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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香港七套新編中國語文教材初版的編選體系研究1 
 

 

甲、緒言  

 
一．研究動機 
香港課程發展議會編訂的中國語文教育學習領域《中國語文課程指引》(初中及高

中)的定稿(以下簡稱「指引」)及《中學中國語文建議學習重點(試用本)》(以下簡稱「學
習重點」)已在 2001年 6月公佈。教育署課程發展處中文組根據「指引」的內容，編訂
了《中學中國語文學習單元設計示例》。2002年 9月，這個新課程，將在全港中一級開
始採用。一些出版社按新課程的要求，編寫了相應的教材(簡稱新編教材)。經香港政府
審批的共有七套新編教材，這些教材在 2002年的暑假推出市場。 
「指引」認為單元「是一種有效的課程組織」2，教師需要根據學校的實際情況「使

學習材料之間產生有機的連繫」3。新編中國語文教材的單元有沒有體現「有效的課程

組織」？有沒有落實「使學習材料之間產生有機的連繫」4？教師如何「根據學校的實

際情況，編擬整個學年的學習重點，然後把學習重點組織成若干個學習單元，就每個學

習單元的學習重點，選用合適的學習材料」5？這都是在落實語文課改前，語文教育研

究者所關注的課題。 
綜觀七套審批的教材中，大部份都註有「有待訂正本」、「敬請指正」的字樣。作為

語文教育研究者有責任根據學理，提出專業的意見，供有關出版社參考。 

 
二．研究目的 
針對上述的問題，本研究的目的歸納如下： 
（一）探討七套新編中國語文教材的編選體系； 

（二）評論七套新編中國語文教材的編選體系； 

（三）為出版社修訂教材提供意見； 
（四）供教師編製校本語文教材作參考。 

 
三．研究對象 
本文以五家出版社在 2002年出版的七套新編中國語文教材初版，作為研究的對象： 
（一） 《啟思中國語文》，啟思出版社出版(簡稱「啟思一本」)。 
（二） 《生活中國語文》，啟思出版社出版(簡稱「啟思二本」)。 

                                                 
1 本文曾在 2002年北京師範大學舉辦的「中國語文教育百年暨新世紀語文課程改革」國際研討會

上發表。 
2 香港特別行政區課程發展議會(2001)：《中國語文教育學習領域‧中國語文課程指引(初中及高

中)》，政府印務局複印，39頁。 
3 同上註。 
4 同上註。 
5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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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朗文中國語文》，朗文香港教育出版(簡稱「朗文本」)。 
（四） 《新亞洲中國語文》，新亞洲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簡稱「新亞洲本」)。 
（五） 《中學中國語文》，現代教育研究社有限公司出版(簡稱「現代本」)。 
（六） 《新理念中國語文》，香港教育圖書公司出版(簡稱「教圖本」)。 
（七） 《學好中國語文》，商務印書館出版(簡稱「商務本」)。 

 
四．研究方法 

本文先以系統論、信息論、學科論、課程論、認知心理學及能力結構為依據，建講

比較的架構6。然後綜合、分析、評議各套教科書的編選體系。而分析、評議的取向主

要按「指引」中「單元是一種有效的課程組織」、「⋯使學習材料之間產生有機的連繫」

的教材處理原則。 
 

乙．理論架構  
(略) 
丙．研究內容  
一．語文新課程的特色 

語文新課程配合時代社會的發展，提出大語文教育觀。加強文學學習、培養品德情

意、學習中華文化、訓練思維能力及提高思維素質、拓寬閱讀面，增加閱讀量。以學生

為本位，強調因材施教、照顧個別差異。以能力訓練為主線，全面發展學生的讀寫聽說

的能力。採用新的教材觀，全面開放學習材料，靈活選用學習材料，教材作為例子，以

單元組織教材，讓教師按學生的需要，自行編選多樣化的學習材料，重視學習興趣和學

習成效。 

 
二．新編中國語文教材的特點 

根據七套新編中國語文教材的輯編說明，普遍可以歸納出以下的幾項特點：1.以學
生為主體；2.以能力訓練為主線；3.以單元作為組織教材的主要模式；4.強調學習策略，
培養自學能力；5.學習內容涵蓋教改文件提出的九大學習範疇和語文基礎知識；6.教學
設計細緻入微；7.圖片豐富、印刷精美；8.教具學具，配套齊全；9.配合資訊科技，提
供大量多媒體教材。 

 

