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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摘要 

 

1. 本報告分為「整體報告」和「教學資源套」兩部分。「整體報告」

主要深入研究 62 項基金計劃，探討計劃的理念與語文教育的關

係。透過計劃的成果，分析其對學生學習、學校教育發展、推動

語文教育的意義。更重要的是，深入發掘各基金計劃的研究成果，

有否持續發展的價值，以及其值得推介的地方，從而總結出各項

基 金 計 劃 的 共 性 (Consolidation) ， 並 將 其 概 念 化

(Conceptualization)，作為未來申請語文研究的參考。 

2. 在深入研究各項基金計劃之後，發現有部分研究成果有繼續發展

的價值；有部分成果包含了重要的語文教學理念，但未有深入拓

展；有部分則發展了符合學習理論的教學素材，但未完備。研究

小組將這些成果加以整合和活化，並結合了語文教育的最新理論

和 趨 勢 ， 再 發 展 成 為 學 校 可 運 用 的 「 教 學 資 源 套 」

(Redevelopment)，使以往的研究成果可持續發展，繼續發揮作用。 

3. 為了確保研究的信度與效度，研究小組透過多種研究方法，包括：

文本分析、多個個案研究、教師會議(焦點小組)，以及訪談等收集

數據，互為印證(Data triangulation)。 

 
 
 



 

4. 在總結及概念化方面(Consolidation)，研究小組根據 Meta-analysis

方式，從多維度深入分析各項基金計劃，這包括（1）目的和目標

是否配合新課程；（2）如何達成這些目的和目標；（3）目的和目

標與成果是否一致；（4）重複實施的可行性如何；（5）計劃所需

的資源是否學校能夠負擔；（6）計劃施行的過程會否太複雜，學

校教師無法重複施行；（7）能否提供證據以證明計劃的成效；（8）

是否有其他同類型的計劃而有更好的效果；（9）研究對象是否具

代表性，或計劃只能針對特定的研究對象；（10）計劃有否採用適

當的學習理論；（11）計劃的成功因素能否概念化和理論化等方面。 

 

5. 研究總結出以往的基金計劃的 10 項特點。這些特點包括：「學會

學習︰從只求知識到自主學習」、「全人發展：從重視學術到多元

化發展」、「綜合性學習：從單項訓練到整合性訓練」、「多元教材：

由課本為主到多元學習材料」、「承傳與創新：由技能學習到文化

學習」、「突破學習空間：打破課室空間到廣闊時空(資訊科技)」、「學

習伙伴：由個別到團隊學習」、「學習評估：由用作篩選的評估到

促進學習的評估」、「愉快有效學習」、「照顧學生多樣性」。總的來

說，這些特點涉及不同語文教育範疇，能配合中國語文教育的發

展。 

       



 

6. 「教學資源套」的發展，是依據語文學習的「自學」理論。「自學」

理論是「學會學習」的課程改革提出之後的一個重要學習理論。

而在中國語文教育範疇中，也提出「語文自學」的學習重點。目

前，中小學已配合新課程開展了其他範疇的工作，如聽、說、讀、

寫、思維、品德等，而部分範疇也初見成效，但自學範疇則仍有

待再發，學校在開展與推動「自學」的學習理念仍是不足，也感

困難。因此，本研究將「自學」理念活化基金計劃的研究成果，

以配合中國語文教育發展和達致教育改革「終身學習」的目標。 

 

7. 資源套的設計分為中小學兩部分：小學共發展了 4 個教學資源套；

中學共發展了兩個教學資源套。此外，為了方便教師自行設計，

資源套也提供一個設計架構，讓教師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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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1.1 計劃簡介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於 1998 年 1 月成立優質教育基金(基金)，

目的是資助具教育意義的計劃，至今受資助的計劃合共 7900 個，撥

款超過3億8千萬港幣；當中與發展中國語文有關的基金計劃亦不少。 

自 2001 年教育局推行教育改革以來，中國語文教育強調通過不

同的學習經歷，推動和發展全人教育，幫助學生培養正確的價值觀、

良好的學習態度和加強對中華文化的理解，並強調中文作為教學語言

對促進學生學習的重要性。而針對這些需要而開展的基金計劃，不單

有助培養學生學習中國語文的興趣，並能促進中國語文能力的發展。

此外，部分探討運用資訊科技輔助中文學習，及推動中文閱讀計劃等

的計劃，都對學生學習產生良好的影響。 

受基金委託進行的「總結及再發展」研究計劃(本研究)，旨在檢

視有關中國語文的基金計劃，歸納有效的教法和教材，將之撮要、概

念化和理論化後，製作成教材套，再向全港中小學的中國語文科教師

介紹及推廣。 

 

1.2 研究設計 

自教育局推行教育改革以來，中國語文教育強調通過不同的學習

經歷，推動和發展全人教育。為此，學校藉着基金的資助，進行了不

少校本的中國語文課程和教學方面的改革計劃。本研究的目的是總結

和再發展從 1998 年至 2003 年期間，由基金資助的 62 項有關中國語

文的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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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研究目標 

 找出歷年由基金資助有關中國語文的計劃，並按計劃的主

題、受惠對象等分成不同組別。 

 運用不同的鑑定方法，將基金計劃的成功經驗概念化和理論

化，以作進一步推廣之用。 

 選擇部分基金計劃發展出來的教材和教學資源，將其撮寫及

增潤，製作成一套教學資源套，供全港中小學中國語文科教

師參考。 

 摘取部分基金計劃的學習素材，製作成示例，並提供使用指

引，然後以網頁形式供全港中小學中國語文科教師參考和應

用。 

 為基金成立主題式的學校網絡提供建議。 

 

1.2.2 研究對象 

本研究檢視與中國語文有關的基金計劃，挑選有效的、值得

其他中小學中國語文科教師參考的 62 個計劃作為研究對象。

 表 1 研究對象的分類（個案數目 = 62） 

界別 

能力 
小學 中學 跨界別 小計 

課程 3 2 -- 5 

教材 3 5 5 13 

教學法 3 3 4 10 

評估 1 1 5 7 

語文能力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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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閱讀 3 3 0 6 

 寫作 -- 1 2 3 

 說聽 1 2 1 4 

 文化 -- -- 1 1 

 文學 1 -- 1 2 

 綜合能力 3 -- 1 4 

其他 6 1 -- 7 

小計 24 18 20 62 

 

 1.2.3 研究方法 

本研究將採用多種研究法（multiple sources of evidence）以鑑

定計劃是否成功，這些研究法包括：計劃評估法（program 

evaluation）、多個案研究法（multiple case studies）、教師討論會

（teacher focus group）、文本分析法（text analyses）及訪問調查

法（interview）。 

 計劃評估法 

本研究將採用「計劃評估法」，從各計劃中搜集詳細的資料，檢

視和找出有效的教法及教材。評估的項目包括：有效性評估、效

率性評估、形成性評估（formative assessment）、總結性評估

（summative assessment）、目標為本評估、研究過程評估、研究

成果評估、成本效益評估等（Brinkerhoff et al., 1983; O’Leary, 

2004）。研究員會檢視各基金計劃：（1）目的和目標是否配合新

課程；（2）如何達成這些目的和目標；（3）目的和目標與成果是

否一致；（4）重複實施的可行性如何；（5）計劃所需的資源是否

學校能夠負擔；（6）計劃施行的過程會否太複雜，學校教師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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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複施行；（7）能否提供證據以證明計劃的成效；（8）是否有其

他同類型的計劃而有更好的效果；（9）研究對象是否具代表性，

或計劃只能針對特定的研究對象；（10）計劃有否採用適當的學

習理論；（11）計劃的成功因素能否概念化和理論化等。 

 多個案研究法 

 多個案研究在於探討不同個案在特定情境下的活動性質，希望瞭

解其中的獨特性與複雜性（林佩璇，2000）。個案研究是一種研

究策略，選擇多個獨特而單一的個案，採用各種方法，如訪談、

文本分析等，以蒐集完整的資料，掌握整體的情境脈絡與意義、

深入分析真相、解釋導因、解決或改善其中的方法（邱憶惠，

1999）。多個案研究法適用於本研究，能夠幫助研究員釐清各基

金計劃的詳細設計、相關的教學設計、研究成果等，達成整體而

通盤的了解，以不同角度了解各計劃的全貌。 

 教師討論會 

教師討論會的目的，是通過邀請資深的中小學中國語文科教師，

憑藉他們豐富的教學經驗，對本研究所檢視的基金計劃，就其價

值、可重複性、對學與教的幫助等，提出客觀而專業的評價

（Greenbaum, 1997）。教師提供的專業意見，能幫助研究員尋找

有效的、能解決中國語文科學與教問題，並值得向全港中小學中

國語文科教師推介的基金計劃。 

 文本分析法 

 文本分析的目的，是研究各種文本資料所表達的深層涵義，重點

是在找出這些文本製造的特定方式，並借由閲讀後的論述，來了

解這些特定方式所構成的文本其可能的意義（莊梅萍，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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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通過運用文本分析法，從各基金計劃提供的資料，歸納要

義，並將之概念化。 

 訪問及問卷調查法 

 訪問調查法可分為結構性訪問和半結構性訪問。本計劃將採用

「半結構性訪問」。研究員會邀請部分基金計劃的負責人，分享

計劃背後的理念、採用的理論構架、實施方法、成果、最新的發

展動態等。訪問的內容與程序，均已標準化。訪問時，研究員會

遵照預定的訪問表格，逐一提問。不過，研究員亦會容許被訪者

在特定的訪問題目下，暢所欲言，務求能獲得最全面及最有用的

資料（O’Leary, 2004）。至於在研究的過程中，有部分基金計劃

未能接受訪問，研究小組則寄發開放式問卷，由該負責人填寫，

有關資料亦於分析數據時一併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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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基金計劃的特點總結 

 

2.1 中國語文課程發展背景 

邁進千禧新世紀，世界各地都先後進行教育改革。香港在 2000

年的教育改革中，同時提出了學制、課程、考評同步改。中國語文課

程也是香港教育改革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香港教育改革以「學會學習‧終身學習」為整體目標，這為中國

語文課程發展提出了新的方向和新的任務。新課程理念強調以「學生

為中心」，搭建一個開放式的支架 (curriculum framework) ，強調以

豐富多彩的作品為主要學習材料，充分運用學校、家庭、政府和社會

的資源，讓學生獲得綜合而多元化的學習經歷。這個支架讓課程的設

計實施者有更大的發揮空間，學校與教師可根據學生的能力和需求發

展「單元教學」和「校本課程」。 

新課程與以往最大的分別是，它不再是指定教學內容與材料如精

讀範文，而是讓學校中文科的教師自行根據學生的程度和需要訂定教

材。教材也不僅是文字材料，可以是音像材料(如幻燈、錄像、錄音、

光碟等)，或其他文物資料(畫冊、剪紙、郵票、樂器、服飾、模型、

人物雕像、藝術成品等) ，或實地觀察資料(參觀展覽，傳統建築等)。

文字材料也顯得多姿多彩：古今經典、實用文字、科普讀物、報章雜

誌均在其中，且強調學生多閱讀以積累知識和語文材料。這種開放、

多元的語文課程，有利於學生通過語文教育，拓展視野與胸襟，為終

身學習奠定穩固的基礎。 

教師在落實新課程時，會發現不少的轉變和困難，因為在舊課程

下，教師只有施教者的身分，但在新課程的環境下，教師多了「新」

角色----課程規劃和設計者。部分教師嘗試根據「開放式的課程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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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開放學習材料」、「照顧校本需要」的空間，進行課程設計、調

節教材，配合學生能力和需要，發展自己的「校本課程」，並尋找有

效方法以落實「學生為中心」、「學會學習」的教育目標。發展的規模

雖有大小、課題雖不盡同，但所呈現的是多元化的課程特點。藉著這

種多維度的嘗試，為新課程的教材、教法、評估等方面積累不少資源

和成功經驗。這不單只提升了個別學校的教學效能，也能為同類背景

的學校提供借鏡和進一步發展的基礎。 

由基金資助的語文計劃，無論在推動系統層面的課程發展，到課

堂層面的教材、教法和評估，都對推動課程發展、帶動前線教師的專

業成長、改變課堂組織等起著正面的作用。另外，也促成了大專學者

和學校、教師共同合作機會，將理論與實踐結合，互為補足，這在新

舊課程交替之際更顯重要。我們發現，這些多元化的基金計劃呈現多

方面的特色，包括：從只求知識到自主學習的「學會學習」；從重視

學術到多元化發展的「全人發展」；從語文單項訓練到整合性訓練的

「綜合性學習」。還有一些計劃嘗試從不同角度探討學生的有效學

習，如：由課本為主到多元學習材料的「多元教材」；由用作技能學

習到文化學習的「承傳與創新」；由打破課室空間到廣闊時空的「突

破學習空間」；由個別到團隊學習的「學習伙伴」，以及「愉快學習」

方式。除了為本地學生進行計劃外，也會探討非華語學生學習中文的

情況，以照顧學習多樣性。以下將從這些特色，說明各項計劃在課程、

教材、教法、評估的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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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各計劃的特點總結 

2.2.1 學會學習︰從只求知識到自主學習 

身處全球一體、資訊爆炸的年代，只求知識已不足以裝備學

生面對瞬息萬變的社會及各種挑戰。部分基金申請人亦意識到

「學會學習」的迫切性，在申請撥款以開展各項語文活動時，不

僅藉教材的趣味及多樣性以誘發學生的自習動機，更著力在提升

學生的學習能力如閱讀、分析、研習和反思等能力，讓他們會自

學、能自主。 

如有學校通過閱讀原著故事書的校本課程，培養學生學會閱

讀的過程和策略，以提升學生的讀寫能力。基金計劃《提升學生

的讀寫能力︰讀寫結合的校本課程》(2006/0475)設計了一套「閱

讀自學」的課程，以識字作為起動，閱讀為延伸，再配合寫作來

鞏固知識，培養學生自學能力。又如有學校開展《自學能力的提

升─校本初中中國語文科學習成效評估》計劃(2004/0591)，借助

電子檔案的設置，發展校本初中中國語文科學習成效評估，讓學

生記錄學習過程，然後自我反思，並針對不足作出跟進。 

這類型的基金計劃，不單只讓學生學習知識，更重要的是啟

發他們的認知能力，發展自我建構、自我反思，在過程中逐步建

立自學能力。正如受訪的基金計劃負責所說：「計劃實踐期間，

學生閱讀了自學課程的讀物後，閱讀的興趣提高了，閱讀速度加

快，還可激發他們自發性地搜尋相關的書籍來看，如閱讀《小王

子》的原著。」 

此外，有些基金計劃運用資訊科技輔助教學，設計不同的學

習平台，為學生提供不同形式如字詞學習、文學賞析、專題研習

等的學習機會，如「利用這個電子檔案進行反思，檢視自己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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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及不足，培養自我評估及自主學習的態度。同時教師在電子檔

案內製定了清晰的能力指標，學生可參考指標的內容以改善個人

的能力，亦可在網絡上檢視自己的習作，以自我評估為切入點，

反省自己所學。」由於學生利用資訊科技進行學習活動，他們能

夠在學習的過程中，培養閱讀策略，發展自學能力。 

再如《第二代現龍中文字詞學習系統：網上資源建構、教師

發展及教材創作》計劃(1999/2422)，利用資訊科技平台，建構網

上學習漢語的軟件、教學示範、多媒體網上互動練習及教學素

材，以促進學生自主學習。又如《現龍第三代教師協作交流計劃—

結合專題研習、資訊科技與語文學習、開發教師可用的教材，成

功個案經驗交流》計劃(2002/0221)，讓教師通過這個平台，指導

學生進行專題研習，並利用網上的活動提問，培養學生的思維能

力，以鼓勵學生自學。 

有基金計劃利用電子書平台促進學生自學，《多媒體電子圖

書館及閱讀評鑑平台的研發》計劃(2005/0689)透過設立一個電子

圖書館及閱讀成效評鑑的平台，向學生提供多媒體電子書，將中

國語文及文化知識，配以優美動畫、音樂，並以遊戲穿插其中，

增加閱讀的吸引力及趣味。此外，計劃亦重視培養學生的閱讀策

略，如《感悟人生際遇的詩篇—馬詩》，由小標題帶出詩歌的內

容，讓學生明白甚麼是人生際遇，這些小標題，起著引導學生思

考的作用，使學生由文字的理解，進而了解作者深層的感受及情

意。 

這類基金計劃，開拓了課本以外的學習，能夠利用電腦媒

體，拓寬學生的學習經歷，而這經歷進一步提供一個學習、反思、

建構知識的機會，讓學生養成自學習慣和思維。正如此基金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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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負責教師說：「學生在網絡上可按個人的認知、能力，對材料

進行選擇取捨，最後整合成為自己的學習成果，過程中學生需要

不斷自我檢視、自我反思，最後自我建構，這正是促進學生自學

的重要過程。」 

課程發展處(2003)指出，「語文學習是持以終身的。學生必

須養成自學的能力，才可應付生活上語文運用的需要。」上述的

基金計劃皆能配合學生的語文學習需要，結合生活所需的技能

（如運用資訊科技），並把學習的時間及空間，延伸至學校以外，

令學生能因應個人的語文學習需要及生活安排，進行語文自學。

此外，上述研究計劃亦有助於學生培養自我管理及自我反思的能 

  力，提升學生的個人素質。 

在語文自學的範疇上，除了上述的優秀計劃外，也值得鼓勵

學界通過申請基金資助，利用更多不同的媒介，進行更廣泛的研

發，促進語文自學的發展。 

 

2.2.2 全人發展：從重視學術到多元化發展 

以往的中文教學，多以「獲取知識」為課程取向。這個取向

雖然能讓學生學習知識，但較忽略應用的層面，而語文學習的目

的是要讓學生在生活上能綜合運用語文。本研究發現，部分基金

計劃在這方面也作出了嘗試，發展多元化的校本課程與學習活

動，讓學生喜歡學習，持續不斷地擴闊自己的知識領域。 

如有幼稚園以不同主題的學習活動，綜合性地發展幼兒的多

元智能，《綜合趣味語文學習—語文學習活動綜合多元智能發展》

計劃(2005/0368)按幼兒的需要及學習語文基礎的要求，開發一套

適合本地學前教育機構的綜合語文學習課程，以發展幼兒綜合運



 11 

用聽說讀寫及思維的能力。又如《小書卷與大舞台》計劃

(2005/0362)，以跨學科方式，結合閱讀、生命教育及戲劇教育課

程，讓小學生透過活動發展多元智能，實現「發展全人教育、培

育豐盛生命」之教育使命。 

這些計劃做到了以多元化的學習模式激發學生的學習動

機，促進學生的潛能，培養學生主動地、富有創造性地學習，真

正實現學生在學習方式上的根本性轉變。正如《綜合趣味語文學

習—語文學習活動綜合多元智能發展》的計劃負責人所言︰「計

劃讓學生所獲得的語文經驗能夠應用於其他的學習範疇，使學生

得以全面發展。教師按幼兒興趣設計課程，如幼兒喜歡的玩具、

小寵物等的主題，並利用各主題的學習活動綜合發展幼兒的語

文、數學邏輯、自然觀察、視覺空間、肢體活動、音樂、人際關

係、個人內省等各項智能的發展。」另如參與《小書卷與大舞台》

計劃的教師也提出：「戲劇教育著重發展學生的多元智能。從劇

本創作到排練階段，學生都能參與及商討，這能培養他們的想

像、分析、邏輯思維、表達、協作和溝通等學習能力，學生的語

言和邏輯思維智能、肢體動作、空間及音樂(節奏)智能、人際溝

通和內省智能都會有所提升。」 

 新課程其中一個關鍵項目，強調幫助學生發展「學會學習」

的能力。上述的計劃能創設多元化的學習模式，通過激發學生的

學習動機，發揮他們的潛能，最終達到學生能主動地學習的目

的，實踐培養學生「學會學習」的目標。因此，這一類的研究計

劃是值得繼續推廣、發展和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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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 綜合性學習：從單項訓練到整合性訓練的單元教學 

