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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語文及文化科答客間

課程發展議會與考試局
中六中文科科目委員會聯合工作小組

本抖的開設，備受各界人士關注，並經常提出意見，供聯合工作小組參考。現綜
合上述人士提出的提意和中學老師在各研討會上的提間，總括為若干問題，並解答如

下:
一關於本科的設計

1.

*科課程研屬中四、中五「中國語丈科」的延續，為何又要革新?

本科課程之所以給人以革新的印象，是因為在教學和考試的方法上都作出較新的
設計和安排。其實，有闊的教學 H 標和部分教學項 H 已見於中小學課程，本科只
是針對現實情況，包括學生近年的程度與青年未來的需要，加強某些項目的訓
練，希望語丈教學能有更全面的發展。

2.

本科課程的設計與英丈科課程頗為相似，你們不怕招來「抄襲」、「模仿」的批評
嗎?
語丈的學習與測試，雖然因語言不同而有歧異，但某些理論卻是可以相通的。如

果外國語丈在教學、測試方面有優異的成就，我們又何妨向先進學習?其丈在今
天已不屬於一個國家的語言，而是世界性的語丈。在地球上，每天都有人進行有

關英文學習的研究。我們願意參考別人研究的成果，改善我們的語丈教學。在本

科課程的設計過程中，我們也參考了語丈以外的科目，如「化學科」、「政府與公
共事務科」等。但我們參考、學習的，只是他們的方法，我們最重視的還是自己
語文的特質與教學要求。其實，互相觀摩，互相學習，是課程發展常有的現象。

本科課程某些項目頗具創意，如果施行成功，日後別人可能也會參考我們的經

驗。

3

考試一向最受人重視，在本科課程的設計過程中， I考試」是否叉再扮演帶動教學

發展的「主導」角色?
考試安人重視，最主要的原因是它的結果對考生的升學、就業有最直接的影響。
因此，這便產生以為考試居於領導的地位，從而影響教學，並帶動教學的錯覺。
其實，本科在設計課程上，教學與考試一直緊密合作。在整個設計過程中，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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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先考慮科目的巨標是甚靂，學生聽該學些甚麼和教師可以教時蓋章鞋，然接從教
師的"以教的範囂贅，這監量抽取足以代表學生學習成果的和對學生前建有重變價惜

的，作為考試的內容。餅、險，我們研究這些內容是否可以考查或客觀去平地評

分。除非考試在實行的技術方福遭到糧大的崗難，否如;不會要求教學作任何悔改
成遷就。有時，考試課程中有些項目在教學上的意義士t :fti11IJ 藍上的價值更大。所

以，說考試影響教學，帶動教喂，其實只能推述出自毒者合作議程的片段。

二關於教學背面

4“

語丈部分的教學要求，與中的、中五的課程罷搗相缸，究竟禹者有何分別?

本科對語文教學的要求，學建中的、中五課程糧為相缸，這是問為兩者是後者的延
，主要內容有相闊的地方自屬難免。不過，前者只保留 1瓷器組度較高的損目，
另再加以補充。

5.

學生理應在低年盟黨或閱讀習慣，若在高年蛙才鼓勵他們思賽是在太遲?
種生盟然應該在求學的初期養成闊諧的習慣，中、小學語女科的教權課程，向來都
歹 IJ 繞這嗔目標。{宣告品本港不論高、{往年班的學生多未能養成語諧的習慎，所以

聯合工作小組不禪垂頭，必再申明黨戚關護翠 i賞的重贅. j護立在不表示很年班學生

說可以輕視。

6.

前指定的課外慎讓醬籍設擦甚贖原則擷擺?

pff 指荒的五額書中，一題進易的語文知講講籍，一為啟授學生思想、與交化有關
的書籍，前者充實學生的語文如議， {:是表加強學生對中聞文化的認識。共產幸蛇無
心，定的擷選模式;可是手屬語文，半層文化;可半數為小說，半數為散文書長;

是能反fI*:古今中國的人與事、富趣味性、丈毒委流暢 i而可資提高語文能力的書籍，
都體被選之列。時疇，科甘苦員會也考!意到各囂的篇幅和內攏，認島事要求學生在

i舊業期內閱讀石，本

，不玄增加。不過，聯合工作 φ 組亦建議，如發現

要理想的書錯，可考慮手高選或者E 惡當時候更攘!雨露籍數量斜視乎各囂的議蝠
內容，作相應的調餒。

7.

