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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學中國語文課程領導：
「校本課程規劃」

學校經驗分享



初中課程理念

• 培養學習興趣

• 重視文化輸入

• 銜接高中課程



高中課程理念

• 以文化概念為單元主題，內容循序漸進，逐
漸深化。

• 主題分別為「人與學習」、「人與仁義」、
「人文情懷」、「 人與自然」及「人與責
任」。



單元主題 指定篇章 重點議題

人與學習
〈勸學〉

〈師說〉
個人修養

與學習態度
人與仁義

〈論仁、論孝、論君子〉

〈魚我所欲也〉

人文情懷
唐詩三首

宋詞三首 人對社會環境

的感受和態度
人與自然

〈始得西山宴遊記〉

〈逍遙遊〉

人與責任

〈六國論〉

〈出師表〉

〈廉頗藺相如列傳〉

〈岳陽樓記〉

人對家國

的責任和態度

個
人
、
社
會
環
境
、
家
國
情
懷



跳出課室，延伸閱讀，鼓勵自學
(配合課程主題的延伸閱讀計劃)

消化所學，實踐致用
(寫作、閱讀、綜合、說話)

核心知識 / 
閱讀篇章

校
本
課
程
建
構
知
識
的
層
次



學生學習難點︰

閱讀： 未能準確理解作品的深層意義。

寫作： 寫抒情文欠感受，寫論說文欠舉例及闡述。

學習態度： 不太重視中文科，亦不大願意寫筆記，容
易遺失老師派發的教材。



•單元所學為知識基礎，安排寫作課業時期望學生
能夠運用所學、積累所學。

•以經典篇章為切入，加強以讀帶寫的實踐。



人與仁義
指定篇章 〈論仁、論孝、論君子〉

〈魚我所欲也〉

選讀篇章 〈論貧富貴賤、論修身〉

《墨子‧兼愛上》、李密〈陳情表〉

莫言〈母親〉、陳冠中〈動物的權利〉、張曉

風〈從你美麗的流域〉

魯迅〈二十四孝圖〉

延伸閱讀 江佩珍《仁者無敵‧孟子》
蔡志忠《孔子紀行》
潘銘基《孔子的生活智慧》

課
程
理
念
及
規
劃
：
以
指
定
篇
章
作
為
切
入
點

寫作練習 「唐老師是我最敬愛的老師，他不喜歡說大道

理，從他平日待人接物我最敬愛，我體會到中

國文化可貴的一面。」根據以上一段描述，試

記述唐老師的言行，抒發你對他的感情。

一次令我明白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經

歷和體會。





學與教實踐理念

• 學生自主學習

• 增強自我效能

• 老師支援鼓勵

• 建立師友聯繫



初中文言小說改編



檢視學生學習情況：

• 學生甚少機會寫劇本，但對寫劇本感興趣。

• 對初中學生而言，要憑空創作劇本，難度頗高。

• 學生對文言文學習的興趣一般，理解不夠深入。



•讓學生把文言小說的情節，改編為劇本，希望提升學生學
習文言文的動機。

•文言小說已提供基本的情節，學生只要深入理解文言小說
內容，應有能力改編成劇本。

•舉辦小組研習工作坊，讓一部分學生改編文言小說為劇本，
再交給其他同學研讀和點評，希望一方面能有助學生深入
理解文言小說，另一方面則能營造學習氛圍。



1. 大班教學 (孔明借箭+人間有情)

