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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修單元四選修單元四選修單元四選修單元四  

現當代文學作品選讀現當代文學作品選讀現當代文學作品選讀現當代文學作品選讀  

示例一示例一示例一示例一  

 
一一一一、、、、學習目標學習目標學習目標學習目標  

研習現當代文學作品，體會作品的時代精神及現代人的語言和感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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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認識中國現當代文學的發展 

2. 認識現當代文學與時代、社會、生活的關係 

3. 理解作品的背景、內容、主題及結構 

4. 分析作品的意蘊、藝術手法和風格 

5. 欣賞作品的意象、意境和作者的情思、創意 

6. 從不同角度賞析及評論現當代文學作品的思想內容和藝術手法 

7. 運用不同的手法創作，表達個人的思想感情 

8. 培養閱讀現當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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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聯繫生活經驗，體悟作家的情懷，並有個人的感受 

2. 能運用文學學習基礎知識，理解和分析現當代文學作品的特色 

3. 能運用文學學習基礎知識，並從不同角度賞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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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達個人的思想感情，呈現個性 

5. 養成閱讀現當代作品的習慣，能享受閱讀的愉悅，樂於閱讀，樂

於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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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適《夢與詩》 

2. 魯迅《吶喊‧自序》 

3. 周作人《故鄉的野菜》 

4. 瘂弦《秋歌——給暖暖》 

5. 余光中《鄉愁四韻》 

6. 施蟄存《梅雨之夕》 

7. 冰心《紙船——寄母親》、《笑》、《母愛——「寄小讀者」

通訊之十》及《蒲公英——「寄小讀者」通訊之十七》 

8. 徐志摩《偶然》、《再別康橋》 

9. 錢鍾書《說笑》 

10. 梁實秋《雅舍》 

11. 沈從文《龍朱》 

12. 豐子愷《給我的孩子們》 

13. 朱自清《生命的價格——七毛錢》 

14. 劉以鬯《打錯了》 

15. 洛夫《感時花濺淚 恨別鳥驚心》 

16. 關夢南《便條》 

17. 余劍龍《老竇》 

18. 樊善標《網上追貓》 

19. 也斯《李大嬸的袋錶》 

20. 余華《十八歲出門遠行》 

21. 西西《可不可以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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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鍾叔河（編）《周作人美文選》 

2. 瘂弦《瘂弦短詩選》 

3. 楊牧（編）《豐子愷散文選》 

4. 楊牧（編校）《徐志摩詩選》 

5. 沈從文（著）、雷驤（繪）《邊城》 

6. 董啟章《紀念冊》 

7. 盧瑋鑾（等編）《香港小說選(1948–1969)》 

8. 西西《像我這樣的一個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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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六六、、、、設計取向設計取向設計取向設計取向  

本單元的設計，主要分為三個環節，以闡釋現當代文學的特點，略述

如下： 

1. 承傳與開拓 

新文學運動的先驅最初提出的是文學改良，後來才提倡文學革命。

事實上，新的沒法完全把舊的革掉，在形式和內容上，他們固然有

步武前人的地方，在推動創作的意念上，他們也秉承了歷代作者「心

繫國是，關愛民生」的傳統。近年社會頗鼓吹創意，其實創意並非

憑空創造，而是就前人的基礎加以轉化，進而形成具有個人風格的

作品。 

2. 個性展現 

中國傳統的文論，有「文如其人」的說法。現當代文學作家在作品

中展現的個性更豐富多姿，或集詩人與鬥士於一身，如聞一多；或

陽剛與陰柔並濟，如聲稱以右手寫詩、以左手寫散文的余光中；也

有深受族裔文化背景影響的，如有苗族血統並生長於山明水秀之湘

西的沈從文，作品透現少數民族的爽朗和率真。有時，一個作家前

後期的風格亦有所不同，如周作人早期激越而後期沖淡；又或因受

現實影響而一時展現迥異的文風，如朱自清眼見小女孩如貨物般被

出賣而滿懷激憤。 

3. 創新精神 

中國白話文學由新文學運動肇始，作家即努力求新求變。第二次世

界大戰給世界帶來重大的轉變，文學自然也不例外。在此之前，文

學作品大都反映現實，但經過史無前例的人類大規模互相屠殺，現

實變得無法理解，理性邏輯解釋不了人類的生存狀態。反映在文學

創作上，是時空的錯亂，失去了邏輯線索，是現實與虛幻的互相交

纏，再沒有甚麼不可能發生的事情。過去，文學通過現實的複製或

重塑，把讀者拉進作品中而與箇中人物同歌同哭；現在，文學以錯

綜而虛實相扣的情節把讀者拉開，要他們站在一定的距離思考。因

此，不少閱讀傳統文學作品而成長起來的讀者會認為當代作品不易

「理解」。然而，當代作品不一定要讀者「理解」作者的意圖，而

是要讀者參與思考，自行解釋作品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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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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傳與開拓 1-9 選讀現當代文學作品，透過理解、賞析和評

論文學作品的主題、內容和表現手法，認識

現代文學作品對西方文學的借鑒，探討白話

文學作品與傳統文學間承傳與開拓的關係。 

2 個性展現 10-21 選讀不同時期的現當代文學作品，透過作品

的賞析和評論，認識現當代文學作家的不同

風格，並探討作家如何在作品展現自己的個

性，從而窺見現當代作品風格的多樣性。 

3 創新精神 22-31 選讀現當代文學作品，欣賞作家的情思和創

意，透過作品的理解、賞析和評論，了解作

家在創作手法上的創新，並探討作品的形式

與內容，文學與時代、社會的關係。 

4 總結 32-33 總結研習現當代文學作品的經驗，選讀西西

《可不可以說》，討論「文學可以是甚麼」，

並探討文學與時代、社會、生活、地域的關

係。 

5 延伸活動 彈性

處理 

學生選讀一位自己喜歡的現當代作家作

品，蒐集該位作家生平資料，探索其人的性

格和經歷與作品風格的關係，作專題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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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口頭報告 

� 分組討論 

� 撰寫短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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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編選作品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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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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傳承傳承傳承傳與與與與開拓開拓開拓開拓  

第第第第 1-9 節節節節  
 

1. 着學生於互聯網上蒐集有關「五四運動」和「新文學

運動」的資料，並於課堂上作簡介。 

教師亦可指導學生參考任何

一部中國現代文學史，蒐集

有關資料。 

在必修部分，學生對新文學

運動已有初步認識，此處可

重溫胡適等人的主張，從而

引導學生認識新文學發軔期

文學作品。 

  

2. 着學生朗讀胡適《夢與詩》，並討論：  

� 本詩有甚麼的特色？ � 隔句押韻 

� 每節行數相同 

� 每節每行字數與其他各節

相同 

� 胡適是否做到他自己提出的主張？ 

� 這首詩在內容和形式上是否有舊詩的影子？這首

詩是否有創新的地方？ 

 

由教師總結。 本詩以平白的語言寫現代人

的思想感情，保持舊詩中押

韻和句式整齊的特色，其中

「醉」與「酒」、「愛」與「情」

也是舊詩常見的意象。 

  

