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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組兩位教師合作無間，秉
持 「一個都不能少」 的信念發展

評

▼左起：陳彩鳳老師、黃慧儀老師、尹錦盈老師及詹小慧老師

校本中國語文課程，幫助非華語
學生學習中文。組長賴嘉欣老師
多年來領導學校課程發展，並賦
權組員譚兆聰老師，協助發展學

審

◀▲學生參與機會
多，達到從做
中學的果效。

撮要

要求三年級以上的學生進行課前預

「一個都不能少」
─自編校本課程，提
升非華語學生的語文
學習成效。

習材料及推行電子學習計劃。

習。觀課所見，小組教師對學生有
適切期望，策略有效落實。教師指
導學生認識寫作手法，並提供適當
範例。學生參與機會多，達到從做
中學的果效；完成練習後，他們自
我檢視和對同學的表現提出意見，

校本中國語文課程從第二語言

最後由教師評點，提供回饋。學生

學習出發，針對非華語學生學習

態度積極，分組活動時樂意與同學

中文的難點，從興趣入手，照顧學習的多樣性。課程

交換意見，聆聽理解和口語表達能力不俗。

架構清晰，策略具體可行，採用鷹架理念，從識字和

整體而言，組長賴老師充分展現課程領導的才

閱讀開始，鞏固語文基礎，循序漸進地發展語文及自

能，帶領科組持續完善校本中國語文課程，有效支援

學能力。小組配合學生的心智發展和生活經驗，自編

非華語學生學習中文；又透過示範教學、 「導師訓練

學習材料，提供適切輔助，協助學生解決學習困難。

計劃」 、學習圈等活動幫助科組教師提升教學效能，

三至六年級設有高、中、低三套學習材料，幫助不同

建立專業交流文化。譚老師悉心協助組長發展學習材

能力的學生學習。各單元提供明確的教學流程、學習

料及推行電子學習。二人各司己職，協力同行，為支

難點和教學時須關注的地方，反映小組教師不斷檢討

援非華語學生學習中文作出貢獻。

教學，持續完善；各單元設有 「反思表」 ，讓學生檢
視所學，並自我完善。

級及新來港學生解決初學中文的困難；安排語文活動

和比賽，拓寬接觸中文的機會，提升學習興趣和信
心；又特別配合非華語學生較易發展中文聽說能力的
特點，定期舉行 「才藝表演」 ，訓練學生自我介紹、

學校網址：
http://www.pokokps.edu.hk

聯絡方法

朗誦詩歌、說故事等，對能力稍遜的學生尤其見效。

賴嘉欣老師

小組積極推行 「心繫中文：非華語學生電子學習計

電話：2573 7911

劃」 ，引發學生學習中文的興趣，推動他們主動學
習。又透過家校合作，指導家長在家中支援學生學習
中文。
小組建立課堂常規，指導學生掌握學習重點，並

傳真：2572 4364
電郵：laikayan@yahoo.com.hk

許
師

索取有關教學實踐資料的途徑

獲嘉

教

估，推行朋輩互助的 「中文大使計劃」 等，幫助一年

培養閱讀興趣
學好中文

狀

支援學習的策略多元化，例如調適學習材料及評

漫遊夢幻童話國
詹小慧老師

黃慧儀老師

（教學年資：30 年） （教學年資：25 年）

教學理念
「學好語文，需要有良好的輸入；
多閱讀優質讀物，是學好語文的第
一步。」

陳彩鳳老師

尹錦盈老師

（教學年資：14 年） （教學年資：13 年）

所屬學校

浸信宣道會呂明才小學
教學對象

小一至小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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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積極投入課堂活動；每逢轉堂、小息及放學，他
們人手一本童話故事，讀得津津有味，閱讀已經蔚然

改革的心」 ，期望學生不再認

兩面思考等，進一步刺激學生的思維，讓他們學得更

為中文科是 「沉悶」 的，反之，

專業推介 助長閱讀
四位教師為推動閱讀風氣，申請優質教育基金以
添置圖書，並獲學者推介優質讀物。此外，在每個課
室添置大量文字書，讓學生可信手拈來閱讀。 「根據
我們粗略估計，學生由小一至小六至少閱讀四十多本
各類型的兒童文學，還未計算其他類型的讀物呢！我
們相信學生從小培養閱讀習慣，自然喜愛閱讀。」 四

