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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本抽離式資優培育計劃屬於資優教育三層架構推行模式的第二

層教育服務。學校可以因應校內資源、教師專長和學生特質，為中

國語文科高能力／資優學生設計不同學習重點和內容的抽離式資優

培育計劃，甄選合適的學生參加，以進一步發展學生在中國語文科

的潛能。

教育局資優教育組參考《中國語文課程及評估指引（中四至中

六）》（2015年11月更新）及《中國文學課程及評估指引（中四

至中六）》（2015年11月更新），配合中國語文科資優學生的學

習特質和需要，設計了《獅子山下的筆跡─校本抽離式資優培

育計劃》教材套。此教材套旨在提升高能力／資優學生的閱讀、審

美、明辨（批判）性及創造性思考能力，增強人與人之間的溝通，

引起對生活和生命的體悟，並培養學生與人協作、解難、自主學習

的能力和態度，及提高學習語文的興趣和語文能力。

教師若想進一步了解校本資優培育計劃的內容及模式、高能

力／資優學生的特質及學習需要、鑑別及甄選高能力／資優學生的

程序和工具，可參考載於資優教育組網頁內的《校本資優培育課程

指引》，以便有系統地培育校內中國語文科高能力／資優學生，並

有效地甄選合適的學生參與抽離式資優培育計劃。

本組衷心感謝皇仁舊生會中學及路德會協同中學參與本協作計

劃。教師提供的寶貴意見，對修改及完善本教學示例甚有裨益。

本教學資源已上載本組網頁，歡迎教師參考、下載及使用。我

們將會繼續與教師共同發展不同的資優培育計劃示例及教學資源，

並上載本組網頁。如教育界同工對本抽離式資優培育計劃有任何意

見或建議，歡迎以郵寄、電話、傳真或電郵的方式與本組聯絡。

教育局課程發展處資優教育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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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語文科高能力／
資優學生的特質和培育策略

如何發掘和培育中國語文科高能力／資優學生？教師宜先認識他們的行為特質

和學習需要，才能有效地在一般課堂上或抽離式資優培育計劃中為他們設計合適的

學習內容和活動，以進一步提升他們的語文素養和能力。

一、中國語文科高能力／資優學生的行為特質

中國語文科高能力／資優學生的部分行為特質如下：

◇ 觀察能力強

◇ 富幽默感

◇ 喜愛閱讀

◇ 喜愛寫作

◇ 喜愛有關文字、文學和文化的活動

◇ 詞彙豐富

◇ 能準確地運用字詞表情達意

◇ 組織能力強，能有條理地表達個人的看法

◇ 富創造力，常常提出新奇的意念

◇ 能獨立地學習或探究感興趣的課題

教育局資優教育組參考中外有關資優教育的資料，綜合了中國語文科高能

力／資優學生的行為特質，編寫「中國語文科高能力／資優學生行為特質量表

（中學）」（附件一）。該量表涵蓋了中國語文科高能力／資優學生的共通行為

特質，可幫助教師初步觀察和了解高能力／資優學生的語文潛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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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培育中國語文科高能力／資優學生的策略

為了照顧中國語文科高能力／資優學生的學習需要，並發展他們的語文潛能，

教師可參考資優教育學者Joyce Van Tassel-Baska提出以下幾個培育語文資優學生的要

點：

◇ 提供豐富多樣的閱讀材料

◇ 提供充足的機會讓資優學生進行討論和分析

◇ 提供運用明辨（批判）性思考的機會，提升學生的分析和評鑑能力

◇ 提供分享的機會：與父母、師長及其他人分享閱讀的愉悅

◇ 培養學生的獨立能力，鼓勵自主學習

教師宜參考上述培育中國語文科高能力／資優學生的重點，透過日常課堂及抽

離式資優培育計劃，從教材、學與教過程及展示學生學習成果等方面，以照顧中國

語文科高能力／資優學生的學習需要，建議策略如下：

(1) 設計多元化的學習內容和活動 

教師宜根據中國語文科高能力／資優學生的特質來設計學習內容和活動，培

育和發展資優學生的語文潛能，提升他們的語文能力，並培養自主學習的能力和態

度，讓他們學得更深、更廣。中國語文科高能力／資優學生喜愛閱讀，並能活用字

詞，教師可鼓勵他們閱讀不同類型的讀物，拓寬閱讀面；培養審美情趣和能力。教

師亦應為資優學生提供多元化的創作機會，如創作詩歌或小說，讓他們發揮創意，

提升寫作和表達能力，建立獨特的創作風格。由於中國語文科高能力／資優學生的

語文表達和思維能力強，教師宜為他們安排演講、辯論及小組討論等活動，如利用

社會議題，引導學生搜集資料或進行訪談活動，並活用其他學習領域的知識，加以

組織和整理，鼓勵他們發表個人的見解。這些學習活動有助資優學生提高讀寫聽說

的能力及獨立思考、明辨（批判）思維、創造的能力，並培養好學精神、積極的態

度及正面價值觀及拓寬國際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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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選取合適的閱讀材料

閱讀是學習語文的不二法門，要提升中國語文科高能力／資優學生的語文水

平，必需從閱讀入手，讓他們吸收和積累語文養份，提升語文內涵。適合中國語文

科資優學生閱讀的作品大抵具備以下特點：詞彙豐富，內容較複雜和抽象，情節較

開放，這類作品有助訓練學生的明辨（批判）性及創造性思考能力。如內容包括有

待解決的難題，就更能在閱讀的過程中培養資優學生的解難能力；若作品的角色

具備資優特質，更可以成為資優學生的學習榜樣。教師宜根據校內中國語文科高能

力／資優學生的能力，選擇合適的閱讀材料，鼓勵資優學生大量閱讀，並引導他們

深入討論，感受作品的內容美和形式美，然後分析和評價作品的內容及藝術形式，

由感性轉向知性，在另一個層面上欣賞作品表情達意的精妙之處，同時提出創新的

意念和見解，引發創作的興趣，體味創作的樂趣。

(3) 營造開放的學習環境

為了促進高能力／資優學生深入討論，提升他們的明辨（批判）性、創造性、

獨立思考和解難的能力，教師宜營造開放又具挑戰性的學習環境，容許高能力／

資優學生有足夠的時間思考和表達意見。當資優學生提出個人的看法或創新的意念

時，教師宜給予支持和鼓勵，暫緩批判；教師宜接納學生的錯誤和失敗，不應強求

一致的標準答案，並鼓勵高能力／資優學生多參與、多討論，積極主動地搜集資料

和參與課堂活動，勇於嘗試，多表達自己的看法及學習接納別人的意見。

(4) 提供大量分析、評價和創作的機會

中國語文科高能力／資優學生領悟力強，學習速度快，語文能力高，他們往

往很快便能掌握文章內容及語文基礎知識。教師宜為他們提供更多分析和評價的機

會，如分析故事情節發展的邏輯，讓資優學生分析及評價人物的性格和行為；亦可

創設情境，為資優學生提供更多發揮創意的機會，鼓勵他們提出新奇的意念，如改

寫故事、創作對話及提出富創意的解難方法等。透過不同的學習活動，提升資優學

生的語文能力、明辨（批判）性、創造力以及解難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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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布置適切的評估活動

教師宜配合學習重點和中國語文科高能力／資優學生的特質，安排適切的進

展性和總結性評估活動。中國語文科高能力／資優學生語文能力高，領悟能力

強，常常能提出創新的意念，教師宜為他們設計富挑戰性的評估活動，並訂定適

切的能力指標。教師可依據評估活動所得的資料，檢視教學和評估成效，從而調

整、修訂教學和評估計劃。資優學生對自己的表現往往有一定的要求，部分資優

學生甚至有完美主義的傾向。教師可透過適時和適當的回饋，幫助學生發揮語文

潛能；亦可引入同儕互評，鼓勵資優學生彼此觀摩，提升資優學生的評鑑能力，

鼓勵他們相互砥礪，提升課業的質素。

(6) 提供展示學習成果的機會

展示中國語文科高能力／資優學生的學習成果能帶來正面的效果，建立他們

的信心，推動他們作進一步的探究，發展潛能。高能力／資優學生有不同的資優特

質、學習模式和興趣，為了照顧他們學習的多樣性，教師宜容許及鼓勵學生發揮創

意，以不同的形式展示學習成果。教師可安排在校園的語文教育角或利用其他語文

活動，展示學生的學習成果，一方面對高能力／資優學生的努力和學習經驗給予肯

定，另一方面藉此向校內其他學生推廣學習語文及文學的風氣，營造學習氣氛，提

升整體學生的語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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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特色及簡介

一、計劃目標

透過閱讀與評析香港文學作品和觀看相關的影音片段、搜集資料、分析及評鑑

文學篇章、自行研習及評賞文學作品、進行創作或探究，了解並發掘更多香港今昔

的地貌與人情。同時，讓學生感悟作者的情懷，同時提升資優學生的閱讀、寫作、

聆聽、說話和思考能力，並協助他們感受閱讀文學的愉快經驗，借此：

培養學生的審美情趣和能力；

提高學習語文的興趣和語文能力；

增強人與人之間的溝通、同感和同情，引起對生活和生命的體悟；

以及培養他們自主學習的態度與能力。

二、計劃特色

本資優培育計劃運用平行課程模式設計。平行課程模式是由Carol Ann Tomlinson, 
Sandra N. Kaplan, Joseph S. Renzulli 等六位學者在2000年於國際資優學生協會年會上

發表的，他們認為資優教育不應脫離普通教育的基礎，故希望藉由四個「平行」的

管道設計更多元化和更具挑戰性的課程，讓學生的潛能得以發揮，且滿足學生不斷

上升的智能需求。（Tomlinson，2008）。平行課程模式是由四個互相關連的課程

所組程，可單獨使用或合併使用。每個課程都有獨特的方法來組織內容、教學與學

習。當四個課程同步發展時，便能提供學習者豐富的學習經驗。

四個平行課程的內涵，簡述如下：

核心課程： 透過教授某學科／主題的本質與觀念原則，確保學生建立每個學

科／主題的知識基礎、內容及基本技能。

連結課程： 延伸核心課程的所學，並將這些知識／技能與不同時空、環境因素等

交互連結，幫助學生對已習得的知識／技能有更深入和全面的理解。

實務課程： 藉由與真實世界連結的情境問題，為學生提供實踐的機會，展現某

一學科／主題的專業知識，了解該學科領域的專家如何實踐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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幫助學生理解、使用、歸納、轉化所學。培養學生的解難能力、研

究能力、成為該領域的知識生產者。

認同課程： 配合學生個人的目標、興趣及能力，在學生對某一學科／主題增加

了解的同時，也增加對自我的理解，並認識到自己與該學科領域的

關聯性。幫助學生自我探索，尋找自我的性向，發現自己的興趣、

目標和優點，從而建立更好的自我。

本計劃的核心課程要求學生認識香港文學及作家，然後透過閱讀香港文學作

品，了解及體味香港今昔的社會生活情況；認識文學作品的地域色彩；感悟作者的

本土情懷；分析及評鑑文章的內容和藝術特色，從而掌握香港文學的特色及評賞的

方法。在連結課程部分，本計劃讓學生透過小說與影視作品的對讀，將在核心課程

所學習的知識／技能轉化到不同的媒體，並比較出小說與影視作品在表達手法及呈

現效果的異同。接著是學生在實務課程的發揮，他們根據自己的興趣和能力來發揮

創意，創作一篇具有香港特色的文章，或者以研究者的角度去探究一位香港作家，

讓學生實踐所學習並抒發領悟到的感受，並展示他們在本計劃的學習成果。最後是

認同課程，學生必須自行研習及評賞文學作品，表達個人看法與感受，藉此增強學

生對自己成長的地方─香港的歸屬感。

另外，本計劃各教節還提供延伸閱讀的書目或篇章，培養學生閱讀香港文學的興趣

和習慣，養成自主學習的能力和態度，讓中國語文科高能力／資優生學得更深、更廣。

三、對象

◇ 在中國語文方面表現優異、具備良好的閱讀及分析能力、對香港今昔情況感

興趣、喜歡觀察事物和創作的中四或中五學生。

 （需透過教師提名及甄選測試，甄選合適的學生參加。）

◇ 教師在參考及使用本教學資源時，可按校本課程、學生的特質和能力，加以

調適，靈活地安排在中學不同的級別使用。

四、學習成果

◇ 能聯繫生活經驗，體悟香港作家的本土情懷

◇ 能理解及分析相關文章的地域文化特徵及地方生活經驗

◇ 能賞析、評論文章的思想內容和藝術特色，並提出個人見解及分享共同的社

會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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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運用不同的寫作手法進行創作，並運用資訊科技的協助，表達個人對本土

文化認同的情志與關懷

五、課節

在一般課堂以外的時段進行，約9節（每節約1小時30分鐘）

六、學習重點及內容
教 學 重 點

1. 認識香港文學的定義、香港作

家及其作品。

1. 了解及體味香港今昔的社會生

活情況；

2. 認識作品的地域文化色彩；

3. 感悟作家的本土經驗和本土關

懷；

4. 賞析及評鑑文章的藝術技巧；

5. 認識作品與時代、社會、生活

的關係。

1. 鑑賞小說的思想感情和藝術手

法；

2. 分析、比較、欣賞及評價小說

及改編的影視作品的表達手法

和呈現效果；

3. 感悟作家和導演的本土經驗和

本土關懷；

4. 評論文學及影視作品與時代、

社會、生活的關係。

1. 從作家的角度觀察社會文化現

象／問題，並把相關議題融入

作品中，表達本土關懷；

2. 能夠運用不同的寫作手法及修辭

技巧創作具有本地色彩的文章。

或

1. 能夠從探究者的角度探究一位

香港作家所處的時代背景和成

長歷程；

2. 分析作品的寫作風格/特色；

3. 感悟作家所流露的香港情懷。

1. 評賞香港文學作品的本土特色及

寫作手法；

2. 感悟作家的本土經驗和本土關

懷；

3. 透過表達喜愛之情，讓學生探

索自我、發現興趣、目標和優

點，從而建立對香港的歸屬感。

教 學 活 動

1. 閱讀有關篇章

2. 小組討論

1. 閱讀主題相近的香港文

學作品

2. 教授主題相近的香港文

學作品

3. 小組討論：分組討論有

關工作紙的問題

1. 閱讀《對倒》（短篇）

2. 探討小說的內容與藝術

手法

3. 觀賞小說家族─《對

倒》及《花樣年華》（節

錄）

4. 小組討論：分析和比較

小說及改編的影視作品

的表達手法和效果。

1. 創作及朗讀自己的文

章，讓同學互評。

 

或

1. 同學匯報一位香港作家

的成長背景及分析其寫

作風格。

1. 學生自行挑選一篇香港

文學作品，然後評賞作

品的地域文化特徵、寫

作手法及說明喜愛／欣

賞的原因，並製作成讀

書報告／簡報／文字檔

與同學分享。

教 材 / 篇 章

鄭樹森《香港文學的界定》

盧瑋鑾《「南來作家」淺說》

《二房東太太》

《再見九龍塘》

《躺在床上看月亮》

《北角的上海情景》

《旺角浴德池》《過往》

《山頂纜車》《尖沙嘴鐘樓》

《寒夜．電車廠》《紫荊賦》

《白髮阿娥與皇帝》《過獅仔

山隧道》《非典型戰爭》

《對倒》(短篇)

香港電台小說家族─《對

倒》

電影《花樣年華》（節錄）

參考篇章：

《樓梯街》、《中午在鰂魚

涌》、《打錯了》、《一九九

七》、《香港之秋》、《重回深

水埗》、《居港三題》、《香港

的舊書市》、《懷舊十題》、

《我和我的電車》等

節數

1

1

1

1

1

2

1

１

核
心
課
程

連
結
課
程

實
務
課
程

認
同
課
程

9



推行建議

綜合兩所參與協作計劃的學校的經驗，我們建議教師在推行本資優培育計劃

時，需在不同的階段作出以下的準備：

一、推行計劃前

1. 安排有關的行政事宜及人力資源

要有效地推行本資優培育計劃，我們建議中國語文科科主任及負責任

教的教師與學校學務行政組及早商討及安排以下事項：

◇ 本計劃在課餘時間舉行，每星期上課一次，共9節，每節約一小時三十

分鐘。若學校可預早安排適當的上課時間，避免與其他課外活動或培

訓活動的推行時間重疊，將有助本計劃順利推行。

◇ 學校需儘量安排多於一位教師任教此課程。雖然參與該計劃的資優學

生不多於20人，但活動內容大多為分組活動，若有足夠的教師協助學

生討論，引導他們深入思考、商討演講的內容及辯論的策略，效果必

然更佳。同時，若有多於一位教師負責推展本計劃及參與課堂活動，

將有助學校日後靈活地調配資源，持續發展校本資優培育計劃及有系

統地培育中國語文科資優學生。

2. 甄選學生

參與協作計劃的學校均採用教師提名、參考學生的中國語文科學業成

績及甄選測試的表現，以甄選合適的學生參加是次資優培育計劃。個別參

與協作計劃的學校同時採用學生自薦的方法，鼓勵對香港文學及創作感興

趣的學生自薦參與是次計劃。

（有關甄選學生需注意的事項，請見本教學資源「甄選學生」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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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推行計劃期間

