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ducational Journal <教育學報~， Vo l. 27, No. 2, Winter 1999
01 Hong Kong /999

@T!阿 Chinιse Uni阿吋ity

改革課程結構以提高學生的中文能力
一兼論沿海版初中中文教材

周:英光

發港中文大學課程與教學學;年

近年來香港社會人士封於本港學生的中文程度非常絲汪。本丈的目的在探討
課程結構與中文學習的閥靜。且主分衍流行商內沿海版初中 z吾正教材的特點，

以供本港社心中文教育的人士參考，叫期能對提高本港學生的中丈能力有所
幫助。本丈的重點主要有下列各點

i

課程結緣與中丈科學習的關嚼，

2

中丈科的學科結排與教學元素，

3

閻內沿海版呀'<11 中中文教學課程約介，

4

沿海版初中中丈教材對香港中學中文科課程發展的敘示。

一、前言
逐年來香港社會人士對於本港學生的中文程度難常關注，提高學生的
中文程度是校會各界人士的要求。影響香港中小學中文教度的周若望很
多，較重重要的如

社像是發重視中文?傳媒與社會 t 能否營造有利的

學習條件?學生的主持勞動機是發藍藍?，~ ?學習塞在還是主任穩健?課程是資
適合學生的譯音要?教 *J 是否迫切育教法是否恰當得 3 民主f5J 很多。不

過，能從本浴中學中文課程方面考慮 3 最B對激發改革的線買書以 J是滿學
生的中文能力 3 討論的比較少。消謀殺的設計是否恰當，對學灣的效

果有直在大的彩響，已是不箏的事實》需要我們正視。本文的訪約 p 在

探討在跟我結構與 "P 文學臂的串串係，立古介紹現行閥內沿海版初中語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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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的特點，以供本浴熱心中文教育的人士參考，希望能對提高本港學
金約中文能力司守所幫助。

二、課程結構與中文科學習的關于永
布魯納 (J.

S. Bruner) 在《論認知} (On Knowi峙， 1962) 中討論的j 學校教

育的約約，指出現代社會變化急劇，學校必須如實地配合及反映我們
近代體驗的種積還是化，同時要培養學生應付變化的方法 3 因此必須把
人類最前峭的、日益深刻的豈能兌反鎖在我們的學校在單程中(哥附錄眉立

泉， 1991 '頁 116-117) 。美關著名教育學者費尼克斯 (P. H. Phenix)
:.(:E{課程預臨的抉撐}

(Curriculum

1

Crossroú 命， 1962) 中指出一切的課程

內容應當從學問中引申出來。學闊的知識兵為典型候與結構性，它是

教學肉身穿的本質(引自鐘后IE晨，

1991 '資 117) 。教育的基本目的是「掌

握學問知識和採究學間的方法J (買 119) 。補謝依(A.

W. Foshay)

]!認

為學問包含了研究約一個知識領域 s 學問可以視為 f是學習的方法j 或 f認

識的方法 J (引為錢眉立泉，

1991 '資 119) 。可Jjl， r學法j 受到近代學者的

君主視。
在構成學科的慕本內容:方面? 應該是控告喜麼東筒，這是且重來教育

家與諜罪援學者直至關心的問題。洛克維諾夫(1. Loginov) 認為精成學科內

容的三三個問家是「理論挺高@J 、「方法j 和「應用 J (引自鐵般泉，

1991 '頁

133) 。發政傑(1 992) 認為學科內容目單位合事實、概念、原則、理論，
也應包括訓練學生運用專門學術研究的方法，發克是學生的認知能力(頁

112)

，同時也要養成認同學科的態度、尊畫畫學科的傳統(頁 107) 。
也於琨代「生 J~戲;爆炸j 的事實?人類的學習待開與發蒙謝!不能作棺

居室的增加。前對這種限制， {電教育家愈來愈關注到課程必須具備學術
的實體絲構的問題，令學習是言能夠在有限的時間內主持到繆祠的主要鎮，

詢及能夠發擦「知織轉移作用 j 解決學生不斷吾吾面對的間屋里。課程專家

就是從學悶的實饑結構去尋求諜報的基吾家。它包括了學科的「星星材、關

鍵概念及學術數機J (費尼克斯，守|自鍾敢泉，

1991 '頁 126) 。躲閃的

關鍵概念就是吉玄學問約基礎的、核心的概念。掌撿了學問的溺鍵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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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可以比較容易洞察有闋的知織領域，掌握了認識方法， 1史學灣更

