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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修單元六選修單元六選修單元六選修單元六  

戲劇文學評賞戲劇文學評賞戲劇文學評賞戲劇文學評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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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習戲劇文學作品，觀賞演繹這些作品的戲曲和話劇，了解中國古典戲

劇文學的藝術形式、創作題材、戲劇特質，領略作品表達的思想感情，

提高賞析、評論戲劇文學作品的能力。 

 

二二二二、、、、學習重點學習重點學習重點學習重點  

1. 認識戲劇文學的藝術形式、創作題材、戲劇特質 

2. 理解作品的背景、內容、主題及結構 

3. 分析作品的意蘊、藝術手法和風格 

4. 從不同角度賞析及評論戲劇文學作品的思想內容和藝術手法 

5. 培養研習與觀賞戲劇的興趣和習慣 

6. 培養良好的評賞態度 

 

三三三三、、、、學習成果學習成果學習成果學習成果  

1. 能聯繫生活經驗，體悟作品表現的思想感情，並有個人的感受 

2. 能運用文學基礎知識，理解和分析戲劇文學作品的特色 

3. 能運用文學基礎知識，從不同角度賞析、評論戲劇文學作品的思

想內容和藝術特色，並有個人的見解 

4. 養成觀賞戲劇的興趣和習慣，樂於閱讀戲劇文學作品 

 

四四四四、、、、課節課節課節課節  

共 33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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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致遠《破幽夢孤雁漢宮秋》（第二、三折） 

2. 李行道《包待制智賺灰欄記》（第四折） 

3. 康進之《梁山泊李逵負荊》（第二、三折） 

4. 杜甫《詠懷古跡五首》（其三） 

5. 白居易《昭君怨》 

6. 郭沫若《王昭君》 

7. 西西《肥土鎮灰欄記》 

8. 施耐庵《水滸傳》（一百二十回本）（第七十三回） 

9. 粵劇電影：珠璣導演《李仙傳》 

10. 薛近兗《繡襦記》（第三十齣《襦護郎寒》） 

11. 白行簡《李娃傳》 

12. 石君寶《李亞仙花酒曲江池》（第二折） 

13. 洪昇《長生殿》（第二十五齣《埋玉》、第三十八齣《彈詞》） 

14. 白居易《長恨歌》 

15. 陳鴻《長恨歌傳》 

16. 白樸《唐明皇秋夜梧桐雨》（第三折） 

 

乙乙乙乙  建議配合閱讀書籍建議配合閱讀書籍建議配合閱讀書籍建議配合閱讀書籍或或或或音像材料音像材料音像材料音像材料：：：：  

1. 粵曲：紅線女主唱《昭君出塞》 

2. 曹禺《王昭君》 

3. 電影：李翰祥導演《王昭君》 

4. 吳白匋（編）《古代包公戲選》 

5. 李栰（改編）《包公戲曲故事》 

6. 李開先《寶劍記》（第三十八齣《林沖夜奔》） 

7. 白先勇《白先勇說崑曲》 

8. 崑劇：《長生殿》（密誓） 

9. 京劇：《貴妃醉酒》 

10. 粵劇：《李仙傳》 

11. 高陽《李娃》 

12. 崑劇：《繡襦記》（打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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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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享與重溫 1 分享觀劇經驗，認識古典戲劇的藝術形

式、題材、特質。 

2 雜劇縱橫探古今 2-18 選讀元代雜劇，欣賞及評論作品的藝術特

色。 

 （一）三劇並讀 2-7 選讀《破幽夢孤雁漢宮秋》、《包待制智

賺灰欄記》及《梁山泊李逵負荊》（選折），

分析作品的人物、情節結構及思想內容，

並欣賞及評論元雜劇的藝術特色。 

 （二）琵琶千古怨 8-12 研習與《漢宮秋》內容相關的作品，探討

創作作品源流與創作意義，比較異同。 

 （三）灰欄記古今 13-15 研習與《灰欄記》內容相關的作品，探討

創作作品源流與創作意義，比較異同。 

 （四）耿直黑旋風 16-18 研習與《李逵負荊》內容相關的作品，探

討創作作品源流與創作意義，比較異同。 

3 傳奇上下看人生 19-31 選讀明清傳奇，欣賞及評論作品的藝術特

色。 

 （一）非奇不傳 19 簡釋唐「傳奇」與明清「傳奇」之別。 

 （二）李亞仙傳奇 20-24 研習《繡襦記》（選齣）及其他與李亞仙

故事有關的作品，分析作品的人物、情節

結構及思想內容，探討創作作品源流與創

作意義，比較異同。 

 （三）楊貴妃傳奇 25-31 研習《長生殿》（選齣）及其他與楊貴妃

故事有關的作品，分析作品的人物、情節

結構及思想內容，探討創作作品源流與創

作意義，比較異同。 

4 總結 32-33 總結及探討： 

� 中國古典戲劇文學的文體特點 

� 戲劇文學的承傳與創作意義 

� 戲劇文學的民族文化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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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乙乙乙  評估評估評估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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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對話寫作 

� 將小說選段改寫為獨幕劇 

� 劇作情節比較 

 

總結性總結性總結性總結性評估評估評估評估 

任選其一： 

� 撰寫評論 

� 撰寫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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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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活動教學活動教學活動教學活動  構思和備註構思和備註構思和備註構思和備註  

分享與分享與分享與分享與重溫重溫重溫重溫  

第第第第 1 節節節節  
 

1. 着學生分享自己的觀劇經驗及劇場感覺。 如學生缺乏到劇場看戲的經

驗，教師可考慮於堂上選播

一齣戲劇的片段（任何劇種

皆可），讓學生欣賞。 

  

2. 着學生自選一齣曾研習的古典戲劇，談談個人的感

受，並簡單歸納中國古典戲劇的藝術特點。 

如《竇娥寃》、《桃花扇》 

代言體、音樂結構、情節結

構、腳色、科白等 

  