3. 延伸活動： 

着學生閱讀沈尹默《三絃》，並選取一種古舊或傳統

的事物，如毛筆、二胡、鐵皮玩具、古老花瓶等，寫

出自己對有關事物的觀感，或這些事物在現代生活中

的意義。 

三絃是一種古老樂器，本詩

藉三絃的樂聲，襯托出現實

的孤寂。 

  

4. 導讀魯迅《吶喊‧自序》，與學生討論下列問題： 可着學生先搜集魯迅生平資

料，以便了解文章中的一些

細節。 

� 作者以鐵屋為喻，認為把鐵屋裡快要悶死的人吵

醒，徒增加他們臨終的痛苦，但他為甚麼還是要

吶喊？ 

只要有人醒來，說不定有毀

壞鐵屋的希望。魯迅期望吶

喊能帶來積極的激勵，藉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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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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聲吶喊，慰藉那些仍在奮鬥

的勇士。 

教師可藉文中「鐵屋中的吶

喊」的寓意，引導學生認識

在國家多事之秋中誕生的新

文學的「憂國傷時」傳統。

（夏志清語） 

鄭樹森在《現代中國小說

選‧導言》中亦言：「五四

作家無一不對現實人生，有

極大的關懷。」 

� 東漢班超「投筆從戎」，作者則「投醫從筆」，

他們的行為何者對國家或社會更有效用？ 

學生自由討論。 

� 中國傳統文學觀念素以為文學作品足以警醒世道

人心，魯迅矢志以文學改變世人的精神，是不是

這一傳統的承襲？ 

魯迅的小說確承襲了傳統文

學反映和暴露世道人心的傳

統，但本篇最值得注意的一

點是，他要改變的是國民的

「精神」，因此他要暴露的

與其說是社會的黑暗面，無

寧說是國民精神的腐朽。 

� 結合本篇所言和魯迅小說《藥》（必修部分指定

作品），魯迅對文學「功用」的觀念和實踐，有

沒有超越前人的地方？ 

正如魯迅在《我怎樣做起小

說來》所說：「我的取材，

多採自病態社會不幸的人們

中」，《藥》的取材亦如是，

目的是為了「揭出病苦，引

起療救者注意」。他寫的不

是個別事件，而是具有普遍

意義的現象。所以有學者稱

魯迅的小說為「啟蒙小說」，

這是他超越前人的地方。 

� 文學能否真的能改變人的心靈？ 學生自由討論。 

最後由教師總結。 本文交代了魯迅投身文學創

作的歷程，反映了現代文學

作品對現實的承擔，以及對

改變現實的期待。 

  

5. 講讀周作人《故鄉的野菜》，討論以下問題：  

� 文題為《故鄉的野菜》，但文首為甚麼說「我的

故鄉不只一個，凡我住過的地方都是故鄉。故鄉

對於我並沒有甚麼特別的情分」？ 

這是欲揚先抑之法，下文以

深情的筆觸寫故鄉的野菜，

益見其對故鄉的懷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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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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試指出各段中所引古文、兒歌和日本文獻有甚麼

作用，產生甚麼效果？ 

� 第二段引兒歌說明採薺菜

是浙東婦女和兒童一直以

來的「一種有趣味的遊戲

的工作」；引《西湖遊覽

志》和《清嘉錄》說明採

菜是古已有之的民俗和採

菜的盛況。 

� 第三段引兒歌引出以黃花

麥果造糕點的習俗，引以

日本和北京的同類點心作

對北，強調故鄉糕點的特

殊風味。 

� 第四段引日本文獻說明採

紫雲英花的習俗在日本也

甚普及，強調紫雲英的可

愛。這樣寫令文章的文化

內涵更為豐富。 

� 文中寫故鄉的三種野菜，內容各有側重，試加說

明。這樣寫產生甚麼效果？ 

寫薺菜着重寫採菜的歡愉；

寫黃花麥果主要帶出用菜作

糕的習俗和過程；寫紫雲英

則重點描畫菜花的美態。這

樣寫來令文章變化多姿，生

動活潑。 

最後由教師總結本篇的寫作特色。 � 周氏兄弟（魯迅、周作人）

都有深厚的古文根柢，本

文不但旁徵博引，在行文

上也有暗用古文的句子

（暗引），如「釣於斯遊

於斯」，出自韓愈《送楊

少尹序》：「某樹，吾先

人之所種也；某水，某丘，

吾子時所釣遊也。」（後

因稱故鄉為「釣遊之地」）

「上墳船裡的姣姣」，出

自清代範寅的《越諺》：

「正月鐙，二月鳶，三月

上墳船裡看姣姣。」但周

作人寫來不會令人覺得老

氣橫秋，反而富於文化內

涵，也與現實緊扣。 

� 周作人行文的特色，在於

好援引古文，但不會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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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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覺得陳俗老套。例如第三

段的行文：「黃花麥果通

稱鼠麴草，係菊科植物，

葉小，微圓互生，表面有

白毛，花黃色，簇生梢頭。

春天採嫩葉，搗爛去汁，

和粉作糕，稱黃花麥果

糕。……」幾接近古文，

古文句法如套用得宜，可

令行文流暢簡潔。 

� 全文一千二百餘字，引文

約佔六分之一，但因與內

文作「有機扣連」，故不

覺累贅，反而增加雅趣和

文化意蘊。 

� 內容平淡中見真情，既援

引古籍，又與現實相扣，

於承襲傳統文學之餘，別

開生面，富現代生活氣息。 

  

6. 導讀瘂弦《秋歌——給暖暖》，着學生： 

� 將本詩與指定作品《詩經‧蒹葭》比較，指出兩

篇作品在形式上相似的地方。 

 

《詩經》在語句上多重複，

本詩「暖暖」二字也兩次在

末句出現，如最後兩節： 

秋天，秋天甚麼也沒留下/

只留下一個暖暖 

只留下一個暖暖 /一切便

都留下了 

營造出反復吟詠的效果，與

《詩經》異曲同工。 

� 指出詩中運用了甚麼傳統中國詩常見的意象。 例如：落葉、荻花、砧聲、

雁子、秋空、馬蹄、落花、

山徑、琴韻、寺院。 

� 指出詩中運用了甚麼西方的文學意象。 唯一的例子是「十四行」。

十四行又稱商籟(sonnet)，是

西洋詩歌的一種「格律體」，

每首十四行，押韻，音尺也

須互相呼應，內容以抒情為

主。詩中說雁子在秋空「寫

牠們美麗的十四行」，十四

行既指有規律的「雁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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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含有一種抒情的美的情

調。 

� 分組討論以下問題：  

� 「暖暖」在詩中多次出現，這名字的主人與

作者會有怎樣的關係？ 

應是戀人甚或妻子。 

� 詩中充滿了傳統中國詩常見的意象，營造出

一種怎樣的效果？ 

有一種蕭條、蕭殺和寧靜幽

森的氣氛。 

� 「暖暖」二字反覆出現，與詩中的氣氛是否

不協調，或有所衝突？ 

正是這種衝突，令人更感受

到「暖暖」這名字給人帶來

的「暖意」。 

� 詩的最後兩節想說明甚麼？ 即使世上事物蕩然無存，只

要「暖暖」仍在，便感到安

穩滿足。 

學生分組匯報，由教師總結。  

  

