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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化閱讀教學

建構持續學習能力

獲卓越教學獎教師
鄭麗娟老師（教學年資：22 年）
所屬學校
五邑鄒振猷學校

教學對象
小六（中文科）
教學理念
「 『教，是為了不教！』 我相信教育是
生命影響生命的事業，老師一定要熱愛
教學，才能感染學生。」

31

師
教
專
訪

傳統的小學中文科教學，着重 「字、詞、句、段、篇」 訓練，但在廿一世紀知識

型社會，顯然並不能滿足持續學習能力的要求。

自 2000 年教育改革全面推行以來，鄭麗娟老師作為學校課程發展主任，已密切
留意進展情況，以期好好掌握教改重點。鄭老師說： 「大約在 2003 年，參閱香港學

科測驗的試題，與過往比較，發現由語文知識為主的評估方向，已轉變為要求學生具
備更高的閱讀理解能力；及後分析 『全港性系統評估』 ，明顯地看到教學趨勢是以能

力為主導。即是說，學生要有足夠的閱讀能力，才能實踐 『從閱讀中學習』 的理念，

從而培養終身學習的能力，於是我聯同校內數名中文科資深老師，一起合作推展新的
教學模式。」

鄭麗娟老師為配合教學發展的新趨勢，帶領科組以循序漸進方式，重
新建構小學中文科校本課程，並靈活運用教學策略及技巧，致力提升學生
的閱讀能力，為終身學習奠定基礎。

為了設計適合學生需要的中文科課程，鄭老師與同工經歷了多次會議，不斷研究
各種方案，並參考坊間出版社的書籍，但始終不能符合他們的要求，於是與其他老師
分工合作，摒棄傳統的教科書，以內容豐富、益智有趣的篇章為主，圖書為輔，重新
編寫校本教材。

鄭老師和自編的校本課程

自編教材 革新教學法
鄭老師不諱言，要改變自己以至其他老師根深柢固的教學模式實屬不易，但她時
刻謹記中國著名教育家葉聖陶的教育理念： 「教，是為了不教！」 希望教懂學生一些

學習方法，將來懂得自學，無須再由老師教導，而這股信念多年來支撐着她進行校本
課程的編寫。
在課程設計上，鄭老師甘願扮演 「開荒牛」 角色，以一年級為起點，每年與一批

中文科老師合作編寫課程，設計教材。為使課程的精神得以傳承，鄭老師刻意安排有

參與教材撰寫的同工，在下一個學年支援其他中文科老師，使更容易掌握教學方法；
而鄭老師就聯同另一批老師編寫二年級的課程。前後共用了六年時間，終於完成六個
年級的課程。 「不過，因應時代的需要，我們每年都會檢討課程內容和成效，現正不
斷修訂，以進一步完善課程。」 由此可見，鄭麗娟老師對教學精益求精、態度嚴謹，
為教育工作者樹立了良好榜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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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早年採用 「圖書教

學」 ，但圖書教學有一些不足之
處，例如單元學習目標受制於書
本的文體、內容或句式，以至學
校經常要面對圖書缺貨、絕版等
問題。兩年前開始，該校老師在
小一及小二開始，以篇章取代圖
書進行教學。部分文章取材於內地
作品，其餘則由老師親自創作。鄭
老師笑言，有份參與的老師都各自
擁有筆名，化身作家撰寫文章，而

教師每年為學生出版的作品集

這樣的安排，使文章內容更能配合課
程要求，適合學生閱讀。
以主題作為單元教學已成為中文科較普
遍採用的教學模式，但鄭老師卻發現當中出現一些問題， 「例如談環保，學生會閱讀不同種類的文章，包括議論
文、說明文、詩歌以至故事，雖然主題相同的內容能擴闊學生視野，但在文體學習方面顯得鬆散而欠缺共性，不

利於語文學習所講求的鞏固和深化。」 為解決這個問題，鄭老師在課程設計上作出微調，在同一主題的單元教材，
選取圍繞共同文體的文章。例如：選取的都是議論文，便可以重複教授 「論點、論據、論證」 ，再輔以圖式學習
及分組討論，以深化學生對文體的認識，從而提升寫作能力。

培養學生閱讀及寫作的興趣
為使學生具備持續學習能力，鄭老師
除了致力推廣閱讀風氣，更會教授閱讀不
同文體的策略，以提升學生的閱讀能力，
「例如故事性材料，會採用引領思維閱讀

策略，引導學生猜測情節的發展，藉此培
養學生有合理的推論能力及預測能力。」

另一方面，鄭老師相信為學生製造成
功機會，可培養學生對閱讀及寫作的興趣，
因此除出版學生中文作品集，更鼓勵學生
參與校內及校外的作文比賽，例如 2008 年
的 「第十屆世界華人作文大賽」 ，學校有