  

雜劇雜劇雜劇雜劇縱橫探縱橫探縱橫探縱橫探古今古今古今古今  

第第第第 2-18 節節節節  
 

（（（（一一一一））））三劇三劇三劇三劇並讀並讀並讀並讀  （（（（第第第第 2-7 節節節節））））  
 

  

1. 着學生分組自行蒐集馬致遠《破幽夢孤雁漢宮秋》、

李行道《包待制智賺灰欄記》及康進之《梁山泊李逵

負荊》三個元代雜劇的本事，並於課上講述各劇的故

事大要。 

三劇的本事可參考附錄。 

 

  

2. 教師簡介戲劇分類，指出三劇所屬劇種。 

 

若按內容分類，可稱為「昭

君戲」、「包公戲」和「水

滸戲」。 

若按題材分類，歷來有不同

說法。今人羅錦堂列為歷

史、社會、家庭、戀愛、風

情、仕隱、道釋及神怪八類。

若依此分類，則《漢宮秋》

屬歷史劇，《灰欄記》屬家

庭劇（或稱公案劇），《李

逵負荊》屬社會劇。 

  

3. 着學生參考注釋，預習《破幽夢孤雁漢宮秋》（第二、

三折）、《包待制智賺灰欄記》（第四折）及《梁山

泊李逵負荊》（第二、三折）。 

選讀文本見王起（主編）

(1998)《中國戲曲選》，北京：

人民文學出版社。 

  

4. 着學生指出三劇的主要角色和所屬腳本。 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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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活動教學活動教學活動教學活動  構思和備註構思和備註構思和備註構思和備註  

漢元帝（正末） 

張海棠（正旦） 

李逵（正末） 

 腳本： 

《漢宮秋》：末本 

《灰欄記》：旦本 

《李逵負荊》：末本 

  

5. 着學生分組討論戲劇的情節與人物之關係，並作口頭

報告。 

《漢宮秋》（第二、三折） 

� 情節：沈醉美色→突傳禍

變→求救朝臣→徬徨無主 

→送別自慚→悲憤之極 

� 人物：漢元帝是個性格軟

弱但又好色的庸君。他為

保江山與美人，竟要向滿

朝大臣求救，但卻得不到

同情。 

� 此兩折以表現元帝心理狀

態為主，通過元帝內心的

徬徨矛盾和惱恨，如在親

送昭君出塞時之傷感無

奈，表現一個多情卻軟弱

無能的帝王形象。 

 《灰欄記》（第四折） 

� 情節：寃屈→畏怯→訴寃 

→陳情→控訴 

� 人物：張海棠是一個怯懦

軟弱的婦人，但卻是一個

偉大的母親。 

� 張海棠被丈夫的正妻陷

害，屈打成招，即使得到

包公為她伸張公義，但仍

不敢辯白，後來在包公的

引導下，她才敢將真情透

露，表白自己如何含寃受

屈。 

� 在灰欄搶子中，張海棠寧

願受打而始終不肯用力拉

扯親兒，令他受傷，流露

堅忍本質，表現出偉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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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活動教學活動教學活動教學活動  構思和備註構思和備註構思和備註構思和備註  

母愛。 

� 包公出場後亦成為中心人

物。他的機巧智慧令現實

世界的秩序恢復過來。 

 《李逵負荊》（第二、三折） 

� 情節：氣憤→試探→責罵

→打賭→嘲諷→迫認→ 

悔嘆 

� 人物：黑旋風李逵為人急

躁耿直，心直口快。他大

刀濶斧，直來直去，是典

型的莽漢形象。 

� 劇作用誤會法設置戲劇衝

突。李逵為救王林女兒，

大鬧聚義堂，拔斧砍旗，

又與宋江以軍令狀打賭，

把自己的頭顱押下，魯莽

衝動。及至宋江帶眾人下

山與王林對質，大家發現

只是一場誤會，李逵自知

不是，羞惱懊悔。 

� 李逵雖魯莽衝動，但卻帶

點喜劇性格，劇中並以曲

白夾雜和緊湊動作推進劇

情，令情節帶喜劇味道。 

  

6. 引導學生討論：  

� 三劇中哪一個角色最能令你留下深刻印象？  

� 劇中主要人物透過甚麼方式表現內心的思想感

情？ 

人物的個性往往藉唱曲表

現，這是中國古典戲曲的抒

情性，即「詩性」表現。抒

情性是中國古典戲曲的本

質。 

  

7. 戲劇主要人物的感情往往在唱曲（音樂結構）部分表

現，情節則在說白中推進（如昭君跳江）。着學生朗

讀下列各劇的曲詞，或體會曲中人物的內心感受，或

分析人物的性格。 

 

� 《漢宮秋》 

第二折：【鬥蛤蟆】、【哭皇天】等 

 

惶急、怨嘆、鞭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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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活動教學活動教學活動教學活動  構思和備註構思和備註構思和備註構思和備註  

（第三折各曲順序而下的感

情表現：不甘→悲傷→自慚

→牽掛→不捨） 

曲中的心理描寫十分深刻，

可引導學生體會人物的心理

變化。 

� 《灰欄記》 

第四折：【雙調新水令】 

第四折：【雁兒落】、【得勝令】 

 

含寃受屈 

指控貪官 

曲中從側面反映包公所要打

壓的官場惡勢力。 

� 《李逵負荊》 

第二折：【正宮端正好】 

第二折：【滾繡球】 

第三折：【後庭花】、【雙雁兒】 

 

言行粗蠻 

熱愛梁山 

惱羞氣急 

曲中反映李逵急躁耿直、粗

魯野蠻、天真率直的性格。 

  

8. 引導學生分析三劇的不同主題。 三劇不同主題： 

� 《漢宮秋》：感嘆國家命

運與愛情的幻滅。 

� 《灰欄記》：揭露官場黑

暗，歌頌清廉機智的官吏。 

� 《李逵負荊》：綠林行俠

仗義，反映吏治無力，社

會不公。 

  

