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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修單元七選修單元七選修單元七選修單元七  

文學作品的人物形象文學作品的人物形象文學作品的人物形象文學作品的人物形象  

示例示例示例示例三三三三  

 

一一一一、、、、學習目標學習目標學習目標學習目標  

探討不同文學作品中的人物形象，了解人物的精神面貌和情感世界，探

究作者的創作用心，提高賞析、評論的能力；並掌握塑造人物的技巧，

提升創作的能力。 

 

二二二二、、、、學習重點學習重點學習重點學習重點  

1. 分析人物塑造與作者、時代、環境的關係 

2. 分析作者塑造人物的藝術手法 

3. 從不同角度評論作品人物形象的典型性和手法的創新性 

4. 比較及評論不同作品在人物形象的創作手法和藝術特點 

5. 探究作者的創作用心 

6. 運用塑造人物的手法創作或改編 

7. 培養閱讀不同類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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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人物形象理解作品的豐富意蘊和作者的思想感情 

2. 能體悟作者創作人物的深意，加深對現實生活的感受和了解 

3. 能運用文學基礎知識、觀察力和想像力，從不同角度賞析、評論

作品的思想內容和藝術特色，並有個人的見解  

4. 能運用不同的表現手法創作，以刻畫人物，表達個人對社會、生

活、環境的感受與體會 

5. 能運用不同的表現手法改編作品，加深對文學作品的理解和體會 

6. 樂於閱讀不同類型的文學作品 

 

四四四四、、、、課節課節課節課節  

共 33 節，每節 40 分鐘 



新高中中國文學學習單元設計示例（2012 年 2 月稿）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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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佚名《詩經‧衛風‧碩人》 

2. 佚名《詩經‧邶風‧靜女》 

3. 佚名《詩經‧鄘風‧柏舟》 

4. 佚名《詩經‧衛風‧氓》 

5. 屈原《楚辭‧九歌‧山鬼》 

6. 宋玉《神女賦》 

7. 曹植《洛神賦》 

8. 司馬遷《史記‧刺客列傳》 

9. 陶淵明《詠荊軻》 

10. 杜光庭《虬髯客傳》 

11. 元稹《鶯鶯傳》 

12. 董解元《董解元西廂記》卷七、卷八 

13. 王實甫《西廂記》第五本 

14. 湯顯祖《牡丹亭》《驚夢》、《冥誓》 

15. 蔣防《霍小玉傳》 

16. 白行簡《李娃傳》 

17. 羅貫中《三國演義》第二十一回、第四十一回 

18. 洪梗《清平山堂話本‧西湖三塔記》 

19. 馮夢龍《警世通言‧杜十娘怒沉百寶箱》 

20. 馮夢龍《警世通言‧白娘子永鎮雷峰塔》 

21. 蒲松齡《聊齋誌異‧畫皮》 

22. 蒲松齡《聊齋誌異‧聶小倩》 

23. 李碧華《青蛇》 

 

乙乙乙乙  建議配合閱讀篇章建議配合閱讀篇章建議配合閱讀篇章建議配合閱讀篇章及音像材料及音像材料及音像材料及音像材料：：：：  

1. 電影：杜國威編導《Miss 杜十娘》 

2. 電影：李鐵導演，唐滌生編劇《紫釵記》 

3. 電影：陳嘉上導演，陳嘉上、劉浩良、鄺文偉編劇《畫皮》 

4. 蒲松齡《聊齋誌異‧董生》 

5. 蒲松齡《聊齋誌異‧紅玉》 

6. 蒲松齡《聊齋誌異‧青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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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六六、、、、設計取向設計取向設計取向設計取向  

1. 研讀古典作品研讀古典作品研讀古典作品研讀古典作品為主為主為主為主：：：：本設計以研習古典文學作品為主，不拘文體，讓

學生掌握文學作品塑造人物形象的手法，並了解人物形象與作品的主題

和內容的關係。 

2. 鑒賞與創作並重鑒賞與創作並重鑒賞與創作並重鑒賞與創作並重：：：：本設計透過研習名家名作，讓學生欣賞、分析、比

較和評論文學作品的人物設計和塑造手法。單元中有不同的活動設計，

讓學生實踐所學，發揮創意。 

3. 賞析賞析賞析賞析人物形象人物形象人物形象人物形象，，，，探索作品深層意蘊探索作品深層意蘊探索作品深層意蘊探索作品深層意蘊：：：：本設計所選讀的作品，蘊含豐

富的內涵。學生可透過賞析人物形象，探索作品主題和理解作者的創作

用心，進而剖析作品的深層意蘊，從而提升鑒賞文學作品的層次和能

力，並加深對現實生活的感受和體會，積累創作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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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七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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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導論 1-2 從俊男美女的形象切入，認識文學作品

