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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 J革初中中圈語文教科書編選體系與
體例的比車支研究

何文勝
香港教育學院中文革

本研究是比較香港及上海初中語文教科書的編選情況。理據是以系統
論、認如論、學科論、能力結構論及課程論為基礎。研究發現:在單

元組織、總 i遺體系和體例上，兩套教科書可以作出科學一些的規釗。
在編寫方繭，成忠、一本的內容應有輩有，是一本百科全書式的教科書，

老師一定不能役時完成教學的工作。上師大本就過於簡略，有待補充
的地方不少。教科書編選者有必要處理好兩要去教科書各元素之間的結
構，以追至更佳的教學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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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論

iìíî 對社會發展的需要，語文教育必須在課程目標和內容、教學綴念

和壞習方式、評價目的秘方法等方闖進行系統的改革(中哥華人民共
和關教育部，

2003

'真 1 )。替港與上海都進行謀殺與教材的改革。

2001 年香港課程發展議會編訂《中串宙語文教育學習領域﹒1:扣纖弱文

課程指引(初中及高中)

>

(以下簡稱{課程指引> )

0

20日 2年政

府審批了七套初中中關語文教科童醫供學校白白選用。 '20日 4 年上海
市教育委員會在中小學課程教材改革第

m 期工程的基礎上，頒佈《上

海市中小學﹒語文﹒課程標碧藍(試行稿)

>

(以下簡稱《試行稿>

)

絢麗51惡的教科醫有爾套。 2
本研究選敢在香港較多學校選用的敢怒一本( 2005年修訂)和
在上海市使用的上師大本作為研究的對象。研究的內容包絡(一)
兩套教科醫在編選方面的情況;

(二)就有關教科書的單元組織、

編選體系、體仰等閑題作出比較與討論。

研究的目的楚的研究結果供語文教材研究人員、教材編寫者、
教材幸寄至監委員、教育部相關領導作參考。

理論依據
本文的經吾爾核心就是如何科學地建橋一套語文教科草書的編選總系與

機例。科學就是合理，合耳里就是有序。因此，在處理語文科定性、
走向與定畫畫約工作後，就要進行定序的規章m '這樣語文教科齒的編
選才能找到一個合理的序列。
系統論認為整體大於各孤立部分之和(3三雨間，

1988

'頁427)

換言之，系統內的元索精悶，著紡緒有異，莫斯產生的功能也有不
同。 IZSI 此，在吾吾文能力元素梢闊的情況下，可能的教材的結構不筒，

而康生不同的效果(何文勝，

1999 '真235) 。認知的模式(何文勝，

真 85 )顯示，學生可利用已有的能力來解決新的問題，做到自己知
到未知，廚簡單到複華鞋等學習心潔的原則。學科論認為語文科具有

比較港;皇朝中中磁語文教科書編選育輩革與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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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性、思維性、恩怨性、綜合性、人文性等性質。工具性、恩線
性是「文 J 的問題，其餘是 C i1皇 J 的內容。在教材編選饑系上只要
做到以文?為縫、 i蓋幸福絡的原則就可以符合語文斜的性變了。能力紡

織方筒，從新皮爾學 (Spearman)的二因素理論 (tw。“factor theory )到
E吉爾總特( Guilford) 的三維體系說，主要涉及特殊能力與…般能力
的關係(何文勝，真 54-79)
力

。語文的能力結構中「思維」塵器一般能

r 聽、潑，說、寫 J 且麗特殊能力。 F的還能力是密切聯繫著的，

其中一般能力是能力結梢的基礎和串串盡量(

委員會，

1996 ' Ji[ 1039)

(心理學百科全書〉編輯

。根據午在魯、納 (Bnmer) 的學科絡織論、加

涅( Gagne) 的系統任務分析論(何文勝，室主 41…42
華夏 394)

郁瑞珍，

1988 '

，可以藍藍橋聽話、!戀毅、說話和寫作問種能力的序列、訓練

基蹲在及相應的教學內容 (j可文餘，直在“一 79)

。課程論中「輝的螺旋上

升 J 的課程設計，是處理教材邏輯系統與學習心、王銀序列有機組合的
最優化結構(陶明遠簿，

1992

'褒 17)

