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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擬單元自擬單元自擬單元自擬單元    

流行小說流行小說流行小說流行小說    

 

一一一一、、、、學習目標學習目標學習目標學習目標  

閱讀流行小說作品，了解流行小說的特色，分析流行小說與時代、社會、

文化和生活的關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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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二二二、、、、學習重點學習重點學習重點學習重點  

1. 認識流行小說的特色 

2. 探討流行小說與時代、社會、文化和生活的關係 

3. 從不同角度賞析及評論流行小說的思想內容和藝術手法 

4. 培養閱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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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和分析流行小說的特色 

3. 能運用文學學習基礎知識及從不同角度賞析、評論作品的思想內

容和藝術特色 

4. 樂於閱讀文學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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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用學習材選用學習材選用學習材選用學習材料料料料  

1. 亦舒《香雪海》 

2. 梁鳳儀《昨夜長風》 

3. 梁羽生《萍中俠影錄》 

4. 金庸《射雕英雄傳》 

5. 衛斯理《玩具》 

6. 衛斯理《後備》 

7. 西西《像我這樣的一個女子》 

8. 張系國《玩偶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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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書書籍籍籍籍  

1. 許子東《香港的純文學與流行文學》 

2. 劉登翰(編)《香港文學史》 

3. 陳必祥《通俗文學概論》 

4. 黃維樑《香港文學初探》 

5. 張小嫻《麵包樹上的女人》 

6. 范伯群、孔慶東《通俗文學十五講》 

7. 呂學海、呂學琴(記錄)《科幻之旅—張系國與王建元談科幻小

說》 

8. 葉李華《開宗明義論科幻》 

9. 張系國《星雲組曲》 

10. 衛斯理《圈套》 

 

六六六六、、、、設計取向設計取向設計取向設計取向  

1. 本設計以香港流行小說為主要的學習材料，以增加學

生的學習興趣，並讓學生從細讀各類型流行小說之文

(言情小說、武俠小說及科幻小說 )，初步認識這些小

說的特色和掌握評論這些小說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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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各類型的流行小說作品數量繁多，篇幅浩長，本單元  

   因課節有限，只能精選較具研習價值的作品作為學習  

   材料。  

 

3. 言情小說、武俠小說及科幻小說三部分完全可以各自  

   獨立，教師可以因應學生興趣和能力，調動次序，刪  

   減增補，作校本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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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用學習材料選用學習材料選用學習材料選用學習材料  

 教學環節教學環節教學環節教學環節  教節教節教節教節  學習內容學習內容學習內容學習內容  

1 流行文學流行文學流行文學流行文學與流行小說與流行小說與流行小說與流行小說 

 

1-3 認識流行文學與通俗文學的區別，初步了解流行小

說的分類及流行的原因。 

2 認識認識認識認識流行流行流行流行小說小說小說小說 

 (一一一一)言情小說言情小說言情小說言情小說 4-12 認識言情小說的特色：(1)言情小說中的女性角

色；(2)言情小說的情節；(3)言情小說的社會背景。 

(二二二二)武俠小說武俠小說武俠小說武俠小說 13-21 認識武俠小說的特色：(1)武俠小說所蘊含的歷史

知識；(2) 武俠小說的俠義人物形象；(3)武俠小說

對武術場面的描寫。 

(三三三三)科幻小說科幻小說科幻小說科幻小說 

 

22-28 認識科幻小說的特色：(1)科幻小說中的科學與想

像力；(2)科幻小說的主題。 

3 總結總結總結總結 29-33 總結流行文學的特點，並探討流行文學的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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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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撰寫短文 

� 口頭報告 

 

總結性評估總結性評估總結性評估總結性評估 

任選其一： 

� 撰寫評賞 

� 專題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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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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教學教學教學活動活動活動活動  構思和備註構思和備註構思和備註構思和備註  

流行文學流行文學流行文學流行文學與流行小說與流行小說與流行小說與流行小說 

第第第第 1-3 節節節節 

 

 

1. 教師引導學生認識下列各項： 

 

� 流行文學的特點。 

 

 

 

 

 

