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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中國中國中國文文文文學學學學課程和評估指引課程和評估指引課程和評估指引課程和評估指引((((中四至中六中四至中六中四至中六中四至中六))))》》》》 

補充補充補充補充說明說明說明說明及及及及學校學校學校學校示例示例示例示例 (2014(2014(2014(2014 年年年年 11111111 月更新月更新月更新月更新))))    

課題課題課題課題    補充補充補充補充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學校學校學校學校示例示例示例示例    課程課程課程課程及評估及評估及評估及評估指引指引指引指引    

整體整體整體整體課程課程課程課程規規規規畫畫畫畫        

課程組織  

為使學生更有效地學習中國文

學，提升學與教的效能，學校宜因應學

生的性向、興趣、能力和學習需要，結

合學、教、評三者，作整體課程規畫。 

中國文學課程組織可有不同方

式。例如可按作品的時代編排，讓學生

由古至今，順序學習；也可突破時序，

從今溯古地學習；或按作品的文類，先

學韻文，再學散文等。 

例如有教師設計具校本特色的課

程：先讓學生在中四學習「文學概論」

和「創作入門」兩個啟動課程，鞏固文

學基礎，同時了解本科高中三年的學習

內容和要求；然後再按「先今後古」、「先

韻文後散文」的次序，安排三年的學習

內容。  

學校規畫課程時，除了要配合學生

的學習需要外，亦須按其獨特的背景和

條件，憑累積的經驗，不斷作優化。 

示例示例示例示例一一一一  （（（（頁頁頁頁 6-8））））  

第三章課程規畫＞3.3

規畫課程＞3.3.1 整體

規畫的考慮，頁 21。    

初、高中的

銜接  

高中中國文學課程，建基於學生在

基礎教育階段的學習。學校宜幫助學生

在初中階段(中一至中三)的中國語文

學習中，培養文學閱讀的興趣，打穩基

礎，以銜接高中的課程。 

例如有學校加強初中中國語文科

的閱讀教學，選取古今中外優秀的文

章，運用朗讀、朗誦等策略，引導學生

由情切入，先感受作品的思想內容和作

者的情懷，進而欣賞和評價。學校並定

期向學生推薦中外經典名著，配合不同

的學習活動，培養閱讀文學作品的興趣

和習慣，汲收優秀作品的精華，提升賞

析和創作能力，為學生在高中的文學學

習作鋪墊。 

有不少學校編訂初中校本教材，着

重背誦優秀作品和積累語料。例如有學

示例示例示例示例二二二二  （（（（頁頁頁頁 9-14）））） 

第三章課程規畫＞3.1

主導原則＞(7)建基於

基礎教育的優勢，頁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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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選取優美的文學作品，推行校本初中

古詩文背誦計畫，要求學生按時背誦，

並通過課堂活動及校內評估跟進學生

的學習進度。又為初中學生選取篇幅較

短、故事性較強的文言篇章，着學生在

長假期閱讀，並完成工作紙，以加強學

生閱讀文言文的能力和信心。這樣既可

以鞏固學生的語文基礎，提高語文素

養，又可為高中學習中國語文和中國文

學作好準備。 

與高中語文

科的配合  

中國文學科與中國語文科同是「中

國語文教育學習領域」中的科目，兩者

在學科知識和能力上互有關連，在學習

上可以互相照應。學校在規畫中國文學

科的學習內容時，宜考慮與中國語文科

的學習作緊密的配合，以提高學習效

能。 

例如有學校在中國語文科推行經

典背誦計畫，背誦《論語》、《孟子》、《荀

子》《老子》和《史記》的精選片段，

編訂校本文言文學習材料，以提升學生

的文言閱讀能力。學生在學習中國文學

科的先秦諸子作品和《史記》時，便可

以在已有的基礎上，深入掌握作品的思

想內涵、藝術手法和風格。 

學校又在中國語文科選修部分開

設「自擬單元── 散文鑒賞與創作」，

讓學生選讀具特色的散文，體味作者的

情懷。這樣安排有助修讀中國文學科的

學生進一步鞏固所學，使賞析和評論的

能力得以充分發展。 

示例示例示例示例二二二二  （（（（頁頁頁頁 9-14）））） 

第三章課程規畫＞3.1

主導原則＞(5)連繫中

國語文學習領域、其他

學習領域或學科的學

習，頁 18-19。 

選修部分與必選修部分與必選修部分與必選修部分與必

修部分的配合修部分的配合修部分的配合修部分的配合  

課程的選修部分以必修部分的學

習為基礎，是必修部分的延伸和發展。

選修部分與必修部分的學習並非各自

獨立，而是互相補足的。二者互相緊密

結合，既可以產生互相促進的作用，也

可以更有效運用課時。 

例如有學校計畫於選修部分開設

「作家追踪── 自選作家作品選讀」單

元，便與必修部分蘇軾《前赤壁賦》互

相結合。完成蘇軾《前赤壁賦》的教學

後，讓學生研習蘇軾在不同時期的作

品，了解他創作的心路歷程和不同體裁

示例示例示例示例三三三三  （（（（頁頁頁頁 15-19）））） 

示例示例示例示例四四四四  （（（（頁頁頁頁 20-29）））） 
第二章課程架構＞2.6

課程結構及組織，頁

10-15。 

附錄五選修單元與必

修部分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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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的風格特點。這樣既可以鞏固和深

化學生在必修部分「文學賞析」的學

習，提高賞析文學作品的能力，又可以

更有效運用課時。 

又如不少學校在必修部分讓學生

掌握詩歌、散文、小說和戲劇的基本特

點，再結合選修單元「文學創作── 原

創或改編」，選取一至兩種文類，讓學

生研習相關的寫作理論和經典作品，並

嘗試創作，或選取若干文學作品加以改

寫或者以其他文學形式作改編。這樣既

可以鞏固和深化學生在必修部分「文學

創作」的學習，提高創作文學作品的能

力，又可以更有效運用課時。 

學與教策略學與教策略學與教策略學與教策略  

教無常法，學與教策略是靈活多變

的。針對學生的學習特點，靈活運用不

同策略，是提升教學效能的要訣。 

例如有教師會把握巧遇的時機，善

用社會資源，深化學生的學習。如配合

余光中《我的四個假想敵》的學習，教

師帶領學生去看介紹余光中的電影，借

助影片協助學生進一步了解余光中寫

作的心路歷程和風格，然後設計課業，

讓學生進一步閱讀余光中的不同作

品。又如配合戲劇的學習，教師帶領學

生觀賞當時上演的話劇，然後進行相關

的學習活動；配合現當代文學的學習，

教師帶領學生參觀博物館舉辦相關作

家的展覽，然後撰寫報告。除了教師能

把握時機，為學生創設學習情境外，更

重要的是教師配合相關教學設計，並適

時給予適切的指導。 

又例如教師為協助學生建立語文

自學的習慣，以學生在「指定作品」時

所學作根基，要求學生自行蒐集「以篇

帶篇」的篇章，分析其內容和寫作技

巧，然後於課堂上匯報。 

示例示例示例示例五五五五  （（（（頁頁頁頁 30-39））））  

第四章學與教＞ 4.4 

取向與策略＞4.4.2 學

與教策略，頁 33-35。 

照顧學生照顧學生照顧學生照顧學生的的的的多多多多

樣性樣性樣性樣性  

要照顧學生學習的多樣性，除整體

審視學生的能力，還須了解他們的需

要、性向發展、學習態度、方式和興趣

等。 

有學校從整體的初、高中語文課程

規畫入手，自初中增加文學元素和基礎

示例示例示例示例六六六六  （（（（頁頁頁頁 40-42））））  

第四章學與教＞4.7 照

顧學生的多樣性，頁

37-41。 



4 

 

知識，擴大閱讀量，讓學生多接觸文學

作品，豐富積儲，為高中的學習作好鋪

墊。學校把古典小說名著（選篇或節

錄），列入中三下學期課外閱讀書目之

內，要求學生在長假期內完成閱讀及相

關課業，在語文課上則介紹小說的基本

知識。有了以上的鋪墊，教師可以突破

文學發展脈絡的限制，於中四上學期中

國文學科，先教授「小說和戲劇」單元。

這樣的安排，既在課程上銜接，又可鞏

固和加深學生已有的小說知識，增強學

習信心；而小說和戲劇作品，因有故事

性，較能吸引對文學學習動機不高、興

趣不大的學生，進而引發他們閱讀和欣

賞文學原著的興趣。 

要照顧學生的多樣性，教師也可善

用課程的彈性，創設空間，採取靈活多

元的教學策略，提供多樣化的學習途

徑，讓學生各展所長。例如有學校面對

學習動機薄弱、能力稍遜的學生，因勢

利導，從較淺易的作品入手。如在教授

「明清小說」單元時，先從導讀《世說

新語》開始，學習能力薄弱的學生可同

時閱讀故事原文和漫畫版，以助理解作

品內容；能力較強的學生則只閱讀原文

及須自習延伸作品，然後在課堂上向同

學簡介習得。課堂上教師以漫畫和視訊

材料輔助教學，以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

和興趣；又會按能力安排分組活動，以

同儕協作照顧不同能力者，合力按照改

編要求改寫故事。這樣既為能力稍遜者

提供安全的學習環境，亦讓能力較高者

發揮所長，鼓勵自學。 

為協助成績較佳、學習能力高但創

意不足的學生，以及成績稍遜、缺乏學

習動機卻想像力豐富的學生，教師也可

通過協作交流，讓學生取長補短，發揮

所長，努力完成指定的課業。例如在教

人物描寫手法時，讓學生分組，每組討

論如何演繹一種指定的職業。討論後，

各組選出代表輪流演出，供其他組別競

猜是何職業，並指出同學如何具體表現

人物的特點。上述活動可讓成績稍遜的

學生在討論如何演繹時發揮創意，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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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出活動，又可加強各人對課堂的投入

感。活動後，教師會派發一篇與學生所

演繹職業的相關文章，再請學生分析作

者描寫人物的手法。讓成績較佳的學生

發揮領導才能，引導小組討論、帶領組

員整理討論、匯報結果，共享成果。 

文學氛圍文學氛圍文學氛圍文學氛圍  

教師宜因應學校的實際情況，以及

學生的學習需要，安排不同的學習活

動，以拓寬學生的學習空間。  

例如有學校於初中階段開始，已刻

意安排豐富多采的學習活動，積極營造

文學氛圍，於校內舉辦多元化的文學活

動，如書展、文學創作班、文學講座、

文學營、文學寫生之旅，以及文學學習

團等活動，讓學生從實踐中汲取文學的

養分，從而培養學生對文學的學習興

趣。 

亦有學校教師善用社會資源，帶領

學生參與不同機構，如教育局課程發展

處、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各大專院校，

以及其他文化團體舉辦的文學活動，把

學習由課堂延展至課堂以外更寬廣的

天地，以拓寬學生的視野和豐富他們的

學習經歷。 

甚或有學校與大專院校合作，邀請

大學的駐校作家到校舉行座談會，讓學

生與作家對話，以深化他們對作家作品

的認識，從而提高文學素養。 

示例示例示例示例七七七七  （（（（頁頁頁頁 43-47））））  

第四章學與教＞4.3 主

導原則＞(6)拓寬學習

空間，提供豐富多采的

學習經歷，頁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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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學課程 – 學校示例一 

 

課程組織課程組織課程組織課程組織    

 

 

這裏介紹一所學校如何規劃中國文學課程。教師因應學生的學習需要，設計了校本

的「文學學習地圖」：先讓學生在中四學習「文學概論」和「創作入門」兩個啟動課程，

鞏固文學基礎，同時了解本科高中三年的學習內容和要求；然後，再按「先今後古」、「先

韻文後散文」的次序，安排三年的學習內容。（見下表） 

 

中四 中五 中六 

必修部分(現代) 必修部分(韻文) 必修部分(古代散文) 