。透過編選體系中學元縱的

銜接和單位鬧不問課裂的橫向聯繁，我們可以建橋一偽科學的諸文

諜程規瀏，發揮優化教學的效能。

~元教學是一種系統化、科學化約教學體系。它既不|筒於學篇
教學，也不是將幾篇眾文纖單地級合在…起。組成單元的文章，在
能力及知論縮機上要有內在的聯舊書，使學生獲得有系統的知餓與技

能(周南山，

1989

'豆豆 42-44)

。因此，單元教學有利於克服教學中

的盲目性、隨意哎，加強教學的話?鄧怪，體琨教學過程的階段性、

遼東覺性和循高單位，做到從整體 t 來考驗安排傳授知識和士苦苦豈能力的

序列(饒杰騰，
展議會，

2001

1992

'頁 8)

'直在 39)

。皇軍亢更是一種有紋的課程組織(謀殺發

，問題是以姦麼元哥哥來組織單元才是一個科

學的給元方法。 E畫史上曾有以生活、品德情意、語文知識、文體、

能力、人文 t1等元警告來組織單元。從 5果潑的取向以及科學的編i遺體

系來說，那就變 j;J、能力來紡織學元(何文勝，

2003 '頁 165-196)

ffiï ，單元 i均教材的內容就以人文姓為取向。這樣可以落實
(香港中文教育學會，
闋閱單位教育委真會，

1989

1998

'頁 4)

'真 7)

、「因文f答道 j

f 文道合一」

(中華人民共和

, r 工具性與人文傲的統一 j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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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人民共和關教育部，

2003

'頁 1 )的教材編選 i京則。

編選體系就是她每個教學階段中單元與單元間排列成便於教學
的「序 J

這是教材的組織 'ffl 現在的話說，有人稱之為系統，有

人稱之為體系(葉立群， 1992' 豆豆 32)
序列、各部分的組成搭配以及內在聯繫 J
間此

。它強鵲「教材內容安排約
(五億伶，

1998

'頁的4)

r 教科蕩的線還有豐系 JE是指教科草書中教材的級織，按學科論、

認知心理及課程論等排列成一假合理的教學序列。建構科學的編選

骨體系，就是草草草鞋現好教材中單元間縱的銜接與l!i'.元內各單位橫的聯
告釋。~糙的方法就是在草鞋機語文教科樣的編選體系時，先在車場好讓

元問縱向約銜接，做到上一單元Jifí學，為下一單元所舟，以便有效
地學習有哥哥單元，然後處理好單元內各單位橫向的聯繫，牽羊用精毅、
哥華豆費及自續三個直串連盟的功能，做到精頭苦奮學生學能力，導草草草農學生
在教師指導下 ffl 能力，關章里是富醫學生運用所學來自主韓、自評(仰文

勝， 2004 '資 3)
編選機例就是每個單元內合理的教學安排，內容包括助言賢、當程

文、練習及知識穹擎的{關系統 (3三相文、韓雲言屏、三五松泉，

49-55 )。一個全濁的防護系統應包指:

2003

'頁

.í聶元學習提示、綠草草、學習

皇軍點、作者、題解、預習及注釋。課文系統主要要是指作為學習例子
的教材。練吾吾系統是皇宮間所學，強化認知結構，內容包括練後練習、

延伸閑話費及諮文章寶踐活動。知識系統包括語文是基礎知議。一個科學

的教學安排獄里要做好語文多元化的教學問題，換言之，它要在一個
窩里冗教是靠中處理好閱讀、寫作、耳聽話、說話、文學、文化、思維、

品德情意與自學能力等元索之朔的關係(湯才後，

2003 ' ]'[3-18)

此外，婉地的謀殺文件都豈有建織科學的編選骨體系提供一些原則，
例如:

〈課程指引~

: 1 草鞋稜以能力為主導。 2 以毅、苦苦、舊書、說為

主導，帶動其他學習範糟的撥習(線程發展議會，

2001

'真 3)

0

3

使各主的毅的教學按部就班，前後銜接。 4 把整體吾吾內容組織為完華夏連

貫的系統 (]'[5)

(真 9)

0

6.

