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學中國語文課程改革與單元教學

李予建

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學說

詣。1年12丹，香港課程發展議會發表《中學中韓語文課程指引鍋中及高中吟，文將

建議以軍先方式說犧學習材料事盤指出「單元是一種有殼的課程組嫌。教師根據學校實際

傳說，擺擺整個學年的學習鞏點，然接把學習讀點組織踮著千個學響單元，再就每個學

習單元的學習支重點，選用合適的學碧材料。這樣可以使學習特輯之筒讓生有權的攏緊。」

1 中學中盟諸文體鞋的改革路向基本上與課程發展議會所發表《學會學習》文件禮所建議

的課程渠構與校本諜報發展頗為配合，該文件建議校本課程f擺棋間放浦具彈姓的規劃鞋

槳，以容錦多元化的諜報組織，調劑科閥、教輯、學曾單元等J 0 2 本文嘗試探討中學中

國語文課程的改革及單元教學的取舟，並討論其可能的實掩墟徑。

就中學中國語文諜報告§改革主冉來說， {中釀中盟吉普文課程指引(頓中及高中n建議

下列十二環教學總聽財: (一)以學生為主體; (二)以能力作主導; (三)製訂繁體教學繞

多擬育了明確學習目標; (四)章說教學的組織; (五)讓雄主主續快有效鐘學習;杖。盡視

啟發引導; (七)拓寬語文華習環境; (八)著用多禪讓體以輔助教舉; (九)照顧學生學習

; (十)攏繫其飽學習續蛾或學科學習; (十一分靈靈活安排語文學晉時開; (十二)設寄予

均衡而多樣化的非業。$成外，中學語文除了續寫聽說、文學、中華文化、品錯!會意等

學習範疇，並加入思維和語文自學等範疇。以思維輾轉甜言，中圓音譯文課程設計期接接

通讀寫聽說訓練，培養學生的批判性思考能力、創覺性思考能力和解決時麗的能力。 4

自學範鑄則重視「培養5警車知識、建構知議、輩輩用知巍、自我監控能力J及「提高語文自

學的興蘊含養成良好的語文自學態度和習慣J 0 5 

* 互依文f.il!作者 2001年5月 19仿在香港教育學院 r~科學中文科蓋章元教學的豆漿念與實發j工作坊所作的專態演講

內容增潤而戚，主辦機構為榜港教育學院議文教育學院及香港中文大學中醫諾言且是文學系。

i 香港課程發殷議會:史中學中盟海文樣程指引(初中及高中))(香港:政府印務局，詣。1年) ，頁39 0

2 "i聲港音樂程發展議會:(:學會學習 課程發展路向》宮發詢文件(發港:政府印務局會 2∞0年) ，真的。

3 向誰1 '予建5-7 • 

4 ，苛設 1 '頁26-2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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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中接與中國語文建議呂學智軍點(試用本n所提及諮語文基體知識和讀寫聽說而商實

有些些重點位乎是以前課程摺要較少提及的，倒如拿擺視聽資訊、掌擁閱讀策略、游巍、

實用寫作、快總寫作、掌握寫作策略(如聽用創意策略)、說不向類製的語等。 6

就中華中摺語文課程的改革路向而吉，聽程基本上由範文或文選敢向轉變為單元教

學的取舟，並具備下列特點: (1)能力海島 (2) 教材生活化及多元化 (3) 讀、讀、麗、寫四

部分較均概處理(必要學生作業多樣化的課程校本性 (6) 學位在學習邏輯中參與親度較高及

(7) 語文學習暸境邁向全方位等。

一、中學語文教學故革的接品問題

出現這些改革路肉，還往我們的中學語文教學是杏出琨了馬題?耽革的棋，心聞單又

是基重要?何文勝認為傳統教學出現了下列期題:曹先，每學年、學纜、單元和單昂之爵

的課程攝排主每缺乏主全面的安排;此外，他認為語文教學傾向高臨麓，陸、輩知攏的權輸、

教學目標不明確、每諜的數學要點太多、華11練的序列不議等限制。 7

黃顯華研頓導的研究顯示中小學教師對下娟的意見頗為接近: 8 

(一)現行中文科課程組鐵未能把f聽、說、讀、寫j 阻鵲範疇作有機組合; r讀j 、

「寫j範轉基本上仍是安與處理的。

(三)琨行中文科課程設對未能培藥學生學會中文的興題;

