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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修單元八選修單元八選修單元八選修單元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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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說小說小說小說 

 

一一一一、、、、學習目標學習目標學習目標學習目標 

創作或改編小說，抒發個人的思想感情，並發揮創意，提高賞析和創作

能力，發展個人風格。 

 

二二二二、、、、學習重點學習重點學習重點學習重點 

1. 認識小說的特色 

2. 欣賞作品的意象、意境和作者的情思、創意 

3. 就小說的特點，運用不同的策略和手法改編或創作，表達個人的

思想感情 

4. 培養修訂作品的能力 

5. 提高創作的興趣 

6. 培養良好的創作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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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悟作家的情懷，並有個人的感受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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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能創作或改編小說，表達思想感情，呈現個性 

4. 能發揮創意創作或改編小說 

5. 養成創作小說的興趣和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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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魯迅《彷徨‧祝福》 

2. 電影：桑弧導演《祝福》 

3. 曹丕等《列異傳》 

4. 魯迅《故事新編‧鑄劍》 

5. 李白《俠客行》 

6. 司馬遷《史記‧刺客列傳》（荊軻刺秦） 

7. 西西《故事裏的故事‧陳塘關總兵府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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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魯迅《故事新編》 

2. 西西《故事裏的故事》 

3. 佛斯特(Foster. E. M.)（著），李文彬（譯）《小說面面觀：

現代小說寫作的藝術》 

4. 余我《現代文學寫作技巧》 

5. 陳平原《千古文人俠客夢：武俠小說類型研究》 

6. 鄺健行《金梁武俠小說長短談》 

7. 王安憶《小說家的 13堂課》 

8. 張大春《小說稗類》 

 

六六六六、、、、設計取向設計取向設計取向設計取向 

1. 從改編入手從改編入手從改編入手從改編入手，，，，進而創作進而創作進而創作進而創作：：：：本設計以「改編」為切入點，引導學生

先認識改編原典的基本原則和方法，並透過改編，認識小說創作

的元素，包括場景、人物、情節和敘事方式等，進而從個人的經

驗出發，從生活中提煉素材、構思情節、塑造人物形象，以及選

用適切的敘事方式創作小說。 

2. 重視學習過程重視學習過程重視學習過程重視學習過程：：：：學生須建立個人的「創作學習歷程檔案」，把所

有課上的寫作訓練、工作紙、片段寫作、作品的修訂稿本、改編

或創作的作品，以及個人、同學及老師的評語等，都存放於檔案

內，以助學生整理、反思、檢討和修訂、優化作品；亦可讓教師

定期檢視，以了解學生的學習情況，並可作為評估學生學習表現

的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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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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節教節教節教節 學習內容學習內容學習內容學習內容 

1 小說的特點 1-3 比較小說原著與改編電影的片段，從而認

識小說的特點。 

2 改編原典的基本原

則和方法 

4-10 研習中國神話傳說及據原典改編的小說，

認識改編原典的基本原則和方法，重新審

視原典的主題，學習運用想像力、增刪故

事內容的技巧等。 

3 塑造人物、豐富細

節 

11-17 研習中國神話傳說及據原典改編的小說，

認識小說創作的元素：場景、人物和情

節，並了解由原典改編為小說的過程中，

注入當代意識的意義，重新設計原典角

色、性格、地位和改造情節。通過創作實

踐，掌握塑造人物、結構佈局和時空處理

的方法，把「講故事」的原典改編為「小

說」。 

4 創新情節、突出主

題 

18-25 

5 從改編到原創： 

提升素材、獨特敘

事 

26-30 選讀改編自原典的當代小說，分析小說的

寫作特色，從而認識當代小說改編原典的

新方向，並嘗試從個人的經驗出發，從生

活中提煉素材、構思情節、塑造人物形

象，並配合內容，選用適切的敘事方式創

作小說。 

6 總結 31-33 總結改編或創作的經驗，共同分享成果，

並探討： 

(1) 改編或創作的苦與樂； 

(2) 改編或創作的過程中，各部分所遇到

的難題及解決方法；完成作品後的滿

足感； 

(3) 改編或創作的多種處理手法和方式，

運用各種手法和方式時的得失； 

(4) 提升改編或創作能力的方法，展望未

來改編或創作的方向。 

7 延伸活動： 

網上接龍小說 

彈性

處理 

把全班分為若干組，建基於同一素材或原

典，在網上輪流接續創作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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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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將史記選段改編為小說片段 

