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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教師的話 

 

 

壹、背景 

在中國語文教育學習領域，課程發展議會提出了七個課程發展方向（課程

發展議會，2002）；綜觀這些方向，前六項都關係第七項「開放學習材料」。一

直以來，小學中國語文教學受制於教材，教師難以因應時代轉變，篩選切合學

生需要、能力與興趣的教材。學習材料是學習的載體，學生在教師的有機組合

下，通過多元多樣的閱讀，在語文能力、文學審美、道德情意、文化體認、思

維能力等方面都應得以培養。因此，開發學習材料是語文改革的首要任務，而

發掘、篩選學習材料，不單有利單元教學，還能提高教師的教學效能。 

踏入九十年代的香港，兒童文學與語文教育逐漸受到課程規畫與研究者的

重視，而各大專院校也陸續開辦兒童文學課程。在小學階段，兒童文學是語文

學習理想的切入點，學生浸沉於文學的氛圍裏，因而在文學、中華文化、品德

情意等方面都能得到培養與發展。本計畫旨在透過開拓兒童文學為學習資源，

豐富目前語文課程的學習材料；強化文學、文化、品德與審美等學習項目；設

計學習單元以提高學生學習的興趣；通過協作發展與試教，提升教師的教學果

效。 

貳、目的及範圍 

一﹑目的 

1. 開拓兒童文學學習資源，豐富語文課程學習材料； 

2. 加強學習文學、中華文化，培育學生的品德情意； 

3. 透過學習單元試教及協作，促進教師的專業發展。 

二﹑範圍 

1. 開發兒童文學的參考資料，發展學習與教學資源； 

2. 分析文本，設計兒童文學學習單元及輔助教材，通過試教，探討學與

教的成效； 

3. 開發、編選兒童文學的學習材料，建立學習參考篇章目錄與教學參考

書目，方便教師靈活運用，編選為富校本特色的學習單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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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透過與教師晤談、課堂教學觀察與錄像分析，探討教師的兒童文學教

學成效，期望為兒童文學教學作出建議。 

三、成果 

1. 兒童文學學習單元設計示例 

2. 兒童文學學習參考篇章目錄 

3. 兒童文學教學參考書目 

叁、學習單元設計的建構 

Shulman（1986）認為教師教學應具備學科內容知識(content knowledge )、

內 容 教 學 知 識 (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 與 課 程 知 識 (curriculum 

knowledge )。三者中，教師須掌握「內容教學知識」，才能因應課程、學習環境、

學生能力與興趣，糅合學科內容與教學方法，有效地教授學科的內容知識，使

成為學生易於明白的內容，從而提高學與教的果效。其後，Shulman（1987）

把教師教學的知識體系(knowledge base)演化為七類，說明教師教學的基礎知識

體系，它們是：一、學科內容知識；二、一般教學知識；三、課程知識；四、

內容教學知識；五、對於學習者及其特質的知識；六、對於教育環境的知識；

七、對於教育結果、目標、價值、哲學基礎等的了解。 

然而，教學原是混然一體，不能割裂。要糅合上述種種知識，化而為「可

教」（teachable）的內容，「內容教學知識」是必備的元素。Shulman 曾先後解

說「內容教學知識」，首先，他認為它是一個知識範疇，能將講授學科轉化，使

有系統地表述出來，而令人明白；但教學本無唯一方式，因此表述的方法多元

多樣。其次，Shulman 認為它是眾多知識中最為特別的一類，因為它能辨別教

學的知識體系，讓教師有別於一般學科專家，明白何者應為學生學習內容；何

者應如何處理，使之成為「可教」的內容；何者應經整合，使之成為學生能力

所及的「可學習」知識。當然，要加強「內容教學知識」，Shulman 認為教師必

須對學科知識有深入的理解，否則無法糅合教學內容與教學法兩者，並因應學

習者的能力與興趣，組織特定的課題，系統而清晰地表述出來。 

此外，Shulman（1987）提出「教學專業推理與行動」模式 ( The Processes 

of Pedagogical Reasoning and Action ) 以展示教師教學的過程，它包括六個環

節：一、理解；二、轉化；三、教學；四、評估；五、反思；六、新理解；六

個環節彼此關係密切而又循環不息。Shulman 指出教師在課前準備的時候，須

因應學生能力、興趣與學習環境等等因素，把學科知識重新組織成為可教的內

容，再藉着多元多樣的策略，有效地傳遞予學生。在教學過程中，教師須邊講

授，邊偵察學生反饋，了解學生對學習內容的吸收程度，因應教室突發事件而

變動策略，激發學生連繫過往知識以理解新的教學內容，從而建構學生個人的

知識系統。在課後，教師須透過反思，更新對教學內容及策略的理解，重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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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意念，精進日後教學。 

