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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以來香港初中中國語文教科書編選體系的承傳1

一、緒論

在香港，《中國語文教育．學習領域課程指引(小一至中三)》(簡稱指引)把教科書觀

念拓寬為靈活多采的學習材料和範例2，又強調單元是一種有效的課程組織3，並提出一

些編選教材的原則和方法。為了落實課改的精神，課程發展處規劃了「中一至中三學習

單元架構示例(2000-01)」 (簡稱單元架構示例)4 的編選體系，供教科書編者及教師參考。

傳統教材觀的改變，直接影響教科書的編選。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以來語文教育工作者如

何處理初中中國語文教科書的編選體系？這些編選體系發展與承傳的關係又如何？實

有待語文教育工作者的探究。

本研究的目的在於了解香港二十世紀五十年以來初中中國語文教科書編選體系的

承傳情況；研究結果供教科書編選者參考，以便建構科學的語文教科書編選體系，落

實課改的精神。

研究的範圍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至二十一世紀初中國語文教科書編選體系的承傳

問題，對象包括課程綱要有關教材編選及相應教科書中編者的話和課文目錄等部份。簡

單來說是以 1956 年、1961 年的中文中學國文教科書；1956 年、1967 年、1971 年的英文中

學國文教科書(1971 年還有課程綱要)；1975 年、1978 年、1990 年的中國語文課程綱要及

教科書；和 2002 年中國語文課程指引及教科書為研究對象。

研究的方法是先根據系統論、學科論、能力結構論、認知論及課程論等來建構一個科

學的語文教科書編選體系。然後從二十世紀五十年代至今每套教科書的編輯說明及課文

目錄來歸納它的編選體系。最後利用科學的編選體系來評論這個時期教科書編選體系的

承傳關係。

二、理論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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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稱之爲系統，有人稱之爲體系5。它強調「教材內容安排的序列、各部分的組

成搭配以及內在聯繫」6。「教科書的編選體系」是指教科書中教材的組織，按學科論、認知

心理及課程論等排列成一個合理的教學序列。建構科學的編選體系，就是要處理好教材

中單元間縱的銜接與單元內橫的聯繫。科學的教科書編選體系可透過系統論、學科論、能

力結構論、認知論及課程論等觀點來落實。

1 本文的研究經費由香港教育學院研究及國際合作中心研究委員會(Research Committee)贊助，謹此
鳴謝。

2 課程發展議會編訂(2002)：《中國語文教育．學習領域課程指引(小一至中三)》，香港，政府印務
局，37 頁。

3 課程發展議會編訂(2002)：《中國語文教育．學習領域課程指引(小一至中三)》，香港，政府印務
局，39 頁。

4 課程發展議會編訂(2002)：《中國語文教育．學習領域課程指引(小一至中三)》，香港，政府印務
局，81 頁。

5 葉立群(1992)：〈回顧與思考——中小學教材建設 40 年(1949－1989)〉，輯於瞿葆奎主編《華東師範
大學學報(教育科學版)》，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2 年第 2 期，32 頁。

6 王賀玲(1998)：〈在比較中探討小學語文教材的科學體系〉，輯自課程教材研究所編《課程教材研究
15 年》，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3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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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論認為整體並非部份的和。意思是說系統內的元素相同，若結構有異，其所產

生的功能也有不同。因此，在語文能力元素相同的情況下，可能因教材的組織結構不

同，而產生不同的教學效果7。認知的模式8結構清楚顯示，學生可利用所學的能力來解

決新的問題，做到由已知到未知，由簡單到複雜等學習心理的原則。學科論認為語文科

具有工具性、思維性、思想性、綜合性、人文性等性質。工具性、思維性是「文」的問題，其

餘都是「道」的內容。根據語文科的性質，在教學上做到「因文悟道」9，「工具性與人文性

的統一」10。因此，在教材編選上需要做到「以文為經、道為緯」的原則。能力結構方面，

從斯皮爾曼(Spearman)的二因素理論(two-factor theory)到吉爾福特(Guilford)的三維體系

說，主要涉及特殊能力與一般能力的關係11。語文的能力結構中「思維」屬一般能力；

「聽、讀，說、寫」屬特殊能力。一般能力在特殊能力訓練的過程中達成。根據布魯納

(Bruner)的學科結構論、加涅(Gagne)的系統任務分析理論12，可以建構聽話、閱讀、說話

和寫作四種能力的序列和相應的訓練要點及教學內容13。課程論中「倒螺旋上升」的課程

設計，是處理教材邏輯系統與學生心理序列的最優化結構14。這樣我們可以建構一個科

學化的語文課程規劃，發揮優化教學的效能。

探討編選體系承傳的理論依據，就是要建構一個科學的語文教科書編選體系。科

學就是合理，合理的基本條件就是有序。要建立這個序，就得從單元這個體系的基本元

素入手。因為單元是一種有效的課程組織15，由此建立的單元教學，就是一種系統化、科

學化的教學體系。它有利於克服教學中的盲目性、隨意性，加強教學的計劃性，體現教

學過程的階段性、連續性和循環性，做到從整體上來考慮安排傳授知識和培養能力的序

列。要做到從整體上來考慮，並安排相應的序列，就關係到用甚麼元素來組織單元的問

題，這個問題直接影響編選體系所發揮的功能。從歷史的發展及理論依據來看，單元內

容的組織方法由以前的生活、知識、文體轉到八、九十年代的能力來16，序列是越來越清

晰、明確的。因此，以能力來組織單元為科學的編選體系提供了條件。換言之，在處理語

文科定性、定向與定量的工作後，再從能力論、認知心理以及課程論等觀點進行定序的

工作，四種能力結構的序列，以及科學的教科書編選體系就可以建構出來。這個體系的

方陣，由單元間縱向銜接與橫向聯繫兩個維度組成，前者做到上一單元所學，為下一

單元所用，以便有效地學習有關單元；後者善用精讀、導讀及自讀三個課型的功能，做

到精讀讓學生學能力，導讀讓學生在教師指導下用能力，自讀是讓學生運用所學來自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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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5 頁。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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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頁。
9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教育委員會制訂(1998)：《九年義務教育全日制初級中學．語文教學大綱》(試

用)，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第 4次印刷，第 7 頁。
10 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制訂(2003)：《全日制義務教育．語文課程標準》(實驗稿)，北京，北京師範

大學出版社，第 13次印刷，1 頁。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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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79 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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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41 頁。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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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79 頁。
14 陶明遠等(1992)：《試論螺旋型課程結構論》，輯自魏國棟等編《課程．教材．教法》，北京，人民

教育出版社，1992 年第 4 期，17 頁。
15 課程發展議會編訂(2002)：《中國語文教育．學習領域課程指引(小一至中三)》，香港，政府印務局

印，39 頁。
16 何文勝編(2004)：《中國語文教育百年暨新世紀的語文課程改革》，香港，香港教育學院出版，165-

17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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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自評。這樣按上述理據建構出來的一個體系，應是一個科學的編選體系。

這就是探討二十世紀五十年代至今初中中國語文教科書編選體系承傳與創新的基

本原則。

三、研究內容

(一)中國語文科課程綱要(指引)及教材的發展概況

戰後初期，香港中英文中學的課程多採用 1933 年傅東華編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復

