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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學中國語文科
課程詮釋及資源簡介



重視應用和實踐，
為未來升學或工
作做好準備

讓學生認識中華
文化，吸收優秀
的養份，承傳民
族文化；具備國
際視野和容納多
元文化的胸襟

思維能力是語
文運用的基礎；
能夠獨立分析
問題和解決問
題，發揮想像
和創意

語文是思想、文
化的載體，兼顧
思想、品德情意
的培育和文化薰
陶

培養善用「兩
文三語」的人
才；提高國際
上的競爭力，
促進與內地交
流和連繫 為學生學習各門

學問打好語文基
礎；具備終身學
習的能力

以學生為主體；
提供全方位的語
文學習環境，綜
合而多元化的學
習經歷

中國語文教育課程的基本理念

全面培養學生的

語文素養

兼顧語文的

工具性和人文性



透過文學的學習，
引導學生感受語
言文字和思想內
容之美，培養善
感的心靈，美化

人格

閱讀網絡資訊
的能力，能從
大量瞬息萬變、
良莠不齊的資
訊中篩選、整
合有用的資料



中國語文教育配合整體的教育發展方向，提升學生的語文素養，
為學生終身學習、生活和日後工作打好基礎。

(1) 提高讀寫聽說能力、思維能力、審美能力和自學能力

(2) 培養語文學習的興趣、良好的學習態度和習慣

(3) 培養審美情趣，陶冶性情

(4) 培養品德，加強對社群的責任感

(5) 體認中華文化，培養對國家、民族的感情

中國語文科 課程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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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語文教育 課程架構圖



中學中國語文 課程文件 （網上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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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語文教育學習領域課程指引
（小一至中六）（2017）

中國語文課程指引
（初中及高中）（2001）

中國語文課程及評估指引
（中四至中六）（2021更新）

中學中國語文建議學習重點
（2021更新）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curriculum-development/kla/chi-edu/curriculum-documents/CLEKLAG_2017_for_upload_final_R77.pdf


中學中國語文建議學習重點

內容

• 語文學習基礎知識

• 讀寫聽說各範疇的範圍、能
力、策略及興趣、態度、習
慣

• 學習範疇(包括讀寫聽說、文
學、中華文化、品德情意、
思維、語文自學)的學習目標
和重點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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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更新



• 不影響中國語文科的課程宗旨、理念和架
構，主要說明課程及評估的要點。

• 配合優化措施作修訂，包括刪減選修部分
和修訂公開評核。

• 重申課程讓學生加強文學和文言經典的學
習，培養必須具備的語文素養。

• 提醒須引導學生細讀文本，提升閱讀深
度，全面培養學生讀寫聽說能力。

• 與時並進，提升學生資訊素養；通過經典
篇章的學習，認識文化以及培養品德情
意，加強價值觀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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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學中國語文課程及評估指引 (中四至中六)

• 整合內容，精簡表述

• 優化措施，配合修訂

• 重申理念，聚焦強化

• 針對現況，特別提醒

• 與時並進，持續更新

2021年更新



因應：

• 本科的課程宗旨和發展方向

• 如何釋放學習空間以照顧學
生多樣性

• 提升學生的語文素養

• 配合社會未來人才的需要等
作多角度而全面的考慮

• 優化措施並不影響中國語文科的課程
宗旨、理念和架構，而是課程和考評
的聚焦、深化。

• 是次修訂既有優化的地方，亦有加強
的部分，希望學生通過語文學習，更
有效地培養必須具備的語文素養，為
學習各門學問奠定良好的語文基礎。

優化高中核心科目─中國語文科

考慮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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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化措施

課程 公開評核

融合高中課程必修和選修部分，
釋放課時，為學校提供更大彈性
和空間。

加強對閱讀的重視，在各學習階
段提供「建議篇章」，以進一步
提升學生的閱讀能力，豐富語文
積澱。

重組考卷
把卷三、卷四所考核的能力融入

其他卷別或校本評核

精簡校本評核
只保留「閱讀匯報」，把說話能

力的評估融入校本評核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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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經典 文化傳承
建議篇章 文道並重

加強文學文化的學習——增設建議篇章 強調文道並重

建議篇章 文道並重
學校課程檢討專責小組最後報告（2020）指出，身為中國人應懂得欣賞中華文化和中國文學，

並建議從小開始培養學生欣賞中國文學作品和文言經典，再於中學階段逐步加強有關方面的
培育。

教育局就此成立專責委員會，成員包括學者、前線中小學校長和教師，檢視如何在現有基礎
上，進一步加強中國文學和文言經典的學習。委員建議要多引導學生欣賞經典篇章和名著，並就
中小學課程的不同學習階段推薦適合學生程度（包括生活經驗、心智發展等）的文言經典作品，