� 創作小小說 

 

總結性評估總結性評估總結性評估總結性評估 

任選其一： 

� 改編小說 

� 創作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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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說的特點小說的特點小說的特點小說的特點 

第第第第 1-3 節節節節  
 

1. 着學生先閱讀魯迅小說《祝福》，於課堂上播放電影

《祝福》首 16分鐘的片段。 

教師可按學生的興趣和能

力，選擇其他作品為例，如

杜國威的《人間有情》，分

別有印刷本的戲劇劇本、小

說集、電子版的舞台劇、電

影等，可作比較和分析。 

  

2. 比較小說《祝福》（由「舊曆的年底畢竟最像年底」

至「至此也聯成一片了」）及電影《祝福》的開首部

分，與學生討論以下重點： 

 

� 在處理寫景及描述魯鎮面貌的方法，小說與電影

的分別 

小說首兩段寫景及描述魯鎮

的部分，目的是以熱鬧襯托

寥落，以新年反諷舊思想。

這部分在電影中全部刪去。

電影一開首呈現的是山村和

茅舍，然後是祥林嫂立即亮

相。 

� 小說人物「我」在電影的處理方法 小說中的「我」佔重要位

置，而且有不少內心感受的

敘述。在電影中刪去「我」

的角色及其所有的內心感

受。 

� 電影中祥林嫂得知被賣的消息後，有一連串的行

動：偷聽婆婆和小叔的對話、流淚、轉身收拾行

裝和半夜在小路上奔跑。這些行動表現了祥林嫂

當時心情有什麼轉變？反映出她有什麼性格特

徵？ 

祥林嫂的心情轉變：難以置

信而求證（偷聽）、傷心

（流淚）和冷靜面對（逃

走）；性格：勇敢、倔強、

不甘心受擺佈（逃走）。 

� 電影的開首在小說原著中所佔的位置 電影開首這一段在小說中原

屬四嬸的事後追憶，佔的篇

幅不多，只作交代情節所

用。電影以順敘的方式置於

開首，目的呈現祥林嫂由

「反抗」到結局「反抗失

敗」的悲劇命運。 

  

3. 着學生分組討論，比較小說和電影的開首部份在處理

人物、情節和內容重點的不同效果。由教師補充，並

總結小說的特點。 

� 小說：對「我」的描述比

「祥林嫂」多，「對話」

佔篇幅反而較少，目的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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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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我」內心的矛盾與掙

扎。 

� 電影：「祥林嫂」是主

角，電影中對話和行動均

與「祥林嫂」有關。 

 � 小說創作主要以「故事」

為底本，是以「文字」為

媒介的藝術。小說有情

節、對話和行動，長於表

達人物內心感受和思想。

作者可通過較細緻的寫

景、描述(description)或講

述(telling)，展示不同的修

辭技巧，例如對比、象

徵、襯托等，以暗示主

題。在時空方面和結構處

理方面，也容許較多的變

化。 

  

  

改編改編改編改編原典的基本原則和方法原典的基本原則和方法原典的基本原則和方法原典的基本原則和方法 

第第第第 4-10 節節節節 
 

1. 着學生透過不同的渠道，如互聯網、《列異傳》或

《故事新編‧鑄劍》後的附註，蒐集干將、莫邪為楚

王鑄劍的故事，在課堂上分組講述這個傳說的內容。 

 

  

2. 就原典《列異傳》所記載的「鑄劍」故事，引導學生

討論下列各點： 

 

� 從人物的姓名、身份、外形、對話、行動五方

面，分析原典中故事的人物。哪些角色的形象最

鮮明？哪些較模糊？ 

原典中「干將」的形象非常

突出，包括姓名、遭殺身之

禍的前因後果、對話猶如臨

終遺言，以及埋下日後其子

為父報仇的情節等。其他人

物如母親莫邪、兒子赤鼻、

楚國國王等，均有名稱及行

動，只有「客」的形象神

秘，面目模糊，沒有名字，

不知身份。 

� 如要把全篇的主要內容分為四部分，主要的內容

線索集中在哪些人物關係上？哪些內容描述得較

詳細？哪些只作簡單的交代？ 

故事主要內容包括： 

� 干將遭殺害 

� 赤鼻報仇不遂反給楚王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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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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殺 

