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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四級學習單元八  

 
自學與探究——文化專題研習  

 
一、學習目標  

以專題研習的方式，透過搜集、分析資料，發現、解決問題等過程，對

文化現象作出反思，提升語文能力、自學能力及共通能力。 

 

二、學習重點  

閱讀範疇： 

w 綜合作者的觀點 

寫作範疇： 

w 實用寫作：報告 

說話範疇： 

w 就不同主題，報告、討論 

中華文化： 

w 認識中華文化 

w 反思中華文化 

語文自學： 

w 培養語文自學的能力 

w 培養語文自學的興趣、態度、習慣 

共通能力： 

w 培養溝通能力、協作能力、批判性思考能力和解難能力 

 

三、課節  

共 20-24節（每節 40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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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學習材料  

甲  選用學習材料：  

1. 短片：《中國民間信仰》 

2. 龐樸《中國文化的人文主義精神》 

3. 郭瑞林《中國社會傳統的人生觀和價值觀》 

4. 范麗珠《中國民間文化的現代價值》 

5. 李亦園《宗教的社會責任》 

6. 羅偉虹《中國的民間信仰探討》 

7. 朱迪光《民間信仰與中國文化精神研究》 

 
乙  建議配合閱讀書籍：  

1. 復旦大學歷史系編《中國傳統文化再檢討》 

2. 郭瑞林《中國傳統文化與中學語文》 

3. 李亦園《李亦園自選集》 

4. 葛兆光《中國古代社會與文化十講》 

5. 卓新平《宗教與文化》 

6. 馮天瑜、周積明《中華文化的奧秘》 

7. 梁漱溟《中國文化要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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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活動  構思和備註  

文化認識（一）  
——中國的民間信仰  

第 1-3 節  

本示例以「中國民間信仰」
作專題研習的主題，教師可
因應學生的興趣等因素，改
選其他主題。 

學習重點   

說話範疇 

w 就不同主題報告 
 

中華文化 

w 認識中華文化 

 

  

語文自學 

w 培養語文自學的能力 

w 培養語文自學的興趣、態度、習慣 

 

  

共通能力 

w 協作能力 

w 溝通能力 

 

  
教學步驟   

1. 在課上播放短片《中國民間信仰》，讓學生對中國民間
信仰有初步認識。 

影片內容重點如下： 
� 中國民間信仰的多元性和功能性 

� 自然神——自然現象被人格化之後升格為神，如：雷
公、玉皇大帝 

� 職業神——一部分行業職能神，如：灶神、門神 

� 人神——有功績的人物或英雄死後，人們為他立祠，
把他當作神來拜祭，例如：關公、黃大仙 

部分學生可能對中國民間信
仰缺乏深入的認識，因此宜
先播放一段影片，介紹一些
民間信仰，讓學生對中國民
間信仰有一概略了解，並作
為引入。 

影片可在下列網頁中取得： 

http://resources.ed.gov.hk/ 
culture/index_mjxy.html 

（片長約 35分鐘） 
  

2. 分組活動： 

� 透過網上資料、新聞報道及圖片、書籍或其他途徑，
尋找在影片中提到而在本港仍然存在的民間信仰，
記錄相關的祭祀活動。 

學生在初中階段已經掌握了
搜集資料的基本方法，這裏
要求學生尋找與民間信仰有
關的資料，一方面重溫初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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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於課堂上向全班介紹該項祭祀活動及其特點。 所學搜集資料方法，一方面
初步發掘自己有興趣的項
目，為以下的專題研習作準
備。 

 可供參考的網址，如： 

中國歷史教育學會→以區為
本、考風問俗 

http://www.ches.org.hk/ 
site1/index.html 

燦爛的中國文明→中國宗教
信仰系列→中國民間崇拜 

http://www.chiculture.net/ 
php/frame.php?id=/cnsweb/ 
html/1605 

  

3. 總結：教師指出中國有不少傳統民間信仰和相應的祭
祀活動，當中反映了中國傳統文化精神的一些面貌。 

 

  
  

文化認識（二）  
——中華文化的精神面貌  

第 4-9 節  
 

學習重點   

閱讀範疇 

w 綜合作者的觀點 
 

  

