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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修單元選修單元選修單元選修單元五五五五  

香港文學香港文學香港文學香港文學  

示例二示例二示例二示例二  

 

一一一一、、、、學習目標學習目標學習目標學習目標  

研習香港文學作品，了解香港文學的特色，領略作者的思想感情，體會

文學與個人、地域的關係，並培養對香港的歸屬感，提高賞析，評論文

學作品的能力，以及創作文學作品的興趣。 

 

二二二二、、、、學習重點學習重點學習重點學習重點  

1. 認識香港文學的特色 

2. 認識文學與作家、時代、社會、生活的關係 

3. 分析作品的意蘊和藝術手法 

4. 比較不同作家作品的主題、手法、風格 

5. 從不同角度賞析及評論香港文學作品的思想內容和藝術手法 

6. 運用不同的策略和手法創作 

7. 培養閱讀香港文學作品的興趣和習慣 

 

三三三三、、、、學習成果學習成果學習成果學習成果  

1. 能運用文學基礎知識，理解和分析香港文學作品的本土特色 

2. 能聯繫生活經驗，體悟香港作家的情懷，對香港文學作品有個人的

感受 

3. 能運用文學基礎知識，從不同角度賞析及評論香港文學作品的思想

內容及藝術特色，並有個人的見解 

4. 能運用不同的表現手法進行創作，表達個人的思想感情 

5. 樂於閱讀香港文學作品 

 

四四四四、、、、課節課節課節課節  

共 33節（約 22小時），每節 40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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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五五、、、、學習材料學習材料學習材料學習材料  

甲甲甲甲    選用學習材料選用學習材料選用學習材料選用學習材料：：：：    

1. 胡恩威《香港風格=HongKong Style》 

2. 阿城《威尼斯日記‧五月》(節錄) 

3. 董啟章《校長室的螞蟻》、《樓梯間的小老虎》 

4. 西西《飛氈》（節錄） 

5. 杜杜《炎夏永晝吃西瓜》、《文學裏的西瓜》 

6. 王良和《觀柚》、《孤柚》 

7. 丘世文《的士司機》、《半山老旦》 

8. 黃仁逵《鏤花》 

9. 也斯《看電視》、《賣木屐的老人》 

10. 余非《天不再空》 

11. 王貽興《下坡道》 

12. 阿藍《孩子買字花的時候》 

13. 關夢南《媽媽，我不要出去玩了》 

14. 禾廸《給你牆上那些》 

15. 辛其氏《兩街之間》 

16. 胡燕青《茶餐哲學》 

17. 古天農《芳草校園》 

18. 黃子程《百花齊放：八九十年代香港雜文面貌》 

19. 劉紹銘《唔好意思》、《名網恢恢》 

20. 董橋《一室皆春氣矣！》 

21. 陶傑《Gucci怪客》 

22. 張灼祥《作家訪問錄》（節錄） 

23. 西西《鬍子有臉》 

24. 劉以鬯《動亂》、《打錯了》 

25. 謝曉虹《風中街道》 

 

乙乙乙乙    建議配合閱讀建議配合閱讀建議配合閱讀建議配合閱讀篇章篇章篇章篇章、書籍或音像材料書籍或音像材料書籍或音像材料書籍或音像材料：：：：    

1. 小思、阿濃、鄧達智《香港老照片（貳）》 

2. 丘世文、文潔華、陶傑、劉天賜《香港老照片（壹）》 

3. 盧瑋鑾《香港的憂鬱——文人筆下的香港（一九二五——一九四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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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小思《香港故事》 

5. 陳慧《拾香記》 

6. 周淑屏《我在唐樓發現了情》 

7. 顏純鈎《心版圖》 

8. 劉紹銘《舊時香港》 

9. 阿濃《人在江湖》 

10. 陶傑《泰晤士河畔》 

11. 董橋《中年是下午茶》 

12. 羅貴祥《假如房子可以流動》 

13. 韓麗珠《輸水管森林》 

14.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香港公共圖書館（編）《香港文學展顏》 

15. 黃燦然（編）《香港新詩名篇》 

16. 關夢南（編）《香港散文選讀》 

17. 劉以鬯（編）《香港短篇小說百年精華》 

18. 佛琳（編）《八色風采——香港劇本十年集：九十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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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六六、、、、學習內容簡介學習內容簡介學習內容簡介學習內容簡介  

