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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定學習進程 

促進學習成效 

黃志新 

校本學習進程架構發展歷程 

併入指定文言學習材料 

提升課堂教學效能 

因應新高中課程作調適 

優化及調適校本教材 

發展聽說能力指標 

發展讀寫能力指標 

評估工具的發展 

2015-2016 

2003-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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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進程架構的應用 

起點 

層序(學習、應用、鞏固) 

難點 + 策略 

預期成果 

以
評
估
調
整 

一、校本經驗：文言理解 

問題：提升文言理解能力 

 

1. 背景:一個放棄閱讀文言文的學生 

2. 建議學習重點 

3. 學習進程架構  

01建議學習重點_2007.pdf
02LOF_pointer- 直版-READING-Aug2008-Final.doc
02LOF_pointer- 直版-READING-Aug2008-Final.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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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調適：提升文言理解能力 

病理分析 

問題一：初中各級太強調單一能力 
      點的訓練，把文言閱讀集 
      中到一、二單元裡。 

問題二：文言閱讀 
      單元往往被編到學期的中後段。  

結  果：一曝十寒，文言知識沒機會透    
      過反復應用而得到鞏固。 

縱向：強調積累與銜接 

參照「建議學習重點」的古漢語部分，
重編各級校本能力指標。 

讓教師、學生都有清楚明確的目標。 

讓教師了解自己在整個校本藍圖的位
置，知道學生大致具備的知識，因應
學生已有能力施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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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圍 具體說明 

中一 
詞：單音詞、一詞多義、一字多音、通假； 
    文言虛詞（之、者、其、也、乃） 
句式：判斷句、主語省略                           

中二 
詞：古今異義及詞類活用（使動、名動）； 
    文言虛詞（乎、焉、矣、哉、為） 
句式：疑問及否定、賓語省略 

中三 
詞：古今異義及詞類活用； 
    文言虛詞（而、且、以） 
句式：被動句、倒裝句 

中四 
中五 
中六 

反復練習：通假、一詞多義、省略句、被動句、疑問句 
重點練習：古今異義、詞類活用、文言虛詞、倒裝句 

橫向：強調應用和鞏固 

提前施教： 

各級均將文言閱讀編排在第二單元，就全
年的學習目標先作重點輸入。 
 

單元滲入： 
在其後各單元，加入最少一篇文言篇章。 
讓有關知識，有反復應用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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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點更新：字詞積累與文本細讀 

深入了解字詞(進程) 

重視學習層序(進程) 

追踪文本脈絡(進程) 

重視能力培養(預期成果) 

 

以下為來自中一級的示例： 

寶
塔
一
線
潮 

教學重點: 

1.訓練學生概括能力 

2.加深學生的字詞理解 

《浙江之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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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之潮》    周密 
 

• 浙江之潮，天下之偉觀也。 

• 自既望以至十八日為最盛。方其遠
出海門，僅如銀線，既而漸近，則
玉城雪嶺，際天而來，大聲如雷霆，
震撼激射，吞天沃日，勢極雄豪。 

• 楊誠齋詩云：「海湧銀為郭，江橫
玉繫腰」者是也。 

 

浙江之潮：課堂提問重點 

1.文中哪一句是總寫浙江之潮的？(概括) 

2.文中從哪些方面來描寫浙江之潮的 

   「偉觀」呢？(字詞+概括) 

3.試從文中舉出相關例子，並作說明。 

   (概括+脈絡) 

4.文中哪些地方能呼應「勢極雄豪」的意  

   思？(字詞+脈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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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之潮：施教策略 

浙江之潮，天下之偉觀也 

1.文中哪一句是總寫浙江之潮的？ 

公開提問 

小組討論---概括重點 

用黑板呈現討論成果 

 

2.文中從哪些方面來描寫浙江之潮的
「偉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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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試從文中舉出相關例子，並作說明。 

•  形：銀線、玉城雪嶺。  

•  色：玉 、銀、雪。 

•  聲：大聲如雷霆。 

•  勢：震撼激射，吞天沃日，    

         勢極雄豪。 
 

著學生以文本舉例印證討論結果 

方其遠出海門，僅如銀線 

形:銀線(一條銀色的絲線) 

       氣勢:震撼激射，吞天沃日，勢極雄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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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文中哪些地方能呼應「勢極雄豪」的意思？ 

