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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語文改革新路冉一一

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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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教育改革邁向薪紀元，中關語文課程的設訐自縛統的學科中心轉彎為

j)j學生中 c 由於長久以來中文教師.Q人講授精讀能文為數學重點，大部分教聶衛對

課程改革，在技能與認知上皆未作好准備迎接新轉變。本文先枚舉三個黨器研究個

中心的教學設計及教師所指持的教學信念，然後討論教學的模式及認

如心理學理論，讓教辭其體地了解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方式與理念，最後建議教師

專業發展課程的方向。

課輯改革的曾舉

香港中學中蜜語文教學一直以軍驚的範文帶動 (Tse， 1995) .教師以串講形式

授課，以課文內容和文章結構為什析主線(簣，額箏， 2000 ; Tse, 1995) 0 1999年香

講教育統籌。委員會發表了二十一世紀教育藍鹽，課程發展議會於2001歪扭。7年先後

鎮和了幾份中肇中國語文課程文件1 ，落實中關語文教育改革路向，以擺升學史的語

文能力。課程設計以畢生為主體，鼓鶴教師問應學生的能力及興趣，編選合議及多

樣化的學哲材料。教學的總原則完重視敢發，避免單向灌轍知識，提倡豆豆勤學習，

這E邁開儕協作學習方式，們如討論、跨學科專題研醬、閱讀心得分草等聯繫各學習

。教師角色要自知識傳授者轉變成敢導者，使學生勇於探

，提生活中實踐語文學習，獲取學暫的成功態。

* 事穿港中文大學教育學院隸綜與教學學系。

1 課程發展議會(學會學有寄:終身學習 蓋全人發展) 0 香港:政府印務局. 2001年。

課程發展議發: (ç扣留語文課程指導 1)(初中及竊取) .香港:政府印務紹 .2001年。

課程發展議會: (中激語文教育是與習領域課程指引) (小一支中王三)。亨香港:政府的務局， 2002年。

課程發擬議會與香港考試及評核局($捌語文課程及評估指引) (中的至中六)。荐港:政府印潛

扇，泌的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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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dlad (1 979)將課程分晨五個層次，分別為理懇課程 (ideal curriculum) 、