為經濟(頁 128) 。學科的結構性，為人們提供了一輛研究學闊的地關 3

以免迷路。 2 學科內容結構的特點，具有下列的教育價值

1. PJ 使人:憶敏知被 3 形成決斷，制定計劉，解決問題，

2

學科結憐使人把撿了寧主實與數據，有助於更好地掌握在經驗 3

1

通過學科結橋中已有的概念與新事實背景的比較，有助個人的

理解 3
4

有劫於記憶的加強，

5

知誰聽紡構中的基本概念與原理令新的情境中有更強的遷移力，
使知誠能夠洛舟，

6

結惰的內容與方法 p 是獲得新知誠的有殺手段，

7

紛構為課程;為製者提供有效的線譯者，並反映童安新的學術動肉，

8.

結構的知識，是應付新知澈的紡廠}îÌi，兵強而有力的潛在力

(主重斂泉， 1991 '真 13弘 140) 。
有效地培主要學生的灣文能力，必須按語文學習結梢的深淺序列以

及學生能力的先後予以施教(周激光， 1996) 。昆在古香港中學的中文教
學?教師吾吾遜地把大部分的時間放從該文教學上，通過一篇篇的文章
把語文的知識和技能授予學生。{設t畫些文章之間未能作有機地組合，
密切地照顧到吉普文結憐學習的序列。尤其主重要的，是語文能力訓練的

項目 3 殷於~討濁的地位，使教者ø&於溶入注重內零年前忽略者音文首11 練的

闡發(程力夫， 1988) 。採用這樣「文選塑j 的室里篇純文教學 p 課文與在車
文闊的堅持繁比較少，學生所學到的只限於…篇章有的 ftí文所帶來的語文
知誠與技能 3 在認知i 上飲t乏系統，知識與技能也不易舉得牢固(敗告星
光， 1996) 。可兌吾吾有欲地加強學生學管吉普文的效果，除了校教學法上

須獲;視傳授知澈，力求將知織肉技能轉化外，夜總教上也必須切賞考
慮吉普文學習內容的擊機結構，按學生的學習心理去編排，使論文學習

循著下列的線索去加強
數據知織一理解軒H~蓋一進行自學一加強練噶l 一發艇能力。(手里力犬，

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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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至撞車先1: (1989) 提出教材的主總是中文科學習的各稜語文知餓與
能力，

3ÌfZ l'安餒定的規刻，有系統地進行編寫，採入教林中的課文》只

簡於從厲的地位，作用只是用來說明和印證;有關的知識與技能 s 或作
為進行練習的材料、或作為挺供觀摩豆豆線的標本(頁25-26) 。這務教材
的編排，約為在堅毅缺乏比較有系統的內在聯巨鞋，學在長的學，濟效果會比

較淺。如果紋中文科的學科給繕，把買車、說、巨資、寫、文化、思維之
中的建要教學元素給合起來 p 進行車魯總設計 p 組成一偷偷的單元，銀

元與一樣元之間管內在聯斃，閑時也搬出學科知織結構的序列與照廠到

學生學習峙的心主盟凶豆豆，如出具晶體直至抽象，由淺入深等，以 j有養學生
的慕本能力，發展學生的倉 j 造思維為自機(黃政傑，

1992

'頁 490) 。

在單程與教材，如白色照顧到下列三頃原則，會有較紋的學官司欲來

1

繆習需要

線程的內容與組織，能照顧到學生的學習需要與學激動機，能

解決他們生 1吾土和學嘴上的間題，就能激發他們正確的學習蓋寬
合:

2.

