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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課改、教改與閱讀教學發展 

 

Ⅱ 世紀之交語文教育的改革與研究──香港中學語文教育改革的過去、現在和

將來1 

甲．研究動機 
在香港的中國語文教育領域中，面對殖民地時代的結束以及世紀之交，必然產生巨

大的變化。改革語文教育以適應時代的轉變，是當前的急務。總結過去、展望將來才能

準確地掌握改革的數據。因此，本文在建設香港的語文教育上具有一定的意義。 
 
乙．研究目的 
本研究的目的是藉總結過去、分析現在、展望將來的中國語文教學概況，為二十一

世紀香港中國語文教學改革的發展方向提供意見。 
 

丙．研究方法 
研究採用描述的方法，內容包括中國語文科的課程、教材和教法三大範疇。全文主

要從縱向的發展探討中國語文教學三大範疇中過去、現在和將來的發展。 
 

丁．研究項目 

一．課程方面 
這裡所指的課程包括宏觀的課程設置和微觀的學科內容。在香港，課程設置的工作

由教育署負責，而學科的內容反映在各科的課程綱要中。以下簡介課程的設置與學科內

容的變化。 
1952年教育署成立「審核課程及課本委員會」，並在 1953年提交中文科報告書；

1967年教育司委派一個「中文科教學研究委員會」，並在 1968年發表調查報告書；1970
年香港中文大學舉辦「中國語文教學研討會」，並把資料匯編為報告書。這幾個報告書

對香港中國語文科課程、教材、教法起舉足輕重的作用。 
1972年課程發展委員會(課程發展議會的前身)成立，其主要工作包括：1.為不同教

育程度而學習能力各異的學生，設計平衡的課程，2.設定課程重點，作為各類型學校的
指引和參考，及 3.推廣革新的課程，以配合幼稚園及中、小學學生的需要。 

1974 年教育司署課程發展委員會公佈了一系列的中學學科新課程，其中把中文科
分為「中國語文」和「中國文學」兩科；同時統一中、英文中學的中國語文科課程。 

1992 年課程發展委員會根據教育統籌委員會發表的《第二號報告書》，在中六設
立「中國語文及文化科」。這個課程設置的目的是為了「改善學生的中國語文程度及知

識，並且加強他們對中國文化的了解。這個課程將會是中四及中五中國語文科的延續課

程，可加強學生在語文方面講和寫的技巧，以及使他們對語文的句法、結構及修辭等方

                                                 
1 本文曾在 1998年 8月在大連中國教育學會語文教學法專業委員會第四次會員員代表大會及第七次學

術年會上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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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有關的認識。此外，這個課程在語文的學習中，還會加入一些有關中國文化的部份」。 
1996 年教育署為了配合香港社會對人力資源的需要，順應課程發展的整體趨勢和

提高香港中、小學生的學習素質，在全港小學一年級的中、英、數三科實施目標為本課

程。這個課程主要根據 1990 年教育統籌委員會所發表的《第四號報告書》中「設立學
習目標為本及目標為本評估」的構想，幾經爭論、修訂而成。課程的架構包括目標、學

習內容、課程策略、評估。設計的目的在改進施教、學習及評估的方法。新課程力圖能

照顧學生的學習差異，發展他們在知識、思維、技能及態度上不斷求進的潛力。新課程

也使教師及家長能更全面地了解學生的學習進度及成就。 
面對二十一世紀，課程發展議會已開始就中小學語文科課程綱要進行修訂的工作。

綜合有關資料，五十年代以來香港中國語文、文學、文化科課程的發展如圖所示： 
 

中國語文、文學、文化科課程綱要發展概況圖 
 

階  時  小    學  中           學 

段  段  中 國 語 文 科  中 國 語 文 科  中國文學科  中國語文及 

      中文中學  英文中學    文化科 

             

  五十  1955國語科課程標準  1956教材  1956教材     

  年代  ↓  ↓  ∣     

    1963新制語文課程綱要  1961教材  ∣     

過  六十  ↓  ∣  ↓     

  年代  1967語文科課程  ∣  1967教材     

    ↓  ∣  ↓     

    1970語文科課程建議  ∣  1971綱要建議     

  七十  ↓  ↓  ↓     

    1975課程綱要  1975暫定課程綱要     

去  年代  ↓  ↓     

    1984課程綱要  1978課程綱要  1977綱要   

  八十  ∣  ∣  ↓   

  年代  ↓  ↓  1986綱要   

現  九十  1990課程綱要  1990課程綱要  ∣  1991綱要 

    ↓  ∣  ∣  ∣ 

行  年代  1996目標為本課程  ↓  ↓  ↓ 

    ∣  2002課程     

將  21  ↓  ↓     

來  世紀         

           