語文學習的特質是整合性，事實上大部分的運用語文的情境

都是綜合性的。「單元教學」講求嚴謹的課程組織，由單元主題，

到組織教學內容、設計教學過程、安排評估方法的做法，並不是

容易推行的，而在是次研究中，我們發現部分基金計劃在綜合性

訓練方面作出不同的嘗試，這種做法與新課程強調課程組織而非

以單篇學習的理念相吻合。 

例如《綜合趣味語文學習—語文學習活動綜合多元智能發

展》計劃（2005/0368）所設計的學習活動，符合了「全語文」

的學習理論，其開發的綜合語文學習課程，為幼兒營造有意義的

語言環境，以有效的識字法、遊戲、活動提高幼兒學習語文的能

力和興趣，並且能照顧聽、說、讀、寫的學習。正如計劃負責人

指出：「綜合性的語文課程，著重聽說讀寫的整合，利用故事兒

歌，以有效的語文教學法，及營造豐富及有意義的語言環境，讓

幼兒的語文學習由整體意義的認識，從而探索文字，引發學生的

讀寫興趣。」 

在小學方面，《提升學生的讀寫能力︰讀寫結合的校本課程》

計劃（2006/0475）透過校本設計的課程，將閱讀和寫作結合，

並利用閱讀策略，去引導學生閱讀及寫作。學校的計劃負責人指

出，這種做法能夠提升學生的讀寫能力︰「學生掌握了閱讀策略

並融會在寫作之中。透過閱讀「自學閱讀」課程的故事書，80%

學生認為這些故事書能提升他們的寫作興趣，而 60%學生表示透

過這些故事書進行讀寫結合學習，提升了他們的寫作能力。」 

而中學方面的《多元中文學習與評估計劃的項目四︰深層次

語文綜合能力訓練》計劃（2005/0352）則開發出一個兼及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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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深層次語文綜合能力教學模型。計劃負責人提出：「計劃的

設計理念採用「以書為本」的模式，以閱讀一整本書為基礎，在

教學中「綜合」中國語文科九大學習範疇（聽、說、讀、寫、文、

化、品、自、思），讓學生「深層次」地閱讀一整本書以了解及

學習文章本身的內容、訊息及文化內涵，並將學習延伸至對自身

生活經驗或中國文化的認識及思考，而非只把握表面的語文知識

概念或寫作技巧。」 

上述提及的基金計劃中，教學人員都能配合學校的教育目

標、文化、環境、活動，根據學生的需要和能力，選擇有利的學

習方法：或以讀寫為主，帶動其他範疇的學習；或以文體組織學

習材料進行教學，強化寫作和文體知識的學習；或以生活內容作

為組織重心，以加強人際溝通的教育；或以文化為主，發展民族

文化的教育；或以情意為主，進行心理人格的教育。正是這種開

放式多元化的新課程理念，教師可以發展不同形式的校本課程，

為學生創設一個綜合性的學習機會。 

 愈來愈多學校推行校本的「單元教學」，而上述基計劃初步為

老師提供了示例，讓有興趣發展「單元教學」的老師們根據這些

示例，修訂和再發展屬於他們的校本「單元教學」設計。然而，

如何能設計嚴謹的、有系統的課程組織，讓單元主題、教學內容、

教學過程、評估方法等有機地整合，並能綜合發展學生的聽、說、

讀、寫、文、化、品、自、思能力是一個值得繼續探討的語文教

學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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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 多元教材：由課本為主到多元學習材料 

教材是教師傳授知識，培養能力的重要媒介之一。為了讓學

生擴闊視野，增加閱讀量，教師除了依賴課本之外，發展適合學

生的其他學習材料是十分重要的。本研究部分基金計劃的目標和

研究成果，能以培養不同能力為框架，配以切合學生語文能力和

需要，設計多元教材（包括故事原著、網上電腦遊戲、根據原著

改編的動畫、電視劇、電影等），探討多元教材對促進學生中文

學習，以及發展學會學習能力的影響，並試圖打破以課本作為唯

一學習材料的傳統。 

如《小學中國語文高效能教與學：快速字和提高學生閱讀能

力的研究》計劃（1999/2761）整理各國的識字及閱讀教學理論

和教學法，建構適合香港的閱讀教學理論、校本課程及教學法。

這項基金計劃強調先讓初小學生大量和有系統地識字，當學生掌

握一定的識字量之後，可以識字課本與閱讀原著故事一起學習，

並通過製造不同的語境，鼓勵學生運用書面語表達自己，達到快

速認字，提前閱讀和寫作的目的。實驗證明計劃能有效幫助小學

生識字及提升他們的閱讀能力和興趣。參與本計劃的教師認為：

「識字是語文能力的基礎，只有讓學生掌握一定的識字量後，方

能發展他們的閱讀和寫作能力。本計劃採用香港大學謝錫金教授

編著的《綜合高效識字法》第一和第二冊課本，讓學生通過學習

童謠、兒歌、韻語識字課文、集中識字課文等，於短時間內有系

統地學習大量漢字。由於課文內容與學生的生活經驗配合，或選

取學生熟悉的兒歌作教材，並配合遊戲學習，因此，學生的學習

興趣濃厚，學習表現優異。此外，本計劃配合《綜合高效識字法》

教材的特點，發展了多元的教學法，如心理詞彙、部件識字、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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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或減法識字、聯想字等，令識字教學變得活潑和有趣。其中，

心理詞彙對擴闊學生的識字量，效果尤為突出。根據參與本計劃

的教師表示，使用《綜合高效識字法》教材後，小一學生便能掌

握 1000 至 1200 個漢字，能提前於小一進行篇章寫作，並使用閱

讀故事原著作語文教學的基本教材。」   

在閱讀教材方面，本計劃通過原著故事書，帶動閱讀和寫作

能力的綜合發展，打破以課本作為單一教材的傳統做法，並按課

程的學習目標，設計多元的教學法和評估方法。正如計劃的負責

教師指出：「這套「閱讀自學」課程提供了多項教學及學習建議，

包括應用哪些原著故事為基本的閱讀教材、教學進度、教學法、

閱讀及寫作策略、多元化課堂活動和評估方法。」 

在中學語文學習材料方面，《「以能力訓練為編選體系的初中

中 國 語 文 實 驗 教 科 書 」 的 編 寫 與 教 學 實 驗 》 計 劃

(1998/4408;1999/2573; 2000/2180)以閱讀能力為主線，利用多元

教材，結合聽說讀寫作系統訓練。這些計劃為中一至中三合共編

製了六冊的學習料材、教師用書和相關的課業工作紙。計劃負責

人指出：「此套實驗教材能照顧學科的邏輯順序及學習的心理順

序，有系統及多元地訓練學生語文能力。在閱讀、寫作、聽說等

能力訓練點分單元順序編排，一般先作分項訓練，再作綜合練

習。精讀、導讀及自讀各有重點，分類指導，使訓練有序，還有

延伸閱讀、廣泛閱讀，適量的課內寫作及課外練習。這教材重視

能力訓練，亦注重知識的傳授、方法的指導和習慣的培養。」參

與計劃的教師也表示「此套實驗教科書以訓練能力為主，為學生

提供一個螺旋式的學習，課程設計建基在以往已學知識，以學習

新的知識，層層遞上，由淺入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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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列舉的基金計劃突破了以課本為單一教材的傳統，提升

中國語文的教與學效能。選擇這些的學習材料的考慮包括：能否

體現時代特點；關注人文和環保，體現多元社會的豐富多彩；文

質兼美而又富有文化內涵的典範性；難易適度而不陳舊繁瑣；具

啟發性並有利於學生在語文學習中學會學習。整體而言，這些計

劃為發展的學習材料為教師選用教材時，提供了寶貴的參考價

值。 

多元教材的設計讓教師能因應學生的語文學習需要及興

趣，靈活地選用高質素的語文教材，拓展學生語文學習的視野，

激發學生多元智能的發展，有效地提升學與教的質素。通過申請

基金資助，鼓勵各界研發多樣化的教材及評估，使本港的語文學

習能更全面地迎合社會日新月異的需求，提升本港學生語文能力

及競爭力。 

2.2.5 承傳與創新：由技能學習到文化學習 

文化教育是中國語文的重要任務之一，學生由此得以對自身

的身分，周遭的現象有所認識。在基金資助的計劃中，有些以發

展學生認識中華文化為核心，以增進學生對中國文化的認識，啟

發學生的思想，同時也培養學生的品德，使學生能建立正確的價

值觀，加強對社會的責任感。計劃除了講求技能學習外，還需要

處理文化上的傳承教育任務。 

如《高小中國語文科中華文化教學研究及實驗》計劃

(2006/0084)、《初中中國語文科中華文化教學研究及實驗》計劃

(2002/0123)、《高中中國語文科中華文化教學研究及實驗》計劃

(2004/0550)，這些計劃為小學到高中學生提供有關中華文化的參

考教材或輔助教材。這些文化教材在介紹文化知識的同時，輔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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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性的問題，啟導學生進入文化反思和認同的層次。此外，在

選材方面也能見到計劃負責人的心思，例如所選的文化篇章能照

顧三個原則，以培養學生的情意品德：一是側重人與家庭、學校、

朋友等關係；二是側重人與社會、國家、世界等關係；三是側重

人與生命、自然、宇宙等關係。 

這些基金計劃除了提供文本的篇章外，也建立了網上資源，

讓學生能自己上網閱讀古文篇章。為方便學生自學，網站也提供

粵語及普通話朗讀錄音，此舉也能培養學生朗誦普通話的興趣。

此外，篇章的內容結合現實生活，可以誘發學生反思現代社會，

帶出新的啟示，藉以做到「古為今用」的功能，並陶冶品德。 

基金計劃負責人反映：「計劃採用「誦讀經典原文」的模式，

讓學生從小就有接觸經典原文的機會。圍繞這個模式，依據文化

內涵豐富、思想內容健康、語言精煉優美、易讀易誦易記、聯繫

生活實踐等五項原則，摘錄經典中的片斷和選取詩詞名篇。當學

生進行朗讀時，聲入心通，就會對作品中雋永的語言留下深刻的

印象，在潛移默化下得到品德情意的薰陶。」而高中方面，計劃

也能「建立學生批判性思考、獨立性思考的能力。通過評論式的

文化小品文，引導學生去分析五千年中華文化優良及落後的部

分，教導學生以批判性的眼光去認識中華文化。」 

2.2.6 突破學習空間：打破課室空間到廣闊時空（資訊科技） 

現代媒體的革命不僅引起了人們生活及工作方式的變化，而

且給語文教學帶來了新的使命與活力。我們發現部分基金計劃在

進行語文教學活動時，教師能因應學習目標和需要，適當並有效

地運用多種媒體，例如視聽教具、電腦軟件、互聯網絡等，為學

生提供自主學習的時間及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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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現龍第三代教師協作交流計劃—結合專題研習、資訊科

技與語文學習、開發教師可用的教材，成功個案經驗交流》計劃

(2002/0221)，計劃通過指導學生運用資訊科技進行專題研習，學

生和教師均可突破時空限制，隨時隨地學習。計劃負責人指出：

「現龍網站共建立了 168 個文件檔案，使用者可根據『主題及副

題、文件類別、關鍵詞、學校、年級』五個搜尋項目來搜尋所需

的專題研習資料。網站亦可讓使用者選取『教師指引』、『學生作

品』或『經驗分享』以篩選專題研習的種類，並羅列出有關圖書、

網頁、影片、錄影資料等，每種類型的素材建立連結，方便使用

者能快速和準確地尋找所需資料。」 

這類型的基金計劃通過資訊科技進行專題研習，除了讓學生

可以突破時空限制隨時學習，更讓學生可以從各類視聽資訊中獲

取更多知識；透過搜集、篩選、整理及運用資料，引起學習興趣，

培養探索和創新的精神，有助提高自學、解難及批判思考的能力。 

此外，有些基金計劃通過建構不同的網上學習小工具，廣闊

學習的空間，如《第二代現龍中文字詞學習系統︰網上資源建

構、教師發展及教材創作》計劃(1999/2422)內有學習漢語的軟

件、教學示範、多媒體網上互動練習及教學素材。計劃負責人說：

「我們將以往軟件開發的模式和使用方式改變。昔日的軟件開發

會製成一套完整的軟件，並製成光碟讓學校使用，第二代現龍以

網站形式，並以協作的模式與學校進行開發，針對學校的需要製

作中文教學的輔助材料。希望運用資訊科技，讓教師隨課堂需要

使用教材，也鼓勵學生自行登入，廣闊學習的空間。」通過這類

型的基金計劃，學生除了擁有更廣闊的學習空間，更得到了自主

學習的機會，從而提升及培養自主學習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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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在部分基金計劃中，教師利用多媒體軟件進行評估活

動，除了讓學生即時獲得回饙外，更保存學生作品，有利照顧學

生多樣性。如《自學能力提升 — 校本初中中國語文科學習成效

評估﹙電子檔案的設置》計劃(2004/0591)中，設計了電子檔案作

為網絡平台，促進學生自我評估及自主學習。 

此類型的基金計劃帶有促進學生學習的作用，正如負責教師

所說：「網絡平台除有系統地保存學生的作品外，亦可讓學生在

網絡上檢視及評估自己的習作，反省自己所學。通過網絡上的分

享，學生亦能於網絡平台欣賞到別人的作品，促進同儕之間的學

習。」 

總的來說，將資訊科技應用到中文教學的最大好處，是能突

破學習的空間，讓學生能隨時隨地參與學習活動，不用受到課時

或課堂環境的限制。而且，在教師的安排下，學生可與不同地域、

不同級別，甚至不同文化和語言環境的學生交流，開闊學生的視

野，並促進同儕之間的學習。 

「運用資訊科技進行互動學習」是香港 2000 年教育改革的四

大關鍵項目之一，政府和不同的教育團體，都投放大量的人力和

資源，提升學校的電腦硬件、課堂教學質素，最終的目的是希望

讓培養學生的自主學習的能力，使他們能積極地尋找與學習相關

的資訊，去處理學習及日常生活的各種問題，突破課室的學習空

間。在中國語文的教與學上，運用資訊科技進行互動學習，除了

以上分享的成功案例外，學校可以善用目前的電子平台或媒介進

行試驗和實踐不同的學與教研究，以提升學生的學習，如貼近學

生日常生活的 Facebook，MSN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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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7 學習伙伴：由個別到團隊學習 

在課程改革的過程中，教師個人的「單打獨鬥」式工作未必

能應付新挑戰。基金計劃除了重視課程、課堂教學，以及評估外，

還顧及課改模式的探討。如《大埔區中學語文教學品質圈》計劃

(1999/2885)為學校推動教育改革提供了一個十分實用的實施範

例。由於同區的學校都共同面對新課程改革的工作，教師在未有

經驗可參考之前，大埔校長會構思推行一個區內的中國語文科試

驗計劃，在區內成立教學支援中心。中心組織了共同的學習活

動，分享工作成果，如共同備課、設計教材、互相觀課等活動。

這種「在工作過程中培訓」的方式，有助於教師專業成長，建立

團隊互相支援，以協助會員學校推行新課程。正如參與計劃的教

師指出：「品質圈為新課程的教學起先導作用，帶領大埔區內中

文教師由傳統的範文教學過渡至能力導向的單元教學。計劃邀請

專家提供新課程的講解，讓教師認識新課程的理念。教師可自由

選擇參加單元計設培訓課程、短期借調計劃與外地交流活動，這

三者是互相配合的，以聯繫區內的中文科教師，從而建立整個大

埔區中文科教師的網絡。計劃兩年內舉辦的各培訓交流活動共計

達 33 次；而區內 23 間中學曾經參與活動的教師人數估計達 202

人，參與總人次達 554 次。」 

  

2.2.8. 學習評估一體：由用作篩選的評估到促進學習的評估 

評估是教學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以往學校多強調總結性評

估，藉此將學生的成績按次排名，並進行篩選。在本研究中，我

們發現一些基金計劃能摒棄傳統只把評估工具當作「產生」學生

成績的的觀念，突出評估活動能幫助學習的重要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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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傳統的語文教學，尤其在小學，默書（如背默、讀默）是

重要的評估活動之一，目的在測試學生識字能力。有些學校甚至

把默書當作考試的一部分，計算入考試成績內。由於默書成績會

影響語文科的整體表現，因此教師和家長都十分重視這項評估。 

機械式的評估方法和理念，不但為家長和學生帶來沉重的壓

力，而且對回饋教師的教學沒有幫助。隨着教育制度和社會對人

材需求的改變，默書這類評估不應再被用作分辨學生能力的工

具，而應轉化成「促進學習的評估工具」，發揮回饋教學的功能，

幫助教師診斷學生學習困難，再從予以適當的支援。 

例如《中文有效教學法校本協作計劃：單元三：小學中國語

文創意默書的理論建構與推廣》計劃（2004/0882），為先導學校

設計有系統和配合校本識字課程的的創意默書方法，能促進學生

學習。因此，計劃的負責人也提出：「本計劃與中小學協作，設

計和收集了很多不同類型的創意默書方法及評估示例，並經科學

實驗測試，證明效果顯著。參與本計劃的學生表示，使用創意默

書後，他們閱讀課外書的興趣提高了，閱讀量也增加了，而且還

會留意日常生活中見到的漢字，以便用於創意默書。本計劃提供

了多樣化的創意默書方法及評估示例，可供其他學校參照和試

用。」 

此項計劃讓默書的模式不在限制於讀默和背默，而是按評估

的需要設計不同的評估方式，突破死記硬背、形式單一、內容欠

生活化的缺點，給予學生更多思考和學習的機會，讓他們充份發

揮天賦，讓單調的評估工具，轉化成學生喜愛的「遊戲」。 

除了改變默書模式，亦有學校採用「學習歷程檔案」，更有

效地幫助學生學習。使用「學習歷程檔案」的好處是能夠長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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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有系統地觀察學生的成長和學習進度，為他們的學習成果提供

有力的證據，並能打破傳統「量化」或紙筆測驗的評估方式。例

如《自學能力提升 — 校本初中中國語文科學習成效評估》計劃

（2004/0591），便能利用學習歷程檔案，兼顧學生的學習過程及

結果。負責教師指出：「學校成功建立電子檔案，定期儲存學生

的資料，教師根據檔案數據從不同角度分析學生的能力，然後在

施教、評估等方面作調適。學校認為「學習歷程檔案」的優點是

能長期追踪學生的學習進度，並能運用檔案分析學生能力的強

弱，教師可以利用「電子學習歷程檔案」的分析數據，照顧學生

在學習能力方面的差異，針對學生的弱點作改善。」這項計劃同

時亦能全面收集學生的學習歷程、作品、家長評估表、教師回饋

以及學生反思等資料，有助教師修訂教學進度和策略。 

就計劃成效來說，這類基金計劃能夠幫助教師了解「以評估

促進學習」的目標，明白如何將評估範圍配合教學的目標和主

題；更讓教師了解評估工具如何可以診斷學生的學習困難，並作

出合適、相應的回饋，促進學生的學習。  

為了促進更佳的學習，評估是作為課程、學與教和回饋循環

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通過運用創新的中國語文評估方法，讓學

校和教師能全面地評核學生的語文能力（如聽說讀寫）、態度和

興趣，不單了解學生的學習成果（總結性評估），更能了解他們

的學習過程（進展性評估）和學習時遇到的困難，以及不同學生

之間的學習差異。此外，學校和老師運用多元的評估方法，為課

程設計、教學進度、教學質素提供重要的參照數據。教師運用這

些珍貴的資料，從不同方面調整教學，達到「促進學習的評估」

的目標。上述的基金計劃，是一些有效地通過評估，回饋和促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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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的案例。這個領域作為教學改革的重點，十分值得學校和老

師在這個基礎上，嘗試更多不同的研究和實踐。 

 

2.2.9  愉快有效學習 

以「學生為主體」的角度，提出「讓學生愉快有效地學習」，

從而提升學生學習語文的興趣，是課程改革關注的重點。《課程

指引》(2004）中「學與教原則」明確指出︰教師應該營造和諧、

輕鬆的課堂氣氛和生活化的情境，建立勇於發問，樂於參與…..

