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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教學法在中文教學上的應用

用漢光

香港中文大學

討論教學法是一種以學習者積極介入學習而彼此交流意見的一種教學法。本

文的目的在探討討論教學法的意義、功能、形式，以及在中文科使用這種教

學法的優點和缺點。

緒言

討論教學法(discussion teaching method)在西方是一種起源甚早的教學

模式。有學者認為蘇格拉底的「詰問法 J 就是問題討論的類型。 1

囡為它在班級教學中常以小組的方式進行，所以又被稱為小組討論

法( small-group discussion method) 。事實上，討論教學法是極異成

效的教學法，它愈來愈受到車稅。

討論教學法的意義與功能

討論教學法的基本含義是:學生根據教師所提出的情題，在集體中

相互交流個人的意見，互棺敢發、互相學習。這種教學法的目的在

促進學生積極參與活動。

討論教學法是一種由圓體中每一成員共向參與的活動，跟講述

法純由教師扮演演教學的角色不同。它是師生共向環繞某一主題進

行探討，以尋求答案。在討論的過程中，不同立場的意見都可被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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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因此，爭論現象時會發生。這種教學活動對學生霄，是一種較

刺激、有趣和具創造性的學習活動。 2

盟教育學家布魯姆把教學目標分成三個領域:認知的、

的和技能的，討論教學法對這三個目標均有涉及，可達到這三個領

域的教學目標。 3

認知方面的教學目標包括了知識、理解、應用、分析、綜合和

評鑒。討論式的教學法目標之一，是使學生能以自己的基礎知識為

起點出發，結合新的理念，培養出一定的創造力。

情意領域的教學目標主要包括態度、興趣、理想、欣賞和適應

方式等，其層次分為接受、反應、價值判斷、價值的組織和價值的

性格化等五項。討論教學法在開拓學生的情意領域方面最見成效。

透過討論式的教學活動，學生彼此互相影響，他們的思想不再拘守

於一隅，而能進一步去接受新思想、新知識、新看法，開拓自己的

視野，廠發本身的心智。討論脊助建立個人的價值系統，提高鑒賞

能力，學生也由此確立其人生觀或處世

至於技能領域的目標方面，討論式的教學法可以讓學生有更多

思考、說話、表達的機會，學生在不斷的討論過程中，容易養成有

條理的思維和獨立探索的習慣，這對他們的成長梅益不淺。

通過課堂學習的大量參與，學生思想運轉自然比較靈活，這對

學生將來思考複雜的人生處境、人際上溝通的問題以至人格的全面

發展應該有相當的幫助。 4

討論教學法能使師生之間產生互動(interaction) ，促進學生思考能

力和價值判斷能力的發展，使學生有機會養成接受不同思想、不問

意見的訓練，這樣對於民主社會中未來公民的養成深具價值。

林寶山( 1988) 在〈教學原理〉 中對討論教學法的功能，歸

納為下列幾點，值

1.有助於學生對課程內容的更深入了解。

2.增進學生對該科目的學習動機。

3.使學生更投入於科目的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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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使學生養成對該科目的積極學習態度。

5.發展學生與該科自內容有闋的解決問題的能力。

6.使學生有機會把所學到的概念及知識應用到實際的問時←。 5

中文教學中利用討論教學法的積極意義

討論教學法既有上述的功能與意義，若從中文教學的教學目標與特

質去考慮，不難發現討論教學對達成中文教學的目標，有著積極而

有效的作用。

本港中學與預科的中文課程的教學範疇有下列叢點:

中學中國語文科 中學中國文學科 預料中國文學科中國語文及文化科

課程綱要(1990) 課程綱要(1986) 課程綱要(1992) 課程綱要(1991)

:諾體文、 :興趣、能 :興趣、能 、寫作(賞用

、字、 力(理解、分析、 力(理解、分析 文)聆聽、說話、

語、句、篇、 欣賞) 、欣賞、評論) 語文基本知識、

修辭、語法、 文學常識、中圓 寫作、文學發 思維(觀察、分析

文字特點與虛詞 文化、陶冶性情 展、陶冶性情、 、歸納、想像、

、美化人格。 美化人格。 演繹、獨立思考)

寫作:記敘、說 9) (頁的 自學(定目標、

明、議論、描寫 方法、資料整

、抒情等五類文 理、使用

體。聆聽、說話 、附錄

、自學:工具書 、文化(認識與反

卜附錄的使 思、)。 9也 10)

