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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課的發現
閱讀教學的主要問題

1.側重個別知識點、寫作技巧的解說和分析，往往
抽離課文內容；嚴重者連課文內容都未處理好，
教師就著學生「找出」或「辨識」某種修辭格、
寫作技巧、文體結構的句子。語文基礎「知識」
沒有很好地轉化為語文基礎「能力」。

2.忽視文本細讀，往往未能有效處理作者、寫作背
景、寫作技巧與課文內容的關係，課文的深層意
涵、情意也多所忽略，難以促進思維的縱深發展。
課堂較「乾」，多缺乏「欣賞」指導，不易激發
學生的學習興趣。

3.學生能夠「抓住」的東西不多，積儲不足。 2



文學作品中總是或明或暗藏著許多文化
元素，有些文化元素具有很大的「能
量」，一旦掌握，有助窺探某些作品的
內在世界、作家的感情，對日後更上層
樓的研習非常重要。

教師如能在教學的過程中，引導學生探
究、打開重要的文化密碼，統合課文分
析，有助深化理解，加深感受，提升思
維能力、研習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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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別康橋

輕輕的我走了，
正如我輕輕的來；
我輕輕的招手，
作別西天的雲彩。

那河畔的金柳，
是夕陽中的新娘；
波光裡的艷影，
在我的心頭蕩漾。

軟泥上的青荇，
油油的在水底招搖；
在康河的柔波裡，
我甘心做一條水草！

那榆蔭下的一潭，

不是清泉，是天上虹；
揉碎在藻間，
沉澱著彩虹似的夢。

尋夢？撐一支長篙，
向青草更青處漫溯；
滿載一船星輝，
在星輝斑斕裡放歌。

但我不能放歌，
悄悄是別離的笙簫；
夏蟲也為我沉默，
沉默是今晚的康橋！

悄悄的我走了，
正如我悄悄的來；
我揮一揮衣袖，
不帶走一片雲彩。

1928.11.6 

中國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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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秋到倫敦，1921年入劍橋大學。

1922年8月中旬回國，第一次別康橋，1923
年3月發表〈康橋，再會吧〉。

1925年7月訪問倫敦後，寫下散文名篇〈我
所知道的康橋〉。

1928年8月再次訪問英國，11月6日在歸途的
輪船上創作〈再別康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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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志摩〈再別康橋〉

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陽中的新娘。

波光裡的豔影，在我心頭盪漾。

問題：這首詩抒發了甚麼感情？為甚麼詩人
要用「柳」來抒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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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女性的愛慕意識

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陽中的新娘。

波光裡的豔影，在我心頭盪漾。

問題：這兩句寫景抒情的詩，流露了
徐志摩的甚麼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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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學生的回應評估學生的能力、與學習目標的距離，
思考用甚麼方法填補學習差距或進一步深化提升。

深化提升：

1. 詩中的離情並不暗淡，因聯結了康橋充滿色彩的
自然美，在詩人的情感體驗中有如「沉澱著彩虹
似的夢」、「星輝斑爛」。

2. 康橋在詩人的感覺裡具有女性美，離別康橋有如
與新娘、戀人告別。

3. 結尾故作瀟灑，卻更顯深情，康橋雲彩水光之美
已帶走，凝在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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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的文化內涵；

徐志摩與林徽音的關係；

徐詩的某些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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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探究

1. 試找出與「柳」有關、抒發離別之情的

古典詩，越多越好。

2. 你認為哪一首詩用「柳」的意象用得最

好？為甚麼？

3. 這些詩，你能背誦多少首？試和同學比

一比，看誰「儲的寶」最多。

評估：學習遷移能力、評鑒能力、古詩積

累量。

10



泊船瓜洲 王安石

京口瓜洲一水間，

鍾山只隔數重山。

春風又綠江南岸，

明月何時照我還？

形象
情感

模糊多義
語言突現

教學難點：
地名陌生，缺乏空間意識，難以進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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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樣教？
1. 老師講故事：這首詩的創作背景(熙寧八年，1075

，二度為相)

2. 學生找資料，繪畫簡單的地圖（空間概念）

京口、爪洲、鍾山在哪裡？試和同組同學在網

上或書上查找中國地圖，畫下詩人所處的位置、所

眺望和思念的地方。

提示：(1)瓜洲，地名，在江蘇省揚州市的長江
北岸；(2)京口，在長江南岸，就是今天的江蘇
省鎮江市；(3)鍾山在今天的江蘇省南京市的東
郊。作者的家就在這裡。

3. 結合故事背景、形象思維、情感體會、思考與解

說的朗讀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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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是引子，感受、思考是重心