� 客呈人頭獻楚王並同歸於

盡 

� 說明「三王塚」得名由來 

首兩部分佔原典三分之二的

篇幅，後兩部分則以講述為

主，交代故事結局。 

� 在時空處理和敘述角度上，原典所運用技巧是否

複雜？ 

時空順序，簡單易明。運用

第三人稱全知角度，呈現各

人的外在行動為主，少心理

描述或其他的修辭手法。 

  

3. 着學生先閱讀魯迅《鑄劍》，並分組討論，從下列三

方面比較《鑄劍》與原典不同之處： 

 

� 背景 背景較模糊：小說中干將、

莫邪、楚等名字沒有明言，

只以「父親」、「母親」和

「國王」取代，淡化故事的

具體時空。 

� 內容重心 內容重心轉移：由原典中強

調干將被殺和兒子報仇不遂

的情節，變為以「黑色人」

（即原典中的「客」）帶動

小說的情節。結局也加上作

者的想像，令小說具嘲諷味

道。 

� 敘述技巧 敘述技巧多樣化：以順敘為

主，但間中以對話帶出「倒

敘」的效果。以第三人稱全

知敘述為基礎，但部分片段

由「母親」、「眉間尺」、

「黑色人」和「國王」等人

物眼睛看着故事發展，加強

故事的緊張氣氛和真實感。

在敘述手法上，也運用不少

意象、感官描寫、對比、暗

示等技巧。 

  

4. 教師總結一般改編原典的原則和方法。 

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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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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從人物、情節、主題意識等，為原典尋找現代詮

釋、重新理解的可能 

� 賦予原典立體感，增加原典的閱讀趣味 

� 將原典由「故事」的講述形態，變為運用不同手

法的「小說」創作 

� 按照原典重新詮釋後的小說，必須合理可信 

方法：  

� 可代入原典中不同人物的角度，對故事作新理解 

� 可就原典中的人物性格、心理或內容不足之處，

發展想像和細緻刻畫 

� 可重新思考原典情節是否合理、內容重點所在，

重新安排篇幅的詳略，以突出主題 

� 可改寫或增補結局，賦予原典新效果 

� 可按需要增添不同的敘述方法、寫作技巧 

除《鑄劍》外，教師可按學

生的能力和興趣，以其他示

例作輔助說明。例如：加強

原典人物心理描述的小說可

參考施蟄存《將軍底頭》；

改變敘述角度的有李碧華

《青蛇》；改變故事情節和

結局的有西西《肥土鎮灰欄

記》等。 

  

5. 改編《史記‧刺客列傳》中的「荊軻刺秦」。着學生

閱讀「於是太子豫求天下之利匕首」至「於是荊軻就

車而去，終已不顧」，以「太子丹」為主角，參考上

述的原則和方法，把這部分改寫成一個完整的小說片

段。 

在改編之前，可引導學生討論： 

 

(1) 太子丹的內心感受 他如何理解荊軻遲遲不肯剌

秦？荊軻對他斥責後，他會

有什麼反應？他為什麼仍讓

荊軻出發？假設他也有送

行，目睹眾士悲淒，他的心

情如何？ 

(2) 傳統認為「易水送別」是故事中的高潮。在改寫

中，若要選取另一節為衝突重點，突出太子丹和

荊軻的矛盾，哪一節較適合？  

例如： 

� 太子丹突然把毒匕首和秦

舞陽帶到荊軻面前 

� 太子丹迫荊軻出發一幕 

� 太子丹不為人知的內心掙

扎？ 

(3) 如以「太子丹」為主角，應以什麼的時空結構處

理為佳？順敘、倒敘、插敘？如屬後二者，太子

丹在什麼情景下想到這些往事？ 

 

(4) 在改編片段中，想突出什麼重心？仇恨和自私的

威力？人性軟弱？人與人之間誤會重重、不易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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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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歷史敘述也有主觀選取的成份？ 

