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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中學中國語文學習單元設計示例》評議1 
 
壹、引言  

2001年 6月香港教育署中文組頒發了《中學中國語文學習單元設計示例》(以下簡
稱「示例」)。「示例」提供了單元架構和 7 個單元設計示例(以下簡稱「單元設計」)。
它是在 1999/2000 學年，由 13 所中學根據教育署提供的「試行課程──共同發展學習
材料」計畫而編訂的，用以協助學校實施《中國語文課程指引(初中及高中)》(2001)。
由此可知，這些設計經過驗証，具有一定的典範性，因而由教育署提供給老師參考。不
過，研究者初步考察這些單元設計，發現有些地方還值得商榷。 
本文試從語文單元教學和學習心理的理論，來評議「示例」中的「單元設計」。透過評
議，讓老師掌握單元教學設計的理論依據和原則。同時，教師在參考這些設計時，能知
所選擇，建構自己的語文校本課程，設計科學的單元教學。 
 
貳、評議理據  
(略) 
 
參、評議  
上文是從系統論的角度論証單元教學的精神，並以此作為評論「示例」的依據。根

據單元教學的精神，「示例」中的「單元設計」出現以下的一些問題： 
 
一、單元規劃欠理據 
中一至中三級學習單元架構示例中(1 頁)，單元橫的聯繫方面，只有認知心理發展

一項，未及考慮上能力發展的序列規劃。因此，學習不能即時鞏固，也難發揮倒螺旋上
升課程設計的效用。 
單元縱的銜接方面，這九個單元勉強可分為：單元 1屬於閱讀的其中一種能力。單

元 2-6屬於寫作的能力，但不全面。單元 7是情意的；單元 8是專題研習，而內容是思
維能力訓練，單元的目標與內容不符。單元 9雖是文學欣賞，但都是形式的內容。文學
欣賞有哪些能力？就是要訓練這些能力，不是學甚麼文體的文章，文體只是一種載體而
已。根據這個結構的內容，我們要問為何沒有文化、思維、品德情意所組成的單元？根
據單元的精神，各單元之間如何銜接？單元間有交叉，也有重複，我也很難看出它們之
間的邏輯關係。 
中二級學習單元一「建立基礎(一)──美感的培養」(55-59頁)，第 6-7節學習重點

「聽不同類型的話(聆聽描寫性和抒情性的話語)、發音表達──語調(正確運用表達意
思，如輕重、升降⋯⋯)」，在單元規劃上，可以做得好一點。例如，這個單元的學習目
標是「感受文的形式和內容美」，在形式美方面，其中的一些元素包括節奏、韻律，聽
說的學習重點如能扣著這些元素來進行，自然事半功倍了。中二級學習單元九「文學欣
賞──詩歌」(61-65 頁)為甚麼這個單元只有閱讀範疇、語文基礎知識，而沒有聽說、
寫作的的範疇。這樣的規劃是否有點隨意。 
 
二、教學重點太多 

                                                 
1 本文曾在「黃翠�k等編(2002)：《語文教學》(雙月刊)，香港，培生教育出版，第參期，10-15頁」

刊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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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中一級學習單元三(13-18 頁)，18 節課的學習目標為「掌握敘述、說明事物的
立意和選材方法」。內容包括：閱讀範疇，掌握分析重點詞、主題句及概括段意等方法，
概括篇章的主題思想。寫作範疇，審定題旨──審定題旨及中心思想 (確定讀者、題意，
確立中心、主題)；佈局謀篇──選材，剪裁；說明(掌握說明方法，如定義)；實用寫作
(通告)。聆聽範疇：聽出主題。語文基礎知識：文章──體裁(認識記敘文和說明文的特
點)。讀寫聽的訓練點和知識點太多了，好像一下子就要把所有有關的能力訓練點都放
在這 18個課時學好；同時，這些教學內容的安排是否科學，也是值得商榷的。這樣的
教學會有成效嗎？師生能吃得消嗎？ 
在第 6-7節四個教學步驟中(16頁)，其中一項為「分析作者通過哪些典型的材料表

