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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教學與中華文化學習

第一章



閱讀教學與中華文化學習

2001年9月課程發展議會《學會學習—課程發展
路向》：

加強品德情意教育、文化學習，培養對中華文化
的認識、反思和認同。



閱讀教學與中華文化學習

2017年課程發展議會編訂
《中國語文教育學習領域課程指引(小一至中
六)》：

「得到審美、品德的培育和文化的薰陶，以美化
人格，促進全人發展」 (提要、定位)；「培養品
德，加強對社群的責任感」、「體認中華文化，
培養對國家、民族的感情。」(課程宗旨)



閱讀教學與中華文化學習

2007編訂課程發展議會與香港考試及評核局聯合
《中國語文課程及評估指引 (中四至中六)》
（2015年11月更新）

學習內容包括閱讀、寫作、聆聽、說話、文學、
中華文化、品德情意、思維和語文自學九個學習
範疇，讓學生通過學習祖國語文，提升語文應用、
審美、探究、創新的能力，養成良好的國民素質，
認同國民身份，承傳民族文化。(課程理念)



閱讀教學與中華文化學習

2007年課程發展議會編訂《中學中國語文建議學習重點（試用）》

中華文化學習目標：
文化是語文的重要構成部分，認識文化有利溝通，也有利於文化
承傳。語文學習材料蘊含豐富文化元素，文化學習和語文學習可
以同時進行。中華文化範疇的學習目標：

1 增進對中華文化的認識，提高學習語文的興趣和語文能力；
2 對中華文化進行反思，並暸解其對現代世界的意義；
3 認同優秀的中華文化，培養對國家、民族的感情；
4 在生活中體現優秀的中華文化。



閱讀教學與中華文化學習

2007年課程發展議會編訂《中學中國語文建議學習重點（試用）》
通過三方面暸解中華文化：
第一，物質方面，如飲食、器物、服飾、建築、科學技術、名勝

古跡等
第二，制度方面，如民俗、禮儀、宗法、姓氏、名號、交通、經

濟、政治、軍事等
第三，精神方面，如哲學、宗教、倫理道德、教育、文學、藝術

等
學習中華文化的三個層面：
第一，認識；第二，反思；第三，認同。



校本中華文化教學

第二章



校本中華文化教學.

01 02

05 03

04

, 

.

(1) 探索及認識中國傳統建築
1 探索及認識中國傳統建築—鄧氏宗祠：配合初中單元
閱讀教學〈故宮博物院〉

2 探索及認識中國傳統建築—沙田王屋：配合初中單元
閱讀教學〈老區風景〉

3 探索及認識中國傳統建築—〈秦陵兵馬俑〉：單元閱
讀教學〈秦陵兵馬俑〉



校本中華文化教學.

01 02

05 03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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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文化專題
1 中一：文化專題—家喻戶曉的人物：〈岳飛之少年
時代〉、〈木蘭辭〉

2 中二：小說與文化—想像與聯想：〈三王墓〉、

〈宋定伯捉鬼〉

3 中三：小說與文化—小說與戲劇欣賞：

〈人間有情(節錄) 〉、〈孔明借箭〉、〈一碗陽春麵〉

4 中四單元：小說與文化 （融合必修和選修）



校本中華文化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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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03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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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文化專題：孝道古今

