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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課程指引到教科書

從編選體系的角度評論落實的方法

何文勝
香港教育學院中文系

香港課程發展議會在 2001 年公佈初、高中「中國語文教育學習領域﹒

中國語文課程指引 J

(簡稱「指引 J )。本文根據指引關於課程規劃

與教材組織的內容，考察架構示例和教科書有沒有具體落實指引的主
張。論證發現指引關於教材編選的原則是有理論依據的，但架構示例

沒有把它落實下來，因而影響現行七套教科書的編寫。文章就有關的
問題作出討論，最後根據理論依據，建構一個符合指引精神的課程規
割。

關鍵詢:課程指引、教科書、編選體系

香港課程發展議會在 2001 年公佈「中儷語文教育學習領域﹒中國語

文課程指引(初中及高中) J

[簡稱 r 指守 I J

觀念拓寬為靈活多采的「學習材料 J

J

。指引把教科書的

'同時提出以單元來組織教材。

為落實這些精神，指引提出一些具體的原則，當局也按這些原則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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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了?中一至中三級學習單元架構示例 J

(簡稱 r 架構示例 J

)

供課程規劃者參考。已有五家出版社根據這些材料編寫了七套教科
，在 2002年推出供學校選用。本文是要探究由架構示例到教科書
的編選體系有沒有落實指引有關課程規劃的原則。

研究目的、對象及方法
本研究的的目的可歸納為三項:

1.

考察指引關於課程規懿與教材組織的觀點是否符合理論依據

2.

評議架構示-wu 及七套教科書的編選體系是否落實指引關於課程
規割的精神

3.

建構一個符合指引精神的課程規割

本研究的的對象為中一至中三級學習單元架構示例(香港課程

發展議會，

2002 '頁 81 )及七套教科書。研究方法是以系統論、學

科論、認知論及課程論為依據，考察指引關於課程規麗與教材組織
的觀點;然後評議架構示例和教科書有否其體落實新課程指引的主
張;最後建構一個符合指引精神的課程規劃。

評議及建構課程規劃的理論依據
本文的理論核心就是如何建構一個科學的語文課程規部?科學就是
合理，合理的基本條件就是有序。要建構語文單元教學的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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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語文教學才能找到一個合理的

序。科學地規懿這個課程，涉及單元教學與編選體系兩個概念的認
識，也是落實指引中課程規劃的基本原則。

單元教學是一種系統化、科學化的教學體系。它既不伺於單篇
教學，也不是將幾篇課文簡單地組合在一起。組成單元的文章，在
知識結構上要有內在的聯繫，使學生獲得有系統的知識與技能(周

南山，

1989

'頁 42-44)

。因此，單元教學吾利於克服教學中的盲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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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隨憲性，加強教學的計懿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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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選體系就是把知識和技能排列成使於教學的 r 序 J
材的組織，可稱之為系統或體系(葉立群，

1992

'真 32)

'還是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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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
時，

1998

'真 134)

0

(王賀

í 教科書的編選體系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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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的教學序列。建構
科學的編選體系，就是要處理好教材單元問縱的銜接與單元內橫的
聯繫。在語文教科書中，具體的方法就是要在處理單元問縱向銜接

時，做到上一單元所學，為下一單元所用，以便有效地學習脊瞬單
元;處理單元內橫向聯繫時，要做到精讀讓學生學能力，導讀讓學

生在教師指導下用能力，自讀是讓學生自己運用所學。這樣，學生
可以有目的學習，在學習的過程中產生內在的學習動機。

上述兩個概念可透過系統論、學科論、認知論及課程論等觀點

來論證。系統論認為整體大於各孤立部分之和(王雨田，
427)

1988

'頁

。換言之，整體並非部分和:系統內的元素相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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悶，而產生不同的效果(何文勝，

頁 235)

1999 '