學科的慕本紡織

線被內容主題約織能使學生學習到學科紡織中的主重要元素。並了
然於學科知纖概念間的聯斃，問紛提供強化知織與練習的機

會，使學生能把中文科約知識轉化為能力，

3

知織內化
提供學潛機會，讓學生對知識E蓋住內在?對誨，獲得解決問題的
途綴，激發起主動學習的顯室里。(J苟激光，

1996)

三、中文科的學科結構與教學元素
根據 1990年香港媒程發展議會編訂、香港教育早早建議學校採冊的《中華專

論文科

9" … 3在中五課程綱要》第一黨〈教學問標〉所示

中學中關吉普文科的教學目標為

1. t音藥學't閱敏、寫作、聆聽、說看百年n 思維等語文能力，綴滿學使學濟
本科的興趣，並使學生有繼iEi 進修本科的自學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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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書辛苦本科的教學，斂發學生的恩怨，培餐學生色的 j圳喔，增繼學生對中
劉文化的認識，並加強學生k 對社會的責任感。

中國大陸從 1987 年頒怖的主任日制《中學韶文教委與大綱〉對中關吉普文
斜的教學闊的作了以下的規定
中學語文教學必爭民教學生學好課文和必要的吉普文基礎知議， l盤行鍛
憾的吉普文主基本訓練， 1史學生熱愛被鶴的語苦苦 3 能夠在總理解和l 運用追繳
的話當文字，具有琨代語文的閑談能力、寫作能力和聽說能力多具有簡

言自淺易文盲文的能力。在論文教學的過殺中?要閑事古學生的視野、發展
學生的智力》培養學生的社會主義道德情練、健康高尚的審美觀和愛悶
:主義給神，雄為社會主昌盛覺惰。

台灣 11 函， 1985年閥立煽緣館主編的《隧!民中學綴J )C教師手冊}Ji[

356 '列出隨!文科教學任務有三心
一、是吉普文訓練二、是文藝欣賞 3 三、是精神陶冶。詞語文訓i練在淤
悶在費、寫作、耳旁i態與說銬。

從以上中、台、港泛地中文教學的文獻 p 百]知中文斜的學科結

樁興教學元素都在於聽、銳、語音、單吉、息維、文化、道德倫綠綠綠

疇。

四、國內沿海版初中中文教材簡介
中經11單i 內的中學中文綠種自 1980年代後期提出「一綱多本j 的理念，更
能照顧到j 憾!內錢大腦袋、不同地域的學生的學習需要。各地課程的編

排多採用筆元綴織的方式，在言單程結橋方闕，值得本港中文教育人士

參考，在 1980年代後期 p 去買蘇 (1989) 的應吽1 文科學科結梢。1Iì昌、說、
嶺、互幫毒草童基巷的教學元家 3 提 ili 了初中教材幸rr 體系的構想。遠種機系
主是由基本教材、恥1I助教材、參考資料、應用練習閻部分經成，兵存下
列的特色

1 基本教材
是教材的主體 p 包括現代漢語言吾法、修辭、一般文章(包括應

160

用漢Jé

Jtl文卜各稜總裁的特點及作法等語文裂縫知識和語文基礎技
能的內容。

2

輔助教材
配合主基本教材論殼的勝防教材，路的我說明及印吉普-各穢苦苦文知

識與能力的貨料 3 形式多襪，包括苦苦段、語句、短文等等。

3. 參考資料
供學生游行閥嶺、揣摩之娟的有關語文知誠與能力的資料， 1共

觀直接、提示之用。
4. 應用練習
是配合詩文知、能是與灣問編排的應用練習，目的在鞏問學生所

學與提供孵化作舟，形式多樣(黃蘇， 1989) 。
黃氏以慕本教材作教材的三位騁，並安排多樣化而能對暴本教材予
以翻釋解說與印灣的輪助教材、以及可供學生自行學潑的參考資料，
時力日本院合教學目標與慕本教材的應用練習 3 環環相扣，對加強學生