五名學生取得驕人佳績。此外，鄭老師經
常用不同方法刺激學生的學習興趣，包括
戶外寫作、到內地如上海、蘇杭等地，體
認中華文化。

舉辦學科遊樂園，讓學生學習正字。

樂於分享教學經驗
鄭老師熱愛中文科教學，更樂於分享她的教學經驗，積極推動專業發展，除了在公開講座及工作坊擔任講者
外，更熱衷參與觀課及評課活動， 「觀課對提升老師的教學能力是最快及最直接，我曾於一年內參與 30 節觀課

活動；因此，我很樂意開放課堂供其他老師觀課，彼此交流教學經驗。」 除此之外，鄭老師亦曾參與香港教育學
院及教育局舉辦的大型公開課，讓業界同工觀課外，並由專家現場評課，藉此機會完善個人的教學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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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教育家葉聖陶先生曾經說： 教，是為了不教！ 對於中國語文
教學而言，語文老師須提煉關鍵學習重點，加入學習策略，培養孩子的閱
讀及思維能力。只有這樣，孩子才可以利用閱讀進行各方面的學習。
﹁

編寫校本課程 培養自學能力
為了回應時代的需求，裝備孩子迎接 21 世紀的挑戰，我和同工們於 2003 年開始
自行編寫中文科校本課程。每年發展一級，直至 2009 年便完成一至六年級全套教材。
教材包括：閱讀教材、單元工作紙、童心閱讀（補充閱讀練習）、寫字練習冊、寶庫
（詞彙搜集冊）；其中教師版的閱讀教材內亦附每節課的教案，以供老師參考。每年，
我亦會檢視校本課程的成效，並作出修訂。
此外，我選取了合適的閱讀策略，以及自行設計不同的閱讀圖式，螺旋編排於各
級課程中，好讓孩子能在六年的小學階段，學會不同文類的閱讀策略，從而進行自學。
各級選用的閱讀策略包括：識字、詞義推敲、六何法、引領思維、三知閱讀策略等。

單元教學 深化學習
現時的語文課本大多以主題作為單元編排的原則，讓孩子多角度理解同一主題，
接觸面較闊；但一個單元中可能包含不同的文類，以致出現 「蜻蜓點水」 的弊病，學

生欠缺反復學習及鞏固應用的機會，學習難以深化。故此，我們的校本課程是以篇章
體裁作為組織重心，並以生活內容作為選材原則，每單元均由不少於五篇課文組成，
貫穿講讀、導讀及自讀三個階段，由老師教授過渡至學生自學。同時，每單元輔以自

行編製的延展閱讀練習《童心閱讀》，學生再自學三至四篇文章，進一步增加閱讀量。

啟動學生的動機和興趣
課堂上，我會盡量安排多變的活動，加入大班、小組、個人的環節，以維持學生
的學習動機；對於不同文類亦有不同的處理，令學習形式多樣化。例如利用引領思維
閱讀策略，帶領學生推測故事發展，學生在猜度的過程中便培養了預測能力及享受閱
讀樂趣。
創造力是香港學生的強項，老師須刻意營造學生發揮創意的機會。以故事圖式為
例，我會先利用圖式解構文本，然後，請學生按情節的發展及人物的個性，合理地續
寫故事；也會抽起圖式的部分環節，請學生改寫故事的高潮或結局。

﹂

跳出課室，帶領學生到上海周莊考察。

34

行政長官卓越教學獎薈萃

2009/2010

Compendium of the
Chief Executive’
s Award for Teaching Excellence

製造成功機會 感染學生熱愛語文
我堅信只有熱愛語文的老師，才有熱愛語文的學生。教育一向都是以生命影響生命的工程，老師充滿教學的
熱情，自然會牽動學生的學習情緒。我本身就是一個熱愛語文的人，平日愛閱讀、愛寫作、愛編劇、愛填詞，我
喜歡搜羅不同的小故事與學生分享；我亦經常寫作，寫教材、寫劇本、寫歌詞、寫信給學生，我深信只有自己熱
愛，孩子才會受到感染。
我更相信 「成功乃成功之母」 ，只有製造成

功的機會，才會造就下一次的成功。所以，我
曾帶領學生出版校園報，每年亦會安排學生參
加不同的比賽，並為學生出版作品集，以讓學
生增加讀者群，提高學習語文的榮譽感。

