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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課 紙船印象 
一、 課文結構表 

感懷母親
自我期許

（第五段）

合
（結尾）

母親的愛心
（第四段）

轉
（興感）

玩紙船的背景

航行情狀
（動態）

形態花色
（靜態）

紙船

特寫
（第三段）

承上啟下

泛寫
（第二段）

承
（承接）

倏忽即逝

記憶長存

漸去漸遠

童年往事
大抵如此

似無所見
又非視而不見

一生遭遇
 (第一段）

起
（發端）

紙船印象

 
二、 修辭小站 
◎找出本文中之「譬喻法」，並摘錄出來。 

1：  

2： 

3： 

4： 

5： 

6： 

7： 

8： 

◎以「譬喻法」練習完成三個句子：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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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年齡密碼 

年齡 代稱詞 提示欄 

1歲 （1.     ） 總角（舊時未成年男女，編紮

頭髮，形如兩角，稱為總角，用

以指未成年的男女)   
黃髮（人老後頭髮由白而黃，

是高壽的象徵。亦用以指老年

人。古時童子不束髮，故稱童子

為垂髫。) 
荳蔻      始齔 
花信      二八 
雙十      半百 
志學      而立 
不惑      知命 
耳順      從心 
花甲（年滿六十歲。以天干、

地支組合，六十年一甲子。)   
強仕（男子四十歲時，智力正

強，志氣堅定，可以出仕。)   
舞勺（指未成童者學習勺舞。

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   
束髮（成童的年齡)  
古稀     
弱冠（古代男子年滿二十歲加

冠，二十成人，初加冠，體猶未

壯，故曰弱也。)   
周晬（小兒周歲時所舉行的宴

會。)     
破瓜（比喻女子十六歲。因瓜

字在隸書及南北朝的魏碑體中，

可拆成二個八字，二八一十六，

故以破瓜表示女子芳齡。)   
及笄（古代女子年滿十五歲而

束髮加笄，表示成年。後稱女子

適婚年齡為及笄)                 
耄耋（耄，年紀約八﹑九十歲。

耋，年紀為七十歲。耄耋指年紀

很大的人。)     
期頤（年壽一百歲以上的人。) 

3-4

歲 

牙牙學語 

7-8

歲 

（2.     ）、（3.     ） 

10歲 幼學 

13歲 （4.     ） 

13-14歲 （5.     ）(女) 

15歲 
成童、（6.     ）、（7.    ）、（8.     ）

(女) 

16歲 （9.     ）(女)、（10.     ）(女) 

20歲 （11.     ）(男)、（12.     ）(女) 

24歲 （13.     ）(女) 

30歲 （14.      ） 

40歲 （15.      ）、（16.      ） 

50歲 
杖家、艾老五十以上曰艾老，杖於家，不從

力役。（17.      ）、（18.      ） 

60歲 
下壽、耆老老人，多指德高望重者。

（19.    ）、（20.     ） 

50-60歲 耆艾老人的通稱 

70歲 
中壽、杖國、致事(仕)、（21.    ）、

（22.    ） 

80歲 
上壽莊子˙盜跖：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

下壽六十。 

80-90歲 （23.      ） 

90歲 

齯齒老人牙齒落盡更生細齒。比喻高壽。、

鮐背比喻年老的人氣色衰退，皮膚消廋，背

若鮐魚。（24.      ） 

100

歲 

（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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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成語延伸 
能分辨成語意義，相近者打「ˇ」，相反者打「X」。 

         （1）   （2）  （3）   （4）   （5）   （6）  （7）   （8） 

 

 

