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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選修單元「文化專題探討」的設計與教學 

—種籽計劃實踐經驗談 

陳慧儀 

新高中中國語文課程分為必修和選修部分，選修部分有十一個單元，範圍很

廣，涉及電影、小說、戲劇、文化、新聞、多媒體、翻譯、科普、普通話傳意和

表演藝術，都是學生在日常生活中經常接觸到的素材。學生可以選擇三至四個單

元學習，並以校本評核的方式評估學習成果。 

背景 

對學校和教師而言，選修單元是中國語文課程的新事物，為了做好準備，本

校中文科組在新高中學制推行前已初步為第一屆新高中的學生選擇了三個選修

單元，同時申請參加課程發展處的種籽計劃，設計校本選修單元，並進行試教。

我很有幸參與種籽計劃，借調課程發展處半年，設計「文化專題探討」單元。 

在設計單元內容前，對選擇甚麼專題，我們做了仔細的考量。中華文化博大

精深，不同專題所處理的中華文化重點當然不一樣，我們的考慮點包括學生的特

點、教師對教學內容的掌握、所選中華文化重點對學生成長的適切性以及與中文

科其他學習範疇（如閱讀、語文知識、思維、自學）的關係、學習內容與必修部

分學與教的配合等等。 

本校為一所女校，學生語文能力一般，但頗受教，師生關係也很好。為了解

學生對中華文化的認識和興趣，中文科組對高中學生做了一次小型的問卷調查，

結果反映學生文化知識薄弱，大多對開宗明義學習中華文化表示擔心，既擔心學

習內容古老沉悶，也害怕其艱深難懂。對具備這樣特點的學生，以有趣和生活化

的課題引入，透過探討人與人的關係和與自身成長相關的議題，讓學生親身體味

中華文化的智慧所在，並在日常生活中活學活用，這樣的設計是比較合適的。任

教高中的教師對「文化」並不陌生，對任教中國語文及文化科的教師而言，更可

說是駕輕就熟，因此我們自然地向熟悉的內容方面去考慮，最後選擇了「五倫」

這個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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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設計 

人倫關係是中華文化中重要的精神價值，學生在日常生活中一定有所體會，

以此為探討的主題，必須兼顧古今，因此我們將選修單元的課題定名為「情繫古

今—五倫關係及其社會意義」。單元各環節教學內容如下︰ 
 

部分 教學內容 課節 構思與備註 

一 甚麼是文化? 1-2 
藉閱讀篇章及日常觀察，讓學生覺知文化

就是生活，文化學習與我們的生活息息相

關。 

二 
中華文化精神

特徵 
3-4 

透過瀏覽網站，觀看短片，讓學生覺知中

華文化內容博大精深之餘，初步認識中華

文化的核心精神。 

三 五倫是甚麼? 5-6 

集中研習五倫，由學生自行探究五倫的條

目及其關係，作為以後研習的大綱︰ 

父子—   慈>> (親) << 孝  

兄弟—   友>> (序) << 恭 

夫婦—   義>> (別) << 聽 

君臣—  仁>> (義) << 忠 

朋友—     (信) 

四 父子 7-14 學習方法︰ 

—從文字釋義出發…… 

—從研讀經典開始…… 

—閱讀古今篇章及歷史故事…… 

—討論及反思現今社會現象…… 

—網頁自學 

五 兄弟 15-20 

六 
小結︰孝悌為

仁之本 
21 

 
七  積學儲寶︰ 

建立「網上協作平台」（google site）儲蓄文化材料， 

並在「討論平台」討論相關議題 

 
八 朋友 22-28 方法與第五、第六部分相近，由於學生在

第八部分須以之前課堂示範的方法積累知

識，並定時在討論區討論相關議題，鞏固

以往所學，因此第九至第十一部分的學習

主要由學生帶動。 

九 君臣 29-34 

十 夫婦 35-39 

十一 
總結與評估︰  

1) 五 倫 概 念
40-42 

讓學生認識五倫關係在中國傳統社會所起

的作用： 



3 
 

部分 教學內容 課節 構思與備註 

與 傳 統 中

國 社 會 的

關係 
 
2) 兩 難 的 抉

擇 
 
 
 