甲甲甲甲    教學教學教學教學：：：：    

 教學環節教學環節教學環節教學環節 課節課節課節課節 學習內容學習內容學習內容學習內容 

1 香港城市面貌 1-3 以學生身處的環境出發，引導學生留意香港

的景觀，如何為文學作品提供書寫的素材，

表現作者對城市的獨特觀照和體會，從而初

步認識香港文學的特色，就是反映香港城市

的不同面貌。 

2 城市空間（一）： 

物 

4-9 選讀以日常可見的物品、食物、植物等為題

材的香港文學作品，欣賞作家的構思、謀

篇，領會「物」所承載的情感，探討作者以

「物」曲折表現情感的目的，認識香港文學

取材生活化的一面。 

3 城市空間（二）： 

人物 

10-15 選讀描寫人物為主的作品，欣賞作品描寫人

物的手法，體察作家對香港城市變化的所思

所感，並認識香港文學的語言特色。 

4 城市空間（三）： 

人文風景 

16-21 選讀描寫香港社會風貌的作品，探討作品的

思想內容，分析、比較不同作品的主題、表

現手法和風格，體會香港文學多元化的特

點。 

5 城市趣味（一）： 

自為空間 

22-25 選讀香港專欄作品，認識專欄作品的特色，

欣賞作家如何轉化框框的限制，擴大書寫的

空間，並比較不同專欄作家的風格。 

6 城市趣味（二）： 

創造與變化 

26-31 選讀運用創新手法寫作的實驗作品，賞析、

評論作品的思想內涵和藝術手法，認識香港

文學的新發展。 

7 總結 32-33 總結研習香港文學的經驗，探討香港文學獨

特之處。 

8 延伸： 

媒體與文學 

彈性

處理 

認識香港文學作品的特色：文學與媒體的結

合的作品。 

 



新高中中國文學學習單元設計示例（2012年 2月修訂稿） 

5 

乙乙乙乙    評估評估評估評估：：：：    

進展性評估進展性評估進展性評估進展性評估 

教師可視乎需要，透過本單元不同環節中的活動，了解學生的學習，

以調整教學，有關的活動如： 

� 撰寫人物內心獨白 

� 撰寫短評 

� 課堂小測 

 

總結性評估總結性評估總結性評估總結性評估 

任選其一： 

� 以「物」、「人物」或「人文風景」為描寫對象，表達對生活在

香港的感受，形式不拘 

� 選讀香港文學作品三篇，撰寫評論 

� 訪問一位作家，撰寫「作家訪問錄」 

 

以上之評估活動是因應本示例設計之特點建議，以下於「構思和備註」

欄的相應位置，以�標示，並進一步說明該活動之評估重點，提供評

估準則，以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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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教學教學教學活動活動活動活動  構思和備註構思和備註構思和備註構思和備註  

香港城市面貌香港城市面貌香港城市面貌香港城市面貌  

第第第第 1-3 節節節節  
 

1. 以香港城市圖片引起動機，着學生談談香港城市

景觀，例如學校附近景觀，住所社區特色等。 

 

  

2. 讓學生翻閱胡恩威《香港風格=HongKong Style》

有關香港的圖片，閱讀其中《公共空間的性格與

活力》所描述的城市面貌，並討論作者筆下的景

觀，有甚麼獨特的地方。 

作者從建築的角度描繪香港城市

面貌的特色。書中所提供的圖片甚

多，可藉這些圖片引發學生表達所

見所感，從而認識看似平常的香港

公共空間，可提供的書寫內容或角

度甚多。例如作者筆下的「公園」，

便包括由日常提供休憩場地的公

共空間以至供大眾消費玩樂的主

題公園。 

  

3. 着學生自讀阿城《威尼斯日記‧五月》中五月五

日的日記，以文中對威尼斯的描寫為藍本，思考

香港這座城市的「性格」是怎樣的？可以下列問

題引導學生討論： 

� 作家阿城如何看待生活其中的城市？ 

� 威尼斯是一座「水城」，作品中有關「水城」

的描寫，是否也適用於描繪香港這個海港的

地理特色？ 

� 嘗試蒐集一般旅遊書對香港維多利亞海港

的描寫或介紹，書中的文字可否成為文學作

品？與《威尼斯日記》的描寫方式又有何不

同？ 

� 設若威尼斯像舞台佈景，則香港像甚麼？ 

見阿城(1995)《威尼斯日記》，台

北：麥田出版社。作者以遊客的角

度書寫城市的面貌和個人的感

懷，如： 

「威尼斯像舞台布景，遊客是臨時

演員，我也來充兩個月的角色。」 

「乘 1號船沿大運河走了兩次，兩

岸華麗的樓房像表情過多的女

人。」 

「好文章不必好句子連著好句子

一路下去，要有傻句子笨句子似乎

不通的句子，之後而來的好句子才

似乎不費力氣就好得不得了。人世

亦如此，無時無刻不聰明會叫人厭

煩。……」 

  

4. 閱讀董啟章《小冬校園》的《校長室的螞蟻》和

《樓梯間的小老虎》，討論： 

� 作品中的校園是一個怎樣的地方？ 

� 作者說故事的方式，有何特別？其效果如

何？ 

� 作品有沒有反映香港的面貌，如地理、制度

(包括教育政策)等的特色？ 

見董啟章(1995)《小冬校園》，香

港：突破出版社。 

董啟章筆下的校園，有作者個人的

獨特觀照，其中充滿想像力的表現

手法，如魔幻寫實手法，有助刺激

學生思考。不妨以此為示例，讓學

生認識香港的周遭環境，可供書寫

的題材甚多，鼓勵他們多注意身邊

事物，拓展書寫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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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教學教學教學活動活動活動活動  構思和備註構思和備註構思和備註構思和備註  

  

5. 着學生以校內一角為描述對象，加入虛構人物

（或動物），以口頭方式，把構思中的人物（動

物）的特徵與同學分享。 

鼓勵學生重新審視身邊環境的特

色，發揮想像力。 

  

