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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四級學習單元一  

 
理解和分析——梳理貫通  

 
一、學習目標  

對不同表達方式（敘述、描寫、抒情、說明和議論）的作品進行爬梳整

理，融會貫通，以求準確理解題旨、透徹領悟思想和加深體會情感。 

 

二、學習重點  

閱讀範疇： 

w 理清篇章主旨 

w 分析寫作目的 

w 綜合作者的觀點 

w 分析寫作方法 

聆聽範疇： 

w 理解話語深層意義 

w 聽不同類型的話：聽出不同說話者的主要觀點 

 

三、課節  

共 22節（每節 40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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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學習材料  

甲  選用學習材料：  

1. 郁達夫《一個人在途上》 

2. 白先勇《驀然回首》 

3. 杜甫《宿江邊閣》 

4. 王維《鳥鳴澗》 

5. 李白《月下獨酌》 

6. 李白《把酒問月》 

7. 王安石《讀孟嘗君傳》 

8. 蘇洵《六國論》 

9. 趙鑫珊《愛因斯坦與藝術世界》 

10. 論語《論君子》 

11. 列子《亡鈇》 

12. 梁容若《偏見》 

13. 錢鍾書《一個偏見》 

乙  建議配合閱讀書籍：  

1. 郁達夫《一個人在途上》 

2. 白先勇《驀然回首》、《台北人》 

3. 歐陽子《王謝堂前的燕子》 

4. 楊伯峻《論語譯注》 

5. 王興康《論語：仁者的教誨》 

6. 錢鍾書《寫在人生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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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活動  構思和備註  

敘述抒情篇  
第 1-5 節  

 

學習重點   

閱讀範疇 

w 分析寫作方法（篇章結構、敘述手法與感情表達的關
係） 

 

  

品德情意 

w 關懷顧念 
w 勤奮堅毅 

w 積極進取 

 

  
教學步驟   

1. 講讀郁達夫《一個人在途上》： 

� 學生指出本文所敘述的主要事件。 

以篇帶書，可以鼓勵學生閱
讀郁達夫的散文集《一個人
在途上》或其他著作。 

� 教師引導學生分辨本文主要敘述的是哪一段時間。
（兒子死去後至作者離開的一百來天。） 

分辨倒敘、插敘的手法，弄
清各事件的先後次序，理清
篇章結構。 

� 重整事情發生的先後次序，引導學生在文章中標示
倒敘、插敘的部分，以及過渡銜接的句子。 

 

� 著學生重讀全文一遍，特別細讀首尾兩段和各個插
敘的部分，分析作者運用倒敘和插敘的目的和效果。 

 

� 教師引導學生分析這種敘述手法與作者當時的心情
的關係，讓學生更深刻體會作者的感情。 

明白敘述手法與感情表達的
關係。 

  

2. 導讀白先勇《驀然回首》：  

� 著學生在文章中標示倒敘、插敘的部分，及過渡銜
接的句子。 

掌握倒敘、插敘的手法，理
清篇章結構。 

� 著學生按事件的順序劃分段落，繪畫時間線。  

� 著學生細讀各個插敘的部分，分析作者插敘的目的。  
� 著學生分析文章的命題「驀然回首」與所運用敘述
手法的關係。 

掌握敘述手法與主題表達的
關係。 

� 著學生從讀者的角度分析及歸納白先勇成為出色的
作家的原因。 

進行創造性閱讀，培養思維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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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篇帶書，可以本文為導
引，鼓勵學生閱讀白先勇的
散文集《驀然回首》或小說
集《台北人》等。 

  
  
  

描寫抒情篇  
第 6-10 節  

 

學習重點   

閱讀範疇 

w 理清篇章（詩歌）主旨 

w 分析寫作方法（描寫的角度與感情的表達） 

 

  

品德情意 

w 關懷家國 

w 曠達坦蕩 

w 美化心靈 

 

  

語文基礎知識 

w 名家名作 
 

  
教學步驟   

1. 講讀杜甫《宿江邊閣》，引導學生分析本篇前六句在動
靜、上（山）下（水）、遠近之間，如何互相呼應，並
引導他們理解前六句的景和後兩句的情有何關係。 

掌握描寫的角度，理解景與
情的關係。 

  

2. 自讀王維《鳥鳴澗》，嘗試分析篇中如何動靜相襯，由
教師補充，並借此幫助學生體會詩中的意境。 

 

  

