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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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詩新詩新詩新詩 

 

一一一一、、、、 學習目標學習目標學習目標學習目標 

創作新詩，讓學生享受創作的愉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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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認識新詩的主要表現手法 

2. 欣賞作品的意象、意境和作者的情思、創意 

3. 就新詩的特點，運用不同的策略和手法創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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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創作新詩，表達思想感情，呈現個性 

4. 能發揮創意自行創作新詩 

5. 養成創作新詩的興趣和習慣，樂於創作新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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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志摩《你去》 

2. 臧克家《三代》 

3. 戴望舒《我用殘損的手掌》 

4. 何其芳《歲暮懷人》 

5. 禾迪《我怎懂得》 

6. 林亨泰《風景 No.2》 

7. 陳黎《戰爭交響曲》 

8. 夏宇《在陣雨之間》 

9. 舒巷城《快餐店裏的斷章》 

10. 西西《快餐店》 

11. 羅門《「麥當勞」午餐時間》 

12. 鴻鴻《麥當勞》 

13. 西西《父親的背囊》 

14. 何福仁《維多利亞港》 

15. 陳智德《越過維多利亞港》 

16. 鴻鴻《超然幻覺的總說明》 

17. 夏宇《愛情》 

18. 夏宇《甜蜜的復仇》 

19. 梁秉鈞《中午在鰂魚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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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錢雅婷（編）《十人詩選》 

2. 渡也《新詩補給站》 

3. 蕭蕭《現代詩創作演練》 

4. 陳幸蕙（編）《小詩森林——現代小詩選》 

5. 蕭蕭《現代詩遊戲》 

6. 西西《西西詩集：1959-1999》 

7. 仇小屏（編著）《放歌星輝下——中學生新詩閱讀指引》 

8. 關夢南、葉輝（編）《香港新詩選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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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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必修部分，學生已有創作的經驗。本單元的設計，是為部分對創

作有濃厚興趣的學生，提供學習空間，讓學生創作新詩，享受創作

的愉悅。 

2. 本設計選用具不同特色的新詩，讓學生通過研習作品，從而掌握新

詩的節奏、意象、語言、結構，並透過實踐，運用不同的策略和手

法創作，表達個人的思想感情，發揮創意。 

3. 學生須建立個人的「創作學習歷程檔案」，把所有課堂創作活動的

工作紙、短詩、作品的修訂稿本、新詩創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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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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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作初階 1-2 認識新詩創作的重要元素。 

2 新詩的節奏： 

從聲音喚起詩意 

3-8 研習節奏不同的新詩作品，認識韻律、句型

組合與朗讀效果對新詩的重要性。從「節奏」

入手寫作短詩，並探討作品的節奏是否配合

內容，從而改善作品的效果。 

3 新詩的意象： 

化情意為文字 

9-15 研習題材相近、意象不同的新詩作品，認識

新詩的意象，並通過仿作，學習運用意象和

不同的創作手法，將抽象的感情化為具體文

字。 

4 新詩的結構： 

拾零散成整體 

16-23 研習結構不同的新詩，認識新詩在結構安排

上的特色，並通過創作，探索以不同結構方

式寫作新詩的可能性。 

5 詩人的特權： 

由破格到風格 

24-30 研習新詩，認識故意打破既定常規的作品，

探討作者試驗新內容、新手法、新風格的原

因和目的。通過創作實踐，了解任何「破格」

的形式和內容的背後，創作者必須具備自覺

意識，明白各種創新元素需加工整合，與內

容互相呼應，作品才能渾然一體。 

6 總結 31-33 在課堂設定同一題材，着學生自定題目，綜

合運用本單元所學的手法，創作新詩。 

總結創作新詩的經驗，共同分享學生的創作

成果，並探討： 

� 創作苦與樂的原因、面對難題的解決方

法及結果 

� 創作的多向角度、依照成規與試驗新方

法的得失 

� 創作能力的提升及展望 

7 延伸活動： 

編製詩集 

彈性

處理 

着學生選取最滿意的作品，然後編製成詩

集，並為之作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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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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寫作短詩 

� 仿作新詩 

� 口頭報告 

 

總結性評估總結性評估總結性評估總結性評估 

創作新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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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作初階創作初階創作初階創作初階 

