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說學習檔案

小說學習檔案

關於小說學習檔案

　　小說的學習檔案是用來幫助你記錄小說的學習過程。

　　小說的學習有四個單元，分別是單元一小說的情節，單元二小

說的主題（主角的困難、解決過程及結果），單元三小說角色的特

質，單元四小說的寫作手法－場景分析。

　　這四個單元的學習，我們當安排三個學習順序，來協助同學練

習。三個學習順序是老師引導，小組合作學習，個人學習，你必須

將三個階段的學習成果，記錄在這個學習檔案之中。

　　當你完成四個單元的學習後，我們會安排一個自我的學習評量

，協助你檢查自己有關於小說學習的成效，方便你規畫下一個階段

的學習。

　　這個檔案是你的學習紀錄，請好好保存，也可以隨時和老師或

家長討論，讓他們了解你的學習狀況，並提供協助。請注意他不是

記錄你的學習成績，而是記錄你學習的過程，任何時間，只要你能

完成這個過程就可以得到滿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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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
單元

單元一
小說的情節

單元二
小說的主題

單元三
小說角色的特質

單元四
小說的寫作手法 
－場景分析　

學習
內容 王冕的少年時代 王冕的少年時代 王冕的少年時代 王冕的少年時代

學習
表現

1. 能填寫「小說情
節表」

2. 能重述故事情節

1. 能填寫「小說主
角困難表」

2. 能簡述主角解決
困難的過程

3. 能填寫「主角評
論表」

1. 能填寫「小說角
色特質表」

2. 能填寫「角色反
思表」

1. 能填寫「小說場
景分析表」

2. 能畫出場景圖

學習
內容 美猴王 美猴王 美猴王 美猴王

自學
表現

1. 能填寫「小說情
節表」

2. 能重述故事情節

1. 能填寫「小說主
角困難表」

2. 能簡述主角解決
困難的過程

3. 能填寫「主角評
論表」

1. 能填寫「小說角
色特質表」

2. 能填寫「角色反
思表」

1. 能填寫「小說場
景分析表」

2. 能畫出場景圖

學習
內容 空城計 空城計 空城計 空城計

自學
表現

1. 能填寫「小說情
節表」

2. 能重述故事情節

1. 能填寫「小說主
角困難表」

2. 能簡述主角解決
困難的過程

3. 能填寫「主角評
論表」

1. 能填寫「小說角
色特質表」

2. 能填寫「角色反
思表」

1. 能填寫「小說場
景分析表」

2. 能畫出場景圖

自我評量

評量
內容 湯姆歷險記 湯姆歷險記 湯姆歷險記 湯姆歷險記

評量
表現

1. 能填寫「小說主
角困難表」

2. 能簡述主角困難
解決的過程

1. 能填寫「小說角
色特質表」

2. 能填寫「角色反
思表」

1. 能填寫「小說場
景分析表」

學習
評估 1. 能評估學習成效 1. 能評估學習成效 1. 能評估學習成效 1. 能評估學習成效

小說學習檔案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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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一  小說的情節

小說學習檔案

　　這個單元我們的學習重點是：

　　1. 認識小說事件，填寫「小說事件表」。

　　2. 認識小說情節，填寫「小說情節表」。

　　3. 簡述小說情節。

　　請跟著老師的引導，練習如何摘要小說的情節。

　　但是我們更希望你慢慢的學會自己摘要小說的情節，並且享受

自己完成摘要小說情節的樂趣。

　　最後還希望你能協助同學或自己的弟弟妹妹也能學會這項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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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冕的少年時代

◆老師引導

1. 練習排列下列事件的先後順序。

事件　 自學畫荷　放牛　買書自學　畫荷名家

2. 承第１題，想一想王冕做這些事的原因？練習用「小說情節表」說明。

◎小說情節表

畫荷

名家

自學

畫荷

買書

自學
放牛

事件 放牛 買書自學 自學畫荷 畫荷名家

原因 家貧 喜歡讀書 荷花美麗 自學畫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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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說學習自我評估表

學習單元 單元一　小說的情節

學習內容 王冕的少年時代

學習表現
□能填寫「小說情節表」

□能重述故事情節

3. 練習利用「小說情節表」說明王冕放牛到成為畫荷名家的經過。

【學習小幫手】

王冕十歲時，因為（　　家貧　　　），所以（　輟學放牛　　）。

因為喜歡（　　讀書　　　　　），所以（　　買書自學　　　）。

後來他想畫荷花，所以又（　　自學畫荷　　　　　　　　　　），

最後成為（　　畫荷名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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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猴王