說話範疇 

w 就不同主題討論 
 

  

中華文化 

w 認識中華文化 
 

  

教學步驟   

1. 導讀龐樸《中國文化的人文主義精神》。解釋文中一些
有關歷史、社會和哲學的內容。 

請學生討論文中「人文主義」精神的意義︰ 

� 相對「神文主義」而言，中國文化缺乏神學宗教體
系，而會以倫理，政治為軸心。 

選自復旦大學歷史系編︰
《中國傳統文化再檢討（上
篇︰中國傳統文化的特
徵）》。香港︰商務印書館，
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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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人認為人是社會群體的一分子，和西方「人是
獨立個體」的觀點有很大的不同。 

� 中國人不把人與自然分割、對立，而是二者互相包
容、相得益彰。 

本活動要求學生先對中國文
化精神有一概略認識，引領
學生了解中華文化精神，以
便學生從文化精神的角度去
分析民間信仰。教師可參考
李亦園的《信仰與文化》和
《李亦園自選集》，他從許多
不同的角度介紹中國文化，
如家庭倫理、社會結構與中
國人格構成的關係、中國人
生活文化的特徵，包括「飲
食習慣」行為準則、宇宙觀
等。 

  

2. 教師引導學生討論並整理文中關於中國文化的人文精
神的特徵。如︰ 

 

� 天人合一︰天中有人、人中有天、主客互融。  

� 重人的精神︰人人在道德面前平等。  
  

3. 請學生找出文中作者提出體現中國人文精神的例子。
如︰ 

 

� 哲學︰不同於西方哲學的講求理性，中國的哲學著
重於「做人」，所以哲學家也是實踐者。 

 

� 信仰︰因為人人在道德面前都是平等的，所以人人
都有價值自覺能力，因此，道教的羽化登仙（教徒
的最高目標不是死後回到神的左右，而是活著就要
自己成仙），佛教禪宗提倡的「明心見性」、「頓悟成
佛」和儒家的「立功、立德、立言」的人格不朽都
基於這一信仰而來。 

 

� 文學藝術︰中國的文學和藝術，總是重視情、理的
結合，不脫離現實的人和人的社會性。 

 

� 科學︰中國歷史上的科學理論不如科學技術興旺，
是因為中國文化不同於西方文化，把自然當作僅供
認知的對象物，去追求純自然的知識體系；而是把
道德與開發自然、改善民生連在一起。 

 

  

4. 自讀郭瑞林《中國社會傳統的人生觀和價值觀》。請學
生分組，根據以下兩點進行討論︰ 
� 文中所說中國傳統社會的人生觀和價值觀，其背後
體現了中國文化的哪些特點？（如︰人文精神；道
德追求與政治抱負；儒家對「士」、對君子的要求等。） 

 

摘自郭瑞林編著︰《中國傳
統文化與中學語文》。湖口︰
湖南師範大學出版社，
1999。第五章第一節，87-10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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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用什麼方法來說明深奧、抽象的觀點？（大量
列舉歷史上的人和事來支持自己的觀點。） 

 

學生討論後，須就以上兩點分組報告。  
  

5. 教師總結︰ 

� 綜合以上兩文，作者分別指出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一
些特徵，這些特徵至今影響我們的思想、行為，仍
可在我們日常生活中見到。 

� 請學生留意、思考身邊的民間信仰行為體現了中國
傳統文化中的哪些特點。 

教師可以因應學生程度介紹
一些關於中華文化的書籍給
學生，如︰ 

葛兆光：《中國古代社會與文
化十講》，香港：商務印書 
館，2003年。 

卓新平︰《宗教與文化》，北
京︰人民出版社，1988。 

馮天瑜、周積明︰《中華文
化的奧秘》，香港︰南粵出版
社，1989。 

  
  

訂定計畫，搜集資料  
第 10-13 節  

 

學習重點   

說話範疇 

w 就不同主題，報告、討論 
 

  

中華文化 

w 認識中華文化 
 

  

語文自學 

w 培養語文自學的能力 

w 培養語文自學的興趣、態度、習慣 

 