9. 包公戲訴諸法律，水滸戲卻訴諸武力，此等劇作思想

表現與元代社會有何的關係？ 

 

從不同角度反映現實社會的

沈痛。戲劇故事的改編往往

與時代思想有密切關係，反

映社會問題和文化精神。 

可參考： 

� 張淑香(1991)《元雜劇的社

會質素》，見《元雜劇中

的愛情與社會》之「敘

論」，台北：大安出版社，

頁 1-34。 

 � 高益榮(2005)《元雜劇的文

化精神闡釋》第六章「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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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活動教學活動教學活動教學活動  構思和備註構思和備註構思和備註構思和備註  

史的藝術展現」，北京：中

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0. 就元雜劇的體制結構，着學生討論： 學生已研習指定作品《竇娥

冤》（第三折）》，此處可

重溫元雜劇在體制結構方面

的特點。 

� 《漢宮秋》如果改為旦本，藝術效果有何不同？ 元雜劇規定一劇只由一角主

唱到底，其餘角色性格一般

無從表現，如《漢宮秋》中

的昭君和《李逵負荊》中的

宋江，均無表現空間。如果

將《漢宮秋》改為旦本，由

昭君主唱到底，則元帝性格

無從表現。 

� 《漢宮秋》《灰欄記》二劇有楔子，楔子所起的

結構作用為何？ 

 

楔子的作用，可參考： 

《中國分體文學史‧戲曲卷》

第一章第四節「元雜劇的體

制特徵」，見李修生、趙義

山（主編）(2001)《中國分

體文學史‧戲曲卷》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頁 18-22。 

� 元雜劇結構只有四折，原因何在？優劣何在？ 受劇場影響，在勾欄中受營

業時間限制。 

短小則故事精練，但有時要

草草收場，結構便變得鬆散。 

可參考：廖奔《中國古代劇

場史》，第五章「勾欄演劇」

第一節「稱謂」，見廖奔(1997)

《中國古代劇場史》，鄭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頁 40-41。 

  

（（（（二二二二））））琵琶千古怨琵琶千古怨琵琶千古怨琵琶千古怨  （（（（第第第第 8-12 節節節節））））  

 

  

1. 着學生分組蒐集資料，就王昭君的故事承傳概況作口

頭報告，並簡介馬致遠《漢宮秋》改動的歷史情節，

由教師補充。 

故事承傳概況： 

漢書匈奴傳 / 後漢書南匈

奴傳 / 琴操 / 西京雜記→

歷代詩文→漢宮秋→王昭君

話劇兩種（郭沫若、曹禺）

→電影、粵劇、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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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宮秋》改動的歷史情

節： 

� 《漢書》的《元帝紀》及

《匈奴傳》只記昭君入宮

後，元帝把她賜給呼韓邪

單于。呼韓邪死，子代立，

復娶昭君，生二女。 

� 《後漢書》的《南匈奴傳》

則加添元帝見昭君美貌而

欲留下她，卻又難於失信

匈奴的情節。 

史書上王昭君的資料只有簡

單的記載，後經文人想像、

鋪陳和渲染，情節漸變豐富。 

可參考吳國欽(1980)《中國戲

曲史漫話》，上海：上海文

藝出版社，頁124-127。 

  

2. 着學生朗讀杜甫詩《詠懷古迹五首》（其三）和白居

易詩《昭君怨》，並談談個人的閱讀感受。 

 

  

3. 教師播放紅線女主唱粵曲「昭君出塞」（表達昭君去

國、思親的哀怨為主），着學生留意唱詞，並分享感

受。 

 

  

4. 引導學生討論：  

� 為什麼歷代文人喜歡詠嘆昭君故事？其中表現了

怎樣的一種創作心理？ 

文人慨嘆個人遭遇，代入不

遇心理。 

� 昭君故事中有哪些東西觸動你的心靈？ 作品流傳的原因所在。 

  

5. 着學生預習郭沫若《王昭君》，於課堂上簡介兩幕劇

情的大要，並探討下列問題： 

 

《王昭君》作於 1923年，見

郭沫若（著）、郭平英（編）

(1997)《郭沫若作品經典》，

北京：中國華僑出版社。 

� 第一幕：由毛延壽父女介

紹昭君身世，昭君拒絕向

毛行賄，被元帝送往和

親，毛淑姬告發其父。 

 � 第二幕：元帝揭發毛奸

計，將之正法，並要求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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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留下。昭君勇抗王命，

斥責元帝，和毛淑姬一起

出走沙漠，自願下嫁匈奴。 

� 毛淑姬角色的創造有何意義？你對她告發父親的

做法有何評價？ 

陪襯王昭君，也是具新女性

精神的女子。 

� 「海棠愛子」、「淑姬告父」的戲劇情節有何意

義？ 

教師可引導學生就戲劇情節

中倫理關係，歸結如何處理

與家人的關係。 

  

6. 着學生朗讀話劇中王昭君對元帝批評的一段台詞，並

分組討論：  

 

� 郭沫若改造王昭君為叛逆女性形象的時代意義。 提倡新時代女性精神的覺

醒。郭沫若曾說：「如果要救

濟中國，不得不徹底解放女

性。」 

� 《漢宮秋》和《王昭君》兩劇中昭君的「倔強」

和「怨」。 

郭沫若在《後記》說：「愈倔

強的人愈會自暴自棄。」又

說：「她那樣倔強的性格，她

在路上也可以如像馬致遠的

《漢宮秋》裡所想象的一樣

尋個自盡了。」 

  