詹小慧老師熱愛鑽研中文教學法，經常跟另外三

位教師說。

◀教師帶領學
生暢遊童話
世界

我們四人都有一顆 「願意

階思維策略，例如引入六頂帽子思考法、推測後果、
全面。」 陳彩鳳老師補充。

io

教學
分享

法力漸見無邊，黃老師喜孜孜地說： 「上課時，

成風！」 為了讓學生持續進步， 「近年，我們採用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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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扮演她。」 詹老師說。

學生閱讀童話故事
書，與故事中的角色同遊如
幻似真的世界，體會箇中人生道
理，樂趣無窮。浸信宣道會呂明才
小學四位中文科教師推動名為 「夢
幻童話國」 計劃，以兒童文學作
教材，配合多采多姿的學習活
動，讓學生愛上閱讀，提
升語文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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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能夠發現中文的趣味，喜愛

說、讀、寫等語文能力的培養，發展

中文課，並能學以致用，學會學

品德情意教育，培養學生觀察、想像、思維、評價、

習。本着共同的信念，我們建構 「夢幻童話國」 。

創意等能力。我們安排學生閱讀多類型圖書，拓寬閱

推行策略及成效

愛閱讀進而喜愛寫作。我們運用多元策略，例如小組

讀面，積累語感，漸漸內化為自己的 「墨水」 ，由喜

自 2005 年開始，我們推行 「穿梭安徒生童話王

討論、角色扮演、 「抉擇遊戲」 、 「激辯擂台」 、

年再推行 「夢幻童話王國」 計劃，期間不斷摸索，持

趣的課堂，讓學生直接參與學習，以激發學習興趣與

國」 ，2006 年推行 「童夢奇緣」 ，實施兩年後至 2008

「易地而處」 、 「五感遊戲」 等，營造充滿驚喜與樂

續優化計劃。我們努力裝備自己，積極建設

潛能；並由情感引入，進而引導

團隊，定期舉辦專業發展課程，邀請專家

理性分析，培養學生建立積極的

位教師研究如何提升學生的閱讀興趣。十年前，適逢

支援，與同工交流，藉以提升科組老師對

處事和人生態度。

殿堂級童話故事作家安徒生誕辰 200 周年，她們嘗試

兒童文學及創意教學的認識，確保計劃有

在四年級推行 「穿梭安徒生童話王國」 計劃，挑選四

效落實。

學生進入童話故事的世界……

教學，三至六年級全年教授三至四個兒童

個安徒生的精彩故事作為教材，施展 「魔法」 ，引領

「魔法」 初見成效，

她們將計劃擴展到一至六
年級，發展為 「童夢奇

緣」 及 「夢幻童話國」 ，

選用更多兒童文學作品作
教材，並設計兼具教育意

童話國閱讀獎勵計劃」 ，讓學生延續課內

的意見。在高互動的氛圍下，

閱讀。每年學期末，舉行 「夢幻

學生的溝通和思維能力提升

童話國話劇巡禮暨

了。推動兒童文學計劃以來，

金像獎頒獎典禮」

愛閱讀已經成為學校的文化，學

學生喜愛閱讀，語文能力也全面提升。尹

料，增加學習趣

在校外寫作比賽屢獲獎項，亦

討論、辯論及角色扮演
巡禮，讓學生將故事寫成

熱烈討論，發表獨特而有創意

形式演繹閱讀材

說話不再乏味；寫作能力也提高了，他們

類活動，包括問答遊戲、
等；另有一年一度的話劇

年小說時，學生會追讀作品，

▲學生編寫劇本，演繹童話故事人物。

錦盈老師指出， 「學生在聽說方面有了進步，

▲▶營造良好的閱讀環境

劇本，並演繹出來。學生全情投入，發揮演
藝才華，努力演活劇中的角色。不過，原來
女孩子未必喜歡扮演過着幸福快樂生活的公
主，反而喜歡扮演反傳統的角色， 「如《新

潮皇后與魔鏡》裡的皇后，她雖是後母，但為
人善良，不是傳統的惡毒，女孩子覺得她可親，希

在 『中國語文菁英計劃』
多次獲獎。」

四位教師孜孜不
倦，努力鑽研各種有
效的教學方法， 「只要

升，就是最佳回報！」

▲學生一同討論童話
故事書中的情節

生學會自選 「優質圖書」 ，說
話、溝通和思維能力愈見進步。

味。
我們將 「夢幻

童話國」 與中國語

文課程融為一體，為每
個閱讀材料設計教學，
有機地結合單元學習目
標和內容，貫通聽、

學生認識到學習中文的