用與資料整理。

9-18) 

細心觀察，討論教學法在香港中文教學範疇中每一個環節，都

可以應用。而且在思維的發展、惰性的陶冶，語文能力(聽說讀寫)

的培養、人格的美化，討論教學法尤其可以發揮它的積極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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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法的形式

討論的形式，主要可分全班討論和小組討論兩種。

全班討論是指教師提出問題或議題，發動學生相互交流，保證

討論過程順利，向著預期討論的目標進行。這種形式的討論在於( 1 ) 

教學的初期，當學生還沒有具備自行領導和進行討論的經驗時; (2) 

希望儘快得到一些答案或共識時應用。

小組討論是指把全班分為各個討論小組，並?為每個小組指定(或

由小組自行選定)主持人和記錄員。討論進行持，教師逐組巡視，

必要時指導並作出評價。

林寶山( 1994) 在討論到「討論法的類型」持，指出討論法可歸

納為以下六種類型:

1.腦力激混法( brainstorming ) 

2.菲立普 66 (Philips66) 

3.導生討論小組( tutorial discussion group ) 

4.任務小組( task group ) 

5.角色扮演( role - playing ) 

6.討論會( panel discussion ) 

林氏認為上述第 1 、 2 兩種比較重視討論技巧的養成; 3 至 6 四

種則以完成某種任務作為主要目標。

以下就林氏所述的六種討論方式，按其教學目的、組織與方法、

施行原則及功能表列如下(參考林寶山， 1994 '真 118-2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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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法 |使用區的 |組織與方法 |施行原則 |功能

1 腦力激盪法|激發學生的創 i 組織:一般以 1(1)每個成員所 I (1)使每…餾學

造力 15 至 15 人為適|提出的觀念都|生都能貢獻他

宜。討論人數|應該尊重。 1 的意見。

通常視討論時 1 (2)對每個意見 1 (2)用此法所獲

闊的長總而 |不加任何批 |得的意見是小

定。 1 評。 1 紐各人的努力

方法: 1 (3)每個人都可卜經意見交流

(1)主持人必須|以根據別人的|而獲得的。

引導所有成員|意兒來表示自

進行腦力激 |己的聲法。

盪。|

(2)通常先簡單 1(4)鼓勵那些未

提出所要討論|提意見者提出

的問題，在還

沒有正式討論

峙，

好錄音或紀

錄。

(3)正式討論時

，主持人必須

加評論。

(4)在所有成員

腦力激撮後，

所獲得的觀念

或意見，應該

在另一個活動

持段內加以討

論、評估。



280 周漢光

66 1 (1)引起學生對 1(1)組織成員必 1 (1)教師的任務 I (1)可用來引導

(因此法是由 l 於某一種概念|須恰好為 6人卜只在決定討;學生對新教材

美國密西根州;或問題的注意卜由教師分派|論主題，安排|的學習心肉。

立大學的菲立|和好奇心。 I 或學生關願組 i 小組成員，宣 I (2)適用於概念

蕾(1. Dona1d I (2)訓練一控討 j 成。 I 布開始討論， I 形成或獲得的

Philip)提倡的 )1 論會的支持領 1 (2)小組形成後 i 及從旁觀察， I 教學。

3.導生討論

小組

導人。 I '在…分鐘內 i 主持人有更多

選出主持人和 l 發揮領導的機

秘書。 I 會。

困難的學生進

行補救教學。

(2)協助學生獲

得基本概念及

基本技能。

(3)教師在一分 1(2)學生座次的

鑼內指示所要|安排方式，探

討論的問題。;用圓形、長方

(4)學生針對所|形、方形等方

要討論的問題 式，凹的使組

在 6分鐘內獲 中成員有充分

得一致的解決 溝通的機會。

策略。

(1)須由有足夠

學習困難的學 勝任的學生擔

生補救工作， 任導生。

人數通常不起 並須懂得發時

過 5 人。 技巧、能運用

1E增強、能瞭

解要完成的任

務，並有耐性

，以及良好的

人際關係。

(2)座位安排要

使導生和受輔

生能很容易目

視對方，以便

溝通。

(1)能讓學生指

te 自己所禮遇

的困難;