進而提高自學能力，使學生終身樂於學習。 

有基金計劃如《提升學生的讀寫能力︰讀寫結合的校本課

程》計劃(2006/0475)透過原著閱讀，提升學生的閱讀興趣，擴闊

閱讀層面，增加閱讀量，並有效地運用閱讀策略，提高學生自學

能力，也能有機地進行讀寫結合，為學生提供豐富的寫作題材。

計劃負責教師認為：「學校發現學生對閱讀的興趣提高，閱讀速

度加快，還有學生自發性地搜尋相關的書籍來看。學生參與不同

的課堂活動時，學會了自學的方法，由於閱讀及寫作機會增加，

喜歡讀寫的學生有更多機會進行練習，使他們的興趣及專長得以

發揮。對於閱讀及寫作能力較弱的學生，通過這多元化的閱讀及

寫作課堂活動，能提升他們對閱讀及寫作的興趣。」 

又如《第二代現龍中文字詞學習系統︰網上資源建構、教師

發展及教材創作》計劃(1999/2422)活用資訊科技，透過有趣和多

元化的多媒體互動學習材料，提升學生學習中文的興趣，並按個

人學習語文的需要及興趣，選擇適合的網上互動語文學習，達致

樂於學習，並有效地提升學生的自學能力。計劃的負責人提出：

「我們會為參與計劃的學校製作中文課程的教學輔助材料，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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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部件砌字練習、筆順練習、文字由來練習、構形練習、觀字

遊戲、填充練習、形聲字練習和有關字庫等等。透過製作出這些

有趣的多媒體網上互動練習，在已有的課程和教材上增潤適切的

教學元素，加強學習趣味，提高教學成效。」  

此外，《現龍第三代教師協作交流計劃—結合專題研習、資

訊科技與語文學習、開發教師可用的教材，成功個案經驗交流》

計劃(2002/0221)設立網上互動平台，把語文學習融入生活，擴闊

學習交流層面，提升學生語文學習的動機。基金負責人提出：「計

劃結合專題研習、資訊科技與語文學習，通過指導學生運用資訊

科技進行專題研習，能提高學生對學習中文的興趣，從而達到愉

快而有效的學習。」 

要達致愉快有效學習，重點是每一個教學活動，都要有明確

的學習目的，教師協助學生利用已有的知識，聯繫並建構新的知

識。此外，亦可透過多元化的學習活動或教學設計，如情境再現、

角色扮演、語文遊戲等等，豐富教學活動的內容，提升教學活動

的質素，讓學生在享受學習的同時，亦能有效地獲取及鞏固所學

習的語文能力。 

 

2.2.10 照顧學生多樣性 

本研究經過分析與整合發現，發現部分基金計劃能因應學生

的學習性向及需要，擬訂不同的學習重點，調節學習要求，靈活

地組織學習活動，編選不同的學習材料，以收拔尖保底之效。有

學校通過創設多元化的跨媒體學習材料，擴闊學習層面，並讓教

師能按學生個人語文學習的需要，選擇適合的教材，有效地提升

語文學與教的成效。《第二代現龍中文字詞學習系統︰網上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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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構、教師發展及教材創作計劃》計劃(1999/2422)建講了一個

學習漢語字詞的網站，教師可從中選取合適的材料以發展校本教

材。這計劃能照顧有特殊教育需要如有讀寫障礙的學生，正如參

與計劃的教師反映：「『筆順練習』、『部件砌字練習』、『觀字遊戲』

和『文字由來動畫』能加強學生對字形的敏感度，以幫助讀寫困

難的學生的做讀寫練習。此外，《現龍》第二代中的練習亦適合

低年級學生使用，再配合個別學校自行推展的一個名為「伴讀小

教師計劃」，為學校教師提供了一些比較簡單的練習，由小教師

以一對一的模式去教導有讀寫障礙的學生完成這些練習。」  

另有學校透過《提升學生中國語文能力計劃》計劃

(2005/0474)培訓教師，讓教師進一步掌握照顧學生不同的學習

需要，設計合適的語文課程，有效地提升學與教，並促進教師專

業發展及成長。這計劃能讓教師能進一步認識照顧學生多樣性的

技巧，有效地提升學與教。正如負責計劃的教師反映：「透過本

計劃，教師在設計教學時需考慮學生的學習需要，讓程度各異的

學生都有共同參與建構知識的機會。因此，教師着重異質分組，

會按需要安排能力較高與較低的學生組成一組，讓學生藉着小組

討論分享意見、互相交流。計劃剛開始的階段，教師要花很多心

力，大家共同備課及進行同儕觀課，雖然過程很辛苦，但看到學

生有進步，再辛苦也值得。」 

有學校透過《現龍第三代教師協作交流計劃 — 結合專題研

習、資訊科技與語文學習、開發教師可用的教材，成功個案經驗

交流》計劃(2002/0221)提供多元化學習模式，激發學生多元智

能的發展，讓不同能力的學生因應個人的專長及學習需要，學習

適切的學習模式，一展所長。計劃的負責教師反映：「此計劃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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倡透過多元智能遊戲啟動專題研習，讓教師在課堂始時以 5 至

15 分鐘與學生進行一些小遊戲，提升他們的好奇心、專注力和

合作精神。同時，此計劃亦提倡以不同形式展示學習成果，除了

書面報告外，還可透過電子簡報、口頭匯報、網頁、話劇及展覽

等，讓學生發揮專長，提升他們學習興趣。」 

另一方面，部分基金計劃能為主流學校建立兼容的學習環

境，讓有特殊敎育需要的學童，可與普通學童相處和溝通，使他

們的潛能得到充分的發展，適應主流社會的生活。同時，主流學

校也要按照那些有特殊敎育需要的學童的情況，提供適當的支

援，例如設計個別學習計劃、因應能力差異調適課程和引進適當

的輔助學習設備等，讓他們能適應主流學校的學習需要。 

例如有學校推展《「小級登高峰」─ 為非華語學童編製中國

語文課程》計劃(2004_0794) ，為照顧非華語學生的語文學習需

要，設計語文基礎課程，讓非華語學生獲得適切的語文支援，投

入本地的學習生活。學校為非華裔學生制定一套學習中文的基礎

課程。通過一套名為「小級登高峰」的科學化、高效能的中文教

材，以供少數族裔初中學生修讀，教師反映課程能「提高他們中

文水平，讓他們有能力跟上主流中文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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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研究計劃的活化 

本部分首先總結出不同基金計劃的優點及成功經驗，並根據學

習理論和理念，將這些經驗整理成為可供其他學校參考的原則與實

例。此外，本研究會再將成功的基金計劃加以「活化」，方法是將基

金計劃發展出來的成品、材料加以重新整理和編排，成為其他學校

可再用的資源套。 

3.1 基金計劃的持續與發展 

本研究檢視和整合 63 個基金計劃，提取其普遍的共性，以及符

合中國語文教育的學習理論，經過修訂、增潤而發展出一套供其他

學校參考的教學資源套。 

本教材套是以培養學生自主學習為基本理念。為了方便教師選

用，資源套的設計分為兩種形式：一是按個別語文能力而製作的教

材套，如教師可以在寫作課中，採用「寫作與自學」的素材，以透

過寫作培養學生自學。二是綜合性的教材套示例，這個示例不集中

在某種能力，而是透過聽說讀寫綜合性地培養學生自學能力。(請參

閱所附的【培養學生自主學習(小學適用)】 

3.2 個別基金計劃的概念化 

研究小組採用多種研究法（multiple sources of evidence）以鑑

定計劃是否成功，這些研究法包括：計劃評估法（ program 

evaluation）、多個案研究法（multiple case studies）、教師討論會

（teacher focus group）、文本分析法（text analyses）及訪問調查法

（interview），作為研究方法。 

下列所附各項基金計劃，是經過研究小組仔細鑑別後，總結計

劃成功的因素，並將之概念化（ conceptualized ）和理論化

（theorized），以供中國語文科教師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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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名稱 大埔區中學語文教學品質圈計劃 

計劃編號 1999/2885 

學校/機構名稱 大埔區中學校長會 

計劃目標 1) 透過品質圈提升大埔區內二十三所中學的中文科語文教師的教學質素。 

2) 建立區內中文科教師專業網絡，強化教師之間的聯繫、交流、學習和經驗分享。 

3) 透過培訓、交流及考察活動，支援區內教師推行中文科新課程。 

理念/理論根據 昔日中文教學有範文，教學主要是分析一篇範文主旨內容及寫作手法，並環繞範文的內容、

修辭及寫作手法等設題。由傳統教法改為能力導向、單元教學令當時教師有憂慮。當時很多

教師不熟識新課程，地區協作讓教師可集體受培訓，或參加討會、專題講座及培訓工作坊，

加深教師對新課程的認識及加強教師授課的信心。品質圈計劃內有專家及顧問團，建立一個

集思廣益的平台，支援區內中文科進行新課程教學。計劃需要教師參加會議及設計一些單元

教學的示例，由於有品質圈的設立，有十多間學校參與，分擔了設計單元教學示例的工作，

期間有專家、顧問團對示例給予意見，亦有設計支援，避免新課程實行時，區內教師自行設

計單元教學時沒有方向依據。 

產品 1) 設大埔區中文科教學品質圈網頁︰(2002 年 11 月 30 日正式關閉) 

http://home.netvigator.com/~qclttp 

2) 品質圈網頁光碟。 

3) 訪校報告。 

培訓課程(第一、二期)錄影帶、培訓課程講義、資料夾、單元設計集、光碟、錄音帶。 

4) 燈謎及茶藝文化資料夾連磁碟。 

5) 短期借調計劃(一至四期)內部培訓資料、單元設計集、錄影帶、光碟。 

6) 出品四份《文質》期刊。 

7) 《課改路︰一個地區合作推行中文科課程改革的探索》研究報告。 

產品索取 計劃撮要、詳情及總結報告已上載優質教育基金網上資源中心︰ 

http://qcrc.qef.org.hk/qef/result.phtml?mode=quick&nature_id=-1&proposal_id=1999/2885 

持續發展 計劃中推出的單元教學教材的軟硬件皆全部分派到其他學校，事後亦不能追蹤其他學校有否

使用或使用方法。不過現時區內學校會應用品質圈一部分的教材或參考教材的精神。 

產品應用 品質圈內有區內資深教師及大專院校教師擔任的委員會及顧問，並借用大埔官立小學兩個課

室作為中文科教師資源中心(下簡稱「中心」)。中心收集了顧問與委員的意見，並取得一些經

驗，同時得到中心導師及中心的教師出力，為單元教學作準備。 

 

品質圈走訪課程發展處及大埔區內二十三所中學。品質圈訪問教師在迎接新課程所遇上的問

題及所需的支授後會寫報告，將他們所遇到的問題歸納，因應中心的人手資源、資金及教師

對新課程的理解及掌握，以尋找解決辦法。 

 

中心原想提供到學協助服務，但資金問題及未能聘請支援教師，於是改推單元教學培訓課程，

單元教學培訓課程在當年對區內教師十分適切，於是在 2001-2002 年共舉行三次單元教學培訓

課程，包括兩期為期五天的「中文科單元教學培訓課程」及一次為期三天的「中文科課程行

動研究工作坊」。此計劃要求參加教師到中心上課，品質圈希望透過這些課程訓練區內資深的

中學中文教師成為導師，讓他們了解基本的課程理論及單元教學的理念，並掌握編寫單元教

材的技巧。這課程給予區內教師交流的機會，而教師試行單元教學的課堂時可觀摩，吸收經

驗。當這培訓課程在三月份結束後，參與培訓的教師所編寫的單元設計功課，編綴成集子(連

光碟)供同工參考。 

 

此外，計劃在第二年推行改為推行短期借調計劃，在區內中學借調教師在中心工作，中心導

師會與借調教師一起訪校、試教及觀課，同時應會員學校的要求提供協助。計劃中讓借調教

師能彼此交流校內情況和對新課程看法，他們亦要選取各大出版商的材料來設計課程，完成

課程設計後，借調教師會回校授課，期間會有借調的同儕觀課。而借調計劃推出後，借調教

師研習的成果編成四期的單元設計集，供同工教或研習之用。透過這些嘗試和實踐，參與教

師更熟識新課程，而同躋觀課後，試教的教師先提出自己試教中要改進之處，再參與其他教

師對試教課堂優劣的討論，參與教師在事後更設立獎項及準備小禮物以自我獎勵，使教師們

的交流變得正面、愉快。 

 



 29 

當時品質圈組織單元教學計設時，是以能力導向為主，並根據課程發展處的原則及指引，參

考內裏的學習重點表和範文。而專為新課程設計的試教課堂，是希望擺脫舊課程的範文教學，

以學生為中心，透過同儕觀課來演示新舊課程的課堂的分別。而新課程教學中，教師改為多

以學生為本，如多進行小組討論。 

 

除了區內教師的交流，品質圈還舉辦外地交流，讓教師走訪深圳、廣州及台灣的重點學校，

了解當地的課程改革。透過這些交流活動，令區內教師有機會在同一地方相處，教師們變得

熟絡，更在區內學校間建立專業網絡。單元設計培訓課程、短期借調計劃與外地交流活動三

者是互相配合，以聯繫區內的中文科教師。區內教師可自由選擇參加任何一項或以上的項目，

加上區內的地理優勢與一貫的社區文化，區內的學校與教師聯繫較緊密，較有凝聚力，使推

行計劃時氣氛良好，由是計劃成功建立了整個大埔區中文科教師的網絡。同時，計劃推出共

四期名為<文質>的期刊，而區內教師樂意投稿，透過文字交流及維繫彼此。 

可推介的地方 1) 距今新課程推行逾八年，坊間出版了很多配合新課程的教材，且現在的教師已掌握新課程

的教材，對於品質圈所推出的教材，現今教師有專業判斷去優化這些教材，並按校內情況調

整應用。  

2) 計劃的經驗並非全面適合其他地區借用，因為此計劃需要社區基礎。大埔有天時︰當年計

劃剛乘新課程發展之勢的，有地利︰大埔區中學一向有合作例如聯招或閱讀計劃；有人和︰

大埔區教長會一向同心協力及有教師配合的。若其他地區有以上三種因素，亦有教師的努力

配合，此計劃的經驗可作為參考。 

3) 透過這些交流計劃，教師們能變得熟絡，學校間建了專業網絡。而區內主動推行計劃及維

繫區內學校，效果較顯注，因為區內教師一起參與計劃時很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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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名稱 小學中國語文高效能教與學：快速認字和提高學生閱讀能力的研究和推廣 

計劃編號 1999/2761 

學校/機構名稱 香港大學課程學系 

計劃目標 

 

1) 利用有效的識字及閱讀教學法，幫助學生快速認字和提前閱讀，提高小學生的識字及閱

讀能力和興趣。 

2) 通過教學研究和教學實驗，開發適合香港小學的識字及閱讀教學法和校本課程。 

3) 培訓教師掌握新的識字及閱讀教學理論和教學法。 

理念/理論根據 

 

香港現有的識字教學法存在不同的流弊，例如脫離小朋友實際生活經驗，計劃針對這方面

提出新的教學理念改善問題。另外，本計劃亦加入了「提前閱讀」的項目，以提升學生之

寫作及整體語文能力。 

本計劃有兩個主要的教學理念，分別是「綜合高效識字法」及「閱讀教學」。 

「綜合高效識字法」是結合傳統及現代各種識字教學經驗而成的一種新教學法，當中包括

韻語識字法、集中識字法、部件識字法、字文族識字法及童謠等。計劃以這種快速識字法

作為教材設計的基礎，結合學生的生活經驗及著重他們的心理詞彙，設計出一套有識字理

論及有系統的識字教材。 

而在「閱讀教學」方面，主要訓練學生「提前閱讀」，結合識字與閱讀，計劃會教導學生掌

握有效的閱讀策略，包括 1) SQ3R 閱讀策略；2) 串讀法；3) 全讀法；4) 分讀法；5) 略讀；

6) 連讀；7) 跳讀；8) 圖式閱讀法；9) 分享討論法；10) 親子閱讀法。  

計劃以「提前閱讀」配合「「綜合高效識字法」」，最終可提升兒童之語文能力及水平。 

產品 

 

1) 識字教學理論著作—謝錫金編著(2001)。《高效漢字教與學》。香港︰青田教育中心。 

2) 「綜合高效識字法」小二教材套 

3) 「閱讀教學」教材套 

產品索取 

 

1) 計劃撮要、詳情、總結報告及成果已上載優質教育基金網上資源中心︰

http://qcrc.qef.org.hk/qef/result.phtml?mode=quick&nature_id=-1&proposal_id=1999/2761 

2) 可以向優質教育基金辦事處索取「綜合高效識字法」小二教材套 

持續發展 

 

由於計劃成效顯著，參與學校數目、教師及學生人數大幅增加，故計劃有持續發展。 

一﹑研究團隊在計劃圓滿完成至今，前後舉辦多場「綜合高效識字」的教師培訓講座和家

長講座，包括由優質教育基金支持的計劃宣傳(dissemination)活動。 

二﹑「綜合高效識字」得到香港廣大小學、教師、家長和學生的支持。研究團隊與青田教育

基金合作，將計劃的成果──「綜合高效識字」教材修改整理，出版成書《綜合高效識字》

（1 至 4 冊），獲得香港一百多所小學採用作識字教材。 

產品應用 

 

「綜合高效識字」得到香港廣大小學、教師、家長和學生的支持。研究團隊與青田教育基

金合作，將計劃的成果──「綜合高效識字」教材修改整理，於 2000 年出版成書《綜合高

效識字》（1 至 4 冊），獲得香港一百多所小學採用作識字教材。其後，謝錫金教授結合學校

應用的經驗和最新的識字教學研究成果，重新修訂教材，於 2006 年出版《綜合高效識字》

（修訂版）（1-2）。 

可推介的地方 

 

「綜合高效識字法」及「閱讀教學」皆能配合現行的小學中文課程。不少小學都表示希望

推行閱讀教學改革，但缺乏適合本港的教學法、參考方法、教學材料等，另外本港現時廣

泛運用的識字法都存在不少問題。研究小組整理各國的識字及閱讀教學理論和教學法，再

建構出適合香港的閱讀教學理論、校本課程及教學法。本計劃中所設計的教材及參與學校

的經驗也可讓其他有意推行識字法及閱讀教學改革的學校借鏡。 

計劃運用了《綜合高效識字法》第一和第二冊課本，讓學生通過學習童謠、兒歌、韻語識

字課文、集中識字課文等，於短時間內有系統地學習大量漢字。由於課文內容與學生的生

活經驗配合，或選取學生熟悉的兒歌作教材，並配合遊戲學習，可以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

計劃利用高效識字法的特點，發展了多元的教學法，如心理詞彙、部件識字、聯想字等，

令識字教學變得活潑和有趣。學校可以利用「綜合高效識字法」，幫助學生學習漢字，提升

他們的學習漢字的效率。 

而「閱讀教學」可以有效訓練學生掌握及運用不同的閱讀策略，應付不同的閱讀要求及提

升學生的閱讀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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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名稱 《小學中文科常用字研究》 

計劃編號 2000/3248 

學校/機構名稱 香港浸會大學—語文中心 

計劃目標 本計劃希望透過客觀而科學的方法，重新編訂《中國語文科課程綱要．小學常用字表》(1990)

中之「小學中文科常用字」的字例，以及探究這些字例的字源。 

理念/理論根據 首先搜集中國內地、台灣、香港的字頻統計資料，計算每個單字的常用度。跟著比較中國內

地、台灣、新加坡三地語文教育中的識字政策，為小學階段訂定 3000 字的識字量，然後甄選

常用度最高的 3000 個單字。再根據中國內地、台灣、香港最具規模的漢字難度研究和部件分

拆的成果，逐一計算 3000 字的難度，並依難度把這些單字按學習級別(小一至小六)排序編成

《小學中文科常用字表》。為取得小學中國語文教師的專意見，以兩次問卷調查的方式，諮詢

小學中國語文教師《小學中文科常用字表》所收單字的難度和排(小一至小六的排序)的意見，

使字表的內容更能切合實際的教學需要。 

產品 1) 「小學中文科常用字研究」報告。 

2) 「小學中文科常用字研究」網站。 

產品索取 1) 計劃撮要、詳情及總結報告已上載優質教育基金網上資源中心︰ 

http://qcrc.qef.org.hk/qef/result.phtml?mode=quick&nature_id=-1&proposal_id=2000/3248 