(三)現行課程中的範文並不過譯;

(間)璜程中文科攤旁設教學攝於著重範文教學，關而忽視其能主醋的教授;

單向式的串講教學法未能提高學生學習中文的興趣。

筆者認為除了上述學者的觀點外，中學語文教學改革的教心問題是: (…}語文是一

種全觀學禮的。話stic learning1 ，現持語文教學醫差事智者有器廠不科的認素多;旅樣調整?

(二)數梅、學生以致家長如何創能學習語文的環境? (五)教學怎樣避免體入行為主義的

路嚼，並保留舊課程研具備的文化裝縛葫能? {四)輯中語文謀職教學第何與小學、高中

的譯文議程和教學互相衝接? (五)傳統的語文教學是否再可能與單咒教學兼容?一定要堅用

5 阿青的，頁況。

6 香港喜繁華里發展議會:(中學中讀語文建議學習重點(試用本) ~ (香港:政府印務局，冊。1年}。

? 何文勝: <新世紀中學中儲吉普文教學的炭，是紗，載周激光編:。新語言紀語文教學~ (香港:芳香港中文大學教育

學院課程與教學學系1 '頁的峭蹄。

8 吾吾顯華緝毒寄: {，尋找線程與教學的知識基機:發港中小學中文科諜報與教學研究}(樺三三章閃發港;中文大

是學出版杖、發港教育研究所， 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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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單元姐，犧和教舉嗎? (六)我們應該如何看待 f範文.J ?範文哪控jj富有?示範J作用? í範

文j的觀念是牢不可破嗎? (七)中學中聽譯文諜報指引把學警報疇分為六部分，背後的理

論葛礎為何?倒始為甚麼「思維j籠轉不是與「擴寫聽說j範轉有機地館合起來?磁些問鸝

大概沒有輯對的答案， {.路部值得語文教育工作者撥一步揮究和討論。

立、單元器輯與教學

中學中閩語文課程蓋章議以幫元作為組織女Y式，華廈是躍元呢?教育饗諜報發展廳指

出: í單元是觀自我先備的教學單位，有明確的教學及舉習惡的，層故分明的內容組織

及配合目標的辦棋方法。 y 棍據法壤克 (D.W泊湖IlC抄指諧， í單元J (module)本身是先整

的，但可以加上其他單元，到完成較大的任務或建致較長期的目標。法軍認為?單元j

的使用費為主種取向 10

(一)強調選擇單元的故序或顯序

(二)強調橘別「單元j的內在聽傑

強調個人需要或擺擇

第一攤取向認磊「單元」的)1髓序如果安眸恰當的話 3 個別學習者的進度更容易跟進 s 語學

習經驗的 f建費性J亦較易得到保鐘。第二撞車向軍視f橫j 能聯繫或水平的單籬，教!如某

一「單元J的讀寫部合若能互有瞬聾，學習者在這臨芳圖使能互相使進，得到較全面的發

膜。 刊第三種取向偏蠶?單元J之間的組含有較大的彈性和變化，尤其是強調舉生可以選

擇不闊的「單咒j蠶食，高師生更可以決定「單元j的內容和學報順序。這種敢向認為學習

經驗的?建黨性j則難按學習者本身。 12琨詩中擊中關語文科教科書學篇讀文的安棒，雖

然稱海單元，但卻沒有單元諜報的成分。

單元教學其黨分為「單元j幸IH教舉設計J兩個部分，前者強調課程能紅蟻，時後者選

視配合議元設計的教學安諒。妞文 (G. Newm部)指出:離元諜報所強憫的不是學習著學

會基驗，而是他們如何學習。大髏吾吾言，單元教學與傳說的說教式教學的不同之麟，在

於它提裝學生主動學習的議會。 13

9 教育署課程發殷處:(課程單元{校(香港.教育事穿綠程發展處單元課程小組， 1998年) ，真話。

10 參看Warwi艾滋 (1987) ;再孩子建、吾吾顯攀:(課程;純式，取向和設計划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1996年，