。認知的模式(何文勝，頁 85) 可以清楚顯示，學生可利用

所學的能力來解決新的筒題，做到由己知到未知，也簡單到複雜等

學習心理的原則。語文科具有工具性、思維性、思想性、綜合性、

人文性等性質。工異性、思維性是 f 文 J 的問題，其餘是「道 J 的
內容。在教材編選體系上只要做到以文為經、道為緯的原則就可以

符合語文科的性質了。能力結構方面，從斯皮爾曼( Spearman) 的
一因素理論(

two-factor theory )到吉爾福特(

Guilford) 的王維體系

說，主要涉及特殊能力與一般能力的關係(何文撈，頁 54一79)
語文的能力結構中，

í 思維 J 屬一般能力，

。在

í 聽、護，說、寫」屬

特殊能力。兩種能力是密切聯繫著的，其中一般能力是能力結構的
基礎和關鍵(

(心理學百科全書〉編輯委員會，

1996

'頁 1039)

根據布魯納 (Bruner) 的學科結構論、加涅( Gagne) 的系統任務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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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斤理論(何文勝，頁 41-42 ;邵瑞珍，

1988

'頁 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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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文撈，頁的一 79)

。課程論中「倒螺旋上升 J 的課程設計，是

處理教材邏輯系統與學生心理序列有機組合的最優化結構(掏明遠

, 1992

'真 17 )。透過編選體系中單元縱的銜接和單位悶不向課

型的橫向聯繫，我們可以建構一個科學化的語文課程規懿，發揮優

化教學的效能。

新課程指引的內容
在語文課程規章i 上，

r 新課程指引」有幾項資料為教科書落實指引

的精神提供路向。(

1 )以能力為主導。

(2) 以讀、寫、聽、說為

，帶動其他學習範疇的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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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按學習
目標把學習內容組織為完整連貴的系統......

0

(5) 在學習的過程中，

各學習範疇必須相連互通，不可孤立割裂。( 6) 單元是一種有效
的課程組織。......使學習材料之問產生有機的連繫(香港課程發展

議會，

2002

'頁 3 、 5 、 9 、 39 )

根據理論依據，上述六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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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指引中上述觀點應該是符合
理論依據的。不過架構示例及七套教科書有沒有落實這些原則呢?

落實方法的評議
三個架構示例及七套教科書編選體系的評議
1.三個架構示例

2000年 5 月，課程發展議會編寫了中一級單元示例第二稿(篇稿

r 2000年 5 月稿 J

)

，供實驗學校試用; 2000年 11 月，再推出「使用

課程架構以發展校本課程示例」中一至中三級單元組織(簡稱 r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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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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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課程發展議會在上述文件的基礎上，編定

「中一至中三三級學習單元架構示例 J

(簡稱架構示你)

，成為教材

編選方法的定稿(以上示例見附錄一至三)

r

2000年 5 月稿 J 內橫向的 8個元素，基本是把語文的性質都練

列出來，而沒有切實地論證性質闊的路係'未能做到「以讀、寫、
聽、說為主導，帶動其他學習範疇的學習」的原則。 14個單元的組

元元素，單元 1 、 5屬於語文的能力，但只是讀與寫的某部分能力;

單元 3 、 4 、 8 、 10 、 11 屬於一般思維的能力;單元 6 、 9 、 12 、 14是文
體和綜合運用能力;單元的是文學賞析;單元 7是知識的問題;單元

2有能力，也有情意。因此， 14個單元不全是從能力的角度來組織。

這些單元的縱向序列被斷為幾個單元組，未能做到「前後銜接 J
「相互相連 J

、

f 完整連寰的系統 J 的原則。同時在一般能力方頭，

縱向與橫向的元索出現交文的項象。總的來說， 14個單元是怎樣建
構出來的，理據又如何?我們真的很難者出 r 2000年 5 月稿 J 的科學
性，這樣的語文教學還是有很高的隨意性。