1. 照顧學生學習的多樣性

經過甄選程序選拔出來參與是次計劃的都是語文能力較高的學生，但

他們在已有知識、思維能力、創造力、個人的表達能力等方面都存有差

異。教師可考慮運用以下策略，以照顧學生的學習多樣性：

◇ 一般來說，一些貼近學生生活經驗的篇章較容易引起學生的興趣與共

鳴，適合用作閱讀材料。若學生熟悉或願意接觸及探討其他範疇的問

題，教師應鼓勵他們選擇感興趣的問題或範疇，搜集及整理相關的篇

章與資料，融會不同學習領域的知識，從多角度認識及探討有關的社

會議題或文化特質，擴闊個人的閱讀視野，豐富閱讀的經驗。

◇ 教師宜鼓勵能力較高或對閱讀感興趣的學生在課後進行延伸學習，多

閱讀已習作家的其他作品或不同作家的作品，觀看相關的影視片段，

分析、比較、評鑑作品的藝術手法與特色，以鞏固所學，提升個人的

理解、分析、審美與評鑑能力，從而建立資優生閱讀與自學的能力與

態度。

◇ 教師宜採用彈性分組和分層課業的策略，以照顧學生的學習多樣性，

如運用同質分組的方法，讓思維能力和表達能力相若的學生一起完成

切合他們學習需要的學習活動；或運用異質分組的方法，各組員具有

不同的能力和長處，學生各司其職，互相學習、切磋，以提升整體學

生的語文水平。

2. 營造開放的學習環境

本計劃旨在引導高能力／資優學生透過閱讀、分析和評價香港文學，

從而培養資優學生閱讀的習慣及提升其審美能力、創造力、明辨（批判）

性思維與語文水平，並對香港產生更強的歸屬感。為了達到預期的學習目

標，教師需營造開放的學習環境，鼓勵學生多參與、多討論，主動地發表

個人意見，積極閱讀更多的香港文學作品，及適當地評價同儕的表現，培

養勇於表達個人的看法及接納別人的意見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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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提供觀摩、評鑑和反思的機會

參與本資優培育計劃的高能力／資優學生語文水平高，喜愛閱讀和寫

作，他們在上課前應已搜集及閱讀有關的篇章與資料。在課堂上，教師宜

引導學生集中分析及評價的學習材料，提供充足的機會讓資優學生分享學

習成果和表達意見或創新的意念，並鼓勵他們互相觀摩、分析和評價，以

鞏固所學的知識和技巧，提升彼此的分析和評鑑能力。

4. 提供適切的回饋

教師宜設計富挑戰性的評估活動，並依據評估所得的資料，檢視教學

和評估成效，從而調整、修訂教學和評估計劃。資優學生對自己的表現往

往有一定的要求，部分高能力／資優學生甚至有完美主義的傾向。教師

可透過適時和適當的回饋，肯定學生的表現與能力，同時指出有待改善之

處，鼓勵學生精益求精，幫助高能力／資優學生展現語文潛能。

5. 提供足夠時間完成課業

本計劃要求學生搜集及閱讀與學習材料有關的背景資料、撰寫研習報

告或探究報告、創作文章，學生因此需要在課後時間進行相關的活動。教

師宜因應學校和學生的情況調整上課的日期和時間、或按實際需要增刪課

堂，或與學生商討匯報研習結果及朗讀創作作品的日期，讓學生有足夠的

時間準備及練習，以達到預期的學習目標。

三、 推行計劃後

1. 評估計劃的成效

教師可蒐集不同的資料進行評鑑，如教師觀察、學生作品、學生自

評、同儕評鑑、學生問卷、教師問卷、教師面談和學生面談等，為決策者

和教師提供憑證，以調適計劃的內容及實施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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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安排延伸學習機會

本計劃只有九節，旨在讓中國語文科高能力／資優學生認識及評鑑香

港文學，並嘗試進行探究與創作，提升其語文水平和增強思維能力。教

師宜為資優學生安排延伸的學習機會，如舉辦古典／現代文學進階培育

計劃、定期舉行寫作比賽或探究計劃等，為高能力／資優學生提供進深

和持續的培訓機會，使他們有效地運用所學的知識和技巧，發揮及展現

語文潛能。

3. 規劃校本資優教育

教師評估本計劃的成效及汲取經驗後，宜與學校學務及行政小組、中

國語文科科主任等商討日後推展校本資優培育計劃的方向和策略，為校內

中國語文科高能力／資優學生提供有系統的培育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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甄選學生

要有效地推行校本抽離式資優培育計劃，達到預期的學習目標，就必須甄選合

適的學生參加。教師需依照學校的情況、學生的特質和計劃的目標，使用不同的提

名方法和甄選工具，甄選合適的學生參加，以提高學與教的效能。

為了更準確地甄別合適的學生，學校應儘量避免使用單一的提名方法和甄選工

具。參與本資優培育計劃的兩所學校使用以下的提名方法和甄選工具：

◇ 學生校內中國語文科測考成績

◇ 教師觀察及提名

◇ 甄選測試

◇ 學生自薦

提名方法及甄選工具說明：

校內測考成績無疑能反映出學生學習語文的能力，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但測

考的內容和形式未必與將舉辦的抽離式資優培育計劃的目標相符，所以不宜作為單

一的甄選標準，應加上其他甄選工具，才能有效地甄選出合適的學生。

教師透過平日與學生接觸、觀察學生的表現及批改學生的習作，應已十分了解

有關學生的行為特質及語文能力。為了更有效地提名合適的學生，教師需要先了解

中國語文科高能力／資優學生的行為特質和本資優培育計劃的設計理念及內容，有

關中國語文科高能力／資優學生的行為特質，教師可參考「中國語文科高能力／資

優學生行為特質量表（中學）」（附件二）。學校更可邀請曾任教相關級別的教師

參與提名工作，增加提名工作的可信度。

教師同時亦可以向學生介紹是次培育計劃的學習重點和特色，鼓勵對本計劃有

興趣和具相關語文能力的學生填寫學生自薦表格（附件三）。透過上述表格，教師

能掌握學生的背景和資料，並了解學生希望參與本計劃的原因及對本計劃的期望，

有助甄選出合適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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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過往的經驗，如果按照資優培育計劃的內容、特色和學習重點設計甄選測

試，會更有效地甄別合適的學生參加相關的培育計劃。因此本計劃所使用的甄選測

試（附件四）是基於計劃的特色和學習目標而設計的。該評量要求學生以問答題的

形式來分析一篇文章，及創作一篇篇章，以評估學生的理解及寫作能力，是值得各

位老師參考和使用的甄選工具。

教師宜參考及使用以上的提名方法和甄選工具，參照校本情況加以調適，以切

合學校的實際情況和高能力／資優學生的特質。教師若想進一步了解甄選學生的方

法、程序和甄別資優學生／高能力學生的工具，可參考載於教育局資優教育組網頁

內「資優教育資源庫」的《校本資優培育課程指引》，以更有效地甄選合適的學生

參加相關的培育計劃，發展資優學生的潛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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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生 課 業 / 產 出

1. 備課：閱讀下一節的三篇文章。

2. 搜集香港昔日的居住環境或問

題的資料或圖片。

1. 寫作：觀看《謝安琪探訪劏房

家庭》，教師指示學生代入豪

仔的角度，寫作一篇短文，名

為《五樓的日子》，反映今日

香港人面對的住屋問題。（字

數約500字）

2. 備課：閱讀下一節的三篇文章。

1. 學習不同的寫作技巧，進一步修

改及潤飾於第二節創作的文章。

2. 搜集纜車、電車、尖沙咀鐘樓

的今昔面貌。

3. 備課：閱讀下一節的四篇文學

作品。

1. 備課：閱讀下一節的兩篇文章。

2. 蒐集香港不同時期的硬幣的圖

片。

3. 蒐集60至千禧年代的本港新聞

1. 備課：閱讀《對倒》(短篇)。

2. 蒐集寫作背景資料

1. 課餘挑選一篇香港文學作品，

然後評賞作品的地域文化特

徵、寫作手法及說明喜愛/欣賞

的原因，並寫成讀書報告或製

作簡報/文字檔，準備於第八節

與同學分享。

2. 觀看電影《花樣年華》（節錄）

教 學 重 點

香港文學概論

‧ 簡介計劃內容及課業要

求

‧ 香港文學的定義及其特

色─本土文化特徵

‧ 香港作家的分類及其作

品

今昔生活篇

‧ 認識今昔的居住環境

‧ 都市發展與個體關係

‧ 作家的本土關懷或對城

市問題/發展的關注

‧ 賞析作品的寫作手法和

語言特色

地貌人情篇

‧ 認識香港社區的今昔變化

‧ 認識都市文學的地域特色

‧ 感悟作者的情懷

‧ 探討作品的內容、主題

和藝術手法

地景藝文篇

‧ 分析作品的地域文化特徵

‧ 賞析作品的內涵和藝術

技巧

‧ 感悟作者的本土情懷

家國情懷篇

‧ 分析作品呈現的社會時

事問題

‧ 感悟作家的本土情懷

‧ 賞析作品的內涵和藝術

技巧

‧ 關心社會時事／文化現象

文學與影像篇

‧ 鑑賞小說的思想感情和

藝術手法

‧ 分析、比較、欣賞及評價

小說及改編的影視作品的

表達手法和呈現效果

‧ 感悟作家和導演的本土

經驗和本土關懷

‧ 評論文學及影視作品與時

代、社會、生活的關係

文 章 選 讀

鄭樹森

《香港文學的界定》

盧瑋鑾

《「南來作家」淺說》

黎海華

《城市節奏與香港散文》（節

錄）

華嘉《二房東太太》

鄧小宇《再見九龍塘》

王璞《躺在床上看月亮》

劉以鬯《北角的上海情景》

杜杜《旺角浴德池》

葛亮《過往》

舒巷城《山頂纜車》

劉以鬯《尖沙嘴鐘樓》

也斯《寒夜‧電車廠》

余光中《紫荊賦》

余光中《過獅子山隧道》

劉以鬯《非典型戰爭》

西西《白髮阿娥與皇帝》

劉以鬯《對倒》(短篇)

香港電台小說家族─《對

倒》

電影《花樣年華》(節錄)

節數

核
心
課
程

連
結
課
程

第

一

節

第

二

節

第

三

節

第

四

節

第

五

節

第

六

∣

七

節

教學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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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數

認
同
課
程

實
務
課
程

第

八

節

第

九

節

教 學 重 點

研習篇

‧ 與同學分享一篇喜愛／

欣賞的香港文學作品，

讓同學探索尋找自我的

性向與知識、發現興

趣、目標和優點。

創作篇／探討篇

‧ 學生向全班同學匯報自己

的創作／評論文章（宜附

上有關景物／事物的照

片及其他資料）。

或

‧ 學生以研究者的角度向

全班同學匯報探究一位

香港作家的成果。

文 章 選 讀

參考篇章：

《樓梯街》、《中午在鰂魚

涌》、《香港四題》、《港

灣外的浮標─詠香港》、

《漲》、《打錯了》、《一

九九七》、《香港之秋》、

《重回深水埗》、《居港三

題》、《香港的舊書市》、

《懷舊十題》、《山緣》、

《我和我的電車》等

學 生 課 業 / 產 出

1. 學生按成長的經驗和探究的興

趣，選擇香港社區/事物/社會現

象，撰寫一篇具有本土特色和

表達本土關懷的作品，形式不

限，詩歌或小說字數不限，散

文則不能少於600字。 或

2. 能夠探究一位香港作家所處的

時代背景和成長歷程，分析作

品的寫作風格/特色，並感悟作

家所流露的香港情懷。

1. 同儕互評及學生進一步修改自

己的作品。

2. 老師收集後進行批改及給予回

饋。

或

1. 探究一位香港作家的文字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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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本抽離式資優培育計劃

獅子山下的筆跡─核心課程

第一節  香港文學概念

學習重點：

1. 認識香港文學和作家的定義及其獨特性。

2. 初步認識一些香港作家及其作品。

3. 引發同學閱讀香港文學和作家的作品。

學習材料：

1. 鄭樹森《香港文學的界定》

 黃繼持、盧瑋鑾、鄭樹森：《追跡香港文學》，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8

年，頁53-55。

2. 盧瑋鑾《「南來作家」淺說》

 黃繼持、盧瑋鑾、鄭樹森：《追跡香港文學》，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8

年，頁113-124。

3. 黎海華《城市節奏與香港散文》(節錄)

 陳炳良編：《香港文學探賞》，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1991

年，89-91，112-117頁。

課前準備：

學生已於課前閱讀《香港文學的界定》和《「南來作家」淺說》。

教學流程：

教學步驟 (時間)

1. 簡介本計劃的

目的、內容及

習作

 (15分鐘)

教學活動 

教師簡介本計劃的目的、內容及習

作的要求：

1. 本計劃旨在引導學生藉閱讀、

賞析及評鑑不同時期的香港文

學作品；認識香港的社會及經

濟發展、地貌和人情，從中感

悟作者的情懷。藉此提升同學

的閱讀和寫作能力，並鼓勵同

學進行創作。

備註 / 資優教育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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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引入活動

 (25分鐘)

3. 香港文學的定

義

  (25分鐘)

2. 同學需於上課前仔細閱讀指定

篇章、搜集有關資料，並於課

堂上參與討論，積極發表個人

的見解，和尊重別人的看法。

3. 本計劃提供延伸閱讀材料，學

生可於課後進一步探究香港文

學發展和今昔的社會面貌，閱

讀不同作家的作品，並學習不

同的寫作手法。

4. 學生需根據個人的生活經驗，

以成長的經歷、居住的社區或

香港社會問題為題材，創作一

篇文章，形式不限（散文字數

不得少於600字），表現出個人

情懷及香港本土特色。

5. 學生可選擇以不同的形式進行

匯報，亦可配合照片及短片，

在第九節向同學展示學習成

果。
◆ 教師因應學生的特質及時間安

排，運用不同的引入活動，引

起學生的學習興趣。
◆ 教師以「接龍」形式，讓學生

說出他們所認識的香港作家。

說話的形式宜多樣化，可先說

出作品的一、兩句名句／說出

作品的人物／朗誦當中的片

段，然後再說說感受。
◆ 教師利用短片或其他教學資

源，引導學生透過閱讀文學作

品，探究作品所反映的香港地

貌與人情。

◆ 教師引導學生思考剛才同學提

及的作家／作品是否可以歸類

為香港作家／文學。

◆ 培養學生搜集和整理資料的能

力、自學能力和態度。
◆ 培養學生社交溝通技巧

◆ 培養學生自學能力

◆ 鼓勵學生從自身的經歷或耳聞

目睹的事情進行創作，抒發個

人的感受。
◆ 為資優學生提供抒發個人見解

和展示學習成果的機會。

◆ 鼓勵學生運用不同的媒體輔助

說話，並發揮創意。

◆ 本活動旨在引起學生探究香港

文學的興趣，並鼓勵學生閱讀

不同作家的作品。
◆ 教師可藉此了解學生對香港文

學的認識，以便跟進。
◆ 教師可選擇不同的資源，以引起

學生閱讀文學作品的興趣，並藉

此探究香港地貌與人情。教師可

考慮播放「香港文學行腳2012

」的片段或按學生對香港地區的

認識，播放不同的片段。
◆ （「香港文學行腳」由香港電台文教

組與康文署公共圖書館合辦，每兩年一

屆，透過尋覓作家筆下的地景蹤跡，認

識香港的發展和變遷，並藉閱讀文學作

品，經驗作家的創作經歷和感受作品中

的本土情懷。）

◆ 此部分沒有固定答案，教師運

用歸納式教學法引導學生思

考香港文學的特質：例如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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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認識香港作家

及其作品

 (20分鐘)

◆ 教師指示學生分組（約4人一

組），引導學生討論「香港文

學」／「香港作家」的定義：

． 作者必須是香港人嗎？

． 所謂的香港人又應如何界定？

． 作品必須在香港發表／出版

嗎？

． 作品內容是否必須直接與香港

有關呢？
◆ 教師邀請各組匯報討論結果，

鼓勵學生引用例子支持自己的

看法，並進一步討論有關的問

題。
◆ 教師利用簡報說明香港人口結

構的發展及特色，及對香港文

學／作家的定義的影響。
◆ 教師先釐清／定義「何謂文

學？」
◆ 接着播放短片，有關羅貴祥教

授對香港文學的定義的看法。
◆ 舉出具有本土特色的節錄篇章

內容輔以說明香港文學的特

點。
◆ 利用簡報舉出部分學者/作家對

「香港文學」/「香港作家」的

看法。
◆ 聯繫香港的發展歷史，認識早

期香港社會獨特的情況與香港

文學的關係。
◆ 教師引導學生參考學者的看

法，並提出個人見解。
◆ 教師總結：

 界定香港作家時，宜採取較寬

的看法。

 由於香港特殊的歷史背景和地

理位置，具有國際性和流動性

的特點，有時實在難以清晰地

界定香港文學和香港作家，這

特點正是香港文學的發展特色。
◆ 教師利用簡報簡單介紹香港作

家及其文學作品。

 選擇學生感興趣的作家或作

香港生活，以香港的社會／生

活／地貌/風土人情等為寫作題

材，表現出香港的文化特色及

城市生活面貌等。

◆ 教師可就學生的討論結果引導

他們更深入地思考和提出見

解。

◆ 讓學生對香港文學中本土色彩

有概略的認識，並感悟作品中

對香港展現的情懷。

◆ 鼓勵學生發表意見，培養明辨

（批判）性思考能力。

◆ 該部分旨在讓學生對香港文學

有概略的認識，並鼓勵他們在課

後閱讀不同體裁和題材的作品。

20



品，教師可播放介紹香港作

家／作品短片，例如也斯、西

西和《哀悼乳房》、飲江、李

碧華和《霸王別姬》、鍾曉

陽和《燃燒之後》等。http://
programme.rthk.hk/rthk/tv/pro-
gramme.php?name=tv/literature-
classics&d=2014-10-15&p=6408
&e=278085&m=episode