本科課程不設指定精講教材，舉生很少閱讀名家名作，如何可以提高他們的語文

水平?
首先，不設撥定精讀教材的最大優點，是教師可以因聽課程 8 譯、教學要求、教
思及硬生組嚷，自選擇數材，靈活施教。教師在選擇教材峙，當

村的研習種髓，上i 及在行久，、用字方富的 j車!頓、正確程度。其次，本科課程建議
加強間讓言 11 練，但括在課外閱讀指定的書籍，在課上進行閱讀練習、研討文化專
多機會閱讀各家名作 c

是8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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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作方面向低只注重實用文的重11 練?

一般中五學生，經過中、小學多年的寫作訪i 諜，大提己能掌擁言已紋、
胡、議論 1 抒情等童基本表達技巧。學生在完成中六階段後，無論升學成兢業，往
往都要接輯到各種黨用丈嘿，所以在中六階段，覽有加強寄I!練寫作各樣質煎
的品要。況且，學生在寫作實用文持，除了要注意襲用交的寫作特點，如格式、
用語等，還讀恆星蓋不同的實用文韻， )軍用記斂、權寫、說明、議論鼓抒情等不闊

的表接方法。再可以，加強實用文頓的寫作訓練，單能連成本科 i注重語文實際應用
的目標，又可進一步提高學生的寫作能力。

9.

實用文類的格式，是否有統一的標準?考試局是否頒佈搗式樣本?
文類的攜式往往園時地的不同認有聲異，雖有統一的標準。教師教學時，宣

恆星黨香港的實況及學生的程度，向種生介結撞行的格式。考試鳥在許學時
上述的軍尉，並幌乎揮自要求與言實際情侃，編寫該題的評分標準'不會只局接於
。種格式，因此不會蔡先旗佈格式樣本。

時，寫作教學項目在驢歹IJ 各類實閑文芋後，時有一「等j 竿，是否表示還有其龍文顯教

師支援手爐教?
課程前列的寫作教學項詞，大抵代表時 F 各題常用而又邊合本科學生學習的實用

文字。但現今社會事務處磁繁嫂，以文字溝議的需求及教式與日俱增，教師或續
觀乎實際需要而補充適用的教學嘴巴。

1 1.課程所軒的寫作教學項目，能否在兩年之內完成?
三家科以詩11 練能力為主，瑞拉時宜首先指導是學生掌握各類實用文字的基本晶質 IJ 與接
連披巧。至三於各類賞用文字的絡式，可在講按時加以攤點。用 i這種較為接活的方
法施教，相信可以在衛年內完成所列的教學項目。 況且，部分項息與中一至中或電
的課體相間，學~住有基本認識，當可節省普ß 分教學將問。

12.

有路，思維的寄自線，似只著重理性方醋，是否認為感性思主義不大重要?

提據本科課程設計，思維吾11 練的變求有二，其中一項為「還用想像力 J '可見本科
藍米忽略要性思維。不曲曲於本科較著重實用性，立在以加強言 11 練學生的溝晶能力

與獨立思考能力為主要自靡，課程較響最理性思維的訓練，亦囑當然。
13‘你們是否認為學生只要培養閱讀的興輛和習慣，部捕獲成自學能力?
我們時意閱議的興趣和習慣是構成自學能力的都分蝶件，但不認為那是養成自學
能力的唯一發素。
14.

有關中國文化構神與黨髓的探討，課程指定六第文化專題簡章作為討論的基礎。
這種研討究竟應該達笠甚體疆農?教學時間、學生程度與教篩負荷能否適應?

