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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修部分  

學習單元架構示例  

 
 

組織重心  中四  中五、中六  

理解和分析  梳理貫通 對照比較 

表達與應用（一） 紀實 游說 

質疑與評價  思考辨析 評論反思 

表達與應用（二） 達意得體 應對機敏 

文學與人生  人生百味 / 

表達與應用（三） 議論說明 創意寫作 

品味和鑒賞  語言品味 風格鑒賞 

自學與探究  文化專題研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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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構說明  
設計依據：  本單元架構的設計以《新高中中國語文課程及評估指引（中四

至中六）》(2006)和《中學中國語文建議學習重點（試用）》
（2006）為依據，因應高中學生的能力和需要，以《中學中國
語文學習單元設計示例（高中階段試用）》（2006）中的示例為
基礎，略作修訂，以配合中四至中六級的學習進程。 

銜接初中：  本單元架構的設計建基於本組提供的中一至中三級學習單元
架構示例（見《中學中國語文學習單元設計示例（初中試用階
段試用）》（2002年 3月增訂）。教師使用本架構時，須檢視學
生在初中的學習情況，並作適當的調節，讓高中的學習能更有
效地與初中階段銜接。 

連繫選修：  教師編排中四至中六級必修部分的學習單元時，應考慮與選修
部分的銜接和聯繫，突出必修部分的基礎性，並使必修部分和
選修部分的學習，互相促進、互相補足。 

學習內容：  新高中中國語文課程，讓學生在初中語文學習的基礎上，進一
步提高語文素養。本單元架構的設計，特別注重： 

� 綜合運用語文能力的培養； 

� 思想情感的薰陶感染：透過多元化的學習材料，體會豐
富的人文內涵，感受深摯的文學情懷，從而啟迪人生，
開拓生命； 

� 語言的文化內涵：透過語文學習，探究文化，增進對中
華文化的認識、反思和認同，並能欣賞和廣納多元文化，
拓寬國際視野； 

� 思維和語文自學等能力的提升。 

組織重心：  本架構共有六個組織重心：「理解和分析」、「質疑與評價」、「表
達與應用」、「文學與人生」、「品味和鑒賞」和「自學與探究」。
不同組織重心之下的學習單元，學習內容的側重點各有不同： 

� 「理解和分析」和「質疑與評價」之下的學習單元是以
書面語和口語的學習為主： 

Ø 閱讀範疇側重高層次閱讀能力的培養，透過整理分
析、對照比較，深入理解作品；透過質疑辨析、評
價反思，進行批判性閱讀和創造性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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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聆聽範疇側重對話語深層意義的理解，以及對說話
內容和言辭優劣的評價。 

� 「表達與應用」之下的學習單元是以書面語和口語的表
達為主： 

Ø 寫作範疇側重紀實、游說類的功能寫作，加強論說
能力和創造力的培養。 

Ø 說話範疇側重培養學生應對得體和隨機應變的能
力。 

� 「文學與人生」和「品味和鑒賞」之下的學習單元，側
重加強對文學與人生等問題的思考，以及提高對文學作
品的鑒賞能力。 

� 「自學與探究」之下的文化專題研習單元，是書面語和
口語的綜合學習和運用，同時增進對中華文化的認識和
反思，以及培養思維和語文自學等能力。 

評估建議：  本架構的學習單元示例，按學習進程設計若干學習活動，而這
些活動既可讓學生應用和鞏固課堂的學習，有些亦可作為進展
性評估，診斷學生學習的情況；教師給予適當的回饋，可以促
進學生的學習。至於單元評估，則是在單元終結時，根據單元
的學習目標和重點而設計的評估活動，以總結學生在單元的學
習表現，並蒐集學習的表現顯證，作為設計和調整下一個學習
單元的依據。在擬訂評估活動的建議評估準則時，考慮一般中
四至中六級學生的程度和能力，同時參考公開考試的水平要
求。 