文學概論、創作入門 《詩經》 先秦散文 新詩 《楚辭》 漢魏六朝散文 現當代小說 詩、詞、曲 唐宋散文 現當代戲劇 賦 明清散文 現當代散文 古典小說  

 古典戲曲  

 

 

一一一一、、、、     設計文學啟動課程設計文學啟動課程設計文學啟動課程設計文學啟動課程，，，，鞏固學習基礎鞏固學習基礎鞏固學習基礎鞏固學習基礎  

    中四時，先利用開學首個三個星期，進行啟動課程，包括「文學概論」和「創

作入門」兩部分。 

    

文學概論文學概論文學概論文學概論  

    課程目的是幫助學生掌握文學賞析、評論和創作的一些要素，對文學有初步的

認識。 

    學習材料包括讓學生認識中國文學特質的材料、文學論述的文章、課外閱讀書

籍介紹等。教師運用名人談創作一類的材料，讓學生認識文學的內涵，例如季羨林

談散文、龍應台談文學、小思談創作。作家通常也會談及他們喜歡創作的原因，甚

至如何構思和落筆等，可以讓學生認識到文學並非深奧莫測，只要細心觀察，仔細

記下生活點滴，便可成文。 

教師又通過觀賞電影、電視劇，指導學生分析劇作的主題思想，留意情節發展

和衝突，從對話分析人物性格等，初步認識小說、戲劇的一些基本元素，介紹文學

作品分析角度，由貼近學生的生活元素入手，讓學生了解文學賞析不如想像的深奧，

文學閱讀有助提升鑑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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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時學生需要默書，如默寫教材中部分佳作，讓他們掌握熟記這種學習的方法。

學年終結時的總結性評估，教師會選取「文學概論」的部份篇章，連繫其他篇章作

比較，考核學生。這既可加強他們連繫之前所學，又可以熟習「以篇帶篇」的考核

模式，增強信心，一舉兩得。 

 

創作入門創作入門創作入門創作入門  

    課程目的在讓學生初步認識戲劇、新詩、散文、小說四種體裁的特點，進入創

作的門檻。 

    教師先以四節從電影進入戲劇，跟着以歌詞導入新詩，通過分組活動分析曲詞

中多用比興、重章疊句的手法，介紹新詩的特點。再命學生自行搜尋數首有詩意的

歌詞，深入分析，鞏固對詩歌的理解和認識。 

    接着大量閱讀短篇、專欄作品或節錄長篇作品，再分析比較，讓學生知優劣，

初步了解散文特質。教師會把名家、不知名作者、同學作品分發給學生比較、分高

下，讓學生體驗文學評論並非遙不可及，只要用心，掌握方法，人人都可參與，從

而增強他們的自信心。再安排學生開始寫小練筆，由自身生活琑事，開展成一篇散

文，這便讓學生由理論到實踐，加深對散文的認識。 

    最後介紹小說，教師着重輸入，包括大量閱讀、觀察生活中的人和事，再通過

篇章分析主題、人物等各項小說要素，讓學生對小說有初步認識。 

    文學創作指導並不只是教導如何創作，更須從生活中發掘寫作材料。教師除了

介紹四種創作文體的特點外，又會善用範例作品，引導學生嘗試判別作品高下，初

步掌握評鑑的準則，了解評價作品並非難事，從而增強學生學習的信心，然後先進

行小練筆、片段寫作等，再創作新詩，嘗試創作的滋味。 

 

 

二二二二、、、、     安排安排安排安排「「「「先今後古先今後古先今後古先今後古」、「」、「」、「」、「先韻文後散文先韻文後散文先韻文後散文先韻文後散文」」」」的學習次序的學習次序的學習次序的學習次序  

學生於中四先學習現代文學，中五學習韻文，到中六才學習古代散文。 

中四學生在完成啟動課程後，便進入現代文學的學習。首先，教師以新詩切入，

進而學習小說、戲劇，最後是散文。先從現當代文學入手的好處是讓學生與作品的

距離拉近，有利學習的開展，不會因先秦的古詩文較古遠，感到疏離而對文學卻步。 

以新詩先行，因為新詩的意象吸引，且有豐富的想像力，容易引發學生的聯想

力，啟廸創作的興趣。接着學習小說，因為小說故事性強，可以說是學生學習的催

化劑，能夠吸引他們進入文學的廣闊天地。最後，進行戲劇學習，因為教師可以借

助現代電影、舞台劇加以點撥，既可結合生活經驗，又可讓他們有實踐機會，例如

圍讀劇本、試演短劇，甚至創作劇本，有利學生發揮創意，令課堂活潑起來。 

學生於中五學習韻文，按時序依次為詩經、楚辭、唐詩、宋詞、元曲。順時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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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這些文體，學生較易掌握，也能通過研讀作品，對文學演變脈絡有梗概的認識。

教師再用「以篇帶篇」的方法，豐富學生對每一時代作品的認識。 

學生於中六學習古代散文。一般而言，古文篇幅較長，且內蘊豐富。中六學生

的心智較成熟，能力也已經逐步建立起來，此時學習這類作品，較容易掌握。 

    

根據教師的觀察，中四學生在完成啟動課程後，能較順利地展開接著下來三年的文學學

習；而適切地調度教學內容，可讓學生更投入每一節課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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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學課程–學校示例二 

 

與中國語文科的銜接和配合與中國語文科的銜接和配合與中國語文科的銜接和配合與中國語文科的銜接和配合 

 

 

中國文學科與中國語文科同是「中國語文學習領域」中的科目，兩者在學科知識和

能力要求上均互有關連。兩科互相配合，讓學生在學習上互相連繫，能更有效地運用教

學時間和資源，增加學生學習和應用知識的機會，令效果事半功倍。 

 

這裏介紹一所學校如何安排中國文學科與中國語文科的銜接和配合。學校兩位科主

任為多年的合作夥伴，十分了解文學科和語文科在學科知識和能力的要求。他們在中國

語文課程中，作了以下幾方面的規劃，着意加強兩科之間的連繫： 

� 重視背誦，加強積累 

� 透過閱讀培養感受、理解和鑒賞能力 

� 中國語文科開設自擬單元—— 散文鑒賞與創作 

 

 

一、 重視背誦重視背誦重視背誦重視背誦，，，，加強積累加強積累加強積累加強積累 

 

為鞏固學生的基礎，中國語文科在初中及高中均設指定背誦作品，為同學積學儲寶。

教師認為，讓學生背誦優美的文學作品，積累語言材料，可提高文學欣賞的能力，既能

幫助學生在語文科的學習，又可作為高中文學科的鋪墊。 

 

� 初中背誦計畫初中背誦計畫初中背誦計畫初中背誦計畫：：：： 

教師參考《積累與感興》1，再加入自選篇章，編訂初中背誦材料。每篇包括文本、

作者簡介、背景資料、注釋及賞析重點，按學生程度由教師導讀或學生自學，大約每星

期背誦一篇。要見成效，跟進是很重要的，所以教師會在課堂上抽背、請學生解說或進

行背默。背默的分數佔平時分 5-10%，而在測考的閱讀卷亦加入「古詩文」的考核，分

數約為全卷的 10%，以提高學生的學習動機。（初中古詩文背誦篇目，見附件一附件一附件一附件一。） 

 

� 高中背誦計畫高中背誦計畫高中背誦計畫高中背誦計畫：：：： 

高中的背誦計畫為初中的延續，學生須在高中三年內背誦以下的材料： 

《論語》選：共輯 80句 

《孟子》選：共輯 20句 

《荀子》選：《勸學》(節錄) 

《老子》選：三章 

《增廣賢文》：自由選背 

 

學校推行背誦計畫已有三年，教師認為增加了學生閱讀文言文的信心和能力，部分

                                                 
1《積累與感興》：小學古詩文誦讀材料選編（修訂），香港教育局課程發展處中國語文教育組，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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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更會在寫作或小組討論中引用曾背誦的材料。 

 

� 強化文言文的閱讀強化文言文的閱讀強化文言文的閱讀強化文言文的閱讀 

兩位科主任均認為文言文的閱讀能力不能一蹴而就，而是要通過不斷的積累。為鞏

固學生閱讀文言文的能力，除加強背誦，以及學習課程內的篇章，教師更編選了不同深

淺程度的文言文學習材料，讓學生在長假期作為練習之用。這樣既鞏固學生的基礎，亦

可增加自學機會。閱讀的材料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的材料主要是歷代寓言，故事性

較強，篇幅較短，對象為初中學生；第二階段的材料選自《史記》，對象為高中學生。以

下為兩個階段的學習材料舉隅： 

 

第一階段：歷代寓言選 

掩耳盜鐘 

《呂氏春秋 自知》 

不死之藥 

《韓非子 說林》 

醫治駝背 

《古人小說鉤沉》 

守株待兔 

《韓非子 五蠹》 

畫蛇添足 

《戰國策 齊策》 

三人成虎 

《戰國策 齊策》 

 

第二階段：《史記》選 

伯夷列傳 管晏列傳 孫子吳起列傳 

孟子荀卿列傳 廉頗藺相如列傳 田單列傳 

淮陰侯列傳 衛將軍驃騎列傳 滑稽列傳 

貨殖列傳 留侯世家  

 

文言練習除要求學生閱讀文本，亦要完成所附問題。教師在擬設問題時，主要集中

在常見文言字詞、句式、文言語譯，以及內容理解等方面。 

 

 

二、 通通通通過閱讀培養感受過閱讀培養感受過閱讀培養感受過閱讀培養感受、、、、理解和鑒賞能力理解和鑒賞能力理解和鑒賞能力理解和鑒賞能力 

 
� 閱讀教學閱讀教學閱讀教學閱讀教學 

兩位科主任認為，中國語文科與中國文學科應同樣重視培養學生的感受、理解和鑒

賞能力，在日常的閱讀教學方面，希望由情切入，先讓學生感受，進而欣賞和評價作品，

而這些能力更應由初中開始培養，所以語文課的閱讀教學，特別着重以下各點： 

� 選取古今中外優秀、經典的文章，培養學生感受、理解和鑒賞能力； 

� 常用朗讀朗誦的策略，帶領學生品味文章； 

� 讓學生聯繫生活經驗，對作品有個人感悟。 

 

� 閱讀名著閱讀名著閱讀名著閱讀名著 

兩位科主任亦表示培養學生閱讀名著，可擴大學生閱讀範圍，汲取優秀作品的精華，

提高他們對文學作品的賞析和創作能力。所以除了日常課堂的閱讀教學，以及學校整體

的閱讀計劃外，中文科教師每年會向同學推薦兩本經典名著（中一至中六級共十本），過

去一年介紹的作品包括： 

� 中一級：《小王子》、《老人與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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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二級：《西遊記》、《三國演義》 

� 中三級：《射鵰英雄傳》、《家》 

� 中四級：《活著》、《拾香記》 

� 中五、六級：《吶喊》、《唐山大地震》 

語文教師會在課堂上跟進學生的學習，每本作品均編訂了詳盡教案，包括跟進活動，

例如分組朗讀、短劇表演、測驗等。教師期望學生在中學階段，無論最後是否有修讀文

學科，最少都能閱讀十本名著。 

 

 

三、 中國語文科開設自擬單元中國語文科開設自擬單元中國語文科開設自擬單元中國語文科開設自擬單元—— 散文鑒賞與創作散文鑒賞與創作散文鑒賞與創作散文鑒賞與創作 

 

兩位科主任均認為文學是語文課程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特別是對於沒有修讀文學

科的同學，培養他們基本的賞析和創作能力，是十分重要的。為了讓學生接觸更多優秀

的文學作品，增加寫作的機會，同時又配合文學科的學習需要，兩位科主任善用中國語

文科選修部分的彈性，為學生設計了語文科的「自擬單元—— 散文鑒賞與創作」，所選

的篇章各有不同特色。（自擬單元選用的篇章，見附件二附件二附件二附件二。） 

 