三．新編中國語文教材編選體系評議 

審批的七套新編中國語文教材，以甚麼元素來組織單元？以哪種體系來編選教材？

符不符合科學的原則。以下先簡介各教材的組元方式及其編選體系，然後作出評議。 

(一)《啟思中國語文》「啟思一本」 
1.組元方式及編選體系簡介 

中一 中二 中三 

                                                 
6 何文勝(1999)：《從能力訓練角度論中國語文課程教材教法》，香港文化教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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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元方向 訓練重點 單元名稱 組元方向 訓練重點 單元名稱 組元方向 訓練重點 單元名稱 
1 記敘 記敘的要素 寓意深刻的

故事 
1 記敘 記敘的線索 謀事在人 1 記敘 記敘的線索、方

法和人稱 
「我」的回憶

語文知識一 偏旁和部首 語文知識一 漢字的結構 語文知識一 漢字形體的演變 

2 記敘 敘事抒情 親情暖人間 2 綜合 比較閱讀 人間有情 2 議論 論證的方法 智慧人生 
3 說明 說明的方法 奇趣大自然 3 描寫 景物描寫 香港風貌 3 文學 詞曲欣賞 情感的寄託 

語文知識二 注音的知識(一)：聲母和韻母 語文知識二 為甚麼會寫錯別字 語文知識二 異體字和簡化字 

4 描寫 直接描寫與
間接描寫 

晨昏四時景
致佳 

4 說明 說明的順序 古代建築與
科技 

4 說明 說明的語言 舊日的足跡 

5 基礎 生活與觀察 生活有趣 5 基礎 創意與想像 天馬行空 5 基礎 立意與創新 耐人尋味 

語文知識三 注音的知識(二)粵音的聲詞 語文知識三 漢字的多義多音現象 語文知識三 古代的注音方法：反切 

6 記敘 敘事寫人 成功非僥倖 6 描寫 人物描寫 平凡人物不
平凡 

6 抒情 透過記敘和描
寫來抒情 

閑情見真趣 

語文知識四 同義詞和反義詞 語文知識四 詞語的感情色彩 語文知識四 熟語：成語、慣用語、諺語、
歇後語 

7 說明 說明的層次 中國的山川
文物 

7 抒情 詠詩抒情 草本寄深情 7 議論 議論的應用 議論的應用 

8 文學 詩歌欣賞 詩國古今遊 8 文學 散文欣賞 心的接觸 8 文學 小說與戲劇欣
賞 

人生舞台 

語文知識五 句子修辭(一)：句子的語氣 語文知識五 句子修辭(二)：肯定句和否定
句、主動句和被動句 

語文知識五 句子修辭(三)：常式句和變式
句、長句和短句、整句和散句 

9 記敘 借事說理 道理此中尋 9 議論 論點與論據 為學與求知 9 綜合 比較閱讀 擷取友情的
果子 

10 基礎 閱讀與寫作 學語文有良
方 

10 基礎 選材與剪裁 牡丹綠葉 10 基礎 佈局與謀篇 匠心獨運 

語文知識六 古漢語常識(一)：單音詞、一
字多音、一詞多義、古今詞、
通假字 

語文知識六 古漢語常識(二)：詞類活用 語文知識六 古漢語常識(三)：常用的句式 

專題研習 資料蒐集和
整理 

尋找成功人
物的故事 

專題研習 考察與訪問 香港名勝 專題研習 分析與評論 香港的新聞
傳播與時事
評論 

 
上表的內容主要是以文體組織單元，單元內容包括：記敘、描寫、抒情、說明、議

論、文學、專題研習、語文知識、基礎單元。每年共有 17個單元。 
在編選體系上，主要是文體型編選體系，都能做到以文為經、道為緯的原則。文體

方面有 6個記敘單元、4個說明單元、分別分插在中一至中三級；4個描寫單元安排在
中二；2抒情單元、3議論單元分插在中二及中三；3個文學單元。3個專題研習安排在
三個年級的最後一個單元。6個基礎單元，規則地安排三個年級，主要是寫作能力的訓
練。18 個關於漢字、語音、詞句等語文知識單元，每隔一至兩個單元，平均分插在中
一至中三級。這就是編輯所說單元編排採「綜合式」，單元內綜合訓練讀、寫、聽、說

能力。中一側重訓練記敘和說明能力，中二加上描寫和抒情能力，中三加上議論能力，

基礎及綜合單元則按學生程度分佈三個年級中。力圖做到「由淺入深，螺旋深化」課程

結構。每級設 6 個「語文知識單元」，2 個語文基礎知識，希望能做到「掌握自學方法
和學習策略以應付日後的學習需要」。。 

2.評議 
每年級單元縱的銜接似乎難以看到「使學習材料之間產生有機的連繫」。例如，平

均一至兩個單元後有一基礎知識，每單元的基礎知識與上下單元的學習重點難沒有直接

的關係。這樣每冊的六個基礎知識單元把各單元割裂為幾個獨立的單元組。各單元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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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在銜接也不明確。唯一是記敘、說明、議論等文體這條線，可以按由易到難的學習原

