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初中校本語文課程數材的設計

一一以課程調適案例為基礎的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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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白宮

踏入二十一世紀 3 世界各地均積極推動基罷教育課程改革。香港課程發展議會在

2000 年 11 月發表〈學會學習:謝程發展路向諮詢文件)，提出香港的諜報改革分三個階

段進行，其中「短期發展J (2000 - 2005 年)和「中期發展J (20的一峙的俐的基本理念分別

是打學校)按新綠程架構的指引發廳校本課程J和刊學校)鋪排最過合學生能力鞘學校使命

的校本課程J 0 I 在語文科課攻的實錢方面?香港教育署在 2001 年 6 月合指《中國語文

課程指引(初中及高中。(以下簡稱《初中及高中指引)l '建議自 2002 年 9月推行新課程;

新課程的主要特點包括; (1)闊放學習科料; (2) 由教師以單元方式多設學哲重點科學生

的興躍、程度和需要等攝選合禮教韌。 1 2002 年 7 丹出版的《中關語文教育學習禎域課

程指引(小…主中三三)> (以下鶴稱的、一主中三指哥拉)雪強辦學校須 J調墟中央課程，嬰訂

本身的校本課程J 0 3 由此可見，校本課程是新I的己語文教學的一個主要發展1f向;而

按照香港教育當局華H校本議程J的界定會語文教師的主要工作是針對學生能要?能眾多

的材科中還敢和組織最龍舟的教學材料和教學活動。 4

f中央課程」只要求語文教師當課程的說行者多「校本課程j 卻要求教締J鹿為教學設計

者、課程籌劃者、教學評估者莓主教學研究專家J 0 在實踐校本課程。的起始階段 3 語

1 J( 18 0 

2 吉達 37- 39 ' 

3 J( ü o 

4 香港教育空當局對校本諜程的定義是:綴據中央線程研勾畫tl的自標投內容，按校內學生驚喜喜採用適當的教

材和教學法穹以協助學生速致讓校的學哥哥鼠爍。[資料來源:香港教育統籌委員會 〈教育改革滾滾報告》

(香港，政府印務局， 2002 年) ，豆豆衍。 1

3 馬顯慈﹒(從新[中學中圓語文j課程 (2002) 的推行者吉普文教師在工作件:質與角色上的轉變〉叫語文教學雙

j哥們IJ)第 18期 (2003 年 4 月) ，真 6一 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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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教師應如何進行校本課程的聞發?對缺乏課程發展經驗的香搭語文教師來說多有沒有

一些較簡易的課程發展策略和方法可缺使用?又根據誼些東略和方法發展校本課程，具

體的操作該怎樣進行?又有沒有一些按藉課程內容設計的倒子可供參考?若能提供上述

問題的答案 f 必定可以解闊教師心中的疑惑 3 幫助教師掌握和實踐校本課程。

本文嘗試綜合課程文獻資料 3 歸納校本語文課程的特質和發展路舟，然後展示兩個

研究員和一所中學數掰一起以「課程調權j理念設計的校本單元教材， 1共教師參考。

二、課程文件對校本語文課程的單求和建議的開發叢略

在校本語文開發的策略上， ~學會學習:中鷗語文教育諧誨文{料和 (JJ、一至中三指

引》建議學校在「短期發展j 階段的工作重點是[援學生需要出發和衛童教學實效，以校本

芳式進行課程調過J 0 G 

對香港教師來說，課程觀趨j不是一餾陌生的觀意。在教育當局正式提出 f學會主學

習j 改革前，教育嬰課程發展署鑼監早在 1999 年 4 月曾向全港中、小學校長和教師發出

…封題為《調過學校課程、握高教學妓益》的合間{言，提出「希......學校檢視實際的教學

情棍和本身的資聽、樣件，有效地觀禮課程， t吏課程發展議會主Tf編訂的課程更具靈活

性雙更切合學生需要j及「例如學校可課用…些以學校為本的課程調撞措施雪f9tl如...…以

課程發展議會攝訂的課程為基準，進行校本課程發展j等觀念。?有關「課程調龍j 的實

際操作方法和要求，教育當局在闊年五月出版的小閣子〈初中校本課程調i較有下判的說

明:

(1)課程安排;因聽課題的難度和學生的需要，棚、減或增潤課程的內容，並重新安排

教學次序;

(2) 教學業略:嘗試運用不問教學實是略，立t把課堂和生活實際聯黨起來;

(3) 教學材料:有意義地選擇課本的內容 3 甚或自行製非教學材料，以配合學生的能

力和需要。話

f課容:調過J可以理解為 f教師參考教育當局訂定的課程架構(主要是學習目標和學習

重點) ，按學生的水平和數學需要，增醋、調警、調動或重新組識教學的內容;調趨可以

6 J立課程發展議會:(學食品發發:中偶語文教育吉諮詢文件叫香港:政府印務局， 2000 年) ，頁?和蚓、_，巨

rþ三挖苦 1) 、1'i 10 ö 

7 幸香港教育警總經發草委員主:{與小繆校長、教師言表談課程辦過間越> (香港，政府lÕp務局， 1999 年) 0 (此小

椅子沒設頁碼)

8 課程發展議會心《初中校本課程調適> (♂香港-政府印務為， 1999 年) ，資 L至 6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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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華於教科書，但也鼓觀控俯在有需要的時候皂攝教材J 0 r不排除教科番j請個觀點是很

重要的;香港語文教師過往基本上把教科審視作f教材的勢體h 能們很擔心校本課程要

求教辦完全自編教材。課程鵑連接受教師把教科書視作教輯的底卒，在此真礎上草草行增

誼和轉i誠 9 教鶴較易模受。

總的來說，結合課改文件要求全教師在現階設可以應用 f課程鵑適J理意要進行校本

語文諜程的設計;此外，輯中語文校本課程應具備下列的特點: (1) 生活化、 (2) 活動

化、 (3) 實用性、{妙趣味!笠、 (5) 綜合化和 (6) 重棍文學作品的閱讀。 9

五、課程謂適的實踐

L 案例的背景和工作實踐步驟

本文介紹的諜報耨禮教材，是研究鋒和一所位於將軍纜隘的第三組間學校的教轉一

起合作發展的。1O該校自凹的學年在中…和中二三級時時施行語文科新課程 5 並使用新

擺手E教科書性活中間語舟。在中三級上學期的教學機討會議中今部位任教教師均認為

教學教果不理想多原因是新教科書的內容的不能切合體生講耍。另一方面，在校本課程

發厲的工作取街上，教誨認為較理想的方法，主義在議量保留教科書內各單元目標和學習

重點的原則下?按學生程度和學習興攏攜館教科書的內容。

研究員和該校揖教師商議後，雙方同意應用課程調適躍怠，在 2003 年 1 丹至 7 丹

間多一起調整中二三竄下學期的教學單逞。下文升銷其中用個單元(單元玉和單元六)的調

趨成果。

各{輯單元的課程捐主義工作 3 大至立分為下列六種步驟:

(l)單元籌備會議

研究員跟該校任教中二級的部位語文教師(其中一位主義該校初中譯文科科主任) ，討

論教科書設計的適用程度，決定調遁的範轉手Il jjr句。

(2) 單元大綱設計

研究員據會議結果擬定單元大鍋，清楚說明不用範疇的學習目標、學害物料和活

動。(見表 i 和表 2)

9 這是研究為投。i、一談中三三指引》第一直豈有關 f對初中語文教學成效的期豆豆j的內容整璁而成。

10 自 2001 年起，香港教育當為把全港中一學生被小學成績分為三三個級別。一般人把主要取錢第一組別學

您的學校稱為「奮發 組另IJ學校j ，其餘如此類權。

將軍j寞是發港的一個新問發的新rP錢，它位於九龍市隘的來北線緣，但在行政上屬於新界氫。將豈容澳夫在

~1績很有特色的新市紋，根據校本課程學慧芳默哀爾博克的凶bec泌的理論，富辛苦特色的社區有利於校本諜

報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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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單元教材的攝訶

研究員跟科主任分工，各自貧資若干範疇的教材編訂工作。教材初搞攝寫復交全體

任教教師過白，再按敢繭的意見修訂。

(生)單元教學前會議

單元教材fp備後，研究員跟教師召開教學前會議，解說教材設計的特點和解答教師

的疑問。

(5) 單元教學

教師進行教學，研究員與科主任保持緊密聯緊，立全按實際教學，情況擬訂單元許佔考

卷和問卷。

(6) 單元評估(單元測驗、學生問春和教師問卷)