� 在香港大多數流行文學都是通俗文學。 

 

 

 

 

 

 

 

 

 

 

 

 

 

 

 

� 「通俗文學」與「流行文學」的區別。 

 

 

 

 

 

 

 

 

 

 

� 流行文學的三個基本特

徵：(1)通俗性 (2)故事

性 (3)娛樂性。見陳必

祥(編) (1991)《通俗文學

概論》，杭州大學出版

社。 

 

 

� 「現在香港大多數流行

文學也就是通俗文學，

但這並不說明『流行文

學』在概念上等於『通

俗文學』，只是說明在今

天的香港，以及世界上

很多地方，通俗文學是

最流行的文學」見許子

東《香港的純文學與流

行文學》，收錄於徐潔貞

編(1999)《第三屆香港

文學節研討會講稿彙

編》，香港：臨時市政局

公共圖書館。 

� 教師可先略舉本單元研

習的作品作例子說明。 

 

 

 

� 和「通俗文學」比較，「流

行文學」好像更強調消

費、流通、接收、包裝

等『文化工業』的意味。 

� 「流行文學」不一定是

「通俗文學」，像余秋雨

的作品在大陸很流行，

但讀者並不把它作為

「通俗文學」看。 

可參考許子東《香港的純

文學與流行文學》，收錄於

徐潔貞編(1999)《第三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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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教學教學教學活動活動活動活動  構思和備註構思和備註構思和備註構思和備註  

香港文學節研討會講稿彙

編》，香港：臨時市政局公

共圖書館。 

  

2. 請學生介紹一部喜歡看的流行小說，說說這部小說的內容及喜歡看

這部小說的原因。 

 

 

 

  

3. 教師承着學生的介紹，簡單歸納香港流行小說的分類，如：言情（愛

情）小說、武俠小說、科幻小說。 

 

 

  

4. 着學生就其對上述作品及作家的認識，分組討論及匯報：流行小說

之所以流行的因素。 

 

 

  

5. 教師總結及補充有關香港流行文學的時代背景及流行文學的讀者

心理。 

流行文學的時代背景： 

(1)工業發展，帶動經濟繁

榮，提供文化消費需求的

基礎；(2)報業興盛，加強

通俗文學的流通；(3)工業

化使市民生活緊張，需要

休閒文化來調節；社會轉

型激發人的慾望與夢

想，通俗文學提供了消閒

的素材，滿足大眾的夢

想；(4)殖民地時代，中文

地位不高，中文作家為生

活而在寫作上多少要適

應市場的需求。 

可參考劉登翰(編)(1997)

《香港文學史》第七章

「通俗文學」，香港：香

港作家出版社。 

 

流行文學的讀者心理： 

(1)休閒心理：城市生活緊 

張，為鬆弛精神，讀者大

多選擇文字顯淺，與真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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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教學教學教學活動活動活動活動  構思和備註構思和備註構思和備註構思和備註  

生活有距離的文字閱

讀；(2)替代性滿足：通俗

作品常有劍俠鋤奸、圓滿

愛情、奇幻科學等主題，

這都是抓住讀者代入角

色的心理，彌補他們在現

實生活中的不足。(3) 經

驗的擴張：通俗作品往往

描述讀者較少接觸的事

物，上天下地，大膽虛

構，能迎合讀者擴張經驗

的心理。 

 可參考鄭明娳(1993)《通

俗文學》，台北：揚智文

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6. 延伸閱讀： 

   (1) 許子東《香港的純文學與流行文學》，收錄於徐潔貞編(1999) 

      《第三屆香港節研討會講稿彙編》，香港：臨時市政局公共圖 

       書館。 

 
   (2) 劉登翰(編)(1997)《香港文學史》第七章「通俗小說」，香   

      港：香港作家出版社。 

    

   (3) 陳必祥(編)(1991)《通俗文學概論》「總論」，中國：杭州大 

      學出版社。 

    

 

 

 

 

認識流行認識流行認識流行認識流行小說小說小說小說  

  

(一一一一)言情小說言情小說言情小說言情小說 

第第第第 4-12 節節節節 

 

