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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修單元一  

名著及改編影視作品  
示例二  

 
一、學習目標  

閱讀名著及觀看由名著改編的影視作品，提高閱讀名著的興趣，加強感

受、分析、鑒賞、評價名著的能力，提高生活品味和文化素養。 
 
二、學習重點  

1. 感受名著和由名著改編的影視作品的思想感情和藝術氛圍 

2. 分析、比較、欣賞、評價名著和由名著改編的影視作品的表達手法

和呈現效果 

3. 鑒賞名著和由名著改編的影視作品的內容美與形式美 

4. 培養閱讀名著的興趣 

 
三、學習成果  

1. 能領會名著和由名著改編的影視作品的思想內涵和藝術表達之美 

2. 能分析、比較、欣賞、評價名著和由名著改編的影視作品的表達手

法和呈現效果 

3. 享受閱讀名著和觀賞影視作品的樂趣，具有生活品味、文化素養 

 
四、課節  

共 42 節，每節 40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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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學習材料  

甲 選用學習材料： 

（1）文字材料 

1. 也斯《李大嬸的袋錶》 

2. 金庸《書劍恩仇錄》 

3. 司馬遷《刺客列傳》（節錄） 

4. 張愛玲《半生緣》 

5. 盧瑋鑾、熊字琴（編）《〈半生緣〉改編的得失》 

6. 老舍《駱駝祥子》 

7. 梁秉鈞《小心文化偏食》 

8. 李歐梵《萬家之寶——追憶曹禺》 

9. 幾米《向左走向右走》 

10. 朗天《向左走向右走——電影向左走，評論向右走》 

 
（2）音像材料 

1.《李大嬸的袋錶》（香港電台節目《小說家族》系列，電視劇） 

2.《刺客列傳》（電影） 

3.《書劍恩仇錄》（電影） 

4.《半生緣》（電影） 

5.《駱駝祥子》（電影） 

6.《向左走向右走》（電影） 

 
乙 建議配合閱讀書籍和音像材料： 

1. 盧瑋鑾、熊字琴（編）《文學與影像比讀》 

2. 何可可等《電影劇作教程》 

3. 賈內娣 (著)，胡堯之等(譯)《認識電影》 

4. 歐納斯特•林格倫《論電影藝術》  

5. 劉立濱(編)《影視聲音基礎》 

6. 劉以鬯《對倒》 

7. 西西《像我這樣的一個女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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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對倒》（香港電台節目《小說家族》系列，電視劇） 

9.《像我這樣的一個女子》（香港電台節目《小說家族》系列，電

視劇） 

10. 梁秉鈞、黃淑嫻(編)《香港文學電影片目》 

 

六、設計取向  

1. 本學習單元設計示例以中國名著為閱讀材料，所選材料均為文質兼

美、為人所熟悉的古今作品，並有內地、香港和台灣等不同地域製作

的改編影視作品配合教學。 
2. 本設計所選用之學習材料(包括文字及音像材料)，大多為香港電影資

料館及市政局圖書館收藏作品，教師可利用校外的不同場地（例如香

港電影資料館的視聽室、市政局圖書館的多媒體圖書館等），讓學生

善用社區資源，以豐富學習經歷，並享受閱讀名著和觀賞影視作品的

樂趣，提高生活品味和文化素養。 
3. 本單元設計注重對名著的深入理解、分析、鑒賞，透過觀賞改編影視

作品，使閱讀原著的過程更有興味，並通過名著與影視作品的比較，

提高學生的閱讀能力和鑒賞能力。 

4. 本設計選用若干數量的長篇小說及影視作品作為學習材料，可讓學生

增加閱讀量，以鞏固所學。為有效運用課時，教師宜根據學習目標重

點式處理學習材料，節選作品部分片段引導學生深入研習，其餘部分

由學生自行閱讀以培養學生自主學習的能力；並安排學生利用課餘時

間閱讀指定名著及觀賞部分改編影視作品，以配合教學進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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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學習內容簡介  

甲  教學：  

 教學環節  課節 學習內容  

 
1 

導言── 

文本與影像對話 1-4 
閱讀名著並觀看改編的影視作品，明白文字

與視像媒介的藝術表達手法既有相通地方，

亦各具特色。 

 

 

 

2 

 

 

 