現人物的思想性格，藉以說明如何根據主題的需要，對材料進行篩選、擇取，選材要能
夠突出主題、典型、準確，材料要新穎」；第 8-9 節兩個教學步驟中(16 頁)，其中一項
為「導讀魏巍《我的老師》，引導學生掌握剪裁能力，對材料作取捨、主次、詳略的安
排，突出主題思想」。其他還有不少重點如「認識記敘文的特點(清楚交代時、地、人、
事)、佈局謀篇──選材」及「認識說明文的特點(抓住事物的特徵進行說明)、認識說明
文的特點(重視語言的準確性)」等，師生能在「示例」規定的短短的 4節課中達到這麼
多的教學目標嗎？上述的能力都在這個單元學了的話，下一單元，或者將來的單元如何
設計，才能做到上下銜接？學生如何能就這個單元所學的能力，在以後的單元學習中運
用出來。這些能力在用的過程中鞏固、強化所學，使學生產生內在的學習動機和興趣？
如沒有處理好這個倒螺旋上升的課程結構，往後的單元面對這些能力問題，如果又從零
開始，或重複上述所學，那麼這些設計就違反了單元教學的精神了。 
再以中一級學習單元九(49-53頁)「文學欣賞──散文」為例。該單元共規定 13節

課，其中用 4節課做評估，用 9節課來「提高欣賞散文的能力」。學習重點包括「閱讀
範疇：理解詞語(辨析常用文言詞匯，如虛詞的意義及用法)；理解作者的思想感情」；「語
文基礎知識：文學──體裁(認識散文的特點：以小見大、形散神不散、語言精煉優美、
情景交融)；修辭──辭格修辭(認識常見修辭格，如反復、對比、排比和層遞的特點)；
古漢語──詞匯(認識散文的特點)」。內容雖說全面，但學習重點太多，教學只能是蜻
蜓點水式，在鞏固方面上必然有所不足。其實，根據科學地組織單元的理據，上述學習
重點，如理解能力部份，相信在前面一些單元已學了，這個單元拿來用，不是在這裏學。
同時，每單元的訓練點不必貪多，只要安排有序，做到上下銜接，左右聯繫，便能發揮
一加一大於二的教學功能。 

 
三、能力元素不清 
例如中一級學習單元七「學習方法和習慣──訂立目標」 (27-35頁)，學習目標為

「掌握有效的學習方法，培養良好的學習習慣，訂立明確的學習目標」。根據教學步驟
的內容，在「示例」中難以找到「訂立學習方法和習慣的目標」的能力元素。在教學過
程中安排的「播放錄像《尋找他鄉的故事──布拉格篇》的片段」，在「構思和備註」
上要求「教師可選取其勵志的故事，以帶出訂立目標的重要」；「自讀：《論學》、《為學》、
《我的自修生活等》等篇章，訂立學習目標」；鞏固學習目標中規定的「介紹學生課後
閱讀《知識改變命運》等書籍，以別人為榜樣」。在構思和備註上列出的「透過認識別
人成長經歷的故事及求學的方法，協助同學訂立目標」，這些都是品德、情意的教育，
不是語文能力訓練的問題。以情意來組織單元，是否符合「課程指引」所說「以學生能
力為主導」的課程取向？ 
根據語文科的性質及能力訓練的取向，這些單元教學目標是先訂立能力訓練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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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內容，然後才是學習有關選文內容中做人與為學等「道」的情意思想。這樣，如果要
「掌握有效的學習方法，培養良好的學習習慣，訂立明確的學習目標」就要弄清它們的
子能力目標是甚麼？例如，培養良好的寫作習慣可包括：動筆前的習慣、行文中的習慣、
成文後的習慣，勤奮寫作的習慣等。動筆前的習慣又可分為收集寫作素材的習慣、善於
觀察的習慣等。又如，培養良好的閱讀習慣可包括：認真的讀書態度、有效的閱讀行?、
講究閱讀衛生等。這些元素可分解為有選擇地閱讀的習慣；使用工具書的習慣；圈點評
註的習慣；做筆記、卡片的習慣；良好的語文學習習慣等。在中學階段養成良好的語文
學習習慣，可包括朗讀、背誦的習慣，寫日記的習慣，寫讀書筆記的習慣，獨立思考的
習慣，使用工具書的習慣，勤學好問的習慣等。這些項目還可以再解構為可操作的子能
力。這是語文能力的解構問題，可惜設計者未能做好能力的解構工作。 
此外，這個學習重點的寫作範疇是「實用寫作(章則)，快速寫作(快速確定主題、表