{字課程 (formal curriculum) 、 J聳聽課程 (perceived curriculum) 、執行課程(operational 

curriculum)及經驗課程 (experiential curriculum) 。聰慧、課程是課程設計者的觀點及想

法，文件輯程是由管方訂定的課程， ~建觀課程指心中認間的諜紹，數行課程站在學

校及教震發生的課程，經驗旗程是學生研經歷的課程。當的學校的課程與教學正經

歷在大的變革，教師中心工E逐步向學生中心轉變，教學更3日重瞬理解與盟誰能力的

培養，而不再單純強調記館及操轍 (Vosniad嗨， 2001) 。教室是文件課程實施及執行的

主要場前，任何改革必須與教師的借念協醋，才能產主生行為的轉變 (Fullan ， 2001) 。

，[;J學生為中心的教學方式沒有明碼而具體的特定策略，最重要的飛強調核心環金的

。究竟如何實聽這釀新的教學方式?下文提供在新輯程寶路下三個錯案，讓教

師參考。

誠摯做為巾心的教學當聽興倡議讓鵑

筆者於2004-05年間，以個黨的形式探討三位教師的教學信:念及其以學生為中心

的教學設計。三{立教師來自收生程度不間的學校2 ，教師的教學年資分別為三十年、

十5年及七年，參加者背直覺資料多元化，可拉姆供不闊的訊息，便實料更詳賞。研

究讀議竿結構式訪談、聽課及文件分析來蒐與資料。由於篇蝠所棍， J其下分豆豆描述

值討教師…項較具特的的教學設計及他們所持的教學信念。

甲老歸戶丹教的學生躍投學業能力比較醬秀的第一組剔，學校位於九龍富。他是

中文科科主任，帶鎮詞組教師設計校本課程，在t訪問及教懷大綱得悉其中…種教學

形式是引入專題研習，讓學生全方位地學習 。甲老輔曾經書領中三學生如讀內

考第一{間樹葉，學生要分組做…要寶地研究，泛接寫一份專題報告。甲老師表京學

，因為飽們親歷其境，印象深繭，寫{乍聽替自然源源不絕。申老師認

為道種設計值得推廣: r 我們以學生為中心，提供磨練的機會給學生。專聽研筒，

可以讓學生探究一個問題，自己找羊需要鞋，在講程中他們要去討論、摸索、看鑫、採

訝。背後的理念是故發學生，培養多種能力，但i如理解、分析、組織= 。單

老蟬認為學哲最豆豆要的因素就是使學生覺得有意義、有歸鸝憊，給他們一些磨練、

跳戰的機會。只由老聽講，學生不用數髓餾是不行的。 J (訪談:單老師)

2 日前小六升中滋役依據學位的學榮成績分為三倒親耳目，依成績高處次序::f.I!， l ， 2,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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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在戰的中學位於軒界，

甫一套教科書教學，有…-次蝴

的能力在第一、工輯到之間。的表示學校選

〈潮流望接鐵> '但教科聲援哄的電腦

內容;其文本主義主，缺乏互動及創意，於是給便根據學生的能力及興趟，自

計教學搖動 c 她覺得襲擊娃匯報課文院教語講解更有憲章，便把學生分成六題，響他

們在i限期中分別蒐麓男女的髮飾、鞋子及服臨的、演變資料，然接 i句需要發匯報。

生利用電躊展示關片、辛苦些部場示範鍵飾的造型，有些斑白行總製衣服，打紛成橫

跨作時裝表i竅。以下一段話可瓜皮映乙老師的教學倍念及推行活動教學的原則:

f 如果臨老師主導講解課文，學生坐著聽而沒季芳說話的機會，師生也會覺得很r::"J 0 

遇到…些可以發揮的譯文嗨，我會口時學生分組蒐集資輯，然後鷗轍。我覺得我的學

生，學習動機強、學習態度認真，製作的電路簡單很精英，表諱又大方。我讚揚位

們，他們說會特別用功。通過資料蟬集及體報活動，學生的記體會較深詞。

類塑活動不宜館一課都蝕，否則學生會很興，也會失去興趣。 J (訪談:乙老師)

師任羈的體校位於薪5宇宙北暉，囑斬草鎮，學生的學贊成績蠟於第三握

別。在教就局課程發展麓的協助下，教師先參加…個培訓工作的，主題為「如何

引入戲劇元素教觀意寫作 J '教師們可以彼此觀灣及交流。婚禮這謂意念寶路在寫

作教學是中，哥哥求舉起根據…個新聞詩事話題，扮i真不同的角色，

，然後加tJ、繫體及分額。有一次，她以「禽流!讓」作為主題，安詳學生扮濟記

者，訪問其他角色例如家庭主輸、難販、政府宮員關於個們的處境、感受及對環 e

之後學生要根攝法些資料，寫作一篇文章，完成後又要向同學躍報。

教學設計有不少鐘點以重主觀元素引導學生寫作，一方醋讓錯把多留意新輯時

，另一方面通過活動員史發學生的思維，培養他們礎不再角度思考，華主牆活動著名配

合寫作教學。這鶴教學目的最將是要是學生參與學習，把讀寫聽說結合起來。 J (訪

問內老師)

主;進三位教師的教學岳念及行為與新課程的理念梅持，採間互動教學策略，

學生成為學習主體，他們表示薪隸程是可取的，理由主是能鞠誘發學生的學習動機、

讓學生發揮間儕協作精諧、拉古訓練各種能力。

成學生議中心的教學樣式及理論

課程與教學的關係是…體兩間，課程品支農經由教學實鏡出來。不少望著證研究發

境只有在教師髏蠶的情割下，課程設計者的理意課程、官方制定的文件課程才叮落

實到執行課程及經驗課程(輯見譚彰鳳， 2006 ; Crawley & Salye室， 1995; Lloyd & Wil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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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 ，否則教師只會按悔人的情念調過研課程，結果課程設計者的理念便無法實踐

