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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單元的學習目標 

透過閱讀出現在不同行業中，結
合多媒體的中文寫作，提高理解、
分析、判斷和評價視聽資訊的能
力；並透過不同情境的應用寫作
實踐，提高寫作和解決問題的能
力。 



本單元的學習重點 

1. 認識多媒體寫作的特色 

2. 認識各類實用文字的功能、應用
範圍和寫作特點 

3. 分析和評價多媒體材料的思想內
容、表達手法和呈現效果 

4. 因應不同的情境，運用不同的表
達方式和技巧，以及結合多媒體
寫作 



本單元的學習成果 

1. 能理解、分析、欣賞和評價實
用文字和多媒體材料的思想內
容、表達手法和呈現效果 

2. 能發掘、綜合、整理不同資訊，
因應不同的情境，運用合適的
表達方式和技巧寫作實用文字 



本單元的性質 

• 選修單元：校本的課程與教學的設計。 

• 坊間沒有經教育當局正式審查的教材。 

• 課程內容和教材性質貼近學生生活，更
新周期較短。 

• 常遇到應然（學理的原則）與實然（現
實生活中的例子）之間的落差。 

 

 



處理本單元教學的原則 

• 對多媒體概念應有較全面的認識 

• 用本科的概念詮釋多媒體文本 

• 連繫學生已掌握的語文知識 

 



以右面的海報為例，
本單元最關心的是甚
麼？ 

1. 由紅色營造的鮮明視
覺效果？ 

2. 由網絡線構成肌肉發
達的臂膀輪廓？ 

3. 「穩定」、「強力」
等詞語與構圖期同營
造的表達效果？ 

4. 底部廣告內文如何為
標語提供具說服力的
理據？ 

(通訊公司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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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語言運用看信息傳遞過程 

1. 語言編碼：選詞造句，組段謀篇。 

2. 語言發出：把腦內已編碼的信息，
轉換為可感知的形式。 

3. 語言傳遞：選用傳遞渠道、形式。 

4. 語言接收：指感官接收語碼的過
程。 

5. 語言解碼：把語碼還原發話人原
來的信息。 

 



代碼：傳遞信息的符號系統 

1. 語言性符號：口語、文字。 

2. 非語言性符號：顏色、圖像、圖表
、錄像、音樂。 

3. 在現實生活中，傳遞信息時常常會
同時使用多於一種的符號系統。 

4. 例子：「動新聞」。 



(香港現代藝術家聯展海報) 

 

代碼：傳遞信息的符號系統 

主題：香港現代藝術家
聯展 

 

1. 點、線、面、體、色
彩、肌理是藝術家運
用的基本元素。 

2. 水墨點、蠟筆線、油
彩面塊、不鏽鋼球、
具有網點邊緣的黃星
分別代表甚麼？ 



代碼：傳遞信息的符號系統 

試討論左邊海報的
編碼內容。 

 

(第六屆亞洲
藝術節海報) 