7. 着學生自讀余光中《鄉愁四韻》，分析作品的主題，

並與《秋歌——給暖暖》比較，探討兩篇作品在藝術

手法上的異同，作口頭報告。 

《秋歌——給暖暖》字句重

複，體現民歌的格調，與《詩

經》有一脈相承的關係；《鄉

愁四韻》亦以相同語句，營

造歌謠一唱三嘆的效果。 

� 可透過口頭報告，了解學

生： 

� 對作品主題的理解（例

如：思鄉） 

� 對作品藝術手法的分析

（例如：意象古典、音節

優美、語言簡樸） 

  

8. 着學生在課前先閱讀施蟄存《梅雨之夕》全文，並以

不超過八十字寫出小說的情節大概。 

小說的情節大概： 

主角下班時遇雨，步行回家

時在路上遇到一名沒有帶雨

具的美麗少女由電車下來，

跟隨一會後自告奮勇撐傘送

她一程，最後自行乘人力車

返家。 

  

9. 着學生談談個人對這篇小說的印象，並透過以下問

題，引導學生探討作者如何刻劃小說中「我」的心理： 

 

� 「我」下班時的心情怎樣？何以見得？ 心情閒適，從他認為路人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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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匆忙避雨可以反映出來。 

� 為甚麼「我」最初不敢自告奮勇給女子打傘？他

看着女子的狼狽心理有甚麼反應？後來為甚麼

「我」又願意把傘分一半給女子？ 

因為害怕給女子拒絕。他對

女子的焦灼既同情又樂於作

一個旁觀者。他覺得女子對

他的注視令他難受，因此他

要「報復」，或至少對她的

催促作出回應。 

� 女子的注視令「我」臉紅了，「我」自稱找不到

臉紅的理由，你可以分析一下他臉紅的原因嗎？ 

原因可以是害羞、覺得堂堂

男子怯於保護女子是不體面

的事、覺得女子竟大膽注視

他是對他的一種挑釁、突然

的注視令他來不及作出其他

反應。值得注意的是，在「我」

臉紅之前，兩人的目光曾有

一次交投，但這一次作者沒

有臉紅，是因為女子不一會

便「將釘住着在我身上打量

我的眼光移向着暗黑的天

空」，不致令他覺得難堪。

由此可見作者在心理描畫上

的細緻。 

� 回到家裡，「我」覺得應門的聲音像誰？給他開

門的人像誰？為甚麼他會有這種感覺？ 

應門的人像剛才碰上的女

子，開門的像剛才監視他的

人。他仍沉迷於與女子同行

的一段路程，也為這一段「越

軌」的行為猶感心虛。 

� 妻子問「我」遲歸的原因，為甚麼他要說謊？ 他覺得與女子同行是一種帶

有非分之想的行徑。 

  

10. 教師可與學生一起扮演心理醫生，分析小說中「我」

的心理變化和行為的表現，並討論這篇小說的主旨。 

� 如上述「我」與女子兩次

眼神交投的不同心理，又

如「我」以為同行的女子

是他初戀對象（這顯然是

一次單戀或暗戀），表現

得緊張，到他肯定女子與

他並不相識時，反而變得

輕鬆。 

� 文學作品的主旨不一定有

統一的答案，就本篇而

言，可以是寫人生的無

聊，或小職員百無聊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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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態，或是一段平凡婚姻

中的小插曲，也可以是刻

劃人性中對美的追求及幻

想，甚至是已婚男性潛伏

心中的「越軌」的欲念，

等等。 

教師總結小說的特色。 本篇為中國現代心理分析小

說的代表作之一，是一個近

乎沒有情節的故事，主要以

主角的心理帶動，是西方心

理分析小說的「橫的移植」，

是傳統少有純以心理描寫帶

動的小說。 

有關「心理分析小說」資料

可參考附錄一。 

  

11. 延伸活動： 

着學生閱讀魯迅《狂人日記》，並與施蟄存《梅雨之

夕》比較分析，作簡單報告。 

《狂人日記》同樣充滿心理

描寫和主角的內心獨白，在

語無倫次的背後，同樣可以

剖析箇中原委。尤其重要的

是，本篇被譽為中國現代文

學史上第一篇白話小說，也

是魯迅的第一篇小說作品，

但已見出手不凡。 

  

12. 片段寫作： 

着學生以「派發成績表前後的剖白」為題，用 150-200

字描繪派發成績表前後的內心感受和變化。 

 

  

13. 延伸閱讀：  

(1) 鍾叔河（編）(1998)《周作人美文選》，香港：明

報出版社有限公司。 

(2) 瘂弦(2002)《瘂弦短詩選》，香港：銀河出版社。 

 

  

  

個性展現個性展現個性展現個性展現  

第第第第 10-21 節節節節  
 

1. 重溫初中時讀過的冰心作品，如《紙船——寄母親》，

着學生談談印象中冰心作品的內容特色。 

教師可於講授每篇作品前，

着學生搜集有關作家的生平

梗概，與作品風格相印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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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冰心作品內容主要歌頌母愛

和人與人之間的親和關係。

如茅盾《冰心論》所言：「（冰

心）憧憬着『美』和『愛』

的理想的和諧的王國。」 

  

2. 導讀冰心《笑》，然後分組討論： 可着學生先自行閱讀，或輪

流朗讀課文。 

� 文末提到「眼前的三個笑容，一時融化在愛的調

和裡看不分明瞭」，調和這三個笑容的愛，會是一

種怎樣的愛？ 

是對純真、人與人之間的情

意和大自然的愛。 

� 本文是否能做到作者自述中提出的「能表現自

己」？若然，文中表現的又是一個怎樣的「自己」？ 

本文反映作者的態度誠懇率

真，是作者心境的表白，從

本文可見冰心是個熱愛人、

人間和大自然的人。 

� 自讀《母愛——「寄小讀者」通訊之十》及《葡公

英——「寄小讀者」通訊之十七》，並結合曾研習

的冰心作品，分析其作品的風格特色。 

文字清麗純真 

風格溫柔雅樸 

學生分組匯報，由教師總結。  

  

3. 導讀徐志摩《偶然》，着學生朗讀全詩，然後討論下列

問題： 

� 徐志摩於英國劍橋留學期

間，與林徽音邂逅，並宣

佈與元配張幼儀離婚。

1922 年返國後，卻發覺林

徽音選擇了他恩師梁啟超

之子梁思成。此詩寫於

1926 年，學者一般認為詩

中的「你」就是林徽音。 

� 可播放陳秋霞作曲並演唱

的同名歌曲。 

� 「雲」這意象會令人產生怎樣的聯想？ 飄忽的人、遊子。 

� 第二句中的「你」處於一種怎樣的心理狀態？ 心波蕩漾。 

� 為甚麼「我」要求「你」「不必訝異，更無須歡喜」？ 因為你我的相遇（我的投影）

「在轉瞬間消滅了蹤影」。 

� 「你記得也好，最好你忘掉」這兩句，「我」到底

希望「你」記得還是忘掉？ 

這是兩個看似矛盾的句子：

你記得固然好，最好你忘

掉。但「最好」語氣重於「也

好」，表面看似「我」還是

希望「你」忘掉，但若細加

體會，這無疑是一種「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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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反」的寫法，「最好」忘