俠骨柔腸── 

人物的塑造與敘

事觀點的確立 

5-16 

• 閱讀《書劍恩仇錄》及觀看改編自小說的

電影，探討文字與影像敘事觀點的異同，

分析作品人物塑造的方法，感受不同媒體

的表達效果。 

• 分析及比較《史記•刺客列傳》（節錄）

跟電影在敘事觀點和人物塑造方面的不同

之處，感受不同媒體的表達效果，從而掌

握鑒賞人物形象的方法。 

 

 
3 

情歸何處── 

情節的安排與細

節的處理 
17-27

• 分析小說《半生緣》在情節安排上的特色，

藉此了解影片焦點設計的重要性；欣賞文

本和影視作品的表達手法和呈現效果。 

• 比較小說《半生緣》跟電影處理細節的不

同方法及呈現效果。 

 

 

4 

命運悲歌── 

人物內心世界的

描寫與環境氣氛

的營造 

28-35

• 比較小說《駱駝祥子》與電影處理人物內

心世界的方式，明白小說藉文字進行心理

描寫，電影則利用畫面與聲音來達到相同

目的；欣賞文字與視像作品的思想內涵和

藝術之美。 

 

5 
總結 

36-42
探討名著與影視作品的關係，明白小說和電

影各有獨立生命，改編影視作品不一定要忠

於原著，而是可以借鏡、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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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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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用不同的敘事觀點改寫文章 
• 撰寫評論文章 
• 分組討論 
 
總結性評估 

任選其一： 

• 分組閱讀一篇名著及觀賞改編影視作品，在課堂上匯報，並撰寫

一篇個人的文字報告。 
• 自選一篇或一部名著與改編影視作品對讀，寫一篇文字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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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構思和備註  

導言——文本與影像對話 

第 1-4節 

 

1. 閱讀也斯《李大嬸的袋錶》，引導學生討論小說的內

容思想，探索作品的主旨。討論重點如下：  

• 小說的敘事觀點（講故事者的身份） 
• 王主任的遭遇 
• 李大嬸的性格特點 
• 故事情節與李大嬸的袋錶的關係 
• 故事發生的場景 
• 李大嬸的袋錶和棕色小蟲的象徵意義 

《李大嬸的袋錶》寫李大嬸

按照每天走慢五分鐘的袋

錶命令工廠按她的時間工

作，工廠的時間完全與外界

脫節也無人敢提出質疑。李

大嬸是工廠中的權威，作者

以李大嬸和她的袋錶諷刺

那些僵守過時的規條和觀

念、抗拒新事物的人。最後

李大嬸終於受到工廠以外

新事物的衝擊，她的錶殘舊

生銹，「忽地鑽出一頭不知

名的棕色小蟲來……」揭露

僵化觀念的本質。 
  
2. 學生觀賞小說改編的視像作品《小說家族之李大嬸的

袋錶》，初步分析作品的呈現效果，理解作品的思想

內容。討論大綱舉例如下： 

• 劇中的「我」在劇中負責甚麼職務？跟小說的安

排一樣嗎？ 
• 劇中人物角色的安排和對話跟小說有何不同？ 
• 劇中的故事情節跟小說一樣嗎？李大嬸的袋錶對

劇情發展有甚麼作用？ 
• 劇中王主任和李大嬸的性格特點跟原著小說有何

不同之處？  
• 比較劇中場景的安排與轉變跟小說的分別。 
• 探討電視劇本改編者的意圖。 

香港電台製作的電視節目

《小說家族》系列之一，由

李才良導演，改編自也斯短

篇小說《李大嬸的袋錶》，

片長23分鐘，1987年攝製。 

(香港市政局圖書館收藏作

品。) 

電視劇本改編了原著的若

干情節，並利用攝影效果加

強人物內心的恐懼，誇張地

諷刺現實，與原來的文本比

較，視像作品更有黑色喜劇

的味道。 

  
3. 教師引導學生就上述例子分析視像媒介與文字媒介

作品的不同之處，比較兩種媒體的表達效果，讓學生

說明較喜歡視像或文字媒介作品的理由。學生思考及

回應重點如： 

• 觀看視像作品的感受 
• 文字及視像作品的吸引力 
• 想像空間與官能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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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活動  構思和備註  