3. 講讀李白《月下獨酌》，引導學生分析本篇情感哀樂的
發展，如何起伏變化，以見李白詩風格的一斑。 

理清作品中情感的線索。 

  

4. 自讀李白《把酒問月》，嘗試分析本詩的情感、風格與
《月下獨酌》是否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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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論說明篇  
第 11-17 節  

 

學習重點   

閱讀範疇 

w 分析寫作目的和寫作方法（借古喻今）、綜合作者的觀
點 

 

  

品德情意 

w 個人品德修養、待人接物態度 
 

  

教學步驟   

1. 講讀王安石《讀孟嘗君傳》：  
� 教師引導學生理解文意，初步掌握文中的論點、論
據和論證方法。 

 

� 教師引導學生反復誦讀全文，感受每一句的語氣，
梳理本文的層次。 

以誦讀的方式梳理文章的層
次。 

（第一句陳述句，語氣平靜，指出一般人的「習說」；
第二句反問句，以反問語氣帶出中心論點，而語帶
惋歎；第三句仍用反問句，再以反問語氣，加強論
證，語調堅決；第四句判斷句，語氣肯定，進一步
證明中心論點。） 

本文形式上的特點是簡（八
十八字，包孕四層意思）而
健（每句一層次，層層推進，
轉折有力），最宜以誦讀方式
感受語氣和文氣。 

  

2. 講讀蘇洵《六國論》：  
� 教師引導學生以表解的方式，整理蘇洵認為六國破
滅原因的論點和論據。 

以表解的方式整理作品內
容。 

� 著學生反復閱讀全文，推敲哪一段為全文主旨所在。 分析寫作目的。 

� 著學生尋找本篇的時代背景資料，讓學生明白本篇
借古喻今的手法。 

 

� 著學生到圖書館或上網（或任何方法），尋找一篇借
古喻今的作品（詩、文均可），向同學介紹，並說明
作者如何借古喻今。 

由此及彼，觸類旁通。 

  

3. 自讀趙鑫珊《愛因斯坦與藝術世界》，嘗試以表解的方
式整理全文要點。 

 

  

4. 導讀論語《論君子》：  
� 學生根據《論君子》各則，綜合君子在律己的要求
和待人的態度兩方面具備哪些德性。 

綜合作者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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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根據《論君子》各則，表列君子和小人的區別；
再從《論語》中嘗試找出論君子和小人之別的章節，
豐富此表。 

以篇帶書，可以鼓勵學生閱
讀論語的其他章節。 

  
  

綜合運用篇  
第 18-22 節  

 

學習重點   

閱讀、寫作、聆聽、說話範疇 

w 讀寫聽說能力的綜合運用 
 

  

聆聽範疇 

w 理解話語深層意義 

w 聽出不同說話者的主要觀點 

 

  

品德情意 

w 自我尊重（不自欺） 

w 實事求是（重視證據） 

 

  

教學步驟   

1. 聆聽活動：  
� 讓學生聆聽一些演說或清談節目片段的錄音或錄
像，聽出人物話語的深層意義，分析人物存在哪些
偏見，作口頭匯報。 

理解話語深層意義。 

� 教師指導學生理解反語、隱喻、雙關等話中話的竅
門，是要結合說話人的身份及當時的語境，作深入
的思考。 

 

  

2. 自讀列子《亡鈇》，在課堂上分析故事的寓意。  
  

3. 導讀梁容若《偏見》和錢鍾書《一個偏見》，引導學生
整理、歸納二人對偏見的看法，並在課堂上進行小組
討論，交流意見。 

以篇帶書，可以鼓勵學生閱
讀錢鍾書的散文集《寫在人
生邊上》或其他著作。 

  

4. 就「偏見」為題，訪問幾位老師、同學或其他人士，
聽聽他們的看法： 

 

� 整理出不同說話者的主要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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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融會各種對「偏見」的意見，以「偏見」為主題寫
短論一篇，抒發己見；學生也可選擇撰寫寓言一則
（能借古喻今則更佳），但必須扣緊「偏見」的主題； 

� 在課堂上以所寫的內容為藍本，作短講或說故事。 

 

短論之建議評估準則： 

� 能綜合不同觀點，提出個
人見解 

� 觀點鮮明、立場明確、說
理透徹 

� 結構緊密 

� 行文流暢 

寓言之建議評估準則： 

� 寓意深刻，能借古喻今 

� 結構完整 

� 行文流暢 
 



課程發展處中國語文教育組 

2006年 5月修訂 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