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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初中中文教科書工具書教學設計初探

羅偉安

香港理工大學香港專上學院

1. 前言

使用工具書自學的技能與習慣對學習語言很重要。香港的中學課程包括使用工具

書的技巧，視之為幫助閱讀和自學的基礎技能。根據香港課程發展議會的《中國語文

教育學習領域課程指引（小一至中三）》（2007）（下稱《課程指引》），學生應該

培養自學能力，習慣使用、檢索工具書，和查閱電子詞典。本文旨在探究香港初中教

科書編寫中文工具書技巧的狀況，研究方法主要透過文獻調查，評析香港五家出版社

初中教科書編寫詞典應用的內容，是否真正按照《課程指引》，幫助學生培養這方面

的自學能力。

2. 文獻回顧

中國、香港的詞典應用研究，多數集中於大專生怎樣使用詞典閱讀英語，研究方

法主要是使用者問卷調查加上訪談，例如 Li（1998）、于偉昌（1999）。王安民、

魏向清的研究（2009）則以中學生使用英漢詞典為主題。這方面的研究整體很少觸及

詞典技巧訓練，姜治文和文軍（1998）的研究是一例外。《辭書研究》的調查課題組

（1999）則進行過一個大規模的漢語語文辭書使用情況調查，對象包括全國各地 4467
個人，主要為學生、行政人員和科技人員。雖然分發問卷方法沒有清楚交代，調查結

果也可稍作參考。調查發現中小學生辭書知識貧乏，在中小學語文教學中，辭書知識

與辭書使用還是個薄弱環節。

在香港，詞典應用研究也側重於英漢雙語詞典，例如 Taylor（1988）、Taylor and 
Poon（1994）、Fan（2000）、Chi（2003）、Thumb（2004），全都是關於大專生怎

樣使用英語詞典閱讀英語。Li（2003）和 Law（2010）的研究則以翻譯學生為對象，

包括怎樣使用漢英詞典。以中小學中文詞典為主題的研究極少；此外，以上詞典學研

究都絕少提及電子或在線中文詞典，和詞典應用教學。

蕭炳基、何萬貫的研究（1981）指出，要中學生避免錯別字、別詞，就必須培養

學生的自學能力，要多翻查字詞典。黃顯華的研究小組（2000）曾對香港 690 位中一、

中三與中四學生進行問卷調查，研究他們的中國語文學習過程。其中在應付預習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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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困難項目包括翻查字詞。黃顯華的研究小組（2000）也曾就中學生寫作作問卷調

查，對象包括六所學校共 699 位學生，較常及經常出現的困難有“執筆忘字”、“不

懂修飾”，原因是“未能運用平日課堂所教所學的詞彙，也不懂得運用修辭技巧”，

可是學生卻很少翻查字典來解決問題。歐陽汝穎、湯浩堅、梁慧霞（2003）對 2530 位

初中教育工作者調查他們怎樣看香港學生的中文能力，結果顯示 68% 認為學生應運用

工具書自學，72% 認為他們應該有能力使用字典和詞典獨立識字，懂得運用多種檢字

方法。從上研究可見，無論是從學生或教師的角度而言，訓練查考工具書的能力都是

需要的。

香港政府的教育局也確認這需要。香港課程發展議會的《課程指引》（2007），

延續 2001 年的指引，訂明學生應該培養自學能力，習慣經常使用工具書，熟習查檢資

料的方法，和查閱電子詞典，能迅速選取適當途徑，解決聽說讀寫的問題。而在“共

通能力、價值觀和態度”中，列明“運用資訊科技能力”是其中之一，學生須利用多

媒體資源輔助語文學習，包括查閱電子詞典，提高資訊科技的應用能力。老師的教學

原則須“讓學生了解更新工具書的重要，懂得挑選合適的版本，引用資料時懂得核

實。”（第二章）第六章“課程資源發展”說明，教師須為學生“建立學習材料庫”，

包括網上字典、工具書，以便學生在閱讀中學習。

3. 研究方法

《課程指引》的初中教學大綱較多提及工具書，期望學生在這階段培養使用工具

書的自學精神和習慣。高小大綱較少提及這些要求；高中大綱則假設學生已經掌握這

技能，更沒有提及。此外，中學詞典教學研究極少，益顯其需要，故選擇初中教科書

為研究目標。何文勝（2007）也曾研究香港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以來初中中國語文教科