教師安排學生分組，每組負責分析一篇文章。小組需自行搜集資料，整理後在課堂

上匯報，並邀請同學提問，最後由教師補充、總結。教師希望通過同學間的交流、協作、

探究，建構賞析文章的能力，並促進學生的自主學習。 

 

學生在分析文章時，可運用教師提供的框架，包括「筆調辨識」、「主題探究」、「寫

作理論」及「課文翻唱」四項。其中「課文翻唱」是由學生選出文章中最出色的寫作技

巧，讓同學模仿創作，或模仿單一的技巧，或進行整篇的模仿，包括行文、結構、感情、

思想和風格等，學習作者的文筆和技巧。 

 

教師認為本單元有助培養學生的自學能力，通過對比閱讀，學生能更透徹理解文章

的主題思想，品味文章。「課文翻唱」部分既可增加寫作的機會，同時亦滲透了文學科「片

段寫作」的元素，文學班的同學就可以有雙重實踐的機會了。 

 

另外，語文科高中的寫作活動也很多元化，題材亦很生活化，有助提高學生對創作

的興趣。（高中語文寫作題目舉隅，見附件三附件三附件三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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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附件一附件一附件一 

初中古詩文背誦篇目初中古詩文背誦篇目初中古詩文背誦篇目初中古詩文背誦篇目 

中一級中一級中一級中一級 中二級中二級中二級中二級 中三級中三級中三級中三級 

詩經 采葛 詩經 關雎 古詩十九首 行行重行行 

王維 相思 古詩十九首 迢迢牽牛星 王維 山居秋暝 

陳子昂 登幽州台歌 陶淵明 飲酒 張繼 楓橋夜泊 

王勃 送杜少府之任蜀州 陳陶 隴西行 杜甫 旅夜書懷 

王之渙 渭城曲 李白 宣州謝朓樓餞別校書

叔雲 

杜甫 登高 

孟浩然 春曉 李白 早發白帝城 杜甫 江南逢李龜年 

李白 送孟浩然之廣陵 李白 聞王昌齡左遷龍標遙

有此寄 

王昌齡 芙蓉樓送辛漸 

杜甫 月夜憶舍弟 王維 九月九日憶山東兄弟 賀知章 回鄉偶書 

杜甫 八陣圖 王維 鹿柴 王翰 涼州曲 

杜牧 清明 杜甫 蜀相 劉禹錫 烏衣卷 

杜牧 赤壁 杜甫 春望 李商隱 夜雨寄北 

李商隱 登樂遊園 李商隱 無題 李商隱 錦瑟 

孟郊 遊子吟 杜牧 泊秦淮 杜牧 贈別其二 

白居易 草 王安石 泊船瓜州 蘇軾 和子由澠池懷舊 

王安石 示長安君 韋應物 寄李儋元錫 龔自珍 己亥雜詩 

文天祥 過零丁洋 蘇軾 題西林壁 晏殊 浣溪沙 

杜秋娘 金縷衣 陸游 遊山西村 李清照 一剪梅 

辛棄疾 醜奴兒 岳飛 滿江紅 李清照 聲聲慢 

秦觀 鵲橋仙 蘇軾 念奴嬌 赤壁懷古 蘇軾 江城子 

歐陽修 生查子 元夕 辛棄疾 破陣子  

為陳同甫賦壯詞以寄 

辛棄疾 青玉案 元夕 

李煜 相見歡 李煜 虞美人  

成語 50 則 成語 50 則 成語 50 則 

古文 1-7 則 古文 1-7 則 古文 1-7 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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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附件二附件二附件二 

中國語文自擬單元中國語文自擬單元中國語文自擬單元中國語文自擬單元—— 散文鑒賞與創作散文鑒賞與創作散文鑒賞與創作散文鑒賞與創作 

選用教材選用教材選用教材選用教材 

 

篇章篇章篇章篇章 特色舉隅特色舉隅特色舉隅特色舉隅 

青絲《林紓的讀書法》 →品味類文字 

→材料豐富 

吳羊璧《兔子不會跑輸烏龜》 →高見類文字 

→為固有說法翻出新意 

姚全興《情人節，那枝永不凋謝的玫瑰》 →抒情筆調 

→較柔軟的筆觸 

張愛玲《愛》 →品味類文字 

→簡潔淡雅的筆調 

魯迅《青年必讀書》 →雜文 

→辛辣嘲諷的筆調 

錢鍾書《吃飯》 →幽默風趣 

→旁徵博引，出入古今中外 

梁實秋《小聲些》 →幽默風趣 

→旁徵博引，出入古今中外 

→諷刺含蓄蘊藉 

陶傑《家教》 →幽默而通俗 

→語言淺俗 

→嘲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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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附件三附件三附件三 

高中語文寫作題目舉隅高中語文寫作題目舉隅高中語文寫作題目舉隅高中語文寫作題目舉隅 

 

描寫類描寫類描寫類描寫類 

任選一種紙幣，描述它的特徵。 

 

試描述你家中的睡房。（以能呈現身心狀態或個性為上） 

聯想類聯想類聯想類聯想類 

「雪榚」令你有何聯想？  

 

以「筷子」為對象，聯想寫作短文一篇。 

 

一隻美洲豹的骸骨於 1926 年在一處海拔約 5,700 米、天氣極寒、名叫 leopard point

的地方被人發現。你對這事有甚麼聯想？ 

評論類評論類評論類評論類 

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論語‧里仁》)你對這話有何見解？ 

 

近年抗議的市民漸多以「動手」的方式來表達自己的訴求，你對此有何意見？ 

 

我看「臉書」（FACEBOOK）。 

人物刻劃類人物刻劃類人物刻劃類人物刻劃類 

描寫一個猥瑣的人物。（猥瑣：容貌、舉止庸俗鄙陋） 

 

描寫一位令人心動的漂亮女士。 

對話擬寫類對話擬寫類對話擬寫類對話擬寫類 

以下三組人物任選其一，擬寫一段對話，對話必須表現出二者之間的代溝。 

甲  父女      乙  母子      丙  祖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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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學課程 – 學校示例三 

 

選修選修選修選修部分與必部分與必部分與必部分與必修修修修部分的配合部分的配合部分的配合部分的配合 

 

 

學校規劃時，從整體考慮出發，使選修部分與必修部分互相配合，並體現深化、延

伸和多元學習的目標。 

學校教師因應學生的需要及能力，設計校本的選修單元，並靈活運用教學時間，作

出以下的安排： 

 

一、文學創作—— 原創或改編（散文） 

由於學生對文學創作有濃厚的興趣，學校配合必修部分的創作教學，於中四暑

期安排文學創作班，為選修單元「文學創作」的開展作鋪墊。學校聘請年輕作

家到學校教授散文創作，以創意寫作為主，並以閱讀作為切入，讓學生透過優

秀的作品，認識相關的寫作的技巧，然後運用不同的創作手法進行創作。到中

五時，本選修單元便能順利展開，再配合另一選修單元「香港文學—— 散文」

的施教，達到良好效果。 

 

二、香港文學—— 散文 

本單元主要是必修部分「文學賞析與評論」的延伸。教師於中四至中六期間，

因應學生的學習需要，選取香港文學中的散文作為學習材料，配合課程必修部

分指定作品的香港散文、中國語文課程中選用的散文作品，以至課外閱讀書籍

的散文集（如黃仁逵《放風》），再配合指定作品的評估練習（例如課後問答、

測考等），靈活運用課時，採取不同的學與教策略施教，使選修單元與必修部分

渾然為一。 

由於學校在推廣閱讀方面，舉辦不少閱讀活動，教師亦因應不同的活動，如書

展、作家講座等，特別選取有關作家的散文作品（如蔡珠兒的作品），指導學生

研習。 

 

學校開設選修單元各有不同的考慮，現以「香港文學——散文」為例，說明學校設

置選修單元的理念和實施情況： 

    

開設開設開設開設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 學生生活在香港，香港文學作品的內容和思想感情與他們的距離較 

        近，較易引發共鳴或觸發思考。   

� 學生的散文創作水平有待提升，需要吸取更多的創作養份。 

 

 



16 

 

學習目標學習目標學習目標學習目標：：：：    

研習香港作家的散文，領略作者的思想感情，分析和欣賞作品的寫作手法，並

吸收創作養份，以提高賞析、評論和創作文學作品的能力。    

    

預期學習成果預期學習成果預期學習成果預期學習成果：：：：    

� 能聯繫生活經驗，體會香港作家的思想感情。 

� 能運用所學，或自己的研習心得，賞析香港散文的思想內容和藝術特色，從而

提升文學賞析能力。 

� 能運用賞析所得於散文創作中。 

� 增進對香港散文的認識，樂於閱讀香港文學作品。 

    

選選選選材材材材原則原則原則原則：：：： 

� 須適合學生程度。 

� 作品的內容和思想感情可以啟發學生的思考和創意。 

� 選取不同題材內容和寫作手法的作品。 

� 作品的寫作手法，以學生有能力學習為考慮點。 

� 香港作家的散文或以香港事物為寫作對象的文章。 

� 作品不必來自名家，但非名不見經傳。 

    

學習學習學習學習與與與與評估評估評估評估：：：： 

� 口頭報告 

� 先派發兩篇香港散文供全體學生閱讀和賞析，並指定兩名同學於下次上課

時作口頭報告，教師或會提出口頭報告要求重點，包括從內容和思想感情

著眼，或從藝術特色和創意入手。 

� 口頭報告時間約為 5 至 10 分鐘，其餘同學亦可提問，教師於報告後作總結

發言，對學生的報告作評估，並提點學生作品中值得學習之處。 

� 教師導讀 

    派發文章時提示重點學習的方向，下次上課時向學生提問其閱讀所得。 

� 評估學生對所閱讀的作品的喜愛程度。 

� 配合寫作 

� 配合文章寫作，提供範文，供同學仿作，觀察學生有否從作品中得到啟發。 

� 寫作後派發同題或相近題材篇章，供學生學習。 

� 批改片段寫作或文章寫作，檢視學生能否運用所學，或取得整體進步。 

 

（（（（選修選修選修選修單元單元單元單元「「「「香港香港香港香港文學文學文學文學————————    散文散文散文散文」」」」選讀的選讀的選讀的選讀的作品作品作品作品，，，，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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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選修單元選修單元選修單元選修單元「「「「香港香港香港香港文學文學文學文學————————    散文散文散文散文」」」」選讀作品選讀作品選讀作品選讀作品    作者作者作者作者    篇名篇名篇名篇名    出處出處出處出處    選取原因選取原因選取原因選取原因    ////學習重點學習重點學習重點學習重點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李  嵐 

(張永德) 

《城市樂章》 《城市音符》 

(學生福音團契) 

� 城市生活為題材，反映社會現實。表達對城市人沉緬物質及官能享受，心靈空虛寂寞的反思，突出城市人既明白問題所在，又不能自拔的矛盾。具批判力。 

� 敘述中見感受，側面帶出主題。 

� 人物心理描寫。 

 

胡燕青 《鉛筆》 《心頁開敞》 

(突破) 

� 題材與學生生活相近，寫成長和珍惜。 

� 借物抒情。現實與回憶交錯，自然流暢。 

 西  西 《桌子‧椅子》 《花木欄》 

(洪範書店) 

� 反映物質生活雖然貧乏，居住空間小，但生活閒適自足，懂得欣賞。與學生家居生活相近。 

� 聯想力豐富。 

� 輕鬆而自說自話的筆調。 

� 白描的手法，學生能掌握。 

� 學習引入主題方法。 

配合中國語文課程 

《家具朋友》 《耳目書》 

(洪範書店) 

� 與學生家居生活相近。 

� 觀察力強。聯想力豐富。 

� 語調幽默有趣。善用擬人。 

� 學習引入主題方法。 

 葉靈鳳 《書痴》、《書齋趣味》 

《讀書隨筆》一集(三聯) 

