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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發展式寫作教學」 
照顧不同學習需要的學生 

仁濟醫院靚次伯紀念中學 

何培桂 

三位園丁的觀點 

 園丁甲：「我只理會長得最高最壯的花，其餘的就讓它
們各安天命。」 

 園丁乙：「長得不理想的，不理會也就算了，如果只管
著最壯的那一朵，豈不浪費了大部分長得不錯的？我會
集中精力栽培大部分長得不錯的花朵，這樣才最化算。」 

 園丁丙：「如果植物的終極目標是開花，我就協助它開
花，即使它的花可能沒有其他花那樣鮮艷奪目，但仍不
失為一朵花；如果它要結果，我就協助它結果，即使它
的果沒有別的那麼大，但仍不失為一個果實。你們看看，
美麗的花圃從來都不會只有一種植物，它們有的愛陽，
有的喜陰；有的怕濕，有的懼旱。作為園丁，只要知道
各種植物的不同需要，都可令它們健康成長，從而構成
美麗的花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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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 

• 我較認同哪位園丁的觀點？ 

• 在教學過程中，我較像哪位園丁？ 

我的「寫作」經歷 

• 我讀中小學的時候，大部分中文科老師都沒有教
我怎樣寫作，他們只是把題目寫在黑板，然後就
叫我們寫。 

• 無可否認，把文章寫完是動過腦筋，動過腦筋總
比沒動腦筋好；但如何動腦筋，以至如何動腦筋
才較為有效，當時就不清不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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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作教學」的思考 

• 教師安排學生寫作時有沒有想過： 
– 這次作文的目的是什麼？ 

– 寫了這篇文章，學生得到什麼發展？ 

– 如果學生寫不好這篇文章，代表什麼地方出了問題？ 

– 如何幫助能力較弱的學生進行寫作？ 

 

 

              引人「發展式寫作」教學 

何謂「發展式寫作」？ 

• 「發展式寫作」在於從「發展」著眼，例如： 

– 由只懂得一個個單詞，到能組詞成句，是發展；演句
成段，組段成篇，是進一步的發展。 

– 由不懂舉例說明，到能運用例子作說明，是發展；由
能舉例作說明，到能舉出正確合適的例子，是進一步
的發展；由能舉正確的例子，到例子排列有序，又是
另一種更高階的發展。 

• 「發展式寫作」教學就是因應學生已有的基礎，
設計合適的學習活動，逐步協助他們發展寫作能
力。 

 
 

 

 

 

 



1/9/2016 

4 

「發展式寫作」教學 

• 教師在「發展式寫作」教學擔當的角色，與園
丁丙頗為相似。 

• 建構美麗的花圃，就是教師期望達成的教學目
標。要達成這目標，不同類別的學生都必須得
到適切的照顧，讓他們能夠發揮所長，各自因
應自己的性向、能力而有所發展。 

 

連續三年(中一至中三)的 
發展式寫作教學實例 

• 在中一開課前，透過銜接課程初步了解學生的
基本能力 
– 老師自我介紹（示範） 

– 學生複述老師所說（了解學生的複述能力） 

– 學生向同桌作自我介紹（同儕學習、演練） 

– 學生向全班同學作自我介紹 （再練習） 

– 學生用文字作自我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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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續三年(中一至中三)的 
發展式寫作教學實例 

•大原則： 

– 讀寫結合（善用閱讀課所學） 

– 重視積累 

– 建基學生實際能力、學習需要 

– 設計小步子的學習活動 

– 為下一次寫作做準備 

– 讓不同能力的學生都有所發揮 

 

 

 

 

發展式寫作教學實例(中一篇) 

•以閱讀切入： 

– 《中山先生的習醫時代》 
運用當中所學，去發展學生的寫作能力 

•寫人(一) 

•寫人(二) 

 

•寫我(一) 

•寫我(二) 

一位我覺得成功的人.docx
一位我覺得成功的人.docx
一位我覺得成功的人.docx
一位我覺得成功的人.docx
一位我覺得成功的人(二).docx
一位我覺得成功的人(二).docx
一位我覺得成功的人(二).docx
一位我覺得成功的人(二).docx
發展式寫作－－寫我(一).docx
發展式寫作－－寫我(一).docx
發展式寫作－－寫我(一).docx
發展式寫作－－寫我(一).docx
發展式寫作－－寫我(二).docx
發展式寫作－－寫我(二).docx
發展式寫作－－寫我(二).docx
發展式寫作－－寫我(二).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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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式寫作教學實例（中一篇) 