05. 各學習偷聽書必須相連茲通，而不可孤立割裂

l!i<元是一種有效的課程紡織。....使學習材料之閻麗

比較港混初中中~諮又教科書編 i遺體系與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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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有機的速縈(資 39 )。根據理論，六項原則中， 1 、 2屬於學科音侖
的愣是單; 3 、 4 、 5及 6塵器於系統皇島及課程論的問題。

《試行稿>

; 1 課程內容部分從「毒草字與苦苦字 J 、 「閱讀 J

f 寫作」、「口語交際 J

、「綜合學習 J 等方函提出要求 (]:[26 )。

2 教材編制星空有利於學生積極主動地學習(頁 16)

0

3 注態各主持位

或單元中教學內容之鉤的相互聯繁，幫助學生形成良好的認知結構

(資 18)

0

4 不斷地通過已知認餓、探求米知(室主 25)

0

5 閑說部

分中學元(或課文)的教學提永(草克思考星星)要簡明扼要，巨富於歷史
發性，主重點在指導學生探索學習方法(真 45)

0

讀、寫作、日吉普交際和綜合主實踐活動(莫 45-46)

6. 練習部分 E百分閱

07.閱讀練習既要

繁體考慮一個學翔的學習間襟，旦旦~具晶體體現單元或課文的學習基要
求(資 46)

,

8 聞監獄口練習的設計要有利於激發學習潛能，有利於

援商學生的思維能力(頁 48)

0

9‘漢語知織約學習不求系統，約是

教學生主隨文學習.....~重點在提高諮蓄遴均能力(真 26)

在十項原則中， 1 、 6 、 7 、 9耳聽於學科論的問題
知論的問題;

。根據現論，

2 、 3 、 4 、 5屬於認

8~屬於能力給機論的問題。

兩套教科書的編選概況
(一)單元組織
般忠、一本

初中三三年共六珊，每年級設村間里置于毛及一緻專題研

習單元，主要以文體、基礎能力、綜合、文學及主專題研室哥等元主輯來
是巨元。每單元有三至七個單位。每個單元都有相對態的單元名稱。
中一主要自 11 練記敘、描寫、說明能力，中之深化記敘、描寫、說明
能力的學習，加入抒情和議論能力，中乏深化各趨能力的學習。

r~基

礎」及「綜合 J !單元則按程度分佈在三個年級中，另設詩歌、詞曲、
散文、小說及戲劇五個文學單元。

上目前火本﹒初中['i年共八仰， 3 在華附有九個單元，每.元有三三

直至七個單位，都以人文位來組織單元。例如，第七年級第一學期的

何文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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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鍋里聽元內容為﹒間敝人的故事，逸情 n 趣，故鄉情恕，巨著詩粉絲

(一f)

，報紙 (f雷息的窗口)

的家劉)

，爾對逆境，技藝超群，地球(我們

，締結傳說。

(二)編選體系
毆慰一本:窩里亢的縱向銜接，中一為

1 暴礎、 2. 記敘、 3 記

敘、 4. 抒情、 5 文學、 6.]蓋礎、 7. 描寫、 8。說明、 9 說明、 10 說明、
專題研領;中二為: 1 基礎、 2. 吾己敘、 3 描寫、 4. 織為、 5、文學、
6.~基礎、 7. 抒情、 8 說明、 9 譏論、 10 綜合、專題研習，中三王為:

1 事基礎、 2 說明、 3 記敘、 4 抒情、 5 文學、 6 基礎、 7 文學、 8 議
論、 9 量的宿、 10. 綜合、專題研習。主主餘訓練豆重點及學元名稱可參考

各翎}編車聲說明的中一至中三窩里元一覺表(布裕炭等事，
閱單單篇章軍分 rE聶哥費篇講 J

、

「導重重篇章 J

、

2005

'資 3)

。

r 自習篇講堂 J 等三三

稜課型。每個單元包括閱讀、寫作、聆聽、說話。每窩里沌的學習盞
點都涵蓋藍閱讀、寫作、哥哥哥當、說話、基礎知識，但不規則地出瑰文

學、文化、思維及品德情意等學習範騁。每年級設《是主礎能力訓練
冊)

，介紹懿寫聽說的學習策略。

上師大本:取元的縱向銜接，如第七年級第…冊封3 第一單元同
損害人的故事，到第九皇軍元神話傳說。學[元橫的聯繫方闕，分教童畫據

文與自直要課文詞草種課型。在華單元約自置費課{占三;至三個單位。教 E質與
自需要諜，或先教巔，後自毒草;或平均分隔，或集中處理。每單元後
都包指每周一詩和綜合學習。前者附吉寺闊訝，後者可能是日語交際、

