」

並結合歷史教學從而推廣「歷史教育 J '成為歷史授課教師關切

的課題 o

「多媒體教學」是近年來不斷被強調的其中一種教學教法。

如何在課堂上有效的利用多媒體教材，是授課者經常思考的課

題 o 論者以為「視聽媒體所帶來的感官和心靈的感動是空口白話

或白紙黑字無法比擬的 J ， 4因此，將視聽媒體教材導入課程中，

一直是許多授課者試圖努力的方向。「影視史學」的其中一個文

本主要就是「影視教材 J '而「影視教材」是「多媒體教學」之

中的一種形式。如何將「影視教材」運用在中學歷史教育上，自

然成為歷史教學值得重視的課題。

中學歷史教育受限於授課時數，試圖運用「影視教材 J '顯

然會遇到許多難題。「授課時數」不足，是每個授課者面臨的難

題之一;其次，以「聯考制度」為導向的現實制約，造成「考

試」領導「教學」的必然走向，成為充滿「理想與熱忱」的授課

老師最大的現實阻礙。如何在有限的時間內使用「影視教材 J ?
以及如何突破「考試」制約，而能在兼顧講述歷史事件的同時，

傳導學生進行歷史思維，同樣是每個歷史授課者所深感關切者 o

另一個讓中學歷史老師關切的問題是:哪些「影視教材」可

以和教科書結合?應該如何運用? ，.影視教材」中的「虛實」問

究~ • 8 ( 2000) .頁 80-“; <影視史學與書寫史學之異同一三論影視史

學> • <學習與探索~ • 1 ( 2002) .頁 l凹-134 。

4 杜正勝. <從歷史至1)歷史劇> .收入氏著. <古典與現實之間~ (臺北:三民

書局. 1996) .頁 147-14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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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應該如何理解與說明?拙稿擬以高中歷史教育中的情唐史教學

為例，試舉若干「影視教材J '回應以上問題，並藉以說明「影

視教材」如何運用在中學歷史教育的教學上。

由於可以斟酌選用的相關影片有限，拙文不刻意區別「報導

性影片」或「劇情片J '以利討論。又基於授課時數與學生理解

能力的限制， ，-國中」歷史教學配合影視教材的困難度或許更

高，因此，拙文暫以「高中」歷史教學為討論主體。

貳、從〈發現虞弘墓〉看到票特人的宗教信仰

與政治動向

〈發現虞弘墓〉是北京中央電視台所製播「考古中國」系列

報導的其中一個單元。類似的「報導性」歷史影集，大多容易讓

人昏昏欲睡，教學成效有限;但本部影片卻頗具可看性。這是因

為該影片報導手法具有「懸疑性J 報導課題具有「新穎性」。

所謂「懸疑性」是指整體的報導過程，不斷使用帶有強烈懸

疑口吻的「疑問句」旁白，誘發閱聽大眾的好奇心，並引導閱聽

大眾逐步進入一個考古遺址的現場，從而還原一個令人印象深刻

的入華西域人的生命史。所謂「新穎性」是指墓主人是第一個出

士具有「栗特人」族裔背景的墓葬。由於「虞弘墓」的出士，以

及隨後陸續出士的栗特人墓葬，引頸出近十年來「栗特人」研究

的新趨向與新風潮， 5特別是「虞弘墓」浮雕所特有的「中亞風

5 唐代的傳統文獻稱「栗特人」為「昭武九姓」。雖然「栗特人」的研究不是

「新課題 J '但陸繪出土的菜特人墓葬，以及墓葬中的生動浮雕，使得入華栗

特人的生活史得以在世人面前呈現，這些珍貴的出土文物，不能不說確實使得

栗特人研究出現新風潮與新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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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以及「祇教信仰J ， 6都足以導引出新的研究課題。尤其是栗

特人的「祇教信仰」對於重新理解唐代「安史之亂」具有更深刻

的意義， 7而使得整個議題的報導具有「新穎性」。

1999 年 7 月，山西省太原市城郊王郭村村民無意中發現一座

墓室。 7 月 13 日，由山西省考古所、太原市考古所、晉源區文物

旅遊局組成的聯合考古隊進駐挖掘現場。他們發現那個基室的漢

白玉石制屋頂採用的是歇山頂形式。太原市考古所所長李非表

示，-歇山頂在皇親貴族、宗教祭把這一組建築群裹，它是僅次

於廳殿頂的一種形式。」李非認為墓主人採用歇山頂，過去在太

原地區相當少見，顯示墓主人的身份非比尋常。

歇山頂下，是一個全部由漢白玉組成的方形石蟬，而閉門兩

側的漢白玉石壁上浮雕的人物形象，高鼻深目，髮型奇特。挪門

右側的浮雕「握馬圖」和閉門左側的浮雕「奉果圖J '圖中的形

象也充滿了中亞和西亞的藝術特色和民族風情。

6 從藝術史角度解讀此一課題，最值得注意的著作是姜伯勤，{中國校教藝術史

研究} (北京:三聯出版社， 2004 )。

7 雖然 1950 年代西方漢學家 Pulleyblank (蒲立本)就已經指出安祿山具有栗特

人的族裔身份，並說他是菜持人安延健的兒子，但當時蒲立本尚未注意到安祿

山的種族與宗教信仰，對於他的起兵所代表的意義。北京大學榮新江先生是近

年來研究菜特的大家，對此課題有深刻的剖析。榮氏， {中古中國與外來文

明} (北京:三聯出版本土， 2001) ，集結他對秉持人研究的成果;其中，<安

祿山的種族與宗教信仰〉一文，詮釋安祿山的信仰與政治的關餘，更引起學界

高度重視。以上蒲立本的見解，參看E.G. Pulleyblank, The Background of the

Rebellion ofAn Lu-sha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5), pp.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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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將他取名為「車 L盤山 J '據伊朗語專家桓寧 (W. B. Henning)

