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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內容大要 

一〃別讓孩子壞了語文學習的胃口 

發展背景 

單元閱讀教材設計理念 

單元組織及選材 

單元示例 

二〃語文真好玩 

輔助教材：專題研習、創意文學、童書創作 

課業設計及教學策略 

配套及氛圍 

課程成效 

 



那些年，我們一起迎接教改的日子…… 

• 2000，教育轉型 

•剛甩掉學能測驗，尌邂逅了TSA 

•開始嫌棄教科書知識主導的取向，自
編能力主導的校本課程 



2003-2009 

每年一級編寫第一套中文科校本課程 

以提升閱讀能力為主要目標 

有系統教授閱讀策略 

學生閱讀成績有顯著的進步 

課程的含量極重，功課量偏多 

學生的興趣、動機、信心都出現負面影響 

 



全球學生閱讀能力測試2011 

參與地區：45 

香港排名 

閱讀能力：1 

閱讀興趣：39 

閱讀動機：45 

閱讀信心：44 

對閱讀課堂的投入：42 

PIRLS 的當頭棒喝 

Doing  good  but  feeling  bad 



用六年青春換來的啟示 

教育最重要是讓孩子「愛」 

只有愛，才有機會學得好、繼續學 

不喜愛，即使成績好，學習也不會
持久 



別讓孩子壞了語文學習的胃口 

台灣〃謝武彰 



2012-2014趣味語文校本課程 

以兩年時間重寫六級課程 

以兼顧閱讀興趣及閱讀能力為雙目標 

有系統教授閱讀策略 

多元多趣的教材、課業、學習活動 

輔以課外氛圍活動 

 