6. 小結： 

作家把身處環境的獨特觀照、體會，發而為文，

這是文學作品產生的原因之一。香港文學作品的

一個特色，便是反映了香港城市的不同面貌。 

可參考曹惠民《香港文學與兩岸文

學一體觀——空間角度的一種考

察》：「香港文學是中華文學中現代

都市形象最鮮明的一個部分。」見

黃維樑(2000)主編《活潑紛繁的香

港文學——一九九九年香港文學國

際研討會論文集》，香港：中文大

學出版社。 

  

7. 延伸閱讀： 

(1) 小思、阿濃、鄧達智(2001)《香港老照片 

(貳)》，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 

(2) 丘世文、文潔華、陶傑、劉天賜(1999)《香

港老照片(壹)》，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 

(3) 盧瑋鑾(1983)《香港的憂鬱——文人筆下的

香港（一九二五——一九四一）》，香港：華

風書局 

 

  

8. 鼓勵學生把居住、上學的地方記下來，製作生活

散步地圖，寫下平日散步時的所見所感，為個人

的成長或地區發展留下印證。 

地圖的顯示方式，可參考小思

(2007)《香港文學散步（增訂版）》，

香港：商務印書館（香港）有公司。 

  

  

城市空間城市空間城市空間城市空間（（（（一一一一））））：：：：物物物物  

第第第第 4-9 節節節節  
 

1. 教師展示一些有香港時代特色的懷舊物品，分享

對物的感受，引發學生對認識香港早期生活的興

趣，並着學生閱讀西西《飛氈》第一卷，就小說

中一些香港早期事物或物品，如荷蘭水，向家中

長者查問，了解舊日香港的社會面貌。 

教師亦可從西西《飛氈》中選取物

件，與學生分享個人的情感體驗。 

  

2. 西西的《飛氈》處處可見與現實生活互相呼應的

情節，以《飛氈》第一卷中的選段《茶樓七部曲》、

《照相館》、《左鄰》、《右里》，作課堂討論： 

� 上述選段所反映的香港昔日生活面貌。 

有說西西《飛氈》為香港歷史的記

述，其中不少是香港本土的記憶。

作者雖說「肥土鎮」子虛烏有，但

小說述說的事物，日常而親切，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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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教學教學教學活動活動活動活動  構思和備註構思和備註構思和備註構思和備註  

在勾起人們的記憶。 

� 選段間的安排所呈現的效果。 

 

欣賞選段間的奇思妙想，一些看來

不合理的「情」，置於小說中，會

產生寓言般虛實相生的效果。 

有關《飛氈》中選段間的銜接特

色，亦可參考凌逾《論西西飛氈的

網結增殖文體》，見《香港文學》，

2007年 3月號，第 267期。 

� 與指定作品《碗》比較，上述選段的情節、

人物描寫有何不同？效果如何？ 

� 揣摩作者對香港昔日生活的情感。 

 

  

3. 以下活動，任選其一： 

(1) 《茶樓七步曲》中的後半部分是照相館葉老

闆和其他茶客的對話，假設葉老闆和其他茶

客身處現今的香港，試就現時的社會風氣改

寫他們的對話，並由同學扮演兩位人物，說

出對白。 

(2) 西西《飛氈》在 1996 年出版，倘若要模仿

西西的手法創作，你認為有什麼事物足以代

表現今的香港（例如：網絡遊戲）？請在課

堂上展示物件或圖片，模仿西西的手法道出

故事內容。 

 

 

  

4. 閱讀杜杜《飲食與藝術》第六章的選篇《炎夏永

晝吃西瓜》及《文學裏的西瓜》，討論： 

見杜杜(1998)《飲食與藝術》，香

港：明窗出版社。 

� 杜杜的寫作方式與一般食譜或食評有何分

別？賞析這組作品的寫作特色。 

作者借飲食，串連古今中外的文

學、藝術、電影有關食物的描寫，

引出無限故事和典故。 

� 作者有意以飲食說明甚麼？ 飲食文字是對生活的欣賞、對生命

的留神。 

  

5. 延伸活動：  

選讀梁實秋《雅舍談吃》、林文月《飲膳札記》，

就作者的情懷及表現手法，與杜杜的作品作一比

較。 

飲食是文學作品常見的內容。不同

地域、時代的作家，同是通過對吃

的描寫，引發深刻感受，可從中體

會不同的散文風格。 

  

6. 導讀王良和《觀柚》及《孤柚》，討論： 選自王良和(1991)《柚燈》，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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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雙月刊出版社。 

� 兩首詩中「柚」的含意。 可參考王良和《柚燈》的自序《屋

緣與燈情》，了解作者的創作動

機，並與另一篇同以柚為題的《碧

柚》並讀。 

《觀柚》《孤柚》及《碧柚》的分

析，可參考黎海華《王良和的觀柚

哲學——讀〈柚子三題〉》，見王良

和《柚燈》。 

� 詩人所看待的「物」，與杜杜《飲食與藝術》

所寫的「物」，有何不同？你較喜歡哪篇作

品？為什麼？ 

王良和所描寫的物是抽象的，寄寓

作者對生命的體察和思考，而杜杜

則實寫西瓜，表達對美好生活的欣

賞。 

  