1. 用提問的形式，引導學生認識言情(愛情)小說的情節特色及其反映

的社會現象。 

� 說出任何一位你喜歡的言情小說作家的姓名 

� 介紹一本你看過的言情小說的情節及其反映的社會背景 

 

 

2. 着學生搜集資料，初步認識： 

� 亦舒《香雪海》和梁鳳儀《昨夜長風》的主題及內容大要 

� 亦舒小說及梁鳳儀小說的特色 

亦舒(1984)《香雪海》 香 

港：天地圖書。 

梁鳳儀(1993)《昨夜長 

風》，香港：勤 + 緣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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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教學教學教學活動活動活動活動  構思和備註構思和備註構思和備註構思和備註  

 社。 

 

  

3. 以抽簽形式，請學生簡單介紹搜集的資料。 

 

 

  

4. 着學生細讀亦舒《香雪海》頁 1-39及梁鳳儀《昨夜長風》頁 1-48，

並透過分組討論完成下表： 

 

姓名 出身 性格特徵 

香雪海   

凌叮噹   

賽明輝   
 

� 可透過分組討論，了解

學生對小說人物的出身及

性格的理解： 

� 香雪海：富家小姐，高

傲、冷漠、避世； 

� 凌叮噹：出身小康之

家，熱情、入世、追求

理想； 

� 賽明輝：出身小康之

家，父母移民，獨立、

剛強、追求愛情。 

  

5. 着學生細讀亦舒《香雪海》頁 213-236及梁鳳儀《昨夜長風》頁 1-48

與學生討論下列情節在現實生活中發生的可能性及在故事中的作

用： 

� 趙三與凌叮噹假訂婚 

� 香雪海突然患絕症 

� 賽明輝頂着大肚子到教堂偷看新娘(左思程結婚) 

� 左思程岳父收購建煌集團，左思程與賽明輝再一次見面 

 

這些情節在現實生活中 

發生的可能性比較低。作 

者創作這些情節，目的是 

透過離奇曲折，緊湊動人 

的情節，吸引讀者。這是 

一般言情小說的特色。可 

參考黃維樑(1988)《香 

港文學初探．「通俗」與

「非通俗」文學的分別》頁 

 12-16，香港：華漢文化事  

 業公司。 

  

6. 承上述活動，請學生比較兩段節錄的小說，何者的情節較為緊湊？ 

 

 

  

7. 着學生細讀亦舒《香雪海》頁 48-53及梁鳳儀《昨夜長風》頁 49-72，

並與學生討論下列問題： 

� 兩節小說片段分別反映了甚麼社會現象？ 

� 兩段情節何者較具真實感？為甚麼？ 

� 兩段文字反映言情小說有甚麼特點？ 

 

《香》：反映八十年代大 

機構員工推卸責任，玩弄 

權力的情況。《昨》：反映 

九十年代職業女性未婚

產子，獨自肩負家庭重擔

的情況。 

 

  

8. 着學生速讀兩本小說，請學生就下列題目發表己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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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教學教學教學活動活動活動活動  構思和備註構思和備註構思和備註構思和備註  

� 你比較喜歡《香雪海》還是《昨夜長風》的結局，為甚麼？兩

個結局各有甚麼吸引讀者的地方？ 

� 香雪海、凌叮噹、賽明輝三位女性中，你較喜歡哪一位？為甚

麼？ 

� 從取材、情節鋪排及文字風格三方面談談你對兩篇小說的看

法。 

 

  

9. 教師總結言情小說的特點。 言情小說的特點： 

� 以愛情故事為主線。人

物遭遇曲折離奇，或患

絕症，或性情乖張，或

經 歷 人 生之大起大

落，在現實中比較少

見。 

� 情節離奇吸引，但並不

細緻與真實。 

� 多以女性為主角，既有

白領麗人，亦有千金小

姐或財經女強人。 

可參考劉登翰(編) (1997)

《香港文學史》，香港：

香港作家出版社及黃維

樑 (1988)《香港文學初

探》， 香港：華漢文化出

版社。 

  

10. 教師簡介亦舒與梁鳳儀小說的特色。 

 

