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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曉棠老師、楊婧老師
▲前排左起：熊羽老師
、劉亦怡老師
後排左起：施輝蓉老師

語文教學的厚度、跨度和溫度
──培養學生的語文素養
教學理念：
我們一直致力於提升教師團隊的教學能
力及培養學生的語文素養 ， 期望我們的
中文課程除了能進一步加強學生的語文
基本能力外 ， 更能讓他們掌握學習語文
的方法和養成良好的學習習慣 ， 提升文
化素質 、 道德修養及審美情趣 ， 發展良
好的個性和健全的人格 。 因此 ， 我們提
出了要建立具語文素養的課堂與課程。

獲嘉許狀教師
鄭曉棠老師
楊婧老師 施輝蓉老師
劉亦怡老師 熊羽老師

所屬學校
培僑小學

教學對象
小一至小六

行政長官卓越教學獎薈萃

2019
201
9 / 2020

Compendium of the Chief Executive's Award for Teaching Excellence

教學分享
▲

▲熊老師利用故事啟發學生思考
劉老師展示跨科學習課堂

語文素養——厚度、跨度和溫度
我們的語文素養課程具有語文的厚度、跨度和

研究具「 素養 」的語文課堂
一節具有「 素養 」的語文課堂，是實踐語文素

溫度，具體如下：

養教學的起點，是建構具語文素養課程的開端。我

一、語文課程的厚度：學生不僅要學習語文知識，

們經過學習和討論，並參考王崧舟教授對語文素養

還要累積和運用語言、認識文化。在閱讀教學

的理解，制定校本課程發展方向，編寫課堂指標，

中，我們以「 語言建構和運用 」為核心目標，

並設計觀課表，研究具素養的語文課。我們的語文

以「 讀 」為主要教學策略，讓學生學習語文，

課程是怎樣實施的呢？「 以五年級一篇敘事寫人的

運用語文。

文章為例，敘述著名橋樑專家茅以升小時候在元宵

二、語文課程的跨度：學生除了要學習語文知識
外，還要學習各種自學策略、閱讀策略和思維
方法，並能把良好的學習習慣、學習方法等遷
移到各科的學習和生活中。
三、語文課程的溫度：教師先要深入研讀教材，全

節看見一盞會轉動的走馬燈，產生好奇心，立即向
家人請教，並探究走馬燈的製作原理的故事。 」
在課前，老師精心將學習策略，例如高階思維
十三式、閱讀策略和自學策略與學習內容相結合，
設計成導學案，讓學生預習。

情投入教學中，從而激發學生認真學習、積極

在課堂中，我們不斷運用各種學習策略，尤其

參與課堂活動，達至師生共學和互學，營造充

是以「 讀 」為主要的學與教策略，在讀中「 學 」、

滿熱情、具語文味的課堂氛圍。在課程內容

「 感 」、「 悟 」。初讀課文：學生大聲朗讀，讀準

上，我們滲入大量正向價值觀、品德培養、文

字音，讀順課文，累積好詞、好句，學習表達手

化傳承等元素，令我們的語文課程更具溫度。

法。二讀課文：學生帶着問題默讀，邊讀邊思考，
代入角色讀。這時，學生不但明白了事件的來龍去
脈，更感受到一個勤於思考、勇於探索的茅以升，
從而領略文章的深層含義。再讀課文：學生帶着理
解自讀，結合生活體驗，說出文章帶來的啓發：有
的表示明白了茅以升能成為橋樑專家的原因 ；有的
說觀察、思考、動手是探究的方法 ；有的更表示要
學習茅以升追根究底的精神……。最後，揭示敘事
寫人體裁的特點，開啟「 敘事寫人寫作單元 」的序
幕，讓學生進行寫作練習，達成「 語言建構和運
用 」的核心目標。
在課後，我們强調學生的延伸自學，遷移學習
內容和方法，例如：學生帶着良好的學習習慣和學
習策略，進行其他學科的學習 ；學生帶着對這種體
裁的認識，去閱讀更多名人傳記 ；學生帶着茅以升

▲學生積極參與楊老師的課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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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探究精神，運用在自己的生活及學習當中。
在整個教學過程中，教師精心備課，學生用心
預習，師生共學，全情投入教和學，一起愛上語
文，享受學習的樂趣，感受語文的溫度。

▲

▲鄭老師指導學生朗讀
《 包公審案 》與正向教學

為了讓學生在學好課文知識的基礎上，對
中華文化有更多的認識，我們還舉辦以學習中
華 文 化 為 主 題 的 學 習 活 動 ， 包 括「 讀 經 誦
典 」、「 朗誦馬拉松 」、「 中華文化學習周 」
和「 中華文化日 」，讓學生在多元學習經歷中，深

