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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總結報告 計劃編號2016/02.72

甲部

計畫II名稱:古典文學與文佔課程

機構/學校名稱:五皂鄒振散學校

計劃進行時間:由型設立至8旦旦旦

乙部

填寫此部份報告藹，請先詳閱讀「優質教育基金計劃總結報告填寫指至/_j 0 

謗另頁(A4紙)書寫，就以下項目作出總結報告:
1. 達成目標
2 計剖對學習成效、專業發展及學校發展的影響
3 自我評鑑計割的成本效益，需清楚列出有關指標及衡量準則
4 成品及推廣模式，及外間對那些推廣活動的反應
5. 活動一覽表
6. 計創實施時所遇到的困難及解決方法

計費j負責人姓名: 受款人姓名*

簽名: 簽名:

日期: 15-10-2018 日期: 15-10- 2018 

*言十劃總結報告須經「網上計劃管理系統」提交。一經提交，報告將被視為已經由校監/機構主

管或代表機構簽署優質教育基金攘款協主義害的人士確認 。



1.能否達成目標

評鑑是否已達致計劃書內列明的各項目標時，須包括以下項目f有111妥7/sf月Ttk-本身7件丹表-tIJ
格式，或以簡短段落形式書寫:

說明目標 與目標相關
達標程度

達到目標 未能達到目標
的活動 的證據或指標 的理由

設計一套小學適用的 編寫課程 全部達到 已完成的教材
古典文學課程 (見4.1成品說明)
提升學生學習古典文 同儕觀課 達到80% 學生問卷調查結果
學的興趣及閱請能力 交流課 (見附件一)

問卷調杏
傳揚優秀的傳統中華 同儕觀課 達到的% 教師問卷調查結果
文化，培養正確的價值 問卷調查 (見附件二)
觀及品德情操
提升教師設計及教授 共同備課 達到80% 教師問卷調查結果
古典文學的能力 同儕觀課 (見附件二)

交流課 交流課問卷調查
問卷調杏 (見附件=)

2.計創影響
2.1計剖對學生學習的影響

古典文學一直是學生的學習難點，不少學生升中後都因為古詩古文而打擊了語文學習的興趣
和效能，為了更好地裝備學生，本計翻在小學發展有系統而具趣味的古典文學及文化課程，
對提升學生學習動機與效能有重要影響。 本計翻在選材、版面設計、教學法運用等各方面，
均花盡心思，務求令學生喜愛古典文學課，掌握閱讀古典文學的策略，更能明白每篇教材背
後的文化意涵和品德情意。 從試教的課堂及問卷調查結果所見，本計劃已取得令人鼓舞的結
果，大部分學生在古文課堂上都表現投入而高動機，並能運用策略解簣，更能把古訓應用在
生活事件或用以評論現今的社會現象，同一結果在問卷調查結果中可以引證。 本年度每級只
是試教了部分教材，相信在正式實施時，可以更有系統地培養學生學習古典文學的興趣和能
力。

2.2計到對教師專業發展的影響
本計創除了編寫課程和設計教學策略之外，另一項重要任務是進行教師專業發展。 對於課程
設計者而言，自行編寫課程和教案，對課程的7解，會更深人、更適透，擁有廠更強;此外，
本課程是針對學生需要而設計的課程，教師在設計時，必須對學生的學習能力、需要和困難
有深入的分析，才可以有度身的設計，所以，教師對於學習內容的鋪排、重點和難點的拿捏
都會較準確，這個過程對於提升教師的專業能力極有神益。 而對於課程的使用者而吉，我們
會舉辦校內教師工作坊，並透過共同備謀和同儕觀課，交流課程的設計理念及教學策略的運
用。 從教師問卷調查結果顯示，教師都認為自己在古典文學的教學能力有所提升，而參與的
老師都有進行公開諜，讓其他學校的語文老師觀課及點評，從公開課問卷調查結果中，可以
見到參加者對本校老師在古典文學的教學表現都表示欣賞，可見他們都已大致掌握筒中技
巧，日後他們亦可以作為校內推動古文教學的種籽老師。

2 



2. 3計劃對學校發展的影響
編寫古典文學及文化課程，在過程中，每位成員都努力向著同一目標前進，加強了科的凝聚
力和團隊精神。對於其他科來說，起了先導的作用，更可以作為學習的楷模。而在學校的層
面而盲，擁有一套屬於學校的古典文學及文仕課程，亦提升7學校的學術形象，透過業界的
分享會把課程介紹給其他同工，在業界起了帶領和刺激的作用，引發有心的同工也為自己的
學生多做一點課程設計的工作。而在發展過程中，我們更獲不同的大專院校、友校等的邀請，
進行分享及專業發展的活動，藉交流和協作促進彼此的成長。 日後，更可以加強和區內中學
的聯繫，互相交流在古文教學方面的心得，以加強中小銜接 。