掌握中文買車、銳、旗、寫的能力，有莫大的幫助。
不過，黃蘇先生總系的憐想)iÌfZ沒有把語文教學中的的個環節

草草、說、潑、寫都放進去，只是草草叢於閱讀教學。即使如此，他的精

您對我們也有很多屆全示。
以下介紹的現行闕 r)q 沿海版九年義務教育三三年制初中《語文》試用

課本 3 基本上是符合直是蘇先生的榕在里， jì百夙 11百草書、說、毅、寫都予以
若是按考慮。該發教材是由廣東高等教育出級社在 1983年7月出版，

1996年3 月作了第六次修好，現在仍為試用版。該套課本:共六粥，供三三
年制初中學生長六個學期使用。全書採用單元方式編排，分「導學練文j
和「自學諜文j 爾部分。導學課文是提供師生在在果裳，上使月ì ;自運轉讓文
是為學生自學而準{瀚的。每緩課文後都設有練漪其熄j深策淺殺E
皮監以 i過逝 4
中3

為司 E度1[，其仁中
2
卅
r
1吋f樣累上
這套教材編寫的精神與臼的有扼要約介紹 0
立足於當代提閥，特別沿海改革閥放先行地蔽的主實際，尋著銀於浴著
學生適應現代社會的立在本素質，從編排總系內和內容給憐上力求新J 新。

(九均主義務教育教材(沿海地磁)編審委員，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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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根據該這主教材六冊的教學自機與內容 3 作了仔細的分析 1 ~建

成表一。據此，可以約略者釗逍倒在梟雄的編寫精神與絃構特色

i

遠套教材共六偽 p 每冊共八個單元。每個單充分為「謀殺內容J
EH吉普文常識H再部分，都是按學科的系統，E13淺入深，也筒里直
至複雜的安排，挖各項要培餐，學生約吉普文知餓與能力安抹三

年六個學期去學習 3

2

課程與教材幸在激及中文教學中聽、銳、豈宜、寫、文化、思維各
書童基寄去農絲;

3

先從單項知誠與能力的學嗨，最後安排綜合的訓練?以鞏固學

4

收聽、銳、獵、寫、語文常獵、吉普法、修齡、工具發運用、文

生所學，

化常識、文學常激得漪， r主主監論文知、能紡織的系統與內收串串

斃，如
路、說方商
朗議和背誦、普通話和方盲(第一間單元一)一論述和總吉普(第

二冊單元一)一發悶和答間(第三冊單元一)一交談和說服(第
凹的單元

)一?教育轉(第五桶里拉元一)一辯論(第六欄里單元一)

閱 1直 )f 菌
A. 不同體戮的文章的翎綴
神話、意話和寓言的閱綴(第一間里單元二)一詩歌的偽毅

(第二|聞單元之)一散文的防檢(第三三ffIlîiL 5宜之)一小說的
悶在農(第問冊 j單元二)一戲劇劇本的閱讀(第五冊單元二)
一文藝作品發豈是， (第六冊里單元二)

B

詞語星策略

m各鑽(第一冊是真元七)一精;對(第二桶里再元七)一直章發幸在古巴
(第三冊單元七)一環解和記憶(第三閱單元八)一比較偽

綴。爭;凶1llIîiL元七)一臉展居的真(第五冊星星元七)一發現俊
閱讓(第六問學元五)一文育文閱讀(第六附錄元八)

衷一

格說

個'_Î詞1. 5(;

詩歌的問:j il}:'1

(人)通海報知 、 桐， 、

(七)三吾吾't義字

I8

I 7

6

)多義詞

語文常識

{七)字典和調典
(八)忠信‘電報

聯恕和想像

誇張

(六)比喻、{竄入、

(五)虛詞

(四川約 1

(三)詞語的色 %3

反義詞

(二)向義詢和

i(

第一冊

結f，n

過坡、照 fflJ)

街頭、結尾、

寫

形似字

(7\) 向音字和

改

'L、
就事論王型

3i 寫事

2

講述和聽講

課程內容

說明的目的

輸|

吋書法

演變

(二)漢字形闊的

r

(五)漢字的位悅垃

[

[1-1普通話和方吉~

吉蔚文常識

制寫規純的漢字! 4

，也苦的!闊論

和 l' 鼠、章語和

妨說和背誦

[:J齡和感

7

2

t $i元

課程內容

第悶

九年義務教草草初級中學試用誤本告語文) (沿海版) (1995 年 11 月第4次修訂本)

I一一…-，-一一一

7

訶:f;!} 筆記

說明約條忍
I 論點和論據

5.