課程目標 

 享受閱讀的樂趣 
 學會不同文類的閱讀方法 
 積累語料 
 運用語文表情達意 

 培養學習語文的熱忱 
 學會不同文類的閱讀方法 
 從閱讀中學習(自學) 
 透過文字認識世界、透視人性、

感悟人生、拓展思維 
 運用語文表情達意 



課程架構 

中文科 

課程架構 

寫作 聆聽 說話 
語文 

知識 

先縱後橫 由終至始 



多元化的教材 

專題研習 

單元 
閱讀教材 

創意文學 

童書創作 中華文化 
朗讀手冊 



圍繞生活（熟悉、感興趣、喚起關注） 

培養正面的價值觀及態度 

涵蓋縱向架構的能力 

組織重心多元化 

文類要多元化 

注意級與級之間及同級之間的螺旋推進 

單元的設定 



一年級 
單元名稱 文類 

做個快樂小一生 兒歌 

識字小能手 兒歌 

我長大了 記事 

相親相愛 故事 

動物大家庭 唐詩、童詩 

＊小螞蟻迷路了 故事、邀請卡、 
賀卡、科普 

向他們學習 記人、記事 

夏天來了 童詩、記事 

單元名稱 文類 

有趣的中國文字 兒歌 

吃喝玩樂在中秋 歌詞、故事、記物 

親親大自然 唐詩、故事 

童年小記 記事 

動物童詩樂園 童詩 

＊小烏龜失蹤了 故事、便條、科普 

一個令人欣賞的人 記人、記事 

一件意想不到的事 記事 

二年級 

 愛下結論～但往往是誤斷 
 單靠聽力，理解有限，輔以視

覺，效果較佳 
 較自我中心，未懂得與人合作 

 對世界充滿好奇，喜愛探知周圍的事物 
 愛玩、愛聽故事、愛重複 
 專注力有限，記憶力強 
 （能記憶他們不理解的事物） 
 開始判斷簡單的因果關係 

幼稚園 



三年級 
單元名稱 文類 

遇疑難有辦法 故事 

＊交友之道 記事、海報、日程 

淘氣校園 記事、新聞稿 

愛的禮物 記物、書信 

四季的腳步 童詩 

＊真正的王者 故事、書信、科普 

他們都很有性格 記人 

生活點滴 記事、日記 

單元名稱 文類 

＊朋友 記事、小說、書信 

願望 故事、記事、書信 

我會變 小說、描寫、日記 

龍 說明、成語故事 

這份愛 古詩、記事抒情、
小說 

積極人生 寓言 

香港是我家 記遊（描寫／說明） 

時間 詩歌、週記、記事 

四年級 

 學習區分事實與想像的分別 
 實物和圖片可幫助理解，實物操作

是最佳的學習方式 
 具好奇心，善於觀察，愛提出問題 
 能保持興趣及集中注意力 
 能運用簡單的邏輯思維 

 對久遠的事物感興趣 
 開始聯繫事與事之間的關係 
 有強烈的正義感 
 喜歡討論各種經歷和想法 
 期望得到肯定，愛取悅成年人 
 愛團體活動 



五年級 
單元名稱 文類 

傻瓜 記事、記人、 
新聞稿 

挑戰 議論、借物說理、
記人 

世界萬花筒 唐詩、記遊 
（描寫／說明） 

智慧 劇本、故事 

戰爭與和平 唐詩、新詩、 
日記、新聞稿 

＊冰小鴨的春天 童話 

創造 說明 

思念 抒情、宋詞 

單元名稱 文類 

無言的愛 記事、記人 

夢 議論、人物傳記 

＊減肥血淚史 電郵、日記、 
廣告、公函 

浪跡天涯 遊記散文 

溫室難成勁草 議論、古文、 
記事 

＊神秘的眼睛 推理故事 

一念之間 小說、文言故事 

不可思議 說明 

六年級 

 漸能運用抽象思維  
 喜歡查明原因與結果  
 能提高集中注意力的時限  

 需要向他們解釋抽象的辭彙及概念  
 開始質疑權威  
 能夠思考和判斷 
 自尊感強，渴望成功和得到肯定  
 重視同儕的觀感 

中學 



單元閱讀教材 

每級8個單元 

每單元約3-5篇課文 

選材原則： 

  趣味性、生活化、文學性、多元化、可教度 

 ＊名家名篇＋自家創作＋加工素材＊ 



單元閱讀教材 

單元啟動活動 

篇章教學 

單元延伸活動 

延展閱讀活動 

讀
寫
聽
說
視
結
合 

文
化
品
自
思
九
通 



單元閱讀教材 
 單元指引 

 教學計劃 

 單元啟動活動 

 課文 

 學習天地（預習、詞語表、溫馨提示、語文小視窗） 

 單元延伸活動 

 教學錦囊（主旨、段意、釋詞、每節教案） 

 單元詞語表 

 自我評估表 

 



