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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四級學習單元二  

 
表達與應用（一）——紀實  

 
一、學習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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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學習重點  

閱讀範疇： 

w 理解作者的思想感情 

w 分析寫作目的 

w 分析寫作方法 

寫作範疇： 

w 審題立意 

w 佈局謀篇 

w 實用寫作：新聞稿、會議紀錄 

w 實用寫作：確定讀者，使用合適的格式，用語得體 

聆聽範疇： 

w 聽不同類型的話：聽出不同說話者的主要觀點 

w 掌握聆聽策略：邊聽邊思考、邊聽邊記錄 

語文基礎知識： 

w 認識實用文（新聞稿、會議紀錄）的應用特點 

 

三、課節  

共 22節（每節 40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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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學習材料  

甲  選用學習材料：  

1. 《中小學中文實用寫作參考資料（試用）》新聞稿示例 

2. 《中小學中文實用寫作參考資料（試用）》會議紀錄示例 

3. 《海嘯黑鏡頭：印度洋地震海嘯寫真》中之報道文章數篇 

4. 錢鋼《我和我的唐山》 

5. 林語堂著，張振玉譯《蘇東坡傳》（節錄其中片段） 

6. 余秋雨《蘇東坡突圍》 

7. 《肖琴、肖燕雲：一根稻草  兩種命運》 

8. 《胡秀英：我走遍山邊，為的將自己知識服務於社會》 
 

乙  建議配合閱讀書籍：  

1. 錢鋼《唐山大地震》 

2. 林語堂著，張振玉譯《蘇東坡傳》 

3. 劉縣書、潘燕編《知識改變命運》 

4. 語文教育及研究常務委員會策劃及出版《名人學語文——訪問系
列》 

5. 黃岐、阮嘉毅編《沒有硝煙的戰爭》 

6. 公民教育委員會、教育統籌局編《疫境情真‧生命光輝—— 好人
好事實錄》 

7. 香港大學教育學院母語教學教師支援中心編《非典情——港、粵、
台抗嚴重急性呼吸道綜合症報告文學》 

8. 張炳玲、冼偉強編《報道文學及報道攝影系列：人物現場》、《報
道文學及報道攝影系列：採訪現場》 

9. 張翠容《行過烽火大地》 

10. 潘少權、楊映波主編《世紀人物集  巨人在我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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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活動  構思和備註  

導引  
第 1 節  

 

學習重點   

語文基礎知識 

w 認識實用文的應用特性 
 

  
教學步驟   

1. 播放香港節日盛會或學校特別活動片段，著學生邊看
邊摘錄要點。 

 

2. 著學生分組討論若要用文字敘述這事件，他們會選擇
用甚麼形式，甚麼體裁寫作？他們會考慮哪些因素？
（日記、新聞稿、活動報道、抒情性散文⋯⋯，考慮
讀者、寫作目的⋯⋯） 

 

3. 著學生閱讀敘述相似事件而文類不同或表達方式不同
的文章，然後就以上所討論的表達形式及考慮因素分
析這幾篇文章。 

本單元主要寫作敘述性文
字，故由寫作的第一步驟——
觀察、構思開始引入，然後
通過比較閱讀各種表達形式
的敘述性文字，認識實用文
的應用特性，及明白選擇表
達方法先要考慮寫作目的及
讀者。 

  

4. 教師總結文章是作者與讀者的溝通媒介，作者想說甚
麼跟讀者想知道甚麼同是寫作時重要的考慮，所以寫
作要有讀者意識，因應不同的寫作目的及讀者，選擇
恰當的表達方式和用語。 

 

  
  

新聞稿  
第 2-5 節  

 

學習重點   

語文基礎知識 

w 認識實用文（新聞稿）的應用特性 
 

閱讀範疇 

w 分析寫作目的 

w 分析寫作方法 

本部分參考了香港城市大學
(2001)《中文傳意——寫作
篇》第十四章、香港教育署
(2001)《中小學中文實用寫作
參考資料（試用）》頁
94–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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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作範疇 

w 實用寫作：新聞稿 

w 實用寫作：確定讀者，使用合適的格式，用語得體 

w 審題立意 

 