詩人

散文的關被

發 IlJJ 和答 i的

4

3

2

j'-iL兀
課程內容

列短尸

語文常識

(!，)公約、境 &IJ

(七)排注和對1/ll

名稿

(六)古人的給氏和

關係和鼠目4

I (四)主吉野丸，

{三)動jfYJ資裕您短認語笠\
泛平日 I

第二 1111

4

1I'Y1

說 '91 的方法

立論和駁論

3

e

草草比利類比

……7………可;比較泌的

告間廣告認

(八 }:Q:li;n詐、

反經

{MiEi mi

8

j7

問代年月 ;6
1:1(l~ 表示方法

句軒只是有ζ 句

被字句

j巴字句和

JIi.分

(一=C)接祿的單旬

教燒描寫

Wi5t

2.

玉幹

(-)句子的成分才知

語文話議

(二)句于的軒Ii WJ

小說的關說

I 交談和

課程內容

于叫較

5

3

2

L

1甘 7巳 i

第1" 11111

叫

(七)建 j主持他

緻展

選揖;

(五)句式的變換和

W!II句子的類 ~S~

c三)多章被句

(六)他 i自

;分析

i

( 1:.)

(二)按句 iFl

(-)複位iJ

語文常識

古今句式的路向

綜合連用

表達方式的

浴血和通訊

I 戲劇劇本的間說

演講

語:程內容

第五官}

6

5

3

2

文吉丈闊前

文章的修改

消息和通訊

發現甜 IllJ散

綜合起舟

表渡 1J 式的

分析與綜合

文藝作品接投

辯論

課程內容

語文常識

(間)檢點符號設也1

I 山古腎漢語知識複

作家和作品{二)

I(七)主要課文的

作家和作 111:ll (-_.)

?六)主要諜主的

知識接管

I (五)表達方式

I

(三)修辭複官

(二) ~，英語語法控甘

漢字常被控習

I (一)淡話語音和

仁:二:二至六i時

用漢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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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作方 íliï:

人一般文澈的寫作
a

寫作原則

蔚然段和意義段(第…冊里真元::::)一文章黨的中心(第一冊
客車元巨的一文毒室的層次(第一間單元五)一詳寫和 i略為

(第一冊鍛元六)一鴻豆豆、縮寫、通波、照應(第二間舉

元六)
b

不同文髓的寫作

寫寧(第二粥單元三)一主導人(第三間里直元三)一說朗的
目的(第二冊~^元間)一說明的條理(第三附擊沉悶)→
說切的方法 (ffi窮凶冊里單元的)一環境描寫(策的問單元
三)一就事論王軍(第二仰率先五)一最有點和論據(第三冊
單元五)一立論和駁論(第四冊里長元五)

C. 寫作與思維訓練
觀察和感受(第一仰單:主人)一聯怒和 !i剎車(第之間馬里元
八)一對比和類 ~U第悶熱且是元八)一分析(第五撥單元
八)一分析和綜合(第六惘單元三)一表達方式的綜合
還用(第六閱單元凶)
d. 文章寫作的要求

衡朗(第五冊萬里元六)一連貫、得有學(第五冊 j懷元

七)

e

文章的修改
文教約修改(第六閉路:元七)

B

應痕文寫作
通知、敘事、海報(第一 ßll 'lil'元八)一書信、電報(第二
儒學元人)一公約、規划(第三引哲學元八)一意向醬、合
!甸、 5監管詢(第四冊單單元八)一言|♂劍(第五掃環元八)一，
消息和通訊(第 ]i 冊里單元三三) -IiJFJ 畫畫和總結(第五間接元

翎)一表達方式的綜合遵照(第 ]i 冊濤是元五反第六總~-元
蚓)