課外重建踐、專題研究等綜合寶路活動。沒有獨立設「寫作 J

、「臼

吉普交際 J 等領域的學習。

(三)編遺憾例
島生忠一本:體例的編排有每冊約目錄、單元課文

變主壁、單元

說明、單元閥錄、單元學習 E重點、 E重點解說，閱讀教學有課題、學
習鼓點、題解，前作者剪彩、策略介紹及文學點滴在三種課型都是

草竟有或然，預習在富等重建才有，課文:tE善事設有閱讀指引，自管有草鞋童車

比較港兌初中中國語又教科書編選艘革與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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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懇，討論與練習在音帶灣方在草包括能力訓練、內容理解、作法分析

或加上文化知識、網上沒遊、善事童聲與自習、練習與思考，好醫推介/
文化知該/走出教室蓋處單堂活動就不規則出現，寫作教學有學習叢書吉、
機怒活動、練習，聆聽教學有學習蠶點、練習;說話教學有學習讓
給、練習; 1涂講話費外，主主餘都有自我評估。每間課本後都有附錄，
例如學習重重點一覺草鞋、吾吾文知識偽君堅及學習策略一覽表等。

上師大本:閱讀包括每單位的課題、作者街介(放在詮釋)
課文、詮釋、學習建議和每單元後的綜合學習。

時題討論
(一)單元組織的問題
斂忠一本有以特妹能力、

般能力、文微及文學等元主買來組元。

根 1處理論依據，這種級元的方法科學嗎?語文教學雖然有其多元性，

但如果以多元的內容來級織單元，而又沒有處理好元縈憫的結構，
可以說，這種組冗方式主還是帶有…定的隨意性。不過，它主要還是
以文體元素來紡織單元。每個單元包括組元方向、自11 練鐘點和學亢
名稱，力間做到文道合一，這種綴元取向是符合學科論的麗買點。

上師大本以人文傲的內容作為組織學亢的線索。 EÈI 於人文性的
內容太廣闊，的此，這種級元方法隨意做會很高;閑時單元中沒有

反映所學能力的元絮，未能做到學科論中的 r 工具蝕與人文性的統
一。

J

爾套教科童聲都以單元組織教材，對香港來說，這是一個很大的

進步。在以前香港的吉普文教科魯大都以 l!fl 篇能文來組織教材。內地

的教科贅，以單元來組織教材的經史比較亭，的六十年代起以文體
組元，到八、九卡年代以能力 f詛咒，這裳，筒很多經驗可供借輩輩。可

惜，上師大本沒有吸收以能力組元的經驗，而以人文 '1生等內容來組
織戰元。如果以能力訓練元縈作為組元方向，人文f聾作為單元名稱，
就能做到「以文為經、道為綠 j
未能做到以能力充察來綴元。

r 文道合一 J 了。然而，間有苦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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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科書的體系問題

在單元縱的銜接方筒，做恩、一本有一定棕皮的銜接俊，例如
中…的 2 、 3 'J!í1.元都是以記敘紡元， 8 、 9 、 10'J!íl. 況都是以說明是日元，
其餘 4 、 7分別以抒情、?前寫等元絮車註元。總的來說，它主要是以

文機來紛元，位中間又被主基礎、文學、專題等單元打斷了文骨擎的
序列，未能做到〈謀殺指引}所說 f 前後銜接 J

、

f 完整速實 J

r 幸自;學互通 J 及 r -借機連繫」的))j(划和體系 rþ 的縱向銜綴。加上

文體型的編選體系，難以妥協訓練學生的語文能力(張傳袋，

真 156-160)

1993 '

。上師大本由於以人文他來制元，男主元與學元之惜沒

有必然的P<J1f 邏驕關{系。因此，我們就算隨意調動單元的次 j芋，
也無不可。換言之，它們的縱向銜接線策不明顯，隨意?生很高。

相對來說，敏慰一本編選體系的序列條比上師大本撿一些差。然而，
織者都不楚體系中的俊化組合。
在單元模的聯當寄:行甚至，lll1忠、一本每個單元都有講話要、導話費及白
宮三種謀殺的規創，主E 編輯說明中清楚指出三種言串連立的功能，符合