3.自我評鑑計劃成本效益
3.1預算核對衰

預算項目
(線接協議書如表11)

職員薪酬

一般開支

核准預算 實際支出
(甲) (乙)

$ 336，420 $ 352，69 8.75 

$ 75，080 $ 74，000.12 

3.2 資源的運用(例如器材、申請學校/參與學校的人力資源等)

變更
[(乙)-(甲)] / (甲)

+/一%

5 %  

-0.01 % 

本計劉申請的撥款主要運用於聘請合約代課教師及文書助理，以 騰空參與課程設計的教師的
工作量，這是必須而極為重要的資源，如果沒有抽空課擔，騰出空間，以現時香港教師的工
作量，實在應付不了沉重的課程設計的工作。其次，我們亦申請了撥款購買教師參考書籍，
我們購買的書籍以古典文學及中華文他為主，對於選取材料十分有用;此外，我們為每班學
生購買了有關中華文化的圖書，以作為教學的延展續物，進一步強他中華文忱的傳承。

3.3按直接受惠人士數目計算的單位成本
$426， 698. 87 ..;- 6 49 人= $ 657.5 

3. 4 計劃所建構的學習課程及資料的延續性
現時，這套古典文學及文他課程已成為了本校語文科的特色課程之一，學校也視之為寶 貴的
資產，發展了的校本教材必定會持續運用，更會不斷因應學生的需要而調整和更新。

3.5當其他學校重做計劃時，不須另外注資的開支項目(包括計劃的開辦成本、備用成品等)
如上所述，本計劃的主要開支是聘請合約代課教師及文書助理，以騰空參與課程設計的教師
的工作量，若有其他學校希望開發自己的校本課程，從而發展教師的專業能力的話，這方面
的開支是不可或缺的。

3 . 6 以較低成本達致相同效益的其他辦法
同上，沒有較低成本而能達致相同效益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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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可推介的成果及推廣模式

4.1成品說明(例如種類、名稱、數量等)
本計劃完成的成品如下:

4.1.1 一至六年級之課程架構
4.1.2 一至六年級教材，每級12 課
4 .1 .3 一至六年級教案，每級12 課

的評鑑成品的質素及推廣價值
本計畫會透過觀課及問卷收集老師和學生的意見，並作擅自寺的修正及優化。對黨界而吉，本
計劃起了示範的作用，證明小學更可以有系統地教授古典文學，而由小學開始對學生升中後
的學習會更有神益，極具推廣價值。

4.3 己舉辦的推廣活動(請列出日期、模式等)，以及參加者/受眾對活動的反應。
4.3.2 全港性公開課覽分享會
日期: 16 /5 /20 18 
時間: 9:00 am-12 :30 pm 
出席人數; 12 8人(包括教育局、大專院校、中學、小學及幼稚圓同工)
評價:詳見附件(三)

4.4 有關由優質教育基金加以推廣的成品的價值及其可行性，以及建議的推廣模式。
計劃可以透過分享會、交流課等形式，向黨界推廣;此外，本校亦歡迎優質教育基金亦可把
已發展的教材出版發售，以讓有興趣的同工可以購買作參考之用。

4 .5計劃的成功因素/經驗，以及延續計劃的可行性。
本計劃成功的因素如下:
4.5 . 1富經驗的課程領導，令計劃具規劃性。

本計割的統籌為一位極富課程發展經驗的副校長，在其帶領下，先規劃梨構，再編寫教
材和設計教學，課程結構嚴密，發展井然有序。

4.5.2 課展經驗和課程顧問，少走了冤枉路。
由於本校在課程發展15面已累積了十多年的經驗，不少教師均曾參與課展的工作，在選
材、撰文、設計等各方面都不是新嘗試，所以在過程中，少走了不少冤枉路。

4.5.3 語文科向有戲劇教育的經驗，在策略運用方面得心應手。
計劃統籌在語文教學法，特別是戲劇教學方面尤 有心得，故 能把戲劇揉合到古典文學的
教學中;而本校一直運用的校本課程也是以戲劇為主要策略之-，校內老師都已掌握了
戲劇教學手法，故 在推展時成效更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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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活動一覽表

活動，性質

共同備課

同儕觀課及課後交流

校內分享會

公開課及分享會

古文教材

，通
G 

古文公開課

概略說明 參加人數

本校教師
其他

(請註明)
12次 7 

24次 lS 
7/2018 全校教師約的人

16乃/2018 lS 友校老師約130人

五年級: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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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困難及解決方法
6.1時間緊迫

