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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修單元三  
小說與文化  

示例二  
 

一、學習目標  

閱讀不同時代、不同類型的小說，探討作品所蘊含的文化內涵，培養理

解、分析、評價的能力，並增強對中華文化的認識、反思和認同。 
 
二、學習重點  

1. 認識小說與社會、思想、文化等方面的關係 

2. 理解、分析、評價小說中的人物和思想內容 

3. 探討和評價小說所蘊含的文化內涵（如傳統的道德價值、人格特

徵、婚姻和愛情觀念、人和自然的關係），欣賞和認同中華文化的

優秀面和不足之處 

4. 培養個人道德情操 

 
三、學習成果  

1. 能聯繫知識和經驗，理解、分析小說中的人物和思想內容，以及

探討其中蘊含的文化內涵 

2. 能從多角度（如歷史角度、現代的觀點）評價小說的文化內涵，

並有個人的見解 

3. 認識中華文化，能對中華文化有所反思，認同優秀的中華文化 

4. 養成個人道德情操，能夠自我反省，自覺實踐 

 
四、課節  

共 42 節，每節 40 分鐘 

 

 

 

 



新高中中國語文學習單元設計示例（2008 年 4 月 21 日修訂稿） 

 2

 

五、學習材料  

甲  選用學習材料：  

1. 廖輝英《油蔴菜籽》 
2. 西西《感冒》 
3. 馮夢龍《警世通言．杜十娘怒沉百寶箱》 
4. 杜光庭《虬髯客傳》 
5. 袁郊《紅線》 
6. 金庸《神鵰俠侶》第三回（節錄）及第二十回（節錄） 
7. 二月河《康熙大帝》第三卷「王宇呈祥」第一回 
8. 羅貫中《三國演義》第三十六回和第五十回 
9. 黃春明《青番公的故事》 
10. 汪曾祺《歲寒三友》 

 
乙  建議配合閱讀書籍：  

1. 馮夢龍《警世通言》 
2. 張雙慶（編）《中國古典短篇小說選》 
3. 金庸《神鵰俠侶》 
4.  羅貫中《三國演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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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設計取向  

1. 以題材組織學習單元：本學習單元由「婚姻背後」、「俠義世界」、

「歷史長河」和「鄉土人情」四個主題組成。透過研習若干古今小

說，讓學生理解、分析、評價小說的人物形象、主題思想等，同時

探討小說所蘊含的文化內涵，包括中國傳統道德價值、人格特徵、

婚姻和愛情觀念、人和自然的關係等。 

2. 學習材料的選用：研習古今不同類型的小說，包括婚姻、俠義、

歷史、鄉土四類，教師須相體裁衣，因應學生的能力和興趣，增減

所選的作品，或選用其他合適的小說作品。 

3. 結合已有知識和生活經驗：學習活動的設計宜聯繫學生的已有

知識和生活經驗，讓學生能從不同的角度來理解、分析、反思和評

價小說所蘊含的文化內涵。 

 

七、學習內容簡介  

甲  教學：  

 教學環節  課節 學習內容  

1 導論 1 了解小說與歷史、社會、道德、宗教、倫理

等有密切的關係。 

2 婚姻背後 

 

2-13 閱讀以婚姻為題材的小說，從中國傳統的婚

姻、因果等觀念，認識中國人的思想、行為，

以及當時的社會文化面貌。 

3 俠義世界 14-26 閱讀不同類型的俠義小說，探討其中所蘊含

的文化內涵，包括俠義精神與中國傳統思想

的關係、忠孝、師徒情誼等，並反思中國儒

家理想人格在現代社會的意義。 

4 歷史長河 27-35 閱讀歷史小說，透過小說人物的言行，探討

其行為所反映的政治理想、價值取向、理想

人格等，從而反思中華文化。 

5 鄉土人情 36-42 閱讀鄉土小說，從人物的遭遇、命運和情

操，探討中國人對鄉土的感情、人與自然的

關係和文化承傳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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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  評估：  

進展性評估 

教師可視需要，透過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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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撰寫人物對話 
• 口頭報告或製作簡報 
• 續說故事 

 
總結性評估 

任選其一： 

• 撰寫文字報告 
• 專題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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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導論  
第 1 節  

