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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五級學習單元三  

 
質疑與評價——評論反思  

 
一、學習目標  

透過對不同的資訊、材料作分析和評論，以及對一些文化觀念作反思，

培養批判性閱讀、獨立思考的能力和習慣。 

 

二、學習重點  

閱讀範疇： 

w 評價作品的思想內容和寫作手法 

w 掌握視聽資訊︰選取、比較、綜合來自不同媒體的資料，評價資

料的呈現效果 

聆聽範疇： 

w 評價話語內容的適切性和邏輯性 

w 品評言辭優劣 

w 掌握視聽資訊︰選取、比較、綜合來自不同媒體的資料，評價資

料的呈現效果 

思維範疇： 

w 培養思維能力︰批判性思考能力 

w 培養良好的思維素質︰善於批判 

中華文化： 

w 反思中華文化 

 

三、課節  

共 24節（每節 40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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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學習材料  

甲  選用學習材料：  

1. 電視節目：《傳媒春秋》之「纖體宣傳大攻勢－－ 瘦就是美？」 

2. 政府統計處《香港的女性及男性－－ 主要統計數字》(2005年版) 

3. 王安石《讀孟嘗君傳》 

4. 《「雞鳴狗盜」未可輕》 

5. 劉德斌《一篇八十八字的名作－－ 讀孟嘗君傳賞析》 

6. 王子野《名文未必無訛－－ 也談讀孟嘗君傳》 

7. 司馬遷《孟嘗君傳》 

8. 梁實秋《說儉》 

9. 《儉以養德》 

10. 電台節目：《減廢之都》第一集《垃圾，不能承受的重》 

11. 解思忠《知足常樂》 

12. 《不知足才常樂》 
 

乙  建議配合閱讀書籍：  

1. 梁實秋《雅舍小品》 

2. 余光中等《尋找香港人》 

3. 李歐梵《尋回香港文化》 

4. 冼玉儀編《香港文化與社會》 

5. 陳英凱、賴佩筠《迷失喪拼場— — 透視消費潮人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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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活動  構思和備註  

瘦身男女  
——潮流反思  
第 1-6 節  

 

學習重點   

閱讀範疇 

w 掌握視聽資訊：選取、比較、綜合來自不同媒體的資
料，評價資料的呈現效果 

 

聆聽範疇 

w 評價話語內容的適切性和邏輯性 

w 品評言辭優劣 

w 掌握視聽資訊：選取、比較、綜合來自不同媒體的資
料，評價資料的呈現效果 

本部分希望學生在這個資訊
泛濫的時代，能判別事實和
意見，反思是非對錯，選擇
性地接收各種不同的資訊。 

  

思維範疇 

w 培養批判性思考能力 

w 培養良好的思維素質：善於批判 

 

  
教學步驟   

1. 播放一段宣傳纖體的電視節目，要求學生仔細觀看並
反思： 
� 主持／嘉賓對主角減肥前的評語是什麼？你對他的
說話有什麼意見呢？你認為他的表達手法怎樣？ 

學習從現實生活所接觸到的
資訊中發現問題，增強探究
意識和發現問題的敏感度。 

� 主角對自己減肥前後自我的評價是怎樣的？你對她
的說話有什麼意見呢？ 

 

� 整個節目的編排如何？你認為這樣的編排有什麼效
果？（如一般會先播出女主角減肥前的種種不快經
歷，再由主持、嘉賓嘲笑一番，然後叫各人猜猜女
主角減肥後的型態如何，待女主角出場後，再分享
減肥後的好處。對比效果，令人感受到減肥的好處。） 

 

� 嘗試探討該類型節目所傳遞的訊息及其傳播效果。  
教師總結：今天的香港社會資訊發達，每天我們接收
不少視聽媒體的資訊，我們應該小心閱讀、聆聽該等
材料，先反思其合理性，再決定是否認同該等資訊背
後的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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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觀看香港電台電視節目《傳媒春秋》2004年 8月 6日
之「纖體宣傳大攻勢——瘦就是美？」，認識解讀傳媒
有關纖體資訊的方法。 

節目可從以下網站收看：
http://www.rthk.org.hk/ 
rthk/tv/cmedia_watch/ 
20040806.html。 

節目中，提及纖體廣告的宣
傳攻勢和策略、軟銷手法
等，亦有提及解讀相關資訊
的方法。 

  

3.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統計處在 2005 年 7 月 28 日發布
了《香港的女性及男性——主要統計數字》。第二天，
不同報章均有報道。分組進行以下活動： 