1 中一〈董永賣身〉

2 中二〈回家〉

3 中三〈爸爸的花兒落了〉

4 中五單元：

文化專題探討—倫理道德觀（融合必修和選修）



校本經驗分享

第三章



校本經驗分享：〈董永賣身〉

學習目標
讓學生通過綜合運用不同的閱讀策略，進入董
永的內心世界，體會董永賣身葬父的需要，從
而了解中華文化的孝道。



校本經驗分享：〈董永賣身〉

教學策略引導學生掌握篇章的內容深意、題旨
與文化內涵：
文言文閱讀教學策略
預測策略
戲劇教學法教學策略



校本經驗分享：〈董永賣身〉

〈董永賣身〉的版本：
劉向《孝子傳》
曹植《靈芝篇》
干寶《搜神記》
南戲《董永遇仙記》
黃梅戲《天仙配》
廿四孝故事：賣身葬父 (動畫短片)
賣身葬父漫畫版



校本經驗分享：〈董永賣身〉

〈董永賣身〉的版本：
干寶《搜神記》：突出了董永賣身葬父的行孝主題，更
有孝感動天的情節。
及後董永故事發生了明顯的變化，漸漸由孝子故事演變
為愛情故事。天帝被董永的孝行感動，於是派天女下凡
幫助董永，為他還債贖身。
後世很多的戲曲都取材於此，如南戲的《董永遇仙記》
和黃梅戲的《天仙配》。



校本經驗分享：〈董永賣身〉

朗讀課文：
漢，董永，千乘人。少偏孤，與父居，肆力田畝，鹿車載自隨。
父亡，無以葬，乃自賣為奴，以供喪事。主人知其賢，與錢一
萬，遣之。永行，三年喪畢。欲還主人，供其奴職。道逢一婦
人曰：「願為子妻。」遂與之俱。主人謂永曰：「以錢與君
矣。」永曰：「蒙君之惠，父喪收藏。永雖小人，必欲服勤致
力，以報厚德。」主曰：「婦人何能？」永曰：「能織。」主
曰：「必爾者，但令君婦為我織縑百疋。」於是永妻為主人家
織，十日而畢。女出門，謂永曰：「我，天之織女也。緣君至
孝，天帝令我助君償債耳。」語畢，凌空而去，不知所在。



校本經驗分享：〈董永賣身〉

文化知識，隨文而教：
1 鹿車載自隨
2 漢代倡孝，不能草草埋葬父母
3 守孝三年
4 自賣為奴
5 忠誠信實，守諾言

(良心小巷：我要回去當奴隸？我不要回去當奴隸？)
6 在漢代，女性對自己的婚姻有一定的選擇權
7 織縑百匹，漢制，一匹為長四丈，寬二尺二寸
8 孝感動天



校本經驗分享：〈董永賣身〉

情感教育：現代版第25孝―花布包母 (短片)

花布包母的主人翁丁祖伋示範了如何照顧年
來體弱的母親，讓我們思考與父親母親的關
係，回想父母親在我們年幼時如何照顧我們，
今天我們又如何報答？



校本經驗分享：〈董永賣身〉

延伸閱讀及布置課業
1 從親戚朋友或其他認識的人中選一位主角，
寫一篇〈孝的故
事〉。

2 利用網上資源自行閱讀〈二十四孝〉三則

（教師可事前圈畫

學習重點），下一節課抽問，解釋字詞句。



校本經驗分享：〈爸爸的花兒落了〉

學習目標
讓學生通過綜合運用不同的閱讀策略，感受和
鑒賞作品的思想感情，體會父親的愛，培養作
為子女應有的自律自強、勇於承擔的精神。



校本經驗分享：〈爸爸的花兒落了〉

教學策略引導學生掌握篇章的內容深意、題旨
與文化內涵：
情境教學策略
戲劇教學法



校本經驗分享：〈爸爸的花兒落了〉

傳統的父親形象—英子的爸爸是嚴父還是慈父？
戲劇習式：情境創作
二人一組，一人飾演「英子」，另一人飾演「爸爸」。二
人根據情境進行創作及演繹。

戲劇習式：二人定格、思路追蹤
同學二人一組，把爸爸為英子送夾襖和銅板到學校的情景，
創作定格。

分組討論：
文中的爸爸是個怎樣的人？



校本經驗分享：〈爸爸的花兒落了〉

花的象徵意義
花的象徵意義：
爸爸健康時，花開得燦爛
爸爸病危時，花成了對子女的鼓勵和關懷
爸爸去世時，花也凋謝了

文中多次寫花，花貫串了全篇文章：
以花開始，以花終結，首尾呼應。
開始用「我的襟上有一朵粉紅色的夾竹桃」引出爸爸生病住院，
最後用「爸爸的花兒落了」收結，回應前文，點出爸爸已經不
在人間。



