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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擬單元自擬單元自擬單元自擬單元  

傳記文學傳記文學傳記文學傳記文學  

 
一一一一、、、、學習目標學習目標學習目標學習目標  

研習傳記文學作品，了解傳記文學的特色，體會傳記文學作品的藝術

感染力，賞析、評論作品的思想內涵、表現手法及藝術特色，以提高

鑒賞文學作品的能力。 

 

二二二二、、、、建議學習重點建議學習重點建議學習重點建議學習重點  

1. 概略認識傳記文學的發展 

2. 認識常見的傳記類型、基本內容和主要的表達形式 

3. 體會傳記文學作品的藝術感染力 

4. 從不同角度賞析及評論傳記文學作品的思想內容和藝術手法 

5. 培養閱讀傳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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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悟傳主和作家的思想言行，對傳記文學作品

有個人感受 

2. 能運用文學基礎知識，理解、分析傳記文學作品的內容及形式的

特點 

3. 能運用文學基礎知識及從不同角度賞析及評論傳記文學作品的思

想性和藝術性，並有個人的見解 

4. 樂於閱讀不同時代、不同作家的傳記文學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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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壽《三國志卷三十五‧諸葛亮傳》(節錄) 

2. 羅貫中《三國演義八十五回》(節錄) 

3. 司馬遷《史記‧鴻門會》 

4. 司馬遷《史記‧垓下之戰》 

5. 老舍《老舍全集‧老舍自傳》 

6. 鳳凰出版傳媒集團江蘇教育出版社《傳記選讀‧老舍傳》 

7. 楊絳《我們仨》，牛津大學出版社。 

8. 魯迅《自敘傳略》 

9. 胡適《四十自述：九年的家鄉教育》(節錄) 

10. 沈從文《從文自傳：我讀一本小書同時又讀一本大書》 

11. 蔡元培《我在北京大學的經歷》 

12. 季羨林《季羨林自傳：反躬自省、三辭、夫子自道》(節錄) 

13. 陶淵明《五柳先生傳》 

14. 司馬遷《史記‧項羽本紀》 

15. 韓愈《柳子厚墓誌銘》 

16. 韓愈《張中承傳後敘》 

17. 梁啟超《殉難六烈士傳‧譚嗣同傳》 

18. 許壽裳《憶亡友魯迅》 

19. 孫伏園《憶魯迅先生》 

20. 蕭紅《回憶魯迅先生》 

 

乙乙乙乙  建議配合閱讀建議配合閱讀建議配合閱讀建議配合閱讀篇章及篇章及篇章及篇章及書籍書籍書籍書籍：：：：  

1. 沈從文《從文自傳》 

2. 李燕珍編《胡適自敘》 

3. 林太乙《林家次女》 

4. 謝冰瑩《我的回憶》 

5. 白先勇《寂寞的十七歲‧驀然回首》 

6. 楊楊、陳引馳、傅傑選編《大師自述》 

7. 楊光編著《最後的名士――近代名人自傳》 

8. 季羨林《這一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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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司馬遷《史記‧廉頗藺相如列傳》 

10. 司馬遷《史記‧荊軻列傳》 

11. 柳宗元《童區寄傳》 

12. 歸有光《先妣事略》 

13. 方苞《左忠毅公逸事》 

14. 林語堂《蘇東坡傳》 

15. 駱玉銘編著《近二十年文化熱點人物述評》 

16. 許廣平等《此生此世――名人筆下的魯迅》 

17. 曹聚仁《魯迅評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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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六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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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記文學

初探 

1-8 認識常見的傳記類型和主要的表達形式，概略認識

傳記文學的發展，並初步認識傳記文學的主要特

點：歷史與文學的結合、虛構與真實的融和。 

2 自傳(一) 

成長足跡 

9-14 研讀有關描述傳主成長的自傳式傳記文學作品，認

識自傳的特色；探討傳主的個人形象，分析影響作

者成長的人和事，讓學生有所啟迪。 

3 自傳(二) 

自明心志 

15-20 選讀以表達傳主心志的自傳式傳記文學作品，分析

及討論傳主的理想、寫作自傳的動機，探討作品的

言外之意。賞析及評論作品的內容和藝術手法。 

4 他傳 

人物形象 

21-32 研習有關的傳記文學作品，鑒賞作品的藝術手法，

包括素材的選擇、細節和事件的安排、人物形象的

塑造，進一步認識傳記文學的藝術，並明白閱讀不

同的傳記文學作品以多方面了解傳主全貌的意義。 

5 總結 33 總結學習傳記文學的經驗，共同探討傳記文學的價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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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課堂討論 

� 口頭報告 

� 撰寫評論 

 