 

 

 

 

 

 

 

 

 

 

� 亦舒的小說多以現代

職業女性的浪漫故事

為主線，透過愛情故事

誘發讀者對社會、人生

的思考，如男女平等的

問題，富有香港人的生

活氣息，敘事平中見

奇，語言流麗機智。 

� 梁鳳儀的小說多以香

港商界景況為背景，以

獨立的女性為主角，以

纏綿的愛情故事為中



 

 

新高中中國文學學習單元設計示例(2012年 2月稿)

 

10 

教學教學教學教學活動活動活動活動  構思和備註構思和備註構思和備註構思和備註  

心情節，突顯女性能把

握機遇，發揮才幹的能

力。情節波瀾起伏，語

言流麗典雅。 

 

  

11. 延伸閱讀： 

   黃維樑(1988)《香港文學初探》之「香港文學研究」，香港：華漢 

   文化出版社。 

 

  

12. 延伸活動： 

着學生閱讀張小嫻(2000)《麵包樹上的女人》，香港：皇冠出版社，

然後分組討論，比較其作品風格與亦舒及梁鳳儀的分別。 

 

 

 

 

(二二二二)武俠小說武俠小說武俠小說武俠小說 

第第第第 13-21 節節節節 

 

1. 教師向學生講述導引武俠小說在香港崛起的事件，讓學生具體了解
武俠小說興起的背景。 

一九五二年，白鶴派掌門 

陳克夫與太極派掌門吳

公儀在澳門新花園擺擂

臺一決高下，吳公儀一拳

打中對方鼻子，結果雙方

以和局終場，比武過程前

後不到三分鐘。傳媒大肆

渲染，激發公眾的「武俠

幻想」。當時《新晚報》

的總編輯羅孚先生借此

會邀請梁羽生在《新晚 

報》撰寫連載武俠小說

《龍虎鬥京華》，結果大

受歡迎。可參考劉登翰

(1997)《香港文學史》第

七章，香港：香港作家出

版社。 

 

  

2. 先播放一兩個武俠劇的片段，引發學生說出武俠小說的若干特點。  武俠小說的一些特點： 

 以歷史為背景，寫江湖俠 

 客(劫富濟貧，鋤強扶弱； 

 先家國而後私仇……)，寫 

 武打場面(武功有正邪之 

 分，內外之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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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組活動，請學生各自談談喜歡看武俠小說的原因，歸納及匯報。
最後教師總結及補充武俠小說在中、港、台及海外華人地區流行的

原因。 

 

武俠小說流行的原因： 

 (1)文體本身的發展：傳統

刺客列傳、俠義公案小說

均為新武俠小說提供養

料：(2)五、六十年代，香

港社會中西文化兼容，促

進了新武俠小說的發

展，使之更適合現代讀者

的心態；(3)新武俠小說在

臺港澳的廣泛流行與海

外讀者的「懷鄉」情義結

息息相關。 

可參考劉登翰(1997)《香

港文學史》頁 216-219，

香港：香港作家出版社。 

 

  

4. 着學生細讀梁羽生《萍踪俠影錄》楔子及第七回，並與學生探討下
列問題： 

� 小說以甚麼歷史事件為背景？ 

� 梁羽生於刻畫朱元璋及張士誠這兩個人物時，哪些依據史實？

哪些與史實有別呢？ 

� 總括以上問題，說說武俠小說以歷史為背景的好處。 

 

梁羽生(1999)《萍踪俠影 

錄》，香港：天地圖書。 

� 小說以元末明初的歷

史作為背景，以彭瑩

玉、張士誠及朱元璋三

人的恩怨情仇關係為

故事的主線。 

� 小說貶低朱元璋及其

後人，褒揚張士誠及其

後人。其中對張士誠之

褒揚則與史書記載有

別。 

� 小說以歷史為背景可

增加真實感，有吸引讀

者的作用。 

 

  