了認知論的觀點。上師大本只有兩種線裂的去兒童n '而 II 不規則。可
以說，它隨意做比較大，未能發揮課紋的功能。這樣學生就難以形
成

d 積認真1日給構以及學習的模式。
怎樣才能處理好四種能力的橫向關係?@(您一本的每個單元都

包指閱讀、寫作、聆聽與說話能力約哥 11練，這種規劉是值得草草榷的。

根據學生的認知心理發展，訓練學生聽說能力的資金詩詞是在初小
階段，高小就是由聽說過渡到需要寫，到了中學則以領事善為吏，帶動

聽說。問鈍，不必每{留嘉興元都重要有聽說的規直到n 0 上自巨大本的種能力
的訓練，主要EI3閱讀來帶動，千五綜合學習中，或有寫作，或有口語

交際約練習， {按規翻沒有規則，因悶:使各元素的關係不清晰。富裕三位
都很難磁出什關切苦擎的模式，遂不利於學生認知模式的建構。

爾蓋章教科書聲在體系的規創上，歇息一本比上鄧大本較有系統、

有序列，上師大本比較粗糙。不過居全恩、一本在官學系的規翻上以及四
種能力的關係上仍有待改進。

比較港 i且初中中國語又教科書編選艘益與體例

101

(三)教科書的體例問題

歐忍一本的體例元素基本齊全，而約 2日的內草草也很多，甚至到
了繁瑣的程度。例如，每個單元的紛讀系統都有單元謀文一質量鞋、
單元說盼、單元函錄及 .5毛主學習豆重點建專項皂，送來免太紫望著了。各

單元的繼伊j模式又不統一，哲控日，時有時無的策略介紹、文學點滴、
好審推介、文化知識等，都不利於學生認知模式的建稽。這套教科
醫每倒單元的頭荷都很遷，學習的內容應有盡有，給人雜亂的感覺。

這種百科全書式的緣份j 教科贅，加重重了師生的盤力，也加重重了家長
的經濟負擔。可以說，老師根本不能在-倒學年內完成各單元的教

學內容。知識系統方霞，除在每冊後附系統的語文知識外，也在每
{留學位內隨課文學習，給人有架床發展的感覺。
上師大本;自盟側的元譯告不足，例如缺去了知該系統，主主餘各系統

的元索都不齊全。勛章星系統缺少了單元學習提示、學習襲警車、盟軍解、
預習;線管系統缺少延伶閱緩和每做舉元後的器裝後實踐活動。 這倒
骨舉例姨畫i 除不利教飾總教外，也不利學生的學習。
在骨舉例方餒，如身是說上的大本有所不足，激怒一本就未免太過
了。只有適當的機1:íU 設計，才有利於師生的教學活動。
很 t樣體側的海擦，單元學習捷克在與學習 E重點，在教學過程中起

監控的作屑。又根據學科論，敵恩、一本的學習靈點大都有「文 J 和
「道」的要求，做到「艾滋合一 J

0 上師大本沒有這一環節，所以

婆在教學中發樣盟主梭的作用，就有一定的難度。
學習重點反映每個單元的教學內容，是教學的核心。它也是評

估教學成敗的主主要指標，同時也對自存空主教與學的過稜趟車在控的作舟。
根據學理，學習 E鷗在荷包括能力的訓練、知識的學習和情瑟的培養。

草草後的練習也是按這三他範除來設計。斂息一本千古學習重重點的規翻。
上都大::4'缺去這一環節，是不合晦的。
預管是富起學生主主動積極地利用前面單元所學，以駕車備學習這

個單元的內容，它有利於學生自學能力的培錢。預會做得好，學
習就能順利盟軍問。因此，上師大本沒有預習一頭，我們就難以利

m 學生的已有知識，也難做到自己知到未知的認知心耳里發展。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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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本的預言曾設計有沒有遷戶背上一f(#.元所蟻，刻有待日後作出深

入的探討了。
課後練習也有害要作的系統的安排:透過能力與知穢的學習，可

以訓練學生的基礎恩線，透過情潑的學習，可以培主要學生的創意與
批判j 等高效忠緣。之師大本的蘇後練習稱為學習建議，每個單位約
二至在問題思考題目，一般都是較深層次的理解能力訓練。每個窩里元
之後都有綜合學習，包括了寫作、日吉普交際輿練後重實踐活動，主要堅

