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語言的教與學一中學語文課程設計與教學踐」
國際研討會紀要

本刊記者

由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吉及文學系和香港教育學院語文教育學院合辨的「第一語

吉的教與學一一中學語文課程設計與教學實踐J 國際研討會於六月十六日在中文大學

祖堯堂舉行 。 當天的研討會的有一百多位的參加者，其中有來自香港大專界的教育專

家 ， 有香港政府教育暑的課程發展部官員， 也有最前線的中學校長和老師 。 研討會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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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幕禮上 (1) : (左起)何文匯教授、鄧仕樑教授、陳永明教受、彭敬慈博士、阿沙朗教

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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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講了五位講者發表論文，他們分期來自不同的簡家和培巖:中攝華東師範大學課程

與教學研究所的伯文錦教授講墟中國大陸語文課程改革的新鱷勢，台灣國立花建歸範

學院語文教育學系的許學仁教授講述台灣地區九年一貫諜報的發展情說，新加坡教育

部課程規輯與發展馨的難澤文副署長講述新加投中學華文教育的課程設計情說。以上

三位是華語作為第一語富的課程專家。大會還盤糟了兩位英語作為第一語畜的課程專

家任講者:來當澳辦紐卡袁大學教育學院的亞在全鶴教授(Prof. Doug Abs泣。m搏述澳洲英

語教學的課程改良惜現;美觀梅州休斯頓諾夫令克盔的英語科督學里聽女士做s. Linda 

Reed)請避美關英語教擎的課程模式和黨略。遠次研討會目的是為香港在二零零二年即

將推抒的語文科新課程提供偕鑑，希盟有關人士能從這故研討會得到一些激發，參考

不同盟家和地盔的第一語畜教學經驗，使香港的語文課程改革更蘊完善。

研討會分為上下午間館，早上的階位講者分冊是來自澳辦的亞沙顏教授和美厲的

單梅女士。

上午程序的主持人香港教育學說語文教育學院院長揀永明教授在開幕撞上說，

故研討會邀請外國嘉賓的構思是想打破~往只參考華語地矗語文教育的模式，希望看

到其他站臨如何教他們的第一語吉 B 提問為香港的語文課程設計提供一值更嚴的規

野。間幕禮聽音露了兩位主權嘉賓，分另且是香港中文大學教務長何文聽教授和香港教育

學院劉曉長彭敬蔥先生。何教授在演講中道出了香港中文教學的困難之處，他指出香

港的有百分之九十的學生平時用的口頭諾宮是廣東話多間學校中文書寫聾求的是標準

聞語。講和寫的不繞一使大部分學生在第一語苦的表琨上未能令人講意。 f也若望政府

即將推行的語文諜報改革，能使傳統以文學為導向的課程脊新的發展，誼故研討會毫

無疑問能為新課程的設計者提供十分有讀麓的參考資料。香當教育學院觀說畏影敬慈

先生在演講中提出了他對語言教宵改革的看法，他說香港語育教育改革的目標可簡稱

為: ECCC (欒善勇敢) ，就是樂授學習 (Enjoyment of Learning) ;善於溝通

(Devdopment of Communication Ability) ;男於承擔 (Development of Commitment) 

敢於輯錯 (Development of Creativity) 。謝謝新的社會環境，第一語苦的教與學也要有

新的目標和新的方針。新課程將不會只是一本書、一套教材，它將是一盤影響生命的

東西，一套完整的揮作機制，存在於教室內外。在他的教舉理J念中，改革離不關臨大

教學照黨:一-諜報目標;工﹒教學內容;三﹒教學實踐;四﹒教學評估。最後彭先

生希望這次五位講者的論文，能提這四大原素著手探討?希單最種能建封ECCC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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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水明教授在閉幕盤上作總結時，冉一改強鵑番話藍各大毒草臨校是十分樂意配合續