(2)提供學生回

饋或技術，以

增進學習;

(3)鼓勵學生提

出問題，

試自己提出答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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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任務小組

重要的是學生 i 式，

藉此學得如何|都有要完成某

接受任務，及|項任務的工作

以負責合作的 I 0 員所負責的細

態度來完成個 1 (2)通常是由教 i 部任務;

人或厲髓的共

同任務。

(3)明確界定任

務範園，

(4)激發成員的

學習動機;

(5)觀察每個成

員的活動和方

法;

(6)提供學生各

種必要的資源

及完成任務的

能力，以及與

他人合作的精

神。

5.角色扮演 I (1)令學生深入 1 (1)這項活動屬 1 (1)教師必須非|除了可培養學

地體會到不問|於過程取向， I 常熟練角色扮|生的正確人生

角色的特質， I 角色扮演的人 i 演的技術，而|態度與合作精

培養出同理心|數以七至十人;學生也必須彼|神，也可應用

(apathy) ，最適謊。扮演 j 此都很熟悉這|在職業及技能

(2)讓學生在假|的活動時開以 j 種教學法，才|科目的教學上

想的情境中瞭 15 至 10分鐘為 i 能收到預期的卜以及對教導

的情|室。 I 效果。 I 智能不足的學

況。 1 (2)學生必須瞭 1 (2)準備工作要|生也看價值。

解麒惰概要、;做得充足，時

所扮演的角色 i 間的分配與劇

j 情、角色方面

(3)活動結束後;要深入了解。

'必須進行討

論，討論者包

括全班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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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討論會

周漢光

(1)提供學生從 1(1)由教師就教|參加討論會的 I (1)使學生從討

不向角度交換 l 學目標及學生 l 成員必須對討 l 論中交換意見

彼此對開題的|的問題選定有 i 論的主題具有 I '瞭解別人的

關連的主題。 j 基本的認知和|觀點;

(2)參加討論的|理解，立在且事 1(2)這種教學真

層次思考的能!人數只要有三|前有充分的準|有價值、澄清和

力。 I 或三人即可， I 備，如預先針!獲得關體意識

出席討論的是|對主題進行相|的功能。

全班學三位。 I 闊的研究等。

(3)討論時，支

持人(裁判)

先介紹主題、

討論會成員，

並提醒學生要

其次，由

會成員分別做

三至五分鍾的

簡短陳述來表

示各白的觀點

在練述各關意

見後，主持人

開始進行公關

討論，讓所有

學生能自由表

示意見。

，由

的主題提

論及解決問題

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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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以上所舉的六種討論法中，在中文教學上都可以考慮使用。

比較常用的為大班討論與小組討論，而小組討論則類似上述的菲立

66與任務小組討論法。至於腦力激盪法也有了適用於大班討論。

實施討論教學法的方法與技巧

(一)明瞭教師的角色與任務

最好的討論方式是以學生為中心，和輔導取向。一般

在開課初敗，主席和主持人均由教研擔任，但經過一段時間的訓練後，

則交由學生負責帶領。教師或主持人須注意履行下列幾種任務:

1.安排討論程序;

2.確立討論的主題和方向;

3.引導討論順利進行;

4.注意傾聽眾人發霄，必要時複述他們言論的最點;

5.作結論。 6

(二)善用有技巧的問題

杜威認為「一個清楚地寫得明白的問題，就已經解決了問題

的一半 J ， 7 囡搞好的時題，往往可以引發別人更多的聯想，提供

更多訊息與深入的答案，引發更多有闋的問題。因此，教師要學懂

怎樣設計問題、運用問題，用甚麼方式去把發問技巧和各種教學法

結合起來，以激發學生的創造力，提高教學的成效。討論的問題大

致上有下列三種:1.事實性的街題一這類問題偏重資料記憶，因沒

有太大的討論價值，不宜過多; 2.評鑒性的問題一這一類問題及個

人的意見，基於其信念、價值及態度，沒有絕對的答案，較真討論

的價值; 3.解釋性的問題一這一類時題除了要求個人發表意見，還

要求他對問題或事件的意義加以解釋，最具討論的價值。

(三)適當地利用身體語

身體語言是一種很有效的溝通技巧。以下是一些常用的策略:

1.身體向前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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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以疑問的態度揚眉。