  

共通能力 

w 溝通能力 

w 協作能力 

w 解難能力 

 

  
教學步驟   

1. 請學生以「民間信仰大搜查」為主題，分組策畫一個
關於中國民間信仰的專題研習報告。學生訂立專題研
習的範圍，初步進行資料搜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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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學生分組搜集資料後，就下列項目進行匯報： 

� 實際運用的搜集資料方法 

� 所得的資料內容大要 
� 選用該等資料的原因 

� 整理資料過程中所遇到的難題及解決問題的方法 

 

學生在初中階段已經學習專
題研習的方法。教師也可以
推薦一些有關專題研習的書
給學生參考。如侯傑泰：《專
題研究手冊初級版》、《專題
研究手冊進階版》（朗文香
港教育出版社，香港，
2004），認識進行專題研習的
步驟和方法。 

  

3. 要求學生根據討論所得，撰寫小組研習工作計畫表，
列出工作程序、工作分配、預期工作效果，並作簡單
的口頭報告。 

要求學生有系統地分配和規
畫專題研習的工作，培養學
生的協作能力和溝通能力。 

  

4. 各組互評，交流意見。 學生可因應同學的研習方
法、研習方向、預設結論及
工作分配情況提出意見。 

  

5. 教師回饋及總結。引導學生進行分組討論，共同修正
並確定以下項目： 

� 專題研習的題目及中心主題 

透過教師的回饋，學生可進
一步修正專題研習的方向、
方法等。 

� 研習的方法  
� 搜集資料的方向和途徑（如訪問地點、對象和目的
等） 

 

� 預設的結論  
  
  

分析資料  
——探討中國民間信仰的特色  

第 14-16 節  
 

學習重點   

閱讀範疇 

w 綜合作者的觀點 
 

  

說話範疇 

w 就不同主題，報告、討論 
 

  

中華文化 

w 認識中華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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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認同中華文化 
  

共通能力 

w 批判性思考能力 
 

  
  
教學步驟   

1. 導讀篇章： 

派發有關分析中國民間信仰的文章，讓學生了解中國
民間信仰的特色和信仰所蘊含的文化意義。 

教師? 學生分析不同文章的內容，並加以整理。 

項目舉隅︰ 
� 中國民間信仰的特色，如： 

- 與日常生活息息相關； 

- 是地方凝聚力的表現； 

- 解決實際需要，而不對其作哲學性的探討； 

- 「神明」的意義由人來決定。 
� 中國民間信仰與宗教的關係，如： 

- 中國民間信仰往往融合了多種宗教元素； 

- 任何外來的宗教進入中國，大都會被中國民間信
仰所融和。 

� 中國民間信仰與中華文化的關係，如： 
- 民間信仰大多體現了傳統文化的內涵，如重人的
精神、天人合一等； 

- 民間信仰的特色（如包容性等）反映了中華文化
的特點。 

透過導讀文章，擴闊學生的
眼界，並引導學生反思各項
信仰行為背後的文化意義。 

教師可以參考下列論文： 

� 范麗珠《中國民間文化的
現代價值》（簡單介紹中
國民間文化的特色，其中
包括一些民間信仰的意
義，如「天人合一」的具
體表現、民間信仰與生活
的關係等。）（見《中國社
會科學院院報》2005 年 7
月 21日） 
� 李亦園《宗教的社會責任》
（從宗教行為的角度分析
中國民間信仰的特色，指
出由於中國文化以「人」
為本，「神明」的意義往往
由人來決定，故中國民間
宗教信仰正迅速走向非常
功利現實的道路，最後提
出阻止並改變這種趨勢的
呼籲和建議。）（見李亦園
著《李亦園自選集》頁
215–223） 

 � 羅偉虹《中國的民間信仰
探討》（討論中國民間信
仰的特點及其與其他宗教
信仰的關係和互相之間的
影響。）（見《社會科學》
1994年第 8期） 

 � 朱迪光《民間信仰與中國
文化精神研究》（從古文
獻中論證考據祭祀的淵
源。）（見《十堰職業技術
學院學報》2001年 9月第
14卷第 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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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學生結合前面所讀關於中國文化精神的文章，就所找
到的民間信仰現象進行分析，討論這些現象背後的文
化意義，然後匯報討論結果。 