本計畫通過文本分析（content analysis）、工作坊（seminar）、半結構式晤

談（semi-structured interview）與教室觀察（observation）等方法，再以 Shulman 

的「教學推理與行動過程」為分析架構，探討教師如何以多元多樣的兒童文學

作品為學習材料，引發學生學習興趣。研究員從教師教學成效及學生學習表現

所得，再修訂學習單元設計，期以提高學與教的功效，並為兒童文學教學提供

參照。 

一、文本分析 

研究員首先蒐集內地、台灣、香港與國外兒童文學作品；其次分析文本，

就文本特色篩選為適切香港小學生能力與興趣的學習材料；第三，依循華文地

區小學語文教育改革的大方向，把兒童文學作品組織成為學習單元。 

二、工作坊 

研究員為參與試教學習單元的學校舉辦工作坊，使教師能： 

1. 增強兒童文學的認識； 

2. 了解教材的學習重點； 

3. 掌握教材縱向與橫向的組織與連繫； 

4. 掌握適切的教學策略，把教學內容轉化為適合學生能力與興趣的學習

內容。 

三、半結構式晤談 

研究員在與教師晤談中，了解他們對兒童文學的認識與看法、教學的策略、

教授信心及學與教的成效。研究員就學生學習過程及成果，偵察教學的效能，

從而修訂學習單元的設計。 

四、教室觀察 

研究員分別就觀課與教師錄影，探討師生在學與教的過程中，教師如何透

過兒童文學教學，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強化文學、中華文化、品德情意等項

目的學習。通過與教師晤談，研究員與教師分享觀察所得，提供兒童文學教學

的專業建議。 

肆、學習單元設計的特色  

一、以文類為組織重心 

學習單元設計示例共十二個，橫跨小學一年級至六年級，每年級兩個單

元。每單元以文類為組織重心，如圖畫書、兒童詩、童話、寓言與少年小說。

此外，研究員配應單元主題，另提供其他文類，以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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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材組合 

1. 教材類型 

1.1 學習材料 

針對學生能力與興趣，篩選適切的兒童文學為學習材料，讓教

師在課內指導學生研習。 

1.2 進階閱讀 

配合單元主題及各文類內容，篩選其他文類為進階閱讀，用以

拓闊學習內容，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教師在課內須簡介進階

閱讀的重點，指導學生在課餘研習，一方面深化教學主題，開

拓多元的文類學習，另一方面培養學生自我管理與研習能力。 

1.3 輔助教材 

學習的內容不限於書面文字，舉凡視像、網上資源與簡報等，

都可供運用。因此，研究員選取並設計與教學主題相關的視像

與簡報，用以拓闊學生視野，提高學習的興趣。 

2. 教材選取的原則 

2.1 囊括內地、台灣、香港，以至國外優秀兒童文學作品，作家作

品屢獲獎項 

2.2 文質兼美 

2.3 文類與風格多樣化 

2.4 作品能吸引學生閱讀 

3. 教材組織 

按學習重點分別從兒童文學文類及主題兩方面組織教材，設計學習單

元。 

3.1 縱向銜接 

按兒童閱讀發展，一至六年級的文類安排從圖畫書、童詩、童

話、寓言、散文而至少年小說。以童話為例，二、三、五及六

年級分別設計童話教學的學習單元，彼此有着縱向發展： 

 二年級（單元四：友情） 

 三年級（單元六：創意思維） 

 五年級（單元十：堅持理想） 

 六年級（單元十一：敘述） 

二年級及五年級的童話學習單元同以「內容」為主題，但單元

四「友情」旨在讓學生初步認識童話特質，而單元十「堅持理

想」則須學生認識童話形象的物性（兼及文化），並以此為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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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童話故事的重點。 