趣味，語文能力不斷提

心聆聽；在教授童話故事或少

教科書。此外，在一至六年級推行 「夢幻

動，讓學生以話劇

儀老師如數家珍地介紹各

教授 「圖畫書」 ，學生必會專

文學教材（童話或少年小說），刪減一冊

（話劇比賽）等活

學生從活動中學習。黃慧

當老師以 「引領思維閱讀法」

現時一、二年級推行圖畫書（繪本）

多元活動 啟發潛能

義和趣味的課堂活動，讓

學生普遍喜歡上中文課，

▶學生與童話故事人物
「瑪音」 通信

夢幻童話國—要有愛和夢想

教育是 「育人」 的工作，需要有
「愛」 和 「期望」 。因此，跟所有愛惜學
生的老師一樣，為了讓下一代喜愛中文，
學好中文，我們會繼續努力發展這個 「教
育夢想」 — 「夢幻童話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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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教師引導學生
梳理閱讀材料

審

撮要

建設校本課程，
培養學生品德和陶冶
性情，提升思維能
力和創意。

實 「以情引趣，以情促知」 的策略，在培養學生思維
和聽說能力的過程中，自然而然地幫助他們建立積極
的處事和人生態度。學生通過合作學習，發揮朋輩互
助精神，語文能力較佳的學生帶領小組討論，幫助能

小組教師是學校中國語文課程發展的核心人物，

力稍遜的同學投入學習。他們說話清晰，懂得提出意

多年來有策略地推動閱讀教學，成功落實以學生為中

見，展現良好的溝通和表達能力。由於閱讀材料富趣

心、以優質兒童文學作品為主要學習材料的校本課程

味和互動學習模式，學生喜歡中文課，並已養成閱讀

─ 「夢幻童話國」 ，實現了讓學生喜愛中文課和閱

習慣，會自行借閱各類圖書。家長肯定閱讀教學的成

讀，能學以致用、學會學習的期望。

校本課程着重引發學習興趣，有機結合聽、說、

效，認為提升了學生的語文能力和自主學習能力，也
達到品德教育的果效。

讀、寫等語文學習範疇，發展品德情意教育，奠定自

整體而言，小組教師對中國語文課程發展有一致

主學習基礎。小組嚴選富趣味和配合學生心智發展的

的理念，建構校本課程時身先士卒，合作無間。各人

閱讀材料，指導多元閱讀策略，設計以學生為中心的

持續進修，並能配合課程發展重點，安排校本教師專

課堂教學及結合延伸活動，成功營造良好的閱讀環境

業培訓，有效提升教師的專業能力，成功落實校本課

和氣氛，有效培養學生的閱讀興趣和習慣。低年級運

程。

用優質繪本圖書激發學生的閱讀興趣；中、高年級採

讀寫結合

▲左起：莊欣惠老師、梁桂芬老師、梁燕媚老師及何嘉儀老師

從理解邁向運用
獲嘉

用童話故事，引領學生進入兒童文學世界。整體安排
有助培養學生的觀察、想像、思維、評價、創意等能

小組不斷完善校本課程，照顧學生學習多樣性，
例如安排不同類型的閱讀材料，設計不同程度的工作
紙，指導多種思維策略等。近年實施以讀促寫，配合
閱讀材料安排寫作活動；設計有發揮空間的課業，培
養創意，有效提升學生的寫作能力和創作興趣。從學
生作品所見，內容充滿童真童趣，富想像力和創意。
觀課所見，教師創造富有童真和生活化的語文學
習情境，由感情入手，然後引導學生梳理閱讀材料，
分析故事情節，思考人物性格，探討角色關係等，落

教學理念

師

揮創意，使閱讀學習更趣味盎然。

索取有關教學實踐資料的途徑

教

活動和比賽，讓學生以豐富的形式展現閱讀成果，發

狀

力。小組與學校圖書館合作，有策略地設置多項配套

許

學校網址：
http://www.lmc.edu.hk

聯絡方法
詹小慧老師
電話：2754 7024
傳真：2331 3417
電郵：mail@lmc.edu.hk /
swchimchim@gmail.com

何嘉儀老師
「語文教學須本着授人以漁的理念，
指導學生掌握不同學習策略，加強能
力遷移，讓學生學會學習，學以致
用，提升語文能力。」

莊欣惠老師

（教學年資：18 年） （教學年資：19 年）

梁桂芬老師

梁燕媚老師

（教學年資：24 年） （教學年資：20 年）

所屬學校

嘉諾撒聖方濟各學校
教學對象

小一至小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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