 

  

1. 導入活動 ——「我最喜愛的小說」選舉：  

 着學生於課前推薦自己喜愛的中國小說，並統計

結果，選出最多學生推薦的三篇或三部作品。 

 着獲選小說的推薦者於課堂分享他們喜歡該小說

的原因。 

小說的故事情節獨特、人物

性格鮮明，往往會給學生留

下深刻的印象。(教師又可

利用學生初中讀過的小說

來導入課堂。) 

  

2. 着學生閱讀小說的序、作者自白或觀看訪問小說作家

的片段，引導他們明白小說與歷史、社會、道德、宗

教、倫理等有密切的關係。 

 

  
  

婚姻背後  
第 2-13 節  

 

  

1. 着學生閱讀廖輝英《油蔴菜籽》。 見洪銘水（選）(1992)《台

灣短篇小說選》，香港：文

藝風出版社，頁 300-318。 

可安排學生在課前閱讀作

品。 
  
2. 着學生分析和評論以下問題：  

 「油蔴菜籽命」指的是甚麼？ 「油蔴菜籽命」是指女人就

像油蔴菜籽般，風吹到哪

裏，就在哪裏落地生根，任

憑命運的安排。 

 試說出仁惠母親的婚姻態度。 在中國傳統社會裏，女性必

須遵守三從四德，並以相夫

教子為其一生中最大的目

標。受到這些傳統觀念影

響，仁惠母親遵從外祖父的

安排，誤嫁了浪蕩自私、欠

缺責任感的父親，父親花盡

金錢去養別的女人，又用刀

插傷母親，又或在母親難產

時不知去向等，可是母親從

沒想過離棄父親，更認定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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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活動  構思和備註  

己是油蔴菜籽命。母親的思

想行為充分表現出中國傳

統女性「從一而終」的婚姻

觀。 

 仁惠的經歷和信念對她擇偶有何影響？ 仁惠自小在家裏處處被打

壓，哥哥碗裏有兩隻雞蛋，

仁惠碗裏只有一隻。仁惠便

向母親抱怨，母親便說哥哥

要傳李家香燈，叫她不要計

較。又當仁惠考入名大學

時，母親便說：「猪不肥，

肥到狗身上去。」仁惠深深

體會到傳統觀念對女性的

不合理，更不相信女孩子一

定就是油蔴菜籽命，她有信

心掌握自己的命運，因此在

小說結尾時，她違逆母親，

嫁給自己喜歡的人。 

教師可引導學生反思傳統

文化。 

 你認為仁惠母親能擺脫「油蔴菜籽命」嗎？ 教師可讓學生自由作答，只

要言之成理，則可接受。 

 延伸活動：着學生從認識的古今文學作品中找出  
例子，小組內辯論「自由戀愛的婚姻才能帶來幸

福」。 

 

  