  
教學步驟   

1. 著學生回家就相同題材（如：學校活動、突發事件、
消費者權益、政制發展、知識產權、環境保育等），
從互聯網、報紙或雜誌上找尋相關的報道。 

認識有不同種類的報道文
稿。 

  

2. 著學生分組討論所找到的報道，分析作者身份、寫作
對象、寫作目的、表達手法等有何異同。 

 

  

3. 教師引導學生把文章歸類（如廣告、報章新聞和帶宣
傳意味的新聞稿），認識報章新聞與新聞稿在應用範
圍、寫作方法、文字風格等方面的分別。 

參考香港教育署(2001)《中小
學中文實用寫作參考資料
（試用）》頁 94–102。 

  

4. 閱讀數份報紙和觀看電視新聞，分組討論事件能夠成
為新聞的原因和新聞的語言特色。 

參考賴蘭香(1997)《傳媒中文
寫作》頁 13–30。 

  

5. 就學校近期舉行的一項活動，著學生搜集資料（如透
過觀察、記錄、訪問、閱讀校務報告等），選取內容
新鮮、具有報道價值的新聞主題，依照「倒金字塔式」
結構寫作一篇 600–800 字的新聞，向教師和同學報道
活動的情況。 

參考香港城市大學(2001)《中
文 傳 意 —— 寫 作 篇 》 頁
319–320、香港教育署(2001)
《中小學中文實用寫作參考
資料（試用）》頁 96。 

一般新聞稿正文的寫法是運
用「倒金字塔式」的結構：
最開頭的導語部分概括了稿
件最重要的信息，然後依照
信息的重要性，依次安排其
他段落。 

建議評估準則： 

� 內容新鮮，具有報道價值 

� 導語能概括主要信息 

� 結構完整、層次分明 

� 行文流暢、文字簡潔 
  

6. 學生互評（評核準則：信息清楚、內容吸引），教師
選出數則優秀的例子，說明何謂具有報道價值、內容
新穎、主題鮮明的新聞稿。學生可以修訂文章。 

通過比較同學之間的作品，
學習優秀文章的取材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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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假設學校於報章刊登新聞稿報道有關活動，希望能讓
更多人認識學校。著學生修改文稿以切合需要。學生
分組討論修改的地方和原因。 

因應寫作目的、對象調整用
語和表達方式。 

  

8. 學生互評（評核準則：用語得體、具說服力），教師
選出數則優秀及差劣的例子，說明何謂用語得體。學
生可以修訂文章。 

修改別人的文章可以提升學
生對遣詞用字的敏感度。 

 
  
  

會議紀錄  
第 6-8 節  

 

學習重點   

語文基礎知識 

w 認識實用文（會議紀錄）的應用特性 
 

寫作範疇 

w 實用寫作：確定讀者，使用合適的格式，用語得體 

參考香港教育署(2001)《中小
學中文實用寫作參考資料
（試用）》頁 78–93。 

  

聆聽範疇 

w 聽不同類型的話：聽出不同說話者的主要觀點 

w 掌握聆聽策略：邊聽邊思考、邊聽邊記錄 

 

  

教學步驟   

1. 播放預先錄影的學生會或課外活動學會會議，著學生
邊看邊記下會議的程序和開會期間經常遇到的問題
（例如：未有周詳嚴謹的議決程序，未有記錄工作項
目的負責人），然後討論。 

 

  

2. 教師派發數篇會議紀錄示例給學生，引導學生認識會
議紀錄的內容、格式。著學生歸納會議紀錄常用的詞
彙和用語。 

 

  

3. 就一個將要舉行的活動（例如：秋季旅行、聖誕聯歡
會），著學生組成六至八人活動籌備小組，共同擬定
會議議程。 

 

4. 著學生搜集有關活動的資料，擬寫一份提案，在下一
堂課開會討論時提出動議。著學生開會時輪流發言，
並邊聽邊摘錄要點，寫作會議紀錄。 

學生預先搜集資料，討論有
所本，也較容易紀錄。教師
可指出一般當文書作紀錄前
應對該議案有一定的了解，
參與會議的人也應該準備充
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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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著學生互評，比較各人所記的內容有沒有分別，分析
哪些部分多記了枝節，哪些部分漏記了重點。檢討自
己是在聆聽時未經篩選便隨意記錄，還是寫作時不懂
歸納整理資料。 

