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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用動畫提升教學效果- 

以蔡志忠動畫《史記》為例 

魏聰祺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語文教育學系 教授 

壹、前言 

動畫是指由許多影格靜止的畫面，以一定的速度（如每秒 16張）連續播放

時，肉眼因視覺殘象產生錯覺，而誤以為畫面活動的作品。為了得到活動的畫面，

每個畫面之間都會有細微的改變。而畫面的製作方式，最常見的是手繪在紙張或

賽璐珞片上，其它的方式還包含了運用黏土、模型、紙偶、沙畫等。由於電腦科

技的進步，現在也有許多利用電腦動畫軟體，直接在電腦上製作出來的動畫，或

者是在動畫製作過程中使用電腦進行加工的方式，這些都已經大量運用在商業動

畫的製作中1。  

拜現代科技進步與互聯網運用方便，許多有趣、有內涵、有教學功用的動畫

都可以在網路上搜尋得到，尤其是 YouTube 上面的動畫影片都可以下載當做教

學輔助資料，只要老師善加運用，就可以提升教學效果。本文即是筆者以蔡志忠

動畫《史記》作為教學輔助資料的經驗分享。 

貳、善用動畫之優點 

蔡志忠動畫《史記》2， 顧名思義當然是以《史記》所載內容為依歸，它的

內容只有「戰國四公子」，亦即孟嘗君、平原君、信陵君和春申君四個單元短片。

筆者發現：該動畫的優點頗多，應當善加運用。 

一、反復對照，增添印象 

因為動畫內容是依據《史記》編製，學生讀過《史記》〈孟嘗君列傳〉、〈平

原君列傳〉、〈魏公子列傳〉和〈春申君列傳〉之後，再看蔡志忠動畫《史記》，

情節內容相同，可以反復對照，增添印象。 

二、由抽象文字敘述變具體動畫影音 

《史記》是古典散文，這種文字敘述對於學生來說，較為抽象，不易深入體

會。蔡志忠將其製成動畫，較為具體地呈現內容，影像生動活潑，容易引發興趣，

提升學習意願。 

三、可與其他文獻或動畫比較 

老師可以拿蔡志忠動畫《史記》來和其他文獻或動畫作比較，如「孟嘗君」

                                                      
1 見維基百科「動畫」條，網址：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A%A8%E7%94%BB 

2 見 YouTube網站「蔡志忠系列之史記」ttps://www.youtube.com/watch?v=MXUWifsxjR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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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中有「馮驩客孟嘗君」一段，這是依《史記‧孟嘗君列傳》的內容而編製，

