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課文名稱(單元名稱)：張釋之執法 

作者：司馬遷 教材來源： 

南一 B5 
設計者：林家瑋 

本課(單元)重點提示： 

1.認識司馬遷及其成就。     

2.認識史記的性質。 

3.能夠運用對話寫作，使作品更加生動。 

4.培養尊重司法、交通安全的態度。 

5.創意活動設計。 

  時間分配： 課文分為三部分，已經賞析完一、二部分，進入第三部分的賞析。 

課   程   內   容 時 間 教具、學習單 

引 

起 

動 

機 

●破冰 

一、生活分享或班級經營開場寒喧。 

二、生活中尊重司法的小故事引起動機。 

如班上班規遵守的情形。 

1’ 

 

 

 

發 

展 

活 

動 

●賞析文章第三部分 

<張釋之執法>結構 

一、 縣人犯蹕： 

敘述一個人犯案及被捕、受審的經過。 

二、 釋之的判決： 

記敘審問和判決的過程。 

三、 文帝、釋之對辯： 

運用三段對話說明風波始末並點出作者

欲傳達的重要觀念。 

(預設一、二部分已經結束，從第三部分開始，又

結構很簡單，故不用發給學生結構表) 

14’ 

 

 

 

 

 

 

附件一 

板書、課本 

 

 

 

 

 

 

 

 

 

 

 

教具說明：無 

學習單：我是小小考古家，我會活記《史記》，創意教學劇本 

備註： 

 



