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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旬節于良發小學 
 

優質教育基金分享會 

中文科 
 

 

楊彩霞主任 



    如何透過高動機學習的 

          六個導向模式 

               照顧個別差異 



計劃採用Epstein(1989)
的目標模式(TARGET)  



1.課業Task------學習的性質 

2.權責Authority------學習的主動權 

3.認可Recognition------學習的情意 

4.組合Grouping------學習的社群關係 

5.評估Evaluation------學習的評斷 

6.時間Time------學習的時間 



    配合“TARGET”六個度向之高動機 
             學習模式舉隅 
1.課業Task------學習的性質 
 
     功課量多－－→功課質素 
        重覆操練－－→偏重思考 
        固定答案－－→開放式問題 
        強調格式－－→多元變化   
      純學科知識－－→與生活相關  

 

 

傳統學習模式 高動機學習模式 

資料黃顯華教授、徐俊祥博士 



 
 
  2.權責Authority------學習的主動權 
 
         教師決定－－→學生參與 
         教師講授－－→師生互動 
    教師積極提問－－→學生主動發問         
         固定課堂－－→選擇自學  
 
 
 
 

資料黃顯華教授、徐俊祥博士 



 
 
 
   3.認可Recognition------學習的情意 
 
     嚴謹懲罰－－→善用讚賞 
     外在誘因－－→誘導學生自動學習 
 
 
 
 

資料黃顯華教授、徐俊祥博士 



 
 
 
  4.組合Grouping------學習的社群關係 
 
      重視競爭性－－→重視合作性 
      排名與分流－－→公平與均等 
 
 
 
 

資料黃顯華教授、徐俊祥博士 



 
 
 
   5.評估Evaluation------學習的評斷 
 
         常模參照－－→標準參照 
   依賴分數與評級－－→重視描述與探討 
       重視評核性－－→重視鼓勵性 
         限於紙筆－－→取自課堂活動 
 
 
 

資料黃顯華教授、徐俊祥博士 



 
 
 
    6.時間Time------學習的時間 
       
       固定課節－－→具延續性及彈性 
     限於正課－－→與課後配合 
       固定課時－－→延展學習時間                     
       固定科目－－→學科綜合 
 
 
 

資料黃顯華教授、徐俊祥博士 



中文科單元設計 

• 四年級單元設計 

六年級單元設計 

單元五備課記錄6-1.doc
單元五備課記錄6-1.doc
單元二 青春五味架/單元二備課記錄表.doc


照顧學生的學習差異 



照顧學生學習差異不是要把學生的
學習表現距離拉近，而是要使每一
個學生都能夠發揮自己的潛能並學
得最好。 

教師若能進一步了解學生學得好和
學得不好的原因，便能調動適當的
教學策略，也讓學生知所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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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SK 

*誘發好奇心* 

議論文---《愚公移山》討論活動 

- 引入課入 

《流行的東西都沒有藝術價值》 

議論文  - 老師激發討論 

  - 引入課文《女生真的比男生優秀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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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描寫---老師示範 

我有一個大頭顱，蓄平 

頭；圓圓的臉上，長着 

一雙小眼睛。我的臉上 

永遠掛着燦爛的笑容， 

笑聲響亮。我的個子矮 

小，身材很胖。我是一 

個藝人，香港的觀眾都 

熟悉我。 

曾志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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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寫人物---大家畫遊戲 
(分組口述人物特徵，他組來猜) 



 

自學(描述校長) 



 

根據圖片，人物形象、外貌特徵描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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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練筆 

第2組別 

第1組別 

樹木被春風吹得左搖右擺
，令葉子沙沙作響。樹穩
坐在地上，使人感到其堅
定的信念。 

春風可以給人一種舒服的
感覺。風微微吹在臉上，
有一種煥然一新的感覺。 

我站在花的旁邊，我
會嗅到香噴噴的花味
。它們有的是紅色，
有的是黃色，有的是
紫色，十分鮮艷。 

山上的人多了，
有些人在休息，
有些人在看風景
，有些人在拍照
。大家都在享受
春天春回大地的
一刻。 春天的天氣非常潮濕，可能

有些公公婆婆會滑到。大家
都想潮濕的天氣快點走吧!

快點走吧! 

      一個四人家庭用電約6430度，香
港過去10年用電量上升了25.5%，單
是家庭用電已上升了18.1%，香港已
佔全亞洲第四位，所以香港人用電是
十分嚴重的。 

     因為地球溫度不斷上升令全球變暖，出現不正常暴
雨、乾旱現象及沙漠化現象，對於生態系統、水土資源

、人類社經活動及生命安全等都會造成極大的傷害。  



寫作框架------- 

單元教學 

以讀帶寫 

1.延伸文章 

(鞏固本單
元所學) 

2.範文欣賞
(模擬寫作
框架) 

5.寫作教學 

4.小練筆 

(強化讀寫
結合) 