4. 初步歸納兩種不同媒體的藝術作品在表達上的相同

元素，如： 

• 人物的塑造 
• 情節的安排 
• 環境氣氛的營造 

 

  
5. 小結： 

教師說明小說與影視作品的藝術表達手法既有相通

的地方，亦各具特色。 

 

  
6. 為本單元開設網上《戲夢情真》討論區，鼓勵學生在觀

賞電影或電視劇後留言。討論區設有「我最喜愛的劇中

人物」、「扣人心弦的情節與布局」和「最難忘的一幕」

三項主題，學生可選擇其中一項表達觀賞電影後的感

受，或提出疑問，由其他同學作出回應。 

與同儕自由討論、交流感

想，藉此提高學生觀賞影視

作品的興趣。 

  
  

俠骨柔腸—— 

人物的塑造與敘事觀點的確立 

第 5-16節 

 

1. 學生閱讀金庸《書劍恩仇錄》，討論與香香公主有關的

情節(第十三回至第二十回)，引導學生分析《書劍恩

仇錄》在人物塑造方面的技巧： 

• 以第十四回為例，討論金庸如何塑造陳家洛這個

人物形象。  
• 學生根據上述的片段分析陳家洛的性格特點。 
• 學生分組討論，選另一位主要角色(香香公主、霍

青桐或乾隆)，分析這個人物的性格特點。 
• 討論如果刪去與香香公主有關的情節，對於了解

陳家洛這個人物有否影響。 

《書劍恩仇錄》又名《書劍

江山》，故事背景在清朝乾

隆時期，以紅花會群雄反抗

清廷為主線，其中穿插紅花

會總舵主陳家洛與香香公

主和霍青桐之間的三角愛

情關係，以及陳家洛和乾隆

的恩怨情仇。 

人物塑造的技巧，如： 

• 語言描寫 

• 外貌描寫 
• 行為描寫 
• 心理細節 
• 武打場面描寫 

  
2. 引導學生探討《書劍恩仇錄》的敘事觀點： 

• 根據文本分析原著的敘事觀點，例如： 
- 第十九回(節錄)：陳家洛心想：『和她相聚只

 

節錄文字見金庸 (2004)
《書劍恩仇錄》下卷，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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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活動  構思和備註  

剩下今朝一日，要好好讓她歡喜才是。過了今

天，我兩人終生再沒快樂的日子了。』於是打

起精神，笑道：『你想騎駱駝是不是？』將她

抱起，輕輕一躍，兩人都騎上了駝背，口裡吆

喝，催石駱駝前進。 

- 第二十回(節錄)：想到這裡，不禁打了一個寒

顫，只覺全身冷得厲害，但聽眾人喃喃誦經，

教長正在大聲講著樂園中的永恆和喜悅，講著

墮入火窟的靈魂是多麼悲慘。對於一個虔信宗

教的人，再沒比靈魂永遠沉淪更可怕的了，可

是她沒有其他法子。愛情勝過了最大的恐懼。

她低聲道：「至神至聖的阿拉，我不是不信你

會憐憫我，但是除了用我身上的鮮血之外，沒

有別的法子可以教他逃避危難。」 

• 探討這樣敘述故事有甚麼好處。 

港：天時印刷有限公司，

頁 850；頁 869。 

     