教授的考證，那就是栗特語[oxson 的音譯，意為「光明、明

亮 J '榮新江進一步說:安祿山在栗特東落裡將自己裝扮為「光

明之神J '作為團聚轄境內外栗特胡眾，號召民眾。9這才是他兵

變的真正社會基礎。10

透過(發現虞弘墓〉的報導，可以了解栗特人以及栗特文化

與宗教信仰;可以重新認識中國音樂史、舞蹈史，乃至於中西文

化交流史。更重要的是，透過本部影片可以對安祿山的族裔背景

有更深刻的了解，甚至對於「安史之亂」的社會基礎有更全面的

認知。

(發現虞弘墓〉在授課運用上的缺點或許是片長太長，即便

完整觀賞，也不可能在兩堂課中完成。因該報導共有3 集，每集

約 45 分鐘。~J3.優點是該報導每一集開始都有約三分鐘詳細的「前

情提要J '易於掌握。

現行高中教科書第二冊第二章(或篇)，-中古的變革」主要

包含兩個單元:1.從分裂到統一;2.多民族與多文化的交流。前一

單元都會討論到安史之亂，授課者可以選擇(發現虞弘墓〉第3

集前 15 分鐘，討論栗特人的祇教，從而導出安祿山的種族、宗教

信仰與兵變的關係。

高中教科書中的「多民族與多文化的交流」單元，大部分也

2001) ，頁 224 。

9 據榮新江考吉查，安祿山死後，史思明益「祿山曰光烈皇帝J '同樣取「光明」

之意。即使是史思明本人， r 忠、明」二字「也同樣有秩教的色彩」。參看榮新

江， <安祿山的種族與宗教信仰> '頁 236 。

的以上對於「虞弘墓」出土經過的介紹，大致綜合整理自「發現虞弘墓」的報

導。並參看榮新江、張志;青主編，{從撒馬爾干ill長安﹒栗特人在中國的文化

遺跡} (北京:北京圖書館，200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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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討論到「西域文化」的傳入中國。授課老師當然也可以在這 3

集的報導中擇取所需，進行部分觀賞、導讀、乃至於分析。例

如:第 2 集為了解說「虞弘墓」夫妻雕像正前方的「胡騰舞」表

演，影片導入大約十分鐘對於唐代「胡騰舞」與「胡旋舞」的介

紹與討論，就可以做為西域文化對唐代影響的輔助教材;又或者

「虞弘」格外特殊的生命史，對於彰顯「多民族與多文化的交

流」的特質，亦別具意義 o 在第 l 集解讀「虞弘墓墓誌銘」時，

對於虞弘的生平作了大約十分鍾的介紹，同樣很適合作輔助教

材。榮新江就認為在中國歷史上要找一個像虞弘這麼獨特的生命

經驗，而且還保留歷史資料的人物，恐怕是相當少見的。

「栗特人」研究近年來在中國引起風潮，授課老師不妨利用

機會閱讀研究成果，斟酌選取相關材料與學生分享。 II

參、佛教、絲路與申國統治: <中國大漠之寶〉

與〈天地英雄〉

(中國大漠之寶) (China' s Frozen Desert) 是美國國家地理

頻道在 2000 年所發行的影片，片長 53 分鐘。 DVD 的影片介紹寫

著:

中國西方邊境橫互著十萬哩的沙漠，這片嚴酷而險惡的荒

漠名為「塔克拉馬干」一意即進去就出不來，然而荒漠中

的城市卻曾因絲路的貿易往來興盛而富裕繁榮。考古探險

11 現行教科書中，管見所及，論及「栗特人」白色似乎僅有南一書局本。該教科書

第二冊第二章第二節談到長安城內有來自西域「柔特商人」最為活躍。出版社

為老師準備的「備課用書」第 117 頁特別有關於「栗特」的進一步「名詞解

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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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斯坦因依循中國唐朝僧侶玄槃往中國與印度時所留下的

著件，深入亞洲尋找夢想中的失落城市。在這段艱鉅的探

險歷程中，他將踏著古人的足跡為你訴說一段唐朝高僧朝

聖的傳奇故事。

具體地說，這是一部透過英國考古探險家斯坦因 (Marc Aure1

Stein 1862-1943) 與唐朝僧侶玄獎(602-664) 兩個人的生命史，

所串連起來的歷史性報導。前者導出「敦煌文物」被發現的歷

史;後者呈現唐代玄獎穿越大戈壁，通過中亞，到達天竺(印

度)求取佛經的過程。兩人的生活時空相距逾千年，但由於斯坦

因對中亞的著迷與對考古的熱衷，使他有機會依循玄臭的足跡，

進入大戈壁和中亞地區。製作單位有意讓兩個不同時空的生命

體，透過相近的生命志向與知識熱忱，在異時空中進行交會。正

如影片中所謂 r斯坦因一定覺得他的僧侶式生活與玄獎相映成

趣 J 甚至說 r 他(斯坦因)的中文翻譯員猜臆，發現稀有佛

經，不是出於意外，它們是玄獎越過時間之海送來的禮物。」

影片的前三十七分鐘(幾乎剛好是一半) ，報導斯坦因發現

「敦煌文物」的過程。報導的依據，顯然除了採取斯坦因的個人

日記之外，還加上幾位研究斯坦因的著名學者的口述。故事的開

始，溯源自斯坦因少年時代對亞歷山大大帝建立橫跨歐亞帝國，

卻在中亞地區止步，令他感到好奇;尤其是他在歐洲圖書館發現

希臘化的佛像，他想瞭解這樣的希臘化佛像最遠到達何處?中國

是否受到影響?這些疑惑伴隨著他的成長，後來在奧地利和英國

的大學生活得到進一步的萌芽，並且開毆他日後的考古探險之

旅。 1887 年斯坦因至英屬印度，擔任拉合爾東方學院校長、加爾

各答大學校長等職。

在英屬印度政府的支持下，先後進行三次中亞探險。他認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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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玄吏的著作，並且依循著玄提到印度取經所走過的中亞路

徑，和玄裝一樣冒著橫跨大戈壁的危險，展開他的考古探險之

旅。透過這些旅程，他發現亞歷山大的影響確實遠及中國;其

次，他發現五世紀與六世紀僧院圖書館的經卷。後者「都是失落

文明的證據，它們將使考古界一片熾熱，而且使他成名。但它們

也帶給他糾纏他餘生的考古掠奪者的惡名」

對於斯坦因以廉價向敦煌的王道士購得大批敦煌文物，究竟

應該如何評價?報導引述原新疆文物考古所所長王炳華的話說:

「斯坦因作為一個學者，與王道士是不同層次的人。王道士實際

上是非常愚昧，沒有歷史文化、現代文化的人。就像有人看到的

是鑽石;但對某些人而言那只是玻璃渣。」斯坦因則「自付如果

不是他介入，他所搶救的文物將永遠失落。」耶魯大學的歷史教

授 Valerie Hansen 說，-或許你會問: If'斯坦因是小偷螞? JI 從正

常角度說當然是。因為他帶走中國的文物，而且永遠都不會再歸

還。但如果你用他那個時代的標準來評斷他，他就不是小偷，而

是探險家。他將所有發現的都付印成書。如果我們以發現者的角

度來論斷斯坦因或者這些手稿的命運，如果你們是被中國人發現

的，我們就很難看到你了。你是一份幸運的手稿，能被斯坦因發

現。因為今天人們上網就可以看到你了。」

影片後半段轉入玄突西行求法的旅程。玄史研讀佛經，發現

佛經的諸多矛盾。他的方法就是直接到印度取得原始佛經。另一

個促成他決心西行的理由是他要到佛陀證道的地方進行朝聖之

旅。但是，玄獎西行求法遇到兩個嚴重考驗。首先是政治上的阻

礙。唐太宗得知他要西行，下令逮捕他。

玄裝遇到的另一個難題，就是要橫跨大戈壁沙漠。影片甚至

形容這是一趟「自殺式的旅程」。日夜極大的溫差，以及舉目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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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水草的沙漠惡地，處處威脅他的生命，甚至讓他一度考慮折