掉，是因為實在難以忘掉。 

  

4. 着學生自讀徐志摩《再別康橋》，並與《偶然》作比較，

分組討論下列問題： 

徐志摩 1922 年由劍橋（康

橋）學成回國，1928 年重遊

舊地，寫成此詩，故稱「再

別」。 

� 在《偶然》中作者要「你」把「交會時互放的光

亮」忘掉；在本詩中，作者「揮一揮衣袖，不帶

走一片雲彩」，其中蘊涵的感情是否有相同的地

方？ 

在《偶然》中作者要「你」

把片刻光亮忘掉，在本詩中

作者不帶走康橋的一片雲

彩，都看似灑脫，實則蘊涵

對「你」和康橋深厚的感情。 

� 這兩首詩透露了作者怎樣的性情？ 作者感情豐富，雖然故作灑

脫，但對曾眷戀的人和事都

未能忘懷。 

教師總結兩詩的特色。 兩詩一以淡彩，另一則以濃

墨，寫相交相別的情懷，於

沉厚的情意中見灑脫的胸

襟，富於浪漫情調。 

� 可透過分組討論，了解學

生： 

� 對作家情懷的體悟(例

如：對故人、舊地的眷戀） 

� 對作家個性的認識 (例

如：感情豐富、浪漫灑脫） 

  

5. 引導學生把徐志摩《偶然》、《再別康橋》兩詩與指定

作品聞一多《死水》比較，探討新詩「格律派」在形

式上的嘗試。 

� 聞一多和徐志摩等主張新

詩的「音樂美」和「建築

美」。《死水》每節句數

和每句字數都一樣，形成

了一種「豆腐乾」體的整

齊形式。此外也隔句押

韻，令全詩讀來朗朗上口。 

� 徐志摩的兩首詩形式沒有

那麼整齊，但每節的結構

基本相同。《偶然》的第

一節第二、五句，第二節

的第一、二、五句押韻；

《再別康橋》隔句抽韻。

《偶然》每節的第一、二、

五句都是三音節，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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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句則是兩音節（可參考

附錄二的分析），結構同

樣嚴謹。 

  

6. 講讀錢鍾書《說笑》，引導學生討論下列問題： 本文採用「開門見山」法，一

開頭兩句即全篇文章的關鍵

（亦即所謂「文眼」），着學

生抓緊這兩句的含意，則以

下論說雖兜兜轉轉，都離不

開這兩句對「笑」的定調。 

� 笑和幽默有甚麼關係？ 笑是自然的流露，就像閃

電，是靈活的，不能像太陽

和月亮那樣永遠掛在天上，

否則就是固定的、呆板的。

幽默也一樣，只能是自然的

流露，為了顯示自己有幽默

而提倡幽默或硬擠出幽默，

就變成刻板的模仿，降低了

幽默的品格。 

� 作者認為怎樣才算真正的幽默？  幽默應是一種脾氣（這裡「脾

氣」一詞用得頗彆扭，用「氣

質」似乎較好），是能夠反

躬自省，然後置諸一笑。就

如上一段所言，是別有會

心，欣然獨笑，給沉悶的人

生透一口氣。這完全是一種

個人的修養。 

� 綜觀全篇，作者對幽默有何看法？ 假裝的幽默當不得真，只是

用來「換銀」的工具而已。 

  

7. 就錢鍾書的行文風格，着學生分組討論下列問題：  

� 作者是學貫中西的著名學者，本文怎樣體現他的

學者本色？ 

作者在文中旁徵博引，引文

來源包括中國古籍（《廣陽

雜記》、《神異經》）；希

臘哲學家（亞里士多德）、

英國詩人、學者（白倫脫）；

英國貴族（荷蘭夫人）、法

國學者（柏格森），以至引

用法文、拉丁文和西洋成語。 

� 如果說作者行文風格在幽默之外也帶點尖酸刻

薄，你是否同意？ 

本文確有尖酸刻薄的地方，

如一開頭便嘲笑文人的職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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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賣笑」，「賣笑」一詞

本來用以形容妓女。又如說

大部分人的笑有如馬嘶，把

幽默家說成「弄筆墨的小花

臉」，甚至批評大文豪馬克‧

吐溫的作品「不甚看得」，

其嘻笑怒罵是否有點「過了

頭」，可以自由討論。 

� 作者以幽默的行文批評幽默，是否有點「自打嘴

巴」？ 

作者並不否定幽默，只是反

對造作的幽默。他以反對提

倡幽默來「提倡」真正的幽

默，觀點統一。學生可自由

討論。 

可參考孔慶東《真正的幽默

是我不幽默》，見以下網址： 

http://book.jrj.com.cn/news/ 

20050304/000000014731.htm 

學生分組匯報，由教師總結錢鍾書行文風格。 旁徵博引，具學者式的幽默

和機智。 

  

8. 着學生自讀梁實秋的《雅舍》，然後比較錢、梁二人文

風的不同，撰寫短評一則。 

� 《雅舍》於淡雅中見傳統

中國知識分子的安貧樂

道，隱含風趣幽默的本色。 

� 錢、梁的作品同以幽默見

稱，但《雅舍》一文中展

現的幽默比較溫文含蓄，

與錢的「辛辣」有所不同。 

  

9. 延伸活動：  

着學生閱讀楊絳《錢鍾書與〈圍城〉》，文中對錢鍾書

「癡氣」的憶述，並討論錢鍾書的性格如何在本文的

風格上反映出來。 

錢鍾書夫人楊絳在文中提到

錢鍾書「癡氣」的表現，包

括愛捉弄別人，捉弄對像包

括同學、自己的夫人和女

兒，非把人弄得哭笑不得不

可。而在《說笑》一文中，

錢鍾書也盡情拿提倡幽默的

人來開玩笑。 

  

10. 導讀沈從文《龍朱》： � 沈從文是湖南湘西鳳凰縣

人，母親是土家族人，祖

母是苗人。他的文字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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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厚樸實，時而或粗獷或