•逐步建構 

– 小步子寫作 

    記事(一)       記事(二)       記兩件事(一) 

 

– 提供輔助資料 

 

– 由畫腦圖到寫作 

    下雨天 

 

發展式寫作教學實例（中一篇) 

•加強積累 

– 海量式學習詞語法 
•「生媽媽生孩子」 

•工作紙（學生版） 

•工作紙（教師版） 

 

– 好詞、好句、好段 

 

– 詩詞背誦 

 

 

 

發展式寫作－－記事(一).docx
發展式寫作－－記事(一).docx
發展式寫作－－記事(一).docx
發展式寫作－－記事(一).docx
發展式寫作－－記事(一).docx
發展式寫作－－記事(一).docx
發展式寫作－－記事(二).docx
發展式寫作－－記事(二).docx
發展式寫作－－記事(二).docx
發展式寫作－－記事(二).docx
發展式寫作－－記兩件事(一).docx
發展式寫作－－記兩件事(一).docx
發展式寫作－－記兩件事(一).docx
發展式寫作－－記兩件事(一).docx
發展式寫作－－記兩件事（有用的詞語、短語、句子(一).docx
發展式寫作－－記兩件事（有用的詞語、短語、句子(一).docx
發展式寫作－－下雨天(二).docx
發展式寫作－－下雨天(二).docx
增加詞匯/生媽媽生孩子.doc
增加詞匯/生媽媽生孩子.doc
增加詞匯/生媽媽生孩子.doc
增加詞匯/海量式習詞法工作紙.doc
增加詞匯/海量式習詞法工作紙.doc
增加詞匯/海量式習詞法工作紙(答案).doc
增加詞匯/海量式習詞法工作紙(答案).doc
增加詞匯/海量式習詞法工作紙(答案).doc
增加詞匯/好詞好句好段.doc
詩詞背誦/詩詞背誦中一級2010.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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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式寫作教學實例（中一篇) 

•適時增潤 

– 寫作錦囊1 

– 寫作錦囊2 

– 寫作錦囊3 

 

發展式寫作教學實例（中一篇) 
•經驗總結 

– 由於讀寫配合較為緊密，學生很快就能夠將所學加
以應用，於是更有動機學習詞語、佳句，以至寫作
方法 

– 小步子的寫作活動，讓能力弱的學生較易完成任務，
這有助增加他們的學習動機，也加強了他們的信心 

– 引導學生就著將要寫作的主題發表意見，可讓學生
對將要寫的內容更為清晰具體，亦可讓他們從別人
的意見中得到啟發，這對不同能力的學生均有正面
的幫助 

– 發展式寫作為學生提供較清晰的寫作方向，不同能
力的學生都能因應自己的能力發揮所長 

 

 

 

作文口訣/文章開頭和結尾種種.doc
作文口訣/作文基本要求口訣.doc
作文口訣/寫稿歌.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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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式寫作教學實例（中二篇) 

•總結了中一發展式寫作的教學經驗，中二
級的發展式寫作教學進一步加強學生掌握
詞匯的能力，以及運用短篇寫作讓學生經
歷多元的寫作體驗，發展學生多方面的寫
作能力 

發展式寫作教學實例（中二篇) 

•通過默寫活動，增加學生的詞匯量 

– 例子(一) 

– 例子(二) 

– 例子(三) 

– 例子(四) 

– 例子(五) 

 

 