返。在生命受到最大威脅時，他向佛陀祈求保佑，最終平安的通

過大戈壁沙漠，綠洲在望。之後進入吐蕃王國，受到熱烈歡迎;

但當玄裝告訴吐蕃國王將前往印度時，吐蕃國王憤怒的阻止他，

甚至囚禁他。玄臭的堅持最後感動吐蕃國玉，並得到吐蕃國玉的

協助，獲得馬區、僕役，甚至具有外交人員的身份;同時透過吐

蕃取得突厥人允許，順利抵達印度。他在印度停留將近二十年，

並與無數僧人論辯，且所向無敵。最後他帶回無數佛經，並翻譯

成漢文。

玄突出國時以「偷渡」方式離境，並歷經千辛萬苦;而回國

時，獲得唐太宗特赦，並予以召見。唐太宗為什麼原諒曾經連背

他的冒意而出境求法的玄裝?影片引述普林斯頓大學陸揚( Young

Lu) 的看法拉「唐太宗起初的心裡可能有些實用主義的目的，他

意識到花這麼多時間與精力經過中亞旅行到印度的人，應該知曉

這些地區。何況太宗對那裡素有政治興趣。後來，他們發展出很

特殊個人友情。」報導最後說:玄獎因為得到皇帝的友誼，而得

以以餘生翻譯他用生命換來的佛經。

這部報導影片掌握了斯坦因與玄臭的某些生命特質，而將兩

個生命體聯繫起來，手法相當獨特而具新意。作為一個歷史課程

的輔助教材，自當具有一定的意義。「敦煌文物」的發現，是二

十世紀考古學界的重要發現之一，而斯坦因確實是關鍵性的角

色 o 討論敦煌學，幾乎都必須從他談起。但評價他或許也容易受

到民族主義觀點的影響。這部影片的報導，可以提供另一種思

維 o

玄果是唐代佛教史上，甚至是中國佛教史上非常重要的人

物。他的不凡不僅僅表現在對佛學的貢獻，同時也表現在非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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毅力。他因未取得關津許可，因而偷渡出境，這顯示他為了追求

佛學知識而不情挑戰國家體制的堅強意志。

影片對此事僅寥寥數語。或許可以再細按玄獎傳記資料，補

充數語。

唐代僧人出入國境或越州行遊，需要取得政府許可通行證，

才能通過關津渡口。史載貞觀元年(627)玄裝到涼州，準備西行

前往印度。但他並未取得政府出蕃許可，而新任都督李大亮還特

別下令嚴防偷渡出關者。其間有人密告李大亮玄獎準備西行求法

一事，因而傳問他，玄獎答以 I 欲西求法J '李大亮逼迫他必

須回長安。後來玄哭得到涼州當地的慧威法師暗助，密遣兩名弟

子「竊送向西，自是不敢公出，乃晝伏夜行，遂至瓜州、I J 。接

著，他還必須經歷五個烽候，才能完全脫離唐境。此』寺，I 涼州

訪蝶又至J '也就是說:通緝他的公文書又隨之而來。公文書上

寫著 I 有僧字玄槳，欲入西蕃。所在州縣，宜嚴候捉J '可知

唐代邊防的確嚴密。正當愁苦之際，又得到胡人石槃陀相助。12石

槃陀拜玄裝為師，並為之嚮導，願協助過五烽。之後經五烽到高

昌國，玄獎受到高昌國王麵文泰熱烈款待云云。

唐代邊防嚴密，玄獎如何能順利通過五個烽候?據〈三藏法

師傅〉所載玄裝偷渡過程的確相當不容易。即使他已經小心翼

翼，隱伏在沙溝中，甚至選擇夜行，還是被斥候發現。邊區校尉

王祥經盤查並證實玄獎身份後，因尊重法師而不予罪責。王祥獲

悉玄裝堅決西行求法意志後，與鎮守第四烽的兒子王伯攏，共同

協助玄突出國境。 13

12 有學者認為胡僧與「糊獄」音近，而胡僧石槃陀相助，就是後來孫悟空的原

型。參看張錦池， <論孫悟空的血統問題) , <北方論叢} , 5 ( 1987 )。

13 以土玄獎事蹟，主要參看慧立撰、彥，除雯，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傅} ，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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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玄獎「偷渡」出境的過程，就足以彰顯國家對於佛教控制

之嚴密;而從玄裝「英雄式」返國的歸鄉之路，又呈現唐太宗對

於控制中亞地區的現實意圖。這樣的生命型態所折照出的國家統

治與統治者心態，是多麼值得注意的課題。

現行高中歷史教科書大多一筆帶過玄吏的成就，這部影片或

許可以提供一些更深入的觀察與分析。如果說斯坦因的部分，對

於高中歷史教育而言，稍顯生澀;至少可以選擇後半段關於玄吏

的報導，作為輔助教材。

假使考膚、報導性的影片顯得比較枯燥，欠缺劇情片的張力。

那麼，相關的課題中， (天地英雄〉也許是另一個選擇。

(天地英雄〉是劇情片，而且是一部投入鉅資的商業電影，

導演何平， 2004 年發行。許多影評家將(天地英雄〉視為「武俠

片 J 但導積說是「史詩片」。故事的背景設定在唐代;場景主

要由西域和大戈壁沙漠構成;最重要的人物由一個邊疆校尉、日

本遣唐使、將軍的女兒以及得到突厥帝國支持的大漠響馬首領，

再加上一個護送佛陀舍利子的僧侶所組成。電影製片在上映前所

預告的情節這樣說:

唐朝年間，一個趕往長安的神秘商隊途徑西域一小鎮。在

小鎮上突然出現了形形色色的人物:落魄的將軍、日本遣

唐的使節、大;其響馬的頭子、將軍的女兒、護塔的高僧、

中年突厥人......。他們懷揣著各自的心思聚集到了這里，

(大藏經~ ，第 50 冊、道室， {續高{曾傳﹒玄失傳~ ，收入(大藏經~ ，第

50 冊、冥祥， (大唐故三藏玄獎法師行狀〉及華 '1 軒， (三藏大過覺法師塔銘〉

(分見王昶， {金石萃編~ ，卷 123 )。又玄獎西行時間，有負觀元年、二

年、三年言者說。拙文以楊延福考證元年說為準。參看楊廷福， {玄獎年吉普》

(北京:中華書局， 1988) ，頁 89-10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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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原本熱鬧的小鎮頓時被一種無形的不安和恐懼籠軍著。