  

6. 改編後，着學生分組討論，互相評講，交流寫作的構

思，探討改編的方法、技巧。然後各組選出最佳的改

編片段一篇，並報告故事的內容。 

� 可透過分組討論，了解學

生改編作品的態度（例如：

尊重他人的作品、不斷完善

自己的習作、樂於接受別人

對自己作品的意見）。 

  

7. 延伸閱讀：  

(1) 魯迅《故事新編》  

(2) 西西(1998)《故事裏的故事》，台北：洪範書店

有限公司。 

 

  

  

塑造塑造塑造塑造人物人物人物人物、、、、豐富細節豐富細節豐富細節豐富細節 

第第第第 11-17 節節節節 
 

1. 着學生預習李白《俠客行》首八句。 詩中同樣有神秘人「趙客」

的出現，詩中的「趙客」也

有一寶器「吳鉤」。 

  

2. 着學生從下列四方面，比較李白詩中「趙客」和《鑄

劍》原典中「客」的形象： 

� 名字身份 

� 外貌衣飾 

� 處事態度 

� 環境氣氛 

《俠客行》的形象鮮明，性

格豪爽，態度瀟灑。《鑄

劍》原典中「客」的形象幾

近空白，創作者的想像空間

也因而增大。 

  

3. 教師簡介小說塑造人物基本方法。  

� 「講述」(telling)和「呈現」(showing) � 「講述」是由作者直接告

訴讀者人物的性格、行事

為人，例如：作者可用

「和藹可親」、「善良純

樸」或「奸猾陰險」等描

述人物。 

� 「呈現」則通過不同的

「行動」表現其人物的個

性特徵，包括：人物所做

的事、所說的話、他人對

人物的看法、他人對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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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的反應等。 

� 靜態刻劃手法 包括名字、年齡、外貌、姿

態、衣飾、環境等。 

� 動態刻劃手法 包括人物表情、小動作或行

為態度等。 

� 人物語言或心理描寫 包括外在對話或內心獨白

等。運用的語言必須配合其

年代、年齡、性別、教養等

因素。 

  

4. 着學生閱讀魯迅《鑄劍》的第二、三章，並分組討論

以下問題： 

 

� 小說中運用的方法以「講述」(telling)還是「呈

現」(showing)為主？此種寫作手法有什麼效果和

好處？ 

 

� 從小說中找出「黑色人」的名字、出身、外貌造

型、烘托他的環境等，探討「黑色人」所營造出

來的小說氣氛與原典的異同。 

「靜態刻劃人物」的創作手

法。 

� 小說加上「黑色人」與「狼」搏鬥的一段，而且

描寫得非常細緻，包括黑色人的笑聲、餓狼食

屍、群狼同類相食等片段，對於「黑色人」的性

格和形象刻劃、氣氛渲染有什麼作用？ 

「動態刻劃人物」的創作手

法。 

� 「黑衣人」屢次對眉間尺表示：「我一向認識

你」、「你的就是我的」、「我已經憎惡了我自

己」，如何理解這些說話？從這些對話中，你認

為「黑色人」除了賦予原典「客」的具體形象

外，還有沒有其他象徵意義？ 

「人物語言或心理描寫」的

創作手法。 

� 《鑄劍》第二章不少篇幅運用「眉間尺」的眼睛

看「黑色人」，而第三章則分別運用了「朝廷眾

人」看「國王」與「黑色人」。運用不同人物的

眼睛看着故事的發展，有什麼效果？ 

 

運用哪一位人物的眼睛看着

故事發展即「敘述角度」，

可分第一人稱、第三人稱。

一般而言，採用第一人稱的

敘述角度是一種「限知敘

述」，可加強讀者投入感；

採用第三人稱的敘述角度是

一種「全知敘述」，令讀者

與小說之間保持距離。 

教師補充，並總結小說塑造人物的目的。 賦予人物鮮明的形象、性格

和感情，令人物有立體感，

讀者易生共鳴，有助表達小

說的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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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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創作練習： 

學生分組把李白《俠客行》首八句鋪寫成一個「趙客

與仇人相遇」小說片段。寫作時須注意以下各項： 

 