� 抒發讀書趣味。 配合指定作品《書》 也  斯 《事物的靈魂》 《山水人物》 

(文學研究社) 

� 以海灘所見所感為題材，觀察力強，文章層次清楚。 

� 感官描寫。聯想力強，多運用白描，文字樸實。 

配合創作教學 《石的呼吸》 《山水人物》 

(文學研究社) 

� 遊記。觀察力強，文章層次清楚。 

� 感官描寫。想像力豐富。多運用白描，文字樸實。 

配合創作教學 黎翠華 《人之老》 《山水遙遙》 

(文藝)  

� 寫老人院所見所感，與學生服務的經驗相近，表達對老人的同情。 

� 觀察力強，人物描寫方法多樣化。適當運用傳神的對話。 

配合創作教學 

《五金店》 《山水遙遙》 

(文藝) 

� 寫五金店所見，與學生所見的經驗相近。 

� 觀察力強，描寫細緻。 

配合創作教學 蓬  草 《親愛的蘇珊娜》 

《親愛的蘇珊娜》(素葉) 

� 懷人作品，寫法獨特。 

� 寫對童年與妹妹玩樂的回憶片段值得學習。 

配合創作教學 《寂寞的哈門先生》 

《親愛的蘇珊娜》(素葉) 

� 人物描寫，全文環繞「寂寞」而寫。 

� 輕鬆幽默。人物描寫多樣化。 配合創作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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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作者作者作者    篇名篇名篇名篇名    出處出處出處出處    選取原因選取原因選取原因選取原因    ////學習重點學習重點學習重點學習重點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適當運用對話。 梁錫華 《寶雲道上》/《寶雲幽徑》 

《我為山狂》 

(香江) 

� 運用第二人稱，寫寶雲道上所見所聞。 

� 人物、動物及景物描寫兼備。選材獨特。 

� 語調輕鬆幽默。 

配合創作教學 

朱少璋 《茶樓與茶餐廳》 

《拾貝》 

(獲益) 

� 比較不同時期對茶樓與茶餐廳的所見所感。與學生的經驗相近。 

� 觀察力和聯想力強。感官描寫豐富。 

配合創作教學 

鍾玲玲 《兒子和雞》 《我的燦爛》 

(素葉) 

� 敘事文章。突出兒子的童真和成年人的殘酷。 

� 觀察力強。描寫角度獨特，有電影感。善用對比。 

配合創作教學 余光中 《沙田山居》 《文學的沙田》 

(洪範書店)  

� 景物描寫。想像力豐富。修辭多樣化。 

� 重點學習描寫角度的轉移，以及抓住描寫重點和特徵。 

配合指定作品 《春來半島》 《記憶像鐵軌 一樣長》 

� 景物描寫。想像力豐富。修辭多樣化。 

� 抓住描寫重點和特徵。 

配合指定作品 許迪鏘 《小偷》 《南村集》 

(素葉) 

� 因見年青小偷被抓的過程中受到侮辱而引起的反思。 

� 學習較為複雜的敘事技巧。學習夾敘夾議的議論手法和諷刺筆法。 

 

潘步釗 《晚飯》 《美哉少年》 

(匯智) 

� 寫對女兒志願是修理原子筆的反應的反思，立意新穎。 

� 部分描寫片段，例如女兒吃飯等，值得學習。 

配合創作教學 陶  傑 《無眠在世紀末》 

《暗夜裡那艷 紅的蔻丹》 

(皇冠) 

� 寫失眠的經歷，與政治環境聯繫。 

� 寫失眠的經驗對學生寫作有啟發。 

配合創作教學 《秋憶影紅》 《黃金冒險號》 

(皇冠) 

� 鳳凰木的意象豐富。  適  然 《溜狗》 《聲音》(素葉) � 寫養狗的經歷。既寫與狗的感情，也寫成長。感情豐富。 

� 描寫狗的動態，值得學習。 

 王良和 《識字教學》 《魚話》(匯智) � 敘述一節實習課的所見。 

� 簡潔明快。適當運用對話。敘述有層次。幽默中見對教育制度的諷刺和無奈。 

配合創作教學 《朋友》 《魚話》(匯智) � 敘述一次買魚的經過和感受。立意新穎。 

� 描寫魚販賣魚，但對魚又充滿同情。描寫人和魚的手法都值得學習。 

配合創作教學 

鍾  玲 《生命可以承 《散文的創 � 寫面對父母患病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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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作者作者作者    篇名篇名篇名篇名    出處出處出處出處    選取原因選取原因選取原因選取原因    ////學習重點學習重點學習重點學習重點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受的沉重》 造》(上) 

(聯經) 

� 立意新穎。收結在意料之外。 小  思 《病中》 《明報》 � 運用對比，寫兩個醫生的專業態度的分別，寫兩次服藥後的感受。 

� 敘事寫人，文字簡潔。 

 《冒汗青龍》 《明報》
9/9/2012 

� 描寫一名與別不同的搬運工人。 

� 敘事寫人，文字簡潔傳神。 

 《獲寶》 《書林擷頁》
(雲南人民) 

� 敘述一次拾獲舊書的經過和感受。 

� 文章簡短，但敘事見波瀾。文字簡潔，具感染力，一個愛書人的形象躍然紙上。 

 

陳之藩 《寂寞的畫廊》 

《在春風裏》 

(牛津大學) 

� 敘事抒情，啟發學生思考人生。  董  橋 《念青室情事》 

《從前》 

(牛津大學) 

� 敘述念青先生的一段情事，以及他們的情誼。 

� 情淡意深。 

 黃仁逵 《羅宋湯》等多篇 

《放風》(素葉) � 學習細緻的具象描寫而不流於陳述。 

� 學習描寫的上佳作品。 

結合課外閱讀書籍黃仁逵《放風》 蔡珠兒 《楊枝甘露》、《舞絲瓜》、《鵝回來了》、《瓜子與時間》、《蒸肉餅》、《自討苦吃》、《乾菜燜魯迅》、《河粉悠悠》《紅蘿蔔蛋糕》 

《紅燜廚娘》 

(聯合文學) 

� 以日常食物為題材。 

� 感官描寫。詞彙豐富多采。 

配合書展座談會 

《粽子，傻子與魔鏡》、《炒飯的身世之謎》 

《饕餮書》 

(聯合文學) 

� 以日常食物為題材。敘事描寫議論結合。 

� 感官描寫。詞彙豐富多采。 

 

配合書展座談會 《叮叮見聞》、《上環夢華錄》《濕傘請放門口》、《馬場維修記》 

《種地書》 

(有鹿文化) 

� 寫看病、寫電車沿途見聞、寫上環等題材。 

� 立意新穎。聯想力豐富。詞彙豐富多采。 

配合書展座談會 《自食其果》、《傻婆荷蘭豆》、《老蔡種瓜》 

《種地書》 

(有鹿文化) 

� 以種地經驗為題材。 

� 感官描寫。詞彙豐富多采。 

配合書展座談會 龍應台 《目送》 《目送》 

(天地/時報) 

� 敘述「目送」的人生故事，體悟人生哲理。可啟發學生思考。 

配合指定作品的評估練習 《寂寞》 � 敘述體會「寂寞」的片段，表達哲思。可啟發學生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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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學課程 – 學校示例四 

 

選修選修選修選修部分與必部分與必部分與必部分與必修修修修部分的配合部分的配合部分的配合部分的配合 

 

 

學校整體規畫中國文學科三年的課程，緊密連繫必修和選修部分，使兩者互相補足，

促進學生學習。 

 

整體規畫整體規畫整體規畫整體規畫 

學校因應不同年級的學習重點和內容，共開設三個選修單元，連繫必修和選修的學

習，規畫高中中國文學科三年的課程。中四開始先讓學生透過必修部分的學習打好基礎，

培養基本的賞析能力和引發文學創作的興趣，同時開設選修單元「文學創作──原創或

改編」，橫跨三年進行，以配合指定作品的學習，引導學生創作或改編不同體裁的作品。

待學生掌握了基礎文學知識和具備賞析文學作品的能力後，學校便在中四下學期及中五

分別開設「文學專題──先秦散文」和「作家追踪──韓愈/柳宗元/歐陽修」，連繫必修

與選修，互相補足，讓學生循序漸進，深化學習。該校中國文科必修部分及選修部分的

整體規畫如下： 

 

 必修部分 選修部分 

中

四 

� 指定作品和閱讀書目：引導學

生賞析文學作品，作簡略評

論，並認識基礎文學知識 

� 文學創作：培養學生的創作興

趣   

選修單元一：文學創作

──原創或改編 

 

跨年 

進行 

選修單元二：文學專題

──先秦散文 

 

下學期開

始，學生

利用暑假

進行自學 

中

五 

� 指定作品和閱讀書目：引導學

生深入賞析及評論文學作品，

並進一步掌握基礎文學知識 

� 文學創作：嘗試創作不同的文

類 

選修單元一：文學創作

──原創或改編 

跨年 

進行 

選修單元三：「作家追

踪──韓愈/柳宗元/歐

陽修」 

學生利用

長假期進

行自學 

中

六 

� 指定作品和閱讀書目：引導學

生從不同角度賞析及評論文學

作品 

� 文學創作：能創作不同的文類 

選修單元一：文學創作

──原創或改編 

 

跨年 

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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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修單元選修單元選修單元選修單元與必修部分的連繫與必修部分的連繫與必修部分的連繫與必修部分的連繫 

學校認為自行設計和編寫選修單元的教學材料，彈性較大，有利於整體規畫，既可

與必修部分的指定作品和創作教學互相補足，以節省課時，亦能收複習、鞏固、深化之

效，有助照顧學生學習的多樣性。 

 

(一一一一)  選修單元選修單元選修單元選修單元「「「「文學創作文學創作文學創作文學創作──────── 原創或改編原創或改編原創或改編原創或改編」」」」 

學校由中四開始，配合指定作品的教學進程，開設選修單元「文學創作──原創或

改編」，跨年級進行，貫穿三年的高中課程。(教學規畫及安排見附件一) 學生在學

習指定作品時，認識各類文體的特點，賞析作品的內容和藝術手法。同時，教師設

計不同層次的練習，引導學生創作。這樣，必修與選修的部分便有機地聯繫起來，

既可深化學生對各體裁的認識，又可讓他們發揮創意，從實踐中學習，增加學習的

趣味。 

 

(二二二二)  選修單元選修單元選修單元選修單元「「「「文學專題文學專題文學專題文學專題──────── 先秦散文先秦散文先秦散文先秦散文」」」」 

該單元安排在中四下學期及暑假期間進行。(教學規畫及安排見附件二) 教師在設計

單元時，希望能與指定作品互相補足，提升學生的賞析能力，並且善用暑假的時間，

讓學生繼續自學，並完成總結性評估。 

 

� 由指定作品出發由指定作品出發由指定作品出發由指定作品出發，，，，以助以助以助以助深化理解深化理解深化理解深化理解 

本單元所選的作品均為先秦時期的散文，教師由指定作品出發，先與學生重溫

《齊桓晉文之事章》、《庖丁解牛》及《蘇秦約縱》，再帶領學生深入研讀其他

散文，透過大量的對比閱讀，學生更能掌握這個時期作品的精神面貌，感受作

品的情懷，提高賞析、評論作品的能力。 

 

� 分層教學安排分層教學安排分層教學安排分層教學安排，，，，有助鞏固及深化學習有助鞏固及深化學習有助鞏固及深化學習有助鞏固及深化學習 

先秦時期的篇章如《齊桓晉文之事章》、《庖丁解牛》及《蘇秦約縱》，對學生

來說內容艱深，難於理解，所以教師在中四級上學期只要求學生對文章內容有

基本的理解。到下學期時，學生基礎較穩固，在教授選修單元「文學專題──

先秦散文」時，會再深入講解這幾篇文章，輔以其他作品對讀，並旁及相關的

文學知識，包括各家說理手法異同、文章風格特色，以及文學成就等。配合必

修與選修的學習內容分層施教，可收複習、鞏固、深化之效。 

 