是通緝的要犯，還是尋覓多年的救命恩人;是信守承諾，

還是苟且於亂世。是俠風，是情仇，是遵規守律，還是執

行道義，無意江淘卻已身在江洶。唯有那依舊的大漢斜

陽，塞外的胡茄，伴著商隊開始了一段艱難而漫長的旅

程。有光明正大的對決，有冷箭晴槍的偷襲，有路見不平

拔刀相助，有尋覓已久的恩情，一路瞞珊地走向那許許多

多的未知。隨著壯士的鐵騎，迎著粗碼的黃沙，江洶兒女

用人的本性，奏響了一曲慷慨高昂的民族之歌，回蕩在天

地間，縱橫於茫茫荒漠。

電影公司所發行的 DVD 故事介紹則形容電影是「講述一個發

生在盛唐時期的大漠邊關的傳奇故事。」接著說: 丹

戌邊校尉李(姜文)因違抗軍令，不願屠殺突厥的俘虜一一

些手無寸鐵的老人、婦女和孩子而被朝廷通緝，日本遣唐

使來棲(中井貴一)因屢請回國而被朝廷貶為捕快，派往

西域緝拿逃犯，二人相遇後，一場大戰不分勝負，於是相

約再戰。正在此時，他們迎頭碰上了護送經書的朝廷商

隊、親靚駝隊的地頭蛇安(王學祈)、曾被李所救的將軍

之女文珠(趙薇) ，而安的背後，似乎還另有主諜，一場

生死大戰就此展開。

兩段文字雖多少可拼湊出情節，但因為都出於宣傳效果，對

故事內容敘述自然有限。電影敘事其實並不複雜。絲網之路象徵

著財富;佛教是西域諸國的精神信仰。一個僧侶與一個落魄士兵

領著駝隊護送佛陀舍利子，準備前往長安，途經西域。掌握佛教

信仰就能控制西域地區(電影宣稱西域三十六個大大小小的國

家) ，西突厥人建立的龐大帝國試圖進一步控制西域地區，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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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突厥汗國準備搶奪佛陀舍利子。

鎮守邊關的中階軍官「校尉李J '因不願執行殺戮被連捕的

突厥俘虜(主要是女人和小孩) ，因而違令兵變，並遭到通緝，

後來靠護衛駱駝商隊維生。因機緣湊巧，而成為僧侶隊伍的護

衛。 13 歲就來到中國學習的日本遣唐史「來棲大人J '經過二十

幾個寒暑，學習武藝和兵法，武功高強，屢屢申請回國。大唐皇

帝給他最後一個任務就是捕殺「校尉李」。

將軍的女兒文珠，因父親與來棲大人有交情，面對邊關戰

亂，遂委請來棲大人護送女兒回長安。試圖搶奪舍利子的西突厥

大汗，不願直接出面，因而收買西域深具影響力的響馬頭子安，

以便坐收漁翁之利。

這些人因著這些事而聚集在一起，衝突勢所難免。幾次劇烈

的大對訣，場面都相當浩大壯觀，看起來更像中國的西部片。來

棲大人終於找到校尉李，初次對決難分勝負，來棲允諾讓校尉李

完成護送僧侶與駝隊的工作，並相約長安再戰。當突厥人與響馬

聯手襲擊校尉李所護衛的駝隊時，來棲不願見到校尉李被殺，心

中亦漸起英雄相情之感，因而聯手抗敵。在劇烈對抗之後，眾人

懷疑駝隊必有珍貴之物，要求確認。僧人告知護送的正是佛陀舍

利子，並說 I 西域乃萬里佛士，僧民之地，有了祂，就可以統

治這裡大大小小的佛國。」來棲大人更加相信安的背後一定是突

厥人，而感受到面臨的是生死對決。

最後的生死決戰在沙漠中的小孤城展開。來棲大人被安殺

死，他最終還是無法回到他的故鄉日本。安的武藝顯然更加高

超，他一劍劃開金寶塔，佛陀舍利子的佛光讓所有人震撼。已經

被安割喉而死的僧侶，因佛而且顯靈而復活，在殺掉安之後再度死

去。最後，校尉李和文珠將佛陀舍利子順利送到長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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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純粹從觀眾的角度說，這或許是一部好看的電影。場面

浩大、音樂悲壯、演員陣容堅強。如果從史實的角度衡量，明顯

的錯誤亦所在多有。例如:電影一開始的字幕就將時序定位在公

元七百年，但螢幕上出現的中國皇帝是男性，並且說是「大唐王

朝」。公元七百年，相當於武周久視元年，皇帝是武則天，國號

早已改成周。

另一個更明顯的錯誤是公元七百年西突厥汗國試圖控制西域

區的敘述。西突厥汗國確實曾經在六、七世紀時期盛極一時，在

極盛時期，甚且控制大部分地西域地區。但是西突厥汗國在唐太

宗貞觀二十三年 (649 )已經滅亡;即便高宗時期曾一度試圖復

圓，但也在高宗顯慶三年(657 )被徹底滅絕。從顯慶三年

(658)開始，唐朝在西域設置羈靡府州安西都護府，確立唐朝在

西域的統治秩序。 14公元七百年怎麼還會有西突厥帝國呢?

至於利用電腦合成製造出來的兩次舍利子被打開後的特殊效

果，試圖營造佛光普照下的感召與報應。特別是最後的結局，僧

侶已經死在安的刀下，竟然在佛光舍利照射下復活，並殺死安之

後再度死去，儼然是佛祖親臨懲罰惡人。這樣的手法能否被接

受?當然會成為被議論與批判的焦點。

既然存在著時序的嚴重錯誤以及結局的荒謬手法，這樣的電

影如何成為輔助教學的文本?

面對類似這種具有「歷史敘事」性質的「劇情片J '就必然

涉及到「虛實」的問題。周樑楷教授針對這個問題，提出「虛中

實」與「實中實」的分析角度，可提供參考。歷史小說或歷史劇

14 關方T 西突厥汗國的滅亡，可以參看吳玉貴，{突厥汗國與晴唐關條史研究}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 ，頁 393-397 、 405-40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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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片，有較多虛構的自由與空間，但如果能夠透過「虛構」呈現

「實相 J '也就是「中之實 J '那就是值得嘉許的文本。就如美

國歷史家羅森史東( Robert A. Rosenstone) 所說，-每一種媒體都

必然各有各的虛構成分」、「在銀幕之中，歷史為了真實必須虛

構 J 0 15

從另一個面向說，批判性的閱讀，對於任何一個學習者而

言，也是必須培養的態度。「指出錯誤，尋找真相」本來就是

「歷史教育者」的其中一個任務。因此，電影存在敘事或時序上

的錯誤，並不影響其成為輔助教材的作用，重要的是如何指出這

些錯誤?如何詮釋這些錯誤?這是其一。其次，了然這些錯誤之

後，就可以開始運用這些影片。以本片而言，就可以討論導演為

什麼會將焦點聚集到西域?絲網之路在古代中國或者西域諸國的

意義為何?恥使「西突厥汗國」的敘事是錯誤的，但唐朝的西部

究竟有沒有存在著競逐西域爭霸權的政治戲碼?而佛教是不是確

實在西域統治秩序中扮演重要角色?中學生是不是對中古時期西

域的霸權爭奪戰相當陌生?