� 設定敘述角度 由誰呈現「趙客」的行為？

仇人？趙客本人？全知敘述

者？運用第一或第三人稱敘

述？ 

� 運用「靜態刻劃」和「動態刻劃」的手法，突出

人物角色（「趙客」或仇人）的形象 

� 加入對話和心理感受，突出人物角色（趙客或仇

人）的性格 

 

  

6. 《鑄劍》中加入不少鮮明的意象和感官色彩強烈的片

段，教師引導學生討論以下片段的作用，並作總結。 

� 第一章：眉間尺玩弄老鼠至死的片段 

� 第二章：眉間尺在人堆中跌倒捱揍的片段 

� 第三章：劍、火和歌聲的意象 

運用鮮明意象和感官色彩

強烈的片段作用有二： 

� 加強迫真感和現實感，生

活細節可令遠古的歷史如

在目前； 

� 鮮明意象可助推展氣氛，

配合情節起伏，「劍」和

「火」更具「復仇」的象

徵意義。 

  

7. 選取《史記‧刺客列傳》「荊軻刺秦」中有關「高

漸離」的片段，着學生以「高漸離目睹少年好友荊

軻一生起落」為小說片段的基本內容，運用本節所

學的塑造人物手法，賦予高漸離鮮明的形象、性格

和感情。 

 

  

8. 延伸閱讀：  

(1) 佛斯特 (Foster. E. M.)（著），李文彬（譯）

(1973)《小說面面觀：現代小說寫作的藝術》，

台北：志文出版社。 

 

(2) 余我(1999)《現代文學寫作技巧》，台北：五南

圖書出版有限公司。 

 

  

  

創新情節創新情節創新情節創新情節、、、、突出主題突出主題突出主題突出主題 

第第第第 18-25 節節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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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着學生閱讀武俠小說或觀賞武俠小說改編的電影片

段，分組報告故事中發生過的事件，並選出內容最吸

引的一節。 

 

  

2. 教師簡介小說情節：  

� 「情節」的定義 情節是指一系列事件的關連

及其排列方式。學生所報告

的「事件」已在原小說中有

秩序地排列起來，這正是小

說創作的「情節」。 

� 情節結構 一般小說結構包括：開始

（事件發生）、發展（事件

變得複雜）、高潮（事件矛

盾、衝突的頂點）、解決矛

盾、結局五部分，其中也有

把「解決矛盾」和「結局」

合做一部分處理。此點在下

文再作分析。 

� 處理情節常見的手法 其中一個為「懸念」或「懸

疑」(suspension)，是指作者

故意留下一些線索，但又暫

時按下不表，讓讀者焦急地

等待事情的結果，即俗語所

謂的「賣關子」，亦即一般

讀者認為「最吸引」，並因

而追看下去的內容。 

  

3. 教師與學生共同討論，分析「武俠小說」最常見的情

節結構模式，並指出這類小說製造「懸疑」的基本手

法。 

 

� 開始 主角從小有血海深仇，誓要

報仇雪恨，通常復仇的對象

是其殺父仇人。 

懸疑：主要環繞「殺父仇

人」的身份而來。例如：誰

是殺父仇人？怎樣找殺父仇

人？主角不知自己的養父原

來是殺父仇人等。 

� 發展 主角苦練武功，下山之後初

次遇險或被騙，開始明白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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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險惡。 

懸疑：主要環繞着「遇險」

的經歷而來。例如：「遇

險」的遭遇如何？如何因此

而發現「江湖」上的秘密？

「遇險」時如何獲救或逃

脫？如何遇上高人或心上人

而再次上路？ 

� 高潮 主角遇見「殺父仇人」，並

決心周旋到底。 

懸疑：主要環繞主角與「殺

父仇人」的鬥爭而來。例

如：與「殺父仇人」比武；

被「殺父仇人」誘騙、陷

害、暗算以至身陷險境等。 

� 矛盾解決及結局  主角沉冤得雪，報仇成功，

從此退隱江湖。 

懸疑：主要環繞復仇成功而

來。例如：主角如何擊敗武

功高強的仇人？仇人的結局

如何？各色正邪人物的結局

又如何？ 

  