落實素養課程
我們在研究了具素養課堂的同時，還在每個年

入學習中國傳統文化，寓學於樂。在這些活動中，
我們可看到學生在學習時散發熱情，在遊戲時充滿
激情，在朗讀時洋溢感情。

級以體裁為主軸進行單元規劃，建構具語文素養的

為了擴大語文課程的跨度，我們把自學策略、

校本課程。以二年級的童話單元為例，學生在學完

閱讀策略和思維方法融入課程，更希望學生能將良

精品課之後，認識了童話這種體裁的特點，然後拓

好的學習習慣、學習方法遷移，實現從老師教授

展閱讀其他童話故事。同時，老師進行朗讀指導，

「 跨 」到學生自學、從中文科「 跨 」到其他學科、

最後進行朗讀評估，讓學生能生動地演繹童話故

從中文課堂「 跨 」到生活，使學生的語文素養得到

事，感受童話的趣味。

提升。
為了提升語文課程的溫度，我們重視對學生在
情感、態度、價值觀、道德修養及審美情趣等方面
的培養。近年，我們積極配合學校推行「 正向教
育 」。我們會運用二十四個品格強項評鑑人物性格
特質，例如在《 包公審案 》一文中，學生在認識了
公平公正、有洞察力的包公後，說出從
包公的為人處事所得到的啟發，並把
品格強項運用在生活中。

展望
我們是一群對教學有熱
情、有追求的語文老師，我
們會繼續在素養教學的路上學

▲

▲「 朗誦馬拉松 」：學生朗誦經典美文，
傳承中華文化。
「 中華文化周 」：
學生潑墨畫國畫

習和探索，希望更全面地落實
素養校本課程，以培養學生的
語文素養。

行政長官卓越教學獎薈萃

2019
201
9 / 2020

Compendium of the Chief Executive's Award for Teaching Excellence

評審撮要

文素養的
語
生
學
養
培
面
全
校本課程
小組教師發展校本課程經驗豐富，具有高度的課
程評鑑能力，能因應課程發展的方向，不斷優化校本

▲施老師運用電子工具，讓學生
分享學習成果。

課程，發展具「 厚度、跨度及溫度 」的校本課程和教
學模式，全面培養學生的語文素養。
小組教師在校本課程中編選大量的經典美文和中

感、悟 」的教學模式，通過聲情並茂的朗讀，引領學

華文化素材，配合經典誦讀和中華文化學習周的體驗

生感受語文之美，深入理解文本，並透過高層次的提

活動，加強品德的培育及文化的薰陶，以顯示課程的

問和討論，讓學生逐步掌握學習重點，體現語文教學

「 厚度 」；以導學案、閱讀策略、延伸閱讀等培養學

的「 厚度 」和「 溫度 」。教師對文本有深刻的理解和

生課前預習的良好習慣，並將學習方法遷移到其他科
目，以顯示課程的「跨度」；教師熱情投入課堂教學，

掌握，表達流暢，回饋具體，能夠循序漸進地引導學

重視朗讀，讓學生在讀中學、讀中感、讀中悟，享受

小組教師擔任中文科研究員，專責推動教研活動。

學習語文的樂趣，並在教學過程中，適時進行品德情

在校內組織教師專業培訓，帶領科組其他教師修訂各

意教育，培養學生的審美情趣和正面價值觀，以顯示

級校本課程和教材、學習優秀課例，持續發展及建立

課程的「 溫度 」。

科組教師互相學習的文化。又與圖書科合作，發揮跨

生達成不同層次的學習目標。

小組教師積極推動「 自主學習循環模式 」，引導

科協作精神，共同培育學生的閱讀興趣。小組核心成

學生自主學習。小組教師至今完成了六個年級合共36

員連續四年擔任「 小班支援借調計劃 」借調老師，又

個語文素養精品課，致力培養學生的自學習慣，提升

曾在教育局或友校舉辦的教師專業培訓活動中，分享

學習的能力，其中27 份（三至六年級）備有導學案的

校本經驗，貢獻同業。

課件，引領學生在預習時運用合適的學習策略，例如
「 大腦裏的電影院 」、自擬問題，讓他們帶着問題學
習，成為學習的主導者。即使在2019 冠狀病毒病疫情
影響下，小組教師仍努力不懈，帶領團隊製作線上教
材、布置多樣化的課業，培養學生在家自學的能力，
做到停課不停學。
觀課所見，課堂均能體現語文教學的「 厚度、跨
度、溫度 」。導學案設計緊扣學習要點，設有課前預

索取有關教學實踐
資料的途徑
學校網址：
http://www.pkp
s.edu.hk/

聯絡方法

習和課後延伸活動，配合課堂教學，體現教學的「 跨

聯絡人：鄭曉棠老
師

度 」。學生認真完成預習，能運用學習策略幫助自己

學校電話：2897

掌握所學，上課時積極投入。教學流程具條理，學習

7866

學校傳真：2897

7883

目標清晰，組織嚴密。小組老師教學基本功扎實，具
教學熱誠，課堂表現良好，每一位都能依循「讀中學、

電郵：htcheng@
pk

ps.edu.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