則。不過這個體系的文體序列間斷地重覆，難以做到好的銜接，例如中一的單元 1、2、
6、9 是記敘，中間被說明、描寫、基礎知識等隔開，這樣如何體現螺旋上升的課程結
構呢？ 

其實，基礎能力單元、知識單元、綜合單元很多都是基礎的讀寫能力，宜早學早用，

在用的過程鞏固。因此，把這些學生需要盡早掌握的手段分散在不同的單元，不同的年

級學習，學生的認知模式恐怕難以建構。同時也把記敘──說明──議論的序列割裂出

來。怎樣做到上一單所學為下一單元所用，倒螺旋上升的課程結構呢？而且，文體型編

選體系，已有學者認為不能全面訓練學生的語文能力。此外，使語文能力的訓練點不全

面，而且比較混雜。 

這裏的難點就是如何把各單元作有機的組合？由於上述的單元都安排好，如果本身

的銜接工作做得好，這些組件根本就不能動，否則就影響整個基礎。換言之，各組件的

能動空間很少。如果要把弄好有機組合的工作放在老師身上，就有一定的難度，除非這

套教材的單元是各自獨立的。 

 
(二)《生活中國語文》「啟思二本」 
1.組元方式及編選體系簡介 

 
中一 中二 中三- 

組元方向 訓練重點 單元名稱 組元方向 訓練重點 單元名稱 組元方向 訓練重點 單元名稱 
1.基礎 辨析詞義 學寫與立志 1.記敘 記敘的方法 友情萬歲 

 
1.說明 借事說理 個人修身 

2.記敘 記敘的要素 家庭之愛 2.記敘 記敘中的說
理 

家事閑話 2 基礎 詩文的開
首，過渡結尾

情繫家國 

3.基礎 歸納主旨，草
擬大綱 

校園天地 3.描寫 場面描寫 良師益友 3 議論 論點和論據 學習有良方 

4.基礎 觀察與描寫 香港風物 4.綜合 選材與剪裁 世態掠影 4 描寫 人物描寫 人物剪影 
基礎知識一 認識聲、韻、調 基礎知識三 漢字的特點和形體 基礎知識五 認識六書 

5.綜合 搜集和整理
資料 

飲食文化 5.說明 說明的順序
與方法(一) 

文化遊蹤 5.綜合 比較閱讀 城市文化反
思 

6.說明 說明的基礎 生物世界 6.說明 說明的順序
與方法(二) 

天文地理 6 議論 論點、論據和
論證 

議論人生 

7.描寫 景物描寫 文中有畫 7.抒情 借事抒情 即事生情 7.抒情 借物抒情 萬物有情 

8.描寫 描寫和抒情 詩之美 8.綜合 佈局謀篇 散文之美 8.記敘 記敘的線索
與人稱 

小說之美 

基礎知識二 認識實詞和虛詞、認識不同
語氣的句子、認識常用句
式：把字句、被字句 

基礎知識四 認識句子成分 基礎知識六 認識複句 

上表的內容主要是以文體組織單元，單元內容包括：記敘、描寫、抒情、說明、議

論，其餘是讀寫能力的基礎和語文基礎知識。每年共有十個單元。 
在編選體系上，主要是文體型編選體系，並能做到以文為經、道為緯的原則。文體

方面有 4 個記敘單元、4 個說明單元、4 個描寫單元分別分插在中一至中三級；2 個抒
情單元分插在中二及中三；2個議論單元安排在中三。中一主要訓練記敘、說明和描寫
能力；中二加上抒情力；中三加上議論能力；基礎和綜合能力放在不同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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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個基礎單元，分插在中一與中三級。有字詞句段篇的閱讀理解訓練，也有寫作能
力的訓練。5個綜合單元，不規則地分插在中一至中三。前四個是寫作的能力序列，但
散分三個年級中，把序列把斷了；第五個是比較閱讀。6個關於漢字、語音、詞句等基
礎知識單元，規律地插放在每年級的單元四及單元八之後。 

編輯認為每級單元內容均按個人、家庭、學校、社會、文化、科學、自然文學八個

範疇排序，內容廣泛，配合學生生活經驗。力圖做到結合生活；誘發興趣；掌握策略。 

 
2.評議 

在編選體系上，主要是在文體型編選體系的基礎上，前面加上閱讀理解的策略，中

間及後面加寫作策略。這樣，閱讀理解能力的基礎單元放在中一前三個單元，基本做到

先掌握策略，序列本來比較合理，但中間被記敘的要素分開，第四個涉及寫作的基礎單

元則放在中三。這樣，單元間難以較好地做到縱的銜接。四個綜合單元，不規則地分插

在中一至中三。前四個是寫作的能力序列，但散分三個年級中，把序列把斷了；第五個

是比較閱讀，如何能與上面四個單元銜接呢？ 
體系內有讀寫策略，但又不全面。例如：閱讀中沒有默讀、朗讀、批註、摘錄，文

學賞析等能力單元；寫作中缺去積累、修改等能力單元。這是文體向能力訓練編選體系

的過渡。 

這個體系，前有基礎能力的訓練，但不全面；再有全面的文體單元，加上文體欣賞，

閱讀這條線基本就處理好了。當然，難點就是這條線與聽說寫如何作有機的組合是最大

的難點。 

 