代碼：傳遞信息的符號系統 

1. 所謂多媒體的文本，就是指文本中包含多於一
種符號系統。 

2. 每種符號系統都具備本身的傳意特點和媒材資
源。 

3. 例如報章的新聞標題，符號系統是文字，同時
會調動字體、大小、顏色、間距等來加強傳意
效果。 

4. 報章雖然以文字為主要傳意的符號系統，但仍
同時使用圖像和圖表等其他符號，由是構成不
同的圖文關係。 



口語 文字 圖/影像 音樂 

時間或空

間取向 

時間  時間/空間 空間 時間 

文本邏輯  依照時間序列的、重

複的與重新陳述的，

為互動式邏輯 

階層的與整合的，為

主題式邏輯 

傾向同時共存與關

係的，突顯空間中

的物件、實體及相

關成分之間的關係 

依照時間序列的 

適於  敘事  敘事、聚焦、導引讀

者，進行描述、解釋

與分類 

安排、展示  傳達抽象、整體

的心理感受 

作者 只有極少或甚至沒有

時間反思或深思熟慮，

是立即與自發的 

有時間深思熟慮，可

建構、編輯與重寫，

是計畫與反思的 

有時間計畫與構 

思 

有時間計畫與構

思 

觀/聽者 需依照文本邏輯解讀，

自由度較小 

需依照文本邏輯解讀，

自由度較小 

可不照文本邏輯觀

看，自由度較大 

需依照文本邏輯 

聽，自由度較小 

媒材資源 字彙、句法、文法、

音量、語調、音調、

長度及沉默等 

字彙、句法、文法、

字型、大小、標點符

號及顏色等 

成分、顏色、物件

大小、距離、角度

及構圖等 

音階、速度、節

奏、旋律、音調、

音量及音質等 

口語、文字、圖/影像及音樂媒材比較－引自江靜之(2010) 



多媒體教材在語文教學中的作用 

多媒體傳意活動已普遍存在於現實生活
中，引入多媒體教材使語文學習更能貼
近生活  應用的層面。例如： 

– 報刊、海報：文字＋插圖＋色彩配置 

– 電台新聞：口語＋現場收音 

– 電視新聞、電視廣告：口語＋文字＋插圖
＋動畫＋音效 



多媒體教材在語文教學中的作用 

1. 多媒體素材能同時在視覺和聽覺等不
同渠道傳意，效果較單用語言文字等
單一媒體來得靈活多變，既有吸引力
，也更能有效詮釋本科的概念。 

2. 同一文本中的多媒體素材，有概念性
的，也有直觀性的，往往能針對主題
作多角度的詮釋，重複強調，或作虛
實的分工等。 



多媒體教材在語文教學中的作用 

1. 多媒體文本不乏有鮮明傳意目的的例子，容易
與本科課程的語文知識點連繫。 

2. 討論篇章：《玩具業滑波 失全球一哥》、國
際小母牛勸捐信 

– 文章屬於哪一種體裁？ 

– 文章主旨是甚麼？ 

– 針對主旨和讀者的特質，編撰者選用了甚麼表述技
巧？ 

 

 



多媒體教材在語文教學中的作用 

1. 閱讀和寫作的結合：「閱報後的續寫
作活動」 

2. 閱讀、寫作和說話的綜合活動：電台
或電視台新聞報道稿的寫作 

3. 從現實語境分析傳意策略：電視廣告
的剖析 

4. 能夠體現個人特色的寫作活動：以廣
告誘導學生寫作 

 



閱報後的續寫作活動 

1. 一般的閱報活動，要求學生剪報，然後
撰寫評論或讀後感，倘若教師未能給予
適當的回饋，加上只是機械地重複，習
作容易成為例行公事式的差事。 

2. 著學生閱讀指定的新聞報道，然後為相
關的新聞圖片撰寫說明文字。 

3. 示例：「 22年來最早大雪突襲北京城 」 



閱報後的續寫作活動 

1. 學生閱讀不同報章對同一宗新聞的
報道， 先掌握新聞事件的具體資料
，隨後再要求學生為教師另外提供
的新聞圖片配上文句。 

2. 每幀圖片只能配上一個句子，由學
生自行 決定是單句或複句。 

 



閱報後的續寫作活動 

因應學生程度的不同，教師可設定不同的 要求。 

1. 基本要求： 

– 視圖片為文字篇章的附屬插圖，學生只需從篇
章中擷取相關資料，撰寫圖片說明。 

2. 進階要求： 

– 假設把新聞圖片組成獨立的報道，四幀圖片加
上配圖文字就能讓讀者了解事件的概況。 

– 針對圖片內容進行聚焦、補充、引伸、聯想； 

– 為每組圖文安排分工，構成結構完整的語篇。 

 