總結性評估總結性評估總結性評估總結性評估 

下列活動，任選其一 

(1) 圍繞「作家的成長」的主題，選取兩位作家的自傳或傳記，分

析作品的特色，就作品的內涵和藝術手法作出評論和比較，每

篇附上個人評賞心得，然後編選成傳記文學作品專輯，自擬專

輯名稱，並撰寫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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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選取一位喜愛的作家的自傳及傳記，深入閱讀，寫作評論報告，

並探討作品中傳主的人物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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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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教教教學活動學活動學活動學活動  構思和備註構思和備註構思和備註構思和備註  

傳記文學初探傳記文學初探傳記文學初探傳記文學初探  

第第第第 1-8 節節節節  
 

  

1. 學生預習陳壽《三國志卷三十五‧諸葛亮傳》(節錄)

及《三國演義八十五回》(節錄)，然後分組討論及匯

報： 

� 兩篇作品對諸葛亮的記述，有何不同? 

� 你會喜歡哪一篇作品的記述？為甚麼？ 

 

《三國志卷三十五‧諸葛亮

傳》(節錄)：「章武三年春，

先主於永安病篤……及卒，

如其所言。」 

《三國演義八十五回》(節

錄)：「卻說先主在永安宮，

染病不起……芝拜辭，望東

吳而來。」 

 

《三國演義八十五回》比較

生動，細節和情節經作者的

藝術加工。例如託孤一段，

將君臣二人的情誼，寫得活

靈活現，與正史完全不同：

「且說孔明到永安宮，見先

主病危，慌忙拜伏於龍榻之

下，先生傳旨，請孔明坐於

龍榻之側，撫其背曰……孔

明等泣拜於地……孔明聽

畢，汗流遍體，手足失措……

叩頭流血……。」 

 

史書與文學的不同性質：史

書是實錄，力求真實；小說

是文學，可以完全虛構。但

好的歷史記述可以具文學

性，我國以人物為中心的史

傳，便是如此，例如《史記》。

《史記》開創了紀傳體的史

學，同時也是我國傳記文學

的代表作。 

 

可參考 

� 中國文化研究院「燦爛的

中國文明」網站人物篇：

「諸葛亮」、林語堂《諸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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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教教教學活動學活動學活動學活動  構思和備註構思和備註構思和備註構思和備註  

亮傳》。 

 

 鼓勵自學： 

� 建議學生瀏覽中國文化研

究院「燦爛的中國文明」

網站中，與本單元相關內

容如：「司馬遷與史記」、

「陶淵明」、「胡適」、「魯

迅」等。 

� 「燦爛的中國文明」網址

http://www.chiculture.net 

  

2. 着學生以指定作品《鴻門會》為例，說說這篇史傳作

品的文學特色，並與《三國志卷三十五‧諸葛亮傳》(節

錄)比較，哪一篇的藝術效果較佳？從而引導學生初步

認識傳記和傳記文學的分別。 

 

鴻門會（節錄自《史記．項

羽本紀》）：「沛公旦日以百餘

騎來見項王。至鴻門……不

者，若屬皆且為所虜……」 

 

傳記文學的定義見《中國大

百科全書──中國文學》：

「記載人物的作品稱傳記，

其中文學性較強的作品即是

傳記文學。」 

 

  

3. 教師引導學生賞析《項羽本紀》「垓下之戰」內容：

「項王君壁垓下，兵少食盡……項王涕數行下，左右

皆泣，莫能仰視……」。 

� 這篇文章千古傳誦，談談它感人的地方。 

� 清代學者周亮工在《尺牘新抄》說：「垓下是何

等時？虞姬死而子弟散，匹馬逃生，身迷大澤，

亦何暇更作歌詩？既有作，亦誰聞之？而誰記

之？」你是否同意？這段文字有沒有影響你對《史

記》的文學成就的評價？ 

作者如置身現場，將悲壯的

場面、項羽豪邁慷慨的英雄

形象，描繪得淋漓盡致，生

動感人。 

 

可參考： 

� 清代學者周亮工在《尺牘

新抄》對《項羽本紀》的

分析：「垓下是何等時？虞

姬死而子弟散，匹馬逃

生，身迷大澤，亦何暇更

作歌詩？既有作，亦誰聞

之？而誰記之？吾謂此數

語者，無論故事之有無，

應是太史公『筆補造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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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教教教學活動學活動學活動學活動  構思和備註構思和備註構思和備註構思和備註  

代為傳神。」 

  

4. 教師以《鴻門會》及《項羽本紀》「垓下之戰」為例，

介紹傳記文學的特點之一：歷史與文學的結合、虛構

與真實的融和。 

宜指出「虛構」並非歪曲事

實，而在「真實」的基礎上

作藝術加工，作合理的想像。 

傳記寫作出現虛構的原因

如：對傳主的資料掌握不

足；作者的主觀因素如創作

動機和情感訴求。 

 

