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節 

李孝聰 

新高中中國語文課程系列：課程詮釋 

 

新高中課程的學、教、評 



學與教：主導原則 

1. 以學生為主角，促進自主學習 

2. 建基現有優勢，掌握學生已有知識 

3. 以讀寫聽說為主導 

4. 促進理解，引發思考 

5. 建立開放的學習風氣 

6. 拓寛語文學習空間，提供豐富多采的語文
學習經歷 

7. 善用多媒體以促進學與教 

8. 綜合訓練，一材多用 



學習內容 

•高中中國語文科全面提升學生讀寫聽說能
力及思維能力，同時配合學習材料的內容
，進行文學、文化及品德情意方面的教育
，讓學生掌握語文自學能力，同時持續培
養、發展他們的共通能力、價值觀和態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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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提升的條件 

1. 建基於已有的知識與能力 

2. 提供適當的學習與思維策略 

3. 建基於學生的學習優勢 

4. 提供解決學習困難的方法 



發展學習優勢： 
多元智能學習優勢理論 

• 語言及口語優勢 

• 邏輯數學優勢 

• 視覺空間優勢 

• 身體運動知覺優勢 

• 音樂節奏優勢 

• 人際關係優勢 

• 內省優勢 

• 博物學者優勢 



自主學習 



自主學習 

• 高中課程在這基礎上，創設多元的學習空
間，進一步提升他們的自主探究和獨立思
考能力。 

(與基礎教育與高等教育的銜接，第3頁) 

 

• 教學重視啟發學生和引導學生自主學習，
學與教的觀念由教師中心轉為學生為本。 

(課程設計原則，第6頁) 



自主學習可分為三方面 

1. 對自己的學習活動的事先計畫和安排； 

2. 對自己實際學習活動的監察、評價、反
饋； 

3. 對自己的學習活動進行調節、修正和控
制。 

(董奇、周勇，1994) 

 



自主學習的特徵 

1. 強調元認知、動機和行為等方面的自我調
節策略的運用； 

2. 強調自主學習是一種自我定向的反饋循環
過程，認為自主學習者能夠監控自己的學
習方法或策略的效果，並根據這些反饋反
復調整自己的學習活動； 

3. 強調自主學習者知道何時、如何使用特定
的學習策略，或者作出適當的反應。 

(Zimmerman，1989，1990) 



實踐自主學習的條件 

1. 課程：彈性和靈活性 

2. 教材：多元學習材料 

3. 教法：知識與能力的深化提升 

• 融匯運用 

• 刺激思維 

• 內省反思 

4. 評估：循環反饋，促進學習 



思維策略 

1. 開放空間：讓學生吸收更多觀點，不
同的意見； 

2. 觀點撞擊：利用正反觀點引發衝突； 

3. 轉換角度：帶出新的觀點與角度，刺
激思考； 

4. 反思自明：讓學生發現自己沒察覺的
盲點，切實反思。 



教學設計示例（一） 

人生拍賣場 



示例一：人生拍賣場 (單篇教學/單元教學) 

1.   

2. 派發認購貨品表。請大家自由運用該一億元
認購拍賣表上的項目，價高者得。請學生認
真思考，然後決定買甚麼。  

3. 兩分鐘後收回認購表，隨即公佈結果。  

4. 請成功投得貨品的學生說說認購該貨品的原
因。  

5. 請學生分析大家的選擇有何不同，加以分類
，比較異同(但不作判斷)。  

6. 教師總結學生意見，說明人有不同的價值觀
，觀念怎樣影響人的行為取向、思想感情和
作品風格。  



作者的選擇/你的選擇 

7. 試代入不同作品的作者的身分，替他們
作出選擇，並據作品解釋原因。  

8. 比較幾個人物或作者的人生態度，引導
學生作討論 (即時反饋)。  

9. 請學生再回顧先前的選擇，選出班中的
最佳投資者或你最欣賞的抉擇。 

10. 請學生考慮如果他們有另一次機會，他
們會否改變主意，作不同抉擇。 

 



設計說明 

1. 以上為活動的框架，教師可以自由選
同一單元內不同篇章的作者、不同專
著的作者或同一作品中的人物進行活
動； 

2. 如欲更突出自主學習的精神，可由學
生自選不同的作者和人物。 



文學賞析 

基
本
能
力 

價值觀 

文化 

品德情意 

1.理解篇章 

2. 透過作品，掌握作者 

的思想感情、人生觀 

3. 運用已掌握的知識 

反思個人的情況 

思
維 

教學模式 

文學作品 



教學設計示例（二） 

新聞與報道 



以選修單元配合 

選修單元特別注重 

• 體現與必修部分的延伸和互補關係 

• 擴大閱讀面，拓寬視野 

• 提供多樣化的學習內容供選擇 

• 綜合性、實用性、趣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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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與報道 

學習目標 

• 透過新聞作品閱讀、資料搜集、新聞採訪
及寫作，提高閱讀、寫作、聆聽、說話和
思維能力，培養認真、客觀、持平、公正
和實事求是的處事態度。 



梁福元認策劃燒「林鄭」 

不排除再行動 

 【明報專訊】 (2011-11-30)  