7. 教師總結： 

城市物質豐富，香港文學作品，不少以尋常的物

品作素材，透過對物的觀察和細緻描繪，呈現故

事或曲折表現思想、情感。 

參考許廸鏘主講《認識當代香港文

學座談會》：「香港文學有一個很大

特色……是文學與生活細節扣得

很緊……香港作品的感情和道理

多由生活小節出發。」見崔晶盈、

廖志強編(2002)《香港文學的閱讀

與教學》，香港：藝術發展局。 

  

8. 學生分組，自選一篇以「物」為描寫對象的作品，

賞析、評論作家的思想情感和表現手法，與組員

分享。 

例如： 

� 葉輝《家具和家人》 

� 小思《玩具》 

� 陳慧《好味道》（收錄十五篇以

食物作主題的短篇小說） 

� 鍾國強《柴》、《家具》 

� 胡燕青《電話三首》 

� 也斯《盆菜》、《鴛鴦》 

� 陶傑《照相簿》 

  

  

城市空間城市空間城市空間城市空間（（（（二二二二））））：：：：人物人物人物人物  

第第第第 10-15 節節節節  
 

1. 自讀丘世文《看眼難忘——在香港長大》中的《的

士司機》、《半山老旦》，文章就當時在發展蓬

勃的年代中生活的不同階層香港人有不少的描

見丘世文(1997)《看眼難忘——在

香港長大》，香港：青文書屋。作

者在書中談懷舊、說潮流、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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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討論： 

� 這些作品如何呈現香港的本土特色？  

� 兩篇作品的描寫角度有沒有不同？比較作

者對筆下人物的態度。 

� 作品用了不少方言入文，評論其表現效果。 

� 透過作品的人物描寫，就當時香港城市的變

遷，談談你的看法，並討論作者的刻畫，仍

否適用現今的香港？ 

物，從而可見香港的新舊、中西共

融的文學面貌。 

  

2. 着學生選取一個地方作觀察點，如家裏的窗前、

快餐店、公園，以筆記點列的方式，描寫周圍人

物的活動。 

 

  

3. 選讀也斯《城市筆記》中的《看電視》及《賣木

屐的老人》，討論： 

 

� 和自己的筆記比較，也斯的作品有甚麼特

色？ 

見也斯(1987)《城市筆記》，台北：

東大圖書公司。本書包括經濟、政

治、文化、娛樂等題材。 

� 作品書寫人物的角度或手法。 參考黃靜《都市的觀察者——也

斯》：「（也斯）偏愛細緻、被忽視

的、日常生活的、或者本土的……

這些邊緣角度作為觀察世界的角

度。」見《香江文壇》，2003 年 4

月，總第十六期。 

例如：《看電視》中，作者把孩子

看電視看得入神的情景以特有的

揉合真實與虛幻的手法書寫，既有

距離地寫出孩子的神情，同時潛入

孩子內心，寫出其中的驚疑與好

奇。《賣木屐的老人》則以平實筆

觸寫出一位老人家的生活年代與

現在社會的距離。 

� 探討作者和這個城市的關係 可透過提問引導學生思考，如：作

者有沒有褒貶筆下的人物？作者

是否關注城市的發展？ 

  

4. 自讀黃仁逵《放風》中的《鏤花》，分析作家觀

察、描寫人物的角度，以及作者對筆下人物的態

《放風》多刻畫社會邊緣、下層人

物的生活情態和精神面貌。作者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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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個人觀察角度與自身的態度，透過

對人物角色細緻的刻畫表達出來。 

  

5. 選讀余非《天不再空》、王貽興《下坡道》，着

學生蒐集兩位作家的背景資料： 

也可選取余非《你近來忙些甚

麼》、《一次創作失敗的紀錄》。 

王貽興《下坡道》，選自《一半的

房子、一半的他》。 

� 比較兩篇作品描寫人物的角度。 

� 你較欣賞哪一位人物的描寫？為甚麼？ 

� 分析兩篇小說的主題。 

� 結合《鏤花》，探討作者的背景與三篇作品

的取材有沒有關係。 

二人的作品敘事角度很不一樣，王

貽興小說的布局較突出，以「下坡」

暗喻歲月不再的老人的內心。余非

則潛入人物，寫出不少對社會現況

的意見。 

  

6. 集體創作： 

學生分組，各從以上作品中，選取一位人物，為

他撰寫一段內心獨白，並推選一位組員在課堂上

朗讀。 

� 可透過撰寫人物的內心獨白，

了解學生： 

� 對作品主題的理解 

� 對人物描寫手法的掌握 

  

7. 小結： 

文學反映時代，城市的現代化發展，在香港文學

作品中都有所反映。透過作品中不同階層人物的

描寫，可以體會城市不同層面的變化，了解作者

的情感和態度。 

 

  

8. 延伸活動： 

學生自讀以人物描寫為主的作品，欣賞作家觀察

人物的角度和作家的情懷，並前往實地觀察人物

的活動，把個人的體會與作品的描寫作一比較，

與同學、家人分享。 

例如： 

� 羈魂《鵪鶉小販》 

� 飲江《街景人物兩首》 

� 乞靈《一個灣仔乞丐的狂想曲》 

� 也斯《街巷人物》 

� 胡燕青《鐵畫銀鈎》 

� 鍾曉陽《販夫風景》 

  