興初級中學教科書．國文》或宋文翰、張文治編的《中華文選》及《新編高中國文》17。

1949 年，由於中共政府成立，香港教育司署開始不批准中學採用國內編印的中學

語文和中國歷史課本，當時政府曾頒布過英文中學各級教材，但已失傳18。

1952 年教育司署成立「審核課程及課本委員會」，主要是審核教科書以防止中國大

陸政權改變，政治思潮可能會滲入課本。

1953 年，教育司署中文中學會考委員會鑒於 1949 年頒布之英文中學各級教材有重

訂之必要，而中文中學初中各級教材，亦無劃一之規定；乃有重新修訂中英文中學中

文教材之議19。

1956 年教育司署頒布的初、高中國文課程標準，把中文中學的初、高中和英文中學

第一級至第六級的教材篇目都訂定下來。。這樣就解決了以前中文中學初中階段没有統

一教材篇目的混亂現象。

1961 年教育司署根據 1953 年中文科報告書的建議把中中改為五年制，並頒布中文

科教材篇目，以備新學制使用；1967 年頒布英文中學中文科教材內容，它與 1956 年頒

布的稍有出入20。1971 年教育司署頒布英文中學中文科課程建議，並把各年級的教材分

年級列出21。

1975 年香港課程發展委員會公佈《中國語文科暫定課程綱要》(中一至中五適用)，

統一英中和中中的教材篇目。綱要的第二章第二節為教材部份，提供中學一至三年級的

課文篇目。1978 年刪去「暫行」兩字頒行，第二章第二節的教材部份，提供中學一至三年

級的課文篇目。

1990 年香港課發展議會編訂《中學中國語文科課程綱要》，綱要的第三章第一節讀

文教學，提供各級的教材篇目。綱要並指出「本課程委員會經常檢討這些教材，如有需

要，會繼續選取合適的篇章，以備補充和更換」22。

2001 年 9月課程發展議會編訂《中國語文教育．學習領域課程指引(小一至中

三)》，指引打破傳統的教材觀，全面開放學習材料。因此，指引沒有規定共同的課文篇

目，只提供六百多篇的文章作為例子，供語文教育工作者參考。

出版社根據上些文件，出版相應的教科書，不同時期教科書的發展可用下表顯示

17 陳必祥(1987)：《中國現代語文教育發展史》，昆明，雲南教育出版社，333-334 頁。
18 陳必祥(1987)：《中國現代語文教育發展史》，昆明，雲南教育出版社，340 頁
19 汪文恂(1956)：〈前言──新教材專號〉，輯於《中文通訊》，香港教育司署，7、8 期，1956 年 9

月，1-7 頁及 9-10 頁。
20 陳必祥(1987)：《中國現代語文教育發展史》，昆明，雲南教育出版社，373 頁。
21 香港教育司署編(1971)：《英文中學中文科課程建議》，香港，香港政府印務局印，引言。
22 香港課程發展議會編(1975)：《中學課程綱要．中國語文科》(中一至中五課程綱要)，香港，香港

政府印務局，1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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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來：

1956 年中文中學教科

書

1956 年英文中學教科書

↓ ↓

1961 年中文中學教科

書

1967 年英文中學教科書 過

｜ ↓

｜ 1971 年英文中學教科書 去

↓ ↓

1975 年教科書 教

↓

1978 年教科書 科

↓

1990 年教科書 書

↓

2002 教科書 現行教科書

(二)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以來教科書編選體系的發展

根據現存的資料，要完整找到一套七十年代以前的教科書已很不容易，我們也難

以全面了解每個時期有多少家出版社，出版多了少套教科書。以下就五十年代以來，根

據有關課程綱要(指引)編寫，並獲課程發展處審批通過的初中中國語文教科書作出分

析。

1.五十年代教材篇目的教科書：

這時期的教科書主要按香港教育司署 1956 年頒布初級中英文中學國文科教材編

輯，共分六冊，每學期一冊，分別供中文中學及英文中學初中一至初中三年級上下期

使用。

經緯圖書社編(1956)：《初中國文教科書》(中文中學適用)，香港文化服務社印行。

編輯大意只有體例的說明。中一至中三的選文分別為 40篇、39篇、36篇，共有課文 115
篇。

余景山、許錫慶(1962)：《中學國文》(英文中學適用)，現代教育研究社有限公司版。

編輯要旨只有體例的說明。中一至中三的選文分別為 30篇、29篇、28篇，共 87篇。這套

教科書之後另編作文法講話、文法講話、修辭講話、中國文學史講話，作為補充教材，如

第二冊作文法講話（下）。

在兩套教科書的編輯說明中，只有體例而沒有體系的說明。可以說，當時的教科書

編選者還沒有編選體系的概念。上述是單篇範文教學，談不上單元組織，也沒有甚麼體

系可言。不過它開始注意一些語文知識的處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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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六十年代教材篇目的教科書：

這時期政府先後在 1961 及 1967頒佈中文中學及英文中學國文教材文件。

香港教育司署在 1961 年頒布「新制中學國文科教材」(「五年制中文中學中文科教

材」)。當時教科書的篇目及次序都按這份文件編成。初中三年共六冊，選文為中一 33

篇、中二 33篇、中三 20篇，共 86篇，供中文中學上下學期使用。按這文件編寫的教科書

有：

許錫慶、余景山(1961)：《中學國文》(新制中學適用)，現代教育研究社。編輯要旨只

有體例而沒有體系的說明。在每冊教科書的後面分別附錄作文法講話、文法講話、修辭講

話、中國文學史講話，作為補充教材。

集成圖書公司編輯部(1961)：《國文》(新制中文中學適用)，香港，集成圖書公司印

行(1961 年初版、1969 年港版)。編輯大意只有體例而沒有體系的說明。第一至第四冊分別

附錄語文常識指導，附有標點符號使用法，字典辭書使用法，書法淺說，文字辨，文

法述要，虛字用法及繙譯，文章講話，日記書信與社交柬帖作法，各體文作法。第五至

第十冊則分別附有語詞通釋，文法研究，修辭格，國學常識表解，應用文舉隅等作為

課外補充材料。

羅慷烈、余景山、何格恩合編(1962)：《新編國文》(新制中學)，香港齡記書店出版

(1956 年初版、1958 年再版、1962 年改編)。根據編輯要旨，除體例的說明外，還提出「教

師可斟酌實際環境，按照課文性質分類，視其深淺、長短，自行決定講授之次序及支配

講授之時間」。

此外，還有經緯圖書社編(1961)：《國文教科書》(新制中學用)，香港文化服務社有

限公司與陳崇興、陳菊坡編(1964)：《中學國文選》(中文中學適用)，香港環球文化服務

社。這兩套教科書在編輯要旨只有體例而沒有體系的說明。

上述教科書的課文編選還是單篇範文教學，談不上單元組織，也沒有甚麼體系可

言，只是有些教科書在每冊後都附上知識性的內容。值得注意的是，有編者開始建議教

師在教學時考慮到教授課文時的歸類、次序及時間等問題。換言之，單元教學及教科書

編選體系的問題開始受到注意。

香港教育司署在 1967 年頒佈「香港英文中學各年級中文教材篇目分配表」，適合英

文中學第一級至第五級學年使用，每學期一冊，三年共六冊。相對應的教科書有：

經緯圖書社(1967)：《國文》(英文中學適用)，香港文化服務社印行(1956 年初版、

1966 年修訂版、1967 年修訂版)。編輯大意只有體例而沒有體系的說明。

余景山、許錫慶合編(1967) (英文中學適用)：《中學國文》，現代教育研究社有限公

司。編輯要旨有體例而沒有體系的說明，在這套教科書之後另編作文法講話、文法講話、

修辭講話、中國文學史講話，作為補充教材。

在兩套教科書的編輯說明中，只有體例而沒有體系的說明。可以說，當時的教科書

編選者還沒有編選體系的概念。上述教科書都屬於單篇範文教學，談不上單元組織，也

沒有甚麼體系可言。不過它已開始注意到一些語文知識的處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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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七十年代課程綱要的教科書：