5. 着學生細讀梁羽生《萍踪俠影錄》第 124-144頁張丹楓、雲蕾與黑

白雙摩訶比試一節，然後： 

� 請學生談談黑白雙摩訶的行宜是否合乎漢人道義之舉。 

� 與學生探討作者怎樣營造武術場面的緊張氣氛。 

� 與學生探討「萬流朝海元元劍法」及「百變陰陽玄機劍法」兩

套劍法的奇妙處及其在小說中的作用。 

� 黑白雙摩訶在比試之

時不願以大欺小，以多

戰少且願賭服輸。 

� 作者以骷髏頭、古墓及

黑白雙摩訶在江湖上

的名氣，營造緊張氣

氛；又以兵器，雙摩訶

的外貌，正面打鬥的場

景突顯氣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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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兩套劍法只得其一即

可稱霸江湖，若雙劍合

璧，則天下無敵。兩套

劍法相反相成，不必事

先與對方練習配合，一

使開來，便自然能天衣

無縫。兩套劍法在小說

中具有象徵意義，象徵

張丹楓和雲蕾心靈相

通，相愛，但兩家又是

世仇的關係。 

  

6. 着學生細讀金庸《射雕英雄傳》第四回(第 153-176頁)「江南七怪」

與「黑風雙煞」生死戰一節，然後就下列重點，窺視金庸如何描寫

武術場面。 

� 七怪遇見雙煞的時地 

� 一堆堆骷髏頭的擺放及預示 

� 七怪見到骷髏頭的反應 

� 雙煞的形象 

� 七怪最後得勝的原因 

 

� 七怪遇雙煞於月夜的

漠北高峰，有助營造荒

涼之境。 

� 一堆堆骷髏頭排列有

序，每個頭顱上留有五

個窟窿，預示雙煞九陰

真經之功力非凡。 

� 七怪未見雙煞已大為

震驚，小心戒備，正好

烘托雙煞的可怕。 

� 雙煞外貌嚇人，功力登

峰造極，出手狠辣。 

� 七怪勝梅超風是因為

能找到她的「練門」，

犧牲五哥，並兼以暗器

取她的命；勝陳玄風，

則全靠郭靖出其不

意，以匕首僥倖插進其

「練門」。 

7. 讓學生比較兩節的寫法，初步了解梁羽生和金庸的風格。 

 

 

8. 着學生撰寫短文一篇，分析及評論金庸刻畫梅超風的手法。 

 
� 可透過撰寫短文，了解

學生對金庸刻畫梅超風的

手法(如側面烘托、正面描

寫：外貌、動作、言行等)

的分析與評論。 

 

9. 着學生速讀梁羽生《萍踪俠影錄》及金庸《射雕英雄傳》，然後探
討下列問題： 

� 比較兩篇小說的主角張丹楓及郭靖的形象及為人。 

 

 

� 張丹楓是個完美的俠

客，外貌俊美，風度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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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析梁羽生及金庸分別怎樣塑造這兩個人物。 

 

 

 

� 你較喜歡哪一個人物？為甚麼？ 

翩，以天下為己任，以

蒼生為念，以德報怨。 

� 郭靖其貌不揚，不善言

辭，卻純厚憨直，忠君

愛國。 

 

 

提示： 

可從正面刻畫及側面襯

托兩方面進行分析比較。 

  

10.  延伸閱讀： 

 范伯群、孔慶東(編)(2003)《通俗文學十五講》第七講「有禮 

 有力的武俠小說」及第八講「武俠小說的革命巨人金庸」，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 

     

 

11.  延伸活動： 

    舉行座談會，從下列範圍請學生分享閱讀《射雕英雄傳》的心得： 

� 最喜歡哪個小說人物？為甚麼？ 

� 最喜歡哪種武功？為甚麼？ 

� 最喜歡哪一段情節？為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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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科幻小說科幻小說科幻小說科幻小說 
第第第第 22-28 節節節節 

 

  

1. 請學生介紹一本喜歡的科幻小說，並說明原因。藉此與學生探討： 

� 科幻小說的基本特色 

� 科幻小說受歡迎的原因 

科幻小說至少要包含有 

科幻因素——科學與幻

想，缺一不可，而基本構

思須符合兩個條件：(1)