它和《戰國策‧齊策四‧齊人有馮諼者章》3的內容不盡相同，一般有關馮諼的

動畫，大都根據《戰國策》的內容，如「成語故事 高枕無憂」4、「龍騰高中國

文 4 第 8課 馮諼客孟嘗君【動畫】5」 ，都是以《戰國策》的內容編製。經由

比較，可以看出蔡志忠動畫《史記》和其他文獻或動畫的異同，讓學生可以更深

入了解《史記》和《戰國策》兩個文本的差異。若是無法看出其間異同，可以參

考筆者發表的〈馮諼客孟嘗君事件評析-以《史記‧孟嘗君列傳》與《戰國策‧

齊人有馮諼者章》作比較〉6 一文，文中有許多詳盡的比較分析。 

參、善用動畫之缺點 

蔡志忠動畫《史記》雖然有上述許多優點，但難免百密一疏，出現某些缺失。

老師可以善用這些缺點，以提問方式引起學生注意，讓學生思索後回答，若答案

不太理想，老師再加以解說，比較能讓學生印象深刻，產生興趣。筆者發現該動

畫有下列幾項缺失： 

一、誤用避諱文字 

司馬遷寫作《史記》，為了避諱而改字，但文中當事人時代早於司馬遷，並

不會如司馬遷一般去避諱改字，只會用正確的字。該動畫忽略了這一層，也讓文

中當事人用了司馬遷避諱的字，那就造成頗大的誤解。 

（一）將「談」避諱改為「同」 

該動畫在「平原君」單元中有秦圍邯鄲，平原君手下進來通報說：「邯鄲傳

舍吏的兒子李同求見公子。」此處「邯鄲傳舍吏的兒子李同」是依據《史記‧平

原君虞卿列傳》的內容： 

秦急圍邯鄲，邯鄲急，且降，平原君甚患之。邯鄲傳舍吏子李同說平原君曰：

「君不憂趙亡邪？」平原君曰：「趙亡則勝為虜，何為不憂乎？」李同曰：「邯

鄲之民，炊骨易子而食，可謂急矣，而君之後宮以百數，婢妾被綺縠，餘粱

肉，而民褐衣不完，糟糠不厭。民困兵盡，或剡木為矛矢，而君器物鍾磬自

若。使秦破趙，君安得有此？使趙得全，君何患無有？今君誠能令夫人以下

編於士卒之閒，分功而作，家之所有盡散以饗士，士方其危苦之時，易德耳。」

於是平原君從之，得敢死之士三千人。李同遂與三千人赴秦軍，秦軍為之卻

三十里。亦會楚、魏救至，秦兵遂罷，邯鄲復存。李同戰死，封其父為李侯。

7 

其中，「邯鄲傳舍吏子李同」，唐‧張守節《正義》曰：「名談，太史公諱改

                                                      
3 見西漢‧劉向集錄：《戰國策》（臺北市：里仁書局，1990年 9月），頁 395-401。 

4 見 YouTube網站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IDLKo5JJzw 

5 見 YouTube網站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2g2WKjD1To 

6 見魏聰祺：〈馮諼客孟嘗君事件評析──以《史記‧孟嘗君列傳》與《戰國策‧齊人有馮諼者

章》作比較〉，《臺中師院學報》第 17期（2003年 6月），頁 163-179。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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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8是說李同本名李談，因司馬遷避父親司馬談的名諱而改為「李同」。司馬

遷的父親名叫「司馬談」，凡有名「談」者，《史記》都避諱改為「同」，意思是

和我父親同名。如《戰國策》稱「張孟談」，《史記》則避諱改為「張孟同」，9《史

記》將漢文帝時的宦官「趙談」改為「趙同」，10在〈報任安書〉中又稱趙談為

「同子」，11意思是說和我父親同名的先生。司馬遷在《史記》中為了避諱而改

字，動畫創製者不了解這一層關鍵，也讓動畫中當事人稱「李談」為「李同」，

那就時間錯亂，誤導觀眾。 

（二）將「相邦」避諱改為「相國」 

該動畫在「春申君」單元中有黃歇說：「我去找秦國宰相應侯，請他幫忙。」

見了應侯范雎說：「相國真的是楚太子的好朋友嗎？」這是依據《史記‧春申君

列傳》的內容： 

楚頃襄王病，太子不得歸。而楚太子與秦相應侯善，於是黃歇乃說應侯曰：

「相國誠善楚太子乎？」應侯曰：「然。」 

秦國官名只有「相邦」，沒有「相國」。許多出土文物都有「相邦」銘刻，沒

有「相國」銘刻者，可以為證。只因為漢代為避高祖名諱而將「相邦」改為「相

國」。 春申君當時必不會稱應侯范雎為「相國」，而是稱為「相邦」。 

二、誤讀通假字音 

該動畫在「信陵君」單元中，一開始旁白提到：「魏公子無忌是魏昭王的小

兒子，魏安釐王同父異母的弟弟。昭王死後，安釐王即位，封公子無忌為信陵君。」

將「魏安釐王」的「釐」讀為「ㄌㄧˊ」。這是依據《史記‧魏公子列傳》一開始

的內容： 

魏公子無忌者，魏昭王少子而魏安釐王異母弟也。昭王薨，安釐王即位，

封公子為信陵君。12 

本來筆者認為司馬遷的祖父名叫「司馬喜」13，《史記》將「魯僖公」稱為

「魯釐公」；將「魏安僖王」稱為「魏安釐王」，是將「僖」避諱改為「釐」。後

來發現這是一種誤解。原因有三：一、若是避諱，前人注解應會注明，如前述避

                                                      
8 見西漢‧司馬遷：《新校本史記》，頁 2369。 

9 《史記‧趙世家》：「襄子懼，乃夜使相張孟同私於韓、魏。韓、魏與合謀，以三月丙戌，三國

反滅知氏，共分其地。」見西漢‧司馬遷：《新校本史記》，頁 1795。《索隱》：「按：《戰國策》

作『張孟談』。談者，史遷之父名，遷例改為『同』。」見西漢‧司馬遷：《新校本史記》，頁

1796。 

10 《史記‧袁盎鼂錯列傳》：「宦者趙同以數幸，常害袁盎，袁盎患之。」見西漢‧司馬遷：《新

校本史記》，頁 2739。《集解》引徐廣曰：「《漢書》作『談』字。」見西漢‧司馬遷：《新校

本史記》，頁 2740。《漢書‧爰盎鼂錯傳》：「宦者趙談以數幸，常害盎，盎患之。」見東漢‧

班固：《新校本漢書》（臺北市：鼎文書局，1991年 9月），頁 2270。 

11 《漢書‧司馬遷傳》：「同子參乗，爰絲變色。」見東漢‧班固：《新校本漢書》，頁 2727。蘇

林曰：「趙談也。與遷父同諱，故曰同子。」見東漢‧班固：《新校本漢書》，頁 2728。 

12 見西漢‧司馬遷：《新校本史記》，頁 2377。 

13 《史記‧太史公自序》曰：「喜生談，談為太史公。……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遷。」