註：「1956中中教材」、「1956英中教材」、「1961中中教材」、「1967英中教材」只是教材編目不
是課程綱要。 
根據授課的語言，香港的中學分為英文中學（除中文、中史科外其餘都以英語作為授課語言）和中文
中學（除英文科外其餘都以粵語作為授課語言），但不管中文或英文中學中國語文科都以粵語為授課
媒體。 
在 1975前中英文中學的中國語文科各有不同的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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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改善能力稍遜學生的學習水平方面，教育署先後推出兩個措施：1982 年教育署
在中小學推行「輔導教學」，措施是把學習能力較低或較弱的學生集中起來，分成 15-20
人的小組進行教學，教學內容和教學方法都必須根據該小組學生的程度而設。1994 年
九月課程發展處根據 1993 年「支援取錄第五組別學生工作小組」發表的報告，建議設
立校本課程剪裁計劃，目的是協助取錄大量第五組別學生的學校將其課程作適當的剪

裁，以實施因材施教。為了推行這個計劃，課程發展處成立了一支「中央課程發展輔助

小組」，成員六名，從第五組別中學任教的教師借調而來，向十所參加首期試驗計劃的

學校提供支援服務。計劃在初中一年級推行，逐年推展到高年級，最終讓教師能夠獨立

地在校內進行課程剪裁的工作2。 
香港中文教育由唐文(1841－1900)、漢文(1900－1921)、中文(1922－19969)至中國

語文(1970－現在)時期的發展3，顯示中文教育的內涵愈來愈清晰。香港中小學的「中國

語文」科分別在六十及七十年代才被正式採用。其實，唐文、漢文的稱法，純粹是相對

於外文而言，在國內無所謂中文教育，甚至唐文、漢文之分。而語文科也由詞章學、文

學演變為國文科、國語科，最後才正名為語文科。 

由於一直以來香港的教育工作者對於語文學科的內涵、性質論証不足，使語文教學

走了一些彎路：由開埠至五、六十年代重「道」而輕「文」，七十至八十年代變為重「文」

而輕「道」，九十年代起才把「文」「道」統一起來4。 
目前語文、文學、文化分科教學，是各學科屬性確定後的必然結果。因為學科性質、

系統、元素不同，教學目標、要求有異，只有分工合作才能提高教學的效率。可以說，

語文、文學、文化科課程的先後出現是符合社會、課程發展的需要，而且也有它們的學

理依據。現在問題在於教師在施教、學生在學習的過程中，各課程橫（語文、文學、文

化）的聯繫與縱（小學、中學、預科）的銜接方面，仍有待整合、完善，以發揮課程優

化結構的效能。 
教學內容的變化、發展軌跡是穩步向前的5。例如，在語文能力訓練方面，由五六

十年代的特殊因素中雙因素說的讀、寫能力到七十年代後期維度結構論中二維結構因素

的聽、說、讀、寫及思維能力6，九十年代又增加了自學能力。 
總的來說，這些課程的發展是可取的、健康的，設計還是全面的。它基本能體現語

文具有語言、文字、文章、文學、文化內涵的特點。從學習的序列上是明確、合理的。

不過在銜接上和各學科的體系上仍有不足：因為如果學生在中四不選修文科，或不能升

讀預科就無法修讀文學或文化科。這樣，這些規劃就無法有效地達成。因此，基礎課的

語文科應以訓練能力為經，而以選取文章、文學、文化的內容為緯。做到語文的全部內

涵能在初中階段的教學中體現出來，以便其它階段的銜接。這樣在初中三年較全面的語

                                                 
2 香港教育署課發展處(1996)：《教導學習困難學生及課程剪裁文集》，香港，嗇色園主辦可藝職業

先修中學，24-25頁。 
3 陳必祥主編(1987)：《中國現代語文教育發展史》，雲南教育出版社。 
4 在國內，50年代起官方已開始採用語文一詞；80年代起基本已解決了「文」「道」的問題。 
5 何文勝(1993)：〈中、港初級中學中國語文科課程綱要比較討論〉。輯自李學銘等(主編)《語文和學

習‧九三年國際語文教育研討會論文集》第 123-134頁，香港政府印務局。 
6 祝新華(1993)：《語文能力發展心理學》，杭州大學出版社，第 33-3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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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教學可安排為：中一應在小學的基礎上繼續學習基礎語言文字的文章，中二學習各種