絢麗；《邊城》、《湘行

散記》等作品，以湘西自

然風貌為背境，寫當地人 

 民的率真淳樸性格，論者

認為與他具有少數民族血

統不無關係。 

� 可參考彭小妍《沈從文小

說選‧導論》，1995 年，

台灣洪範書店。 

� 着學生於課餘自行閱讀《龍朱》，並搜集有關少數

民族男女「對歌」的資料，並於課堂上簡述每環

節的故事梗概。 

� 可參考人民網： 

http://politics.people.com.cn/ 

GB/8198/74182/74183/ 

5132454.html 

� 本篇故事分為三個環節：

第一，說這個人；第二，

說一件事；第三，唱歌過

後一天。 

� 這個人：「這個人」名龍

朱，是白耳族苗人。龍朱

樣貌俊美、品格高尚、能

歌善獵，也許正因過於「完

美」，還沒有戀愛對象，

或者說，沒有女人敢把愛

投在他身上。 

� 一件事：一天，龍朱的奴

僕矮奴向龍珠求助，說在

山中與一女子對歌時給女

子欺負了。龍朱與矮奴來

到山中，教矮奴對歌，都

給女子一一壓倒，最後龍

朱親自出口唱歌，女子卻

再沒接續唱下去。 

� 唱歌後一天：龍朱起誓非

娶得女子不可。矮奴打探

出女子是黃牛寨寨主的幼

女，主奴二人遂出發到寨

外尋找女子。經過一輪對

話，龍朱向女子走去。 

� 着學生分為三組，分析小說中三個主要人物的形

貌和個性，然後向全班匯報。 

� 龍朱的形貌和個性一如上

述； 

� 矮奴身長不過四尺，但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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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靈巧，反應敏捷，有一

點慧黠； 

� 黃牛寨寨主幼女美麗動

人，善唱歌，歌聲甜美，

從她的唱詞可知她為人聰

敏。 

� 討論以下問題：  

� 矮奴在小說中起怎樣的作用？ 他的作用有如傳統戲曲中在

小生與小姐之間穿針引線的

「紅娘」。此外，也以他滑

稽的言談和動作對其他兩個

主角起襯托作用，和給小說

營造一種輕鬆愉悅的氣氛。 

� 矮奴提到寨主有三個女兒，大女和次女比幼

女更美麗，那麼，龍朱喜歡的豈不是「次一

級」的人選？ 

寨主大女和次女雖然比幼女

更美，但她們不常出來。幼

女常在山間作活，可見她為

人較開放開朗，這種性格，

無疑和龍朱更為相襯。由此

也可見作者心思的細密。可

着學生特別注意和討論這一

點。 

  

� 結合曾學過的人物描寫方法，分析本篇對人物，

尤其是男女主角的塑造技巧。 

� 男主角龍朱：運用了正面

描寫和側面描寫，正面描

寫包括外貌、個性、聲音、

行為、心理描寫；側面描

寫是以族中男女對龍朱的

觀感作為襯托，寫出龍朱

內在和外在的特出之處。 

� 女主角寨主幼女：純用側

面描寫，從矮奴的描述和

反應，從她的歌聲、歌詞，

以至她人去後遺留的遍地

野花，烘托出她的明麗聰

敏。 

  

11. 作者在本篇開頭的《寫在〈龍朱〉一文之前》中，自

言把本篇獻給苗族人，又說「血管中流着你們民族血

液的我，二十七年的生命，有一半為都市生活所吞

噬」。着學生結合《前言》和小說內容，探討苗族人的

個性特色，以及作者藉此帶出的訊息。 

從小說人物的言行可見，苗

族人開朗、熱情、勇敢、聰

慧。但作者在《前言》中一

再申明他已流失了苗人的這

種天真純潔，他無疑是想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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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說塑造一個烏托邦，從而

促使都市人反省是否已失去

人類應具有的源於大自然的

率真天性。 

  

12. 豐子愷以小孩為題材的漫畫，早已膾炙人口，可着學

生搜集這方面的畫作，選出自己最喜歡的一幅，在課

堂上分享個人的感受。 

可參考豐子愷漫畫選網址
(http://www.zikai.org/)。 

 

  

13. 導讀豐子愷《給我的孩子們》，引導學生討論下列問

題： 

� 這是 1927 年開明書店版

《子愷畫集》寫的代序。 

� 教師可提醒學生注意文章

開頭的幾句「可惜到你們

懂得我的話的意思的時

候，你們將不復是可以使

我憧憬的人了。這是何等

悲哀的事啊！」，這段話

的意思不易明白，因此不

要推敲話中的含意，到讀

畢全文再來討論。 

� 作者用甚麼事例說明成人缺乏情趣，與兒童的天

真形成對比？ 

不許兒童弄自鳴鐘、把穿在

椅子上的「鞋子」毀掉、看

到小孩裁掉書本而驚駭大

叫、不許孩子弄毛筆、要孩

子「打針」吃藥。 

� 在「去同不相干的人們做了叫做『上課』的一種

把戲回來」中，作者對成人世界表達了一種怎樣

的觀感？為甚麼他會這樣寫？ 

這裡的行文用字隱含了對成

人世界的一種鄙夷，因為他

認為成年人虛偽、退縮、順

從、妥協，專做無聊事。 

� 為甚麼作者說到孩子們「懂得我的話的意思的時

候，你們將不復是可以使我憧憬的人了。這是何

等悲哀的事啊」？ 

因為孩子長大了，經歷過成

人世界的虛偽妥協，才會明

白童真的可貴，但這時他們

已不再天真，此所以悲哀。 

� 你是否同意文中對兒童世界和成人世界所作的對

比。 

學生自由討論。 

  

14. 分組活動：  

豐子愷的漫畫多以兒童、古詩詞和都市世間相為題

材，着學生搜尋欣賞其漫畫作品，談談個人對豐子愷

漫畫的觀感，並結合其作品，探討他的文字風格特

� 豐子愷寫兒童的漫畫具有

童真和幽默感；寫古詩詞

意境的漫畫則富有詩意，

帶有濃厚的抒情色彩；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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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以及作者的為人。學生分組匯報，教師總結。 畫世間相，則觀察入微，

常能以強烈的對比寫出都

市人的虛浮，也能展露戰

爭的殘酷。 

 � 由畫及人及文，則作者富

有悲天憫人的情懷，具有

赤子之心，文風淳厚樸

實，感情豐富。 

  

15. 着學生自讀朱自清《生命的價格——七毛錢》，並與朱

自清其他作品（如《荷塘月色》或《背影》）比較，探

討兩篇文章風格的不同，撰寫短評一則。 

本文對現實的殘酷，提出控

訴，寫來充滿激情和憤怒，

氣勢迫人。 

� 可透過撰寫短評，了解學

生對作家不同作品風格的掌

握（例如：溫柔敦厚、慷慨

激越）。 

  

16. 延伸閱讀：  

(1) 楊牧（編）(1982)《豐子愷散文選》，台北：洪範

書店有限公司。 

 

(2) 楊牧（編校）(1987)《徐志摩詩選》，台北：洪範

書店有限公司。 

 

(3) 沈從文（著）、雷驤（繪）(1998)《邊城》，香港：

商務印書館有限公司。 

 

  

  