(三)《朗文中國語文》「朗文本」 
1.組元方式及編選體系簡介 
 

這套教材分基礎單元和分項單元兩個系統。 
基礎單元  中一至中三 

1. 
語文基礎
知識單元 
中一 
至 
中三 

一、文字 
二、詞彙 
三、標點符號 
四、語法 
五、修辭 
六、古漢語 

6. 
中華文
化單元 

一、中國飲食文化(中一) 
二、中國名勝(中一) 
一、中國繪畫(中二) 
二、中國風俗(中二) 
一、中國運動(中三) 
二、中國教育(中三) 

2 
閱讀單元 
中一至 
中三 

一、閱讀基本技巧 
二、分析篇章 
三、資訊掌握 
四、閱讀策略 

4. 
聆聽單
元 
中一 
至 
中三 

 

一、聆聽策略 
二、聆聽基本技巧 
三、理清表面含意 
四、理解深層意義 
五、聆聽不同性質的話語  
六、聆聽不同類型的話語  
七、評價聆聽內容 
八、品評言辭優劣 

3. 
寫作單元 
中一 
至 
中三 

一、審題立意 
二、佈局謀篇 
三、回顧修訂 
四、寫作策略 
五、文體寫作 
六、實用寫作 

5. 
說話單
元 
 

一、說話基本技巧 
二、說話策略 
三、說不同類型的話 
四、說話態度和習慣 

7. 
品德情
意單元 
 
 
 
 
 
 

一、重視生命、積極進取(中一) 
二、曠達坦蕩、儉樸節制(中一) 
一、尊重別人、關懷顧念(中二) 
二、謙厚辭讓、寬大包容(中二) 
一、循禮守法、勇於承擔(中三) 
二、和平共享、仁民愛物(中三) 

上表的內容主要是以能力組織單元，附加部分知識內容。單元內容包括：語文基礎

知識單元、閱讀單元、寫作單元、聆聽單元、說話單元、中華文化單元和品德情意單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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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編選體系上，主要是能力訓練的編選體系，序列為：1.語文基礎知識單元；2.閱
讀單元；3.寫作單元；4.聆聽單元；5.說話單元；6.中華文化單元；7.品德情意單元。每
年級都按這個內容序列安排，只有中華文化和品德情意兩單元都有不同的知識內容。 

(2)分項單元 

 
分項單元 中一 中二 中三 

單元一 順敘 倒敘 插敘 

單元二 詳略得宜 記人記事 多角度描寫 

單元三 人物描寫 景物描寫 正面描寫、側面描寫 

單元四 事物描寫 場面描寫 由景生情 

單元五 借事抒情 借事抒情 由物及人 

單元六 借物抒情 融情入景 借物說理 

單元七 說明事物的特徵 說明的方法 比喻說理 

單元八 說明的順序 立論的方法 論理 

單元九 論點、論據、論證 論證的方法 論人 

單元十 寓言 絕詩及律詩 詞曲 

單元十一 古體詩 新詩 小說 

上表的內容主要是以文體組織單元，單元內容包括：記敘、描寫、抒情、說明、議

論，其餘是文學體裁。每年共有十一個單元。 

在編選體系上，主要是文體型編選體系。文體方面有 5 記敘單元、6 描寫單元、6
抒情單元、5 說明單元、5 議論單元、6 個文學單元規律地分插在中一至中三級。中一
及中二的單元一至單元六，中三的單元一至單元五都屬於記敘文體。中一的單元七至