改教育改革的，在實源許可的情說下騙意給前錄的中學提供輔助。在六丹出番話主教育

學院主辦的六餾語文工作坊已全部諭額，鍊教授希望秋季能重問道自三個中文和三個

英文組成的語文工作誨，為更多鵑老師提供協助。揀永明教授以 f天時姐和人和j

一視顧認為這次的研討會拉閱了序幕。

2 

由投進攻研討會五艙，講者的論文將陸續在本椅上發表 3 所以記者只會簡單升紹一

下每一位講者的報告。噢掛!妞卡素大學數育學院的單吵鶴教授是研討會的第一位講

者，他的講題是: r能澳辦課程之穆改訣。英文之舊貌新顏J (The Changi時 Faces of 

English: Curriculum Modifi叫由ns in Austra划 。她在報告中纜述了換發li英語教學的演變

過程:從文化纜車模式(Cultural Heri崎e Model) 、胡人成:這模式(personal Grov愉 Model) 、

讀寫批判，陸模式(Critical Literacy Model) 會到最新的社會生態學模式(Social Ecology 

Model) 。從這四個英語數學的階段，亞抄蘭教授提出了語言教學和政捨社會入口變化

的觀擇。澳辦嚼著鐘民政府的撥出，聽罷劉家在故治上發生了變化，隨之表現在本主

文化上，政府閱始根據社會狀說，飼如人口結構多元種族化、對土著文化的重新聞

注、電腦發展帶來的網上文學、語苦的變化等因素東改變諾言教學的模式。這種改變

'Ê2括對譜法教學的重新檢棍、對非英語母語學生的語言語i練、把網上新出現的語宮模

式偽入為教材等。最後亞色þ朗教授強調澳辦的第一諾言教學是幫會社會發寢與需求而

設計的。言語言教宵者16\須明白，語宮不可能一成不變，茁對語言的變動，語言教學者

最好持閱敢指態度，讀樟捕回應。

陳永明教授總結亞沙朗教授的演講時說多在母語教學上澳洲和番話吾有很多粗俗之

處費香播現在的語文改革正是由文化模式轉向社會模式 e 盟主i、朗教授指出多六十年代

噢樹只有百分之三十的學生可以升上大略預科，謂到了現在的有百分之九卡的學生可

以升上頭軒，越來雖多的學生可以接受高等教育，以往的精英教育位乎行不通了。加

上澳洲新學民增加 3 學生程度參盞，語文教宵蘭對這些情說，必須有相應的改革多研

以澳辦推出不同程度的英文課程給不向英文背景的學生選擇。有學英文程度不太好的

本士學生，會選擇給新移民麓的英文課程，問1ffiJ讀一點可能使姐們能獲議更多。另一

方膏，對亞、沙鶴教授提出新課程著重社會實舟鞋，聲各方頭都兼顧到，陳水明教攪則

憂慮捷囑語文教學是否會變成社會學教育。另外多盟主þ朗教授對譜法教學持傑留的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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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幕禮上 (2 ) 

度，陳永明教授也認為語法知識豐富的人語文不一定好 3 語法知識不豐富的人語文也

不一定差 。

接下來的是來自美國德州休斯頓市諾夫←克區英語科督學 3 蓮達﹒旦德女士，她

的講題是 I支援美國第一語吉 (英語)教學的課程模式與策略J (Curricular Model 

and Strategies to Support the Teaching of English as a First Language in the USA捏德女士的

演講主要是介紹美國德州地區英語教學是如何實踐的。由於美國是一個多種族的國

家，除了英語外，以西班牙語為母語的人口比例很高，西班牙語可說是美國的第二語

吉。另外亞裔人口也日益增長。美國的語吉環境因此可以說是很紛亂的。學生在教室

外可能用西班牙語或中文交談，但在課室就用英語上課、書寫 。這一情況迫使美國的

英語教學作出相應的配合 。在課程設計上，美國同樣以社會實用性為主導，而且提倡

科目與科目之間的配合，希望語文教育最後能達到提高個人的素質 ， 在創意思維、人

際合作關係、科技運用等各方面有成功的表現 。 里德女士即場示範了一個閱讀教學方

法，首先是研究文本自身，接著由文本聯想到其它文本，最後由文本聯想到世界。通

過這種教學方式 ，學生分成不同的小組 ， 懷著不同的目標一起合作 ， 共同從閱讀中觀

察和再現世界。

3 

兩位講者完成了演講後 ， 就是自由討論時間，在這短短的四十五分鐘內，聽眾熱

烈發吉及提問 3 場面十分熱鬧 。 以下記者選取了當日的幾個討論問題為讀者報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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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女士陶亞涉朗教授提悶，英語作為換洲的第一語萃，政府有沒有把英語轉化