 
 
3) 總結 
 
 
4) 總 結 性 評

估指引 

(1) --縱向︰  父子 >> 君臣 
       家族+家族 >> 夫婦 
 --橫向︰  兄弟 >> 朋友 
(2) 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讓學生覺識到在日常生活中，實踐五倫關

係應有的行為時，往往會遇到兩難的抉

擇。此部分的討論重點在於認識傳統儒家

的看法，反思中華文化優良及不足之處，

並在日常生活不同的情境中實踐出來。 
 
總結單元所學並藉總結性評估反思所學之

文化專題 
 
介紹總結性評估的要求及指引 

單元設計中的幾個考慮點如下︰ 

第一、單元中各個學習重點要有機結合。教學內容圍繞五倫展開，除了希望

學生學習文化外，也希望培養學生的品德情意。透過研習古今經典作品，探討其

中的文化意涵和反思中華文化的現代意義之外，更重要是培養學生的思維能力；

同時，透過讀、寫、聽、說等不同層面的學習活動，提升語文知識和能力。 

第二、注重積累。為使學生對中華文化有正確、全面而深入的理解，並讓她

們在討論文化議題時有據可依，本單元的設計一方面着重質量兼備的學習材料，

增加學生的積儲；另一方面，透過不同的教學活動，培養學生探究和語文自學的

能力。在學習材料方面，我們除了選用多元化的材料，也盡量採用經典原著，讓

學生從第一手資料中理解中華文化的精神。 

第三、以學生學習為重心。教學活動設計的原則是多讓學生感受、參與、親

身體驗，讓學生自己說出中華文化的特點，而不是由教師灌輸。 

由於本單元設計要學生閱讀不少原典作品，我們特地檢視了學生初中階段所

學的文言篇章和文言知識，然後結合選修單元閱讀材料所需的文言知識，在必修

部分加插了一個文言作品閱讀單元，以鞏固、提升學生文言閱讀能力，為選修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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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的試教打好基礎。 

