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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學語文革元教學發展的路向

周;美光

香港中文大學課程與教學學if..

香港中丈教學的發展，近年來有了很大的進步。在課程組織方面，注重單元

教學，有取代以推實行多年的革結祿文教學的趨勢， 1.史詩丈課程的結構更趨

嚴設 l 對落 11f ti吾文教學自襟見為有.'卜

另一方面，島從預料中間語文Z瓦文化科實施以來，香港中小學的話丈教

學，的始重視中閻丈化的探討 7 使本港學生有更多機會從語文學習的角度去

認識及反思中關丈化，這是一個非常正榷的發展方向。

公元2002年，本港中學中簡語文科的課程將會有所改革，屆時一個嶄新

的中學中間語丈課程行將面世。由於它直接彩帶本港萬千f由中學生學習中文

的成效 I 閻此緣程技計必須設憐。教育署近年來在本港多附中學實行這個課

程的試驗詐JllJ ' J耳心良苦，可見一攏。

本丈試從語文教學目標、校本精神、內容精簡與不同單元組合的形式等

問素，探討香港中學中關語丈課程的組織方向，以便更有利於1吾丈教學自樣

的 i忠實。

香港現行中文科教材組織的模式

及其不足之處

中文教材的組織方法 3 常兇的有兩種 一樣是以一篤篤的純文的單

位，另一種是以銀元作為單位。本j聲中學詩文科的教材，長期以來都

採用 f:文選製j 的編排。中學中文教科發已發展出一發模式，一般包1)li

「學智主E躍在j 、 f作者j 、「解題j 、 fI員會j 、「注釋j 、 fl海題討論j 、「應用

練習j 、「教學t2f動j 是專項目。遜灣模式，是希爽學生通過一篇篇章果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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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去去~iìiï掌握語文知議。這種組織與編排方式 3 直接影響了教師

的教法，以及學生的學p法(照]激光， 1998) 。

汝昌關心審視，這種「文選奴J 的編排取向， j實有 F列不足之處。

l 以範文作為主背景，而非以語文是基礎知織或語文技能作為主體=

違反了張志公等吉普文教育家所主張的「線文只是例子，吉普文主基

礎知識與技能才是閥的j 的原則，

2 練文w課文之間的聯繫較少，是學生所學到的也只限於 鱗鱗課

文所帶來的論文知識及語文技能。學生在認識上缺乏系統，知

織的技能也不容易黎撿牢圈。

3 只用一篇練文，帶出的語文知識與能力 9 只能稱為一些孤立的

例子 p 內容比較'Iii嗨，可引發學生恩考的教度也相對地較低，

4 效率不漓，質蠶也難得到保縫，

5. 結橋欠完藍藍、系統性不嚴謹，序列候也不妨裕，因此學習約紛

梯性不強，影響學生學到的東商欠缺獲全性，對認知造成缺

憾。(J詞語在光， 1998 ;周工E逛， 1988) 。

由於「文選塑J!J厲排方式有上述的不是，因此形成

1 論文能力訓練的項目，仍居於附屬的地位，書畫皮現今語文教育

著靈培養能力的涼貝U ; 

2 教育容易曖入只按章內容而忽略語文謝11練的獨套?

3 學生的擦背) :;;r-.:是護主用苦苦文的3裴本知議去玉皇角草綠文， [至!此使學

發毒害(音功半步

4. ::r，易達到教材編排由淺入深、自身'éU絲、微序漸進的原則，因

而影響學濟效果。

語文單元組織的特點及其可取之處

的於「文選l!)I J 教材的編排方式，存在上述的缺點，稍大隊自八十年

代，已開始實腦里單元教學。最初是以文體作瓷器害， tB喜蟲篇文饑相何的

課文級成星星元，進行教學(歐陽汝綴， 1998)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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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單元J '是指學習的單單位或段落。閃一科泊的教材，分為大