使用方式：  在使用本架構的學習單元示例時，學校可以靈活處理，既可以
把某些單元（如文化專題研習）分拆成若干環節，安排在不同
的時段進行學習，也可以選取某些單元或單元中的部分環節，
重新整合，設計校本的課程或單元，但整合時須注意各學習單
元間縱向的銜接與橫向的連繫，以及由淺到深等編排原則。 

課時分配：  本架構中 14個單元的學習，約佔必修部分課時的 80%-90%1；
教師可因應學生的不同學習需要，在其餘的 10 – 20%課時中，
安排增潤或延伸單元，以照顧學習差異。 

                                                 
1 必修部分建議約佔本科課時的三分之二至四分之三（225-304 小時）；選修部分建議佔本科課時的四
分之一至三分之一（85-135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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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單元的學習目標 
 

組織重心  中四  中五、中六  

理解和分析  

梳理貫通 

對不同表達方式（敘述、描寫、
抒情、說明和議論）的作品進
行爬梳整理，融會貫通，以求
準確理解題旨、透徹領悟思想
和加深體會情感。 
 

對照比較 

透過比較作品的同中之異和
異中之同，透徹領會作品的思
想情感、鑒賞作者所運用的表
現手法，培養精讀作品的能
力。 

表達與應用  
（一） 

紀實 

閱讀和寫作報章新聞、會議紀
錄、報告文學、傳記等紀實文
字，提高寫作敘述性文字的能
力。 
 

游說 

閱讀古今具游說功能的文
字，掌握游說的策略和技巧，
提高書面和口語的表達能力。 

質疑與評價  

思考辨析 

探索作者的思路，思考語言的
邏輯，辨析疑似的概念，培養
深刻全面的思維素質，提升批
判性思考的能力，加深對作品
的理解和體會。 
 

評論反思 

透過對不同的資訊、材料作分
析和評論，以及對一些文化觀
念作反思，培養批判性閱讀、
獨立思考的能力和習慣。 

表達與應用  
（二） 

達意得體 

透過不同的情境，掌握實用文
的語體、演講的技巧等，提高
的口頭和書面表達能力，做到
達意得體。 
 

應對機敏 

透過討論和辯論等語文活
動，掌握不同的說話策略，提
升口語表達能力，能夠隨機應
變。 

文學與人生  

人生百味 

賞析文學作品，感受語文之
美，提高鑒賞文學作品的能
力，體味人生的悲喜，領略人
生的智慧，欣賞人世間的真、
善、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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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重心  中四  中五、六  

表達與應用  
（三） 

議論說明 

閱讀各類議論、說明文字，
掌握議論、說明的方法及其
表達效果，提高議論和說明
能力。 
 

創意寫作 

閱讀不同類型的作品，積累
素材，掌握創意策略，培養
創造性思考能力和靈活變
通、勇於創新的思維素質，
提高寫作能力和興趣。 
 

品味和鑒賞  

語言品味 

賞析不同類型、不同題材的
作品，品味語言，加強語感，
深入體會作品蘊含的思想感
情，提高鑒賞文學作品和創
作的能力。 
 

風格鑒賞 

透過閱讀優秀的文學作品，
對文學風格有簡單的認識，
能夠對作品和作家的不同風
格有初步的鑒賞能力。 

自學與探究  

文化專題研習 
－－中國民間信仰 

以中國民間信仰作專題研
習，透過搜集、分析資料，
發現、解決問題等過程，對
文化現象作出反思，提升語
文能力、自學能力及共通能
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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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單元的主要學習重點  
 

組織重心  中四  中五、中六  

1 
理解和分析 

梳理貫通  

1. 理清作品的主旨（閱讀） 
2. 分析寫作目的、作者的觀點（閱讀） 
3. 分析作品結構、寫作技巧（閱讀） 
4. 綜合不同作品的內容和觀點（閱讀） 
5. 理解話語的深層意義（聆聽） 
6. 比較、分析、綜合不同說話者的觀
點、論點（聆聽） 

 