單元試教 

由於推展這個種籽計劃期間，新高中學制剛剛實施，中四學生升上高中，需

要適應高中的學習；中五學生要準備會考；中六學生雖正修讀中國語文及文化

科，但學習內容和程度與新高中課程選修單元不同。選擇那一級別進行試教，都

有不同的考慮，由於這是試教，教學過程中定會調適，我們認為不妨在中四級一

試；而五倫與文化科的學習也有相通之處，讓中六級學生學習也是合適的。科組

經過討論，決定在中四和中六兩個年級的下學期尾試教。我們先教上表教學環節

的 1-6 部分，然後安排學生在暑假期間利用網上學習平台積儲資料，待開課後再

繼續下面的環節。由於中六級學生程度較高、基礎較穩固，試教重點側重單元中

需要自主學習、深入探究的部分，希望一方面提升學生的語文素養，另一方面也

可以回饋單元設計。 

為具體呈現校本單元的精神，我們設計了一套名為「學習文化四步曲」的學

與教步驟，分別為步驟（一）︰文字釋義；步驟（二）經典格言；步驟（三）古

今篇章；步驟（四）討論反思。五倫的學習中，每一倫都以這樣的步驟開展。 

錢穆先生在《中華文化十二講》中指出︰「人倫的倫字，也如絲旁的綸字般，

兩條絲以上始有綸，兩個人以上始有倫。倫是人與人相配搭。一個人跑進社會上

大要有五種配搭，或說五種搭擋。父母、君臣、夫婦、兄弟、朋友稱為五倫。」

中華文化着重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而這關係又是有層次的，正如費孝通先生在《鄉

土中國》談我們的民族有的是「差序格局」，「我們的格局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

柴，而是好像把一塊石頭丟在水面上所發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紋。每個人都是

他社會影響所推出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紋所推及的就發生聯繫。」因此五

倫是有親疏之別的。本單元的設計就以人際間最親的父子一倫開始，讓學生從生

活體驗切實地感受中華文化的精神價值。 

先從步驟（一）文字釋義說起，教師先示範如何透過漢字看中華文化，陳寅

恪先生謂︰「凡解釋一字，即是做一部文化史。」中國文字的其中一大特色是可

望文生義，很大部分的中國字都可從字形，推測其背後承載的文化意義，學生有

機會接觸《說文解字》、《爾雅》一類的經典字書，看不同的書法體，配合教育局



5 
 

製作的教學軟件《點畫流形》，驚嘆漢字六書造字用字之妙趣。就以「孝」字為

例—「子承老也」，就引起熱烈的課堂討論，令學生留下深刻的印象。 

在步驟（二）經典格言部分，先秦經典古籍留下不少警世箴言，內含不少智

慧，但學生學習時卻面對語錄體難以歸納的困難和文言文閱讀能力不足兩大問

題。教師要求學生每人每日分享一則格言，從中學習如何搜尋、解釋和應用相關

資料，由簡入繁，由淺入深，並要求學生整理背誦。試教不久，學生已把每天學

格言當成課堂習慣，更因之自覺文言閱讀能力也相應提高。分享「我最喜歡的經

典格言」時，除解釋、分析經典格言外，學生也會分享在日常生活的應用和反思，

就這樣，古人的智慧在學生心中便自然地活起來，再不是昔日她們所以為的古老

沉悶。至於某些較深奧抽象的概念，教師會在課堂上利用小組及師生交流的形式

共同學習。例如學生選讀《禮記‧祭儀》中「曾子曰︰『孝有三︰大孝尊親，其

次不辱，其下能養。』」這則有關孝的說話時，最初並不明白為何「尊親」比「能

養」難，她們以為跟爸媽說聲好比花金錢供養父母容易。教師作出解釋後，學生

仍不理解。經討論後，教師才發覺原來學生家庭的經濟條件有限，從他們的角度

看曾子的話，不容易得出和成年人相同的結論。最後，透過充分的課堂交流，學

生明白了古人倡導尊親的道理。以學生為本的教學，除能幫助他們學習中華文化

外，對師生彼此的了解亦大有益處，而這份真誠的交流與分享，又是共同學習中

華文化的基礎。 

步驟（三）古今篇章部分，我們選取了不少古今優秀的文學作品、歷史故事

和文化探討的篇章作為學習材料。以父子一倫為例，以廿四孝的故事與龍應台《目

送》、《親愛的安德烈》對讀，學生不難體味古今孝道之異同。在廿四孝故事的討

論中，最初學生多取笑「鹿乳奉親」、「嚙指痛心」的非理性行為，然而經小組討

論及共同探究後，他們終於悟出廿四孝背後的精神所在。又在篇章分享時，教師

不吝分享個人經驗，學生都屏息靜聽，引發反思之餘，也讓她們從父母的角度去

深思父慈子孝的深情。最後，教師要求學生在以往學習過的古今篇章中，自選一

篇最喜歡的，寫下推介原因後上載網上平台分享。這個措施既推動學生以所學的

孝的精神，重新閱讀已學篇章，加深感悟，又鼓勵她們廣泛閱讀。 

最後的步驟（四）討論反思部分，設計的重點在傳統文化概念於今日生活的

應用。在步驟(一)至(三)的不同環節中，教師已因應學習重點安排相關的討論；

在這個階段，教師則集中時事的討論，例如「孝子攜病母投海自盡」一類爭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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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新聞，又或「政府應否立法規定子女供養父母」等需援引不同生活時事素材的