事實上這部電影即便看起來像中國的西部片，但在作為歷史

教育的輔助教材方面而言，卻也不是一無可取。

首先，長期以來談到唐代歷史，以地域而言，目光大多集中

在長安。這部具有強烈商業性質的劇情片電影，將焦點轉移到西

域，是具有意義的。特別是對於大部分的中學生而言， ，-西域」

的圖像，很少有機會透過「影像」傳達，就這一點而言，就可以

加以運用。

15 以上周樑楷教授的分析，參看氏著. (影視史學:理論基礎及課程主昌的反

思〉﹒頁 458-459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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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注意到佛教在中古中國統治上的意義，其實是可據以

討論的課題。如果從宗教發展的角度，檢視北周司睛-唐-武周-唐之

際的歷史演變，顯然會有另一個面向的體會。

北周排佛的背景，促成楊堅確立以「佛教」作為建國的意識

型態依據的基礎，也是這樣的背景下，楊堅將自己裝扮成佛陀在

俗世的代理人，就具有深刻的政治的考量。學者甚至認為，楊堅

利用佛教，固然是因為北周排佛的背景，其實他更考慮到南方的

佛教氣氛，以備平陳所需;甚至他也考慮到對西域佛教國家的號

召，有利於建立大一統的帝國。16唐朝以「道教」為國教，一般認

為是基於「李」姓與老子同宗的考量，其實這是相當表象的理

由。更重要的背景就是刻意彰顯與「佛教晴朝」的差異。但李唐

又深悉佛教的重要性，所以即便對佛教充滿疑慮，卻你然不斷地

謹慎加以運用。 17武則天建立武周，學界早已指出她利向「彌勒下

世」的概念，將自己化身為彌勒，以確立統治地位。18在政治操弄

上，又可見其刻意與「道教李唐」作區隔。

如果再對照(中國大漠之寶) ，這部報導性影片所掌握到若

干唐代國家統治的特質。譬如唐太宗對玄臭的態度，特別是想透

16 Arthur F. Wright , The Sui Dynasty-The Unification ofChina, A. D. 581-617 (臺

北:敦煌書局， 1985 ) , pp.20-55.

17 Stanley Weinstein 不只一次的在他的著作中強調高手旦、太宗對佛教都無好戚，

甚至充滿虛假偽善的態度。 Stanley Weinstein 同時指出，儘管高祖、太宗每次

頌佈僧道管理措施，都是僧道同時發佈，但他準確的指出這只是他們要掩飾自

己想排佛的意圈。事實上，高手且、太宗在對佛教和道教的用語和態度上，是完

全不同的。以上參看 Stanley Weinstein, Buddhism Under The rang (NY:

University ofCambridge), pp.l O-30
IX 汪娟， <唐代彌勒信仰研究) (臺北﹒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

文， 1990 )。



影視教材在高中歷史教學的應用一以晴唐史教學為中心 253

過玄獎瞭解西域諸國的政治現實考量。可以說:佛教、絲路與帝

國統治的連結，在這兩部性質不同的影片，找到共同的契合點。

在教學運用上，筆者建議可以考慮選播(中國大漠之寶〉若

干片段，如上文所述。另外， (天地英雄〉可以作為課外作業，

並設計具有提問式的學習單，引導學生觀影之外的思維。透過這

樣的教學設計，或許有助於開散學生另一個對歷史現場的不同體

會。

肆、〈誘僧〉在教學上的多重運用

(誘僧〉是香港著名導演羅丘瑤在 1993 年的作品，劇本改編

自李碧華同名小說。故事的背景是著名的「玄武門之變」

大唐太子李建成部將太子宮衛隊右虞侯石彥生(吳興國

飾) ，與秦王李世民護衛霍達(張豐毅飾)惺惺相惰，霍達利誘

石彥生暗助秦王奪得太子之位，許以事成之後封為自票騎大將軍。

玄武門之變當天，太子宮衛隊右虞侯石彥生守在玄武門外，明知

門內兵變發生，卻按兵不動。一場腥風血雨的殺戮展開，太子建

成與齊王元吉雙雙被殺;之後東宮和齊王府同遭徹底滅門。石彥

生一方面獲得封賞;另一方面卻遭受母親嚴責，同時陷入道德譴

責，因而開始逃亡，並改裝躲進佛寺。唐太宗則持續派人追殺石

彥生。

有了新的法號「靜一」的石彥生，仍與舊部暗中串連，試圖

報仇，卻反遭部屬出賣密告，舊部盡被殺死。當他指控出賣者是

「叛徒」時，卻被反問 I 你不是叛徒嗎? J 更加劇他良心的苛

責，因而繼續逃亡，終於逃到深山野寺，並拜百歲老住持其師

父。朝廷的追殺並末停止。先有貌似第十九公主紅尊的大唐將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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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寡婦(陳沖飾) ，前往佛寺為亡夫舉行祈福法會，實則欲誘殺

石彥生，在危急時刻，為老師父所救。最後是霍達與石彥生的生

死對決，石被迫反擊並殺死霍達。佛寺燒毀，石彥生繼續浪跡天

涯。

以「玄武鬥之變」為背景，似乎無題目可作;也容易令人感

覺會落入傳統葉臼。但事實上，這部電影不但真有其可觀之處，

而且詮釋歷史的角度也與傳統觀點不同，格外值得注意。在教學

上，可以多重運用這部影片作為輔助教材。

這部電影第一個值得注意的是對唐太宗形象的呈現。

中學教科書受到考試制度的制約，以及部分強調歷史教育的

正面意義的影響，對於人物的刻畫，有時難免易於落入善惡二分

法，甚至無形中受「成王敗寇」的傳統價值牽引。因此，中學歷

史教育所呈現的歷史人物的形象，有時候就顯得比較平面而難以

立體化，也就是歷史人物的性格易流於好壞兩極的現象。唐太宗

就是其中一個顯著的例子。

唐太宗被視為千古名君，幾乎是所有教科書的共同書寫。他

和魏徵君臣遭過之盛事，最被稱道;他創造貞觀之治，最受肯

定。即便有「玄武門之變」的道德瑕疵，也有史書用「逆取順

受」來解釋。甚至認為他是被迫自衛，而不是主動發動政變。但

對於這些陳述，史家早有不同見解。陳寅悟很早就指出太宗包容

魏徵'充滿各種算計與利用 19 ，-貞觀之治」其實也充滿溢美 20

19 參陳寅f各， <論晴末唐初所謂「山東豪傑J ) ，收入氏著， {金明館叢稿初

編~ (北京:三聯出版本土， 2001) ，頁 255-256 。

20 關於「貞觀之失J '涂緒諜有比較完整而簡便的檢討可以參看:<唐太宗負觀

之失述評) , (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 ~ , 26: 2 ( 2005) ，頁