作為一個體現能力訓練為主導的課程規劃，只建構一值年級的

單元示例，是不符合系統論的精神。它最少應作出…個階段的規截，
這樣才能做到 r 擬訂明確的學習目標，前後銜接 J

0 否則難以看到

體系聞單元的銜接。總的來說，在體系方面，橫向八倍元素之闊的
聯繫，縱向 14個單元之悶的銜接，我們都很難以學科的性質及倒螺
旋上升的課程結構來解釋。

r 2000年 11 月稱」把以前的 14個單元改為八個單元，是較為合
理的修改。這八個單元勉強可分為: 1 、 2 、 7 屬於基本能力單元，

3-5以寫作能力組織單元 '6有能力，也有情意， 8以文學組織單元。
但這儷序列還是很難看到一條完整的能力線索，大概只有中一至中
三文體這個線索，勉強符合由易到難的原則，但這不足以全面訓練

學生的語文能力(張傳宗， 1993)

。大陸在九十年代初巴放棄以文

體作為唯一的組元方式(何文勝，

1999 '頁 212-227 )。因此這個單

元組織架構，只能形成一些不完整的片段;與 r2000年5 月稿」一樣，
還是很難養出各單元之間的邏輯關係和組亢的方向。它給人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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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甚麼元素都放了進去，彷彿五年的東西都放在一年內學好，甚
至想把它放在一個單元中學完。出現這種現象，相信是與對語文科
的性質、語文能力元素、結構和序列不明確有很大關係。

「架構示例 J 在 r 2000年 11 月稿 J 的基礎上，把 r 語言轉譯」

分為一及二，變為 9個單元。同樣，在所定中一至中三單元組織的
課程框架中，可以看出它是以能力、文體、文學、文化、品德、思
維等元素來組織單元，而不全是以能力元素來組元。所以 r 架構示
俱J J 中出現寫作能力訓練點、文體訓練點、文學訓練點、知識訓練
點。在縱向發展上，中聞出現五個斷層，很難找到一條合理有序的

線索。這樣就違反了「前後街接 J

、「相互相連 J 等原則。

中一至中三級學習單元架構示側，自 14個單元到八個單元，最
後以九個單元為定例。這是架構示倒在實踐過程中修正、完善的結
果。很明顯，課程發展議會所建議的幾個單元架構示例都不是「有

效課程組織 J

。這些架構示例的單元組織並不是全以「能力為主導 J

'

而是屬於多元化的組元方式，但忽略了元素之悶的關係;這些體系
的單元之間大都是 r 孤立割裂 J 的，難以做到 γ 有機的連繫」、「前
後銜接」、

r 相互相連」、「完整連貫的系統」的原則。由這些 r 架

構示惋 J 建構出來的〈中學中國語文學習單元設計示例~

育署中文組，

228)

2001)

(香港教

，內容也有一些不足(何文勝， 2003a' 真 215-

，這襄不作進一步的論述。

2. 七套教科書的編選體系

2002年課程發展議會審批了七套教科書編選體系 1 。
「敵恩…本 J 以文體、文學、專題研習、語文知識、基礎能力

及綜合等元素來組織單元。每年共有 17個單元。在編選體系的安排
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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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 及「綜合 J 單元分佈在三個年級中;
均一至兩個單元後有一個「語文知識 J 單元。
各 γ 語文知識」單元與上下單元都沒有直接的關係。可以說每

冊的六個「語文知識 J 單元把各單元割裂為幾個獨立的單元組。只
有記敘、說明、議論等文體造條線，可以達到自易到難的學習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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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這個文體序列中間又被「語文知識 J

、

r 基礎 J 及「綜合 J

等單元分隔;而且不同的文體單元又不規則的重複出現，例如中一
的單元 1 、 2 、 6 、 9是記敘，中間被說明、描寫、基礎知識等單元隔

閱。這樣就難以做好縱的銜接工作。
「敢息二本」以基礎閱讀能力、基礎寫作能力、基礎知識及文
體來組織單元。每年共有十個單元。在編選體系的安排上，中一主
要訓練記敘、說明和描寫能力，中二再加上抒情能力，中玉又加上