現在絕不可能；(2)未來

確有可能。 

可參考：(1)呂學海、呂

維琴(記錄)《科幻之旅—

張系國與王建元談科幻

小說》，附錄於張系國

(1985)《夜曲》，台北：

知識系統。(2)葉李華《開

宗明義論科幻》(《科學

月刊》第 29卷第 2期，

1998年 2月。) 

  

2. 與學生初步探討衛斯理科幻小說的主題。 

� 着學生搜查資料，簡單介紹任何一本衛斯理小說的主題。 

� 教師總結及補充，衛斯理科幻小說的主題大致有： 

a. 探討是科技產品電腦控制人類，還是人類控制電腦？ 

b. 人類如可複製，那麼我是否還是「我」？ 

c. 人類如果可以長生不老，是否好事呢？ 

d. 透過外星人探討人與自然的關係，反思人類的劣根性。 

 

  

3. 着學生速讀衛斯理《玩具》及《後備》，初步了解兩本小說的主題。  

  

4. 着學生細閱衛斯理《玩具》第一至第三部，然後簡單說明作者如何

透過「浦安夫婦」、「推銷員」及「陶格一家」製造懸疑。 

浦安夫婦因要和陶格一

家相認而突然心臟病死

亡。推銷員則向陶格一家

推銷玩具而跳樓亡。三人

死前均說「他們殺人」。 

陶格一家都長得特別

美，像是經歷歲月而不

老，而且行踪飄忽。 

  

5. 着學生細閱衛斯理《玩具》第十至第十一部，然後請學生根據此兩

部分分組討論： 

十至十一部的重點：(1)

人性有弱點，要依賴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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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究竟有沒有自由？ 

� 你認同小說所說：每一個人其實都是別人的玩具嗎？ 

� 你寧願做未來機械人的玩具，過着物質豐裕，長命百歲的日子，

還是做現實中的人呢？為甚麼？ 

� 你認為《玩具》這個故事有可能成真嗎？人類會因依賴機械而被

取代嗎？ 

 

物、空氣及水而生。生命

有限，力量有限。(2)人因

過分依賴電腦與機械而

退化，淪為電腦的玩具。

(3)人類逃不出命運的主

宰。 

6. 着學生細閱衛斯理《後備》第三部，然後與學生探討： 

� 陶啟泉的年齡與病入膏肓的可能性。 

 

 

� 衛斯理如何突出陶啟泉的病情及他的求生欲？ 

 

 

 

 

 

 

 

� 衛斯理對錢財與死亡有甚麼看法？ 

 

 

 

 

 

 

� 衛斯理如何透過羅克這個人物，製造懸疑，吸引讀者？ 

 

陶啟泉正值壯年(五十出

頭)，但因太著重事業而

精神緊張，常於睡夢中為

工作之事而驚醒。 

 

突顯陶啟泉的病情：親友

聚集，大為緊張。兩位專

家醫生均診斷他只有十

五至二十天命。 

突顯陶啟泉的求生欲：他

不相信醫生、親友所言，

不惜任何代價，誓要續

命。 

 

 

人再有錢，病倒了，面對

死亡，也不過睡一張床，

跟一般人一樣。金錢買不

到生命，頂多只能靠醫術

苟延殘喘。 

 

 

 

 

羅克出現時十分神秘，只

單獨與陶啟泉見面。陶啟

泉見了他後，突然失踪。 

  

7. 着學生閱讀衛斯理《後備》第四部，分組討論這一節在小說的結構

上有何作用，然後分組匯報。 

第四部寫陶啟泉見過羅

克後突然失踪，衛斯理毫

無頭緒下，轉而追尋丘倫

被殺的原因。 

此節引發了小說後半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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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節，勒曼鎮療養院與

小說前半部多位世界巨

富無端受小傷的事息息

相關，於此逐步揭開療養

院的神秘面紗，帶出小說

的主題。 

  