3. 着學生閱讀西西《感冒》，然後分組討論以下問題：  

 你認為《感冒》中的「我」與《油蔴菜籽》中的

仁惠和母親在婚姻戀愛上的遭遇和選擇有沒有相

似之處？ 

 小說以「感冒」貫穿全篇，究竟有何深意？ 

見西西(1993)《像我這樣的

一個女子》，台北：洪範書

店有限公司，頁 131-169。 

《感冒》中的我由父母安

排，與一名男子訂了婚。在

定婚時卻遇上了自己所愛

的男子，基於道德和面子問

題，便與一個難於有精神交

往的男子結婚，這種逆來順

受的思想與《油蔴菜籽》中

的母親極其相似。小說結

尾，「我」下定決定，背上

裝滿情信的旅行袋，出去找



新高中中國語文學習單元設計示例（2008 年 4 月 21 日修訂稿） 

7 7

教學活動  構思和備註  

尋自己的幸福，這不甘屈服

於命運擺佈的思想與《油蔴

菜籽》中的仁惠十分相似。

小說中的感冒，所指的並不

單是生理，更是心理。「我」

跟自己並不愛的男子訂了

婚、結了婚，因而感到自己

的感冒是永遠不會痊癒，是

無藥可治的。後來她想通

了，決定離開夫夫，感冒隨

即痊癒。 

 西西在小說中加插不少古今詩歌，其用意為何？

試加分析。 
西西在小說中，加插詩句，

以表達女主角的內心反

應。如「我」想起楚，作者

便引「青青子衿，悠悠我

心」；又如「我」重遇楚時，

便引「今夕何夕，見此良

人」。小說前半部分，引的

都是古典詩歌，表示「我」

難以拋開傳統的束縛。小說

後半部分，所引的都變成現

代詩歌，以示「我」的心靈

得到解放。 
  

4. 着學生閱讀馮夢龍《警世通言．杜十娘怒沉百寶箱》，

聯繫小說所描述的社會環境，然後討論以下題目： 
見馮夢龍 (1996)《警世通

言》，香港：中華書局，頁

485-500。 

 試析述十娘隱瞞「百寶箱」的用意。 十娘一直想落籍從良，她選

擇李甲，是因為李甲「忠厚

志誠」、「甚有心向她」。鴇

母要求三百両贖身金，十娘

本可從百寶箱拿出，她卻對

李甲隱瞞「百寶箱」，並請

囊空如洗的李甲替她贖

身，目的是考驗李甲是否真

心愛她。 

 作者如何刻畫十娘被李甲出賣的心情？ 十娘得知李甲將自己賣給

孫富時，「放開兩手，冷笑

一聲」，然後向李甲讚嘆出

計者「乃大英雄也」。十娘

「挑燈梳洗」，用意修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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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活動  構思和備註  

其後見李甲「欣欣似有喜

色」，便催他及早應承孫

富，以「兌足銀子」。十娘

對李甲卑怯、自私的行為感

到極度失望，於是怒沉珍

寶，舉身投江。作者就是通

過以上的細節描寫來刻畫

十娘被李甲出賣的憤怒。 

 聯繫當時社會環境，探討李甲最終捨棄十娘的原

因。學生可從下列角度思考，如： 
 

- 李甲的身份和性格 

- 十娘的身份 

- 孫富勸李甲將十娘賣給他的一番話 

教師可引導學生認識傳統

中國社會門第和戀愛婚姻

的關係。 
李甲「自幼讀書在庠，未得

登科，援例入於北雍。因在

京坐監，與同鄉柳遇春監生

同遊教坊司院」而邂逅十

娘。李甲跟一般讀書人一

樣，希望能夠取得功名。不

過當他遇上十娘後，只顧跟

十娘「朝歡暮樂」，別無他

志。後來怕父親反對。最後

決定把十娘賣給孫富。 
  

5. 教師可引導學生從杜十娘的遭遇，探討她對戀愛婚姻

的看法。 

 

  

6. 延伸討論：李甲、孫富和柳遇春分別有怎樣的下場？

你認為作者為何這樣寫？ 

教師引導學生思考曾研習

的古典小說，探討其中共通

之處，如： 

中國人受儒家和佛教等思想

影響，主張「重情義、守諾

言」和相信「因果報應」，因

此有「善惡到頭終有報」的

故事結局。 
  

7. 與人物對話：四位女性(仁惠、仁惠母親、小魚兒和杜

十娘)的婚姻戀愛際遇各有不同，教師可着學生任選一

個人物，以文字或錄音形式，與她們作一段超越時空

的對話，各自表達自己和評論對方的戀愛和婚姻觀。 

 

 可透過撰寫人物對話，了

解學生能否掌握小說人物的

思想行為及其中蘊含的文化

內涵。可根據以下準則，檢

視學生的表現： 
 理解、分析小說中人物的

思想行為 
 聯繫小說的社會文化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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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活動  構思和備註  

景，分析和評論人物的戀

愛和婚姻觀 
 能對中華文化有所反思和

認同 
 表達有條理 

  
8. 小結：傳統中國人的婚姻多由父母作主，加上受門第

觀念影響，男女婚嫁往往欠缺自主，然而中國人某些傳

統文化，例如重視名節、從一而終等，實在值得崇尚自

由戀愛的現代人反思。 

傳統中國人的婚姻要有「父

母之命，媒妁之言」，也講求

門當戶對。 

  
  

俠義世界  
第 14-26 節   

  