第第第第 1-2 節節節節  
 

1. 着學生於課堂上取出一件印象最深刻的物件，例如眼

鏡、手錶或書包，用「我的眼鏡像……」或「我的眼

鏡是……」等句式，作十句聯想句，然後把句式加以

修改、增刪，寫成一首短詩。 

 

  

2. 着學生就作品的內容、形式分組討論，互評得失，並

選出最好的一首，作口頭報告。最後由教師補充，並

總結創作新詩的基本元素。 

在必修部分的「新詩單元」，

學生曾創作新詩，此處可重

溫創作新詩的基本元素：節

奏、意象、語言、結構。 

  

  

新詩的節奏新詩的節奏新詩的節奏新詩的節奏：：：：從聲音喚起詩意從聲音喚起詩意從聲音喚起詩意從聲音喚起詩意 

第第第第 3-8 節節節節  
 

1. 着學生誦讀徐志摩《你去》、臧克家《三代》、戴望

舒《我用殘損的手掌》、何其芳《歲暮懷人》，引導

他們作整體感受，認識不同句型新詩的特質，並探討

新詩句型與內容的關係。 

着學生分組討論，可視乎情

況，就不同詩歌，決定誦讀

的方式，包括獨誦、分部合

誦或全組合誦，以加強他們

的感受，例如：《你去》可

分男女合誦；《我用殘損的

手掌》可多聲部合誦。 

《你去》： 

句式整齊及押韻，令本詩的

音樂性極強，具新月派的特

色。作者非常重視詩中的

「你」，寫作時也刻意求工，

以表達其細心呵護，也令

「你」與「我」之間的對比

更加直接鮮明。其中用逗號

作不規則的停頓，在嚴謹的

形式中具舒緩的作用。 

《三代》： 

全詩以短句為主，詩的短句

排比，有助表達農民千年如

一的生活，在同一土地上，

生死默默循環的可悲。 

《我用殘損的手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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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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句子由短至長排列，一方面

彷彿有一隻無形的手掌橫掃

越來越廣闊的土地，另一方

面也暗示詩人情緒越來越高

昂、激動。 

《歲暮懷人》： 

詩中散文式句法，仿如思念

中浮起一個又一個印象深刻

的片段，似斷還續。 

  

2. 着學生自讀禾迪《我怎懂得》，分組討論這首詩的句

型特色。 

 

� 可透過分組討論，觀察學

生能否掌握這首詩的句型特

色(例如： 短句為主、結尾突

轉長句、重複字句的運用）。 

  

3. 分組活動：  

教師可預先準備一首新詩，把全詩不分行、不加標點

排列，然後讓學生分組將新詩斷句，並討論不同方式

的斷句，對新詩節奏與內容的影響。 

教師亦可因應學生的能力和

興趣，着學生分組創作新詩

一首，然後把全詩不分行排

列，讓其他組別斷句。 

這個活動的目的，在於理解

節奏對內容的影響，並非找

出原詩「正確」的分句方式，

對於不同的斷句方式，教師

可與學生共同討論，分享大

家的看法。 

教師宜提醒學生，新詩創作

的不同手法，例如押韻、重

複、排比等，雖有助加強節

奏，但沒有硬性規定，創作

時必須符合某些條件，才可

成為「新詩」，端視創作的

需要而定。 

可參考渡也《新詩的斷句與

分行》(1995)，見《新詩補給

站》，台北：三民書局股份

有限公司，頁 183-190。 

  

4. 着學生嘗試朗讀下列圖象詩： 

� 林亨泰《風景 No.2》 

圖象詩是新詩的一種，以視

覺效果和意念新奇取勝，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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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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陳黎《戰爭交響曲》 

� 夏宇《在陣雨之間》 

並談談讀後感受。 

讀效果並不重要。 

  

5. 引導學生討論： 

圖象詩是否完全不必講求節奏、句型，甚至僅為遊戲

之作？ 

圖象詩雖不以朗讀取勝，但

聲音效果也可作輔助之用，

例如《戰爭交響曲》中的「乒」

「乓」「兵」可模仿槍林彈

雨的聲音，回應「交響曲」

一詞。 

教師總結圖象詩與聲音的關係。 圖象詩的句型組合變化形成

另一種節奏，可以視作沒有

聲音的「節奏」，例如《風

景 No.2》的句型模仿林木連

續不斷的氣勢，《在陣雨之

間》模仿人在擁擠街道上走

避時的孤獨感。 

  

