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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學生語文能力

左起：張淑芬老師、朱佩雯老師、周璜錩老師和蕭耀宏老師。

「創意寫作歷程」聲色藝俱全

獲卓越教學獎教師

教學對象

朱佩雯老師（教學年資：21 年）

特殊學校（輕度智障）

周璜錩老師（教學年資：25 年）

中四至中六（中文科）

張淑芬老師（教學年資：18 年）
蕭耀宏老師（教學年資：9 年）
所屬學校
匡智張玉瓊晨輝學校

教學理念
「因應學生的能力和強項，設計有效的
教學策略，培養學生對寫作的興趣，激
發他們的寫作潛能。以創意寫作為切入
點，全面強化學生的中國語文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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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匡智張玉瓊晨輝學校，每逢上中文作文課，課室頓時變得熱
鬧起來。學生三五成群圍在一起，大談其 「創作」 靈感，你一言，

我一語，手舞足蹈；有時更會一起做話劇，甚至模擬新聞報道。

寫作可以訓練語文能力，還有助培養創意思維能力。但對於智
障學生而言，並不容易。朱佩雯老師解釋， 「智障學生的組織力較

為遜色，難於掌握句子結構，加上聯想力不足，又欠缺生活體驗，
所寫文章一般內容貧乏。」 很多學生因此對寫作提不起興趣，甚至
視為苦差。她與另外三位中文科教師認為，需要研究一套解決方法，

要寫得一篇好文章，並不容易，對於智障學生而言，更加困難。匡智
張玉瓊晨輝學校的四位中文科教師合作設計一套嶄新教學法，學生通過創
意寫作活動，體驗全語文學習的樂趣。

幫助學生更有效學習中文寫作。

圖像聲音助聯想
小組教師發現智障學生雖然在組織力和聯想力稍為遜色，卻善
於觀察、聆聽和運用肢體語言。要是懂得有效運用這些優勢，配合
適切的教學策略，可幫助學生克服學習寫作遇到的困難。針對聯想
力不足的問題，小組教師嘗試通過畫面、聲音和觀感刺激學生的想
像力。以描寫貓為例，老師會先讓學生觀看一些貓的相片，了解貓
的各種形態，然後聆聽貓的叫聲，再模仿貓的行為和動作，藉此激
發學生的聯想。之後，跟其他學生交流和討論，用文字記下重點，
再串成一組句子，甚至一篇文章。
周璜錩老師表示： 「此舉能引起學生的學習動機，增強課堂學

習的互動性。我們重視學習過程多於結果，學生有時不懂得用文字
和句子來表達特定的意思，我們鼓勵他們用說話，甚至肢體語言來
代替，最重要是肯嘗試、肯參與。」 四位教師又利用合作學習的概
念，因應學生能力分組。小組中有人擅長觀察、有人擅長整理和分
析、有人善於寫作和表達。 「我們要求學生分工合作，擔任不同崗

位，讓每個學生有機會當主角，作出貢獻，建立自信心和成功感。」 周老師說。

學生模仿貓的動作，增加聯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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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寫作培養創意
有見成效理想，小組教師嘗試讓學生進行創意寫作，設計一些學生感興趣的
作文題目，讓學生自由發揮。以《 「神奇的」 產品設計》為例，老師先讓學生觀
察高科技產品，然後由學生構思一件他們心目中的神奇產品，通過文字來描寫，
再跟其他學生介紹，由他們評分。
這活動不但包含寫作元素，亦可訓
練學生聆聽和說話的能力。
張淑芬老師笑言， 「剛開始

時，學生的想像力和創意不足，

跳不出現實生活的框框。我們惟
有多些引導，要求學生 「天馬
行空」 發揮想像力。隨着學生

的創意慢慢提高，文章內容變
得豐富和有趣。這正是我們所
樂見的。」
配合新高中中文科的選修單
元，小組教師嘗試讓學生接觸劇本
創作和新聞寫作，作多方面的發展。

學生親身演繹自己創作的劇本，角色形象鮮明，
故事非常有趣。

小組成員之一的蕭耀宏老師表示， 「我們先讓學生看一些劇作，因應故事情節進
行改編，然後在課堂上演出，學生亦要互相評價對方的表現；新聞寫作方面，學
生會先閱讀一段新聞報道，再一同分析報道內容的真實性，用文字記下感想。學
生更會充當小記者，進行模擬採訪，撰寫新聞稿，作公開匯報。」 學生反應熱烈，
有學生甚至自發參加公開的劇本創作比賽，一展身手。
通過寫作，學生愛上閱讀，校內的閱讀文化因而提高。朱老師說： 「學生從

前很少看書和讀報紙，為了令寫作內容更豐富，他們現在經常借閱圖書。個別學
生更自發組成讀書會，互相交流閱讀心得。」

喜見學生不斷進步
看到學生不斷進步，小組教師固然感到高興，
朱老師更因為一封學生道歉信而深受感動。 「有學

生曾因為不守秩序被我責罰，放學後當我回到教員
室，竟發現一封由那位學生親手撰寫的道歉信，字
裏行間充滿歉意。更令人驚喜的是，道歉信是以老
師在課堂所教的便條格式來書寫。由此反映，他不
但充分掌握課堂所學，更懂得舉一反三，實踐應
用。」
小組教師透露，日後會繼續研究，期望將創意
寫作延伸至閱讀、說話層面，幫助學生全面強化中
國語文聽、說、讀、寫的能力。