1. 導讀杜光庭《虬髯客傳》，引導學生探討中國傳統的「俠

義文化」： 
見張雙慶（編）(1978)《中

國古典短篇小說選》，香

港：華風書局，頁 103-106。

 你認為虬髯客哪些行為具有俠義精神？ 虬髯客胸懷磊落、豪氣干

雲，本有逐鹿中原之雄心，

然見李世民英姿而甘心認

輸，並將其所有贈給李靖，

以期李靖能協助李世民起

事，此成人之美而不求居功

之舉極具俠義精神。 

虬髯客所體現的俠義精

神，一方面受儒家思想影

響：講求實際，積極進取；

另一方面，他不重錢財，一

擲千金的豪情，亦受道家思

想影響。 

可參考廖向東《港台新派武

俠小說與道家文化精神》

（見《浙江師大學報》社會

科學版，1998 年第 3 期）。

 虬髯客具備爭霸中原的條件，但他為何要到扶餘國

發展？他的行為反映了中國傳統哪些思想？如果

你是虬髯客，你的抉擇為何？ 

中國人深信帝王誠天意所

歸，必得真命方能成為天

子。虬髯客具備爭霸天下的

條件，他身懷絶技，又家財

萬貫，僕役成群，然看出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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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活動  構思和備註  

世民是「真天子」後，知道

天意所歸，便甘心退讓並將

所有財物贈予李靖，希望李

靖能協助李世民登上帝

位，自己卻離開中原進入扶

餘國稱王。 

 今日社會上如出現像虬髯客這種人，對社會有利

嗎？現代社會能容許這種行為嗎？ 
 

  

2. 導讀袁郊《紅線》，然後着學生分組討論以下問題： 
 

見張雙慶（編）（1978）《中

國古典短篇小說選》，香

港：華風書局，頁 107-109。

 紅線為何會犯禁去幫助薛嵩？ 藩鎮田承嗣驕橫跋扈，多番

要脅紅線的主人薛嵩，紅線

知道後，為報主子之恩，便

自動請纓去幫助主人。（報

恩乃中國傳統思想，而為主

子盡力，亦合乎儒家忠義的

原則。） 

 紅線如何幫助薛嵩？薛嵩見紅線歸來，除了關心她

的行動是否成功外，還關心甚麼問題？由此可見

他是個怎樣的人？ 

她夜探田府，取去田氏枕前

金盒。她此行目的並非要暗

殺田氏，只想一挫他驕橫跋

扈的氣焰，表明她能輕易潛

入守衛森嚴的田府，可見要

取其頭顱，也非難事。薛嵩

見紅線歸來，便問紅線：「無

傷殺否？」可見他重仁義，

不想妄用武力而造成不必

要的傷亡。 

 紅線報恩後有何去向？這反映她的性格如何？ 紅線報恩後即消失於薛

府，功成身退，這是很多游

俠行俠方式，從中反映出俠

客功成不受報的逍遙性格。

 從紅線和薛嵩兩人性格和行為，探討中國傳統的俠

義精神。 
教師可引導學生思考，如：

俠義精神向來受中國傳統

文人所推崇，並將中國人認

為的理想人格特質，寄寓在

游俠身上。從兩人的性格、

行為，反映了中國人重仁

義、愛和平等的特質。 

 延伸討論：紅線有怎樣的「前世」？這反映出中國 紅線自述身世，提到自己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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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怎樣的思想？ 世為男子，後因殺人而降為

女子，可見當時的人受佛教

因果報應的觀念影響，同時

反映女性地位較男性低。 
  

3. 着學生閱讀金庸《神鵰俠侶》第三回「投師終南」（節

選「郭靖在舟中潛運神功……將來必有大成」），然後

討論以下問題： 

 