可參考： 

� 郭可久（2004）《論傳記文

學的想像、誇張與虛構》，

南昌大學學報(人社版)，

2004 年 1月，35 卷 1期，

頁 128-133。 

  

5. 教師引導學生討論上述傳記文學作品中想像的運用。 傳記研究學者楊正潤教授在

《傳記文學史綱》指出，一

般傳記文學中運用想像的三

種類型： 

(1)根據現有的材料，作合理

的猜測和補充； 

(2)在不違背基本史實和人物

性格的前提下，加以發揮，

使人物性格更豐滿和生動； 

(3)在符合人物性格的原則

下，進行想像，以激發讀者

的想像。 

 

可參考： 

� 楊正潤(1994)《傳記文學史

綱》南京：江蘇教育出版

社，頁 11-13。 

  

6. 學生閱讀《老舍自傳》、《老舍傳》，簡單比較「自

傳」與「他傳」在以下幾方面的差異： 

� 描述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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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教教教學活動學活動學活動學活動  構思和備註構思和備註構思和備註構思和備註  

� 選材 

� 敘述角度 

  

7. 學生蒐集資料，於課堂匯報，再由教師簡單總結： 

� 傳記的類型 

� 傳記文學的概略發展 

一般傳記的分類如： 

� 自傳與他傳：自傳作品如

魯迅《自敘傳略》、胡適《四

十自述》、沈從文《從文自

傳》等；他傳作品如司馬

遷《史記‧項羽本紀》、《史

記‧廉頗藺相如列傳》、韓

愈《柳子厚墓誌銘》、《張

中承傳後敘》、方苞《左

忠毅公逸事》、梁啟超《殉

難六烈士傳》等。 

� 人物小傳：如《胡適小

傳》、《啟功傳奇》。 

� 畫傳：《梅蘭芳畫傳》、《魯

迅畫傳》。 

� 評傳：如《孔子評傳》、《胡

適評傳》、《魯迅評傳》等。 

 

可參考： 

� 楊正潤(1994)《傳記文學史

綱》南京：江蘇教育出版

社，第一章。 

� 《中國古典傳記》(上冊) 

前言，上海文藝出版社，

1982，頁 1-21。 

� 陳蘭村主編(1998)《中國傳

記文學：一個發展著的文

類》，見《浙江師大學報》

（社會科學版），1998 年第

6期，頁 51-55。 

� 朱文華 (1993) 《傳記通

論》，上海：復旦大學。 

  

8. 學生閱讀楊絳《我們仨》(第二部份「我們仨失散了」)，

賞析作品的藝術手法和獨特構思，寫閱讀劄記，於課
� 可透過口頭報告，了解學

生對傳記文學作品的特色的

認識(例如：「歷史」與「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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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教教教學活動學活動學活動學活動  構思和備註構思和備註構思和備註構思和備註  

堂上分享個人心得。 學」的結合，「虛構」與「真

實」的融和。) 

 

教師宜引導學生扣緊傳記文

學的特色：「歷史」與「文學」

的結合，「虛構」與「真實」

的融和探討《我們仨》的藝

術手法。 

 

《我們仨》由三個部份組

成。第一部份「我們倆老了」

是序言，以「鍾書大概記著

我的埋怨，叫我做了一個長

達萬里的夢」拉開序幕。第

二部份「我們仨失散了」用

夢境的形式「倒敘」一家三

口的家庭生活，由「走上古

驛」、「古驛道相聚」、「古驛

道上相失」組成，以「古驛

道」的意象貫串，借以象徵

人生旅途的悲歡離合、生老

病死。第三部份「我一個思

念我們仨」採用回憶錄的寫

法，記敘 1935 年至 1998 年

間這個家庭鮮為人知的生活

點滴和坎坷經歷，是整個作

品的主體部份。這三個部份

既相對獨立，又互相關連，

組成一個有機的整體。 

 

在一年多時間內，兩位相依

為命的親人相繼離世，作者

不願，也不能冷靜客觀地記

錄生離死別的情景，只能用

實筆寫生，以虛筆寫死。以

亦虛亦實，亦真亦幻的描述

表達失去至親的悲痛。 

 

  

9. 延伸閱讀 

� 《我們仨》第一及第三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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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教教教學活動學活動學活動學活動  構思和備註構思和備註構思和備註構思和備註  

自傳自傳自傳自傳（（（（一一一一）：）：）：）：成長足跡成長足跡成長足跡成長足跡  

第第第第 9-14 節節節節  
 

  

1. 閱讀魯迅《自敘傳略》，討論以下問題： 

� 分析魯迅《自敘傳略》的結構。 

� 你認為影響魯迅一生最重要的是什麼事情？這反

映傳主是怎麼樣的人？ 

� 你認為作者寫的自傳和他的作品，如指定作品

《藥》，在思想感情或語言風格上有不同嗎？ 

魯迅《自敘傳略》是自傳式

傳記文學作品。一般自傳式

傳記文學作品的結構：敘述

自己的出生年月、籍貫、家

庭情況、成長歷程。 

  