 

6. 教師選取數篇學生所寫的會議紀錄為例，向學生講解
行文用語上要注意的地方。 

建議評估準則： 

� 能概括會議主要內容（討
論事項、議決事項），有
條不紊 

� 真實、準確 

� 文句簡潔、用語嚴謹 

� 格式正確 
  
  

紀實文學（一）  
——我的見證  
第 9-15 節  

 

學習重點   

閱讀範疇 

w 理解作者的思想感情 

w 分析寫作目的 

w 分析寫作方法 

 

  

寫作範疇 

w 審題立意 

w 佈局謀篇 

 

  

品德情意 

w 關懷顧念 

w 仁民愛物 

 

  
教學步驟   

1. 播放一段有關 2005年印度洋地震海嘯的片段，然後著
學生閱讀數篇報道文章。 

 

2. 比較各篇文章相同與不同的地方（篇幅、內容、表達
手法、感情色彩、語言風格等）。教師總結：一般報
章的報道較為客觀平實，較少個人的情感和修辭技巧
的運用，但特寫和報告文學等類型的文章則較具文學
性。 

影片可參考香港電台「海嘯
180」系列的節目。文章可參
考各大報章和艾新編著
(2005)《海嘯黑鏡頭：印度洋
地震海嘯寫真》，北京：世
界知識出版社。書中的文章
記敘事件各有側重，主題突
出，易於比較。 

  

3. 著學生選一篇印象最深刻的文章，寫下文章的主題，
令自己印象深刻的原因，個人感受和思考，然後與同

讓學生體會和明白敘述文字
感人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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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分享。 
  

4. 閱讀《我和我的唐山》（節錄自錢鋼《唐山大地震》），
教師引導學生深入分析本文（本書）： 
� 作者寫作本文（本書）的目的純為報道災難事實嗎？ 

本文節錄自《唐山大地震》的
序言部分，內容總結全書的
中心思想。以篇帶書，可以
鼓勵學生閱讀全書。 

� 當年的讀者已知道甚麼？想知道甚麼？ 

� 本文選取哪些材料，從甚麼角度報道事件？ 

提高學生寫作時的讀者意
識。 

� 文章有甚麼主題？文章的選材、表達形式、修辭如
何配合主題？ 

 

� 文章的語言特色跟一般新聞報道有何不同？  

� 文章中有哪些語句有言外之意？有哪些語句凝聚了
作者的感情和思考？ 

反復揣摩、細心領會。 

� 著學生反思災難帶來的啟示。寫下閱讀後感想，或
未能解決的問題。（可鼓勵學生運用想像和聯想，在
腦中再現文中的情境，深入體會文章的意蘊。） 

 

延伸閱讀：可著學生閱讀陳
惜姿在《壹周刊》訪問錢鋼
的文章。 

參考視像：教育統籌局曾舉
辦「與錢鋼真情對話」研討
會，錄像見香港教育城網頁： 

http://www.hkedcity.net/ article/ 
iworld_sc_ feature_read/ 

060228-009/ 
  

5. 教師重申敘述的目的並非純為寫事實，也為表達情感
或思想，又文章的內容和表達方法必須因應寫作目的
和對象作調整。 

 

延伸活動：教師可補充有關
紀實文字和報告文學的資
料，也可著學生於網上或圖
書館搜集有關資料。 

6. 著學生選取近期發生的一件事情，搜集資料，寫成一
篇紀實文字。 

建議評估準則： 

� 內容豐富、主題突出、具
感染力 

� 靈活運用不同的表達方式
（敘述清晰、描寫細緻、
感情真確） 

� 選材恰當 

� 行文流暢 

  

7. 學生互評：學生閱讀別人的作品，就評分準則評分，
並寫下讀後感想。教師選取優秀的作品朗讀和評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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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實文學（二）  
——他的故事  
第 16-21 節  

 