單元六與單元十一分別以思維訓練：創意、寫作手法：敘述為

主題，學生理解童話內容固然重要，但創意思維與敘述角度才

是重點所在。因此，不同年級的童話教學，學習重點各有不同。 

3.2 橫向連繫 

橫向的連繫指學習材料、進階閱讀兩者的有機組合。以單元一

「上學」為例，主要文類學習為圖畫書，學生須觀察圖像的線

條、顏色、形狀與構圖，再借助文字理解圖意，掌握故事脈絡。

因此，圖畫書在單元一「上學」的作用側重於以下二者： 

 以圖像為主，文字為副的視覺閱讀，提高初小學生的學習

興趣； 

 運用圖像，培養學生的觀察能力，並借助文字理解故事。 

然而，單元四、單元六、單元八與單元十一中的圖畫書，它們

的角色與任務則有別於單元一。《蝴蝶和大雁》、《頑皮公主不出

嫁》、《石頭湯》與《當乃平遇上乃萍》同屬進階閱讀，閱讀圖

像，培養觀察力雖然重要，但四者是從配應主題角度出發，目

的在深化學生對主題的認識，拓闊多元文類學習。因此，教師

必須明瞭教材的有機組合，方能有效地運用不同類型的教材，

指導學生學習。 

再以單元六「創意思維」為例，學習材料之間、學習材料與進

階閱讀之間又有着不同的組合理念。從橫向而言，學習材料與

進階閱讀有着彼此互相發明的作用，進階閱讀《住在城裡的奶

奶》為配應學習材料《大野狼生病了》而來，讓學生認識新編

傳統故事，除改變人物性格外，還可以改變地點；同時，《頑皮

公主不出嫁》也是為配應《新潮皇后與魔鏡》而來，用以刺激

學生反思傳統觀念與刻板角色。 

但從縱向而言，單元四的學習材料有二：《大野狼生病了》與《新

潮皇后與魔鏡》，兩者雖有培訓學生創意思維的功能，但《新潮

皇后與魔鏡》比《大野狼生病了》有更進一層的思維訓練：顛

覆傳統，刷新學生習以為常的現象與刻板觀念。 

三、教師風格與校本調適 

研究員認為「內容教學知識」是教師對學科教學的一種「洞見」，因為理解

課程的內涵，於是能辨別應教的內容；因為了解學生的背景、能力與興趣，於

是能挑選適切的策略施教，提高學生學習興趣；因為熟習學習環境，於是能有

效地監控教學程序；因為明瞭教育遠景，於是體會學習真諦。因此，「內容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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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是一種專業的判斷力，因着教師的「洞見」而能針對學習者需要，靈活