(三三三三)  選修單元選修單元選修單元選修單元「「「「作家追踪作家追踪作家追踪作家追踪────────韓愈韓愈韓愈韓愈/柳宗元柳宗元柳宗元柳宗元/歐陽修歐陽修歐陽修歐陽修」」」」 

該單元安排在中五長假期進行。(教學規畫及安排見附件三) 學生在中四時已學習指

定作品《進學解》、《醉翁亭記》、《前赤壁賦》和《西湖七月半》，對歷代古文的發

展和特色、古文運動的主張和影響已有初步的認識。教師藉選修單元聯繫必修部分，

透過大量閱讀，比較及賞析韓愈、柳宗元或歐陽修的文章風格，深化學習。教師可

因應學生的能力和興趣，調適單元內容及學習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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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選修單元選修單元選修單元選修單元「「「「文學創作文學創作文學創作文學創作────────    原創或改編原創或改編原創或改編原創或改編」」」」    

教師在必修部分安排學生定時進行片段寫作及命題寫作，以提升學生的文學創作能力。

在中四至中六年級，學校配合必修部分指定作品的學習，開設選修單元「文學創作──

原創及改編」，跨年進行，以引導學生創作近體詩、小說、新詩和散文。這樣既能鼓勵學

生發揮創意，又能深化必修部分的學習，鞏固學生對各類文體的認識。 

 

一一一一.    近體詩教近體詩教近體詩教近體詩教學安排學安排學安排學安排 

課題 課業習作 

聲、韻、調概說 九聲工作紙 

平仄九聲 

 

九聲作句 

詩歌辨調練習 

對聯寫作 

 

� 人名對 

� 地名對 

� 對下聯 

� 集句練習 

� 對聯自擬 

名聯欣賞 

集句 《聲律啟蒙》選默 

詩韻集成之使用/格律介紹 � 古近體詩格律分析 

� 詩詞詩語寫作 

� 詩句起草和提煉 

� 近體詩古體詩創作 

格律介紹及對仗之種類 

作品欣賞  

 

 單元總結： 

兩首絕詩或一首律詩 

(採取改寫多稿制) 

 

二二二二.    小說小說小說小說教學安排教學安排教學安排教學安排 

課題 課業習作 

小說的分類及古今流變 情境撰寫： 

� 一生 

� 一分鐘 

敘述法、敘述觀點介紹 

作品欣賞： 

� 《像我這樣的一個女子》

(節錄) 

敍寫片段 

(多角度描寫：三個身份、第一人稱敍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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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浮城誌異》 

� 《酒徒》(節錄) 

人物刻畫手法 

作品欣賞： 

� 《蛻變》(節錄) 

� 《看不見的城市》(節錄) 

人物描寫 

布局手法、對話運用 

作品欣賞： 

� 《打錯了》 

� 《五封信》 

� 《一個香港人》 

� 《搭檯》 

� 《家族日志》 

� 《煎鍋》 

� 《動亂》 

對話成篇(一)：衝突 

對話成篇(二)：暗寫/敍事 

名作導讀： 

� 《對倒》 

� 《兒子的大玩偶》 

� 《斷魂槍》 

故事模仿寫作(一)：《五封信》 

故事模仿寫作(二)：《打錯了》 

故事改寫：《一個香港人》 

故事續寫：續《浮城誌異》 

 單元總結： 

短篇及微型小說創作 

 

 

選讀作品 教學重點 

《像我這樣的一個女子》(節錄) 第一人稱及獨白 

《浮城誌異》 不用對白、不重角色、特殊的情節

處理方式 

《酒徒》(節錄) 陌生化、意識流 

《蛻變》(節錄) 

《看不見的城市》(節錄) 

非人的寫法 

《打錯了》、《五封信》、《一個香港

人》、《搭檯》、《家族日志》、《煎鍋》、

《動亂》 

各類特殊結構、活用人稱的寫作手

法 

《對倒》、《兒子的大玩偶》、《斷魂槍》 雙線結構 

側寫、言情、第三人稱的叙事手法 

時間感運用、不落俗套的橋段安排 

 

 



24 

 

三三三三.    新詩新詩新詩新詩教學安排教學安排教學安排教學安排 

課題 課業習作 

新詩發展概況及流派簡介  

新月詩、自由體新詩及其他  

比喻運用 比喻運用練習 

詩句的內省 詩句提煉練習 

意象辨識與運用 詩句寫作練習 

詩句改寫 

排比與複沓的運用 小詩試作 

詩歌成篇 填空 

分行 

訂題 

形式應用 

音樂感營造手法： 

跨行句、押韻、音尺、斷句 

拼貼詩 

作品欣賞及試析 新詩寫作 

 

四四四四.    散文散文散文散文教學安排教學安排教學安排教學安排 

課題 課業習作 

寫作理論：美文 片段寫作(一) 

筆調辨識 片段寫作(二) 

片段寫作(三) 

高考文章試題分析 片段寫作(四) 

片段寫作(五) 

長文試作 一稿 

二稿 

定稿 

  



25 

 

附件二 

選修單元選修單元選修單元選修單元「「「「文學專題文學專題文學專題文學專題────────    先秦散文先秦散文先秦散文先秦散文」」」」    

教師在中四上學期已教授《齊桓晉文之事章》、《庖丁解牛》、《蘇秦約縱》三篇指定作品，

學生亦已初步認識先秦散文的發展、各家文章的風格及特色，以及左傳、戰國策的文學

成就。教師在中四下學期及暑假期間開設選修單元「文學專題──先秦散文」，以深化學

習，並透過大量的對比閱讀，學生更能掌握這個時期作品的精神面貌，感受作品的情懷，

提高賞析、評論作品的能力。 

 

一一一一.    教學教學教學教學安排安排安排安排：：：： 

書目 選文舉隅 教學重點 

《論語》 選十一則及《先進》 《論語》的特色： 

� 言簡意豐 

� 句法多樣 

� 語言靈活生動 

� 文風簡約樸實 

《老子》 選四章(第二章「天下

皆知美之為美」、第三

章「不尚賢」、第十九

章「絕聖棄智」、第七

十七章「天之道」) 

《老子》的特色： 

� 少用比喻，反多用對比、演繹法、分層

說明等說理手法議論說理 

� 句式多整齊均一，卻又能錯落有致 

� 長於運智而拙於興悲之特色 

《論語》與《老子》之文章風格比較 

《孟子》 《告子》上 孟子之人性論 (深化《齊桓晉文之事章》的

學習) 

《莊子》 《逍遙遊》 莊子的人生觀 

莊子汪洋肆意、筆法多變的文風 

《孟子》與《莊子》之文章風格比較 

《韓非子》 《定法》、《五蠹》(節

錄) 

《韓非子》的特色： 

� 論辯明確，鋒芒銳利 

� 議論透闢，說理周密 

� 善用寓言和譬喻 

� 善用排偶 

《孟子》與《韓非子》之文章風格比較 

總述 說理散文總述 先秦諸子散文的發展： 

� 由語錄體發展到專題議論文 

� 由代師立言發展到個人撰寫 

� 由說理簡括發展到論證詳密 

� 由文辭簡約發展到重形象、尚辭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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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書》 《甘誓》 《尚書》樸拙古奧的文風 

《國語》 《叔向賀貧》 

柳宗元《賀進士王參

元失火書》 

《國語》記言生動的特色 

《左傳》 《鞌之戰》、《鄭伯克

段於鄢》、《趙盾諫靈

公》 

《左傳》的特色： 

� 長於敘事 

� 善寫戰爭 

� 善於刻畫人物性格 

� 情節豐富，富戲劇性 

� 善用委婉曲折的文筆，表達巧妙的辭令

「春秋筆法」之旨 

《戰國策》 《魏策‧秦將伐魏》 《戰國策》長於鋪陳，言辭無拘無束，渲染

誇張，鋪張揚厲，氣勢逼人的文風 

《左傳》與《國語》的記事筆法比較 

《左傳》與《戰國策》在寫作上的分別 

總述 敘事散文總述 先秦歷史散文的發展： 

� 敘事由簡至繁 

� 由三言兩語的刻畫鋪寫發展至人物形象

鮮明而富個性、語言生動明快和富文

采、長於記事記言 

 

二二二二.    進展性和總結性評估進展性和總結性評估進展性和總結性評估進展性和總結性評估：：：： 

以下為部分進展性和總結性評估的例子，教師按學生的能力調適課業的要求和數量，

以照顧學生學習的多樣性。 

 

進展性 

評估： 

練習一  讀文札記──《甘誓》 

(從《甘誓》及《湯誓》看《尚書》古奧樸拙的筆法) 

練習二  讀文札記── 從《鄭伯克段於鄢》看《左傳》的筆法 

練習三  讀文札記──《曹劌論戰》與《曹劌問戰》 

   (比較《左傳》和《國語》筆法) 

練習四  仿《國語‧叔向賀貧》或柳宗元《賀進士王參元失火書》

寫一封書信予一位同學賀某事 

練習五  讀文札記──《蘇秦為趙合從說楚威王》 

   (從此文看國策行文筆法) 

練習六  讀文札記──自選《老子》篇章略述其文虛而不實的筆法 

練習七  讀文札記──自選《論語》章節略述其筆法  

練習八  文學賞析習作：《逍遙遊》與《愚公移山》比較賞析 

練習九  文學賞析習作：《齊桓晉文之事章》與《告子上》比較賞

析 

總結性 

評估： 

新擬文學賞析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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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項評估活動的設計各有側重，進展性評估的課業，由簡單的比較、仿作、到自選

作品評析，對學生的要求逐漸提升，層層遞進。教師會因應學生的能力，調節課業

要求和數量，以照顧學生學習的多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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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選修單元選修單元選修單元選修單元「「「「作家追踪作家追踪作家追踪作家追踪────────    韓愈韓愈韓愈韓愈////柳宗元柳宗元柳宗元柳宗元////歐陽修歐陽修歐陽修歐陽修」」」」    

 
教師在中四時已教授《進學解》、《醉翁亭記》和《前赤壁賦》等指定作品，學生亦已初

步認識歷代散文的發展和特色。教師在中五開設選修單元「作家追踪──韓愈/柳宗元/

歐陽修」，以深化學習，並透過大量的對比閱讀，讓學生能掌握韓愈、柳宗元或歐陽修的

作品風格和特色，以提高賞析、評論作品的能力。 

 

一一一一.    教學教學教學教學安排安排安排安排：：：： 

課題 教學重點 

文學史知識 � 唐、宋古文運動的發展概況和影響 

� 韓、柳古文風格及主張 

� 歐陽修與宋代古文運動 

� 古文與駢文的分別 

� 古文與散文的分別 

韓文選讀 韓愈文章的特色 

柳文選讀 柳宗元文章的特色 

歐文選讀 歐陽修的文章特色  

單元總述 韓愈、柳宗元或歐陽修文章的比較 

 

二二二二.    選讀作品選讀作品選讀作品選讀作品及教學重點及教學重點及教學重點及教學重點：：：： 

韓愈文章舉隅 教學重點 

《雜說》其一、其四 

《獲麟解》 

《送窮文》 

雜說類的特色 

韓文多變的筆法 

與《進學解》的相通之處 

《原毀》 正統議論文的章法 

《送石處事序》 

《送温處士赴河陽軍序》 

《與于襄陽書》 

韓文書序的特色 

自薦而不失其體面的筆法 

比較韓愈與其他作家的人生價值觀 

 

 