 （香港電台電視部在八九十年代推出了

「小說家族」系列，改編了近二十篇香

港長、中、短篇小說，其中包括劉以鬯

的〈對倒〉、西西的〈像我這樣的一個女

子〉、也斯的〈李大嬸的袋錶〉、鍾曉陽

的〈翠袖〉和李碧華的〈男燒衣〉。是次

活動是觀看片末部份，學者介紹有關作家

的寫作特色及其作品。）

◆ 請同學回家閱讀以下三篇香港

文學作品：

1. 華嘉《二房東太太》

2.  鄧小宇《再見九龍塘》

3.  王璞《躺在床上看月亮》
◆ 搜集香港昔日的居住環境或問

題的資料或圖片。 

5. 佈置課業

 (5分鐘)

◆ 教師可舉出一些作家或名篇，

讓學生認識香港文學的名篇和

作家，並引起他們閱讀和研習

的興趣。
◆ 可參考黃維樑(1988)《香港文

學初探》，香港：華漢文化事

業公司，頁18-24。
◆ 觀看「小說家族」，引發學生

自行觀看改篇的影視作品及閱

讀香港文學作品的興趣。

◆ 培養學生的自主學習能力
◆ 培養學生閱讀香港文學的興趣

延伸學習：

鼓勵能力較高及對該課題感興趣的學生在課後進一步探究有關課題：

1. 瀏覽「香港文學行腳」的網頁，尋覓作家筆下的地景蹤跡，認識香港社會的發展

和環境的變遷，藉閱讀文學作品，經歷作家的創作經歷和感受作家的本土關懷。

2. 觀看「小說家族」系列，透過影視作品引發同學閱讀香港文學作品的興趣，以

增進對香港文學的了解，培養閱讀香港文學作品的興趣和習慣。

閱讀相關書籍，進一步了解香港文學的發展情況，如：

1. 黃維樑：《香港文學初探》，香港：華漢文化事業公司，1988年。

2. 黃繼持、盧瑋鑾、鄭樹森：《追跡香港文學》，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8年。

3. 陳炳良編：《香港文學探賞》，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199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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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本抽離式資優培育計劃

獅子山下的筆跡─核心課程

第一節   香港文學概念   預習工作紙

姓名：  班別： （ ） 日期：

請在橫線上填上有關資料。

一、請寫出你認識的香港作家的名字。

  

二、請列出你閱讀過的香港作家／文學的作品名稱。

  

三、你喜歡哪一位香港作家或哪一篇香港文學作品？請說明原因。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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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本抽離式資優培育計劃

獅子山下的筆跡─核心課程

第一節   香港文學概念   預習工作紙

組員姓名：     日期：

試分組討論「香港文學」/「香港作家」的定義，並扼要地寫下你們的看法。 

作者必須是香港人嗎？為甚麼？

作品必須在香港出版嗎？

所謂的香港人又應如何界定？

作品內容是否必須直接與香港有

關呢？

香港文學/香港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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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 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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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 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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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 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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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 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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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 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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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本抽離式資優培育計劃

獅子山下的筆跡─核心課程

第二節  今昔生活篇

學習重點：

1. 認識作品與時代、社會、生活的關係

2. 體會作家的本土關懷或對城市問題／發展的關注

3. 賞析作品的思想內容與藝術手法

學習材料：

 華嘉《二房東太太》

 載於鄭樹森、黃繼持、盧瑋鑾編，《早期香港新文學作品選》（1927-1941

年），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1998年，頁108-110。

 鄧小宇《再見九龍塘》

 載於鄧小宇：《吃羅宋餐的日子》，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09

年，頁22-26。

 王璞《躺在床上看月亮》

 載於王璞：《小屋大夢》，香港：匯智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頁81-83。

課前準備：

 學生已於課前閱讀過三篇學習材料，並搜集香港昔日居住環境和問題的資料或

圖片。

教學流程：

教學步驟 (時間)

1. 溫故知新及簡

介文章背景

 （15分鐘）

教學活動 
◆ 學生回顧有關香港文學／作家

的定義。
◆ 閱讀分享：學生分享閱讀三篇

文章的初步感受／看法。
◆ 教師以板間房或當時居住情況

的圖片，或指示學生展示他們

搜集得來的資料，引起學生討

論，並推測當時香港人的生活

情況和心態。

備註 / 資優教育元素
◆ 重溫上一節課的學習內容，帶

出本節課的學習重點。

◆ 教師可參考鄭樹森、黃繼持、

盧瑋鑾（編）（1998）《早期香

港新文學作品選（1927-1941

年）》，香港：天地圖書有限

公司，頁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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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文章探究

 （50分鐘）

◆ 教師簡介三位作者背景資料。

◆ 分組活動：教師為學生分組(約

3人一組)。可以按照同學的意

願分發工作紙，讓同學完成所

喜歡的篇章的工作紙。

◆ 教師邀請不同的組別匯報討論

結果。

◆ 教師引導學生討論：

1. 這三篇文章提及當時社會

哪些方面的問題呢？

2. 承上題，這是一個普遍的

問題嗎？為什麼？

3. 為甚麼作者選擇這方面的

問題作為寫作的題材？

4. 三篇作品如何反映出香港

的地方色彩？

5. 這三篇作品反映都市發展

與個人有甚麼關係？

6. 二房東太太是一個怎樣的

人？現在仍有這類人物嗎？

7. 三篇文章各自運用了甚麼

寫作手法？又各自運用了

甚麼抒情手法？

8. 從三篇文章如何看出社區

的不同面貌／改變？你對

於這個改變有甚麼看法？

9. 三篇文章的內容能反映出

香港過去或現在的社會面

貌和問題嗎？試加以說

明。

10. 城市發展至今，住屋／居

住環境有甚麼改變？

◆ 引導學生思考作品與時代、社會

和生活的關係。

◆ 同質分組（把表示喜歡同一篇文

章的同學歸為一組）
◆ 培養學生的社交溝通技巧

 此活動旨在讓學生深入理解文章

內容、探究主題、認識今昔的居

住環境及學習不同的寫作手法。

（教師宜先與學生重溫一些常見

的寫作技巧，如人物描寫的手法

等。）
◆ 培養學生的社交溝通技巧
◆ 提供不同形式的機會讓高能力／

資優學生展示學習成果，展示他

們不同的潛能。
◆ 分層次提問
◆ 本活動旨在讓學生對文章的內容

和寫作手法有深刻的理解。
◆ 教師因應學生的匯報內容，引導

學生更深入地評鑑文章的內容及

寫作特色，鼓勵學生提出創新的

見解及修訂的建議，並認識作品

如何反映當時的社會情況。

◆ 培養學生的高層次思維

◆ 培養學生的社交溝通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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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你喜歡哪一個社區？為甚

麼？
◆ 教師總結：文學作品透過文字

來紀錄及呈現當時的生活面

貌，同時表達了個人的遭遇和

本土的關懷，累積起來就能表

現出社會的發展及變遷，是文

明社會的重要資產。
◆ 教師宜挑選一些合適的影音片

段，引導學生了解及探討今日

香港人面對的居住問題。如：

（《香港有飯開》謝安琪探訪

劏房家庭─貧富懸殊）

 h t t p s : / / w w w. y o u t u b e . c o m /
watch?v=StHtW3PxcVM

 （0:00-10:16）
◆ 教師引導學生發表他們對上述

片段的感受和看法。
◆ 寫作：教師指示學生代入豪仔的

角色，寫作一篇文章，名為《住

在五樓的日子》，反映今日香

港人面對的住屋問題。（字數約

500字，標點符號包括在內） 
◆ 備課：閱讀下一節三篇文章

1.《北角的上海情景》

2.《旺角浴德池》

3.《過往》

◆ 教師可考慮節錄《香港有飯

開》片段，或自由選擇合適的

影音片段。
◆ 活動旨在讓學生思考今昔香港

人居住環境的變化。
◆ 培養學生的社交溝通技巧

◆ 鼓勵學生發揮創意，為資優學

生提供創作及展示學習成果的

機會。

◆ 培養學生的自學能力和態度
◆ 培養學生閱讀香港文學的習慣

3. 進深探討

 （20分鐘）

4. 佈置課業

 （5分鐘）

延伸學習：

鼓勵能力較高及對該課題感興趣的學生在課後閱讀以下書籍，進一步認識香港昔日

的生活面貌和感受作者的情懷：

1. 辜健編（2004）：《香港記憶》，香港：文學世紀社有限公司。

2. 鄭樹森、黃繼持、盧瑋鑾編（1998）：《早期香港新文學作品選》（1927-

1941年），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

3. 盧瑋鑾（1983）：《香港的憂鬱─文人筆下的香港》（1925-1941），香

港：華風書局。

31



校本抽離式資優培育計劃

獅子山下的筆跡─核心課程

第二節  今昔生活篇  工作紙（一）

組員姓名：     日期：

一、 若果你是華嘉，你會如何應付二房東太太？為甚麼呢？請把與二房東太太的對

話內容先記錄下來，並說明原因，然後嘗試演繹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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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本抽離式資優培育計劃

獅子山下的筆跡─核心課程

第二節  今昔生活篇  工作紙（二）

組員姓名：     日期：

一、 假如你是鄧小宇，現在與孫兒居住在一起。有一天，你要帶孫兒到九龍塘一所

小學上學，沿途你跟孫兒分享九龍塘以前的所見所聞所感，你會說些甚麼？請

根據《再見九龍塘》的內容，把說話內容紀錄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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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本抽離式資優培育計劃

獅子山下的筆跡─核心課程

第二節  今昔生活篇  工作紙（三）

組員姓名：     日期：

一、 假設你是王璞，準備致電予朋友，向他說明新居的環境及搬家後的心情。請結

合《躺在床上看月亮》的內容，把說話內容寫下來，並嘗試演繹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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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 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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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 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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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 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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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本抽離式資優培育計劃

獅子山下的筆跡─核心課程

第三節  地貌人情篇

學習重點：

1. 認識香港社區的今昔變化

2. 認識都市文學的特色

3. 感悟作者的本土情懷

4. 探討作品的主題、內容和藝術手法

學習材料：

1. 劉以鬯《北角的上海情景》

 載於《香港作家》第伍期（2002年10月號），頁4。

2. 杜杜《旺角浴德池》

 載於《素葉文學》第46期（1993年9月），頁2-3。

3. 葛亮《過往》

 載於《城市文藝》第六卷，第１期（2011年4月），頁16-23。

課前準備：

 學生已於課前閱讀過以上三篇作品。

教學流程：

教學步驟 (時間)

1. 同儕互評

 （10分鐘）

2. 展示學習成果

 （10分鐘）

教學活動 
◆ 學生隨機分組（約4人一組），

運用評分紙互評，各組選出一篇

最佳作文，稍後向全班匯報。
◆ 教師邀請各組表現最佳的學生

向全班朗讀自己的文章。
◆ 教師評價學生的表現和總結他

們反映出有關豪仔的居住問

題，並引導學生評鑑同儕作

品，並從內容及藝術手法等不

同方面提出修訂的建議。
◆ 教師指示學生於課後時間修改

作品，並於稍後時間繳交，教

備註 / 資優教育元素
◆ 異質分組
◆ 培養學生的明辨（批判）性思維
◆ 此活動旨在提升學生的評鑑能力
◆ 為表現優異的學生提供展示學習

成果的機會，並作為示範之用。

38



師再加以批改及回饋。

 教師以舊香港的圖片，引起學生

討論有關香港舊時的情況／問

題。或者可以播放相片集《香港

舊貌》

 h t t p s : / / w w w. y o u t u b e . c o m /
watch?v=9XXdvHBCct0

 或者影片《香港Hong Kong 1961》
 h t t p s : / / w w w. y o u t u b e . c o m /

watch?v=ldYZaYQ8sdM
◆ 閱讀分享：請同學說說比較喜

歡哪一篇文章及原因。
◆ 教師簡介三位作者的背景資料。
◆ 分組活動：教師為學生分組（約

4人一組），全班共分4組。兩

組負責探究《北角的上海情景》

和《旺角浴德池》工作紙，另外

兩組負責探究《過往》工作紙。

◆ 教師邀請不同的組別匯報他們

的討論結果。
◆ 教師引導全班學生討論：

1. 三位作者的背景有甚麼共

通之處呢？屬於甚麼類別

的作家？

2. 承上題，他們書寫了甚麼共

通題材？顯示他們具備哪方

面的精神？這又表現出香港

文學／作家什麼特色？

《過往》：

3. 《過往》的作者對這個移

民城市有甚麼感情？有甚

麼具體例子可以說明？

4. 《過往》的結構有甚麼特

色？

◆ 引導學生思考作品與時代、社

會和生活的關係。
◆ 讓學生能較具體掌握文中所描

述的香港的情景。

◆ 同質分組（將喜歡《過往》的

同學歸入兩組，其餘的歸入另

外兩組）
◆ 培養學生的社交溝通技巧
◆ 此活動旨在讓學生深入理解文

章內容、探究主題、認識社區

今昔的變遷及學習不同的寫作

手法。
◆ 教師宜先與學生重溫一些常見

的寫作技巧，如抒情手法等。
◆ 培養學生的社交溝通技巧

◆ 歸納式教學法
◆ 培養學生的社交溝通技巧
◆ 教師因應學生的匯報內容，引

導學生更深入地評鑑文章的內

容及寫作特色，鼓勵學生提出

創新的見解及修訂的建議，並

認識作品如何反映社區的情況

與發展。

◆ 分層次提問
◆ 本活動旨在讓學生對文章的內容

和寫作手法有更深刻的理解。

◆ 培養學生的社交溝通技巧

3. 引入

 （10分鐘）

4. 文章探究

 （60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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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承上題，語言方面又有甚

麼特色？

6. 作者眼中的香港是一個怎

樣的城市？你認同嗎？為

甚麼？

《北角的上海情景》

7. 《北角的上海情景》究竟

是描寫哪個地方的情景？

與作者的背景有關係嗎？

8. 作者描寫了哪幾方面的情

景？

9. 選材方面有甚麼特色？為

甚麼選取這些題材？

10. 作者從中抒發了甚麼感

受？你能體會他的感受

嗎？為甚麼？

《旺角浴德池》

11. 同學平時去旺角的目的是

什麼？跟作者當年去旺角

的目的一樣嗎？這顯示旺

角是一處甚麼地方？

12. 你能歸納出作者描述了旺

角哪幾方面的情景嗎？

13. 承上題，作者在文中抒發

了甚麼感受？跟《北角的

上海情景》作者的感受一

樣嗎？試說明一下。

14. 作者運用什麼手法來抒發

感受？請加以說明。另

外，《北角的上海情景》

有運用到這種寫作手法嗎？

15. 有人說這三篇作品都屬於

都市文學／地誌書寫類

別，你能歸納出都市文

學／地誌書寫的特徵嗎？

◆ 教師總結：

 香港文學作品可以說是屬於都

市文學，它不是狹窄地書寫都

市面貌，而是具有都市本質的

內涵，主要圍繞城市發展的變

◆ 分層次提問

◆ 培養學生的社交溝通技巧

◆ 分層次提問

◆ 培養學生的高層次思維

◆ 培養學生的高層次思維

◆ 歸納式教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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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佈置課業

遷、矛盾及衝突，屬於城市文

化的一種。
◆ 備課：閱讀下一節四篇文章

1.《寒夜．電車廠》

2.《紫荊賦》

3.《山頂纜車》

4.《尖沙嘴鐘樓》
◆ 搜集有關電車、纜車、鐘樓的

歷史及洋紫荊的特點，每組負

責一個項目。

◆ 培養學生的分析及評鑑能力

◆ 培養閱讀香港文學作品的習慣
◆ 培養學生的自學能力和態度

延伸學習：

鼓勵能力較高及對該課題感興趣的學生在課後閱讀以下書本，進一步認識香港昔日

的生活面貌和感受作者的情懷：

1. 劉以鬯：《劉以鬯卷》，香港：天地圖書，2004年。

2. 葛亮：《阿德與史蒂夫》，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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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本抽離式資優培育計劃

獅子山下的筆跡─核心課程

第三節  地貌人情篇

《住在五樓的日子》評選表格

請先閱讀組員的作文，然後根據作文的內容、結構及遣詞造句，選出最佳的兩篇，並

寫出相關的評語。

 名次 姓  名 評  語

1.

2.