請學生觀看當天電視新聞報道，了解當天情況，並綜合不同當事人的訪問資料，
整理出事件的經過，寫作一篇報導。 



綜合報道 

1. 請學生談談他們對事件的印象。 

2. 播放電視新聞片段，請學生觀看片段
，記下要點。 

3. 請學生綜合資料，報道事件（口頭或
書面）。 



比較不同報章的報道手法 

• 提供明報、蘋果、大公、信報的報道，請
學生比較各報的報道，指出不同報章的立
場，報道的特色。(觀點撞擊) 

 



10的士司機堵公路還押 

【明報專訊】 (2009 - 05 – 27)  



提出新的觀點 (轉換角度) 

陶傑：紅綠「的」顏色革命衝擊港府(商業電台/聲音專欄) 

 

紅綠-20081208-007.mp3


討論(觀點撞擊) 

1. 甚麼叫「公民抗命」？這次事件是否屬
於「公民抗命」行為？ 

2. 作者將事件與香港的7.1大遊行和台灣「
倒扁」紅衫軍作比較，你的意見如何？ 

3. 作者認為事件顯示「香港的公民抗爭意
識」上了一台階，你同意嗎？  

 
 請學生分組搜集幾件事件的相關資料，然後作報告。 



特稿：公民抗命 
• 請學生分組討論，如果要寫一篇關於「公民

抗命」的特稿時，內容應包括些甚麼？ 

1. 甚麼叫「公民抗命」？（公民抗命的定義） 

2. 「公民抗命」這個說法出自何時？（出處） 

3. 你可以舉出一些「公民抗命」的例子嗎？（
事例） 

4. 你對「公民抗命」有甚麼意見？ 

• 你認為內容夠充實嗎？如不夠，可以增加甚
麼？（例如：訪問曾參與公民抗命的人士、
學術界權威、法律界人士……） 



閱讀：公民抗命 

請學生閱讀以下一篇文章，然後按文章中
列出的定義、要素，看看是否同意，如同
意的話，那自己剛才的想法有沒有需要修
訂、補充的地方？如不同意的話，請提出
反對的理由。(深化認識) 
1.江大惠《公民抗命》(原文見〈思〉，1,1998，4-6頁) 

2.維基百科「公民抗命」 

3.李彭廣談公民抗命（東方、太陽報電子報） 

4.張健波《威嚇》（明報，12月5日） 

http://home.netvigator.com/~yipsir/newpage15-04.htm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5%AC%E6%B0%91%E6%8A%97%E5%91%BD
http://www.the-sun.on.cc/cnt/news/20111130/00661_001.html


公民抗命的要素 

1. 公民抗命的第一要素是和平和非暴力。 

2. 公民抗命是故意觸犯現有的一些法例，是非法、犯法的
行為，並願意接受法律的制裁，包括入獄。 

3. 公民抗命是抗議某些不公義的法例，並不針對法律制度
。 

4. 公民抗命所恃的是人性中的良知、是非道德感，相信公
道自在人心，以「苦肉計」來喚醒大眾的關注。 

5. 公民抗命必須事前公開表明自己的動機和目的，不存有
其他目標，不為私人的利益，不利用公民抗命來與政府
討價還價、爭取政治本錢。 

(江大惠，1998) 



電影 
•請學生提出他們找到的公民抗命的事例，並作說

明。 
•放映電影，向學生介紹公民抗命的事例。 
 
例：甘地在印度領導的抗殖運動 
電影：甘地傳（節錄） 
(請學生留意記者在影片中扮演的角色。) 

紀錄片：Ganhdi 
 

延伸閱讀 
梭羅： 《公民抗命》(原文或節錄)  
Andrew Kirk (2005)：《公民抗命》，香港，三聯。 
丁若芝 (2004)： 《公民抗命》，香港，進一步。 

ganhdi.wmv
http://www.youtube.com/watch?v=pGPdOGSSNto


延伸閱讀 
Andrew Kirk (2005)：《公民抗命》，香港，三聯 

 

丁若芝 (2004)：《公民抗命》，香港，進一步。 

 

 

 

 



總結：回到香港(反思) 
• 香港以往曾出現「公民抗命」的事件嗎？ 

• 請學生舉出香港曾出現的「公民抗命」的事件，然
後搜集資料就以下幾點作專題報告或以記者身分撰
寫特稿： 

1. 傳媒對這些事件的態度如何？ 

2. 傳媒在事件中扮演了／可扮演甚麼角色？ 

3. 政府對這些事件的態度又如何？ 

4. 市民對這些事件的態度又如何？ 

5. 這些事件對你來說有甚麼意義？你對這些事件有甚
麼感想？ 

• 參考江大惠的文章談傳媒角色的部分 

• 鼓勵學生以不同途徑搜集資料，如翻查歷史文獻、
上網、訪問、實地考察…… 



阿草事件(上) 

保 衞 皇 后 碼 頭   青 年 抗 議 定 罪 



阿草事件(下) 

皇 后 衞 士 判 社 服 令 
  
   

 

從小新聞發掘意義 



下集大結局 
蘋果日報  
2009-06-10 
癱瘓交通抗議短加長減官斥為私利要脅政府的士圍機
場10司機判囚 
 
請學生比較「阿草」、的士司機的案件和原居
民的事件，談談他們的想法，寫成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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