4. 着學生根據上述的分析，分組討論下列問題，探討

《鑄劍》創新情節的原則和方法： 

 

� 《鑄劍》第一、二章相當於小說中「開始」、

「發展」部分，這兩章中有什麼地方符合武俠小

說的情節結構？ 

第一章眉間尺自小給母親教

導要「為父報仇」，第二章

是他負劍出門，決心闖蕩江

湖，尋找仇人，並遇見改變

他一生的「高人」黑色人。 

� 《鑄劍》第一、二章的情節與武小說創作的情節

結構有什麼不同之處？這樣的處理產生什麼效

果？ 

� 眉間尺性格優柔，外形不

突出，「闖蕩江湖」只在

鬧市行走，最大的遭遇不

過是與一個「乾癟少年」

發生少許爭執，肚子餓的

時候竟因想到母親而「眼

鼻一酸」，完全沒有「俠

士」堅定意志、不凡氣度

和遇險經歷。 

� 《鑄劍》重點落在「黑色

人」的出現上，而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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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化」眉間尺的「黑色

人」，既無「父仇」要

報，又沒有交代他的出

身，卻成為改編小說的主

角，這在傳統武俠小說的

情節結構上實屬罕見。 

� 魯迅這種小說情節結構的

創作方法，一般視為「反

成規」的創作，除了回應

全篇「嘲諷」的口吻外，

在創作方法上，一般「反

成規」的目的，都希望先

符合讀者原有的閱讀口味

和習慣，再慢慢改變，令

讀者感到驚喜、有新意之

餘而願意接受 「 新 思

想」，以免一開始即採取

抗拒的態度。 

改編原典的小說，「照顧

讀者的閱讀期待」這一點

尤其重要。因為一般讀者

對於「原典」通常非常熟

悉，如要「創新」，循序

漸進式的改寫方法是非常

重要的，否則讀者很快就

因為抗拒「改變」而放棄

閱讀。 

� 將《鑄劍》第三章與原典比較，《鑄劍》的懸疑

部分與原典有什麼不同？你認為小說突出的重心

是什麼？ 

� 《鑄劍》第三章改編自原

典「客令鑊煮之」至「客

又自刎」。原文雖富想像

力，但敘述語氣平淡，懸

疑和緊張氣氛反不及之前

「妻後生男」至「將以奉

楚王」一段。 

� 魯迅《鑄劍》第三章則把

焦點集中在「黑色人」與

國王兩人觀「頭戲水中」

時的反應，以及「三頭搏

鬥」時的情節，懸疑部分

來自「黑色人」助眉間尺

復仇的計劃能否成功。小

說突出的正是「黑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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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行動和結果。 

  

5. 着學生閱讀《鑄劍》第四章的結局，並與原典和武俠

小說比較，討論《鑄劍》在情節結構、處理情節手法

的創新。 

� 原 典 中提及 的 「三王

塚」，只屬補充說明之

作。魯迅卻能察覺到「刺

客」可與「王」合葬的反

常舉動，並加以發揮，於

《鑄劍》鋪寫成一章。 

� 魯迅運用的是嘲諷手法，

借「死亡」令尊卑無別，

諷刺國王不單失去生前一

切特權和榮耀，被迫與敵

同「埋」之餘，且永無

「復仇」的機會。相反，

「刺客」的義舉，反而得

享生前所無的「尊貴」葬

禮。 

� 在小說處理情節中另一常

見的手法是 「驚奇」

(suprise)，指在合理情節

中，又具有出乎意料之外

的發展。無論與「原典」

或「武俠小說」的情節結

構比較，《鑄劍》的結

局，都有「驚奇」的效

果，既賦予原典以新意，

又不會像一般武俠小說結

局那麼公式化，令小說內

容的層次更多。 

  