八，中二的單元七屬於說明文體。中一的單元九，中二的單元八至九，中三的單元六至

九屬於議論文體。各級的單元十至十一主要是文學體裁。 

 
2.評議 

基礎單元的編選體系方面，主要是能力訓練的編選體系，每種能力都做了一些解構

的工作，例如：寫作單元把能力解構為審題立意、佈局謀篇、回顧修訂、寫作策略、文

體寫作、實用寫作；聆聽單元把能力解構為聆聽策略、聆聽基本技巧、理清表面含意、

理解深層意義、聆聽不同性質的話語、聆聽不同類型的話語、評價聆聽內容、品評言辭

優劣。在單元系統內，序列是清晰的，但在體系上這個讀寫聽說序列的依據，不是按信

息論或兒童認知心理的發展來，可能是按學習的重要性來考慮。當然這種序列安排在單

元之間的意義不大。而且，每年級都按這個規劃，如何劃分各年級所學的能力水平，又

每種能力在三個年級中如何銜接等問題，都不容易處理的。此外，品德情意可以在學習

能力的過程中培養，不必要獨立設立單元。否則，為甚麼又不設其他思維能力、自學能

力、共通能力等單元呢？ 
分項單元的編選體系方面，主要還是大陸六十至九十年代時所用的文體型編選體

系。這種編選體系難以全面訓練學生的語文能力。上表的記敘、說明、議論大致平分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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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年級，很難清晰看到各年級的側重點。 
縱的銜接基本是按記敘、描寫、抒情、說明、議論等文體的難易這條線。然而以能

力訓練這條縱向發展線上的銜接就有很多斷層，到單元十及單元十一就看不到縱的聯繫

了，而且顯得更為散碎。例如，中一級的第一、第二單元所學如何為第三單元所用。順

敘、倒敘、插敘分在三個年級學習，銜接性不強。還有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例如，對

初中生來說，人物描寫容易還是景物描寫容易，這裏中一學人物描寫，中二學景物描寫，

是不是恰當，從科學序列來說，爭議會很大。 
編輯說明中，以能力訓練為主線的編選體系，主要是以文體作為編選體系。語文能

力的元素也有不全面的地方，例如，閱讀中的認讀能力，賞析能力沒有相對應的單元規

劃。這樣「能力為主導」的能力，在分項單元的規劃就不全面了，老師就要在基礎單元

與分項單元中再作安排。 
這裏的難點就是如何把「基礎單元」與「分項單元」作有機的組合？這個有機組合

的工作相信要放在老師身上。換言之，老師就要建構一個新的編選體系。這套教材，由

於是由兩類單元系統組成，老師調整、重構的空間比較大，問題老師有沒有這個時間和

能力。 

 
(四)《中國語文》「新亞洲本」 

 
1.組元方式及編選體系簡介 
一．視聽教育系列 二．聲情教育系列 
單元1：一、視聽和生活 單元4：一、朗讀的藝術 
單元2：二、聆聽資訊的技巧和策略 單元5：二、說話的藝術 
單元3：三、視聽資訊的掌握 單元6：三、辯論的藝術 

三．智慧閱讀系列 四．生活寫作系列 
單元7：一、打開閱讀的心窗 單元13：一、敘說生活的人事— 記敘文 
單元8：二、閱讀的技巧(上) 單元14：二、美的捕捉— 描寫文 
單元9：三、閱讀的技巧(下) 單元15：三、心靈的聲音— 抒情文 
單元10：四、閱讀的策略 單元16：四、事理的奧妙— 說明文 
單元11：五、閱讀的鑒賞和評論 單元17：五、慎思明辨— 議論文 
單元12：六、泛讀入門 單元18：六、人際交流的信使— 實用文(上) 
 單元19：七、人際交流的信使— 實用文(中) 
 單元20：八、人際交流的信使— 實用文(下) 

五．專題研習系列 六．文學欣賞系列 
單元21：一、專題研習總論 單元25：一、詩詞曲 
單元22：二、專題研習初階 單元26：二、散文 
單元23：三、專題研習中階 單元27：三、小說戲劇 
單元24：四、專題研習進階  

上表的內容主要是以能力組織單元，內容包括：一．視聽教育系列、二．聲情教育

系列、三．智慧閱讀系列、四．生活寫作系列、五．專題研習系列、六．文學欣賞系列。 

在編選體系上，主要是能力訓練型編選體系。六個系列中，每個系列再解構為 3-8
個單元。例如，視聽教育系列包括一．視聽和生活、二．聆聽資訊的技巧和策略、三．

視聽資訊的掌握等三個單元。其中單元 2聆聽資訊的技巧和策略解構為第一階段，理解
語意；第二階段，聆聽不同類型的話；第三階段，掌握聆聽策略。又如智慧閱讀系列包

括一．打開閱讀的心窗、二．閱讀的技巧(上)、三．閱讀的技巧(下)、四．閱讀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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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閱讀的鑒賞和評論、六．泛讀入門等 6個單元。其中單元 8閱讀的技巧(上)，第一
階段，理解詞語、句子、段落；第二階段，認識文章的基本結構，第三階段，理清篇章

