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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為本課程小學中國語文科學習綱要評議──閱讀與寫作的學習重點〉1

一．緒論

香港推行目標為本課程是這幾年的事，推行以來受到學者專家及前線教育工作者

的評議。有從宏觀的角度去探究課程的不足，有從微觀的層面就操作所遇到的困難去分

析。這些評議都不是無的放矢的，而且觀點基本都是合理的。不過，不難發現兩者之間

出現一些斷層。探討《目標為本課程中國語文科學習綱要》（以下簡稱《學習綱要》）的內

容元素對解決宏觀的課程與微觀的操作問題所出現的斷層現象起關鍵的作用。本文希望

從語文能力的要素、結構、序列等內容，評議並建構《學習綱要》中閱讀、寫作的學習內容。

這樣，《學習綱要》才能發揮「向教師、學校行政人員、課程設計者、教師培訓工作者、出版

商、教材製作者等提供有關中國語文科『目標為本課程』的教學、學習和評估的指引」2的

作用。

二．理論依據

目標為本課程所提出的五個原理，說明它是有理論依據的，從整個教學的方向來

說這是不容置疑的。因此，在這方面提出批評的人相對來說是不多的，但這些原理如何

在中國語文科教學設計中體現出來，有效地達到小學中國語文科的教學目標，就引起

很多爭議。

從理論層面來看，《中國語文科小一至小六課程綱要》（以下簡稱《課程綱要》）的

教學目標基本是全面的，它從布魯姆(Bloom)的認知、情意及技能領域及本科的性質來
建構教學的目標，並為文道關係提供解決的方向。現在問題在於《學習綱要》能否把目標

解構為無數具體可操作的子目標，而這些子目標成為達成總目標的基本單位。

加涅（Gagne）認為，一個特定的終極任務可以通過系統的任務分析（task
analysis），分解成一系列的子任務（component task），這些子任務又可分成更小的子
任務。所有的子任務分層次排列，低水平的任務必須在較高水平的任務掌握之前完成，

高水平任務的完成必須以較低水平任務的完成為前提。根據這個學習層級說和任務分析

的觀點，在設計和編製教材時，首先要鑒別該學科的教學中所要達到的一系列的終極

目標，然後針對每一個目標以鑒別各個子目標，最後將這些目標由低級到高級排列成

最佳遷移結構，以保証在教材中將較低級的子目標放在前面，較高級的目標放在後面，

使得在進行下一步的學習之前，每一個子目標都已完全達到3。從語文教學目標的結構

來說，上一層次的教育目標制約著下一層次的教育目標；下一層次的教育目標又上一

層次教育目標的具體化。目標的層次愈高，文字的概括性及抽象程度也愈高，這是《課

程綱要》的主要項目；層次愈低，具體化、操作化的因素也愈強，這是《學習綱要》的主

要項目。現代教學論的觀點認為，教學目標的確定起著定向和定量控制的作用。換言之，

1 本文為「九年義務教育滬港課程教材出較研究」計劃(中國語文科)的一部份，並曾在九九年國際教
師教育研討會(香港)上發表。研究經費由香港教育學院贊助，謹此致意。

2 香港課程發展議會編訂(1995)：《目標為本課程中國語文科學習綱要．第一學習階段(小一至小
三)》，香港印務局，6頁。

3 邵瑞珍(1988)：《教育心理學》，上海教育出版社，1995年 4月第 7次印刷，第 39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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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綱要》的內容應根據本科的能力元素，配合認知心理的發展，按倒螺旋上升式的