校本經驗分享：〈爸爸的花兒落了〉

歌曲：送別
李叔同版本：
長亭外，古道邊，芳草碧連天，晚風拂柳笛聲殘，夕陽山外山。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一觚濁酒盡餘歡，今宵別夢寒。
林海音版本：
長亭外，古道邊，芳草碧連天。問君此去幾時來，來時莫徘徊。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人生難得是歡聚，惟有別離多。
電影「城南舊事」版本：
長亭外，古道邊，芳草碧連天，晚風拂柳笛聲殘，夕陽山外山。
天之涯，海之角，知交半零落。一觚濁酒盡餘歡，今宵別夢寒。
長亭外，古道邊，芳草碧連天，問君此去幾時來。來時莫徘徊。
天之涯，海之角，知交半零落。人生難得是歡聚，惟有別離多。



校本經驗分享：〈爸爸的花兒落了〉

孩子的成長
戲劇習式：良心小巷
二人一組，老師安排左邊的組別扮演天使，右
邊的組別扮演魔鬼。天使組要說出一個支持英
子去銀行闖練的理由，魔鬼組要說出一個英子
拒絕去銀行闖練的理由。
英子最後作出抉擇。



校本經驗分享：〈爸爸的花兒落了〉

延伸閱讀及布置課業
1 分組閱讀林海音的《城南舊事》，並安排日後
在課堂上分享。

2 談一談你對父愛的理解。（可以用一個關於父
親的故事，可以
用一首膾炙人口的歌，也可以用一首雋永的小

詩……）



校本經驗分享：〈秦陵兵馬俑〉

學習目標
讓學生通過綜合運用不同的閱讀策略，掌握作
品蘊含的文化知識和內涵，培養學生對中華文
化的認識、反思和認同。



校本經驗分享：〈秦陵兵馬俑〉

教學策略引導學生掌握篇章的內容深意、題旨
與文化內涵：
虛擬實境教學
戲劇教學法



校本經驗分享：〈秦陵兵馬俑〉

探索及認識中國傳統建築，由〈老區風景〉開
始，探討老區的保育到文化遺產的活化，從而
了解身處的社區內也有文化遺產，可以一起探
索。沙田區有王屋古屋及王屋村，利用虛擬實
境軟件考察王屋村及王屋古屋，探索沙田區的
歷史文化，認識上百年的古屋建築風貌，考察
新界鄉村的特色。



校本經驗分享：〈秦陵兵馬俑〉

由〈老區風景〉到〈故宮博物院〉，認識中國
的傳統建築特色：中軸線、左右對稱、前朝後
寢等。香港有鄧氏宗祠與故宮在建築上有相似
之處，可以利用虛擬實境眼鏡，觀看鄧氏宗祠
的影片，藉此培養學生對中華文化的認識、反
思和認同。

 探索故宮網站



校本經驗分享：〈秦陵兵馬俑〉

探索及認識中國傳統建築第三步曲：〈秦陵兵
馬俑〉，透過虛擬實境眼鏡觀看及認識秦陵兵
馬俑，感受中華文化的博大精深。



校本經驗分享：〈秦陵兵馬俑〉

觀察秦陵兵馬俑
以虛擬實境眼鏡觀看秦陵兵馬俑 (短片)