2. 閱讀胡適《四十自述：自序、九年的家鄉教育》，分

組討論及匯報： 

� 傳主倡導寫作自傳文學的原因 

� 小時候的胡適是怎樣的人？根據這篇文章，作者

可以成為一個學者，你認為有甚麼原因？ 

� 傳記文學的要求之一，是「紀實傳真」，即如實

記錄，甚至是記載個人一些荒唐丟臉的事情。試

以《四十自述：自序、九年的家鄉教育》為例，

加以分析說明。 

� 文中最令你感動、印象最深刻的是那些內容？ 

� 劉大杰認為《四十自述：九年的家鄉教育》逼真

地描繪了孤苦的慈母和孩子相依為命的經歷，是

全書最令他感動的部份。你是否有相同的看法？

為甚麼？ 

胡適在《四十自述：自序》

提到倡導寫作自傳文學的原

因：「因為深深的感覺中國最

缺乏傳記的文學」，而他寫自

傳是希望「引起一班老年朋

友的興趣，可以使我們的文

學裏添出無數的可讀而又可

信的傳記來……給史家做材

料，給文學開生路。」 

 

「紀實傳真」： 

� 胡適表示本書「赤裸裸的

敘述」自己少年時代的瑣

碎生活，包括如實記載一

些荒唐丟臉的事情。對認

識傳主思想發展的軌跡具

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 《四十自述》描繪了十九

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安徽

農村的習俗，記述一個沒

落家庭的矛盾、鄉村書塾

和上海新式學堂的讀書環

境和方式，對瞭解當時的

社會和教育具參考價值。 

 

  

3. 師生共同討論《四十自述》(節錄)的傳記文學特色： 

� 《四十自述》符合傳記文學的特點之一：歷史與

文學的結合、虛構與真實的融和。 

《四十自述：自序》：「我本

想從這四十年中挑出十來個

比較有趣味的題目，用每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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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教教教學活動學活動學活動學活動  構思和備註構思和備註構思和備註構思和備註  

� 有人說：第一篇《我的母親的訂婚》採用了小說

式寫法，是中國傳記文學寫作上一個大膽的嘗

試。你是否同意小說式寫法增強了這篇作品的表

現效果？ 

題目來寫一篇小說式的文

字，略如第一篇我的父母的

結婚……遇必要時用假的人

名和地名描寫一些太親切的

情緒方面的生活。但我究竟

是一個受史學訓練深於文學

訓練的人，寫完了第一篇，

寫到了自己的幼年生活，就

不知不覺的拋棄了小說的體

裁，回到嚴謹的歷史敘述的

老路上去了……其中寫那

『太子會』頗用想像補充的

部分……因為傳聞究竟與自

己的親見親聞有別，所以我

把這一章提出，稱為『序

幕』」。 

  

4. 教師簡介胡適在中國傳記文學發展上的影響和地位： 

� 胡適是我國最早提出「傳記文學」概念的人，也

是致力提倡與最有影響力的人物之一。 

 

可參考： 

� 卞兆明(2004)《胡適自傳寫

作簡論》，見《蘇州大學學

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04 年 11月，第 6期，頁

55-58。 

� 袁紅濤(2004)《中西傳記史

學視野中的胡適自傳──

以〈四十自述〉為中心》，

見《安徽廣播電視大學學

報》，2004 年第 4 期，頁

89-91 及 104。 

� 朱志華(1993)《胡適與近代

中國傳記史學》。北京：三

聯書店。 

  

5. 研讀沈從文《從文自傳：我讀一本小書同時又讀一本

大書》，分組討論及匯報： 

� 分析影響作者成長中重要的人和事 

� 傳主的形象  

� 沈從文自傳中所寫的生活經歷與他的文學創作有

什麼關係？ 

 

可選用其他作品如白先勇

《驀然回首》、季羨林《這一

輩子‧自述》、季羨林《這

一輩子‧我的心是一面鏡

子》、林太乙《林家次女》、

謝冰瑩《我的回憶‧平凡的

半生》、陳獨秀《實庵自傳》、

盧隱《盧隱自傳‧大學時

代》、齊白石《白石老人自述》



新高中中國文學學習單元設計示例（2012 年 2 月稿） 

13 

教教教教學活動學活動學活動學活動  構思和備註構思和備註構思和備註構思和備註  

等。 

 

引導學生探討「小書」與「大

書」的涵意。 

 

  