本計劃規模不小，一年時間編寫一至六年級的課程，對於本身己肩負教學負擔的教師來說，
無疑是百上加斤的重擔，尤幸基金撥款聘請7代課教師，可以稍為舒緩工作壓 力。

6.2沒有參與設計的老師對課程不了解
對於沒有參與課程設計的老師來說3單靠閱讀教材和教案，可能未必能通透了 解課程的精髓，
故此，計劉統籌親自帶領備課會議，解說課程設計的理念，並透過示範謀及觀課，欒科任老
師對課程有較深入的了解，並更能掌握教材和教學法的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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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學生問卷調查結果
整體

項目 十分同意 同意 不同意 極不同意
1. 我喜歡古典文學課堂 24.5% 75.5% 0% 。%
2. 我喜歡擴古詩 26% 7 4 %  。% 。%

3 我喜歡讚成語故事(P.1-3) 65.5% 3 4 .5 %  。% 0% 
4. 我不怕讀文盲文σ.5-6) 1 1 . 4 %  8 8.6% 0% 。%

5. 我學會了一位讀文盲文的方法(p.5個6) 43.2% 56. 8% 0% 。%

6. 我喜歡認識中國文字的由來 28. 8% 71.2% 0% 。%

7. 我從古詩/古文/故事中明白了一些做人的道
理 27.7% 72.3 % 。% 。%

8 從古典文學課堂中學到的道理對我的生活有
幫助 30. 4% 69.6% 0% 。%

一一-一 」

呵，，Aanr

 

項目 十分同意 同意 不同意 極不同意
1. 我喜歡古典文學課堂 76.9% 23.1 %  0% 0% 

2. 我喜歡潰古詩 73.1% 26.9% 0% 0% 

3. 我喜歡讀成語故事σ 1-3) 8 4.6% 15. 4 %  。% 0% 

4. 我喜歡認識中國文字的由來 65. 4 %  34.6% 。% 0% 
5. 我從古詩/古文/故事中明白了一些做人的道

理 76.9% 23.1% 0% 0% 
6. 從古典文學課堂中學到的道理對我的生活有

幫助 65. 4 %  34.6% 。% 0% 
P.2 

項目 十分同意 同意 不同意 極不同意
1. 我喜歡古典文學課堂 5 0% 5 0% 。% 0% 
2. 我喜歡讀古詩 4 0.9% 59.1% 0% 0% 
3. 我喜歡讀成語故事(p.1-3) 63.6% 36 . 4% 。% 。%
4. 我喜歡認識中國文字的由來 5 0% 5 0% 0% 0% 
5. 我從古詩/古文/故事中明白了一些做人的道

理 4 0.9% 59.1% 0% 0% 
6. 從古典文學課堂中學到的道理對我的生活

有幫助 36. 4 %  63.6% 。% 。%
P.3 

項目 十分同意 同意 不同意 極不同意
1. 我喜歡古典文學課堂 11.1% 8 8.9% 0% 0% 
2. 我喜歡讚古詩 1 4. 8% 85.2% 。% 0% I 
3 我喜歡讀成語故事(p.1-3) 4 8.2% 5 1. 8% 0% 。%
4. 我喜歡認織中國文字的由來 1 8. 4% 8 1. 6% 0% 0% I 
5. 我從古詩/古文/故事中明白了一些做人的道

理 1 8. 4 % 81. 6% 0% 0% 
6 從古典文學課堂中學到的道理對我的生活

有幫助 1 4. 8% 85.2%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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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4 

項目 十分同意 同意 不同意 極不同意
1. 我喜歡古典文學課堂 4.6% 95.4% 0% 0% 
2. 我喜歡鑽古詩 4.6% 95.4% 。% 。%
3. 我喜歡認識中國文字的由來 9.1% 90.9% 。% 。%
4 我從古詩/古文/故事中明白了一些做人的道

理 4.6% 95.4% 0% 0% 
5 從古典文學課堂中學到的道理對我的生活

有幫助 13.6% 86.4% 0% 0% 

P.5 

項目 十分同意 同意 不同意 極不同意
1 . 我喜歡古典文學課堂 。% 100% 。% 0% 
2 . 我喜歡讀古詩 0% l∞% 0% 0% 
3 我不怕說文盲文σ.5-6) 。% 100% 0% 。%
4. 我學會了一些讀文吉文的方法(p .5-6) 0% 100% 0% 0% 
5. 我喜歡認識中國文字的由來 25% 75% 。% 。%