緊的單元的主題，但沒有一個系統的親懿模式，平均的活動遠遠不
足的。Iî9:怨、一本的豆制垂直車窗，越重重充足，這於有沒有扣緊學習鼓點

和全在古訓練學生的思維能力，就有?寄自後作進一步的研究。爾吉套教
科書書都沒有延伸閱讀一項，這樣對鞏閻與強化學生的能力訓練和情

意培養有一定的影響。課外實踐活動方面，上師大本在綜合學讀中，
閩中安排了一些實踐活動，而做思…本就較少有實踐活動的安排。

(四)語文科的性質問題
斂恩 -21立在機系主控瀏、學元學習提示及學習靈點，都符合諮文

科攸雪穹的要求。上師大本主E 窩里元紡織上，以人文性綴元，並以此作
為編選饑系。的於棋盤例沒有單元學習提示和學習.m點的設簣，師生

很難看到每學元、每學位的系統能力訓練規翻，未能做到{試行橘}
所說 rI 具嗨!與人文傲的統一 J

。根據該文科的性質，教材設計只

強哥哥語文的工具性問然不可，個脫離了工具性來講人文姓也是有問

題的。我們需要做到在學工具您的過程中掌握它的恩怨傲。

(五)語文多元化教學的問題
語文的內漪、性質、能力元絮以及教學的多元慌，決定吉普文教

學的多元化。浴濾悶地的器裝程文件都或多或少提到吾吾文多元化教學

及處理的方法。例如，

{課程指哥冷 清楚指出 r 聽話、說話、閱讀、

寫作、文學、文化、海、經、品德情蔥、自學 J 等九倘學習給自誨。{試
行稿〉挺直到「提高學生語文能力、陶冶學~恩怨?曹操、增加學生文
化積祟的基本材料 J

(上海市教育委員會， 20仰，真 45)

;

r 能賞

v

比較港;車制中中圈語文教科書編 i是體系與體 11~

析、語f1質文學作品 j

r

(室主 27)

提高學您的態、維能力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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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學生積磁主動學習 j

(室主 16)

(ffi[ 48) 等原則，這都是吉普文多元化的教

學內容。歇息一本在處理多元化教學的向題上大;致能做到落貨《課
程指司。所說，也聽說喜愛寫來帶動其餘íUB 疇的學習。不過，在一些

元素闊的結構上應該可以處竣得好…些。《試行稿}要求語文教學
的多元化論婆在教科書的編寫反映出來。一般來說，上的大本在閱
讀能力及品戀情意都有教學的安排，但在綜合資踐活動中寫作、口

語交際;行闊的安排都不全草草，也沒有規則，其餘的學習能自鑄就沒有

全面的反映的來。這樣變落實《試行本}所說「認識中華文化的博
大精澡，吸收民族文化智戀......吸取人類俊秀文化發分 j

r

(澳 27)

i迫使學生變成良好的學習習慣，自覺探縈適應自身發展的學習方

法，形成創新意識，提為創造能力，立HE讀書書畫實踐中增加文化積累、

星星寫文化底糙，塑造健全人格 j
提升 j

(真 47)

、

r 畫畫級學生文化品位的

(頁 26) 就有一定的難度。

總的來說，敢怒一本主EB單耳聽話文多元化教學方餒，做得比較好，
但元素闖關係的處理，仍有改善約空筒，上都大本間為機fJU 不齊全，
多元化教學就宋能全前浴室主過來。

建議
教科書編選約承傳問題:兩套教科書應做好家傳約工作。以單單元

組織語文教材，大陸的燈史上七香 i毯長，其中一些好的絃驗是可以吸

收過來的。例如，八、九十年代出現了很多能力訓練型編選體系的
初中語文教科書言(何文鱗，

2005

'真 73 一 74)

，可供編寫兩套教科

華當時參考。其簣，這個時期的教科灣在自種能力的光索及序列上，

都處潑得比較全在亞和有序(草草 110ω115 )。例如，閱讀方認先學認
草草、理解再要釋重建析。兩套教科發如能以能力來組織單元，相信這比

以人文性或多元化來作體系序列更為合理。不過，做殿、一本雖然在
承簿上有所不是，但在每{蹈學元的途中龍都有紋l 元方向、訓練鐘點及
單元名稱等元素，可說是敏先組織的一個突破，也符合語文科的性

何文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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賞。其他知書才知 5歲系統的處理，
了具體的原則，