小不間的教學單位。這是些單位是性質相閱或有內在聯繁的教材 3 是旦成

…倒繁體，分繃節眩，安排作業 3 從傳授知識到發倒應用，連綴在一

段時間內進行。"fljê與單元之間有一定的聯繁(陳元路， 1988) 。

賀敬傑 (1992) 指出 教學學元是指教學的完整敏位?提供學生有

!菊某一主題的完斃學習。

錢樹倍 (1989 '引自貝爾山， 1989) 摘自 學必教學是從課文特點

和學生食際有聲望寄出發， tE閱讀幫11練、作文訓練、語文知識幾個方面結

合起來〉進行總體設計。通過一兩篇課文的主導議，帶動其他練文的駁

議，起舉一反三三的作用。

教榮攀 (1989 '哥 lê 胸悶山， 1989) 指出

i 單元教學是一種系統化、科學化的教學體系，它既不同於學篇

教學，也不是將幾篇章果文衛星草地綴合在一起〉而是根據學生認

知給車轉發展的特點，培華醫學生的基本能力 p 以發展學生的創造

性態維為自襟。

2 組成單元的文章宮 5 狡知識結矯主要有內在的聯盟蟹。這稜聯繁î'ï]

以是多種形式的，是文體的 3 是星星材的?夫在寫作方法上的。

3 這些祿文 3 組成一倒知識整體。教師根據學生的學習心噢，女

徘各種課文的類製〉使學生在接受學習的基礎上，學會如何學

灣及發揮繽紛學習的主動性。

而零售貨上，單元教學法 3 一般包指下列問{問:康絲

l 自學終究

2 露:黑!Iì講授

3 綜合訓練及

4 總紛繁劉

這樣安排 p 能按照知誠的系統、結憐，兼顧學生的實際水平，

使教與學都更有效率。仟級分析 3 利FEEE元教學 p 主聖守主有下列的女子

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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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使學Jt獲得豆豆豆皇宮、更有系統的內容，

2 使學生有更多訓練綜納、分析能力的機會，

3, j懷元的設計兼顧了積篇內部的研究、各篇夕|、郁的聯盟慧，以及至于

單元的聯繁(李德鱗， 1988) 。

4 詞標走向，符合教育心理學的規律(吳文俊， 1991)。教師的教

學與學生的學習，都有清晰的方向， nr以減少教與學現育方衛約

機態性(知j草草光， 1998) 。

語文萃元設計方式的多樣化

中文科學元的組織方式，是多姿多采的。不同的單元組織， ~D有1發揮

不同的教繆效能。

張志公幸的長定遠 (1981)列礙了七種懷元教學的經織方式，每司還

均有不同的作用及教學效果

I 總裁4時間或相近的幾篇課文紛成單元。

2 課文JJP知識短文綴成單元。

3, 知音說為主、文章為車商品旦成單元。

4 用比較方法組織殿元。

5 吉普文知識為主紛成銀元。

6，按作家的作品組織嚴元。

7 按年代經織眾元。

榮良苦害和腐菊夾在〈對「一次多篇法j 的探君主〉一文中提出三三種組合

單元的方式

1.屋里目相同的教材組織在一起。

2，表攻手法相|可約教材組織在一起。

3 風格相悶、思想、相同約教材組織在一起。

可見榮、為二人的紡織方法著綠於教材「相符j 約部分(哥泊期1菊

i刻， 1989) 。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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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游人的主張，提出了組織學亢的不何方式， 旬以說主差多采多