本:軒文化著名兮的教學目標在增進學生對中臨文化的認識與加強學生對中闊文化的
了解，聽求不高，但著重引發種生的學習興趣。課程要求學生透緝毒專題篇章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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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補充的黨料探討中體整體文化的精神與鍵盤，希望學生在夜讀研討中，與中劉
文化的精要部分實陪了解。教師可利用課程指定的支化專輯篇章作為基礎，苦

學生稅單室主揖談到的文化問題進行研討，以期對中間文化的謂神與價值有基本的

了解， }畫冊能有階段，思與農宰。這樣的設計當然有芳草於搏統的楠讓譯文教學，國
寫在研當時，學生應以丈化專題崩離馬紹涉點，討論作者的觀點，進而提出己

'ITñ棄暴需深究每字每句的意思;考試時，題問亦不事要求考生記憶篇章的內容，

只領理解作瀉的觀點。因此，這懿分教舉所用約詩憫，自然也有早已於搏統的稿請

課女教學。這種研官方式，正揖照顧教學詩間、學生程度與教師負荷按計罵成 c
!l:t外，掃課程的設計，這部分的教學時間約為全科三分之一，考試只{占全科總兮

十五，教師必會悶罐所需的 lt 麓，安排這部分的教舉。
'而建議的本科教節又不多，能否達拉艾為遠的教學目標?

15.

本科為中學中盟語文抖的廷棒，且為大多數中六學現修讀的報心課程之…，所以
科自委員會在設計本科諜捏時，力求本課程能銜接中學中間語文科課諜，董海拉切

合一般巾六學生的能力、需蟹和興鶴。至於教學齡數方間'1t:經審鎮海!蔥，教師
參考本科教學課酷程草j 墊，靈活躍用教學時間，以達成本斜的教學自擇。(

25-29 }
峙，本科的教學黨捏綱要將如何買車籲教學師數與發部負荷?
中太教育工作小組合平擂台理地把既有高純補充程度科畏的教學詩簡均定為每周
的或五個教節。本科聯合工作令組設計課程，正{衣?車混個標準福攤訂。鑑於本科
以盲目練學生的能力為主，需要較糙的教種時闊，教學課程車轉變會要求本科每周應

有五個教師。有聽本科教師的工作負荷，請參罷教學課程綱要?教師的調配j 與

「每蛙學生人數J 兩節。{頁 25-30

17

)

教育署會否提供其體的教舉指引與可簣，參考的教學資料接教材?

教育署除印發本科教學課程構要外，會在人力和資源許可的範島內，多製{乍供教
師參考的教串資料，也會與出版商聯繫，請 f也們配合諜報，編棋有聞發料及教

材，供教師參考、選用。

三關於考試課程，
18.

根據課程設計，本科語文部分典文化部分的比重定為七十對三卜。這在教學

課程稱要研建議的教學窮學詞可以清鱉覓到，但在考試課程為何卻顯示為七十三五對

。
本科的考試課程建識共設至五試卷，從表謝主囂，其中只有試卷二屬於文化當ß 芳，
估:全科總分百分之二十五。但試卷五的課外開議成議考查，考生所幸言閱擋的書籍
其實亦屬艾佳話兮的教材，鸝於文龍的分最甚至錯過一半，情以，這個佔全科輯、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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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百兮之十的試卷位可算是文化部分。自此，本科考試課輯中，語文典文龍的分
量為七卡對三十的說法，是可以成立的。
的，本科考試的分督辦法輯嫌繁嘍，叮否輯化?甚或取情聆聽理解續說話能力兩張寶

罷不大的試卷?
本科課程的頃間雖多，但在教學時，各個嘆自叮以互相結合、璟黨組扣，前i 本科

考試的設計，再三以配合教舉課程馬宜，干草考試的政績能真質地反輯學荐的成
泉。聆聽理解聽說話能力鈞試卷，價值不鶴不大，除了本身確具設立的價值外，

它們對教學混會推動的作用。

20.