全知觀點： 

- 常用第三人稱。 

- 無所不知的敘事觀點。

作者置身局外，洞察人

物和事件的過程，以知

曉故事全貌的態度進行

敘述，而且不受時間空

間的限制。 

- 敘述人對故事人物及其

相互關係情節環境等進

行主觀解釋和評議。 

- 敘述人不僅可以描述人

物的肖像、舉止言談和

事件進程、環境景象等

外在事實，而且能描述

人物的潛伏的思想感情

以及任何隱秘等內在現

象。 

  
3. 學生觀賞由許鞍華執導的《書劍恩仇錄之香香公主》，

注意作品的敘事觀點，以及人物形象的塑造。 
《書劍恩仇錄》改編成影視

作品版本逾十種，包括內

地、香港和台灣等不同地域

的劇作。許鞍華執導的《書

劍恩仇錄之香香公主》片長

108分鐘。（香港電影資料館

館藏作品。） 

  
4. 着學生分組就以下各項比較原著及電影的表達效果，

討論重點︰ 

• 敘事觀點： 

例如：第十九回及第二十回兩組節選場面(本環節

第 2 個步驟)，分析及比較不同媒體的表現效果。

 
• 人物形象： 
   例如：比較兩種媒介中陳家洛、香香公主等主要

人物形象的不同之處。 
 

教師引導學生比較兩種媒

介作品的表達效果，可從個

人的喜惡、作品的高下等角

度進行討論，讓學生明白：

• 視像與文字所給予觀眾

或讀者的官能感受截然

不同，前者直接訴諸視

聽感官，後者須由讀者

解讀文本，透過個人想

像而來。 
• 透過不同的敘事觀點，

呈現不同的效果，或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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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活動  構思和備註  

• 情節安排： 
   試分析導演節選原著中與香香公主有關的情節拍

成一齣電影的原因。 
 
 

引讀者的思想，或由觀

眾自行揣摩人物的內心

世界等。 
• 突出人物形象的方法。 
• 故事情節發展的連貫與

增刪。 

  
5. 請學生參考課堂討論的結果，選取討論重點，寫一篇

短評，比較文字媒介與視像作品不同之處，上載到《戲

夢情真》學生討論區，與同儕交流觀點。 

本學習活動目的是讓學生在

享受閱讀名著和觀賞電影作

品的樂趣之餘，逐步提高個

人欣賞和評價名著的能力。

  
6. 教師講讀司馬遷《史記•刺客列傳•專諸》，引導學

生理解文章內容及分析人物塑造的方法。 
「專諸者，吳堂邑人也……

公子光出其伏甲以攻王僚

之徒，盡滅之，遂自立為

王，是為闔閭。闔閭乃封專

諸之子以為上卿。」節錄自

司馬遷《史記‧刺客列傳》。

  

7. 教師簡單介紹《史記•刺客列傳•專諸》的敘事觀點，

說明史家的觀點（外視點）及傳記文學的敘事特色。 
外視點 

- 敘述者置身於作品之

外，並以旁觀者的身份

進行敘述。 

- 敘述者以記載史實的冷

靜的客觀態度陳述已發

生的事件。這種敘述，

通過人物自己在事件中

的行動和語言展現形

象。 

- 如果出現敘述者介入分

析、評論人物和事件，

則在敘述中向讀者表明

自己的身份（例如：《史

記》中「太史公曰」的

部分）。採用這種觀點

的主要是傳記文學和報

告文學。 
見尹均生編(1998)《中國寫

作學大辭典》第二卷，北

京：中國檢察出版社，頁

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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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着學生分組用全知觀點改寫《史記•刺客列傳•專諸》

一文，以無所不知的視角敘述故事。學生可增加對專

諸的心理描寫，或對人物及其相互關係情節環境等進

行主觀解釋和評議，然後向全班朗讀完成習作。 

 可透過用全知觀點改寫

文章，了解學生能否掌握用

不同觀點敘事的方法。可根

據以下準則，檢視學生的表

現： 
• 補充人物的心理描寫 
• 以說故事人的口吻評論

人物 
• 解釋情節的發展 

  
9. 學生觀看電影《刺客列傳》，就人物造型，包括動作、

肖像、服飾，比較司馬遷筆下的專諸與銀幕上的形象

有甚麼不同之處。 

• 討論專諸在銀幕上的造型跟自己心目中的構想有

否分別。 
• 討論飾演專諸的演員，是否符合同學心目中的形

象。 

鮑學禮執導的《刺客列

傳》，由姜大衛飾演專諸，

片長108分鐘，1980攝製。

（香港電影資料館館藏作

品。） 

  
10. 引導學生討論電影《刺客列傳》在人物角色安排與史

記不同之處，並簡單介紹何謂人物形象塑造的藝術美。 

• 電影中增加了燕娘（紅顏知己）一角，並加強了

母親和兒子的戲份，有何作用？ 
• 人物形象塑造的藝術美：其核心是「傳神寫照，

千古若活」。 

 

 

 

 