2) 「小學中文科常用字研究」網址︰www.hkbu.edu.hk/~lcprichi 

持續發展 此研究的網站仍由香港浸會大學語文中心管理。若網站內容有須要更新的話，計劃負責人可

以跟進。若某一個常用字的字源有新的定奪，便會更新。 

產品應用 「小學中文科常用字研究」網頁為此計劃的成果之一，內含字表搜尋器，字源搜尋器、部件

連結表、調級別識字量及附錄。此研究計劃中定出小學生常用的 3000 字，因為很多研究指出

認識 3000 個常用字，已可覆蓋 99.5%的閱讀，對一般讀物、報章已無閱讀障礙。小學生基礎

學習 3000 字是有學術理論的根據，因此計劃亦建議小學生學習 3000 個常用字，而每個年級皆

有學習常用字數量的建議，但使用學校應按學生情況而自訂要學習的常用字的數量。研究中

3000 個常用字的先後排序是根據常用度、難度、配詞和構詞能力一併釐定。不過識字量很彈

性，教師可視乎學生的程度釐定識字量。 

字表搜尋器提供一至六年級和所有級別的選擇，然後使用者可按「學習級別」、「常用度」、「難

度」或「部首」將本計劃收錄的常用字排列出來。使用者可根據所需資料使用以上四種排序，

例如教師欲知道學生在其就讀年級需學習常用字的數量，可選取按學習級別的排序；欲知道

3000 字中最常用的單字，可選取按常用度的排序；若要知道 3000 字中最難或最易的單字，可

選取按難度的排序。此計劃編收的〈3000 字表〉依次列出「序號」、「單字」、「學習級別」、「常

用度」、「難度」、「部首」和「筆畫」各項資料。 

字源搜尋器可以輸入單字檢索，亦可作部首或筆畫檢索。使用者按以上三種的方式來檢索單

字，網頁皆會列明該字的學習級別、常用度、難度、屬於部件結構還是單字、所屬部首及筆

畫五項資料，同頁還會分項說明該字的字形流變、字形解說、字音及字義。所查詢的字一般

收錄了甲骨文、金文、小篆及標準字型四種字形，標準字形是根據李學銘所編的《常用字字

形表》，而古文字字形的考訂是經過計劃編寫人根據現行所見甲骨文、金文及古文字典的嚴查

考證，並參考內地文字學家的意見，選取一個最合理的解說。若該字在學術界仍未有定論的

話，會收取兩個較為合理的解說。而字音字義方面，每一個字皆提供普通話和廣東話讀音，

並列出該字的基本義。 

調整級別識字量是一個實用工具，使用者在「調整級別識字量」一頁中有二個選擇，選擇一

是「調整個別級別識字量」；選擇二是「調整全部級別的識字量」。當使用者點選「調整個別

級別識字量」時，可選取一至六年級其中一個級別，接著使用者輸入學習常用字的目標數量，

按下「搜尋」按鈕，網頁便會按使用者的設定並按難易度、級別，有序地排列出應學的常用

字。例如使用者輸入一年級及學習 700 個常用字，網頁會自動按常用度及難易度去排列 700

字。  

部件連結表內有二個連結表，一是「表內部件」，二是「連結部件」。「表內部件」會按部件的

總筆畫列舉部件，而這些部件都能獨立成字，如「大」、「女」、「久」等，當使用者點擊某一

部件時，網頁便會列出由一至六年級各個學習級別中，由該部件構成的單字例子，這些字例

均來自此計劃所收錄的 3000 個常用字。一般部件所構成的單字都會分一至六的學習級別，不

過有些收錄的部件，其分類會少於六個學習級別，例如使用者點擊「大」字，網頁只列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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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五年級由「大」部件所構成的單字，如一年級有「因、大、天、太、犬、笑、美、雞」這

些單字，但沒有六年級的字例。 

而「連結部件」是不能獨立成字的構字單位。使用者可根據部件的總筆劃來查詢所需部件，

如同「表內部件」的功能一樣，使用者點擊「連結部件」中其中一個部件時，網頁連結會按

年級列舉由該部件組成的字例。 

此外，計劃的研究還另設附錄，收輯了 3000 個常用字以外的字，並分類別排列，收錄植物、

姓氏、異體字、地名等二十個類別，每個類別的單字都會列明常用度。 

可推介的地方 1) 此計劃網頁的「調整級別識字量」是一個實用工具，使用者只需選取小學其中一個級別，

並輸入學習常用字的目標數量，網頁便會按難易度、級別，有序地排列出應學的常用字，可

以協助教師出試卷或評估 ，或利用深字以測試學生的能力。 

2) 此計劃網頁內「部件連結表」可以助教師設計語文遊戲及工作紙，因為點擊部件連結表的

部件時，網頁會列出各年級由該部件構成的單字例子，而這些字例皆為研究計劃收錄的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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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名稱 初中中國語文科中華文化教學研究及實驗計劃 

計劃編號 2002/0123 

學校/機構名稱 香港大學中文學院 

計劃目標 1) 配合初中中國語文課程，為學生學習中華文化制訂基本大綱；               

2) 為校本課程教師自編教材提供參考。 

3) 樹立中學生正確的倫理道德觀念。 

4) 培養學生對中華文化的認同和進行反思。 

理念/理論根據 1) 本着中國語文科「學會學習」、「廣泛閱讀」、「寓文化於語文學習」、「跨學科學習」的宗旨，

為初中階段中國語文科中華文化制訂學習大綱和範圍，然後依此編訂適合初中程度的文化

讀物《中華文化傳承》，並組織學校進行實驗。 

2) 《中華文化傳承》內容的深淺切合初中學生的程度，文化知識的學習與品德情意的培養相

結合。在介紹文化知識的同時，輔以探究性的問題，啟導學生進入文化反思和認同的層次。 

3) 《中華文化傳承》力求做到趣味性、知識性、文學性、思辨性與現實性兼具。「趣味性」

是激發學生的學習動機，使學生積極主動地學習；「知識性」用以引導學生了解中華文化，

並掌握其菁華；「文學性」是指善用詩詞韻文、警語名句貫穿文章，以富有文學色彩的筆

墨感染學生；「思辨性」在於引領學生進行反思，認同中華文化；「現實性」則用來拉近學

生生活，在生活中體現優秀的中華文化。 

產品 1)《中華文化傳承》(一套三冊)︰ 

《中華文化承傳》共分 3 冊，每冊 8 個單元，每單元有 8 至 10 篇知識小品文，每篇約 1000

字，24 個單元共 222 篇文章。 

2) 《中華文化傳承》學習評估︰  

根據《中華文化承傳》的內容重點，每單元設 8 至 10 條問題，以判斷、填充、短答等方式

進行評估。 

產品索取 1) 計劃撮要、計劃詳情及總結報告己上載優質教育基金網上資源中心︰ 

http://qcrc.qef.org.hk/qef/result.phtml?mode=quick&nature_id=-1&proposal_id=2002/0123 ； 

2) 可於「中華文化教與學」網上資源庫了解計劃的最新發展︰ 

http://www.hku.hk/cculture ； 

3) 《中華文化傳承》及《中華文化傳承》學習評估(一套四冊)可向優質教育基金或北大出版

社訂購，亦可於各公共圖書館借閱。 

持續發展 「初中」計劃完成後進入第二階段的「高中」計劃，之後發展第三階段的「高小」計劃，第

四階段的「初小中國語文科中華文化教學研究及實驗計劃」於二零一零年九月初開始在小一

至小三進行實驗。 

產品應用/ 

活動參考 

1) 計劃配合初中中國語文課程，為學生學習中華文化制訂基本大綱，計劃的成果《中華文化

承傳》可作為初中語文科中華文化的參考教材。學生透過閱讀《中華文化承傳》的文章，可

認識中華文化，並得到品德的陶冶。例如上冊單元四〈傳統節日〉第六篇「月到中秋分外圓」，

開首用了李商隱的詩《嫦娥》，而結尾又引用張九齡的詩句「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時」和蘇

軾的「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在文章中加入了文學的成分。文章還附有中國文化常識，

例如「中秋」的解釋，「中秋」是一年秋天的中間，所以八月十五是中秋的「中」，而「秋」

字一邊是「禾」，一邊是「火」，意指豐收的季節。「月到中秋分外圓」這篇文章強調中秋節的

特色，通過中秋節『月圓人亦圓』，月圓是闔家團圓的象徵，帶出中國人最重視倫理親情，家

人之間應該互相關懷的訊息。 

2) 《中華文化承傳》的篇章內容結合現實生活，教師的職責是先誘發學生的興趣，引導學生

閱讀篇章，然後強調結合現實生活，希望做到「古為今用」的功能。實驗學校的教師會覆印

書中的篇章派給學生，在課堂上稍作點撥後安排學生回家閱讀。教師以誘發學生的興趣作為

出發點，鼓勵學生自讀，之後會就相關的內容出題目給學生作為測試。教師除了會以《中華

文化傳承》學習評估引導學生反思，也會在測試中出反思題目給學生做，從而可以看到學生

思維層次的高低以及反思的深度。完成測試後，教師會作回饋，跟學生分析測試的結果。 

 可推介的地方 1) 《中華文化承傳》這套書可作為初中語文科中華文化和初中通識科的參考教材。 

2) 《中華文化承傳》這套書以普及的方式介紹文化知識， 除了提供知識之外，篇章還融入文

學、中國文化常識、神話、傳說和倫理道德思想，以品德陶冶、潛移默化的方式把中華文化

介紹給學生。 

http://qcrc.qef.org.hk/qef/result.phtml?mode=quick&nature_id=-1&proposal_id=2002/0123
http://www.hku.hk/c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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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名稱 《現龍第三代教師協作交流計劃——結合專題研習、資訊科技與語文學習、開發教師可用

的教材，成功個案經驗交流》 

計劃編號 2002/0221 

學校/機構名稱 香港大學教育學院語文及文學部 

計劃目標 1) 實踐以專題研習方式提高語文能力及共通能力。 

2) 發展多媒體專題研習資料庫。 

3) 了解教師推行專題研習時遇到的困難，提供可行的技巧培訓，例如︰教學理念、語文運

用、資料處理、研究方法等。 

4) 以可行的個案例子，啟動學校推行專題研習。 

5) 幫助教師克服在課堂上使用創新教學法和科技資源時遇到的困難。 

理念/理論根據 研習本身正是培養發展共通能力的有效方法，因為研習講求推動學生的自主學習、自我調

節和自我反思，並能讓學生發揮創意。計劃希望學生的學習能有機結合及發展共通能力，

即語文和共通知識結合，學生能在已有知識的基礎上學習新知識。同時將資訊科技融入中

文字詞教學中，實現香港大學教育學院現龍發展小組所期望的「智趣」型教學理念。「智趣」

的「智」是指配合學童的學習心理，誘發對中文字詞規律的覺識，「趣」是在有趣味和有意

義的情境中輕鬆快樂地學習。 

產品 1) 小學專題研教師參考手冊︰《小學專題研習教學經驗萃編》。 

2) 現龍第三代研習網站。 

產品索取 1) 計劃撮要、詳情及總結報告已上載優質教育基金網上資源中心︰ 

部分計劃書、計劃撮要、詳情及總結報告已上載優質教育基金網上資源中心︰

http://qcrc.qef.org.hk/qef/resources.phtml?type=P&proposal_id=2002/0221 

2) 多體題研習資料庫︰ 

http://www.dragonwise.hku.hk/dragon3/ 

持續發展 該計劃已終止，有關計劃的成果見於現龍網頁： 

http://www.dragonwise.hku.hk/dragon3/ 

產品應用/ 

活動參考 

沿用第三代與學校協作模式，與學校教師緊密聯繫，針對學校教師對專題研集的需要而進

行計劃。現龍小組收集不同學生的作品，並加以分析，總結專題研集的大原則，及整理出

一個脈絡。現龍小組認為教師、學生並非完全不懂得開展專題研集，只是完成過程中遇到

一些困難，於是現龍小組將學校提供的材料如學生的專題研集作品及教案中典型的例子，

經掃描後上載至現龍的網頁。 

網頁內專題研集的題材及素材已涵蓋大部分小學課程常見的課題。現龍小組根據當年協作

學校進行專題研集的常用主題而設定現龍網站的內容，因此現龍網站共設有十五個專題研

集最常見的主題，例如傳統節日、旅遊、我們的社區等， 使用者只要在網內點擊這些主題

名字，便會連結至站內有關此主題的所有素材。 

全個現龍網站共有一百六十八個文件。使用者可根據「主題及副題、文件類別、關鍵詞、

學校、年級」五個搜尋項目來搜尋所需的專題研集資料。排序亦可按自己喜好，以「主題

及副題、文件類別、學校、年級」四項排先後，而網站亦可讓使用者選取「學生作品」、「教

師指引」或「經驗分享」以篩選專題研集的種類，方便使用者。 

可推介的地方 1) 根據協作教師的意見，此計劃可以鼓勵師生開展題研習、拓寬學生視野。 

2) 專題研習給予學生很大的自由和發揮空間。從擬定題目、設計研習的方法、搜集資料、

時間分配及成果演繹的方式，學生也可以參與其中，為他們提供了一個多元的學習方式。 

3) 此計劃提倡透過多元智能遊戲啟動題研集，讓教師在課堂開始時以 5 至 15 分鐘與學生進

行一些小遊戲，提升學習的好奇心、專注力和合作精神。 

4) 此計劃提倡以不同形式展示學習成果，除了書面報告外，還可透過電子簡報、口頭匯報、

網頁、話劇及展覽會等，讓學生發揮專長，提升他們的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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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名稱 構築學生自主學習的平台—全是嬴家的香港小學中國語文教學 

計劃編號 2002/0369 

學校/機構名稱 東華三院黃士心學 

計劃目標 

 

1) 實現全是嬴家的中國語文教學的願景，使每個學生都是學習的主人。 

2) 與業界同人分享本校成功的教學成果。 

3) 探究本港小學生在課堂中進行「自主學習」時所存在的困難，以及提出各種相應的協調

方案。 

理念/理論根據 

 

採用教育學院導師張國松所提出的教育理念，教師受到啟發下而提出計劃申請。首年的計

劃有「創新」的理念，語文科可以提拱一個發揮創意的空間，發掘學生的創意思維。教師

透過不同的課堂活動引發學生學習興趣、創意及自主學習。主張自主學習，以人為本的學

習，在中文科提高學生學習語文的興趣，提升學生學習自主的能力，讓學生成為自己學習

的主人，能多讀多看，遇到一篇文章能自行分析，或在一篇文章找到亮點作延伸自學。 

產品 

 

1) 《構築學生自主學習的平台——全是嬴家的香港小學中國語文教學》刊物。 

2)  一張「學與教經驗分享」及一張「教學示範」的光碟附於上列刊物內。 

產品索取 

 

 

1) 計劃書撮要、詳情及總結報告已上載優質基金網上資源中心︰  

 http://qcrc.qef.org.hk/qef/result.phtml?mode=quick&nature_id=-1&proposal_id=2002/0369 

2) 《構築學生自主學習的平台——全是嬴家的香港小學中國語文教學》刊物︰ 

http://qcrc.qef.org.hk/qef/resources.phtml?type=D&proposal_id=2002/0369 

持續發展 

 

起初計劃的第一個階段只在一、三、五年級推行，而且各年級所針對的範疇不同。一年級

針對說話；三年級針對閱讀範疇；五年級針對寫作範疇。一年後學校認為可以全校推行，

而計劃的重點是針對閱讀策略。 

產品應用/ 

活動參考 

若要借鑑此計劃，教師應對創意思維、四心五力要有初步認識，要掌握教學內容的聚焦點。

只是參考此計劃的教案是不足夠的，當時學校教師參考不少國外有關創意思維的刊物，所

以多參考此類的書刊，便能掌握重點，內化資料的內容，從參考資料中抽取適合自己的教

學的例子。 

當時在一年級推行計劃時，整個過程由教師共同商討及選擇課文的亮點，並教授「自主」、

「創意」。教案著重創意，學生參與性高，有角色扮演、課文結局改編的活動，讓學生有較

大的發揮空間。學校舉辦了多次的戶外學習日，著學生就其年級及指定的題目，學習所需

要的範疇。此外，當課本教授說話能力時，教師對課後練習有取捨，教師會自行設計合適

學生成長階段或學習進度的練習，讓學生發表機會增加。為了使計劃所面對的問題及困難，

能得出排解的方法，學校統籌教師分享教學成果，就所舉辦的戶外學習情況作交流。 

受訪教師認為四心五力等理論的定義與內容並非最重要，只要多參考有關創意思維的資料

時，便能融會一切，更重要是讓師生有空間發揮自己的能力，便能跳出框架的限制。 

可推介的地方 

 

1) 透過計劃讓學生明白課文並不是絕對，課本是可以修改得更好，訓練學生的批判性及創

意，並促進學生潛能及專長的發展。 

2) 從刊物中(p149、p.152)所示，而參與的教師認同此計劃的可行性，可見此計劃值得同業參

考。 

 

 

 



 36 

 

計劃名稱 實現學生在語文閱讀教學中自主學習的願景 

計劃編號 2004/0249 

學校/機構名稱 東華三院黃士心小學 

計劃目標 

 

1)  在語文閱讀教學中實踐自主學習，研究有利於學生自主學習的策略。 

2)  探究本港小學生在語文閱讀教學中推行自主學習時所存在的困難，以及提出各種相應

的協調方案。 

3)  與業界同人分享本校成功的教學成果。 

理念/理論根據 

 

計劃的理念與 2002 年《構築學生自主學習的平台—全是嬴家的香港小學中國語文教學》

計劃是一致的。計劃主張自主學習，以人為本的學習，在中文科提高學生學習語文的興趣

和增強學生學習自主的能力。經過兩年的計劃實踐，學生的學習主動性提高。此計劃希望

通過日常的語文閱讀培養學生「自主學習」能力，能主動閱讀和進一步掌握閱讀策略及技

巧。 

產品 

 

1) 「實現學生在語文閱讀教學中自主學習的願景」的研究報告。 

2) 《如何在語文閱讀教學中推行自主學習》刊物。 

產品索取 

 

 

1) 計劃書撮要、詳情及總結報告已上載優質基金網上資源中心︰   

 http://qcrc.qef.org.hk/qef/result.phtml?mode=quick&nature_id=-1&proposal_id=2004/0249 

2) 「實現學生在語文閱讀教學中自主學習的願景」的研究報告︰ 

http://qcrc.qef.org.hk/qef/resources.phtml?type=D&proposal_id=2004/0249 

持續發展 

 

2002 及 2004 年的「構築學生自主學習的平台—全是嬴家的香港小學中國語文教學」仍在

延續。現在一至六年級仍沿用兩個計劃的理念，教授課文時，教師會查閱當年的工作紙及

活動，並參考過往的教法，檢示新一年要改進的地方。教師會將教案及工作紙修改，例如

檢示工作紙或活動的內容是否周詳或檢討教學內容是否教師主導太多，令學生發揮的空間

不足，或是調整對學生的要求等，因此教師能不斷進步。  

自主學習的元素已延伸到其他科目，讓其他科教師也了解自主學習的理念，令自主學習變

成學校的特色。學校在未來會加入更多跨科的觀課及學習，令教師了解其他科目教師的教

學及其他科目的教學方針，幫助教師的邁向專業發展。 

根據學校的教學發展目標，此課程有增刪，如 2010 年的重點在於教師的提問技巧，以前

集中伴讀的安排，現改由教師以提問帶領學生，豐富昔日課程的內容及提升教學質素。 

此外，學校今年參加了一個校外提供的計劃。學校仍會沿用校本課程，為了保留校本課程

的課堂節數，便與校外的課程結合。該校外課程能在學校的校本課程之外，補充語文基礎

知識的教授，讓學生在活動中學習，做到全面的語文教學。 

產品應用/ 

活動參考 

 

此階段的計劃集中在閱讀的範疇上，因為閱讀提供一個較廣闊的空間給師生，但仍然注重

創意思維。學校曾邀請研究員張國松講師向全體中文科教師講述「自主學習」與「語文閱

讀教學」的關係，訂正學校新一年語文教學的具體方案。同時研究員會監察計劃的進展。 

在閱讀教學上，以往很少有教師伴讀或教授學生看一篇課文的方法，參考此計劃後，教師

教授閱讀策略時，用「六何法」教授課文，幫助學生做閱讀理解，或用角色扮演、閱讀報

告這些閱讀活動來帶動課文閱讀，令學生明白有其他方法去深入的理解課文，增加閱讀的

趣味。 

學校為了營造良好的閱讀環境，將學校其中一間房間改建為「中文閱讀閣」，有些課堂會

在「中文閱讀閣」上課，如一、二年級會在中文閱讀閣閱讀圖書，並利用優質基金的資助

購買一批的書本，著學生閱讀同一本書，從而教他們讀書的方法，讓學生在圖書館以外有

機會多讀語文書，也令學生明白在閱讀閣是另一個學習的地方及增加閱讀的機會。雖然過

往亦有圖書課，學生在課室上圖書課感到沉悶，設立中文閱讀閣後，中文藏書增加又集中

了，配合語文遊戲活動，學生十分熱愛中文閱讀閣，在小息時更會主動到中文閣看書，主

動學習中文的知識。另外學校舉辦不少活動，以實踐「在語文閱讀教學中推行自主學習」

的理念，例如舉行圖書館奬勵計劃、好書推介、師生齊齊讀等。學校更與圖書管主任合作，

分享共同資源，一起策劃校內外的活動。 

學校亦將一些成功的教學案例，匯集成一本《如何在語文閱讀教學中推行自主學習》刊物，

內文包括學生自主學習、提升學校閱讀策略及技巧的示例、教師教學反思及研究員張國松

講師的評點等。 

可推介的地方 1) 學校認為最值得推廣的是閱讀課的教學，因為閱讀與寫作有關，亦會透過說話表述閱

讀的內容，由此知道只要閱讀範疇表現良好，其他範疇亦會受到帶動，最終能培養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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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良好閱讀的習慣。 