6. 教師引導討論和總結： 

� 《從文自傳》寫於 1932 年，作者在 1980 年的《從

文自傳‧附記》中，提及這本自傳是「不過關的

一本頑童自傳」，而且內容已是「過時陳跡」，

你對這些看法有什麼意見？ 

教師宜指出： 

� 以上所讀的作品，都是學

者或文學家的自傳，從中

可見作者的心路歷程，某

時、某地的一個人、一件

事，甚至社會時勢也可對

作者的成長有重大的意

義。他們的經歷可能對讀

者有啟廸的作用。 

� 自傳是作者自我的剖析，

不同階段的人生反思也會

影響事件的記述。 

� 傳記文學的基本要求是

「紀實傳真」，而自傳的真

實性至為重要。傳主往往

將自己不為人知的一面，

如逃學、說謊、懶惰等荒

唐丟臉的事情，展示讀者

眼前。 

 

可參考： 

� 陳蘭村主編(1998)《中國傳

記文學：一個發展著的文

類》，見《浙江師大學報》

（社會科學版），1998 年第

6期，頁 445-448。 

� 商金林(2005)《沈從文青少

年時代的心路歷程── 

〈從文自傳〉漫評》，南

京：《江蘇行政學院學

報》，2005 年第 4期，總第

22期，頁 113-118。 

  

7. 延伸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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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教教教學活動學活動學活動學活動  構思和備註構思和備註構思和備註構思和備註  

� 沈從文《從文自傳》 

� 李燕珍編《胡適自敘》 

� 林太乙《林家次女》 

� 謝冰瑩《我的回憶》 

� 白先勇《驀然回首》 

 

 

 

自傳自傳自傳自傳（（（（二二二二）：）：）：）：自明心志自明心志自明心志自明心志  

第第第第 15-20 節節節節  

  

  

1. 選讀以表達傳主心志的自傳式傳記文學作品：蔡元培

《我在北京大學的經歷》，引導學生分析及討論： 

� 傳主辦學的理想 

� 傳主的辦學理想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是否落伍？

為什麼？ 

可選用其他作品如司馬遷

《史記‧太史公自敘》、曹操

《讓縣自明本志令》、劉禹錫

《子劉子自傳》等。 

  

2. 教師導讀季羨林《季羨林自傳：反躬自省、三辭、夫

子自道》（頁 352-361末 8 行），師生共同討論： 

� 傳主寫自傳的動機 

� 感受作品中傳主的人格 

� 傳主的「反思」和「表白」對我們有什麼啟發？ 

可參考： 

� 季羨林《這一輩子‧自

傳》、季羨林《這一輩子‧

我的心是一面鏡子》、季羨

林《季羨林自傳‧自述》、

于青《季羨林傳》。 

� 季羨林寫自傳的動機：「想

借這個機會廓清與我有關

的幾個問題……我在這裡

昭告天下：請從我頭頂上

把「國學大師」的桂冠摘

下來……請從我頭頂上把

「學界(術)泰斗」的桂冠

摘下來……請從我頭頂上

把「國寶」的桂冠摘下

來……三項桂冠一摘，還

了我一個自由自在身……

我自己是喜歡而且習慣於

講點兒實話的人。講別

人，講自己，我都希望能

夠講得實事求是，水分越

少越好。我自己覺得，桂

冠取掉， 裡面還不是一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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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教教教學活動學活動學活動學活動  構思和備註構思和備註構思和備註構思和備註  

朽木，還是有頗為堅實的

東西的……過於謙虛是矯

情，過於自吹自擂是老

王，二者皆為我所不敢

取……」(頁 356-358) 

  

3. 選讀陶淵明《五柳先生傳》。結合指定作品《歸去來

辭並序》的認識，於課堂分組討論及匯報： 

� 傳主理想中的自我 

� 傳主理想中的生活 

可選用其他作品如白居易

《醉吟先生傳》、歐陽修《六

一居士傳》等。 

  

4. 引導學生賞析： 

� 作品標題的作用 

� 這篇自傳的寫法與上述已學習的自傳作品有甚麼

不同？ 

可參考： 

� 川合康三著，蔡毅譯(1999)

《中國的自傳文學》，北

京：語文出版社，頁 56。

作者對《五柳先生傳》的

分析：「《五柳先生傳》所

描寫的人物對象，既是現

實的，又是虛構的；既是

作者自身的敘寫，又是從

第三者角度的旁觀；既是

自己生活的真實寫照，又

是內心理想的熱烈追求。」 

� 葉治 (2006)《〈五柳先生

傳〉：遊走於虛實之間》，

見《荊門職業技術學院學

報》，2006 年 3 月，頁

17-19。 

  

5. 引導學生探討及比較《我在北京大學的經歷》、《季

羨林自傳：反躬自省、三辭、夫子自道》和《五柳先

生傳》三篇作品的寫作動機。 

 

  

6. 教師引導學生總結 

� 自傳式傳記文學作品的特色 

一般自傳的特色如： 

(1) 紀實 

將個人的人生經歷和成

長歷程，如實敘述。(教

師宜提示學生，由於種

種原因，傳主有時會選

擇記述部分真相，有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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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教教教學活動學活動學活動學活動  構思和備註構思和備註構思和備註構思和備註  