3.建構「語文知識」 



21 

作文 

《節約用電的方法》                      5E 何沛盈 

  我們在日常生活中已經浪費了不少電，例如在家裏沒有關掉不需要的
燈，沒有採用天然光等等。所以我們要省能消耗，減少用電量。 

  香港人的用電量很驚人，從一九九六年的4,915度增至二零零六年的
5,882度，升幅近20%，是內地人均用電量的三倍多。而且本港市民人均用
電量之高，在全亞洲排名第四，我們耗用越多電，可以留在未來使用的能
源就越少。故此，節約用電便是當務之急。 

  我們可以在不同的方面節約用電，包括家居、學校、商場等方面。 

家居方面，我們可以把空調溫度設定在約攝氏25.5度，關掉沒有用的燈。
這樣，我們就可以在家居方面節約用電了。 

  在學校方面，我們可以考慮採用較省電的電器，例如附有一級能標籤
的電器。我們也可以採用天然光來照明。這樣不但可以不用開燈，而且環
保極了。 

  我們也可以在商場方面約用電，我們可以在那裏安裝大型的玻璃窗戶，
這樣能讓陽光進入建築物內。我們要鼓勵廣告商安裝有時間調節的廣告牌，
設定在凌晨十二時後，廣告燈會自動熄滅。 

  節約用電是很重要的，如果我們不好好節約用電的話，便會對我們以
後的生活產生極大的影響，所以我們必須在日常生活中能有效地用電，不
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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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組別 

第1組別 

Authority 
*自學簿* 

資料搜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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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hority 
*自學簿* 

資料搜集 

第2組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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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組別 

Authority + Recognition  
*自學簿* 

資料搜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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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hority 
*自學簿* 

資料搜集 

第2組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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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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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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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文欣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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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ongnition學生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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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組別 

第1組別 

Recognition 
佳句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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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譽榜 

課室作品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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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組別 

第1組別 

課業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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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uping 

段意理解---《小店》小組工作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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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luation 

作文講評 
-全班批 

-面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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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監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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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組別 

第1組別 

Evaluation---學習檔案 



37 

進評題目---創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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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後測成效 

題目 學生程度 答案 

五．由於這次捕
獵黃鶯的行動，
你可以看出國王
是個怎樣的人？
試解釋。 

甲同學
(低) 

不大方的人，因為未知黃鶯做甚麼
就打死牠們，等他們不能吃。 

乙同學
(中) 

我可以看出國王是個貪心的人，因
為他不多黃鶯吃掉他的櫻桃。 

丙同學
(高) 

我可以看國王是一個很自私，因為
種物吃一點，便要捕獵他們。 

前測  考核學生分析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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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後測成效 (續) 

後測  

題目 學生程度 答案 

三．作者指出「僅僅根據
人類自身的片面認識去判
定動物的善惡益害，有時
會犯嚴重的錯誤。森林中
既需要鹿，也需要狼。人
們必須尊重動物乃至整個
生物界中的這種相互關
係」。從上述一段話，說
明美國總統羅斯福僱人獵
殺狼的做法有甚麼問題？ 

甲同學
(低) 

羅斯福這樣做法會令狼會漸漸把鹿
吃光的，然後狼就沒有別的肉了，
狼也會漸漸消失。 

乙同學
(中) 

僱人獵殺狼的做法有破壞大自然的
問題，因為沒有了狼，鹿的數量會
大大增加，然後會把植物吃清光，
所以盡管狼吃鹿，牠但維護著鹿群
的族群穩定，是因為，狼吃掉鹿可
以將鹿群的數量變得合理。 

丙同學
(高) 

獵狼的做法很有問題，因為狼在某
程度能適量地控制鹿群的數，而令
樹有時間生長，如果鹿不斷地吃，
沒有時間給他們生長，最終只會令
鹿減少。 

題目考核學生綜合文章的核心思想，然後運用自己
文字概括要點(闡述互相依靠概念)的能力 



40 

前後測成效 (續) 
前後測比較  

學生程度 前測 (答案) 後測 (答案) 

甲同學(低) 不大方的人，因為未知黃鶯
做甚麼就打死牠們，等他們
不能吃。 

羅斯福這樣做法會令狼會漸漸把
鹿吃光的，然後狼就沒有別的肉
了，狼也會漸漸消失。 

乙同學(中) 我可以看出國王是個貪心的
人，因為他不多黃鶯吃掉他
的櫻桃。 

僱人獵殺狼的做法有破壞大自然
的問題，因為沒有了狼，鹿的數
量會大大增加，然後會把植物吃
清光，所以盡管狼吃鹿，牠但維
護著鹿群的族群穩定，是因為，
狼吃掉鹿可以將鹿群的數量變得
合理。 

丙同學(高) 我可以看國王是一個很自私，
因為種物吃一點，便要捕獵
他們。 

獵狼的做法很有問題，因為狼在
某程度能適量地控制鹿群的數，
而令樹有時間生長，如果鹿不斷
地吃，沒有時間給他們生長，最
終只會令鹿減少。 



41 

Time 

小練筆讓學生有修改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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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lass 之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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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科)學生表現家長回應短片 

1854完3.mp4
3157完.mp4
短片欣賞/M2U01854.MPG


                    多謝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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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展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