閱報後的續寫作活動 

老師可在這設計上再加變化，例如： 

– 提供更多新聞圖片，讓學生自行選擇
，再配上 文句。（學生的自主權增加
，有助他們更投入 學習活動。） 

– 借用新聞圖片設定角色，要求學生代
入後評論 新聞事件，或撰寫感受。（
例如：訪京旅客、 機場或鐵路工人、
北京居民等等） 



電台或電視台新聞報道稿的寫作 

1. 借助生活實例引導學生如何調動口
語媒體的資料，包括：語氣、語速
、停頓等； 

2. 討論例子：印尼西蘇門答臘火山爆
發新聞 



電台或電視台新聞報道稿的寫作 

結合閱讀、寫作和說話訓練的設計： 

– 著學生先閱讀有關新聞事件的報章報道，累積
寫作材料； 

– 以廣播時間或新聞片段制約學生的寫作篇幅，
間接要求學生篩選之前的閱讀材料進行寫作； 

– 針對不同媒體的特色寫作來鋪排內容，例如： 

•電台新聞報道只能通過聽覺傳遞信息； 

•電視新聞報道要求聲畫同位等； 

– 以說話方式呈現寫作的成果，例如模仿電台主
播報道新聞，為新聞片段配音等。 



電視廣告的剖析 

1. 廣告篇幅短小，在生活中容易搜集得到， 學
生也容易產生親切感； 

2. 廣告要求在短時間內引起觀眾的注意，傳遞
宣傳信息，從本科的角度看，有鮮明的語境
意識； 

3. 有助教師對學生闡釋認定傳意對象，釐清  

傳意目的，選擇傳意手段等語境分析技巧； 

4. 讓學生體會到修辭知識的實用性質，避免只
停留在對術語或概念的認知層面。 



電視廣告的剖析 

不少電視廣告都可用作修辭教學的材料 



電視廣告的剖析 

我們可就以下問題分析電視廣告： 

– 廣告針對哪些觀眾而創作？ 

– 廣告期待觀眾掌握哪些信息，或產生甚麼變化
？ 

– 廣告中運用了哪些特別的表達手法？ 

– 這些表達手法如何配合觀眾的特質和傳意的目
的？ 

– 我們能在閱讀過的文章中找到相同的表達手法
嗎？ 

 



以廣告誘導學生寫作 

1. 不少廣告都具備完整的情節，並主要以視覺畫
面作傳意媒體，信息密度非常高； 

2. 以廣告導入寫作，能為學生提供豐富的故事素
材，學生在寫作過程中除了要把視覺畫面轉譯
為文字外，也必須篩選材料； 

3. 電視畫面信息豐富，不同人在解讀相同的視覺
畫面時，都有各自關注的地方，同時需要以自
己的語言詮釋畫面內容，一方面使對廣告的詮
釋產生了「不確定性」，另一方面也讓同一文
本衍生不同的詮釋版本。 

 



以廣告誘導學生寫作 

運用廣告素材誘導學生寫作，有以下特別
之處： 

1. 廣告畫面信息豐富，但又在詮釋方面充
滿不確定性，既能讓學生在寫作時有豐
富的材料，又容許他們有個人的發揮。 

2. 情節型的廣告常常運用幽默技巧，或安
排情節起伏，這些都是學生較難掌握的
技巧，電視廣告正好作為他們借鑑的例
子。 

 



以廣告誘導學生寫作 

在播放廣告後，可著學生在以下的條件
撰寫文章： 

1. 以故事角色身份作第一身敘述； 

2. 選用合適的敘事技巧（例如順敘、倒敘
、插敘、補敘等等）； 

3. 加插人物的心理描寫。 



選用多媒體教材時的注意事宜 

1. 現時的資訊科技提供了簡便的平台使用多媒體技術
，但並不代表資訊科技就等同多媒體； 

2. 使用多媒體教材需要有明確的教學目標，與之配合
的教學設計，不宜只流於「引起動機」、「為使用
而使用」的層面； 

3. 在選用多媒體教材設計教學活動時，必須教慮學生
所具備的知識和經驗，並有清晰的指示，方能發揮
預期的效果。 

4. 教材是課程與教學的其中一項元素，在其他環節 (例
如學習重點、教學設計、評核要求等)的調配，均可
使相同的教材針對學生的差異，發揮不同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