文體的文章，中三學習文學的文章；選材可適當滲透生活、品德、文化等「道」的元素。

這個設計符合布魯姆認知水平的發展和本科的特性，內容是全面的，序列是清楚的。同

時這樣的設計反過來對語文教學目標、教科書編選體系以至對語文、文學、文化科的銜

接起了積極的作用。這樣安排希望能在世紀之交對語文教學中「文」、「道」、「人文

性」提供一個發展的路向。至於「道」的元素，選材可落實到由個人、家庭、社會、國

家、民族、世界的層次，這些都是人文性的體現和延續。香港現行中學中國語文科教學

目標中體現了「文道合一」的精神，但「道」的內容目前仍停留在個人、家庭、社會的

層次。隨著香港回歸，相信「道」的範圍會擴充到國家、民族、國際的層面。 
二十世紀末，香港的中國語文教學目標、要求、內容等方面，由於課程綱要始終未

能反映出多維度以至多層次的語文能力結構上，因此，語文教學的目標層次與結構一直

未有出現，語文的能力結構、要素、序列以至教學訓練點、訓練（教學）內容等自然無

從落實。這樣就影響到教科書編選的全盤計劃、語文教學的優化組合。層次結構未能建

構，量化的工作就弄不出來，這樣測試評估，質量、規格和要求就難有保証了，教師也

難以操作，教學就無法有效展開。 
面向二十一世紀《課程綱要》的結構、內容等方面都有改革的需要，例如，精簡綱

要的結構、確定教學目標的層次以及建構語文能力的結構、要素和序列等7。建構語文

能力的多層次結構，在《課程綱要》中必須明確指出教學目標中子系統的內容，把語文

的能力結構、要素、順序建構出來，使語文教學在可操作的情況下展開各層次的教學活

動。 

語文的內涵、性質往往隨著社會的發展而產生變化。目前，這些改變仍沒有完全反

映在香港的語文教改工作上。因此，二十一世紀香港的語文教育改革的研究，基本先行

處理這些微觀的課程規劃，並落實到由教材改革來帶動整體的語文教改的工作。 
此外，在世紀之交香港全面推行目標為本課程，方向是正確的，學理根據是無可置

疑的。它的精神，應該在語文科教學中具體表現出來。要做到這點，在我們的面前要解

決的問題還很多，例如：語文科課程與目標為本課程如何配合，理論與實際如何協調；

客觀上不利的因素如何處理，教材、教法如何配套，評估如何準確地進行等，都足以影

響它的成效。可以說，語文科目標為本課程是二十一世紀語文教改的主流，教研工作必

需配合這個規模龐大的課程系統來規劃。 

 
二．教材方面 
教材在這裡是指教科書。「教科書」也稱課本或教本，它是根據教學大綱規定的教

學內容、體系、教學法要求而編寫的教學用書8。語文教科書裡所選編的篇章，主要目

的是要發揮學習遷移的效果，使學生舉一反三，練成熟練的語文技能。 
在香港，編寫教科書的總依據是課程綱要，政府不負教科書的編寫和出版的職責，

                                                 
7 何文勝(1996)：《香港中學中國語文科教學的現在和將來》，面向二十一世紀的香港中文教學研討會

論文(刊印中)。 
8 朱作仁主編(1987)：《教學辭典》，江西教育出版社，63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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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由出版社以兼職方法聘請學者、教師編寫。教育署設有課本審訂委員會，出版社將課

本樣書送審，聽取意見後修改，再送審、通過，便正式出版。教育署把所有通審時評上

等級（甲等或乙等）的課本名單送交學校，學校根據需要自由選用。現行通審的中學語

文課本有十多套。由於種種原因，課本編寫的隊伍一般只由三、四人組成，利用十八個

月的時間，編寫一套教科書。他們只須按《課程綱要》的要求、示例編寫，其間不一定

需要經過論証和試驗，只要一經教署審批便可推出市場，供學校選用。 

50 年代起香港教育司署就開始不批准中學採用內地商務、中華和開明這幾家大出
版社編印的中學語文課本。從 1956 年開始，中、英文中學的國文科各有不同的教材篇
目。而中文中學在 1961年、英文中學在 1967及 1971 年曾分別對這些教材篇目作出修
訂。直至教育署在 1975 年頒佈《暫行課程綱要》才把中、英文中學的教材篇目合併起
來；到了 1990年，教材篇目又根據 90年的《課程綱要》作出修訂。 
編寫教科書必須符合科學的編選體系。「編選體系」就是把知識和技能排列成便於