改革課程結構以提高學生的中丈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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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普文常議員，

字 a 漢字形餘的演變(第一附錄元之)一漢字的發法草草術(第
冊里再元三)一寫規線的漢字(第一冊}竟是元問)一草草字的精
遊(第一{時Jji元主)一同音字和形似字(第一冊}皇軍兌六)一
多吉普多發字(第一閉室單元七)一淡綠諧音:和漢字常識複習

(第六間單元一)
認

多華語詞(第二間里單元一)一間議論和反華蓮說(第之間單元
二)一詞語的色彩(第二冊里單元;三)一賀詞(第二冊慰元

閻)一虛詞(第二桶里長元五)一古今音帶義的~伺(第三側Jji
元六)一古今處認比較(第四冊銀元六)
詣。並列車直語(第三間單元一)一偏工巨短吾吾(第三儒學元二)一

車ú 賓主在吉普利動機短吉普(第三間單元三)-èÌ.青島生豆青青(第三

1梅里真正î; U耳)一句子錄音苦的關係和區別(第三間單元主)
句

句子的成分和主幹(第四冊}單元一)一句子的輔助成分(第

闖闖星在兌二)一線祿的皇軍句(第!2]冊環元三)一挖去F甸和
被字句(第四間里直元凶)一邊勸句、兼吉普租司和是字句(第凶

研單元主)一複句(上) (第五防 EEf己…)複句(下) (第五筒
里單元之)一多重複句(第五間里單元三)一句子的類型居第五
間里單元四)一句子的變換和選擇(第五 l時Jji元1î)一古今
句式的屋里同(第五冊單元六)
語法

*單是吉普吉普法複習(第六閱單泊之)

*古漢語知識複灣(第六冊Jji元八)
修辭
*比 p食、擬人、誇猴(第二的單元六)一排比和對倘(第三冊里單

元七)一設悶、反悶、反覆(第四冊犧元七)一修辭海灣傑J
六冊單元三)
*標點符號複習(第六冊里單元 l在J)

*表達方式知識繽紛(勢J 六開單元1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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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書運用

字典和詞典(第二捕綴元七)
文化常譏。

古人的妳氏和名稱(第三三冊環元六)一古代年、丹、日的表示

方法(第陸I

fll! 'I;!'.元六)

文學常被寸

主主要課文的作家和作品(…) (第六附有史元六)一
主要在東文的作家和作晶(二:)(第六 Illl 單元七)

五、沿海版初中課文教材對香港中學中文科

課程發展的是文示
香港踏入九十年代 3 在中文探親方筒，有了不少的新發展。在小學方

闕，推行了問標為本的課程?預科方吾吾鄉推行了門3 童聲音吾文及文化科j
的新課程。中學中 i頭吉普文在東稜， I損於午t 一九九 0 年防始推行， .3至今只
有數年，等到小學怨標為本課串連!iil行了E 小六，中學的中文在單程也會作
物憊的更呦，以便與小學及草草科的中文謀殺銜接。從…九九悶年脊誰主
義單程發展議會編訂的《密標為本謀殺

中倒語文科學習綱要

第二學習

階段(小四豆豆小六)}所列出的補充貸料 3 列開聽、語1 、誠、寫街小-~
中 1正是事個個學嗨!帶跤，可見[目標為本j 約精神也是將來中學中文;擬程

發展的方向。 3 沿海版初中語文教材的仁述精神與特點，與「自樑j為本j
的精神.îE相契合。至少有 F 列各點值得本港中苟且中文諜罪是參考

1

經{間教材是一{的包含了聽、稅、滋、為、思維、文化、工具發;
選用、語文發機和韶文慕鍵技能的絲、設計，

2

教材的設計直接考慮學生的實際看守耍，並根據中文科知識結
惰，以訓練學生的語文知識和技能為主自費，同時以學生長的學習

心玉皇與思品ft發終為依據，安排教材。課文的設室里，只作為說~月
立足作為引縫、'5 1 例之肘。{史教者與學者，對本科的學習自襟，
認織.îE1鞋，立三次分阱。對中文的掌握較有把握。