主旨及寫作目的。 

 
2.評議 

在單元方面，以聽、說、讀、寫四種能力來組織單元。在編選體系方面，主要是以

能力訓練為編選體系，它的序列為聽話能力訓練的視聽教育系列，說話能力訓練的聲情

教育系列，閱讀能力訓練的智慧閱讀系列，寫作能力訓練的生活寫作系列；加上專題研

習系列，文學欣賞系列。這個序列的理據相信是按認知心理的發展來規劃。這個規劃主

要是按線性邏輯發展出來的，所以序列很清晰。這種安排在小學還可以，但對中學生來

說，這種序列是值得商榷的。同時它沒有明確劃分每個年級所學的內容。在文體閱讀方

面的訓練也有不足；專題研習設計抽空內容來學能力，沒有利用已有的能力去學習知

識，就變為紙上談兵。 
每種能力訓練的線基本是全面的。但我們需要處理好以下有關編選體系的問題：例

如每年級各單元的縱向銜接，是否按聽說讀寫，還是聽讀說寫等序列？又是四種能力並

重，還是由某種能力來帶動？ 由四種能力橫向關係所構成的體系比較複雜，不同的假
設就有不同的體系。這些問題如未能處理好，有效的教學就難以展開，「為終身學習打

好基礎」就難以落實。 
這套教材由六個系統組成，六個組件可以獨立處理，自由組合。這樣的規劃毋疑給

教師在發展校本課程時帶來很大的空間，但難點還是根據香港的現實情況，老師在時間

和能力方面，難以建構一個科學的體系來選用這些教材。 

 

(五)《中學中國語文》「現代本」 
1.組元方式及編選體系簡介 

 中一 中二 中三 
單元一 語感的培養 語文的運用 語文的賞析 語文的轉譯 
單元二 觀察與思維 觀察的方法 聯想和想像 分析和推理 
單元三 學習方法和策略 學習方法和策略(一) 學習方法和策略(二) 學習方法和策略(三) 
單元四 表達手法 記敘與說明 描寫和抒情 議論及綜合表達 
單元五 篇章結構 記敘文和說明文 描寫文和抒情文 議論文 
單元六 專題研習 專題研習－搜尋和整理 專題研習－分析與綜合 專題研習－質疑和判斷 
單元七 古代漢語知識 古代漢語－故事篇 古代漢語－人物篇 古代漢語－論說篇 
單元八 文學欣賞 散文 詩歌 小說戲劇 
單元九 應用中文 應用中文(一) 應用中文(二) 應用中文(三) 

上表的內容主要是以能力組織單元，內容包括：語感的培養、觀察與思維、學習方

法和策略、表達手法、篇章結構、專題研習、古代漢語知識、文學欣賞、應用中文等九

個單元。相應的中一單元內容為語文的運用、觀察的方法、學習方法和策略(一)、記敘
與說明、記敘文和說明文、專題研習－搜尋和整理、古代漢語－故事篇、散文、應用中

文(一)等。 
在編選體系上，主要是能力訓練型編選體系。單元的序列為語感的培養、觀察與思

維、學習方法和策略、表達手法、篇章結構、專題研習、古代漢語知識、文學欣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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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中文等九個單元。根據政府的建議，把閱讀、寫作、聆聽、說話、語文自學等學習重

點，有機地安排在不同的學習單元。這樣橫向的 5個元素與縱向的 9個單元的組合，產
生 45個單位。有些除閱讀、寫作、聆聽、說話外，還加上文學、中華文化、品德情意(價
值觀和態度)、思維及共通能力等九個學習範疇。 

 
2.評議 
編選體系方面，主要是能力訓練型編選體。在中一至中三的單元組織中，有思維訓

練的點，有寫作能力訓練點，也有文體訓練的點，但都看不到一條完整的線；有文學的

點，也有知識的點，但都不能各自成線。因此這個單元組織架構，只能形成一些不完整

的片段；很難說是甚麼體。例如：觀察、聯想、想像、分析和推理是一般思維能力，聽

說讀寫能力的核心就是思維能力，聽說讀寫只是思維能力的外延，它們之間是從屬的關

係，不是並列的關係。這就是我們為甚麼不能抽空來訓練學生的思維能力的原因。 
這九個單元勉強可分為：1-3 及 6 屬於基礎能力，但四者難以銜接；4-5 是文體的

內容；7 是知識單元；8 是閱讀能力單元；9 是應用文體。我們很難看出各單元之間的
邏輯關係，組元的方向，中間有交叉，也有重複。這個體系有課程發展議會公佈的「使

用課程架構以發展校本課程示例」的「中一至中三單元組織」的影子，很難避免它的隨

意性，同時也有縱的銜接力和橫的聯繫問題。 
每個單元，再配上十個範疇：閱讀、寫作、聆聽、說話、語文基礎知識、文學、中

華文化、品德情意、思維、語文自學的學習重點，就造成單元內的教學內容變成應有盡

有。這樣教學的隨意性又出現了。 

 