教學的「序」，這是教材的組織，用現在的話說，可稱為系統或體系9。「教科書的編

選體系」是指教科書的編選按學科內容的性質、能力的結構和認知心理的發展有機組合

起來，構成一個系統，發展教學的優化作用。 
教科書中每個知識元素不是孤立地、雜亂無章地任意堆集的，它是由一個有機的知

識網絡和一條系統完整的知識鏈所組成。系統論認為整體並非部份的和。換言之，相同

的元素如果結構不同，它們所發揮的效用也不一樣。因此，語文教科書系統內的單元在

元素相同的情況下，可能因編選體系的差異而發揮不同的效用。 
一個科學的教科書編選體系就是教材最優化組合的先決條件。從社會科學的角度來

看，它需要符合學科元素和學生的認知心理發展等因素；而前者按邏輯系統排列，後者

按心理系統編排。建立教科書的編選體系就要把這兩個順序結合起來，這就是布魯納的

螺旋型課程設計了。當然，發揮體系內最優化組合的基本單位是每個教學單元，而單元

的組合也不能脫離科學的原則和方法。 

在香港，由於語文的能力結構、序列等論証不足，因此，中、小學的語文教科書合

理的編選體系仍沒有建構出來。由於教材編選的隨意性很高，以至教師與學生都很難在

教材的編選中體現能力的結構和序列，這樣就直接影響教學的質素。 
以下是五十至九十年代幾套通行的教科書編選體系概況： 
 

 出版社/體系/年份 56中 56英 61中 71英 78 90 
 經緯圖書社 文選型 文選型 ？ ？ / / 
 現代教育研究社 ？ ？ 文選型* 文選型* 文體型 文體型 
 集成圖書公司 ？ ？ 文選型* ？ / / 
 人人教育出版社 文選型 文選型 文選型 文選型 文體型 文體型 
 教育圖書公司 / / / / / 文體型 
 啟思 / / / / / 文體型 

                                                 
9 葉立群(1992)：〈回顧與思考－中小學教材建設 40年(1949－1989)〉，輯自《華東師範大學學報(教育

科學版)》，1992年第 2期，3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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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麥美倫 / / / / / 文體型# 
 注：教科書的名稱：經緯圖書社56英稱《初中國文教科書》；現代教育研究社61中、71英稱《中

國國文》；集成圖書公司61中稱《國文》；人人教育出版社61中、71英稱《國文讀本》；78年以後統
稱《中國語文》。「56中」即1956年中文中學；「56英」即1956年英文中學(餘下同)。 

* 現代教育研究社另編作文法講話、文法講話、修詞講話、中國文學史講話。集成圖書公司則
附語文常識指導，文章講話、各種實用文作法、各體文作法、文法研究修辭格、國學常識等。 

# 體系相對來說最完備，單元的組成以表達方式和文體為主。在單元後編有文化知識短文。 
/ 該出版社沒有出版該課程相應的教科書。 
? 該出版社曾出版該課程相應的教科書，但在寫本文時未能見到這些教科書。 

 
上述統計顯示，香港教科書的編選由文選型走向文體型的編選體系。文選型教材就

是以選擇單篇文章為主要的內容元素來編輯而成的教材。它以講讀文章為主，強調傳統

的語文訓練教育觀。 
文選型的教科書要組成科學的序列是很難做到的，因為所選中外古今的文章，很難

找出一個「序」。編輯教材只有由淺入深、由易到難這一條。但這一條在文章編排上，

無一定的嚴格標準了10。在教學中，教師無法從課文本身掌握明確的教學目的，也無法

從編排上理解各單元之間的邏輯關係，整個教學不易做到循序漸進的原則11。 
文體型編選體系12可以說是香港現行語文教科書編選體系的主流。這種編選體系，

雖然注意到讀寫之間的聯繫，有利於練習寫各種體裁的文章，但讀和寫畢竟不是一回

事，它們各有特點，訓練的內容不同，若完全按文體安排，不但不易照顧，而且使讀、

寫訓練受到限制。同時，這種安排忽視了口頭訓練，聽話、說話訓練在教材中很難落實
13。 
這個編選體系得以確立，恐怕是符合由易到難的教學原則，也符合學生從形象思維

逐漸過渡到邏輯思維的心理發展歷程。但經幾十年來的經驗証明，以「記敘、說明、議

論」的順序為主線來確定各年級的閱讀教學訓練，並按照這個線索編選語文課本，不能

有效地培養學生實際運用語言文字的能力，因為：第一，這個編選順序是語文教學的一

種規律，是表達的方式，但並不是語文教學的基本規律，也不能作為閱讀教學的主要線

索。第二，這個編選順序容易導致偏重表現方法，並脫離課文的語言文字作架空的分析。

第三，這個編選順序還不夠完整和明確。第四，這個教學順序在每冊課本裡只體現在幾

個重點單元裡，不能統率全冊。第五，全套課本都按照這個教學順序組織單元，教材編

排形式就顯得單調乏味，影響教學效果14。因此，面對二十一世紀現行的教科書編選體

系就有所不足了。 

單元結構是組成體系的一種形式。把教學目標、內容相若的若干篇課文，按體系要

                                                 
10 程力夫(1989)：〈語文教材編法新設想〉，輯自香港中文教育學會《中文科課程教材教法研討集》，

香港，文化教育出版社。1989年，70頁。 
11 陳必祥(1987)：《中國現代語文教育發展史》，雲南，雲南教育出版社。263頁。 
12 內地的文體分類為記敘、說明、議論。香港的文體分類為記敘、描寫、論說、抒情、詩歌等，但香

港各出版的分類也不統一。 
13 張鴻苓(1989)：〈語文教材編寫研究〉，輯自香港中文教育學會編《中文科課程教材教法研討集》，

香港，文化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1989年，75頁。 
14 張傳宗(1993)：《中學閱讀教學概論》，人民教育出版社，155-15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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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組織起來，在教學的效果是無可置疑的，問題在於以甚麼元素來組元。如果將來初中