姿的。

比較進一步討論不悶的單元組織間有不闊的教學功能，約有下列

的主張

包為業( 1989) 著 iÐ!於「向中有真j 的特點，;時課文組合，進行比

較，從而發揮耳之間的教學功能

1 類似題材、不同體裁的主果文一一有助增加文體感，了解寫作

院的和文體的!言語係。

2，不問題材、肉體紋的課文 加深認識該機總裁。

3 閃一健在記、不符i類型和寫作的課文 有助綜合認;該文章的

類型和寫法。

4 戶j一總裁、不同風惰的課文一一可以比較耳之間作家的風格。

5 同一是豆粉、何一總裁而不間結槽的課文一一有助增加對文章

給憐的綜合認識。

有JJjI，吉普文學兌組織的方式的多樣性，會劉文蓋章的星星材、總裁、類

~、為法、風格、結構的不問》的有耳之間的級織游式，從i的也發揮了

不同的教學生直能(周漠光， 1998) 。

語文教學單元發展的路向

1 探究中文科的學科結構，使主、次目標均能溶實

在六十年代，布魯納 (Bruner， 1960) 等人探討知識狡課程中所層的地

位，特別強調學科結構。 5日為通過學科的知織結構， "J增加學!.f:鶯級

知音控機系的能力，的學科結憐;本身 p 又隱含了採究機寧|知識的基礎。

這種董老見[基本概念j及「治學方法j 的學習'1É今仍然有;其不再JJ盤滅的

{貨值。

對於學手持在吉橋方在前 3 西方線稜學學者許瓦布 (Schwab ， 1964) 指出

既有學科都具有三磁結構。遙控結構 3 樑示了學科的特色與探究的:方

法。這三續學科結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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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組織結槽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荒草草草結構界定了一個學科慕本上如何有別於其他學斜，為該學

科王里出了頭緒，立主幫助說明所獲得的知識如何可為其他學科的

知識合悅。總之，正在科的組織結憐，可以顯示該科 E耳其他學科

相奧秘相肉之處。

2 實質結構 (Substantive Structure) 

亦稱「概念紡織J (Conceptual Structure) ，是指該學科的全套觀

念。實質絲構除了概念之外，益重包括解釋概念與概念問題關係

的語文敘述。賞質給椅提示我們 在探究上，應採娟的問題的

種類、所施藥的資料、以及在解釋資料研將用刻的概念。

3 譜法給中轉 (Syntactical Structure) 

所謂諸法 (Syntax) ，是 f對話的形式J (the form of the 吐IS

course) 。不闊的學幸在蒐集資料、食釋資料、考驗真主張，

以及我推錢其發嫂的結果方闕，各蔚文不i茍約;方式。而用來完

成這些任務的方法，自P備成了學科的「吉普法'J。

有J)E.掌握學科的紡構，是通往學嗡的不穩而快捷的途徑，同時也

是獲得探究方法的3重要方法。

中文利的學科結構，主要包括聽話、說話、閑言賞、寫作凶大能力

的吾吾家。這些要素與觀察、首己t藍、思考、想像等智力閱單若是密切綜合

的。其中

聽音吉能力一一辨音識尋豈能力、記憶;整合能力、理解語義能力、

評判語言音能力，

說吾吾能力 組織內部諧音的能力、快邀請盲編碼的能力、道

用諧音有吾憾的能力，

閑言道能力一一認音員能力、玉皇解能力、吉利貸絃力、閱讀技巧的活

用能力，

寫作能力一一番事星星、 1L意、選材、精忠、表達、修改等方面的

能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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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尚包括人性塑造的要家 情感、意志、習慣、性格等重重婆