想像與創作 
年級 單元   文類  延伸 

P.1 動物大家庭 古詩、童詩 動物謎語 

P.2 動物童詩樂園 童詩 動物詩 

P.3 四季的腳步 童詩 大自然童詩 

P.4 我會變 小說、描寫、日記 故事創作 

P.5 冰小鴨的春天 童話 童話創作 

P.6 神秘的眼睛 推理故事 故事創作 



二年級：動物童詩樂園 

單元組織重心：觀察與想像 

啟動活動：小雞和小鴨（聆聽） 
1.大白兔 
2.小貓咪 
3.蝸牛 
4.蚊子 

延伸活動：童詩練功房（寫作） 
 

單元目標：透過幾首以兒童最喜愛的動物為主題的童
詩，引導學生由欣賞到創作屬於自己的童詩。 

寫作： 
童詩創作 

說話： 
動物謎語 



六年級：神秘的眼睛 

單元組織重心：想像與創造 

啟動活動：地球的印記（聆聽） 
1.奇怪的化石 
2.第一個助手的故事 
3.第二個助手的故事 
4.第三個助手的故事 

延伸活動：第四個助手的故事 
 

單元目標：通過閱讀幾個推理故事，認識敘述故事的
手法，培養想像力和創造力，進而創作自己的故事。 

寫作： 
神秘的魔法
書 

說話： 
第四個助手
的故事 



神秘的眼睛 
佈題 

一位考古學家發掘到一塊奇
怪的小鳥化石，化石上的小
鳥眼睛竟然像活的一樣，考
古學家請三位助手分別推想
一個解說這現象的故事…… 

第一個助手的故事 

運用引領思維閱讀策略,分部
閱讀，讓學生逐步推敲。 

第二個助手的故事 

提供故事不同情節的小片段
或問題，讓學生把零碎的資

料重組為一個故事。 

第三個助手的故事 

提供故事結局，讓學生往上
推敲，創作一個故事。 



批判與評鑑 
年級 單元   文類  生活事件 

P.2 親親大自然 詩歌、故事 人類破壞大自然 

P.3 交友之道 記事、實用文 種族共融 

P.4 積極人生 寓言 面對逆境不埋怨 

P.5 傻瓜 記事、新聞稿 好人好事 

P.5 戰爭與和平 詩歌、日記、新聞稿 戰禍 

P.6 夢 議論、人物傳記 無夢人、隱閉者 

P.6 減肥血淚史 日記、電郵、廣告、公函 纖體風氣 

P.6 溫室難成勁草 議論、古文、記事 港孩現象 

P.6 一念之間 小說、古文 中國式攙扶 



五年級：戰爭與和平 

單元組織重心：批判與評鑑 

啟動活動：塗炭生靈 
1.春望 
2.涼州詞 
3.一聲槍響 
4.安妮的日記 
5.伊拉克戰爭戰地報導 
延伸活動：再見螢火蟲 

單元目標：透過古今中外有關戰爭的文學作品，讓學
生了解戰爭造成的災難，並對受害者賦予同情，明白
和平的重要，嘗試關懷世界。 

寫作： 
觀看《再見
螢火蟲》後
寫觀後感 

說話： 
反戰聯盟會
議 

五年級_單元五_戰爭與和平_教師版.doc


六年級：溫室難成勁草 

單元組織重心：批判與評鑑 

啟動活動：長不大的孩子 
1.保護，有時也是一種傷害 
2.善待挫折 
3.梅花香自苦寒來（鑿壁借
光、畫荻） 
4.第一個被取錄的人 
延伸活動：小孩不笨 

單元目標：透過不同的文章，讓學生明白遇到挫折是
必然的，人應積極地面對，將逆境視作考驗，作為鞭
策自己努力向前的推動力，並從中學習論說文的寫作
方法。 

寫作： 
跌倒的孩子
走得更穩 

說話： 
港孩心語 



六年級：減肥血淚史 

單元組織重心：批判與評鑑 

啟動活動：一封奇怪的電郵 
1.減肥日記 
2.一纖即瘦（廣告） 
3.給立法會的信 
4.正視肥胖問題 
延伸活動：健康食品廣告 

單元目標：以纖體風氣為題，編寫情境貫穿全單元，
讓學生經歷一個被纖體機構欺騙以致影響健康的過程，
深入探討纖體公司營商手法的問題，並從中學會閱讀
資訊文字及公函。 

寫作： 
給特首的
信—正視房
屋問題 

說話： 
論整容風氣 



一單元一情境 
年級 單元 文類 故事簡介 

P.1 小螞蟻迷路了 故事、科普、 
邀請卡、賀卡 

小螞蟻冬冬天生沒有嗅覺，有一次，牠為了救人和同伴失
散了，在森林迷了路，幸好得到昆蟲朋友的幫忙，才能平
安回家。 

P.2 小烏龜失蹤了 故事、科普、 
便條 

小烏龜必必是農場的新成員，也是大家的開心果。有一天，
必必失蹤了，其他動物都很擔心，但卻無法找到牠。到了
春天，必必又出現了…… 

P.3 真正的王者 故事、科普、 
書信 

獅子家族的繼承人森奇不肯學習狩獵技巧，不肯參加萬獸
之王選舉，令父親十分生氣，牠毅然離家，和小動物交朋
友，後來更以愛心成為真正的森林王者。 

P.3 交友之道 記事、海報、 
日程 

一天，小振的班上來了一個南亞裔插班生，引發了同學之
間的相處問題，後來在一次學校活動中冰釋前嫌，成為好
友。 

P.4 朋友 記事、書信 小振、小健、小聰和南亞裔同學小包是好朋友，最近小包
行蹤古怪，經常缺席，原來他正準備舉家移民…… 

P.5 冰小鴨的春天 童話 一個小男生用冰造了一隻小鴨放在冰城的天鵝石像旁，冰
鴨石鵝成了好友。冰小鴨寧願融化，也希望見到春天，石
天鵝忍著傷痛陪牠實現夢想。 

P.6 減肥血淚史 日記、電郵、 
廣告、公函 

小猷的表姐誤墮纖體公司的陷阱，花了金錢更賠上健康，
康復後寫信給立法會懇請政府正視纖體公司的營商手法。 



一單元一情境有何好處？ 

情境豐富，刺激學生追看的意慾 

培養學生閱讀較長篇幅的文字 

 

為何要自擬教材，不用故事書？ 

自擬教材可以結合該年級的文類及學習重點 



閱讀能力：故事到小說 

年級 單元    文類  閱讀策略 

P.1 相親相愛 故事(4篇) 四何 

P.2 親親大自然 故事(2篇) 六何 

P.3 遇疑難有辦法  故事(4篇) 故事圖式 
背景困難解決方法結果 

P.4 這份愛 故事(2篇) 利用故事圖式分析情節 
評鑑人物的行為 

P.5 智慧 劇本、故事 
(3篇) 