7. 對話寫作：寫一段馬致遠《漢宮秋》王昭君與郭沫若

劇王昭君的對話。 

可自度副題，例如「是時代、

抑或是性格影響命運？」 

� 可透過對話寫作，了解學

生： 

� 對劇作人物的思想感情

（如：怨恨、愛國）和性

格(如：軟弱、倔強）的掌

握 

� 能否聯繫生活經驗，體悟

作品表現的思想感情，並

有個人的感受（如：女性

角色、地位的反思） 

  

8. 教師引導學生總結現代話劇和中國古典戲劇的戲劇本

質的不同。 

 

  

9. 延伸閱讀：曹禺《王昭君》五幕話劇。 曹禺(1979)《王昭君》，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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劇中的昭君明理而有胆識，

為促進民族團結，自願下嫁

匈奴王，衝破種種障礙，使

兩族保持友好關係。劇中的

昭君不再是傳統或郭劇中的

哀怨形象。 

  

10. 延伸活動：   

� 比較「郭劇」與「曹劇」中王昭君藝術形象，並

探討曹禺寫作王昭君話劇的政治動機。 

六十年代中國追求民族和諧

團結，曹劇借昭君故事宣揚

民族融和，以達社會安定的

目的。 

� 觀賞李翰祥導演電影《王昭君》，討論電影的情

節安排及人物形象。 

李翰祥（導演）《王昭君》，

見「邵氏數碼經典」（洲立影

視發行，2004 ） 

  

（（（（三三三三））））灰欄記古今灰欄記古今灰欄記古今灰欄記古今  （（（（第第第第 13-15 節節節節））））  

 

  

1. 學生到圖書館或在網上搜尋介紹歷史上包公的資料，

在課堂上向各同學介紹。 

介紹包公的網頁如： 

中華里 

http://www.chinalane.org 

  

2. 除《灰欄記》外，學生自讀一齣「包公戲」，然後分

組討論：  

「包公戲」可選自： 

� 吳白匋（編）(1994)《古代

包公戲選》，合肥：黃山

書社。 

� 李栰(1986)《包公戲曲故

事》，瀋陽：春風文藝出版

社。 

� 戲劇中包公的形象。 如：公正、清廉、精明 

可讓學生發揮己見。 

� 包公常按「律意雖遠，人情可推」之理來判案，

你認為他能否做到合法、合情、合理？ 

包公判案依法，亦暗窺人

情，例如他在《灰欄記》中，

他用機敏巧智，以母子之情

的天性表現而斷案，亦合

情、合理。 

� 戲劇中包公角色的社會文化意義。 包公具清廉、忠義、愛民、

不畏權勢的形象特徵，象徵

社會公義的維護，是古代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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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律法信仰的重要代表。 

可參考徐忠明(2002)《包公故

事——一個考察中國法律文

化的視角》，北京：中國政

法大學出版社。 

  

3. 着學生閱讀西西《肥土鎮灰欄記》，然後在課堂上簡介

小說的內容大概，並比較小說與《灰欄記》故事的異

同。 

《肥土鎮灰欄記》，見西西

(1988)《手卷》，台北：洪範

書店有限公司。 

《肥土鎮灰欄記》主要擷取

自《灰欄記》第四折的情節。

西西把馬壽郎變成故事的敘

述者，讓他自由出入於小說

的各敘事層面，大談憋了六

百多年的心底話。 

  

4. 引導學生討論：  

� 《灰欄記》與《肥土鎮灰欄記》內容互涉，作品

的主題有何不同？ 

� 《灰欄記》：社會教化作用 

� 《肥土鎮灰欄記》：質疑官

僚制度，尊重孩童意願，

同情婦女和讀書人，而實

指涉香港故事。 

� 西西在小說中如何顛覆包公的形象？為什麼？ 西西剪貼了元劇《包待制智

斬魯齋郎》的片段，藉此顛

覆包公公正嚴明的形象，批

判盲目相信權威的思想。 

  

5. 引導學生探討：  

� 西西這篇小說的寫作角度和文體特點。 作者在小說中安排沈默的角

色說話，創造新視角，小說

蘊含豐富的戲劇元素。 

可參考： 

� 黃子平(2001)《灰闌中的敘

述》，上海：上海文藝出版

社。 

� 陳潔儀(1998)《閱讀肥土

鎮——論西西的小說敘

事》，香港：牛津大學出版

社。 

� 西西將「灰欄記」的故事進行再創作，有何創作 好的作品具有生命力，經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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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義？  創作，新的作品可表現不同

的主題。 

� 壽郎的旁白有何藝術作用？ � 指導讀者欣賞角度  

� 表現戲劇上的間離作用 

� 《肥土鎮灰欄記》改編的藝術效果。 可引導學生討論「包公缺席」

與「壽郎指點」的藝術效果。 

� 若由你改編「灰欄記」的故事，你會怎樣寫？ 讓學生發揮創意。 

  

6. 分組活動：着學生分組，從西西《肥土鎮灰欄記》中

選取一小說片段，改寫為獨幕劇。 

� 可透過改寫獨幕劇，了解

學生對戲劇文學文體特點的

掌握(例如：主題、人物、情

節、語言）。 

  

  

（（（（四四四四））））耿直黑旋風耿直黑旋風耿直黑旋風耿直黑旋風  （（（（第第第第 16-18 節節節節））））  

 

  

1. 《水滸傳》是一本明代小說，《李逵負荊》是元代戲

劇，水滸故事是宋代故事，教師簡介三者之間的流傳

關係。 

水滸故事，於宋末已傳遍民

間，施耐庵的小說只採民間

所流傳的部份梁山故事編撰

成書，故元劇水滸戲所演的

一些情節如「燕青博魚」、「爭

報恩」及「雙獻功」等並不

見於小說中（22種的元代水

滸戲只有6種劇情被小說吸

收）。 

  

2. 學生閱讀施耐庵《水滸傳》第七十三回「黑旋風喬捉

鬼  梁山泊獻雙頭」，然後討論： 

 

� 戲劇與小說中李逵形象的不同。 

 

 

 