2) 計劃可讓教師透過共同備課，商討下一課堂的安排、學生的學習情況及表現，既能建

立科教師的團隊精神，又能激發教師的創意思維，一起設計適合學生的活動。 

3) 透過計劃能培養學生欣賞好文章的能力，他們為了模仿及學習一些好文章，會多閱讀，

同時亦建立批判文章的能力。 

4) 學校的教師認同透過計劃的方法能逐步協助學生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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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名稱 高中中國語文科中華文化教學研究及實驗計劃 

計劃編號 2004/0550 

學校/機構名稱 香港大學中文學院 

計劃目標 1) 配合 2005 年高中語文新課程，為全港高中學生學習中華文化知識制訂基本的大綱。 

2) 為校本課程教師自編教材提供參考。 

3) 提高學生批判性思維和獨立思考能力。 

4) 從文化活動增進學生對中華文化的認識。 

理念/理論根據 1) 本着中國語文科「學會學習」、「廣泛閱讀」、「寓文化於語文學習」和「跨學科學習」的

宗旨，為高中階段中國語文科中華文化制訂學習大綱和範圍，然後依此編訂適合高中程

度的文化讀物《中華文化傳承》，並組織學校進行實驗。 

2) 《中華文化擷英》參照高中中國語文科和預科中國語文及文化科教學目標而編寫，內容

的深淺符合高中學生的程度，並與品德情意的培養相結合。在介紹文化知識的同時，輔

以批判性的筆觸，啟導學生進入文化思辯和認同的層次。 

3) 《中華文化擷英》力求做到學術性、知識性、思辨性、趣味性兼具。「學術性」是指吸收

當今學術研究的最新成果，中肯、客觀地審視和評價中華文化；「知識性」是引導學生瞭

解中華文化的精萃，其認識其不足；「思辨性」在於引領學生進行反思，認同優秀的中華

文化，有所批判地繼承；「趣味性」則激發學生的學習動機，使學生積極主動地學習。 

產品 《中華文化擷英》(一套兩冊)︰ 

《中華文化擷英》分上、下兩冊，，每冊 4 個專題，每個專題有 18 至 22 篇評論式小品文，

8 個專題合共 156 篇。 

產品索取 1) 計劃撮要、計劃詳情及總結報告己上載優質教育基金網上資源中心︰ 

http://qcrc.qef.org.hk/qef/result.phtml?mode=quick&nature_id=-1&proposal_id=2004/0550  ； 

2) 可於「中華文化教與學」網上資源庫了解計劃的最新發展︰ 

http://www.hku.hk/cculture ； 

3) 《中華文化擷英》(一套兩冊)可向優質教育基金或北大出版社訂購，亦可於各公共圖書館

借閱。 

持續發展 「高中」計劃完成後進入第三階段的「高小」計劃，第四階段的「初小中國語文科中華文

化教學研究及實驗計劃」於二零一零年九月初開始在小一至小三進行實驗。 

產品應用 1) 「高中」計劃配合高中文化科，中六的中國語文及文化科非常着重建立批判性思考、獨

立性思考的能力。通過《中華文化擷英》這些評論式小品文，引導學生去分析五千年中華

文化優良及落後的部分，教導學生以批判性的眼光去認識中華文化。 

2) 通識科的文化部分，涉及個人、社會和中國文化，《中華文化擷英》可作為通識科的參考

教材。 

可推介的地方 

 

1)《中華文化擷英》可作為高中語文科必修課程及「選修單元‧文化專題探討」的配套教材。 

2)《中華文化擷英》可作為高中通識科的參考教材。 

 

http://qcrc.qef.org.hk/qef/result.phtml?mode=quick&nature_id=-1&proposal_id=2004/0550
http://www.hku.hk/c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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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名稱 自學能力提升–校本初中中國語文科學習成效評估(電子檔案的設置)  

計劃編號 2004/0591 

學校/機構名稱 喇沙書院 

計劃目標 

 

1) 方便教師利用學生評估資料照顧學生學習差異。 

2) 培養學生自我評估及自主學習的態度與能力。 

3) 協助教師在評估方面作專業發展。 

理念/理論根據 

 

 傳統學習歷程檔案的好處是可以把學生的習作儲存起來，利用這些資源作有系統的評

估，分析出學生強弱之處，針對問題改善，但其壞處是以人手處理這些資料比較麻煩。故

學校有一個傳統的學習歷程檔案電子化的概念，理念以傳統的學習檔案為依據，學校亦參

考了不同有關學習歷程檔案的理論，例如促進學習的評估、如何推行持續的評估等理論。

而指標的制定主要參考了香港大學顧問黎歐陽汝穎的書，同時亦有參考中學會考的指標制

定及國內和台灣的做法。學校認為檔案評估（portfolio assessment） 較能全面了解學生的能

力及其成長歷程，教師亦可定期評鑑學生的成就，學生亦可定期反省自己所學，促進個人

能力的成長。檔案電子化既可節省儲存空間，亦可利用資訊科技的優勢，分析儲存的數據。 

產品 

 

 一本《促進學習的平台--電子檔案的效能》，內容包括該校建構電子檔案的經驗、電子

檔案的優點及改善建議、評估專家的寶貴意見等。 

產品索取 

 

1) 計劃撮要、計劃詳情、總結報告及成果(《促進學習的平台--電子檔案的效能》)  己上載

優質教育基金網上資源中心︰ 

 http://qcrc.qef.org.hk/qef/result.phtml?mode=quick&nature_id=-1&proposal_id=2004/0591 

2) 可以向優質教育基金辦事處索取《促進學習的平台--電子檔案的效能》 

產品應用/ 活動參

考 

 

 

 學校在校本教材中訂立一些指標以測試學生能否達到指標。然後教師將一些學生的手

寫課業資料電子化，放上網絡讓同學查看，學校亦利用電子資料數據進行分析。以工作紙

為例，教師把工作紙掃瞄再放上網，檔案儲存後，教師會根據工作紙的表現，按照指標評

級，同學上網查看就可以知道自己的評級。 

可推介的地方  學校認為「學習歷程檔案」在現今的教育環境是可行的，其優點是能運用檔案分析學

生能力的強弱， 學校可以利用「電子學習歷程檔案」的分析數據，照顧學生在學習能力方

面的差異，針對學生的弱點作改善。但首要條件是必須先解決軟件問題。若製作人員對語

文教育有所認識，更能配合教師的要求。另外若能發展至每一樣功課都電子化，那計劃就

可以推行得更好。 

 制定能力指標讓教師更了解課程內容及學生，可促進教師反省及改善施教的方法，從而更

有效施教。同時教師在電子檔案內制定了清晰的能力指標，學生可參考指標的內容改善個

人的能力。學生亦可在網絡上檢視自己的習作，以「自我評估」為切入點，可以反省自己

所學，培養出學生自我評估及自主學習的態度。 

在推行計劃時校方參考了不少資料，當中教師認為《母語基本能力  –香港教育工作者的

看法》一書全面地列出各種指標，教育界同工可以參考當中的指標，因應校本的情況再制

定指標。教師甚至可以在班中進行，學校可能先訂立一個大的指標，然後教師再因應班中

的情況修定指標。 

另外，《促進學習的平台--電子檔案的效能》一書輯錄了學校建構電子檔案的經驗、電子檔

案的優點及改善建議等，有意發展電子檔案的教育機構可參考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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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名稱 《「小級登高峰」—為非華語學童編製中國語文課程》 

計劃編號 2004/0794 

學校/機構名稱 伊斯蘭脫維善紀念中學 

計劃目標 

 

1) 通過一套名為「小級登高峰」的科學化、高效能的中文教材，以供少數族裔初中學生修

讀，提高他們中文水平，讓他們有能力跟上主流中文課程，最終在五、六年後參加中文

科公開考試，並能取得不少於及格的成績。 

2) 協助非華裔學生認識中國文化，並將所學運用於日常生活，融入本地社區。 

3) 令學生了解漢字的結構、發音、筆順和意思。 

4) 累積學生的中文識字、識詞量。 

理念/理論根據 

 

1) 教師在編寫課程的教材時，參考潘慧如博士編著的《學生常用字表》，讓非華裔學生認識

在生活中經常會接觸的常用字。 

2) 為釐定學生達到某一個程度時，需認識哪些常用字，教師參考台灣教育局《五百字學華

語》來編寫讀寫教材的用字。透過讓學生多接觸常用字，並掌握這些常用字，來擴展中

文閱讀。 

產品 

 

1) 紅色範疇（讀寫）教材二十級 

2) 藍色範疇（文化、文學、品德情意）教材二十級 

3) 白色範疇（常用字詞認默）教材二十級 

 註︰藍白範疇乃學校自行開發之輔助教材，只限於學校校內使用，故此只列項參考 

4) 筆順表（分別附錄於紅色範疇教材每一課之後） 

產品索取 

 

1) 計劃書撮要、詳情及總結報告已上載優質基金網上資源中心︰   

http://qcrc.qef.org.hk/qef/result.phtml?mode=quick&nature_id=-1&proposal_id=2004/0794 ； 

2)《「小級登高峰」—為非華語學童編製中國語文課程》讀寫、寫能力範疇(紅色範疇)第一級

至第二十級(61.8MB)連結︰ 

http://qcrc.qef.org.hk/proposal/2004/2004-0794/2004-0794-D03-44044.pdf 。 

持續發展 

 

現今學生的程度已提高，因為坊間多了非華語教學的書本，小學的語文教育已進步，有些

非華裔的學生是來自主流小學，所以他們的中文水平較高。現在這套課程用作輔助教材，

按非華裔學生的程度而選取適用的教材來教授。 

產品應用/ 

活動參考 

 

本校紅色範疇教材的核心在韻文教學。教學策略是以紅色範疇牽頭，帶動其餘各範疇，可

粗略分為三大階段──第一階段，以看圖識字形式，學習二十餘個基本部首用字；第二階

段以符合學童心智和知識水平，切合日常生活的校本韻文作教材，累積識字量，培養語感。

用字由淺入深，詞類以實詞為主；第三階段，以符合學童心智和知識水平，切合日常生活，

配合前述韻文內容的校本短文作教材，並酌量加入虛詞的應用，學習中文的日常規範用法，

使學童能以中文造句，以至作文。 

紅色範疇(讀寫)是用於平日教學的，第一、二冊是部件教學；三、四冊是篇章、兒歌、順口

溜等的教學，教材內的字是選取常用字，透過讓學生多接觸常用字繼而掌握它們，來擴展

中文閱讀，而當中的兒歌是與日常生活或社會時事或與第一身有關的，並非一般給小孩的

兒歌。而用順口溜、兒歌等教寫作，是為了讓學生多記憶及多用漢字。此外，學校所編的

「筆順表」，附於紅色範疇教材每一課之後，令學生易學漢字，了解較複雜的漢字筆順，如

「我」、「鳥」等字。 

白色範疇(常用字詞默)是所有學生自學用的。 

藍色範疇(文化、文學、品德情意)用於拔尖，讓中文程度較高的非華裔學生可學習更多中文

字。為了與視覺教材掛鈎，當中輯錄了「成語動畫廊」的故事及圖畫，用有趣的成語故事、

動畫、情景對話以及有學生已學懂的簡單字詞，讓學生可猜到故事的內容，多聽多看，提

高非華裔學生的學習興趣。 

可推介的地方 1)  此套教材打破了以往非華裔學生學習中文的傳統方法，使所有學生都能更有系統地在

課堂中學習聽、說、讀、寫四方面的中文能力。 

2) 此套教材現已成為輔助教材，但仍可使非華裔學生學習中文更有系統，令他們的中文進

步較快。 

3) 此套教材提供社會化、生活化之中文課程，學校認為此課程能使非華裔學生以最短的時

間內能學以致用，提高了學生的學習氣氛。 

4) 此計劃課程為學生提供了多元化的教學包括動態的功夫、舞蹈以至靜態的剪紙、茶藝、

揮春，及課本教學。 

http://qcrc.qef.org.hk/qef/result.phtml?mode=quick&nature_id=-1&proposal_id=2004/0794
http://qcrc.qef.org.hk/proposal/2004/2004-0794/2004-0794-D03-44044.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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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名稱 中文有效教學法校本協作計劃： 

單元（3）小學中國文創意默書的理論建構與推廣 
計劃編號 2004/0882 
學校/機構名稱 香港大學中文教育研究中心 

計劃目標 1) 分析校本中國語文默書課程，將之理論化，以了解有效及成功原因，提升教師的教學能

力和水平。 

2) 總結小學成功推行中國語文創意默書的經驗，開發適合香港小學的默書方法和校本課；

整理後向小學教師推廣。 

理念/理論根據 1) 拍攝教學錄影帶，分析教師在課堂上使用的默書方法，對診斷學生學習成效的影響，並

將之理論化。 

2) 比較「創意默書」及「傳統默書」兩種方法的成效，並找出有效的的原因，將之總結及

理論化。 

產品 1) 曾為兩所先導學校舉行教師培訓講座，除了解學校推行識字教學的成效外，並為教師提

供培訓，提升識字教學及評估的水平和質素。 
2) 為先導學校設計系統的、配合校本識字課程的評估工具，幫助教師監察學生字學習的表

現及進度，了解學生的學習困難，以便設計更適合學生學習需要的課程。 
3) 指導教師設計評估校本識字課程成效的方法，及評估學生識字量的工具。 
4)「創新默書」教學示例 10 個。 

產品索取 1) 計劃撮要、計劃詳情及總結報告己上載優質教育基金網上資源中心︰ 

http://qcrc.qef.org.hk/qef/result.phtml?mode=quick&nature_id=-1&proposal_id=2004/0882 

持續發展 1) 實驗學校成功的教學改革經驗及教師的教學成果，能鼓勵更多學校及教師參與中文教學

改革。 

2) 經過理論化的中文教學改革經驗，能讓教師更清楚創新默書法成功的原因，對有意試行

創新默書法的教師，會有很大的幫助。 

可推介的地方 1) 創新的、有效的中國語文默書法，可配合小學校本的中文識字課程，了解學生的學習困

難，以便設計更適合學生學習需要的課程，幫助有效地提高中國語文教與學的質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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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名稱 
 

中文有效教學法校本協作計劃–單元四 運用資訊科技資源輔助，改善幼兒園中文的教與

學，提高幼兒的識字興趣與能力 
計劃編號 2004/0882 
學校/機構名稱 香港大學教育學院中文教育研究中心 
計劃目標 
 

1) 有效地運用資訊科技資源，改進學前教育中的語文教育。 
2) 向學前教育機構提供專業協助，提高中文學與教的成效。 
3) 引進智趣型教學法及軟件，提高幼兒的識字能力。 

理念/理論根據 
 

若以苦悶的教學內容或教學方法教導小朋友，他們便不會願意學習。考慮到學生的興趣，

計劃運用了智趣型教學方法，希望學生透過遊戲，他們能在不自覺的情況而非背誦的環境

之下學習。另外配合教學內容如朗朗上口的故事、新詩等，減少學生的學習負擔，提高其

學習的興趣。 
計劃的另一理念是讓學生經過自己的察覺能力去發現漢字的分別，理念參考了變易理論，

學生先要分別到字詞當中的差異，才知道字詞的不同，這樣學生會比較牢固地學習到字詞

的分別。 
教材的設計有參考幼稚園及專家的意見，例如北京師範大學的教授對這方面的一些文獻及

參考資料，就著學生的認知，做一些比對及參考，選出了基本數十個漢字，製作出多媒體

的教學軟件。 

學生在一個語境之下學習語言會較好，例如學習食物的詞語，假若把背景設定為節日，學

生更容易講出食物的特點或吃該種食物的意義，因此設計教材內容時也有加入這個元素。 
產品 
 

網上小工具及教學示範︰ 

已製作的網上輔助幼兒識字教材，內容包括︰筆畫、部件結構、遊戲及文字等互動練習、

互動多媒體詩歌、故事、遊戲共 10 篇、認識基礎漢字 59 個之教學設計、示範教學內容及短

片 5 輯等。 
產品索取 
 

1) 計劃撮要、計劃詳情及總結報告己上載優質教育基金網上資源中心︰ 

http://qcrc.qef.org.hk/qef/result.phtml?mode=quick&nature_id=-1&proposal_id=2004/0882 

2) 網上小工具及教學示範己上載於以下網站︰ 

www.dragonwise.hku.hk/karlam/  

產品應用/ 活動參

考 
 
 

多媒體教學軟件是一些很簡單的插入檔案，教師在教授中文時將軟件插入簡報中便可進行

教學。教材包括數十個基本漢字，這數十個漢字都是一些典型的例子，例如都是學生經常

會犯錯的字，如一些筆劃長短的字、自己的「己」、已經的「已」字等。教師於課堂上運用

多媒體幫助幼兒學習。學生透過動畫，自己觀察及分辨筆劃長短的分別，從而學會某些字

體的筆劃長短不同，會有不同的意思或發音。 
應用建議(可取之

處) 
 
 

依受訪者的觀察所得，此套網上輔助幼兒識字教材的軟件也適用於現時教育環境。 
受訪者指出網上輔助幼兒識字教材的軟件簡單易用，由於時間及知識的問題，一般幼稚園

教師對資訊科技的開發能力都十分有限，此軟件只需要簡單插入檔案中便可進行教學，應

用靈活，教育同工不需經過艱深的技巧訓練已可運用得到，可以幫助教師應付教學的需要。 
除此之外，教學軟件的內容的設計比較貼近教師的所需，因為軟件是根據教師的要求設計，

設計人員在設計教材軟件的過程中有搜集各方的資料，包括幼稚園教師的意見及專家如北

京師範大學的教授的意見，按照學生的認知，最後篩選出這數十個基本漢字。 

而軟件也根據智趣型的教學方法設計，透過故事、詩歌等教學內容，例如以詩歌教學，當

中有一些韻律，同學既可以把握到發聲，又可引起學生的興趣。 

教學軟件的另一好處是利用多媒體補充傳統教學工具的不足，解決了傳統教學方法的限

制，例如平日教師用粉筆寫字，受黑板及粉筆的配套所局限，在黑板上拆字會有困難，未

能細緻地或有系統地分拆字詞，但多媒體軟件就不受限制。軟件中的漢字有發聲效果，圖

文並荗，並非傳統教學的工具或用具能達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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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名稱 多元中文學習與評估–項目( 二) 資訊科技輔助南亞裔學童學習漢字計劃 
計劃編號 2005/0352 
學校/機構名稱 香港大學中文教育研究中心暨母語教學支援中心 
計劃目標 與相關學校及團體協作，針對南亞裔學生的學習困難，設計及提供相關的教師培訓課程。                                                                                                                                                                                                                                                                                                                                                                                                                                                                                                                                                                                                                                                                                                                                                                                                                                                                                                                       
理念/理論根據 
 

南亞裔學生學習中文是一件十分困難的事，情況像幼兒學習中文，故本計劃以教導幼稚園

學童認知漢字的方法，應用在非華語學生，協助他們學習中文。 
適逢當時在新加坡，有一批政府教學研究人員想開發漢語文的教學軟件，讓馬拉人學習中

文。由於馬拉人亦是非華語學生，他們學習中文的情況與香港的非華語學生很相似，所以

本計劃亦參考了新加坡的做法，挑選了二百多個與日常生活有關係的生字，製作出詞彙表，

同時配合現龍軟件，幫助南亞裔學生學習中文。 
另外，教材以「螺旋型教學」設計，設計者考慮到學生很容易遺忘生字，在設計課文時會

再運用早前學習的二百多個生字，鞏固其基礎，讓學生累積所學。 
計劃基於變易理論的基礎，加入了遊戲部分。變易理論即指讓學習者自行分辨出事物的差

異，從而學習一種新事物。設計遊戲的理念是希望學生在遊戲的過程中發現字詞的分別，

例如將一些字形相似或是發音相近的生字放於一起，讓學生辨認。 
產品 
 

《多元中文學習評估–資訊科技輔助南亞裔學童學習漢字計劃》網站︰

http://www.dragonwise.hku.hk/SA_workshop 
產品索取 
 

1) 計劃撮要、計劃詳情及總結報告己上載優質教育基金網上資源中心︰

http://qcrc.qef.org.hk/qef/result.phtml?mode=quick&nature_id=-1&proposal_id=2005/0352 