利用故事圖式分析故事結構 
（起承轉合） 

找破綻、提出新方法 

P.6 一念之間 小說(3篇) 分析角色塑造和情節佈局的關係 
改變角色改變解決方法 

改變結局 



閱讀能力：說明 

年級 單元    文類  閱讀策略 

P.1 小螞蟻迷路了 科普(1篇) 找因果 

P.2 小烏龜失蹤了 科普(1篇) 找特徵 

P.3 真正的王者 科普(1篇) 三知閱讀策略、找特徵 

P.4 龍 說明(3篇) 三知閱讀策略、比較表 
搜集資料，以說明手法作表述 

P.5 創造 說明(3篇) 說明文圖式 
分析說明手法與主題的關係 

運用說明手法，創作簡單說明文字 

P.6 不可思議 說明(3篇) 說明文圖式 
評鑑說明手法的運用 

運用說明手法，加入個人的構思 



閱讀能力：古典文學 
年級 單元    選材  閱讀策略 

P.1 動物大家庭 詠鵝、畫雞、詠螢 朗讀、繪圖 

P.2 親親大自然 春曉、秋夕 朗讀、比較並讀 

P.3 點滴情懷 清明 朗讀、比較並讀 

P.4 朋友 贈汪倫 賞詩五部曲、搜集資料 

P.4 這份愛 遊子吟 賞詩五部曲、朗讀 

P.5 世界萬花筒 望廬山瀑布 
飲湖上初晴後雨 

賞詩五部曲、聯想 

P.5 戰爭與和平 春望、涼州詞 賞詩五部曲、戲劇 

P.5 思念 水調歌頭 聯想、朗讀 

P.6 溫室難成勁草 鑿壁借光、畫荻 五步學古文、戲劇 

P.6 一念之間 疑鄰竊斧 五步學古文、戲劇 

賞詩五部曲：問詩題、問詩人、問背景、問詩意、問詩粹 

五步讀古文：查、說、誦、演、論 



口感
味道 
包裝 

營養 

http://1.bp.blogspot.com/-GAgQDs6Wsek/UISo5bjCRKI/AAAAAAAABjA/ERI-yUXWOh4/s1600/DSC01026+(1).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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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研習 
佔一個單元的學習時間（約10-12節) 

有明確的語文學習目標 

綜合運用語文的機會 

提高語文能力 

發展共通能力 

加入自學及創作元素 

有文字的輸入，有教學的過程 

以中華文化為縱軸，有獨立主題，並非閱讀教學後的延伸

任務 

安排中華文化專題研習展，讓學生展示所學，互相觀摩，

分享學習的喜悅 



專題研習 

P.1 喜氣洋洋賀新春 

P.2 好玩！好玩！ 

P.3 「字」尋樂趣 

P.4 團團圓圓 

P.5 好吃！好吃! 

P.6 舞台上下（粵劇） 

二年級專題研習_好玩好玩_教師版.docx


創意文學 

每級每年兩本文學作品（一中一西） 

以文學名著作為教材，培養學生閱讀篇幅較長的作品 

以戲劇教學法為主要教學手段 

不教語文知識，而是透過文學作品及教學活動啟發孩子

的創意及批判思維 

於學期終舉辦文學作品演繹大賽 

文學是塑造人類靈魂的有效工具。善惡美醜，是非功過，在文學裡獲得

了很好的闡釋。文學使人了解某時某地的社會現象，喚起讀者的同理、

同情，關懷人類和社會問題。文學通過真實生活的提煉，以動人的情節、

優美的文字吸引讀者，進入似曾相識又沒有經歷過的內心掙扎，從而獲

得啟發和警醒。文學是人心變得更善良，智慧獲得啟迪的工具。 



創意文學 

三年級_愛麗絲夢遊仙境_教師版.doc


創意文學 

年級 中國文學 西方文學 

P.1 中國節日故事 伊索寓言 

P.2 中國神話故事 童話故事 

P.3 中國民間故事 愛麗絲夢遊仙境 

P.4 聊齋誌異 大人國與小人國 

P.5 西遊記 湯姆歷險記 

P.6 三國演義 魯賓遜飄流記 



童書創作 

自擬繪本童書 

老師說故事（基地故事課） 

提取學習重點 

片段寫作（全班寫作小組寫作） 

個人創作 



童書創作 

二年級＿我家是動物園_教師版_彩色.pdf


單元一 單元二 創意文學 

單元三 單元四 專題研習 

單元五 單元六 童書創作 

單元七 單元八 創意文學 

上學期 

下學期 



中華文化朗讀手冊 

以中華文化為主題：中國名人小故事、中國節日

小故事、中華美德小故事、中國歷史大事 

把上述主題創作為打油詩，讓學生在午讀時間朗

讀，期望潛移默化，潤物無聲 

除打油詩外，更附故事足本，鼓勵家長伴讀 



課堂教學活動 

遊戲教學 

戲劇教育 

小組學習 

閱讀策略 

體驗活動 

基地互動故事 

…… 

趣味語文 



課業設計 

 單元工作紙 

 寶庫(P.1-2) 