人物形象塑造的藝術美：小

說美的一種──這就是說，

不管性格美不美的人物，只

要塑造得神形逼真，維妙維

肖，都具有藝術的美感效應。

 
見尹均生編（1998）《中國寫

作學大辭典》第二卷，北京：

中國檢察出版社，頁 897。
 

  
11. 着學生參考課堂討論的結果，撰寫評論文字比較《史

記•刺客列傳•專諸》和鮑學禮執導的電影作品，在

人物形象塑造方面的特色及效果。 

 可透過撰寫評論文字，了

解學生能否掌握鑒賞人物

形象的方法。可根據以下準

則，檢視學生的表現： 
• 能比較兩種媒介的人物

塑造方法 



新高中中國語文學習單元設計示例（2008 年 4 月 21 日修訂稿） 

 11

教學活動  構思和備註  

• 比較及賞析兩種媒介的

人物形象塑造的藝術美 
• 評論中肯、客觀，有個

人見解 
• 行文流暢、結構完整 

  
12. 小結： 

引導學生明白電影根據名著改編，但不一定忠於原

著，也可用「新編」來演繹作品，電影藝術有其獨立

的生命。 

 

  
  

情歸何處—— 

情節的安排與細節的處理 

第 17-27節 

 

1. 學生閱讀幾米《向左走向右走》和觀賞由杜琪峯執

導的同名改編電影，在《戲夢情真》討論區自由發

表感受。  

班會可選購三數張電影光

碟，讓同學輪流觀賞有關作

品。 

  
2. 學生在網上閱讀朗天的電影評論《向左走向右

走—— 電影向左走，評論向右走》一文，集中討

論原著的人物、情節和環境氣氛在改編後的效果。

香港電影評論學會網頁，設

有〈電影評論〉一欄，內容

包括會員評論、電影雜談、

電影新人類等項目。 

  
3. 學生閱讀張愛玲《半生緣》，分組交流個人體會，並

探討小說的主題。 
學生利用較長假期閱讀長

篇小說《半生緣》，並探索

故事主題。 

  
4. 着學生說出故事的主要情節，由教師歸納學生的討

論，從而帶出情節設置是小說內容美的一種。 
 

與學生進一步討論： 

• 人物是否活靈活現？ 
• 小說能給人深刻的感受嗎？為甚麼？ 
• 《半生緣》作為愛情故事，情節是否曲折生動？

《半生緣》是張愛玲第一部

完整的長篇小說，原名《十

八春》，一九五一年結稿，

後來張愛玲在旅美期間，進

行改寫，刪掉了略帶政治色

彩的結尾，易名為《半生

緣》。 

故事可分四部分： 

第一部分（開頭）：故事主

要圍繞著民國時代的上海

和南京，主線是顧曼楨和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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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鈞之間的愛情故事：因工

作而相識、熱戀、訂婚。 

第二部分（發展）：因雙方

家庭問題而棄約，再因種種

誤會及他人的挑撥，引向故

事高潮。 

第三部分（高潮）：沈世鈞

娶了他不愛的人，顧曼楨則

不得已與她最憎惡的祝鴻

才結婚，及後離婚。 

第四部分（結尾）：顧曼楨

歷盡滄桑後與沈世均再相

遇，兩人卻注定情深緣淺。

 

曲折是情節美的重要表現

形態。 

見尹均生編（1998）《中國

寫作學大辭典》第二卷，北

京：中國檢察出版社，頁

898。 

  
5. 學生觀看由許鞍華執導的《半生緣》，讓學生分組講

述個人觀賞電影後的感受： 

• 你較喜歡哪一種媒體的作品？為甚麼？ 
• 電影的情節發展是否按照小說的鋪陳方式？ 
• 有人認為《半生緣》細膩的地方，並不在於故事，

而是在於文字，你是否同意？ 

教師也可以選用電視劇與

原著比讀。(電視劇由林心

如主演，中國文聯音像出版

社、蘇州慈文影視製作有限

公司、上海和展廣告有限公

司聯合拍攝。)  

  
6. 學生閱讀《〈半生緣〉改編的得失》，然後討論電影

《半生緣》情節安排和呈現效果： 

• 評論觀眾的意見： 
- 「為甚麼後半部的節奏和前半部的節奏

完全不同？匆匆忙忙似的。」 

• 討論許鞍華對評論的回應： 
- 「世鈞說十四年沒有見過曼楨，認識她的  

那一年多卻感覺很長很長，接着那十四年

眨眼便過了……譬如說他們相遇的時間

是一小時，我們便用了三分鐘來表達這一

小時，代表性的時間很長；至於世鈞離開

曼楨以後，我們大幅剪除他的生活細節，

《〈半生緣〉改編的得失》，

見盧瑋鑾、熊字琴(編) 
（2007）《文學與影像比

讀》，香港：三聯書店有限

公司，頁11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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令劇情交代得很快，一眨眼便過的……即