議論能力。「基磁 J

、「基礎知識 J 和 r 綜合」等單元穿插在不同

的年級中。編選體系主要是以文體的線索，前面加上「基礎」的理

解策略單元，中間及後面加上「綜合 J 的寫作策略單元。
這樣，閱讀理解的基礎能力大致放在中一前的個單元，基本做

到先掌握理解策略，再進行文體理解，序列比較合理。但中間的寫

作能力單元，散分在三個年級中，而四個 r 綜合 J 單元，就不規則
地分插到中一至中三。這樣，單元時就算是文聽這條線也難以較好

地做到縱的誰?接。體系內雖有讀寫策略，但又不全面，也難以銜接。
例如:閱讀中沒有默讀、朗讀、批註、摘錄等能力單元;寫作中缺

少積累、修改等能力單元。
γ 胡文本」由「基礎單元」及 f 分項單元 J 兩個分套教科書組
成。「基礎單元」的內容及編選體系為:

(2) 閱讀單元、

(3) 寫作單元、

(6 )中華文化單元、

(1 )語文基礎知識單元、

(4) 聆聽單元、

(7) 品德情意單元。 2

(5) 說話單元、

5主要是能力訓練的

編選體系，在單元系統內，序列是清晰的。「分項單元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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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個單元。編選體系主要還是大陸六十至九十
年代時所用的文體型編選體系。縱的銜接基本是按文體的難易這條

線，文體之間用了隔年銜接的方法。
「基礎單元 J 與「分項單元 J 可以發揮互補的作用，但如何能
做到有機的組合，是一個關鍵的問題。

「新亞洲本」主要是以能力組織單元，內容包括:
教育系列、( 2) 聲情教育系列、

(3) 智慧閱讀系列、

(1) 視聽
(4) 生活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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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系列、

(5) 專題研習系列、

(6 )文學欣賞系列，加上《學會學

習〉的起動單元共 27間教材。每個系列再解構為 3-8個單元。例如，

智黨閱讀系列包括:

(1) 打開閱讀的心窗、

(3) 閱讀的技巧(下)、

(2) 閱讀的技巧(上)、

(4) 閱讀的策略、

(5) 閱讀的鑒賞和評

論、( 6) 泛讀入門等 6個單元。整套教科書沒有一個完整的編選體

系安排。
每個序列編選的理據相信是按學科線性邏輯和認知心理的發展

來規割，所以序列是清晰的。不過， 27冊教材怎樣部分為三個年級，

每個年級又怎樣銜接?同一層面的六個系列又怎樣聯繫?教師如有
能力和時間，這套教科書給予教師很大的空間，可以用來建構出如

出版社所提出 γ 組合建議」的體系(見 http://secchi.newasiabooks.

coml)
「現代本 J 的組元元素內容包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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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研習一一搜尋和整理、古代漢語…一故事篇、散文、

應用文(一)
這九個單元勉強可分為: 1 … 3及 6屬於基礎能力，但由者難以銜
接; 4- 5及 8是文體的內容， 7是知識單元 ;9是應用文髓。編選體系
方面，三個年級的單元組織中，有思維奇i 賺點，有寫作能力訓練點，
有知識點，也有文體訓練點，但很難看到一條完整的線。觀察、聯

想、想像、分析和推理是一般思維能力，不宜抽空來訓練。我們很
難看出整個體系中各單元之間的邏輯關係。單元闊的縱向銜接不強，

隨意性仍寓。

「教圓本」的規劃，單元 1-4以閱讀能力來組元，其餘兩(僅為
基礎能力和文化單元。內容分別是認讀文字、篇章理解(一、二)
篇章賞析、學習方法和習慣、文化專題。中一至中三的六個單元都
以同樣的能力來組織教材，只有單元六每年都有不同的專題知識內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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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級前四個單元的閱讀能力線是清晰的，若只就這幾個單元
來看，可以說是以閱讀能力訓練為編選體系。但單元丑的學習方法
和習慣，屬於基礎能力內容，宜放在前面來學習，更好的方法就是
滲透到各單元中，在學習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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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在選文