補充一 

同學，之前我們講過課文總共可以細分為三個部分，上一次我們已經講述過

第一、二部分了，還記不記得一、二部分說的是什麼?來，紀恩你說，欸!沒錯第

一部分是說「縣人犯蹕」，敘述一個人犯蹕、被捕將要受人審判的經過。緊接著，

第二部分「廷尉的判決」，繼續說明這個人被審判，廷尉最後判決這個人罰金。

這是故事的一、二部分。接著今天我們要來說最精采、也是最重要的第三部分了。

那就是「文帝、釋之對辯」的部分，第三部分運用文帝、釋之的三段對話說明這

場風波的始末並且點出作者想要傳達的重要意涵。 

第三部分是從五十四頁中間文帝怒曰：「此人親驚吾馬，吾馬賴柔和，令他

馬……」開始，一直到文章最後。文帝對廷尉的判決相當不滿，所以他很憤怒的

說：「此人親驚吾馬，吾馬賴柔和，令他馬，固不敗傷我乎?而廷尉乃當之罰金!」

這真是皇帝的口氣阿!從中我們可以想像文帝當時那種生氣、不滿的神情;也可以

知道在那君主專制時代，皇帝的唯我獨尊，一般百姓大臣如果惹怒皇帝，一定是

會失去理性、惶恐不安。但是張釋之卻不一樣，「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

今法如此而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且方其時，上使立誅之則已。今既下廷尉，

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傾而天下用法皆為輕重，民安所錯其手足?惟陛下察之。」

他公正不阿、信賞必罰的個性讓他遇到這種情況不但不害怕，還提醒文帝，要和

天下百姓共同遵守法律，不應該因為個人的因素而加重刑罰，濫用皇帝的權勢來

干預司法。 

同學想一想法律最重要的是公正嚴明、依法辦理，如果今天我們的法律隨隨

便便的都可以被更改，那麼以後會有人肯守法嗎？舉個例子來說，我們班規規定

早上遲到的，晚一分要罰 10 元對吧？如果今天風紀股長自己遲到了，他自行把

懲罰的時間往後挪，自己也不必罰錢，那同學你們作何感想？喔……..芝芳說她

以後就會討價還價，…瑋傑說他以後被罰錢會很不服氣，沒錯，你們看，賞罰一

旦有了例外，以後就很難再依法行事，尤其幹部還以身做賊，如此一來誰會信服

於法律呢？我只是舉個例子啦，我知道我們風紀很正直的。所以，人人都要守法，

司法人員或幹部…等在上位者更是要嚴守法律，因為法律是維持社會秩序的重要

工具，是捍衛人間公平正義的力量。同學應該都聽過「徙木立信」的故事吧?古

代秦國商鞅變法，當他把法令都擬定好了，準備公佈的時候，害怕人民不信任他，

於是就在國都的南門豎立一根木頭，徵求民眾能把木頭搬到北門的就給他兩百四

十兩。民眾覺得這件事情很奇怪，沒有人敢搬，於是商鞅把金額提高到一千兩百

兩。結果有一個人果真把木頭搬走了，於是就給了他一千兩百兩，以表示不欺騙

民眾。民眾信服於法令，於是終於頒布法令了，後來又因為執法的嚴格秦國人個

個守法。這也強調了法律一旦取信於民，推行起來就輕鬆多了。 

司馬遷寫這篇文章，除了強調「尊重司法」之外，也是自己心境的反映。怎

麼說呢，其實歷史上還有很多關於張釋之辦案的資料，但是司馬遷特別選出這一

個故事，因為他特別推崇張釋之公正嚴明、直言進諫的性格。這當然也和司馬遷

本人的性格和遭遇有些相關。我們在講作者的時候說到，司馬遷因為「李陵事件」



向武帝直言勸諫，結果武帝大怒之下判了司馬遷「宮刑」，司馬遷的性格和張釋

之很像，他當史官，總是大公無私的拿筆刻劃歷史的痕跡，他寫史記批判歷史上

許多昏君的醜態，毫無保留，對於出身微賤的有德之人也不吝著墨。從這邊我們

知道，司馬遷寫張釋之有他自己性格的影子在當中。其實很多作家寫文章都是這

樣，所以同學以後看文章，先了解作者的背景、思想，再去看文章，相信你會從

中獲得更多發現喔! 

說到直言進諫，唐代歷史上也有一個人和司馬遷、張釋之同樣敢於直諫的

人，和司馬遷不同的是，他非常受到皇帝的重視。誰阿?就是「魏徵」。魏徵性格

也是據理力爭，從來不委曲求全。擔任唐太宗的諫官，可以說是唐太宗的良師阿!

魏徵死掉的時候，唐太宗說「夫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

以人為鏡，可以知得失。我常保此三鏡，以防己過。今魏徵殂逝，遂亡一鏡矣。」

太宗這段話可以知道魏徵對他來講是多麼重要阿!和司馬遷比起來真是遇到伯樂

了。 

同學今天我們的課就上到這邊，學習單回去記得寫一寫喔!下課! 

 

 

 

 

 

 

 

 

 

 

 

 

 

 

 

 

 

 

 

 

 

 

 

 



◆附件一: 學習單 

我是小小考古家，我會活記《史記》 

考古家:___________   考古部門:_____年____班    標號:______ 

 

一、我問你答 

《史記》作者_____________，字__________。 

(忍辱負重，繼承父志，完成《史記》) 

《史記》是__________體裁的通史。 

(就是以歷史人物為中心，通過為歷史人物寫傳記來寫歷史) 

《史記》體例共分為哪五個部分?試舉例各部分涵義(例子不限古代，亦可以

今例釋其義)? 

     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史記》所記載的時間? 由此說明其為通史之因。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四史」是指哪四部著作? 請同學查找資料填寫。 

 

 

四史 作者 記載年份起訖 體例 

 

 

   

 

 

   

 

 

   

 

 

   



二、課外閱讀欣賞 

 

Ω明大義之腹(黃享)ㄊㄨㄣ    《呂氏春秋》 

  墨者有鉅子腹(黃享)居秦，其子殺人。秦惠王曰:「先生之年長矣，非有他子

也;寡人已令吏弗誅矣。先生之以此聽寡人也。」腹(黃享)對曰:「墨者之法曰:

『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此所以禁殺傷人也，夫禁殺傷人也，天下之大義也。

王雖為之賜，而令吏弗誅，腹(黃享)不可不行墨子之法。」不許惠王而遂殺之。

子，人之所私也，忍所私以行大義，鉅子可為謂公矣。 

 

Ω商君立法                   《史記》 

  孝公既用衛鞅。衛鞅卒定變法之令，未布，恐民之不信己，乃立三丈之木於國

都市南門，募民有能徙置北門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復曰:「能徙者，

予五十金。」一人徙之，輒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令行於民碁年，秦民

之國都，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數。於是太子犯法，衛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

之。」將法太子;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明日，

秦人皆趨令。行之十年，秦民大說，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

戰，怯於私鬥，鄉邑大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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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撰寫認真 ( )資料豐富 

( )表達方式 ( )整潔美觀 

( )撰寫認真 ( )資料豐富 

( )表達方式 ( )整潔美觀 

( )撰寫認真 ( )資料豐富 

( )表達方式 ( )整潔美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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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一: 