內容：

結構：

遣詞造句：

內容：

結構：

遣詞造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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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本抽離式資優培育計劃

獅子山下的筆跡─核心課程

第三節  地貌人情篇

組員姓名：     日期：

請根據《北角的上海情景》及《旺角浴德池》的內容，與組員進行討論，並完成下

表，然後向全班匯報討論結果。

地  點

時  間

描述的內容

描寫手法

抒情手法

以前的感覺

現在/後來

的感覺

主  題

《北角的上海情景》 《旺角浴德池》

1. ：

2. ：

3. ：

4. ：

1. ：

2. ：

43



校本抽離式資優培育計劃

獅子山下的筆跡─核心課程

第三節  地貌人情篇

組員姓名：     日期：

請根據《過往》的內容，與組員進行討論，並完成下表，然後向全班匯報討論結果。

作者移居香港的時間是 ，居港已 年，

屬於 作家。請找出作者在文中表達對香港這個移民城市的情感

的具體例子，然後歸納出作者對這個城市的感情。

流露出對香港的 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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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 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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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 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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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 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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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本抽離式資優培育計劃

獅子山下的筆跡─核心課程

第四節  地景藝文篇

學習重點：

1. 分析作品的地域文化色彩

2. 賞析作品的內涵和藝術技巧

3. 感悟作者的本土情懷

學習材料：

1. 舒巷城《山頂纜車》

 載於《舒巷城卷》，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1989年，頁273。

2. 余光中《紫荊賦》

 載於《香港詩歌選》，香港：飲水書室，1997年，頁119-120。

3. 劉以鬯《尖沙嘴鐘樓》

 載於《大公報 文學》第六Ｏ五期(2003年3月12日)。

4. 也斯《寒夜．電車廠》  

 載於《梁秉鈞卷》，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1989年，頁40-41。

課前準備：

 學生已於課前閱讀以上四篇學習材料。

 學生已於課前收集有關纜車、電車、鐘樓的歷史及紫荊花特質。

教學流程：

教學步驟 (時間)

1. 引入

 （15分鐘）

2. 文章探究

 （75分鐘）

教學活動 

閱讀分享：

請同學在四篇學習材料中，選出喜

愛的篇章，並說明原因，並帶感情

地朗讀出來。

同學分享已收集的資料。

教師簡介四位作者的背景資料。

分組活動：教師為學生分組（約4

人一組），全班共分4組。

兩組負責探究《山頂纜車》和《紫

備註 / 資優教育元素

◆ 引導學生思考作品的地方色彩

及與生活的關係。
◆ 照顧不同學習者的需要

◆ 同質分組（將特別喜歡《紫荊賦》或

《山頂纜車》的同學歸入同一組）

◆ 培養學生的社交溝通技巧
◆ 此活動旨在讓學生能較具體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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荊賦》工作紙，另外兩組負

責探究《尖沙嘴鐘樓》和《寒

夜．電車廠》工作紙。

教師邀請不同的組別匯報他們的討

論結果。

教師引導全班討論：

《山頂纜車》

1. 纜車和洋紫荊與香港有甚麼密

切的關係？

2. 作者選取這兩種具代表性的事

物來寫作，在選材方面顯示作

者具備香港作家哪種精神／特

質？

3.《山頂纜車》運用了甚麼寫作技

巧？表現出纜車哪些方面的特

質？

4. 詩人透過描述纜車抒發甚麼感

受？

5. 這屬於哪一類抒情手法？

6. 還有甚麼事物能抒發這種感

受？為甚麼？

《紫荊賦》

7. 你猜余光中為甚麼要創作《紫

荊賦》？

8. 你猜篇目哪一個字暗含了作者

的寫作動機？為甚麼？

 教師解釋「賦」的特質：賦，

古代文體名，本意指誦說，如

《漢書·藝文志》「不歌而誦

謂之賦。」

 後《毛詩序》把「賦」作為《詩

經》「六義」之一，解作鋪的

意思，指鋪陳言志的手法。

 賦在內容上著力「體物」，也

注意到「寫志」，即通過摹寫

事物來抒發情志。

9. 詩人首先仔細描繪甚麼？

10. 然後採用甚麼手法帶出紫荊

花？

11. 詩人最後抒發甚麼情感？屬於

握文中描述的景物的特質及寫

作手法。（教師可先與學生重

溫一些常見的寫作技巧，如抒

情手法等。）
◆ 歸納式教學法
◆ 培養學生的社交溝通技巧
◆ 老師視乎實際課時調節問題的

數目。
◆ 分層次提問

◆ 培養學生的創意思維

◆ 分層次提問

◆ 培養學生的高層次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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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一種抒情手法？

12. 作者在《紫荊賦》中抒發了甚

麼感情？作者居港時間只有10

年，為甚麼他對香港有這麼深

厚的感情？

13. 《山頂纜車》與《紫荊賦》的

語言特色有甚麼異同？

   

《尖沙嘴鐘樓》

14. 《尖沙嘴鐘樓》一文的基調是

甚麼？

15. 作者選擇甚麼素材配合這個氣

氛？

16. 透過這樣的描述，表現出尖沙

咀鐘樓與香港人／香港有甚麼

關係？

17. 你通常在甚麼時節／時候去尖

沙咀鐘樓或附近的地方？喜歡

這個地方嗎？為甚麼？

18. 作者自己對鐘樓有甚麼看法

呢？屬於哪種抒情手法？

19. 文中運用了哪些修辭技巧？

《寒夜．電車廠》

20. 電車又稱作甚麼？這個別號運

用了甚麼修辭技巧呢？

21. 詩人主要突出電車哪方面的特

點？詩歌如何表現出電車這方

面的特點？

22. 詩人透過描寫電車，抒發了甚

麼感受？

23. 這首詩歌運用了哪些修辭技巧？

24. 你認為透過影像，能同樣呈現

出電車在《寒夜．電車廠》中

的特質／效果嗎？觀賞影片後

再作討論。

影片欣賞：

http://vimeo.com/110073261

◆ 教師總結：香港文學之所以稱

為都市文學，除了內容有地誌

◆ 培養學生的高層次思維

◆ 歸納式教學法
◆ 分層次提問

◆ 分層次提問

◆ 比較文字與影像媒介的不同效

果。
◆ 觀片部分可以以朗讀詩歌作代

替，透過歌詠詩歌，感受詩歌

的韻律及語言美感，同時更深

入體會作者的思想感情。

◆ 教師因應學生的匯報內容，引

導學生更深入地評鑑文章的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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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寫外，還能夠呈現城市發展

及生活的變遷、矛盾和衝突。

幾位作家不約而同地描述香港

具代表性的事物，表達出這些

城市中的事物與城市／城市人

可能密切可能疏離的關係，有

些得到城市人的關注，有些則

被忽略。無論甚麼情況，它們

都是城市不可分割的部分，見

證著城市的發展與變遷，滄

桑與繁榮，迎送城市人的來與

去，歲月的見證人。

1. 備課：閱讀下一節三篇文章

 劉以鬯《非典型戰爭》

 西西《白髮阿娥與黃帝》

 余光中《紫荊賦》

2. 兩組同學搜集有關舊時錢幣的

資料／圖片，另外兩組按照預

習的指示，搜集60年代至近年

的本港重要新聞。

容及寫作特色，鼓勵學生提出

創新的見解及修訂的建議，並

認識作品如何反映社區的情

況。
◆ 培養學生的分析及評鑑能力

◆ 培養學生閱讀香港文學作品的

習慣

◆ 培養自學能力和態度
◆ 增加學生對不同時代的理解

3. 佈置課業

延伸學習：

1. 《舒巷城卷》，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1989年。

2. 《梁秉鈞卷》，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1989年。

3. 《劉以鬯卷》，香港：天地圖書，2004年。

4. 《紫荊賦》，台北：洪範書店有限公司，2008年。

參考資料：

1. 《舒巷城卷》，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1989年。

2. 《梁秉鈞卷》，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1989年。

3. 《劉以鬯卷》，香港：天地圖書，2004年。

4. 鳳凰網衛視：《梁文道：也斯的現代主義常被中國文壇忽略》

 http://phtv.ifeng.com/program/kjbfz/detail_2013_03/06/22807663_0.shtml
5. 頭條日報：《紅人熱事─駛過百年》，2014-0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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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

1. “Hongkong peak tram” 由 Filzstift -自己的作品。使用來自維基共享資源 - https://
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Hongkong_peak_tram.jpg#/media/File:Hongkong_
peak_tram.jpg 的創用CC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3.0條款授權。

2. “VictoriaPeakTram” 由 Ian and Wendy Sewell - http://www.ianandwendy.com/OtherTrips/
ChinaVietnamCambodia/China。使用來自維基共享資源 - http://commons.wikimedia.
org/wiki/File:VictoriaPeakTram.jpg#/media/File:VictoriaPeakTram.jpg的創用CC姓名標

示-相同方式分享3.0條款授權。

3. “HK PeakTram GreenCar” 由 Chong Fat - 自己的作品 (Self took photo)。使用來自維

基共享資源 - http://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HK_PeakTram_GreenCar.JPG#/
media/File:HK_PeakTram_GreenCar.JPG的公共領域條款授權。

4. “Bauhinia 2” 由 Chong Fat - 自己的作品 (Self took photo)。使用來自維基共享資源 - 
http://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Bauhinia_2.jpg#/media/File:Bauhinia_2.jpg的公

共領域條款授權。

5. “Bauhinia 4” 由 Chong Fat - 自己的作品 (Self took photo)。使用來自維基共享資源 - 
http://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Bauhinia_4.jpg#/media/File:Bauhinia_4.jpg的創

用CC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3.0條款授權。

6. “HK PeakTram GreenCar” 由 Chong Fat - 自己的作品 (Self took photo)。使用來自維

基共享資源  -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HK_PeakTram_GreenCar.JPG#/
media/File:HK_PeakTram_GreenCar.JPG 的公共領域條款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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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本抽離式資優培育計劃

獅子山下的筆跡─核心課程

第四節  地景藝文篇

組員姓名：     日期：

請根據《山頂纜車》及《紫荊賦》的內容，與組員進行討論，並完成下表，然後向全

班同學匯報討論結果。

文學體裁

時  間

地  點

景  物

外形／特點

寫作手法/

藝術特色

與城市人/

城市的關係

抒情手法

感  受

《山頂纜車》 《紫荊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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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本抽離式資優培育計劃

獅子山下的筆跡─核心課程

第四節  地景藝文篇

組員姓名：     日期：

請根據《尖沙嘴鐘樓》及《寒夜．電車》的內容，與組員進行討論，並完成下表，然

後向全班同學匯報討論結果。

文學體裁

景  物

外  形

寫作手法/

藝術特色

景物特點

與城市人 /

城市的關係

抒情手法

感  受

《尖沙嘴鐘樓》 《寒夜．電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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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 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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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 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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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 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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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 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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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本抽離式資優培育計劃

獅子山下的筆跡─核心課程

第五節  家國情懷篇

學習重點：

1. 分析作品呈現的社會時事問題

2. 感悟作家的本土情懷

3. 賞析作品的內涵和藝術技巧

4. 認識作品與時代、社會、生活的關係

5. 培養學生關心社會時事／文化現象

學習材料：

1. 西西《白髮阿娥與皇帝》

 《白髮阿娥及其他》，臺北：範洪書店有限公司，2006年，頁83-94。

2. 余光中《過獅子山隧道》

 《紫荊賦》，台北：洪範書店，1986年，頁111-113。

3. 劉以鬯《非典型戰爭》

 《大公報 文學》第六一二期(2003年4月30日)。

課前準備：

學生已於課前閱讀以上三篇作品，並搜集舊錢幣的圖片／資料及60至千禧年代本港

的重要新聞。

教學流程：

教學步驟 (時間)

1. 引入

 （10分鐘）

2. 文章探究

 （75分鐘）

教學活動 
◆ 2位組員分享「大事回顧」，並

於組內選出最關注的年代大事

（每個年代選一件）。

 另外2位組員分享搜集的錢幣圖

片／資料，大家觀察及討論一

下這些錢幣的特點。
◆ 教師簡介作者生平。
◆ 分組活動：教師為學生分組

（約4人一組），全班共分4

備註 / 資優教育元素
◆ 分享／展示自學成果

◆ 同質分組(將特別喜歡《白髮阿

娥與皇帝》歸為一組)
◆ 培養學生的社交溝通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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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2組探討《白髮阿娥與皇

帝》，另外2組探討《過獅子山

隧道》和《非典型戰爭》的寫

作特色，並完成工作紙。
◆ 教師邀請不同組別匯報討論結

果。

◆ 教師引導全班討論：

《非典型戰爭》：

1. 2003年，香港發生了一件大

事，請分享你所蒐集的資料或

個人的看法。

2. 作者以當時人人聞風色變的疫

症作為寫作題材，顯示他對香

港有甚麼感情？

3. 作者在文中如何具體表達對疫

症的擔憂？

4. 文章運用了甚麼寫作技巧？這

種寫作技巧有甚麼作用？

《過獅子山隧道》：

1. 大家對獅子山有甚麼認識？

2. 九七回歸對香港人來說是一件

怎樣的事情？你能明白當時香

港人的心情嗎？

3. 詩人運用豐富的想像力，將獅

子山地理位置的特點及其象徵

意義跟九七問題結合起來，寫

成《過獅子山隧道》，詩人如

何在詩歌中表達對九七回歸的

擔憂呢？

4. 從今日的角度回顧，你如何評

價詩人當時的擔憂？

影片欣賞：

http://app4.rthk.hk/special/rthkmem-
ory/details/awarded-prog/510  (5’00)

《白髮阿娥與皇帝》

1. 小說中提及哪些錢幣及特徵？

2. 作者安排不同時期的錢幣在小說

中出現，串聯出一個甚麼故事?

3. 貨幣與人們的生活有甚麼關係？

◆ 本活動讓學生能較具體掌握文

章中敘述的事件的具體內容。

◆ 分層次提問

◆ 認識作品與時代、社會、生活

的關係

◆ 分層次提問

◆ 培養學生的社交溝通技巧

◆ 培養學生的高層次思維

◆ 從不同媒體比較作品主題所呈

現的不同效果。

◆ 分層次提問
◆ 認識作品與時代、社會、生活

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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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這種選材的方法有甚麼好處？

5. 除了貨幣外，你能說出生活中

還有甚麼東西具備了小說中貨

幣所象徵的意思？

6. 這篇小說與同學平時閱讀的小

說有甚麼不同之處？你對於這

種創作手法有甚麼評價?

 《白髮阿娥與皇帝》的故事性

弱，沒有引人入勝的情節，反

而加入了歷史資料作為故事的

背景，並以錢幣的轉換交代主

角的經歷。

◆ 教師引導全班討論：

1.  三篇作品在選材方面有甚麼共

通之處？

2. 這種選材方法有甚麼好處？

 容易引起讀者的共鳴，令人產

生親切感，更能以小見大，反

映社會實況。

3. 你認為日常生活中還有甚麼物

件／事物可以用來象徵／表達

與社會時事有關的題材？

◆ 教師總結：

 作家以當下社會問題作為寫作

的題材，表達出本土關懷，同

時賦予作品歷史與時代意義。

生活不能脫離社會，文學作品

也不能與社會／現實脫節，作

家能利用具藝術性的手法呈現

社會面貌，記錄當下社會的情

況，提高作品的可讀性，並為

作品注入生命，充滿活力。

1. 閱讀《對倒》。

2. 蒐集有關《對倒》的寫作背景

資料。

◆ 培養學生的創意思維

◆ 培養學生的高層次思維

◆ 可以讓學生以小組討論形式進

行探討。

◆ 培養學生的高層次思維
◆ 本活動旨在讓學生對文章的主

題有更深刻的理解，並讓學生

探究作品與社會時事的關係。
◆ 教師視乎課堂時間調節問題的

數目。
◆ 教師視乎學生的匯報內容，引

導學生更深入地評鑑文章或影

視作品的內容，鼓勵學生提出

創新的見解及修訂的建議，並

認識作品如何反映時代的情況。

◆ 培養學生的分析及評鑑能力。

◆ 培養閱讀香港文學作品的習慣
◆ 培養自學能力和態度

3. 佈置課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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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學習：

1. 西西：《白髮阿娥》，香港：天地圖書，2004年。

2. 何福仁主編：《浮城1.2.3—西西小說新析》，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

司，2008年。

3.  劉以鬯：《劉以鬯卷》，香港：天地圖書，2014年。

4.  余光中，《紫荊賦》，臺北：洪範書店，1986年。

5. 梁秉鈞 譚國根 黃勁輝 黃淑賢編：《劉以鬯與香港現代主義》，香港：香港公開

大學出版社，2010年

參考資料：

1. 何福仁：〈經典﹕四十年尋找 西西〉，《明報》，2008年。

2. 何福仁主編：《浮城1.2.3—西西小說新析》，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

司，2008年。

3. 顧蕙倩：《臺灣現代詩的浪漫特質（修訂版）》，臺北：秀威資訊，2012年。

圖片來源：

“Lionrock”由Hk linus 來自 en.wikipedia.org。使用來自維基共享資源-https://commons.
wikimedia.org/wiki/File:Lionrock.jpg#/media/File:Lionrock.jpg的創用CC姓名標示-相同方

式分享3.0條款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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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本抽離式資優培育計劃

獅子山下的筆跡─核心課程

第五節  家國情懷篇  預習工作紙

姓名：  班別： （ ） 日期：

大事回顧

請搜集各個年代發生的大事，然後把有關資料填在橫線上或列印出來（圖片或文字

均可）。

 時 期 大 事 回 顧

  1.                                                 

 60年代 2.                                                   

  3.                                                   

  1.                                                   

 70年代 2.                                                   

  3.                                                   

  1.                                                 

 80年代 2.                                                   

  3.                                                   

  1.                                                 

 90年代 2.                                                   

  3.                                                   

  1.                                                 

 千禧年代 2.                                                   

  3.                                                   

  1.                                                 

 近年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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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港 的 歷 史 中 國 的 歷 史

校本抽離式資優培育計劃

獅子山下的筆跡─核心課程

第五節  家國情懷篇（一）

組員姓名：     日期：

請根據《白髮阿娥與皇帝》的內容，與組員進行討論，並完成下表，然後向全班同學

匯報討論結果。

白 髮 阿 娥 的 歷 史 英 國 的 歷 史

從小說可以讀到 以至 的歷史，顯示個人際遇與            

密不可分，所以作者不從史學家的角度來敘寫，反而把場景

設置在 ，通過日常使用的 的轉換，

反映 的變遷。

取材的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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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本抽離式資優培育計劃