透過上述篇章的研讀，引領
學生從文化的角度分析民間
信仰現象，提升學生對中華
文化的認識和認同，拓寬思
考的空間。 

  

3. 各組互評、交流意見，教師補充。  
  

4. 各組把所得的發現，加進專題研習報告之內。  
  
  

報告成果，分享經驗  
第 17-20 節  

 

學習重點   

說話範疇 

w 就不同主題報告 
 

  

寫作範疇 

w 實用寫作：報告 
 

  

共通能力 

w 溝通能力 

w 解難能力 

 

  
教學步驟   

1. 各小組依次利用 15分鐘簡單匯報研習所得。每組報告
完畢，其他組別就有關內容提問。提問及回應時間為 5
分鐘。其他組別在聆聽時就以下各項評分： 

 

� 民間信仰內容簡介（佔 30%）  

� 分析該民間信仰背後的中國文化精神（佔 30%）  
� 對該現象的反思及感想（佔 20%）  

� 口頭報告的表達形式及技巧（佔 10%）  
� 回應問題（佔 10%）  

  

2. 教師重申學習重點，每組學生檢討是否達成預期學習
目標。 

 

  

3. 分組報告檢討結果及分享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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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各小組利用同學的回饋和檢討結果，修訂及豐富專題
研習報告的內容，然後製作網頁或壁報，展示學習成
果。 

 

  

5. 各組總結各項資料及師生回饋，修訂書面報告，並於
一星期後繳交。 

建議評估準則： 

� 內容豐富，資料詳盡，能
清楚介紹一種民間信仰，
深入分析民間信仰背後的
中國文化精神 
� 能從不同角度反思文化現
象 
� 表達形式恰當 

  
  

 延伸部分  
文化反思 

——中國民間信仰與中華文化的關係 
第 21-24 節  

教師可因應學生的能力、興
趣和教學時間等因素決定是
否進行此延伸部分。 

學習重點   

說話範疇 

w 就不同主題討論 
 

  

中華文化 

w 反思中華文化 
 

  

共通能力 

w 批判性思考能力 

w 解難能力 

 

  
教學步驟   

1. 教師為各組所找到的民間信仰現象作歸納總結，並以
舉隅方式，示範如何分析民間信仰與中華文化精神的
關係。 

 

討論題目舉隅：  

� 在第一節的短片《中國民間信仰》中提到，有功績
的人物或英雄死後，人們為他立祠祭祀、當作神來
拜祭。這表現中國文化中的甚麼精神特點？ 

 

示例(黃大仙)舉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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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大仙本身是凡人，因修善而得道，故獲世人奉
為神祇，可見中華文化中重人的精神，能盡人事
則可超凡入聖，孔子、關公等皆如是。 

 

� 就所研習的民間信仰活動中，有哪些現象能反映中
華文化的精神面貌？ 

 

示例(黃大仙)舉隅：  
- 黃大仙廟中的神祇既有黃大仙，亦設有盂香亭供
奉燃燈聖佛，三聖廟供奉呂祖、觀音、關帝，亦
有麟閣供奉孔子及其七十二名弟子，反映儒、釋、
道三教之融和，亦可見中華文化精神的包容性及
和而不同的精神。 

 

� 就所研習的民間信仰活動中，有哪些行為已經與本
來的原意不同？一些從事與信仰活動有關工作的人
或信眾，是否明白進行該等信仰活動背後的文化精
神？從何見得？ 

 

示例(黃大仙)舉隅：  

- 黃大仙香火鼎盛，但善信參拜多是因為這位神靈
「有求必應」，並非信奉道教修道的精神。 

 

  

2. 學生分組討論，反思民間信仰的文化意義和中國文化
的去路等問題。 

反思題目舉隅： 

� 你認為民間信仰活動，對喚起當代中國人對中華文
化精神的尊重和重視有沒有幫助呢？為什麼？ 

� 經過這一次的專題研習活動，你對民間信仰的看法
有沒有改變呢？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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