課程結構，有序地排列、組合起來，使之系列化。這樣教科書編寫、教學操作與教學評估

才有依據。

根據學生的認知模式、認知心理發展，配合閱讀能力的要素、結構、序列的發展以及

閱讀教學訓練的要點、教學內容等因素，可建構小學閱讀能力結構的發展序列4。

    根據國內九年義務教育全日制初級小學語文教學大綱（試用）5、香港小學語文科課

程綱要6及小學中國語文科目標為本的教學內容7指出閱讀能力訓練的要素包括：

教　　　　　　學　　　　　　要　　　　　　求

語 文　字 學會常用漢字2500個左右。字的形音義。

文 標　點 識別標點符號的用法及初步會用主要的標點符號。

基 語　法 ──────

礎 修　辭 ──────

知

識

文 各種

文體

選擇不同類型的讀物：課文、兒童書報、雜誌，一般報章雜誌。認識常見的文體的基本知

識、結構和作法；根據不同表達方式和體裁的特點閱讀課文。

體 文言 ──────

技 朗讀 正確、流利、有感情的朗讀課文；響亮，邊讀邊思考，讀出不同語氣、思想感情。

默讀 集中注意力默讀課文，不動唇、不指讀；一邊讀一邊想；能理內容；體會思想感情。

閱 能 速度 用一定的速度閱讀淺易的文章，把握大意。

感知 整體感知課文的大概內容；感受課文的語言所表達的思想感情。

4 基本的理論依據見本書所載〈初中中國語文科閱讀能力訓練型教科書編選體系的建構初探〉。該文
原刊載於歐陽汝穎主編(1998)：《高效能中文教學．第 3屆中文科課程教材教法國際研討會論文選》，香
港政府印務局，127-150頁。本表針對小學閱讀教學，略作調整。

5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教育委員會制訂(1995)：《九年義務教育全日制小學．語文教學大綱（試
用）》，人民教育出版社，3-6；20-29頁。

6 香港課程發展委員會(1990)：《小學中國語文科小一至小六課程綱要》，香港印務局，16-20；37-
43頁。

7 見註 2；38、39、41、42、5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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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

認識常用字、詞；正確認識文字的形音義。教學生字詞知識、識字方法及能力，正確

詞 掌握詞的意義、運用；抓住重點字詞；借助工具書理解詞語在上下文中的含義和作用。

讀 理 句 抓住重點句；認識、學習句子；學習把句子寫得明確、達意。認識句與段的關係

段 認識段與段、段與篇的關係；段的中心思想；能給課文分段、歸納段落大意。

能

解 篇 了解篇章結構；能概括課文的主要內容和中心思想。

深層 體會課文中一些句子的深層含義；理解、分析一般語體的主旨和作法。

理解 作者的思想觀點。

力

賞 感受 ──────

欣賞 ──────

分析 ──────

析 質疑 ──────

自學原則 引導學生積極參加聽說讀寫的實踐，在過程中學，教給學生學習方法，培養自學習慣。

自

工具書 使用一般工具書、圖書館目錄；搜集資料。

學

點　批 ──────

能

摘　錄 ──────

力

筆　記 ──────

非智
興　趣 培養閱讀興趣。

力因
習　慣 坐姿端正、保持安靜、集中精神；經常閱讀；愛惜書籍；良好的聽說讀寫習慣。

素
態　度 客觀；尊重作者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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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理，根據學生的認知模式、認知心理發展，配合寫作能力的要素、結構、序列的發

展以及寫作教學訓練的要點、教學內容等因素，可建構小學寫作力結構的發展序列8。

根據國內九年義務教育全日制初級小學語文教學大綱（試用）9、香港小學語文科

課程綱要10及小學中國語文科目標為本的教學內容11指出寫作能力訓練的要素包括：

項　目 寫　　　作　　　能　　　力　　　訓　　　練　　　要　　　求

知 文字 以知識系統組單元為主

識

標點 各種標點符號

攝 觀察：順序觀察圖畫、簡單事物，用自己的話寫出觀察的結果和感受

取 積累：隨時收集積累語言材料

寫 構 審題：根據寫作需要，確定表達的內容和中心

選材立意：選擇恰當的材料、表達方式。根據要求選擇材料

思 謀篇布局：突出主題、觀點的能力；組織句子、段落、篇章；編寫作文大綱

作

能

表

達

方

式

寫作通順句子；寫連貫的話；寫作不同類型的文章，記敘文、說明文

記敘文：記事寫人，內容具體，有中心、條理、真性實感。記事、記人、記物、記遊

描寫文：用直接描寫法描景物

說明文：用例証說明事物和道理

議論文：用例証論事

應用文：學寫應用文：書信（親友書信、家書）、便條（留言、饋贈）、日記和週記

力 形式 補段成篇，聽寫作文，看圖作文，閱讀報告，擴寫

修改 理順次序錯亂的句子，修改有明顯錯誤的句子，寫完後要修改，養成修改文章的習慣

8 基本的理論依據見本書所載〈初中中國語文科寫作能力訓練型教科書編選體系的建構初探〉。本文
曾在 96國際語文教育研討會上(香港)發表(未刊印)。本表針對小學寫作教學，略作調整。

9 見註 5第 7-10及 20-29頁。
10 香港課程發展委員會(1990)：《小學中國語文科小一至小六課程綱要》，香港印務局，23-25；44-

51頁。
11 見註 2：38、39、45、5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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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學 訓練學生的自學寫作能力