的語文教科書編選體系像現行小學語文科目標為本課程的教科書一樣，按生活、品德、

文化等內容來組元，這是值得商榷的。因為，以生活常識、生活經驗、品德、文化等內

容來組元，它的內容是甚麼，理據又何在，編者如何配合學習者的心理來組織單元？以

品德、生活的元素去組元，從語文的某一性質去看還說得過去，但誰也不能否認這種組

元的方法難以理出合理的單元內容和學生的認知心理序列。可以說，不論編者如何去界

定品德、生活的元素、次序，都很難給人一個完滿的答案。因為在生活內容的學習中去

訓練學生的語文能力，與透過語文能力訓練的過程中去學習生活的內容，兩者的目標不

同，方法和結果就完全不一樣。很明顯，前者的目標在於生活內容的學習，而不是語文

能力的訓練。生活知識等項目的學習不是語文科教學的主要目標，而是常識科、社會科、

德育科的教學目標。「文」「道」合一，透過「文」來學「道」才符合本科的教學目標
15。 

由於單元元素的組成部份缺乏科學性，同時單元與單元之間的聯繫，以至整個體系

的指導思想都不很明確，因而出現散亂、不必要的重複等問題。因此，整個教學的隨意

性仍然很大，要達成本科的教學目標就不容易了。1990年以後各家所出版的教科書，每
篇範文內都附上教學重點(要點)一項，這是歷年以來所沒有的。雖可說是一種進步，但
各篇範文教學重點之間結構序列的科學性就不太強。可以說單元、編選體系的出現雖是

一個進步，但由於對語文科內涵、性質、能力結構認識的不足，直接影響這些單元及體

系內容的質素。 
這種保守的組元方式很難把語文教學放在科學的體系上。序列混亂、隨意性高等癥

結問題仍未能得到合理的處理，優化的組合自然難以發揮16。九十年代初，已有學者指

出語文教學一如以往都是隨機的、支離破碎的，因而提出編寫「以訓練為體系」語文課

本的構思。編者把語文訓練的項目、要點、標準、步驟確定下來，並形成一個練習的體

系。學生通過練習，掌握知識，並形成能力17。相信這是世紀之交語文教改的呼聲。 
綜觀五十年代以來初中語文教材篇目的數量、內容、時代，數據如下18： 

 
  56中 56英 61中 71英 78 90 
 數  量 (課) 115 87 86 90/128* 96/161* 66/102* 
  先秦 14% 10% 12% 4% 3% 9% 
 時 漢六朝 6% 7% 10% 9% 5% 4% 
  唐五代 5% 5% 12% 3% 2% 5% 
  宋 6% 5% 12% 5% 4% 6% 
  元明 6% 7% 3% 4% 2% 5% 
 代 清 16% 15% 15% 17% 11% 11% 
  現代 47% 52% 36% 59% 73% 61% 
  政治社會 7% 6% 8% 10% 14% 5% 

                                                 
15 何文勝(1991)：〈中國語文科目標為本課程教科書編選體系評議與重構〉，97 國際語文教育研討會

論文(刊印中)。 
16 何文勝(1991)：〈中國語文科目標為本課程教科書編選體系評議與重構〉，97 國際語文教育研討會

論文，刊印中。 
17 李家樹(1991)：〈九十年代中文教學的路向〉，輯自《現代教育通訊》，第 19期，46-49頁。 
18 何文勝(1991)：《中港初級中學中國語文科教材比較研究》，香港中文大學，碩士論文（未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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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 處世 39% 41% 37% 38% 32% 26% 
  典範 18% 21% 16% 16% 14% 15% 
  消閒 30% 31% 33% 31% 38% 48% 
 容 知識 3% 1% 3% 3% 2% 4% 
  學術 3% 1% 2% 1% 1% 2% 
 66/102*  66由初中三年，每年任教20-24的中位數計得(其餘同) 

66/102* 表示在初中三年入選的102篇課文中，最少選教66課(其餘同) 

 
在入選篇目的時代性方面，現代部份又可以細分為幾個年代： 
 

  56中 56英 61中 71英 78 90 
 數   量 26* 22* 17* 33* 68* 31* 
  10年代 4% 0% 6% 10% 6% 0% 
 現 20年代 65% 68% 71% 52% 51% 29% 
  30年代 23% 23% 12% 18% 22% 23% 
  40年代 8% 9% 12% 21% 16% 13% 
  50年代 0% 0% 0% 0% 4% 13% 
 代 60年代 0% 0% 0% 0% 0% 6% 
  70年代 0% 0% 0% 0% 0% 16% 
 數目與時代中「現代」的數目不符，主要是部份作品屬現代但未能確定那一個年份，與其餘＊同 

 