2)  培訓內容及相關教材已上載到《多元中文學習評估–資訊科技輔助南亞裔學童學習漢字

計劃》網站︰http://www.dragonwise.hku.hk/SA_workshop 

持續發展 在計劃完成後並無延續。 

產品應用/ 活動參

考 
 
 

教師先會利用中文教育研究中心所設計的十五篇範例課文教導學生，課文內容包含了最初

挑選的二百多個生字，課文由三個字的句子組成，讓同學容易朗讀及容易掌握內容。同時

教師亦會配合現龍網頁的軟件，讓學生以動畫形式去學習那二百多個生字。而每一課完結

後會加入遊戲，教師透過遊戲讓同學分辨字詞，例如安排相同的部件的生字，以動物為例，

如「雞」、「鴨」、「鵝」等都有近似「鳥」字部件，遊戲中會將之放於一起，讓學生自行分

辨。最後教師完成整個課堂後會派發工作紙讓學生完成，鞏固及測試其所學。 
應用建議(可取之

處) 
 
 

由於現時坊間的教材較少針對非華語學習者的需要及程度來設計，教師都面對教材短缺或

課業準備的問題。受訪者表示適合教非華語學生而同時具備廣東話的教材不多，這套教材

及軟件回應了學校及學習者的需求，可以解決教師缺乏教材的困難。 
整個課程設計比較全面，內容包括範例文章、遊戲、工作紙及互動練習。學生在遊戲的過

程中可以記下生字，改善以往死板的學習方法。教師利用網上動畫軟件教授漢字，亦可以

減低非華語學生對學習中文的恐懼感。 
教材及軟件具有參考價值，中心將計劃的成果放於網上讓外界使用。曾有學校利用網上資

源，製作出類似的教材，故其他學校及教師可以參考計劃的成品，因應校本課程的需要，

自行設計合適的教材協助教學。 
計劃所設計的教材經過多番修正，較切合南亞裔學童的程度。以範例課文為例，最初課文

以五個或七個字的句子為主，但學校試行後發現學生很難牢固地記低所學。汲取了經驗後，

設計人員按照學生的程度作出修改，盡量刪減內容，除了個別較深的課文外，課文中的句

子以三個字組成，如三字經一般，又刻意造成押韻的效果，方便學生去記字的發音及其意

思，整理出現時較合適的教材。另外，原本設計人員想以附有英文意思、圖畫及其母語的

翻譯的詞彙表，幫助學生學習中文，可是新一代的非華語學生已經忘記自己的母語文字。

有意設計南亞裔學童學習漢字的教材的人士可參考他們的經驗，設計篇幅及句子較短的課

文，讓學生容易掌握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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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名稱 
 

多元中文學習與評估 
項目四︰深層次語文綜合能力訓練計劃 

計劃編號 2005/0352 (項目四) 
學校/機構名稱 香港大學中文教育研究中心 暨 母語教學教師支援中心 
計劃目標 
 

開發出一個綜合性為主，兼及多元性的深層次語文綜合能力教學模型，以配合當時的新修

訂高中中國語文課程及 2009 年實施的新學制高中中國語文課程。 
教學模型中的綜合性包括以下五方面︰ 
• 語文學習工具性與人文性的整合； 
• 知識與能力的整合； 
• 聽、說、讀、寫的整合； 
• 課堂教學與課外學習的整合；及 
• 校本評核與公開考試的整合。 

理念/理論根據 
 

計劃的設計理念為透過「以書為本」模式，以閱讀一整本書為基礎，在教學中「綜合」中

國語文科九大學習範疇 (聽、說、讀、寫、文、化、品、自、思)，讓學生「深層次」地閱

讀一整本書以了解及學習文章本身的內容、訊息及文化內涵，並將學習延伸至對自身生活

經驗或中國文化的認識及思考，而非只把握表面的語文知識概念或寫作技巧。 
產品 
 

1) 「深層次語文綜合能力訓練計劃」網站，包括部分教材、背景資料、人物關係圖表、

圖片、書評等︰ http://www.dragonwise.hku.hk/3schools 

2) 《小說‧文化‧香港 ── 「以書為本」深層次語文綜合能力教學計劃》︰書中包含

設計理念、教案、教師實踐案例、學生作品等。 

產品索取 
 

1) 計劃撮要、計劃詳情及總結報告已上載優質教育基金網上資源中心︰ 

http://qcrc.qef.org.hk/qef/result.phtml?mode=quick&nature_id=-1&proposal_id=2005/0352 
2) 「深層次語文綜合能力訓練計劃」網站，網址為︰ 
       http://www.dragonwise.hku.hk/3schools 
3) 學校可致函香港大學教育學院中文教育研究中心免費索取《小說‧文化‧香港 ── 「以

書為本」深層次語文綜合能力教學計劃》一書。 
持續發展 
 

「深層次語文綜合能力訓練計劃」網站現仍開放予學校及公眾參考，內容包括部分教材、

背景資料、人物關係圖表、圖片、書評等。 
產品應用/ 
活動參考 
 

計劃以小說《拾香紀》為本設計了一個為期約四星期的「以書為本」教學模型，主要教學

目標為培養學生在「讀、寫、聽、說」四個範疇裡的深層次語文綜合能力。教學模型中，

共 28 節的課堂分為以下七部分︰導引 (4 節)、〈事〉(2 節)、〈連城宋雲〉(6 節)、閱讀策略

─自我提問 (2 節)、分組滙報 (6 節)、單元總結 (2 節) 及 故事創作 (6 節)。每部分均有教

學步驟及教材的建議，教師可因應本校學生的能力、學習興趣和動機等剪裁教材或教學設

計，於中國語文科課堂上進行教學。 
其中，〈連城宋雲〉部分因難度較高，故由教師於課堂上引導學生閱讀，過程中教師除教授

書中內容外，亦教導學生閱讀、寫作、說聽的策略以把握該部分的深層意思。之後，學生

分組負責深入閱讀書本其餘部分的不同章節，並於「分組滙報」的課節上運用從〈連城宋

雲〉部分所學到的閱讀及寫作策略引導班中同學閱讀其餘的章節，最後再以小組協作形式

完成報告。這樣，所有學生均能在單元完結時讀畢整部書作及實踐所學的「讀、寫、聽、

說」策略。 
在現行課程中，教師可應因校本需要，參考本計劃的教學模型於中國語文科課堂上進行教

學。如教師未能實踐「以書為本」模式讓學生閱讀整部書作，亦可考慮於班中教導「連城

宋雲」部分 (即教案中的第 7 至 12 節)，以引導學生學習不同的閱讀、寫作、說聽策略。 
可推介的地方 
 

1) 計劃透過「以書為本」( 而非「篇章為本」) 的教學模型協助學生體驗深層次閱讀，並

綜合中國語文科九大學習範疇 (聽、說、讀、寫、文、化、品、自、思)，讓學生在學

習不同語文能力的同時，也獲得整全的語文訓練及體會中國語文的文化內涵。其他學

校可參考本計劃的教學模型，並嘗試於校內施教，讓教師與學生共同體驗「以書為本」

的語文學習。 
2) 教師可參考教學模型中所建議的具體教學法和教學設計，如圖表、時序線及提問方法

等，並於日常課堂教學中嘗試使用。 
 
 

http://www.dragonwise.hku.hk/3schools
http://qcrc.qef.org.hk/qef/result.phtml?mode=quick&nature_id=-1&proposal_id=2005/0352
http://www.dragonwise.hku.hk/3schools


 45 

 
 

計劃名稱 小書卷與大舞台 
計劃編號 2005/0362 
學校/機構名稱 北角循道學校下午校 
計劃目標 
 

1) 讓學生藉「反思及對談式的學習」來探討生命的意義，及透過排演「故事劇場」而獲得全

面而具個性的發展，提升其生命質素。 
2) 讓家長藉「反思及對談式的學習」在家推行「生命教育」，及參與幕後製作以提升自尊感及

成功感。 
3) 讓教師藉學習「反思及對談式的學習」之導引技巧和態度，以擴闊個人的既有思維和經驗

框架，並以「生命教育」及「戲劇教育」作專業發展路向，為學生提供優質教育。 
理念/理論根據 
 

1) 「生命教育」部分的理念在於與學生共讀故事後，以「反思及對談式的學習」引導他們反

思、與他們對談。反思及對談不僅涉及理性和理念層面，也涉及感知、感受和實際經驗層

面。過程中以學生為本，透過真誠、尊重、接納和信任的態度鼓勵學生與教師及朋輩互動，

並建立個人的價值體系。 
2) 「戲劇教育」部分著重發展學生的多元智能。從劇本創作到排練階段，學生都能參與及商

討，這能培養他們的想像、分析、邏輯思維、表達、協作和溝通等學習能力，學生的語言

和邏輯思維智能、肢體動作、空間及音樂(節奏)智能、人際溝通和內省智能都會有所提升。 
產品 
 

1) 戲劇課程教材三套，包括《戲劇教育教材套–胖胖豬頭上有棵木瓜樹》(小一、二年級)、《戲

劇教育教材套–莉莉的為甚麼》(小三、四年級) 及《戲劇教育教材套–小阿力與大嘴鳥》

(小五、六年級) 

2) 生命教育教材三套 

3) 家長教育課程教案三套 

4) 「校內故事劇場」–校內 22 班學生從 3 個劇本發展並演出 22 齣戲 

5) 「校內故事劇場」光碟 

產品索取 
 

1) 計劃撮要、計劃詳情及總結報告已上載優質教育基金網上資源中心︰ 

http://qcrc.qef.org.hk/qef/result.phtml?mode=quick&nature_id=-1&proposal_id=2005/036
2 

2) 戲劇課程教材三套，包括《戲劇教育教材套–胖胖豬頭上有棵木瓜樹》(小一、二年級)、《戲

劇教育教材套–莉莉的為甚麼》(小三、四年級) 及《戲劇教育教材套–小阿力與大嘴鳥》

(小五、六年級)，已上載優質教育基金網上資源中心︰

http://qcrc.qef.org.hk/qef/resources.phtml?type=D&proposal_id=2005/0362 
3) 計劃資料已上載學校網站︰ 

http://www.cmsth.edu.hk/pm/teachnlearn/QEFdrama/  

持續發展 
 

1) 在「戲劇教育」方面，學校有三項持續發展。首先，學校繼續於各班進行片段排練，以戲

劇教育發掘學生的多元智能。其次，學校連續兩年參加了教育局藝術教育組的種籽計劃，

成為核心學校，教師接受培訓後，在校內小一至小四的課堂中實踐教學計劃，集中發展戲

劇課，培養學生的戲劇技巧、共通能力、創意、價值觀及態度，並於完成後對外推廣。另

外，學校還加入了一個關於戲劇教育的主題學校網絡，透過設計教案及課堂試教幫助一間

夥伴學校發展、實施戲劇教學，讓教師於不同學科的課堂中運用戲劇教學法增強學生的學

科知識。 
2) 在「生命教育」方面，學校選擇將之與「閱讀」結合，在校內由教師與學生共讀童書後作

反思及對談，亦鼓勵家長在家中進行「生命教育親子閱讀計劃」。 
產品應用/ 
活動參考 
 

計劃共分兩個階段。第一階段「生命教育」(共 4 課節) 從「閱讀」出發，由教師為小一及小

二、小三及小四、小五及小六這三組學生各自選擇一本故事書，完成故事導讀後，教師用「反

思及對談式學習」與學生探討一些由故事延伸出的議題。第二階段「戲劇教育」(共 12 課節) 著
重透過戲劇發展學生的多元智能，所用教材為根據第一階段故事書創作的戲劇，學生在首 10
課節學習不同的主題或戲劇技巧，並逐步將故事內容排演出來，到第 11 及 12 課節則分別進

行串排及「校內故事劇場」演出。由於每班學生均會演出一齣戲劇，故「校內故事劇場」共

上演了 22 齣由 3 個劇本發展而成的戲劇。學生可互相欣賞、觀摩，也可獲得評語及奬項。在

劇場中，全體學生都有上台演出的機會，表現優秀的學生更會在家長場及嘉賓場中演出。 
可推介的地方 
 

1) 從本計劃可見，「戲劇」可以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及令學生愉快學習。施行時，學校可參

考本計劃，在各級的全年課程中編排「戲劇課」，以集中培養學生的戲劇技巧和多元智能；

http://qcrc.qef.org.hk/qef/result.phtml?mode=quick&nature_id=-1&proposal_id=2005/0362
http://qcrc.qef.org.hk/qef/result.phtml?mode=quick&nature_id=-1&proposal_id=2005/0362
http://qcrc.qef.org.hk/qef/resources.phtml?type=D&proposal_id=2005/0362
http://www.cmsth.edu.hk/pm/teachnlearn/QEFdra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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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可如計劃的後續發展般，將戲劇教學法應用於不同學科的課堂，以幫助學生有效地學習

學科知識。所以，其他學校可按校本情況決定以何種形態引入戲劇元素於課程之中。 
2) 計劃中發展出的三套戲劇教育教材套只有小部分涉及戲劇的專業知識，未接受戲劇培訓的

教師亦可嘗試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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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名稱 提升學生中國語文能力計劃(照顧學生的不同學習需要模式) 

計劃編號 2005/0474 

學校/機構名稱 聖公會聖米迦勒小學 

計劃目標 1) 使教師認識學生的個別差異。 

2) 發展學校的調適政策。 

3) 使教師掌握及運用教學策略以提升學生的學習效能。  

4) 協助家長掌握支援子女的學習策略。 

理念/理論根據 計劃的理念是結合說寫練習，採納多元化的教學策略，透過小組協作的形式讓能力不一的

學生可共同切磋，一起學習。計劃主張學生先透過大量閱讀去收集一些素材儲存在腦中，

學生會分組一起看篇章，再進行小組討論，到寫作練習時就能從儲存的素材中提取資料。 

產品 N/A 

產品索取 1) 計劃撮要、計劃詳情及總結報告己上載優質教育基金網上資源中心︰ 

http://qcrc.qef.org.hk/qef/result.phtml?mode=quick&nature_id=-1&proposal_id=2005/0474 ； 

2) 計劃的過程及成果已製成光碟，並上載學校網站︰ 

http://www2.skhsms.edu.hk/web06-07/subjects/chi/QEF/index.htm 。 

持續發展 學校中文科仍沿用計劃設計的教材，教師們會共同備課，據計劃的經驗，繼續結合說寫練

習，就着學生的需要，採納多元化的教學策略，生活化地提升學生的語文能力。而其他科

目也開始推行合作學習的方法，這種教學模式已成為學校教學的風氣。 

產品應用/ 

活動參考 

計劃着重異質分組，教師會按需要安排能力較高與較低的學生組成一組，讓學生藉着小組

討論分享意見、互相交流。教師會採納多元化的教學策略，透過親身體驗、佳篇閱讀，激

活學生的思維，勾畫出說話的思路，然後才進行寫作。在一個單元主題下，首先學生會閱

讀大量佳作去收集一些素材，之後教師會就教學的主題深入去教。接下來，學生會做說話

練習，除了教師會評分之外，學生會分小組進行同儕互評，為同組的同學評分。每一個課

題都會有相關的作文課題，學生可就着某個課題，在小組討論之中或者大量閱讀時儲存的

素材中提取資料。寫作之前，學生會好像做說話練習一樣，就着題目演說一次。演說之後，

才進行寫作。 

可推介的地方 1) 在同一個課題下，讓學生進行大量閱讀，能幫學生打好根基；同時，結合說寫練習可以

增強學生的自信心。學生的學習信心和動力提高的時候，就比較容易投入課堂活動中。當

學生能夠就題目演說一次，寫出來的文章也比較好。 

2) 如果其他學校有意做進行這類活動，可將一兩個課題組合去教聽說讀寫，然後比較一下

並非用同一個課題結合聽說讀寫去教的課，看看學生是否比較投入、喜歡，學得比較多，

以及最後得出來的作品是一個好的成果。有好的成果時，學生會學得開心，教師會更盡力

去教，而家長也會更投入去配合。 

3) 現今有很多有學習困難的學生，他們自己做練習的時候，自信心不夠強。如果與其他學

生一起學習，就好像照一面好的鏡子，看到好的榜樣。這好比吃自助餐，學生看到其他人

怎樣做，就會跟着嘗試，並得到成功，而且每一次都有進步的空間。當學生的自信心提高

了，就是他們學習成功的第一步。 

 

http://qcrc.qef.org.hk/qef/result.phtml?mode=quick&nature_id=-1&proposal_id=2005/0474
http://www2.skhsms.edu.hk/web06-07/subjects/chi/QEF/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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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名稱 多媒體電子圖書館及閱讀評鑑平台的研發計劃 

計劃編號 2005/0689 

學校/機構名稱 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 

計劃目標 

 

1) 開發一個為推動中學閱讀風氣氛而設的電子書圖書館及閱讀成效評鑑平台。 

2) 建構一個結構完整的電子書閱讀及評鑑系統。 

3) 配合中學課程發展方向，讓學生獲得「從閱讀中學習」的能力。 

4) 為教師提供多角度的閱讀成效評估方法。 

5) 為師生提供一個知識性交流平台。 

理念/理論根據 

 

1) 多向多角度及知識共建的理念。 

2) 希望促進校園閱讀文化，學生能從閱讀中學習及培養獨立思維能力。 

產品 

 

1) i-Reading®互動閱讀電子書 50 本  ︰ 

《唐詩系列》20 本、《詞曲漫步系列》8 本、《中國文化探究系列 》15 本及《實用文寫作

系列》7 本。 

2) 閱讀評鑑平台。 

產品索取 

 

1) 計劃書撮要、詳情及總結報告已上載優質基金網上資源中心︰   

http://qcrc)qef)org)hk/qef/result)phtml?mode=quick&nature_id=-1&proposal_id=2005/0689 ； 

2) 五十本免費電子書可於「電子書圖書館閱讀平台網站」瀏覽︰www.mylibrary.com.hk ； 

3) 免費下載 i-Reading®電子書表格見於「電子書圖書館閱讀平台網站」︰ 

http://www.mylibrary.com.hk/qef/download/i-reading2009_5_4.doc 。 

持續發展 

 

電子書平台由商務印書館(香港)負責開發，現交由教育圖書公司處理這電子書及評鑑平台。

現今有 26 間學校沿用，13 間是 2007 年參加試讀計劃，13 間是正式使用電子書平台。 

書館另一計劃名為「階梯閱讀空間」，它將會收錄電子書平台中的電子書，並繼續發展。 

整個系統可置於學校圖書館網業，作為課外閱讀。個別教師及學生不需設立戶口亦能免費

瀏覽閱讀平台中的五十本電子書。若現在學校繳付維持及管理戶口費用，全校每一位學生

便可用電子書及評鑑平台，每位學生都會有一個獨立的戶口，自由在平台上交流及有追縱

分析讀者行為的功能。 

產品應用/ 

活動參考 

 