或登入全景網站觀看

用5分鐘着學生留意各兵馬俑的相貌、神態、姿勢等。
請學生用4字詞語談談對兵馬俑的感受。



校本經驗分享：〈秦陵兵馬俑〉

戲劇習式：定格
每組負責扮演其中一種陶俑：將軍俑、武士俑、
車士俑、跪射俑
1  將軍俑

體態 身高達一米九六
姿勢 巍然直立
表情 凝神沉思，表露出一種堅毅威武的

神情



校本經驗分享：〈秦陵兵馬俑〉

戲劇習式：定格
每組負責扮演其中一種陶俑：將軍俑、武士俑、
車士俑、跪射俑
2  武士俑

姿勢 頭微微抬起，兩眼直視前方
神態 意氣昂揚而又帶有幾分稚氣



校本經驗分享：〈秦陵兵馬俑〉

戲劇習式：定格
每組負責扮演其中一種陶俑：將軍俑、武士俑、
車士俑、跪射俑
3  車士俑

裝束 身披鐵甲
姿勢 右手拿長矛，左手按車



校本經驗分享：〈秦陵兵馬俑〉

戲劇習式：定格
每組負責扮演其中一種陶俑：將軍俑、武士俑、
車士俑、跪射俑
4  跪射俑

手勢 拉弓射箭
神情 聚精會神
姿態 緊張而又沉著的臨戰姿態



校本經驗分享：〈秦陵兵馬俑〉

小組討論：
1  你曾有過自豪感嗎？
2  甚麼時候？是甚麼事情讓你覺得自豪？
3  看到中國美麗的風光，博大精深的文化，你
有甚麼感受？
4  聽到他國友人對中國山川文物讚不絕口，你
是否與作者一樣感到自豪、光榮？



校本經驗分享：〈秦陵兵馬俑〉

延伸閱讀及布置課業
1 延伸閱讀：
文化淺談：中國傳統事死如生的觀念
比較閱讀：西安半坡遺址博物館

2 以讀帶寫
觀看香港中文大學孔子、孫中山、唐君毅的銅

像虛擬實境影片，仿照《秦陵兵馬俑》6-10段的
說明寫作手法，寫一篇300字的文章。



總結

第四章



總結

學習重點

中華文化學習範疇

透過學習材料，從

物質、制度、精神

三方面了解中華文

化的內容

《中國語文教育學習領域課程指引》 香港國家安全教育課程框架

學習元素

了解國家優秀的文化傳

統（例如物質、制度、

精神三方面）

學習元素

中華文化學習範疇

透過學習豐富的中

華文化項目，認識、

認同自己國家的文

化，建立文化自信



總結

運用不同的閱讀策略，讓學生進入

董永的內心世界，體會董永賣身葬

父的需要，從而了解中華文化的孝

道。

制度

漢倡厚葬 守孝三年

自賣為奴 婚姻自主

精神

宗教：孝感動天、織女下凡

倫理道德：賣身葬父，忠誠信實

〈董永賣身〉：透過學習材料，從制度、精神方面了解中華文化的內容



總結

爸爸的花兒

以花開始，以花終結

，首尾呼應。爸爸健

康時，花開得燦爛，

爸爸去世時，花也凋

謝了。

《送別》

《送別》除了是畢業

禮與老師及同學道別

，也是英子與爸爸的

道別，亦是與自己童

年的道別。

運用不同的閱讀策略，讓學生

進入作者的思想感情，培養自

律自強、勇於承擔的精神。

精神

文學：花的象徵意義

藝術：《送別》的象徵意義

傳統的父親形象、孩子的成長、

女兒對父親的懷念

〈爸爸的花兒落了〉：透過學習材料，從精神方面了解中華文化的內容



總結

01

02

03

04配合初中單元閱讀

教學〈老區風景〉，

透過虛擬實境考察

王屋村及王屋古屋，

探索沙田區的歷史

文化，認識上百年

的古屋建築風貌，

考察新界鄉村的特

色。

2017年

〈秦陵兵馬俑〉培

養學生對中華文化

的認識、反思和認

同。完成三個在初

中相同主題設計的

虛擬實境教案。

2019年

配合初中單元閱讀

教學〈故宮博物院〉

而設計的「鄧氏宗

祠」教案，延續了

「探索及認識中國

傳統建築」的主題。

2018年
虛擬實境課堂

探索及認識中國傳統建築：沙田王屋文化之旅

探索及認識中國傳統建築：鄧氏宗祠

探索及認識中國傳統建築：〈秦陵兵馬俑〉

中華文化學習範疇：透過學習材料，從物質方面了解中華文化的內容



感謝大家

五旬節林漢光中學 溫紹武老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