3. 以期待和鼓勵的眼光注視較少發言的學生，促使其發表意

見。

4. 當某一位學生正在發表意見持，可以目光投向全體，以鼓

勵大家參與討論。

5. 當有學生蝶蝶不休時，教師可用眼神暗示他尊重發言的同

學，伺持鼓勵該生稍後發出。

(四)適當地處理討論過程中最常見的時題:

討論的主持人(通常為教師)須妥善處理下列討論過程中常

的情況:

1.對發言者的多霄，佔用太多時間:主持須適時向發言者，問

些事實性的問題，再請其他學生就他的答覆發表意見。又或

者向發言者，間些只要答「是/杏」的問題，然後再轉問其

他學生的意見。

2.遇到有些內向、沉默的學生沒有實際參與討論時，可向他們

間些事實性或要解釋、評鑒的問題。

3.有學生因意見不向而起衝突時，教師可提醒他們相同的意見，

向全體清楚說明討論的目標，或利用幽默的話語來緩和衝突、

爭議的情境。

(五)避免討論偏離主題

教師可以提出一個與主題有關的問題來使討論回到中心議題

上。又或者向學生直接指出討論已偏離討論重點。教師亦可暫時中

止討論而針對已討論過的內容作一小結或綜合摘要，學生在這段時

間可重新思索，組織思路。

總之，實施討論教學法的關鍵之一，在於師生建立良好信任

的關係。師生之間要有民主協商的氣氛、環境，它對師生教學互動

的發揮也有積極的作用。前且教師要能善於向學生發間和提出建議，

並適當控制問題範園和難度，及時作出小結，對學生討論小能充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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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導和學術顧問的角色，保証討論的方向等，都是要注意的原則。

討論教學法在中文教學上的應用

中文科的教學內容，可以涵蓋了認知、情意及技能的不同層面，都

可以利用討論教學法去進行，而達到理想的成效。

教師可適當地利用間表、照片、寶物或其他視聽、教具，提供有

用的資料，以增強問題的具體性與鮮明性，以產生討論的教學效果。

例如，教韋政通〈中國文化概論﹒藝術} (節選)一文時，可輔以

合遍的國蠢，讓學生欣賞，去比較討論南北兩派的畫風;播放〈仿

唐樂舞〉及〈北京新貌〉等錄影帶引起學生的興趣，然後再作討論。

例一

課文:梁容若: {我看大明湖》

教學目標:利用問題討論法，結合學生以往所學過的〈醉翁亭記》

強化學生對描寫、敘事、議論和抒情結合運用的寫作手

法的認識。

節次:第四節

學生已有知識:

1.經過以上三節的教學，學生對本文的作者、生平、大明湖的地

理位置、作者反駁一般人對大明湖的批評、作者筆下大明湖的

特徵等都已清楚。

2.學生已學過歐陽修《醉翁亭記〉…文。

教學程序:

1.教師擬出以下問題，讓學生由文章各層次的大意出發，掌握各

段的表達手法:

(1)一般人如何看大明湖?

(2) 作者認為怎樣才能看到大明澈的真面目?

(3) 大明湖有哪些特點? f可以見得?

(4) 大明湖與山東人有甚麼一脈相通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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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作者抒發了甚麼情懷?

2.要求學生就本文內容各層次判斷它們當屬記敘、寫景、議論還

抒情。

3.分組討論

討論題目: (我看大明沾自》和〈醉翁亭記〉在寫作手法上有甚

麼相似的地方?這種寫法有甚麼好處?

將全班學生分成 6組，每組 6至 7人，各選組長及

文書各一人。就上述論題進行討論。組長擔任主

持，文書負責記錄。討論畢也組長匯報該組的

見。待 6組組長匯報完畢，讓全班同學發表意見，

並由教師總結。

(學生透過比較，然後解答問題，便能發現二者同屬寫遊歷山

水景色的文章，當中均結合記敘、寫景、議論以及抒情的寫法，

同時能達到令文章生動和加強感人效果。學生能體會到這種手

法的獨到之處，令他們加深記憶，並應用於臼後的寫作中 o ) 

進行時可用 r 任務小組討論法 J '使每位成員都有完成

蒐集資料、解答問題、完成任務的工作。教師在評鑑各組的表

現時，除了考慮他們對描寫、敘事、抒情、議論結合運用的寫

作手法的認識外，尚要評估每組學生接受及完成任務的能力，

以及與他人合作的精神。

倒二

課文:唐君毅: {與青年談中國文化~ (節錄)