6. 簡介魯迅所處的時代背景與學者對《鑄劍》主題的分

析，着學生就小說的人物（包括造型、對話、心理和

細節描寫）和情節（包括對「原典」和「武俠小說」

成規的改造）設計，探討以下問題： 

� 論者的說法是否成立？ 

� 《鑄劍》是否達到「借古諷今」的效果？ 

� 除了回應時代外，《鑄劍》有沒有其他主題的可

能？例如對歷史、人性、自我、尊卑等級等有沒

有提供新的思考空間？ 

小說寫於 1925 年，當時中

國正處於內憂外患，國民

政府仍有專制的一面，軍

閥橫行，外國殖民者對中

國時有覬覦之心，民智未

啟，加上魯迅嫉惡如仇的

性格，有學者認為，這篇

小說是針對當時不同勢力

的「暴君」、「暴政」，

借「黑色人」的形象，發

出為「正義」而「復仇」

的聲音。魯迅這篇小說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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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是「借古諷今」。 

可參考： 

嚴家炎《荒誕又莊嚴的復

仇正劇——釋魯迅〈鑄

劍〉》，見溫儒敏、姜濤

（編）(2005)《北大文學講

堂》，北京：中央編譯出版

社，頁 3-19。 

  

7. 教師總結： 

在改編原典時，除了可發揮作者的想像力和創造力

外，更重要的是在改寫原典的過程中，注入當代意識

或普遍關懷的主題，運用新角度看原典，令改編後的

作品成為別具獨創性的小說。 

 

  

8. 以《史記‧刺客列傳》中「荊軻刺秦」中的「高漸

離」為主角，嘗試以「復仇」為主題，運用「懸

疑」、「驚奇」和「改造結局」的手法，改編由「高

漸離變名姓為人庸保」至「於是遂誅高漸離，終身不

復近諸侯之人」一段為小說片段。 

� 可透過改編小說片段，了

解學生對突出主題、處理小

說情節和結局的掌握。 

  

9. 延伸閱讀： 

(1) 陳平原(2002)《千古文人俠客夢：武俠小說類型

研究》，北京：新世界出版社。 

(2) 鄺健行(2005)《金梁武俠小說長短談》，香港：

匯智出版有限公司。 

 

  

  

從改編到原創從改編到原創從改編到原創從改編到原創：：：：提升素材提升素材提升素材提升素材、、、、獨特敘事獨特敘事獨特敘事獨特敘事 

第第第第 26-30 節節節節 
 

1. 着學生蒐集有關「哪吒」的傳說，並於課堂講述故事

的內容。 

「哪吒」是中國民間傳說中

的人物，曾出現在《西遊

記》、《封神演義》等多部

文學作品中。 

  

2. 着學生閱讀西西《陳塘關總兵府家事》，引導學生從

下列三方面討論小說的寫作特色： 

本篇主要從哪吒及他身邊的

家人出發，重新改寫「哪

吒」的故事。 

� 敘述角度 小說的敘述者包括哪吒本

人、他的哥哥、侍兒、母



高中中國文學學習單元設計示例（2012年 2月修訂稿）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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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親、父親，甚至是他身邊的

一隻馬。 

� 情節 本篇不像傳統小說那樣有高

潮起伏的情節，而小說的

「懸疑」和「驚奇」，主要

來自人物對事件的疑問，而

不是來自情節佈局。 

� 人物 本篇改變「哪吒」的既定形

象，通過「家人」的具體感

受和「家事」的生活觀察，

質疑並打破「哪吒」在神話

傳說中的神化形象，重新塑

造哪吒，把「哪吒」的故事

還原為「人」的故事。 

  

3. 教師總結當代小說改編原典的新方向： 

� 運用了多重敘述角度 

� 逆反「懸疑」和「驚奇」的結構成規 

� 新角度思考人物的既定形象 

當代小說在敘述技巧上變化

甚多，目的是配合瞬息萬變

的社會，不同的敘事技巧，

可按內容需要，應用在改編

或原創的作品內。 

  

4. 着學生以一個人物為主線，參考下列步驟，創作一篇

小小說： 

以現實中的人物為藍本較佳 

(1) 思考這個人物令你印象深刻的原因 例如：這個人物很頑固 

(2) 列出一些具體的事件支持你對這個人物的印象 例如：這是一位老人，數十

年來都看同一份報紙；聽同

一個電台；複述相同的舊

事；穿着色調和剪裁相似的

衣服等。 

(3) 據本單元所學的「情節結構」特色，構思完整的

故事發展線索 

 