勢極雄豪。 

極致的、頂級的、不
可比擬不可超越的。 

提取文中字詞「極」字， 

讓學生鑑賞作者用字之妙 

成效 

學生的態度較前積極 

文言轉譯能力有所提升 

教師較易判斷學生能力， 
適時跟進 

建構「校本學習進程藍圖」 

file:///E:/1112中文科主任工作/歷年分享/20160219_LKS LPF 公開介紹/03_1516中一至中六級單元總表_加入指定篇章.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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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校本經驗：單元及課堂設計 

單元設計：單元四 文學鑑賞 

1. 預期學習成果 

2.  起點(已有知識)、重點 

3.  難點與學習策略 

4.  學習層序 

5.  隨機複核 

6.  評估回饋 

單元剖析 

課題：新詩賞析 

起點：能辨識比喻(重整)， 
             曾研習友情、親情等題材的新詩 

預期成果：能解讀詩中比喻及體會 
                    作者情懷(人生百味) 

相關知識：新詩特點 

學習策略：情景建構、本體還原、經驗對照 

學習層序：以《也許》《晾衣竹》《致橡 
                    樹》的閱讀反復鞏固有關能力 

file:///E:/1112中文科主任工作/歷年分享/20160219_LKS LPF 公開介紹/04_1415F4單元四總表.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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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標示閱讀理解能力？  

試看以下例子：  

 

1. 認識借喻手法(複述) 

2. 辨識借喻手法(重整) 

3. 區分「借喻」與「借代」之別(重整)  

4. 解讀文中某個借喻句的本意(伸展) 

5. 評鑑文中某個借喻句的表達效果(評鑑) 

學習策略示例：詩歌的理解 

情景建構 
(詩題審閱+時地人事有助鎖定鑑賞焦點)  

本體還原 
(針對詩歌多用比喻、象徵 
            因應鑑賞焦點推尋本體)  

經驗對照 
(以自身經驗、認識，與詩中思想、行為 
 對照探求弦外之音，揣摩作者情懷) 

file:///E:/1112中文科主任工作/歷年分享/20160219_LKS LPF 公開介紹/05outcome1.MPG
file:///E:/1112中文科主任工作/歷年分享/20160219_LKS LPF 公開介紹/06outcome2.MPG
file:///E:/1112中文科主任工作/歷年分享/20160219_LKS LPF 公開介紹/07outcome3.M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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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評估、回饋、調適 

製作合適的評估工具 

 

1. 掌握語文能力的高低 

2. 促進不同水平的學生繼續發展 

3. 閱讀能力層次  

4. 設定各級能力發展的比重 

以下為 閱讀理解能力層次架構(祝新華)  

層次 能力 

(一)複述：辨別與抄錄 1.複述能力 

(二)解釋：解詞與釋句 2.解釋能力 

(三)重整：分析與歸納 篇章內
容的重
整能力 

3.分析篇章結構能力  

4.篩選、整合重要資訊的能力  

5.概括段意、全篇大意的能力 

(四)伸展：引伸與拓展 6.伸展能力 

(五)評鑒：鑒賞與評價  7.評鑒能力 

(六)創意：創新與運用 8.創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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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級閱讀理解能力發展的比重 

 閱讀理解能力層次比重 

 複述 解釋 重整 延伸 評鑑 創意 

中一 X XX XXXX X X X 

中二 X XX XXXX X X X 

中三 XX XXXX XX X X 

中四 X XXXXX XX X X 

中五 X XXXXX XXX X X 

中六 X XXXXX XXX X X 

 

  評估工具與回饋設計 

試卷設計依照各級比重 

教師試後檢討 

學生試後反思反映教學策
略是否成功 

檢視校本課程不足 

拔尖補底的依據 

file:///E:/1112中文科主任工作/歷年分享/20160219_LKS LPF 公開介紹/09試後評估_閱讀能力.doc
file:///E:/1112中文科主任工作/歷年分享/20160219_LKS LPF 公開介紹/08_1112 F5 2nd T P1A.doc
file:///E:/1112中文科主任工作/歷年分享/20160219_LKS LPF 公開介紹/10_下學期考試後反思5E.pdf
file:///E:/1112中文科主任工作/歷年分享/20160219_LKS LPF 公開介紹/11_5E_1st_term_exam.x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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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針對能力培養 
•兼顧學、教、評 
•照顧校本需要 
•可應用到不同層面 
•重視規畫與調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