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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與發展事務處知識轉移辦公室
主辦

知識轉移分享會

校本語文課程發展的理論、

實踐及成效



計劃負責人：何文勝［2015年7月
起退休，計劃交由張壽洪博士負責］

校本語文課程規劃與教材建設組：

何文勝（組長）

普通話教中文組：謝雪梅（組長）

余婉兒、黃仁娜、梁佩雲（組員）

語文校本評估組：張壽洪（組長）

非華語學生學習中文組：梁佩雲（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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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者：

何文勝博士msho@eduhk.hk

張壽洪博士shcheung@eduhk.hk

中國語言學系

日期：2017年1月3日

時間：12:30～14:00

地點：C-LP-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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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內容

一、項目的主旨與目的

二、校本語文課程規劃與教材建設的理論

三、理論知識轉移為教師專業能力過程

四、協作活動的影響

五、協作活動的成效

六、未來發展路向

4



一、項目的主旨與目的

項目名稱：

香港小學中國語文教育伙伴協作計劃

（一）項目的主旨

配合21世紀初語文課程改革的發展

落實語常會「提升香港語文水平」建議

把理論知識轉化為能力應用，由理論帶
動實踐，學以致用，與小學建立伙伴協作計
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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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項目的目的

1.深化語文教育改革；

2.拓展我系同事的學術發展

3.提升本系學生的語文教育專業水平

4.提升語文教師的專業水平

5.尋找更多配屬與實習學位

總之，在活動過程中，提升各參與者的
專業水平；建立學院在香港語文教育的地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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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組的理論知識

（一）校本語文課程規劃與教材建設

（二）普通話教中文

（三）語文校本評估

（四）非華語學生學習中文

以校本語文課程規劃與教材建設的理

論為例。最終：提高教師的專業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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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校本語文課程規劃與教材
建設的理論

課程規劃：編選體系的理論依據

教材建設：編選體例的理論依據

有關概念

單元教學：語文教材組織

編選體系（課程）：單元間的縱向銜接
與橫向聯繫。

編選體例（教材）：單元內各課文的呈
現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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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編選體系的理論依據為例：

（1）為何要規劃

（2）如何去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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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為何要規劃的理據

系統論

（2）如何去規劃的理據

學科論

能力結構論

認知識

課程論

可在上述理論找到規劃的理據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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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課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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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規劃的編選體系

單元的縱向銜接

上一單元所學為下一單元所用

單元的横向聯繫

精讀、導讀、自讀（三課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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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理論知識轉移為教師
專業能力過程

一月舉辦簡介會：

二至三月接受理論知識訓練：

四至十一月展開協作：

十二月舉辦分享會：

每次都邀請本科及碩士生參與協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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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項目的影響

項目在本系經營十多年，成為本系的
品牌。

落實課改的理念

深化課改的工作

改變教師的教學思維

提高教師的專業水平和教學效能

全面提升小學生的語文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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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理論知識培訓後，老師有專業能

力因應學生的實際需要，調整所用教科書

，甚至開發校本語文課程及教材。

參與學校累積約共180所，表現卓越的

有十多所。受益有前線語文教師校長及我

校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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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惠學校及學生情況：2012-2013



受惠學校及學生情況：2011-2012



2006-2014參與香港小學中國語文教育伙伴協作計劃
學校統計表

年份 參加分享學校 參加分享人數參加協作學校

……2006年前［未有統計］

2006 108所 172人 35所

2007 78所 199人 20所

2008 缺 缺 30所

2009 33所 98人 16所

2010 21所 61人 13所

2011 45所 120人 17所

2012 53所 123人 15所

2013 30所 105人 14所

2014 33所 120人 19所

總計 401所 999人 179所 20



五、項目的成效

（一）參與項目的學校利用成果與全

港小學老師分享

（二）對老師、學生及家長的影響

1.聖公會青衣主恩小學分享

（1）校本課程對教師專業成長的裨益：

a.教師掌握理論進行校本課程規劃。

在理論與實踐結合，提升教師的專業水平

和教學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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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提高教師的教學素質和成就感，進一步

推動教師團隊加入設計及優化課程。

c.教師在設計課程時，能更明確地釐訂教學

目標，更重視教學組織，能增強教學效益。

d.有利教師平衡分配教學資源和時間。

e.教師為學習的促導者，能有系統地讓學生

掌握能力點，令課堂的學習更省時，更有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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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校本課程對學生的收益：

a.課程規劃配合學生的認知發展，新課型由已

知到未知（精讀→導讀→自讀），教師教學課次

減少，但學生閱讀量增加。

b.教學重點清晰、明確，令學生的印象更深刻

c.確保學生發展全面的思維能力。

d.課型設計提高學生的內在學習動機，發展其

自學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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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天主教石鐘山紀念小學分享