6. 着學生觀察窗外的事物，並以其中一項物件為題，寫

作短詩一首。 

物件如飛鳥、浮雲。 

� 可透過寫作短詩，了解學

生： 

� 對物件的觀察 

� 對詩歌節奏的掌握  

  

7. 作品完成後，鼓勵學生誦讀所寫的短詩，從詩歌的句

型長短、分段、用韻與語氣、修辭手法（例如重複、

排比）等四方面分組討論詩歌的節奏是否配合內容，

互評得失。最後由教師補充、總結。 

 

  

8. 延伸閱讀：  

(1) 錢雅婷（編）(1998)《十人詩選》，香港：青文

書屋。 

(2) 渡也(1995)《新詩補給站》，台北：三民書局

股份有限公司。 

 

  

新詩的意象新詩的意象新詩的意象新詩的意象：：：：化情意為文字化情意為文字化情意為文字化情意為文字 

第第第第 9-15 節節節節 
 

1. 着學生蒐集圖畫或拍攝照片一張，以呈現食客面貌為

主，在課堂上讓學生講述自己對這幅圖片的印象和感

教師可引導學生從食客的外

貌特徵、神情舉止、等待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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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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 物的態度和進食時的動作四

方面，簡單描述這幅圖片的

特色。 

  

2. 就蒐集得來的圖畫或照片，着學生選其中一張，試用

不同的字詞描述該食客的面貌。例如：享受、目無表

情、不耐煩、談笑風生。 

 

  

3. 着學生選擇其中一個形容詞為主題，以不同的意象或

畫面代替直接描述，擴寫成句式相似的聯想句，越多

越好。 

可預先設定聯想句型，如

「食店像    ，因為     」，

讓學生填上。同一主題意象

至少要有三句或以上的聯

想，以激發學生的想像力。 

例如： 

� 主題： 

講求效率的食店 

� 聯想句： 

� 食店像一陣風，風過

處食物和食客都換了

模樣 

� 食店像微波爐，「叮」

一聲食物就到 

� 食店像女士身上的衣

飾，按時定候自然換

上新款式，但幾度循

環後，又變得千篇一

律，像制服一樣…… 

其他激發新詩意象的創作訓

練，可參考蕭蕭(2005)《新詩

體操十四招》，第五招至第

七招，台北：二魚文化事業

有限公司，頁 75-112。 

  

4. 着學生選出最滿意的聯想句，並討論下列各項： 

� 意念是否新鮮，聯想是否具創意？ 

� 能否回應自設的主題？ 

� 如何回應自設的主題？ 

� 描述是否細緻具體，情景是否如在目前？ 

� 如何修改、增刪潤飾，可令聯想句子變得更細緻、

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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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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導讀四首與「快餐店」有關的新詩： 

� 舒巷城《快餐店裏的斷章》 

� 西西《快餐店》 

� 羅門《「麥當勞」午餐時間》 

� 鴻鴻《麥當勞》 

可參考： 

陳大為(2001)《亞洲中文現代

詩的都市書寫 1980-1999》第

三章，台北：萬卷樓圖書有

限公司，頁 91-160。 

引導學生分組討論四首詩如何運用不同的意象、畫面

及手法，表達作者對「快餐店」的感受，討論的重點

可包括下列各項： 

 

