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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身參與創作

領略中國文學之表情達意

獲卓越教學獎教師
溫紹武老師（教學年資：26 年）
所屬學校
五旬節林漢光中學
教學對象

教學理念
「我相信文學教育是中國語文教育的重
要組成部分，是一種全面的情意教育，
能夠提高學生的文學素養，協助他們建
立正面的價值觀、人生觀，並對社會、
國家有所承擔，傳承文化。」

中四至中七（中國文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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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
教
專
訪
在現今資訊科技發達，一個按鈕訊息便能傳達十萬八千里以外的年代，
還有誰會吟詩作對，慢慢咀嚼字裏行意？溫紹武老師認為文學能表情達意，
既能薰陶人的品行，亦是一個民族思想的體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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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人對中國文學有誤解，認為中國文學刻板、沉悶，與背誦離不開。
「你看，每一個國家都有他們代表的文學作家；意大利有但丁、英國有莎士比亞......，

若人人嫌棄文學，哪來傳承一個國家的文化精髓？」 以 「先行者」 的身份，溫紹武老

師在學校裏靜靜起 「革命」 ，並把這門早不被重視的科目，變成學生爭相修讀的學科。
訪問當日，正值學生綵排新劇，只見他們一揚眉、一舉手，舞台功架十足，台詞

間更不乏字字珠璣，難以想像，劇本竟出自學生的手筆。溫老師說，戲劇創作是五旬
節林漢光中學中文科的其中一項學習元素。昔日，只有高中中國文學科的學生能夠參
與。現在，全校學生亦有機會一嘗當編劇的滋味。

互動形式 為中國文學注入新元素
「很少學生意識到，劇本、小說等創作，同樣是中國文學的範疇。你看他們現在

多投入；然而，數年前，本校高中中國文學科曾面臨收生不足的窘境。若沒有為學科
注入新元素，亦難再引起學生對中國文學產生興趣。」

問題始於千禧年初期。原本，中國文學科是五旬節林漢光中學其中一項熱門學科。
可是，後來修讀的學生愈來愈少，這是普遍學校面對的問題，遂令任教廿多年中國文
學的溫老師反思該如何抗衡這股社會風氣。
「2003 年，正值新中六中國文學課程開展。新課程鼓勵學生從文學作品中吸收

養料，並從生活中積累素材，進行文學創作。於是，我便有個構思，希望能在校內舉

辦一個為期三年的 『中國文學推廣計劃』 ，以較互動的方式，讓學生掌握什麼是中國
文學，並從而認識中國文學是一門非常有趣的學科。」

學校廿五周年校
慶，學生演繹自行
改編的劇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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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融入生活 掀起校內熱潮
「中國文學推廣計劃」 共分三部分；由03 至04 年，

先在預科班推行 「戲劇創作」 計劃，其後再於 04 至 06
兩個學年，在全校推行 「微型小說創作」 及 「詩歌創
作」 兩個計劃。

選取戲劇、小說及詩歌作為推廣項目，溫老師解釋，
只因三個範疇同樣是中國文學創作的重要領域；然而，
本地中學卻鮮有涉及，是時候讓學生重新對它們有所
認識。
整個三年計劃強調互動及發掘中國文學的趣味性，
故在 「戲劇創作」 上，九位參與學生，每人亦要為其

他學生的戲劇意念提供意見。最後，再由溫老師作最

終修訂。而 「詩歌創作」 一計劃，學生在學習近體詩

創作方法時，亦須同時學習國畫及書法，達至詩、景
合一，令整個創作過程更具趣味性。

學生上課時演繹自己創作的短劇

為把文學與生活連繫起來，溫老師又帶領學生實地參觀旺角樓上書店、到鑽石山南蓮園池感受唐代瑰麗的園
林藝術及木構建築特色，並到香港中文大學進行 「文學散步」 之旅，尋找文學作家余光中及黃國彬的足跡。

溫老師坦言， 「在學習初期，學生確實遇到不少困難，以 『戲劇創作』 為例，由於學生之前沒有創作劇本的

經驗，在構思劇本時經常忽略場景、時空變化的問題。至於畫國畫、寫毛筆字，同樣是學生非常陌生的事。但通
過學習，他們慢慢掌握了有關技巧，並重新領略中國文學的趣味，愈學愈出勁兒！」

學生成績猛進 推行計劃成效
三年計劃過後，按戲劇、微型小說及
詩歌等三個範疇，校方先後把學生，以至
校長、教師的作品分別結集成書，作為大
家努力過後的見證成果。由於推行漸見成
績，2005 年，校方同意多加一班會考中
國文學。及至 2008 年，學生中國文學會
考成績更突飛猛進，及格率與優良率都有
所飆升。作為副中文科主任，溫老師笑言
「老懷安慰」 。