1. 練習排列下列事件的先後順序。

事件　 跳入瀑布　介紹水簾洞 
成為猴王　發現水簾洞

2. 想一想美猴王做這些事的原因是什麼？練習用「小說情節表」說明。

◎小說情節表

成為猴王介紹水簾洞發現水簾洞跳入瀑布

事件 跳入瀑布 發現水簾洞 介紹水簾洞 成為猴王

原因 眾猴提議 跳入瀑布
發現水簾洞是

好所在
眾猴信守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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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練習利用「小說情節表」說明石猴跳入瀑布到成為猴王的過程。

【學習小幫手】

石猴跳入瀑布後，發現（　　水簾洞是個好所在 ）。

他跳出瀑布後，告訴大家（　　水簾洞的好處 ）。

最後，他帶領大家 進入水簾洞，於是，大家尊他為（　千歲大王　　

），並自稱（　　美猴王 ）。

◆小說學習自我評估表

學習單元 單元一　小說的情節

學習內容 美猴王

學習表現
□能填寫「小說情節表」

□能重述故事情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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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城計

1. 練習排列下列事件的先後順序。

事件　 諸葛亮上城撫琴　司馬懿退兵 
諸葛亮下令空城　司馬懿觀察

2. 想一想諸葛亮、司馬懿做這些事的原因？練習用「小說情節表」說明。

◎小說情節表

  司馬懿退兵  司馬懿觀察諸葛亮上城撫琴諸葛亮下令空城

事件
諸葛亮下令 
空城　　　

諸葛亮上城 
撫琴　　　

司馬懿觀察 司馬懿退兵

原因 看見司馬懿
來襲　　　

想使用空城計
不信西城是
空城　　　

推測空城必 
有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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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練習利用「小說情節表」說明孔明發現司馬懿大軍來襲到司馬懿退兵的

過程。

【學習小幫手】

孔明發現司馬懿率大軍來襲後，立刻下令（　　把西城變成一座 

空城 ），

接著他登上敵樓（　　焚香撫琴 ）。

司馬懿仔細觀察後，認為孔明個性（　　謹慎 ）， 

大開城門必定（　　有詐 ）， 

所以決定（　　退兵 ）。

◆小說學習自我評估表

學習單元 單元一　小說的情節

學習內容 空城計

學習表現
□能填寫「小說情節表」

□能重述故事情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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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單元我們的學習重點是：

　1. 認識主角遭遇的困難、如何解決、結果，填寫「主角困難

表」。

　2. 簡述主角遭遇困難解決的過程。

　3. 從主角解決困難的過程你體會到什麼？從文中找證據支持

你的看 法。填寫「主角評論表」。

　　請跟著老師的引導，練習如何摘要主角的困難，並評論主角的

啟示。

　　但是我們更希望你慢慢的學會自己摘要主角的困難並評論主角

的啟示，也能享受自己完成摘要主角困難並評論主角的啟示的樂趣。

　　最後還希望你能協助同學或自己的弟弟妹妹也能學會這項能力。

單元二  小說的主題

小說學習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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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冕的少年時代

◆老師引導

1. 練習填寫「小說主角困難表」。

◎小說主角（王冕）困難表

【學習小幫手】

項目 一 二 三

困難 休學 放牛 畫荷

解決 自學 勤謹、早出晚歸 自學苦練

結果 學習明白 得到醃魚臘肉的犒賞 畫荷名家

优 找出主角遭遇的三個困難，填入表格中。

悠 圈出主角如何解決困難的段落，在表格中填入解決過程或方法。

忧 圈出主角解決困難後的結果，在表格中依序填入結果。

尤 完成「小說主角困難表」。

小說學習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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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練習利用「小說主角困難表」，簡述主角的困難、解決困難的過程

及最後的結果。

【學習小幫手】

3. 從主角解決困難的過程你體會到什麼？從文中找證據支持你的看法。

◎主角評論表

优 王冕遭遇的困難共有三個，分別是（　休學　）、（　放牛　）、

（　畫荷　）。

悠 第一個困難是（　　休學　　），他用（　　自學　　）解決這個

困難，最後的結果是（　　讀書明白　　）。

忧 第二個困難是（　　放牛　　），他用（　早出晚歸、勤謹　）解

決這個困難，最後的結果是（　　得到醃魚臘肉的獎賞　　）。

尤 第三個困難是（　　畫荷　　），他用（　不斷練習　）解決這個

困難，最後的結果是（　　成為畫荷名家　　）。

我的看法 支持證據

從王冕解決困難的過程中，我體

會到對自己有信心很重要。

王冕因為對自己有信心，所以能

自己讀書明白，也能自己學畫荷

花。

◆小說學習自我評估表

學習單元 單元二　小說的主題

學習內容 王冕的少年時代

學習表現

□能填寫「小說主角困難表」

□能簡述主角困難解決的過程

□能填寫「主角評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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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猴王