時多選讀一些文化篇章就可以了，不必獨立用一個單元來處理。
r 商務本 J 主要是以能力組織單元，內容包括建立基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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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選體系的安排是根據 12000年 11 月稿 J 來歲劃，但似乎不是
編者所說「以寫作能力為主導 J

。因為寫作的基礎能力元素不全面，

而且我們很難者出各單元之間寫作能力造條線的邏輯關係。體系中

以觀察、聯想、想像等一般思維能力來組織單元是不切實際的，這
些能力可在每個單位的課後練習中訓練。在中一至中三的單元組織
，有寫作的能力訓練點，也有閱讀的能力訓練點，但都看不到一
條完整的線;有文學的訓練點，也有知識的訓練點，但都不能各自

成線。線與線的關係，大概只有文體這個線索，但之間又出現一些
斷裂。因此，單元之間的關係仍不太明確，隨意性還是很高的。
總的來說，在各教科書的編選體系中，除以能力組元外，還有

以知識、專題、文學、文化、創新等元素來紐元。因此，這些教科
書的組元方法，並不全是以「能力為主導 J

'因而在不向程度上會

影響編選體系規劃的序列性。七套教科書大都是以閱讀來帶動，但

又不是以閱讀能力訓練這條線為序列。
除「新亞洲本」外，大部分的教科書都以文體為編選體系。由
於大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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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從每個獨立單元來看，教學內容和
設計都是可以的，但在編選體系上仍有一定的隨意性。加上文體製

編選體系在全面提高學生的語文能力上有很多不足(何文勝，

199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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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 193… 194 ;張傳宗， 1993)

。可以說，這些編選體系未符指引中課

程規劃原則。
除「新亞洲本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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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把學習韋點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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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 的工作。

討論

下文所討論的，主要是在落實指引中有關課程規劃內容時，所應注

意的方法與原則。

語文教學的諸因素的問題
這是語文科多元性的處理問題，與語文科性質複雜有關。語文教學

的多元性包括:閱讀、寫作、聆聽、說話、文學、中華文化、品德
情意、思維和語文自學等元素(何文勝，

2003

'頁 3-18)

。各種元

素之間的關係，包括文與道的關係、一般思維能力與特殊思維能力

的關係、四種能力的關係、九個學習範疇的閱(系，以及課堂教學與
課外實踐的關係等問題。
我們必須論證好這些元素之間的關係，否則就必然出現上述架

構示例及一些教科書所存在的街題。根據系統論的觀點，諸因素之
間應不是各元素總和的關係'它們之間有並列的關係，也有從麗的
關係;有信息的輸入，也有信息的輸出。上述架構示例及一些教科

書只是把各種元素組合起來，而沒有處理好多元潤的關係。關係搞

不好，就未能發揮體系內優化組合的功能。「有效課程組織」和「有
機連繫 j 的原則就難以落實。

九個學習範疇的問題
中磁語文學習包括九個範疇的學習，而「以閱讀、寫作、聆聽、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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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為主導，帶動其他如文學、中華文化、品德情意、思維和語文自
學等學習範疇的學習 J

0 意思是說，在讀寫聽說的訓練過程中，透

過不同的選材，接觸、學習文學與中華文化，培養學生的品德情意
和思維能力;透過不同課型的學習，訓練學生的自學能力。因此，

我們只需以語文的四種能力來組織單元，然後由每個單元來帶動其
他範疇的學習。上述教科書如用文學、文化、品德情意、思維或語

文自學等學習範疇來組織單元的，都不是「有效課程組織 J

'也發

揮不出「有機的連繫 J 的作用。

以能力為主導的問題
要做到 f 以能力為主導 J

'就要以能力來組織單元。根據語文科的

性質、教學目標和能力結構，可先以語文能力(文)訓練為單元的

線性邏輯，作為縱向發展的序列(經)