第安級)。

11 同說 1 '頁 11 0 

12 亭子建、資顯華﹒總程:線式、取1匈牙站設奢侈(香港:中文大學為主攻杖， 1996年，第二板) ;寫著尊重藍、郭

懿芬、李子建、苦干守仁: (以單元謀凝重組中關語文學習經驗的初步探勢，載馬漢光編:繡敢說語文教

學圳發港: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學院課程與教學學系)。

的參見Newman (1 988) ;悶註泣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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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組犧單元呢?一般而膏，單元教學可以親接下男方式紅犧:(1)課文加知職短文

組成一種元; (2) 以幾攝相近聽載的課文組處單元; (3) 以內容或題目相近的文章組成單

;ω 用比較方法(如類似蟬甜，不掏體裁)組擻攘元; (5) 以擺文如議(如諾搶、修辭

去尋吏，提袋里表元; (6) 按年代組織單元; (7) 按作家的作品組，犧單元;倍)以讓寫結合方式為

主組織單兌及 (9) 以訓練程序組撥單元嚀。使主乏了單咒，她犧方式復多設計者種需要處理單

元教學的要若是，但搭話臻、內容、話聽、媒體、評鑑和童音謗、縛。

以一研t:þ~寧為例，中一級學習單元的組鐵以舉生的興趣、總驗及能力為吏。單元一

為 f朗讀…一詩歌、散文J '闊的為使中一學生從間讀詩文中頓會到學習中文的興趣;

元之及三主要有關漢字的器護和良好學習方法和學智習慣的培養;單元聞單七強讀寫作

能力，包括想嚎、意u意、觀察等幾方面的培養;單元人強調閱讀策略的掌握，單兄十期

深化舉生的寫作能力，如掌握較商厲拔的擂寫方法，單單元十一和十二讓學生學習文蔚文

和對篇轍作較深入的分析，希望學生能感覺和欣賞文字之優美。治

高蔥蔥等曾以中密級的中關語文科課程為例， f巴原來聽講教嘉興的篇章，~…個學生

需要認識的文化直接元「中關人飲食文化j為鍾鐵中心，在它下睡共享Z五個小單元(子題)分

摺是: 1請客J 、 f飲酒J ' 1鴨茶J 0 15 說《中學中國語文舉習參考篇章臨鋒》曾三三百篇文章

的內容裝說，教師可考意以不同形式組成單元 2 以文體作主主單完鑫L織體在是報姓的篇講堂而

, (守練待室。、〈一片極葉〉、咪的希望〉及〈工子學熱帶為黨首;怯作者的作品作為

單元前宮，小忠、的〈不纜卜〈一用即扣〉、〈花匠的權理〉、〈紅豆豆〉以及幸存粽子的〈人與

貓〉、〈小醜蜍卜〈生命生命〉、〈生命與世界〉響可棋會考;以不持年代的甜、詢、輯發

展作為章程元前苔，伐，步詩〉、〈古詩十九齡、〈月替。、〈另夜，轍會弟〉、〈九丹九El t意山東

兄弟〉、(I\，陣翻〉、〈示兒〉、〈生蓋子(去年元夜時))、(;念奴嬉本壁懷古〉、〈夫浮游、教

思l) , (天i爭吵魯姆華中〉、〈問瑰玉掃描卜〈天香惡i 高潮感舊〉略可供選用。 16 根攘〈中

學中醫語文學習旦真先設計示{9~的建議謝富，中一至中三「離j 能安掉以寄回敢說明專物(中

…) ，發展瓷譜寫、抒情(中工)及說明事閣、議論(中三三) ，而每一年級的單元架構民日告南

部吾土的有機結合研組成，一部份與要興奮鐘鳴有關:聞護、寫作、聆聽、說話、語文主義曬

知識;另一部份包括: (1) 建立幕體(一)一…語盛的培養; (2) 建投基聽(二)一一觀察;