柳宗元文章舉隅 教學重點 

《始得西山宴遊記》 

《鈷鉧潭西小丘記》 

《至小丘西小石潭記》 

《小石山城記》 

柳宗元遊記特色 

比較柳宗元遊記與不同朝代遊記的

布局章法 

《三戒》 

《蝜蝂傳》 

寓言之體式 

柳宗元寓言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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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羆說》 

《種樹郭橐駝傳》 柳宗元傳記特色 

《封建論》 

《駁復讎議》 

《桐葉封弟辨》 

柳宗元議論文特色 

 

歐陽修文章舉隅 教學重點 

《朋黨論》 歐陽修論說文特色 

《醉翁亭記》 歐陽修論記體的特色 

《瀧岡阡表》 歐陽修碑誌類特色 

《答吳充秀才書》 

《梅聖俞詩集序》 

歐陽修文論簡介 

 

三三三三.    進展性和總結性評估進展性和總結性評估進展性和總結性評估進展性和總結性評估：：：： 

以下為部分進展性和總結性評估的例子，教師按學生的能力調適課業的要求和數量，

以照顧學生學習的多樣性。 

進展性 

評估： 

練習一  讀文札記──比較《送窮文》與《進學解》的主題

和筆法 

練習二  讀文札記──比較《瀧岡阡表》與《殿中少監馬君

墓誌銘》的筆法   

練習三  比較柳宗元《小石山城記》與王安石《遊褒禪山記》

的筆法 

練習四  自選韓、歐二家作品比較文風 

練習五  文體比較練習 

總結性 

評估： 

文學賞析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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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學課程 – 學校示例五 

 

學與教學與教學與教學與教策略策略策略策略 

 

 

一一一一、、、、    教學有序教學有序教學有序教學有序，，，，因應學生的興趣和根基編排教學次序因應學生的興趣和根基編排教學次序因應學生的興趣和根基編排教學次序因應學生的興趣和根基編排教學次序 

• 指定篇章的教學次序：大致以文體編排，先韻文，後散文；先戲劇，後小說。 

� 中四主要教韻文，按時序教詩經、楚辭、古體詩和近體詩、詞、曲、新詩。

因為韻文較短，學生較有興趣，較易掌握。 

� 中五先教現當代散文，學生較易接受。然後教先秦散文和漢魏散文，因為這

兩類散文都寫人物，易於引入同樣寫人物的古今戲曲。 

� 中六教授賦、唐宋散文、明清散文及古今小說。因為這些文體，對學生而言

較深，較難掌握。 

� 將小說與戲曲隔開教授，戲曲在中五教，小說在中六教。把古今戲劇放在中

五教，因為中五有較充裕時間安排延伸活動，如帶學生出外欣賞話劇。 

• 文學賞析的教學次序：先為學生建立賞析根基，讓學生掌握一些文學概念，例如，

何謂「形式」，「風格」和「結構」……然後，才逐漸讓學生賞析篇章。 

• 文學創作的教學次序：先片段寫作，後整篇創作；先賞析，後創作。 

� 課堂上，中四上學期教授片段寫作，中四下學期才加入整篇創作。 

� 創作方面，中四先學習散文欣賞，中五始通過閱讀大量文學作品，學習創作

新詩、散文、小說。 

• 文學常識的教學次序：先認識文學發展源流，再反覆重溫。 

� 於中四開課時，派發簡單的文學常識筆記，向學生介紹文學發展源流，讓學

生對文學發展源流有初步的認識。 

� 每教一類文體，則予學生詳述文體的發展和特色，不斷與學生反覆溫習，鞏

固學生對文學發展源流的認識。 

 

二二二二、、、、    教材合宜教材合宜教材合宜教材合宜，，，，因應學生程度和學習需要選取教材因應學生程度和學習需要選取教材因應學生程度和學習需要選取教材因應學生程度和學習需要選取教材 

• 教師積累過去教授文學的經驗，就各類文體整理了一份精簡的文學常識資料，並

附淺易的篇章，作為教材。教材以點列方式，精簡地說明相關文類的緣起和風格

特色，便於學生自學。 

• 以篇帶篇，所選篇章有助學生進一步認識各類文體，如：  

指定篇章 配合閱讀篇章 

《蒹葭》 《關雎》、《相鼠》、《無衣》、《采葛》 

《涉江》 《卜居》、《屈原賈生列傳》、《離騷》(節錄)、《天問》

（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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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城南》 《上邪》、《江南可採蓮》、《悲歌》、《東門行》、《長

歌行》、《古詩十九首》、《十五從軍行》 

《短歌行》 《步出夏門行》、《龜雖夀》、《雜詩》、《白馬篇》、《七

哀詩》、《詠懷》 

• 以潘步釗《脂粉與顏色》為藍本，有系統地教授學生寫作的技巧。教師會因應書

中談及的寫作技巧，引用相關的指定篇章或其他作品為例加以分析。同時，每教

授完一種寫作技巧，亦會要求學生分組蒐集相關文學作品，分析、討論，並在課

堂上滙報。 

 

三三三三、、、、    要求嚴格要求嚴格要求嚴格要求嚴格，，，，培養學生自學習慣和能力培養學生自學習慣和能力培養學生自學習慣和能力培養學生自學習慣和能力 

• 學生每一堂都要做預習。預習內容清晰，要求嚴格。例如： 

� 於教師教授指定作品後，要求學生蒐集「以篇帶篇」的篇章，分析其內容和

寫作技巧，製成簡報，於課堂上向同學介紹。 

� 於教師教授《脂粉與顏色》的創作手法後，要求學生分組蒐集相關的文學作

品，閱讀、分析及滙報。 

• 教師許多時要求學生預備資料，在課堂上匯報。學生多能達到，原因是： 

� 在學生蒐集材料的過程中，教師會主動約見學生，了解進度，並給予適當的

回饋，讓學生自我修訂。最後，所有分組滙報材料也都必須先給教師過目，

確保在匯報時能達到一定的水準。 

� 教師有適當的示範，例如：要求學生分組蒐集及分析「以篇帶篇」的篇章時，

教師會先講述一至兩篇篇章，作為示範；要求學生依據就教授的某一種寫作

技巧，蒐集相關的文學作品加以分析前，教師亦會先提供一些作品，作為示

例。 

 

四四四四、、、、    有教無類有教無類有教無類有教無類，，，，照顧學生的多樣性照顧學生的多樣性照顧學生的多樣性照顧學生的多樣性 

• 對於學校的尖子，教師會鼓勵他們投稿到不同的文學雜誌和參加各類作文比賽，

提升創作能力及興趣。結果，不少學生的作品獲刊登於各類報刊，學生亦在不同

的比賽中獲獎。 

• 對能力稍遜的學生，教師會進行個別輔導，不斷地鼓勵，同時，也對他們有一定

要求。結果，能留下來的學生都具備相當的能力，考試成績勝於預期。 

 

五五五五、、、、    多方配合多方配合多方配合多方配合，，，，加強學加強學加強學加強學與與與與教效能教效能教效能教效能 

• 配合指定篇章教學，設計學生功課，深化學習，提升賞析能力。例如： 

� 配合指定篇章《齊桓晉文之事章》的學習，教師要求學生自選《梁惠王篇》、

《公孫丑篇》及《滕文公篇》任何一篇作精研細讀，然後分析其內容及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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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結合生活，撰寫評論，例如評論港府政策能否體現孟子的思想精神。（文學

報告——《孟子》，見附件一附件一附件一附件一。） 

� 配合古典詩歌的教學，要求學生閱讀有關古典詩歌的書籍，然後設定主題，

進行專題分析，賞析相關作品的情感或思想，評析其寫作技巧。（文學報告—— 

詩詞賞析，見附件二附件二附件二附件二。） 

• 配合課程內容，安排文學活動，同時設計相關課業，加強教學效能，也使學習變

得更有趣。例如： 

� 結合余光中《我的四個假想敵》的學習，適逢台灣文學大師系列電影《他們

在島嶼寫作》在香港上映，教師便帶學生去看介紹余光中的電影《逍遙遊》，

借助影片協助學生進一步了解余光中寫作的心路歷程和風格，然後要求學生

結合余光中的新詩和散文，撰寫評論文章。 

� 結合古今戲劇的學習，趁着話劇《十二怒漢》重演，教師帶學生觀賞，然後

要求學生分析該劇的主題、人物塑造和戲劇衝突等，並結合《十二怒漢》的

主題，進行創作。（文學報告——《十二怒漢》舞台劇評賞，見附件三附件三附件三附件三。） 

� 結合現當代散文的學習，適逢香港藝術館有「有情世界—— 豐子愷的藝術：

人間情味」專題展覽，教師設計課業，要求學生自行參觀這個展覽，了解豐

子愷畫作的主題和流露的人生觀，然後再閱讀豐子愷散文，撰寫報告，分析

豐子愷的人生態度。（文學報告—— 豐子愷的有情世界，見附件四附件四附件四附件四。） 

• 文學創作設題時，教師會儘量配合學習篇章的內容及寫作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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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附件一附件一附件一 

 

文學報告文學報告文學報告文學報告 ——《《《《孟子孟子孟子孟子》》》》 

 

 

《孟子說》第一集：《梁惠王篇》 

http://www.youtube.com/watch?v=slYbud2VDD4 

 

《孟子說》第二集：《公孫丑篇》 

http://www.youtube.com/watch?v=KVRlpTvR0aw 

 

《孟子說》第三集：《滕文公篇》 

http://www.youtube.com/watch?v=kbYJWrfstEk 

 

報告要求報告要求報告要求報告要求：：：： 

1. 自選《梁惠王篇》、《公孫丑篇》及《滕文公篇》任何一篇作精研細讀。 

   請注意：(1) 以上三篇均分為上、下篇，上、下篇均須研習。 

           (2) 選擇《梁惠王篇》者，請勿再分析《齊桓晉文之事章》。 

 

2. 內容及手法分析：選擇最能體現不同主題的篇章，然後加以說明。(報告結構參見附

件) 

 

3. 連繫生活：找出其中一章，分析孟子的政治思想，然後評論當前香港政府政策是否體

現這種思想精神。須附上剪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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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學報告文學報告文學報告文學報告 ——《《《《孟子孟子孟子孟子》》》》 

 

姓名：_______________ 

 

我選擇分析的篇章是：                    

 

一、內容及手法分析： 

1.你認為哪一章中孟子道出了統治者的施政問題？試加以分析。 

 

 

 

 

 

2.你認為哪兩章孟子的比喻用得最生動貼切？請加以說明。 

 

 

 

 

 

3. 你認為哪一章孟子的說理最委婉精闢？試舉例說明。 

 

 

 

 

 

(以上 3 題所舉篇章，請勿重複運用！) 

 

 

二、連繫生活： 

找出其中一章，分析孟子的政治思想，然後評論當前香港政府政策是否體現這種思想精

神。須附上剪報。(不可重複上文已分析的篇章，剪報可以列出網址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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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附件二附件二附件二 

 

文學報告文學報告文學報告文學報告 —— 詩詞賞析詩詞賞析詩詞賞析詩詞賞析 

 

 

1. 閱讀以下書目的其中一本： 

 

《唐詩三百首詳析》(喻守真編註)、《唐詩三百首新注》(金性堯編注)、《唐詩三百首》(名

家配畫誦讀本)、《宋詞三百首箋注》(唐圭璋箋注)、《宋詞選》(胡雲翼選注)、《唐宋詞三

百首》(名家配畫誦讀本)、《中國歷代詩歌選》(林庚、馮沅君主編)、《青年必讀古詩手冊》

(喬繼堂、葉桂桐主編) 

     

2. 完成閱讀報告 

報告形式沒有任何規限，同學可就所誦讀之詩詞，有所感者，抒表意見或感受；或可闢

專題討論，如唐代愛情詩特色、蘇辛詞題材及風格論、比較婉約詞與豪放詞的分別等。

題目自訂。 

 