2. 邀請學生參加小組研習：課題——文言小說改編現代劇本



3.研習小組導修第一課：講解怎樣改編文言小說

老師根據學生已學過的
《史記‧留侯世家》改
編為劇本，作示範。



講解改編的重點，然後請學
生試改，老師再給予點評。



4. 研習小組導修第二課：講解改編
注意事項

5. 研習小組合作改編劇本，老師和
同學點評，研習小組修訂

6. 研習小組製作分享簡報及預備討
論問題

7. 研習小組向其他同學分享學習成
果



• 學生感興趣，不論是研習小組的同學，還是點評
的同學，都享受學習的過程；

• 改編文言小說的過程，同時也是深入細讀文言小
說的過程；

• 通過比較不同體裁的草船借箭故事（小說、電影、
動漫)，學生對故事情節、人物性格有更深入的掌
握；

• 通過改編、點評的活動，學生更能掌握戲劇這種
文學體裁。



描寫抒情文教學



學生的學習難點：

• 學生寫作描寫抒情文，只運用了描寫的手法，未能針

對景物的特徵加以描寫，且欠缺深刻感受。

• 學生未能深入閱讀描寫抒情的作品，未能賞析作品的

內容美和形式美。



1.教授韓少功〈戈壁沙漠〉，與學生細讀文本，賞析其

中的用字遣詞和寫景技巧；

2.展示仿作段落示例，請學生課後參考網頁上更多示例

及寫作手法；

3.講解寫作描寫抒情文要注意的事項，讓學生掌握寫作

該文類的要求；

4.學生試寫其中一個段落，教師批閱、回饋，學生修改

後可寫入文章中。



從「描寫景物」及「說明景物/事物特點」兩方面，深入
剖析當中的寫作技巧。

通過變易，引
導學生賞析原
文。



集中細讀文本部分詞
句，讓學生思考當中
的遣詞用字與文章主
旨的關係。



並列「原文」及「仿作示例」，仿「白骨」為「泥黃色鋼
筋」，呼應提示中的「典型具有歷史氣息的事物」，讓學
生掌握如何取材。



要求學生仿作，提
供詞語參考。寫作
該段落後先由同學
略作點評，然後交
由教師批改。



1.課時有限，較難涵蓋太多內容；

2.我們嘗試設計網頁，上載學習材料，俾便學生課

後自學，既可以重溫課堂所學，亦有延伸學習材

料，照顧學生的學習差異，適合不同學習需要。



初中描寫抒情文
評量表

讓學生自評，
檢視自己的寫
作，培養學生
自主學習的能
力



1. 不少學生的取材相當獨特，這一點跟他們的識見有關。
不過，如果沒有適當的引導及模仿示例，學生難以將
所見所聞寫出來；

2. 仿作若過於拙劣，流於抄襲，須對學生加以指導，指
出仿作並非搬字過紙；

3. 能力稍高的學生在靈活模仿之餘，更能舉一反三，但
靈感依然是從模仿對象（優秀篇章）而來，所以材料
的選用，以及細讀賞析閱讀材料，對於學生非常重要。



初中論說文研習小組



學生學習難點：

• 初中學生撰寫論說文時，論點千篇一律，論據不足，論證
過程單薄。

• 只能從學生提交的功課上找問題，較難了解造成問題的成
因。

• 希望通過研習小組，了解學生處理論說文時常面對的問題，
並且希望學生可以就論題搜集一些有用的資料，製作個人
的語料庫，積學儲寶，並把語料庫分享給其他同學，營造
學習氛圍。