6. 我從古詩/古文/故事中明白了一些做人的道
理 20. 8% 79. 2% 0% 0% 

7 從古典文學課堂中學到的道理對我的生活
有幫助 29.2% 70.8% 0% 0% 

P.6 
項目 十分同意 同意 不同意 極不同意

1. 我喜歡古典文學課堂 4.6% 95.4% 。% 0% I 
2. 我不怕鑽文言文σ.5-6) 22.7% 77.3% 。% 0% 

3. 我學會了一定b語文吉文的方法σ.5-6) 86.4% 13. 6% 。% 。%

4 我喜歡認戰中國文字的由來 4.6% 95.4% 0% 。%

5 我從古詩/古文/故事中明白了一些做人的道
理 4.6% 95.4% 。% 0% 

6. 從古典文學課堂中學到的道理對我的生活
有幫助 22.7% 77. 3%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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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教師問卷調查結果

項目 十分同意 同意 不同意

1. 我的學生喜歡古典文學課堂 16.7% 83.3% 。%
2. 課程令學生學會閱讀古典文學的方法 83.3% 16.7% 0% 
3 課程令學生認識中華文他知識 100% 。% 。%

4. 課程令學生從古詩/古文/故事中明白道理 100% 。% 。%

5. 從古典文學課堂中學到的道理對學生的生
活有幫助 100% 0% 。%

6. 我教授古典文學的教學能力有所提升 66.7% 33.3% 。%

意見:
教材精笑，且課程中的教學策略多冗化，能有效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和興趣!
能教授實用的閱讀古文的策略，學生掌握後能減少對古文的恐懼。
以古論今的設計，能拉近古文和學生現今生活的距離。

附件(三)公開課暨分享會教師問卷調查結果

第一節觀課
項自

一年級
1. 教學目標明確
2 課堂活動有助學生掌握學習重點
3 學生對課堂感興趣

二年級
l教學目標明確
2.課堂活動有助學生掌握學習重點
3 學生對課堂感興趣

一年級

1 .教學目標明確
2 .課堂活動有助學生掌控學習重點
3. 學生對課堂戚興趣

四年級
l教學目 標明確
2. 課堂活動有助學生掌握學習重點
3 學生對課堂戚興趣

9 

十分
同意

92% 
85 % 
92% 

70% 
90% 
70% 

91% 
73% 
55 % 

8 4% 
70% 
56% 

同意 不
同意

8% 。%
15% 。%
8% 。%

30% 0% 
10% 0% 
30% 0% 

9% 。%
27% 0% 
45% 。%

16% 0% 
30% 。%
44% 。%

極不同意
。% 1
。%
。%
。%

。%
。%

極不
同意

0% 
0% 
0% 

。%
0% 
。%

0% 
。%
。%

0% 
0% 
。%



五年級
l教學目標明確
2.課堂活動有助學生掌撞學習重點
3 學生對課堂感興趣

項目

第一節觀課:六年級
4 教學目 標明確
5.課堂活動有助學生掌握學習重點
6. 學生對課堂感興趣
整體意見:

7 .加深我對古典文學教學的認識
8 對我日後教授古典文學有所做發

其他意見:
第一節觀課(P.1-5 古詩)
三年級觀課
﹒ 新人教中文教態認真投人，P3那節課

A)教師能初步運用單音節/雙音節詞去解文，
B)能以時間線去顯示作者的心理變化。

75% 
75% 
67% 

十分
同意

89% 
92% 
8 6% 

7 8% 
8 1% 

25% 。% 。%
25% 。% 0% 
33% 0% 0% 

同意 不 極不
同意 同意

11% 。% 0% 
8% 0% 0% 
14% 。% 0% 

22% 。% 0% 
19% 0% 0% 

﹒ 老師角色代人的教學設計非常好，還有母子對話不錯，令同學可以發揮想像，可多朗續
體驗詩歌的美

﹒ 脈絡清晰(一，二節也是〉
﹒ 欣賞老師的信心和預備，但須注意懶音並在回應學生時注意正面(f唔好講上一諜的詞語，

要唱先講J)可改為「欣賞你的嘗試，但不是最準確，可再想一想嗎? J或老師可多加提
示，另外需照顧全班學生的投人和反應

• 3 A  老師用多元化活動，如答閩、自行反思、小組活動等引發學生多作思考和理解，並
戚受母親的愛，而且結合了學生自身的個人經驗及感受。

四年級觀課
﹒ 教學活動豐富緊湊，建議用兩個教節較適合，給學生多一點時間討論、互動，給被動的學

生也有機會分享發盲。
﹒ 欣賞教學設計，古今結合3老師雖然 新人行，但十分有自信，能引發學生學習興趣，時間

控制得剛剛好。
﹒ 老師做得好!
﹒ 教師教態很棒，但可增加學生之間的互動
﹒ 老師與學生交流清晰，親切友善
﹒ 可增強學生之間的互動，小組活動及彼此商討作家的寫作心情
﹒ 欣賞老師利用流行曲" 夕陽無限好" 讓學生欣賞其他創作，如能把最後兩句放大，把焦點