(4) 據本單元所學「塑造人物」的方法，構思完整的

人物形象 

可提醒學生注意細節描寫，

例如老人所穿的衣服是什麼

顏色的？同一衣裝中，有沒

有佩飾是不可或缺的？如果

款式相同，外人如何分辨他

的衣服有沒有更換過？這一

切暗示老人哪一種的心理？ 

(5) 按照內容需要，決定寫作的敘事方式。按照傳統

第三人稱的敘述方法，還是在敘事上有特別的安

可提醒學生注意不同的敘述

方式，效果各異，不一定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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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例如：老人「我」的自述、旁觀者「我」的

自述、多重敘述角度或是書信體、回憶體等。 

新、愈多變就更好，主要以

配合內容為主。例如以傳統

的方式寫「老人」的故事，

可帶出突出他頑固但單純的

性格；以多角度敘述寫「老

人」的故事，則可突出「老

人」與周圍人事的扞格不

入，帶出鮮明的對比。 

 � 可透過創作小小說，了解

學生對小說人物、情節和敘

事方式的掌握。 

  

5. 完成創作後，着學生以兩人為一組，互相評改，通過

比較、討論，探討改編與原創小說的異同，並檢討創

作的得失。 

 

  

6. 延伸閱讀：  

(1) 王安憶(2003)《小說家的 13堂課》，台北：INK

印刻出版有限公司。 

 

(2) 張大春(2004)《小說稗類》，台北：英屬蓋曼群

島商網絡與書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總結總結總結總結：：：：原創原創原創原創或改編或改編或改編或改編 

第第第第 31-33 節節節節 
 

1. 總結性評估： 

以下活動，任選其一 

 

(1) 設定同一題材，着學生自選（或由教師提供）素

材、原典或原著作品，綜合運用本單元介紹的重

點原則，自定主題，改編成一篇小說。 

 

� 透過改編小說，衡量學生

的改編能力。可根據以下準

則，檢視學生的表現： 

� 能綜合運用本單元介紹的

重點原則改編 

� 主題明確、情感真摯 

� 情節鋪叙合理 

� 人物性格鮮明 

� 結構緊湊完整 

� 叙述角度恰當 

� 具個人風格、富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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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綜合運用本單元所學，創作小說。 � 透過創作小說，衡量學生

的創作能力。可根據以下準

則，檢視學生的表現： 

� 能根據小說的特點，蒐

集、整理、選取、加工、

提煉適合的素材，運用不

同的手法創作 

� 主題明確、情感真摯 

� 情節鋪叙合理 

� 人物性格鮮明 

� 結構緊湊完整 

� 叙述角度恰當 

� 具個人風格、富創意 

  

2. 學生完成改編或創作後，須回答以下幾條問題，並記

錄在「創作學習歷程檔案」上，作自我評估： 

� 人物性格可有不同的塑造方法，小說主要運用了

哪些的方法？你感到最滿意的地方是什麼？有待

改善的部分是什麼？ 

� 在情節和結構處理上，有什麼獨特之處？效果如

何？ 

� 在敘述角度的選取上，你希望達到什麼效果？結

果如何？ 

� 小說的主題是否突出？表達是否清晰？ 

� 如何為自己評分？以十分為滿分，你會給這篇小

說什麼分數？為什麼？ 

 

  

3. 在學生自我評估後，教師引導學生互評得失，分享改

編或創作的心得，最後作總結。學生於聽取師友意見

後，可自行決定是否修改原作，每次修改的稿本，須

存放在「創作學習歷程檔案」內。 

 

  

4. 總結改編或創作後的經驗，分享改編或創作成果，並

探討： 

� 改編或創作苦與樂的原因、面對難題的解決方法

及結果 

� 改編或創作的多向角度、依照成規與試驗新方法

的得失 

� 改編或創作能力的提升及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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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活動延伸活動延伸活動延伸活動：：：：網上接龍小說網上接龍小說網上接龍小說網上接龍小說 

（（（（彈性處理彈性處理彈性處理彈性處理）））） 
 

1. 把全班學生分為若干組，建基於同一素材或原典，在

網上輪流接續創作小說。 

 

  

2. 完成作品後，可於課堂上互評，並可上載公開的網站

或以網上日記的方式，讓其他人士瀏覽及回應，增加

學生寫作的動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