  

城市空間城市空間城市空間城市空間（（（（三三三三））））：：：：人文人文人文人文風景風景風景風景  

第第第第 16-21 節節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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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導讀錢雅婷《十人詩選》中以下作品： 

� 阿藍《孩子買字花的時候》 

� 關夢南《媽媽，我不要出去玩了》 

� 禾廸《給你牆上那些》 

見錢雅婷（編）(1998)《十人詩選》，

香港：青文書屋。參考序文（梁秉

鈞《抗衡與抒情‧藝術與關懷》）

所說：「（十人）寫得比較生活化，

有香港地方色彩，跟當時台灣或大

陸的詩人有顯著不同的取向。」 

另一篇序文（葉輝《十種個性與二

十多年的共同記憶》）說十人有如

下特色：在戰後出生，五、六十年

代的香港受教育，都不是社會精

英，在成長過程遇過挫折，同樣地

對充滿反叛精神的音樂、繪畫、電

影和文學發生興趣。最重要的是對

人和人的處境感興趣，耐心地觀察

和感應他人的個性，所以所寫的往

往不是典型。 

引導學生討論： 

� 比較作品所描繪的社會情狀 

� 作者抒發的情懷 

� 作品的風格和時代特色 

 

三篇作品都以孩子的生活為題，但

立意、手法、風格不同。如阿藍以

口語化文字、民歌般的節奏，呈現

社會問題；禾迪以白描手法，透過

一段母子的對話，反省城市化後自

然風景消失的處境；關夢南則虛擬

孩子的口吻，以反諷的語氣，表達

他對不合理制度的關注。 

  

2. 舉辦詩歌朗誦會： 

學生分五組，各組從《十人詩選》中選取 2位詩

人的作品在課堂朗誦，體會不同的詩歌風格。 

例如：梁秉鈞（也斯）《寒夜‧電

車站》、葉輝《寒夜，未熄的燈》 

  

3. 學生自讀辜健《香港記憶》中辛其氏《兩街之間》

及胡燕青《茶餐哲學》，感受作者的情懷，並就

作品所反映昔日的社會情態，說說個人對現今香

港的觀察。 

見辜健（編）(2004)《香港記憶》，

香港︰文學世紀社。本書是 56 位

作家對香港生活情態的集體記

憶，從中可以窺見香港某個時空的

特點和社會的變遷。 

  

4. 學生分組，閱讀古天農《芳草校園》： 

� 賞析作品的主題和表現手法。 

� 董啟章《小冬校園》與古天農《芳草校園》

對香港的教育情況都有所反映，就兩位作家

選自佛琳（編）(2003)《八色風

采——香港劇本十年集：九十年

代》，香港：國際演藝評論家協會

（香港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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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態度和情感，作一比較。 

  

5. 作家舒巷城擅寫小說、詩、散文，他的《燈下拾

零》或《夜闌瑣記》，其中不少寫及舊日香港，

着學生選讀其中三篇，就作品的的情懷和表現手

法，寫閱讀劄記。 

鼓勵學生透過閱讀《燈下拾零》或

《夜闌瑣記》，嘗試重構昔日香港

的人文風貌。 

  

6. 小結： 

城市急速發展，衍生不少新文化、新思維，作家

對新生社會現象各有不同的關注點。不同作家筆

下的人文風景，構成香港文學呈現多元的面貌。 

上述作品或回顧或重構某時期的

個人或社會生活，但題材、文字風

格並不相類。 

  

7. 延伸活動：  

(1) 學生分組，蒐集香港不同時期的重大事件，

閱讀有關記載的文學作品，認識這個時期的

集體回憶，賞析不同作家的情懷和創新手

法，作閱讀匯報。 

如「九七金融風暴」、「非典型肺炎」

事件。 

(2) 選讀以香港街道為寫作對象的作品，欣賞作

家對街頭風景的觀察和描寫。 

例如： 

� 也斯《傍晚時，路經都爹利街》、

《羅素街》、《拆建中的摩囉街》 

� 陶傑《黃泥涌道》 

� 小思《香港故事》中的「行街」

系列 

� 吳煦斌《銅鑼灣海傍大道》 

� 李志雄《中環》 

� 銅土《康樂大廈》 

  

8. 延伸閱讀 

� 小思《香港故事》 

� 陳慧《拾香記》 

� 周淑屏《我在唐樓發現了情》 

� 顏純鈎《心版圖》 

 

 

  

  

城市趣味城市趣味城市趣味城市趣味（（（（一一一一））））：：：：自為空間自為空間自為空間自為空間  

第第第第 22-25 節節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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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着學生蒐集本地報章的專欄作品，討論： 有關專欄的討論，可參考岑逸飛

(1997)《五十年來香港報紙副刊的

專欄》，見市政局公共圖書館編《香

港文學節研討會講稿滙編》，香

港：市政局公共圖書館。 

� 專欄作品的特色 專欄的特色，例如：有框框和字數

的限制、發表在報紙的副刋、商品

化味道、有時限…… 

� 專欄的文學成分 專欄是否文學作品，有不少討論和

爭議，教師宜鼓勵同學從所蒐集的

作品出發，表達意見。 

  