，有系統地訓練學生的語文

能力;然後配合以文化、品德、思想等作為選文的內容(緯)

加學生的知識量和陶冶學生的品德情意(道)
道為緯 J 的教材編選原則。因「文 J 悟「道 J

，增

，這就是以「文為經、
'

I文J

I 道」合一

的精神才能落實下來。這樣單元之間的安排就符合指引所說的原則，

體系內各單元是「有機的連繫 J

、「有效課程組織 J

。因此，我們

就不會以文化、品德或情意等知識內容來組織單元，而是以能力都

練來組元。

一般思維能力與特殊思維能力的問題
這是思維能力的問題，思維能力可以分為一般能力和特殊能力。一

般能力包括記憶、觀察、分析、綜合、想像、聯想、批判、創意等
能力;語文科的特殊能力包括閱讀、寫作、聽話、說話等能力。兩
者是從屬關係而不是並列關係。換言之，我們在訓練學生的特殊能

力過程中訓練一般能力。因此，我們只需以聽說讀寫四種能力來組
織單元，而不必以一般能力來組織單元。這符合指引所說，以四種
能力來帶動其他範疇學習的理論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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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
要處理好新課程指引路於課程規割的原則，就需要處理好組元和體

系的問題。在組元方面，我們先耍弄清語文科多元性的問題，然後
按能力組織單元，囡?為以能力訓練元素來組織單元是最符合學科論
的原則。在體系方面，它包括縱的銜接和積的聯繫。利用單元問縱
的銜接，使前一單元所學為後面各單元所周;在運用的過程中強化

及鞏固學生所學的能力。這種安排一方面體現教材中能力訓練的序

列，另一方面在運用的過程中，鞏回龍頭所學的能力。如學生在運
用前面所學的能力出現困難峙，教師可提示學生返回前面有關單元

再學習，直至能運用這些能力為止。例如，如要處理好架構示例及
七套教科書的能力序列問題，根據學習認知心理，基礎能力訓練單

元宜早擊，以後在用的過程中鞏固。如以閱讀能力訓練為編選體系，
則先借一般文章學習認讀的能力，然後才進行文體理解能力訓練。
在理解基礎上，借文學篇章來訓練賞析能力。這樣構建體系，閱讀
能力訓練的線(更清晰了，也符合語文科內涵的要求。這種組元的方

法，有利於落實「前後銜接 J

、「完整連貫的系統 J

、「相互相連 J

、

「不可孤立豁裂 J 等課程編選原則。利用三種課型來處理單元內橫
的聯繫'除提高閱讀量外，更可培養學生的內在學習動機，提高學

習的效能。因此，香港教育著中文組編( 2001 年 6 月)的〈中學中國

語文學習單元設計示例~

(何文勝， 2003a' 買 224) 及一些教科書

對三種課型的處理，需要重新定位。縱與橫配合起來便是倒螺旋上
升的課程結構。這個體系使每個單元、每個單位都能做到「有機的

連繫 J

'把握{罷課程規劃成為一個「有效課程組織 J

在學科的縱向邏輯順序方面，可以根據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
大陸五套初中語文教科書 2 歸納四種能力元素的子能力項目，內容

如下(何文勝，

2003c '質 1-4)

1.閱讀教學單元
認讀能力:閱讀基本方法，包括借助課文詮釋和字典閱讀、默
讀、獨劃、批註、摘錄、筆記、朗讀。字詞句段理解，包括正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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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詞語含義、把握關鍵詞、正確理解句子含義、把握關鍵句、歸納

段落大意、把握重點段落。篇章理解，包括整體感知文章內容、理
清文章思路、概括文章主旨。

理解能力:記敘，包括記敘的要素、人稱、中心、順序，起結、
過渡、無應、詳略，寫人，敘事，寫景，記遊。說明，包括說明事
物的特點、採用恰當的說明方法、安排合理的說明順序、說明文的
多種用途。議論，包括論點的確立、論據的選擇、論證的方法、論