獅子山下的筆跡─核心課程

第五節  家國情懷篇（二）

組員姓名：     日期：

請根據《非典型戰爭》及《過獅子山隧道》的內容，與組員進行討論，並完成下表，

然後向全班同學匯報討論結果。

1. 根據《非典型戰爭》的內容，作者有甚麼憂慮？

2. 作者如何表達對疫症的擔憂？

3. 文中運用了甚麼寫作技巧？

4. 根據《過獅子山隧道》的內容，詩人關注甚麼問題？請加以說明。

5. 詩人運用了甚麼寫作技巧？

6. 兩篇作品的取材有甚麼共通之處？

65



簡 報

66



簡 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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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 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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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 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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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本抽離式資優培育計劃

獅子山下的筆跡─連結課程

第六節  文學影像篇

學習重點：

1. 歸納小說的內容特點

2. 鑑賞小說的思想感情和藝術手法

3. 分析、比較、欣賞及評價小說及改編的影視作品的表達手法和呈現效果

4. 感悟作家和導演的本土經驗和本土關懷

5. 評論文學及影視作品與時代、社會、生活的關係

學習材料：

1. 劉以鬯《對倒》

 載於劉以鬯：《對倒》，香港：獲益出版有限公司，2013年，頁25-64。 

2. 香港電台《小說家族》第五集《對倒》，1987年。

 http://programme.rthk.hk/rthk/tv/programme.php?p=6408&d=2014-10-17&e=278741&m
=episod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3PYOrC-jWQ

課前準備：

 學生已於課前閱讀《對倒》，並搜集有關《對倒》寫作背景的資料。

教學流程：

教學步驟 (時間)

1. 引入

 （5分鐘）

2. 文章探究

 （45分鐘）

教學活動 
◆ 同學匯報《對倒》的寫作背景。

◆ 請學生分享閱讀《對倒》的

感受。
◆ 教師簡介作者的作品及評價。
◆ 教師講解與《對倒》相關的文

學概念：

 意識流一詞是心理學詞彙，指

的不是人的全部意識活動，而

是其中一種自由的、無自覺控

備註 / 資優教育元素
◆ 分享學習成果

◆ 教師可以檢視同學對小說內容

及寫作手法的掌握程度。
◆ 培養學生的分析及評鑑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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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的思維，他既無目的、也不須

連貫、絲毫不受自己意識的任何

束縛，是一種自由的流動。

 意識流文學泛指注重描繪人物

意識流動狀態的文學作品。

 「內心獨白」是依賴語言的意

識活動，「內心獨白」的主要

特徵為：內心、獨、白，即無

聲、無人以對、依賴語言，由

此看來「內心獨白」可歸納為

「無聲的語言意識」。

 「內心獨白」是敘述人物內心

的語言活動，而內心語言活動

恰恰是意識流的主要成分。

 意識流與內心獨白有部份重疊

的關係，與自由聯想式內心獨

白是包含的關係。就內涵而

論，內心獨白著重於「白」，

依賴語言的關係，而意識流著

重於「流」，即綿延不絕、自

由飄動。

◆ 教師小結：《對倒》是一篇意

識流小說，作者從全知的角

度，描寫了人物大量的內心獨

白，從而呈現出人物的內心世

界與性格特點。

◆ 分組活動：學生分組，約4人一

組，全班共分4組，每2組負責

一份相同的工作紙，分組探討

《對倒》的內容，並完成工作

紙（一），共2份。

◆ 教師邀請不同的組別匯報討論

結果。

◆ 教師引導全班討論：

1.《對倒》在情節方面跟一般小說

有甚麼不同之處？

2.  男主角有甚麼性格特點？

3.  女主角有甚麼性格特點？

◆ 培養學生的社交溝通技巧
◆ 此活動旨在讓學生深入理解小

說內容、探究主題及認識作品

與時代的關係。

◆ 分層次提問
◆ 讓學生能較具體掌握小說中描

述的人物的特質。
◆ 本活動旨在讓學生對小說的主

題有更深刻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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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小說的內容是如何構成「對

倒」的？

5. 小說的主題是甚麼？

6. 如果你是導演，你認為將《對

倒》搬上銀幕可行嗎？你會怎

樣改編？

7. 將《對倒》搬上銀幕需要考慮

甚麼因素？你估計會有甚麼限

制／困難？
◆ 觀賞影片「小說家族」—

《對倒》(1987)   

http://programme.rthk.hk/rthk/tv/pro-
gramme.php?p=6408&d=2014-10-17
&e=278741&m=episode
(21:17-45:00)
◆ 分組討論，每組討論其中一道

或兩道題目：

8. 劇集的故事背景與小說有甚麼

不同？

9. 劇集保留了原著哪些特色？

10. 人物塑造方面作了哪些改動？

估計作出修改的原因可能是甚

麼呢？

11. 劇集具備本土色彩與本地關懷

嗎？

◆ 教師小結：

 「小說家族」以單元劇形式改

編欠缺通俗劇公式的香港文學

作品，完全逆向電視劇的商業

思維。（許旭筠）

 香港電台希望透過「小說家

族」系列擴闊大眾對香港文學

的認識，從其選材也可見製作

盼能藉此加深市民對香港社會

及歷史的了解⋯⋯給觀眾展現

一個時代的香港都市風景，於

香港文學有著莫大意義，其志

實在可嘉。（許旭筠）

◆ 教師總結：

 讀過《對倒》之後，同學對

◆ 培養學生的高層次思維

◆ 培養學生的高層次思維
◆ 教師可視乎課堂時間而調節問

題的數目。

◆ 比較文字與影像媒介所呈現出

來的不同效果。

◆ 培養學生的社交溝通技巧
◆ 教師亦可利用工作紙（二）輔

助同學進行討論。不同組別討

論的題目中有一條與其他組別

相同，同學可藉此進行互補。
◆ 培養學生的高層次思維
◆ 教師視乎課堂時間調節問題的

數目。

◆ 教師因應學生的匯報內容，引

導學生更深入地評鑑文章或影

視作品的內容，鼓勵學生提出

創新的見解及修訂的建議，並

認識作品如何反映時代的情

況。
◆ 培養學生的分析及評鑑能力

3.  影片賞析

 （40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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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的內容有自己的想像與理

解，然後觀看影視作品，並加

以對照，能比較出兩者的分別

並分析背後的原因，從而評賞

文學作品以不同媒體所呈現的

面貌及表達的主題的異同。

 事實上，不少影視作品都是小

說改編過來的，課程安排同學

學習這種對讀方式，乃為增強

同學對文本及有關影視作品的

理解、分析和評鑑的能力。

1. 觀看電影《花樣年華》。

2. 挑選一篇香港文學作品，然後

評賞作品的地域文化特徵、寫

作手法及說明喜愛／欣賞的原

因，並寫成讀書報告或製作簡

報／文字檔，準備於第八節與

同學分享。

◆ 培養學生閱讀香港文學作品的

習慣
◆ 培養學生的自學能力和態度

4. 佈置課業

延伸學習：

1. 劉以鬯：《劉以鬯卷》，香港：天地圖書，2004年。

2. 劉以鬯：《對倒》，香港：獲益出版有限公司，2013年，頁21。

3. 黃淑嫻：《香港影像書寫　作家、電影與改編》，香港：香港公開大學出版

社，2013年。

4. 梁秉鈞 黃淑嫻 沈海燕 鄭政恆編：《香港文學與電影》，香港：香港公開大學出

版社，2012年。

參考資料：

1. 梁秉鈞 譚國根 黃勁輝 黃淑嫻編：《劉以鬯與香港現代主義》，香港：香港公開

大學出版社，2010年。

2. 劉以鬯：〈序〉，《對倒》，香港：獲益出版有限公司，2013年，頁21。

3. 王晉民《論劉以鬯的新小說》（節錄），《對倒》，香港：獲益出版事業有限

公司，305頁。

4. 也斯：《文學與電影》<五六十年代文學作品與改編的電影>

5. 許旭筠：〈限制、協商與創新：論香港電台八、九Ｏ年代的 「小說家族」影視

文學改編〉

73



校本抽離式資優培育計劃

獅子山下的筆跡─連結課程

第六節  文學影像篇  工作紙（一）

組員姓名：     日期：

請根據《對倒》的內容，自行完成第1題後跟組員分享個人看法；然後與組員討論第

2-3題，並向全班同學匯報討論結果。

1. 你會用一個甚麼形容詞來形容《對倒》的故事內容？

為甚麼呢？

2. 《對倒》在內容及形式上跟一般的小說有甚麼不同之處？

3. 小說中的男女主角各有甚麼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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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本抽離式資優培育計劃

獅子山下的筆跡─連結課程

第六節  文學影像篇  工作紙（一）

組員姓名：     日期：

請根據《對倒》的內容，自行完成第1題後跟組員分享個人看法；然後與組員討論第

2-3題，並向全班同學匯報討論結果。

1. 你會用一個甚麼形容詞來形容《對倒》的故事內容？

為甚麼呢？

2. 從小說的內容，你認識了香港哪一個年代？

當時的社會面貌／生活情況是怎樣的？

3. 若果把《對倒》改編成劇集／影片，你認為合適嗎？

為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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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本抽離式資優培育計劃

獅子山下的筆跡─連結課程

第六節  文學影像篇（二）

組員姓名：     日期：

請將「小說家族」改編的《對倒》與小說作比較，然後與組員討論以下問題，最後向

全班同學匯報討論結果。

1. 劇集《對倒》提及哪些社會議題／問題？影片中又出現過哪些歌星？這反映劇集

《對倒》的故事背景與小說有甚麼不同？

2. 劇集在內容及結構方面保留了原著哪些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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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本抽離式資優培育計劃

獅子山下的筆跡─連結課程

第六節  文學影像篇（二）

組員姓名：     日期：

請將「小說家族」改編的《對倒》與小說作比較，然後與組員討論以下問題，最後向

全班同學匯報討論結果。

1. 劇集在內容及結構方面保留了原著哪些特色？

2. 劇集在人物塑造方面作出了哪些改動？你推測作出修改的原因是甚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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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本抽離式資優培育計劃

獅子山下的筆跡─連結課程

第六節  文學影像篇（二）

組員姓名：     日期：

請將「小說家族」改編的《對倒》與小說作比較，然後與組員討論以下問題，最後向

全班同學匯報討論結果。

1. 劇集在人物塑造方面作出了哪些改動？你推測作出修改的原因是甚麼呢？

2. 劇集中男女主角的相遇與小說的情節有何不同？為甚麼需要作出這個改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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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本抽離式資優培育計劃

獅子山下的筆跡─連結課程

第六節  文學影像篇（二）

組員姓名：     日期：

請將「小說家族」改編的《對倒》與小說作比較，然後與組員討論以下問題，最後向

全班同學匯報討論結果。

1. 劇集《對倒》提及哪些社會議題／問題？影片中又出現過哪些歌星？這反映劇集

《對倒》的故事背景與小說有甚麼不同？

2. 劇集具備本土色彩與本地關懷的精神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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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本抽離式資優培育計劃

獅子山下的筆跡─連結課程

第七節 文學影像篇

學習重點：

1. 評賞小說的思想感情和藝術手法

2. 分析、比較、欣賞及評價小說與改編影視作品的表達手法和呈現效果

3. 感悟作家和導演的本土經驗和本土關懷

4. 評論文學及影視作品與時代、社會、生活的關係

學習材料：

1. 劉以鬯《對倒》（短篇）

 載於劉以鬯：《對倒》，香港：獲益出版有限公司，2013年，頁25-64。

2. 王家衛《花樣年華》

課前準備：

 學生已於課前閱讀《對倒》（短篇），並觀看《花樣年華》。

教學流程：

教學步驟 (時間)

1. 引入

 （5分鐘）

2. 文章探究

 （20分鐘）

教學活動 
◆ 同學分享觀看《花樣年華》的感

受。
◆ 分組活動：教師為學生分組（約

4人一組），全班共分4組，分

組探討《對倒》的結構及語言特

色，並完成工作紙（每兩組完成

相同的一份，共有兩份）。

◆ 教師邀請不同的組別匯報討論結

果。

◆ 教師引導全班討論：

1. 《對倒》在結構方面有甚麼

過人之處／特色？

 故事結構是雙線平衡發展，但是

情節卻很簡單。

備註 / 資優教育元素
◆ 培養學生的社交溝通技巧

◆ 培養學生的社交溝通技巧

◆ 歸納式教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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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線平衡發展是為了交代兩個對

比強烈的故事，一個是從上海來

的異鄉人，喜歡緬懷過去；一個

是香港土生土長的少女，經常憧

憬未來。兩人在街上亂逛，看見

很多相同事物，卻引起不同的聯

想，是回憶與幻想的交錯，也是

兩代人不同心態的強烈對比。

2. 如果將《對倒》改編成一個

愛情故事，並且搬上大銀

幕，可行嗎？你認為應該考

慮甚麼因素？
◆ 影片欣賞：

 引導同學思考王家衛導演如何將

《對倒》套用到影像世界。

 （0:00 - 22:45／30:14 及 1:07-

1:18:40）

3. 大家討論一下電影最後的字

幕為甚麼會打出「特別鳴謝

劉以鬯」呢？

◆ 教師小結：選取主題不一定指故

事內容，可以是敘事方式，關注

對象等。

◆ 教師引導全班討論：

4.《對倒》有大量重複或重疊

的句式，大家嘗試在文本中

找出來，並用螢光筆作記

號。

5. 這種寫作技巧對塑造主角的

形象或情節的推展發揮了甚

麼作用？

 把故事人物放置在一個瑣碎及劃

一化的空間，凸顯主角無聊、消

極的特點。

 在情節推展方面，重複可以造成

不同的節奏效果，使《對倒》讀

來有別於一般的小說。

6. 這種寫作技巧如何呈現在大

銀幕上，並融入愛情故事裏

面？你認為能配合《花樣年

◆ 培養學生的高層次思維

◆ 視乎課堂時間決定觀看影片的

長度。
◆ 本教節所選取的片段都是王家

衛採用平行結構拍攝的部分。
◆ 培養學生的社交溝通技巧

◆ 分層次提問

◆ 讓學生能較具體掌握小說中描

述的人物的特質。

◆ 讓學生能較具體掌握電影的主

題。

3. 影片欣賞與

分析

 （60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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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旨在讓學生探究影視作品的主

題及認識作品與時代的關係。
◆ 培養學生的高層次思維
◆ 本活動旨在讓學生對改編的影

視作品有更深刻的理解，並比

較文字與影像媒介所呈現出來

相同／不同的效果。
◆ 教師因應學生的討論，引導學

生更深入地評鑑文章或影視作

品的內容，鼓勵學生提出創新

的見解及修訂的建議，並認識

作品如何反映社會、時代、生

活的情況。

◆ 培養學生的分析及評鑑能力

華》的主題嗎？你認為運

用得宜嗎？

7.《花樣年華》運用這種重

複／重疊的技巧來表現電

影主題外，你認為在電影

中還能發揮甚麼作用？

8. 歸納同學們討論的內容，你

對原著與改編這個概念有

甚麼新的想法／發現嗎？

◆ 教師小結：《花樣年華》只取

材自《對倒》的意念，就是平

衡式的敘事結構及意識流的表

現方式。

 「取材」：

 《國語辭典》：「選擇材料」，

即從原著中吸取養分，利用現成

的材料重新創作。

 《對倒》對淳于白和亞杏的

描述是每人各佔一節，只有到

24-30節兩條線索才交叉在一

起，31節又馬上分開了；還有

第40節亞杏出現在淳于白夢中

而已。小說表現了新舊兩代失

落於「現在」的疏離感。

 《花樣年華》中周生和陳太在

影片頭30分鐘及最後20分鐘，

輪流出現在觀眾眼前，兩人出

場時還有重疊的位置或情節。

到結局時周生和陳太仍是錯過

了對方，或可謂擦肩而過，中

國人的所謂有緣無分。導演藉

此表達都市人感情的壓抑與孤

寂。

 王家衛最後特別鳴謝劉以鬯先

生，而編劇是自己的名字，顯

示出《花樣年華》的故事情節

並不是改編自《對倒》。

◆ 教師總結：梁秉鈞指出，文學

與電影有很密切的關係，不少

電影都是由文學作品改編。

86



 而欣賞小說和由小說改編的影視

作品，可以感受它們的思想感情

和藝術氛圍。

 另外，我們又可以從電影和文學

背後能看到不同階層人物的思想

和時代反映的價值觀，因此是一

種情感教育。

 （京港學術交流中心（網頁）：

從文學藝術中體味人生－專訪

嶺大中文系比較文學講座教授梁

秉鈞）

1. 挑選一篇香港文學作品，然後評

賞作品的地域文化特徵、寫作手

法及說明喜愛／欣賞的原因，並

寫成讀書報告或製作簡報／文字

檔，準備於第八節與同學分享。

2. 分享準備匯報一篇香港文學作品

的困難。

◆ 培養學生閱讀香港文學作品的

習慣
◆ 培養學生的自學能力和態度

◆ 培養學生的解難能力

4. 佈置課業

 （5分鐘）

延伸學習：

劉以鬯：《對倒》，香港：獲益出版有限公司，2013年，頁21。

黃淑嫻：《香港影像書寫　作家、電影與改編》，香港：香港公開大學出版

社，2013年。

梁秉鈞 黃淑嫻 沈海燕 鄭政恆編：《香港文學與電影》，香港：香港公開大學出版

社，2012年。

參考資料：

1.  劉以鬯：《對倒》，香港：獲益出版事業有限公司，2013年。

2.  「名筆論語」，《星島日報．年華》，2009年。

3. 梁秉鈞 黃淑賢 沈海燕 鄭正恆編：《香港文學與電影》，香港：香港公開大學出

版社，2012年。

4. 黃淑賢：《香港影像書寫作家、電影與改編》，香港：香港公開大學出版

社，2013年。

5. 梁秉鈞 譚國根 黃勁輝 黃淑賢編：《劉以鬯與香港現代主義》，香港：香港公開

大學出版社，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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瀏覽網頁：