會委婉曲述，有時因忌

諱就避而不談，所以閱

讀自傳時，適宜同時閱

讀傳主的其他作品或相

關傳記。) 

(2) 個人歷史的文學再現 

作品以藝術手法呈現個

人的人生片段、成長歷

程。 

7. 學生自選個人認為最富感染力的一篇自傳，撰寫評論。 

 

� 可透過撰寫評論，了解學

生賞析自傳式傳記文學作品

的心得(例如： 

� 掌握傳記文學作品的特色 

� 體悟傳主的情懷 

� 能從不同角度賞析及評論

作品的思想內容及藝術手

法，具體詳述作品富感染

力的理據。) 

 

  

8. 延伸活動 

學生嘗試創作自傳，並自行擬定標題，內容可加入影

響個人成長的人和事，或就別人誤解自己的地方作辯

解。每人找 3位同學相互傳閱、評改。並將作品以網

誌或結集出版。 

 

  

9. 延伸閱讀 

� 楊楊、陳引馳、傅傑選編《大師自述》 

� 楊光編著《最後的名士――近代名人自傳》 

� 季羨林《這一輩子》 

 

  

  

他傳他傳他傳他傳：：：：人物形象人物形象人物形象人物形象  

第第第第 21-32 節節節節  

 

1. 引入活動：着學生根據《鴻門會》的學習心得，說說： 

� 項羽的為人 

� 司馬遷如何塑造項羽的形象 

學生在必修的基礎上已學習

《鴻門會》，已認識有關的人

物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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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教教教學活動學活動學活動學活動  構思和備註構思和備註構思和備註構思和備註  

 可參考： 

� 賴漢屏(2009)《轉捩點：鴻

門宴上 刀光劍影》，見《中

學中國文學指定作品參考

資料選編（中四至中六），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教育

局課程發展處中國語文教

育組，頁 59-69。 

� 徐李平(2009)《試論〈鴻門

宴〉人物形象的塑造》，見

《中學中國文學指定作品

參考資料選編（中四至中

六），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教育局課程發展處中國語

文教育組，頁 71-76。 

� 王向萍(2006)《從〈鴻門會〉

看〈史記〉的寫人藝術》，

見《邯鄲職業技術學院學

報》，2006 年 6月，19 卷 2

期，頁 53-54。 

� 郭兆琦主編(1992)《中國

傳記文學史》，石家莊：

河北教育，頁 66-81。 

� 吳東峰（2009）《中華傳記

文學中人物描寫傳統及其

文學品質》，香港：中華傳

記文學（香港）國際學術

研討會論文。 

  

2. 研習《史記‧項羽本紀》，學生朗讀重要語段（如鉅

鹿之戰、垓下之戰），然後分組討論及匯報： 

� 《史記‧項羽本紀》主要寫項羽一生中四個重要

要的階段（吳中起兵、鉅鹿之戰、鴻門會、垓下

之戰），每個階段的項羽的形象是怎樣的？ 

� 揣摩作者對項羽這個人物的情感 

可選用其他作品如《廉頗藺

相如列傳》、《滑稽列傳》、

《荊軻列傳》、《李將軍列

傳》等。 

 

可以相關的視像資源，如京

劇「霸王別姬」或電視劇集

引入。介紹後世的戲曲多以

項羽和虞姬的故事編演成

劇目，著名的京劇大師梅蘭

芳就以飾演《霸王別姬》中

的虞姬而負盛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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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教師引導學生從以下幾方面歸納司馬遷塑造人物形象

的藝術手法： 

� 素材的選擇 

� 事件的安排 

� 細節的描寫 

� 人物語言、行動 

� 其他：如側面描寫和正面描寫相結合、粗線條勾

勒和工筆細描相結合、對比等 

《史記‧項羽本紀》塑造人

物形象的藝術手法如： 

� 通過激烈的矛盾衝突和

重要的歷史事件來表現

人物的性格，如鴻門會、

烏江自刎。 

� 用個性化的人物語言和

行動表現人物性格特

徵，塑造人物形象。例如

烏江自刎前，項羽「霸王

別姬」一節的悲歌：「力

拔山兮氣蓋世……虞兮

虞兮奈若何！」使人感受

英雄末路的悲壯慷慨，也

揭示了西楚霸王豐富的

感情世界。 

 

 

可參考： 

� 楊正潤（1994）《傳記文

學史綱》，南京：江蘇教

育出版社，頁 100-105。 

� 徐金鳳（1987）《〈項羽

本紀〉的傳記文學價

值》，福建：《福建師範

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

學版)，1987 年第 2期，

頁 49-55。 

� 周金勇（2004）《從項羽

本紀看史記的傳記文學

特色》，貴州：銅仁師範

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004

年 10 月，6 卷 4 期，頁

22-24 及 32。 

 