� 舒巷城《快餐店裏的斷章》和西西《快餐店》：

兩詩都有提及「咖啡」和速成的食物，但兩詩對

「快餐店」的看法有什麼不同？ 

《快餐店裏的斷章》對「快

餐店」看法負面，《快餐店》

則態度非常正面。 

� 舒巷城《快餐店裏的斷章》中有很多與時間相關

的字詞，例如「十九世紀」、「現代」、「速轉」、

「十分鐘」等，有什麼的作用？ 

對比、反諷 

� 西西《快餐店》結尾只有一句，描述詩人的行動，

這個短句與之前一連串以「既然」開首的排句，

在意象與形式上均截然不同，這種手法造成什麼

效果？ 

一連串的排句及長句，強調

上快餐店排山倒海的理由，

結尾卻以「我常常走進快餐

店」一句結束，作一逆反，

表示「我」的行動是最有力

的證明，也無須千萬個向別

人解釋的理由，態度瀟灑，

結句乾淨俐落，配合全詩對

「快餐店」的新觀點。 

� 一般人多把「快餐店」與年輕人聯繫在一起，羅

門《「麥當勞」午餐時間》的主角是誰？詩人通

過什麼意象和畫面，描述這個主角？ 

「一個老年人」是主角，全詩

先寫「一群年輕人」，再寫「三

兩個中年人」，最後「一個老

年人」才出場，目的是突出老

年人在現代社會中常被忽

略，而老年人看着年輕人和

中年人，彷似目睹自己過去

的一生、時代的速變，加強

全詩孤獨寂寞的氣氛。 

� 《「麥當勞」午餐時間》在描述現代化的「快餐

店」時，詩中不斷加入「風」、「飄零的葉音」、

「昏暮」等字眼，是否不太協調？作者故意把這

些意象散佈全詩，目的是什麼？ 

加入的景象既是眼前的實

景，也有助暗示老年人的心

情，具抒情的作用，但亦表

達老年人眼中的景象，與周

圍的環境格格不入。 

� 鴻鴻《麥當勞》只並列一些看似不相干的事物：

「廢氣」、「工作機會」、「死貓死狗」，造成

表達作者的複雜感受。站在不

同角度、位置的人，對「快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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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效果？ 店」會有不同看法，所以作者

不想為「快餐店」下一簡單判

斷，讓讀者自行選擇。 

教師補充、總結。 四首以「快餐店」為題的新

詩，運用了不同意象、畫面

與手法，除了表達作者對「快

餐店」的觀察和感受外，也

可藉此表達對現代城市生活

的感受。因此，在創作新詩

時，不但要用心構思意象，

也可注意運用意象提升主

題。 

  

6. 着學生列舉代表香港城市生活的地標，並參照鴻鴻《麥

當勞》一詩的形式，以某個地標為題仿作新詩一首，

抒發個人的感受。 

類似的地標例如： 

地鐵站、連鎖店、便利店、

時代廣場 

� 可透過仿作新詩，了解學

生： 

� 對地標的觀察和感受 

� 對詩歌意象的掌握 

  

7. 着學生以兩人為一組，通過討論互評，就對方作品的

意象和創作手法提出改善建議，然後修訂自己的作品。 

有關作品自我修改的方法及

批評示例，可參考蕭蕭（編

著）(2000)《中學生現代詩手

冊》，台北：翰林出版社事

業股份有限公司。 

  

8. 延伸閱讀： 

(1) 蕭蕭(1997)《現代詩遊戲》，台北：爾雅出版社有

限公司。 

(2) 陳幸蕙（編）(2003)《小詩森林——現代小詩選》，

台北：幼獅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新詩的結構新詩的結構新詩的結構新詩的結構：：：：拾零散成整體拾零散成整體拾零散成整體拾零散成整體 

第第第第 16-23 節節節節 
 

1. 教師先把西西《父親的背囊》原詩的段落打亂，於課

堂上着學生重組段落，並說明理由。 

西西《父親的背囊》原詩分

六段，在重組的時候，教師

可提示學生注意全詩由幾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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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意象組成，包括： 

� 父親 

� 背囊 

� 山路 

� 弟弟 

這幾個重要的意象雖然散見

全詩，但並非散亂無章，每

次出現均有變化，代表時間

的推進。教師可引導同學注

意： 

� 父親態度的轉變—— 

默默照顧、出口埋怨、微

笑道別 

� 背囊—— 

保護的功用、束縛和負

擔、白髮朋友的出現 

� 山路—— 

起點崎嶇、中段太長、終

點是岩石 

� 弟弟—— 

騎木馬、燙過了頭髮、划

獨木舟 

其他有關新詩結構的分析及

練習，可參考蕭蕭(2005)《新

詩體操十四招》，第八至第

十一招，台北：二魚文化事

業有限公司，頁 113-170。 

由教師補充、總結。 意象是新詩的靈魂，個別意

象雖然看似新鮮、互不相

干、富跳躍感，但通過有組

織的變化、終能互相回應，

化零為整，加強主題的表達。 

  

2. 創作活動，步驟如下：  

� 以「維多利亞港」為主題，設定與此主題相關的

五類內容，包括：顏色、聲音、氣味、景觀、對

維港的比喻 

 

� 全班分為五組，一組負責其中一類內容，並就其

所負責的內容，分五張白紙，寫下五個相關的聯

想。 

例如甲組寫下與維港有關的

顏色：藍、綠、灰濛濛、浪

花白、銀閃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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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組於每類的聯想詞中，隨意抽出一個聯想詞。