戲劇的李逵急躁衝動，但心

直口快，且具童真，如《李

逵負荊》第一折【混江龍】

寫他返梁山時沿途欣賞春天

美景，表現出粗中有細。 

小說的李逵粗暴而急直，失

去戲劇中的滑稽和喜劇感。 

學生有興趣可以多讀幾回

《水滸傳》，找出小說中李

逵的形象，可參考：涂秀虹

《元明小說戲曲關係研究》

第三章第三節「從戲曲到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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滸傳的李逵形象」，見涂秀虹

(2004) 《元明小說戲曲關係

研究》，上海：上海三聯書

店。 

� 李逵在元劇中常以丑角出現，丑角於戲劇中的藝

術作用為何？ 

主要是插科打諢（戲劇的娛

樂功能）。 

� 水滸戲為什麼會流傳後世不絕？ 水滸人物個性鮮明，重朋

友，講俠義；戲中描寫市民

生活，展現各種社會道德

觀，深受觀眾歡迎。 

  

3. 分組活動：着學生分組，以「當超人包公遇上黑旋風

李逵」為題，編寫一齣短劇。 

 

  

  

4. 延伸活動：閱讀李開先《寶劍記》第三十七齣《林沖

夜奔》，並比較《林沖夜奔》與《李逵負荊》的語言

和戲劇藝術表現。 

明代中葉三大傳奇：《寶劍

記》、《浣紗記》和《鳴鳳記》。 

李逵語言較俗白，林沖較文

雅。李逵動作多，調子明快，

氣氛熱烈，富喜劇性。林沖

動作少，情景交融，刻劃林

沖上梁山時的痛苦與矛盾，

氣氛沈鬱悲壯。 

教師可引導學生深入認識中

國古典戲曲的抒情本質。 

  

  

傳奇傳奇傳奇傳奇上下看人生上下看人生上下看人生上下看人生  

第第第第 19-31 節節節節  
 

（（（（一一一一））））非奇不非奇不非奇不非奇不傳傳傳傳  （（（（第第第第 19 節節節節））））  
 

  

1. 教師簡介「傳奇」，以及唐傳奇與明清傳奇的分別。 � 唐末裴鉶始以「傳奇」為

書名，傳述奇聞之意。後

世文人用不同文體記述傳

奇故事，皆稱傳奇。 

� 明胡應麟說唐人小說「作

意好奇」，清孔尚任說「事

不奇不傳」，李漁說「非

奇不傳」。 

� 唐傳奇是指短篇小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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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傳奇是指長篇戲劇，傳

奇也是崑劇的特稱。 

  

2. 着學生簡述明清傳奇的特點，比較明清傳奇與元雜劇

的不同。 

學生已研習指定作品《桃花

扇．卻奩》，此處可重溫明

清傳奇的特點，例如人物、

結構組織、音樂組織、家門、

下場詩等。 

 明清傳奇受南戲影響，較元

雜劇長篇巨制。 

可參考郭英德(1999)《明清傳

奇史》，南京：江蘇古籍出

版社。 

  

（（（（二二二二））））李亞仙傳奇李亞仙傳奇李亞仙傳奇李亞仙傳奇  （（（（第第第第 20-24 節節節節））））  

 

  

《《《《繡襦記繡襦記繡襦記繡襦記》》》》   

  

1. 觀賞粵劇電影《李仙傳》中一個片段。着學生蒐集薛

近兗《繡襦記》的本事，於課堂上報告故事大要。 

根據明傳奇《繡襦記》故事

改編的粵劇電影有不同版

本，例如： 

� 珠璣導演，任劍輝、羅艷

卿主演《李仙傳》 

� 蔣偉光導演，林鳳、鄧碧

雲主演《李仙》 

另有粵劇光碟，如陳笑風、

林錦屏主演《李仙刺目》（《繡

襦記》之一折）。 

《繡襦記》本事可參考附件。 

  

2. 導讀薛近兗《襦護郎寒》（《繡襦記》第三十齣），

引導學生理解這齣戲的情節內容，並討論： 

《襦護郎寒》，見王起（主

編）(1998)《中國戲曲選》，

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本齣寫鄭元和淪為乞丐，重

遇李亞仙，亞仙忠於愛情，

迎鄭元和返家，為自己贖

身，決志救護元和於潦倒中。 

� 本齣的思想感情。 � 鄭元和的自嘆淪落具鑑戒

作用。 

� 李亞仙的決心救護鄭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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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現人性的光輝一面。 

� 李亞仙以死明志，表現忠於愛情的決心，其心理

歷程為何？ 

思念「想多才流落何方」→

重逢「令你一朝及此，妾之

罪也」→思想「欺天負人，

鬼神不祐」→決心「投金於

水，尋個自盡」 

� 這齣戲有哪兩處覆述前半部劇情，作用為何？ � 最末一支【蓮花落】 

� 「旦：娘聽兒告禀…」 

此乃古典戲劇常見，尤其長

篇故事，讓隨時來到劇場的

觀眾都有機會把握劇情。 

� 《襦護郎寒》的語言特點。 大量運用乞兒口頭語，生動

活潑。（清沈德符：「以乞

兒家口頭語熔鑄渾成，不見

斧鑿痕迹。」） 

� 本齣中【蓮花落】唱曲的內容特點。 【蓮花落】是古時乞兒的口

頭文學；乞兒營生有口頭唱

曲，以打蓮花落為行乞方

式，最遲宋代出現。 

滿紙乞兒語，感懷身世，唱

自己淪落經過，充滿求生慾

望，傾訴人世不平，是孤苦

無依的流浪哀歌，令聽者同

情。 

教師說明這齣戲在《繡襦記》全劇中的情節結構作用。 《襦護郎寒》在《繡襦記》

中有點題作用。鄭元和淪落

到極點，與眾乞兒高唱蓮花

落行乞，音聲悽厲。亞仙聞

之，以繡襦裹歸。經護養勉

勵，鄭得高中。本齣於全劇

情節中起重要轉折作用。 

  