達方式、組織語言)」。我們看不出這個學習範疇與單元目標有多少關係。 
中二級學習單元一「建立基礎(一)──美感的培養」(55-59頁)，學習目標為「感受

語文的形式美和內容美，以提高審美情趣和審美能力」。在學習重點「感受語文之美」
的「構思和備註」中，把感受語文之美解構為形式美和內容美。但形式美、內容美有哪
些元素，在教學活動中沒有體現出來。形式美我們需要從煉字、修辭、節奏、韻律等方
面去感受；內容美可先從意象入手，再由聯想進入意境，並以此悟出哲理。能力元素不
清，在中二級學習單元九「文學欣賞──詩歌」(61-65 頁)顯現出來。這個單元學習重
點的閱讀範疇，包括「鑒賞文學作品(鑒賞文學作品的內容美和形式美)」，語文基礎知
識，包括「修辭──辭格修辭(認識常見修辭格，如對偶、雙聲和疊韻的特點)；文學─
─體裁(認識詩的特點)」，但在各節的學習重點中把內容美和形式美都混淆了。例如，
把「認識詩的特點」解構為「感情豐富、真摯；意境深遠；語言凝煉；音韻」。其實要
認識詩歌的特點，宜放在「語言凝煉；音韻」等形式上；而「感情豐富、真摯；意境深
遠」屬於內容方面的。這樣的話，就不應出現第 7-8節學習重點的「鑒賞文學作品的形
式美，認識詩的特點(語言凝煉)，認識常見修辭格(對偶)」(64 頁)內容，因為三者不是
並列的關係。當然，「感情豐富、真摯；意境深遠」的內容美，不獨是詩歌的內容特點，
其餘的文學作品也應有這些特點。 

 
四、「文」「道」關係處理不當 
在中一的各學習目標及學習重點中，有「文」而無「道」。「道」只是在教學步驟中

就選文的內容，隨機施教。一個合理的教學設計，往往對教學目標以外的項目不作任何
要求。這樣「示例」中隨意去講「道」，品德情意的培養就難有保証了。在上述單元設
計中，學習重點不提「道」的要求，未能符合語文科性質及教學目標；隨時隨意就教材
的內容去講「道」，這就不符單元教學的精神，也難有一個系統的訓練。語文單元教學
要做到在訓練能力的過程中比較系統地培養學生的品德情意。 
 
五、評估、練習與學習重點不符 
中一級學習單元七「學習方法和習慣──訂立目標」(27-35 頁)的評估重點為「實

用寫作(章則)」，它與單元學習重點不符。 
中一級學習單元九第 10-13 節是單元評估，評估重點為「認識散文的特點」(52-53

頁)，但教學步驟的內容與前 9 節課所學不相關。要評估學生「認識散文的特點」，「分
成小組，分享感受」、「選出最佳散文」只是活動的手段，目的應是要求學生能就前幾節
課所學，指出有關文章中哪些是「以小見大、形散神不散、語言精煉優美、情景交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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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散文的特點。評估如未能針對學習的重點，效度就有問題了。此外，大部份單元都沒
有教學評估的要求和設計，在學習上是有所不足的。 
中二級學習單元九「文學欣賞──詩歌」，要求學生「選一首古詩，改寫成新詩」，

與「鑒賞文學作品的內容美和形式美」沒有直接的關係 (64頁) 。在延伸活動中(65頁)，
「自選詩歌，並為詩歌寫簡介」以供同學欣賞。「寫簡介」作為學習這個單元的「能力
遷移」在練習或評估上都不太準確。 
此外，中一級學習單元三把單元評估作為學習重點(18頁)，是不洽當的。 
 

六、目的與手段不分 
例如中一級學習單元八「專題研習──搜尋和整理」，學習目標為「培養搜尋和整

理資料的能力」。「專題研習」的學習重點應該是甚麼，我們必需要弄清楚。 
專題研習只是一種形式；「搜尋和整理」是一般能力內容的一部份。專題的內容才

是學習的重點。根據專題研習的精神，我們是在學習專題內容的過程中訓練「搜尋和整
理」的能力。可是，單元八的學習目標不是專題內容，而是「搜尋和整理」的能力。這
樣的學習目標，未能好好體現「專題研習」的精神。其實，「搜尋和整理」的能力也可
在其他單元的學習過程中學到；甚或設計一個單元，系統地學習這些能力。從專題研習
去訓練某種能力，與訓練能力的過程中學習某個專題的內容，兩者的目的不同，要求也
不一樣的。專題研習的目的是利用所學的能力，去研習專題的內容，學生在學習過程中
鞏固所學的能力，而教學重點是學習專題的內容知識。如果學習的重點是「搜尋和整
理」，那麼，我們可以能透過聽讀說寫來訓練學生的「搜尋和整理」能力。設計者需要
解構它有哪些子能力？但這個單元的學習重點包括：閱讀、寫作、聆聽、說話等範疇，
還加上共同能力(37頁)。這些學習重點與「搜尋和整理」之間有甚麼關係？讀寫聽說的
學習重點與共同能力有甚麼關係？哪些是學習的手段？哪些是學習的目的？我們必須
清楚明白。 
中二級學習單元一「建立基礎(一)──美感的培養」 (55-59 頁)，教學步驟只強調