   建議結構如下： 

(1) 引言──簡介題目，及選取此題目的原因 

(2) 簡介所選書目 

(3) 專題分析──賞析作品，包括個人體會(如嘗試領略古人抒情寫感時的心情)及讀後感、

對作品寫作技巧的評析等。(必須引例證。為增加閱讀量，不宜分析文學課程的必讀

作品，及課堂中曾分析的詩詞。) 

(4) 總結 

(5) 參考資料──報告之內必須列明參考資料及來源，若被發現為抄襲者，將以作弊論。 

 

3. 同學宜善用小標題。約 2000字。 

 

4. 評分準則 

理解程度 回應深度 表達效果 給分 

體會深刻獨到 周全而有深度 

見解獨到 

明確流暢、手法貼合回應之內容 10 

理解透徹 周全而有深度 明確流暢 7-9 

基本理解 完整而言之成理 明確 4-6 

未盡理解 膚淺而不合情理 有欠明確、表達力弱 1-3 

未能完成或欠交作業，或證實作弊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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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附件三附件三附件三 

 

文學報告文學報告文學報告文學報告 ——《《《《十二怒漢十二怒漢十二怒漢十二怒漢》》》》舞台劇評賞舞台劇評賞舞台劇評賞舞台劇評賞 

 

1. 試探討《十二怒漢》的主題，並舉情節為例說明。 

2. 劇本結構嚴謹，劇情充滿張力，人物個性鮮明是優良劇本的主要元素。你認為《十

二怒漢》能否達到以上要求？ 

3. 劇中以鐵籠為舞台佈景，有什麼象徵意義、作用及效果？試抒己見。 

4. 此話劇與一般以法庭為題材的電視劇有何不同之處？ 

5. 文學創作──以「矛盾」為題，創作文章一篇。 

 

寫作指引： 

1.同學可從日常生活取材，從矛盾的處境或心理中表現主題思想。 

2.可借事抒情，或發抒議論。宜多刻畫面對矛盾處境時的心理，亦可藉矛盾中表現不

同的人物形象。 

3.文章宜多運用不同修辭手法，若寫景應多運用感官、比喻、誇張、聯想等手法。 

4.字數不宜少於 800。 

 

課業設計說明 

1. 學生已有知識： 

� 學生已學畢「古典及現代戲劇」單元，並細讀《法場》、《卻奩》和《西施》三

篇作品，對古典及現代戲劇的體制、特色及賞析方法已有基礎知識。 

� 在文學創作課堂中，亦學習了人物形象的塑造手法。 

� 在觀賞《十二怒漢》之前，亦曾欣賞另一齣由莎士比亞舞台劇改編的《泰特斯》

後，完成賞析習作，故對現代話劇演出及欣賞已有經驗。 

 

2. 課業設計原則及目的： 

� 選擇觀賞題材生活化的舞台劇，讓學生有能力及自信對作品有獨到的看法。 

� 透過欣賞舞台劇，將課堂所學與生活體驗結合，提高學生對文學賞析的興趣。 

� 從話劇欣賞轉化為文學創作，讓學生學習如何從生活中選取創作材料，提升創

作能力。 

� 由於《十二怒漢》涉及「法律是否公正」，「對人命的重視」等議題，亦有助學

生反思法律與公義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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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附件四附件四附件四 

 

文學報告文學報告文學報告文學報告 —— 豐子愷的有情世界豐子愷的有情世界豐子愷的有情世界豐子愷的有情世界 

 

 

豐子愷簡介：豐子愷（1898-1975），是一位擅繪畫、書法、文學、教育、音樂與建築的

藝術家。從二、三十年代開始，以中西融合畫法創作漫畫，描繪抒情率真的生活意趣，

又能表現對萬物關愛之情，細細道出尋常百姓家的點滴情味。豐子愷強調「有生即有情，

有情即有藝術」的理念，以獨特的「子愷漫畫」作為創作形式，為中國開創了早期漫畫

風格，認為「漫畫在畫體中可說是一種隨筆或小品畫，也正是隨意取材，畫幅短小，而

內容精粹的一種繪畫。」故此，其形式及內容必須隨意自然、簡潔直接，能容易讓大眾

明白；把來自生活的人間情味融入作品之中，達致雅俗共賞。 

 

「一片片的落英，都含蓄著人間的情味。」(俞平伯) 

「他的畫都在探討真、善、美，體現人的愛與情，這是永恒的，特別是在當下世界，

我們要回到人性與人心。」(小思) 

 

「有情世界 ── 豐子愷的藝術：人間情味」專題展覽中展示了 200 多幅豐子愷的代表

精品。 

展品分為「童心」、「家庭樂」、「年華」、「朋情」、「世相」、「古詩新畫」、「湖山好」、「抗

戰」、「護生」九個主題，透過其趣味洋溢手法、親切感人的內容，流露真實的人間情味。 

 

 

 

預習： 

 

同學先在互聯網上搜集資料，回答以下問題。 

 

1. 何謂「護生護心」？ 

 

2. 豐子愷的漫畫有何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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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要求報告要求報告要求報告要求：：：： 

1. 同學參觀「有情世界 —— 豐子愷的藝術：人間情味」專題展覽。 

2. 於九個主題中自選三個主題，在每個主題中選取一幅使你最有感受的畫作，記下其題

目後，用 50字簡介畫作內容，再以約 150-200字表達你的感受(可連繫日常生活或社

會民生)。 

豐子愷：「在得到一個主體以後，宜用文字表達的就寫隨筆，宜用形象表達的就

作漫畫」。 

郁達夫：「豐子愷的散文清幽玄妙，靈達處反遠出在他的畫筆之上。」意即豐子

愷散文寓深邃，道理於眼前事物，細膩貼切，意在言外，靈巧高妙，有時連他

最擅長的繪畫也有不及之處。 

3. 論文：豐子愷的人生態度是怎樣的？試舉兩篇散文為例說明。 

 

 

參考資料參考資料參考資料參考資料：：：： 

香港藝術館簡介

http://www.lcsd.gov.hk/ce/Museum/Arts/tc/exhibitions/exhibitions01_apr12_01.html 

 

情迷博物館：豐子愷的有情世界 

http://www.youtube.com/watch?v=QCTXUgxD5PI 

 

有情眾生-豐子愷的漫畫世界

http://www.youtube.com/watch?v=5C1suWM1CAc&feature=related 

 

《明報》通識導賞﹕百年漫畫從未 out 豐子愷作品展 

http://hk.news.yahoo.com/%E9%80%9A%E8%AD%98%E5%B0%8E%E8%B3%9E-%E7%9

9%BE%E5%B9%B4%E6%BC%AB%E7%95%AB%E5%BE%9E%E6%9C%AAout-%E8%

B1%90%E5%AD%90%E6%84%B7%E4%BD%9C%E5%93%81%E5%B1%95-212219156.h

tml 

 

豐子愷漫畫展細味有情世界 

http://www.singtao.com/yesterday/edu/0607go07.html 

 

 

參考書目參考書目參考書目參考書目：：：：豐子愷《緣緣堂隨筆》、《緣緣堂再筆》、《率真集》、明川《豐子愷漫畫選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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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報告文學報告文學報告文學報告 —— 豐子愷的有情世界豐子愷的有情世界豐子愷的有情世界豐子愷的有情世界 

 

姓名：______________ 

 

主題： 

 

文字簡介(50字)： 

 

 

我的感受(150-200字) 

 

 

 

 

 

主題： 

 

文字簡介(50字)： 

 

 

我的感受(150-200字) 

 

 

 

 

 

主題： 

 

文字簡介(50字)： 

 

 

我的感受(150-200字) 

 

 

 

 

 

論文：豐子愷的人生態度是怎樣的？試舉兩篇散文為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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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學課程 – 學校示例六 

 

照顧學生多樣性照顧學生多樣性照顧學生多樣性照顧學生多樣性 

 

 

這裏介紹一所學校在中國文學科中照顧學生多樣性的做法。 

 

一一一一、、、、學校情況學校情況學校情況學校情況 

• 學校主要錄取第一能力組別的學生，亦有部分學生屬第二能力組別。 

• 中四開設兩班中國文學科，分為必修班及選修班，按學生中三時成績編排。必修

班學生程度較弱，由學校編進此班；選修班學生程度較佳，學生自願選修中國文

學。 

• 中五、中六各開設一班中國文學班，中四學生可於中五開課前退選，沒退選的學

生於中五時會合併為一班上課。 

• 學校儘量開設不同的選修科目，並要求學生於中四選讀 3X，所以每個選修科目每

星期只有四節課（每節 35 分鐘）。 

• 由一名教師負責中四全級文學科教學，即面對兩班程度不同的學生。 

 

二二二二、、、、學生學習情況學生學習情況學生學習情況學生學習情況 

• 程度十分參差程度十分參差程度十分參差程度十分參差：：：：有些學生的語文水平不俗；有些卻是因為中國語文科表現欠佳，

而且整體成績也不好的，在中四時被編入中國文學的班別。 

• 文學興趣有異文學興趣有異文學興趣有異文學興趣有異：：：：部分學生喜歡閱讀和創作，部分學生興趣不大，對寫作也欠缺信

心。 

• 文學基礎薄弱文學基礎薄弱文學基礎薄弱文學基礎薄弱：：：：學生雖然在初中曾接觸中國文學作品，但對文學賞析的概念尚未

掌握，也不明白文學創作與中文作文有何分別。 

• 學習態度鬆散學習態度鬆散學習態度鬆散學習態度鬆散：：：：部分中四學生本着「試讀」的心態，了解本科學習內容和要求後，

便計劃在中五時退選，因此學習態度散漫，對自己的要求亦不高。 

 

三三三三、、、、照顧學生多樣性的做法照顧學生多樣性的做法照顧學生多樣性的做法照顧學生多樣性的做法 

• 課程規劃課程規劃課程規劃課程規劃 

整體而言，先加強初中中國語文課程的文學元素，增加學生對文學的認識。此外，

文學科教師也要掌握初中中國語文科的學習內容，以便在編排文學科課程時銜接

初中的基礎。例如要求初中學生也參加網上寫作計劃，以增加創作經驗；在中三

下學期的課外閱讀內加入古典小說名著選篇或節錄；學生也曾於語文課堂中聽過



41 

 

老師簡介小說的基本知識。基於上述的鋪墊，文學教師決定不受文學發展脈絡的

限制，在中四上學期先教小說和戲劇單元。這樣的安排學生已具備一些文學知識，

會較有學習信心；另一方面可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因為小說和戲劇文學作品，

對學習文學興趣不大、態度散漫的學生而言，會較具吸引力，也較易引發他們閱

讀和賞析原著的興趣。 

 