為鼓勵學生進行創意寫作，
小組教師合力編製一系列校
本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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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智障學生在組織、分析和轉移能力皆遜的障礙，我們設計的創意寫作教學方
式，是通過運用合作學習、同儕互動等 「歷程導向」 策略，營造開放自由的學習環境，
從而引導智障學生發展創意思維、解難與協作能力，以豐富及提升創意寫作能力。

寫作教學課程 開啟智障學生的創意
我們以 「歷程導向」 寫作教學模式為基礎，目的為啟發學生潛在的想像力，讓

他們因應自己的獨特性，選擇表達形式，並指導他們自發去改進或提升文章的質素。
以寫作教學為試點，通過運用觀察、小組討論、圖像組織、同儕互動等多種教學策略，
介入學生的寫作歷程，目標是着重發展智障學生所欠缺的好奇心、想像力和解難能力

寫作在中國語文教學中是最具創意的一環，我們以輕度智障高中中國
語文寫作課程為基點，為高中輕度智障學生構思及實踐了重視學生學會學
習、建構知識的 創意寫作教學 策略。

等特性，為學生的創意寫作發展 「前備技能」 ，為創作文章打穩基礎。
教學設計︰本校 「寫作歷程」 教學設計如下︰

激發創意
建構寫作技巧
學

寫作的前備階段

寫作階段

生

搜集資料及計劃寫作

寫作

作品發表階段

個人、同儕、

校園快報

老師、家長批改

校園電視台等

反 饋

﹁

﹂

修改階段

我們認為 「感官素描法」 最能讓智障學生發揮觀察力，因為透過結合生活經驗，

引導使用感官觀察及體驗生活中的周遭事物，最能激發智障學生對客觀事物的興趣及
豐富文章的內容。學生提出自己的想法和情意，並把這種感受以符號、圖象、字彙、
簡單句子或其他形式記述下來。當學生有了寫作動機後，教師引入不同的創意策略激

發學生對主題的不同意念。例如： 思想圖像化、類推比喻法、屬性列舉法、腦力激
盪法。在進行寫作時，重視每一個學生的個別智能差異，讓他們盡展潛能，並按自己
所擅長的媒介，在小組內進行創作，學生可通過圖畫、口述錄音、角色扮演或文字寫
作來完成他們的作品；亦需為作品作自我修訂或同儕互評。得獎作品於 「校園快報」

及 「校園電視台」 發表，讓其他同學觀摩。各組的作品和所有相關資料，亦會存於學

生的寫作檔案中。

改進寫作教學策略 多元智能與合作學習
教學理念：我們相信每一個學生能夠 「發現自己

的優勢智能，並從優勢智能表現自己」 ，所以在寫作
歷程的過程中，以合作學習模式再滲入多元智能理
念，激發學生用自己優勢智能來參與正在進行的寫
作活動。
教學設計：我們在 「合作學習」 策略中，選取

了 「拼圖法」 、 「數字帽」 、 「互相核對」 作為

發揮合作學習潛能的起始模式。讓學生各展其才，

以其擅長的一或多項智能，與同儕在寫作歷程中
作出貢獻。
若要讓智障學生在合作學習上有所發揮，須面
對一項重大課題，便是如何發掘他們的潛能，並提
通過寫作可訓練說話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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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充分發展的機會；因此，捨棄了只集中在智障學生不足地方的模式，而將 Howard Gardner(1993)所提出的多元
智能理念，落實在智障學生的合作學習過程中。我們將寫作教學轉移至學生可發展的基礎上，關注學生如何學習，
讓學生以不同的學習方式，參與寫作及發揮創意。
教師會為學生提供 「寫作工具箱」 ，內含多類視聽器材、視覺圖像、字典等工具，讓學生透過輔助器材，能