這時期政府分別在 1971 年 1975 年 1978 年頒佈中文科課程綱要，1975 年的為暫用

綱要，很快為 1978 年的綱要所取代。

香港教育司署在 1971 年頒布英文中學中文科課程綱要及教材篇目。這時期的教科

書遵照上述文件編輯，全書分六冊，供香港英文中學中文科初中三個學年使用。課文篇

目全部按課程綱要的建議編排，初中一年級 44 課(第一、二冊各 22 課)；二年級 44 課

(第三、四冊各 22 課)；三年級 40 課(第五、六冊各 20 課)。根據教育司署的規定，校方因

應各班程度，一年最少選教 30篇，並需要兼顧文言，語體的比例。當時的教科書有：

余景山、許錫慶(1971)：《中學國文》(英文中學適用)，現代教育研究社。編輯要旨只

提到體例的安排，在每冊之後以作文法講話、文法講話、修辭講話、中國文學史講話等作

為補充教材。

齡記課本編輯部(1971)：《新編國文》，(香港英文中學適用)，齡記出版公司。編輯

要旨只提到體例的安排，並建議教師可斟酌實際情況，視課文之類屬、深淺、長短，自

行決定講授次第，及支配講授時間。

其他如人人書局編輯委員會(1971)：《國文讀本》(最新修訂，英文中學適用)，人人

書局有限公司；經緯圖書社(1971)：《國文》(英文中學適用)，香港文化服務社印行(1956

年初版，1970 年修訂版，1971 年增訂再版)；中國文史教材研究所(1972)：《中文課本》

(英文中學)，香港書業公司及啓德圖書有限公司編輯部(1974)：《國文》，香港，啓德圖

書有限公司印行，四套教科書的編輯大意只有體例而沒有體系的說明。

上述教科書的編選體系與六十年代的體系相差不大，還是單篇的範文編排，而教

師在教學時需要兼顧學生的一些學習心理因素。總的來說，它既無單元教學，也沒有明

確的編選體系概念。

香港教育司署在 1975 年頒佈中學《中國語文科課程綱要》(暫定)。這时期的教科書按

這個綱要規定的篇目編寫，共分六冊，供中、英文中學第一階段(中一至中三)中國語文

科教學的需要。課文篇目全部按課程綱要的建議編排，初中一年級 61 課，二年級 58
課，三年級 55 課合共 174 課。根據教育司署的規定，校方因應各班程度，一年最少選

教 30篇，並需要兼顧文言，語體的比例。根據綱要的建議，中學一年級至三年級每週

授課六教節的，每學年應選教 24 至 28篇：每週授課七教節的，每學年應選教 30 至 34
篇。這時期的教科書很快又根據 78 年綱要作出修訂。

香港教育司署課程發展委員會在 1978 年頒佈的中學《中國語文科課程綱要》。這時

期的教科書是依照這個綱要和《中學中國語文課本編纂指引》所提供的資料來編纂。初中

階段一至六冊，適合中、英文中學一至三年級採用。所選的篇目全部都是綱要內所建議

可供選用的課文，初中三個年級的課文篇目分別為 58篇、53篇及 50篇共 161篇。根據

綱要的建議，中學一年級至三年級每週授課六教節的，每學年應選教 24 至 28篇：每

週授課七教節的，每學年應選教 30 至 34篇。兩個綱要在部份教材附上「*」號，表示這

些課文在文詞上、思想上或內容上，比較艱深，教師可酌量選教或指導閱讀。這時期的

教科書很多都是修訂 1975 年的教科書而來。當時的教科書有：

汪烱華、李炎羣編(1978)：《中國語文》，香港書業公司出版。教科書的編輯要旨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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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教師可以根據學生的程度、興趣、授課節數，斟酌取捨，靈活選用。本書的課文，是

按單元編排的。同一單元的，都是性質或文體相同的文章，它們在「學習重點」上有內在

的聯繫。單元排列的先後，首先著眼於文體的難易，如文體相同，則注意表現方法的難

易。這樣編排，既集中了同類課文，便於老師比較和選擇，又使「學習重點」自成系統，

並貫徹了由淺入深、由易而難的學習原則。這套教科書的單元設計如，第一冊第一單元

以記敍為主的散文：第一人稱的敍述方法，第三人稱的敍述方法，通過對比來說明事

物的敍述方法，運用想像力進行虛構的寫作方法。第二單元以描寫為主的散文：通過主

觀想像來描寫景物的方法，運用擬人法來描寫景物的方法，把握景物特徵、進行細緻描

寫的方法，表達方式——記敍和描寫的識別，在景物描寫中寄寓思想感情的方法，隨

立足點的變化來寫景的方法，情景交融的寫作方法。第三單元　以抒情為主的散文，通

過寫景來抒發感情的方法，由作者出面直接抒發感情的方法，通過敍事來抒發感情的

方法，借憶述往事來抒發感情的方法。第四單元傳記、軼事，人物傳記的體制和取材，

選用典型事例來寫作人物傳記的方法，敍述中夾用議論的表現方法，敍述中夾用描寫

的表現方法，按時間順序來寫作人物傳記的方法。第五單元寓言、小說，寓言的體制和

擬人手法的運用，文章寓意的探討和擬人手法的運用，通過行動、對話來刻畫人物的方

法，通過心理描寫來刻畫人物的方法。第六單元說明文，選用生動事例來說明道理的方

法，運用切身經驗來說明道理的方法，以物喻人的說明方法，運用文藝筆調來說明道

理的方法，運用日常生活材料來說明道理的方法。其餘各冊還有議論文、詩歌、雜感、詩、

詞、曲等單元。

梁宜生(1978)：《中國語文》，香港，人人書局有限公司。這套教科書的編寫原則指

出：每冊依選文的體裁歸納分類；每類的篇目數量，雖多少不一，但都本由淺入深的

原則而順次編定。例如，第一冊的單元包括：甲記敘、描寫，乙抒情文，丙傳記、軼聞，

丁寓言、小說，戊論說文，己詩。

譚鳴、馬凱旋(1978)：《中國語文》，香港，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編輯要旨說，每冊
課文編排，都根據內容深淺，文章體裁，語文類別等，作適當的分配。各課之間盡量彼
此聯繫，組成無形的小單元。教師可視授課時間和學生程度選擇篇目。這些無形的單元
大概都是記敘文、抒情文、描寫文、論說文……一類文體的組元方式。

羅一之編(1978)：《中學中國語文》，香港，華夏書局。編輯大綱指出，將單篇和全
書、新課和舊課，有重點有系統地前後貫通；全部課文依據教學重點，兼顧體裁特點，
每冊教科書劃分為 8-9 單元。單元包括說明文、描寫文、抒情文、小說、議論文、詩詞、寓
言、文言散文等元素。課文劃分為「必教課文」和「選教課文」兩類。

齡記課本編輯部(1978)：《新編中國語文》(香港中英文中學適用)，香港，齡記出版
公司。編輯要旨說，新編中國語文的各級教材是以課文性質和教學重點區分成為 7或 8
個單元；同一單元內的課文，依深淺排列，方便教師選擇。例如中一年級的單元規劃
為：第一單元說明文類，著重根據課文資料發揮表達及詞語運用；第二單元記敍文
類，著重學習敍事記言的技巧及佈局；第三單元描寫文類，著重描寫技巧的研究和學
習；第四單元抒情文類，著重抒情筆法的研究及句式仿作；第五單元議論文類，著重
分析、推理、綜合能力的訓練及撮寫；第六單元寓言類，著重寓意的探討及作法研究；
第七單元小說類，著重主題寄託、人物描寫及語言運用；第八單元詩及散文詩，著重意
境的體會和欣賞及詞彙的活用。

文風圖書公司編輯委員會(1978)：《中國語文》(初級中學適用)，香港，文風圖書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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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編輯要旨說，各冊篇目的編排都因應選文的體裁，歸納分類；並參照香港教育電視
「中國語文科節目課程綱要」，配合電視節目的次序，選文內容的深淺，順次編定。每冊
有 6-7 單元，都以記敍文、描寫文、抒情文、寓言、小說、論說文、詩等元素來組元。