8. 着學生細閱衛斯理《後備》第八至第十一部，請學生分組討論以下

問題，並分組匯報討論結果： 

� 根據這四節內容，複製人有甚麼特性？ 

� 作者藉這篇小說要探討哪些關於複製人的問題？ 

� 「複製人」這種科技值得發展嗎？ 

� 可透過分組，了解學

生 

對小說主題的理解。(如： 

複製人的出現會對社會

帶來甚麼影響？以後備

人(複製人)救人，是救人

還是殺人？) 

  

9.  就《玩具》及《後備》兩本小說，與學生探討： 

 ．衛斯理怎樣用小說的形式探討科學的問題？ 

 ．衛斯理的小說能稱得上是「科幻小說」嗎？為甚麼？ 

 

  

10.  教師總結及補充衛斯理科幻小說的風格。 衛斯理科幻小說的風格： 

(1)故事情節曲折離奇，

充滿懸疑與幻想，十分引

人入勝。(2)藉着這些故

事，探討對科學發展的一

些疑問。 

  

11.  延伸閱讀： 

   (1) 呂學海、呂維琴(記錄)《科幻之旅一張系國與王建元談科幻 

      小說》，附錄於張系國(1985)《夜曲》，台北：知識系統。 

 

   (2) 葉李華《開宗明義論科幻》，見《科學月刊》第 29卷第 2期， 

      1998年 2月。 

 

   (3) 張系國《星雲組曲》(2009)，臺北：洪範書店有限公司。 

 

   (4) 衛斯理《圈套》(2008)，香港：明窗出版社。 

 

  

12.  延伸活動：  



 

 

新高中中國文學學習單元設計示例(2012年 2月稿)

 

17 

教學教學教學教學活動活動活動活動 構思和備註構思和備註構思和備註構思和備註 

 舉辦分享會，邀請科幻小說迷(老師、校友、職工或家長)與同 

 學分享閱讀心得，讓同學更深入地了解科幻小說的特色。 

  

  

總結總結總結總結 

第第第第 29-33 節節節節 

 

1. 因應學生閱讀流行小說的經驗，就下列問題與學生共同探討「通俗

文學(流行文學的主流)」與「嚴肅文學」的分別。 

 

� 比較亦舒《香雪海》及西西《像我這樣的一個女子》兩篇小說的

情節安排及所表達的主題，探討為甚麼一般人會將前者列為「通

俗文學」，將後者列為「嚴肅文學」。 

 

 

 

 

 

 

 

 

 

 

 

情節的安排： 

《香》：情節誇張，起伏

多變，能吸引讀者。讀者

瀏覽全書就能記得當中

情節及明白小說主題。

《像》：寫一個替死人化

妝的女子的戀愛經歷，情

節不多，以女子的內心獨

白為主。讀者需要細嚼才

能明白小說的主題。 

 

表達的主題： 

《香》：寫現代女性的愛

情故事，人生的無奈。 

《我》：探討愛情與現實的

關係。 

前者只讓讀者投入情

節，後者引發讀者深思。 

 
 

� 比較倪匡《玩具》及張系國《玩偶之家》(見《星雲組曲》)兩篇

小說情節的安排、主題及其表達主題的手法，探討為甚麼一般人

會將前者列為「通俗文學」，將後者列為「嚴肅文學」。 

 

情節安排： 

《玩具》：離奇曲折，懸

疑吸引。《玩偶之家》：平

淡、簡單。 

 

主題： 

《玩具》：探討過份依賴

科技的後果；指出人性的

弱點；暗示人類逃不出命

運的主宰。《玩偶之家》：

人類的文明崩潰，被機器

人所取代。 

 

表達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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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具》：先有大篇幅離

奇曲折的情節吸引讀

者，然後在小說末端交代

主題。 

《玩偶之家》：並無離奇

情節，透過情節表達主

題，需要讀者再三思考。 

 
 

� 有人認為金庸《射雕英雄傳》乃「嚴肅文學」，亦有人認為是「通

俗文學」。試討論及分析這篇小說有哪些「嚴肅文學」及「通俗

文學」的元素。 

 

 

嚴肅文學的元素： ‧ 文字凝煉、流麗。 ‧ 人物形象鮮明、活現。 ‧ 刻畫的場景具體、優美。 ‧ 呈現的人生具真實性。 

 