（1）老師的改變

a.掌握校本課程理論及精神

b.加強教學的聚焦性

c.教師角色從主導課堂變為從旁引領

d.推動課研精神

e.提升專業能力



（2）學生的改變

a.愛上中文科，學以致用

b.從文本的學習遷移至能力的掌握

c.自主學習能力的建立

d.課業多元化，著重能力培養

（3）家長的改變

a.學習重點清晰，易於溫習

b.改善親子關係



3.大角嘴天主教小學（海帆道）

（1）學生（李ｘｘ）學習後感

透過這單元的學習，我學懂了分類說明的寫

作手法。分類說明能夠有條理地說明事物，使讀

者讀起來更加清晰。而運用概念圖一方面讓我們

暸解整篇文章的結構，另一方面也可以用在寫說

明文的時候，真是既方便又有用。寫作時，我可

以運用概念圖把腦中想到的東西分類列出來，當

寫的時候安排的內容就更有條理了。我一定會把

這方法運用到日後的寫作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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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聖公會馬鞍山主風小學

（1）教師個人反思

1.校本教學計劃值得推行……

2.在共同備課中，老師能互相交流心得，從而提升
教學技巧。

3.老師以該能力為擬題的考核重點……

4.老師會在每一節課堂的開始，告訴學生本課堂的
學習目標，使學生在學習中更有焦點，使學習效果更
好。



（三）編寫實驗校本語文教科書，交由出版社出版



協作學校參與
編寫



（四）參與伙伴協作計劃學校獲獎情況

2010年天主教石鐘山紀念小學謝志穎、梁
鳳屏等獲香港「行政長官卓越教學獎—中國語文
學習領域」卓越教學嘉許狀（小組）。

2012年謝志穎、梁鳳屏，孔佩玲：獲中國
當代語文教學專業委員會頒首屆「全國語文教育
管理名師」獎。

2012年湯芷琪：獲「全國語文教育教學名
師」獎。

2012年李敏儀：獲「全國語文教育科研名
師」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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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成果轉化為BEd（P）、BEd（CL）及
PDP等課程的單元教材。

小學校本語文課程與教材發展 課節與課題 課時 教學方式

第一講 校本課程的特質與發展

第一節 校本課程的理論基礎

第二節 校本課程發展的過程與模式 ※

第三節 香港校本課程的發展概況

3
講授

討論

第二講 中國語文科課程的發展與教學反思

第一節 兩岸三地小學中國語文科課程標準/綱要/大綱的發展概況

第二節 世紀之交語文教育的改革與研究──改革的過去、現在和將來

第三節 新世紀中國語文教學的反思──以初中為例 ※

第四節 語文課改革的精神與落實方法 ※

4
講授

7

第三講 校本語文課程與教材規劃的基本理論

第一節 校本語文課程規劃與教材設計的基本理論 ※

第二節 語文能力結構初探

第三節 建構語文單元教學的理論依據：兼論語文單元教學的組元方法

第四節 中國語文單元教學發展

6

講授 及

小組

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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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講 校本語文課程規畫的原則

第一節 製定教材編選體系及組織能力訓練型的單元教學程序

第二節 建構校本語文課程的組織方法初探

第三節 小學中國語文課改與教科書編選體系的建構

第四節 多元化的語文教學──教材編選體系的角度

4
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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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講 校本語文課程規劃的基礎

第一節 香港教育改革及中國語文課程改革文件

第二節 從語文教育的觀點論廿一世紀教育藍圖中香港教育改革的建議

第三節 中國語文科課程指引簡介與評議

第四節 中國語文課程指引──課程宗旨及學習目標評議

第五節 《中學中國語文課程指引》課程取向、教學總原則及學習範疇評議

第六節 課程指引的中小學中國語文科學習目標評議

6
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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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講 校本語文教材設計的基礎

第一節 中國語文課程指引諮詢稿及學習單元設計示例評議

第二節 小學中國語文校本課程及學習單元設計示例‧理念篇

第三節 小學中國語文校本課程及學習單元設計示例‧理念篇評議

第四節 新編中國語文教科書的簡介、分析與評議

第五節 兩岸三地小學語文教科書編選體系及體例的比較研究

6
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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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講 小學中國語文科校本課程規劃與教材設計策略

第一節 利用新教科書開發校本語文課程的方法

第二節 教科書的選用策略

第三節 第一及二輪選書方法表

3
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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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講 香港小學中國語文科校本課程規劃與教材設計實例分析

第一節 小學中國語文科校本課程規劃與教材設計實例分析-閱讀示例及答案-1

第二節 小學中國語文科校本課程規劃與教材設計實例分析-閱讀示例及答案-2

第三節 小學中國語文科校本課程規劃與教材設計實例分析-練習

7
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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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小時



（六）參與學校都能為本校學生提供

比一般學校較多的配屬及實習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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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未來發展路向

後續發展

透過實証方法，驗証協作的成效

利用有關數據撰寫學術論文

把有關資料整理為《校本語文課程規

劃與教材建設的理論與實踐》教材再出版

透過協作計劃，配合有關課程加強培

養本校學生開發校本語文課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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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完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