                         司馬遷的生平 

 (一)龍門小牧童---鯉魚躍龍門的故事 

    司馬遷，字子長，夏陽縣(今陜西省韓城縣)人。大約出生在漢景帝中元五年

(西元前一四五年)，大約死於昭帝始元五年(西元前八二年)。司馬遷出生在「龍

門」，龍門這地方相傳是大禹治水時所鑿，原來是一座山，叫做龍門山。被一分

為二之後，分跨黃河兩岸，黃河過了這個龍門口，河水豁然奔放，景色壯闊。 

司馬遷的父親叫「司馬談」。在漢武帝朝中當「太史令」，太史令是古代專職

紀錄歷史的官。自司馬遷生下來就很少在家，將妻兒安置於老家。司馬遷從小就

幫母親做些輕鬆的工作，撿火柴，替人挑糞、割草或放牧牛羊。司馬遷從小就當

小牧童，他經常趕著牛羊，從山坡上去看黃河和龍門。 

有一回，司馬遷和一群牧童在下頭游水，看見成千上萬條金紅色的鯉魚，在

龍門下面往上跳躍，景象非常壯觀。一個牧童說:「喂!司馬遷!你知道這些鯉魚

為什麼要拚命跳龍門嗎?---瞧!這麼大的魚，跳了掉下來，掉下來了又跳!」司馬

遷說:「不知道。」那牧童笑著說:「哎呀!這你都不知道阿!聽大人說，鯉魚如果

跳躍過龍門，就可以成為龍了。可以升上天，長生不死阿!」所以後人稱登上高

位或科場得意叫做「登龍門」，或是「鯉躍龍門」。又因司馬遷出生在這兒，有人

就以「龍門」稱呼他。 

(二)行萬里路---司馬遷走遍大江南北 

    司馬遷十歲那年，跟隨父親司馬談到長安。一進長安城，閣樓高聳，店舖林

立，人們來來往往，車馬熙熙攘攘……。但是司馬談帶司馬遷來長安主要是要為

兒子找最好的老師，教他學習古文，打好學術理論的基礎。當時長安最負盛名的

學者是董仲舒和孔安國，於是司馬遷便拜在這兩人門下學習古文。到了十八、九

歲，司馬遷已經涉獵了許多古籍，文學、史學、哲學的基礎已非常紮實。 

    司馬談以「讀萬卷書、行萬里路」來培養兒子，於是當司馬遷有了深厚的文

學底子之後，司馬談為了讓兒子增廣見聞，於是鼓勵他遊訪名山大川，見聞各地。

於是，司馬遷背著行囊，抓些盤纏，展開東南大遊歷，他到達的地方很廣，走遍

長江、淮河、會稽、九凝山、齊魯、彭城等。他行遍萬里，蒐集採訪各地名人史

實，許多材料後來都寫進《史記》中。此次遊歷歷經兩年，回到長安，漢武帝任

他做「郎中」，雖然是最低的官階，月俸也不多，但卻能在皇帝身邊，負責守衛

或充當車騎，這官一做十年，對宮中之事也很清楚。  

 (三)跪承遺言---秉承父志，續寫史書 

    元鼎六年，漢武帝派遣他出使西南。在回程途中，聽說他父親在洛陽生了重

病，司馬遷心急如焚，飛奔到洛陽見他父親。司馬遷走進臥室，看見病厭厭的父

親躺在床上，淚水從眼裡湧了出來說:「爹，孩兒不知您病重，來遲了!」司馬談

用瘦骨嶙峋的手抓住兒子，有氣無力地說:「爹有話要跟你說阿!」司馬談斷斷續

續地說 :「我們祖先世代為太史，專門記載周王朝的歷史。但是到了春秋戰國時

代，社會劇烈變動，戰爭不斷發生，史記因而斷絕了。我做太史的，卻沒能完成



這個任務，想來……真是慚愧阿!我死後，你一定要當上太史，完成這任務阿…」

司馬遷淚如雨下。抽抽噎噎得說:「爹，您放心，而雖駑鈍，但一定要把您編排

過的史事都寫出來，不會辜負您的!」司馬談聽完，放心的必上雙眼，靜靜的與

世長辭了。 

 (四)李陵事受禍---仗義直言，反受宮刑 

    司馬談死後第三年，司馬遷果然當上太史令。他專心整理各種資料文獻，到

太初元年(西元前一○四年)，司馬遷開始寫《史記》。日夜發憤寫書，但是某天

卻飛來橫禍。 

    天漢二年(西元前九九年)，漢武帝派李廣利出征匈奴。當李廣利率三萬大軍