創新精神創新精神創新精神創新精神  

第第第第 22-31 節節節節  
 

1. 導讀劉以鬯《打錯了》，着學生先閱讀小說，並談談

個人對作品的感受，然後討論下列問題： 

教師指導學生閱讀當代作品

時，可給與學生更大的自

由，鼓勵他們大膽說出個人

的意見，不必尋求統一的答

案。 

本文是一篇「小小說」（也

稱微型小說、極短篇），頗

具「實驗性」，於 1983 年發

表後，曾被二十多種書刊選

錄或轉刊。一般小說大都只

有一個結局，本篇卻有兩個

結局──因偶然發生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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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決定了主角的不同命運。 

� 甚麼影響了主角陳熙的命運？ 一個打錯了的電話。 

� 在第二節中，如果主角不去接聽那打錯了的電

話，結局是否會與第一節相同？ 

很有可能。這也說明人生際

遭的微妙之處。 

� 除了一個打錯了的電話，還有甚麼決定主角的命

運？ 

� 人生是由一連串事件組

成，這些事件互為因果， 

 相互緊扣，令生活充滿種

種變數，這也是人生引人

入勝之處。 

� 在這故事裡，主角為了等

候僱主回音，呆在家裡，

因而接聽了女友的電話而

要外出。如果他沒有接到

女友的電話，故事可能有

另外的發展。 

  

2. 引導學生討論作品創新之處，由教師總結。 作品在結構上推陳出新，兩

個不同的結局暗寓人生的變

幻，引人深思。 

  

3. 小說續作： 

着學生思考《打錯了》會不會有第三，甚至第四、五

個結局；又或轉移敘事觀點，以不同的身份續寫這篇

小說。 

例如： 

� 第一節主角遇上車禍，不

能赴女友麗嫦的約，以麗

嫦的身份續寫故事。 

� 第二節來電的人要找大伯

和大伯母，着學生想像這

人為何要找伯父母，結果

電話打錯了，以後有甚麼

事情發生，並續寫下去。 

  

4. 導讀洛夫《感時花濺淚 恨別鳥驚心》。教師可先印

發本詩給學生，但刪去詩題。着學生朗誦全詩，然後

引導學生討論下列問題： 

� 著名台灣現代詩人洛夫，

多年前受中國古代一種詩

體「隱題詩」的啟發，寫下

一本名為「隱題詩」的詩

集，共收詩作四十五首（見

洛夫(1993)《隱題詩》，台

北：爾雅出版社。） 

� 隱題詩也叫「藏頭詩」，原

是中國傳統詩歌的一種體

裁，詩的題目藏在每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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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個字，如明代徐渭（文

長）就有一首詩說： 

平湖一色萬頃秋， 

湖光渺渺水長流； 

秋月圓圓世間少， 

月好四時最宜秋。 

詩的題目就是《平湖秋月》。 

� 作者在本詩的首五句想說明甚麼？ � 在亂世中，人最易流於傷

感，或傷春悲秋，或為令

人寒心的事情而悲吟。傷

痛源於內心（從「蕊」開

始），因此淚水濺不熄內

心深處的痛楚（淚中的

「火」）。 

� 詩人以借喻寫出深刻的心

理感受，是現代詩常見的

手法。 

� 對於本詩的後五句，你讀後有甚麼感想？ 恨是難以表達的，雖然可以

發出悲鳴，但只是一種自然

的反應（受了傷會呻吟，受

了驚會驚叫），實際上於事

無補，因為受憂愁困擾的心

（心鎖）不是輕易就可以開

解的（灌了鉛）。 

5. 教師可着學生為這首詩構思一個題目。 � 也許情思敏銳的學生已察

覺到詩句的第一個字已暗

藏玄機（詩題出自杜甫《春

望》中的兩句，學生在初

中時或已讀過）。 

� 教師可解釋隱題詩的作

法。這種作法在古時可以

是一種文字遊戲，經現代

詩人借用，卻別具創意。 

教師總結。 � 這是一首內容習見（憂和

恨）但手法富創意的作品。 

� 作者利用古詩的體制，又

突破了形式的限制，是另

一種形式的創新。 

� 詩的內容與詩題（兩句古

詩）暗相呼應（都是寫憂

和恨的心理反應），但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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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詩的「題」有時未必與

內容配合。 

� 有關洛夫隱題詩的評論，

可參考中文大學吐露詩社

的網址： 

http://tolopoem. 

mysinablog.com/ 

  

6. 延伸活動 

教師可隨意摘錄一些字句或古、今人詩句，着學生以

句中每個字作為詩句開頭的第一個字，試寫隱題詩。 

� 這是引導學生寫詩的一個

有效方法，台灣和香港不

少詩人和教師都以此作為

帶起學生興趣的練習，但

當然不能成為寫詩的定

式。 

� 教師可提醒學生分行要盡

量自然──但即使洛夫也

有因為受首字限制而有分

行牽強的情況。 

� 教師和學生習作可參考以

下網址： 

http://www.blcwc.edu.hk/pa/ 

pap1vol17.html 

  

7. 導讀關夢南《便條》。着學生朗讀全詩，然後討論下列

問題： 

� 「便條詩」是詩人以便條

化的日常語言，仿便條簡

明的形式來寫詩，有關作

品可參考附錄三。 

� 教師可向學生指出，即使

是日常事物，稍加創意，

也可化成出色的文學作

品。 

� 詩中父親回覆女兒的便條有兩個版本──「2a」

和「2b」，二者有甚麼不同？父親為甚麼會這樣

做？反映了甚麼情意？ 

� 在「2a」中，父親顯得憤

憤不平，並警惕女兒小心

世途險惡，更藉此發洩了

一下對社會的不滿；但在

「2b」中，父親變得心平

氣和，教女兒安守本分，

充滿了「溫馨」提示。 

� 父親這樣做，是不希望加

添女兒對現實的不滿，讓

她安心工作。 

� 反映了父親處處為女兒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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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的情意。 

� 在「4.回覆女兒的便條」中，作者只是寫上

「…… ……」，為甚麼？ 

� 因為讀者大概已知道父親

會怎樣回答，多是一些溫

馨鼓勵的話，所以省略了。 

� 教師可着學生嘗試補上這

回條裡父親可能說的話。 

� 女兒已有工作，為甚麼還向父親要錢交「咭數」？

父親照辦，卻沒有加以訓誨，為甚麼？ 

� 可以有各種可能的原因，學

生言之成理便可。最大的

可能是，現代年輕人愛花

費，用信用咭簽賬很易超

出預算，因此要父親支援。 

� 現代父母總是答應子女的

要求，包括物質上的需要。 

� 詩中的一句「如果一旦發現公司盤數有甚麼不

妥」，「如果」和「一旦」語意重複，若說作者故

意如此，那他為甚麼要用上有語病的句子？ 

書寫便條，往往信手隨意，

少加斟酌，這正足以顯示便

條的「便」，更接近現實。 

� 本詩的主題是甚麼？ 父女情意 

最後由教師總結本詩的特色。 全詩以便條的方式寫成，信

手拈來，卻富有創意，把平

淡而枯燥的日常事件戲劇

化，藉回條的兩個版本，刻

劃父親對女兒的關愛，並含

蓄地寫出父親的個人經歷，

對社會人心暗含諷刺，情意

真切自然。 

  