1. 練習填寫「小說主角困難表」。

◎小說主角（石猴）困難表

【學習小幫手】

項目 一 二

困難 瀑布探險 成為猴王

解決
接受挑戰

小心探險

帶領入洞

不介入紛爭不搶奪利益讓眾猴自行安頓

說明自己貢獻

結果 發現水簾洞 成為猴王

优找出主角（石猴）遭遇的兩個困難，填入表格中。 
悠圈出主角如何解決困難的段落，在表格中填入解決過程或方法。 
忧圈出主角解決困難後的結果，在表格中依序填入結果。 
尤完成「小說主角困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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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練習利用「小說主角困難表」，簡述主角的困難、解決困難的過程及最

後的結果。

【學習小幫手】

石猴遭遇的困難共有（　　兩個　　），分別是（  　瀑布探險　  ）

、（　　成為猴王　　）。

第一個困難是（　　瀑布探險　　），他用（　　自願進去　　）、

（　　　　　　 暝目蹲身的謹慎 　 　 　 　 　 ）解決這個困難

，最後的結果是（　　　發現水簾洞是個好所在　　　 ）。

第二個困難是（　　成為猴王　　），他用（　 分享水簾洞　 ）、

（　　　帶領大家入洞　　　）、不介入紛爭不爭奪好處讓大家各自

安頓、（　 　 　 說明自己的貢獻 　 　 　 　 ）解決這個困難，

最後的結果是（　　大家擁護他為猴王　　　 ）。

14

美猴王



3. 從主角解決困難的過程你體會到什麼？從文中找證據支持你的看法。

◎主角評論表

我的看法 支持證據

從美猴王解決困難的過程中，我體

會到如果想當領導者必須幫部下解

決困難，讓部下分享利益。

美猴王獨自進入水簾洞探險，又讓

眾猴分享自己在水簾洞的家當。

◆小說學習自我評估表

學習單元 單元二　小說的主題

學習內容 美猴王

學習表現

□能填寫「小說主角困難表」

□能簡述主角困難解決的過程

□能填寫「主角評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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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城計

1. 練習填寫「小說主角困難表」。

◎小說主角（孔明）困難表

【學習小幫手】

項目 一 二 三

困難 司馬懿來襲
如何讓司馬懿中計

（相信空城是計謀）
如何讓司馬懿退兵

解決
確定消息

下令空城

上敵樓撫琴

城外士兵假扮百姓

打掃

司馬懿相信孔明用

兵一向謹慎，此次

大膽開城門，一定

有詐 
（掌握司馬懿的思

考模式）

結果 司馬懿停止前進

司馬懿發現孔明笑

容可掬

百姓旁若無人

因此懷疑空城是假

象，孔明可能想騙

他入城再圍殺他

司馬懿退兵

优找出主角的三個困難，填入表格中。 
悠圈出主角如何解決困難的段落，在表格中填入解決過程或方法。 
忧圈出主角解決困難後的結果，在表格中依序填入結果。 
尤完成「小說主角困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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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練習利用「小說主角困難表」，簡述主角的困難、解決困難的過程及最

後的結果。

【學習小幫手】

孔明遭遇的困難共有（　三個　），分別是（　 司馬懿來襲　 ）、

（　　　如何讓司馬懿中計　　　 ）、 

（　　　如何讓司馬懿退兵　　　 ）。

第一個困難是（　　　司馬懿來襲　　　 ）， 

他用（　　　　確定消息　　　　）、（　　　下令空城　　　　） 

解決這個困難，最後的結果（ 　　　司馬懿停止前進　　　 ）。

第二個困難是（　　　如何讓司馬懿中計　　　 ）， 

他用（ 　 上敵樓撫琴 　  ）、（　　　士兵假扮百姓打掃　　　） 

解決這個困難，最後的結果（　　　司馬懿發現孔明笑容可掬，百姓

旁若無人，因此懷疑空城是假象，孔明可能想騙他入城再圍殺他　　

　 ）。

第三個困難是（　　　如何讓司馬懿退兵　　　 ），

他用（　　　司馬懿相信孔明用兵一向謹慎，此次大膽開城門，一定

有詐　　　 ） 

解決這個困難，最後的結果（ 　司馬懿退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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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從主角解決困難的過程你體會到什麼？從文中找證據支持你的看法。