「能夠看到如此成績，證明當初我們的

決定沒有做錯。計劃現已完成，新高中課程
於2009 年正式推行；然而，我們已把戲劇、
微型小說及詩歌創作等三項元素納入新高中
中國文學課程內，令更多學生同樣有機會學
習。我們撰寫的 『新高中中國語文科戲劇工
作坊單元推廣』 ，亦獲得教育局課程發展處
詩畫創作坊

支持，在學校進行試教，並得到其他中學仿
傚。這對我們全體老師，均是件非常鼓舞的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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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教
分
享
眾裏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
我喜歡用辛棄疾的詞句，亦是王國維《人間詞話》引用的說話勉勵學生，
希望學生能為自己訂下目標，朝目標努力以赴，縱然路途艱辛，但最終回望，
原來目標已掌握手中。
﹁

﹂

近年來，有人認為中國文學漸成 「夕陽」 學科。有人說，中國文學是沉悶、老套、

無用、聊備一格的同義詞。作為中文老師，我相信文學教育是中國語文教育的重要組
成部分，是一種全面的情意教育，能夠提高學生的文學素養，協助他們建立正面的價
值觀、人生觀，並對社會、國家有所承擔，傳承文化。我很想告訴學生，中文科也一
樣活潑，一樣有趣味的。

三年文學創作計劃
2003 年，新中六中國文學課程推行，課程鼓勵學生從文學作品中吸收養料，從
生活中積累素材，然後將所學、所見、所思、所感，經過適當的選擇與概括，運用不
同的寫作技巧，創作文學作品。為了鼓勵學生嘗試創作不同體裁的文學作品，我安排
了三年的文學創作計劃，在學校課程中，引入不同體裁的文學創作，分別有戲劇、微
型小說及詩歌創作：
1. 戲劇創作
2003-2004 學年，中文科與戲劇教育科合作，推行了中六戲劇創作課程協作計劃。
課程包括掌握創作戲劇技巧、文本創作與表演、評論劇本。最後將教學論文、教學大
綱及學生創作結集，出版《劇本創作—開展中國文學創作新里程》一書。其中學生的
創作《三個女孩的願望》、《獨舞》、《我的野蠻男友》及《賣 Love》成為本校周
年戲劇晚會 2004 的四個演出劇本。
2. 微型小說創作
2004-2005 學
年，中文科與中國
文化學會合作舉辦
「突破自我—師生

齊創小小說」 ，活
動更獲香港藝術發
展局資助。本校先
後邀請陳葒校長主
講文學與創作周
會、陳贊一博士主
持教師微型小說工
作坊、東瑞先生教
導微型小說寫作

微型小說寫作坊

坊；並安排微型小說單元教學、微型小說創作及閱讀報告比賽。最後出版微型小說創
作集《細說微型》，集合了校長、教師和學生的微型小說作品共 25 篇，學生閱讀報
告 24 篇。
3. 詩歌創作
2005-2006 學年，中文科再獲香港藝術發展局資助，與視覺藝術科合作舉辦 「詩

情畫意耀光中」 計劃。本校首先邀請了華夏書院藝術系主任梁硯奴女士主講 「文學與
藝術」 周會，繼而安排了一連串的詩畫創作坊，最後邀請得香港兒童水墨畫會創會會

長左燕芬女士主持國畫班。學生的詩畫作品曾於 「聯校學術交流展」 及本校 「詩畫創
作展」 中展出，學校更得到家教會的資助，將學生的作品結集成《詩情畫意》一書，
讓全校師生得以分享同學努力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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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接新高中
新高中於 2009 年正式推行，本校為新高中作準備，將戲劇工作坊、文化專題探討、小說與文化、新聞與報
道、名著及改編影視作品等選修單元的有關學習元素，分別放進中一至中四，以及中六的課程中進行試教。
本校同工撰寫 「新高中中國語文科戲劇工作坊單元推廣」 ，成功向課程發展處申請撥款，推行 「新高中課程

學科團體伙伴計劃」 。中文科再度與戲劇教育科合作，參與成為先導學校，進行試教。有關課程包括戲劇基本知
識、劇本選讀、小說改編、原創劇本及展演技巧，藉此提升學生讀、寫、聽、說的語文能力，讓學生發揮創意，
探索社會與人生，並提高溝通與協作能力。

在 2007-2008 學年，本校先後在中三級中國語文科試教 「小說改編」 課題，中四級戲劇教育科試教 「認識劇

本」 及 「改編劇本」 課題，中六級中國文學科試教 「原創劇本」 課題。

為將成果與教育界同工分享，本校出版《新高中中國語文科選修單元─戲劇工作坊校本試行課程資料冊》，

將有關之課程設計、課程內容、學習評估、學生作品、學生及老師分享製作成資料冊。
2008 年為本校銀禧校慶，為展現戲劇結合新高中中國語文課程的成果，本校舉辦 「銀禧戲劇晚會」 ，主題