不必擔心教師要做很多工作，請
學生上網或到圖書館找資料（培
養搜集資料、自學能力），做準
備，教師適時引導學生結合作品
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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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口瓜洲一水間，
鍾山只隔數重山。
春風又綠江南岸，
明月何時照我還？

不同層次、情感的朗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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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導學生邊朗讀邊運用各種感
官，想像作品中的情景。

最後兩句，你會用甚麼感情唸
？為甚麼？
哪些字會唸重音？為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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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調] 天淨沙．秋思

枯藤老樹昏鴉，
小橋流水人家，
古道西風瘦馬。

夕陽西下，
斷腸人在天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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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腸人在天涯」斷句

(1)33 「斷腸人/在天涯」
(2)312 「斷腸人/在/天涯」
(3)213 「斷腸/人/在天涯」
(4)24 「斷腸/人在天涯」
(5)222 「斷腸/人在/天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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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白樸〈天淨沙‧秋〉：
孤村落日殘霞，輕煙老樹寒鴉，一點飛鴻影下。
青山綠水，白草紅葉黃花。

(2)喬吉〈天淨沙‧即事〉：
鶯鶯燕燕春春，花花柳柳真真。事事風風韻韻。
嬌嬌嫩嫩，停停當當人人。

(3)吳西逸〈天淨沙‧閑題〉
江亭遠樹殘霞，淡煙芳草平沙。綠柳陰中繫馬。
夕陽西下，水村山郭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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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有哪些「城」？

有哪一塊玉璧可以易香港十五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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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璧歸趙

•趙惠文王時，得楚和氏璧。秦昭王
聞之，使人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
請易璧。

《史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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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中華文化

上網查一查《韓非子．和氏第十三》，
說一說「和氏璧」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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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氏獻璧
• 和氏璧最早見載中國東周末年著作《韓非子·和氏第十三》：

楚國人卞和在楚地的山中發現一塊外裹岩石的美玉，將這塊
玉獻給當時的君主楚厲王，而楚國王室御用的玉匠聲稱和氏
貢獻的只是一塊石頭，欺騙了君王。於是楚厲王下令將和氏
左腳砍去。厲王死後楚武王即位，和氏再次將該玉獻給他，
武王命令玉工鑒定這塊玉石，鑒定的結果是和氏所貢獻的仍
是一塊石頭，結果和氏右腳被砍掉。最後和氏帶着玉石回到
楚山，在那裡他慟哭了三日三夜，新即位的楚國國君楚文王
派人詢問事情的緣由，和氏說「我並非因被砍去雙腳而傷心
，而是寶玉被認定為頑石、忠臣卻被認為是騙子，這才是我
所傷心啊」楚文王派工匠除去裹在玉石上的岩石，才看到了
這塊玉，於是楚文王將該玉璧命名為「和氏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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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的作用

1. 以玉事神，通天地

2. 以玉殮屍

3. 以玉顯君子之德 (君子比德文化)

4. 以玉作會盟的信物

5. 以玉作為佩飾 (時代精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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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時「禮崩樂壞」、戰亂不止，經過長期征戰撻伐

，出現了春秋五霸（公元前770年－公元前476年）和
戰國七雄（公元前475年－公元前221年）兩個時期。
在這一禮治衰亡的年代裡，各諸侯都大力製造青銅器
、玉器，為其「挾天子以令諸侯」的僭越活動作禮儀
上的準備。……孔子將由來已久的「君子比德於玉」
的觀念進一步發揮，具體闡明玉有十一德，以規範「
君子」的行止作為，也就是說君子佩玉不是為了喬裝
打扮自己，而是要按照玉德那樣使自己的言行符合儒
家的「仁、知、義、禮、樂、忠、信、天、地、德、
道」等倫理道德信條，「克己復禮」，鞏固周王朝的
統治。

──楊伯達《古玉史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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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

仁 → 溫潤而澤

忠 → 瑕不掩瑜，瑜不掩瑕

道 → 天下莫不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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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從這篇課文學到哪些與玉有關的成語？

完璧歸趙價值連城

你還可以找出更多與玉有關的成語嗎？
從那些成語中你發現到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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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璧歸趙，