的家(閥:立欽， 1997) 。

總毒害本港JJH于中學中隊i吉普文科的教學隨機，有下列兩頃，

1. ti告藥學生閑在賞、寫作、聆聽、說話和思維等語文能力，提商

學生學習本科的興趣〉並{史學生有繼續進修本科的關學能

力。

2 草書著2IE科的教學 p 畢生發學生的恩怨，均餐學生的品德 3 增進學

生對中mlI文化的認識》並加強學生對社會的資任感(香港諜罪里

發展議會， 1990) 。

這兩耳聽教學自練中 3 樑1拉著中閣語文科幾個重重要的哼，科結憐

聽、說、獵、寫等諸文能力、思維能力、學變本科的興趣、自學能

力、忠、懇、品德、 cp~盟文化與對社會的主責任感。

幸?幸兒們再追問下去， 1十E更是中關議文革路的 f主要j殺害i婆家?我們

當不難發現 聽、說、識、互幫凶種能力是中毆詩文章|變教授的首要要

琪。的為在中學的各個科目之中，只有中文科才有系統地針對學生學

習這些婆家。 f思維能力j方筒，相信中教其他各科都會在它們的「學科

結構j中從不同的範躊與方式培養學生的思維能力，在提高學生學習本

科興趣方筒，中文科老師固然努力以赴 3 但其他各科的老師，又何嘗

不然?f自學能力的士告發J '其他各平等的老師，也是關心著意的。當然

中文科的自學能力，與其他科的自學能力》我本質與方法1:也有不

悶，至於「克思想晶德J 的培養，也是其他各科所關注。所不悶約，可能

中文科發揮的機會較多，而均養的方法與其他各科也有所不同;而已，

3至於「中鷗文化J '皇室史、地澀、校會、公民等干井，都會為學生提供不

少學潑的機會，在$豆豆經濟、宗教、數學、化學、物理等科，也會或多

或少帶的興中皇島文化物闋的問題，前非中文科的專利。當然，中文科

與中關文化的關係格當tffi'切 3 間可教性文「俯拾即是J '大有「取之不

穩 3 月3之本主晶j 的形勢，這種f可食J與「方{蚣，正是中文科主主師所應珍

惜而善加利用的。(鼠害在論如和iJ '我們娶了解?教學生中關文化，並不

是中文科所獨有的。至於「加強學生對社會約黃任感卜又獲每科送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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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的方向。只有i音養學使聽、前1 、有資、寫的能力，除了早期的家庭

教育之外，就落在中文科老師約身上了。

根線ZlE人的薩克毒害 f文還放j教材紛織的特點?由於著靈篇章黨的關

係 p 令老師比較法眾對學生的思想、晶質、中闕文化與及對社會責任感

的培養。 I滋為這些121均i的都是從激文內容中探究與演繹出來?教科書的

編者、老帥的機授，都會機為主重視。 3的者在車主導能力、思索拉能力與為學

能力的培裳，一般都給當注重，不過83 Jl~以往皇軍篇 f文星撞車型j 的編排 p

未能在這些主重要的環節有比絞全紛間有系統的關注，立宣鍵的相應的教

學策略，:1賣1包起來，難免有所不足。今後的單元教材，正宜從這方H百

多下功夫 3 相信對提高學生泊的中文水平必定有所幫助。就買車、說能力

的培養而言，中學階段無論在課程與教材方前，都有待售書潑，則是不

容量是疑的事實。

2 考慮學生的智力發展，設計適應校本精神的

竿元課程

且語梭指出教育的問題不在教學生各種學問，而在於i也養學生有愛好的學

悶的興趣 (n草梭原辛苦 p 李3Fì區縛， 1978 '頁223) 。

洛克認為導師的工作不是要把tlj 上可以知道的東西全都教j紛學

生，而在使得學生愛好知識，草草[1l!知識、用正確的方法去求知，提7月

自己(洛克原務，傅任教書事， 1985 '資 175) 。

梁斂起在〈教J受法〉一文中扮出 教師不是會所得的結果教人?嚴

重要的是拿怎樣?專著給果的方法教人。義教人者，是教人的研究方法

(要是斂趟， 1936) 。

自叔i概也認為教學就是「教學':t學J (8叔i棚， 1980) 。

可免不論中外的教育家，者ß1重視學生的學習的家。

教學謀殺的安排，也必須基於學':t智力發丹是水平與吉普文教學的實

際 p 凶為這樣才真正能夠達到在語文科領域，全面前充分地提升學生

吉普文能力的闋的。

i羽此在考丘吉設計中文教學單元縛，除了要能獨力支教材的最優順序

4 
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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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外，也必須考慮學生的智力發展問室主 3 很據學生的認知活動的方