中二/默書/背默《生查子》、《醜奴兒》及其他(參考答案).doc
中二/默書/背默《生查子》、《醜奴兒》及其他(參考答案).doc
中二/默書/背默《生查子》、《醜奴兒》及其他(參考答案).doc
中二/默書/背默《生查子》、《醜奴兒》及其他(參考答案).doc
中二/默書/背默《泊船瓜洲》及有關心字的詞語.doc
中二/默書/背默《泊船瓜洲》及有關心字的詞語.doc
中二/默書/背默《泊船瓜洲》及有關心字的詞語.doc
中二/默書/背默《泊船瓜洲》及有關心字的詞語.doc
中二/默書/蔣勳《貓》及詩詞.doc
中二/默書/蔣勳《貓》及詩詞.doc
中二/默書/蔣勳《貓》及詩詞.doc
中二/默書/蔣勳《貓》及詩詞.doc
中二/默書/背默元稹《離思》及常用詞語(2011年10月4日).doc
中二/默書/背默元稹《離思》及常用詞語(2011年10月4日).doc
中二/默書/背默元稹《離思》及常用詞語(2011年10月4日).doc
中二/默書/背默元稹《離思》及常用詞語(2011年10月4日).doc
中二/默書/背默《泊船瓜洲》、《離思》、《生查子》、《醜奴兒》及常用詞語.doc
中二/默書/背默《泊船瓜洲》、《離思》、《生查子》、《醜奴兒》及常用詞語.doc
中二/默書/背默《泊船瓜洲》、《離思》、《生查子》、《醜奴兒》及常用詞語.doc
中二/默書/背默《泊船瓜洲》、《離思》、《生查子》、《醜奴兒》及常用詞語.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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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式寫作教學實例（中二篇) 

•多元化的短文寫作 

– 例子(一) 

– 例子(二) 

– 例子(三) 

– 例子(四) 

– 例子(五) 

– 例子(六) 

– 例子(七) 

– 例子(八) 

 

發展式寫作教學實例（中二篇) 

•短文寫作的特點 / 成效 

– 以圖片引發學生的寫作興趣。 

– 設題以單項訓練為主，凸顯訓練的項目。 

– 要求相對簡明，學生較有動機完成。 

– 寫作負擔較小，卻能提供不時練筆的機會，為
日後寫作長文時做好準備。 

– 訓練目標明確，老師更易掌握學生是否達標，
以及給予更明確的回饋，學生亦易於改進。 

 

 

 

中二/中二級發展式寫作/寫作訓練（一封奇怪的信）.doc
中二/中二級發展式寫作/寫作訓練（一封奇怪的信）.doc
中二/中二級發展式寫作/寫作訓練（一封奇怪的信）.doc
中二/中二級發展式寫作/寫作訓練（一封奇怪的信）.doc
中二/中二級發展式寫作/看看寫寫練習－－人與花.doc
中二/中二級發展式寫作/看看寫寫練習－－人與花.doc
中二/中二級發展式寫作/看看寫寫練習－－人與花.doc
中二/中二級發展式寫作/看看寫寫練習－－人與花.doc
中二/中二級發展式寫作/寫比喻句練習（一）.doc
中二/中二級發展式寫作/寫比喻句練習（一）.doc
中二/中二級發展式寫作/寫比喻句練習（一）.doc
中二/中二級發展式寫作/寫比喻句練習（一）.doc
中二/中二級發展式寫作/看圖作文－－道歉.doc
中二/中二級發展式寫作/看圖作文－－道歉.doc
中二/中二級發展式寫作/看圖作文－－道歉.doc
中二/中二級發展式寫作/看圖作文－－道歉.doc
中二/中二級發展式寫作/看看寫寫練習－－Hello Kitty 坐火箭.doc
中二/中二級發展式寫作/看看寫寫練習－－Hello Kitty 坐火箭.doc
中二/中二級發展式寫作/看看寫寫練習－－Hello Kitty 坐火箭.doc
中二/中二級發展式寫作/看看寫寫練習－－Hello Kitty 坐火箭.doc
中二/中二級發展式寫作/看圖作文－－新春.doc
中二/中二級發展式寫作/看圖作文－－新春.doc
中二/中二級發展式寫作/看圖作文－－新春.doc
中二/中二級發展式寫作/看圖作文－－新春.doc
中二/中二級發展式寫作/看看寫寫練習－－聚會.doc
中二/中二級發展式寫作/看看寫寫練習－－聚會.doc
中二/中二級發展式寫作/看看寫寫練習－－聚會.doc
中二/中二級發展式寫作/看看寫寫練習－－聚會.doc
中二/中二級發展式寫作/看圖作文－－復活節.doc
中二/中二級發展式寫作/看圖作文－－復活節.doc
中二/中二級發展式寫作/看圖作文－－復活節.doc
中二/中二級發展式寫作/看圖作文－－復活節.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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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式寫作教學實例（中二篇) 