是 「戲劇教育與中國語文科相遇」 。本校其後舉辦 「銀禧校慶研討會」 ，主題為 「語文教育新思維─戲劇工作坊

（試行課程）分享」 ，當天即場派發《新高中中國語文科選修單元─戲劇工作坊校本試行課程資料冊》及銀禧戲
劇晚會光碟，與教育同工分享本校教育的成果。

文學之旅
除了進行文學創作，更在課堂外安排文學之旅，分別有認識樓上書室、文學散步及文化漫步，好讓學生增廣
見聞，體驗更多更深。
1. 認識樓上書室
首先讓學生搜集旺角樓上書室的資料，並決定行程及路線。繼而進行 「旺角樓上書室之旅」 ，到旺角參觀及

認識樓上書室。學生回家後撰寫報告，表達所見所聞。
2. 文學散步

首先閱讀余光中及黃國彬的作品，然後到香港中文大學進行文學散步，途中朗讀余光中及黃國彬的新詩，對
照今昔之別，深化理解及感受。回家後學生環繞文學散步內容撰寫文章。
3. 文化漫步
首先搜集有關南蓮園池的資料，之後到
九龍鑽石山參觀南蓮園池，體會中國的園林
藝術及唐代的木構建築特色。最後學生亦需
於活動完成後撰寫後記。

燈火闌珊處
文學教育的學習成果，除了課本知識外，
更多的是建立學生的共通能力和語文能力，
提高學生的文學素養，增強學生對文學欣賞
及創作的掌握。經過本校中文科同工的努力，
自 2005-2006 年起本校預科中國文學修讀的
人數有所遞增。過去的日子，不少學生因着
文學創作而建立了自信心和歸屬感，更有學
生修讀大學中文學科，立志投身語文教育。
驀然回首，我們的文學課確實在學生的成長
上，作出了恰如其分的貢獻。

學生進行 「文學之旅」 — 參觀南蓮園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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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
評
積極推動科組協作，為學生提供豐富的學習經歷；感染學生喜愛語文、
熱愛創作，並提高學生的語文能力與文學素養。

撮
要

温老師是學校課程發展的 「先行者」 ，作為學校中國文學與中國語文及文化科

的統籌，温老師於 2003 年配合新中六中國文學課程的開展，同時展開了三年的創
作課程；為了準備新高中課程，温老師與中文科老師合作設計新高中選修單元的試
教課程，將有關元素融入單元中，在中一至中四級試行，成效良好。温老師熱心教
學，勇於嘗試，多年來積極推動多元化的教學計劃，包括律詩創作、微型小說、詩
畫結合、戲劇創作等。
温老師學養湛深，談吐優雅，憑個人的修養、勤奮與熱誠，感染學生喜愛語
文；他的教學不但能帶出創意和新思維，學生在他的鼓勵下，提高了對語文的學習
興趣和能力。他以戲劇創作進行示範課，讓學生了解台詞的功能及寫作技巧，以及
掌握人物的性格特點。他善用提示、啟導、討論等指導方式，配合學習心理進行教
學；亦能運用聯念法，引導
學生回憶有關問題，包括肖
像、說話、行動、心理描寫
等。選用的教材是該校學生
的作品，經温老師精心挑選
及修改，能引起學生共鳴，
選材恰當。學生對 「台詞能
揭示人物性格」 能充分理
解；老師能掌握教學節奏，
營造學習氣氛，達至教學目
標。
温老師為提升學生的創
作能力，結合校內校外活
動，每年有不同主線配合。

溫老師傳授劇本創作的心得

為配合近年新高中課程改革，自 2006 年至 2009 年，他完成了多個新高中的培訓課
程，以及參與多個由教育局及考評局安排的培訓課程與研討會。
温老師領導同儕設計校本課程與跨科協作等專業發展，啟發同儕改善學與教，
成功推動學校科組之間的協作文化，以及學校持續發展。温老師亦積極開拓資源，
與校外團體合作推行協作計劃，樂於與同工分享教學理念與實踐經驗，對同儕的語
文教學有不少的啓發，促進專業發展，對學校發展貢獻良多。

的途徑
索取有關教學實踐資料
.hk/chiReform.php
http://www.plhks.edu
方式
教師與其他同工分享的
及講座
校訪、分享會、工作坊
聯絡方法
校址：沙田愉田苑
電話：2648 8291
傳真：2647 3324
du.hk
電郵：wansm@plhk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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