人物形象的塑造手法。  

2 才子佳人 3-9 賞析文學作品中才子佳人的形象特

點，並掌握作者如何配合作品的主題設

計人物形象。 

3 青樓歌妓 10-17 研習不同作家筆下以歌妓為主角的作

品，鑒賞作家如何透過細膩的筆觸和精

心安排的情節，突出人物的內心世界，

展現人物的精神面貌和情感。 

4 刺客與英雄 18-22 賞析文學作品中刺客和英雄的形象，分

析塑造和突出上述形象的藝術手法。 

5 女神與妖怪 23-31 藉女神和妖怪的形象探討文學作品人

物形象的轉變，探討作家如何在前人的

基礎上加入新元素。 

5 總結 32-33 鞏固和深化鑒賞文學作品人物形象的

能力，掌握不同塑造人物的方法和技

巧，提升創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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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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分組討論及匯報 

� 獨白創作及演繹 

� 座談會 

 

總結性評估總結性評估總結性評估總結性評估 

任選其一： 

� 撰寫評論 

� 撰寫短篇小說或獨幕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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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導論導論導論導論  

第第第第 1-2 節節節節  
 

1. 導入活動──「我心目中的俊男美女」 

� 學生從社會的知名人士中選擇一位「心目中的俊男

／美女」，用一分鐘向同學作介紹。  

� 引導學生分析和歸納同學介紹時所選的角度和所用

的技巧，從而了解何謂人物形象。 

學生可從不同的角度介

紹，如： 

� 外貌、服飾、打扮 

� 談吐、聲音、名言 

� 行動、舉止 

� 興趣、特長 

� 心態、思想 

技巧可包括比喻、誇張、

對比、襯托等手法。 

  

2. 讓學生分組，以「詩經中的女人」為題，各負責報告

一首《詩經》作品塑造女性形象的主要角度： 

� 《衛風．碩人》 

� 《邶風．靜女》 

� 《鄘風．柏舟》 

� 《衛風．氓》 

《衛風．碩人》： 

� 主要是外貌描寫 

� 姚際恆《詩經通論》評

此作：「千古讚美人者無

出其右，是為絕唱。」 

《邶風．靜女》主要是行

動描寫，《鄘風．柏舟》主

要是語言描寫，《衛風．氓》

則主要是心理描寫。 

教師就學生的報告作補充

和總結： 

十五國風在塑造人物形象

時，大多環繞戀愛中的男

女來刻畫，女性形象的塑

造佔相當大的比例。後世

的詩歌、散文、小說等文

體，在刻畫人物時所採用

的主要手法，都是始自《詩

經》。 

  

3. 讓學生分組，選擇一位在導入活動中曾提及的俊男或

美女，然後討論該人物在外貌、行動、語言和心理四

方面有甚麼特徵可作為描寫的素材，從而讓學生嘗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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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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角度和深入地觀察描寫的對象。 

  

才子佳人才子佳人才子佳人才子佳人  

第第第第 3 – 9 節節節節  
 

1. 讓學生分組討論「才子佳人」應具備的條件，並從現

實生活中舉例說明。 

可參考楊勇《才子佳人小

說之界說》，《長江大學學

報．社會科學版》，2008年第

3期，頁30-33或程毅中(1985)

《明清小說論叢．略談才子

佳人小說的歷史發展》，瀋

陽：春風文藝出版社。 

  

2. 講讀元稹《鶯鶯傳》，引導學生探討： 

• 崔鶯鶯和張生的性格特徵。 

• 崔鶯鶯和張生的行為表現與時代社會的關係。 

• 就崔鶯鶯和張生的人物形象而言，本作是否合稱

「才子佳人」小說？ 

 

 

 

張生深受唐代門第婚姻

觀念的影響，鶯鶯則受封

建禮教的約束。鶯鶯面對

「情」與「禮」的衝突矛

盾時，取「情」捨「禮」，

卻落得被始亂終棄的下

場。  

可參考陳寅恪 (2001)《元

白詩箋證稿．讀鶯鶯傳》，

北京﹕三聯書店。 

  