對照比較  

1. 理清作品的主旨（閱讀） 
2. 理解作者的思想和感情（閱讀） 
3. 分析寫作目的、作者的觀點（閱讀） 
4. 分析寫作技巧（閱讀） 
5. 掌握閱讀策略：因應不同目的、不同閱
讀材料，運用適當的閱讀方法（精讀）
（閱讀） 

6. 掌握視聽資訊：欣賞、評價不同媒體所
傳遞的訊息及其傳播效果（閱讀、聆聽） 

7. 品德情意 
 

2 
表達與應用
（一） 

紀實  

1. 理解作者的思想和感情（閱讀） 
2. 分析寫作目的、作者的觀點（閱讀） 
3. 分析作品的結構、寫作技巧（閱讀） 
4. 審題立意（寫作） 
5. 布局謀篇（寫作） 
6. 實用寫作：確定對象，因應寫作目
的，運用適當的格式和用語（寫作） 

7. 比較、分析、綜合不同說話者的觀
點、論點（聆聽） 

8. 掌握聆聽策略：因應不同聆聽材料、
不同的目的，運用適當的或綜合運用
不同的聆聽方法（邊聽邊思考、邊聽
邊記錄）（聆聽） 

9. 認識實用文字（新聞稿、會議紀錄）
的功能和特點（語文學習基礎知識） 

 

游說  

1. 分析寫作目的、作者的觀點（閱讀） 
2. 分析寫作技巧（閱讀） 
3. 實用寫作：確定對象，因應寫作目的，
運用合適的格式和用語（寫作） 

4. 掌握寫作策略：因應寫作目的、場合和
對象，運用不同的寫作方法（寫作） 

5. 掌握說話策略：因應不同的目的、對
象、場合，運用適當的或綜合運用不同
的說話方法（說話） 

6. 認識實用文字（宣傳文字、建議書）的
功能和特點（語文學習基礎知識） 

7. 培養良好的思維素質：深刻全面 

3 
質疑與評價 

思考辨析  

1. 分析寫作技巧（閱讀） 
2. 掌握視聽資訊：比較不同媒體篩選所
得的資料，識別事實與意見（閱讀、
聆聽） 

3. 評價話語的內容和表達方法（聆聽） 
4. 培養思維能力：批判性思考能力 
5. 培養良好的思維素質：深刻全面 

 

評論反思  

1. 評價作品思想內容和寫作手法（閱讀） 
2. 掌握視聽資訊：比較、分析、綜合來自
不同媒體的資料（閱讀、聆聽） 

3. 欣賞、評價不同媒體所傳遞的訊息及其
傳播效果（閱讀、聆聽） 

4. 評價話語的內容和表達方法（聆聽） 
5. 品評言辭優劣（聆聽） 
6. 探究話語的內容，對內容有個人的感
受，產生新的意念、觀點和建議（聆聽） 

7. 聯繫相關的材料，提出新的問題或見解
（聆聽） 

8. 培養思維能力：批判性思考能力 
9. 培養良好的思維素質：善於批判 
10. 反思中華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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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重心  中四  中五、中六  

4 
表達與應用
（二） 

達意得體 
1. 實用寫作：確定對象，因應寫作目
的，運用合適的格式和用語（寫作） 

2. 口語表達：表達簡潔、流暢、得體（說
話） 

3. 掌握說話策略：因應不同的目的、對
象、場合，運用適當的或綜合運用不
同的說話方法（說話） 

4. 認識遣辭用字在表達上的效果（語文
學習基礎知識） 

5. 認識實用文字（演講辭、書信）的功
能和特點（語文學習基礎知識） 

應對機敏 
1. 口語表達：闡述觀點清楚、全面（說
話） 

2. 比較、分析、綜合不同作品的內容和
觀點（閱讀） 

3. 比較、分析、綜合不同說話者的觀
點、論點（聆聽） 

4. 評價話語的內容和表達方法（聆聽） 
5. 品評言辭優劣（聆聽） 
6. 掌握說話策略：因應不同的目的、對
象、場合，運用適當的或綜合運用不
同的說話方法（說話） 