(六)《新理念中國語文》──以閱讀能力為主導 
1.組元方式及編選體系簡介 

 中一 中二 中三 
單元一 認讀文字 認讀文字 認讀文字 

單元二 篇章理解(一) 篇章理解(一) 篇章理解(一) 
單元三 篇章理解(二) 篇章理解(二) 篇章理解(二) 

單元四 篇章賞析 篇章賞析 篇章賞析 

單元五 學習方法和習慣 學習方法和習慣 學習方法和習慣 
單元六 文化專題──香港掌故 文化專題──古都覽勝 文化專題──數風流人物 

上表的內容主要是以能力組織單元，內容包括：認讀文字、篇章理解、篇章賞析、

學習方法和習慣、文化專題等六個單元。 

在編選體系上，主要是能力訓練型編選體系。體系的序列為 1.認讀文字、2.篇章理
解(一)、3,篇章理解(二)、4.篇章賞析、5.學習方法和習慣、6.文化專題。中一至中三的
的六個單元都以同樣的能力來組織單元。只有單元六每年都有不同的專題知識內容。根

據這個架構，落實到教學上，又與閱讀、寫作、聆聽、說話、語文基礎知識、文學、中

華文化、品德情意、思維、語文自學、共通能力等項目結合。 

 
2.評議 

編選體系方面，主要是能力訓練型編選體，基本是「以閱讀能力為主導」的編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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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系。這個規劃單元一至單元四分別是認讀、理解、賞析的能力訓練，這條閱讀的線是

清晰的，單就這幾個單元來看，可以說是以閱讀訓練的編選體系。但單元五的學習方法

和習慣，屬於基礎能力部份，宜放在前面的單元，更好的方法就是滲透到各單元中，在

學習過程中培養學生掌握這些能力。至於第六單元的文化專題，是知識的學習，不是能

力的訓練。處理的方法是利用上面單元所學的能力作為手段，以吸收更多的文化知識。 
這個閱讀序列獨立在各個年級來看，問題不大。但三個年級一起規劃，之間縱的銜

接，橫的聯繫，那就不簡單了。再要按認知心理的方法處理，難度就更大。此外，更大

的問題是如何由閱讀態力的訓練來帶動其他聽說寫的能力。 

根據教學設計的內容發現，學習重點太多，例如單元一，閱讀能力 5項；寫作能力
3項；聆聽能力 3項；說話能力 2項；語文基礎知識 4項；文學 4項；中華文化 2項；
品德情意 2項；思維能力 2項；語文自學 4項；共通能力 5項。這樣又會重蹈「使用課
程架構以發展校本課程示例」的覆轍7。 

 

(七)《學好中國語文》──以寫作能力為主導 
1.組元方式及編選體系簡介 
單   元 中一 記敘、說明事物 中二 描寫、抒情 中三 說明事理、議論 

1.建立基礎(一) 語感的培養 美感的培養 邏輯概念的建立 
2.建立基礎(二) 觀察 聯想 想像 
3.立意和選材 記敘和說明事物 描寫和抒情 說明事理和議論 
4.結構和組織 條理有序 詳略得宜 情景交織 有分有合 層次分明 周密全面 
5.語言轉譯 清楚扼要 優美感人 精確有力 
6.學習方法和習慣 訂立目標 積極學習 善用策略 
7.專題研習 搜尋和整理(傳統節日在香港) 分析和綜合(有趣的漢字) 質疑和判斷(數風雲人物) 
8.文學欣賞 散文 詩歌 小說戲劇 

上表的內容主要是以能力組織單元，內容包括建立基礎(一)；建立基礎(二)；立意
和選材；結構和組織；語言轉譯；學習方法和習慣；專題研習；文學欣賞等八個單元。

相應的中一單元內容為語感的培養，觀察，記敘和說明事物，條理有序、詳略得宜，清

楚扼要，訂立目標，搜尋和整理(香港掌故)，散文等。 

在編選體系上，主要是能力訓練型編選體系。單元的序列為 1.建立基礎(一)；2.建
立基礎(二)；3.立意和選材；4.結構和組織；5.語言轉譯；6.學習方法和習慣；7.專題研
習；8.文學欣賞等八個單元。根據政府的建議，把閱讀、寫作、聆聽、說話、語文自學
等學習重點，有機地安排在不同的學習單元。這樣橫向的 5個元素與縱向的 8個單元的
組合，產生 40 個單位。有些除閱讀、寫作、聆聽、說話外，還加上文學、中華文化、
品德情意(價值觀和態度)、思維及共通能力等九個學習範疇。 
 