處理教材，以應變智略採取有效多元的表述方法，把教學「藝術化」，培育美學

人生。 

有關高效而多元的表述方法，Shulman 認為源於二者，一是教學研究，一

是實踐智慧(wisdom of practice)。前者就經驗教師與新手教師的比較，展示高效

教學的表述方法；後者則由實踐中偵察經驗教師靈活的手法，從豐富的教學經

驗見及教育的智慧，也就是 Shulman 指出經驗教師的「靈活風格」（flexible 

style）。因此，展陳多角度的教學與經驗分享，最能促進教師的專業發展。 

1. 殊途同歸：童話教學策略的運用 

在單元四的試教中，一位新手教師沿用學習單元所列，運用「引領思

維閱讀策略」協助學生閱讀，並因應學生能力，增設簡報，讓學生掌

握創作故事的重要元素：人物與地點，最後寫下第一本圖畫書。另一

位經驗教師則本着過往訓練，抓住學生好奇好問的精神，變化策略，

另以「自擬問題」的策略，讓學生在材料中發現問題，解答問題。 

經驗教師與新手教師因了解學生能力，或沿用、或改變策略以配合學

生需要；或剪裁、或增訂了學習單元的教學內容，讓學生探討單元主

題的核心。因此，經驗教師與新任教師同時具備了 Shulman 稱許的「靈

活風格」。 

2. 少年小說：校本與班本的實踐 

單元十二採用長篇小說《草房子》第一章《禿鶴》為學習材料，這可

謂兒童文學教學中一次簇新而大膽的嘗試。六十年代內地鄉村生活背

景能否讓香港小學生有所共鳴，這是教師最為憂慮的。然而，曹文軒

以人性最美的描畫，讓讀者看到少年人最真實、最純美的情感。就讀

油麻地小學的禿鶴，不正是「校園欺凌事件」的主人翁嗎？然而，當

教師引導學生深入閱讀《禿鶴》後，身邊的「禿鶴」也許在閱讀體驗

中認識自我，肯定自我，終而成長為一位「英俊的少年」。 

試行學校中有一所原已實行「文學課程」，2003年 12月把單元十二引

入文學課程，並簡化學習單元的內容，兩度在六年級五個班試教，成

績理想，其中以學生對作品的同理感受最為教師欣慰。此外，同校另

一位經驗教師一直在班中推動文學閱讀，學生閱讀能力較其他班別為

高，因而大膽地在五年級下學期試教整個單元十二。研究員從觀課所

見的師生答問，發覺學生不單對作品深感興趣，同時在個人品德情意

也得到薰陶培養，學會以開放的態度，接納異己，並在內心慢慢建立

了一個和諧的世界。再者，因學生素有的閱讀習慣，他們已從《禿鶴》

走進了《草房子》的世界，分別在學校及公共圖書館借閱曹文軒其他

作品，如《紅瓦房》、《甜橙樹》、《山羊不吃天堂草》等，學生閱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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潛力不能忽視。  

本學習單元所呈示的不過是一種設計取向；因此，還須因應校本設置

或教師個人風格加以調適。因此，一校之內策畫同一學習內容而有不

同的進度，表現出校本靈活調動，並展陳教師的個人風格與洞見。 

四、編寫特色 

1. 編寫重心 

研究員在編寫學習單元時，把作品賞析部分以提問的形式融入教學步

驟，方便教師備課。因此，教師可因應學生的能力與興趣，變通研究

員所列提問，或增刪提問數目，或調整活動次序，以配合學生需要及

反應。 

2. 針對文類特色選用學與教策略 

「從閱讀中學習」是語文改革的關鍵項目，因此，研究員在設計學習

單元的時候，大都因應不同文類，選用不同的閱讀策略，如引領思維

閱讀、推測詞義、概念圖、閱讀分享法、撮寫與自擬問題等。然而，

就不同文類所擬定的閱讀策略亦非不可改易，以童話《冰小鴨的春天》

及少年小說《禿鶴》為例，兩者的人物刻畫與情節鋪排，都很適合運

用引領思維閱讀策略。然而，就兩篇作品的內容來說，運用閱讀分享

法引導學生思考追尋理想與成長歷程，也是恰當的。 

3. 思維與品德情意並重 

配合香港新修訂小學中國語文課程的學習重點，本學習單元設計示例

着重高階思維的訓練，如評價、探究、創新等。至於品德情意的培養

則通過文學的氛圍，讓學生沉浸在圖畫書的視覺藝術、詩歌的意境、

童話的創奇、寓言的睿哲與小說的世界裏，從認識自我，進而企及世

界，成就健康的個體，致力建設一個和諧的人我國度。 

4. 促進教師專業發展 

教無定法，同時千變萬化，本學習單元設計示例所展現者，不過是研

究員在組織單元、構思教學的一種想法、一個取向，為兒童文學教學

提供多元取向的其中一元，以引起兒童文學教學的關注，讓專家學者，

以至前線教師思考小學文學教學的發展方向，而不再限於傳統的字、

詞、句、段、篇的教學模式。 

再者，前線教師可因應校本，以至班本特色，或調適，或剪裁，以配

應一校之內，一班之中學生的學習差異。教師或以這些學習單元的設

計構想為起點，組織校內同儕備課的團隊，使成為兒童文學教學的專

業發展隊伍。如 Shulman 所言，教無定法，教師也應建立個人教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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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活風格」，從專業發展中成長，在提升教學效果的同時，也讓學生

在有系統、有組織的學習活動中學習。 

五、教材與教法的試驗 

這些學習單元，全部經過課堂試教。研究員因應教師教學成效及學生學習

表現所得，或另選篇章，或修訂學習活動而成，使學習單元設計更配合學

生的興趣、程度、能力與需要。 

六、專家與前線教師的意見 

本單元教學設計經三位專家學者評審，四位資深教師閱覽，並得到高度的

評價，認為在選材上突破傳統，打破字、詞、句、段、篇的教學序列，回

歸到人文精神本身。此外，詳細的教學步驟更為教師提供「備課」的機會，

使更多教師掌握兒童文學教學的精神所在。 

 

兒童文學課程資源研究及發展計畫首席研究員 霍玉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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