入選教材篇目以及精讀課文的數量，為何不斷減少？這些變化有何理據？如果沒有

一個明確的依據，相信很難令人信服。另外，數據顯示，課文內容的時代性，雖稍有提

高，但還是遠遠追不上。世紀之交，值得反思的是：不論哪一個同年代的課程綱要（內

地稱教學大綱），為何內地一般入選或精讀的篇目數量都大大超出香港，而具範文的時

代性也比香港強19。在解決上述問題的論証過程中，不難發現建構一個科學的教科書編

選體是急切需要的。 
針對上述的不足，二十一世紀香港語文教材方面的改革路向，應朝以下的路向發展： 
現行以出版社為主導，並以拉伕、兼職式由三幾位教育工作者按《課程綱要》的示

例來編寫教科書的模式必需盡早改革過來。為配合這些改變，不論政府或民間學術機構

應建立教材信息庫，組織教材編寫隊伍，編寫實驗教材，有計劃地進行教學實驗，為改

革教材提供科學數據。這樣語文教學的質素才能得到提高。教科書編寫機制的改革，日

後必然引起審訂機制的改變。 
當前，研究者應根據學生認知心理、能力結構、學科理論及課程原理等角度，製定

語文教科書編選的指導思想，可以下表來顯示20： 
語   知 選 → 教材選擇原則 → 基  本  篇  目 ＋ 增  選  篇  目  編成 
  定 識       ↓  ↓  ↓  ↓  ↓   
文 
 
教 
 

育 

→ 
 
 

出 
明 
確 
的 
教 

＋ 
 
能
力 
 

 
 
 
 
編 

 
 
→ 

確定
知識
能力
結構
要素

四種

能力

縱的

發展 
→ 

列出
各項
知識
能力
序列

練
習
要
求 
→ 

編定
教科
書的
編選
體系 

各級

學習

水平

→ 

確定 
 
訓練 

 
點 

四種

能力

橫的

關係 
→ 

規定
知識
點的
學習
水平

 
 
→ 

按編
選體
系組
織單
元 

 
 
→ 

選取
適當
的教
材編
目 

 
 
→ 

不同 
 
編選 

 
體系 

                                                 
19 何文勝(1991)：《中港初級中學中國語文科教材比較研究》，香港中文大學，碩士論文（未刊印）。 
20 何文勝(1996)：〈能力訓練型教科書編選體系的理論根據〉，輯自何國祥等(主編)《中文教育論文集》

第 18-19頁，香港教育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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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 序列 框圖 範圍 
目 → 目    ↑  ↑  ↑  ↑  ↑  ↑  ↑  的教 
 
標 

 標 思
想 

 → 思想教育不可能分段按期進行，需要長期培養，在教學目中貫穿始終，不可能
制定目標。 

  
科書 

 
簡單來說，語文教科書編選體系指導思想的發展次序如下：1. 製定語文教育目標；

2.定出明確的教學目標；3.確定能力結構要素及序列；4.列出各項知識、能力的要素序
列框圖；5.編定教科書的編選體系；6.確定訓練點；7.規定學習水平範圍；8.按編選體系
組織單元；9.選取適當的教材編目；10.編成不同編選體系的教科書。 
日前教育署提出中學中國語文科也採用單元教學，預計問題與小學相同。以生活、

品德為經，能力訓為緯的組元方式，是本末倒置的做法，而能力結構系統內的優勢也發

揮不來。因此，明確學習方法的層次性，把語文學法序列化，實現語文學法指導的操作

化21，把語文教學建立在科學的體系上，是世紀之交的主要課題。具體來說，教材編選

體系的改革應是二十一世紀語文教改中主要攻關的項目。這個問題如能得到合理的解

決，其餘的就相對容易處理了。 
如果能在本質上改善教科書編選體系的問題，系統內各單元、單位之間的聯繫處理

得好，則選文相對可以增加；再結合精讀，課內、課外自讀的選材模式，閱讀量必然提

高，語文教育工作者便可探討出一個合理的讀文數量。可以說，一直以來語文教學的質

不高、量不多，其中一個主要原因，相信這與中國語文科的教科書編選體系、單元教學

沒有處理得好有很大的關係。 
由此可知，在香港二十一世紀教材改革研究的急務是建構教科書的編選體系，以解

決語文教學上的基本難題。 
 

三．教法方面 
在香港，教師往往以綜合的方法來處理學生語文能力的訓練。一直以來，仍沒有一

本審定的寫作、聽說教材出現。因此，聽說讀寫教學的選材、教法都相對地保守，以至

於落後。從系統論的角度來看，要科學地訓練學生不同的語文能力，必先建構各種能力

的結構序列，然後針對各項能力的特點，分項訓練後才能進行綜合的統整，全面提升能

力。 
課程、教材的結構改變，必然影響到教學方法的變化，這是不容置疑的。教科書教

材的編排，決定了教學的方法。例如1961年中文中學及1971年英文中學中文科教科書採
用文選型的編選體系，每篇課文前後附「作者」、「解題」、「注釋」、「文體說明」、