梁文偉、黃競新(1980)：《中國語文》，香港，現代教育研究有限公司。編纂說明指

出，第一冊至第六冊按照範文的文體、性質、風格和難易等原則，把類近的範文作單元

式的編排，教師可因應上課時數和實際需要，在各單元教材中，選擇適合班級施教的

教材。第一冊分為 11 單元，共錄範文 29篇；第二冊分為 10 單元，共錄範文 29篇；第

三冊分為 10 單元，共錄範文 27篇；第四冊分為 11 單元，共錄範文 26篇；第五冊分為

12 單元，共錄範文 25篇；第六冊分為 12 單元，共錄範文 25篇。許錫慶、黃甦(1977)：
《現代中國語文》，香港，現代教育研究社。這套教科書的編輯要旨指出：為方便教師選

擇，特將各級課文按題材、體裁及難易深淺酌分若干單元。每單元由兩至三課組成。大華

出版有限公司編輯委員會(1978)：《最新中國語文》，香港，大華出版有限公司。編輯大

要指出：除附體例外，目錄的編次是依據各課文的性質——例如文體、內容。或作法的

相近之類——而分成不同的組別。要是性質特殊而不能歸併於某一組的，則排列在最前

或最後，教師可在各組別中，按著學生的程度而酌量選教。這三套教科書在目錄部份沒

有單元的名稱，只是把類近的範文歸為一組，大概都是記敘文、抒情文、描寫文、論說文

等文體的組元方式。

經緯圖書社(1972)：《國文》(中英文中學適用)，香港文化服務社。向夏(1978)：《中

國語文讀本》，香港，上海書局有限公司及葉作仁、呂思齊 (1981)：《中國語文課本》，

香港，昭明出版社三套教科書的編者說話只有體例而沒有體系的規劃。

在這個時期以前，大部份教科書只有體例的說明，而沒有體系的規劃。這時期的教

科書大都開始注意到編選體系的問題，教材按照範文的文體、性質、風格和難易等原

則，把類近的範文作單元式的編排。簡單來說，它們是以單元組織教材，組元的元素主

要是以文體為主。在這時期出現了一套典型的以文體組織單元，並以文體作為編選體系

的教科書，而且在解構文體元素方面，就算是以後的文體型編選體系也未必能超過它。

4.九十年代課程綱要的教科書：

香港課程發展議會在 1990 年頒佈《中學中國語文課程綱要》，這時期的教科書都是

依照這份綱要及「中學中國語文科課本編纂指引」來編寫。

初中階段(中一至中三)供中英文中學一至三年級使用，每學期一冊共六冊。在課文

方面把《課程綱要》所提供的「精讀教材」篇目全部編入，初中三個年級每年各有 34篇共
102 課，每冊 17 課。教師可因應學校實際情況，每年選教課文 20 至 24篇。餘下的篇

章，教師可作略讀教材處理，也可作為課外閱讀或閱讀理解訓練之用。

每冊課本後都附有「語文學習重點分佈表」及「語文基本知識討論及練習項目分佈

表」。表中資料，是從全書各課的「教學重點」歸類、整理而來，分表達方式、修辭方式、

漢語常識、寫作方法、文類常識等。各教科書大都列出每課語文教學重點，力圖做到完整

而有系統，分布均衡，循序漸進，而重點則多加反複。通過此表，教師可因應學生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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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針對學生不足的地方，擬出一個周全的教學計劃。以下是通過教育署審查的教科書及

其編選體系：

香港人人書局編輯委員會(1991)：《中學中國語文》，香港，香港人人書局有限公

司。這套教科書的編輯說明指出：一至六冊依文章體裁分為記敘、描寫、抒情、論說和詩

歌等五個單元，第六冊加多「戲劇」一個單元，共六個單元。各單元的課文排列依下列原

則：(1)篇幅較短的排前面，較長的排後面。(2)內容較淺的排前面，較深的排後面。(3)白
話文盡量排前面，文言文多數排後面。(4)題材接近的，盡量安排在一起，方便分析比

較。教師可因應所選教的「精讀」課文與學生的程度，斟酌取捨和調整。

歐陽汝穎、張志和(1991)：《中國語文》，香港，長春出版社有限公司。這套教科的

編輯要旨指出：中一至中三，每冊依體裁分為六個單元，例如第一冊的單元劃分為：

第一單元抒情文，第二單元敘事文，第三單元寫景文，第四單元說明文，第五單元寓

言，小說，第六單元新詩。每個單元前設置一單元提綱：單元後附有《單元小結》，講解

提綱要目。《單元小結》目的都在協助學生更牢固地掌握學過的知識。

陳文質、鍾嶺崇、何就鵬、梁崇榆(1991)：《中國語文》，香港，文達出版有限公司。

這套教科書的編輯要旨指出：收錄的課文根據所屬文體歸入五個不同的單元，包括「記

敘文」、「抒情文」、「論說文」 、「描寫文」及「其他」(詩、詞、曲、童話、寓言、小說、戲劇)。課文

按文體歸類，分屬不同單元，目的在方便教師施行更有系統和有效率的語文教學。教師

宜善加利用，靈活地發揮單元教學的優點。例如，第一冊的單元安排如下：記敘文單元

(一)傳記，記敘文單元(二)遊記，描寫文單元(一)，每個單元後有單元總結。

林潔明、何美玉、陳漢廷(1994)：《中國語文》(修訂版)，香港，香港教育圖書公司。

這套教科書的編輯說明指出：每冊按課文的體裁劃分為多個單元，使體裁相近，但寫

法各異的文章集中在一起，讓學生能有系統地吸收語文知識，並方便教師挑選課文及

施教。例如第二冊甲記敘文，乙描寫文，丙抒情文，丁論說文，戊詩歌。

劉國正、黃成穩、紀馥華、郭秀珍(1997)：《中國語文新編》，香港，麥美倫出版社。

這套教科書的編纂說明指出：以精讀教學為主體。各種語文能力的訓練和語文基本知識

的教學在本書中的安排，既注意各個年級有所側重，又注意各個年級之間的銜接連

貫，大體上有一個由淺入深、循序漸進的編排系列，力求使教學內容豐富多采，形式生

動活潑，具有科學性、適應性、實用性和趣味性。中一至中三各冊課本的課文按單元編

排。單元的組成，以表達方式和文體為主，同時兼顧課文的內容。每個單元前面有對本

單元課文的文體特點、表達方式和思想內容等的簡要提示。例如第一冊的單元有寓言，

描寫文，抒情文，其餘還有論說文，文言文，詩歌……。

文軍編(1991)：《中國語文》， 香港，上海書局。這套書的編者的話指出：中學第一

階段課文，根據文章的內容、體裁和程度深淺，每冊約分成七、八個單元，每個單元之

前都有一段「引言」，揭示這單元課文的特點，目的是引起學生的學習興趣並方便教師

選擇課文施教。第一單元好榜樣，第二單元學習與生活，第三單元科學小品，第四單元

新詩，第五單元生活的透視等。

杜振醉(1990)：《中國語文》，香港，煜華文化機構。這套教科書的編輯要旨指出：

每冊課文的編排次序，第一冊至第六冊，按文體劃分單元，依次為記敘文(包括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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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寫文、抒情文、詩歌、戲劇（僅第五冊一課）、論說文。