1. 中三議論文單元：最苦與最樂；作文：學習是快樂的，你同意嗎？

2.  鼓勵學生參加小組研習：構思寫作大綱，製作語料庫

3.  研習小組導修第一課：講解研習任務



4.研習小組導修第二課：學生匯報研習進度

第一稿出現了
學生寫作論說
文常見的問題：
論點、論據和
論證三者沒有
太大關係。

學生的第一稿

老師指出學生的問題



學生的
第二稿：

聽了老師的意見後寫作第二稿



學生的第三稿

學生的第二稿



老師再給予點評，請學生再修訂。

學生的第三稿



定
稿

立場 學習是快樂的。

論點
學習過程中可能有刻苦的時候，但會苦盡甘來，從玩味知識

中得到學習的樂趣」。

論據 學習中文的過程及其他知識的過程。

論證

以學習中文為例，雖然認識中文的文字語法是辛苦的，但如

能靈活運用中文知識，善用中文表情達意，如創作詩詞散文，

抒發感受，讓別人了解你的感受，這就是從活用所學知識的

過程中收穫快樂，也是學習的樂趣之一。

不單只是中文，學習任何東西都是這樣。例如學習武術，練

習基本功是辛苦的，紮好馬步，打好根基，從來不易。不過，

如能持之以恆，用心刻苦練習，循序漸進，有了堅實的基礎，

對我們學習不同類型的武學都是無往而不利的，到時候我們
就能夠在武術的海洋中遨遊。



• 小組同學每修改一稿，就是評估和學習的過程。通過歷程寫作，
他們了解自己在寫作論說文的不足，從而作出改善；

• 是次學習經歷，培養了小組同學在日後寫作時，會習慣自我檢視
自己所寫的文章，查找不足，加以修改；

• 學習經歷也培養了小組同學積儲語料的習慣；

• 學生欣賞小組同學製作的語料庫，並收藏妥當，之後做功課時，
就用來作參考資料。

• 部分學生效法小組同學，製作自己的語料庫，積學儲寶。



「學不可以已」
高中同學學習小組



學習小組設立緣起

• 疫情期間，網課大班課堂互動性低，難以掌握學生學習進
度，製作片段亦不能確保學生觀看，即使觀看也是單向方
式；

• 本年暑假正值疫情高峰期，中四升中五的學生足不出戶，
而且師生均開始適應網課；

• 學生初中已有組成學習小組共同學習的經驗；

• 故開始邀請個別學生參與網上形式的學習小組，學生表示
有興趣及願意每週出席方可參與；又開設WhatsApp群組，
方便溝通。



文化專題（一）：大學之道——《新亞學規》、
《新亞校歌》與《白鹿洞書院學規》

上述三文讀後感

文化專題（二）：世道與人生（上）——
王陽明「致良知」、〈正氣歌〉與《後漢書·黨錮列傳》

《人生之體驗．說人
間之善》讀後感

文化專題（三）：世道與人生（下）——
電影《大紅燈籠高高掛》解讀與個人分享

談〈祝福〉所示之
世道與人生

文化專題（四）：處困之道——儒家「義」、「命」觀 /

文化專題（五）：法家概要（上）與
《韓非子》故事個人分享

/

文化專題（五）：法家概要（下）
「經典歷史人物事蹟」

初稿

文化專題

閱讀《祝福》和觀賞《大紅燈籠高高掛》，在老師的點撥下，反思中國
傳統社會中女性的地位問題，同時深化對文本的理解。



積澱文化素養

延伸課業：〈祝福〉讀後感——談〈祝福〉所示之世道與人生

看到捐門檻贖罪的橋段，除了頓感如此習俗荒謬至極外，就只有一片
唏噓。她捐了門檻神起舒暢，眼光格外有神：這不是她本應就該要有
的嗎？贖罪這是何等畸形虛偽的說法？其罪何在？祥林嫂的一生只能
說是比人安排得「妥妥當當」，她從來沒有自己的選擇，只是在這一
個容不下她的社會間穿梭，如同行屍走肉罷了。這些放在她身上，甚
至是更多中國婦女身上的無形枷鎖，是誰的責任呢？

學生課業例子一



祥林嫂的遭遇，在封建時期的中國，可謂冰山一角。女性被物
化，任人擺佈，受男性的支配和擺佈，乃當其時社會的主流風
氣。從一個簡單的故事，能夠想像到當代所有的女性，不辭勞
苦，任勞任怨，卻受人蔑視的血淚和辛酸。

學生課業例子二



品德情意主題

1. 具備言行一致、表裡如一的真誠，重視信諾

閱讀材料：唐君毅《人生之體驗  說相信人》、《史記  刺客列傳》

2. 尊重自己，包括知恥、自愛、自重、不自欺

閱讀材料：顧炎武〈廉恥〉

3. 懂得自我節制，不沉溺物欲，情緒有節制

閱讀材料：黃維樑〈豐盛與簡樸〉、劉禹錫〈陋室銘〉

4. 懂得謙厚辭讓

閱讀材料：梁實秋〈禮貌〉、王力〈請客〉、楊絳〈隱身衣〉

各品德情意主題均設有閱讀材料。學生通過細讀作品，學習品德情意。





歷史人物 辛棄疾

時代背景 兩宋時代，靖康之難，内憂外患，金人侵佔，朝野萎靡，國勢動蕩。

生平重點
熱情洋溢，擔當要職，力主抗金，深得民心，屢勸朝廷，君主漠視，壯志難酬，遭受彈劾，

山林隱居，感情起伏，年紀老邁，報國無門，體弱多病，憂憤而死。

性格特點 憂國憂民 滿腔熱情 措置裕如

說明闡述 遭受貶官，仍為天下計 抱有收復中原，爲國捐軀之熱心 熱愛自然，淡泊閑靜

名句選輯

或

事蹟撮要

君莫舞。君不見、玉環飛燕

皆塵土。閒愁最苦。休去倚

危欄，斜陽正在，煙柳斷腸

處。

馬作的盧飛快，弓如霹靂弦驚。了卻君

王天下事，贏得生前身後名。可憐白髮

生！

憑誰問 廉頗老矣 尚能飯否？

明月別枝驚鵲，清風半夜鳴蟬。

稻花香裏說豐年，聽取蛙聲一

片。

閱讀辛詞後
製作歷史人物語料庫



學生的寫作

撫心自問，我們都是「拖延症」患者。尤其作為學生，面對沉悶繁
複的溫習，預備毫無頭緒的作文，解決一竅不通的數學題，我們總
會滿懷希望，相信「明天（做）會更好」。然而明日復明日，明日
又何其多呢？功課考試固有期限，但縱觀人生路程，你的每一個抉
擇，每一個行動，都沒有死線。唯獨生命本身是有死線的，只是我
們無以得知，或許過了今日，便沒有明日。辛棄疾雖年華老去，烈
士暮年，仍壯心不已，積極進取，願親力親為，為國奮戰。我們年
輕力壯，卻虛擲光陰，事事拖延，實在愧對古人! 



學習成果

• 小組同學通過閱讀不同的篇章，學習文化和品德情意，既增加了
閱讀量，擴闊閱讀面，也深化了對文化和品德情意的學習；

• 學生閱讀後，製作歷史人物語料庫，除為寫作積學儲寶外，也是
分析作品人物性格的過程；

• 文化和品德情意的學習，能深化學生對其他文本的理解；

• 雖然只是部分能力和態度較佳的學生組成學習小組，但能營造學
習氛圍，小組同學願意與其他同學分享學習成果。



總結

• 規劃的理念和實踐是以學生為本，學習活動是根據學生
的興趣、學習需要和學習難點而設計的；

• 善用網上平台，拓寬師生與生生交流的空間，鼓勵學生
自主學習，增強他們學習中文的自我效能；

• 重視培養學生的自學能力，老師不只是「知識的提供
者」，更是「學習的促進者」，期望學生掌握學習的方
法；

• 學習不局限於課室和課時之內，結合課內和課外的學習，
連繫語文學習和日常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