<試行稿}總結過去的終驗，提出

ï'ïJ j共香港的教科書喜編選者參考。

單元組織的問題:根據語文科的教學取向及學科論，鬧事語教科
書喜路、以能力來組織單元。學元雖是

極有效的諜程組織，但關鍵還

在於以鑫 M 元縈來紡織蠟元。過去的語文教科醬曾給以生活內容來

組織單元， ;置和上師大本以人文性紡織]聆[元一樣。根據理論，這種

組元的方法比較隨意，序列不漪，我們很難看到積元之間縱向的銜

接協係。斂慰一本握住至是多元的綴元方式， i昆主要還是以文體組織罵是
元幸福玄，這綴組元也有不足(張傳宣言，

1993

'豆豆 155-159)

。若要科

學地處理教科擎的編迷戀系，我們就需要以語文能力來紡織單元，

以人文性作為選材的依據，做到以「文為經、選為總 J 的原則。
體系規剝的問題.兩套教科譬如以能力來建構體系，就可以解

決單元與星星元闊的縱向銜接問題，做到現據所說，單元瀾的綜遞交
通、直立後銜接。 j懷元內各單紋的橫向聯嘗嘗，上師大本只有精蓋章與路

當愛爾積課裂，未能發揮三種課裂的功能。亞k 您一本在三三積諜型的處

巷里方法相對比較全面。
音體系中四千重能力積的聯繁，嘉定牽涉到以哪種能力來帶動的問題。
不同的假設，就能建榕的不同的編選綾系來。二十世紀八、九十年

代就出現以閱讀為主線、寫作為主線、鑽寫結合及凹稜能力並重建寧
閱讀編選體系的教科書書(何文勝 '2日的，頁 79-90 )。豆豆於哪稜體系

的教學效果最好，可那就要在實踐驗證下才能作出科學的結論。也有
可能是不同的能力體系，對不悶水平的學生有不同的成效。從這個

角度來看 'J二師大本似乎是以閑話要來帶勦，但我處理其餘的能力上
仍有待改善。敏恩一本質日閥種能力並壤，根據學生認知心理的發展，
的種能力的訓練，不必作出均衡的分配。初中階段可以是讀書喜結合，
帶動聽說能力的發展。

在編寫關套教科哥哥灣要考廢都給老齡發展校本語文課程的豆豆闕，
婆做到這點，那就要做好單元闊的縱向銜接和橫向聯繫。在不改動
體系架構的原則下，老宮前可區應學校及學生的主實際情況，機關;或替

換不同深淺程度的教材篇固，來進行語文校本課程的規避j 工作。

比較港范初中中國語文教科書編選體系與體例

體倒安排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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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師大本的繼側重寶在太簡陋了，這個體仿宋

能根據學生吉思女11心理及課程論等學理來設計。例如，在助設系統方
面，每個巨單位置專要有明確的學習提示和學習藍點，這樣宙 11 練、評估

才有依據。學習豈是點的安排應包拍賣E 力的訓練、知識的學習和情慧

的情變。預管是落實學亞三由己知至8 米知的學習心理發展，可作為學
1'.tE學習新一單元前的準備。它對培養學生主動、積極的自學能力

起很大的作舟。線直譯系統應針對學習莖點，課後練習的盟軍漫不能太
少，主要達到蓋章 IITI 所學及強化認知結構的話，那麼能力訓練、知識學
習友情意挖苦毫不能少於六進星星侶，至于則成效難有保証。延伸閱髓的

篇章不必過長，以申奇要為主，三E 華要有助於學生拓寬閱讀草草、增加開
磁盤。 5果後重實踐活動可以安排在每做學'iê後。這部分屬於能力的綜
合運用，設計以趣味為主，蓋章好能與教學主重點配合。歇息、一本的繼

例略嫌煩雜，它應有固定的模式，這樣才有利學生認知結糟的形成。
多元化教學的問題: 1數月2、一本把九億學習範嚼的內容都士住在

φ

{留學元內，但結構又沒有處理好;上師大本九個學習能嚼的亢素不

全筒。 F聞發教科童醫要在一個單元內 E盤磁好語文多元化教學的時撞車，
方法可以是:透過聽說綴苦苦來帶動其餘範幣的學習。每一倒單元的
學習重重點除包括能力的訓練外，還有知識的學習和品德惱意的培餐，