從一邊攻擊匈奴時，漢武帝想起善於帶兵的李陵將軍，於是派遣李陵從另一邊夾

擊匈奴，於是李陵帶五千步兵深入匈奴的腹地，但是由於沒有後援，儘管李陵驍

勇善戰，終究寡不敵眾，李陵受傷被迫投降。 

    漢武帝知道李陵兵敗被俘，大發雷霆，當漢武帝正在氣頭上，朝中有一個人

走了出來說:「陛下，臣和李陵沒有特別的交往，但是平時觀察他的為人，對父

母很孝順，對朋友講義氣，我看他對國家是忠心耿耿的，我想他一定是假裝投降，

他之所以不自殺，應該是等待時機，要報效國家……」沒想到，漢武帝聽了更加

生氣說:「你說這話，是想為李陵脫罪嗎? 放肆!你居然敢這樣說，----來人阿，

把他托出去交給廷尉。」最後廷尉判了司馬遷「死罪」，按照當時律法，判死刑

的人有三種選擇:一種是接受被殺，第二種是繳五十萬不死，第三種接受「宮刑」。

司馬遷想到史記還沒寫完，父親的遺願未了，不能就這樣死了，但也沒有五十萬，

於是受了「宮刑」，宮刑就是割掉男人的睪丸，是一種滅絕人道，所受的羞辱相

當於死!司馬遷的仗義直言卻換來入獄受刑。 

 (五)血淚織成《史記》-----隱忍苟活完成著作 

獄中，他也曾想自殺，但是史記沒完成，轉個念，他忍辱負重。太始元年(西

元前九六年)六月，漢武帝因為改元，大赦天下，司馬遷才被釋放。出獄後，漢

武帝看見他已經殘廢，心理愧疚，便對他加以重用，命他為中書令，司馬遷對人

生看透，對於官位、俸祿的高地已經不在乎了，他認為自己的價值就是完成《史

記》，把他的思想、他的痛苦作為寄託，寫進書中。到太始四年(西元前九三年)，

終於完成一百三十篇的《史記》。這正是他生命的代價阿! 

 

◆參考資料二: 

史記體例及其重要性解說 

《史記》 

一、體裁: 紀傳體通史 

---所謂「紀傳體」，就是以歷史人物為中心，通過為歷史人物寫傳記

來寫歷史。 

二、體例: (1)本紀—記帝王 

         (2)世家—記諸侯及其後世子孫 



         (3)列傳—列敘大臣至於平民事跡 

         (4)書—記國家體例，如禮、樂、律、曆、天官…。 

         (5)表—用表格方式，列錄所要說明的事跡，排比條份，使其清楚。 

三、所記載的時間: 自黃帝開始，至漢武帝止。 

四、重要性: 

 (1)《史記》是我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也是正史的第一部。 

 (2)《史記》不僅建立了我國紀傳體的史學模式，也開創了我國際撰文學的新

體裁，是我國第一部傳記文學總集。 

 

 

 

 

 

 

 

 

 

 

 

 

 

 

 

 

 

 

 

 

 

 

 

 

 

 

 

 

 

 



活動設計（一）穿梭時空劇場 

    將張釋之執法的故事，改編為短劇演出。採分組方式，由同學自行編劇排練。

（見附錄一） 

活動設計（二）青少年法庭 

    將班上同學分組，每組選擇一個青少年經常觸犯的法律問題，諸如：偷竊、

恐嚇取財、飆車…等為主題。各組收集資料後，上台報告，內容需包括一齣三分

鐘的小短劇以及法律常識的解說。（見附錄二） 

 

（附錄一：劇本「張釋之執法」） 

人物介紹： 

1.文帝：衝動、易怒，但冷靜思考後，能接受他人的意見。他有一般皇帝的驕傲

自負及遇危險狀況時的膽小，所以會有強烈的暴怒情形出現。 

2.張釋之：冷靜、果決、仁慈。 

3.縣人：土土的鄉巴佬，沒見過世面，不知天高地厚，是個怕老婆的阿土型人物。 

 