313-3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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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武門之變」的真相，更因太宗竄改史書，而遭到扭曲。21即使

太宗本人自評，也說自己「居位以來，不善者多矣J ; <新唐

書〉雖然也高度肯定太宗一生，但也說他 r 牽於多愛，復立浮

圖，好大喜功，勤兵於遠，此中材庸主之所常為 J ， 22認為他某些

面向只是庸主的作為;宋代理學家朱熹直批「太宗之心，則吾恐

其無一念之不出於人欲也。直以其能假仁借義，以行其私 J 0 23

即使史學研究對於唐太宗已經有許多新的觀點， 24{且教科書書

寫或有其不得不然的限制，以致於大部分的學生或者社會大眾對

於唐太宗的認知，仍偏於傳統看法。(誘僧〉雖然從頭到尾不曾

出現太宗影像，但是對於太宗人物性格的呈現，至少是極罕見地

採取大異於傳統手法的影視文本。影片前後幾次透過男主角石彥

生或者十九公主紅專對太宗的批判，都相當露骨且到位。玄武門

之變後的滅門與對建成舊部的追殺，都具有一定程度的震撼效

果，而足以彰顯唐太宗的另一個面向。導演讓建成舊部石彥生躲

到佛寺，顯然掌握到若干歷史材料，而不是憑空想像 o 25凡此都可

21 太宗竄改史書，造成初唐歷史多不可信，最全面的研究當可參考李樹桐教授象

列文章。李樹桐， <初唐帝室問相互關條之演變〉、〈玄武門之變及其對政治

的影響> '收入氏著， ~唐史考辨} (臺北:中華書局， 1979 台三版) ，頁

118-152 、頁 153-191 ;或〈唐太宗的模仿高手且及其對唐帝國的影響> '收入氏

著， ~唐史新論} (臺北:中華書局， 1972) ，頁 119-165 0

22 ~新唐書} (北京:中華書局， 1975) ，卷 2 ， <太宗本主己> '論贊 J '頁 48

9 0

23 朱熹， ~日每每先生朱文公文集} (四部叢刊，影印上海涵芬樓明嘉靖本) ，卷

36 , <答陳同甫) ，頁 22 上，下 G

24 對方t唐太宗的全面評價，參看高明士， <明君的虛像與實像一論唐太宗的歷史

地位〉﹒收入氏著， ~中國中古政治的探索} (臺北:五南出版本土， 2006) ,

頁 183-200 。

2S 唐太宗多;欠下令對長安、洛陽佛寺進行檢校，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對佛寺內潛藏

著的反對勢力戚到不安，其中就包括建成舊部 o Arthur F. Wright ，、、T'ang T'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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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引導作為對於歷史人物形象更深刻的思考。

另一方面，即便從佛教的角度看，這部電影充滿「禪味 J '

作為理解唐代「禪宗」也有一定的幫助。特別是深山野寺的老和

尚與男主角的對話，隨處可見的禪機，或可藉以說明禪宗的思

維。例如:有一天，靜一(也就是石彥生)心煩意亂，因而不斷

地以敲木魚誦經方式試圖求得心安，老師父進來劈頭就說:

老師父:吵死了!這些鳥都沒辦法睡覺啦?你不是要清靜

嗎?

靜一:我想做晚諜。

老師父:回房去睡覺。

靜一:我睡不著，心不安。

老師父:去找點吃的。

靜一:不餓。

老師父:不吃，肚子空，心不空的，去，到山下的田里去

挖一挖。

靜 一:有很多妄念，怎麼會這樣?

老師父:本來就這樣。

靜一:想要忘，忘不了。

老師父:誰要忘記?

靜一:我。

老師父:誰?

tsung and Buddhism," in Arthur F.Wright and Denis Twitchett eds. , Perspectiνω on

The T'ang (New Haven and London :Ya1e University Press,1973), pp.239-263. 唐太
宗對佛教充滿敵意、利用與謹慎的態度，另參看抽著， {從人問世到幽冥界

唐代的法制、社會與國家> (臺北:五南出版社. 2006) ，第七章〈陰間和j

官 冥司與庶民犯罪) ，頁 310-3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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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一:靜一。

老師父:靜一是誰? .

老師父:餓死了，還有誰?還有誰啊!誰啊!不要吵，搞

清楚再說。

老師父是〈誘僧〉中非常顯眼的角色。他看似既老又糊塗的

外型，卻又處處充滿智慧以及扮演引導「靜一」開悟的角色，很

難不引起注意。特別是他言語中所呈現的「禪意 J '不但容易令

人會心，也很言簡意敗的引領思維。也就是在這樣的引領下，有

一天，老師父已經睡覺了，而靜一突然開悟似的到老師父房間大

聲喊叫:

參到啦!參到啦!餓死了，我跟他們都一樣，其實根本就

一樣，征戰沙場，殺人無數，我有側隱之心嗎?玄武門是

為了社義?他(指自己，也就是出家前的石彥生)想過功

名嗎?他想做一品騁騎大將軍，統領百萬雄兵，英名蓋

世，出賣主子，這個心，跟那幫狗賊一樣，卑鄙，黑，

髒，冷血!這個臭皮囊，還要他有什麼用呢......不能靜，

不能忘記，不能 ..

但靜一的興奮，似乎沒有得到老師父的認同。這段看似開悟

的話，最多只是自我生命的體悟與反省，與「開悟」還有距離。

難怪老師父說:

像我，一百歲啦，不忘記也要忘記，老得耳朵壞了，還不

清靜。自尋煩惱......笨頭!這裡就是這裡，那裡就是那

裡，還要用心想......真笨!