《《《《李娃傳李娃傳李娃傳李娃傳》》》》      

  

3. 着學生預習並簡述白行簡《李娃傳》的故事大概，並

討論： 

唐傳奇《李娃傳》，見張友

鶴（選註）(1979)《唐宋傳奇

選》，北京：人民文學出版

社。 

教師補充：《李娃傳》故事

寫長安妓女李娃最後嫁入豪

門，這在唐代社會是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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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的事，因為唐代社會門

第觀念非常濃厚。 

� 李娃故事既非現實可容，白行簡為什麼要寫此故

事？ 

� 表現社會理想 

� 反映門第觀念 

� 頌揚李娃節行 

� 《李娃傳》與《繡襦記》的主題有何不同？ 故事流傳過程中，主題產生

變化，由《李娃傳》的反映

門第觀念，到《繡襦記》已

變成才子佳人故事；鄭、李

經歷挫折，排除障礙，得到

團圓，符合人們追求美好生

活和美麗愛情的良好願望。 

  

4. 延伸閱讀：高陽歷史小說《李娃》 高陽(1966)《李娃》，台北：

皇冠出版社。高陽小說乃根

據唐傳奇《李娃傳》而創作，

他自稱不受元明戲劇影響。 

  

《《《《曲江池曲江池曲江池曲江池》》》》   

  

5. 着學生預習並介紹石君寶《李亞仙花酒曲江池》第二

折情節及人物，並進行下列活動： 

元雜劇《李亞仙花酒曲江池》

（第二折），見王起（主編）

(1998)《中國戲曲選》，北京：

人民文學出版社。 

曲江在長安東南，秦時稱宜

春苑，漢代稱樂遊園，是唐

代進士及第後飲宴之地。 

本折寫鄭元和走投無路，學

唱挽歌，被父親認出，打至

幾死的情節。 

� 分析《曲江池》第二折中李亞仙與鴇母對鄭元和

唱輓歌的反應。 

表現戲劇衝突，人物形象栩

栩如生。 

� 比較《襦護郎寒》與《曲江池》第二折中李亞仙

遇鄭元和行乞，以及唱輓歌情節，並評價兩篇中

李亞仙的性格表現。 

《曲江池》中的李亞仙與鴇

母的對話顯出她的機靈與堅

定，性格更鮮明。 

� 分析《曲江池》第二折中鄭父要打死親兒的心理。  

教師總結《曲江池》與《繡襦記》主題相同之處。 《曲江池》與《繡襦記》主

題大體相同，都有濃厚的宣

揚倫理教化意味，《繡襦記》

的才子佳人故事規模更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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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情節更複雜，刻畫更細

緻，歌頌美好愛情。 

可參考《曲江池》第四折【收

江南】的曲白，以及《繡襦

記》劇末散場詩。 

  

6. 獨白寫作：擬設情境，為李亞仙寫一段內心獨白。  

  

（（（（三三三三））））楊貴妃楊貴妃楊貴妃楊貴妃傳奇傳奇傳奇傳奇  （（（（第第第第 25-31 節節節節））））  

 

  

《《《《長生殿長生殿長生殿長生殿》》》》   

  

1. 教師簡介崑劇。 

 

崑劇為現存中國最古老戲

劇，有 500年歷史，2001年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人

類口頭和非物質遺產」代

表。 

可參考白先勇（2004）《白

先勇說崑曲》，桂林：廣西

師範大學出版社。 

  

2. 播放崑劇《長生殿》之《密誓》，着學生自述觀劇感

受。 

 

可參考網址： 

http://203.207.5.81/ccahome/ 

index.jsp 

  

3. 着學生蒐集洪昇《長生殿》的本事，於課堂上報告故

事大要。 

清傳奇《長生殿》本事可參

考附件。 

《長生殿》以李、楊愛情故

事為中心，穿插安祿山之亂

的歷史事件，愛情與歷史雙

線發展。（《桃花扇》亦為

歷史與愛情的雙線結構。因

明清傳奇乃長篇戲劇，雙線

結構使情節更加豐富，有利

作者掌握故事發展線索。） 

  

4. 導讀洪昇《埋玉》與《彈詞》（《長生殿》第二十五

齣、第三十八齣），引導學生理解兩齣戲的情節內容，

並討論： 

 

《埋玉》、《彈詞》，見王

起（主編）(1998)《中國戲

曲選》，北京：人民文學出

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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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埋玉》情節內容： 

陳玄禮率護駕軍隊到了馬

嵬坡，將士不肯前行，發

生軍變，要求殺楊國忠，

再要求殺楊貴妃，貴妃願

帝賜自盡，以定軍心。玄

宗無奈，悲痛割愛，楊自

盡，埋於馬嵬坡。 

 � 《彈詞》情節內容： 

安祿山亂起，人民流離失

所。宮廷供奉李龜年也流

落江南，賣唱為生。擅吹

鐵笛的李謨在鷲峰寺大會

上，與眾人一起聆聽李龜

年彈唱。老伶工慨歎國家

興衰，把唐明皇寵愛貴

妃、失政致亂的經過唱得

聲淚俱下，深深感動了眾

人。李謨結識了這位前

輩，向他學習，繼承了《霓

裳羽衣曲》的全譜。 

� 《埋玉》及《彈詞》的思想感情為何？ � 《埋玉》中楊為保存社

稷，寧願捐生，一洗紅顏

禍國的傳統形象，表現深

摯愛情及國家為重。 

� 《彈詞》中李龜年唱嘆天

寶遺事，表現興亡變幻，

只美好樂曲、美麗愛情能

傳流千載。 

� 《埋玉》是《長生殿》全劇的高潮，緊張激烈處

從何表現？ 

在軍士譁變的喊叫聲與李、

楊不斷的哭聲中把劇情推至

緊張處。 

� 《彈詞》是《長生殿》後半部的著名折子戲，這

齣戲如何收結前半部劇情？ 

將本劇的兩條結構脈絡（愛

情與歷史）綜合起來，藉李

龜年的彈詞將故事始末講唱

一遍。 

教師說明這兩齣戲在《長生殿》全劇中的結構作用。 � 《埋玉》： 

李、楊在現實時空中的愛

情故事的結束。 

� 《彈詞》： 



新高中中國文學學習單元設計示例（2012年 2月修訂稿） 

21 

教學活動教學活動教學活動教學活動  構思和備註構思和備註構思和備註構思和備註  

李、楊愛情故事與歷史事

件的總結。《彈詞》後楊

玉環尸解成仙，以下轉入

李、楊人仙愛情的情節。 

  