2. 閱讀黃子程《百花齊放：八九十年代香港雜文面

貌》，認識專欄雜文和香港社會發展的關係，以

及「後雜文」的概念。着學生從報章選取一個專

欄作者，蒐集以下資料： 

� 其專欄作品有沒有結集出版？ 

� 除了專欄雜文外，有沒有兼寫詩歌、小說、

劇作？ 

並向同學匯報，從而了解香港專欄作家的特色。 

參考黃維樑(1994)《香港文學的發

展》：「香港報刊的專欄雜文是香港

文學最大的特色。」見《香港文學

再探》，香港：香江出版有限公司。 

黃子程一文選自黃維樑主編(2000)

《活潑紛繁的香港文學——一九九

七年香港文學國際研討會論文

集》，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參考作者所說：「雜」是香港專欄

雜文的特色；專欄作品在報上發表

後，結成文集出版，即「後雜文」。

「後雜文」的流傳價值說明作品可

以「一讀再讀」。 

  

3. 自讀劉紹銘《香港因緣》中的《香港副刊今昔》，

加深學生對專欄特色的認識。着學生討論《香港

因緣》中的《唔好意思》及《名網恢恢》： 

� 評論作品的思想情感和表達效果。 

� 作者的看法，在今天的香港還適用嗎？ 

見劉紹銘(1995)《香港因緣》，香

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可參考

本書其他篇章，如《地鐵春光》、

《港式溫柔》、《善心測樣》、《文

化包裝》、《蹺課》、《香港人說普

通話》。 

參考《香港副刊今昔》所說：「副

刋的功用與作者的學養不無關

係，由專欄文字認識作者對事物

的看法，且關心的是現下所見所

感的事情，特別容易引發讀者共

鳴。」 

  

4. 自讀陶傑《Gucci怪客》，與劉紹銘《名網恢恢》

的主題、表現手法、風格作一比較。哪一篇對你

見陶傑(2007)《快樂鄉的一天》，香

港：皇冠出版社。可選讀陶傑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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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較大的啟發？為甚麼？ 作品集 (如《歷史和地理間的沉

思》)，了解作者如何以獨特的筆

鋒批判時弊、品評人物。 

例如：同是以香港人好名牌為主

題，陶傑文筆辛辣、嘲諷；劉紹銘

風趣幽默。 

  

5. 導讀董橋《一室皆春氣矣！》，討論：  

� 董橋的作品特色。 董橋作品多用典，語言具詩化的色

彩，使作品更為耐讀，但亦因此需

要曲折體會。 

� 參考陳子善所說：「專欄只是千字文，回旋

的空間不大，短而言之有物格外費神，但作

者（董橋）有一生的閱歷和才學在背後支

持，仍然寫得從從容容，舉重若輕，游刃有

餘。」以這篇作品為例，評論陳氏的看法。 

見陳子善《董橋——香港散文第一

人》，選自賈平凹(2000)主編《散文

研究》，保定：河北大學出版社。 

  

6. 延伸活動： 

鼓勵學生在壁報或學科網頁上，開闢專欄，每日

由同學輪流執筆，撰寫校園或日常生活的所見所

聞，並於學期末把體會與教師、同學分享。 

 

  

7. 自選一位專欄作家的作品 2篇，就作品的思想感

情和表現手法，寫短評一則。 

� 可透過撰寫短評，了解學生： 

� 對專欄作品特色的掌握 

� 賞析、評論文學作品的能力 

  

8. 小結： 

專欄的文學性或許並不彰顯，其價值與作者的學

養亦不無關係，但從中亦可看出香港文學的多元

與生活化的特色。 

 

  

9. 延伸閱讀： 

� 劉紹銘《舊時香港》 

� 阿濃《人在江湖》 

� 陶傑《泰晤士河畔》 

� 董橋《中年是下午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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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趣味城市趣味城市趣味城市趣味（（（（二二二二））））：：：：變化變化變化變化和創新和創新和創新和創新  

第第第第 26-31 節節節節  
 

1. 閱讀張灼祥《作家訪問錄》中有關西西的訪問，

西西說：「每個小說家都希望能夠創新，這也是

我自己的願望。我主要希望能做到陌生化這個效

果」，結合學生研習指定作品《碗》及《飛氈》

的心得，着學生閱讀《鬍子有臉》，透過以下討

論，採討小說的創新手法： 

見張灼祥(1994)《作家訪問錄》，香

港：素葉出版社。亦可參考鄭樹森

《讀西西小說隨想》：「西西小說創

作最鍥然不捨的追求：講故事的方

式。」見《臺港文學選刋》，第 3

期，1991年。 

� 作者以「鬍子有臉」，而不以「臉有鬍子」

為題，有甚麼用意？並說明小說的主題。 

本書其中一個主題，是「讓讀者參

與」談論作品。 

� 分析作者描寫人物的手法。 是外在描寫？心理的？反襯的？ 

� 西西透過這篇小說，表達了她對創作的看

法。她的創作觀是怎樣的？嘗試結合指定作

品《碗》、《飛氈》和這篇作品的研習心得，

說明西西如何把故事說得有趣。 

 