書編選體系的承傳情況，並按照香港課程發展議會 2001 年頒佈的《中國語文課程指

引》（初中及高中），來評述七套教科書的編選體系，涵蓋整套教科書的編寫，本文

則集中於工具書教學的範疇。所選五套教科書均與何文勝所選的一樣，可見其具代

表性。

按照《課程指引》，現以兩大目標審視五套教科書的工具書教學設計能否幫助學

生培養這些能力，讓出版社、教師、學生與詞典學學者了解、關注相關情況，謀策改

善。兩大目標為：

(1) 自學能力

 a. 習慣──經常使用工具書，熟習查檢資料的方法，解決聽說讀寫的問題。

 b. 知識──了解更新工具書的重要，懂得挑選合適的版本。

 c. 資源──建立學習材料庫，包括網上字典、工具書，以便在閱讀中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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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資訊科技的應用能力──利用多媒體資源輔助語文學習，包括查閱電子詞典。

五套教科書為：

(1) 香港教育圖書公司初中中文編寫委員會編的《初中中國語文新編》（香港教

育本）

(2) 培生教育出版亞洲有限公司的《朗文綜合中國語文》（朗文本）

(3) 現代教育研究社的《初中中國語文》（現代本）

(4) 啓思出版社的《啓思中國語文》（啓思本）

(5) 商務印書館的《初中中國語文》（商務本）

4. 研究結果與討論

香港教育本中一至中三冊的語文運用重點包括語文基礎知識，其中介紹部首和

多音字、多義字等，卻沒有任何單元特別介紹工具書的使用，這方面的設計置於課本

單元中的閱讀課文部份，這樣的設計幫助學生學習應用詞典來閱讀，培養習慣（目標

1a），不過沒有教導過程中怎樣按語境找到適合字義，也沒有教導怎樣挑選、善用工

具書，更沒有提及電子詞典（目標 1b-2）。

朗文本的學習重點包括語文知識，卻沒有包括工具書；“語文基礎知識單元”中

的詞彙練習，也沒有提及應用詞典，完全忽視這方面教學。

現代本《中一單元一：建立基礎──學習方法和策略（一）》（2006）的“語文

自學”，內容有部首檢字法、常見的部首，並附一查詞典練習，找出單元課文中一些

詞語的部首、讀音、詞義。後面的單元也偶有查詞典的練習。《中學中國語文：語文

基礎知識（教師用書）》（2003）列出一些適合學生的詞典書目，方便教師介紹給學

生，不過內容似乎太少。教材設計可算顧及目標（1a-b），卻忽略目標（1c-2）。

啓思本一套多冊，包括《初中能力導向語文練習》、《語文學習手冊》、《基礎

能力訓練冊》和課文冊單元。《初中能力導向語文練習》中一冊（2010）“語文基礎

知識”的題目，包括部首的變形、判斷部首（10.3, 10.4）；中二冊的題目包括兩個

辨識部首的練習（10.2, 10.3）。中一至中三冊均包括三個成語綜合練習。語文自學

的內容置於《基礎能力訓練冊》，中一冊（2005）的題目包括：善用工具書（一）：

字典、詞典；善用圖書館資源；分類儲存資料。中二冊（2005）題目包括：善用工具

書（二）：成語詞典、古漢語字典；網上搜尋資料。中三冊（2005）的題目包括：善

用工具書（三）：辭源、辭海；善用傳播媒介提供的資訊。中三冊的“語文知識和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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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第三章的學習重點包括：認識熟語、成語、慣用語、諺語和歇後語，卻沒有提及