� 每人各讀一份剪報，記下該段新聞的主要觀點。完
成後，每人在組內匯報。 

� 學生討論：各份報章標題、報道方向有何不同？主
要觀點有什麼不同？所選擇報道的數據內容有何不
同？你認為哪一份較有說服力？為什麼？ 

� 著學生尋找第一手資料（即統計處所發布的有關數
據），對比各份報章如何闡釋該等圖表所傳遞的訊
息，如何因應己方的立場選取不同的資料報道。 

《明報》、《都市日報》、
《星島日報》及《太陽報》
等在 2005 年 7 月 29 日均有
報道。 

第一手資料見《香港的女性
及男性——主要統計數字》，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統計
處，2005；或可瀏覽網頁：
http://www.info.gov.hk/ 
censtatd/chinese/hkstat/fas/ 
pop/pop_vital_index.html 

� 了解第一手資料後，評價哪一份報章的處理手法較
佳。 

 

教師總結︰即使是同一事件，不同人會因應不同的立
場而選取不同資料作為論據，以得出不同的結論，讀
者要小心分析，切勿輕易給人誤導。 

 

  

4. 分組討論：學生蒐集多則不同報章上有關減肥的報道
或廣告，運用以上分析資訊的方法，以批判的角度進
行閱讀，然後以「瘦就是美？」為題，作小組討論。 

建議評估準則： 

� 能從不同的角度評價閱讀
材料的觀點、內容和表達
手法 

� 評論中肯、客觀，論據充
分，有個人見解 

� 能掌握別人話語重心，準
確回應 
� 用語準確 

� 態度誠懇、尊重他人的不
同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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雞鳴狗盜  
——文章評論  
第 7-12 節  

 

學習重點   

閱讀範疇 

w 評價作品的思想內容和寫作手法 
 

學生在中四級學習單元三
「思考辨析」及單元六「議 

思維範疇 

w 培養批判性思考能力 

w 培養良好的思維素質：善於批判 

論說明」已初步掌握如何分
辨、質疑觀點背後的理由，
論點、論據之間的關係及不
同的論證方法。本部分在此
基礎上拓寬、深化，希望學
生能對所閱讀的文字有所反
思，甚或提出新的問題及見
解。 

  
教學步驟   

1. 重溫王安石《讀孟嘗君傳》： 

� 了解王安石如何評價孟嘗君。 
� 找出王安石所持的理據。 

學生在中四級學習單元一
「梳理貫通」中已初步掌握
文中的論點、論據和論證方
法。 

� 就王安石的觀點，提出個人的看法。  
  

2. 自讀有關評論《讀孟嘗君傳》的文章：《「雞鳴狗盜」
未可輕》，引導學生分析這篇文章從什麼角度評論王
安石的《讀孟嘗君傳》。 

此文主要反駁王安石對雞鳴
狗盜者的輕視，認為不嫌「雞
鳴狗盜」者，才是人盡其才、
成就大業的方法。 

  

3. 導讀劉德斌《一篇八十八字的名作——讀孟嘗君傳賞
析》，引導學生分析作者從什麼角度評論王安石《讀
孟嘗君傳》。 

劉德斌一文主要從寫作技巧
方面（結構嚴謹、用詞簡練、
氣勢軒昂）讚賞王安石的文
章。 

  

4. 自讀王子野《名文未必無訛——也談讀孟嘗君傳》，要
求學生指出該文章如何評論《讀孟嘗君傳》的立論。 

王子野一文認為王安石所持
的論據不正確，論證過程也
站不住腳。 

  

5. 學生反思：綜合數篇評論王安石《讀孟嘗君傳》的文
章，你認為各文所持的論點是否合理？所持論據是否
恰當？你最認同哪一篇？為什麼？各篇談《讀孟嘗君
傳》對孟嘗君養士的看法有何不同？你認為哪一篇較
透徹和具說服力呢？為什麼？ 

（以上兩文均見高級中學課
本《語文》（H 版）三年級
第一學期，上海教育出版
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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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教師總結：後世對《讀孟嘗君傳》的讚譽甚高，更有「千
秋絕調」之稱。部分作者精心分析文章的佳妙之處，
值得細賞；但部分作者卻能敢於反思、勇於批評，指
出名文的不足，這種態度也值得我們學習。 

 

  

7. 閱讀司馬遷《孟嘗君傳》，運用上述所學評論反思的
技巧，提出個人的觀點，寫讀後感一篇。 

 

或  

選擇一篇論說類的作品，運用上述所學評論反思的技
巧，撰寫文章評論一篇。 

建議評估準則： 

� 主題突出、立場明確 

� 能從不同角度對作品的內
容、作者的觀點作出評價 

� 評論中肯、客觀，論據充
分，有個人見解 

� 結構緊密 

� 文句簡潔 
  
  

