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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前線老師關注的問題談起﹕ 

• 中四至中七改為高中三年， 教學時間減少一年。 

• 中國語文及文化科完成歷史任務、                                                                    六大篇章取消
必教。 

• 「文化專題探討」僅為選教單元。 

 • 九大範疇項目繁多，  「中華文化」佔何地位？ 

 • 教多少文化？ 還用不用「六大篇章」？ 

• 「文化專題探討」的教學時數容得下「六大篇章」
嗎？ 

• 要教「 傳統德育文化專題」，「六大篇章」都有
不少現成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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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性分析﹕ 

• 新高中三年制「中國語文」科應視為「中國語文

及文化科」的伸延和發展，                                                    為校本課程提供更大

的自主和彈性。 

• 科目名稱雖然減少了「及文化」三個字，但是九

大範疇除了「中華文化」一項，還有「品德情意」

和「文學」都可視為廣義的文化修養。 

• 選修項目除了在名目上標明「文化」二字的「文

化專題探討」和「小說與文化」，                                                                    其餘六項，至

少有三項包含了「文化素養」、「文化內涵」和

「欣賞廣納多元文化」等說明文字，可見文化學

習在新課程中更為廣闊、全面和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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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文化論述的公開試考核模式，就試題舉例所見，仍是

與「中國語文及文化科」一脈相承，集中考核對文化問題

認知、闡釋、反省和評論的能力，                                                                    「中國語文及文化科」

施教二十年的經驗，當能幫助學生適應新課程。 

 

 

• 要求「文化專題探討」裝載全部文化教學是對此選修單元

最大的誤會， 因為根本無此可能。 

• 一家之言﹕九大範疇項目雖多，不妨約分為兩大類。                                                                                                        「中

華文化」、「品德情意」和「文學」都可視為廣義的文化

修養， 其餘則歸入廣義的語文學習。                                                                        「文化修養」在高中
三年之中，佔用三分之一或以上的教學時數是應有之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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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大篇章」在新高中之文化教學的角色，                                                                                       個人以
為有多個選項， 選講、 包括︰全部精講、 略講、 
學生自修、 開卷考核、 棄置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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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提出我的個人方案之前，有必要澄清語文、文化
和文學的關係， 

• 如所周知，語文是個載體，世上不存在沒有內
容的語文， 

                               並且建立設計者的教育理念。 

廣義的文化就是語文的內容，                                                                                 所以
語文課程不可能沒有文化內涵和文化論述。 



• 至於文學，既是是語文的藝術，                                                             也是盛載文
化的高級載體， 更是文化領域中的精華部分， 
所以文學作品能夠對語文和文化學習發揮積
極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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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學語文教學的有限時數之中，無論文化的
地位如何重要，也不可能教文化史，                                                                       更不可能
講授大量文化原典，                                        所以「中國語文及文化科」
只講授六篇綱領篇章， 把文化常識留給課外閱讀， 

而公開考試則集中於文化論述，                                                              從而引致所謂
「束書不觀，遊談無根」的誤解。 



• 在課程重新出發之際，我想用一個三層金字塔來
解構一個課程的三大學習領域。                                                                金字塔的底層是
學科的知識，                            
便變成空中樓閣； 
                      至於這個底層要多闊多厚則視乎這金
字塔要建多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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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學習文化而言，這個底層便包括了由淺到深
的文化常識、文化語料、文化著作。                                                                        沒有這些基
礎，上面一層的文化論述，就變成「遊談無根」、
變成自欺欺人的「吹水」了。                                                            要避免「遊談無
根」當然不能「束書不觀」，可是到底要讀多少
書才足夠？要讀什麼書呢？這便說到課程的要害，
容後詳論。 

                                   這個底層必須堅實，否則上層
便會崩塌； 



• 文化教育金字塔的第二層，是文化論述，培養對
文化問題認知、闡釋、反省和評論的能力，                                                                                     這在
「中國語文及文化科」的文化考卷上充分體認對
此的重視，而且在過去十多年來累積了很好的教
學經驗。                   目前的問題是「中國語文及文化科」的
六篇文化篇章還教不教？ 怎樣教？ 亦容後詳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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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字塔的頂層，是文化修養。 
 