「學習指導」及「習作」，而習作包括下列各項：1.問題討論、2.語文互譯、3.詞句釋
義、4.詞性辨別、5.詞義辨別、6.選詞構句、7.摘錄詞語、8.縮節原文、9.命題作文、10.
錯字改正、11.成語改正、12.成語填充。從這個內容結構模式來看，學習的內容，往往
由課文來決定，教學的方法是千篇一律、平均分配的，教與學的目標焦點就難以突出。

因此，教材的編選、教學的設計、教學方法的運用等規劃都是傳統的。這些課文結構難

                                                 
21 李學銘、何國祥編(1991)：《何去何從？關於九十年代語文教學、培訓課程的策畫、管理與執行問

題、語文教育學院第六屆國際研討會論文集》，香港政府印務局，1-4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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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孕育出新的教學法。 
七十年代後期至九十年代，語文教學法仍受制於教科書的編選體系。從《課程綱要》

的建議可以了解當代語文教學法的主流發展。例如：綱要中建議，教師在精讀教學課中，

宜教授課程綱要所提供的數量的精讀教材，藉課前預習、課堂討論，以及課後練習，逐

步引導學生深入探究範文的內容和形式。而精讀教學的實施22包括： 
1.課前預習：主要培養自學能力，初步認識作者生平、時代背景、教材內容、字詞

意義及與教材有關資料。 
2.課堂教學：包括(1)教學重點：不宜鉅細無遺，宜針對重點，加強指導。內容方面

的重點包括：作者的思想觀點、文章的內容大意等。形式方面的重點包括：字詞運用、

標點、寫作技巧、語法、修辭等。(2)教學方式：採用提問討論方式教學，訓練學生思考
分析及說話的能力。此外，因應教材特點、學生程度、教學環境等實際情況來施教；並

運用適當的教具和組織教學活動，以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3)課後練習，目的是鞏固所
學，配合教學重點，從內容、形式兩方面來設計練習。內容包括理解、分析、綜合、欣

賞等角度；形式包括字詞、標點、語法、修辭、作法等項目。 
在這個教學建議下，一般教科書的編寫者及出版社就把它作為編寫教科書的指導思

想。因此，就算以文體型編選體系的教科書，它的教學安排基本是：1.預習：課前準備，
要學生預先嘗試處理教材。2.講解與討論：解題、辨認文體、講解課文等部分。3.深究：
引導學生進行深究，加深對文章的體會。4.深究包括內容、形式等。5.欣賞：培養學生
的想像和體會能力，領略文章情趣。6.練習：安排口頭或書面練習，考查、鞏固所學。 
在這些指導思想下，大部份中學中文教師承認經常採用相應的教學步驟來進行範文

教學23：1.預習、作者簡介、題解；2.朗讀課文、指正讀音；3.詞語解釋、句解、修辭、
段旨；4.說明全文主旨；5.課文深究；6.課後練習。 
這樣，教材結構雖然由文選型轉為文體型，教學目標相對明確起來，但編選體系未

能配合，因此新的教學法無從開發，更談不上展開。例如：在優質教育基金成立後24，

首批審批的 290份計劃書中，關於教學質素的有 100份，語文教學的不足五分，而有關
從語文教學法入手以提高教學質素的研究計劃書就基本缺乏25。不過，仍有一些語文學

者進行一些小規模的教學法實驗，例如：在小學推行全語文新的作文教學法26。從閱讀

心理的角度進行中學語文閱讀理解訓練27、創意教學等。相對於國內來說，香港的語文

教學實驗工作做得太少，因此令教學方法的改革停滯不前。 

在過去以至現在，本港的教育工作者由於對語文的能力結構、教科書編選體系等方

                                                 
22 香港課程發展議會(1990)：《中學課程綱要中國語文科中一至中五課程綱要》，香港印務局。 
23 何萬貫、歐佩娟(1994)：〈中文教師在教學自信方面的自我評鑑〉，輯自《香港課程改革：新時代

的需要研討會論文集》，香港中文大學課程與教學學系及香港教育署課程發展署編。 
24 優質教育基金在 1997年 10月行政長官在施政報告中宣佈設立優質教育基金,以資助各項有勵推動香

港優質教育的計劃,，基金獲得政府撥款 50億港元。 
25 明報，1998年 7月 14日(星期二)優質教育基金專輯。 
26 謝錫金主編(1995)：《閱讀與寫作──理論與實踐》，香港，青田教育中心。 
27 蘇月華等編寫(1997)：《中文閱讀理解能力訓練》(中一、中三學生本及教師本)，語文基金贊助，香

港中文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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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認識的局限，因而未有一套全面訓練學生語文能力的教學方法。一直以來語文教師在