幫助他們豐富語文積澱，培養品德情意和提升文化修養。
小學階段主要選取音節優美，琅琅上口的古詩文作為建議篇章，讓學生多誦讀，感受作品的

語言文字和思想內容之美。中學階段的建議篇章則作為學生閱讀輸入的核心部分，讓學生
透過熟讀精思，掌握篇中文學、文化內涵。教師可靈活運用富啓發性的教學方法，例如
遊戲、誦讀、講故事、匯報、討論、問答比賽等學習活動，或結合不同類型的視聽材料、網站、
應用程式、學習軟件等，引發同學學習經典作品的興趣，領略作品的情意。

我們建議學校在課程內逐步加入建議篇章，以豐富學習內容。學校可靈活地把篇章融
入課程，例如增設文言經典單元，或配合單元主題加入相關的篇章。早前我們亦與出版社會面，
歡迎出版社將建議篇章加入課本，設計多樣化的學習活動，以方便教師教學。教師宜善用這些作
品，引導學生欣賞當中優美的語言（如韻律、節奏）和生動的形象，以至深入欣賞篇章，體會作
者的用心，學習其中的思想內涵，掌握行文作法。至於非華語學生，教師可因應他們的語文能力
和興趣，在不同學習階段的建議篇章中靈活選取合適的材料。



建議篇章

中國語文課程為各學習階
段提供「建議篇章」，推薦
適合學生程度的文言經典作
品。

教師可按學校情況，靈
活地把「建議篇章」融入課
程，例如增設文言經典單元
或配合單元主題加入相關的篇
章。

20 20 25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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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學中國語文課程專責委員會（加強中國文學及文化）
成員包括大專學者、中小學校長及科主任

選篇原則
•接近學生生活經驗和心智發展，思想健康、積極；
•文質兼備，具藝術水平，可作典範，有助提升學生的語文及文學素養；
•內容豐贍，能配合中華文化、品德情意等範疇的學習，令學生有不同體會和
感悟；

•題材多樣化，能為不同能力、興趣的學生，提供更寬廣的學習空間；
•音節優美，琅琅上口，宜於朗讀，也適合背誦，有助聲入心通，豐富積儲；
•涵蓋不同朝代、不同體裁的作品，並優先考慮名家名篇。

教育局 > 課程發展 > 學習領域 > 中國語文教育
https://www.edb.gov.hk/tc/curriculum-development/kla/chi-edu/recommended-passages.html

建議篇章



1.論四端 (孟子)
2.大同與小康 (禮記)
3.愚公移山 (列子)
4.鄒忌諷齊王納諫 (戰國策)
5.古詩十九首兩首：
行行重行行 (佚名)
迢迢牽牛星

6.桃花源記 (陶淵明)
7.世說新語兩則：
荀巨伯遠看友人疾 (劉義慶)
管寧、華歆共園中鋤菜

8.木蘭詩 (佚 名)
9.送杜少府之任蜀州 (王勃)
10.兵車行 (杜甫)
11.詠鳥詩兩首：

燕詩 (白居易)
慈烏夜啼

12.陋室銘 (劉禹錫)
13.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時了) (李煜)
14.賣油翁 (歐陽修)
15.愛蓮說 (周敦頤)
16.傷仲永 (王安石)
17.水調歌頭並序（明月幾時有）(蘇軾)
18.滿江紅（怒髮衝冠） (岳飛)
19.天淨沙 秋思 (馬致遠)
20.岳飛之少年時代 (佚名)
21.楊修之死 (羅貫中)
22.賣柑者言 (劉基)
23.為學 (彭端淑)
24.貓捕雀 (薛福成)
25.習慣說 (劉蓉)

第三學習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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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12篇文憑試指定考核作品
篇目和數量維持不變

建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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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議篇章篇目
• 建議篇章配套資料
- 原文、賞析、誦讀錄音、書法欣賞
- 學習單元示例及學校示例

建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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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篇章配套資料，包括：
• 原文
• 賞析
• 誦讀錄音(粵語及普通話)
• 書法欣賞

第一至第四學習階段

建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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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冊
• 小遊戲
• 問與答

建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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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篇章

為配合中學中國語
文課程的實施，教育局課
程發展處邀請教師、學者
推薦適合中學生學習的材
料，同時參考香港歷屆課
程的建議篇章，中國內地、
台灣、香港、新加坡等地
的教材，再按課程「學習
材料選取原則」進行篩選，
供教師參考。