 寫字練習冊(P.1) 

 學習日誌(P.3-6) 

 延伸閱讀 

 寫作課業 

 單元延伸活動 

趣味語文 



單元工作紙：鞏固及延伸 

 情境式擬題 

 詞語運用及語基練習 

 每單元最少２篇閱讀理解(問題包含提問六層次) 

 每單元一個單元複習 

 每單元最少一次聆聽／視訊 

 





寫字練習冊（P.1 ) 

鞏固筆順及字形架構 

 

一年級第一學段寫字練習冊.doc


寶庫（P.1-2） 

按主題搜集詞彙，積累語料 

 

默書 

一年級寶庫.doc


學習日誌（P.3-6） 

預習、摘要、試練、積累、應用、延展 



寫作課業：綜合應用 

 設定各級寫作能力架構 

 P.1-2寫作課業（上下學期各１本） 

 P.3-6寫作工作紙（全年12篇) 

 設計寫作教案 

 

一年級上學期寫作課業_教師版.docx


單元延伸活動：應用單元所學 

 我的名片 

 自製繪本 

 自製字典 

 詞語接龍吊飾 

 製作海報 

 製作班報 

 新聞報導 

 寫謎語 

 …… 



配套措施 

電子自學平台 

延展閱讀計劃 

全方位學習活動 

家長教育 



電子自學平台 
內容包括：閱讀理解、語基練習、課文朗讀（粵

普）、網上默書 

每級每單元均有配套練習 

每單元教學後，老師安排學生進行 

自動分析學生表現，老師適時跟進 

 



延伸閱讀計劃 
每級每單元均有延展閱讀圖書 

存放於每個課室內 

每單元教學後，由老師推介，亦安排學生借閱 

老師帶學生到圖書館推介指定圖書，學生自由借閱 



全方位學習活動 

趣味語文大挑戰 

實景寫作 

書法比賽 

作文比賽 

廣播劇比賽 

話劇比賽 

講故事比賽 

中秋派對 

謎題遊蹤 

農曆新年主題活動 

中華文化專題展 

中華文化狀元紅 

文學作品演繹大賽 

 



家長教育 
家長工作坊(P.1) 

溫習錦囊 

家長觀課 



教師專業發展 
教師工作坊 

交流課 

共同備課（每單元） 

同儕觀課（每單元） 



課程評估 

課程顧問 

問卷調查（學生、家長、教師） 

訪談（學生、家長） 

教師會議 

觀課 

檢視學生課業 

分析校內考及公開試 



計劃成效 

從課堂臉貌觀察： 

學生投入課堂活動，積極參與 

上課的動機和興趣有明顯的提升 

老師投入課堂，對教學有要求 

學生敢於表達 

課堂上經常充滿笑聲（老師和學生） 



計劃成效 

從課業及評估結果分析： 

學生樂於嘗試進行不同形式的課業 

學生覺得自己有能力完成功課 

對於不同層次的問題都有不錯的表現 

考試合格率高 



計劃成效 

從老師專業發展分析： 

老師對課程的了解度提高 

老師對課程的擁有感強 

老師樂於嘗試不同的教學法 

專業對話增加，老師經常分享課堂點滴 



計劃成效 

對中文科的影響： 

老師對科的歸屬感提高了 

科任的合作緊密了 

科的凝聚力加強了 

共同目標 



TSA成績點先？ 

都幾深喎，得唔得架？ 



平衡〃取捨 
 不要為玩而玩，要從「玩」達致「學」的目的 

 淺入深出，玩入學出 

 有興趣更易於培養能力～績效與趣味同行 

 校長夠勇？抑或夠傻？只是因為他相信他相信的，他更相

信他看到的、感受到的，我們要做的是讓他相信 

 TSA？不用擔心。 

 只要見到學生學得開心學得好，同事尌會配合，他們的付

出會超乎你的想像 

 時間永遠不夠，一切只在乎取捨 

 相信孩子可以做到，他們尌有機會做得到，切忌未試過尌

假設他們做不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