•長文 

– 例子(一) 

– 例子(二)      (續) 

– 例子(三)      (續) 

– 例子(四)      (續) 

– 例子(五)      (續) 

– 例子(六)      (續) 

– 例子(七)      (續)      (續二) 

 

 

發展式寫作教學實例（中二篇) 

•經驗總結 

– 讀寫有機結合，學生能夠活學活用。 

– 寫作練習循序漸進，寫作的主題多為親身經歷，
寫作的內容便易於掌握，寫作的信心較大，動
機也就增加。 

– 所設題目有一定的寫作提示，惟又不局限學生
的創作空間，令不同能力的學生均有發揮的機
會。 

– 指導逐漸減少，讓學生逐步獨立解決困難。 

中二/中二級發展式寫作/寫作(給師長的信).doc
中二/中二級發展式寫作/寫作(給師長的信).doc
中二/中二級發展式寫作/寫作(給師長的信).doc
中二/中二級發展式寫作/寫作(給師長的信).doc
中二/中二級發展式寫作/發展式寫作－－記一次寫信給老師的經過和感受(一)－－腦圖.doc
中二/中二級發展式寫作/發展式寫作－－記一次寫信給老師的經過和感受(一)－－腦圖.doc
中二/中二級發展式寫作/發展式寫作－－記一次寫信給老師的經過和感受(一)－－腦圖.doc
中二/中二級發展式寫作/發展式寫作－－記一次寫信給老師的經過和感受(一)－－腦圖.doc
中二/中二級發展式寫作/發展式寫作－－記今年秋季旅行的二三事-－段落.doc
中二/中二級發展式寫作/發展式寫作－－記一次寫信給老師的經過和感受－－段落.doc
中二/中二級發展式寫作/發展式寫作－－記一次寫信給老師的經過和感受－－段落.doc
中二/中二級發展式寫作/發展式寫作－－記今年秋季旅行的二三事和感受－－腦圖.doc
中二/中二級發展式寫作/發展式寫作－－記今年秋季旅行的二三事和感受－－腦圖.doc
中二/中二級發展式寫作/發展式寫作－－記今年秋季旅行的二三事和感受－－腦圖.doc
中二/中二級發展式寫作/發展式寫作－－記今年秋季旅行的二三事和感受－－腦圖.doc
中二/中二級發展式寫作/發展式寫作－－記今年秋季旅行的二三事和感受－－腦圖.doc
中二/中二級發展式寫作/發展式寫作－－記今年秋季旅行的二三事-－段落.doc
中二/中二級發展式寫作/發展式寫作－－記今年秋季旅行的二三事-－段落.doc
中二/中二級發展式寫作/發展式寫作－－記今年秋季旅行的二三事-－段落.doc
中二/中二級發展式寫作/發展式寫作－－老師，您真美(一)－－腦圖.doc
中二/中二級發展式寫作/發展式寫作－－老師，您真美(一)－－腦圖.doc
中二/中二級發展式寫作/發展式寫作－－老師，您真美(一)－－腦圖.doc
中二/中二級發展式寫作/發展式寫作－－老師，您真美(一)－－腦圖.doc
中二/中二級發展式寫作/發展式寫作－－老師，您真美-－段落.doc
中二/中二級發展式寫作/發展式寫作－－老師，您真美-－段落.doc
中二/中二級發展式寫作/發展式寫作－－老師，您真美-－段落.doc
中二/中二級發展式寫作/發展式寫作──記一件在上課期間發生的意外的經過和感受(一)－－腦圖.doc
中二/中二級發展式寫作/發展式寫作──記一件在上課期間發生的意外的經過和感受(一)－－腦圖.doc
中二/中二級發展式寫作/發展式寫作──記一件在上課期間發生的意外的經過和感受(一)－－腦圖.doc
中二/中二級發展式寫作/發展式寫作──記一件在上課期間發生的意外的經過和感受(一)－－腦圖.doc
中二/中二級發展式寫作/發展式寫作──記一件在上課期間發生的意外的經過和感受(二).doc
中二/中二級發展式寫作/發展式寫作──記一件在上課期間發生的意外的經過和感受(二).doc
中二/中二級發展式寫作/發展式寫作──記一件在上課期間發生的意外的經過和感受(二).doc
中二/中二級發展式寫作/發展式寫作－－記一次獲老師稱讚的經過和感受(一)－－腦圖.doc
中二/中二級發展式寫作/發展式寫作－－記一次獲老師稱讚的經過和感受(一)－－腦圖.doc
中二/中二級發展式寫作/發展式寫作－－記一次獲老師稱讚的經過和感受(一)－－腦圖.doc
中二/中二級發展式寫作/發展式寫作－－記一次獲老師稱讚的經過和感受(一)－－腦圖.doc
中二/中二級發展式寫作/發展式寫作－－記一次獲老師稱讚的經過和感受(一)－－腦圖.doc
中二/中二級發展式寫作/發展式寫作──記一次獲老師稱讚的經過和感受(二).doc
中二/中二級發展式寫作/發展式寫作──記一次獲老師稱讚的經過和感受(二).doc
中二/中二級發展式寫作/發展式寫作──記一次獲老師稱讚的經過和感受(二).doc
中二/中二級發展式寫作/發展式寫作－－記一次上中文課的分組活動過程和給我的感受－－腦圖.doc
中二/中二級發展式寫作/發展式寫作－－記一次上中文課的分組活動過程和給我的感受－－腦圖.doc
中二/中二級發展式寫作/發展式寫作－－記一次上中文課的分組活動過程和給我的感受－－腦圖.doc
中二/中二級發展式寫作/發展式寫作－－記一次上中文課的分組活動過程和給我的感受－－腦圖.doc
中二/中二級發展式寫作/發展式寫作－－記一次上中文課的分組活動過程和給我的感受－－腦圖.doc
中二/中二級發展式寫作/發展式寫作－－記一次上中文課的分組活動過程和給我的感受(二).doc
中二/中二級發展式寫作/發展式寫作－－記一次上中文課的分組活動過程和給我的感受(二).doc
中二/中二級發展式寫作/發展式寫作－－記一次上中文課的分組活動過程和給我的感受(二).doc
中二/中二級發展式寫作/發展式寫作－－記一次上中文課的分組活動過程和給我的感受(三).doc
中二/中二級發展式寫作/發展式寫作－－記一次上中文課的分組活動過程和給我的感受(三).doc
中二/中二級發展式寫作/發展式寫作－－記一次上中文課的分組活動過程和給我的感受(三).doc