  

2. 着學生蒐集香港六十年代社會大事的資料，並閱

讀劉以鬯《動亂》： 

 

� 嘗試以目擊者的角度，報告暴亂的經過。 此篇小說的書寫角度非常獨特，寫

作的時代背景宜由教師略加說

明，從而讓學生了解六十年代的社

會狀況與文學作品的生成關係。 

� 分析作者對當時社會狀況的態度。 可提問學生： 

作者為甚麼不直接寫人，而選擇這

樣的題材？是對現實不滿？是如

實反映當時的社會狀況？ 

� 就小說文類的特點，賞析這篇小說如何做到

陌生化的效果。 

參考也斯(1998)《香港短篇小說選

（60年代）》，香港：天地圖書有限

公司。其序文《六Ｏ港文化與香港

小說》說：「（《動亂》）借用了法國

新小說的寫法，以一種陌生化技巧

轉化來寫香港的現實事件……作

者通過死物的限制和固定，去寫人

的動亂世界的混亂無序，提出這樣

一個問題：這個世界將來會不會被

沒有生命的東西所佔領？……藉

新小說的技巧提供了一種書寫及

想像香港的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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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課堂小測： 

着學生在課堂閱讀劉以鬯另一篇作品《吵架》

後，以點列方式，與《動亂》的表現手法作一比

較。 

� 可透過課堂小測了解學生賞

析、評論小說作品的能力（例如： 

� 相同之處： 

兩篇小說沒有情節、人物的描

寫，呈現的只是暴亂後和吵架後

的畫面 

� 相異之處： 

- 《動亂》是以多重敘事手法，

從動亂後的各種物件的角度

寫暴亂的情景；作者沒有直接

寫暴亂，由各種破壞了的物件

就說出了「暴亂」。 

- 《吵架》沒有直接寫吵架的情

景，卻仔細寫吵架後的室內的

每一件物件的狀況，呈現一個

家庭吵架後的畫面。作者只是

冷靜客觀地描述。） 

  

4. 蒐集謝曉虹《好黑》的背景資料，了解作者創作

的動機。閱讀謝曉虹《好黑》中的《風中街道》，

討論： 

� 從小說的角度，賞析這篇小說創新的地方。  

� 評論小說的主題。 

 

 

 

 

� 嘗試理解小說集不附頁碼的原因，並就作者

的處理，說說你的看法。 

不附頁碼，可視為邀請讀者參與的

方法，亦是遊戲性質的表達手法，

後現代主義作品的遊戲特質亦屬

一種創作手法。 

  

5. 上述作品說故事的方式各有變化和創新，着學生

分組，討論： 

� 三篇作品的思想內容，哪一篇令你感受最

深？ 

� 作品的形式和內容，何者較為重要？ 

 

  

6. 小結： 

因應不斷發展的城市，觸覺敏銳的作家，都嘗試

以新的格局、新的筆調反映對時代、社會或人生

的真切感受；而新的文學觀念和創作技巧，也為

香港文學，特別是小說提供新的景觀，發展不少

 



新高中中國文學學習單元設計示例（2012年 2月修訂稿） 

18 

教學教學教學教學活動活動活動活動  構思和備註構思和備註構思和備註構思和備註  

實驗作品。 

  

7. 延伸活動：  

(1) 選讀《香港後青年散文集合》所收錄作品，

如樊善標《C10A5》，認識香港作家對散文

表現手法的探索和試驗，並嘗試就手法的效

果，說說個人的體會。 

見凌鈍、杜家祁、樊善標主編(1996)

《香港後青年散文集合》，香港：

香江出版社。有關本書的評論，可

參考陳德錦(2005)《文化的重塑和

懷舊——二十世記九十年代後香港

散文的文化背景》：「……他們不憶

童年，不寫遊記，不談情說愛……

摒棄港式專欄散文的模式……是

內容或感性展現了探索開放性

質……」見《文學世紀》，第五卷

第七期，總第 52期，2005年。 

(2) 導讀鍾國強《警察博物館》，討論其中的結

構，屬散文？小說？詩？從而認識新詩作品

的創新。 

選自鍾國強(2004)《生長的房子》，

香港：青文書屋。 

(3) 選讀香港新生代作家作品，討論這些作家的

寫作特色。 

如謝曉虹《好黑》、韓麗珠《輸水

管森林》 

參考楊曉暉《大陸，新新人類的寫

作及其傳播》（見香港藝術發展局 

(2003)《第四屆香港文學節論稿匯

編》）：「二十世紀 60 年代末與 70

年代出生的作家，稱為新生代作

家、新新人類、70後作家等。」 

  

8. 任選其一： 

(1) 從歷屆中文文學雙年獎的得獎作品中，選取

一篇你最欣賞的詩歌、散文或小說，寫一篇

小論文，並投稿到本地的文學雜誌。 

 

香港中文文學雙年獎由香港公共

圖書館創辦，獎項分新詩、散文、

小說、文學評論和兒童少年文學五

個組別。得奬作品均收錄於歷年

《香港文學展顏》。 

(2) 嘗試運用本單元所學習的手法，寫一篇表現

香港人/事/情的小小說，並投稿到本地的文

學雜誌。 

 