電子書平台的設計特色是電子書稿由國內及香港的文化人士撰寫，而編輯亦提供大量的參

考資料。電子書中穿插遊戲，字句有粵語及普通話配音，並有優美的配樂、配圖，而每個

單元皆附有延伸閱讀，可吸引初中學生多閱讀。 

電子書可作為輔助教材或課外延伸閱讀及參考資料，因為電子書的側重點不是針對課程教

學的內容，可以在課堂外使用。不過教師《唐詩系列》及《詞曲漫步系列》，補充學校的詩

詞教學。教師亦可用《中國文化探究系列》教學生中國文化、古今文化的差異等，只要教

師願意自行去分析及抽取系列中有關的資料，電子書其實亦可配合新高中課程，若高中同

學選修中國文化專題亦可參考此系列，因為其中的文化資料可作為選修單元的補充。另外

《中國文化探究系列》與通識科有共通之處，因系列中的一些定義、文化觀點都與通識科

有關，可作參考。而《實用文寫作系列》借鑑大量參考書及教科書寫成，系列內有範例提

供，此系列可與中三課程銜接，作為中三全港系統性評估(TSA)的參考。教師教實用文時可

作為參考工具，而學生亦可自學實用文，使教與學配合得更緊密。 

評鑑平台的設計目的不是用來測試學生的能力，而是分析學生的閱讀行為，讓教師觀測學

生有否完成練習和清楚學生的閱讀進度，並希望通過電子書鼓勵學生自行閱讀。而評鑑平

台內有關電子書的提問是隨機顯示的，所以每個學生要回答的問題不盡相同，不會太刻板。

電子書每篇的尾頁皆有一連結連接上評鑑平台，讓師生可以交流意見或引發學生發表對篇

章一些補充資料。  

可推介的地方 1) 電子書平台雖對教授課本知識並沒有直接的作用，不過《唐詩系列》、《中國文化探究系

列》及《詞曲漫步系列》作為延伸閱讀卻十分有益。如《實用文寫作系列》，可作為中三系

統性評估(TSA)的參考，教師可於課堂上示範；《中國文化探究系列》與通識科有共通之處，

可作參考。 

2) 電子書內詩詞曲內容的解說，乃至評析及作品的情懷背景，講解專業詳盡，如《唐詩系

列》有景色動畫、有作者、題解、注釋、有詩歌的背景資料，更加上平仄，最後更有取自

文化人士對某詩詞或篇章的看法的文章作為延伸閱讀，可提升學生對詩詞的理解能力。 

3) 整個計劃採用了 web 2.0 的平台概念，是多向多角度及知識共建的開放式交流平台，而平

台與電子書(i-reading)內容是結合的，可透過數據收集及傳送，推行不同的互動學習活動，

http://qcrc)qef)org)hk/qef/result)phtml?mode=quick&nature_id=-1&proposal_id=2005/0689
http://www.mylibrary.com.hk/qef/download/i-reading2009_5_4.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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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括師生的知識分享及讓不同學校的師生間進行學術交流。 

4) 評鑑系統由電子書直接連網上，以連網形式進行評改，評估學生的閱讀成效。 

5) 電子書採用了美國專利的數碼翻頁技術(Flipbook)，用鼠標便能翻開電子書頁，讓讀者如

掌握著實體圖書閱讀，帶來閱讀樂趣。而 Flipbook 技術，因可以支援多媒體，所以電子書內

有遊戲、配音、配樂等，延伸資料閱讀，與一般式的閱讀不同，使生對這多媒體電子書印

象深刻。 

6) 電子書有標籤分類法及具備簡易的搜索功能，而電子書平台嵌入維基百科(Wiki) 系統，

作為知識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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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名稱 高小中國語文科中華文化教學研究及實驗計劃 

計劃編號 2006/0084 

學校/機構名稱 香港大學中文學院 

計劃目標 1) 配合高小中國語文課程，為學生學習中華文化制訂基本大綱。 

2) 為校本課程教師自編教材提供參考。 

3) 配合語文科的朗讀(粵/普)教學，提高學生語文能力。 

4) 進行品德情意教育，希望透過好文章的薰陶，潛移默化，培養學生正確的人生觀及世界

觀。 

理念/理論根據 1) 計劃提倡朗讀，因為三至十三歲是記憶力最好的年紀，即幼稚園至小學的學習階段。無

論提供甚麼材料給學生讀，他們都能背出來，讀經典、詩詞亦如是。 

2) 計劃採用「誦讀經典原文」的模式，讓學生從小就有接觸經典原文的機會。圍繞這個模

式，依據文化內涵豐富、思想內容健康、語言精煉優美、易讀易誦易記、聯繫生活實踐

等五項原則，摘錄經典中的片斷和選取詩詞名篇。當學生進行朗讀時，聲入心通，就會

對作品中雋永的語言留下深刻的印象，在潛移默化下得到品德情意的薰陶。 

3) 為結合語文科的朗誦教學，教材《中華經典導讀》配備了廣州話和普通話的誦讀錄音，

並以網頁和光盤兩種形式作為配套，供教師和學生參考。 

產品 1) 《中華經典導讀》連誦讀(粵/普)示範光碟一套三冊︰ 

在選材方面，《中華經典導讀》三分之一的篇章選自《論語》、《孟子》等經典，而三分

之二選自唐詩、宋詞、元曲、古文。經典及散文多為節錄，詩詞亦以簡短為主。入選的

篇章，力求語言精煉生動，聲調鏗鏘優美，宜於誦讀。《中華經典導讀》的選材分三部

分︰第一部分側重人與家庭、學校、朋友等的關係，第二部分側重人與社會、國家、世

界等的關係，第三部分側重人與生命、自然、宇宙等的關係。各篇章分門別類後，加入

注釋、語譯，提取文化要點。 

2) 《中華經典導讀》誦讀(粵/普)示範光碟︰由專家示範誦讀，供教師參考、觀摩和學生模

傚。 

3)  「中華文化教與學」網上資源庫︰  http://www.hku.hk/cculture 

產品索取 1) 計劃撮要、計劃詳情及總結報告己上載優質教育基金網上資源中心︰

http://qcrc.qef.org.hk/qef/result.phtml?mode=quick&nature_id=-1&proposal_id=2006/0084； 

2) 《中華經典導讀》教材全部上載「中華文化教與學」網上資源庫︰

http://www.hku.hk/cculture/content/pri_senior_plan/pri_senior_chiculture.html； 

3) 可於「中華文化教與學」網上資源庫了解計劃的最新發展︰ 

http://www.hku.hk/cculture 

4) 可以向優質教育基金或北大出版社訂購《中華經典導讀》，亦可於各公共圖書館及小學的

圖書館借閱。 

持續發展 計劃完成後進入第四階段的「初小中國語文科中華文化教學研究及實驗計劃」。「初小計劃」

現正進行，可在「中華文化教與學」網站的計劃簡介一欄找到計劃撮要和十五間實驗學校

的名單，包括校長和負責教師的姓名。學校可於網站「最新消息」一欄瀏覽最新消息，網

站在 2010 年 6 月公佈了「初小計劃教學實驗時間表」和「初小計劃教學實驗指引」，讓學校

的教師了知道如何進行教學。 

產品應用/ 

活動參考 

1) 《中華經典導讀》連誦讀(粵/普)示範光碟一套三冊︰ 

計劃在小四、小五、小六推行，每一年選三十三週，每週要求學生讀一小篇篇章，三年

共讀一百篇，希望學生在讀的過程中認識中國文化。教師可在課堂上用十五分鐘略教一

篇，然後讓學生回家和父母進行親子閱讀，這樣學生一星期就能記誦一篇。 

2) 「中華文化教與學」網上資源庫︰ 

《中華經典導讀》教材已全部上載「中華文化教與學」網上資源庫，網站提供一百篇篇

章的內容，作者背景資料、深字註解和「學而思之」，幫助學生了解古文的中心思想，訓

練獨立思考。除了篇章之外，網站還提供廣州話及普通話朗讀錄音。篇章附有普通話注

音，學生可跟注音和錄音朗讀。 

可推介的地方 1)  計劃配合高小中國語文課程，為學生學習中華文化制訂基本大綱，計劃的成果《中華經

典導讀》為校本課程教師自編教材提供參考。學校可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將這套教材進

行剪裁，作為校本教材。 

http://www.hku.hk/c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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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華經典導讀》的選材分三部分︰第一部分側重人與家庭、學校、朋友等的關係，第

二部分側重人與社會、國家、世界等的關係，第三部分側重人與生命、自然、宇宙等的

關係，可作為高小常識科的參考資料。 

3)  教材《中華經典導讀》可配合語文科的朗讀教學，提高學生的口語表達能力。「中華文

化教與學」網上資源庫提供一百篇篇章的內容和廣州話及普通話朗讀錄音。篇章附有普

通話注音，學生可跟注音和錄音朗讀。錄音由真人發聲朗讀，為引起學生的興趣，不但

有成人朗誦，還有小朋友的演繹，迎合學生的不同需要，容易自學。朗讀錄音令學生的

學習興趣大增，更培養出普通話朗誦的興趣。 

4)  學生記誦了《中華經典導讀》的經典篇章，寫作時就能引經據典，如「子曰，三人行必

有我師焉」，從而提高中文作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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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名稱 「以能力訓練為編選體系的初中中國語文實驗教書」的編寫與教學實驗計劃(第一階段) 

計劃編號 1998/4408 

學校/機構名稱 香港教育學院 

計劃目標 1) 編選能力訓練型初中中國語文實驗教科書。 

2) 驗証能力訓練型實驗教科書對不同水平學生的教學效能。 

3) 向教育當局推介能力訓練型教科書編選體系。 

理念/理論根據 計劃的理念是把語文教學放在科學體系上，即是語文教學要合理而有序。落實此理念，可

從系統論、學科論、能力結構論、知論及課程論得到理據。系統論是編寫此套實驗教科書

的指導思想。系統論當中提及整體並非部分的和，編寫人就是據系統論編寫建構能力訓練

型教科書，再從助讀系統、文本系統、練習系統及知識系統建構教科書編選體例，務求讓

語文教學能發揮一加一大於二的功能。而編寫的理念亦符合教育局所公佈的指引。 

產品 1) 能力訓練型編選體系《中國語文》實驗教科書，第一冊及第二冊。 

編寫體例有九項要點，包括有(一)單元學習提示，提示本單元能力訓練的要點和方法；(二)

學習重點；(三)作者、題解；(四)預習，放於精讀課文；(五)課文，有教育局頒發的課文篇

及自選的新課文；(六)注釋；(七)研討與練習、思考與練習、自我檢測，分別放於精讀、導

讀和自讀課文；(八)延伸閱讀，精選名家作品的精彩片段或整篇作品；(九)語文實踐活動，

放於精讀課文；(十)課業紙，單獨活頁成冊並緊扣課文；(十一)多媒體互動光盤。 

2) 能力訓練型編選體系《中國語文》實驗教科書，第一冊及第二冊教師用書。  

3) 能力訓練型編選體系《中國語文》實驗教科書，第一冊及第二冊課業紙。 

4) 能力訓練型編選體系《中國語文》實驗教科書，第一冊及第二冊課業紙．教師用書。 

5) 能力訓練型編選體系《中國語文》實驗教科書，第一冊互動光碟。 

產品索取 可了解最新發展的途徑︰ 

1) 教院的課程單元內容︰ 

http://home.ied.edu.hk/~msho/ 

2) 計劃負責人的網頁︰ 

http://www.chineselanguagehk.com/index.htm 

3) 計劃書的撮要、詳情及報告已上載優質教育基金網上資料中心︰ 

http://qcrc.qef.org.hk/qef/result.phtml?mode=quick&nature_id=-1&proposal_id=2000/2180 

4) 能力訓練型編選體系《中國語文》實驗教科書第五、六冊連教師用書及第五、六冊能力

訓練型編選體系影片光碟可從優質教育基金網上資料中心下載︰ 

http://qcrc.qef.org.hk/qef/resources.phtml?type=D&proposal_id=2000/2180 

5) 或可向參與計劃的協作學校查詢，協作學校包括︰天主教石鐘山紀念小學、 馬鞍山主風

小學、沙崙學校、馬鞍山莊啟程小學、大角咀天主教小學(海帆道) 

持續發展 由第一階段發展第二及第三階段「以能力訓練為編選體系的初中中國語文實驗教書」的編

寫與教學實驗計劃。 

同時，計劃負責人利用已開發的體系與體例等理論，與小學教師開發校本語文課程，亦會

與小學夥伴協作，根據學習內容及學習順序，幫助學校選擇教科書。 

此外，在香港教育學院為期八周的副修課程、教育學士(小學)及教育學士(語文教育)等課程，

設有「校本語文課程規劃與教材建設」單元，此單元採用這套實驗教科書的理論及產品作

為主要教學內容及示例。 

新加坡教育部課程發展處瀏覽計劃負責人在網上的產品後，邀請計劃負責人由 2008 年起擔

任初中華文課程改革與教科書編寫的海外顧問。2011 年新加坡課程標準普及教科書受此套

實驗教科書的編寫理念影響，它們現正處於試教階段，並於 2011 年起在新加坡的中一生全

面應用。 

產品應用 此套實驗教材能照顧學科的邏輯順序及學習的心理順序。在閱讀、寫作、聽說等能力訓練

點分單元順序編排，一般先作分項訓練，再作綜合練習。精讀、導讀及自讀這三種課型各

有重點，分類指導，使訓練有序。除了這三種課型的閱讀外，還有延伸閱讀、廣泛閱讀，

還有適量的課內寫作及課外練習。這教材重視能力訓練，亦注重傳授知識、指導方法和培

養習慣。 

在學習心理順序方面，有橫向的聯繫及縱向的銜接。橫向聯繫是由精讀、導讀及自讀三種

課型組成，各課型有不同的功能。學生在精讀課學懂能力；導讀課讓學生在教師的引導下

初步運用所學；自讀課讓學生在教師輔導下，基本上能獨立運用所學的能力。而縱向銜接，



 53 

重視學習策略的指導，借前一單元已學到的能力，來學習下一單元的教學重點，以求在運

用的過程中完成及鞏固所學的能力。在運用上一單元所學的能力出現困難時，可返回原單

元再學習，直至能運用這種能力為止。 

計劃負責人提供此實驗教材的進度建議︰精讀有 2 篇，建議用 6 至 8 節課教授；導讀 1 篇，

建議用 2 節課教授；自讀有 1 篇，建議用 1 節課教授。在每一個教學周，寫作指導及訓練建

議用 3 節課教授，而聽說指導及訓練和廣泛閱讀指導訓練相隔一個教學周進行，兩個訓練

各需用 1 節課教授。每個單元建議設 2 至 3 節機動課，用於課時調節、評估及語文活動。 

可推介的地方 1) 此套實驗教科書是由「讀寫結合、帶動聽說」的教材編選體系建構而來，教師的教學可

以合理有序，學生的語文能力亦可提升。 

2) 精讀、導讀、自讀及延伸閱讀讓學生明確知道活用所學的能力，增加學生的成功感，提

高內在的學習動機。 

3) 整套教科書是由一個螺旋貫徹，即每一冊書至整套教科書一至六冊皆由基礎開始，而後

層層遞上，前後單元緊扣，溫故知新，能銜接中一至中三的中文課程。 

4) 學校制定校本課程時，可參考此套教材的框架，按照學生的需要來調整此套教材。 

5) 這套實教科書以能力訓練為取向，與教育局盼佈的示例及坊間六套初中教科書體系不

同，可為中學提供另一個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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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名稱 課堂教學過程的取向與策略：語文和文學 

計劃編號 2000/0389 

學校/機構名稱 香港教育學院 - 中文系 

計劃目標 

 

1) 配合香港語文課程新發展，結合理論和實踐，為語文教師提供具體的教學參考和支援。 

2) 利用現代資訊科技，以視象訊息，把工作小組的研究與實踐成果，以及相關資料製作成

教學支援套，推廣到中小學，輔助教師教學。 

理念/理論根據 

 

研究小組在「課堂教學過程的取向與策略︰語文和文學」兩階段的研究中深入探討了語文

與文學的相互關係，分析出文學學習的特點與要求，建構加強文學學習的教學理念，並據

以研究適切的教學取向與教學策略。研究結合以文學類型的學習與學習階段的發展特點，

設計了一系列由初小至高中的加強文學學習的語文單元。 

產品 

 

1) 《新詩教學》、《現代文學教學》、《古典文學教學》、《文學專題教學》、《語文和文學教學 — 

從理論到實踐》 

產品索取 

 

1) 計劃撮要、計劃詳情、總結報告及教材套己上載優質教育基金網上資源中心︰ 

http://qcrc.qef.org.hk/qef/result.phtml?mode=quick&nature_id=-1&proposal_id=2000/3089  ； 

2) 教材套《新詩教學》、《現代文學教學》、《古典文學教學》、《文學專題教學》、《語文和文

學教學 — 從理論到實踐》可往中央資源中心借閱。 

持續發展 

 

在 2006 至 2007 年進行了「課堂教學過程的取向與策略︰語文和文學(第四階段)」研究，在

2007 年出版了《文學教學理論與實踐系列》，其中《新世紀語文和文學教學的思考》是《語

文和文學教學——從理論到實踐》的延續；《小學文學教學理論與實踐》和《初中文學教學

理論與實踐》兩書修訂了本研究第一階段的教學設計，並補充了相關的教學理念；《高中文

學教學理論與實踐》則配合新高中課程的特質，進行了不同的文學類型以及教學策略的試

驗，最後總結有關教學理念及教學實例。各項研究產品送贈學校，獲正面評價。 

可推介的地方 1) 研究小組在 2000 至 2004 年進行了「課堂教學過程的取向與策略︰語文和文學」研究，

於 2004 年出版了五本成品，其中《語文和文學教學——從理論到實踐編輯了語文教學

專家學者的理念探究，《古典文學教學》、《現代文學教學》、《新詩教學》、《文學專題教

學》四本編輯了經實踐驗證的教學案例，還有教學光盤《以古通今——多元智能的古典

文學作品教學》、《尋幽探秘——散文、故事、小說賞析》、《用想像飛翔——新詩的讀解

和欣賞》。 

 

http://qcrc.qef.org.hk/qef/result.phtml?mode=quick&nature_id=-1&proposal_id=2000/3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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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名稱 優化語文學習的評估：從文學教學出發 

計劃編號 2006/0081 

學校/機構名稱 香港教育學院 - 中文系 

計劃目標 

 

針對香港中小學中文教師實際處境和需要，深化「課堂教學過程的取向與策略︰語文和文

學」(2000/3089)研究成果，通過教學試驗以發展適切的促進語文學習評估，支援前線教師

配合課程改革實施教學及評估工作。 

理念/理論根據 

 

1) 結合有關文獻分析和對教學實況的檢視，確立「促進學習的評估」理念。本研究明確區

分文獻分析評估的兩大類型，指出傳統重於分優劣的總結性評估不能及時給予學生適切

的回饋，發揮促進學習的功能。「促進學習的評估」重視學習過程中的回饋，評估不在

於獨立於學習以外的考核機制，而在於能幫助學生反思所學，持續建構知識和發展能力

的回饋過程。這個過程產生於課堂或課堂以外的學習環境，教師可以不同的方式和角度

來給予學生具體的學習回饋。 

2) 配合語文文學學習的需要，訂定容易施行的「促進學習的評估」策略。 

本研究計劃以「課堂教學過程的取向與策略︰語文和文學」(2000/3089)的研究成果為基

礎，結合語文文學的學習特質，以及「促進學習的評估」理念，建構促進語文學習的評

估策略系統，除常見的紙筆練習、工作紙外，還包括課上提問、朗讀、戲劇、同儕回饋

等。 

3) 重視教師專業能力發展。 

本研究通過試驗教學，觀察了教師在教學行動中怎樣建構「學—教—評」教學循環的理

念，以及怎樣掌握各種回饋策略。研究小組進行了深入的個案探討，指出新理念的實踐

須建基於教師的專業自覺與能力發展。 

產品 

 

研究成果包括：(將於 2010 年 9 月出版) 

（一）專書一冊：《優化語文學習的評估：多角度思考》 

（二）《優化語文學習的評估：從文學教學出發》一套三冊：  

《優化語文學習的評估：理念與策略》 

《優化語文學習的評估：課堂實例》  

（三）錄像光盤：《優化語文學習的評估：課堂剪影》 

產品索取 

 

1) 計劃撮要、計劃詳情、總結報告及教材套己上載優質教育基金網上資源中心︰ 

http://qcrc.qef.org.hk/qef/result.phtml?mode=quick&nature_id=-1&proposal_id=2006/0081 ； 

2) 「優化語文學習的評估：從文學教學出發」中學、小學地區工作坊相關資料已上載香港

教育學院網站︰ 

http://assess.ied.edu.hk/chi/default.asp 。 

持續發展 

 

1) 《優化語文學習的評估︰多角度思考》，收錄本計劃其中一位顧問、語文教育的專家學

者，以及虐教教師的文稿，從理念到實踐等不同層次討論促進語文學習的評估。 

2) 《優化語文學習的評估︰理念與策略》︰通過試驗實例，深入分析「學—教—評」循環

中的回饋方法及成效。 

3) 《優化語文學習的評估︰實錄剪影》︰輯錄試教活動的課堂實例片段，展示實際的教學

行動和學生反應，供教師參考。 

4) 網頁設計初期讓協作教師瞭解促進學習的評估的理念，到後期則是與全港學校溝通。有

關研究成果會在互聯網上持續發放，讓計劃的成效在計劃完成後得以延續。 

5) 研究計劃通聯網方法支援教師，鼓勵更多教師按照個人教學需要，試用計劃 9 研究成

果，充分發揮研究成果的長遠效益，持續支援前線教師(截至 2010 年 7 月 5 日，網站的

瀏覽人數為 4450 人)，詳情可瀏覽︰ 

      http://assess.ied.edu.hk/chi/default.asp 。 

可推介的地方 

 