成為…種嗜有民展主義色彰的語吝呢?豆豆抄朗教授自答說，在二十年前，澳辦政府可

能有多但在現今的換換i社會，政府強鞠的是多元文11.::共存多以一種較為彈性的手法去

處理母語問題，所以並沒有把英語強輯雌轉化戚民主益主義工其的1話蟹。

有聽課掏里體女士詢問美國的學生成績靜估情誼。遙控聽慰自嘲說遠是…擱典聾

的香港式問題。里梅女士笑著說，適度考試建一情況也伺樣出現在美麗的中學教育

中，美國的學生時樣問輯各種各樣的考試壓力，在其中艱苦地掙抗求存。本種情況至3

2003年會有些不時，到時會篇行一梅新的外!立考試模式，學生不再需要背誦資料，瘖

餌新的考試著蠹學生的思考能力、分軒能力。目的是要擺脫考試主導的學普方式，從

福讓他們更事受求取知識的過程。

中大中擱語盲及文學系鄧f士操教授陶亞、沙鶴教接鍵問說，現在許多入都說香港學

生的語文水準下摔了，澳辦i有這種現象嗎?亞涉朗教授獎著說，言語文7主權有沒有下

縛，棍乎你以什麼態度去看問攏。他僧人的觀黯是:不是學生的語文水准下降，前是

語文在變化中。按照以往對譯文的要求，現在很多人使用的語古都不合格，如果紹，心

觀察，有控以前使用的英文單字書現在思消失了。要知撮，語宮是隨著時間持續變化

的，現在人們研賄的「不合燒格J 能語音?其實更建應社會的需求男新的器官具有更

大的功能控。

鄧教蟹的另一館時聽楚，香港故府現在推行稿文王智的教育政麓，使香港學生在

學習上蘭對…個很複雜的語苦環境?鄧教授時幫位專家爾文三搭在香港可以成功嗎?

里梅女士笑著說，攏直不知蔥，不攝以美鸝現時的鱷驗 s 雙語是可以散到晶，只要對

幫種語畜持尊重和了解的態度就可以了。澳洲的亞吵鶴教授用十台堅定的語氣說 p 爾

文三語是可以做割的，語育學家已擺明此點，如瑞士就是一個成功的好俯子。在瑞

士，關民平均可以說五種語宮。辦以香港人應該有能力去應特爾文三諦。但鞏要的還

是對兩種語吉都心存尊敬，了解彼此所代表的文fl.::背景，這樣才能容易地掌握爾文主

4 

纏上午兩位外籍嘉賓演講之後，下午會議台別有三校友講嘉賓:華東幫範大學課

程與教學研究膺的規文錦教授、華轉圈立花蓮歸範學蹺語文教育學系許學仁教授、新

加坡教育部課程規劃與發展發(語文及文學)斟署長謝譯文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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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文錦教授的演講題臣是: r中國大陸語文課程改革新趨勢J 0 眾辦周知，自 19