進行單元評f古和問卷調贅，暸解學生的學贊成效和對聲個單元的意見。另設教掰開

春收集教師的意見，作日後髒音了教學設計的，參考。

之凰 琴E元五的調過概況， 11

1 :教科書設計跟調蘊設計的比較(單元五〈文化遊雖:說明的順序與方法})

教科書 經講過讀程

學習範疇 學習路標 學習材料 學習自檬 學習材料和活靈韓信封

關續 l 認識說明文的臉 l.(紛向文化} (講論) 1.認識說明文的績奪 1.(十二=1:常是怎樣來

序。 2. <故宮博物院》 結構和寫作特點。 的泠{經遠F草草'ff/Ud節}

2. 認按說明方法甸樂 3. (東京賞櫻以自習} 1 諮議!順序說明建菩物 {產黨議}

例說明、分類和分 的方法。 (主主.此文取自六百篇)

頃說惕。 3. 瞭解分類說明和分 全.<故宮博物院扒導讀)

3. 認識說明文用詞殿 項說明。 3. <東京!當樓> (自習)

麓的特點。

寫作 1.家據說明的順序。 1.寫作活動:有關順序 1.家撥以順序說明介 l.寫作活動﹒教科脅提供

2 運用醫學f9~吉克朗和分 說明、舉例說明和分 紹零年物的一方法。 的練習。啊!去舉例說

項說柄。 項主且朗的練習。 2. 掌路線分形式的說 研部分)

2. 寫作練習;向友人介 胡文結構 G 2. 寫作練習:XXX中學

紹…積2富有香港特色 3. 運用分項說明和分 的課外活動

約尋事物。 類說明寫作。

聆聽 撥出說明重點 軍令聽商投介紹地三方特色 (2拉室里元司三千字安排}

的錄音。

說話 掌援手言(黛玉聖地說明事 介紹事物的特點 (沿用教科書設計)

物的方法。

基礎知 1.掌握苦苦首:尸 牛體鞠練慧芳 (沿用教科發設計)

識 2. 掌握和應用破折號

3發絲織口諮詢和發磁

吾吾詞

I1 自於籍幅且可限會主長能是建示爾{筒里真亢的教材 a 歡迎有興趣試用的教師以這郵向作務主義，取。這主懇地tJ!: : 

shcheung@icd.edu.hk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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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認議龍的文化 篇章《龍的文化》 1.認識龍的文化。 1.篇章《龍的文化》

2. 認識中國古代宮廷 2. 緝主材料

的建築特色。 (註:參「自學說明J)

品德情 認識和欣賞我國及其 (沒設定教材) 欣賞我國的傳統文化 與文化和思維活動結合

意 他地域的文化

自學 藉外在環境因素提局 通過同學的對話，提出 1.掌握從網頁上搜尋 1. 學生依教師的指示，

學習效能。 書桌應收拾、光線應充 資料的方法。 瀏覽f北京故宮博物

足和應編訂時間表等觀 2.懂得分析資料，按 館網址J 0 

，A心b巴、 月 教師的指示選取重 2. 按工作紙(教師設計)