教學上普遍出現：1.教學理論掌握不足；2.老師講的多，學生說的少；3.老師往往把結

果灌給學生，忽視了學習的過程；4.未能「教」學生解決問題的策略。能力訓練是二十

一世紀的語文教學觀，教學應以訓練學生的能力為目標。因此，將來的語文教學必然更

強調能力的訓練，要掌握好這個方法，以下幾點應該注意：掌握語文教科的性質；教學

具有明確的教學目標；活用不同的理論知識；訓練學生的能力；擴大學生的知識量；善

用提問的技巧；老師說的少，學生講的多28。 

可以說，我們可以借目標為本課程推行的教學機遇，在確定教學的目標、建構能力

訓練的內容以及重整評估的體制等過程中，開發新的教學法。 
內地在改革開放以來，開發的語文教學法不少，能被全面推廣而有一定成效的計

有：鍾德贛的五步三課型反芻式單元教學法29；錢夢龍的導讀法30；洪宗禮的單元合成，

整體訓練31；李吉林的情境教學32等，如果能從比較的角度，論証有關這些教學法的理

論與實踐效果，再因應香港的情況，經過改良引進到香港，相信這是世紀之交香港教改

活動要趕上潮流的可行方法。所以，香港政府近年不斷鼓勵學者借鑑不同華語地區的語

文教學法的成效，撥款作「能提高中學生學習中國語文科興趣和效果的各種教學方法」

的研究，再經過改良，把有關的教學法引進香港。 
不過，還需注意到，內地的教改能取得一定的成效，這與由下而上的教改模式和不

斷開創教法改革的環境、氣氛、機制有很大的關係。例如：內地推行一綱多本制、進行

教材實驗、建構能力訓練體系、設立教研室、舉辦教學觀摩及比賽等都加速了教學法的

開發和改革，然後作小面積的實驗，總結成果向各省市不同類型的學校推廣。因此，當

香港向內地取經時，這些因素是不容忽視的，否則，系統內的各種元素因未能配合而影

響成效。 
香港的語文教改活動基本是自上而下的發展模式。上層的決策者、學者與下層的前

線教育工作者相互脫節，因此，有關理念往往未能在學校得到充分的驗証，政府最後採

取行政手段把有關的措施在學校全面推行，造成理論與實際脫節，好的教學理念難以順

利推行。 
 

戊．總結 
總的來說，香港語文教學的科研做得不足，教改的步伐太慢，因此，語文教學的發

展比較保守、傳統。無論從宏觀或微觀的角度來看課程建設33，雖經多次的「躍進」，

                                                 
28 何文勝 (1999)：《從能力訓練角度論中國語文課程教材教法》，香港，香港文化教育出版社

有限公司，319-324頁。  
29 鍾德贛(1995)：《五步三課型反芻式單元教學法實驗論文選》，陝西師範大學雜誌社。 
30 錢夢龍(1995)：《導讀的藝術》，人民教育出版社。 
31 程良方(1995)：《洪宗禮語文教學論集》，江蘇教育出版社。 
32 李吉林(1996)：《李吉林情境教學理論與實踐》，人民教育出版社。 
33 本文主要從宏觀的角度來看語文課程建設，微觀的角度可參考何文勝(1993)：〈中、港初級中學中

國語文科課程綱要比較討論〉，輯自李學銘等(主編)《語文和學習 九三年國際語文教育研討會論文集》第
123-134頁，香港政府印務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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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由於多方未能趕上，配合不來，造成過與不及的現象。二十一紀的中國語文教改如何

發展，相信是一個重要的研究項目。 
課程方面：教學目標、四種能力訓練、教學內容和文道統一的確定，以至於語文與

文學的分科，語文及文化科的設置，中國語文科目標為本課程的推行，分別是七十至九

十年代的產品。目前，內地教改的發展起步比香港早、全面。世紀之交，內地對語文四

種能力的縱向結構、序列等元素論証已相當成熟。如果從系統論的角度來看，四種能力

的橫向聯繫，以及語文、文學、文化科如何統整、銜接才能更有效地提高學生的語文學

習效果，應是二十一世紀語文課程改革的其中一個發展路向。這個教改的發展軌跡，對

香港在世紀之交的語文教學改革有很大的啟發作用。 
課程結構的改變，教材必須配合，否則影響教學的發展和成效。如果說香港的課程

改革可以配合時代的發展，那麼，教材的建設就遠追不上課程。可以說：教材的編選仍

留在四十年代的階段，編選體系、單元結構的意識仍很薄弱，這是二十一世紀中國語文

科教改的重點項目。 
在連鎖反應的情況下，教法可能比上述兩個問題還要嚴重，二十一世的語文教學觀

是由知識的傳授變為能力的訓練。現行的教科書和教學法如何配合，直接影響語文教學

的成本效益，二十一世紀的中國語文教學改革能否取得突破，相信教法的革是一個關鍵

的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