3. 唐傳奇《鶯鶯傳》面世後，先有董解元把故事改編成說

唱文學《董解元西廂記》，後有王實甫改編的雜劇《西

廂記》。導讀董解元《董解元西廂記》卷七、卷八及王

實甫《西廂記》第五本，探討下列問題： 

• 崔鶯鶯和張生在三篇作品中性格特徵的異同。 

• 哪一篇作品的人物形象最具體鮮明？為甚麼？ 

• 人物形象的變化與作品的主題有關係嗎？為甚

麼？ 

 

 

 

 

張生：《鶯鶯傳》中的張生是

薄情無德的負心漢，始亂終

棄，用情不專；《董解元西廂

記》中的張生已具正面的形

象，但尚有幾分油滑、被動

和輕浮；《西廂記》則完全去

掉張生性格上的缺點，把他

塑造成了執著忠厚的「志誠

種」。 

鶯鶯：《鶯鶯傳》中的鶯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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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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聽從命運擺佈的可憐

蟲；《董解元西廂記》中的

鶯鶯是嚮往婚姻自由但又

羞羞答答的大家閨秀；《西

廂記》中的鶯鶯則變成了經

過激烈的思想鬥爭後毅然

反封建禮教的純情少女。 

  

4. 向學生講述湯顯祖《牡丹亭》的故事梗概，着學生自

讀第十齣《驚夢》和第三十二齣《冥誓》，然後着學生

分組討論及匯報： 

• 作者如何塑造杜麗娘大家閨秀的形象？ 

• 作者如何表現杜麗娘備受束縛的苦悶？ 

• 在《冥誓》中的柳夢梅與杜麗娘在《驚夢》中所遇

的書生形象統一嗎？為甚麼？ 

• 在《冥誓》中，杜麗娘有哪些表現能呼應她在《驚

夢》中的形象特點？ 

• 杜麗娘的性格特點與故事情節的發展有甚麼關

係？ 

�可透過分組討論及匯

報，了解學生： 

� 對作品人物特色的理解 

� 對人物內心世界的了解 

� 對人物刻畫與情節安排  

之間關係的掌握 

 

 

 

 

杜麗娘雖然身為官宦人家

的千金，自小受嚴格的管

教，才貌端妍，但她生性

喜愛自然，渴望婚姻自

由，因此對愛情十分執

着。基於這種性格，她才

會在夢中與柳夢梅戀愛，

醒後又會因尋夢不得而抑

鬱致死，後來更力求為與

所愛的人一起而復活，並

排除萬難，終成眷屬。 

  

青樓青樓青樓青樓歌妓歌妓歌妓歌妓  

第第第第 10-17 節節節節  

 

1. 導讀馮夢龍《警世通言．杜十娘怒沉百寶箱》，着學生

分組討論下列各題，並作口頭報告：  

• 杜十娘的形象與一般人印象中的名妓有何異同？ 

• 百寶箱有甚麼象徵意義？對塑造杜十娘的形象有

甚麼幫助？ 

• 怒沉百寶箱的行為反映了杜十娘怎樣的思想感

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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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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作者安排杜十娘的結局是投水而死，與人物的性格

是否矛盾？ 

  

2. 播放杜國威編導《Miss杜十娘》的片段，讓學生評論電

影中的杜十娘在造型、說話和行為三方面是否與原著吻

合。 

 

  

3. 獨白創作及演繹：假設杜十娘投水後，眾人散去，以為

十娘已死。怎料，十娘被漁夫所救，醒後打算前去找李

甲、孫富、杜媽媽和柳遇春。試以十娘的身份，從李甲、

孫富、杜媽媽和柳遇春四人中選一位為見面對象，配合

杜十娘的形象特色，創作和演繹兩分鐘見到所選對象時

的獨白，以表現十娘內心的感受。 

�可透過獨白創作及演

繹，了解學生： 

� 對人物形象和性格特徵

的掌握 

� 能否運用創意和演繹技

巧表現人物內心世界 

  

4. 講讀蔣防《霍小玉傳》，引導學生進行以下活動： 

• 討論下列問題： 

(1) 作品中有言：「風流之士，共感玉之多情；豪俠

之倫，皆怒生之薄行。」從何可見，霍小玉是多

情女子？ 

(2) 故事中霍小玉的形象變化可分哪幾個階段？各

階段的形象變化可反映她對李益的感情有甚麼

轉變？ 

(3) 霍小玉表現了中國傳統女性那些形象特徵？作

者用了甚麼手法塑造霍小玉傳統的一面？ 

• 播放唐滌生電影《紫釵記》，然後引導學生與《霍

小玉傳》作比較，並探討下列各項： 

(1) 《紫釵記》與《霍小玉傳》的男女主角面對愛情

的態度有甚麼分別？ 

      (2) 《紫釵記》中哪些情節可突顯男女主角的形象與

《霍小玉傳》的分別？ 

   (3)  人物形象的變化對故事的主題有甚麼影響？ 

 