 簡述節錄部分的人物和情節。  

 從郭靖收楊過為徒的禮儀、柯鎮惡對徒孫的訓話等

情節，探討中國傳統師徒的關係和責任。 
在中國傳統文化中，以

「天、地、君、親、師」作

為至高至尊，「師」的地位

非常崇高。中國文化強調師

與道合一，老師應作傳道授

業解惑的師；傳授時強調師

承，以示不忘本。 

 分析和評論郭靖跟楊過的師徒關係，並反思自己對

待師長的態度。 
可從傳統中國文化中對朋

友一倫（「朋友」一倫包括

師生之關係）的要求，以及

現代人對「師徒」的看法作

依據。 
  

4. 着學生閱讀金庸《神鵰俠侶》第二十回「俠之大者」

（節選「郭靖在內堂自設家常酒宴……都熨得熱

了」），然後回答以下問題： 
 從郭靖勸勉楊過的一番話，以及楊過對待郭靖的態

度，分析郭靖的大俠風範和儒家理想人格的關係。 
 

 
 
 
郭靖具備儒家理想人格的

特徵，如： 
 謙虛：說自己愧當大

俠，其實他一直為民解

困，以行俠仗義為己

任； 
 重情義：待楊過如己

出，並說如果楊康是冤

死的，一定會替他報

仇； 
 為人光明磊落：從没有

懷疑楊過會暗殺他。 
  

5. 比較虬髯客、紅線和郭靖的俠義行為，然後選出自己

最敬佩的一個，並說明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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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討論：你認為現今社會哪位名人最具俠義精神？他與

小說人物(虬髯客、紅線和郭靖)的俠義行為相似嗎？ 
 

  

7. 小結：傳統的英雄俠士行事光明磊落，重義輕利，確

有可取之處，然而他們不愛其軀，以武犯禁，不軌於

法，又備受爭議。我們應從不同角度去思考俠義精神

的時代意義。 

 

  
  

歷史長河  
第 27-35 節  

 

  

1. 引導學生認識歷史小說的特點。 
 

歷史小說既有史實的依

據，又有藝術的想像和虛

構。歷史小說的作者不能任

意改變歷史的基本輪廓、重

大事件和歷史的總體面

貌，然作者多會依着自己的

想法和喜惡來增刪事件或

改變人物形象等。 
  

2. 先着學生說出中國古代賢主的共通點，然後着學生閱

讀羅貫中《三國演義》第三十六回和二月河《康熙大

帝》第三卷「玉宇呈祥」第一回，再分組討論以下問

題： 

見二月河(2005)《康煕大 
帝》，香港：明窗出版有限

公司，頁 7-11。 
 

 劉備的為人怎樣？你認為他符合中國傳統文化中

理想帝王的形象嗎？ 
 

在中國傳統文化中，理想帝

王的形象皆是心存仁厚，求

才若渴的。小說中的劉備具

有以下特質，如： 
心存仁厚：徐庶為救母親，

迫於無奈要離開劉備，孫乾

建議劉備苦留徐庶。孫乾認

為徐庶不投向曹操，曹操必

殺徐母，那時徐庶必為母報

仇，力攻曹操。劉備認為這

是不仁不義之事，故拒絶接

受孫乾的建議。 
求才若渴：徐庶力薦諸葛

亮，劉備便具厚幣，紆尊降

貴，到南陽請孔明相助，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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見他求才若渴的一面。 

 于成龍為何知法犯法？而徐庶為何要投向曹操？

你認同他們的做法嗎？ 
教師可引導學生從下列角

度思考： 
「法理」與「仁義」：清江

縣水災，縣令于成龍為開倉

救民，不惜違法迫使道台借

糧。 
「孝」與「忠」：徐庶因盡

孝而離開劉備投向曹操。  

 徐母和于方氏的人物形象怎樣？她們有否中國傳

統文化中理想人格的特徵？ 
 

曹操為了羅致徐庶，不惜花

言巧語，騙徐母修書，喚徐

庶到許都。不料，徐母深明

大義，先讚劉備恭己待人、

仁聲素著，後罵曹操托名漢

相，實為漢賊，更取石硯打

曹操。徐母為了存義，竟不

顧生死。 
梁守義反對開倉救災，于方

氏便說：「虧你大人名叫『守

義』，豈不聞義之所在，雖

有害而不趨避？」她為了開

倉救民，不顧眾官阻攔，更

不顧生命，支持兒子硬借軍

糧。這與徐母捨生取義的形

象極為相似。 
教師可藉此指導學生認識

和反思中國傳統文化中人

們對「生命」與「義理」的

看法。 

 糧庫守備郭真和于方氏對開倉救災意見不一，他們

所持的理由為何？你認為哪人的意見較為合理？

試說出你的看法。 

郭真反對開倉救災，他說：

「忠孝二字，忠在前面」，

認為于成龍不應為了盡孝

（聽從母親的話）而忘忠

（違抗天命擅用軍餉，開倉

救災）。 
于方氏贊成開倉救災，她引

用孟子的話：「民為貴，社

稷次之，君為輕」，認為人

民的生命比甚麼都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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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討論：不少小說人物面對生死抉擇時，往往能拿出那