完成抽籤後，每組於五類內容中，應有一聯想詞。 

例如甲組抽籤後，取得下列

的聯想詞： 

浪花白（顏色類）——狗吠（聲

音類）——巧克力般的甜味

（氣味類）——帆船（景觀

類）——水窪（比喻類） 

� 每一組就其所抽出的五類聯想詞，組成一首結構

完整、內容新穎的新詩，並須列舉理由，證明該

詩是五組中組織得最理想的。 

可參考仇小屏(2001)，《拼圖

遊戲——談如何寫組詩》，《下

在我眼眸裏的雪：新詩教

學》，台北：萬卷樓圖書有限

公司，頁 137-158。 

  

3. 導讀何福仁《維多利亞港》和陳智德《越過維多利亞

港》，討論兩詩在結構上的組織線索。 

《維多利亞港》 

� 詩中在結構上依過去、現

在、未來分為三段及其原因 

� 詩中首尾部分互相呼應的

內容及意象 

� 詩中平行並列的象徵：姪

女與魚缸；香港人與維多

利亞港 

《越過維多利亞港》 

� 渡輪移動與回憶浮現的關

係 

� 聲音意象如何貫串全詩 

  

4. 着學生分組閱讀鴻鴻《超然幻覺的總說明》，並討論

以下各項： 

此詩為圖象詩，全詩在強調

視覺效果之餘，在結構安排

上別具特色。 

� 「題目」排列的特色 由簡單到複雜 

� 「題目」答案的特色 由單一肯定到開放多元 

� 感情態度與「題目」排列的關係 由遊戲到傷感 

  

5. 着學生以「回憶」為題，寫作短詩一首，完成後互評，

通過比較、討論，探索以不同結構方式寫作新詩的可

能性，然後作出修訂。 

 

  

6. 延伸閱讀：  

(1) 蕭蕭(1991)《現代詩創作演練》，台北：爾雅出

版社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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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西西(2000)《西西詩集：1959-1999》，台北：洪

範書店有限公司。 

  

  

詩人的特權詩人的特權詩人的特權詩人的特權：：：：由破格到風格由破格到風格由破格到風格由破格到風格 

第第第第 24-30 節節節節 
 

1. 着學生於網上蒐集以「愛情」為題的新詩或情歌，認

識這類作品常見的主題、內容和表達感情的手法。 

 

  

2. 着學生自行定義什麼是「愛情」，並嘗試就個人對「愛

情」的看法，想出三個意象。 

 

  

3. 導讀夏宇《愛情》，與學生討論詩中對「愛情」的看

法，並探討以下各項： 

� 用「蛀牙」與用其他美麗事物（例如「糖果」）

比喻「愛情」的異同 

� 短句運用與「蛀牙」、「愛情」的關係 

� 斷斷續續的排列形式與「蛀牙」、「愛情」的關係 

� 作者運用新意象重新解釋「愛情」的效果 

有關夏宇詩作的分析，可參

考鍾玲(1989)《現代中國繆

司——台灣女詩人作品析

論》，台北：聯經出版社，

頁 353-366。 

網上亦有不少關於夏宇詩作

的介紹或分析，例如： 

http://win2003.chi.cuhk.edu.hk/ 

bowen/ 

http://staff.whsh.tc.edu.tw/ 

~huanyin/modern_favoriates 

.php. 

  

4. 着學生自讀夏宇《甜蜜的復仇》，並討論以下問題：  

� 本詩的主題是甚麼？ 愛情 

� 本詩有甚麼意象？ 影子 

� 論者認為本詩是「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

惘然」的現代版，你是否同意這個說法？ 

 

� 本詩與《愛情》比較，你較喜歡哪一首？  

然後作口頭報告。 � 可透過口頭報告，了解學

生： 

� 對詩人感情的體悟（例

如：失戀的感受） 

� 對本詩藝術特色的掌握（例

如：語言精煉、意象鮮明、

想像奇特、構思富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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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引導學生共同探討以下問題： 

在新詩創作過程中，詩人故意打破既有形象或既定論

調的原因及目的。 

例如： 

� 詩人的時代、性別、位置

不同 

� 提出新的觀看角度或語

言，可增加現代感 

� 提出個人的觀看角度或語

言，可令詩歌具獨特風格 

� 語言及題材上的創新，乃

新詩精神，「陳腔濫調」

是創作新詩的大忌 

  