 

 

 

 

 

 

 

 

 

《紫釵記》 

導演：李鐵 

編劇：唐滌生 

 

可參考潘步釗(2009)《五十

年欄杆拍遍──唐滌生粵

劇劇本文學探微》，香港：

匯智出版有限公司，頁

74-88。 

  

5. 導讀白行簡《李娃傳》，然後： 

• 就以下情節，分析李娃的心理狀態： 

(1) 與鄭生感情最好之際銷聲匿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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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見鄭生「殆非人狀」時贖身，全心全意照料鄭生。 

(3) 鄭生金榜題名時，決定離開，並勸鄭生娶世家大

族的小姐。 

• 歸納李娃的形象特色。 

• 比較霍小玉、李娃和杜十娘的出身、性格和遭遇，

並評論三篇作品塑造人物的手法。 

  

刺客與刺客與刺客與刺客與英雄英雄英雄英雄  

第第第第 18-22 節節節節  

 

1. 學生自讀《史記．刺客列傳》，然後進行下列活動： 

• 分組介紹一位刺客的事蹟和形象特色。 

• 全班討論：那位刺客的形象最具特色？為甚麼？ 

• 引導學生重讀有關荊軻的部分，討論下列問題： 

(1)  司馬遷在記述荊軻刺秦王前，為甚麼會提及他

與蓋聶、勾踐、高漸離和田光的往事？ 

 

 

 

 

 

 

 

 

(2)  就人物形象的刻畫而言，易水送別的部分有甚

麼作用？你認為這部分可以刪去嗎？ 

 

 

 

 

 

 

從荊軻與不同人物的交往

可見，他不論受人白眼或被

人訓斥也不動聲色，更會刻

意逃避；只有思想一致，志

趣相投的人，他才會真的與

對方交往。作者通過荊軻與

不同人物的相處方式，生動

和細緻地表現他深沉多

謀，大智大勇。此外，更可

突顯他日後接受刺秦的任

務，決非盲目從事，而是必

然經過深思熟慮的。  

 

易水送別的部分是通過環

境氣氛的渲染刻畫人物。在

群情激憤的氣氛中，荊軻面

對生離死別，義無反顧，可

見他的英雄氣概和勇武形

象。 

  

2. 講讀陶淵明《詠荊軻》，引導與《史記．刺客列傳》中

有關荊軻的記載作比較，探討下列問題： 

• 陶淵明運用了哪些藝術手法刻畫荊軻的形象？ 

• 司馬遷以記載荊軻的事蹟為主，以評論荊軻為副；

陶淵明以詠嘆荊軻為主，以記載荊軻的事蹟為次，

 

 

 

司馬遷和陶潛均在作品中

刻畫荊軻勇武的形象，藉

以表達對荊軻的歌頌。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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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者在荊軻的形象塑造上有何異同？ 

 

而，由於兩篇作品的體裁

和寫作動機不同，所以塑

造人物形象的手法也有分

別。如： 

� 《史記》是史書，以記

事為主，可用大量複雜

的情節和不同的角度鋪

寫人物的形象，包括記

敍人物的外貌、語言和

行為，也可透過其他人

物的說話豐富對荊軻的

描寫。太史公只在「太

史公曰」中抒發對荊軻

的崇敬。 

� 《詠荊軻》是五言古

詩，受字數和篇幅的限

制，只可集中就「易水

送別」的事件塑造荊軻

的形象。作者也會在描

寫荊軻時加入主觀的看

法，即在塑造人物時一

併流露對荊軻的讚美，

如「雄髮指危冠，猛氣

衝長纓」、「心知去不

歸，且有後世名」等句。 

  

3. 學生分組討論英雄必須具備的條件，報告後由教師導

讀羅貫中《三國演義》第二十一回「曹操煮酒論英雄」

的節錄，把曹操的英雄之論給學生作參考。 

可參考中國社會科學院語

言研究所詞典編輯室編：

《現代漢語詞典》「英雄」

的解釋：才能勇武過人的

人；不怕困難，不顧自己，

為人民利益而英勇鬥爭，令

人欽敬的人；具有英雄品質

的。 

  