1/9/2016 

11 

發展式寫作教學實例（中三篇) 

•為中三學生升讀高中做好準備 

– 例子(一)     (續) 

– 例子(二) 

– 例子(三)     (續) 

– 例子(四) 

– 例子(五)     (續) 

 

 

 

 

發展式寫作教學實例（中三篇) 

•經驗總結 

– 讀、寫配合是長遠的方針，有機地指導學生多
讀，令學生在閱讀過程中更加明白如何去寫、
為何這樣寫、可以怎樣寫； 

– 另一方面，又從有機的寫作計畫，刻意讓學生
在寫作時，能夠運用到閱讀、寫作習得的技巧，
令學生覺得所學有用，學生就會更有動機去寫
作。 

 

中三發展式寫作/發展式寫作──記一次老師講故事的經過和感受(一)－－摘記.doc
中三發展式寫作/發展式寫作──記一次老師講故事的經過和感受(一)－－摘記.doc
中三發展式寫作/發展式寫作──記一次老師講故事的經過和感受(一)－－摘記.doc
中三發展式寫作/發展式寫作──記一次老師講故事的經過和感受(一)－－摘記.doc
中三發展式寫作/發展式寫作──記一次老師講故事的經過和感受(二).doc
中三發展式寫作/發展式寫作──記一次老師講故事的經過和感受(二).doc
中三發展式寫作/發展式寫作──記一次老師講故事的經過和感受(二).doc
中三發展式寫作/發展式寫作──我班養了一缸魚(一).doc
中三發展式寫作/發展式寫作──我班養了一缸魚(一).doc
中三發展式寫作/發展式寫作──我班養了一缸魚(一).doc
中三發展式寫作/發展式寫作──我班養了一缸魚(一).doc
中三發展式寫作/發展式寫作──燈(一).doc
中三發展式寫作/發展式寫作──燈(一).doc
中三發展式寫作/發展式寫作──燈(一).doc
中三發展式寫作/發展式寫作──燈(一).doc
中三發展式寫作/燈的開頭.docx
中三發展式寫作/燈的開頭.docx
中三發展式寫作/燈的開頭.docx
中三發展式寫作/寫作──這個聖誕及新年假期真…….doc
中三發展式寫作/寫作──這個聖誕及新年假期真…….doc
中三發展式寫作/寫作──這個聖誕及新年假期真…….doc
中三發展式寫作/寫作──這個聖誕及新年假期真…….doc
中三發展式寫作/發展式寫作──我也說說“旁若無人”(一).doc
中三發展式寫作/發展式寫作──我也說說“旁若無人”(一).doc
中三發展式寫作/發展式寫作──我也說說“旁若無人”(一).doc
中三發展式寫作/發展式寫作──我也說說“旁若無人”(一).doc
中三發展式寫作/發展式寫作──我也說說“旁若無人”(二).doc
中三發展式寫作/發展式寫作──我也說說“旁若無人”(二).doc
中三發展式寫作/發展式寫作──我也說說“旁若無人”(二).doc