式，予以絲織編排。在編排設計時，必須能夠引起學生對中文學質的

興趣、立全且能夠教學生學濟研究的方法， ífri :j~ Ïj!! îIi ~事實、資料的堆
砌。

本港的中學派{令，回首古校學生的成輩輩分為不同組另1] (Banding) 。學

生的勢能與學習基礎因所路線另1]而不憫。為了要過應不同級?我是學生的

智力發展9時，學習瀑布鞋，所以近年推行校本謀殺。為了使中文科的單元

謀種能更好地適合各校校本的寫婆〉課稅的制有T' 須從下列方向入

手
l 改進學習資料 9

2. 改進教學策略，

3 改進學習磯境 3

4 發展更好的評估糢系，以能包括真正反映學生學習成果的的

漿。

3. 內容的精選與愛的壓縮

…在知織激增、信息、泛纜的今日，知青龍內容的織大是無可避免的。由於

學生學習的時間的限制，語文銀元的設計，必須是內容精選與量的壓

縮。教材的編排 3 主要哥在揭2兵為質室主、系統化的教學內容，立主依據學

生的認、知紡織予以綴織。

走去教材只Jf，星星了大主任的「事賞J '而絕少提及超越個另1]具體學蓋章的

「概念姓真是車蚣，這是不知變通的做法，結果會使學生只讓死認{i史背的

jJ式去學習。

精選的內容〉使學生學智目等院僚主在為盼維多旦在容易掌據中文斜的

婆家，蠢的感縮{史學住的學習更加哥去直接，減少疲累，樂於去學。

4. 善丹]課文單元組合的不同形式，以達成教學目標

上文提到中文科~元的組織辛苦不同的方式，而不同的單元組織可以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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繹不同的教學效能。教師可善用這真是不同的殿元組合形式，以達到中

文科不同的教學問樣。

結苦命

區對星星元教學的改革 3 教師要先了解中文科的結構，才能判用I ~那種教

材是較為主重要，以決定教學活動?關淚對該學習u里的教學。

皆是元教學華書求教師對中文斜的「學科給憐J有更深入的有忠誠，在 u重

點講授j與「總結鑽回 i 的給段中，吾吾能夠把]壞沌的吾吾家完整地、有系統

地介紹給學生，同時主要求教師對學徒的車里從知織與學習情況有更加深

入的了解 p 以便在「自學探究j與「綜合訓練j 的階段，能針對學生的總

力與學背3基礎，選擇合適的教材與練潑，以遂成該有史元的教學詞襟。

功用

布幸毒品晶 (Bruner， 1960) 認為「學科結構j 之學嗨，具有下列的泌義與

1 我於探究事物主nl可彼此發攸關聯 9

2 可使該科更易於了解，

3 河條低遺忘之速度，

4. ï'iJ透過約1毅 (Patterns) 對紛節加以寞;說，

5 是i遷往「訓練總移J (Transfer of Training) 之麥道，

6。 可縮小「為深知l譏J (Adv剖lced Knowledge) ，與「慕本知識j

(Elementary Knowledge) 之間約鴻漪，

7. j可激起知織上的興奮J惑，

8. ï'iJ作為「直覺性思考J (Intuitive Thinking) 之基礎並加以挺好，

9. ;是通往「簡易 11::J之橋樑。

布氏上述的分析，正好給我們在設計中文科單元教學時司穹下列的

敢示

1. ::(:E進行中文科~元設計時，正好透過;學f己的組里~ ，對單元的吾吾

索，進行i品的軒的重斂，以便宜主自信逮到教學問標 p

2 年Ij用筆元的設計，把州、能的「訓練轉移J做得更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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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利用.5己的設計，安排過切的活動與吾吾索，使學生冀魯區激起知
i故土的興奮J惑 3

4 i鐘過對教材的精選與皇量約壓縮，使學習更加簡易、男主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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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ys of Developing the Chinese Langnage Unit Teaching in Hong 
Kong Secondary Schools 
CHOW Hon-K wong 

Abstract 

The Chinese language curriculum of Hong Kong secondary schools will begin to 

change in 2002. As it will directly influence the Chinese standard of the students, 

we should be vef).! careful about this issue. 

The Hong Kong Education Department has taken an active part in promoting 

the pilot scheme among some secondary schools in Hong Kong, and this shows 

how eager it concerns itse(f with this Chinese curriculum reform. 

This paper tries to analyze the direction of text selection in the new curriculum 

reform by considering the subject structure, intelligence of students, s.chool-based 

concerns, principles of text selection and the learning target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