5. 着學生自選並朗讀《埋玉》及《彈詞》中最動人的三

支曲子，談談個人的感受，並討論： 

 

� 《埋玉》中李、楊二人哪一個角色佔戲較重？ 

 

李的角色更具深度，表現內

心極度矛盾與掙扎。 

� 《彈詞》中李、楊故事發生在長安馬嵬坡，劇本

卻寫李龜年在南京青溪鷲峰寺唱曲，原因何在？ 

南京三百年繁華金粉的歷史

背景增添傷感氣氛。 

� 李龜年抱琵琶唱天寶遺事，抒發的是怎樣的感

情？   

李龜年唱出朝代興亡的輓

歌，抒發前朝遺恨與時代中

衰的傷感，曲調蒼涼悲壯。 

 教師可介紹李龜年所唱曲譜

的特色：【轉調貨郎兒】一

曲共有九轉。「九轉貨郎兒」

是曲牌名，原為古時生活中

賣貨郎的叫賣聲，經長期歌

唱與加工，到元代發展成藝

人演唱的曲牌之一。 

� 說唱「彈詞」在《桃花扇》、《長生殿》二劇中

是否具有特殊藝術功能？ 

可增加劇情的娛樂功能，表

現故事中歷史成份的滄桑

感。 

《桃花扇》劇中也有彈詞說

唱戲，如《餘韻》中柳敬亭、

蘇崑生與老贊禮等說唱興亡

舊事，作者藉漁樵話興亡抒

發歷史感情。 

  

6. 着學生朗讀《埋玉》及《彈詞》的下場詩，並分析下

場詩的作用。 

下場詩藝術作用：凝聚劇

情，抒發人物感情。 

  

《《《《長恨歌長恨歌長恨歌長恨歌》》》》與與與與《《《《長長長長恨恨恨恨歌歌歌歌傳傳傳傳》》》》   

  

7. 簡述陳鴻《長恨歌傳》的創作本事。 唐傳奇《長恨歌傳》：「……

夫希代之事，非遇出世之才

潤色之，則與時消沒，不聞

於世……」 

 陳鴻《長恨歌傳》，見汪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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疆（原編）翁寧娜（主編）

(1998)《唐人傳奇》，台北：

金楓出版社。 

  

8. 朗讀白居易《長恨歌》，讓學生感受詩歌的節奏和情

感，引導學生分析詩歌的主題與結構。 

唐白居易《長恨歌》以敘事

方式詠嘆李楊情事始末，具

詩史性質，開篇標明主旨「重

色思傾國」，中間逐層抒寫，

詩末點題此恨綿綿，褒貶意

在言外。 

  

9. 着學生找出《長恨歌》與《埋玉》呼應的內容片段，

並講述閱讀詩歌與戲劇的不同藝術感受。 

長恨之始：「九重城闕煙塵

生……回看血淚相和流」 

 教師可簡介詩歌「回看」句

後與戲劇《埋玉》一齣以下

的內容如何對應，指出《長

生殿》更鋪染故事，可引導

學生講述如何鋪染？ 

 詩由主體出發，劇用代言

體，亦代入角色的主體。 

文體的本質差異：戲劇亦以

抒情為本質，具有詩性（詩

歌功能）。 

  

《《《《梧桐雨梧桐雨梧桐雨梧桐雨》》》》   

  

10. 學生簡述白樸《唐明皇秋夜梧桐雨》第三折玄宗賜死

貴妃的情節，並與《埋玉》的情節作比較，說出閱讀

感受。 

元雜劇《唐明皇秋夜梧桐

雨》，見王起（主編）(1998)

《中國戲曲選》，北京：人

民文學出版社。 

� 可透過情節比較，了解學

生對劇作內容的感受、理解

和分析的能力。（如：二者都

是由陳元禮出場，並以玄宗

悽惶上蜀道作結，但《埋玉》

中賜死貴妃的場面比較有感

染力。） 

  

11. 分組活動：  

� 朗讀《梧桐雨》第三折【鴛鴦煞】，交流個人對 前四句是《長恨歌》的再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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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曲的感受。 作。 

� 《梧桐雨》第三折【太清歌】反映了玄宗傷心之

時，竟把昭君與貴妃的際遇比較起來。試討論並

評價玄宗的心理表現。 

【太清歌】：「……一個漢明

妃遠把單于嫁，止不過泣西

風淚濕胡笳；幾曾見六軍廝

踐踏，將一個尸首臥黃沙？」 

� 比較《梧桐雨》與《長生殿》兩劇的主題。 兩劇都以荒淫誤國為教訓。

《梧桐雨》側重寫玄宗的相

思苦恨；《長生殿》則按《長

恨傳》故事，寫李、楊二人

之情恨。 

  

12. 延伸活動：欣賞京劇《貴妃醉酒》，並分享審美感受。  

  

  