教學目標:就學生學習到有歸中國文化問題時，教研布置適合的討

論，刺激學生去思考，以增加學生對中國文化的認識與

反思。

教學程序:仿以上方法進行小組討論及匯報，最後由教師總結。

完成預習本篇文章後進行小組討論。

討論題目一:

香港人的生活文化，常被評為不中不西。試就日常生活中，諸如父

關係、兄弟關係、待人處事態度方面，談談你對這方面的觀點。



討論教學法在中文教學上的應用 287 

(討論本題，教師宜指導學生先就香港的文化特色、中間文化發展

的情況，學校教育及家庭教育的方式等，指出哪些是受到中國傳統

文化的黨陶，哪些是受西方文化影響，並著學生按個人的觀感分析

其優劣處。最後，說明它們之中哪些可以發揚，哪些難以接受。)

完成第一節後進行小組討論。

進行時可首先採用 f 腦力激蠶法 J '讓學生充分發表他們的

見。隨後採用「任務小組討論法 J '分開小組，就中國圈內(可包括

台灣)、西方、香港等地的人際關係、處事手法、工作態度等範疇，

進行分組討論。

若時簡許有J '可用「角色扮演」的手法，分別扮演中屬、西方、

香港社會中父子或夫妻的角色，從而讓學生體會在不同社會的人際

關係'並作出評價。

討論題目二:

作者說: ï人之仁極於贊天地之化育，故人可補自然天地之所不足，

而與天地參。」這種說法跟當今世界鼓吹的環境保護意識有共遁的

增方嗎?試討論之。

(教師在討論部引導學生先闡釋引文句子。然後分析「仁心」的表

現發揮到極致峙，如何幫助天增變化和萬物生育。跟著利用以下的

問題引發學生去思考:古人保護環境的措施和現代人的相同嗎?他

們背後的理念又是否一樣呢?最後與組員分享個人的體會。)

完成第二節後進行小組討論。

討論時可用「任務小組討論法 J '讓學生蒐集古代、現代的環保言

論與行動，了解古今環保意識的不同、分析它們的成國、並比較它

們的效果。

討論題目三:

源自西方的母親節，香港人亦頗為單視。每年那天總會有不少子女

與母親歡緊慶祝，以示孝敬。你認為這是受西方文化還是中國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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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道德倫理精神的影響呢?試申述你的觀點。

(教師宜鼓勵學生從不詞的角度提出見解。學生可以指出香港人對

這個節日所抱的態度，是中/西/中間文化混合的結果，只要言之

成理便可 o ) 

掌握全文後進行小組討論。

仿微以上的方法，先用腦力激盪法，然後用任務小組討論法，再用

角色扮演的方式，以加深學生對母親節意義的認識。

討論題目四:

香港有各種不伺的宗教，並行不悸，信徒均可和平共處，從不見有

類似其他社會出現的教派衝突事件，你認為這與中圈人置和平的精

神有關係嗎?試加以討論。(學生一看本題可能已經不加思索地表

同。老師宜提醒學生找出和平精神和宗教精神的特質，

些特質對各教派信徒的影響，是否真的令他們和平共存。指導學生

就香港的客觀情況，看看有沒有其他因素與此有關。)

討論時可用腦力激盪法，先就世界各地教派衝突事件舉例並作批評。

其次運用任務小組討論法，分組蒐集有關佛、道、基督、凹教等

教派對不同宗教的看法與對待。並引用我國歷史証明融和宗教衝突

的方法，以加深學生對中國人重和平的精神。

也可採用 r 討論會 J 的形式，使學生從討論中交換意見，嘗試了解

別人的觀點，起了價值澄清及獲得團體意識的功能。

其他值得進行討論的問題有:

1.中國民族對宗教的態度如何?儒家是否一宗教?試加以討論。

2.何謂「倫理 J ?為甚麼中國人特重家庭倫理?

3.五倫之中，為甚麼作者認為「朋友 j 一倫最重要?在今日來說，

對朋友一倫，我們應該怎樣看待?

4.唐君毅認為，師生應包括在朋友一倫中，是學術文化之傳承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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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續的依據。你會怎樣形容香港持下的師生相處的情況呢?