胡燕青等編 (1991)：《中國語文》，香港，星河教育出版社。這套教科書的編輯要旨

指出：按課文所屬文類與內容深淺分冊，順次分列為三類：散文；小說、戲劇；詩、詞、

曲。同類課文先列文言，次列白話，務使每冊課文各體兼備，輕重得宜。

布裕民、陳建偉、陳漢森、謝錫金(1999)：《中國語文(第三版)》，香港，啟思出版社。

這套教科書的編輯要旨指出：中一至中三各冊均有記敘文、描寫文、抒情文、論說文和詩

歌，但在目錄中沒有單元的名稱。

陳汝恒(1990)：《中國語文》，偉文……。這套教科書的編輯要旨指出：為方便教師

擬訂全學期或全學年的教學計劃，（欠印）

長河出版委員會 (1991)：《新編中國語文》，香港，長河出版社有限公司。這套教科

書的編輯凡例指出：為使教有中心，學有側重，每篇課文均按其內容或形式特點，訂

定教學重點。全書各課的教學重點，注意到由淺入深、循序漸進、適當反復的教學原則。

方鏡熹、呂思齊、楊熾均、胡文興(1992)：《中國語文課文》，香港，昭明出版社有限公

司。這套教科書的編纂說明指出：一至六冊乃因應篇章文字之深淺，體裁之不同，文言

語體之分佈，語文學習之安排等，作適量之編配，便能循序漸進，成一有機之整體。以

上各項之編寫，均配合課文，關應學習重點，彼此互相連屬，如環緊扣，由淺入深，

層層遞進；每篇固能成一獨立之整體，而全書亦前後貫串，作有機之聯繫。此皆務使學

生能於循序漸進之學習中，融會貫通，以收語文教學之最高效果。賴蘭香、吳牧、招祥

獻、蘇文玖(1991)：《中國語文》，香港，現代教育研究有限公司。這套教科書的編纂說

明指出：一至六冊按照文章的體裁、性質和深淺難易等原則，基本上將類近的課文分作

若干單元，靈活而適當地重新編列課文目次，教師可因應教學時數和實際需要，選取

適合本年級施教的教材。齡記編輯委員會編(1992)：《新編中國語文》，香港，齡記出

版。這套書的編輯要旨指出：按照學生的學習規律及實際需要，分別就題材、體裁及難

易程度，循序漸進地編排。同時，為了方便教與學，另編出「文體分類表」附於每冊之

後，以供參考。燕京出版有限公司編輯委員會中學組(1991)：《中國語文》，香港，燕京

出版有限公司。在出版說指，出各年級、各冊課文的分配均按文章的體裁、深淺難易的程

度並兼顧語體文和文言文的比例作適當安排。這幾套教科書在目錄部份沒有單元的名

稱，只是把類近的範文順序排列，大概都是記敘文、抒情文、描寫文、論說文、傳記、寓

言、詩歌等文體的組元方式。

上述初中教科書除兩三套外，大部份都以單元組織教材，每冊教科書大概由 5-8
個單元組成。每單元有一至五個單位。根據編輯說明指出，為方便教師施行更有系統和

有效率的語文教學，大部份教科書的課文按文體歸類，每冊按課文的體裁劃分為多個

單元，使體裁相近，分屬不同單元。組元的元素主要是文體，例如有以記敘文、描寫文、

抒情文、論說文、詩歌、小說、戲劇……，由此建構出來的是文體型的編選體系。此外，還

有以生活、品德、文體等內容來組單元，由此建構出來的是多元的組元方式和多元化的

編選體系，這在以前所沒有的。

這時的教科書編選者開始注意到學生的學習心理：如有些單元的課文按篇幅長

3.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以來香港初中中國語文教科書編選體系的承傳 12



初中中國語文教科書編選體系的承傳與創新 研究報告

短，內容深淺，文言白話及題材性質等原則來編排。它們這樣做力圖把教材的編選做到

彼此互相連屬，如環緊扣，由淺入深，層層遞進，適當反復等教學原則。此外，有教科

書還注意到單元內的精讀教學，和單元之間前後貫串，有機聯繫等問題。

有些教科書在單元之前都有一段「引言」，揭示這單元課文的特點，目的是引起學

生的學習興趣並方便教師選擇課文施教。也有些教科書在單元後附有「單元小結」、「單元

總結」講解提綱要目，目的都在協助學生更牢固地掌握學過的知識。這些安排都是符合

學生的學習心理，由此看來，編者對單元教學及體系結構的意識越來越強。

5.二十一世紀初課程指引及教科書

香港課程發展議會在 2001 年頒佈《中國語文課程指引》(初中及高中)。現行的七套中

國語文教科書都是遵照指引、《中學中國語文建議學習重點》及《優質課本編寫原則》來編

寫，適合初中程度學生使用，並配合課程發展議會提出的「學會學習」課程發展路向，

協助學生發展各種語文能力及共通能力。

關於教材編選的方法，指引有幾項原則為教科書落實指引的精神提供方向。1.本課

程以能力為主導，旨在提高學生的讀寫聽說能力……23。2.本課程的學習內容，可概括

為閱讀、寫作、聆聽、說話、文學、中華文化、品德情意、思維和語文自學九個學習範疇，而

以讀、寫、聽、說為主導，帶動其他學習範疇的學習24。3.……在不同學習階段擬訂明確的

學習目標，使各年級的教學按部就班，前後銜接，並適當地重複學習重點，深化學習

內容，以增強教學效果25。4.……為取理想的教學效果，教師須按學習目標把學習內容

組織為完整連貫的系統……26。5.在學習的過程中，各學習範疇必須相連互通，而不可

孤立割裂27。6.單元是一種有效的課程組織。教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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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就每個學習單元的學習重點，

選用合適的學習材料。這樣可以使學習材料之間產生有機的連繋28。

課程發展議會又提出中一至中三學習單元架構示例(2000-01)29，供語文教育工作者

參考：

中一(記敘，說明事物) 中二(描寫，抒情) 中三(說明事理、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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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課程發展議會編訂(2002)：《中國語文教育．學習領域課程指引(小一至中三)》，香港，政府印務
局，3 頁。

24 同上注，3 頁。
25 同上注，5 頁。
26 同上注，5 頁。
27 同上注，9 頁。
28 同上注，39 頁。
29 課程發展議會編訂(2002)：《中國語文教育．學習領域課程指引(小一至中三)》，香港，政府印務

局，8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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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專題研習 搜尋和整理[香港掌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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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根據每套教科書的編輯說明及有關資料，介紹七套教科書的名稱及表列它的

編選體系。

 (1)布裕民等編(2002)：《啓思中國語文》，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簡稱「啟思一

本」)。它的編選體系架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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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敍 記敍的要素 寓意深刻的故

事

1 記敍 記敍的線索 謀事在人 1 記敍 記敍的線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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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敍 敍事抒情 親情暖人間 2 綜合 比較閱讀 人間有情 2 議論 論證的方法 智能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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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敍 敍事寫人 成功非僥倖 6 描寫 人物描寫 平凡人物不平

凡

6 抒情 透過記敍和描

寫來抒情

閒情見真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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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之以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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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生舞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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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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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搜集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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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林國光等編(2002)：《生活中國語文》，香港，啟思出版社(簡稱「啟思二本」)。它

的編選體系架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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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敍 記敍的方法 友情萬歲 1.說明 借事說理 個人修身

2.記敍 記敍的要素 家庭之愛 2.記敍 記敍中 的 說

理

家事閒話 2基礎 詩文的開

首，過渡結

尾

情系家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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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以來香港初中中國語文教科書編選體系的承傳 14



初中中國語文教科書編選體系的承傳與創新 研究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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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敍 記敍的線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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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何萬貫等編(2002)：《朗文中國語文》，香港，朗文香港教育(簡稱「朗文本」)。它

的編選體系架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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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辭彙

三、標點符號

四、語法

五、修辭

六、古漢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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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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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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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項單元」編選體系的安排：  
分項單元 中一 中二 中三

單元一 順敘 倒敍 插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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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新亞洲編輯委員會編著(2002)：《新亞洲中國語文》，香港，新亞洲出版社有限

公司(簡稱「新亞洲本」)。它的編選體系架構如下：
視聽教育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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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慧閱讀系列 生活寫作系列

單元 7：一、打開閱讀的心窗 單元 13：一、敍說生活的人事—記敍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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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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題研習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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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甘玉貞主編(2002)：《中學中國語文》，香港，現代教育研究社有限公司(簡稱

「現代本」)。它的編選體系架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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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想與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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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敍和說明 描寫和抒情 議論及綜合表達