初中參考篇章

高中參考篇章

包括文言文及白話文：
• 初中約681篇
• 高中約373篇

中學中國語文科
教學資源舉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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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篇章

教育局 > 課程發展 >

學習領域 > 中國語文教育



• 提供「建議篇章」，推薦適
合學生程度的文言經典作品。

• 學校可靈活地把「建議篇章」
融入課程，例如增設文言經
典單元或配合單元主題加入
相關的篇章。

提供不同題材和類型的「參考篇
章」，包括文言和白話作品，以
拓寬學生的閱讀面，照顧學生的
學習需要。

1 國風 ·關雎 詩經
2 曹劌論戰 左傳
3 論仁、論孝、論君子 論語
4 魚我所欲也 (節錄) 孟子
5 逍遙遊 (節錄) 莊子
6 勸學 (節錄) 荀子
7 大學 (節錄) 禮記

8 廉頗藺相如列傳 (節錄) 司馬遷

9 出師表 諸葛亮
10 陳情表 李密
11 飲酒（其五）（結廬在人境） 陶潛
12 師說 韓愈
13 始得西山宴遊記 柳宗元
14 岳陽樓記 范仲淹
15 六國論 蘇洵
16 唐詩三首
•山居秋暝 王維
•月下獨酌（其一） 李白
•登樓 杜甫

17 宋詞三首
•念奴嬌赤壁懷古 (大江東去) 蘇軾
•聲聲慢秋情 (尋尋覓覓) 李清照
•青玉案元夕 (東風夜放花千樹)辛棄疾

18 元曲兩首
•四塊玉閒適 (南畝耕) 關漢卿
•沉醉東風漁父詞 白樸

19 滿井遊記 袁宏道
20 左忠毅公軼事 方苞

中學中國語文課程配套資源
學習材料

373篇

高
中

20篇

指定文言經
典學習材料

12篇

681篇

初
中

25篇 建議篇章
(文言作品)

參考篇章
(文言、白話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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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發展處中國語文教育組網頁
http://www.edb.gov.hk/cd/chi

課程文件

建議篇章

教學資源

中華經典名句

教師培訓

新

http://www.edb.gov.hk/cd/chi


中華經典名句

網上自學平台
文具套裝

地鐵、巴士站燈箱廣告
書法欣賞

WhatsApp 
Stickers

中華經典
名句專頁

資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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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本實踐經驗分享：
• 保良局蕭漢森小學
• 九龍真光中學

中華經典名句系列短片

推動文學文化學習——學校篇

資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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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
源

中學中國語文學習參考書籍目錄

初中：129本

高中參考書籍

✢ 作者簡介

✢ 內容大要

✢ 本書特色

✢ 活動舉隅

• 引發閱讀興趣
• 說話/寫作活動
• 思考討論

初中參考書籍

高中：140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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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文學、
文化學習

閱讀 閱讀活動

課程規劃

學校課程規劃
及教學示例資

源



資
源

《郁文華章—中華文化學與教資源套》(中學篇) 

文化集思

選篇分析

教學設計

篇章賞析誦讀示範

《積學與涵泳—中學古詩文誦讀材料選篇》



課程發展方向及教學示例簡介

26



27

中國語文教育 發展方向



• 強調語文素養，加強文學文化的學習

• 加強價值教育，重視品德情意的培育

• 提升閱讀深度，兼備文白篇章的學習

• 綜合不同範疇，培養讀寫聽說的能力

• 提升資訊素養，配合資訊科技的發展

• 加強課程規劃，設計均衡的校本課程

中學中國語文科 課程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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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調語文素養，加強文學文化的學習

• 語文是重要的交際工具，同時又是思想、文化的載體。中國語文教育需均衡兼顧語文
的工具性和人文性，全面培養學生的語文素養，以提高學生運用語文的能力，同時兼
顧思想、品德的培育和文化的薰陶。

• 學生通過語文學習，培養必須具備的語文素養。語文素養是指知識、能力、情感、態
度和價值觀等在語文方面的整體和綜合表現。

強調語文素養、文道並重

• 中國文學作品和文言經典更是中華文化的瑰寶，學習這些作品，有助學生培養品德情
意，提升文化修養。

• 課程提供「建議篇章」(包括公開考試的「指定考核作品」，見附錄)，推薦適合學生
程度的文言經典作品，作為他們閱讀輸入的核心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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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設建議篇章，加強文學和文言經典學習