五、 與「船」有關的成語辨識 
請同學根據各題的釋義，由提示欄中選出對應的成語填入括弧中。 

  逆水行舟  吳 越同舟   木已成舟  舟中敵國   吞舟之魚   

  虛舟飄瓦  推舟於陸  破釜沉舟  刻舟求劍   同舟共濟   

  順水推舟  舟車勞頓  載舟覆舟  小隙沉舟   積羽沉舟   

1.（      ）：原指秦末項羽與秦軍戰於鉅鹿，項羽為使士卒拚死戰鬥，渡 

河之後，即將渡船弄沉，釜甑打破，以斷絕士兵後退的念頭。 

引申為做事果決、義無反顧。 

2.（      ）：木材已經做成船隻。比喻已成事實，無法改變。 

3.（      ）：把船推到陸地上行走。比喻徒勞無功。。 

4.（      ）：能吞舟的大魚。後比喻犯大罪的人。 

5.（      ）：比喻同心協力，共圖解救，戰勝困難。 

6.（      ）：逆著水勢行船。勉勵人不論學習或做事都要不斷努力，否則 

就會落後退步。 

7.（      ）：輕飄飄的羽毛聚集多了，也會重得使船下沉。比喻積少 

成多而有力。 

8.（      ）：楚人過江，劍掉水中，便於船舷刻一記號，待船停止，從刻 

記號處下水尋劍的故事。後用以比喻拘泥固執，不知變通。 

9.（      ）：小小的裂縫、破洞就可以使船沉沒。比喻一點小差錯即能 

釀成大禍害。 

10.（      ）：同船的人都成了仇敵。比喻親信叛離。 

11.（      ）：旅途疲勞困頓。 

12.（      ）：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比喻取得民心的重要。 

13.（      ）：順著水流的方向行船。比喻順應情勢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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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吳、越兩國互為敵國，但有危難時則互相救助。後比喻在患

難時化仇為友，共度難關。 

15.（      ）：無人乘座的船，從屋頂飄落下來的瓦。比喻不實用的東西。 

 

六、 三國歇後語 
歇後語有如謎語，前半截是謎面；後半截是謎底。下列歇後語中所提到的人物

皆生處於三國時代，請同學參考提示欄寫出其「言外之意」。 

 

路人皆知  一語不發  窺察動靜  不出所料  生死之交  思賢心切 

拿手好戲  粗中有細  言過其實  化險為夷  不懂裝懂  兩相情願 

1.孔明大擺空城計－－－－－－－→（        ） 

2.司馬懿破八陣圖－－－－－－－→（        ） 

3.周瑜打黃蓋－－－－－－－－－→（        ） 

4.馬謖用兵－－－－－－－－－－→（        ） 

5.徐庶進曹營－－－－－－－－－→（        ） 

6.曹操敗走華容道－－－－－－－→（        ） 

7.劉備請諸葛亮－－－－－－－－→（        ） 

8.關公舞大刀－－－－－－－－－→（        ） 

9.蔣幹訪周瑜－－－－－－－－－→（        ） 

10.張飛使計謀－－－－－－－－－→（        ） 

11.司馬昭之心－－－－－－－－－→（        ） 

12.劉 關 張桃園三結義  －－－－－→（        ） 

 

七、 轉品修辭法練習 
 例句 詞性轉變 

1 「涎」著臉要求母親摺紙船  

2 他現在已經不「菸」不「酒」了  

3 火紅的太陽滾著「火」輪子回家了  

4 紅的「火」紅，白的「雪」白  

5 「蠶」食「鯨」吞  

6 有些像是「飛」鳥掠過天邊  

7 「虎」背「熊」腰  

8 「狼」吞「虎」嚥  

9 春風又「綠」江南岸  

10 譬如「平」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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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象徵修辭法 
類別 說明與舉例 