見西漢‧司馬遷：《新校本史記》，頁 3286、3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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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父司馬談之諱，而將「談」改為「同」，前人注解都有注明，但將「僖」改為

「釐」則完全沒有前人注解說明；二、避諱通常只避同字，不避嫌名，14亦即不

避音同音近的字，「喜」和「僖」音近但不同字，司馬遷不必為此而避諱；三是

《韓非子‧有度第六》稱「魏安釐王攻燕救趙，取地河東；攻盡陶、魏（魏當作

衛）之地；加兵於齊，私平陸之都；攻韓拔管，勝於淇下；睢陽之事，荊軍老而

走；蔡、召陵之事，荊軍破；兵四布於天下，威行於冠帶之國；安釐死而魏以亡。」

15《漢書‧古今人表》將「魏安釐王」列為「下上」16，也是將「魏安僖王」寫

成「魏安釐王」，韓非和班固並非為了避諱而改字，他們應該是以同音字「釐」

來假借「僖」。這種情況就像「秦穆公」又被《史記》寫成「秦繆公」一樣，都

是同音通假。17 

    有關通假字的音讀，基本上應將假借字讀為本字的音。如： 

（一）那些較常見的、在古代作品中形成習慣通用的假借字，一般多知道是

某字的假借，可按所表示的本字來讀。如古書中常借「女」為「汝」，這個

「女」即應讀為ㄖㄨˇ，不讀ㄋㄨˇ（應為ㄋㄩˇ）的音。同樣，「不」常借為

「否」，應讀為ㄈㄡˇ，又常借為「丕」（如「丕顯」），應讀ㄆㄧ；「亡」常借

為「無」（如「亡何」），可讀ㄨˊ；「內」常借為「納」，可議（應為讀）ㄋㄚ

ˋ；「邪」常借為「耶」，可讀ㄧㄝˊ；「失」常借為「佚」（如「淫佚」），可讀

為ㄧˋ；「台」常借為「怡」，可讀為ㄧˊ；「見」常借為「現」（如「見在」），

可讀為ㄒㄧㄢˋ；「歸」常借為「饋」，可讀為ㄎㄨㄟˋ；「還」常借為「旋」（如

「還踵」），可讀為ㄒㄩㄢˊ；「說」常借為「悅」，可讀為ㄩㄝˋ等等。 

（二）那些不很常見的使用假借字的詞語，古書中偶然出現，而現代的字典、

詞典已訂定其讀音，也可按所表示的本詞（字）來讀音。如「惡池」是「滹

沱」（河名）的假借，名雖不常見，但工具書已注明其應讀ㄏㄨ ㄊㄨㄛˊ，

則可按這一讀音來讀；又如「湯谷」（古代認為是日出的地方）的湯，是暘

字的假借，也應讀ㄧㄤˊ；「罷敝」和「罷癃」（腰曲背駝）的罷是疲字的假

借，也應讀為ㄆㄧˊ；「適嗣」、「適長」的適是嫡字的假借，也應讀ㄉㄧˊ而不

讀ㄕˋ；「矜寡」的矜是「鰥」字的假借，就應讀ㄍㄨㄢ而不讀ㄐㄧㄣ，等等。

18 

這些通假字之所以要按本字來讀音，主要是因為字義的不同是通過聲音來表

                                                      
14 《禮記‧曲禮上》：「禮不諱嫌名。」鄭玄注：「嫌名，謂音聲相近，若禹與雨，丘與區也。」

見東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疏：《禮記注疏》（臺北市：藝文印書館，1981 年 1 月），頁 58。 

15 見戰國‧韓非著，陳奇猷校注：《韓非子集釋》（臺北市：華正書局，1982 年 8 月），頁 85。 

16 見東漢‧班固：《新校本漢書》，頁 949。 

17 「總而言之，秦穆公為諡號，本來沒有秦繆公這樣的稱號，只是後來流傳越廣，秦穆公因為發

音相近而誤讀為秦繆公。後來之人，不加分析，於史書之中雜亂稱之，竟使秦繆公之號為人所接

受。……可見當時，『繆』僅通『穆』。而繆字還沒有含有貶損其德的意思。故在《史記》中，

司馬遷將『穆公』與『繆公』雜用。顯然，司馬遷認為，二者具有同樣的意義。」見唐志輝：〈論

秦穆公與秦繆公〉《雞西大學學報》第 12 卷第 2 期（2012 年 2 月），頁 126。 

18 見木鐸編輯室：《國學導讀》（臺北市：木鐸出版社，1984 年 9 月），頁 152、15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F%A9%E9%9D%9E%E5%AD%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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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表示某個字義最好用原來表示它的那種的聲音讀出。比如把「惡池」讀為ㄜ