應用相關詞典查考，也沒有介紹相關詞典。每個題目都至少有兩頁篇幅，並有練習。

《語文學習手冊》中二本（2009）的“自學篇”教導怎樣善用古漢語字典，並介紹三

本古漢語字典，還有練習。目標訓練方面可說是五套教材書中最詳盡完備的；不過根

據何文勝（2007）的意見，卻沒有配合課文應用詞典。

商務本中一冊（2008）單元二的語文運用部份介紹部首檢字法及常見的部首；而

課文的“課前準備”中包括“翻查詞典”，這類練習在中二、中三冊都有，將查詞典的

技能應用於閱讀課文之中；此外就沒有相關內容。工具書教學目標中，只顧及（1a）。

綜合而言，如表一所示，五套教科書只有啓思本完全按照《課程指引》設計工具

書內容，其餘的均不著重。缺乏教材，難怪教師都不著重，學生也無從培養這方面能

力。研究結果發現香港初中語文教育跟《辭書研究》的調查課題組（1999）所發現的

內地情況接近，臺灣的處境也類似（參蔡美惠  2006），辭書教學同樣不受重視。

審視目標 /出版社 香港教育本 朗文本 現代本 啟啓思本 商務本
1. 自學能力
a. 習慣 * * *
b. 知識 * *
c. 資源 *
2. 資訊科技能力 * *

表 1：審視香港五套初中教科書的工具書教學編排目標

（ * 表示教材設計幫助學生達到該目標。）

5. 結語

本研究是兩岸三地少有或僅有的初中中文詞典應用的研究。文獻調查顯示，中國、

香港的研究都不重視中文詞典應用。缺乏學術指引，教育界就不清楚整體實踐情況，

也沒有理論和反思來更新發展。研究以香港五家出版社的初中中文教科書為目標，查

察教科書編寫是否符合教育局所規定的課程大綱：培養自學能力、習慣使用和檢索工

具書、查閱電子詞典，和建立閱讀資料庫。調查發現，除啓思本外，其他四家出版社

的教材編寫都有不少缺陷。由此可見，即使是教科書出版社也忽視編寫使用工具書的

內容；除非教師自己額外準備教材，不然似乎學生就沒有機會學到相關知識。這情況

與學術界接近，即學者、教師都忽視詞典教學，而最終學生也受牽連，既輕視也不懂

使用詞典，影響閱讀、寫作、自學能力。

中文詞典應用教學是中學教育的缺口。教師必須認清這學習技巧對學生終生都有

用，確定其價值，是可教、需教的，不應該讓學生自行摸索，才會願意花教學時間教

授，同時也要與科目其他題目協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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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研究可以考慮調查中學實踐詞典應用教學的情況和果效，並且發展一套詞典

應用教學法，包括目標、方法、教材、評估和發展，方便教師跟隨，也造福學生。例

如在課程大綱方面，必須以解決語文困難為本，認清學生應用詞典的需要──為閱讀、

寫作，還是說話，而設計教材內容、活動。內容可分三方面：一、選用詞典。老師須

認識巿場有哪些類型的詞典，有哪些詞典適合學生使用，然後教導學生選擇。電子詞

典和網上詞典方面尤其需要花時間認識。科技日新月異，網上資源五花八門，學生已

經愈來愈習慣使用電子工具學習，包括袋裝電子詞典和手機詞典。雖然這兩種工具的

查字方法較翻查印刷詞典方便，可是選取資料的技巧卻大同小異，學生不懂善用印刷

詞典，也會同樣不懂善用電子詞典。二、找尋詞典資料。學生須有基本語文知識，對

使用的詞典有基本認識，學習善用詞典各種資料。同學也須熟習查字法，包括筆劃、

部首和漢語拼音。三、選用詞典資料。學生須學習怎樣在詞項內選取適合的資料解決

語文問題，例如遇到多義詞，究竟應該選用哪個定義，還要留意用詞的語境和風格。

最後，為了評估學生有沒有掌握該學到的技巧，每個學期都應設立測試。課程大綱的

詳細建議，可參考 Law（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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