                                                          廣義的文化修養，
包括了對文化精神的探求和體認，                                                                    討論文化
問題時能持開放、體諒、包容的態度，                                                                             對文學
藝術的欣賞和學習，                                          對理想和信仰的追求，                                                                                    氣
質、品格、操守、自我期許和個人價值的建立，  
推而至於關心社會、盱衡世界，具有仁民愛物
的人文情懷。 



• 上述豐富的內涵、高遠的理想，似乎是「雖聖
                                        也更不可能通過習作和考

試達致，                   但這是否意味着我們就將之當成假
大空的招牌，然後讓路給考試和操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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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是我在數十年教學事業一息尚存的理念。 
宋儒陸九淵的一句話啟發了我對從事教育的信念，這句
話是︰「我雖不識一字亦須堂堂正正做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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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教育
金字塔有最奧妙的一點，就是倘若缺乏了對塔尖的信念和
追求，               缺乏了簡簡單單堂堂正正做個人的自我期許作為
動力，                則最底層文化知識的築基者就無異於「金字塔血
淚史」的奴隸，                                 
假大空之尤！                            事實上，在沒有考試範圍的束縛下，這個
第三層的興味情趣、好奇探索的精神，才真能讓我們的
自發閱讀趣味盎然，                                          美文詩詞的誦讀滿口芬芳， 

 

                                                                                               而發自
獨立思考和生活體驗的見解才能夠在文化論述當中得到
老師和同學的欣賞讚嘆。                                                  由此養成的閱讀和獨立思考習
慣，受用一生；                                  而在公開考試得以及格，反而僅是順理
成章、無足大喜的餘事了。 



• 文化修養項目的具體範圍，如前所述包括了
九大必修範疇中的「中華文化」、「品德情
意」和「文學」，                                      三者其實都集中在其他六
大範疇的教材。 
 

                                我對選擇教材的理念是一精
一廣兩個極端。                                 先說廣闊面，便是「開卷有
益」四個字，                            同學最受用最獲益的教材，我
以為就是自己選擇的書籍，我相信任何書本
都具有或好或壞的「變化氣質」的功能，同
時也信任閱讀者的良知，相信人類有在比較
中擇其優者的本能。                                         此一建基於自我期許和
師生協商的「大量閱讀」便是前述金字塔底
層的築基工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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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繼而談到老師在本科的選材，我覺得「中國語文及

文化科」在選材上的突破是六大範疇自然擴闊了文

化教材的領域，                                 在這些文化框架功成身退的今天，

老師固然可以駕輕就熟，仍用此六大篇章並且自行

設計教考方案，                                     也大可以因應自己的專長和學生的
興趣，另創新天。 例如以孫過庭的《書譜》、                                                                                           石濤

的《畫語錄》、 王宗岳的《太極拳經》、                                                                                  《新舊約

全書》的《哥林多前書》第十三章和《詩篇》第二

十三首以至佛教的《般若波羅蜜多心經》為教材， 

而較有系統的方法，當是仍然使用「中國語文科」

的教科書，                        而以文章的內容（例如「田園生活」、

「月夜幽思」、「山水遊踪」、「東坡詞」、「飲

龢食德」）自行串連成為具有意義的單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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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專題探討」是新課程的新猷，我對這個
新猷十分欣賞。                                 回顧大學中文系和歷史系在課
程設計上都曾遇到一個難題，就是中國歷史源
遠流長，文化通史和文學史究竟唸多少年才夠？ 
中文系在經歷了文學史從開四年到唸一年的嘗
試，現在只開一個學期的「文學史專題」，                                                                                     而
歷史系的課程也由斷代分科改為增設大量橫跨
多個領域的文化專題，                                             這些專題發揮了嘗一臠
而知全鼎的示例作用，                                             尤其是在聚焦於較小的
範圍有助於精講細讀，示範方法。                                                                   我認為文化
和文學教學，從原典切入至為重要，                                                                       教學課時不
容許太多的原典，而專題探討和新增的精讀課
文就是用武之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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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可以用兩三個星期通過《歸園田居》教學
生欣賞田園詩和討論田園中的喜懼哀樂和死
生煩惱；                   我可以用兩三個教節讓學生明白何
以「詞至李後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                                                                                蘇
東坡如何在詞中「指出向上一路」。                                                                        總之，
精讀教學是最顯老師功架而讓學生所得益受
用不盡的教學項目。 