◎主角評論表

我的看法 支持證據

從孔明解決困難的過程中，我體會

到碰到危險應該先不要驚慌，再想

一想有什麼方法可以解決困難，或

哪些方法比較好。

孔明碰到司馬懿大軍入侵，鎮定的

想出騙司馬懿的計謀，成功的讓司

馬懿退兵。

◆小說學習自我評估表

學習單元 單元二　小說的主題

學習內容 空城計

學習表現

□能填寫「小說主角困難表」

□能簡述主角困難解決的過程

□能填寫「主角評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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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三  小說角色的特質

小說學習檔案

　　這個單元我們的學習重點是：

　1. 從人物的行為、對話，推論角色的特質，並填寫「小說角

色特質表」。

　2. 從角色特質你體會到什麼？從文中找證據支持你的看法。

填寫「角色反思表」。

　　請跟著老師的引導，練習如何推論角色的特質，並評論角色的

啟示。

　　但是我們更希望你慢慢的學會自己推論角色的特質並評論角色

的啟示，也能享受自己完成推論角色的特質並評論角色的啟示的樂

趣。

　　最後還希望你能協助同學或自己的弟弟妹妹也能學會這項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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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冕的少年時代

◆老師引導

1. 練習填寫「小說角色特質表」。

◎小說角色特質表

角色：王冕（秦老、王母）

特　質 行　為

1. 孝順懂事

优聽從母親的安排，願意分擔家計。

悠若遇到秦老家煮醃魚、臘肉時，會帶回家孝敬

母親。

忧成為名筆時，得錢會買好東西孝敬母親。

2. 勤奮

优放牛早出晚歸，勤謹所以得到醃魚、臘肉。

悠初時畫得不好，畫到三個月之後，那荷花精神 
、顏色，無一不像。

忧每日畫幾筆畫，讀古人的詩文。

3. 自信
优可以自己讀書。

悠可以自己學畫荷。

4. 聰明或解決困難
优自己讀書逐漸明白。

悠自己畫荷成為名家。

5. 善用時間
优利用放牛時間自學讀書。

悠利用放牛時間自學畫荷。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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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我想學習王冕（秦老、王母）的哪些特質？並說明理由。

◎角色反思表

◆小說學習自我評估表

學習單元 單元三　小說角色的特質

學習內容 王冕的少年時代

學習表現
□能填寫「小說角色特質表」

□能填寫「角色反思表」

看　法 理　由

我想學習（　王冕　）

的（善用時間）特質

我經常在無所事事中讓時間溜走，所以我想

學習他能利用工作的空檔多學習的精神。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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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猴王

1. 練習填寫「小說角色特質表」。

◎小說角色特質表

优 找出這篇文章共出現幾種角色？

悠 最主要的角色是誰？（或你最喜歡的角色是誰？）並填入表格中。

忧 哪些段落出現該角色的行為描述（行為包括動作、對話、獨白）？

請把它們圈出來，並摘要重點填入表格中。

尤 根據這些行為，推論角色的特質，並填入表格中。

由 完成「小說角色特質表」。（至少三項）

【學習小幫手】

角色：美猴王

特　質 行　為

1. 勇於冒險 高叫道：「我進去！我進去！」

2. 樂於分享
优石猴喜不自勝，即抽身往外便走。

悠我們都進去住，也省得受老天之氣。

3. 聰明有智慧

优群猴爭奪利益時不加入爭奪，也不排解，避免

失去自己的客觀性。

悠讓自己順利登上王位。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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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我想學習石猴（眾猴）的哪些特質？並說明理由。

◎角色反思表

看　法 理　由

我想學習（美猴王）的

（樂於分享）特質

我覺得能大方的分享自己發現的好地方，並

且帶領大家一起享用是很棒的事，這就是

「獨樂樂不如眾樂樂」的道理。

◆小說學習自我評估表

學習單元 單元三　小說角色的特質

學習內容 美猴王

學習表現
□能填寫「小說角色特質表」

□能填寫「角色反思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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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城計