議題。父子間的親情是學生天天經歷的情感，承接之前積累所學，教師引導學生

作情理之間既矛盾又相輔相承的反思，刺激學生多元思考。 

學生在教師帶領下以這個「學習文化四步曲」學習父子與兄弟兩倫，然後在

暑假中分組處理餘下三倫。他們需自行仿照教師示範的模式搜尋資料，並在中五

新學年開課後報告，當小老師帶領同學學習。我們驚喜地發現，學生表現青出於

藍，創意盡現：有的將報告形式改成電台直播節目，討論何謂真正友誼；有的將

課堂變成法庭，辯論古今夫婦應有的地位……這些由學生主導的學習活動進一步

證明，學生是能夠自主學習的。我們設立了班本的網上平台，在暑假繼續與學生

保持學習的連繫，學生都喜歡以這慣用的溝通模式，積儲、分享、討論、交流，

持續學習，順利完成整個選修單元的學習。 

評估方面，我們既要評估學生文化學習的表現，也要兼顧語文能力的發展，

故此我們安排的課業，都力求多元、生活化和有趣。除配合每日課堂教學的大小

準備功夫外，我們選取了「給爸媽的情書」和「網友能否發揮中華文化中朋友之

倫的精神?」兩次寫作作進展性評估。「給爸媽的情書」是以「香港家書」的形式

自擬一篇書信作個人反省，學生的作品無不真情流露，直認自己對父母的虧欠，

從而立下心志反哺父母養育之恩，令教師深為感動。而「網友能否發揮中華文化

中朋友之倫的精神?」需以相關的文化概念評價現代社會的現象，是一理性的思

考，學生多能察覺古今對朋友一倫的不同看法，從而作出評價。總結性評估方面，

我們要求學生以強化傳統社會五倫關係為目標，寫一封增設公眾假期的建議書。

從結果看，不少建議書都能見到學生的創新意念。 

學與教成效 

試教之後，教師們都表示從學生的課業和課堂表現中，明顯見到她們的改變

與進步。為了進一步了解學與教的成效，我們和課程發展處的同事一起討論這次

種籽計劃的經驗，並分別與中四和中六年級學生進行了訪談。中四學生表達了她

們在學習中得到最多、印象最深的部分，總結起來，是讀寫聽說各方面都有，如︰ 

讀︰理解古今篇章、學習經典格言…… 

寫︰文章分享、寫作文化論述題…… 

聽︰撮錄多媒體資訊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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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故事演繹、格言分享…… 

學生表示在學習的過程中，閱讀文言文的能力提高了，歸納組織等方面的綜

合能力也提高了。中六學生認為學習所得主要集中在研習能力的提升上，包括認

識學習方法、提高自學能力、共同建構知識、自我發現對錯等等。 

教師方面，參與這次種籽計劃使我們提前熟悉選修單元的內容和教學，增加

了教學信心。施教過程中，從設計到選取、優化材料，科組逐步建立了一套完整

的校本選修單元教材。這次試教的課題，內容與每個人的生活都息息相關，無論

是教師還是學生，都真誠分享個人切身的經驗，大大增進了師生間的情誼，也使

教學過程更為順暢。 

反思和建議 

這次種籽計畫，促導了本校中文科組對課程規劃和課程發展深入的反思，這

是以往在忙碌的教學生活中比較少做的。我們反思了計劃的成效、檢討了不足之

處和困難的地方，這都對課程和教學大有裨益。簡要而言，我們的反思集中在三

個方面︰ 

一、 學生學習方面 

校本課程設計的首要考慮點是學生學習的特點，只有充分掌握這一

點，才能對教材、教學方法、學習活動、課業和評估等各方面作最具針對

性的安排。而學生學習的特點，有時可以從日常教學的觀察中獲得，有時

可以透過問卷調查得知，如這次在設計單元前，我們利用問卷了解學生對

中華文化的認識和興趣便是如此。 

不過，有時教師對學生印象式的了解，並不代表學生學習特質的全

部，教師還要在教學中隨時調整，適時因應學生表現而有所改變。回顧試

教時，師生在「能養」和「尊親」之間的討論所帶給教師的困惑就是一例。 

在選取課題和鋪排教學時，我們曾考慮過應以學生感興趣的夫婦一倫

入手，抑或先教授與學生貼身的朋友之倫，還是先處理學生最感困難的君

臣之倫。結果，我們選擇由情感教育出發，並相信若能讓學生在父子一倫

有所感悟，她們自然有興趣繼續學習，結果證明這個從學生切身經驗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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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構思的教學安排是恰當的。 