1. 京港學術交流中心：《從文學藝術中體味人生─專訪嶺大中文系比較文學講

座教授梁秉鈞》。

 http://www.bhkaec.org.hk/articles/?do=view&catalog_id=367&article_id=445
2. 舒琪：〈香港都市文學與城市電影：《花樣年華》Vs 《對倒》〉，2009年。

 http://yearningforthecinema.blogspot.hk/2010/03/vs-19621963-1966-1972-2000-1960-11-
64.html

圖片來源：

1. “In the mood for love poster” 由 http://www.iatopia.com/CEDB/detail.jsp?movid=3570。
使用來自 Wikipedia - https://zh.wikipedia.org/wiki/File:In_the_mood_for_love_poster.
jpg#/media/File:In_the_mood_for_love_poster.jpg的合理使用條款授權。

88



校本抽離式資優培育計劃

獅子山下的筆跡─連結課程

第七節  文學影像篇

組員姓名：     日期：

請根據《對倒》的內容，與組員討論以下各題，然後向全班同學匯報討論結果。

1. 這篇小說的語言有甚麼特色？請援引例子作說明。

2. 《對倒》加插了一個小故事與主人翁的故事作呼應，試找出這個小故事，並說明

如何作出呼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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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本抽離式資優培育計劃

獅子山下的筆跡─連結課程

第七節  文學影像篇

組員姓名：     日期：

請根據《對倒》的內容，與組員討論以下各題，然後向全班同學匯報討論結果。

1. 這篇小說的語言有甚麼特色？請援引例子作說明。

2. 如果將《對倒》改編成一個愛情故事搬上大銀幕，你會買票進場觀看嗎？為甚

麼？你認為將《對倒》搬上大銀幕要考慮甚麼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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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本抽離式資優培育計劃

獅子山下的筆跡─認同課程

第八節  研習篇

學習重點：

1. 與同學分享喜愛／欣賞的香港文學作品

2. 掌握分析香港文學作品的方法

3. 在過程中培養閱讀文學作品的品味與修養

課前準備：

同學挑選出一篇香港文學作品，然後評賞作品的地域文化特徵、寫作手法及說明喜

愛／欣賞的原因，並寫成讀書報告／製作簡報／文字檔或以其他形式來表現亦可。

教學流程：

教學步驟 (時間)

1. 簡介匯報

 流程及安排

 （10分鐘）

2. 匯報

 （75分鐘）

教學活動 

教師講解本課節的安排：
◆ 學生分組，約8人一組。
◆ 每位同學匯報前需先簡單介紹

作品的內容大要，再說明作品

的地域文化特徵、寫作手法及

說明喜愛／欣賞的原因，匯報

時間6-8分鐘。
◆ 組員需互相評鑑彼此的表現。

同學需要留心聆聽和觀察匯報

的同學的表現，並摘錄匯報的

重點內容。
◆ 選出組內表現最傑出的同學，並

邀請他向全班同學在進行匯報。
◆ 全班學生一起評鑑兩位同學的

表現，並提出修訂的建議。
◆ 組內各同學輪流進行匯報。
◆ 組員可在工作紙記下重點，評

價同儕的表現。
◆ 邀請每組表現最好的一位代表

出來向全班同學匯報。
◆ 教師宜在適當的時候安排學生

評價同儕的表現，並鼓勵學生

備註 / 資優教育元素
◆ 教師可預早了解學生挑選的作

品，安排挑選相同篇章的同

學納入同一組別，有助學生比

較、分析和評鑑同儕的匯報內

容。
◆ 每一組有一位導師負責安排同

學匯報的次序及引導同學作出

評價。

◆ 學生可利用照片或資訊科技以

輔助說話
◆ 培養學生的社交溝通能力

◆ 高能力同學的匯報，可起示範

作用。
◆ 培養學生的分析及評鑑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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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潤飾和修訂作品的建議。
◆ 教師總結及評鑑學生的整體表

現。
◆ 鼓勵學生進一步搜集資料或潤飾

報告，於指定時間繳交習作。
◆ 鼓勵學生多閱讀香港文學作品，

並做相關的資料蒐集或分析。

◆ 培養學生的分析及評鑑能力
◆ 培養學生閱讀香港文學作品的

習慣

3. 總結

 （5分鐘）

同學評析香港文學的部分選篇：

詩歌

1. 鄭政恆：〈樓梯街〉，《城市文藝》第二卷第七期，2007年8月15日，頁69。

2. 也斯：〈北角汽車渡輪碼頭〉，《梁秉鈞卷》，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

司，1989年，頁39。

3. 也斯：〈中午在鰂魚涌〉，《梁秉鈞卷》，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1989

年，頁43-45。

4. 余光中：〈霧失沙田〉，《紫荊賦》，臺北：：洪範書店，1986年，頁131。

5. 鍾玲：〈港灣外的浮標─詠香港〉，《香港開埠前後的詩史─香港詩歌

選》，香港：飲水書室，1997年，頁74-75。

散文 

1. 西西：〈懷舊十題〉，《承教小記》，香港：華漢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1

年，頁123-138。

2. 蒲葦：〈我和我的電車〉，《城市文藝》第七卷第五期，2012年10月20日，

頁19-20。

3. 陳實：〈海上的島─香港 石澳〉，《城市文藝》第八卷第四期，2013年8月

20日，頁30-31。

4. 李金鳳：〈重回深水埗〉，《天使與我同路─散文小說集》，香港：素葉出

版社，1998年，頁79-101。

5. 李輝英：〈居港三題〉，《香港散文選》，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8年，

頁91-97。

6. 羊璧：〈讀書難─港居隨筆〉，《香港散文選》，香港：中文大學出版

社，1998年，頁39-42。

7. 文俞：〈可厭的都市〉，《香港的憂鬱─文人筆下的香港》（1925－1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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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華風書店，1983年，頁191-197。

8. 陸丹林：〈上海人眼中的香港〉，《香港的憂鬱─文人筆下的香港》

（1925－1941），香港：華風書局，1983年，頁143-147。

9. 溫功儀：〈米的故事〉，《香港的憂鬱─文人筆下的香港》（1925－1941），

香港：華風書局，1983年，頁151-155。

10. 皇甫光：〈房東與我的太太〉，《香港散文選》，香港：中文大學出版

社，1998年，頁1-7。

11. 思果：〈香港之秋〉，《香港之秋》，臺北：大地出版社，1992年，頁21-27。

12. 戴望舒：〈香港的舊書市〉，《香港文學散步》，香港：商務印書館（香港）

有限公司，2004年，頁56-60。

13. 張若谷：〈香港與九龍〉，《香港的憂鬱─文人筆下的香港》（1925－1941），

香港：華風書局，1983年，頁39-45。

小說 

1. 劉以鬯：〈打錯了〉，《劉以鬯卷》，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

司，1991年，頁344-346。

2. 劉以鬯：〈一九九七〉，《劉以鬯卷》，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

司，1991年，頁332-333。

3. 也斯：〈修理匠〉，《梁秉鈞文集線上閱讀》，2008年。

4. 舒巷城：〈雪〉，《舒巷城卷》，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1989年，

頁113-121。

5. 舒巷城：〈漲〉，《舒巷城卷》，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1989年，

頁137-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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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本抽離式資優培育計劃

獅子山下的筆跡─認同課程

第八節  研習篇  學習成果互評表

班別： （      ） 姓名：  日期：

請根據以下項目評價同學的匯報內容與表現，並作出1-10的評分，10分為滿分。

同 學 姓 名

作 品 名 稱

一、 能概括出作品的內容

大意

二、 能評釋作品反映的社

會及生活情況

三、 能解釋作品的地域文

化特徵

四、 能分析作品運用的寫

作技巧和藝術手法

五、 能指出作者的本土關

懷/思想感情

六、 能說明對作品的喜

愛/欣賞之處

七、 對作品有獨特的詮釋

及個人化的理解

八、 說話流暢，意思清晰

九、 評語

十、 請選出匯報表現最佳

的同學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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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本抽離式資優培育計劃

獅子山下的筆跡─實務課程

第九節  創作/探討篇

學習重點：

1. 學生向全班同學匯報自己的學習成果（宜附上有關景物／事物的照片及其他

資料）。

 或

 學生向全班同學匯報探究一位香港作家的成果。

2. 欣賞自己及同學的創作。

3. 評鑑同儕的作品，從中學習同學的長處。

4. 培養對香港的歸屬感

課前準備：

學生按個人成長的經驗和探究的興趣，選擇香港社會／文化／事物現象，撰寫一篇

具有本土特色和表達本土關懷的作品。形式不限，詩歌或小說字數不限，散文則不

能少於600字。 或

探究一位香港作家所處的時代背景和成長歷程，分析作品的寫作風格／特色，並感

悟作家所流露的香港情懷。

教學流程：

教學步驟 (時間)

1. 簡介匯報流程

 （5分鐘）

2. 展示學習成果

 （80分鐘）

教學活動 
◆ 教師講解本課節的安排：

1. 每位同學匯報前需先簡單介

紹作品的背景／主題，每位

學生匯報的時間5分鐘。

2. 學生需要根據互評表評鑑匯

報同學的作品，並記下重點

及修訂的建議。

3. 全班學生一起投票選出「最

佳創作獎」。
◆ 各同學輪流展示自己的學習成

果。
◆ 同學在互評表記下重點，評價

同儕的表現。

備註 / 資優教育元素
◆ 教師可預早了解學生的作品的

內容，分門別類，安排學生匯

報的次序，有助整體學生比

較、分析和評鑑同儕的作品。

◆ 學生可利用照片或其他資訊科技

媒體以輔助說明作品內容。
◆ 提升同學的評鑑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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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總結

 （5分鐘）

◆ 教師可在適當的時候安排學生

評價同儕的表現，並鼓勵學生

提出潤飾和修訂作品的建議。
◆ 投票選出「最佳創作獎」頭三

名。
◆ 教師總結及評鑑學生的整體表

現。
◆ 教師鼓勵學生進一步搜集資料

或潤飾自己的作品，並於指定

時間繳交習作。

◆ 表揚表現突出的學生作示範作

用。
◆ 提升學生的評鑑能力
◆ 培養學生的創意／創作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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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本抽離式資優培育計劃

獅子山下的筆跡─實務課程

第九節  創作篇  學習成果互評表

班別： （      ）  姓名：   日期：

試評價 ，並圈出適當的分數。

項    目

一、能抓住有關社會/文化/事物的特質

二、能反映有關社會/文化/事物的特質

三、能運用恰當的寫作技巧和藝術手法

四、詞藻優美，文句通順

五、能表達出相關的思想感情/本土關懷

一般  優良

 1 2 3 4 5 6 7 8

 1 2 3 4 5 6 7 8

 1 2 3 4 5 6 7 8

 1 2 3 4 5 6 7 8

 1 2 3 4 5 6 7 8

評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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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本抽離式資優培育計劃

獅子山下的筆跡─實務課程

第九節  探討篇  學習成果互評表

班別： （      ）  姓名：   日期：

試評價 ，並圈出適當的分數。

項    目

一、能交代作家的時代背景及成長歷程

二、能歸納作家作品的主題／簡介部分

作品內容

三、能分析作品的寫作特色／風格

四、能感悟作家所表現的本土關懷

五、匯報內容有條理，表達清晰流暢

一般  優良

 1 2 3 4 5 6 7 8

 1 2 3 4 5 6 7 8

 1 2 3 4 5 6 7 8

 1 2 3 4 5 6 7 8

 1 2 3 4 5 6 7 8

評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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獅子山下的筆跡─校本抽離式資優培育計劃

第九節  創作/探討篇
最喜愛作品選

班別： （      ）  姓名：   日期：

我喜愛的作品：

1. 

2. 

3. 

獅子山下的筆跡─校本抽離式資優培育計劃

第九節  創作/探討篇
最喜愛作品選

班別： （      ）  姓名：   日期：

我喜愛的作品：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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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與反思

反思是自主學習的其中一個環節，其意義在於通過對自身的學習經歷進行回

顧、分析、評價與反饋，令學生或教師對學與教有所反省，又或讓教師在此基礎上

修正和完善教學計劃／目標，然後重新付諸行動。

本計劃的「計劃評估問卷」收集了參與本計劃的學生與教師的回應及反思，

資料經綜合及整理後輯錄如下，以供參考，期望有意試行本計劃的教師可藉此得

到啟發。

學生意見

1. 你喜歡這個計劃嗎？請說明原因。

－ 我十分喜歡這個計劃。因為這個計劃讓我認識到更多的香港作家及文學作

品，而且能夠提升我的閱讀興趣與閱讀理解能力。

－ 我喜歡這個計劃，因為認識了很多作家及作品，分析了很多文章，也和不同

同學商討，知道他們的看法，很有意思。

－ 喜歡這個計劃。參加這個計劃之前，對香港文學一無所知，對作家更感到陌

生，但現在我卻認識了更多的作家及作品，個人知識略有增長。

2. 在這個計劃中，令你印象最深刻的是什麼？請舉出例子或說明原因。

－ 在這個計劃中，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倒數第二的那堂課，那堂課是要我們分

析自己喜愛的香港文學作品，感覺上文學作品較難分析，網上亦沒有資料，

使我無從入手，所以我只能細心閱讀多幾次，才能掌握文中的意思。

－ 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到教育局薈萃館觀看一部以《對倒》改編而成的電影─

《花樣年華》。因為我非常喜歡一些能跳出課室的學習模式，而且這部電影

十分精彩，沒有我想像中如此沉悶，也是我第一次以看電影的形式間接欣賞

和體會文學作品。

－ 印象最深刻的是每次的分組活動，可讓同學們互相討論、分析，達至更好的

學習效果。

108



3. 在這個計劃中，你學到了什麼？請舉出具體例子加以說明。

－ 我學到香港文學作品最重要一詞是「本土關懷」，例如《白髮阿娥與皇帝》，

《米的故事》等等的文章，都讓我了解到作者的本土關懷之情。

－ 我學到不同作家的寫作技巧，以及如何加強和改善自己的寫作技巧，以後會

更關注本地的作家和作品。課堂上會與同學一起討論，學到容忍和接納他人

的意見。

－ 在這個計劃中，我學到了不同的寫作手法，例如劉以鬯的小說喜歡用意識流的

寫作手法，例如他的作品《對倒》就是以意識流來作為寫作技巧的。另外，我

學會了怎樣欣賞不同詩詞的美，又認識及了解到不同作家的寫作風格。

4. 對改進這個計劃的活動內容，你有甚麼建議？

－ 課程的長度相比起要教的內容，可以說是太短，時間不足以將課程內容教得

更深入及明白，我感覺每次課堂後段都在趕時間。可以將課程稍為延長，或

將內容刪減。

－ 我認為這個計劃每節課的長度不太合適，我覺得可以考慮一下增加每節課的

長度，又或刪減一些教學材料，集中研習數篇作品。

－ 這個計劃中有些文章過於深奧或篇幅過長，讓同學獨自完成閱讀並理解內容

有些困難。

5. 其他意見：

－ 我覺得可將上課時間改在星期六，因為星期一至五，學生已經很累，難以集

中精神。

－ 此計劃給予同學很多參與的機會，去分享他們的意見，這方法是頗佳！

－ 電影環節《花樣年華》，這個環節很不錯，我認為平時上課可縮短時間，而

加長課節，避免太晚回家。

分析與建議

綜合問卷調查的資料，簡述當中幾點發現及提出建議如下： 

（1） 在「計劃評鑑問卷」中，大部分評估項目獲得「同意」及「十分同意」。不

論所得數據與文字描述的資料，均顯示參與這個計劃的學生喜歡本計劃的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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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包括學習範疇、內容與形式，亦表示享受這次的學習經歷，並對外出到

教育局薈萃館觀看《花樣年華》感到特別難忘。教師日後可因應學生的學習

需要，依此模式多設計一些類似的教學計劃，如古典小說或新詩欣賞等。

（2） 參與計劃的所有學生都認為「這計劃能讓我認識作品與時代、社會、生活的關

係／認識更多香港作家及文學作品／初步認識香港的發展」；而在「這個計劃

能提升我的閱讀理解能力及分析能力／我對香港文學的評鑑能力」兩個問題

中，絕大多數學生表示「同意」及「十分同意」。文字描述的資料，學生表示

此計劃讓他們認識許多香港作家及其作品，透過研習這些作家／作品而明白作

家背景、生平、寫作風格資料對評賞作品的重要性；研讀文學作品時對學生的

分析及評鑑能力有所提升。教師可就此範疇再為學生提供有系統的培育，例如

以現代文學為主題而認識中國的近代歷史，為高能力／資優學生提供豐富而多

樣的閱讀材料，滿足他們喜愛閱讀或舉辦與文學、文化相關的活動。

（3） 在「我喜歡欣賞和評鑑同儕的作品」一項，絕大多數學生均表示「同意」及

「十分同意」。學生表示能從中取長補短，學會欣賞別人的優點，並接納別人

的批評與意見，教師可以在其他課堂多運用這種同儕評價的方式，提供更多運

用明辨（批判）性思維的機會，以提升同學的學習興趣與評價能力。另外，絕

大多數學生對「這計劃提供不少與其他組員合作學習的機會」也表示「同意」

及「十分同意」。這種積極主動的學習模式比較適合高能力／資優學生，符合

他們的學習特點，如：渴望獲得具挑戰性的學習任務，要求獨立地學習或探

索，還能提供更多的機會讓他們發表個人意見，增強社交溝通技巧等。

（4） 至於「這計劃為我提供不少發揮創意／展示學習成果的機會」，同樣獲得絕

大多數同學表示「同意」及「十分同意」。本計劃提供不少寫作／研習的機

會，除了同儕互評之外，也提供分享的機會，讓同學在班上匯報學習成果，

符合中國語文科高能力／資優學生詞彙豐富，喜愛寫作，富創造力的學習特

性。教師可考慮在寫作範疇為中國語文科高能力／資優學生提供培育課程，

提升他們的想像力及創造力。

（5） 在「本計劃的上課時間合適」及「本計劃每節課的長度（90分鐘）合適」兩

項中，不少學生並不同意。結合文字描述的資料，同學認為此計劃學習內容

非常豐富，因此課時偏長，表示願意調節課時而多加課節，希望每一節的學

習內容能更深入，而毋須太趕急，不少同學建議安排在星期六上課。教師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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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慮高中學生平時功課繁重，課外活動又多，可多參考同學的意見，或與同