(3) 立意和選拉;始結構和組織; (5) 語言轉轉(一)一教述和說明的技巧; (6) 餾盲轉

:是徐海獵、李安綠: <學習活動的理論與實動，載〈中學吉普文教學為囊團工作坊一…單元研替身材料， 2001 

年3月。

15 萬慕蓮、郭懿芬、李子潑、許守仁: <以單單元課程黨組中翻緒文學習綴鐵的初步探齡，載馬漢光緝;繃

世紀語文教學以香港: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學院諜報與教學學系)豆豆2 。

的發港教育事書中文組: <中學rp醫語文學習參考第章莒孵(香港:政府印發為， 2∞i年) ;孩子建、高慕華蓋:

〈校本課程與單元教學) (香港-大埔墟中學校妥會主辦教育事哥大浦區學校發展組協辦中學吉普文教學品質蠻

中文科單元教學培訓練程材料(未f1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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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二)叫一一串語扼要; (7) 學習立于法和習慣; (8) 專題研習;及 (9) 文學欣賞。進餾安

排體現了以讓、寫、聽、說的學習為主導，帶鸝其他範疇的學習，體現學習更有效的精

神。 17

自以上例子可見，單元蘊含的方式和內容的安撐蜈為多樣化，有些學者認海以文髏

作為組錢方式，以至初中中關語文的單元架構下單元之間的醫保不太現確， 1喜聯鱉力。3

不算很強。

問免費有學畢者建議單元教學設計的理論誼w.認知心理理論、信息論、布魯攝(J.

Bruner) 的學科結構論和葛聶(R. G曙甜的系統任窮分析理論等為基礎，冶金筆者認為這種

設計取向能使教學目標更明確，亦使能力結構的要黨和序列系統化，不通f藍得注意的

，蓋章聶的呂標分軒只強調學習成果，忽略學脅過程，單於學習的成分斜著重部分，而

非整體的發現。 20 歲知識論的角度來看，以行~目標、成果帶聽的教學設對傾向把知識

視為一肯定和提久的實體，認且攝種設計研配合的教學法多以 f啟動、反應、詩話J序封

為三位。 21 俱!如鍾種讀所設計的「中學語文反黨式單元教學法j分為五傭步躍和之種課型雪

前者分~總覽、聽聽(導讀、你讀、自續)、寫說、喜事蟹和補盡量五傭步聽，而復者分為自

纜、皂改、自結三三個讓車。 22 另一方面，鄧玲建議f五程序單元教學法J '透鵲啟始諜的

接觸擊頸、閱讀課(歡讀躁和自讀蝶)的教材處理、作文課(必作作文和隨意作文)的評

改、活動據記語文學習外雄和生活化、總結諜的鎔合商11練鞘反儼等五個程序去龍鐘學生

的學習興融、主f法、習慣和能力。 23

相對於目標、技衛取向的語文課程及教學設計是描述和人本取向，主義種敢冉的課程

目標表述傾向於具體的和活生的，話難目標取向的嚴謹鑼輯雅和封為，投書其茵的在於對

語文學習過程的描述，並容讓多向發展的可能性。必描述和人本取向背後的知識論是一

攝相對的知識論立場，相信知識來諒自個人的語釋及對鱷驗的主觀澄清和理解，在這種

17 香港教育學幸中文組:(中學中關語文學灣舉站設計示i時(香港:政府印務局，詣。1年) ，至i2 0

18 何文勝:獨課程的中蜜語文學元法例評析卜論文發表於香港大學主辦的印棚樹際語文教育J研討會。

的何文勝: (畫畫構諸文學元教學設計的理論依據一一芬表論祿文章單元教學的觀元方法扒職自〈中學中文科學

元教學的現念與寶路工作坊> (香港教務學院語文教育學院、香港中文大學中續語言及文學系合辦，訝。1

年3月 19訟，頁6-7 0 

20 李于建、發顯事:胡徑:能式、取向和設郎(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1996年，第二版)。

21 參Jìs. Katz, "Competency, Epistemo1ogy and Pedagogy: Curriculum's Holy Trinity", inThe Cumculum 

JoumaJ, Vol. 11 No. 2，如00， pp 13弘144.