學習成效
本校的校本課程以閱讀作為設計的骨幹，使
用了校本課程之後，不論是校內考試，或是公
開考試，學生的閱讀能力也明顯地提升了。此
外，由於閱讀的輸入較牢固，由讀到寫，亦帶
動了學生寫作能力的提升。每年，我會讓學生
參加不同的寫作比賽。不論是香港的即場作文
比賽，或是規模宏大的 「世界華人學生作文大
透過舉辦公開課工作坊，與其他老師交流教學經驗。

賽」 ，學生都有獲獎。

專業發展
過去數年，我曾參與不同類型的教師專業發展活
動。自 2002 年至今，擔任講座講者約 50 次，並多次
擔任公開課的施教者，與同工分享教案，進行即場評
課。也曾把教學體驗撰文出版，以及接受報章訪問。
我亦在校內舉行單元教學、閱讀策略、提問技巧等教
師工作坊，與同儕交流教學經驗。

結 語
有人說教學是一門科學，需要精密的分析、策劃
和計算；也有人說教學是一門藝術，講求心靈的溝通、
感染和教師的個人風格。我認為教學既是科學，也是
藝術。課程的規劃、教材的選取、教學的設計都需要
專業的知識，精心的編排，這是教學科學性的一面；

師生合演音樂劇

一旦走進課堂，一切就要看教師的臨場表現，對學生反應的判斷、教學的即時調動、興趣的維持、難點的點撥、
謬誤的修正等，都在在反映教師的教學機智，這無疑是教學藝術性的一面。在編寫校本課程的經驗中，我學會了
整體規劃的重要，體現教學科學性的一面。我十分享受教學的過程，設計了的教案不一定如預期般發生，我們無
法完全準確預測每個學生的反應，而且學習往往發生在人與人之間的互動之中，所以，每一堂課都可能會出現意
外或驚喜，每一刻都在考量老師的應變，讓我盡情享受教學藝術性的一面。
一個充滿個人魅力的老師就像一個出色的舞台劇演員，一踏台板便可吸引各方的目光。在前線工作了二十多
年，愈是鑽研，愈是覺得教學是一門博大精深的學問，無論是科學性或藝術性，都是我不斷努力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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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麗娟老師自 2003 年開始，着手編寫中文科校本課程，並自撰教材，她帶領
同事逐年編寫一級課程，經過六年的努力，目前已完成了小一至小六的校本教材，
自擬閱讀教材接近一百萬字。除了自撰教材及工作紙外，鄭老師更悉心設計每一節
課的教案，並開放課堂讓同儕觀課，分享教學心得，以提升同儕的教學能力。鄭老
師更積極進修，經常檢視及修訂課程，改善教學。
鄭老師以學生為中心，按學生程度建構一套完整的校本中文課程。在設計校本
課程時，能照顧不同學習階段縱向的銜接，同時照顧橫向的平衡。教師具備很高的
語文專業知識能力，能設計多元化學習活動，例如鄭老師利用 「引領思維閱讀策

略」 進行示範課，以恰當的態勢語提問學生，問題能結合課文內容，引起學生的想
像與思考，學生反應熱烈。鄭老師設計的學習活動不單可以增強學生的閱讀興趣和

營造語文自學環境，創造成功機會，感染學生喜愛語文、喜愛學習。

動機，更可以提高學生的自學認知能力，培養成為一個主動的學習者，有效提升學
生的語文能力，從而達到語文自學。
鄭老師熱愛語文、喜愛閱讀與創作，堅信用 「生命影響生命」 ，感染學生也喜

愛語文、喜愛閱讀與寫作。此外，鄭老師推行導讀，引導及鼓勵學生 「從閱讀中學

習」 ，培養良好的閱讀習慣；積極營造豐富的語文自學環境，設計富趣味性的語文
活動，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創造體驗成功的機會。
鄭老師語文能力高，不斷自我
完善，並樂於與同事分享，該校自
實施校本課程以來，鄭老師多次舉
辦中文科的教師工作坊，包括提問
技巧、閱讀策略、單元教學，以及
文體教學等。自 2002 年至今，鄭
老師多次擔任講座講者；並向同儕
介紹校本課程，以及交流教學經
驗。鄭老師經常參與公開分享會，
積極支持教師專業發展，啟發同業
思維，家長與學生對鄭老師的專業

鄭老師透過圖式解構粵劇《帝女花之庵遇》故事

表現亦有高度的評價。

的途徑
索取有關教學實踐資料
可直接聯絡鄭麗娟老師
方式
教師與其他同工分享的
、訪校、撰文
分享會、工作坊、觀課
聯絡方法
兆山苑

校址：新界屯門蝴蝶邨
電話：2467 1882

傳真：2464 2977
s.edu.hk
學校電郵：mail@fdccy
g113@yahoo.com.hk
個人電郵：tammy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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