「這裡 J '當指一切遺離塵世的「方外J ，.那裡 J '則是

充滿權力角逐與人性貪婪的世間百態。真正了悟，就已經不存在

「那裡 J '就已經自然超脫，那是自我內心的觀照，不證自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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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連想都不用想的當下了悟。或許這就是老師父傳達的禪

意 o 所以靜一自認「參到了 J '對老師父而言，卻只是「自尋煩

惱」。

(誘僧〉具有戲劇張力，也有異於傳統的手法。但缺點是影

片歸類為「限制級 J '若干影像對中學生教學使用上，或許的確

需要審慎。在作為輔助教材的運用上，建議擇取數段即可。例

如:開頭前十五分鐘，呈現不同面貌的「玄武門之變 J '其實很

可以作為引導學生進行思考的材料。建成舊部躲入佛寺的部分，

可以討論唐太宗的佛教政策。另一部份可以考慮選擇「老師父」

與「靜一」的若干對話，從而討論禪宗的精神。影片中老師父一

句「吃飯的時候吃飯，睡覺的時候睡覺」的口頭禪，尤其具有平

凡中的禪味或生活中的禪意。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 <誘僧〉獲得了 1993 年金馬獎最佳美

術設計獎和最佳音樂獎。其實，電影對於唐代的服飾、建築，乃

至於化妝的呈現，都可看出導演投入的心力與用心，也都有可詮

解之處。

伍、從〈達摩祖師傳〉說到唐宋神宗的發展

(達摩祖師傅〉完成於 1993 年，導演:袁振洋，現在己重新

發行 DVD 出版。電影敘述達摩到中國傳法的經過。大概所有民間

社會有關達摩的傳說，電影都呈現了。其中包括最有名的:達摩

與梁武帝對話、一葦渡江、少林寺面壁九年、三祖惠可斷臂求

法、一花開五葉的偈語、隻履西渡等等。電影透過這些著名的傳

間，串連達摩從印度到中國傳法的傳奇一生。

電影內容，除了二祖惠可生平部分，顯係編劇隨意創造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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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大多有所本。只不過所本的主要材料是大約成書於公元1000

年的《景德傳燈錄> '以及若干其他民間筆記史料的傳聞，與其

實達摩傳法時間已相去超過五百年。因此，所呈現的達摩形象絕

非本尊，甚至已經夾雜太多「層累造成」的痕跡。

《景德傳燈錄〉出現時，禪宗已經經歷過由唐至宋期間南北

宗的激烈角力。〈景德傳燈錄〉所呈現的達摩，是禪宗已經發展

成熟，並且經過激烈角力後的神化產品。解讀(達摩祖師傳〉

就可以從許多個視角進行。

透過本部影片，至少可以討論:1.禪宗發展史上南北宗的角力

問題; 2. ，-達摩」形像的書寫及其轉化，透過史料所見達摩的敘

述，依時序排列，當可見其「層累造成」的經過; 3.近代學者對於

禪宗系譜的爭議。不論是胡適或錢穆對於禪宗史學術見解的分

歧，甚或晚甦葛兆光的看法，均可進一步疏解。 26

筆者經常運用這部影片作為討論唐宋之際禪宗發展史的材

料。通常是在影片欣賞之後提供一份書面資料，依時序將所有關

26 胡適對於禪學發展最重要的幾個看法包括:l.{六千且壇經〉最重要的部分，是

患徒弟子神會所作. {壇經〉千里的思想亦是神會的思想，神會是「南宗的急先

鋒、北宗的毀滅者、新禪學的建立者 J 0 2.神秀為了接續「患能」的象譜，所

以從「達摩」以降到「神秀」一脈所傳的「楞伽宗」徽底被滅絕與改造。 3.達

摩傳法重視「定」與患能所傳重視「慧 J (即當下了悟)全j然不同。錢穆對於

胡適抬高神會在佛學史上的地位，深不以為然，認為「很大膽，可惜沒證

據 J 0 萬兆光從新檢視神會，也認為胡通過於看重神會的影響力。但對於胡適

捉到達摩一脈實屬楞伽宗，他們都無回應。以上參看胡適〈禪學古史考〉、

〈楞伽宗考〉、〈菩提達摩考一中國中古哲學史的一章〉、〈荷;華大師神會

傳) .收入姜義革主編， {胡適學術文集﹒中國佛學史~ (北京:中華書局，

1997) ，頁 38-53 、 94-128 、 270-277 、 324-362 。錢楞， <神會與壇經(上)

(下) ) ，收入氏著， {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 (壹北:東大出版社，

1983) ，頁 91-127 0 萬兆光， <荷澤宗考) , {新史學~ , 5: 4 ( 1994) ，頁

51-7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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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達摩」的佛教史料加以排比呈現。大致就是從楊街之《洛陽

伽藍記》開始， 27到宋代的《景德傳燈錄〉為止，28每條材料均附

以該著作成書年代。另輔以其他史書的材料，以相互對照印證。

透過這樣的史料排比，學生非常輕易的就會發現影片的主要史料

依據就是〈景德傳燈錄》。易言之，不論是影片所傳達的達摩形

象;或者民間社會久存的那個達摩形象，其實主要都來自〈景德

傅燈錄》的記載。

再者，透過史料排比，可以清晰地看見一個「禪宗初祖」是

如何透過「層累造成」而誕生。如果再運用其他相關史料，就可

以釐清許多傳言的真假與可信度。舉例言之，如《景德傳燈錄〉

記載惠可「斷臂求法」故事:

(神)光聞師誨勵，潛取利刀，自斷左臂，置矛師前。師

知是法器，乃曰: I 諸佛最初求道，為法忘形。汝今斷臂

吾前，求亦可在。」師進因與易名曰:I 慧可」。光曰:

「諸佛法印，可得闇乎? J 師曰. I 諸佛法印，匪從人

得。」光曰. I 我心未寧，乞師與安。」師曰. I 將心來

與汝安。」曰. I 覓心了不可得。」師曰 I 我與汝安心

竟。」

惠可原法號「神光J '入達摩門下後改法號。影片中神光跪

在雪地，另有所本(見下引史料)，但「斷臂求法」的故事主要

27 {洛陽伽藍吉己》出現兩條關於達厚的記載，是目前史書中最早的紀錄，從這兩

條史料可以約略考證達摩到中國的時間，從而可知包括〈景德傳燈錄}在內的

許多記載都明顯是錯誤的。參看楊街之撰， ~在祥雍校注. {洛陽伽藍記校;主》

(土;每:古籍出版社. 1978) . I 永寧寺條」、「修梵寺條 J .頁 5 、頁 60 。

28 雖然{景德傳燈錄》之後，達摩傳說仍甚多，但關於達摩最重要的神話，幾乎

已經在這部著作中得到完成。至於明清之際，有人假達摩之名，書寫〈達摩易

筋經} .那就更不足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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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此條材料，當可確定。透過影像，將這一幕早已為人熟知的

傳承，再一次傳導給閱聽大眾，再一次深化禪宗傳法的這一感人

故事。惟〈景德傳燈錄》對於達摩的記載，其實是彙整前此的所

有相關傳說，並進一步加以神化而成。以「斷臂求法」故事為

例，先將前此相關史料排比如下:

甲:初，達摩禪師以四卷〈楞仿口》授可曰: I 我觀漠地，

惟有此經;仁者依行，自得度世」。可專附玄豆豆，如

前所陳。遭賊祈臂，以法御心，不覺痛苦。火燒祈

處，血斷串里，乞食如故，曾不告人。後(曇)林又

被賊祈其臂，叫號通夕，可為治里，乞食供林。林怪

可手不 f吏，怒之。可曰: I 餅食在前，何不自裹」。

林曰 I 我無臂也，可不知耶。」可曰. I 我亦無

臂，復何可怒」?因相委間，方知有功。故世云無臂

林矣! (釋道宣撰〈續高僧傳﹒釋慧可傳} [約成書

於 650 年】)

乙:唯可大師得我髓。時魏有菩提流文三藏、光統律師，

於食中著毒輛大師。大師食吃，索盤吐蛇一升，又食

著毒再告1句。大師取食吃。於大槃石上坐，毒出石裂，

前後六度毒。大師告諸弟子. I 我來本為傳法，今既

得人厭，久住何益」。道傳一領裝裳，以為法信。語

息可: I 我緣此毒，汝亦不免此難，至第六代傳法

者，命如懸絲 J 。言辜逞因毒而終。...奉事大師六

年，先名神光。初事大師，前立，其夜大霉，至腰不

移。大師曰: I 夫求法不貪軀命。」逞截一臂，乃流

白乳。大師默傳心契，付裝裝一領。( <大藏經﹒歷

代法寶記} [約成書於 78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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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至梁，詣武帝，帝問以有為之事，達摩不說。乃之

魏，隱於嵩山少林寺，遇毒而卒。其年，魏使宋雲於

蔥嶽田，見之，門徒發其墓，但有衣履而已。達摩傳

慧可，慧可嘗斷其左臂，以求其法;慧可傳燦;燦傳

道信;道信傳弘忍。( <舊唐書﹒方仗﹒神秀~ ，成

書於 945 年)

甲史料出自《續高憎傳~ ，是相對較早且較可信的材料，當

時禪宗內部南北宗角力尚未白熱化。該史料對於惠可「斷臂」

明白記載是「遭賊研臂 J '他是靠著「以法御心」才「不覺痛

苦」。甚至連他的同門師兄弟曇林手臂也「被賊昕其臂」。達摩

一門究竟與誰結仇?為何弟子紛遭追殺砍昕?這是值得注意的現

象。 29

但是這一記載在往後的禪宗史料中消失了。「遭賊研臂」到

約成書於 780 年的《歷代法寶記〉中，變成「斷臂求法」的故事

原型，同時首次出現「架草案」傳法的記載。甚至連達摩本人都前

後六次遭下毒，還預言「至第六代傳法者，命如懸絲 J '達摩本

人最後也「遇毒而死」。有學者就懷疑乙史料的記載，其實是唐

代禪學南北宗內部鬥爭的具體投射。 30

丙史料所載，胡適評論是「後起的神話 J ， 31但亦可見至五代

時期，禪宗關於達摩神話的傳播已經相當普遍，而且故事也越來

越完整。到〈景德傳燈錄〉時，可說百川匯海，達摩神話大致建

構完成。

29 楊白色南對方T 達摩及其弟子與北方佛教界的銜突，有所討論，可以參照:楊，皂

南， {禪史與禪思) (臺北:東大出版本土， 1995) ，頁 67-72 。

30 楊息南， {禪史與禪思) .頁的。

31 胡適. <菩提達摩考 中國中古哲學史的一章) .頁 27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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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摩祖師傳〉相當具有故事張力，節奏也相當明快，作為

輔助教材，其實蠻受學生喜愛。只是，如何詮解，需要費心。

「斷臂求法」是諸多達摩祖師的故事之一，影片也具體呈現這一

幕，上述考證，試圖說明該影片的額似問題，都可以透過類似的

史料排比的方法得到瞭解。

透過〈達摩祖師傅> '一方面可以瞭解人們心中存在的那個

達摩形象;另一方面，可藉以將該影片視為文本，運用史學方法

加以詮解、分析與討論，從而理出唐宋禪宗發展史的軌跡。

陸、結論

高中歷史教育受限於授課時數，運用「影視教材 J '確實會

遇到許多難題。「授課時數」不足，是每個授課者面臨的最大難
s

題之一，正課都未必可以上完，遑論以影片作為輔助教材。加上

「考試」領導「教學」的現實困境，運用影視教材就更加困難。

但「多媒體教材教學法」又確實具有一定成效，且為教育部門長

期所推動與重視。因此，如何有效運用「影視教材 J '成為老師

們關心的課題之一。

拙文選擇若干影片作為教材案例，一方面希望可以因而讓教

師們瞭解有這些影片可以運用的機會;另一方面試著呈現「影視

教材」與教科書結合運用的方法與進行模式。

從〈發現虞弘墓> '看到一個栗特人傳奇的一生，並可以用

來彰顯「多民族與多文化的交流」的課題。同時，可以透過栗特

人虞弘的祇教信仰，從而看到同樣是栗特人安祿山，是如何利用

宗教信仰作為政治動員的力量 o

(中國大漠之寶〉報導斯坦因與玄吏的一生。兩個人都冒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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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危險，通過大戈壁，完成屬於自己的夢想。斯坦因因而發現

「敦煌文物 J '玄獎則如願地完成朝聖的目標，並帶回無數的印

度佛經。高中歷史教科書大多會提到玄臭的成就，這部影片或許

可以提供一些更深入的觀察與分析。

(天地英雄〉是具有歷史性質的商業劇情片，看起來像中國

的西部片。但導演將焦點轉移到西域，並描述對於佛陀舍利子的

爭奪所象徵的政治意涵，是可以疏解的觀點。

將(中國大漠之寶〉與(天地英雄〉結合，可從不同面向理

解唐朝時期「佛教、絲路與帝國統治」的連結。

(誘僧〉對於唐太宗評價的呈現，有著異於傳統的態度，可

說是具有突破之處。倘藉以討論「玄武門之變J '不失為可以運

用的影視輔助教材。又該影片所蘊含的「禪宗」意味品亦可作為

討論的課題。至於影片整體所呈現的唐代建築、服飾裁者化妝，

均甚考究，都可作為引導思考的題材。

從史學方法的角度說， <達摩祖師傅〉是個好的文本。

「好」不一定是指「電影本身」的真實性;恰恰相反地，是因為

電影文本雖有所據，但卻根據已經不符史實的禪宗史著作，以致

於可考之處、可解之處甚多，作為輔助教材應有其價值。

筆者以為，將「影視文本」作為「輔助教材 J '是教學教法

可以盡量運用的方法之一。無論是「報導性影片」或「劇情

片 J '都可以成為「輔助教材」。問題並不在於影片類型，而在

於如何使用，如何與教科書結合，以及如何透過詮釋影像，從而

引導學生進行歷史思維 o

(責任編輯:林益德校對:江宜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