1/9/2016 

12 

發展式寫作教學實例（高中篇) 

•例子(一) 

•例子(二) 

•例子(三) 

•例子(四) 

•例子(五) 

•例子(六) 

•例子(七)      (續) 

 

 

 

「發展式寫作教學」經驗總結 

• 由於目標明確，而且循序漸進，學生得以逐步迎
難而上，有利掌握所學，而老師亦易於施教。 

• 寫作主題與所學或生活息息相關，取材容易，加
上字數較少，任務較簡單，減低寫作的門檻。 

• 發展式寫作教學會增加學生練筆的機會，有利提
升其寫作技巧。 

• 通過長文、短文的配合，讓學生習慣運用寫作去
表達自己所思所想。 

• 通過徵文比賽、出版文集等聯課活動，亦可提升
學生的寫作動機，間接推動他們把文章寫得更好。 

 

高中篇/看圖寫作－－不要為人生設限(寫寓意).docx
高中篇/看圖寫作－－不要為人生設限(寫寓意).docx
高中篇/看圖寫作－－不要為人生設限(寫寓意).docx
高中篇/看圖寫作－－不要為人生設限(寫寓意).docx
高中篇/看圖寫作－－布剪鎚(寫寓意).docx
高中篇/看圖寫作－－布剪鎚(寫寓意).docx
高中篇/看圖寫作－－布剪鎚(寫寓意).docx
高中篇/看圖寫作－－布剪鎚(寫寓意).docx
高中篇/看圖寫作－－冰桶挑戰(《信報》2014年8月25日)(中四).docx
高中篇/看圖寫作－－冰桶挑戰(《信報》2014年8月25日)(中四).docx
高中篇/看圖寫作－－冰桶挑戰(《信報》2014年8月25日)(中四).docx
高中篇/看圖寫作－－冰桶挑戰(《信報》2014年8月25日)(中四).docx
高中篇/看圖寫作－－當人們想要更多，就會開始做一些自己其實不喜歡做的事（《信報》2015年9月23日).docx
高中篇/看圖寫作－－當人們想要更多，就會開始做一些自己其實不喜歡做的事（《信報》2015年9月23日).docx
高中篇/看圖寫作－－當人們想要更多，就會開始做一些自己其實不喜歡做的事（《信報》2015年9月23日).docx
高中篇/看圖寫作－－當人們想要更多，就會開始做一些自己其實不喜歡做的事（《信報》2015年9月23日).docx
高中篇/千磅南瓜的啟發.docx
高中篇/千磅南瓜的啟發.docx
高中篇/千磅南瓜的啟發.docx
高中篇/千磅南瓜的啟發.docx
高中篇/父子在麥當勞.doc
高中篇/父子在麥當勞.doc
高中篇/父子在麥當勞.doc
高中篇/父子在麥當勞.doc
高中篇/快速作文講義.doc
高中篇/快速作文講義.doc
高中篇/快速作文講義.doc
高中篇/快速作文講義.doc
高中篇/快速作文圖－－“老師”選題圖示.doc
高中篇/快速作文圖－－“老師”選題圖示.doc
高中篇/快速作文圖－－“老師”選題圖示.do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