2.評議 
編選體系方面，主要是能力訓練型編選體，但不是編者所說的「以寫作為主」的編

選體系。這個規劃是根據 2000年 11月香港特別行政區課程發展議會公佈的「使用課程

                                                 
7 何文勝(2000)：《新課程的中國語文單元示例評析》，本文曾在香港大學主辦的「2000國際語文教

育」研討會上發表，已印製光碟並上網，網址待查。 



8周-4C-七套教科書 .doc   第四講 新課程單元示例及教科書評議  

第四講 第三節 第 11頁  

架構以發展校本課程示例」的「中一至中三單元組織」，研究者曾就這個體系作出評議8。
在中一至中三的單元組織中，有寫作的能力點，也有文體訓練的點，但都看不到一條完

整的線；有文學的點，也有知識的點，但都不能各自成線。線與線的關係，大概只有文

體這個線索，勉強做到由易到難這個原則，但這不足以全面訓練學生的語文能力。大陸

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已放棄以文體作為唯一的組元方式。因此這個單元組織架

構，只能形成一些不完整的片段；很難說是甚麼體。例如：觀察、聯想、想像是一般思

維能力，聽說讀寫能力的核心就是思維能力，我們必須透過學科來訓練思維，抽空來訓

練學生的思維能力是不合理的。 

「線」基本都清了，也建立了一個個「面」，但線與線之間，面與面之間如何聯繫

仍說不清。這個「說不清」正是當前語文教學體系上的一項難題。這 8個單元勉強可分
為：1 屬於閱讀的其中一種能力；2-5 屬於寫作的能力，但不全面；其餘是情意的、形
式的，我們很難看出各單元之間的邏輯關係，組元的方向，中間有交叉，也有重複。 
這些個體的序列及聯繫力不強，由此而建構出來的體系，從每個獨立單元來看，教

學內容還是可以的，但單元之間的關係仍不太明確，隨意性將會很大。 

 
總的來說，在新編中國語文教科書的編選體系中，全部都以單元教學模式取代篇章

教學模式。組元的形式有按文體，有按能力。編選體系有文體的編選體系，有能力訓練

的編選體系。文體編選體系可以再細分文體型編選體系插入基礎能力及語文知識；文體

型編選體系，另配基礎能力。能力編選體系又可分四種能力；閱讀能力為主線；及按課

程發展處提供的示例架構。 

 
丁．建議  

各種體系都有不足，不能全用，應有所取捨、調整。面對新教材，教師需要「用」

教材，而不是「教」教材。「用」的上上策是自行建構體系，設計一套校本教材；上策

先選坊間各出版社的教材，再按自行建構的體系，綜合選用；中策是先選某一家出版社

的教材，再按自行建構的體系，組織教材；下策是選某一家出版社的教材，全面「教」

教材；下下策是選某一家出版社的教材，隨意選教某些部份。中策或以上的，都以建構

體系為先。教師要建構編選體系的能力，必須加強教師的教學理論訓練。這樣教師才能

「根據學校的實際情況，編擬整個學年的學習重點，然後把學習重點組織成若干個學習

單元，就每個學習單元的學習重點，選用合適的學習材料」9。 

根據研究者的研究，建構校本語文課程的編選體系，以下的工序可供參考。1. 製定單

元編選體系、2. 了解學生的認知模式、3. 規劃單元銜接系統、4. 確定語文教學目標、

5. 論証一般能力與語文特殊能力的關係：7. 設計不同能力訓練型的編選體系、8. 建

構初中語文教材編選體系架構示例。 

                                                 
8 何文勝(2000)：《新課程的中國語文單元示例評析》，本文曾在香港大學主辦的「2000國際語文教育」

研討會上發表，已印製光碟並上網，網址待查。 
9 香港特別行政區課程發展議會 (2001)：《中國語文教育學習領域‧中國語文課程指引(初中及高中)，》

政府印務局複印，3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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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總結  

七套新編中國語文教材初版編選體系的建構，在香港語文教材建設上是一大進步。

由文選、文體等單篇教學，發展出能力編選體系的單元教學，是把語文教學放在科學體

系上的第一步。新編語文教材所建構的編選體系，它的價值是不容置疑的。然而，從科

學的角度來探討，它們還有很多改善的空間。 
語文內因決定了它的多元性，例如，編選體系的多元性，體例的多元性，教法的多

元性，學習途徑多元性，但它絕對不是隨意性。 
文體型編選體系難以全面訓練學生的語文能力，而不同的能力訓練的型編選體系，

哪種成效最好，尚待教學實踐來驗証。下一步的將是體例的建構、教學設計、教學方法

的研究工作。 
本人相信，要把語文教學放在科學的體系上，這只是一個起步，前面還有很多工作要做，歡迎

前線的語文教育工作者能把實踐的過程經驗與我們一起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