加強價值教育，重視品德情意的培育

品德情意教育

• 品德情意教育可由感情激發到理性反思，以情引趣，以情促知，進而自我反省，並在道德
上自覺實踐。品德情意範疇的學習目標是：

(1) 培養道德認知、意識和判斷力，從而促進自省，培養道德情操；
(2) 陶冶性情，培養積極的人生態度；
(3) 加強對家庭、國家及世界的責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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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中華文化及品德情意的學習，加強價值觀教育：學生閱讀經典篇章，既可學習篇中
情理、認識中華文化，亦有助培養「堅毅」、「尊重他人」、「責任感」、「國民身份
認同」、「承擔精神」、「誠信」、「關愛」、「同理心」、「守法」和「勤勞」等價
值觀和態度。

價值觀教育



提升閱讀深度，兼備文白篇章的學習

深度閱讀

• 文字材料方面

具典範性、時代意義，可讀性高；文句通順，行文流暢；題材、體裁、風格多樣化；應包羅
古今中外，不同性質、不同領域的優質材料，包括文學經典、實用文字、翻譯著作、科普作
品等，以拓寬學生的閱讀面，提供豐富的語文養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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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與教資源的選取

• 細讀文本，提升閱讀深度

閱讀是語文學習的根本。教師要引導學生細讀文本，仔細精讀一些蘊含豐富文學、文化內涵
的經典作品，含英咀華，涵泳細味，體會意蘊，汲取養份，以提高語文素養。教師宜讓學生
連繫知識和生活經驗，誘發感悟，引導賞析，對文本作深度和多角度閱讀；或進一步結合多
元化的學習材料，以篇帶篇、以篇帶書，並有機地連繫各範疇的學習。



綜合不同範疇，培養讀寫聽說的能力

重視聽說

• 全面培養聽說的能力

聆聽、說話的能力在日常生活的應用上愈來愈重要，在語文學習上不可忽視。聽說能力的培
養可結合其他學習範疇一起進行，以增強教學效果。教師宜因應不同課題，靈活安排多樣化
的聽說活動，如故事講述、小組討論、個人匯報、朗讀、角色扮演，以培養學生聽說的能力、
興趣、態度和習慣。

32

• 均衡培養讀、寫、聽、說能力

讀寫聽說能力互有關連，在學習上可以互相促進，相輔相成。因此，在教學上，教師宜綜合
培養學生的讀寫聽說能力，以提高學與教的效果。



提升資訊素養，配合資訊科技的發展

• 在互聯網高速增長的年代，資訊泛濫，學生需在大量瞬息萬變、良莠不齊的資訊中篩選、
整合有用的資料，這方面的閱讀能力愈見重要。

• 善用資訊科技教育，提升學生資訊素養：資訊科技教育能促進語文學習，增加學習趣味，
亦能照顧學生不同的學習需要及風格……過程中教師仍需給予學生適切的指導，幫助學生
養成自主學習的能力和習慣，運用資訊科技的正確態度，從而提升他們的資訊素養。

資訊科技運用

33



34

加強課程規劃，設計均衡的校本課程

目錄 內容舉隅

第一章 概論
課程理念、課程宗旨、課程架
構、九個學習範疇

第二章 課程架構

第三章 課程規劃
課程規劃的主導原則

第四章 學與教
學與教的主導原則、策略舉隅；
評估規劃與實施，包括校內評
估及公開評核的主導原則第五章 評估

第六章 學與教資源 學與教資源的種類、選取與運
用，開發與管理



課程規劃主導原則

• 依據中央課程架構，發展校本課程

• 設計均衡的校本課程

• 靈活調整課程內容及善用不同課程資源

• 以文言經典作品作為學生閱讀輸入的核心部分

• 靈活組織單元，發展學生潛能和專長

• 透過中華文化及品德情意的學習，加強價值觀教育

• 善用資訊科技教育，提升學生資訊素養

• 推動從閱讀中學習

• 加強各學習階段的銜接

• 連繫本學習領域科目、其他學習領域或學科的學習



• 中學中國語文科課程中的文學文化及國家安全教育

• 高中中國語文科優化措施──課程及評估的規劃與實施

• 重讀經典：建議篇章賞析

• 實用寫作的規劃與教學分享

• 漫談經典作品中的文化藝術

• 箴言精選

• 以篇帶書──學校閱讀計劃經驗分享

• 粵語正音、朗讀與朗誦教學

• 如何在校園營造語文學習的氛圍

• 中學中國語文科課程詮釋及資源簡介

• 閱讀能力/寫作能力評核工作坊

• 善用資訊科技促進中國語文科及文學科的學與教

• 2022/23 種籽計劃分享會：在中學中國語文課程加強文學和中華文化學習

2022/23 教師專業發展課程（中學中國語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