• 至於「文化專題探討」探討些什麼課題，我倒
認為無施不可，                                例如上段提到的選文單元，不
妨視為許多個具體而微的專題，                                                               另一方面，也
未嘗不可將課程建議的全部選修項目以至新增
的精讀課文化為多個小單元，                                                          一切視乎同學們
與我的溝通和互動，這就是校本課程的靈活性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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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進入本題，擬討論傳統美德在整個教育課程中
的地位和當前的問題。 

仍是回歸基要﹕ 

孔門四科，德行、文學、政事、言語，德行居首。 

五育﹕德、智、體、群、美，德育為先。 

香港教育改革，十六字綱領： 

樂於學習    善於溝通 
  勇於承擔    敢於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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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教育目標： 

知識、能力、興味情趣 

「興」「味」「情」「趣」→ 美育 

「樂」「善」「勇」「敢」→ 德育 

                                                                           反思我們有
些同工，為什麼變成只知敲鐘「打份工」的和尚。 
毋忘初衷，請讀小思《教育的信仰》， 

                                                              對於付出努力卻不
能在公開試取得佳績者，更需要體會「良農能稼而
不能為穡」和「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的道理。 

育材大業，培養學生「堂堂正正做個人」，顯然
比操練他們考好公開試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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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育既是無可推卸的教育責任，然而推行德育卻
有重重困難，不得人心，如何是好？ 

「不得人心」的可能只是： 

  八股科舉的美德教育 

 有「德目」而無「德行」、徒具虛名的美德教育 

 律人不律己的美德教育 

 僵化了的美德教育 

  異化了的美德教育 

 灌輸式的美德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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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美德教育，需要重新思考家長和教師的位置： 

在上? 
 

在前? 在旁? 在後? 

孔子的啟示： 「瞻之在前，忽焉在後。」 

重新思考家長和教師的角色： 

監督者?  裁判者?  領導者? 

傳授者?  輔導者?  解說者? 
 
參與者?  支持者?  欣賞者? 

愛護者?  合作者?  受教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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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愈〈師說〉的啟示： 

「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于弟子。」 

 青少年輔導專家黃重光教授的警告： 

 千萬不要跟學生和子女「扯大纜」!（拔河） 

 要使美德教育深入人心，有何對策? 

 一得之見，謹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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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德教育從承認人性下限開始： 

 齊宣王有疾：「寡人好勇」、「寡人好色」 

 菩薩有疾：「(維摩詰)以己之疾，憫於彼疾，當   
     念宿世無數劫苦，當念饒益一切眾生。菩薩當如  
     是慰喻有疾菩薩，令其歡喜。」 

教學小錦囊 

同病相憐，德育之本。 

美德教育，信任良知： 

 孟子：「可欲之謂善，充實之謂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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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德教育，尊重個人自由： 

 子曰:「汝安則為之。」 

美德教育，肯定真誠抉擇： 

 「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子曰：
殷有三仁。」 

美德教育理想，自由而不放任： 

 孔子「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 



美德教育，發揮感性： 

 「麻木不仁」 → 仁不麻木!                                                   → 文王武王「一怒
而安天下之民」 

 「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義無反顧」「見義勇為」                                                   道德教育，「抒情」
重於「說理」，                                  「實踐」重於「分析」。 

→ 文學教育、道德教育要分辨的未必是「正」、
「邪」，而是「真」、「偽」。 

→「天真無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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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德教育， 學生為本， 

教學小錦囊  

要注意學生的水準和感受。 

美德教育就是「美育」和「德育」的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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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德育文化專題》的設計 

陳慧儀老師《文化專題「五倫」校本課程設計》
可供參考。 

以此模式，換入「四端」仁義禮智、 

無施不可。 

                                                                      「四維」
禮義廉恥、 「五常」仁義禮智信、                                                                  「五位」天
地君親師（後演變為天地國親師、天地聖親
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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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專題的學習與備試﹕ 

課外閱讀、 課堂討論、 成語格言選證、                                                                          名篇背誦，
老生常談，不可或缺。 

「操練」新招﹕ 

執柯伐柯，中國語文及文化科歷屆文化題目是
最佳工具。 學審題、 學抓關鍵詞、 學發揮關鍵詞， 

因應自我期許訂定操練分量，自選自答，同學互改， 
教師抽閱。 

《傳統德育文化專題》學習，離不開認識儒家、認
識孔子、認識《論語》。 



楊鍾基教授講論《論語》部分， 

請參閱2014年5月30日舉辦之 

「經典選讀—《論語》」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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