單元五 篇章結構 記敍文和說明文 描寫文與抒情文 議論文

單元六 專題研習 專題研習──搜尋和整理 專題研習──分析和綜合 專題研習──質疑與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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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用文(一) 應用文(二) 應用文(三)

(6)杜振醉主編(2002)：《新理念中國語文》，香港，香港教育圖書公司(簡稱「教圖

本」)。它的編選體系架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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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林潔明等編著(2002)：《學好中國語文》，商務印書館(簡稱「商務本」)。它的編選

體系架構如下：
單　　　元 中一(記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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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敍和說明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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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教科書全部都以單元來組織教材，每冊一般由 6-11 個單元組成。單元多數按

文體(記敘/描寫/抒情/說明/議論)、能力(閱讀能力、寫作能力、視聽能力、說話能力)、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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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文知識、基礎知識)、文學(小說、詩、詞、曲)、中華文化、創意、習慣及專題研習等元素來

組織，我們可稱它為多元化的組元方法。

每套教科書都有明確的編選體系，除「新亞洲本」以能力訓練為編選體系外，大部

份的教科書都以文體為編選體系。不過，它們往往在文體編選體系中插入讀寫基礎能

力、語文知識、文學、文化、專題研習等單元。

在課型處理方面，除「新亞洲本」及「現代本」外，其餘教科書的閱讀課都有講讀、導

讀、自讀或精讀、略讀、自習等課型，目的都是希望做到學以致用，利用學習、強化與鞏

固的心理發展，提高學生的內在學習動機，但有些教科書的課型並不齊全。

在四種能力的關係方面，只有「啟思二本」、「朗文本」 、「教圖本」 、「商務本」做到「以

讀、寫、聽、說為主導，帶動其他學習範疇的學習」 。其餘幾套教科書，則九種學習範疇

並重。

總的來說，初中語文教科書的組元情況：五、六十年代以單篇範文為主，七至九十

年代綱要在教材組織上雖然沒有單元與體系的要求，但大部份的教科書都採用文體的

組元方式。到了二十一世紀，各套教科書都採用指引的建議，以單元來組織教材，而組

元的元素除文體外，還有能力、知識及文學等，可說是多元化的組元方式。

在教科書的編選體系方面，五十年代以單篇文範文為主，當時還沒有編選體系的

意識。七至九十年代就在文體組元的基礎上，開始以文體這條線作為體系的縱向發展，

但就沒有關注到單位間橫向不同課型的處理。以文體來組織單元並以此作為編選體系，

可說是一種進步的。這時有些編者開始關注到學生的認知心理因素，他們希望做到由淺

入深，由簡單到複雜的教材編選原則。雖然沒有課型的規劃，但在體例上，有些教科書

開始注意單元學習提示和單元小結對學生所起的教學作用。

在九十年代文體組元的基礎上，二十一世紀的教科書全部都採用單元來組織教

材，而且大都是多元化的組元方法。編者也注意到體系縱向銜接和橫向聯繫的規劃。可

以說，單元組織與編選體系成為教科書編選者規劃教材的基本原則。

四、評議

1.五十至六十年代的文選型編選體系

這段時期的教科書編選體系，屬於傳統單篇範文的教材組織方法。在所見教科書的

編輯說明中，完全沒有提到單元教學及編選體系等概念。從編選體系角度來看，編者完

全沒有考慮到課文間縱的銜接與橫的聯繫等問題，這樣，上一課所學為下一課所用的

功能就無從發揮，倒螺旋上升的課程結構也就無從落實。從語文科性質的角度來看，教

材編選比較強調課文內容的思想性，而忽視語文能力的工具性。因此，語文能力訓練以

至能力的元素就未能解構出來，課文編選的序列也就難以建構出來。可以說，這種編選

方法的不足是顯而易見的。

從系統論的角度來看，由於這些教科書的編選是採用單篇範文的形式，因此，這

些教科書缺乏系統的規劃，課文與課文之間沒有一個邏輯的關係，我們要在這些課文

中找出一個科學的序列，基本是很困難的。這種編選方法，忽視了課文與課文之間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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銜接和橫的聯繫，課文有甚麼就教甚麼，隨意性是很高的。由此看來，這種單篇範文式

的教材編選，並不是教材組織的最優化組合。不過，六十年代已有教科書在單篇文選編

選體系的基礎上，開始注意到「教師可斟酌實際環境，按照課文性質分類，視其深淺、

長短，自行決定講授之次序及支配講授之時間」等學習心理的問題，為日後單元建設提

供有利條件。

在台灣，當時教科書的編輯大意就指出，中一以品德的修養為一大單元；中二以

生活的教育為一大單元；中三以社會的體認為一大單元；而這三大單元，又以「發揚革

命精神、喚醒民族靈魂」的主旨，融貫其間，成為一總單元30。在大陸六十年代開始以文

體組織單元，並以此發展為文選型的編選體系，例如，初一年級著重培養記敘文能

力，初二年級著重培養說明能力，初三年級著重培養議論能力31。兩個地方都以單元來

組織教材，不同的是前者以生活內容組元，後者以文體組元。而當時的香港仍以單篇範

文式的組織教材方法。

2.七十至九十年代的文體型編選體系

這個時期的四個課程綱要(1971、1975、1978 及 1990)並沒有提出對教材組織的要求

和方法。1971 綱要對於單元教學及教科書編選體系的意識還不很強，其後在按三個綱

要編寫的教科書編輯說明中，編者開始以單元來組織教材，也意識到體系這個概念。從

編選體系的角度來看，教科書的編者在組織教材時，開始注意到課文與課文之間的內

在關係，並把體裁相同的歸為一組，這就是以單元組織教材的雛型。同時，他們也注意

到單元與單元之間的關係。當時小部份教科書雖然仍屬單篇範文的編排，但大部份就以

單元來組織教材，而且大都是以文體作為編選體系。不過，單元教學以及文體型編選體

系在當時仍未成為一種定制，只是一些出版社的個別行為。

在單元的縱向銜接方面，編者除以文體難易這條較為清晰的線，作為單元間縱向

銜接外，還考慮到課文間由難至易與由具體到抽象等編排的問題，其餘仍存在很大的

隨意性。在單元的橫向聯繫方面，文體型編選體系只是從文體與內容方面來做聯繫的工

作，編選者沒有注意到單元內各單位與單位之間的聯繫，未有善用三種課型的設計；

加上每單元的單位數目 2-3篇，數量太少，單位間難發揮強化、鞏固、轉化的功能，這

樣的教材組織就難以發揮單元結構的優勢，課程論中的倒螺旋式的課程結構就無從落

實。沒有發揮不同課型的功能。但從精讀到略讀來看，它開始注意到課文與課文間橫的

聯繫問題，只是在處理上比較隨意。可以說，倒螺旋上升的課程結構仍沒有落實。至於

一些教科書有單元提示及小結，這在當時的編選體系上是一個突破，完全符合學生的

學習心理，這是單篇範文所不及的。

在語文科的性質方面，綱要在七、八十年代開始比較強調語文能力的工具性，而忽

視課文內容的思想性；到了九十年代才把語文的工具性與思想性統一起來。與五、六十

年代比較，七十至九十年代語文的工具性得到適當的重視，但由於受認識的限制，當

30 中學標準教科書國文科編輯委員會(1958)：《國文》(初級中學標準教科書修訂本)，臺灣省政府教
育廳，編輯大意。

31 課程教材研究所編(2001)：《20 世紀中國中小學課標準．教學大綱滙編．語文卷》，北京，人民教
育出版社，421-42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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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的語文能力只是不全面地解構為文體的表達能力。因此，課文編選的序列就只有文體

這條線。

這時期文體的元素、結構內容是甚麼，似乎沒有好好的解構出來。文體的元素在各

出版社都沒有統一的劃分方法，一般可歸納為記敘文、描寫文、抒情文、論說文、小說、戲

劇、詩歌及「其他」(詩、詞、曲、童話、寓言、小說、戲劇)，這種分類方法合理嗎？大陸就把

文體分為記敘、說明與議論三大塊，描寫、抒情歸入記敘。並且提出中一以記敘文為主，

中二以說明文為主，中三以議論文為主，這種安排起了定量與定序的作用。

不過，「記敘－說明－議論」編選體系得以確立，恐怕是符合從易到難的教學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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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但經多年的實踐，九