  

4. 學生閱讀《柳子厚墓誌銘》及《張中承傳後敘》，分

組討論及匯報： 

� 賞析作品中柳子厚、張巡、許遠及南霽雲的形象 

� 鑒賞作品塑造人物形象的藝術手法 

� 分析作者寫作傳記的目的 

� 可透過課堂討論及口頭報

告，了解學生鑒賞傳記文學

作品人物形象塑造的藝術手

法的能力(例如：素材的選

擇、細節和事件的安排、人

物形象的塑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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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柳子厚墓誌銘》中，韓

愈既為好友作墓誌銘，同時

借題發揮，針貶時弊，以「以

柳易播」一事，抨擊官場中

的勢利凶險。他在敘事中隱

含自己的論斷和褒貶傾

向。韓愈指柳宗元年少時

「不自貴重顧藉，謂功名可

立就」，因而遭貶。他毫不

掩飾與傳主的政見不同，以

不能「自持其身」，委婉批

評柳宗元的政治活動，但又

用「諸公要人爭欲出我門

下，交口薦譽之」等句為柳

辯白。此外，對傳主坎坷的

遭遇充滿惋惜與同情，例如

分析柳被貶是因為缺乏有

力人士的支持，所以慨歎

「才不為世用，道不行於時

也」。作品中對柳宗元的人

格和風範，推崇備至。 

 

表面看來，《張中承傳後敘》

的創作是為了補正李翰的

《張巡傳》，其實是作者想

駁斥前人對張巡和許遠不

公正的評價，重塑他倆的英

雄形象，頌揚他們為國犧牲

的忠義事蹟。亦有人認為韓

愈委婉曲折地表達他削藩

的主張。 

 

  

5. 教師引導學生討論： 

� 有人認為韓愈的傳記文學作品繼承了史記的筆

法，例如以人物為中心，重視情節敘述，善用典

型的事件和細節，具體描述，塑造人物形象。你

是否同意這個看法？試以《柳子厚墓誌銘》及《張

中承傳後序》為例分析說明。 

 

  

6. 教師導讀《殉難六烈士傳‧譚嗣同傳》，學生蒐集相

關資料，然後分組討論及匯報，再由教師引導討論及

作品寫於光緒 24 年 9月，

適值戊戌政變失敗。作者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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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 找出文中描述傳主一生的重大事件，分析這些事

件體現了傳主怎麼樣的人格。 

� 梁啟超的《譚嗣同傳》和司馬遷的《項羽本紀》

在塑造人物形象的手法上有什麼不同？ 

 

 

述譚嗣同入京參與變法維

新，孤身犯險游說袁世凱，

並多次放棄生存機會，最後

以身殉難的歷程。 

 

《譚嗣同傳》塑造人物形象

最主要的藝術手法是運用

個性化的人物語言。每句話

都符合人物身份地位、所處

情境，亦反映人物個性特

點。如他與袁世凱的對答，

反映兩人在政治經驗上有

很大的差距，同時表現出譚

嗣同思慮周詳的一面。 

 

可參考： 

� 朱少璋(2008)《規矩與方

圓──從經典作品學習

寫作》，香港：匯智出版

有限公司，2008 年 11月

初版，頁 17-21。有關典

故「程嬰忤臼」、「西鄉

月照」的分析。 

  

7. 延伸閱讀 

� 《史記‧廉頗藺相如列傳》 

� 《史記‧荊軻列傳》 

� 柳宗元《童區寄傳》 

� 歸有光《先妣事略》 

� 方苞《左忠毅公逸事》 

� 林語堂《蘇東坡傳》 

 

  

8. 學生閱讀魯迅的傳記作品：許壽裳《憶亡友魯迅》、

孫伏園《憶魯迅先生》、蕭紅《回憶魯迅先生》，分

析及比較上述作品以下幾方面： 

� 作者與傳主的關係 

� 作品對傳主的描寫角度 

� 作品中魯迅的形象 

� 作品的藝術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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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傳主哪一面的描寫最有感染力？ 

 

許壽裳《憶亡友魯迅》： 

許壽裳是魯迅 20多年的知

己朋友。作品先敘回憶片

段，次述魯迅死因，作者並

特別就魯迅生平及著作方

面，分析他的偉大之處，並

就別人對魯迅性格方面的

印象，作出評論。 

 

孫伏園《憶魯迅先生》： 

孫伏園是魯迅的學生。他憶

述因為職務而與老師熟

識，文中描述對老師的整體

印象，包括外表「異常孤

冷」，內心「始終熱烈」、

真誠助人，為人義俠，過著

像獨身者的「非常簡單」生

活。(根據曹聚仁《魯迅評

傳‧他的師友》頁 308指出

兩師徒之間頗有隔膜及誤

會，但本文沒有記述。) 