學習結果，沒有展示能力訓練的過程。例如，「導讀馬致遠《天淨沙 秋思》，引導學生
體會作者的情懷如何融入構圖中」、「⋯留意作者怎樣營造美的意境」(56頁)。要學生「感
受語文之美」，教師要把語文內容之美中「意境」的元素，好好解構出來。 

 
七、單元、單位的聯繫不足 
例如中一級學習單元七「學習方法和習慣──訂立目標」(27頁)，學習重點為「寫

作範疇：實用寫作(章則)；快速寫作（快速確定主題、表達方式、組織語言）。聆聽範
疇：理解語意──聽清表面意義；聽不同類型的話（聆聽新聞廣播；聆聽敘述性和說明
性的話語）。語文基礎知識：文字──漢字的形體（認識字形結構；認識常見偏旁、部
首）」。各範疇的學習重點與學習目標的內容有多少關係？有多少聯繫？這是單元的優化
組合問題。這些問題處理不好，單元與單元之間的聯繫就發揮不出，這就重蹈單篇教學
的覆轍。如果單元組合缺乏嚴密的科學性，就不利學生認知模式的建構。 
單元內每個作為例子的篇章，就是單位。學習重點分配到各單位中，但每單位未能

完整、全面地扣住學習重點。例如，中二級學習單元一「建立基礎(一)──美感的培養」 
(55-59 頁)，利用八個單位來達成它的學習目標。它利用幾個單位去學習形式美，又用
其他幾個單位去學習內容美。這種學習方法是不經濟的，學生難把點滴的知識，整合起
來。如果借一兩個單位去學習形式和內容美，其餘幾個單位用來導讀或自讀，以達到運
用與考查的作用。這樣的聯繫就符合學習的認知心理，把知識轉化為能力。這是由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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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單位的聯繫不足造成的。 
中二級學習單元九「文學欣賞──詩歌」(61頁)學習目標為「提高欣賞詩歌能力」，

以前的單元沒有掌握欣賞詩歌能力，如何去「提高」呢？形式美與內容美重複中二單元
一「感受語文之美」的學習重點。這是不是螺旋上升，而是不必要的重複。在設計上，
上一單元所學的為以後單元所用，但單元九完全由零開始，未能善用單元一所學的能力
來解決單元九的學習重點。 

 
八、其他 
「示例」中提出「導讀」(14頁)、「講讀」 (16、63頁)、「自讀」 (16頁)、「範讀」

(57頁)、等幾課型，但對這些課型的要求，以至它們的關係，「示例」都沒有清楚說明。
在聽說讀寫方面的螺旋上升課程結構上，也有不足。此外，有些單元內沒有閱讀教學的
內容，這是否符合最優化結合的原則？ 
中二級學習單元九，10節課用了 28首古今詩詞作例子去學習文學作品的形式和內

容美。在教學設計上，完全沒有利用所學的理解策略來作表層的整體感知作品。內容美
是深層結構的理解能力，如何能在 10節課裏處理 28篇課文呢？ 

 
肆、建議  
上述問題的出現，考其原因，主要是設計者未能好好論証語文科單元教學的理據和

掌握單元教學的精神。要組織好語文教學單元，先決條件就是要做好語文定性、定向、
定量及定序的工作。如果這項系統工程做不好，上述評議的任何一個問題都會出現，因
而必然會影響教學的成效。以下就上述問題提出一些解決的方法。 

 
一、單元規劃欠缺理據及教學重點太多的問題 
根據前述單元的理據和性質，設計者可利用語文能力發展的線性邏輯順序，做好各

單元的縱向銜接工作；再根據學習心理，利用不同的課型，充分發揮每單元內橫向的聯
繫，做好各學習重點的鞏固工作。最後，在縱的銜接與橫的聯繫中，建構由小至多、由
已知到未知、由簡單到複雜的倒螺旋上升課程結構。這樣，在單元組織中就不會一時以
語文能力，一時又以文學，甚至以品德情意來組織單元了。體系內如能有系統地規劃，
每個單元以至單位的教學重點雖然不多，但在優化組合的情況下，將能發揮最大的教學
成效。 