份道德勇氣，然而在現實世界裏，人們多選擇明哲保

身。你認同這種看法嗎？ 

 

  

4. 口頭報告或製作電子簡報：着學生閱讀羅貫中《三國

演義》第五十回（諸葛亮智算華容，關雲長義釋曹操），

然後從不同角度理解、分析、反思、評價小說蘊含的

文化內涵。 

 可透過口頭報告或製作

電子簡報，了解學生能否分

析小說的人物和情節，探討

其中蘊含的文化內涵，以及

對中華文化的認識、反思和

認同。可根據以下準則，檢

視學生的表現： 
 能理解、分析、反思、評

價小說所蘊含的文化內

涵，並有個人的見解 
 能聯繫小說的社會、文化

背景，恰當地評價小說人

物 
 能欣賞中華文化的優秀

面 
  

5. 延伸活動：着學生比較陳壽《三國志•諸葛亮傳》和

羅貫中《三國演義》第三十六回對徐庶的描寫，並討

論後者改動史實的意圖。 

在《三國志》中，曹操親征

荊州時，徐庶跟劉備、諸葛

亮一起逃亡，那時徐母被曹

操所擄，徐庶便向劉備請

辭。而在《三國演義》中，

曹操親征荊州前，徐庶已被

程昱使計騙走，走前給劉備

推薦諸葛亮。 

羅貫中改動史實，用意有三：

1、突出劉備仁厚愛才的形

象：劉備雖不捨徐庶離

開，然拒用孫乾之計

謀，以成全徐庶盡孝之

美事。 

2、突出君臣之義：徐庶離

去，劉備凝淚而望，卻

被一樹林隔阻，他便說

要盡伐樹木，以示他對

徐庶之不捨。 

3、表達尊劉抑曹之立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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劉備仁厚愛才，曹操卻

挾人之母，騙人來歸，

行為卑劣。 
  

6. 小結：小說中的人物在待人處事上往往「有所為有所

不為」，又能捨生取義，這種道德勇氣值得我們深思及

探討。 

 

  
  

鄉土人情  
第 36-42 節  

 

  

1. 學生回憶讀過的故事，分享印象中傳統中國人的美

德。 

 

  

2. 着學生閱讀汪曾祺《歲寒三友》，然後討論以下題目： 見汪曾祺(2000)《汪曾祺短

篇小說選》，北京：中國青

年出版社，頁 208-226。 

 作者把三友的際遇分成哪三個部分？這樣的布局

有何用意？  
小說第一部分寫「歲寒三

友」貧窮的情況；第二部分

用過渡句「這一年，這三個

人忽然都交了好運」來帶出

三友轉好的處境；第三部分

用了簡單一句「這三年

啊！」又再寫出三友之困

境。以三友順逆相間的際遇

來布局，既吸引讀者細看，

且呈現出中國道家「月盈則

虧，水滿則溢」盛衰循環的

思想。 

 試分別說出「歲寒三友」的生活態度。 

 

王瘦吾：老是想發財，為的

並非滿足自己的利慾，而是

想「給兒女們找一口食」，

他循規蹈矩，勤勞進取，又

懂變通，生意越做越好。 
陶虎臣：知足自安，如製造

焰火時弄壞了左眼，但他常

常和顏悅色，帶着寬厚而慈

祥的笑容。 
靳彝甫：即使過着半饑半飽

的生活，仍活得有滋有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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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吃不飽的時候，只要把這