中丈是學生的母語，中關語文的聆聽能力與說話能力有必發考核嗎?可以考報
嗎?
考查母語的聆聽能力和謊話能力，其意義與岳擇當然與古詩三語言不同。中文的啦

'著重較高警吹的理解能力，悶不只是考驗對一些罕娟、句子的基本理解
能力;中文的說話測試，著重較高;醫吹的表達有在力，包括說話的組融、用主舟、
調、溝通的效果等，而不只是考校發管是否正確、說話是否流利等一般日常聽對

能力。考生若能掌握本科所梅觀試的能力，對他以後升學或就業都有聽接孺重大

的功效，在支至在未來的生活都會變用無窮。根?讓頂試的經驗與考生的成績，以及
他們在問卷上的的靂，中女的聽說能力已證明書考、可考，而進行潮試的投衛與
兮的準則，瞎話無大串難。
2 1.中學會考沒有聆聽、說話能力的灘試，師告 1994 年開始，中六學生即須應付這
方面的考試，當否考慮是發生適應與課臨銜接等問題?
本科課程是中函、中去中關語文斜的延續，間接者對聽、說能力的訓練向東、挂有

忽略 3 在 199是年學加本科考試的中六學生，自覺旦完成中四、中豆豆的中國語文件

，再接受中六兩年的訓練，對本科考試課程當能撞態。有意在 1995 年及以
後參加本科考試的學生，在研宮中臣、中革的中國語文科頭體詩，對體、說能力
的書 H 練當然不會也不憊輕親了。

22.

將來可能有部分考豈不樺聽或說粵語，考試局如何攤試他們的聽、說能力?
如有需要，考試弱可以考議開設內容相向的普通話試卷。

23.

聆聽理解的試題會 t采用何種形式?

聆聽理解試麗的形式會多樣化，包括選擇題、填充、填表，甚或題答題。
2告中間文化的許價莫衷一是，教臨巨堅持何種點度以通應試卷二文化時題的要求?

本科試卷二文化問題主要考查考生的許論能力，試題本身就無絕對的答案。考生
瞎說試題所提供的課外篇章與課器所指定的專題篇考証，按試輯的要求，提的個人
的意見。只要誼之按理，表達明確，使日符合基本的要求，至於得分的多寡，要 IJ

視乎答案的實際表現。由此，本科在這方苗的教學與考試是自由開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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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思考能力。

25.

試智五課外!建議成棋考寰的詩分方法如何駁得協調?是項考查是否公允?以本科

其他各卷成給作為調鞍依樣，是否合理?對於學生作弊，考試結如何作較其實效
的訪範?本在會否影響學生的研習態度?

關於試卷五課外開躍成績考查，首先要讓立一個信念:任課教師為他教授了兩年
的學生所詩寫的成績次序是可弱的，無需障作調整。考試島以各校學生在本科真
能試卷的成績講講整的依據，科瘖電腦程序，輯室主學校與學校鵲給分寬緊的是
異。

，在考試舉佇若干年，有較充足的演料後，

台
正三3

快定維持用各卷的做成績還是男選某張試卷的成績作為揖艷的依據。
寰的結果，

了學生暫{聞研嘗過程的成繕，串任課教師評兮，

允，認考

會設計…些詩範作弊的方法。我們深信這要考裝對學生的研習態度可以接
。

高級補克程度中間語艾及文化科要事摘錄

一、課程制訂經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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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師謹髒諜程
)教育普輔釋輯學程中文及中史觀舉辦的教師進{侮諜報
{百帖子發/研習班
課程研討會

內容濃烈

詞辮臼Jtij

三全是主15家總介紹

F盟軍主

11/91
12191

考試潔組介紹

51佇立

交 ft 教予建棋局顯成功

2主化 J終 11>;

6/92
6/92

巾區;是~i材介紹

互支 JJ 投 HJ詩!全

q.核科技投展與了主化關係

11192

巾 i遐思想與中關從發

12192
2/9:1
219:j

互支咚.lJr餅的持正言:
交化粵語言蠶豆章教繕
說話幸1， 1 評
E寞;有主領教娘

是 I!n

說話教學

敘學研討于是

丈 it 反革題篇違章教學

6/9:j

的

(1) 教育害贊助舉辦的教師進體課程

主辦機機

內海三處點

(i 在大 學

質財文、文
化問題、體

教師進修諜程

香港中女

大

學院

教育

向上

讀、聽說教
用上

名飯

時辦“期

5-6/91
5-6/92
5-6/93
5-6/92
5-6/98

抄錄憾事之

50
小時

一

30
30
30

的小時

60 小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