學共同磋商一個合適的上課時間與節數，又或者刪減部分學習材料，以免增

加學生的學習負擔，造成反效果。

（6） 總括來說，學生以上的回應與反思，有助教師了解學生在計劃中的學習情

況，並在日後推行計劃及指導學生學習時加以留意，以改善教學過程或修訂

計劃。與此同時，「計劃評鑑問卷」能讓學生回顧、反思個人的學習得失，

發揮讓學生自我檢視、自我評價、自我修正的作用。反思紀錄讓學生知道自

我評估的重要性，讓他們學會總結和積累學習經驗，欣賞自己的優點；提高

他們自主學習及解難的能力，有助規劃將來的學習活動。

教師意見

1. 你認為這個計劃切合中國語文科高能力／資優學生的學習需要嗎？

這個計劃很切合中國語文科高能力／資優學生的學習需要。因為這些學生大多

數都很喜歡閱讀，但卻較少接觸香港文學／以香港文學為主題的閱讀內容，這

個計劃正好能拓闊中國語文科高能力／資優學生的閱讀領域與視野，豐富他們

的閱讀內容，從而讓他們了解生活／生長的城市的現在與過去，增強其歸屬感

與本土關懷的情感。

2. 你採用什麼方法甄選學生？在甄選學生的過程有困難嗎？

甄選的過程不算困難，首先請科任老師根據測考成績及課堂觀察，每班篩選出

五、六位同學，同時邀請對香港文學有興趣的同學自薦參加；得到初選的名單

後，相約候選同學於放學後做「甄選測試」，透過理解篇章內容及寫作，甄選

出合適的同學參加此計劃。其中有一點必須留意的，同學參加此計劃必須是自

願性質，不然的話將會影響日後的課堂氣氛與參加者的學習表現。

3. 你認為這個計劃能提升學生的語文能力嗎？請具體說明。

這個計劃的確能提升學生的語文能力，因為計劃的前半部分著重同學分析及評

賞香港文學作品的內容及寫作技巧，同學需於課前閱讀學習材料，然後在課堂

上跟其他同學深入探討篇章內容與藝術特色，最後向全班匯報討論的結果，過

程中同學必須運用高層次思維、明辨（批判）性思維及創意思維來分析及評鑑

文章。而計劃的後半部分要求同學進行研習及創作或探究，讓同學發揮創意思

維、評鑑、解難及自學的能力。此計劃除了讓同學接觸到大量的香港文學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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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同學還須自行拆解篇章結構，評定作品的特點與技巧，並兼顧創作部分，

在整個過程中必定大大提高同學的語文能力。

4. 你覺得推行這計劃最大的困難或挑戰是什麼？你建議怎樣解決這些困

難呢？

在推行這個計劃時，遇到的困難是參加者雖然都是甄選出來的高能力／資優學

生，但他們在各方面的能力仍存在差異。有的學生分析能力很好，但學習態度

沒有其他同學的好；有的學生寫作能力特別好，但課堂上卻較沉默，不大愛發

表個人意見；有的學生各方面都很平均，未有突出的表現，或者擔心失敗而不

太敢嘗試作答等。同學因信心不足而令發言不夠踴躍，造成課堂的互動氣氛不

夠熱烈。

此外，這個計劃所選的篇章都很值得評賞的，每堂課要處理三、四篇香港文學

作品，若同學的反應不夠快或多，而虛耗部分時間等待同學的回應，會令課堂

時間變得很緊迫，或者同學會感到有點難以消化。

建議根據同學的能力增刪學習內容，盡量讓同學感到輕鬆而充實，不宜造成負

擔，以免影響同學日後參加類似計劃的動機與信心。

另一難點是教師要在日常繁重的教學工作中，再兼顧這類課程是相當不容易

的，若校方能減輕負責老師的教學工作，那麼教師就能有更充裕的時間蒐集資

料及設計活動，達到相得益彰的效果。

5. 根據你的觀察，學生對該計劃的反應如何？

綜觀同學的表現，他們很喜歡此計劃的內容與活動，同學從不無故缺席，而且

都能在上課前閱讀學習材料，討論時大致都很積極，可見同學是很投入學習活

動的。

6. 你滿意學生的表現嗎？為什麼？

基本上滿意學生的表現，大部分學生的學習態度認真，能準時繳交習作，願意

與同學分享個人的學習成果。而個別同學的創作更能活用某些作家的風格，可

見同學是用功學習的。另外，同學主動要求增加課節，希望能學得更深入、更

廣闊，相當難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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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你認為這個計劃最能使學生得益的地方是什麼？

這個計劃最能使學生得益的地方是讓學生以主題方式閱讀數量不少的香港文學

篇章，擴闊同學的閱讀視野；同時讓同學自行解構篇章，培養學生的獨立、解

難能力之餘，亦增強同學的理解、分析及評鑑能力。

8. 你認為這個計劃有哪些可以改進的地方？

這個計劃前半部分的課堂活動主要是小組討論，雖然工作紙的內容與形式不

盡相同，但課堂的形式變化不大，若能加插其他形式的活動就更好，例如話

劇，讓同學有不同的體驗。正如同學表示很喜歡到教育局薈萃館觀看《花樣

年華》，能走出課室，改變上課形式是同學最喜愛的。

9. 如果其他學校的老師將會推行這教學計劃，你有什麼心得或意見跟他

們分享呢？

如果其他學校的老師推行這項計劃，那麼必須注意參加者對香港文學感興趣，

這比成績好更重要，他們的態度將會更認真，學習成效更大。另外，高中同學

課餘生活都較忙碌，故教師可以與同學共同磋商上課節數與時間，這樣會令同

學變得更積極。

10. 假如有合適的教學資源，你願意再在校內推行抽離式資優培育計劃嗎？

為什麼？

若果有合適的教學資源及空間，當然願意在校內推行這類計劃。原因是高能

力／資優學生能透過這種有主題的抽離式資優培育計劃充實及增潤其學科學

習，滿足他們喜愛閱讀、寫作、思考、表達個人意見的學習需要，提升高能

力／資優學生的語文水平。

分析與建議
綜合與試行計劃的教師面談及問卷調查所得的資料，簡述當中幾點發現及提出建議

如下：

（1） 在「計劃評鑑問卷」中，就「計劃內容」、「計劃成效」及「行政安排」三個

範疇的成效，教師均表示同意；而在「主題的深淺合適」、「課業的深淺程度

合適」這兩項，有教師表示非常同意的，亦有表示同意的。這正反映出不同學

校的校情與學生的能力存在差異。因此，要達致理想的學與教成效，教師在使

113



用本計劃提供的教學資源時，宜根據學生的能力與興趣，就學習材料的內容、

數量與設計作出相應的調適或增刪。

（2） 有關「上課時間合適」及「每節課的長度合適」，有教師表示不同意。結合文

字資料，發現教師認為課堂時間太緊迫，難以全面深入分析及評價所有學習材

料。本計劃的對象是中國語文科高能力／資優學生，但不同學校的高能力／資

優學生的能力不盡相同，所以教師可視乎學生的興趣、性向與能力，調節課堂

的時數與節數，盡量合乎同學的期望與要求和教師的教學節奏。

（3） 教師對「本計劃能使學生進一步認識香港」、「提升學生的閱讀興趣／閱讀理

解能力／分析及評鑑能力」均表示同意或十分同意。可見本計劃是相當有成效

的，學生能於是次計劃中成為最大的受惠者，令他們的語文水平獲得提升，證

明類似的抽離式資優培育計劃是值得繼續推展的。

（4） 教師發現學生以前都不認識劉以鬯及其作品，但自從在課堂接觸其散文與小說

後，不少學生都表示喜愛這位作家及其作品，特別欣賞劉以鬯實驗主義的精

神，並表示會繼續閱讀劉以鬯的其他作品。同時，有學生亦表示意想不到香港

文學有如此豐富的資源，而且水平相當不錯，讓他們大開眼界。本計劃除了滿

足高能力／資優學生的閱讀習慣之外，還成功擴闊他們的閱讀領域，並培養他

們閱讀香港文學的興趣與習慣。

（5） 本計劃著重培養同學自主學習及協作學習的能力，整個教學過程中，刻意讓同

學透過小組討論的形式來建構知識，包括歸納文章內容、分析及評價寫作技

巧，然後匯報學習成果並獲取回饋，再檢視及反思自己的學習成果。教師觀察

學生的表現，大致上都能完成任務，只是個別同學的速度有差異。同時意外地

發現同學在自主學習及協作學習方面的能力不錯，只是信心略嫌不足，可多提

供類似的學習模式，增強同學的信心及提升同學的表現，使同學的潛能得以發

揮。有了這次試行經驗，對於以校本形式來發展資優教育服務的必需性與可行

性，教師均表示認同並予以肯定。

（6） 參與試行的教師表示這次抽離式培育計劃，讓他們掌握了讓學生自主學習與協

作學習的策略與方法，又接觸到更廣、更深的香港文學範疇，就學科及教學層

面的認知，自覺有所提升與拓寬，在整個計劃的試行過程中，也可說達致教學

相長，相得益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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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花絮

分享個人學習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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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樣的課堂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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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儕 互 評

延伸閱讀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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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教育局薈萃館觀看影片

展示學習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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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錯了》
4B 簡俊邦

劉以鬯先生於一九八三年的一個早上，吃過早餐之後，閱讀報章，讀到一則報

導—太古城巴士站發生死亡車禍，由於他經常在這個巴士站等待巴士，故對事件

感到意外，同時也感有點幸運，故此寫下這篇微型小說—《打錯了》。

小說主要是講述主角陳熙將要赴約，第一段的故事結局是陳熙剛走到巴士站，

便發生車禍，很不幸地離世了；而第二段的結局就是他準備出門時，接到一個打

錯了的電話而延誤出門時間，結果他走到巴士站附近時看到了巴士站發生了嚴重車

禍，導致一個老婦人和一個女童死亡。他從第一個故事的受害者變成第二個故事的

目擊者。

這篇小說是慨歎人生變化無常，而且認為「偶然」能改變人的命運。

小說的第一和第二段幾乎相同，不同之處只是多了一個打錯的電話和故事的結

局。小說的第一段是真實的結局，而第二段是一個虛構故事，第一與第二段形成了

一個強烈的對比，突出了一個改變故事結局的小細節—打錯了的電話。

作者在第一段寫主角、老婦人和一個女童被輾成肉醬的這段文字時，我感到

有點毛骨悚然，因為在發生車禍之前，作者描述的一切都是美好的，充滿浪漫的氣

氛，主角正準備和意中人約會。可是，意外帶來一個大轉折，主角並沒有機會赴

約，真是十分可惜。看完小說後，我了解到現實生活及創作故事的每一個細節都非

常重要，輕微改變看似微不足道的小細節，會導致一切都截然不同。

然後作者在第二段用了一句子概括了有人打錯電話，卻用十句對話來寫這個打

錯了的電話的對話，作者在這裏營造了一個時間性，讓讀者花費時間聆聽這個無聊

的電話，嘗試令讀者感受就像主角一樣花了一些時間去應付這個打錯電話的人，突

出這段講電話的時間完全改變了主角的命運，使主角能避過一劫。

小說描述年輕人陳熙雖然在美國留學，但回港後仍處於失業狀態，顯示出八十

年代香港的經濟狀況；加上小說是一個真實發生的致命交通事故，作者取材自生活

題材顯示他留意本地發生的事情，反映出劉以鬯先生的本土關懷精神。

小說在結構設計方面都十分有特色，作者寫了兩段幾乎一樣的文字，簡潔精

煉，卻能帶出這樣一個深層意義，實在佩服！這些寫作特色，十分有趣，故此我很

喜歡這篇微型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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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水埗雜談
4B 陳曦

在香港住了這麼多年，在我心中留下深刻印象的地方就只有深水埗區。

剛來到香港，才驚覺這裏與內地是如此的不一樣。香港的路牌、交通燈以及行

人都是壓倒性的多。尤其是深水埗地鐵站出入口，既是交通樞紐之地，同時與街市

相鄰。黑壓壓的人頭多得如流水般，一直延綿着，永無止息的。你走入人群就會被

同化，行人往哪一個方向，你就只能往那個方向走。假使你想「離經叛道」地逃出

人群，甚至逆水而行，就只好忍受人群抗議的視線和冷語了。

不過，深水埗並非是守舊或討厭標奇立異的地方。相反，深水埗反而是各種文

化的交融處，最明顯可見的例子莫過於食店了。那邊的壽司店坐滿了人；後邊的印

度小食店外有三兩個南亞裔人士在排隊；這邊的泰式餐館也很受食客的歡迎。正因

為這裏是窮人聚居之地，所以很少機會在此看到名牌分店。住在深水埗，你能享受

到既便宜又多樣化的貨品。深水埗只適合親切、具歴史的店舖存在，一分也容不下

孤芳自賞的奢華之地。

走上好一段行人路，最常見是理髮店，一間、兩間、三間⋯⋯異常多的髮廊棲

息在兩邊。這些店舖沒有惹人厭惡的錢臭味，沒有塗上濃妝淡抹，令人訝異的是，

它們之間保持着一段距離，彼此之間維持平衡，不譁眾取寵，亦不過度擴張，這就

是所謂舊區的情味了吧。

一路上東張西望，發現人口老化的問題的確值得正視。老人坐在老舊的茶餐廳

中撓着腿，施施然地打開當日的報紙細閱；又有些老人坐在髮廊裏，與東主談天說

地；還有些老人坐在菜檔，中氣十足地招呼客人。他們能好好地融入社區，為深水

埗區添上一份滄桑。

抬一抬頭，數十年的唐樓映入眼中。與香港其他地區相比，深水埗的樓宇高

度普遍較低。生銹的鐵架，發黄的牆壁，昏暗的燈光，向途人訴說着它悠久的歴史

以及頑強的生命力。望着一棟棟的舊樓，我的思緒彷彿穿梭於七、八十年代的深水

埗，該從何處述說她的故事！

就在這個新舊潮流衝擊下的深水埗區，我留下了成長的足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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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昌
4C 楊淦成

阿昌是一名中學生，他不會打籃球卻愛穿上整套球衣；不會說英語卻愛說些港

式英語。因為他認為這樣顯得自己很潮。

有一天，阿昌收到死黨的電話。

「Kobe要來香港！」

「甚麼時候來？」

「現在！」

「在哪裏？」

「MK！」

阿昌馬上穿起整套球衣，飛奔出門。

他走到交通燈前，心裏焦急得要命，可是看到紅燈又不好意思衝過去。看到有

個男人疾步走過，自己心裏突然大膽起來，又跟着衝過去了。

他走到地鐵站，正要進去便被正在進出的人撞倒，心裏很不服氣。當看到別人

牛高馬大便沒膽說理，便匆匆擠了進去。

當阿昌到了旺角，他便跑到與死黨約好了的地方，卻不小心撞倒途人。那人便瞪

大雙眼，用手指向阿昌的額頭大罵了一句又一句的粗口。阿昌見別人牛高馬大，只好

連聲道歉。不過，心裏頭極為不忿。當那人轉身離開之際，他的臉從原本充滿內疚的

神情立刻轉到怒不可言的表情，然後做了個不懷好意的手勢，像是拿回尾彩。

阿昌與死黨等了幾個小時，高比終於來了，他們拍了照，並把證據放上網，然

後便走了。因為這裏人太多了。

有一天，阿昌收到死黨的電話。

「你要來佔中嗎？」

「甚麼時候來？」

「現在！」

「在哪裏？」

「遮打花園！」

阿昌馬上穿起整套球衣，飛奔出門。

他走到交通燈前，心裏焦急得要命，可是看到紅燈又不好意思衝過去。看到有

個男人疾步走過，自己心裏突然大膽起來，又跟着衝過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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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走到地鐵站，正要進去便被正在進出的人撞倒，心裏很不服氣。當看到別人