出來(例見譚彩鷹. 2006; Cronin-Jo悄話， 1991) 。要成功實雄任何…籠課程，品須使教

師認向改革者提他的改革目的 (Fulla尬， 2001) ，苦果教師明白為何建議訂定這時日

及教學叢略，教歸將會更顱意探揖新課程 (Cronin-Jone日， 1991) 。下文將根據教學欖式

及諸如心理學理論準一步說明以學生為中心的理念。

棋書畫Joyce & Weìl (1986) (Models of Teachìn墓) {教學模式}一醬分析以學生為中心

的教舉設計，可說資訊處理(information proc仰的車)、個令人(personal) 、社群(social)及行

為(behavioral)系競四大家毅(four famìlies)進行探究。 (1) 資訊處理範帶走認知學暫的教

嚷模式，強調學生要學會組織資料，尋找解決摺題的方法，並譯過語言和文字傳通

。受訪教師在活動教學中，以能力的培主變為主導，使學生的讀寫聽說及思難能

力得以全面發展，問時轉發舉笠的勸學興，與向儕合作，讓他們逐步邁向

舊的階段，從院建構知識。 (2) 攝入範疇至是要增強學生的串信心，提高學習興起，建

醋的自我形象，指除學生能賴教師的惰性 c 上述餾案中的學笠分別根據三位教

前的指引擎盟，增強了體入的自 ，也還棋掌擺學習語文的第鵝。 (3) 社群範聽是

一種協作式的學習方法，讓學笠共向解接難題，或透議互相觀靡，提升錯入學習能

力。三位教師利用學生的力量是，通過路作學訝，實現學生積極參與的原則，互相觀

!可力支範者的長蟬，拓寬舉生的視野。 (4) 佇立各系統透過外在的體勵及懲罰方法，

輔導學生的行為，糾正他們的學詞方法及態度，體懲的方法可位括總神上的與物質

上的。受訪教告訴表示給

化他們的學曾勸蟻。

口頭讚黨或實踐島舉的嘴會，做學生獲取成功蟻，強

三位教師的教學設計還可以認知心理摯的理論解釋，下文分別提活動理論、

、神習勳機及自主學習幾方面加以說明。

活動理論主張人在活動的進行和參與中，即可何時主要得行為技能並獲得認知

能力的發展，活動理論把心理作階輯為由扑在活動轉化而成的內在活動(黃昌圳，

1999 )。中關語文的教學一軍被拉詩為辛苦蓋章講解範文，忽聽聽說教學(伺萬寶、歡

fJl的話， 1995 ; Tse, 1995) ，受訪的三位教師，設許不同活動教學，使學哲攪得互動

活潑，讓師生互動，對參與活動的話禪賦予意義，進而轉化學科的內容，產生新憲

義。針對語文學習方面， i蠶可以聽兔譜寫聽說割裂前欠聯繫的問題。

合作學習能捉摸學生的認知發展、社群關人際的交說、誘發內我學習動機、

加強成員問積梅互助的措辭(三哇，別的; Johnson & John紛詞， 1999; Slavi鈍， 1995) , 

揉合「合作舉習」和「專題研當 j 兩種形式的「合作探究單習法.更可以揖升學

生的探究能力(轍錦朗、許明蟬. 2002) 。合作的教育學理論主要J.:J，貝主的原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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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層教育的翱念及最近發展lilli理論為立論基礎。根撥 Vygotsky(l 978) 的學說，