非智力 習慣 培養觀察、寫作興趣、養成愛動筆的習慣；書寫正確、端正、整齊和迅速的能力

三．評議

《課程綱要》的語文教學目標是本科的終極任務，它應通過《學習綱要》的系統任務

分析，分解成一系列的子任務。系統內各任務越清晰、明確、具體，編書者、教師就越易

操作，評估才有保証。以下從上述理論的層面來考察、評議《學習綱要》的閱讀和寫作的

內容。

（一）《學習綱要》中關於閱讀的子系列學習要點，主要見於以下幾個表12：

1.各學習範疇的學習目標；
2.第一、第二學習階段的學習目標13；

3.第一、第二學習階段的學習重點；
4.第一、第二學習階段的學習重點建議。

（二）《課程綱要》中關於閱讀的子系列學習要點，主要見於以下兩個表14：

1.讀文教學的目標；
2.各級讀文教學的項目和內容。

相比之下，從總體來說學習綱要的學習重點都很抽象、含糊。由於只是在形式上和

程度上作了一些要求，與《課程綱要》的教學目標根本同一層面結構，而系統內的子任

務也不清晰、明確。因此，各表格上所看到的大都是形式上的東西，至於實質能力的子

系統元素就未能建構出來，例如，《學習綱要》只指出讀那類讀物，學那些標點符號。其

實，學生用甚麼方法讀懂比讀甚麼讀物來得重要；會用標點符號比用那些標點符號有

用。理解字詞句段篇等層面的目標，應一早在《課程綱要》提出，而在《學習綱要》中就要

明確定出每一年級或學習階段訓練學生那些能力，然後提供訓練各種能力的策略，這

樣編、教、學三方的目標才明確，序列才清楚，否則很容易把原本是能力的訓練變成知

識的灌輸。由於《學習綱要》未有處理好這些基本問題，因此，把學習的目標與手段混為

一談，把本末倒置過來；能力元素、結構、序列弄不清，教學難以全面規劃，更談不上

如何操作了。如果教學的目標、要求未能作出適當的量化，做到切實可行的話，語文教

學的隨意性仍然是很大的。

根據閱讀的例子，我們可以推斷其餘聽話、說話、寫作的學習綱要都普遍存在這些

毛病。《學習綱要》是教科書編選及教師教學、評估的依據，可以說它直接影響到整個課

程的成敗。因此，我們要問，這些《學習綱要》的內容有何學理根據。根據閱讀與寫作的

12 香港課程發展議會編訂(1995)：《目標為本課程中國語文科學習綱要．第一學習階段(小一至小
三)》，38、39、41、42、52頁。

13 《課程綱要》把小學分為初小、中小及高小三階段，而《學習綱要》則只分初小和高小二階段，在教
學目標及教學要求的銜接上必然出問題。

14 香港課程發展議會編訂(1990)：《中國語文科小一至小六課程綱要》，香港政府印務局印行，第
16-2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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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心理過程和能力結構模式，很明顯，《學習綱要》在很大程度上是只從經驗出發，整

理有關傳統的語文教學內容，而看不到是從能力結構、能力訓練的層面來建構這個《學

習綱要》。那麼，它就無從發揮為編者制訂課程綱要和編選教材、為教師設計教學和查

驗效果以及為學生安排學習和評估成績的機能。學習目標不明確，直接影響施教、學習、

評估的效能，這樣，《學習綱要》的內容違反了目標為本課程的基本精神。

從閱讀能力的結構來看，訓練學生的閱讀能力，基本包括認讀、理解、賞析、吸收、

自學能力及非智力因素等元素。作為小學的語文教學目標，在《課程綱要》及《學習綱要》

不對學生提出「賞析」的要求，這是合理的。根據學生的認知心理發展，在小學階段系統

的訓練學生賞析能力是不合實際、也不需要的。這階段的訓練焦點應放在認讀及理解等

項目上。這些方面訓練得好，自學能力自然可以培養出來。不過，《學習綱要》關於閱讀

能力方面，還是籠統、抽象的學習重點，要發揮《學習綱要》的應有功能是不可能的。

在大陸，大規模的語文教改工作從八十年代初展開，至今已有二十年。他們從語文

能力元素、結構、序列的建構入手，從而帶動教材、教法以至課程的改革。因此，在大陸

建構出來的語文能力子系統及序列方面的內容可供香港借鏡。以下是根據上述有關的理

論架構，比較《學習綱要》的不足，然後參考 1995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教育委員會制
訂的《九年義務教育全日制小學．語文教學大綱（試用）》的有關內容，作為建構《學習