4. 着學生自讀《三國演義》第四十一回節錄：「卻說玄

德引十數萬百姓、三千餘軍馬，一程程挨着往江陵進

發」至「畢竟子龍怎地脫身，且聽下文分解」，然後

討論下列各題： 

• 趙子龍基於甚麼原因而單騎救主？他救主的原因

可見他的性格有甚麼特徵？ 

 

 

 

 

趙子龍得劉備的信任，把妻

兒託付予他。趙子龍在危急

中毅然單騎救主，可見他非

常忠心和具責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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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用了甚麼手法刻劃趙子龍的形象？ 

• 趙子龍的形象與曹操對英雄的定義是否吻合？為

甚麼？ 

 

  

女神女神女神女神與與與與妖怪妖怪妖怪妖怪  

第第第第 23-31 節節節節  

 

  

1．講讀屈原《楚辭．九歌．山鬼》，讓學生分組搜集資料，

然後報告： 

� 作品的描寫對象。 

� 山鬼的形象特色。 

� 山鬼情緒的變化及原因。 

� 作者描寫山鬼的手法。 

� 山鬼的形象與作者寄意的關係。 

教師可指導學生聯繫作者

的生平和創作風格理解及

賞析本作品。 

 

 

 

  

2．導讀宋玉《神女賦》（節錄）和曹植《洛神賦》（節錄），

引導學生探討： 

� 兩篇作品對神女的描寫與屈原《楚辭．九歌．

山鬼》的手法有甚麼不同。 

 

 

 

� 曹植在《洛神賦》的序中說：「感宋玉對楚王神女

之事，遂作新賦」，說明他是受宋玉的啟發以吟詠

神女。試比較兩篇作品對神女的描寫，賞析曹植對

神女的描寫如何受宋玉的影響。 

 

宋玉《神女賦》（節錄）：「茂

矣美矣，諸好備矣……並薄

怒以自持兮，會不可乎犯

幹。」 

曹植《洛神賦》（節錄）：「其

形也，翩若驚鴻……華容婀

娜，令我忘餐。」 

 

 

先秦的作品在刻畫神女的

形象時，多是簡約、抽象和

虛幻的。至《神女賦》，宋

玉詳盡地描繪了神女的形

象，直接描寫了女性的體貌

神態，也極寫人神交會的綺

麗情境，以充分描摹神女的

形象和活動。 

曹植的《洛神賦》在《神女

賦》的基礎上把女神的形象

完善化，從整體到局部細

緻、具體地刻畫神女的形

象，也賦予了洛神人間的禮

教修養，使她集合了神性和

人性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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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李善注《昭明文選》指出

《洛神賦》對神女的形貌描

寫牽涉《神女賦》的有八處

之多，如「翩若驚鴻，婉若

游龍」就有《神女賦》「婉

若游龍乘雲翔」的影子。 

  

4.  導讀洪梗《清平山堂話本》收錄的宋元話本《西湖三塔

記》及馮夢龍《警世通言》第二十八卷《白娘子永鎮雷

峰塔》，引導學生探討下列問題： 

� 白衣婦人與白娘子同是妖精，形象有甚麼分別？ 

 

 

 

 

 

� 白衣婦人與白娘子的形象與作品的主題有何關

係？ 

� 在《警世通言》中，白娘子亦正亦邪，你認為這樣

的安排是否恰當？為甚麼？ 

 

 

 

白衣婦人是兇惡的妖精，專

取活人的心肝下酒，而且不

斷用新人換舊人，完全沒有

人類的感情；白娘子也是妖

精的化身，但亦人亦妖，不

惜一切大膽追求愛情。白衣

婦人至白娘子是由醜至美

的形象轉化。 

  

5. 導讀李碧華《青蛇》節錄，引導學生探討下列各題： 

� 《警世通言》第二十八卷《白娘子永鎮雷峰塔》中

有青青一角，《青蛇》中也有小青。從節錄可見，

作者寫在青青的基礎上加了哪些新元素，以豐富青

蛇的形象？ 

� 《青蛇》中出現了白蛇產子的情節，這安排令白蛇

的形象與《西湖三塔記》及馮夢龍《警世通言》第

二十八卷《白娘子永鎮雷峰塔》中的白蛇有甚麼分

別？ 

� 《青蛇》以青蛇的角度說故事，對塑造人物形象有

甚麼好處？ 

李碧華(1993)《青蛇》，香

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頁

1-23，118-139，203-231。 

  