點。 指亨!還取適當材料。

思主住 (本單兀不作安排) 從不同的資料中歸納 學生在教師的引導下，

重點，探討中國文化 從《十二生肖是怎屋里來

的特色。 的丹、《故宮博物院}

和《龍的文化》中嘗試初

;步歸納中國傳統的特

色 c

註:斜體字表示教材經改動(包括增椰i或以自煽教材取代原有教材}

本節從不同範疇教材的調整和教材的整體安排兩方面，說明單元五的「調適」概況。

(l)不同範疇學習目標和學習材料的的調整

@閱讀範疇:這部分基本沿用教科書的教學重點，但把重心思焦在「說明文的結構和

寫作特點的掌握J ;此外，研究員和教師均同意把不同的「說明方法」集中在單元六施

教，故刪去「舉例說明」的介紹。在學習內容方面，教科書的設計以《胡同文化》作講

篇章。由於這篇文章與學生的生活脫節，教師為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從教育署提

供的「六百篇學習材料」中選取了《十三生肖是怎麼來的》來取代《胡同文化)> . 12 因為

前者不單具有後者的學習元素，同時更適宜在農曆年假後施教。值得一提的是: ~十

二生肖是怎麼來的》文中有很多引文，研究員考慮到第三組別學生能力，把文章作了

若干刪節。

@寫作範疇.在學習目標方面，為了讓學生掌握說明文的基本結構特色，故把重點

放在「總分結構」上。在學習材料方面，寫作練習題目改為要求學生根據特定的語

境，介紹自己學校的課外活動。

@聆聽範疇:考慮教學時間的限制，本單元不安排此範疇的學習活動。

@說話和語文知識範疇:沿用教科書的設計。

@文化、品德情意、自學和思維範疇:香港教育當局在《中學中國語文科課程綱要

12 由於新課程開放學習材料，教育當局為方便教師選取閱讀篇章，提供了600多篇文章給教師參考，一般簡

稱作「六百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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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 己提出思維教學項目，但有闋的教學…直不受重視。 13 在新課程裡，思維

是教學九大範聽之一峙，孺文化、品德情意和自學是薪增教學範疇。這四偶範疇的教

學是教師平時最感困難的=但華文科書一般只會擺出抽空的教學重點如 f藉外在讀燒困

京提高學習效能J '卻欠缺相應和合堪的教學內容。只鵲鵲課程一方面-訂走較具體

和切合語文科本質的教學目標，又揉用「綜合設計j的形式今把問個範疇的教學結合

4起來。治學J活動是學生按工作紙的指引多瀏覽「北京故宮博物館網頁j; 思維活動

是圳、組活動的影式，嘗試詮〈十二生肖是怎樣來的、鏽的文{協和《故宮博物船

主篇文章中懇、結中華文咒的特點。通過自學和思維活動 3 教師可何時進行文化和品

德情意教學。

(2) 學習輯耕和學習活動的整體安排

在學習材料的安排方面多本設計揖教科番以外的教輯安放在「基礎篇小「進階篇j和

f鞏自篇~J 中。「萃聽篇j是「講讀文章J和「導讀文章j 的課前頭習，通過新年的情境引導學

生進入「先導活動j 0 [種階篇 j是賄讓篇章結構和寫作技巧的分析，可說是閱議的總結和

寫作的先導。「鞏間第j是文化、品聽情章、思緣和自差異等範疇的整合。謂適單元攝攝相

關和雄進的教學活晶，深化學生暫單元的掌握和實踐高層次的教學目標。

3. 單元失約調通概況

2: 教科書設計跟講過設計的比較(單元六《天文描耀﹒說胡和JI鼓序的方法))

教科書 鑑攔趨諜報

學習範疇 i 學習目標 l 學習材料 ! 學習路標 i 學習材料和活動(說)
閱讀 1 1 細說明的憾。 1 1 欄女展和斬如喇 l 深入錄制研文的 1 1 何綠水那

2.認識說闋的方法: 1 讀) 1 議去查結僑和寫作技 1 [，括:綁去第3段 f但

比較、數據、這 12. <"資 f可是怎樣變化的>>1 巧。 1 深長穿第l 句)推l第六段

義、比瑜、引用、 1 (講演) 12. 滾哼!駁斥說明事物 l 毒害 l 勾芳嘉定被授是喜絲

關才是 13.~辛苦室主被天氣圳等事議) I 的方法。 1 局。 1

4.ØE話語不死(自海) 13.認識各種索賠的說 1 2.(賞;可是J立了4樣委書ft

月íl方法:要學側有比 1 的，'}> (草書授j

較、引用、閃發、 I 3. (i;.緩:P({J表rJ

數據和國造良等 1 (按:此又過早k fJ六好農著j

的頁 9及頁的一 79 。

14 )終日燭光等: <生活中關語文(教師JiH聲巨型士。(二香港:歇息出版社，鈞。2 年) ，頁 3.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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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作

有幸聽

說話

基礎知識

2.選為學戀的說明:每

(1)長文寫作:

3 學習說紛文說約 1 北斗七樣

誨。 I (2) 實用;文寫作

說明審

牲。

l 聆聽句子和對話

運用恰當的方法介紹 介紹事物

事物。

1.訊、織當ß~ :防部、 相關練習

主郁。

2. 認識樣點符號:指

按 c

3. 認識?寥數:引路 Q

1.掌握以鎮序說勢分

結事物的方法。

2.能盜用舉例、比較、

引用、問答、數字和

調教導說明方法寫

作說明文。

3是能用簡潔的文字寫

作簡單的說明書 σ

|能還將課文上取得
的材料，聽懂說明和

分析乏真璋的內容。

|神兀不作安排)

I (約ffl教科書設計，但

的閱語文通訊

文化 i認識中闊的主約天文 i 有關古代天文學和挖到終潑潑N滋滋和掌控

學和地理學。 I 學發展的篇章

品德情意 i欣賞和愛讓大自然 I (沒設定教材)

自學 學習篩選資料，分辨|介紹篩選語文科重要堅材

輕重、腐汰。 I 辛辛的方法

(本單元不作安排)

泛的應史中!瓣，原紛紛紛紛伽

中國人刻

苦于發門的精神。

1.家總從彎彎館和網 I 1. 

法。

2 綴得分析華夏料多按

教告訴的指示選取重

點 e

點。

設:斜體字表示教紛經改動 白貓教材取代里去有教材}

于文從不再範駕著教材的調整和教智的整體安排捕方巔，說填單元六白宮?講過j概斑。

的耳之間範疇學習日 材料的的調整

。閱讀範疇:調聽課程保留了教科書的兩項學習間標?另深化學生對說明文體結構

的掌握，作為寫作前的機備。在學習材料的安排仁，設計者基於課本所禮的講擴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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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織女單和率，牛島和導讀當章續三意識夫蕉。涉及許多專門的天文知識，教學容易

變作「天文名詞術語解靶，於是時i除了兩篇文章，把原屬自習課文的〈惋撐不如調

作「講講J課文，又把另一第講讀諜文《黃河是怎樣變化的》移作?導讓J ;此外，在「六

百篇j 中選取了…篇短文結;陽》作自習材料。

<2>寫作報嘴:本範疇保存 F教科書的教學重點， 1ft強謂培養學生寫作結構合室的說

明文。教科書的寫作練習要求學生寫作《北斗七星)，文章的內容肯定大大走蓋起學生

的知議範圈。調過課程把寫作和單元統種起來些題目改作也報說將軍體)，豈宜設計了

「發入將軍網j和 f觀者藍藍銷集j閱讀寫作揖活動，幫助學生草葉寫作相料。

(3)聆聽範聽﹒教科書的設計是通通對話的時藤，對輸說話邏輯性，這明顯與本單元

的學習三童心不大配應。設計者說。E海不死》…文的者在1矛盾的結語「死海真的會死

了j取得靈感，設計了一個中學生跟大學教搜的訪問，內容主題是博巴梅的未來J 0 過

攝…{興建繫課文內容的對話?一方面培養學生聆聽f說明姓話語J的能力多另一方爾

加深學生對闊論肩章的掌握。

@說話範疇:本單元不安肆說話學曾活動。

(5)語文知識範疇:浩舟教科書的設計，但刪去修辭教學。

@文化、品樁樁意、自學和思維範疇:為解沒教科書專設計欠具體和難於操作的問

題，設計者再次蝶用「綜合J 的彤式，把四f摺範疇教學緊扣起來。自學語動是學生依

教師指引，發入?地理入門鋼黨卜進行~11聞名支書「黃河摸索之自卸的rã鸝;在文化範

疇，學生通過了t翼地圖j 活動加深輯黃河和黃河謊域的認識;然援學生利用本單元的

學習所得空進行結合息，維和品種情意培養的學習活動。

(2) 教材整體安排

在學習輯辛辛白宮安排主?單元六1Jj採用[基體篇卜「雄階篇J和 f鞏摺篇J 的設計男主式。

另一方商多;本單元強調不同範疇闊的繞鑿，例如閱讀和寫作的建繫和轉化?閱議和耳旁聽

在內容和教學童點上的關連?文化、品德情意、自學和思維的整合，目的是把不間範疇

教學伴有撓的組織和聯擊。總的來說，本單元的旗適輯度較單元五大，島的在體現校本

課程的階段性發展。

四、課程調適如何體現校本語文課程的要求

本文第二篩根據課程文件的分析，歸偽校本語文課程拓、須體現下到六項取向:1.生

活化、 2. 活動化、 3. 實用，偉、莓，聽味，性、 5. 結合化和 6. 軍視文學作品的閱讀。由於單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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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和單元六屬「說明能力的訓練J '與「文學作品的閱讀」關係較疏遠，故沒有加進這項元