是將時間的主觀性表達出來……」 
- 「我們只能說我們失敗了，因為我們的嘗 

試沒有人發覺到。」 
《〈半生緣〉改編的得失》 

  
7. 教師簡單介紹「影片焦點」是一部影片故事、情節圍

繞的中心，任何一部故事影片都有一個焦點，否則故

事和情節就會顯得散亂，然後引導學生根據「影片焦

點」的概念評論電影《半生緣》的呈現效果。 

影片焦點就像小說的「主

腦」和散文的「神」，是全

劇展開的基點和中心線。 
見尹均生編(1998)《中國寫

作學大辭典》第二卷，北

京：中國檢察出版社，頁

1157。 
  
8. 教師引導學生就電影在細節處理方面作較深入的評

賞，例如： 

• 沈世均為了寄照片給母親，約同許叔惠、顧曼楨

一同拍照，電影也保留了這場「拍照戲」，試比

較及分析電影及文字在場景安排上的呈現效果。

- 播放電影第三章「拍照戲」一幕（約 3 分鐘）： 
拍照背景有數棵大樹，天色陰暗，內容主要呈

現他們三人拍照的過程及對話，並加插了當叔

惠替世均和曼楨拍照時，發現片子踫巧用完，

情節與原著敘述不同。及至下雪起來，鏡頭隨

即轉到另一段情節。 
- 着學生朗讀原著第一章以下片段： 
三個人一同出去吃飯，因為要節省時間……那

兩棵柳樹倒已經絲絲縷縷地抽出了嫩金色的

芽。她們在樹下拍了好幾張照。有一張是叔惠

和曼楨立在一起，世均替他們拍的……那一天

的陽光始終很稀薄。一捲片子還沒有拍完，天

就變了。趕緊走，走到半路上，已經下起了霏

霏的春雪，下着下着就又變成了雨……撐開

來，有一色的藍和綠，也有一種描花的……因

為他曾經是屬於她的。 

• 比較電影與小說的結尾部分，分析世均與曼楨久

別重逢的一幕的表現效果： 
- 播放電影第廿七章「重逢」一幕（約 1 分鐘）： 
世均和曼楨一同進了館子吃飯，曼楨問世均是

否幸福，世均回答說他只想她感到幸福。 

 

 

節錄文字見張愛玲(2004)
《半生緣》，香港：皇冠出

版 社 ， 頁 9-11 ； 頁

355-356；頁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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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着學生朗讀原著第十七章以下片段： 
又半晌方道：「世鈞，你幸福嗎？」世鈞想道：

「怎麼叫幸福？這要看怎麼解釋。她不應當問

的。又不能像對普通朋友那樣說『馬馬虎虎。』

滿腹辛酸為甚麼不能對她說？是紳士派，不能

提另一個女人的短處？是男子氣，不肯認錯？

還是護短，護着翠芝？也許愛不是熱情，也不

是懷念，不過是歲月，年深月久成了生活的一

部分。」這麼想着，已是默然了一會，再不開

口，這沉默也就成為一種答覆了，因道：「我

只要你幸福。」 

• 分析電影與小說對同一情節的不同安排，比較兩

者的表現效果： 
- 影片尾聲部分，畫面轉黑，之後閃回「沈世均

與顧曼楨初認識時，特地為她跑回之前拍照的

地方，摸黑替她尋找丟掉了的一隻紅手套」一

段，你認為作者目的何在？ 
- 原著把同一情節順敘地安排在第一章。 

 

 

 

 

 

 

 

 

 

 

 