語文課程改革及持續發展，日趨重視與教學融合的促進學習的評估，研究小組延續以往回

應教改課改的研究計劃(研究小組在 2000 至 2004 年及 2006-2007 年先後進行了「課堂教學

過程的取向與策略︰語文和文學」(第一至第三學習階段)和「優化語文學習的評估：從文學

教學出發」(第四學習階段)的研究，出版了 9 本專書及 3 片錄像光盤，各項研究產品送贈學

校，獲正面評價，現在仍有本港甚至海峽兩岸的中文教師索取產品，可見研究成果的可用

性及參考價值，在加強文學教學的研究基礎上深入探討促進語文文學學習的評估策略，進

一步回應語文課程改革，以促進語文教師對教學與評估的反思，從而更新觀念，改進教學

活動。與時並進，不斷支援語文教師專業發展，以發揮課改的最大效益。 

http://qcrc.qef.org.hk/qef/result.phtml?mode=quick&nature_id=-1&proposal_id=2006/0081
http://assess.ied.edu.hk/chi/default.asp
http://assess.ied.edu.hk/chi/default.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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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建議 

 

4.1 申請基金計劃的建議 

4.1.1   由於基金資助的計劃，重心都放在提升學習效能，因此

計劃的成功必需包含學習理論、課程、教法、評估、計劃相

關的內容知識這些原素，而以往的基金計劃大多集中和專注

於某個特定範疇進行試驗，這種做法雖然有一定的好處，但

為了使試驗結果得以增值，以及持績發展，可建議申請人以

整體和綜合性的角度考慮研究和試驗計劃。 

申請人(尤其申請單位屬於學校類別)在考慮研究計劃

時，可以某個特定範疇為主要研究核心，然後帶動其他相關

範疇。如申請的基金研究是發展教材，申請人需同時將教學

法，以及配合教學，評估學生的學習效能一併考慮在內，否

則教材雖然發展了，但欠缺教法和評估，其他用者不能或不

知怎樣應用，發展的教材只變成文獻而減低了其應有的價

值。又如試驗計劃的重點在教學法，申請人可將課程規劃和

評估元素考慮在內，如教學法的改變會對其他範疇有哪些影

響？其他範疇對教學法又有哪些影響？教學法的改變會否有

動其他範疇的改變等 

若申請人難以完全具備以上所述的研究能力，建議申請

人在申請或進行計劃時，積極尋求專家或有經驗的計劃推行

者的支持，如就計劃的價值和意義給予意見，以幫助優化和

調整研究計劃，並確保計劃能順暢地展開。 

  基金可在「申請指引」內說明這種整體性和綜合性的說

明，幫助申請人在計劃時宏觀地思考。此外，也可在「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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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內加設「計劃顧問」一欄，讓申請人在設計研究時邀

請專家學者提供意見。最後，若能在「審批準則」內加入這

種「綜合性設計」的審批原則，更能促進學校從整體的角度

進行規劃研究和試驗。 

  為了方便申請者尋找專家學者作為諮詢人，為所設計的

研究計劃提供專業意見，基金可廣泛邀請大學的專家學者擔

任計劃諮詢人。基金整理一份諮詢專家名單，讓基金申請人

自行接洽，有關的諮詢費用(基金可規定諮詢費)可計入申請

的研究經費中。 

 

4.1.2   為了使超過一百萬的基計劃獲得更好結果，增加計劃的

成本效益，建議申請人在進行大型計劃時，先完成相關文獻

和回顧類似的基金計劃。這一方面可確保計劃內容不會重

複，另一方面也可以在前人計劃的成果上加以深化，為相關

課題積累成果，供學界參考。 

建議基金在「申請表格」內注明凡申請超過一百萬的資

助計劃時，需要對計劃做文獻回顧；並說明所申請的計劃是

否全新的構想？若否，新計劃與以往同類計劃有何分別？基

金可在「申請指引」中說明文獻回顧的重要性，鼓勵申請人

改良前人的研究，或全新設計，開拓更多、更闊的研究空間，

積累寶貴的經驗和成果。若從促進教育發展的角度看，基金

可將申請研究項目的特獨性加入審批的考慮條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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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至於超過二百萬的大型研究申請，其涉及的人力物力較

多，計劃的設計應是更嚴謹，以減少在研究過程中出現預想

不到的問題。因此，本研究建議申請者在正式展開計劃前，

完成試驗性的計劃(pilot study)。這可幫助申請人確保計

劃能順利進行，也可提升大型計劃的質素。 

 建議基金在「申請表格」內，注明超過二百萬的研究計

劃，需在研究過程中加入試驗性的計劃(pilot study)。其

規模可以較小；並在「申請指引」中說明完成試驗性計劃之

後，需總結研究結果，作為調整正式研究計劃的依據，甚麼

終止研究計劃。這樣做一方面可確保基金計劃的質素，另一

方面也可讓經費用得其所。此外，仍基金亦可考慮以此作為

審批準則之一。 

 為了讓研究計劃我到更好效益，建議基金容許申請人將

試驗性研究的經費納入申請的整體經費部分。 

 

4.1.4   大型計劃的價值對推動香港的語文教育應有更大貢獻，

因此，在申請經費時，應將如何把研究成果持續發展的因素

一併考慮，如將研究成果網絡化，使教師可以瀏覽下載，同

時也應不斷更新和維護。如大型計劃的申請單位為中小學，

更需要將研究成果變成學校的恆常工作，而非變成一次過的

活動。 

 建議基金在「申請要求」和「審批準則」中列明研究成

果的持續發展與應用的要求。為了讓研究成果得以分享和廣

泛應用，使基金計劃得以增值和加強影響力，可要求申請人

將研究成果以電子形式上載於申請單位的網頁上，讓其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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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可以應用；若希望深化研究成果的持續發展，可以通過申

請分享程序，即讓其他單位向研究單位申請應用研究成果手

續，並要求應用後向研究單位提供回饋，以幫助維護及改良

研究成果。 

 

4.1.5   大型計劃除了指定的計劃負責人，同時也應安排緊急應

變措施，目的是為了避免在計劃進行中，負責人因離職或其

他原因不能繼續執行工作時，仍有人負責將計劃成果持續發

展。 

 建議基金在「申請表格」中，要求申請單位除了填寫計

劃負責人之外，還需填寫若負責人在研究過程中未能繼續負

責有關工作，其後備人力的安排資料。 

 

4.2 建議申請的範疇 

本研究在總結以重基金計劃的特點時，發現大部分的研究試驗計

劃都能配合中國語文教育的發展。此外，這些基金計劃各自專注於某

個範疇，為個別範疇積累不少經驗。然而，由於發展階段不同，本研

究建議申請人在日後申請基金撥款以發展中國語文時，宜考慮下列三

個發展方向： 

 

4.2.1 建議計劃以發展「教學法」為主 

基金計劃已發展了不同類型的教學資源，如「閱讀」、「寫

作」或「說聽」的教學材料及教學計劃，為中國語文教師提供了

豐富的語文教學材料。但如何有效地運用現有的教學資源，進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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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提升學與教的成效，才是關鍵所在。因此，本研究建議日後可

多以發展「教學法」為主，以下是一些建議： 

 如何發揮學生的多樣性 

因應融合教育的推行，教師如何因應班內學生不同的學習需

要，調適現有的教學材料，令語文學習達至「一個都不會少」

的學習境界。 

 其他語文能力範疇 

由於「閱讀及寫作」能力，一直是語文能力發展及建立的重

點，因此已發展的資源十分豐富。由此，為精益求精，可進

一步發展其他的語文能力範疇的教學法，包括「說聽」、「思

維」、「語文自學」等等。 

 多元化評估方法 

宜探討不同的評估方法，讓不同能力的學生，能有機地選擇

最適合的評估方法，有效地照顧學生多樣性。 

 

4.2.2  建議計劃以發展「綜合性語文能力」教學為主 

由於各項計劃都已成功地發展學生個別的語文能力，因此，

本研究建議未來的計劃，可嘗試整合各種語文能力的發展，建議

如下： 

 課程整體規劃 

因應校本學生學習情況，透過有系統的課程處理，結合有效

的教材，有機地整合及建立「讀寫聽說」、「說聽」、「思

維」、「語文自學」、「品德情意」、「中華文化」及「文

學」能力的建立，促進中國語文課程的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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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發展學生自學能力的研究 

自學能力是教育改革的目標，而中國語文學習領域也將

「語文自學」作為重要學範疇之一。然而，在教育改革的初期，

學校教師多關注語文能力的培養，因此，不少以往的基金計劃都

以聽、說、讀、寫和思維為研究重心。至於學習材料方面，也將

文化、文學等融入其中。惟在「語文自學」這個範疇則較少學校

關注。從語文學習的角度來看，學生學習語文並非分項割裂，而

是綜合性學習，即聽說讀寫思維的同步學習。這種學習方式若能

配合自學策略，學生在學習語文就會更為有效。學生學習語文的

途徑除了來自老師之外，也能自己進行學習，這也符合了教育改

革的方向----「拓闊學習空間」。因此，基金可將語文自學作為

研究重點，鼓勵學校嘗試，以提升學生的語文能力。 

 

4.2.4 計劃以「發展教師個人專業成長」為主 

教師在教學上的專業成長，除了在教材及教學法支援外，若

能擴闊教師的教學專業領域，例如透過基金計劃，設立語文教學

交流的平台，或與非本地的學校或機構，建立聯繫，透過交流及

合作，汲取各地語文教學的經驗，並進行跨地域的語文學習課程

建構，相信更有助提升語文學習發展及成效。 

 

4.3 推廣模式 

課程發展議會(2002) 編訂《中國語文教育學習領域課程指

引（小一至中三）》，在進行中國語文課程改革的同時，亦提出

了「課程資源」的重要性，強調需要有系統地的開發、處理及儲

存相關的材料，鼓勵學校建立「網上教學資源庫」及「學習材料

庫」。此外，校本課程發展的經驗，亦是寶貴的教學資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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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課程改革亦鼓勵校方透過校際之間的交流，建立跨校的網

絡，加強教師之間的交流及互動，集思廣益，期望更有效地開發

更多、更新的教學資源。 

為進一步推動本地學校的語文教學發展，基金除了可以將研

究成果，以及成功經驗用不同的方式，如分享會、研討會發布之

外，亦可以考慮以「直接溝通」的模式將成功經驗加以推廣，如

借助建立學校網絡的形式，將本研究的總結所得及再發展的素

材，推廣至全港學校，進一步提升語文教學的質素。 

建立校園網絡的模式可以為學校提供學習平台，讓校際進行

有效而可持續的語文教學交流，提升專業發展水平。校園網絡可

由兩類學校組成－核心學校和夥伴學校。核心學校可以來自以往

的基金計劃學校，他們在語文教學發展上已有一定的成功經驗，

可與夥伴學校互相協作和互訪，讓不同學校的教師進行交流，交

換實踐語文教學的心得。在研究方面，基金可為校園網絡聘請專

家學者以研究員的身分參與工作。這一方面可以為校園網絡的工

作提供專業意見，另一方面也可透過網絡學校，收集數據，總結

和發展新的語文教學策略，為推動香港的語文教育作出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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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計劃概覽 

「優質教育基金」資助的中國語文計劃概覽 

 計劃編號 計劃名稱 學校／機構名稱 
撥款額

(HK$) 

1 1998/1676 香港高中及預科學生優

質中國文化教育計畫 

香港中文大學 – 

教育學院 

2,999,200 

2 1998/3478 中文成語齊齊學 - 成

語學習計劃 

五邑工商總會馮平

山夫人李穎璋學校 
28,200 

3 
1998/3589 現代標準漢語與粵語對

照之教學資源發展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

語言及文學系 
998,000 

4 

1998/3942 建立及設計初中中國語

文寫作教學、語文運

用、閱讀理解教材資源

庫及發展資訊科技輔助

中文科教學 

佛教何南金中學 348,500 

5 1998/4050 中文樂趣多 保良局朱正賢小學 66,300 

6 

1998/4408 「以能力訓練為編選體

系的初中中國語文實驗

教科書」的編寫與教學

實驗計劃 

香港教育學院 477,700 

7 1998/4866 中文閱讀計劃 真鐸學校 21,900 

8 1998/4942 語文新圃─從培養閱讀

報章習慣到互聯網頁文

集製作 

余振強紀念第二中

學 

109,100 

9 1999/0813 中文朗誦技巧訓練及推

廣計劃 

妙法寺劉金龍中學 24,000 

10 1999/1037 反思教學 在提高經驗

中文科教師教學能力方

面的效果計劃 

廠商會中學 80,000 

11 1999/1454 中文說話能力微格學習 明愛元朗陳震夏中

學 

100,400 

12 
1999/1618 多媒體組合提升學生中

國語文能力 

仁濟醫院陳耀星小

學 

47,600 

13 
1999/1949 中國文學教學資源網站 香港理工大學中國

語文教學中心 

1,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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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1999/2375 中國語文科高效能輔導

教學計劃 

元朗商會小學 30,000 

15 

1999/2422 第二代《現龍》中文字

詞學習系統：網上資源

建構、教師發展及教材

創作計劃 

香港大學教育學院

教育應用資訊科技

發展研究中心 

1,037,300 

16 

1999/2573 「以能力訓練為編選體

系的初中中國語文實驗

教科書」的編寫與教學

實驗計劃(第二階段) 

香港教育學院 600,000 

17 1999/2597 現實與想像 --- 開發創

意思維的寫作計劃 

香港教育學院 301,400 

18 1999/2761 小學中國語文高效能教

與學 : 快速認字、提前

閱讀和提前寫作研究和

推廣 

香港大學教育學院 394,900 

19 1999/2885 大埔區中學語文教學品

質圈計劃 

大埔區中學校長會 2,995,200 

20 1999/2986 中文閱讀計劃 佛教大雄中學 42,000 

21 2000/0761 聽說學習樂無窮 聖公會聖彼得小學

下午校 

24,910 

22 

2000/1584 「掃走沈悶，學生為本」

－－全方位中國語文科

互動網站之開發及延伸 

中華基督教會基道

中學 

346,100 

23 

2000/2180 「以能力訓練為編選體

系的初中中國語文實驗

教科書」的編寫與教學

實驗計劃(第三階段) 

香港教育學院中文

學系 

770,000 

24 2000/2248 語文樂趣此中尋 香港道教聯合會陳

呂重德紀念學校 

51,300 

25 2000/2946 兒歌童話學中文 中華基督教會蒙黃

花沃紀念小學 

70,100 

26 2000/3079 香港中小學生中文基本

能力水平及評估指標研

究 

香港大學教育學院 2,179,400 

27 2000/3089 課堂教學過程的取向與

策略：語文和文學 

香港教育學院中文

學系 

1,499,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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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2000/3248 小學中文科常用字研究 香港浸會大學語文

中心 

999,400 

29 
2001/0682 中文科課程統整─初中

文學旅程 

仁濟醫院王華湘中

學 

321,000 

30 2002/0123 初中中國語文科中華文

化教學研究及實驗計劃 

香港大學中文學院 1,500,000 

31 

2002/0221 現龍第三代教師協作交

流計劃 — 結合專題研

習、資訊科技與語文學

習、開發教師可用的教

材，成功個案經驗交流 

香港大學教育學院

語文及文學部 

1,566,700 

32 

2002/0369 構築學生自主學習的平

台 — 全是贏家的香港

小學中國語文教學 

東華三院黃士心小

學 

379,400 

33 

2002/0745 在創建教材過程中提升

教師專業發展 — 語文

教學能力 

天水圍循道衛理小

學 

171,000 

34 2003/0264 「戲劇動力」 — 中文

科戲劇教育計劃 

旅港開平商會學校 62,000 

35 2004/0249 實現學生在語文閱讀教

學中自主學習的願景 

東華三院黃士心小

學 

143,000 

36 

2004/0522 透過中常統合，建構跨

學科主題式課程 

香港九龍塘基督教

中華宣道會陳元喜

小學下午校 

116,000 

37 2004/0550 高中中國語文科中華文

化教學研究及實驗計劃 

香港大學中文學院 2,000,000 

38 2004/0591 自學能力提升 — 校本

初中中國語文科學習成

效評估﹙電子檔案的設

置﹚ 

喇沙書院 433,400 

39 

2004/0794 「小級登高峰」─ 為非

華語學童編製中國語文

課程 

伊斯蘭脫維善紀念

中學 

255,800 

40 
2004/0882 中文有效教學法校本協

作計劃 

香港大學教育學院

中文教育研究中心 

450,000 

41 2005/0039 《動感文學藝術》學童

多元智能發展計劃 

《動感文學藝術》

原創/發展協會 

379,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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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2005/0067 普及朗讀計劃 香港教育專業人員

協會 

350,000 

43 2005/0080 多元創意在夢芹—發展

資優學生多元智慧創作

計劃﹙校本資優語文課

程﹚ 

聖公會阮鄭夢芹小

學 

110,200 

44 2005/0106 傳意及表達能力提升計

劃 

仁濟醫院羅陳楚思

中學 

278,200 

45 

2005/0149 「融入香港 瞭解中國」

教學活動計劃 - 為居

港南亞及東南亞裔初中

學生學習中文基礎知

識 、普通話及中國文化

培訓教學和編寫教材活

動 

香港理工大學香港

專上學院 

247,900 

46 2005/0200 共融同享讀書樂 大角嘴天主教小學 39,700 

47 2005/0201 促進學習的評估 - 中

國語文學習歷程檔案 

香港大學教育學院

中國教育研究中心 

800,400 

48 2005/0231 中小學協作發展計劃 - 

中小學生中文寫作學習

歷程檔案之行動研究 

高主教書院 222,800 

49 2005/0309 小學生的書寫發展及一

個更具效能的批改默書

作業方法 

香港大學教育學院

言語及聽覺科學部 

490,000 

50 2005/0362 小書卷與大舞台 北角循道學校下午

校 

233,100 

51 2005/0463 創意語文教學：孕育模

式的多元應用 

香港浸會大學兒童

發展研究中心 

2,199,100 

52   2005/0474 提升學生中國語文能力

計劃(照顧學生的不同

學習需要模式) 

聖公會聖米迦勒小

學 

167,400 

53 

2005/0488 <<千字文>>高階思維

校本寫作課程 

博愛醫院歷屆總理

聯誼會梁省德學校

上午校 

28,000 

54 2005/0352 多元中文學習與評估 香港大學教育學院

中文教育研究中心 

1,650,000 

55 2005/0368 綜合趣味語文學習 聖士提反堂小學暨 3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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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稚園 

56 2005/0689 教育持分者的夥伴協作

項目;多媒體電子圖書

館及閱讀評鑑平台的研

發計劃 

商務印書館(香港)

有限公司 

3,300,000 

57 2006/0430 移動教室學語文(繽

紛‧添氛) 

梨木樹天主教小學 129,500 

58 2006/0081 優化語文學習的評估：

從文學教學出發 

香港教育學院中文

系 

1,663,100 

59 2006/0084 高小中國語文科中華文

化教學研究及實驗計劃 

香港大學中文學院 2,266,300 

60 2006/0415 「我讀故我在」閱讀再

加分計劃 

元朗信義中學 218,200 

61 2006/0420 多媒體語言學習室 -- 

超越自我、優化學習新

一代 

香港仔聖伯多祿天

主教小學 

346,000 

62 2006/0475 提升學生的讀寫能力:

讀寫結合的校本課程 

聖公會奉基小學 177,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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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研究訪問： 

 

1) 請說明受資助基金計劃的理念或理論根據？ 

- 為何採用有關理念或理論 

- 相關理念或理論的說明 

- 如何在計劃實踐相關理念或理論 

 

2) 那些是計劃的受惠對象？ 

- 個別班級 

- 全校性 

- 聯校性 

- 跨學習階段 

 

3) 請解說計劃的成果/產品？ 

- 成果/產品的介紹 

- 如何從計劃中發展 

- 使用的方法或建議 

 

4) 請分享推行計劃的成功經驗？ 

- 學生的成效 

- 教師的專業 

- 學校的發展 

 

5) 受資助計劃有否持續發展？ 

- 有否持續使用成果/產品 

- 計劃的成果/產品能否配合現時的課程 

- 會否延伸和持續發展有關計劃 


	
	計劃名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