學習重點   

閱讀範疇 

w 理解作者的思想感情 

w 分析寫作目的 

w 分析寫作方法 

 

  

寫作範疇 

w 審題立意、佈局謀篇 

w 描寫：人物描寫 

 

  

品德情意 

w 勤奮堅毅 

w 積極進取 

w 曠達坦蕩 

 

  
教學步驟   

1. 著學生閱讀敘述蘇軾生平的「年譜」和文章，從以下
角度比較各篇文章： 

� 寫作目的 

� 內容的篩選 

� 事跡的詳略安排 

� 人物形象的塑造 

� 評論成分的多寡 

「年譜」和文章可參考林語
堂著，張振玉譯(2000)《蘇東
坡傳》，天津：百花文藝出
版社；也可以跟余秋雨《山
居筆記》中的一篇文章《蘇
東坡突圍》比較。教師也可
選取其他人寫蘇軾的傳記或
散文。 

� 語言特色和感情色彩 

� 閱讀時的感受和引起的思考 

林語堂和余秋雨的文章歷史
文化內涵豐富，教師宜作適
當的指導。 

  

2. 教師總結各篇文章性質不同，「年譜」主要提供蘇軾
的生平資料，供人查考，屬實用性文字；《蘇東坡傳》
和《蘇東坡突圍》的目的不在於介紹蘇軾生平，而是
表達對蘇軾的看法和個人感想，希望啟發讀者思考。
《蘇東坡突圍》的感情色彩比《蘇東坡傳》濃，評論
成分更多。著學生討論這與作品的寫作目的和體裁的
關係。 

主題、表達方式、內容三者
的關係密不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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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自讀《知識改變命運》中的兩篇文章《肖琴、肖燕雲：
一根稻草 兩種命運》和《胡秀英：我走遍山邊，為
的將自己知識服務於社會》，或《名人學語文》中有
關周潤發和陳慧琳的文章，著學生從以下方面分析文
章，寫成閱讀筆記： 

可鼓勵學生運用想像和聯
想，在腦中再現文中的情
境，深入體會文章的意蘊。 

� 主題  
� 主角的身份  
� 本文選取哪些材料，從甚麼角度敘事、寫人？  

� 文章的敘述人稱、語言特色  
� 人物形象的塑造  

� 文章吸引讀者的地方  
� 閱讀時的感受和引起的思考  

  

4. 搜集一位歷史人物或現代名人的資料，或訪問一位親
友，選取一個獨特的主題，寫一篇長文，表達個人感
受和引起讀者思考。 

 

5. 學生互評：學生閱讀別人的作品，就主題是否突出、
內容是否豐富和選取合宜、人物形象是否生動具體、
文章是否具感染力評分，並寫下讀後感想。教師選取
優秀的作品朗讀和評講。 

建議評估準則： 

� 題材新穎、角度獨特 

� 主題突出、具感染力 

� 人物刻畫細緻，人物個性
突出 

� 結構完整 

� 行文流暢 
  
  

總結性活動  
第 22 節  

 

著學生選擇一個題材，在網上下載和在圖書館借閱其他以
敘述為主，具實用性、文學性或二者兼備的書籍，著學生
寫成簡短報告，並分組在課堂上從以下幾方面介紹： 

� 本文／書的體裁／表達形式 

� 寫作目的 

� 實用性、文學性 

� 文章吸引讀者的地方 

例如比較各種旅遊書籍，如
Discovery Channel《知性之
旅》系列比一般的旅遊書籍
文學性強，但又不失其實用
性。又例如 SARS之後有不
少書籍出版，有些介紹預防
疫症的方法，黃岐、阮嘉毅
編《沒有硝煙的戰爭》是醫
護人員寫的感想；公民教育
委員會及教育統籌局合編
的《疫境情真‧生命光輝——
好人好事實錄》則是報章的
摘錄加上不同人寫的文
章，也有學生的作品；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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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學教育學院母語教學教
師支援中心出版的《非典
情——港、粵、台抗嚴重急
性呼吸道綜合症報告文學》
除了收錄廣東、台灣的報章
和網上資料外，也有香港大
學教育學院的同學與教師
的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