第一幕 

時間：西漢文帝時。 

地點：大街。 

人物：漢文帝、張釋之、阿土、衛兵。 

（開始的時候，長長的一列隊伍正在行進，馬蹄聲躂躂地響） 

衛：閃開！閃開！ 

（在路的一旁發生一點小爭執，阿土強行想走過大路，卻被衛兵攔住，悻悻然地

跑到橋下。） 

在橋下的阿土開始心焦且不耐的開始算手指、腳趾，算完後開始算頭髮，後來覺

得像過了一年那樣久，就想衝出去。 

（皇帝、釋之上，在阿土算頭髮時） 

皇：看到當今國泰民安，天下安定，朕具感欣慰！ 

張：是啊！這都是皇上英明，且有容納建議的雅量。 

（皇帝露出高興、自負的臉色） 

（另一方面，阿土這時已經不耐煩，頻頻丟出小豆子試探，見無事，便在張釋之

說完話後衝出去，和皇帝的馬撞個滿懷。手上的胡蘿蔔掉了一地，馬起先覺得驚

訝，然後開始吃胡蘿蔔，整個隊伍為之停頓大亂。） 

（阿土見闖了禍，便想溜，但又被抓回來。） 

（這時臺上有看熱鬧的、媽媽我兒子的、唯恐天下不亂而造謠的一堆人，跑來跑

去。阿土也在人群裏躲來躲去，但終於被衛兵抓到了。） 



（當時的對白） 

甲：啊！發生了什麼事？ 

乙：不知道，聽說是皇上的馬被胡蘿蔔打死了。 

丙：真的嗎？ 

甲：我們完了！ 

甲乙丙：啊！啊！……（各自慌亂地跑開） 

土：（掙扎）不要抓我，不要抓我。冤枉啊！冤枉啊！ 

（此時衛兵挾著阿土，排開人群而來。人群也較靜了。） 

皇：（提高聲調）把人犯帶回宮，交給廷尉處置。 

衛：是。 

皇：回宮。 

（又恢復秩序，皇帝一行人下） 

 

第二幕 

時間：第二日早上。 

地點：公堂上。 

人物：張釋之、阿土、衛兵數名。 

張：大膽刁民，從那裏來？（拍案） 

土：（小玲），（害怕）家裏。 

張：大聲！ 

土：（好大的聲音）！家裏！ 

張：你……唉，算了。為什麼衝出來？有什麼企圖？ 

土……：（心不在焉） 

張：說。 

土：（嚇到）哦！哦！哦！（像觸動機關）今天早上起來，我洗臉刷牙，吃了三

碗飯之後，打死了一隻停在我臉上有五分鐘的蒼蠅，正想再睡，老婆便叫我買一

些紅蘿蔔。我走在路上，正在想…… 

張：（不耐）咳！咳！ 

土：哦！哦！說重點就好！今天，當我買好紅蘿蔔，踏出商店時，就聽見一些奇

怪的聲音。大家都很害怕地跪下來了，但是我很勇敢，還一直向前走。後來，居

然有一個士兵把我推倒。我還想走，但是，實在被推得大多次了，就躲到橋下。

但是我還是很勇敢！我躲在橋下啦！那橋下，唉！也不知過了幾百年呢，很無

聊，就衝出來了。實在是沒東西算了，很擔心變老頭子啊！（越說越語無倫次，

手足無措，急躁，突然跪下來。）大人，求求你，先讓我再去買老婆的紅蘿蔔，

她會殺了我的。（伏在地上，不住呻吟。） 

衛：威武。 

張：（仁慈地笑一笑，搖搖頭，想）一人犯嗶，判決罰金二十兩。退堂。 

衛：威武！ 



（眾人走，阿土才慢慢提籃站立，左右顧盼，然後飛快地跑下去。） 

 

第三幕 

時間：第二天早晨。 

地點：皇帝的紳書房。 

人物：漢文帝，張釋之，及衛兵數名。 

（開幕的時候，文帝正在書房閱覽奏章。） 

衛甲：廷尉晉見。 

衛乙：廷尉晉見。 

（釋之上） 

張：稟報皇上，這是那天審理縣人的經過（很恭敬地呈上）。 

皇：（起初似乎很滿意，微笑。但越看越生氣，卻壓抑著怒氣）於是，你就判地

罰金了？ 

張：回皇上的話，是的，觸犯管制交通禁止通行的法律，照理，是判處罰金的。 

皇：但是這個人都親自嚇到「我的馬」，還好我的馬很溫馴，不然，豈不使枕受

傷嗎？廷尉呀！怎麼現在就這樣迷糊，才判他罰金呢？（前面很生氣，對廷尉說

話時，像母親一樣的慈祥。） 

張：小臣惶恐。可是皇上，法律可是天子和百姓要共同遵守的呀！（開玩笑，打

趣的樣子。）今天依照法律，該判這樣的罪，如果再加重，便是對人民沒有信用。 

皇：（倔強的樣子）天子為大！ 

張：皇上說得是。但在那時，您派人殺了他便罷。既然交給微臣，人便是微臣所

屬。廷尉是天下執行法律的標準，如有偏差，那麼天下必會大亂，用法或輕或重，

人民將何所適從呢？ 

皇：可是，這……唉！您說得是，就照這樣去做吧！ 

哦：對了，下午一塊喝茶吧！ 

張：謝皇上（作揖） 

 

 

 

 

 

 

 

 

 

 

 

 



附錄二【青少年法庭回饋表】    

班級：_____ 座號：_____姓名：________ 

組別： 報告主題： 分數： 

我覺得你們的短劇表演很棒喔，因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我覺得你們的解說也不賴呢，尤其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但是我想要給你們一些小小的建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