儉以養德？知足常樂？  
——文化反思  
第 13-24 節  

 

學習重點   

閱讀範疇 

w 評價作品的思想內容和寫作手法 

w 掌握視聽資訊：選取、比較、綜合來自不同媒體的資
料，評價資料的呈現效果 

本部分希望讓學生明白，對
於一些文化傳統觀念，不可
墨守成規、人云亦云，要有
批判和反思的意識和能力。 

  

聆聽範疇 

w 掌握視聽資訊︰選取、比較、綜合來自不同媒體的資
料，評價資料的呈現效果 

 

  

思維範疇 

w 培養批判性思考能力 

w 培養良好的思維素質：善於批判 

 

  

中華文化 

w 反思中華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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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步驟   

1. 導讀梁實秋《說儉》一文： 

� 探討梁實秋寫《說儉》一文的時代背景。 

引導學生以今日的眼光去反
思中國傳統文化思想。 

� 分析中、外對「儉」這觀念的不同觀點，並找出背
後的歷史、文化因素。 

以篇帶書，鼓勵學生閱讀梁
實秋的《雅舍小品》或其他
小品散文集。 

� 反省我們在日常生活上，是否說得上是節儉呢？節
儉或不節儉的原因何在？ 

 

  

2. 自讀《儉以養德》一文，理解文章的內容和觀點。 （文章見《寫作方法100例》，
武漢大學出版社，1985。） 

  

3. 學生尋找或由教師提供有關支持或反對節儉的文章，
整理各篇文章的觀點和論據。 

學生透過接觸和尋找不同類
型的相關資料，可以令學生
了解在評論文化觀點之前，
必須先拓闊眼界，懂得如何
作多角度思考。學生所找到
的資料或文章未必是精采絕
倫、見解透闢，但學生可從
中學懂如何擷取資料或了解
文章觀點，亦有助學生作多
角度的評論，反思一些傳統
文化觀念是否仍然適用於今
日社會。 

  

4. 觀看香港電台於 2005 年 8 月 13 日播放的節目《減廢
之都》第一集《垃圾，不能承受的重》，並討論下列
各項： 

� 該節目所傳遞的主要訊息是什麼？ 

《減廢之都》第一集網址：
http://www.rthk.org.hk/ 
rthk/tv/wastemagement/ 
20050813.html 

� 你認同該節目的觀點嗎？為什麼？  

� 節目中運用了什麼手法以傳遞主要訊息呢？  
� 你認為它的手法如何？能恰當地呈現節目的主題
嗎？ 

 

� 你看完該節目後有什麼啟發呢？  
  

5. 綜合上述各項材料，進行小組討論，題目為： 
� 今時今日的香港，我們是否應該提倡節儉這傳統的
觀念呢？為什麼？ 

學生可以從文化、經濟、環
保等角度出發，表達個人的
看法。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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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費等於浪費？ 

 

建議評估準則： 

� 能從不同的角度評價閱讀
材料的觀點、內容和表達
手法 

� 評論中肯、客觀，論據充
分，有個人見解 

� 能掌握別人話語重心，準
確回應 

� 用語準確 

� 態度誠懇、尊重他人的不
同意見 

  

6. 導讀解思忠《知足常樂》：  
� 了解文章的觀點及其理據。  

� 以列表方式分析篇中與傳統觀念不同之處。  
  

7. 自讀文章《不知足才常樂》，指出作者認為在哪一些
方面不應該感到滿足。試從思想內容和寫作手法等方
面，口頭評論以上兩篇文章。 

（文章見《寫作方法100例》，
武漢大學出版社，1985。） 

  

8. 學生尋找以「知足常樂」為討論主題的不同材料，如
視聽資訊、網頁、剪報或文章等，分析各項材料對知
足常樂的看法，及作者的理據是否充分。學生閱讀上
述文章後，反思自己對知足常樂的看法。（可視乎學
校在資訊科技方面的條件，考慮在學校的網頁上設立
討論區。） 

拓寬學生的眼界，令學生明
白對同一文化觀念也可抱持
不同的意見。 

  

9. 寫作活動：綜合上述各項的資料，加上自己的反思，
寫作議論文字一篇，題目為： 

� 知足知不足論 

或 
� 論快樂 

建議評估準則： 

� 主題突出、立場明確 

� 能從不同角度對作品的內
容、作者的觀點作出評價 

� 論點中肯、客觀，論據充
分，有個人見解 

� 結構嚴謹，條理分明 

� 行文流暢、文句有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