8. 延伸活動：  

齊來寫「便條詩」。 教師可鼓勵學生以便條詩的

形式與家人、同學，甚至老

師溝通。 

  

7. 着學生自讀余劍龍《老竇》，分組討論下列問題： 

� 詩中的「老竇」可否改為父親？ 

� 詩中的粵語如改為書面語，效果是否一樣？ 

� 在甚麼情況下適宜運用方言？ 

然後分組匯報，在課堂上與同學交流分享。 

� 《便條》一詩，間或插入

粵語，但頗為克制，而且

既是便條，用口語順理成

章。但現在香港愈來愈多

作家不避口語，認為這才

「原汁原味」。方言入文，

可說古已有之，於今為

烈。地道的口語，雖會帶

來一定的鮮活感，但若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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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則反顯俗套。不少教

師都反對學生以口語入

文，這是個值得討論問題。 

� 本詩運用了不少口語，教

師可引導學生討論新詩中

融入粵語是否適當的問

題。 

  

8. 導讀樊善標《網上追貓》，着學生在課前先閱讀全文，

然後引導學生討論下列問題： 

這是一篇一反敘事散文傳統

的作品，文章以網和寵貓之

死貫串，插進不少其他細

節，其中幻想與現實交織，

有實指也有象徵成分，需要

仔細爬梳才易理解。 

教師可提醒學生遇到一些難

明的細節時暫勿理會，讀畢

全文再仔細推敲。 

� 文中出現了一些不可思議的情節，那是甚麼？這

荒誕的情節可以怎樣解釋？ 

第 3 段寫死去的寵貓呼出一

個氣泡，把「我」包住，沉

到海底，貓尾隨用爪撫摸氣

泡，發出金屬刮在玻璃上的

聲音。 

這裡不一定有確解，也許是

指作者其實是受玻璃罩保

護，人與貓，尤其是一隻死

去的貓終有所隔膜，也許人

與人亦復如是。貓是暴斃

的，也許「心有不甘」，所

以呼出一個氣泡來。 

第 9段寫貓「伸出爪來爪我，

發出金屬刮在玻璃上的聲

音」。也許是指「我」的身

體變成了玻璃，暗示人的「物

質化」、「僵化」。 

� 作者與學生討論網的象徵和貓的死因，有甚麼結

論？ 

網象徵僵化、刻板的生活，

貓因而是給悶死的。 

� 作者掏出那疊在街上接過來的傳單，「朝網的缺

口一撤，碎紙在電視機頻閃的光影裡燃亮飛散，

瞬間開成一朵明麗的煙花」，有甚麼象徵意義？ 

這不能「如實」理解。作者

因追貓（貓已死去，這自然

是幻想的情節）而爬出窗

外，向網的缺口撒碎紙，碎

紙散開，有如傳統祭祀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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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撒錢紙，彷彿是為貓招

魂（貓已死去，反而自由了，

可來去自如），也像是哀悼

這世界，但紙碎「開成一朵

明麗的煙花」，影像華麗卻

虛浮，表達出現實生活的沉

悶虛浮。 

� 總結全文，「網」這意象指的是甚麼？ 網就像現代人活在其中的現

實，重複、無聊、沉悶、虛

浮，即使意識到其中的荒謬

（「追貓」就是一種反省），

終難擺脫網的纏繞。 

教師總結。 � 本文打破成規，在文中加

插一些幻想的「情節」，

打破傳統散文的敘事格

局。這些幻想出來的片

段，在文中穿插，令文章

顯得虛虛實實，有一點「魔

幻」的色彩。 

� 文中的虛幻，其實緊扣現

實，與現實形成對照，並

不只是一種天馬行空的幻

想而已。 

� 可參考《〈網上追貓〉解

讀》，見崔晶盈主編《香港

文學欣賞教材套‧散文》，

2004 年，香港中文大學香

港教育研究所。 

  

9. 導讀也斯《李大嬸的袋錶》，與學生討論下列問題：  

� 製衣廠裡的時間總是不準確，為甚麼？時鐘的時

間總是慢了還是快了？何以見得。 

因為時間是以李大嬸的袋錶

的時間作準，她說不準確就

是不準確。 

時間總是慢了。工廠員工下

班的時間越來越晚，甚至下

班時外面已是凌晨。這裡其

實有一個邏輯上的「漏洞」，

就是如果廠裡下班的時間越

來越晚，則上班的時間也應

越來越晚才對。「我」的腕

錶既然屢次按李大嬸的袋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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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時間撥慢，但第二天他看

來仍是按「外面」的時間上

班，否則他就是遲到了，這

難道也是允許的嗎？ 

小說的重點並不在工廠裡的

時間是快了還是慢了，而在

於李大嬸對時間的決定有絕 

 對權威，時間準確與否，都

以她的袋錶為依歸。這個細

節上的處理，並不影響小說

的內涵。 

� 李大嬸儼如製衣廠的廠長，但為甚麼不稱她廠長

或經理，而用上「大嬸」這一個通俗平凡的稱呼？ 

李大嬸是一個有象徵意義的

代表人物，正因其稱謂平

凡，也就可以是我們日常遇

到的任何一個人。 

� 綜合全篇，李大嬸的袋錶象徵甚麼？李大嬸又象

徵甚麼？ 

袋錶象徵過時、守舊的規

條。李大嬸象徵專橫、自以

為是的權威人物。 

� 如果說小說中荒誕的情節在現實裡也會發生，你

會怎樣解釋？ 

在家庭、機構以至社會，其

實都不乏李大嬸一類的人

物，他們以自己的一套標準

為依歸，其他人都得依他們

的規條行事。 

教師總結。 也斯早在六七十年代即翻譯

推介拉丁美洲作家的「魔幻

現實」小說。本篇也有魔幻

現實的成分。所謂魔幻現實

指小說內的情節不大可能在

現實中發生，但寫得就像實

有其事。在現實中，這些魔

幻的情節可能以另一種形式

出現。 

  

10. 延伸活動：  

以「一天早上起來，窗外出現了兩個太陽…..」（或類

似的荒誕現象）為題，着學生續寫接下來會發生的事。 

可指導學生鋪排出於幻想的

情節時，應扣緊現實。 

  

11. 着學生自讀余華《十八歲出門遠行》，並： 

(1) 撰寫閱讀報告，評論作品的內容和藝術手法 

或 

本篇寫一個十八歲的青年出

門遠行，在路上遇上一些不

可思議的人和事。像用貨車

運載蘋果的司機，有人要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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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續寫小說的故事發展。 他的蘋果他完全不理，反而

青年為了保護蘋果而給揍了

一頓，但他彷彿也完全不介

意。作品情節荒誕，語調輕

快，展示青少年探索人生、

認識世界的好奇心和勇於冒

險的精神。 

  

12. 延伸閱讀：  

(1) 董啟章(1995)《紀念冊》，香港：突破出版社。 亦可選取董啟章其他「校園

小說」，如《小冬校園》、

《家課冊》。 

(2) 盧瑋鑾（等編）(1997)《香港小說選(1948 – 1969)》，

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人文學科研究所。 

 