綱要》中語文能力子系統元素的參考。

建構《學習綱要》的內容，作為一個教科書編選者、教學者或評估者，基本先問在

《課程綱要》已有的內容基礎上，掌握那些知識和能力？教學的要求是甚麼？用甚麼有

效的方法？最後才是有關的形式。

在識字教學方面15：「學生要能讀準字音，認清字形，了解字義，並能正確地書寫、

運用。教給學生一些漢字的基本知識，使學生在識字的過程中，逐步掌握漢字的基本筆

畫、筆順規則、偏旁部首和間架結構。要教學生學會音序查字法和部首查字法，並能用數

筆畫的方法查難檢字，逐步加快查字典的速度，養成查字典的習慣。要重視正音和正字。

要指導學生通過觀察、比較，分辨多音字、同音字、形近字和多義字。要在語言環境中教

識字、把字的音、形、義結合起來；要注意引導學生通過觀察圖畫和實物，聯繫生活實際

識字，把識字和認識事物結合起來；學過的字力求在語言訓練中反複運用，把識字和

聽說讀寫結合起來；在識字的過程中重視寫字的指導，把識字和寫字結合起來」。

在閱讀教學方面，閱讀中的認讀能力訓練要做到16：「小學閱讀教學，要通過詞、句、

段、篇的教學和讀、默讀、復述、背誦訓練，使學生掌握學過的常用詞語，理解句子的意

思；能給課文分段，歸納段落大意，概括課文的主要內容和中心思想；學習作者是怎

樣觀察事物、思考問題和表達思想的；能正確、流利、有感情地朗讀課文，比較熟練地默

讀課，能背誦或復述指定的課文；能讀懂適合少年兒童閱讀的書報。理解能力訓練，詞

匯教學方面包括三方面的內容：一是正確地讀出和實出學過的詞語，二是懂得詞語的

意思，三是注意積累詞語並能在口頭和書面表達中正確運用。教師要指導學生逐步學會

聯繫上下文理解詞語，對於含義比較深刻的詞語，要理解它們在課文中的意思和對於

表達思想感情的作用。教師要採取多種方法，引導學生運用恰當的詞語表達自己的思想
15 見註 5，第 3-4；20-28頁
16 見註 5，第 5-7；20-2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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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情。句子的教學方面，各個年級都應重視培養學生理解句子的能力。要使學生懂得句