 
二、能力結構不清的問題 
這是能力概念與結構的認識問題。我們先要弄清能力中一般能力和特殊能力的元素

和結構；再論証兩者之間的關係；然後建構能力序列，找出相應的訓練點；最後因應學
生的水平，定好教學內容，選出教材篇目。例如，要解決單元七的問題，我們應先解構
學生學習語文方法和習慣的能力元素，以此作為學習重點；教師再因應實際情況，選取
適當的教材作為例子，訓練學生有關能力。然後借選材的內容培養學生的處世、為學的
精神。這樣才能體現能力為導向、學生為主體的語文教學觀。同時，根據能力的性質，
一般能力不能脫離特殊能力的學科教學來訓練，兩者是相互促進的。因此，我們只需要
在聽說讀寫能力訓練的與程中訓練學生的思維能力，而不必要以思維能力來獨立組織教
學單元。 

 
三、評估與學習點的問題 



8 周-4B-單元設計評議 .doc   第四講 新課程單元示例及教科書評議  

 

第四講 第二節 第 6頁   

把語文能力結構分解為可操作的元素，這樣教學重點才能清晰明確，評估內容才有
依據。因此，評估要針對教學目標才能準確衡量出學生的學習水平。這是評估的基本原
則，要準確評估學生的學習情況，才能改善教與學的質素。 

 
四、「文」「道」關係的處理問題 
在「道」的學習中去訓練「文」，與透過「文」的訓練去學習「道」，兩者目標不同，

教學重點有異，結果以至評估也不一樣的。根據語文科的性質，把「文」與「道」割裂
開來是不合理的，應該做到文道合一。因此，我們不應只以「道」的元素來組織單元。
教學重點中有「文」而沒有「道」，也是不對的。只有透過「文」來學「道」才符合本
科的性質和教學目標。 

 
五、目的與手段的問題 
哪些是學的，哪些是用的，我們要弄清楚。上一單元所學的，經過不同的課型學習

後，便成為已有的能力，學生可用這種能力來解決新的問題──新單元的教學目標。在
新單元教學過程中師生可以考查上一單元的學習成效，如果掌握不好，說明學生在這個
能力上或鞏固不足，或轉化有困難。這樣學生需要回到有關單元作些補救的工作。這些
已有知識和能力可以在學習新的知識、能力的過程中得到充分的驗証。這些是為我所用
的手段，千萬不要把它當作目的，否則重複又重複地學習同樣的東西，水平如何能提升
呢？只會造成學生懂的教師不斷重複又重複地去教，不懂的就沒有時間去教。我們需要
以這些已有的能力來學習新的教學重點。因此，我們就要用盡所有的方法來達到這個學
習目的，否則不能罷休。這樣學生的能力才能有計劃地逐漸提升。 

 
六、單元的聯繫問題 
根據單元的科學性和系統性，單元的聯繫包括內在橫向的聯繫和縱向的銜接。前者

可以透過精讀、導讀與自讀等不同課型來做到，由學習到運用，學生在這樣的過程中產
生內在的學習動機；後者是以上一單元所學為下一單元所用，在學習一系列的單元過程
中鞏固所學。這樣的單元教學設計才能為學生提供一個主動積極學習的條件，才能提高
教學的效率。 
 
伍、小結  
這個「學習單元設計示例的編訂，是為了協助學校實施《中國語文課程指引(初中

及高中)》」，本來是無可厚非的。只怕各出版社像以前一樣，根據「示例」去設計同一
體系的教科書，結果還是「一綱一本」。這樣的話如何能做到以學生為本、因材施教、
解放教材呢？因此，課程發展署不必提出這些「示例」，只要做好教學單元語文的定性、
定向、定量及定序工作就可以了，「示例」可由民間去發揮，教署則用心去把最後的一
關。 
教署主要是做好指引、以至解構學習重點的工作。例如，對學生在初中三年裏需要

掌握哪些語文能力，清楚地提出明確的要求。這樣教師才能做到「根據學生的學習需要
和能力，擬訂學校課程的各級學習重點。為使學習的目標更明確，教學更有效，教師宜
把學習重點有機地組織成教學單元」。 
教師如能掌握單元教學的精神，參考上述建議，借鋻「示例」中的某些合理部份可

以嘗試重新規劃一個校本的能力訓練型語文單元教學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