97 年報中國大陸的語文諜報改革呼聲日益高蟻，一度建動了黨tl拔弩張的地步。在，種糧

幾次掌大的討論之後，改革已日漸明朝化。但文錦教授在主義改會議上詳細分析了中閣

大陸語文課程改革的十大新觀勢。(一)堅持先權的課程理念，在正確的課程理論指

導下改革。(二)課程性質~，鐘堅持工具性和人文恆的說一。(三)淡化語文知議和

機械部!練，突出吉語實踐活動。(四)新課程的教學，資訊化和素質化的兩大趨勢將

日益明顯。(五)關注傳統，立擴民族文化，強騙人文精神的培薯。(六)茁向未

來，增強課程的現代意識、加強資訊技術的運用。(七)加強學生的學習主體地位，

倡導研究，陸學習。(八)教師角色與教學方式的重大變化。(九)教輯編寫:控童心

理學基嘴，程序性知議將得到加強。(十)課程評價:重祖知議與能力、情感與態度

以及價值觀的，綜合評價。

許學仁教授的演講則以?新世紀學轉站直語文教育的希望工程一一九年一黨課程

本盟語文學習頓域課程的發展與推動j 為題。他詳細介紹了蓋灣揖區九年一貫課程綱

要的發展露棍，指出以六項能力之學力權階為學習導向，復以「十大基本能力j 為七

大頓棋、六大議題之統擊目標，影成語文能力雄橫對應變標，尤其強調學習的一覺性

和權階姓?強調知識體系的主軸和說擊，能孺指出語文頓域規載之草本糖神為:多元

智能發展典語文知識統整;教師自編教輯與學習島舉能力;階技能力發展與銜接關鍵

掌握。在教學黨略方醋，許教授指出卦須改變教學觀念，調整教學策略 9 設定教赫編

選理念，轉移教學評量焦點，鐘聲教學與多元智能。最後，許教授嚮單介紹了避自新

世紀語文教學之展望。

最後出場的嘉賓謝澤文先生的演講主題是?新加壤中學華文第一語文的課程設

計J 0 謝先生首先扼要分析了新加坡華文第一語文的課程設計研考慮的社會及語宮環

壞等國家。為了讓與會者更清驚地瞭解當地獨特的社會和華文教育狀說，他又列車了

一系列的政府報告書，lj.闡述新加坡雙語教育的發展、華文課程的現狀以及今後努力

的方向。和其他華人地籃的第一語文的教育類似，新加坡中學華文教學目標也是為了

議通聽、龍、讀、寫等的教學，培養學生的語文能力;通過華文教學，使學生瞭解本

民痕文化 9 保留文化的報與傳統價值觀。根據這個盟標?又擬定了五個主聽:以，人為

本，家鹿為蝦，社會為先，胸懷棍闊，放眼天下。教榜的編寫盎釁密配合主題宿行 G

在教學方醋，新加坡點建議蝶用綜合性的教學法，具體而富就是聽、說、讀、寫問跨

學幫 9 語文技能與思維技能結合，著重互動性的學脅。

在三位嘉賓演講之後，主持人鄧仕樑教授作了簡單的總結，然復會場進入了激鼎

的討論之中。最為與會者聽心的問題概而當之有三大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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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關於中學語文課程中的譜法教學問題

針對這個問題，倪教授指出要重新確立語文基礎知識的內施?強續說ft譜法。的

為根據中國大陸以往幾十年的教育經驗，如果極分強調諾諾的傳授與學彈?財易使學

曹趨投機融化，對學生語文能力的提高適得其反。許教授說聾轉並沒有明礦反對話

法、修辭的教學，但老師沒有教學生專業譜法知識，問是將譜法知識放在具體的語文

環墳中。同時嘉賓都認為教師本身必鎮懂得譜法 3 否覺自無法指正學生的錯誤。

第二、鸝於教材的編寫與教學方式

對於教侮是否有能力兼作課程的設計者，嘉賓都認為教歸角色的一個重大轉化就

覺不再只是單純地授課，而是要積極地參與諜報的設計。學校和教轉有攘攘擇揉用何

種教詩，有權選擇那些篇章教授。教師即使沒有時悶和能力來編寫教材，通過誠少授

課持懦、備課時間的措施，他們啦可以有精力攝寫補充教材，立史以此攏過渡 3 還漸參

與正式教材的攝寫。

第三、有鞠語文課程的範文問題

為使進語文學習與教學的多釀化，中學語文課程設計趨勢都頓舟於取措指定範

文，不會再詢意地要求學生背誦或禮讓指定篇章，問丟在只要求學生達對最主基本的文化

黨賽。與此相闊的考試制度贊也將相應地謀取考試和教材脫銷的方式，軍在考察學生

的譯文能力，而不單單真是考察譯文知議。

間於時間 3 會議不得不在激熟的討論中停止。很多來不及討論分軒的問題只能留待

以後解決 e 然接陳永明教授和鄧仕樣教授共向主持閉幕諱，是故攝際研討會歪歪此輯:萬

結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