 

蕭紅《回憶魯迅先生》： 

蕭紅是與魯迅深交的後

輩。她回憶很多與傳主相處

的生活細節，讓讀者認識魯

迅充滿人情味，性情平和的

一面，也就是魯迅真實但鮮

為人知的一面。 

 

  

9. 教師進一步引導學生探討： 

� 作者與傳主的關係對作品的影響 

宜指出作品受以下的因素

影響而有不同的寫法： 

(1)作者與傳主的關係 

(2)作者創作傳記的動機 

 

如韓愈為好友辯解，流露作

者與傳主的情誼(《柳子厚

墓誌銘》；為張巡及許遠辯

白，表達對傳主的的尊崇

(《張中承傳後敘》)；梁啟

超為表揚傳主的可敬之處

而寫《殉難六烈士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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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延伸閱讀 

� 駱玉銘編著《近二十年文化熱點人物述評》 

� 許廣平等《此生此世――名人筆下的魯迅》 

� 曹聚仁《魯迅評傳》 

 

  

11. 延伸活動 

� 學生選擇一位傳主，如老舍、沈從文、林語堂，

分組研習相關作品，探討不同作品中的傳主形

象，了解傳主全貌，並於課堂上分享個人心得。 

 

有關老舍的傳記如：王行之

《老舍夫人談老舍》、黃笛

子《老舍之歌──老舍的生

平和創作》、康培初《文學

作家時代‧記老舍先生》

等。 

 

有關沈從文的傳記如：駱玉

銘編著《近二十年文化熱點

人物述評》、汪曾祺《星斗

其文，赤子其人》、陳徒手

《午門城下的沈從文》、李

輝《與巴金談沈從文》等。 

 

有關林語堂的傳記如：林太

乙《林語堂傳》、《林家次

女》。 
  

  

總結總結總結總結  

第第第第 33 節節節節  

 

  

1. 就研讀傳記文學的經驗，師生共同探討： 

� 傳記文學的價值 

綜合傳記文學研究學者楊

正潤教授和朱文華先生的

意見，傳記有以下的功能： 

(1) 傳記的真實性和藝術

性產生特殊的魅力，

令它有道德倫理教化

的感染力，傳主的善

行、成功或失敗的經

驗，往往對讀者有指

導的作用，甚至成為

學習的楷模。 

(2) 傳記有很強的認識功

能，能幫助讀者理解

不同時代的人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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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 

(3) 傳記具有作為史學研

究的獨立成果或基礎

性成果。例如有些傳

記可糾正史書的錯

誤，補充史書的不足。 

(4) 作品在描述傳主生平

時，往往會旁及一些

有關的知識，如政

治、經濟、軍事、外

交、文化等方面，豐

富讀者的知識 

 

可參考： 

� 楊正潤(1994)《傳記文學史

綱》南京：江蘇教育出版

社，頁 21-24。 

� 朱文華 (1993) 《傳記通

論》，上海：復旦大學。 

  

2. 延伸活動 

學生結合本單元所學，以同學為對象，創作人物傳記

一篇，每人找 3位同學互相傳閱、評改。並將學生作

品以網誌或結集成為「傳記作品集」出版。 

 

  

3. 總結性評估： 

下列活動，任選其一 

(1) 圍繞「作家的成長」的主題，選取兩位作家的自

傳或傳記，分析作品的特色，就作品的內涵和藝

術手法作出評論和比較，每篇附上個人評賞心

得，然後編選成傳記文學作品專輯，自擬專輯名

稱，並撰寫序文。 

 

 

 

 

 

 

 

 

 

�透過撰寫比較兩位作家的

傳記文學作品的評論，衡量

學生理解、賞析、評論文學

作品的能力。建議參考以下

準則，檢視學生的表現： 

� 對作家的成長經歷和心路

歷程，有個人深刻的體悟 

� 能理解、分析所選傳記文

學作品的特色 

� 從不同角度賞析、評論及

比較作品的思想內容及藝

術手法，並有個人的見解 

� 適當引用資料，評論中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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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觀，有個人心得 

� 表達清晰、精要、流暢 

 

(2) 選取一位喜愛的作家的自傳及傳記，深入閱讀，

寫作評論報告，並探討作品中傳主的人物形象。 

 

�透過撰寫傳記文學作品評

論報告，衡量學生理解、賞

析、評論文學作品的能力。

建議參考以下準則，檢視學

生的表現：  

� 對作家的思想言行有個人

深刻的體悟 

� 能理解、分析所選傳記作

品的特色 

� 從不同角度賞析及評論作

品的思想內容及藝術手

法，並有個人的見解 

� 能鑒賞作品中傳主的人物

形象 

� 適當引用資料，評論中肯

客觀，有個人心得 

� 表達清晰、精要、流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