5.五倫之中，你認為哪一鑰最重要?為甚麼?

6.你認為五倫之道哪些還適用於當前的香港?

7在今臼的社會中，是否仍然存在仁義禪智的表現?試舉例說明。 8

以上各個討論的問題，可參照不同的討論方法，以達到教學自標。

討論教學法的優點與局限

(憂點:

討論是一個互動的過程。它可以增進各人的溝通能力、激發人

的創造潛力，有利調動學生學習的積極性、也有利於培養他們的獨

立性、創造性和學習能力，還有助於培養學生專業興趣和科研能力。

這種教學方式活潑，它要求學生全力參與。教師從課文的內容

或寫作技巧等提出一些問題，引導學生從具體的情況發掘到這些情

況背後的意義和本質。學生必須仔細閱讀和分析，或要配合個人的

常識才可以得到合理的答案，因此富有趣味性與生活化。

由於學生之間存在認知、道德推理和判斷能力的差異，藉著討

論法，進行思想的交流溝通，可縮減學生這些差異，令能力稍差的

學生能增這些能力的發展，同時能刺激差生改善他們的學習態度與

方法。

限:

討論教學法既然具有不少優點，為甚麼在學校教學上很少使用

呢?這是由於討論教學法有一定的局限性，致使它未能在教學上普

通採冊。其中的局限，主要有下列各點:

1.沒有充裕的時間或適當的場地進行討論。(課程及環境的限制)

討論教學法的實施是極花時間的，討論時要以不影響課程進度

為原則，一旦時間控制失當，有時難免草草收場，影響教學效

果。

2.教師未符合有關的條件。(教師的水平)

我們施行這種教學法必須有較高的知識水平、能力充實的教師，

始克勝任。他們不但要對所教授的學科有全面的了解，還要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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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一方面有獨到的見解，並能夠提出若干有思考價值、並有統

領教材內容的問題。同時，教師要了解學生原有基礎知識，學

生則需要有一定的自學和科研的能力。

教師需要有多方盟的能力(包括熟練發閥、討論及時聽的技巧)

和付出更多的心力(包括時間)。有些教師因為平日課務繁忙，

無暇去細心部薯，所以索性不用這種教學模式。

3.班級人數過多，不容易進行分組討論。(客觀教學資源局限)

4.學生存在個別差異，在分組討論中，能力較弱和表現畏縮的學

生往往不顧投入討論，徒費堂上的時間，郤未能在活動中有效

地獲得知識。

5.學生的質素因素

遇到質素高的學生，討論自然流暢;相反，遇到質素差、秩序

混亂、態度散漫的學生，教師可能要把討論的題目淺化，並輔

以提示遺就。有些教師甚至放棄使用討論的教學形式，用傳統

的講述法教峙。

結語

(盡管討論教學法存在上述的局限，但卻不能否認它的確能在培養學

生的溝通能力、創造能力，以及引發他們學習的積極性等方面有很

好的效果。對於上述的局限性，是很值得我們花心思去克服的。我

們應該用我們的耐心去開展這種頗有意思而成效很高的教學方法。

註釋

1. 林寶山( 1994) 0 {教學論一理論與方法〉。台北:五南圖書出版有限

公司。買 202-216 。

2. 林寶山( 1988) 0 {教學原理》。台北:五高圖書出版有限公司。頁 1 時間

131 

3. 向注 2 '頁 198輛205 0 

4. 同注 2 '真 118個 131 。



討論教學法在中文教學上的應用 291 

5. 同注 1 0 

6. 同注 2 。

7. 轉引自彭震球( 1991) 0 {創造性教學之實踐》。台北:五南圖書出版

有限公司。頁 81 。

8. 黃翠紅 (1998) 0 {討論教學法的理論根據及其在「中國語文及文化科 J

卷二的應用情況與成效} 0 (未刊稿)

The Discussion Teaching Method and its Application in the Teaching of 
Chinese 

Chow Hon-kwong 

Abstract 

Discussion teaching method is a way 01 teaching and leαrning in which 

students' positive involvement and changing 01 ideas among themselves are 

used. The aim 01 this article is to investigate the meaning,lorms and functions 

01 the above method. It also deals with the value, methods and examples 01 

applying this method to the teaching of Chinese. Finally, the advant，αges and 

limitations of the discussion teaching method will also be discuss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