只辛苦;在最近發展lilli 內進行活動，覓得軒更精熟向摔引導的情配下，能推展學習的進

程。這種深層次的教育才本會使學生感到損迫、緊張及焦慮(簧晶誠 '1999) ，也

能提使學生k承擔學

有不問:閱讀學史罐採用學

'與朋讓共享資源(烏蘭， 2004) 。三位教師的設計各

報形式、寫作教舉引入戲劇元素中的角色扮演、

題研醬 出教室探討摺輯。 教學設計打破一實i式來由教師主導的教

模式，畢生較敢於在閱當闊前褒達自己的想法。選手言，接生們具有不闊的能力及專

，可i法豆豆樟主是短。

Bruner (1 966) 認為兒童入學之招具有離鐘天賦動機，…~好奇驅力 (curiosity

d的e) ，對鑫麼事物都有興蘊;二為好勝驅力 (drive for competence) ，對任何事物要求

獨立完成，並與那人寄予髒 o Bruner強調兒讓:在主要書時間好奇而活動，國活動而講是

好奇心，以後對該活動嘉定產生了增強作尾，這種增強原堅守 (princip1e of reinforcement) 

不是外號的，再是內發動機 (intrinsic motives) 。學生在參與學習的過程中﹒他們能

夠獲取成功感及滿足感，這是一轍成說動機 (Atkinson， 1965) 。三位教吾吾揖吊在動教

，聽權給學生學習，激發學史內在的舉習動機，讓學生在擒快的還境下發揮咱們

的潛能，獲散學習的成功惑，這樣教學便會招得益蜓，學習自然成為一種樂題。

傳統上，語文教臨的教學以文本為中心，側還豆組無選士也講解課文，教師在教

室的言說是最多的，成為課堂的主導者，宿學生則是接收者、撥動的學習者(

、歐1JiP\婿， 1995 ;黃顯華、與茂灘. 2002) 0 Vygotsky (1978)的社會文化論對教室

的首該研究有很大的毆示，深入謀討師生互動中教學攝程中所需要讓意滷﹒說明教學

的結構諱立在課程的活動上，教師的責任是給予學生鷹架 (scaffo1ding) 輔助。教自事捏

成為學費的(促進者，寶路人本主主中心的教鞭理念，創設與由的學習環蹺，

入學習的活動 (Rogers & Freiber.裳， 1994) 。本文播示三個以學生了悉中心的教學個案允許

學位的聲音在學習議程中出現，並提供機會給學生建立資任感及自主嚨。

聽講

以學生為中心的數學原封是一種體值敢向及態度，實踐這種教舉並;不等於掛

斥教鸝講棒、提問等教舉法，擺闊，教師需要輾轉教學的自標、教材的性質、學生

的特質及壤境因講話調適教學。自擠，不少中文教師仍然抱持教師講、學生聽的教

學方式友情念(譚影鳳. 2006) .對於為甚麼推行以學生主義主體的教學理念立豈不理

解，也不知單如何推行。只有持續的教研專業發展才叮以幫助教瞬間對教學上的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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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變 (Fullan ， 2001) ，因為人的觀念、行為是一個漸變時過程，需要持闊適應(變肖

玲， 2003) 

要捏成教師持續性的信念及待為轉變，大規模的旦有跟進的戰前及在職教師

是讓要的。行為轉欒後，認知的轉變由鐘之路產生，尤其是在職教師嘗試使

用新梅教學方式後，發現能有效站改善學生的學習成漿，可以增加他們的效能感

(Guskey, 2002) 。教師專業成錢的重要菌素是要支擺教歸成為反思智、行動者，

教師在括:念與教舉行為上作品改變 (Philipp， 2007) 。這些教師專業發展譯程為宜加入

行動研究，讓教師成為研究者 (Stenhouse， 1975) • i通過行動反思或皮患行動 (Schon，

1983) .罷教歸穫較實際的經驗。J1t外，攏講一些改變了教學信念或實罷了新課

程教學工作的教臨分享心縛，推贊成Jj]經驗，有助其他教臨謂過其教

(Lloyd & Wilson, 1998) .只有實踐了新經驗的教師才可以說服其他教師「合作學

習」、 r 專題研習」、「時擠教學法 j 等此草接講授的方式更好 (Habenna口， 199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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