證的結構。

賞析能力:散文閱讀賞析，詩歌閱讀簧析，小說閱讀賞析，童
話、寓言、民問故事閱讀賞析，戲劇、影視、曲藝閱讀賞析，專題
研習指導及訓練。

2. 寫作教學單元

積累、觀察、思考;審題、選材、構思;起草、修改、膽寫;
練筆。層次和段落;主次和詳略，過渡和照應，交代要清楚，層次
要合理，詳略要得當。寫好人物的肖像、語言、行動、心理;

中穿插抒情和議論;寫出景物的特點;交代遊蹤，融進感情;說明
事物的特點;恰當運用說明方法。選擇合理的說明順序;說明語言

力求准確明白;論點要明確;擺事實，講道理;論證方法;論證結
構。講究語言的音節和諧;縮寫與擴寫;改寫。學寫短小散文;學
寫短詩;學寫微型小說;學寫文學作品賞析短文。

3. 聆聽教學單元
認真練好聽、說能力;聽新聞廣播;聽讀故事抓要點;聽出議
論性話語的觀點和理由;朗誦與聆聽;養成良好的聽說習慣。

4. 說話教學單元
講故事、複述、自我介紹、描述一處景物、介紹一種物品、用
總一分一總結構說明事物、採訪、演講、把故事講得生動些。
瞭解語文四種能力的訓練內容和序列等線性的縱向發展關係後，
再探討這四種能力之間橫向聯繫的模式。換句話說，以哪種能力元

素為主線來組織單元，才能全面帶動語文的整體能力，發揮單元的

最佳效用?這就要視乎學生的實際情況，根據凹種能力躊係作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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悶的假設，建構不同的教材編選體系(何文勝，

1999

'頁 135

- 138)

《能力訓練型編選體系﹒中國語文﹒實驗教科書(一至六冊)

>

(何

文勝， 2003c) 是「讀寫結合，帶動聽說 j 的編選體系。其體的架構
規割，可參考這套教科書的編者的話。

小結
指引中關於課程規割的幾個觀點是正確的，我們可以在系統論、學

科論和課程結構論找到理論的依據。但是架構示例及七套教科書都
沒有落實好這些原則。要落實這些原則，就先要論發好語文教學的

諸思索、九個學習範疇、以能力為主導、一般思維能力與特殊思維
能力、體系與課型處理等問題的關係。然後就需要處理好組元和體

系的問題。組元方面，需要以能力組織單元，並宜以「文為經、道
為緯 J 的原則來處理多元化的問題。體系方面，笠以語文能力的線
性發展作為縱向銜接的原則;以三種課型作為橫向聯繫的方法。至

於四種能力自哪項能力來帶動，就要視乎學生的實際情況所作的假
設了。由此建構出來的單元結構和課程編選體系，應該符合指引中

關於課程規割的原則和理論依據。這樣，課改的第一步才得以合理

地展開，以後就是教材編選和教法的問題了。

註釋

1.

這七套教科書是: (1)布裕民等編 (2002)

學出版社(簡稱「散思一本 J)

0

,

{散忠中國語文卜

(2) 林國光等編 (2002)

殷思出版社(簡稱「散思二本 J)

0

, {生活中國語文) ,

(3) 何萬貫等編 (2002)

文) ，胡文香梅教育(簡稱「朗文本 J)

0

,

{朗文中國語

(4) 新亞洲編輯委員會編著 (2002)

《新亞洲中國語文) ，新亞洲出版社(簡稱「新亞洲本 J)

編 (2002)

,

0

(5) 甘玉貞主

{中學中劉語文) ，現代教育研究社(簡稱「現代本 J)

杜振醉主編 (2002)

,

,

0

(6)

{新理念中國語文) 0 香港教育圖書(簡稱「教區本 J) 。

(7) 林潔明等編著 (2002)