1. 練習填寫「小說角色特質表」。

◎小說角色特質表

 1. 找出這篇文章共出現幾種角色？

 2. 最主要的角色是誰？（或你最喜歡的角色是誰？）填入表格中。

 3. 哪些段落出現該角色的行為描述（行為包括動作、對話、獨白）？

請把它們圈出來，並摘要重點填入表格中。

 4. 根據這些行為，推論角色的特質，並填入表格中。

 5. 完成「小說角色特質表」。（至少三項）

【學習小幫手】

角色：孔明

特　質 行　為

1. 沉著 看見司馬懿大軍來襲，立刻下達空城三個命令。

2. 計畫縝密
完成空城後又安排自己上敵樓撫琴，軍士掃城門。

了解司馬懿的心思。

3. 出奇制勝 在危機時大膽出奇計，解決危機。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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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我想學習孔明的哪些特質？並說明理由。

◎角色反思表

看　法 理　由

我想學習（　孔明　）

的（出奇制勝）特質

雖然我覺得出奇制勝是很困難的事，但是因

為他能改變事情的結果，所以我希望自己能

多學習。

◆小說學習自我評估表

學習單元 單元三　小說角色的特質

學習內容 空城計

學習表現
□能填寫「小說角色特質表」

□能填寫「角色反思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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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單元我們的學習重點是：

　　1. 從段落文字的描寫，推論小說的重要場景。

　　2. 根據場景的描寫，分析寫作手法，並完成「小說場景分析表

」。

　　3. 根據寫作分析表，畫出場景的景象。

　　請跟著老師的引導，練習如何分析小說的寫作手法，但是我們

更希望你慢慢的學會自己分析小說寫作手法，並且享受自己完成分

析小說寫作手法的樂趣。

　　最後還希望你能協助同學或自己的弟弟妹妹也能學會這項能力。

單元四  小說的寫作手法－場景分析

小說學習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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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冕的少年時代

◆老師引導

1. 練習填寫「小說場景分析表」。

◎小說場景分析表

小說學習檔案

地　點 雨過天青的七泖湖

觀看者 王冕

描寫重點 雨過天青 湖邊景色 荷花

描寫技巧 動態 顏色、空間層次 水珠的動態感

优 本文描寫最精采的場景是第五段雨過天青的湖景，請將它描寫的地

點填入表格中。

悠 這個場景描寫哪三個重點？請填入表格中。

忧 畫出這三個重點的細節（在文本畫線）。

尤 想一想這些細節使用哪些描寫技巧？請填入表格中。

由 完成「小說場景分析表」。

【學習小幫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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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利用「小說場景分析表」畫出七泖湖雨過天青美景圖。

◆小說學習自我評估表

學習單元 單元四　小說的寫作手法—場景分析

學習內容 王冕的少年時代

學習表現
□能填寫「小說場景分析表」

□能畫出場景的景象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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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猴王

1. 練習填寫「小說場景分析表」。

◎小說場景分析表

优 文本描寫最精采的場景是第三段石猴跳入瀑布的情景，請將它描寫

的地點填入表格中。

悠 這個場景是誰看見的？請填入表格中。

忧 這個場景分別描寫哪兩個重點？請填入表格中。

尤 晝出這兩個重點的細節（在文本畫線）。

由 想一想這些細節使用哪些描寫技巧？請填入表格中。

邮 完成「小說場景分析表」。

【學習小幫手】

地　點 水簾洞

觀看者 石猴

描寫重點 觀看水簾洞 描述水簾洞

描寫技巧
表現不同的觀

看視角
先不寫好所在具體內容，是懸疑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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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利用「小說場景分析表」畫出水簾洞內部陳設圖。

◆小說學習自我評估表

學習單元 單元四　小說的寫作手法—場景分析

學習內容 美猴王

學習表現
□能填寫「小說場景分析表」

□能畫出場景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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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城計

1. 練習填寫「小說場景分析表」。

◎小說場景分析表

 1. 文本描寫最精采的場景是司馬懿觀看西城情景，請將它描寫的地點

填入表格中。

 2. 這個場景是誰看見的？請填入表格中。

 3. 這個場景分別描寫哪兩個重點？請填入表格中。

 4. 畫出這兩個重點的細節（在文本畫線）。

 5. 想一想這些細節使用哪些描寫技巧？請填入表格中。

 6. 完成「小說場景分析表」。

【學習小幫手】

地　點 西城

觀看者 司馬懿

描寫重點 觀看孔明 觀看掃城門百姓

描寫技巧 凸顯笑容可掬的面部表情 凸顯旁若無人的面部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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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利用「小說場景分析表」畫出司馬懿觀看西城景象圖。

◆小說學習自我評估表

學習單元 單元四　小說的寫作手法—場景分析

學習內容 空城計

學習表現
□能填寫「小說場景分析表」

□能畫出場景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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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五  自我評量