普遍象徵 說明 在語文中，可以獨立存在，不受作品上下文限制。 

舉例  

 具體事物 象徵概念  具體事物 象徵概念 

1. 駱駝  11. 巧克力  

2. 蠟燭  12. 梅花  

3. 太陽  13. 鴿子  

4. 狐狸  14. 鶴、龜  

5. 國旗  15. 魚  

6. 烏鴉  16. 竹子  

7. 紅豆  17. 蓮花  

8. 康乃馨  18. 菊花  

9. 十字架  19. 牡丹  

10. 玫瑰花  20. 松柏  
 

特定象徵 說明 在語文中，受作品上下文的限制。為作者刻意設計安排，在一定

的場合與氣氛中，某項事物蘊含特殊象徵意義。 

舉例 1. 「這些紙船都是有感情的」（洪醒夫紙船印象）──「紙船」象

徵________ 

2. 「唯見長江天際流」（李白）──以「長江水」象徵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 

 

九、 佳文欣賞 

撐傘印象                   洪醒夫 
  如果天是藍的，就不該有雲。如果有雲，就不該下雨。如果下雨，就不該撐傘。

如果撐傘，就不該走在藍藍的天空下。 

  可是我們都撐傘，都走在藍藍的天空下。 

  雨來的時候，天還是藍的，在烏雲之上，一定有藍藍的天空。只要你有心一見，

你一定可以看見，這片藍天在你心裡，晶瑩剔亮，蔚成永恆的顏色。雖然雙瞳接觸

的是厚重且逐漸下壓的烏雲，但你心裡自有清明的世界，我們又何必畏縮？何必撐

傘？何必屈服於「自然的暴力」？ 

  當雨點在藍天下聚成氣候，其勢足以興風作浪時，便從天而降。有時無聲而下，

雨絲細細的，斜斜的。有時淅瀝而下，聲音叮叮的，咚咚的。有時滂沱而下，其勢

若萬馬奔騰，沛然莫之能禦。不管如何下法，無聲也好，淅瀝也好，滂沱也好，在

雨中的山山樹樹，都會昂頭微笑，英姿勃發，只因他們腳踏實地，忠於土地，忠於

崗位，忠於苦難而俯仰無愧，風雨裝飾了他們堅強的品格，他們也強調了風雨的存

在，面對暴力，且能夠向暴力微笑，對苦難而不畏縮，所以風雨成為他們的一部分。 

  可是我們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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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都撐傘，都走在風雨中，都走在藍藍的天空下。 

  我們是唯一需藉衣物的偽裝來掩蔽羞恥的動物，雨會淋溼我們，我們怕，山山

樹樹不需掩蔽，雨淋不溼他們，他們不怕，他們始終站在那裡，點頭，微笑，搖曳

生姿。 

  我們怕，我們就是買傘。 

  於是黑是、黃的、長的、短的，各式各樣的傘，就如此這般理直氣壯的被撐起

來。雨來的時候，大街小巷，只見傘，不見人。──每一張人的臉，都在傘的陰影

中隱去。在昏黃天色中，那些花花綠綠的傘，愉快的，憤怒的，憂愁的，煩悶的，

都隨波逐流，逐漸流成一條無岸無涯的大河。 

  河怎麼流，傘就怎麼流，愉快、憤怒等等的七情六慾也就怎麼流，從古流到今，

從西流到東，從所有的街路流向所有的門戶，無休無止，無聲無息。 

  如果有人能夠隻手遮天，救救這些撐傘的人，不如把傘都拿掉，讓他們面對風

雨，使他們的心靈得以歷鍊，得以剛強。 

  撐一把有形的傘，那是正當的事，因為我們不必在雨中表現異於同類的乖張。

但如果撐起一把無形的傘，使我們不去面對風雨，面對苦難，那我們永遠無法領略

雨過天青的喜悅。 

  可是我們都撐傘，撐這把無形的傘。 

  因為我們不是山的穩重、不是樹的踏實，所以一生的故事也只能是撐傘的故事。

讓我們向山山樹樹敬禮，並且握住他們寬厚有力的手掌，等有一天我們長成山，長

成樹，我們就可以把傘拿開，驕傲的站在那裡。 

                                       （選自洪醒夫懷念那聲鑼號角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