更集中

﹒ -堂師雖是首年為師，但表現不俗，假以時日，會是一個優秀的中文老師。

﹒ 課堂以一些言語，經典語句作結，寓意更深，情意更重，值得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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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級觀課
• 本人覺得在分析最後一句時可和作者(杜牧) 的性格和心態結合。
﹒ 教師擅用教具及材料豐富課堂，師生關係融洽，課堂活動極佳。
﹒ :老師聲線運用恰到好處，課堂無悶場。
﹒ 最美好的事古典文學能j趣味學習，學生收穫豐富。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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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觀課(P.6 文盲文)
六年級觀課
﹒ 增填法非常有系統且有效，學生能掌握方法。
﹒ 得益良多!
﹒ 很舒服、實在的中文課堂;
﹒ 教學細節安排精心;
﹒ 能古今結合，深入淺出;
﹒ 副校長是一位令人敬佩的先行者!甘lanks!
﹒ 「增Jr推J r換」新的敢發
﹒ 上課氣氛融洽，一點也不沉悶
• �副校能

﹒ 具體授閱讀文盲文的幾個法寶:
〉 增<單音節詞->雙音節詞>
〉 換<古代詞彙>
〉 推<一字多義>

﹒ 用顏色<紅、藍>提示學生用法寶
﹒ 生生互動<二人討論、定格表情>學生表現投人
欣賞配詞，聯想意思，亦有板書
讓小朋友很快掌握解讀文盲文的方法
定格設計很生動
利用定格戲劇元素有敢發!文言的增換法耳目 一新，可避免只看詮釋，脈絡清晰，有助層
層搭建對文吉、古詩的了解，知識趣味兼備
前段節奏可縮短，以預留時間加強末段深化
教授文吉文兩個拆解特點，讓學生在下一篇文吉文能應用。
欣賞老師教授的拆解法能幫助學生。謝謝為我們帶來公開諜。
老師用了真實的生活個案引發學生的學習興趣，最後用自己學煮菜來給學生明白做事要懂
得靈活變通的道理，教千等很成功。文言文教學確實困難，但 副校能生動地演繹，帶領學
生學習古文，令沉悶的古文變得有趣，十分欣賞。
教師教態很棒，第二節做得非常好。
第二節觀課:好極了!

副校的教學流暢，講辭清晰，使我有很大得著
利用小點子:增，換，推的方法引領學生去推敲文盲文，對他們日後掌握學習文言文方法
很有幫助
加人戲劇教學，如心底話、定格、攘他們更易7解人物的想法的心情
以寓意作結，令學生把古文帶出的道理運用到現代生活中
第二節觀課:非常有效的教學方法
由字解意，會意再說理
有效的方法->會用到日後的教學上

•

•

•

•

 

•

•

•

•

 

•

•

•

•

•

 



第二節教授層 層 推進，做得非常好!
今天能到貴校觀諜，真的獲益不少。實際的方法給學生，真的能幫助學生解頡文吉文。
副校長功力深厚，教學循序漸進，學生能掌握整個課堂教學流程。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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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意見
﹒ 戚恩學校、老師開放課堂，為出席同工提供了示範與楷模。不少學校相信也有教授古典文

學經驗，但 貴校今天的演繹'相信為同工帶來更多新點子。至少本人會在增、推、換三
方面引人自己學校，亦會考慮在初小引人更多古典文學教學。
一百萬個用心，一百萬個廠恩
欣賞老師運用不同的策略施教
建議多點時間接學生思考，生生互動，討論再分享
衷心謝謝貴校的示範諜，讓我有反思的機會，謝謝!
能成功建立優秀的教師專業發展文化，課堂有效拉近學生與作品的距離，切人生活化，情
味濃厚而引發思考
課堂精彩，學生投入，好課! 好課!戚謝老師的準備及分享
提供的方法實在令本人得益不少
令學生在古詩古文提升興趣
看得出老師很用心準備
欣賞 貴校認真設計課程
看到副校和老師利用「定格」和「思路追蹤」教古詩，用得很精彩!

•

•

•

•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