ˋ ㄔˊ，一般就很難領會它就是「滹沱」；把「不顯」（即「丕顯」）讀成ㄅㄨˋ ㄒ

ㄧㄢˇ，就會使人誤解為不明顯，與丕顯的意義剛好相反。 

筆者查「教育部重編國語詞典修訂本」網頁，發現「釐」字有兩種讀音： 

1.ㄌㄧˊ，[名]①量詞：（1）計算長度的單位。公制一釐等於千分之一公尺。（2） 

計算地積的單位。一釐等於百分之一畝。（3） 計算重量的單位。一釐等於千分

之一兩。（4） 計算利率的單位。年利率一釐是本金的百分之一，月利率一釐是

本金的千分之一。②寡婦。通「嫠」。《文選．張協．七命》：「煢釐為之擗摽，

孀老為之嗚咽。③姓。如五胡十六國時後秦有釐豔。 

[動] ①治理。《書經．堯典》：「允釐百工，庶績咸熙。」漢．孔安國．傳：

「釐，治。工，官。」《資治通鑑．卷一七一．陳紀五．宣帝太建六年》：「群

臣表請，累旬乃止。命太子總釐庶政。」②改正、改變。《後漢書．卷三四．梁

統傳》：「議者以為隆刑峻法，非明王急務，施行日久，豈一朝所釐？」《梁書．

卷三八．賀琛傳》：「今若釐其風而正其失，易於反掌。③賜予。《詩經．大雅．

既醉》：「其僕維何？釐爾女士。」漢．毛亨．傳：「釐，予也。」19 

2.ㄒㄧ [名]福氣、吉祥。通「禧」。如：「春釐」、「恭賀年釐」。《史記．卷一○．

孝文本紀》：「今吾聞祠官祝釐，皆歸福朕躬，不為百姓，朕甚愧之。」南朝梁．

蕭統〈陶淵明集序〉：「或懷釐而謁帝，或披褐而負薪。」20 

筆者又查該網頁「僖」字，只有一個「ㄒㄧ」的讀音。[形]喜樂。《說文解

字．人部》：「僖，樂也。」[名] ①諡號。如：「魯僖公」、「晉僖公」。②

姓。如春秋時曹國有僖負羈。21 

由此看來，「魯僖公」、「魏安僖王」是正確的諡號，讀為「ㄒㄧ」；「魯釐公」、

「魏安釐王」則是將「僖」通假為「釐」，依通假字的讀法，則應將「釐」讀為

「ㄒㄧ」，絕不能將它讀為「ㄌㄧˊ」，蔡志忠《史記》動畫裏將「魏安釐王」的

「釐」讀為「ㄌㄧˊ」，那是錯誤的讀法。同樣，「秦穆公」是正確的諡號，讀為

「ㄇㄨˋ」；「秦繆公」則是將「穆」通假為「繆」，依通假字的讀法，則應將「繆」

讀為「ㄇㄨˋ」，絕不能將它讀為「ㄇㄧㄡˋ」。  

三、誤由當時人說出在世國君之諡號 

該動畫在「孟嘗君」單元中，秦昭王寵妃說：「我答應你去向昭王說好話，

但希望孟嘗君能將他的那件白狐裘送給我。」孟嘗君說：「可是白狐裘已經送給

昭王了。現在該如何是好锕！」這是根據《史記‧孟嘗君列傳》而寫： 

孟嘗君使人抵昭王幸姬求解。幸姬曰：「妾願得君狐白裘。」此時孟嘗君

                                                      
19 教育部重編國語詞典修訂本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LaDX1p&o=e0&sec=sec1&op=v&view=0-1 

20 教育部重編國語詞典修訂本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LaDX1p&o=e0&sec=sec1&op=v&view=0-2 

21 教育部重編國語詞典修訂本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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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狐白裘，直千金，天下無雙，入秦獻之昭王，更無他裘。22 