7. 掌握說話策略：按情境變化，調整說
話內容和表達形式（說話） 

8. 提出不同意見及更正他人錯誤時，運
用適當的語氣和措辭（說話） 

 

5 
文學與人生 

人生百味  

1. 感受作品的藝術形象、語文之美，體
味作品的思想感情（閱讀） 

2. 欣賞作品的內容美、形式美和二者相
互結合的美（閱讀） 

3. 評價作品的思想內容和寫作手法（閱
讀） 

4. 探究作品的內涵、對作品有個人的感
悟（閱讀） 

5. 認識古今名家名作（知識） 
6. 認識詩歌的特點（知識） 
7. 品德情意 
 

/ 

6 
表達與應用
（三） 

議論說明  

1. 比較、分析、綜合不同作品的內容和
觀點（閱讀） 

2. 聯繫相關的材料，提出新的問題或見
解（閱讀） 

3. 表達方式的運用：議論（運用各種議
論方法）（寫作） 

4. 表達方式的運用：說明（運用各種說
明方法）（寫作） 

5. 口語表達：闡述觀點清楚、全面（說
話） 

 

創意寫作  

1. 分析作品結構、寫作技巧（閱讀） 
2. 欣賞作品的內容美、形式美和二者相
結合的美（閱讀） 

3. 掌握寫作策略：多讀多聽、多觀察，
運用聯想、想像，豐富寫作內容（寫
作） 

4. 掌握寫作策略：運用創意策略（寫作） 
5. 培養創作意識，主動投入，體會寫作
樂趣（寫作） 

6. 樂於嘗試不同類型的寫作（寫作） 
7. 培養思維能力：創造性思考能力 
8. 培養良好的思維素質：深刻全面、靈
活變通、勇於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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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重心  中四  中五、中六  

7 
品味和鑒賞 

語言品味  

1. 理解字詞在不同語境中的含義（閱
讀） 

2. 感受作品的藝術形象、語文之美，體
味作品的思想感情（閱讀） 

3. 欣賞作品的內容美、形式美和二者相
互結合的美（閱讀） 

4. 探究作品的內涵，對作品有個人的感
悟，產生新的意念、觀點和建議（閱
讀） 

5. 表達方式的運用：描寫（運用人物描
寫、場面描寫、間接描寫）（寫作） 

6. 文學創作（小小說/獨幕劇）（寫作） 
7. 認識、反思和認同中華文化 
8. 品德情意 
 

風格鑒賞  

1. 分析寫作技巧（閱讀） 
2. 感受作品的藝術形象、語文之美，體
味作品的思想感情（閱讀） 

3. 欣賞作品的內容美、形式美和二者相
互結合的美（閱讀） 

4. 評價作品的思想內容和寫作手法（閱
讀） 

5. 認識名家名作（語文學習基礎知識） 
6. 品德情意 

8 
自學與探究 

文化專題研習  

1. 比較、分析、綜合不同作品的內容和
觀點（閱讀） 

2. 聯繫相關的材料，提出新問題或見解
（閱讀） 

3. 掌握寫作策略：透過各種途徑（如書
籍、報刊、互聯網、音像材料）搜
集寫作材料（寫作） 

4. 結合多種媒體（如圖表、聲音、影
像），加強表達效果（寫作）（說話） 

5. 認識和反思中華文化 
6. 語文自學 
7. 共通能力 

/ 

 

備註： 

1. 以上所舉只屬各學習單元的主要學習重點，在設計學習單元時，尚須就學習材料的
內容特點增補文學、中華文化、品德情意、思維等範疇的學習重點，並因應學生的
需要編排語文基礎知識的學習，同時顧及共通能力及價值觀和態度的培養。 

2. 以上各學習單元在讀寫聽說四方面各有側重，但在語文教學的過程中，四者基本上
是綜合進行訓練的。 

3. 各學習單元的學習材料須包含不同性質、不同類型的材料和不同題材的讀物，以拓
寬學生的閱讀面。此外，學習單元中須有適當份量的文言作品，並配合學習材料的
特點，加入古漢語基礎知識的學習重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