小說學習檔案

　　這個單元我們要進行自我評量，請閱讀下文，並練習

　　1. 填寫小說主角困難表。

　　2. 簡述主角困難解決過程。

　　3. 填寫小說角色特質表。

　　4. 填寫角色反思表。

　　5. 填寫小說場景分析表。

　　最後請填寫「學習自我評量表」，反思小說單元的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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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六的早晨到了，整個夏季總是明亮、清新，充滿生命活力，彷

彿每個人心裡都哼著一首歌。要是年輕人，歌聲更是容易脫口而出。每

張臉龐都散發愉悅，每個腳步也都顯得輕盈，盛開的刺槐讓空氣中瀰漫

著芬芳。村莊後不遠處的加第夫山，一片綠意盎然，像遙遠的夢境般，

閒適又引人。

　　湯姆走在人行道上，手裡拿著一桶灰漿和一把長柄刷。他打量了下

圍牆，愉悅的心情立刻消失殆盡，深沉的憂鬱迅速襲上心頭。圍牆寬闊

，長三十碼，九呎高，現在生命之於他，頓時顯得空洞乏味，生活簡直

成了一種負擔。沉沉的嘆了口氣後，湯姆拿起刷子，沾些灰漿，順著圍

牆頂部刷過去，一次又一次重複相同的動作。他看看已刷過的一小塊，

再看看一望無際未刷的部分，就垂頭喪氣的在一個木箱上坐了下來。

　　這時，吉姆蹦蹦跳跳的來到門口，手裡提著鐵桶，口中哼著曲子。

在湯姆看來，到村中打水處提水本是件討厭的工作，現在，他可不這麼

想了。他還記得，打水的地方有很多同伴，白種、黑種、混血的男孩和

女孩，大家排著隊，順便休息一下、交換好玩的東西，或者吵架、打架

，有時還唱唱歌。他也沒忘記，雖然打水的地方距這裡僅一百五十呎遠

，吉姆提一桶水，卻總要花上一小時以上，甚至還得有人去催他才行。 
　　「喂，吉姆，我去提水，你來刷點牆，如何？」

　　吉姆搖搖頭。

　　「不行啊，老太太交代我馬上去提水來，不可中途跟別人閒扯，她

說她猜湯姆一定會要我刷圍牆，叫我不能答應，她會親自來查看。」

　　「別管姨媽說什麼，她老是愛這麼說。把水桶給我，我一會兒就回

來，她不會知道的。」

　　「啊，我可不敢，老太太會殺了我，真的！」

　　「她呀，她從不打人，只不過拿她的頂針在人家頭上敲一敲，誰怕

她。她說得凶，又不會傷人。吉姆，我給你一個好東西，我給你一個白

色彈珠。」吉姆有些動搖。

　　「白色彈珠！吉姆，這可是很棒的。」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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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了不起的好東西！可是，我很怕老太太會—」