這樣知餓與品戀情主意的學習就可以解決 γ 。渡過謀後練習訓練學生

全滴的思維能力:在能力哥 11 練與知織發習中訓練學生的基礎思維能
力，在品德憐蜜的培養申辦練學生的高效思維能力。透過文學作品

的選材和學習，可以處理語文的文學元漿。按課文中的文化元素進
行文化教學。利為三餾課製 t吾吾輩學生k 的自學與自許能力。這樣的教
學設計，九{懿範縛的學管就可以在不遠反言語文課程的基本特點下完

成。

總結
以上閑著草教科書章都是按當地的諜程文件編寫，在單元紡織、編選總

系和體例上，陶套教科醫都可以作出科學一些的規盡可。

t 師大本;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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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攸紡織單元;歐思一本路多元傲的組元方法。根據理論，兩者
都不是繼元的最優化約合，因為它們都找不到一個合理的序列。眉立

思、一本的皇軍元內草草包括組冗方向、訓練章主黨在及單元名稱，做到以「文

版縫、道為總 J

r 工具性與人文做約統一」的原則，為科學化的

學冗組織提供一做好約方向。
以人文殺來組織窩里元，單元的元索比較隨意，曾聽系中縱向銜接
的序列會不清晰，加上橫向聯聖穹的課型又不空空瘤，倒螺旋上升的課

程結構就難以做好。爾泰教科書如以能力來紡織!徽元，就能做好髏
系的規直到和髏例的設計，而倒螺旋上升的課程結繕，九個學習級自灣

的教學以及學生約學習心耳聾發展等問題，就會E 迎刃而解了。
體例的元素方函，上師大本的問題是不足，做忠一本的毛病是
太過。然而，歇息、一本的機例比上師大本齊全，設計也較合理。
編寫這些教科書聲繁多設置童承傳的工作。前冒著善教科醬應;但八、九

十年代大陸一些好的教科護主編寫經驗吸收過來:例如以能力組織單
元，並以能力的線性發展作為體系規戳，這樣學元悶縱向銜接芳自橫
向聯繁的工作會做得更好。

總的來說，在教科齒的編寫方弱，眉立思一本的內容應有章里有，
是一本 E百科全書穿式的教科霄，老師一定不能按時完成教學的工作，
因此他們必須作出校本語文課程的規創。教科書書編選辛苦有必直蓋處理

好苦5 元索之闊的結構，否則只能加讓老師、學生及家長的經力。上
師大本就過於簡眉苦，有待補充的地方不少，這也加盞了教師的負擔，
也不利於學生自學能力的培養。

兩套教科書書都不藍芳在進行修正，上述意見可供語文教材研究人
員、教材編寫有宮、教材審查委員、教育部相關領導作參考。

註釋

1.

七蓋章教科書分別為

(一 )2002年布裕昆等編，牛津大學出絞紋的版的

《敢怠中國語文(第二版 )H 劉稱做怨一本)
眉立思/:U版請士出版的《生活中屋里語文>

•

•

(二 )2002年林翱光等綿，

(三 )2002年(可喜喜愛等編，胡文香

比較港范初中中國語文教科書編遺體系與體例

港教育出版的《朗文中隨語文)

•

1日7

(四 )2002年新亞洲編鱗委員會編馨，

新距洲出版社吐\1坡的《新:s:2ì!H中關語文)
代教育研究社出版的{中學中劉白宮文)

•

教育間害公司也紋的《新耀:念中闋苦苦文)

• (五 )2002年甘美貞主編，現
(六 )2002年杜振醉主編，香港

• (七 )2日日 2年林潔明等編薯，

防務印發館出版的《學好中關語文}。

2.

(一 )2001 年上海初中語文教學故主事實驗課題組編，上海教育出版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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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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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Compilation System and Pattern of Junior
Secondary Chinese Language Textbooks in Hong Kong and Shanghai
Man-SingHo
Abstract
This study compares the compilation of junior secondary Chinese language
textbooks in Hong Kong and Shanghai, with reference to system, cognition,
disciplines, competence structure and curriculum theories. Findings reveal that,
a more scientific planning can be implemented in the two sets of textbooks in
the dimensions of unit structure, compilation system and pattern. With regard
to writing, the Hong Kong textbooks are all-inclusive and encyclopedia-like,
that makes it difficult/or teachers to cover ail the contents within a tight school
schedule. The Shanghai textbooks are rather condensed that supplement is
necessary. Textbook compilers should integrate the structural elements of these
two sets ofjunior secondary Chinese language textbooks in order to maximize
teaching effectivenes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