6. 導讀蒲松齡《聊齋誌異．畫皮》及《聊齋誌異．聶小倩》，

以座談會的形式讓學生就以下題目發表意見： 

� 同是有關女鬼的故事，兩篇作品描寫女鬼的篇幅卻

詳略有異，你認為作者為甚麼有這樣的安排？他的

�可透過座談會的表現，了

解學生： 

� 對人物形象和性格特徵

的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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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恰當嗎？ 

� 你認為哪篇作品的女鬼形象塑造較出色？為甚

麼？ 

� 對作者塑造人物形象手

法的賞析能力 

� 對作品主題的掌握 

  

7. 延伸活動：着學生欣賞電影《畫皮》，然後： 

� 分析文本和電影的女鬼角色在外貌、稱呼和性情的

分別。 

 

 

� 搜集資料，探討女鬼角色的變化與作品的主題有甚

麼關係。 

 

 

 

 

 

 

 

 

 

 

 

 

 

 

 

 

 

 

 

 

 

 

《畫皮》 

導演：陳嘉上 

編劇：陳嘉上、劉浩良、鄺

文偉 

聊齋誌異》是典型的警世

小說。作者藉《畫皮》中

王生的遭遇告誡世人要分

清善惡忠奸，強調因果報

應，好色之徒不單會遭逢

劫難，也會令家人蒙羞。 

為了配合主題，原著的女

鬼面目猙獰、陰險惡毒，

作者只以「二八姝麗」簡

述其美麗的假象。 

蒲松齡對《畫皮》中的女鬼

屢易稱呼﹕「女」、「獰鬼」、

「獸」、「物」、「孽魅」、「厲

鬼」，而且對它的描繪極

少，近似物化的描寫。 

陳嘉上導演的《畫皮》以愛

情為主題，講述狐妖小唯與

王生妻子佩蓉對愛情的執

着和犧牲。電影中的女鬼是

狐妖化身，除了如原著披着

人皮外，其餘的形象有很大

分別。如小唯別人心、施妖

術是為了接近和佔有所愛

的人。此外，她專一、堅持，

最後更願犧牲自己救活別

人。 

再者，小唯是狐妖也並非原

著的構思，而是結合了《聊

齋誌異》其他故事人物形象

的再創造。《聊齋誌異》俗

名《鬼狐傳》，寫狐的故事

佔全部作品的三分之一，約

有八十多篇，如《董生》、



新高中中國文學學習單元設計示例（2012 年 2 月稿）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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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評論文本和電影中的女鬼形象，就何者較能令人留

下深刻印象發表意見。 

《紅玉》、《嬰寧》等，當

中的狐妖也各有不同的性

格和面貌。 

  

8. 延伸閱讀：蒲松齡《聊齋誌異》中《董生》、《紅玉》、

《青鳳》》等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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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文學作品塑造人物形象的手法。 

� 文學作品的人物形象與作品主題的關係。 

� 如何從文學作品人物形象的設計與轉變中探索作

品的深層意蘊，了解作者的創作用心。 

 

  

2. 引導學生討論：怎樣才是塑造成功的文學作品人物形

象？鼓勵學生發表意見，共同建構衡量標準。 

 

  

3. 總結性評估： 

以下活動，任選其一：  

(1) 就兩篇古典文學作品中同一類別的人物(如平民、官

吏、母親、知識份子)作評賞，分析和比較人物形象

的異同，並評論人物形象的塑造手法。 

 

� 透過分析及評賞，衡量

學生鑒賞文學作品人物形

象的能力和對塑造人物手

法的掌握。可根據以下準

則，檢視學生的表現： 

� 從不同角度分析及比較

人物形象的異同和評論

人物形象的塑造手法  

� 配合作品的主題評論人

物的形象設計 

� 論點充分、舉例恰當、

有個人見解 

� 文句流暢、用詞準確、

結構清晰 

  
(2) 以短篇小說或獨幕劇形式改編成語或民間故事，如

「孟母三遷」、「東施效顰」、「毛遂自薦」。學生須

運用創意和在本單元認識的人物形象塑造手法，重

� 透過小說或戲劇創作，

衡量學生對人物形象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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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故事主角的形象。 和塑造人物手法的掌握。

可根據以下準則，檢視學

生的表現： 

• 能根據作品的主題思想

設計人物的形象。 

• 能發揮創意，以新穎和

具吸引力的故事情節突

出人物。 

• 能配合文體特點進行創

作。 

• 文句流暢、用詞準確和

生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