瘦骨嶙峋便破口大罵，然後以勝利者的姿態闊步踏進去。

當阿昌到了遮打花園，他便跑到與死黨約好了的地方。卻不小心撞倒別人。那

人卻向阿昌連聲道歉。阿昌見別人瘦骨嶙峋，便瞪大雙眼，用手指向那人的額頭大

罵了一句又一句的粗口。當阿昌轉身離開之際，他的臉一直保持神氣得意的表情。

阿昌與死黨看到有外國人，便故作代表，用他那口純正的港式英語說他們佔中

的理想。然後拍了照，並把證據放上網，便走了。因為這裏人太多了。

住在五樓的日子
4E 羅森耀

石屎的剝落、殘舊的電線、發霉的氣味，放學後的我如常踏上這破舊的樓梯，

一步一步，冒着汗水往上爬。筋疲力盡，又回到我的家，回到我這片淩亂的小天

地，繼續我住在劏房五樓的日子⋯⋯

躺在牀上，我又開始想爸爸了，自從爸爸離開後，我和媽媽就在這裡過着相依

為命的生活。現在，媽媽所受的苦我比誰都清楚，我不願看見媽媽受苦，我要努力讀

書！但在這只能容納一張牀的家，我知道這確是不容易的事，但我絕不會輕易放棄。

「咯⋯⋯咯⋯⋯」

「媽⋯⋯誰在敲門？」我被這震耳欲聾的聲音嚇着，「噓⋯⋯」媽媽示意我

不要作聲。太可怕了，又是那住在隔壁的叔叔，我嚇得驚愕失色，腳不期然顫抖起

來。每次他見到我喊着要把我砍死，我都被嚇得只能躲進被窩裏，不敢作聲。原

來，他又來向媽媽借錢買毒品，對於靠綜援過活的我們，怎會有閒錢借給他。媽媽

把他打發掉，過了不久，這可怕的鄰居也被警察逮捕了。

我走上天台，趴在石欄上望着對面大廈的私人泳池，我想：若是我能遊繩過去

游泳那有多好，為什麼只有一街之隔，卻有着天淵之別呢？為什麼我們的環境會相

差那麼遠啊？

我咽了口水，提起腿，轉過身，甚麼也沒想。也許現在不是想這些的時候，我

該打開書包學習，繼續我住在五樓的日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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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語文科高能力／資優學生特質

中國語文科高能力／資優學生具有高度語言智能，對於語言文字的意義、結

構、語調及幽默有趣的言談等方面特別敏銳，並能有效運用語言或文字。

配合中國語文科高能力／資優學生的特質設計不同的學習活動，例如講故事、

填字及拼字、寫信、創意寫作、辯論與演講、撰寫論文、廣泛閱讀等，能加速發展

他們的潛能。

中國語文科高能力／資優學生的特質、資優表現的例子如下：

附件一

語 文 能 力

學習語言快速，認字能力強

對於聲音、語音、語言的韻律及節奏

很敏感

懂得把文字及其結構作出聯繫及分類

善於記誦詩句、歌詞或各種雜碎知識

（如：記名字、地址、雜聞）

經常閱讀超乎年齡水準的書籍，理解

能力強

語言表達流暢，善於描述事件、說故

事等

語文推理能力良好，擅長辯論、演說

對於文詞的意義掌握良好，善用比喻

或成語典故

詞彙豐富，修辭能力良好，文詞優

美，能夠運用超乎年齡水準的字詞

寫作能夠把握重點，具有高度的組織

能力

聯想能力豐富，對文字的敏感度高

文學作品風格獨特

學習語文的特質/態度/興趣

通常用語言思考，適合透過說話、聆

聽和閱讀文字來學習

喜歡語音遊戲、押韻的歌謠及繞口令

喜歡玩字謎或文字遊戲

對自己的學習模式及興趣有相當透徹

的了解

常常埋頭讀書，或忙著寫故事、作詩

喜歡寫作、說故事、講笑話

尋求解決方法及提出疑問

喜好文學創作，能用文字抒發情感

在語文比賽中，多次獲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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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語文科高能力/

資優學生行為特質量表(中學)

使用說明：

1. 這份行為特質量表涵蓋中國語文科高能力／資優學生的共通行為特質，供教師

在課堂內外觀察學生的強項和弱點時作參考之用。

2. 這份行為特質量表可幫助教師初步了解學生的語文潛能，然而並不能用以評估

學生的語文能力。

3. 這份行為特質量表只是其中一項甄別高能力／資優學生的工具，教師應按學校

的情況，運用多元化的甄別工具，例如教師的課堂觀察、學生作品評鑑、校本

測考評估結果、個別／小組面談、甄選測試、家長／朋輩推薦表、學習歷程檔

案及學生的獲獎紀錄等，有效地識別中國語文資優學生，並為他們提供合適的

資優培育計劃，以滿足他們的學習需要和進一步提升他們的語文能力。

4. 教師如想進一步了解鑑別及甄選高能力／資優學生的程序和甄選工具，可瀏覽

本組網頁（http://www.edb.gov.hk/index.aspx?nodeid=3612&langno=2）。

5. 本行為特質量表是我們參考不同的資料設計的，希望教育界同工試用後，提供建議，

以作改善。如對本量表有意見或建議，請致電3698 3471或以電郵（gifted@edb.gov.hk）
與資優教育組聯絡。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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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校： 

課程名稱： 

學生姓名：  班別： 

學生編號：  日期： 

填表人：  

[請刪去不適用者： 班主任 / 科任教師 / 其他 (請註明：  )]

請按學生日常表現，在最適當的空格內加上「 」號。

(I) 學 習 特 質

(II) 語 文 能 力

項 目

1. 觀察敏銳，能理解事、人、物之間的關

聯性或相互關係

2. 領悟能力高，能理解他人的觀點、情感

或意圖

3. 閱讀興趣廣泛

4. 喜愛語文、閱讀、對談和聆聽

5. 對語言文字和文學感興趣

6. 對寫作或說話表達充滿信心

7. 熱衷寫作（故事、詩歌和劇本創作等）

8. 對語法概念及文化新知識感好奇

項 目

1. 能快速地領悟新詞彙或樂於活用新詞

2. 詞彙豐富，超越同齡學生的水準

3. 語感較強，能準確地分辨語音及文字，

或深刻地體味語調和言辭的感情、意蘊

4. 組織能力強，說話或寫作能有層次地鋪

排有關內容

5. 能構思感人的故事情節和塑造鮮明的人

物角色

6. 能善用字詞，準確地透過說話或文字表

達個人的意見或抽象的概念

7. 能援引事例剖析或說明重點

 總是 時常 間中 很少 從不

 5 4 3 2 1

 5 4 3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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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創 意

(IV) 學 習 態 度

項 目

1. 作品具創意：意念新穎、獨特，且具意義

2. 能提出不同的主意或方法回應問題或解

決難題

3. 富幽默感；能理解字詞的言外之音、活

用雙關語和比喻

項 目

1. 對千篇一律的學習活動和機械式的操練     

不感興趣

2. 喜愛深入探究自己感興趣的課題，並進

行獨立研究

3. 是一位完美主義者，對自己的要求很高

 5 4 3 2 1

 5 4 3 2 1

8. 寫作時，能善用分段技巧和標點符號

9. 遣辭造句具個人風格，且富感染力

10. 能綜合及組織已有的概念及字詞，並應

用於其他情境

推薦該學生的其他原因：

參考資料：

賴翠媛 (2000)《資優兒童教材教法》，台北：五南圖書出版社。

Clark,B. (1998). Growing Up Gifted. Columbus, OH: Merrill.

George, D. (2003) Gifted Education Identifi cation and Provision (2nd Edition). London: David Fulton 
Publishers.

Purdue Academic rating Scales: English Language.  Feldhusen, J.F., Hoover, S.M.,Sayler, M.F.(1991) 
Identifying and Educating Gifted Students at the Secondary Level.  Hawker Browlow Education.

Renzulli, J. S. (1978).  What make giftedness?: Reexamining a defi nition. Phi Delta Kappan, 60, 
180-184.

Renzulli, J. S., & Reis, S. M. (1997).  The Schoolwide Enrichment Model: A How-to Guide for 
Educational Excellence. Mansfi eld Centre, CT: Creative Learning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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獅子山下的筆跡─校本抽離式資優培育計劃

學生自薦表格

第一部分

班別：  姓名：  年齡：   性別：

過去曾經參與的校內／校外語文活動、比賽及成就：

 

 

 

 

 

 

第二部分

1. 我在中國語文方面的強項是：（請在 內加上“ ”號，可多於1項）

 閱讀興趣廣泛，有良好的閱讀習慣

 作文行文流暢，詞彙豐富，句式多變

 能從不同角度／層面思考事物

 能清晰地表達個人意見，理解別人說話的意思

 能常常產生創新意念，並應用在學習和生活上

 其他：

2. 你為甚麼想參加本培育計劃？你對本計劃有甚麼期望？

申請人簽名：  日期：

附件三

137



獅子山下的筆跡─校本抽離式資優培育計劃

甄選測試

使用說明：

1. 本甄選測試是用作甄選中學四年級及五年級在中國語文說話能力方面表現優異的

學生，為他們提供適切的培育計劃，進一步提升他們的語文水平。

2. 這份甄選測試只是其中一項甄別高能力／資優學生的工具，教師應按學校的情

況，運用多元化的甄別工具，例如高能力／資優學生行為特質量表、教師的課堂

觀察、學生作品評鑑、校本測考評估結果、個別／小組面談、家長／朋輩推薦

表、學習歷程檔案及學生的獲獎紀錄等，有效地識別中國語文高能力／資優學

生，並為他們提供合適的資優培育計劃，以滿足他們的學習需要和進一步提升他

們的語文水平。

3. 教師如想進一步了解甄選高能力／資優學生的程序和工具，可瀏覽載於本組網頁

「資優教育資源庫」的《校本資優教育課程指引》。

操作建議： 

1. 教師應透過學生的校內中國語文科測考成績、教師提名、學生自薦等不同途徑，

選出約20-30位學生參與甄選測試，再甄別約16位學生參與是次校本抽離式資

優培育計劃。

2. 教師宜安排於放學後進行，讓學生至少有90分鐘完成此甄選測試。

3. 教師派發題目，讓學生自由作答及寫作。

4. 教師可參考評分準則，從選材、鋪排、表情達意以及遣詞造句四方面評分，以甄

選合適的學生參加是次培育計劃。

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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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獅子山下的筆跡─校本抽離式資優培育計劃

甄選測試
（用以甄別合適的學生參加是次資優培育計劃）

使用說明：

你是胡燕青的一位外地朋友，希望透過她來了解香港。於是，胡燕青便寫下了《茶

餐哲學》1，借茶餐廳的種種人事、物象向你述說她的香港印象。

1. 細閱整篇文章後，你能理解作者為甚麼選擇透過茶餐廳向你介紹香港嗎？請結合

文中提到的人事、物象加以說明。

2. 學校內哪一處地方最能反映你的校園生活呢？試寫作一篇文章加以描述，並表達

你的感受。（字數約500字，標點符號包括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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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

300▲

400▲

500▲

1 《茶餐哲學》：辜健(編)(2004)《香港記憶》，香港：文學世紀社有限公司，頁210-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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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估 重 點

學生能體會作者為何以茶餐廳述說香港，並能佐以適當例

證。（題1）

學生能描述校園的角落。（題2）

學生能借描寫事物表達個人情懷。（題2）

學生能以通順、完整的書面語表達。

（綜合學生的整體表現）

項目

一

二

三

四

表現一般  表現優異

 1 2 3 4 5

總分：

評分準則：

本甄選測試旨在鼓勵學生感悟作者的情懷、提出個人意見，評價文章的寫法和發揮

創意。沒有固定答案，言之成理，並能加以闡述即可。

請在評分表內適當的方格加上「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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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評

分

說

明

《茶》：感受與體悟

5. 能深入體會作

者的感受，並

詳細地引用文

中的內容加以

解說

4. 能體會作者的

感受，並具體

地引用文中的

內容說明

3. 能體會作者的

感受，並略加

說明

2. 尚能體會作者

的感受，惟闡

述內容欠具體

1. 未能讀出及體

會作者的感受

5. 能抓住校園角

落的特點，描

寫細緻生動，

內容豐富、主

題清晰

4. 能抓住校園角

落的特點，描

寫具體，內容

清晰

3. 能描寫校園角

落，內容大致

清晰

2. 能嘗試描寫校

園角落，惟內

容欠清晰

1. 未能描述出校

園的角落

5. 能借事物表達

個人感受，情

感真摯，體會

深刻，看法獨

到和富創意

4. 能借事物表達

個人感受，情

感真摰，內容

充實，頗有創

意

3. 能借事物表達

個人感受，內

容大致清晰

2. 能嘗試借事物

表 達 個 人 感

受，惟內容欠

清晰

1. 未能借事物表

達個人感受

5. 文句流暢、達

意，句式有變

化，詞彙豐富

4. 文句流暢，用

詞恰當

3. 能運用書面語表

情達意，文句

大致流暢

2. 大致能運用書面

語表情達意，

惟文句欠流暢

1. 文句不通，詞

不達意

《校》：主題與選材 《校》：抒發感受 《校》：遣詞造句

評分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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獅子山下的筆跡─校本抽離式資優培育計劃

計劃評鑑 （學生問卷）

學校名稱：  填寫日期：

學生姓名： (可選擇不填寫) 班別：

甲部：請就下列各項，圈出最能代表你看法的分數。

附件五

十分不
同意

不同意 同意
十分
同意評 鑑 項 目

A. 課程內容：

1 本計劃的課程內容合適

2 本計劃的課題能引起我的學習興趣

3 本計劃的學習材料和活動合宜

4 本計劃的課業深淺和份量合適

B. 學習成效：

5 這計劃能提升我的閱讀興趣

6 這計劃能提升我的閱讀理解及分析能力

7 這計劃能提升我的寫作能力

8 這計劃能提升我的口語表達能力

9 這計劃能讓我認識作品與時代、社會、生活的關係

10 這計劃能讓我認識更多香港作家及文學作品

11 這計劃能提升我對香港文學的評鑑能力

12 這計劃為我提供不少發揮創意的機會

13 這計劃為我提供不少展示學習成果的機會

14 這計劃提供不少與其他組員合作學習的機會

15 這計劃能提升我與人溝通和協作的能力

16 透過這計劃，我比以前多留意香港的地貌和人情

17 透過這計劃，我能初步認識香港的發展

18 透過這計劃，我更關心香港

19 透過這計劃，我比以前更了解自己的性向與興趣

C. 個人表現：

20 我積極投入課堂活動，踴躍表達意見

21 我用心完成課業，並準時呈交

22 我喜歡欣賞和評鑑同儕的作品

D. 其他安排：

23 本計劃的上課時間合適

24 本計劃每節課的長度（90分鐘）合適

25 我希望能夠繼續參加類似的資優培育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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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部：請細閱下列問題，然後在橫線上寫上個人意見。

1. 你喜歡這個計劃嗎？請說明原因。

2. 在這個計劃中，令你印象最深刻的是什麼？請舉出例子或說明原因。

3. 在這個計劃中，你學到了什麼？請舉出具體例子加以說明。

4. 對改進這個計劃的活動內容，你有甚麼建議？

5. 其他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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獅子山下的筆跡─校本抽離式資優培育計劃

計劃評鑑（學生面談）

1. 當你知道獲甄選參與這個培育計劃時，你有何感受？

2. 你喜歡「細味香港今昔」這個計劃嗎？為什麼？

3. 透過這個計劃，你學會什麼？

4. 你覺得這個計劃能引起你探究香港發展的歷史嗎？

5. 你覺得這個計劃能引起你閱讀香港文學作品的興趣嗎？

6. 你覺得這個計劃能提升你的語文能力嗎？

7. 哪一課堂／活動給你最深印象？這活動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8. 你對這個計劃有沒有其他的意見／評語？

附件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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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獅子山下的筆跡─校本抽離式資優培育計劃

計劃評鑑 （教師問卷）

十分不
同意

不同意 同意
十分
同意

A. 計劃內容：

1 本計劃的主題深淺合適 1 2 3 4

2 本計劃的課題編排有條理 1 2 3 4

3 本計劃的課題能引起學生的學習興趣 1 2 3 4

4 本計劃的學習材料編排和活動安排得宜 1 2 3 4

5 本計劃的課業深淺和份量合適 1 2 3 4

B. 計劃成效：

6 本計劃能提升學生的閱讀興趣 1 2 3 4

7 本計劃能提升學生的閱讀理解及分析能力 1 2 3 4

8 本計劃能提升學生的評鑑能力 1 2 3 4

9 本計劃能提升學生的寫作能力 1 2 3 4

10 本計劃能提升學生的說話和口語表達能力 1 2 3 4

11 本計劃為學生提供發揮創意的機會 1 2 3 4

12 本計劃為學生提供展示學習成果的機會 1 2 3 4

13 本計劃能提升學生的社交和協作能力 1 2 3 4

14 本計劃能使學生初步認識香港的發展 1 2 3 4

C. 行政安排

15 本計劃甄選學生的方法有效、便於操作 1 2 3 4

16 本計劃的上課時間合適  1 2 3 4

17 本計劃每節課的長度（90分鐘）合適 1 2 3 4

18 本計劃得到學校調配額外的人手和資源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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獅子山下的筆跡─校本抽離式資優培育計劃

計劃評鑑（教師面談）

1. 你認為這個計劃切合中國語文資優學生的學習需要嗎？

2. 你採用什麼方法甄選學生？在甄選學生的過程有困難嗎？

3. 你認為這個計劃能提升學生的語文能力嗎？請具體說明。

4. 你覺得推行這計劃最大的困難或挑戰是什麼？你建議怎樣解決這些困難呢？

5. 根據你的觀察，學生對該計劃的反應如何？

6. 你滿意學生的表現嗎？為什麼？

7. 你認為這個計劃最能使學生得益的地方是什麼？

8. 你認為這個計劃有哪些可以改進的地方？

9. 如果其他學校的老師將會推行這教學計劃，你有什麼心得或意見跟他們分享呢？

10. 假如有合適的教學資源，你願意再在校內推行抽離式資優培育計劃嗎？為什麼？

附件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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