十年化初就有學者提出，以這個順序為主線來確定各年級閱讀教學的要求，並按照這

個線索編選教科書，就不能有效地培養學生實際運用語言文字的能力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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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敘－

－說明－－議論」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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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敘－－說明－－議論」的教學順序組織單元，教材編排形式

就顯得單調乏味，影響教學效果。文體型編選體系雖然比單篇範文的編選方法來得進

步，但從系統論的觀點來看，這個體系也不是教材組織的最優化組合。

由於香港的語文教育工作者在當時對文體元素和結構都沒有深入的探討，因此，

編者大都把文體性質相近的歸為一類吧了，文體的元素結構仍不全面，所以各出版社

都沒有一個統一的文體分類。不過，在眾多出版社中，有一家把各文體的元素解構得比

較全面，可惜後繼乏力，出現了一個時期就消失了。至於一些以生活內容和文體來組織

單元，它的體系結構就更加隨意，單元之間縱的銜接就更加鬆散了，而且也不符學科

論中文道合一的要求。雖然這樣，以文體來組織單元並以此作為編選體系，在當時可說

是一種進步的。

大陸在七十年代後期開始就把單元作為組織教材的主流，人民教育出版社並以文

體作為教科書的編選體系。這時候地方的實驗教材就嘗試以語文能力來組織單元33，並

以能力作為編選體系，而文體表達只是能力元素的一部份。此後，能力訓練型編選體系

就取代了文體型編選體系。在香港因為對語文能力的解構不足，所有的教科書既沒有用

能力來組織單元，更沒有建構出能力訓練型的編選系。直至九十年代中期，小學推行目

標為本語文課程，學習綱要明確要求以單元組織教材，但同時建議以認識生活、生活經

驗、生活常識、品德教育等作為組元的元素，這種組元方法和編選體系是值得商榷的34。

3.二十一世紀的多元化編選體系

根據編輯說明，七套教科書的編寫理念如以學生為主體、以能力訓練為主線、強調

32 張傳宗(1993)：《中學閱讀教學概》，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57-160 頁。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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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213

頁。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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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9-30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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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策略等都是過去所沒有提及的。這時期的每套教科書都有明確的單元組織和編選體

系。單元組織教材和編選體系的規劃成為教科書編寫的定制。不過以甚麼元素來組織單

元是值得研究的。在指引所提的六項教材編選原則中，1、2屬於學科論的問題，3、4、5
及 6屬於系統論及課程論的問題。可以說，這些原則應該是有理論依據的。不過，課程

發展議會所舉的單元架構示例，就沒有落實這些原則35，因而影響到七套教科書單元組

織和編選體系的科學性。這些問題，研究者曾撰文作出評議36。

在單元組織方面，指引的課程取向其中一項原則是能力訓練，因此，以能力來組

織單元是最合理的，但除新亞洲本外，其餘教科書主要是以多元化方式來組織單元，

而各元素之間的結構又處理不好37，使能力訓練的線不清晰。我們需要利用九個學習範

疇來組織單元嗎？其實，從系統論來看，架構示例及大部份的教科書都未能處理好多

元化語文教學中各項元素的關係。只是把所有的元素並列一起，變為一個應有盡有的單

元組織。其實，這些單元之間不全是並列的關係，有些是從屬的關係，有些是線性的邏

輯發展關係，也有些是心理的圓型關係，例如：一般能力須在特殊能力的訓練過程中

培養，換言之，在訓練學生讀寫聽說能力的過程中，訓練他們的基本思維能力和高效

思維能力，同時也培養他們的品德情意及自學能力。這樣我們就不必要把各種元素獨立

設置單元來訓練，所以架構示例及大部份教科書的編選體系都是不科學的。

多元化的編選體系，在橫的聯繫就有兩個方面需要處理，一是四種能力橫的關

係，二是單元內課型的聯繫。七套教科書都注意到這兩個問題，但都處理得不太好。四

種能力多數並列起來，沒有注意到由哪種能力來帶動的問題。大部份教科書的編選體系

沒有善用三種課型的功能，也往往出現課型不完整的現象，這樣學習心理的功能就未

能發揮出來。

在編選體系方面，大部份教科書編選體系的縱向銜接做得不好，這些體系在平均

一至兩個單元後，就出現一些基礎知識、文學、文化、專題研習等單元，而這些單元與上

下單元的學習重點難有直接的關係。因此，這些單元就把文體型編選體系割裂為幾個孤

立的單元組。記敍、說明、議論等文體為序列的線給打斷後，文體的線性序列就變得模糊

了。加上文體型編選體系在全面提高學生的語文能力上有很多不足38，在八、九十年代大

陸的語文實驗教科書已不再用文體作為唯一的編選體系。由於大部份教科書的編選體系

沒有注意到學科能力訓練的線性邏輯序列，縱的銜接就做得不好。因此很難做到上一單

元所學為下一單元所用，加上三種課型不規則的出現，倒螺旋上升的課程結構自然難

以發揮作用。如果從每個獨立單元來看，教學內容和設計還是可以的，但在編選體系上

仍有一定的隨意性。這樣做容易使單元之間出現「孤立割裂」的現象，難以落實「前後銜

接」、「相連互通」、「完整連貫的系統」、「有機的連系」的規劃原則。

除「新亞洲本」外，上述的體系都把單元安排得滿滿實實，能供老師調整的空間很

35 何文勝編(2004)：《中國語文教育百年暨新世紀的語文課程改革》，香港，香港教育學院，197-214
頁。

36 何文勝編(2004)：《中國語文教育百年暨新世紀的語文課程改革》，香港，香港教育學院，101-115
頁。

37 湯才偉編(2003)：《多元化中文教學》，香港，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學院課程與教學學系，3-18 頁。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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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9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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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換言之，上述體系不利於教師展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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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作，「有效課程組織」和「有機的連繫」就要打折扣了。