改革課程給中掉以提高學生的中文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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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星元旦時皇宮元側的設計 3 有很強的!均可能聯盟昌，使學生獲得管系統

的語文知識IER 技能的學習》

4

每

單元都提供「學法J '有助於學生把握*科的結桶。此外，

f售等學在果文j 言聽教師發揮了主導作用，而「自學課文j 則為學生提
供了適當的街學經驗。歷來教育究所機榜的「沒童學生t:t勤學
習 j 的原則，從遮著語教材的「刻意j 安排之下，可以比較容易發
現;

1

司吉布魯「導學在黑文 j 或「食學課文J 都提供了鈴聖母娘灣問機、深淺過
度的不同練漪，對學生的學習進移及知識、技能的強化〉均有

幫助 p
6.

接i 於廢史的側重壁，沿海版的課文及哥!仰中，政治的意識才良機

埠。香港雙保持培養學生開放、長IIÌI 及前對世界的胸襟，在加
強學生對中籃里文化的認識的同時，也必爭頁加強他例對世界的認

餓。如何著重*浴學生的需主要，發揮本浴，、才培訓的繁體自

樣， ~答賞「一網多本j 的玉皇念 3 是值得幸免們深思的。

六、結吉吾

對於香港學生中文程度的下降，以往多皇帝咎於社會問室主、政治經i 索、

教學法的不莓，以及學生程度至是等方的 3 很少人從課程方面去辛苦紋。
其實 p 華菩提高學生的吉普文革是度，藍眼殺與教*~在組織上的改革也很重
耍。加強中文課程內容的結憐性與系統化 3 是今後本i巷中文課程與教
材路途的路向。糾正以往只是辛苦:!ít~.篇編範文教療方式，採用單元的
組織，讓學生獲得比較傲氣:組織的中文知識結梢，並便知被概念獲得
更密切的聯賞，使學生學會協調處玉皇語文學潑的策略，理解及內化對
中文科知識與能力的各項主己家 p 這是中文課程及教材紡織邁向現代化
的第一步。顯著這種思織去進行本港中文綠草里的改革，相信對今後本
港中文教育的發展會有很大的幫助。沿海版初中語文教材的組織與編

制，是償得本港參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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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主辛辛
i

星空尼克斯 (P. H. Phenix) 是美關著名教育家 3 任 1971 …72年皮全美教育背
學學會會餐，為哥倫比亞巨大學名譽教授。

2

這就是費尼克斯所謂的 r1簡化原則 J (Principle of Simplification) ，引為錄
諾(泉， 1991 '資 128 。

3

脊港諜報發展議會(1 994) 編訂

《目標為本課程

第二學習階段(小翎~小六吟，香港

中斷語文科學哲綱要

香港教育響。從該課程的第44.'巨55

寰的補充資料中，分別列出四個學習階段(第一學習階段
第二二學習階段
段

小朋笠小六 p 第三學習階段

小一烹小況，

中…旦在中三，第問學習階

中四、卅五)中 Et 寫聽說、語文慕礎知該學習項目多…脈相承 3 達致

學?對防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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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orm of the Curriculum Structure of Chinese Learning to Improve
Students' Proficiency- With a Discussion on the South East Coast
Version of the Junior Secondary School Chinese Text in Chinese
Mainland
CHOW Hon-kwong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people of Hong Kong are very much concerned about students'
standard of Chinese. The aim of this article is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urriculum structure and the learning of Chinese. In addition, it tries
to analyz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outh East Coast Version of the junior
secondary school text in Chinese Mainland, to provide some reference to those
who concern about the teaching and learning of Chinese in Hong Kong. This
article mainly deals with the following points:
1.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urriculum structure and the learning of Chinese;
2. The structure of the subject and its studying elements;

3. Introduction on the South East Coast Version of the junior secondary school
text in the Chinese Mainland, and
4. The revelation of the South East Coast Version of the junior secondaty school
text in Chinese Mainland to the secondaty school Chinese curriculum development of Hong Ko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