,

{學好中國語文) ，商務印書館(簡稱「商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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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J) 。各套教科書的編選體系可參以下純真:

@控交思、中圓語文

http://www .keysc區nese.com.hk/keys_press/pdf/08…09…;NSCL_Brochure.pdf
@傲思生活中國語文

http://www.keyschinese.com.恤/keys_press/pdf/p20- 21. pdf

@商務印書館:學好中國語文 h句 ://www.cpωedu.com
@香港教育聽書公司:初中中關語文新編

http://www.hkep.comlwww/scripts/c hinese/
@現代教育出版社 http://www1.modemeducation.com.hk
@朗文出版社:朗文中國語文 http://www.scl.ilongman.comlilmscV

@新亞洲出版社 ht甲://www.newasiabooks.com

2.

這五套教材是: (1) 人民教育出版社編，三年制初中教科書(試用)~語
文}

0

(2) 姚麟因主編，九年制義務教育課本(試用本)~語文 }S版，上

海教育出版社。 (3) 徐中去、徐振維主編，九年制義務教育課本《語文〉

H本，上海教育出版社。 (4) 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實驗中學、北京市教育
局教學研究部編(沈心天主編) ，九年義務教育三年制初級中學教科書

《語文} ，北京出版社、閱明出版社，以及 (5) 北京師範大學「五﹒四」
學制教材編寫委員會編，四年制初中試用課本《語文} ，北京師範大學

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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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es of the New Curriculum Guide to Textbooks
Man-sing Ho

Abstract
The Curriculum Development Council has proposed a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Key Learning Area Curriculum Guide" for secondary schools in
2001. In the new curriculum guide, an "open and flexible framework" has been
developed for the writing of textbooks, and a series of exemplary learning units
for secondary 1 to 3 have been supplied. To implement these, clear guiding
principles are introduced in the new curriculum guide for teachers' reference.
Based on these exemplary learning units, conventional publishers have produced
7 sets of textbooks which are being in use in 2002. Viewing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curriculum design and teaching and learning materials development,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effectiveness of implementing these new ideas. It is found
that the selection and writing of teaching and learning materials are based on
grounded theory. However, the exemplary learning units are unable to put them
in real practice which directly affects the writing of textbook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is issue and suggests a new direction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principles introduced in the new curriculum gu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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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中一級單元示例第二稿 (2000 年5 月)

2. 學習方法和
學習習慣

3. 現實與想像
4. 觀察和聯想

5. 審題和立意
6. 記敘的順序
7.

專題研習:

有趣的漢字

8. 理解與分析

9. 說明的順序和

方法
10. 概括與歸納

1 1.觀察:人物
12. 淺易文言文閱讀
13. 詩歌欣賞:
14. 語文綜合運用:

附錄二
中一至中三單元組織 (2000 年竹丹)
cg日敘，說明事

(捕寫，抒情)

(說明事理、

議理)

物)

邏輯概念的建立

1.建立基礎(一)

語感的培養

美感的培養

2. 建立基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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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背景交織，有分

層次分明，周密

得宜

有合

全面

5. 語言轉譯

j青龍扼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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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題研會

搜尋和整理

分析和綜合

質疑和判斷

〔香海掌故〕

〔有敵的漢字〕

〔數風雲人物〕

8.

由課程指引到教科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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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中一至中三三級學習單先架構示例 (2002 年)

1.
2. 建立基聽(二)

觀察

聯想

懇、像

3. 立意與選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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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景交織

層次分明

結構完整

有分有合

周密全面

敘述和說明的技

描寫和抒情的技

說理和議論的技

巧

巧

巧

用語清楚扼要

用語優美感人

用語精確有力

積極學習

善用策略

分析和綜合

質疑和判斷

5. 語雷轉譯(一)
6. 語言轉譯(二)

7. 學習方法和習慣
8. 專題研習

9.

目標
搜荐和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