　　「還有哩，如果你答應，我就把我那腫起的腳趾頭給你看。」吉姆

只是凡人，難以抗拒誘惑。他放下鐵桶，拿起湯姆給的白色彈珠，彎下

腰，全神貫注的看著湯姆拆開繃帶。下一秒鐘，吉姆拿著鐵桶往街上狂

奔而去，湯姆則用力的刷著圍牆，波莉阿姨正從田裡上來，手裡拿著拖

鞋，眼裡帶著得意的神氣。

　　可是湯姆的工作熱度並未維持多久，便開始想起原本計畫好的遊戲

，心裡愈覺悲哀。等一會兒，那些自由自在的孩子們出來玩樂，定會從

這兒走過，看見他在工作，絕不會放過嘲笑他的機會。想到這裡，湯姆

的心就像被火燒一樣難受。他把口袋裡的寶貝拿出來，仔細檢視一番。

破玩具、大理石，雜七雜八的一堆，應該足夠找孩子替他工作了，但還

是不夠買一小時的自由，只好全部又都塞回口袋，放棄收買孩子們的念

頭。在這黑暗和絕望的時候，他忽然想出一條妙計。這個主意可真了不

起。他拿起刷子，心平氣和的又去工作。

　　班恩．羅傑出現了，所有的孩子中，湯姆最怕他，此時也最擔心他

的嘲笑。班恩跑跑跳跳，輕鬆又愉快，一邊吃著蘋果，一邊發出長長的

吼叫聲，隨後就是一陣叮咚咚、叮咚咚的聲響，想像自己是一艘輪船。

在接近湯姆時，他將速度減慢，占據街道中央，盡可能往右舷傾斜，使

足了勁讓船頭轉過來。他現在化身為「大密蘇里號」，兼扮演船長和指

揮輪機引擎的鈴鐺，所以他只好想像站在自己頂層的甲板上發號施令，

並且執行這些口令。

　　「停船，夥計！叮啊鈴鈴！」輪船慢慢停住，他慢慢轉向人行道。

　　「掉頭過來！叮啊鈴鈴！」他把兩臂伸直，然後用力往兩邊放下。

 　　「右舷後退！叮啊鈴鈴！咻！咻咻—嗚！咻！」他的右手畫著大

圓圈，代表四十呎的大轉輪。

 　　「左舷後退！叮啊鈴鈴！咻—咻咻—咻！」左手也開始畫起大

圓圈。

　　「停右舷！叮啊鈴鈴！停左舷！右舷往前開動！停住！外面慢慢轉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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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來！叮啊鈴鈴！咻—嗚—嗚！把船頭的繩子拿過來！快點！來吧