教師可適時教授學生電影

特有的表達手法——「畫面

組接」，分析導演如何透過

剪接的手段，把不同的鏡頭

有機地組接起來，從而產生

對比、暗示、聯想和懸念等

效果。 

  
9. 學生分組討論小說與電影在細節處理上的不同效果，

並於課堂上匯報，回應同儕的提問，匯報時須舉例說

明。 

 可透過比較文本與電影

對細節的處理，了解學生賞

析不同媒介作品的藝術表

現效果的能力。可根據以下

準則，檢視學生的表現： 
• 能舉例說明處理細節的

不同方法 
• 能指出兩種媒介作品的

呈現效果 
• 能作簡單的評論，有個

人見解 
• 能掌握別人話語重心，

準確回應 
• 說話流暢、用語準確 
• 態度誠懇、尊重他人的

不同意見 
  
10. 小結： 

引導學生明白文字與影像媒介的表現方式不盡相同，

影視作品借具象性的運動畫面作為敘事媒介，而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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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的作品則以抽象性的語言文字作為敘事載體，可

以有更大的想像空間。 
  
  

命運悲歌—— 

人物內心世界的描寫 

與環境氣氛的營造 

第 28-35 節  

 

  
1. 教師簡單介紹影視藝術除了視覺形象外，還有「聲音

元素」，並舉例引導學生認識聲音元素的基本功能。 

• 畫外音 
• 人物對話 
• 聲效 
• 背景音樂 

聲音效果（有源音樂）可以

配合環境，營造氣氛；背景

音樂（無源音樂）和影片中

的人物情緒相連，或者和影

片的劇情有關，用來烘托氣

氛。 

見劉立濱編(2004)《影視聲

音基礎》，北京：中國電影

出版社，頁30-31。 

 

電影《半生緣》運用畫外音

將曼楨和世鈞的內心獨白

直接訴諸觀眾的聽覺；人物

對白大抵依據原著的情節

而展開；電影聲效如雨聲和

火車響號聲，以寫實手法處

理；背景音樂則有表現人物

情緒和烘托氣氛的效果(例

如故事描述男女主角確定

雙方互相愛慕之際，響起柔

和的旋律營造浪漫的環境

氣氛，來襯托兩人沐浴愛河

的甜蜜心情。) 

  
2. 學生閱讀老舍《駱駝祥子》，分析祥子的性格特點，

並探索小說的主題思想。 
《駱駝祥子》寫祥子「三起

三落」的遭遇，反映當時社

會貧民的不堪境況，無法擺

脫悲苦命運的蹂躪。社會的

昏暗與個人的挫敗是小說

鮮明的主題。小說如實地展

示了一個人力車夫的悲劇

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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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教師選取小說片段，引導學生討論作品如何運用文字

進行心理描寫，例如： 

• 第六章：描述祥子與虎妞醉酒親熱之後，思緒凌

亂，由虎妞想到婚姻的事，「……昨天夜裡的事教

他疑惑，羞愧，難過，並且覺得有點危險……奇

怪的是，他愈想躲避她，同時也愈想遇到她，天

愈黑，這個想頭愈來得厲害……」 

• 第九章：虎妞欺騙祥子說自己懷了孕，並計畫向

父親提親，令祥子非常忿恨，心情壞透了，「他攥

着那打兒票子……甚麼叫事情，哪個叫規矩……

喝醉，睡!二十七?二十八也不去磕頭，看誰怎樣得

了祥子!……」 

 

 

節錄文字見老舍《駱駝祥

子》，香港：鴻光書店，頁

53-55；頁 85-86。 
 

  
4. 教師歸納學生的討論，總結老舍運用文字進行心理描

寫的特點： 

• 運用內心獨白，以第三人稱轉述祥子的內心世界

• 語言活潑生動，使人物活靈活現 
• 運用了鋪張的寫法 

 

  
5. 觀看由凌子風執導的電影《駱駝祥子》，討論電影如

何處理上述討論的心理描寫部分。 
凌子風執導的《駱駝祥子》

片長108分鐘，1982年由中

國北京電影製片廠攝製。

（香港電影資料館館藏作

品。） 
  
6. 引導學生討論電影中如何處理上述小說中的心理描寫

片段： 

• 第三章（27:56-28:24）：祥子酒後與虎妞發生關

係，事後祥子十分後悔，畫面呈現祥子大特寫的

鏡頭，面部表情既惆悵又懊悔，之後鏡頭轉到祥

子獨自在街頭拖車，並拒絕載客。導演在此段情

節突然配上古箏的樂曲，調子悲傷、無奈。 

• 第三章（44:30-44:42）：虎妞欺騙祥子說自己懷

孕，向祥子逼婚。祥子情緒激動，背景音樂突然

響起，古箏旋律愈來愈激盪，配合祥子失望、心

灰、激動的表情，最後轉到祥子痛哭的鏡頭，音

樂停頓，祥子情緒愈加激動，罵起粗話來。 

 