三塊田黃圖章拿出來看

看，他就覺得這個世界沒有

甚麼可抱怨了。 
小說人物有的自強不息，有

的安於現狀，教師可藉此引

導學生探討中國傳統的人

格特質，如： 
中國數千年以農立國，務農

則須安居，自然易養成安於

現實的態度。 
可參考唐君毅(2005)《中國

文化之精神價值》，廣西：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頁

183。 

 細讀小說的文字，分析作者對三友的行為和際遇的

態度。對於三友的行為和際遇，作者的態度是欣

賞，是同情，是譏笑，是批判，還是其他？ 

教師可讓學生自由討論，只

要言之成理，則可接受。 

 你喜歡「歲寒三友」的生活態度嗎？你認為他們的

生活態度適用於現今社會嗎？ 
藉此引導學生反思或認同

中國人傳統處世之道。 

 以「歲寒三友」為題，你覺得貼切嗎？你認為怎樣

的題目更貼近主題？ 
教師可着學生尋找有關「歲

寒三友」的詩文，探討其文

化內涵。 

題目改成「人生如夢」、「富

貴浮雲」、「樂天知命」會更

貼近主題嗎？教師可讓學

生自由討論。 
  

3. 小說以「外面，正下着大雪」收結，留給讀者想像的

空間。學生分組以「這 x 年啊……」作為過渡，輪流

續說故事，想像他們心目中人物的未來遭遇。 

故事發展必須保留人物原

來的性格特質，以及配合當

時的社會環境。 
 可透過分組續說故事，了

解學生對小說的人物性

格、社會環境和主題思想的

掌握。可根據以下準則，檢

視學生的表現： 

• 能準確理解作品的人物

性格、社會環境和主題思

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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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節鋪排合情合理 
• 表達生動、流暢 
• 具創意 

  

4. 教師播放記錄中國農村景色的電視或電影片段，讓學

生寫下觀察和感受，並說出心目中的農村生活。 

 

  

5. 着學生閱讀黃春明《青番公的故事》，討論以下題目： 

 

見黃春明(1993)《青番公的

故事》，台北：皇冠文學出

版有限公司，頁 93-120。 

 小說如何塑造吳青番的人物形象？作者用意如

何？你能從他身上看出中國人哪些美德？ 
吳青番年輕時，經常與洪水

搏鬥。有一回，溪水泛濫，

他的家人全被洪水沖走，田

園盡化為石頭荒地，但他憑

着「堅強得能夠化開石頭的

意志和勞力」，重建家園，

把田園從洪水的手中搶回

來。這次洪水，村民都認為

是秋禾殺了兩隻雄蘆啼所

致(洪水暴發前，雄蘆啼必

會在相思林啼叫的)，所以

村民把秋禾交給青番處

置，青番接觸他那種絶望而

哀求的目光，便把他放走。

此外，吳青番刻苦耐勞，雖

已年屆七十，並已有一塊良

田，但聽到縣政府推行養猪

貸款計畫，便去申請，並帶

着孫兒，撐着鴨母船撈沙，

準備蓋建猪舍。青番公那堅

毅、耐勞、寛容的形象，充

分顯示中國人的美德。 

 青番公有何心願？為了達成這個心願，他有甚麼相

應的行動？ 
青番公很想將堤岸到圳頭

的一片農田交給孫兒，希望

孫兒能做一個好農夫。為達

成心願，他教孫兒如何紮好

稻草人以嚇走麻雀，如何聽

出稻粒結實的消息，又如何

對待雀鳥。此外，他向孫兒

分享那悲慘卻值得驕傲的

經歷，提醒孫兒要看重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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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經驗，又要養成早睡早起