• 學與教策略學與教策略學與教策略學與教策略 

�  教材的選擇和運用： 

� 面對學習動機較弱、能力稍遜的學生，教師先從他們熟悉的作品切入，由

淺入深。例如「明清小說」單元，先從導讀《世說新語》開始；至於學習

能力較強的學生，教師則會給予延伸作品目錄作為自習材料，並讓學生在

課堂上為其他同學作簡介，以豐富他們的文學素養。 

� 學習動機或學習能力較低的學生，較易抗拒文言作品。於是，教師以漫畫

及影音材料配合教學和設計學習活動，以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例如在導

讀《世說新語》時，在班中按學習能力分組，向每組派發一則故事原文和

相關漫畫，再着學生按照改編要 求改寫故事。教師要求學習能力較佳的組

別直接閱讀原文，學習能力較差的組別則可邊閱讀漫畫邊閱讀原文，以助

理解作品的內容。 

� 學習和評估活動的設計： 

� 教師留意到成績較佳的學生學習能力高，但往往墨守成規，略欠創意；成

績稍遜的學生缺乏學習動機，卻往往有大膽新穎的想法和構思。故此，教

師在課堂中通過分組活動和集體創作，讓學生通過協作，互相交流、彼此

欣賞、取長補短。例如在教授人物描寫手法時，讓學生分組，每組討論如

何演繹一種指定的職業，如廚師、戲院帶位員、無牌小販等。討論後，各

組選出代表輪流演出，讓其他組別競猜所演的職業，並指出同學如何具體

表現人物的特點。最後，由學生互選最佳演繹的組別。上述活動可讓成績

稍遜的學生在討論如何演繹時發揮創意，透過演出活動，又可加強各人對

課堂的投入感。活動後，教師派發黃仁逵《放風》中與學生演繹的職業相

關的文章，再請學生分析作者描寫人物的手法。這部分可讓成績較佳的學

生發揮領導才能，引導小組討論，並帶領組員整理討論結果作匯報。 

� 教師準備程度不同的學習材料和評估活動，讓不同能力的學生都能完成指

定課業，目的在增加他們學習的成功感。例如在「戲劇單元」中要求學生

改編不同的戲劇片段，片段的深淺程度可按學生的能力編配。教師會在課

堂上先略作分析說明能力較弱的學生所獲派的片段，以助他們理解和構思。

相反，教師指定較具深度的戲劇片段，要求能力較佳的學生改編，例如涉

及較多人物心理描寫的部分，讓能力較高的學生有更大的發揮空間，也可

避免學生在選擇改編片段時捨難取易。 

� 善用網上平台進行跨班及跨級的課後延伸活動，讓不同學習興趣和能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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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多作交流，切磋砥礪。例如中四級兩班分組創作的改編小說可放在網

上平台發表，並由學長及全級同學投票選出「最佳作品獎」、「人物栩栩如

生獎」及「最具創意獎」。教師又要求學生在投票時為作品下評語，增加同

儕互評的機會。此外，教師也在網上開設不同的網誌戶口，安排學生加入

網絡群組，創作「接龍小說」，即由教師創作首段，其餘由學生自由接上段

續寫。各戶口群組成員除參與創作外，也可按劃一的標準給予評語，如創

意、人物描寫技巧、組織結構等。教師准許學生用筆名發表，只有管理戶

口的教師知道群組成員的身份。這安排可鼓勵較內向被動的學生多創作和

善用資訊科技參與學習活動，積極與不同學習能力的同學進行協作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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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學課程 – 學校示例七 

 

文學氛圍文學氛圍文學氛圍文學氛圍 

 

 

學校由初中階段起，着意營造文學氛圍，歷年來積極舉辦多元化的文學活動，如書

展、文學創作班、文學講座、文學營、文學寫生之旅、文學學習團等文學活動，從而培

養學生對文學的學習興趣，並提升其閱讀、賞析和創作的能力。 

 

三三三三、、、、    書展書展書展書展 

自 1991 年開始，學校每年舉辦大型書展，以營造閱讀氣氛。早年書展為期三天，

近年則增至四天，提供不同類型的書籍供學生選擇。負責的教師到批發書商的貨倉

揀選適合學生閱讀的書籍，以拓寬學生的閱讀視野，提高他們的閱讀興趣。教師除

精選十多本作「推介書」外，還安排多元化的配套活動，如作家講座、簽名會，以

及作家與學生的座談會等。在教師大力的推動下，書展辦得十分成功，學生的購書

量不斷上升。 

 

四四四四、、、、    文學創作班文學創作班文學創作班文學創作班 

多年來，學校曾邀請不同的作家到校主持不同類型的創作班。初中的「寫作訓練班」，

主要為對寫作有濃厚興趣的中三學生而設，提高他們創意寫作的能力。近十年以來，

為配合中國文學課程的實施，則安排「文學創作班」，提供機會讓高中的學生嘗試

新詩、散文創作。到校支援的作家，早期多為知名作家，如胡燕青、王良和、董啟

章；近期則包括年青作家，如麥樹堅、鄒文律、徐焯賢、梁偉洛等。 

 

五五五五、、、、    文學講座文學講座文學講座文學講座 

近幾年，學校與香港浸會大學文學院合作，邀請國際作家工作坊的駐校作家到校主

持講座，包括張煒、駱以軍、閻連科及蘇偉貞等。教師選取了該位作家的作品，讓

學生預先閱讀，然後參加講座，與作家對話，從而促進學生的閱讀興趣，深化他們

對作品的認識，並提升創作的興趣和能力。 

 

六六六六、、、、    文學營文學營文學營文學營 

自 1997 年開始，學校每年都為高中學生，舉辦兩日一夜的「文學營」。整個活動的

設計，目的是讓學生經歷「從閱讀到創作」的過程，以分組的模式安排營內的活動。

每年設定不同的主題，選擇某種文類的作品供學生閱讀，通過作品的賞析，老師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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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學生與學生之間的分享，激發學生的創意，進而創作，有分組、亦有個人的

創作，繼而就作品互相分享、評論。在討論作品的過程中，學生往往有所得着，便

着手修訂。除校內的教師負責帶領的活動外，偶爾亦會邀請香港的作家為嘉賓講者，

例如某年邀請了小說作家關麗珊，該年「文學營」的主題便扣緊小說的創作。 

 

七七七七、、、、    文學寫生之文學寫生之文學寫生之文學寫生之旅旅旅旅 

為提高學生寫作的興趣和能力，學校舉辦「文學寫生之旅」。例如學校曾為中二學

生設計的文學寫生之旅—— 參觀學校附近的「青松觀」，引導學生沿途觀察，寫觀

察筆記，完成活動後，作文一篇。此外，亦曾為中四學生設計「遊上環訪古」，先

分享名家作品，如也斯《樓梯街》、俞風《水坑口街》、黃秀蓮《上環古韻》，訓練

學生多讀多想，繼而跳出課室，漫遊歷史遺跡，讓學生親身感受後，然後就所見、

所思、所感，執筆創作。經歷「寫生之旅」後，學生寫作較以前具體，也更生活化，

平時也會多觀察身邊事物，讓寫作成為樂趣。 

 

八八八八、、、、    文學學習團文學學習團文學學習團文學學習團 

學校為高中的畢業班的同學，舉辦「文學學習團」，作為文學學習的完美總結。從

2010 年起，學校每年均舉辦一次為期 5 天的「文學學習團」—— 杭州、紹興行。

教師選取了與中國文學有關的名勝，包括西湖、富春江、烏鎮、紹興和豐子愷故居

緣緣堂等地，更為學生提供建議閱讀篇章、書目及瀏覽網頁。學校會就不同的景點，

選取不同類型的古今名作，供學生預先閱讀，然後透過實地考察，參觀沿途的文學

地景，讓學生在想像與現實中來回穿梭，從而深化他們對作品的認識。學生旅罷歸

來，亦會就其見聞感受撰寫文章，與其他同學分享。文學學習團已進行了三年，教

師對於所選擇的閱讀材料，每年亦會作出調整增刪，以期更切合學生的學習需要。

（文學學習團閱讀材料，見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此外，學校亦鼓勵學生參加朗誦活動、徵文比賽，訂閱提倡閱讀和重視文學的報刊，

並重點帶領對文學有興趣的同學參與不同機構，如教育局課程發展處、康樂及文化事務

署、各大專院校，以及其他文化團體舉辦的文學活動，以結合課堂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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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文學學習團文學學習團文學學習團文學學習團—— 杭州杭州杭州杭州、、、、紹興行紹興行紹興行紹興行 

閱讀材料閱讀材料閱讀材料閱讀材料 

一 建議閱讀篇章 

景景景景 點點點點 選讀作品選讀作品選讀作品選讀作品 

杭州西湖 西湖詩選（從唐代到當代，選詩 15首） 岳飛詞選、詠岳飛詩詞選（6首） 龔自珍詩文選（詩 6首、文一篇） 曹聚仁《西湖雜憶》 古蒼梧《六月西湖》 鄧雲鄉《裏西湖賞荷》 

富春江 富春山水詩選（選唐詩 2首、清詩 3首） 吳  均《與宋元思書》 葉文玲《烏篷搖夢到春江》 郁達夫《釣台的春晝》（節錄） 范仲淹《嚴先生祠堂記》 汪曾祺《嚴子陵釣台》 蔣  勳《黃公望富春山居圖卷‧序》 蔣  勳《富春江故事──漁、樵、隱逸》 張毅清、查律《紅顏棄軒冕  白首卧松雲》 

緣緣堂 豐子愷《告緣緣堂在天之靈》 陳從周《草堂終古說緣緣》 陳  星《全面調和緣緣堂》 小  思《一對木門》 明  川《畢業後》 明  川《人散後  一鈎新月天如水》 

江南古鎮 阮儀三《人與自然的融和》(節錄) 阮儀三《小橋流水》 陳從周《小巷人家》 柯  靈《巷──龍山雜記之一》 小  思《巷》 

烏鎮 阮儀三《文風蔚然──烏鎮》（節錄） 陳  星《稿費換來的書齋》 茅  盾《香市》 

紹興 柯  靈《故園春》 周作人《烏篷船》 周作人《故鄉的野菜》 陸  游：沈園詩選（5首） 黃志強《陸游與唐琬沈園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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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思《沈園》 秋瑾及徐錫麟詩選（4首） 小  思《軒亭口的痛楚》 蘭亭詩文選（王羲之《蘭亭集序》、陸游《蘭亭》、方文山《蘭亭序》） 魯  迅《秋夜》 魯  迅《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 陳  星《從「三餘」到「三味」》 

   

 

二 建議閱讀書目 

作者作者作者作者 / 編者編者編者編者 書名書名書名書名 出版社出版社出版社出版社 出版年份出版年份出版年份出版年份 陳星 《重訪散文的家園》 上海三聯 1995 黃裳 《晚春的行旅》 三聯（港） 1984 王榮初選注 《西湖詩詞選》 浙江人民 1979 呂小薇、孫小昭選注 《西湖詩詞》 上海古籍 1982 泰山選注 《岳飛詩文選注》 浙江古籍 1990 曹聚仁 《湖上雜憶》 天地（港） 2002 陸宗寅編，郁達夫著 《郁達夫的杭州》 三聯（港） 2004 鄒志方選注 《稽山鏡水詩選》 浙江人民 1985 申屠丹容等選注 《富春山水詩選》 浙江人民 1986 郁達夫 《釣台的春晝》 天地（港） 2002 蔣勳 《黃公望富春山居圖卷》 信誼基金（台） 2011 張毅清、查律 《一望六百年：〈富春山居圖〉傳奇》 浙江古籍 2011 陳星編 《青少年豐子愷讀本》 業強（台） 1993 豐一吟編、豐子愷著 《緣緣堂隨筆集》 浙江文藝 1983 明川 《豐子愷漫畫選繹》 三聯（港） 1991 阮儀三 《江南六鎮》 河北教育 2002 阮儀三 《江南古鎮》 三聯（港） 1998 黃昌勇編、陳從周著 《園林清議》 江蘇文藝 2005 茅盾 《速寫與隨筆》 港青（港） 1979 茅盾 《林家鋪子》 三聯（港） 2004 王維友 《水鄉夕拾──紹興古橋‧老屋》 浙江攝影 2003 顧怡  《文人都會‧紹興》 遠方 2003 紹興市文物管理局編 《紹興名人故居》 文物 2004 陸宗寅編、魯迅著 《魯迅的紹興》 三聯（港） 2002 魯迅 《朝花夕拾》 人民文學 1973 魯迅 《野草》 三聯（港）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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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叔河編 《周作人美文選》 明報（港） 2003二版 楊牧編、周作人著 《周作人文選》ⅠⅡ 洪範（台） 1983 

 

 

三 建議瀏覽網頁 

 

http://www.hangzhou.gov.cn/main/zpd/lypd/ 中國杭州‧旅遊在線 

http://www.gotohz.com/ 杭州旅遊 

http://sx.gov.cn/portal/tourist/ 中國紹興 / 旅遊頻道 

http://www.wuzhen.com.cn/ 烏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