大家知道「璧」是怎樣的嗎？



課文：

秦王坐章臺見相如，相如奉璧奏秦王。秦
王大喜，傳以示美人及左右，左右皆呼萬
歲。相如視秦王無意償趙城，乃前曰：「
璧有瑕，請指示王。」

＊試根據古人愛玉和用玉的風氣、春秋戰國
歷史背景和〈完璧歸趙〉的課文內容，推
測、分析秦昭王要以十五城換和氏璧的原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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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完璧歸趙〉的故事，可見藺相如有甚麼
優點？你會分別以何物比附那些優點？為甚
麼？

人物優點 比附物 理由

勇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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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硬，難以折斷溫潤內斂

聲音清揚悠遠
半透明，可
見裡面的紋
理

玉德

＊藺相如具有「玉德」嗎？ 能否稱為
「君子」？

瑕不掩瑜，瑜不掩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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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首詩借「竹石」歌頌甚麼？

詩人為甚麼要選「竹」、「石」來歌頌？

（提示：從「竹」和「石」的特性想一想）

竹石 鄭燮

咬定青山不放鬆，

立根原在破岩中；

千磨萬擊還堅勁，

任爾東西南北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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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類詠物詩，反映了甚麼文化意識？

（君子比德文化）

你能多舉一首詩加以說明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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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文化偵探

今天，我們還能見到「和氏璧」嗎？試

在網上和書上查找資料，追查「和氏璧」

的下落，告訴老師和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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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讀：魯迅〈孔乙己〉（小說）

導讀：魯迅〈肥皂〉（小說）

吳敬梓〈范進中舉〉（小說）

自習：魯迅〈藤野先生〉（散文）

Michael Faster著 丁樹南譯〈事後〉

（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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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孔乙己最大的心結是甚麼？從哪裏可以看

出來？

孔乙己最大的心結是考不到秀才（功名）。
因為別人問他：「你怎的連半個秀才也撈
不到呢？」孔乙己立刻顯出頹唐不安的模
樣，「臉上籠上了一層灰色」。

2. 試分析孔乙己這個人物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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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作者通過塑造孔乙己這個人物的形象，要

表達甚麼主題？

批判封建教育、科舉考試，並通過孔乙己的
悲劇，透視群眾的思想意識，揭示出當時冷
漠無情的社會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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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寫作技巧：

作者採用「小伙計」的角度來敘述〈孔乙己〉

這個故事有甚麼好處？

1. 製造既能讓小伙計「看」孔乙己，也能讓小伙計
「看」其他人如何「看」孔乙己的視角，從「看」
與「被看」的多重關係中表現主題。

2. 讓「看」著事情發生的小伙計同時成為「被（讀
者）看」的角色，透視他對待孔乙己的態度、思
想和心理變化，讓讀者連上他、其他「看客」和
孔乙己的關係，更深刻地思考這個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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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小說中哪一個片段，給你最強烈的感受？

為甚麼？

（在理解的基礎上抒發感情）

評估：情感體驗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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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
1. 請學生簡述小說的內容。

（評估：對內容的理解和覆述能力）

2. 討論：課文見出魯迅小說中經常出現的甚麼情
境？（「看」與「被看」）

（評估：遷移能力、對魯迅小說特點的把握）

3. 討論小說中主要人物的形象。

如四銘、四銘太太

4. 通過分析小說人物的形象，討論作者想表達些
甚麼（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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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哪一項能形容四銘的性格?

A 同情弱小，見義勇為

B 偽善好色，表裏不一

C 道德感強，以身作則

D 脾氣暴躁，心存僥倖

鑒賞人物形象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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鑒賞主題思想的能力

作者通過四銘這個人物的形象，以及他對新文化
、女性解放和孝女的態度，表達了甚麼主題？

A 譴責當時存在著很多社會問題，而大部分人卻

沒有足夠的同情心去愛護弱小。

B 指責當時新文化的推廣者沒有將工作做好，致

使社會改革停滯不前。

C 批判當時社會上一部分曾支持新文化的人，最

後背叛新文化，重投舊學的懷抱。

D 批判新文化不切實際，對改革社會沒有任何幫

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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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習〈藤野先生〉

提示：特別留意中國人被日軍槍斃的片段，

和這段影片對魯迅的影響。

想一想：

1. 假如你是身在播放影片現場的魯迅，會有 甚麼
感受？為甚麼你會有這種感受？

2.「圍著看的也是一群中國人；在講堂裡的還有一
個我。」作者在上述的句子中使用分號，有甚
麼含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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