(3) 西西(2004)《像我這樣的一個女子》，台北：洪範

書店有限公司。 

 

  

  

總結總結總結總結  

文學可以是甚麼文學可以是甚麼文學可以是甚麼文學可以是甚麼  

第第第第 32-33 節節節節  

 

1. 着學生朗讀西西《可不可以說》，討論下列問題：  

� 詩中把慣常使用的量詞完全轉換了，這是不是一

種純粹文字遊戲？ 

這可說是一種遊戲，也不純

是一種遊戲，量詞的轉換，

並非隨意輕率，都是根據名

詞作相近的聯想，也都啟發

新的想像。如「一架飛鳥」、「一

朵雨傘」、「一窩英雄」等。 

� 試用其他新奇的量詞代入詩中的量詞。 如「一幢椰子樹」、「一盆

驟雨」、「一尊訓導主任」。 

� 作者在詩中「亂用」量詞，可不可以？ 經過幾個環節的學習，相信

學生都會認識得到，對文學

創作來說，沒有甚麼是不可

能，也沒有甚麼是不可以的。 

  

2. 着學生以「文學可以是甚麼」為題分組討論，然後作

口頭匯報，由教師作總結。 

數千年來，文學的主題離不

開生、老、病、死、喜、怒、

哀、樂、愛、惡、欲，所謂

不同時代有不同時代的文

學，無非是形式上的更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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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內容的切合當時現實而

已。中國文學語言由文言走

到白話，是很大的一步，未

來的文學，就有待年輕的一

代不斷豐富其內容，創新其

形式和技巧了。 

  

3. 引導學生就研習現當代文學作品的經驗，共同探討文

學與時代、社會、生活的關係。 

 

  

4. 文學創作： 

着學生以從個人的經驗出發，選用合適的表現手法創

作。 

 

  

5. 總結性評估：  

以下活動，任選其一 

(1) 學生自選一至兩位現當代作家的作品，詳細介紹

作者生平和寫作背景，並就作品的內涵和藝術特

色，撰寫評論一則。 

� 透過撰寫評論，衡量學生

理解、賞析、評論現當代作

家作品的能力。可根據以下

準則，檢視學生的表現： 

� 理解和分析作家作品的特

色，體悟作家的情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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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闡述清晰、評析精要、組

織恰當、表達流暢 

(2) 學生選取五篇或以上喜愛的現當代作品，每篇附

上個人評賞心得，然後編成作品集，自擬作品集

名稱，並撰寫序文，說明喜愛原因及編選依據等。 

� 透過編選作品集，衡量學

生理解、賞析、評論現當代

文學作品的能力。可根據以

下準則，檢視學生的表現： 

� 編選作品有統一的準則 

� 能對作品有深刻的體悟 

� 從不同角度賞析及評論作

品的內容及藝術特色，並

有個人的見解 

� 表達清晰、精要、流暢 

  

  



新高中中國文學學習單元設計示例（2012 年 2 月修訂稿）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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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伸活動延伸活動延伸活動延伸活動：：：：專題報告專題報告專題報告專題報告  

（（（（彈性處理彈性處理彈性處理彈性處理））））  
 

1. 全面閱讀一位作家的作品，有助認識作家的全貌和風

格特色。着學生選取一位自己喜歡的現當代作家，選

讀其作品，發掘他在作品中展現的不同面貌和風格。 

 

  

2. 蒐集該位作家生平資料，探索其人的性格和經歷與其

作品風格的關係，作專題報告。 

作家在不同階段有時會有不

同風格，如聞一多，論者就

認為他經歷了詩人、學者和

鬥士三個時期，每個時期的

作品內容和風格都有所不

同。又如小思，早期作品中

的纖巧清麗，也為後期作品

所少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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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附錄一附錄一附錄一  

 

心理分析小說心理分析小說心理分析小說心理分析小說  

 

心理分析是上世紀初奧地利精神病學及心理學家佛洛伊德建立的一套學說，

主要探索潛藏於人類內心的無意識(Unconscious)及其與人類行為的關係。現代

學者每運用這套理論分析莎士比亞《哈姆雷特》的主題。在該劇中，丹麥王

子哈姆雷特得知叔父謀權奪位，不但對自己父親暗下毒手，更迎娶自己的母

親為妻。哈姆雷特悲憤難當，為了復仇，不惜假扮瘋狂，並遺棄愛人，誤殺

其父，更被迫與其兄決鬥……。學者認為這是佛洛伊德所言「戀母弒父情結」

的展現。運用在文學創作上，則有心理分析小說的出現。 

論者認為「施蟄存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第一個有意識地運用佛洛德理論寫作

心理分析小說的作家」，並指出「施蟄存的心理分析小說，若以題材來區分，

大約可分歷史故事和現代都市生活兩類，分別以《將軍底頭》及《梅雨之夕》

為代表。兩者雖各自展現出不同的形態，但同樣致力於表現『內在現實』(Inside 

reality)。一九九九年，李歐梵在他名作《上海摩登》中，對施蟄存小說創作的

價值，作出了以下的評價：作為一個有創意的作家，施蟄存是一個先鋒和領

路人，冒險進入人類心理中嶄新的內在領域，勇於一瞥非理性的力量。他可

能是第一個有意識地運用佛洛德理論，於小說的現實和『超現實』景觀上去

帶出性欲暗流的中國現代作家。」（見郭詩詠《施蟄存〈將軍底頭〉的「內

在性」問題》，http://www.chinese-thought.org/why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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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附錄二附錄二附錄二  

 

《《《《偶然偶然偶然偶然》》》》的音節結構的音節結構的音節結構的音節結構  

 

我是／天空裡的／一片雲， 

偶爾／投影在／你的波心── 

你不必／訝異， 

更無須／歡喜── 

在轉瞬間／消滅了／蹤影。 

 

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 

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 

你記得／也好， 

最好你／忘掉， 

在這交會時／互放的／光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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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附錄三附錄三附錄三  

 

便條詩便條詩便條詩便條詩  

 

現代生活匆忙，家庭關係疏離。父母子女為工作學業早出晚歸，很多時不能

相見。在西方，冰箱普及，家人有甚麼事要互相聯繫，就寫張便條貼在冰箱

上，如美國詩人威廉‧卡洛斯‧威廉斯便寫了一首與家人溝通的《便條詩》：

「我吃了／放在／冰箱裏的／梅子／它們／大概是你／留著／早餐／吃的／

請原諒／它們太可口了／那麼甜／又那麼涼」。 

 

內地詩人于堅也寫了二百多首「便條詩」，很生活化；其中一首很有趣，說

的正常和反常的辯證關係：「瘋人院的設計師／也就是／千家萬戶以及／公

共廁所和超級商場的／那一位／頭腦正常的好人／他用了同樣的／磚混結構 

玻璃和鋼材／同樣裝修 同樣綠化 同樣 通煤氣和自來水／瘋人院 就是

一幢正常人設計的／正常建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