6. 延伸活動：  

着學生先閱讀鄭愁予的《賦別》，然後以詩中回家後

女子的身份，寫作短詩一首，以表達該女子的內心感

受。 

作品完成後，教師可引導學

生討論在新角度、新位置和

新的敘述口吻下，新作與原

作的異同。 

  

7. 講讀梁秉鈞《中午在鰂魚涌》，引導學生思考以下問

題： 
 

� 不少人認為「詩的語言」必須詞藻優美、運用多

種修辭手法及經常違反語法常規。此詩在語言運

用上，與我們一般認識的「詩的語言」、「詩的

藝術」有什麼不同？ 

� 你如何界定「詩意」？詩中有沒有「詩意」存在？

你如何理解詩中描述很多看似難以入詩的街景，

例如殯儀館、沖下溝渠的紙屑、咸水草等？ 

作者運用生活語言、日常街

景、白描手法入「詩」，除

了打破一般詩人對「詩」或

「詩歌語言」的看法外，也

表達了他的詩觀。通過個人

獨特的觀察，日常生活、平

凡事物均可入詩，這反而更

貼近城市人真實的生活態

度。詩與生活息息相關，並

不是造作、矯情或高不可攀

的東西。 

  

8. 讓學生在四季中選取一個季節為題，（例如「春」或

「秋」），從香港的具體環境、感受出發，撰寫短詩

一首，並探索舊題新寫的可能。 

 

  

9. 教師補充、總結： 

� 新詩的「破格」、「違規」、「創新」沒有特定

標準，大多相對於傳統的、常見的看法而言，學

生對「新詩」創作宜持開放的態度。 

� 由「破格」而形成詩人的「風格」，詩人通常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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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極高的自覺意識，針對傳統或固有的看法，作

有系統而長期的試驗，而非即興而為可達。假如

要用「破格」方式來形成新風格，必先深切了解

舊有傳統，才可進行有意思的「顛覆」，並非只

求一時或一己的標奇立異，否則詩作只成為一堆

新奇卻毫無意義的符號。 

  

10. 延伸閱讀： 

(1) 仇小屏（編著）(2006)《放歌星輝下——中學生新

詩閱讀指引》（增訂二版），台北：三民書局股

份有限公司。 

(2) 關夢南、葉輝（編）(2002)《香港新詩選讀》，香

港：風雅出版社。 

 

  

  

創作創作創作創作及總結及總結及總結及總結 

第第第第 31-33 節節節節 
 

1. 總結性評估： 

設定同一題材，由學生自定題目，按照創作需要，綜

合運用本單元所學的手法，創作新詩。 

� 透過創作新詩，衡量學生

的創作能力。可根據以下準

則，檢視學生的表現： 

� 主題明確、情感真摰 

� 結構完整、內容充實 

� 意象具體、富表現力 

� 節奏適當 

� 語言精煉 

� 恰當運用新詩表現手法 

� 具個人風格、富創意 

  

2. 學生完成創作後，須回答以下幾條問題，並記錄在「創

作學習歷程檔案」內，作自我評估： 

� 在節奏方面，你感到最滿意的地方是什麼？ 

� 在敘述上，你最喜歡的意象或句子是什麼？ 

� 詩的意象和內容如何連貫？ 

� 你感到最獨特、與眾不同的地方是什麼？ 

� 如何為自己評分？以十分為滿分，你會給此詩什

麼分數？為什麼？ 

 

  

3. 在學生自我評估後，教師可引導學生互評得失、分享

創作心得，最後作總結。學生於聽取師友意見後，可

例如通過書面互評的形式，

可培養學生賞析及修改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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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決定是否修改原作，每次修改的稿本，須存放於

「創作學習歷程檔案」內。 

力。 

  

4. 總結創作新詩的經驗，分享學生的創作成果，並探討： 

� 創作苦與樂的原因、面對難題的解決方法及結果 

� 創作的多向角度、依照成規與試驗新方法的得失 

� 創作能力的提升及展望 

 

  

  

延伸活動延伸活動延伸活動延伸活動：：：：編製詩集編製詩集編製詩集編製詩集 

（（（（彈性處理彈性處理彈性處理彈性處理）））） 
 

1. 着學生選取最滿意的作品，然後把所有作品編製成詩

集，並為之作序。 

 

  

2. 學生可於課堂上朗讀詩作，並簡介創作緣起、構思過

程、探索方向及結果，鼓勵同學之間互相欣賞、交流

意見和創作心得，令作品精益求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