《史記》只有在相當於旁白的文字敘述時才會用「昭王」這個諡號，人物對

話中則不會用到尚在人世國君的諡號。 

該動畫在「信陵君」單元中，旁白稱「秦王」，卻從探子口中向魏王報告說：

「不好了！秦王派人送信來警告大王了。秦昭王在信上說：『誰敢派兵去營救趙

國的，在他占領趙國之後，一定調兵先攻擊他。』」這是根據《史記‧魏公子列

傳》而寫： 

秦王使使者告魏王曰：「吾攻趙旦暮且下，而諸侯敢救者，已拔趙，必移

兵先擊之。」23 

《史記》只說「秦王」，並沒有說「秦昭王」這個諡號。 

該動畫在「春申君」單元中，使者通報說：「楚頃襄王患病，望太子能即刻

回國。」這是根據《史記‧春申君列傳》「楚頃襄王病，太子不得歸。」24的內

容而寫。《史記》是用旁白方式來敘述歷史，並不是由當時人口中說出「楚頃襄

王」這個諡號。 

諡號是死後才依其言行功過而定，國君在世之時，尚未有諡號，當時的人不

可能預知其諡號，也就不可能從對話中說出「秦昭王」、「楚頃襄王」這些諡號。

蔡志忠《史記》動畫裏卻由當時人口中說出這些諡號，這是誤導觀眾。 

四、時間有誤 

該動畫在「平原君」單元中，於「殺姬謝躄」事件之後，由旁白提到：「趙

惠文王九年，秦圍趙國都城邯鄲」，趙王命平原君為特使，速到楚國去求救兵，

於是有「毛遂自薦」的故事。這個時間應該是根據唐‧張守節《史記正義》的注

解。《史記‧平原君虞卿列傳》云：「秦之圍邯鄲，趙使平原君求救，合從於楚」

25，《正義》在「秦之圍邯鄲」之下注曰：「趙惠文王九年，秦昭王十五年。」26 

查《史記‧六國年表》趙惠文王九年正好是秦昭王十七年，27則《正義》所

言「趙惠文王九年，秦昭王十五年。」與事實不符。而且，趙表「惠文王九年」

是空白，沒有大事發生；該年秦表「昭王十七年」所載為「魏入河東四百里。」

若秦表「昭王十五年」所載為「魏冄免相。」全都與「秦圍邯鄲」無關。 

其實，「秦圍邯鄲」是在長平之戰以後。查《史記‧六國年表》長平之戰發

生在趙孝成王六年、秦昭王四十七年（西元前 260年），秦圍邯鄲發生在趙孝成

王九年、秦昭王五十年（西元前 257 年）。28由此可知《史記正義》的「趙惠文

王九年，秦昭王十五年。」是將「趙孝成王九年，秦昭王五十年」傳抄錯誤，將

                                                      
22 見西漢‧司馬遷：《新校本史記》，頁 2354。 

23 見西漢‧司馬遷：《新校本史記》，頁 2379。 

24 見西漢‧司馬遷：《新校本史記》，頁 2393。 

25 見西漢‧司馬遷：《新校本史記》，頁 2366。 

26 見西漢‧司馬遷：《新校本史記》，頁 2367。 

27 見西漢‧司馬遷：《新校本史記》，頁 739。 

28 見西漢‧司馬遷：《新校本史記》，頁 747。 



 

第十一期                                                          2017.03 

 

7 

 

 語文教育論壇                              Language Edu. Forum vol. 11 

「趙孝成王」誤為「趙惠文王」，將「秦昭王五十年」誤為「秦昭王十五年」。 

又據《史記‧魏公子列傳》云：「魏安釐王二十年，秦昭王已破趙長平軍，

又進兵圍邯鄲。」29〈六國年表〉魏表「魏安釐王二十年」（西元前 257 年）所

載為「公子無忌救邯鄲，秦兵解去。」30也都證明秦圍邯鄲是在長平之戰以後，

是在趙孝成王時代，而非趙惠文王時代。 

肆、結論 

動畫本身將書面文字具體化，影像生動活潑，可以引發學生的學習興趣。蔡

志忠動畫《史記》更是以《史記》內容為依據加以編製，老師可以善用該動畫的

優點：「反復對照，增添印象」、「由抽象文字敘述變具體動畫影音」、「可與其他

文獻或動畫比較」，以提升教學效果。另外，該動畫編製時，因為缺乏史學專長，

造成許多不合史實的缺點。老師可以轉禍為福，因敗為功，將這些缺點化為教學

上的利器，以提問法讓學生找出該動畫有哪些錯誤之處，再問學生原因何在？正

確答案為何？如此一來，必能使學生注意該問題，進而主動思索。若是無法答出，

再由老師講解原因，則較能讓學生印象深刻，也能養成「於不疑處有疑」的做學

問好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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