總結總結總結總結  

第第第第 32-33 節節節節  
 

1. 教師引導學生就本單元研習所得，總結：  

� 中國古典戲劇文學的文體特點 散文、詩歌、小說兼包。 

� 故事創作特點 � 劇作家往往將前人史傳或

傳說故事改為代言體，在

劇場演出，寓教化於娛樂。 

� 中國戲劇創作題材往往反

映社會文化與歷史感情。 

� 戲劇流傳的情況 史傳傳說與文人作品提供豐

富的戲劇創作題材，滋養中

國古典戲劇悠長的生命。另

一方面，通過戲劇創作和搬

演，史傳、傳說故事產生更

大的傳播功能，一直流傳到

今天。 

  

2. 引導學生討論：  

� 為什麼這些戲曲故事具有如此強韌的生命力？在

所選讀的作品中，有哪些有價值的東西存在其

中？ 

有感動人心的普遍與永恒的

價值，如道德與美善的追

求。 

� 生活在今天的香港，學習中國古典戲劇有甚麼意

義？ 

古典戲劇的生命一直延續到

今天，加入不同藝術形式的

演繹，成為中國文化的組成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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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可引導學生： 

� 認識自己是千古以來傳遞

作品的讀者群的一分子。 

� 認識文化傳遞的意義。 

� 我們今天仍有機會觀賞的最古老的戲劇是崑劇，

劇中所演的大多是明清傳奇。2001年崑劇獲列為

世界文化遺產，可見它有重要的文化價值。我們

可以怎樣保存這些文化？ 

如： 

� 閱讀文本 

� 走進劇場 

� 培養觀眾 

  

3. 總結性評估 

以下活動，任選其一： 

(1) 自選一齣古典戲曲或現代戲劇，賞析作品的思想

內容和藝術特色，撰寫評論。 

 

 

� 透過撰寫評論，衡量學生

理解、賞析、評論戲劇文學

作品的能力。可根據以下準

則，檢視學生的表現： 

� 能對作品有個人的體悟 

� 從不同角度賞析及評論作

品的內容及藝術特色 

� 評論公允、客觀，並有個

人的見解 

� 闡述清晰、評析精要、組

織恰當、表達流暢 

(2) 觀賞一齣改編自文學作品的戲劇，與原著比較，

撰寫報告。 

� 透過撰寫報告，比較劇本

與原著，衡量學生理解、賞

析、評論戲劇文學作品的能

力。可根據以下準則，檢視

學生的表現： 

� 能對劇本與原著有個人的

體悟 

� 比較劇本與原著在主題內

容的異同 

� 比較分析劇本與原著的藝

術特點 

� 評論公允、客觀，並有個

人的見解 

� 闡述清晰、評析精要、組

織恰當、表達流暢 

 



新高中中國文學學習單元設計示例（2012年 2月修訂稿） 

25 

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各劇本事大要各劇本事大要各劇本事大要各劇本事大要  

 

《漢宮秋》 

漢元帝派毛延壽挑選宮女，王昭君因不肯向毛行賄，被毛點破圖像，致被打入冷宮。後來

元帝發現昭君美色，納為貴妃。毛畏罪逃入匈奴，挑撥匈奴單于派使者入漢，以出兵南侵

相脅，強索昭君。由於滿朝文武不敢抵敵，元帝只好忍痛讓昭君出塞，並親送至灞橋。 

昭君到了邊境，投河自盡。元帝送別歸來，夢見昭君自匈奴逃回，正纏綿之際，忽聞雁過

長空，悽愴悲鳴，驚破幽夢，帝主無限傷感。 

 

《灰欄記》 

妓女張海棠嫁馬員外為次妻，生一子。馬員外的正妻與奸夫趙令史合謀，毒殺丈夫，反誣

張為兇手，並冒認其子為己出，以圖謀奪財產。太守蘇順是個律令不曉的糊塗官，將海棠

屈打成招。案件送包拯覆審，包拯把小孩放在用白粉畫成的圓圈 / 灰欄中，讓海棠及馬妻

自往拉取。海棠不忍用力，小孩多次被馬妻拉出。包公從中審出真情，伸張了正義。 

 

《李逵負荊》 

李逵在清明節放假下山，假滿回山時，到老王林的酒家喝酒。王林哭訴宋江和魯智深搶了

他的女兒滿堂嬌，並拿出紅褡膊做証。李逵大怒，上山大鬧聚義堂。宋江心想一定有人冒

充犯罪，便偕魯、李下山對質。老王林仔細辨認後，發現搶走女兒的是冒充宋、魯的壞人，

於是李逵向宋江負荊請罪，並自請帶罪立功，抓來宋剛與魯智恩兩個壞旦，為王林報仇。 

 

《繡襦記》 

書生鄭元和奉父命上京赴考，在京城結識名妓李亞仙，二人相愛。元和揮霍無度，床頭金

盡，被鴇母設計趕走，亞仙悲痛欲絕，從此閉門謝客。元和貧病交加，走投無路，被凶肆

中人收留，教他學唱挽歌。一日東西兩凶肆比賽挽歌，元和被上京任職的父親認出。鄭父

怒其墮落，斷絕父子之情，把元和打至將死，棄屍郊外，後被乞丐救活，淪為乞兒。一日，

元和行乞時偶遇亞仙，亞仙迎元和返家調護，又激勵他讀書應試，元和終於得中狀元。鄭

父為亞仙真情所動，不以為嫌，娶她為媳。 

 

《長生殿》 

唐玄宗寵愛楊貴妃，不理朝政。貴妃一方面極力博取玄宗歡心，一方面排除宮廷中的競爭

者，逐步把玄宗控制在自己掌上。笙歌宴樂之際，一向被玄宗寵信的安祿山突然叛亂，玄

宗倉惶逃走，車駕行至馬嵬驛，六軍不發，士兵要求懲處元兇楊氏兄妹，處死二人。玄宗

迫於形勢，只好令貴妃自縊。楊死後玄宗十分傷感，對之思念不已。楊陰魂不散，並深悔

自己生前罪愆。他們的精誠感動了上天，玉帝讓楊返仙班，玄宗其後亦魂返天家，與楊重

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