將其優勢智能具體表現出來。

多元智能的合作寫作歷程模式
寫作前階段

策略

多元智能切入點

‧數字帽（Number heads）

1. 合作資料蒐集工作

‧拼圖法（Pair check）

2. 發展教學活動、師生相互問答 ﹙八種智能，依活動內容而定﹚

‧互相核對（Jigsaw）

3. 分組討論、小組擬定題目

寫作工具箱﹙優勢智能﹚

4. 小組以文字或圖像計劃大綱， ﹙人際、語文、視覺空間智能﹚

‧錄音筆﹙肢體、音樂﹚

﹙八種智能，依活動內容而定﹚
﹙人際、語文智能﹚

教師巡視與協助

‧數碼相機﹙觀察、空間﹚

寫作階段

‧圖像組織工具﹙視覺﹚

多元智能切入點

‧(發聲)字典﹙語文、音樂﹚

1. 獨自寫作或共同創作

﹙八種智能，依活動內容而定﹚

‧彩筆﹙肢體、音樂﹚

2. 同儕相互修改與評量

﹙人際、語文、內省智能﹚

‧記錄簿﹙語文、肢體﹚

3. 獨自或共同修訂

﹙人際、語文、視覺空間智能﹚

發表階段

‧圖片庫﹙視覺﹚
‧量表、檢核表﹙內省、邏輯﹚

多元智能切入點

‧作品發表︰文章朗讀、表演、

‧角色帽﹙人際、空間﹚

圖像展示及於校園快報、電視 ﹙八種智能，依活動內容而定﹚

‧寫作主題用品﹙依主題內容﹚

台發表作品等

革新課程 擴闊學生本科知識
我們透過階段性的課程設計，以能力訓練為主線，按螺旋式課程設計來適應學生的學習心理發展。學生接受
階段性的基礎語文能力訓練如 「校本智障學生基本詞彙」 、 「詞語銀行」 、 「階段性寫作教學大綱」 、 「階段性

寫作練習本」 等，有系統地逐漸提升語文能力，大面積增加語文知識。從學生識字量的提升，閱讀理解能力的增
進，進而逐步掌握寫作的策略和技巧，都證明革新課程設計是有成果的。

多元策略 提升語文能力
透過策劃多元的學習經歷，我們讓學生有機會擴闊經驗。學生一方面能運用過去已有的寫作知識；另一方面
運用新的寫作知識和技巧，把所見所聞，連同感受加以表達。本校推動的創意寫作，能拓寬智障學生的思維和想
像空間，讓學生發揮獨特創意，運用多角度思考，把生活經驗和想像聯繫，不但提高他們寫作的動機，更培養對
寫作的興趣。我們喜見學生投入課堂自發地活用文字來表達。例如：以計劃書提出活動構思，以書信形式抒發感
受及提出意見，甚至參與公開劇本創作比賽。從作品所見，學生發揮無窮的創意之餘，分析及組織能力亦有進步。

結 語
多元智能的概念，擴闊了傳統對智障學生能力觀念的闡釋，亦可以讓學生各展所長，以其擅長的一或兩項智
能運用於寫作的歷程中。我們所發展的 「創意寫作教學方式」 是以學生為本位，重視寫作歷程、強調多元智能與

合作學習的理念，為智障學生創意寫作學習開啟另一扇窗。但是任何的教學法都不是萬靈丹，運用的巧妙全賴老
師的專業素養及設計合宜的教學策略，才能引導智障學生學習。我們相信只要肯用心，每個人都是有創意的卓越
教師，每個學生都是有創意的 「作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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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 創意寫作歷程教學 ，為智障學生提供全面的語文體驗，培養
學生的創意思維，提升寫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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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佩雯、周璜錩、張淑芬及蕭耀宏四位老師是該校 「高中核心科目發展小組」

成員，具專業知識及勇於創新的精神。他們既體現在教育改革下課程建基於同一架
構的精神；也針對輕度智障學生的限制與需要，恰當地調適語文課程，為學生提供
全面的語文體驗，均衡培育學生的語文能力。策略運用成功，讓輕度智障學生勇於
表達、樂於創作，有自信地參與校際朗誦比賽或公開劇本創作比賽。
他們有系統地發展階段性寫作課程，培育學生基本的寫作技巧，推行創意寫作歷
程教學，發展學生的創意思維，鼓勵創作，全面發展學生語文能力。四位老師以 「創
意寫作」 示範教學，兩人一組以合作教學模式進行。教師利用角色扮演讓中學五年級
學生介紹高科技產品，能引起學習動機；學生能運用圖像組織工具進行內容構思，運
用太陽圖擴散性思維衍生概念，構思寫作內容，顯示他們能充分發揮創意思維能力，
以及寫作能力。第二節中六年級學生，教師運用創意表演進行寫作教學，教師指導清
晰，利用分組進行討論、試演，然後公開演繹、互評，透過合作學習拼圖法，各組有
不同的學習活動；學生能在教師的啓發下，提出修正的答案。
小組教師樂意及積極將課程設計及教學實踐的經驗與同行分享，由 2003 年開
始，學校獲選為 「特殊學校暨資源中心」 ，持續為不同的主流學校及特殊學校提供
培訓，為主流學校引入 「以
圖像組織提升閱讀能力」 、
「合作學習寫作教學」 、
「讀寫障礙教學策略」 等項

目；以及對其他學校教師及
家長開設講座，效果顯著。
為學校的持續發展，小組教
師除了促進校內協作和分享
文化之外，亦先後多次成功

申請 「優質教育基金」 發展

有關項目，為智障學生帶來
無限刺激，啟發他們的創意
思考，亦能積極實踐學校的

老師引導學生進行分組合作學習

願景和使命。

的途徑
索取有關教學實踐資料
可聯絡朱佩雯老師
mc.edu.hk
網址：http://www.hcw
方式
教師與其他同工分享的
作坊
研討會、教材分享、工
聯絡方法
聯絡：朱佩雯老師
真：2370 0672
電話：2785 5623 傳
路 220 號
校址：香港葵涌荔景山
rg.hk
電郵：wmc@hongchi.o

5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