通俗文學的元素： ‧ 情節離奇、曲折。 ‧ 武俠場面誇誕緊張，迎

合 

  大眾口味。 ‧ 讀者可以很輕鬆地投入 

  故事情節，不必深思甚

麼 

  人生大問題。 

 

  

2. 教師總結「通俗文學(流行文學的主流)」與「嚴肅文學」的分別。 

 

黃維樑：「通俗文學的特

色，是重視情節的離奇

曲折，使讀者有『追』

下去的興趣。故事追完

了，時間消磨掉了，讀

者也就滿足了。一般通

俗小說的文字都不講

究，比喻、象徵、韻律、

細節的選擇、敘事觀點

的運用，都不在考慮範

圍之內。通俗小說所忽

視的，正是高雅(或者說

「非通俗」、「嚴肅」)

作品所重視的。」見黃

維樑(1988)《香港文學

初探》，香港：華漢文化

事業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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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文學與純文學的差

別：(1) 純文學是提供

思考的文學，流行文學

是提供消費的文學。(2) 

純文學是著力於提高的

文學，流行文學是著力

於普及的文學。(3)純文

學強調反映現實世界，

流行文學不著重表現現

實世界。參考陳必祥

(編)《通俗文學概論》

頁 15-22，杭州大學出版

社。 

 

  

3. 教師配合本單元研習流行小說的學習歷程，總結及介紹評論流行文

學的方法。 

評論流行文學可有的方

法：(1)運用傳統的文學

評論方法：「流行文學」

不是「次等」的文學，

它只是因不同的生產目

的和不同的接受方式而

給定義和劃分出來的。

我們仍然可以用諸如

「文字是否優美」、「藝

術手法是否高超」、「情

節是否合理」、「主題是

否正確」等觀點來討

論。(2)運用社會學的方

法：流行文學有特別明

顯的社會背景成因，例

如阿諾 德． 豪澤爾

(Arnold Hauser)在其《藝

術社會學》中就指出：

流行文學(小說、雜文、

歌詞等)其實是城巿人

精神空虛、生活無聊的

產物，這些作品提供低

級趣味去滿足讀者的幻

想，反過來讓他們接受

無可改變的現狀(參考

鄭明娳《通俗文學》一

書)。(3)綜合多元的方

法：討論流行文學沒有

單一的方法。綜合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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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教學教學教學活動活動活動活動 構思和備註構思和備註構思和備註構思和備註 

多種方法，注意作品的

產生原因、閱讀效應、

文字水平、主題等各層

面，綜合地、開放地評

價作品的可讀之處，給

予客觀的評價，這樣才

可以吸收流行文學的正

面因素，同時又能檢討

流行文學不足的地方。

(4)比較的方法：比較是

一種有用的評論方法。

可以把兩部題材相近作

品、兩個作品中的人物

加以比較，以一部流行

文學同一部純文學加以

比較也是可取方法。 

4. 單元評估： 

   以下活動任擇其一： 

 

(1) 評賞一部流行小說作品： 

       學生自選一部流行小說，閱讀後，賞析及評論小說的主題、內 

       容大要及藝術特色。 

 

� 透過撰寫評賞，衡量學

生理解、賞析及評論流行

小說的能力。可根據以下

準則，檢視學生的表現： 

� 理解和清楚分析有關

作品的主題及藝術特

色 

� 從不同角度評論其主

題及藝術特色 

� 引用相關資料作公

允、客觀的介紹及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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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題研習： 

      學生自選一位流行小說作家，閱讀其作品最少三部，並自擬 

      主題進行專題研習。例如： 

� 亦舒筆下的時代女性 

� 金庸小說中俠客形象 

� 衛斯理科幻小說的時空宇宙觀 

 

 

� 透過專題研習，衡量學

生理解、賞析及評論作家

作品的能力。可根據以下

準則，檢視學生的表現： 

� 根據自擬的題目，蒐

集、分析相關的作品和

資料，理解無誤 

� 從呼應研習主題的角

度，賞析及評論作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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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及藝術特色 

� 闡述清晰、評析精要、

組織恰當、表達流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