在設計單元前，閱讀量會不會太大，學生能不能做得到我們的寫作要

求，她們會不會對討論父子親情一類的話題表現得不屑一顧等，都曾是我

們擔心的問題。然而，試教過程中，教師發現學生可承受的閱讀量原來可

以很大，只要所閱讀的材料是有意義的，即使有時並不那麼容易或有趣，

她們都願意去讀。此外，學生的寫作能力原來都不錯，因為她們所寫的都

是真情實感，即使是評論性的題目，也因為之前經過大量的閱讀、蒐集資

料和討論，而使她們有話想說，寫出來的文字言之有物。這使我們反思寫

作教學的一個重要特點︰要讓學生寫自己的所感、所悟、所思所想，有內

容的文章，自有其價值。學生投入的學習表現，更使教師深感欣慰，原來

她們並不如我們所以為的那樣，視人情為老土，只要我們給她們適當的機

會、合宜的引導，自然能激發她們的情感，提升品德情意。 

了解學生學習的特點，使教師對教學和課程也產生了新的理解。因此

我們建議要多從學生學習的角度考慮課程設計和教學安排，使我們的教學

更有效。 

二、 教師專業發展方面 

這次參與種籽計劃的經驗使教師的專業大為提升，以本人為例，負責

設計校本單元，加深了我對課程的理解︰從中央課程的設計理念，到校本

課程的特點；從對學生學習的了解和反思，到選取學與教材料、考量教學

策略是否有效、衡量評估與教學之間的關係等方面，這種種都使我深刻感

受到教師的專業所在。對科組而言，教師共同備課討論、觀摩交流，也促

進了彼此，以至整個科組的專業發展。 

三、 課程規劃方面 

參與種籽計畫的經驗，使我們認識到︰選修單元不是獨立的個體，而

是整個中學中國語文課程的一部分。要教好選修單元，必須有整體課程的

配合，包括以下幾點︰ 

1. 初中與高中課程銜接。試教過程中，我們發現部分學生對中華文化

的認識明顯不足，文言閱讀能力也不太夠。事實上，要學好文化，



9 
 

學生需對文字、經典、文學、歷史等有一定的基礎知識，也應具備

良好的文言文閱讀能力，因此，我們要在初中階段為學生打好這兩

方面的基礎，不應在教授選修單元時才處理。讀文化，離不開古人

的話，但文言文卻是現今學生望而生畏的讀物，筆者觀察學生對文

言文生恐懼之心無非接觸少，又或不理解文言文語法。規劃課程

時，如能在初中作適當的鋪墊，多選讀淺易的、故事式的文言篇章，

並鼓勵學生多誦讀，掌握文言句法及字詞解讀竅門，學生習慣後，

自能豐富文化知識、增強語文能力，閱讀文言文的信心也當會提高。 

2. 必修與選修部分銜接。選修單元不是語文教學以外的事物，離不開

課程的九個學習範疇，所以在設計課程時，我們應先檢視必修部

分，使選修部分的教學內容、學與教策略、學習材料等各方面與必

修部分互相配合，適當調整，做到既無缺漏，也不重複，令學生學

習更豐富、有效。 

3. 選修單元開設的時間。本校這次在中四和中六兩個年級試教文化專

題探討單元，我們發現中四學生在文化知識基礎、反思和探究能力

等方面都比不上中六學生，這跟學生的學習經驗有很大的關係。基

於這個單元內容的深廣程度、對思維和自學能力的要求，教師認為

正式開設這個單元的時間，以中六上學期較適合，較能配合學生的

心智發展和語文能力。 

4. 學生為主導的學與教模式。「學習文化四步曲」以及網上討論平台

的設計，推動了學生的自主學習。試教過程中，學生有很多機會互

相討論、報告、分享等，這些由學生主導的學習模式，不但令課堂

更有趣生動，學生多了實踐聽講讀寫的機會，語文能力也相應提高

了。從另一個角度看，這模式也可照顧學生的學習差異，接受試教

班別學生的語文能力都不一，但經調節教學進度和策略，以及教師

的點撥後，不同程度的學生均見有所進步，在小組協作學習中也見

各人發揮所長，令教師甚感欣喜。我相信只有以學生為主導的學

習，讓他們親身去發掘、應用和反思，才能令他們真正了解中華文

化的智慧所在。畢竟教師只是從旁協助的游泳教練，真正下水游泳

的是我們的學生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