  

9. 延伸閱讀： 

� 羅貴祥《假如房子可以流動》 

� 韓麗珠《輸水管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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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總結總結總結  

第第第第 32-33 節節節節   
 

1. 教師總結以上不同時代作品觀照城市生活的手

法，以及不同作家的生平資料，與學生歸納： 

� 作家對城市生活體驗的不同呈現方式 

 

 

反省、關注、回顧、發現、重構、

懷舊…… 

� 作品和作家、時代、社會、生活的關係  

  

2. 着學生總結在研習香港文學作品的過程中，學到

了甚麼，並以本單元研習的作品為例，引導學生

思考，香港文學作品與必修部分的指定作品相

比，在題材內容、思想情感、表現手法、藝術風

格等方面有甚麼共通和特別之處。 

有關香港文學的特色，如生活化、

多元、地域色彩、語言「三及

第」……並沒有定論，此處旨在鼓

勵學生從個人的閱讀經驗出發，通

過反思，嘗試探討文學的共通性和

香港文學獨特之處。 

  

3. 總結性評估 

以下活動，任選其一： 

 

(1) 選取以「物」、「人物」或「人文風景」為描

寫對象，表達你對生活在香港的感受，形式

不限。 

� 透過創作，衡量學生創作香港文

學作品的能力。可根據以下準則，

檢視學生的表現： 

� 能通過「物」、「人物」或「人文

風景」的描寫，表達生活在香港

的感受 

� 能根據所選文類的特點，運用不

同的手法創作 

� 情感豐富，言之有物 

(2) 學生自選香港文學作品三篇，分析作品的本

土特色，並就作品的內涵和藝術技巧，撰寫

評論。 

� 透過撰寫評論，衡量學生理解、

賞析、評論香港作家作品的能力。

可根據以下準則，檢視學生的表

現： 

� 理解作品的內容，分析作品的本

土特色，體悟作家的思想情懷 

� 從不同角度賞析及評論作品的

內容及藝術特色 

� 引用相關資料作公允、客觀的評

論，並有個人的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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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闡述清晰、評析精要、組織恰

當、表達流暢 

(3) 選讀一位香港作家的作品，就個人的研習心

得，訪問作家，並模仿張灼祥《作家訪問錄》

的方式，把對談的過程，整理成文，撰寫「作

家訪問錄」一篇。 

� 透過撰寫作家訪問錄，衡量學生

理解、賞析、評論香港作家作品的

能力。可根據以下準則，檢視學生

的表現： 

� 理解作品的特色和作家的情懷 

� 能從不同角度賞析及評論作品

的內容及藝術特色，引發作家作

出回應 

� 能引用相關資料訪問作家，並因

應作家的回應，表達個人的看法 

� 紀錄清晰、表達流暢 

  

4. 延伸閱讀： 

(1)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香港公共圖書館（編）《香

港文學展顏》，香港：香港公共圖書館 

(2) 黃燦然（編）(2007)《香港新詩名篇》，香

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 

(3) 關夢南（編）(2007)《香港散文選讀》，香

港：風雅出版社。 

(4) 劉以鬯（編）(2006)《香港短篇小說百年精

華》，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5) 佛琳（編）(2003)《八色風采——香港劇本

十年集：九十年代》，香港：國際演藝評論

家協會（香港分會）。 

 

香港公共圖書館自 1980 年起出版

《香港文學展顏》系列，輯錄歷屆

「香港中文文學雙年獎」得獎作

品，包括新詩、散文、小說及文學

評論。 

  

  

延伸活動延伸活動延伸活動延伸活動：：：：媒體與文學媒體與文學媒體與文學媒體與文學  

（（（（彈性處理彈性處理彈性處理彈性處理））））  
 

1. 播放一段音樂，引發學生想像——若這段音樂的

旋律代表了一個故事，嘗試道出故事的內容。 

 

  

2. 閱讀盧瑋鑾、熊志琴主編《文學與影像比讀》，

認識文學的視覺成分。選讀《小城無故事》中林

夕、黃碧雲、李焯雄等的作品，討論是否具備視

覺成份。 

可參考盧瑋鑾、熊志琴主編(2007)

《文學與影像比讀》，香港：三聯

書店（香港）有限公司，頁 30-71。 

 

例如：黃碧雲《花城說》、李焯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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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媽和貓和我的奇異中午》、林夕

《四個人三張戲票》。 

  

3. 選讀以下既有文本，亦有電影劇本、電視劇本或

其他媒介演繹的作品，比較不同版本的特色，並

歸納不同版本間的共通性，從而認識香港文學的

發展：文學與媒體的結合： 

� 伍淑賢《父親》 

� 杜國威《人間有情》 

� 李碧華《胭脂扣》 

例如：李碧華《胭脂扣》曾改編為

電影、芭蕾舞劇。 

  

4. 着學生與同學交換觀察一幀家人或友人的舊照

片，說出對相中人的聯想，例如性格、日常工作、

職業等，然後就個人的聯想(例如照片中人物經

常出入的地方)寫一段影像化的文字。 

鼓勵學生馳騁想像，由不同媒介的

作品——例如照片——開始，由此

及彼，衍生不同事物，寫成文藝創

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