  
7. 教師引導學生分析電影運用聲音元素的特色。 電影《駱駝祥子》並無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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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活動  構思和備註  

 
包括： 

• 人物對話 
• 聲效 
• 背景音樂 
• 畫外音 

畫外音。教師可引導學生比

較電影《駱駝祥子》與《半

生緣》的處理手法，表達個

人的喜惡。 

  
8. 教師歸納學生的討論，總結電影處理心理描寫的方

法，如： 

• 運用人物外部動作或對話，展現人物豐富複雜的

內心世界 
• 利用大特寫的鏡頭，展現角色細緻的面部表情，

交代人物的內心世界 
• 背景音樂則有表現人物情緒和烘托氣氛的效果 

 

  
9. 小結： 

電影可以通過人物外部動作，展現人物豐富複雜的內

心世界，而「聲音元素」則使銀幕形象聲畫合一，同

時刺激觀眾的視覺和聽覺，文字媒介雖在這方面有所

不及，但卻可以讓讀者有更大的想像空間。 

 

  
  

總結 
第 36-42 節  

 

1. 學生自讀梁秉鈞《小心文化偏食》及李歐梵《萬家之 
寶──追憶曹禺》，引導學生討論名著與電影的關係。 

李歐梵《萬家之寶——追

憶曹禺》討論曹禺的戲

劇，兼論電影與戲劇的關

係：指出部分曹禺的劇本

改編成電影作品後，有的

能尊重原著，有的卻未能

保留原著氣氛，十分可

惜 。 ( 《 蘋 果 日 報 》

6/5/2007) 
 

《梁秉鈞︰小心文化偏食》

中指出小說和電影各有獨

立的生命，小說不等同電

影，文學作品改編成電影，

不必被「忠於原著」的這包

袱所累，其中記述的例子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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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家衛曾公開稱述電影《花

樣年華》受劉以鬯小說《對

倒》的啟發，正是電影與文

學可以互相轉化和啟發的

明證。(《信報》18/4/2007)
 

 

  
2. 教師總結本單元所學，引導學生明白小說和電影各有

獨立生命，各有長處和局限，改編的影視作品不必忠

於原著，兩者的關係可以是借鏡和轉化。 

 

  
  

總結性評估  

以下活動，任選其一：  

1. 學生分組討論小說《駱駝祥子》及電影作品的思想內

容及藝術表達手法，就敘事觀點、人物形象塑造(除祥

子外)、情節與結構、細節處理、聲音元素及語言特點

等方面的呈現效果，進行比較及評鑑。 

• 學生分組選擇其中一個課題研討及匯報。 
• 各組同學輪流主持研討，帶領全班同學探討有關

課題。 
• 就以上學習活動在課堂上收集同儕和教師的回

饋，整理成個人的文字報告。 
 

2. 學生自選一篇或一部名著與改編影視作品對讀，寫成

一篇評論文字。 

 透過口頭與文字報告，

衡量學生比較、評價名著和

改編影視作品的能力。可根

據以下準則，檢視學生的表

現： 

口頭匯報 

• 比較兩種媒介作品的主

題思想 
• 從敘事觀點/人物塑造/

情節安排/細節處理/聲
音元素比較兩種媒介作

品的表達手法及呈現效

果 
• 論點清晰，論據充分，

有個人見解 
• 能掌握別人話語重心，

準確回應 
• 說話流暢、用語準確 
• 態度誠懇、尊重他人的

不同意見 

文字報告 
• 比較兩種媒介作品的主

題思想 
• 從敘事觀點/人物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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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節安排/細節處理/聲
音元素比較兩種媒介作

品的表達手法 
• 比較及評價作品的呈現

效果 
• 評論中肯、客觀，有個

人見解 
• 行文流暢 
• 結構完整 

  
  

延伸活動 
(彈性處理)  

 

延伸閱讀： 

(1) 劉以鬯小說《對倒》及同名影視作品 

 

(2) 西西《像我這樣的一個女子》及同名影視作品 

 
(3) 選用香港電台節目《小說家族》系列或《寫意空間》

系列其他劇集，與原著對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