的習慣等，他將自己所有的

農耕經驗和生活智慧，傳給

下一代。 

 可引領學生了解中國人重

視文化承傳。 

 秋禾犯了甚麼鄉忌？你對這事有何評價？ 秋禾把預報水災的報信鳥

殺了烤來吃，使得歪仔歪的

鄉民無法防大水災的來襲。

這是對自然心存貪念的惡

果。小說處處顯露人要尊重

自然的信念，這正是中國傳

統的文化精神。 

 歪仔歪人信賴甚麼來預測山洪暴發？ 歪仔歪人信賴大自然的訊

息來預測山洪暴發，如看看

深山尖頂的大水帽是否被

烏雲籠罩，蘭陽濁水溪水是

否變得混濁而汹湧，雄蘆啼

是否連着幾天哀啼着。 

讓學生認識中國人對大自

然信賴的特點。 

 你能看出青番公與大自然相處之道嗎？試引例說

明。 
中國人向來尊重自然，講求

與大自然和諧共處。 

 青番公與大自然相處之道對現代人有何啟示？ 青番公向孫兒傳授辨認自

然聲音的經驗，訴說自然有

一套生生不息的規律；他又

要孫兒學會尊重自然，不要

獵殺鳥兒，即使會吃稻米的

麻雀也只教稻草人趕走就

好了。此外，青番公聽到稻

穗被東風吹得沙沙作響的

聲音，便說是多美的消息；

看到甜甜的露水，便陶醉得

舔起來；當孫兒問及水車磨

房時，他向孫兒解釋蒙着牛

的雙眼來騙牛圍着磨子繞

萬圈是殘酷的事。這一切都

顯露青番公對大自然充滿

欣賞和愛惜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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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說中加插濁水溪橋兩部大卡車亂成一團的情

節，究竟有何用意？ 
目的在於傳遞以下訊息：經

濟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使

人際關係變得緊張，傳統農

村中人性的溫良敦厚面臨

考驗。 

 你認為濁水溪村民原始和純樸的生活方式還會延

續下去嗎？ 

 

 

昔日的土地雖變成了良田，

水稻又有了良種，然年輕一

代逐漸不願務農，務農經驗

的傳承出現斷層，這一切都

意味着那種原始和純樸的生

活方式難以延續下去。 

教師可引導學生思考經濟

發展對傳統文化價值帶來

衝擊的問題。 
  

6. 小結：現今社會重視經濟發展，不少人重實效、薄人

情，小說家所描寫有關中國人的人情世故、對鄉土和

自然的感情，以及中國文化的承傳問題等，是現代人

需要探討的重要課題。 

 

  
  

總結   
  

1. 教師總結：  

 雖然小說的情節大多是虛構的，但是小說的內容能

反映文化現象。宜多看不同類型的小說，並探討當

中蘊含的文化內涵，藉此欣賞和認同中華文化的優

秀面及反思其不足之處。 

 

 時代不斷轉變，傳統觀念面臨考驗，有的值得保

留，有的已不合時宜。我們今天應對這些觀念作反

思，並探討其現代意義。 

 

  

2. 總結性評估 
   以下活動，任選其一： 

 

(1)學生閱讀一位作家的小說（一篇或多篇），並從不同

角度分析、評價作品所呈現的文化現象，然後提交一

份文字報告。 

 透過撰寫文字報告，衡量

學生是否能夠聯繫知識和

經驗，從不同角度理解、分

析、反思、評價小說中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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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內涵，以及欣賞中華文化

的優秀面。可根據以下準

則，檢視學生的表現： 
• 能深入理解作品的人

物、思想內容 
• 能從不同角度分析、評價

小說中的文化內涵 
 能引用相關資料作評

論，並有個人的見解 
• 能欣賞中華文化的優秀

面和反思不足之處 
• 論述有條理 

  

(2)着學生分成小組，每組選定一個值得探討的主題，

然後蒐集資料和研讀有關的小說，並探討、評價小說

所呈現的文化現象，最後以座談會形式發表意見。 

教師可先行指導學生如何

選擇主題。 
每組學生就探討的主題自訂

講題，組員以不同身份發表意

見。座談會可增設台下發問

環節，令學習更添互動性。

可要求學生在座談會發言

後，各自提交簡短文字報告。

 透過座談會，衡量學生能

否聯繫知識和經驗，從不同

角度理解、分析、反思、評

價小說中的文化內涵，以及

欣賞中華文化的優秀面。可

根據以下準則，檢視學生的

表現： 
• 能深入理解作品的人

物、思想內容 
• 能從不同角度理解、分析

小說中的文化內涵 
• 能對小說所呈現的文化

現象作適當的評價，並有

個人的見解 
• 能欣賞中華文化的優秀

面和反思不足之處 
• 資料詳細，能回應同學的

提問 
• 表達清晰、流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