子是表達一個完整的意思的。要著重指導學生學會聯繫上下文和生活實際理解句子。對

於含義深刻的句，要體會出所表達的意思和思想感情。對於表現中心思想有較大作用的

句子，要注意聯繫課文的有關內容，深入理解。段和篇的教學：認識自然段，理解自然

段的主要意思；了解自然段之間的關係，懂得有時候幾個自然段合起來講一個意思，

成為一段。能給課文分段，歸納段落大意，了解段與段之間的關係，理清課文的敘述順

序；概括課文的主要內容和中心思想。分段可以有一定的靈活性。歸納段落大意，要抓

住重點，語句要簡短。概括課文的主要內容和中心思想，要從課文的實際出發，在學生

理解課文的基礎上進行」。有關閱讀的知識，基本是教給學生一些閱讀的基本知識，使

學生在閱讀的過程中，逐步掌握閱讀的策略。教知識不是當代以至二十一世紀的語文教

學目標，掌握知識只是手段，目的是要轉化為能力。

如果在閱讀教學的過程中，有系統、有計劃去設計、安排教學的目標，目標達到後，

以後便作為學習的手段、方法，把學到的能力用來學習其他目標，解決其他問題。這樣

學生學到的能力便得到不斷的鞏固，這才符合認知模式理論的基本要求。因此，閱讀教

學要著眼於逐步培養學生的自學能力．使學生在閱讀實踐中學習獨立思考，學習怎樣

讀書。

（三）《學習綱要》中關於寫作的子系列學習要點，主要見於以下幾個表17：

1.各學習範疇的學習目標；
2.第一、第二學習階段的學習目標；
3.第一、第二學習重點；
4.第一、第二學習階段學習重點建議。

（四）《課程綱要》中關於寫作的子系列學習要點，主要見於以下兩個表18：

1.寫作教學的目標；
2.各級寫作教學的項目和內容。

在寫作教學方面：《學習綱要》的寫作學習重點建議，在能力/技巧的內容主要提到
培養觀察力、想像力、分析力；培養擬定內容的能力，培養審題、選材的能力。作為學習

的重點，這是絕對不足的。根據寫作能力的結構，要培養學生的寫作能力基本包括攝取、

構思、表達、修改等能力。作為學習重點，我們基本上要明確而具體的建構學習的重點內

容，如果仍停留在最高的終極目標層面上，教材編寫者以至教師在教學及評估上便無

從入手了。因此，在觀察力的訓練上我們在最基本的層次上，必需清楚提作出要求，例

如19：「學習觀察、順序觀察、比較細致地觀察；由簡單的圖畫和事物、周圍的事物到養成

觀察周圍事物的習慣；學習課文怎樣觀察、觀察事物能抓住重點，展開想象。在表達能

力的訓練要求上，能用學過的部份語寫通順的句子；學習由觀察練習寫句子；寫出內

容比較具體的片段；學習內容真實具體、條理比較清楚的簡單記敘文；能理順次序錯亂

的句子；編作文提綱；用正確的語句表達自己的思想；能根據要求選擇材料，編作文
17 香港課程發展議會編訂(1995)：《目標為本課程中國語文科學習綱要．第一學習階段(小一至小

三)》，38、39、45-53頁。
18 香港課程發展議會編訂(1990)：《中國語文科小一至小六課程綱要》，香港政府印務局印行，23-25

頁。
19 見註 5，第 7-9及 20-2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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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綱，寫出有中心、有條理、有真情實感的簡單記敘文」。

在修改能力這個環節上就十分薄弱，它仍未有系統地放在教學的日程上，這點不

利於培養學生的自學能力。因此在作文能力訓練的過程中，先要求學生做到：能修改有

明顯錯誤的句子；能理順段落錯亂的短文；學習從內容、詞句、標點等方面修改自己的

作文；初步修改文章能力，最後養成在寫完文章後有修改文章的習慣。

在《學習綱要》中，寫作教學包括了寫字教學。教學的要求同樣犯了上述的毛病，

《學習綱要》對寫字教學的要求，主要是形式上的。寫字教學也需要有一定的訓練序列和

要求20，例如：「教師要激發學生的寫字興趣，教學生正確的寫字姿勢和怎樣執筆、運筆，

使學生掌握漢字的筆畫、偏旁、結構的書寫方法。逐步做到鉛筆字、鋼筆字寫得正確、端正、

整潔，行款整齊，有一定的速度。要重視毛筆字的教學，切實加強書寫指導。從描紅、仿

影到臨帖，逐步做到寫得勻稱，紙面乾淨。要注意培養學生認真寫字和愛惜寫字用具的

習慣。要保証寫字課的正常進行，不斷提高寫字課的教學質量。對於愛好書法的學生要

加以鼓勵」。

在思維訓練方面，由於《課程綱要》裡對知識、一般能力、特殊能力之間的論証不足，

因此，不論閱讀還是寫作教學，在《學習綱要》只有條列《課程綱要》的內容，中間沒有

作出解構的工作，這樣一切就變得不明確，教與學的質量就不能保証了。

四．總結

在語文教學的發展過程中，由《課程綱要》到《學習綱要》，在意識、概念的認識上

是一個進步。不過，由於對語文能力結構論証不足而未能把《學習綱要》內的學習元素、

結構、序列建構出來。

《學習綱要》的學習內容基本以達成《課程綱要》的教學目標為依歸，這也就是《學

習綱要》內容的理據所在。《學習綱要》是《課程綱要》內容的具體化、量化與可操作化的表

現。因此，《學習綱要》相當於訓練點、教學內容。這些都確定後教學內容才能落實，教科

書的編選才有依據。因此，當前的工作就是要把聽說讀寫能力中的各子系統建構出來，

這樣教科書的編寫、教師的教學、教學的評估才有依據，教學的質素才有保証。

目前在《學習綱要》的閱讀教學項目上，認讀的訓練不全面，也不充足；理解方面

子系統的元素、序列不明確，也不清晰，使語文教學的隨意性還很高。在寫作教學方面，

不足的地方比閱讀教學更多、更明顯。在觀察、審題、修改能力等都沒有具體的安排或要

求，使寫作訓練不能自成體系，而需依附在讀文教學的過程中進行。其他如聽話、說話

以及思維能力的訓練都有明顯的不足之處，有待日後的改善。

思維能力屬於一般能力，在《課程綱要》與《學習綱要》都沒有充份的論証，思維能

力與聽說讀寫的關係必須弄清才可進行教學的優化組合。

解構《學習綱要》中語文能力的元素、結構、層次、序列是成功推行目標為本的先決

條件。《課程綱要》、《學習綱要》與教科書的編選三者之間仍有斷層，如要把語文教學放

在科學的體系上，語文教育工作者必須重視這個課題。

1999/8/23修訂

20 見註 5，第 3-4及 20-2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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