素，其餘的五項要求都反映在不同範疇的教材裡。

1.生活化

單元五和單元六的調適課程均力求創造生活語境和建繫生活實際，目的是讓學生感

覺語文學習源於生活，與日常活動息息相關，進而體會語文學習的重要性和語文的實用

價值。例如單元五《基礎篇》的先導活動，便從農曆新年帶出「十二生削，課前活動又要

求學生在賀年物品上尋找「十二生肖的標誌」。此外，單元六自學活動安排學生從電視節

目裡蒐集寫作京材。

2. 活動化

本設計的對象是第三組別學生，他們的學習能力較低，專注能力很弱。為了提高他

們學習興趣 3 設計者在調適單元五和單元六時，加入了不少課堂活動 3 提高學習的趣味

性。如兩單元設有多次的瀏覽網頁活動，而學習層次較高的思維訓練均以小組討論的形

式進行。

3. 實用性

實用性和生活化是兩個互有關連的元素，語文學習的實用性主要體現在知識和能力

的運用方面。單元五的寫作練習設計了一個「中一新生迎新活動」的情景，假設學生擔任

迎新組長，要求他們寫一篇介紹學校課外活動的文字。另單元六的寫作設計，在寫作前

先要求學生把文章內容填進一份「總分結構表格卜讓學生體會說明文結構知識在寫作實

踐上的作用。

4. 趣味性

要增強學生的學習動機，教材和教學活動必須富有趣味，這一點對第三組別學生十

分重要。上文所述的生活化、活動化和實用性等原則，目的就在促進學習的趣味性。此

外，教材的設計若能觸動學生的好奇心，定能提高他們學習動機。如單元六的聆聽活動

按課文裡一些看似矛盾的內容設計，並處處緊扣課文，同時又嘗試拉近被訪教授和學生

的距離;另單元五上網活動「北京故宮之旅J '引導學生瀏覽常常在小說和電影裡出現，

位於乾清宮內寫有「正大光明」的牌置。

5 縮合化

語文科新課程有九個學習範疇。若每個單元都為九個範疇分月IJ設置不同的教學活

動，不但教學時間不勝負荷，教學也會變的非常零碎，絕對不利於學習。所以在設計上

刻意把不同的範疇連結，如兩個單元都把文化、自學、思維和品德情意統整起來。此

外，兩單元的閱讀範疇和寫作範疇也作了整合，另單元六的閱讀和聆聽在內容上有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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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緊?自學也為寫作駕集輯料。

五、寶路的成妓

單元五、六的教學工作在 2003 年農轉年報稜 (2 月中)至~5 月中進行 o 15 雖然受 r~F

典擅自市提j 愣是喜影響，後期的客觀教學王震壞很不理想，位學生和教師反應的教人滿意 n 下

文分1.單元鵲J驗、 2. 學生問卷和跟進訪問、 3. 教師問卷和巷，校外語文教師的意見等閻

部分，說明「校本調鱷單元J 的教學成效和教與學意見。

1.單元到驗

全體教師表示學生表現{很不錯卜一般表現能復前理想。以單元六的評估為樹，高

分組的平均分是 86.2 分，中分組是 58 分) 11足分組是 27.4分;高、中分組學生都能掌握

單元的重點。倒如寫作部分提供 2003 年 4 月 15 13 報章上有關:JF-典型肺炎的報瑾?要求

學生以[數字說明j 、「舉例說明j華Ll月!用說明」等方法，說明非典型肺裝在香港肆虐的惜

沒;絕大部分商、中分姐和部分f民分姐的問學的作品 p 都tJJ合題幹的要求。

另

對?以龍力為本j觀J念念的錯誤理解'這類考毛主多完全不考itR展課文內容直接或閱按有廟的

概急事結果導致第三姐則學生「蔬於攝習J 0 故J1t，這兩汶單元鵲j驗設置了 f讀本討論問

露J部分，重點在考資學生的分析能力和知識揖移能力，結果學生的表現十分理想。同學

在跟進訪問表示， í讀本討論問題j鼓勵問學在湖驗前勢力溫習，鞏闊了他們對單元重點

的掌握。

在制改單元評f在中多高分艇和中分組的問學都有明額的進步，f日提分組的表現仍芳:

強人意，如何幫助差生解決學習問題 n 看來罐頭作更深入的探討。

2. 學生間聲調奇和跟進訪問

學生在單元問卷中表示單元五、六的內容吸引亨深淺讓中，能引起始fr~學習興攏。

多校學生在了其他意兒J捕以文字表示課文《十三肖是怎樣來的》很舊是喜昧，卡分聽合在

農!替年{段後擁教。J1t夕tsEE元六的自編聆聽練習 (r死誨的未來J) 和寫作練習 (í錦說將軍

澳J) 是學生最喜愛的教學內容。從學生的反應、可以得到這樣的敢承: r生活{tJ和「題昧

ftJ是優良語文教材必須具備的元家 a

還有一點報有趣的，也於實驗學校學生課餘時最愛上網和說電腦遊戲，所以單元

15 æ於非典型絲炎問題『貪驗學校級別的年 3 月 31 日至 4 月 2ì 日停課和安排復活節假期，復線後改以

f李白龍山形式上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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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六均安排了(上網自學活動J )每次活動時闊的十二分鐘。不過問卷毓計額示學生對

上總活動沒有編鐘。在跟進訪問中，學生表示提供的網站文字過多，色學太夕，

樂太單調，所以吸引力不高。此外，部分同學表示活動的時間攝晨，思主在他們平詞在每

個網站的瀏覽時間不會超攝七、八分鐘。看東 t 教師在設計f生活1tJ教科前，須對學生

的生活習慣作更深入的了解。

3. 教師間草委

教師指出兩餾單元的主要優點是數材生活化、深淺爐中、資料充足和學生容易掌

握。此外 2 大都分老篩表示課文〈十二三位肖是怎廳來的卡 ØE海》和毛支轎〉切合學生自告程

度，內容有麓，能幫助學生理解和掌接有厲的語文知識。還有老師表示經調適的課程內

容多元化事安排了很多性質不同的學習活動多大大改善了課堂的氣漿和增強了學生的學

習動機;另分組活動很能但進冉儕學習。

另一方詣，半數教師指出調攝後的單元仍然存在想作改善的地方，倒如現時保留的

原教科書雄文存放宮博物院》干n{賞;可是怎樣變化的》內容聽課，學生難以理解。由成pJ

:'f- 兒， r局部攜攤J 1J3未能根治教耕與學生能力脫節的問題，法許f全醋校本J才能建致因材

施教的理想。

4. 校外語文教僻意見

研究員曾把詰懦{聞單元的設計， r圳發讀「香話主教育學院中學中盟語文軒教師在職措辭!

課程 (CS931 ) J 的教師介幫了全體教師均認品經調巍的單元較教科書的設計有輯、適合

學生的需要和體現新諜報的精神。不少教師要求研究員借出戰輯，拱他們回校試用。可

以說，教師的意見和反應非常正面。

六、總結

最理想的校本課程 3 當然是由教師作主導?聯用其1iB教脊參與者共向規輯、構室主租

設計諜報的內容和形式;這樣，教師才能混為課程的主人。 何文勝指出語文數師若能自

建體系 3 設計較本教材是 f上土之黨J ;如結合多持教材，諒合使用是「上裝J ;假如以一

套教材為華若是，得自建組織體系只是「中策J 0 16 不道?香漫主教禪大都缺乏規畫、發鹿和

設計課程的誼蟻，諜報調建容許教師採用 f小步于j的發展模式 9 從調墟中掌握課程發展

的經驗，按部就班來建續校本課程。自「中j 聞 f上卜再進哥哥「上上J '不夫是一個攝和且

積屬的方法。有jj最重要是雪課程調攝提俱集思廣益、共同協作的機會，讓教篩體會校本

的何:x:勝: <世紀之交替港中國語文教育改革評議> (香港﹒文化教育出版社， 2003 年) ，真的毒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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諜報優點多讓教師累積高課程發展經驗=也讓教師在不自覺中接受新世紀課程的改革理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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