22 鐘德讀、袋，惟粵、;罵起德:(鍾德讀中學語文反饋式單元教學法> (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 2000年)。

的都玲: <主程序單元教學法一一切中語文教學體現素質教育的實驗探討h 發《中學語文教學> (1 998年8

月) , Jii 69-7巷口

24 鄭屬提: <後環代語文課程論) ，論文發表於新世紀語文教育與教研洛部!關際學術研討會，主辦機構為攀

中師範大學 (2001年 1月 5-7 日)。



詣。1 年 9丹第 59 期 27 

建立向下，能力娃一種認、知者主觀詮釋和賦予意義的歷程， 2，孺非表現課程和教學設計者

預設的農果。《中關語文讓程指引(初中及高中)}建議的教學，噁原則 ，-1i簡提出「學釋者

必讀親身體驗學習的攏程，才容易令知議內化 3 能力擺移J '另一方聞文建議「在不問舉

習階設擬訂輯確的學習目標多使各年級的教學按部就班，前f裹脅接，並聽當地愛護舉習

重點，深化學智 i海容，以增強教學教祟。戶上述京知但乎結合了目標、投衛東肉和擴

述、人本取向桶類理;章，究竟造商種取向在語文課程和教學設計襄是否互不報容呢?以

閱讀報疇為例，學習護點襄的仔單解作者的d思想感蜻」、「分析寫作盟的j 及「綜合作者的觀

點j部分皆沒容具體說明，筆者覺得教歸除了許導學生對教材攝寫者成教師自己的觀點作

理解外，1È，許可考慮讓學三位對教材或篇章作館人成男類的解讀 9 並讓掰生之間、問學問

雄主行對話和攏到世分析，以便對原始文本作最佳(高難權最)的解讀， 27 使畢生能發與

念靜拈j的過程安建議邁向以能力作為如識建構的理想。認

事質上多思維學習範疇的其中一個教學原則亦指出:

f例如安全研作品的主旨 3 每餾學生都可以根據自己對作品的理解和感受盤行分榜。由於各

人對作品的理解和感受議有出入，教師應先肯定他們的分軒，引導他們說明理由，如身皇

宮之成理書館使與一皇室說法不同，也應接受他們的答案。 J 29 

崗農單元教學是一項不太容易的教學任務，面對程前的教育改革浪潮，一聽技術惜

，備立自怎樣定義能力和教師時閱本足等位是需要考蟬的時題;此外，教鶴角龍的轉

變，如何從傳遞者轉為啟增多者游黨要進一步思索。筆者建議教師被接學校自甘情混雙以川、

學子、小說獸」方式嘗試單元讓親教學多例如: (一)在現存教棕襄及參考第章間饒攝取一

些範文作為核心篇章去組織單元，賴以一盤生活素材，樹立日報章和雜誌的文章、電器使

用說話足賽、投訴樁，以笨重長職園等; 30 (之)利用專題研臂，培養學生的共道能力(如溝通

能力、協作能力等)和他們學替中文的興鰱 3 在首I聶l比讓舉生自己已決定學習的內響和方

。教師可以考應透攝分享其他學校的成功經驗，為校本單元教學jj式搜出路，另一方

麗可以考盧利用多元化教學模式(如協作學膏、利用多種媒體以輔助教學) ，以發揮中學

中國語文課程「以學生為主體、教師作為啟導者j 的眼向。 3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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