！把船邊的繩子拿出來！你還在那兒幹什麼？把纜繩套牢！好了，就這

樣拉住！現在—放手吧！關掉引擎！夥計！叮啊鈴鈴！咻！咻！咻！

」（他模仿汽門排氣的聲音）湯姆繼續刷牆，絲毫不理會這艘船。

　　班恩瞪著眼睛看了一會，說：「哎呀！你又做錯事了，是不是？」

沒有回答。湯姆以一種藝術家的眼光打量剛剛刷上的那一筆，然後又輕

輕補上一筆，再照剛才那樣打量一下。班恩走到湯姆身旁。看到他手中

的蘋果，湯姆幾乎要流下口水，但他還是繼續工作。班恩說：「嘿，夥

伴！你在工作呀？」

　　湯姆突然轉過身來，說：

　　「是你呀，班恩！我沒注意到哩！」

　　「我現在要去游泳，現在喔！你不想去嗎？可是你得工作，不是嗎

？當然你做得挺起勁的。」

　　湯姆看著班恩，說：

　　「你說這是工作？」

　　「這不是工作，是什麼？」

　　湯姆又繼續刷他的牆，漫不經心的回答：

　　「也許是，也許不是，我只知道，適合我來做。」

　　「喔！算了吧！何必假裝很喜歡工作？」

　　刷子繼續刷著。

　　「喜歡？有什麼理由不喜歡？不是每個孩子天天都有機會刷圍牆玩

的。」

　　這麼一說，這件事倒有些新鮮了。班恩停止啃蘋果，看著湯姆仔細

的來回刷著，又往後退兩步看看效果，再在這兒補一點，又品頭論足一

番，班恩覺得愈來愈感興趣，愈看愈著迷，然後就說：

　　「嘿，湯姆！讓我刷一點看看。」

　　湯姆想了想，正打算答應他，又改變主意：

　　「不行不行，還是算了吧。班恩，你要知道，波莉阿姨對這道圍牆是

6

36

湯姆歷險記



很講究的，這是當街的地方，如果是後面那道牆，我不太在乎，阿姨也

不在乎，讓你刷也無所謂。可是這面牆，一定要很仔細的刷，我想一千

個孩子裡面，也許兩千個，還找不出一個，能夠把牆刷得完美。」

　　「真的嗎？別這樣，不要緊的，讓我試試，只要一下下。如果我是

你，我一定讓你試試。」

　　「班恩，我也很想，可是波莉阿姨甚至不讓吉姆刷，席德想刷也不

行。現在我已經很熟練了，要是讓你刷，出了什麼差錯……」

　　「啊！不會有事的，我一定會很小心，讓我試試。嘿！我把我的蘋

果核兒給你。」

　　「好吧！就……，不，班恩，還是算了，我怕—」

　　「我把蘋果全部給你。」

　　湯姆一臉不情願的把刷子交給班恩，心裡其實得意極了。剛才還是

「大密蘇里號」船長的班恩，現在卻在大太陽底下幹活，累得直冒汗。

而那位退了休的藝術家，則坐在附近陰涼處的木桶上，盪著雙腿，大聲

咬著蘋果，同時盤算如何引誘其他傻小子。

　　這樣的角色倒不缺，每隔一陣子，就有些男孩經過，他們都想來嘲

笑湯姆，但最後都留下來刷牆。班恩的時間到了，湯姆讓比利．費雪上

場，代價是一支風箏。等他又玩夠了，強尼．米勒用一隻拴著條繩子、

可以甩著玩的死老鼠，換得工作機會。就這樣，一個接一個，沒間斷的

一連幾個鐘頭。下午才過了一半，原本窮得很的湯姆，就搖身一變，成

了富翁。除了前面提到的幾件東西之外，他還賺到十二顆彈珠、一支破

口琴、一塊可以透視的藍色瓶子玻璃碎片、一支蘆管做的炮、一把打不

開任何鎖的鑰匙、一截粉筆、一個大酒瓶的玻璃塞、一個洋鐵做的小士

兵、一對蝌蚪、六個爆竹、一隻獨眼小貓、一個門上的銅把手、一條狗

鍊子（可是沒有狗）、一支刀把、四塊橘子皮，還有一個壞掉的窗框。

　　整個下午，湯姆輕鬆悠閒，玩伴多得很，圍牆已經刷了三層灰漿，

要不是灰漿用完了，全村的孩子可能都會被他搞得破產。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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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小說主角困難表

二、簡述主角困難解決過程

項目 一 二 三

困難 讓吉姆幫忙刷牆 讓班恩自願刷牆 讓更多孩子繼續刷牆

解決

 1. 消除恐懼：強調

波莉阿姨不會真

的打人。

 2. 利益誘惑：用白

色彈珠、腫起的

腳趾引誘。

把刷牆塑造成重要

而難得的工作：

 1. 假裝專心仔細地

刷牆。

 2. 假裝欣賞刷好的

地方。

把刷牆塑造成重要而難

得的工作：要付出代價

才能換得刷牆機會。

結果
吉姆被突然出現的

波莉阿姨嚇跑。

班恩用蘋果交換刷

牆工作。

1. 路過的孩子都用東西

交換刷牆。

2. 圍牆被刷了三層。

湯姆遭遇的困難共有（　三個　），分別是（　讓吉姆刷牆　）、（

　讓班恩自願刷牆　）、（　讓更多孩子繼續刷牆　）。

第一個困難是（　讓吉姆刷牆　），他用（　消除恐懼、利益引誘　

）解決這個困難，最後的結果（　吉姆被突然出現的波莉阿姨嚇跑　

）。

第二個困難是（　讓班恩自願刷牆　），他用（　把刷牆塑造成重要

而難得的工作　）解決這個困難，最後的結果（　班恩用蘋果交換刷

牆工作　）。

第三個困難是（　讓更多孩子繼續刷牆　），他用（　把刷牆塑造成

重要而難得的工作　）解決這個困難，最後的結果（　路過的孩子都

用東西交換刷牆，所以圍牆被刷了三層　）。

【學習小幫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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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小說角色特質表

四、角色反思表

角色：湯姆

特　質 行　為

1. 頑皮 因為經常闖禍，所以被罰刷牆。

2. 心思靈活
湯姆不喜歡刷牆，所以不斷想辦法讓自己不

必刷牆。

3. 出奇制勝
最後想出讓自己不必刷牆，又能賺取許多交

換禮物的方法。

看　法 理　由

我想學習（湯姆） 的

（心思靈活）特質

我經常做許多不喜歡做的事，所以希望能像湯

姆能想出一些方法讓自己不必做那些不喜歡的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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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小說場景分析表

請根據自己的學習狀況，填寫小說學習自我評估表。

覺得可以自己完成學習請打「◎」 
覺得還不夠純熟，想再加強學習請打「？」

覺得還不清楚要做什麼，需要老師協助請打「×」

◆ 小說學習自我評估表

地點 波莉阿姨家的外牆

人物 湯姆、班恩、吉姆……

描寫重點 湯姆如何說服吉姆幫他漆牆 湯姆如何說服吉姆幫他漆牆

描寫技巧 利用對話塑造人物特質 利用對話塑造人物特質

項目
小說

情節表
簡述小說

情節
小說主角
困難表

簡述主角
困難

主角 
評論表

小說角色
特質表

角色 
反思表

小說場景
分析表

王冕的少年
時代　　　

美猴王

空城計

湯姆歷險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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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說學習檔案

國語文（國中）：認識小說

整合型總計畫名稱：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綱理念在學校層級的轉化、

實踐與支持系統探究之整合型研究

整合計畫總主持人：洪儷瑜副院長

子計畫名稱：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國語文教材與教學模組研發模式之

研究

主　持　人：蔡曉楓助理研究員

協同主持人：鄭圓鈴教授

研發團隊（依姓氏筆畫排列）： 王秀梗、李函香、李怡佩、李鍑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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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怡佳

諮詢專家（依姓氏筆畫排列）：馬寶蓮、游適宏、鍾宗憲

發行所：國家教育研究院

發行人：許添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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