在組元方面啟思一本及啟思二本除組元方向及訓練重點外，還有單元名稱。這樣的

安排基本能做到文道合一的原則，這個特色是其餘各套教科書所沒有的。但由於能力的

體系做得不好，影響了它的科學性。

這時期教科書編選者為甚麼未能做到指引所建議以能力訓練為導向，以能力來組

織單元，並建構能力訓練型教科書編選體系，主要原因是課程發展議會雖然把語文定

性及定向的工作做好了，但能力元素的解構工作就做得不足，也沒有做好語文定量與

定序的工作。同時他們也未有處理好語文教學的諸因素問題39，因而把整個體系視作九

個學習範疇的總和便算了，並未有論証好九個範疇的關係，未有做到由聽說讀寫四種

能力來帶動原則。

總的來說，香港語文教科書單元組織和編選體系的發展，是符合人們對語文教材

觀念發展的認識的。由單篇範文到文體組元方式，這是一個進步。現行的多元化單元組

織和編選體系，未有做好體系方陣中單元縱的銜接和橫的聯繫的工作，不過教科書編

選者對單元教學與編選體系的意識都很強，儘管他們所建構出來的單元和編選體系有

不完善的地方，但在教科書的編選上實在跨了一大步。其實，大陸在八十年代初至九十

年代末，很多實驗教科書都是用能力來組織單元，並以能力訓練作為教科書的編選體

系，二十一世紀的香港教科書在這方面沒有做好承傳的工作。

五、討論

單元是一種有效的課程組織40。從系統論的觀點來看，以單元組織教材在語文教學

上有一定的優勢，不過從學科論的觀點來看，以甚麼元素來組元才是關鍵的問題？單

篇範文或以文體組織單元都有不足的。根據學科論、指引的課程取向，以及要找到學科

線性邏輯序列的角度來衡量，那就是否需要以能力來組織單元才是合理呢？可惜現行

的教科書大部份都沒有做到這點。

從系統論的角度來看，單篇範文式的教材組織，未能發揮舉一反三的教材優化組

合。因此，單元教學及編選體系的建立是必要的，而文體型編選體系未能全面訓練學生

的語文能力，以能力訓練型編選體系比較容易找到語文教學的序，這樣做既符合指引

中課程取向的原則，也符合學科論的要求。不過，現行教科書大都採用多元化的組元方

式，而在編選體系方面很多仍屬於文體型的編選體系。為何有這種現象出現？這相信是

與語文能力元素、結構及序列論証不足有關。這樣做就未能做到「按部就班，前後銜

接」、「完整連貫的系統」、「相連互通，而不可孤立割裂」 、「有機的連繋」的教材編選原則。

加上，示例架構沒有把這些原則落實過來，怎樣的體系才能落實上述的原則呢？那就

要做到上一單元所學為下一單元所用，這就是單元縱的銜接問題；同時還要利用精讀、

導讀及自讀的三種課型，做到倒螺旋上升的課程結構，這就是橫的聯繫問題。如果像課

39 何文勝(2003)：《世紀之交香港中國語文教育改革評議》，香港，文化教育出版社，121-132 頁。
40 香港課程發展議會編(1975)：《中學課程綱要．中國語文科》(中一至中五課程綱要)，香港，香港

政府印務局，3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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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議會所說，用讀寫聽說、生活內容、民族文化、品德情意等元素來組織單元41，可以落

實上述的原則嗎？要做到縱的銜接，橫的聯繫，以能力來組織單元就比較合理。這樣教

師才可因應學生及學校的實際情況，規劃校本的語文課程設計。因此，在能力訓練編選

體系不變的情況下，教師可以選用適合學生的教材篇目，真正做到教材是例子的教材

觀。

有些編選體系有組元方向、訓練重點、單元名稱，這樣做更能符合語文科的性質，

在編選體系上是一種突破。不過在體系的建構時，我們要清礎語文科的任務是在學習語

文能力的過程中吸取生活經驗、學習品德情意，而不是在學習生活、品德的過程中訓練

語文能力，否則不符語文科的性質。

多元化的組元方法及編選體系科學嗎？是否按各學習範疇來組元，就能訓練學生

的全面思維能力呢？就能達到語文科的教學要求呢？系統論的觀點認為元素相同，結

構有異，它所產生的效果也有不同。因此，是否能達上述目標就要看編者如何處理九個

學習範疇的元素了。架構示例和大部份的教科書都沒有處理好各元素之間的關係，只是

把各元素總合起來。這種做法是值得商榷的。

六、建議

由單篇教學到單元教學；由單篇範文、文體型編選體系到多元化的編選體系，這個

發展是符合人們對語文科認識的規律。在香港整個教科書編選體系的發展來說是進步

的。

指引所提有關教材編選的原則，觀點基本是正確，也有理論依據的。因此，衡量體

系是否合理，我們可以看這個體系及有關元素是否做到「以能力為主導」、「以讀、寫、聽、

說來帶動其他學習範疇的學習」、「按部就班，前後銜接」、「內容組織為完整連貫的系

統」、「學習範疇必須相連互通，而不可孤立割裂」、「學習材料之間產生有機的連繋」的原

則。

根據理論的印証，教科書編選體系的發展，以及指引的課程取向原則，課程發展

處需要做好能力解構的工作，然後在《學習重點》的內容中，做好定量與定序的工作，

這樣以能力訓練為課程取向的教學原則才不會落空，而科學的編選體系才能建構出來。

單篇範文、文體型編選體系以至多元化編選體系的處理方法，都不是教科書編選體

系的最優化組合。語文科的性質決定語文科的多元性，從系統論的角度來看，我們不必

以多元性來組織單元，也不必建構一個多元化的教科書編選體系，我們只需要在教材、

教法上落實語文的多元化，而建構科學的編選體系是解決問題的關鍵。體系是元素間的

結構與序列。體系內的元素由學科的內涵、性質、能力等要素來決定；體系內的結構序列

則由系統論、課程論、認知心理等元素來建構。因此，這個體系不應是上述元素的一個簡

單綜合，而是各元素的一個有機組合。指引指出「以讀、寫、聽、說為主導，帶動其他學習

範疇」基本為建構科學的編選體系提供了方向。以下是一些具體的處理方法。

一般能力、特殊能力、思維能力、自學能力、文化、文學、品德情意只需在讀說讀寫等

語文特殊能力的訓練過程中達成。具體的操作方法可以透過教材的編選體系及教材體例

41 香港課程發展議會編(2004)：《中國語文課程指引》(小一至小六)，香港，政府物流服務署，1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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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出來。因此，不必用所有的學習範疇來組織單元。

以「文為經、道為緯」是處理多元化語文元素的基本原則。「文」指特殊能力中的語文

能力，「道」可括思想、品德、情意，也可以是文化、歷史、生活、環保等內容。以文為經，

就是以能力作為組元的元素，以語文的讀寫聽說能力為序列；以道為緯，是以生活、品

德等作為每個單元的教學內容。這就是上文所說，有些教科書把編選體系劃分為組元方

向、訓練重點、單元名稱是一種突破的原因。加上不同課型的安排，這個體系便做到縱的

銜接，落實第一單元所學為第二單元所用；符合由淺到深，由易到難，由簡單到複

雜，由已知到未知，等認知心理及倒螺旋上升的課程設計模式42。這是一個理想的編選

體系，當然最終還是建構一個能力訓練型的編選體系。

從課程取向和有關理據來說，以能力組織單元，並以能力訓練作為教科書的編選

體系是正確的，而大陸在八、九十年代以能力組織單元，及建構編選體系，是值得我們

借鏡的。

七、結論

傳統的語文教學，有很多不足43，改革必須要把語文教學放在科學的體系上，單元

教學與教科書編選體系的建構是邁向科學體系的第一步。

二十世紀五十年以來語文教科書編選體系的發展軌跡，經歷了五、六十代至七十年

代初的單篇範文，七十年代中後期至九十年代的單元教學及文體型編選體系，和現行

的單元教學及多元化的編選體系。教科書編選者的編選體系意識，由無到有，由單篇教

學到單元教學，由單篇範文到多元化的編選體系，這些都是在承傳的基礎上發展出來

的。在大陸則由單篇範文到能力訓練型編選體系，這裏有很多經驗是值得香港參考的，

可惜香港沒有做好這項工作。

單元教學是組織教材的優化組合，這是有理論依據的，問題以甚麼元素來組織單

元，由單篇範文、文體到多元化的組元方法都有不足。以語文能力來組織單元並以此建

構能力訓練型的編選體系，在系統論、學科論、能力結構論……都能找到理論依據。因

此，它是教科書編選體系的最優化組合。多元化編選體系的處理方法，關鍵還是在能力

訓練型編選體系的基礎上進行。

課程指引所提關於教材編排的原則，基本可以找到理論依據的，但課程議會所舉

的架構示例沒有把這些原則落實過來，影響了七套教科書編選體系。因此，現行的教科

書編選體系都不是一個優化的結構。如果以能力訓練來組織單元並建構能力訓練型的編

選體系，指引所提相連互通、不孤立、前後銜接、有機組合等原則才可以落實。因此現行

的教科書編選體系應該在承傳文體型編選體系後，發展為能力訓練型編選體系，這樣

才能符合指引的課程取向和理論要求。如果以能力訓練作為編選體系的基礎，語文多元

化的教學元素就可以科學地作出安排。

42 湯才偉編(2003)：《多元化中文教學》，香港，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學院課程與教學學系，3-18 頁。
43 何文勝(2003)：《世紀之交香港中國語文教育改革評議》，香港，文化教育出版社，23-3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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