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語文及中國文學科
2018-19 周年計劃檢討報告
關注事項之具體計劃
3.1 深化學習
目標
策略 / 工作
時間表
1.培養學生自主學 1.1 在課堂教學中，組織適合的 全年
習的能力，如增強
課堂活動，培養學生自主學
主動、探究、思考
習的能力，增加學生在課堂
和協作的能力。讓
的主動參與，以學生的「學」
學生意識到學生
為中心。
是學習的主人翁。 1.1.1 電子教學：中四、中五學
生運用「智愛文言文平
台」，在課堂上利用平板
電腦學習。
1.1.2 教師透過多樣性的提問，
引導學生進入高層次的
思考。並安排學生小組討
論和發表所學的機會；透
過學生互相提問，啟發學
生思考等。
1.1.3 教師運用圖片、影視片
段，結合閱讀材料去引起
學生學習動機，啟發學生
思考，協助學生理解課
文。
1.1.4 就學生的作文和綜合練
習，進行同儕互評、佳作
共賞或改寫段落等活
動，增加學生的賞析能力
和表達能力。
3.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在 課 堂 中 師 生 科會檢討
1.
有 足 夠 的 交 流 校長、科主任
機會，學生展現 觀課報告
良好的學習態
度和技巧。
2.

3.

4.

檢討/意見
科任老師在課堂上運用電子平台的次數不多，內容跟
出版社提供的電子書相差不大。學生較少主動做平台
提供的閱讀理解，須老師加以提醒才完成。個別學生
曾向老師反映部分題目答案有錯誤，分析不周，加上
題目大部分是多項選擇題，部分學生在作答時態度欠
認真，故建議來年不再使用此電子教學平台。
根據觀課所見，科任老師多能善用提問、影視片段、
簡報引起學習動機、協助學生理解課文或進行反思。
亦有老師設計分層工作紙，以照顧學生學習差異。整
體而言，初中學生的討論氣氛和參與較高中學生強。
科任老師在派發作文和綜合練習時會予以回饋，或進
行佳作共賞，或進行片段改寫，讓學生得知如何改
善。從學生的習作得知學生的表現有所改善。
建議科任老師來年在初中找一些合適的課題進行小
組討論時，可嘗試按學生能力分組，建立恆常的分組
常規，分配不同角色予學生，並着其完成任務，既能
照顧學生的學習差異，也能提高學生的課堂的參與和
學習動機。惟事前準備功夫費時，且未必所有科任老
師都了解此教學法。故建議下年老師可通過同儕觀課
或參與教學分享等活動，作有關方面的交流。

1.2 加強教師培訓
全年
1.2.1. 加入「中國語文科資訊
科技教學協會」
，並舉辦
科本培訓活動。
1.2.2 鼓勵教師參加校外專業
發展活動，了解自主學
習或電子學習的理論與
實踐，加深教師對自主
學習的理解。
1.3 為學生訂立學習目標及制
全年
定各學習階段的能力要
求，提供課後的學習活動，
協助學生順利過渡到不同
的學習階段：
1.3.1 中一級舉辦校本銜接課
程。
1.3.2 上學期考試和期終考試
設重考。
1.3.3 中五級舉辦中文辯論技
巧工作坊。
1.3.4 為中五、中六級學生安排
增潤課。
1.3.5 中六級舉辦拔尖班。
1.3.6 邀請校友回校分享應試
心得，為高中學生進行小
組討論訓練或課後支援。

完成專業培訓

科會檢討

1. 已加入「中國語文科資訊科技教學協會」
，唯由於未能
配合時間，故未能邀請協會到校舉辦科本培訓活動，
改為科會同工分享。
2. 科會裡有 4 位同工參與有關電子教學、VR 實境教學的
課程，將安排在稍後科會內分享學習所得。

1. 80% 的 學 生 學習活動的出 1. 於暑假舉辦升中一校本銜接課程。主要教授文言基本
能完成相關 席率、
知識、實用文格式、修辭手法等，並協助學生完成暑
的課程或活 科會檢討
期功課。學生投入參與，樂意發問。
動。
2. 學生在知悉需重考後大致能認真温習，所以重考而不
2. 學生認同相
達標的人數不多。重考不達標的學生須參與課後學科
關活動能有
班，惟學生反映學科班的導師質素欠佳，課堂較鬆
助其學習，
散，故效用不大，建議科會就校外導師的表現向教務
提升信心。
委員會反映。
3. 於 2018 年 10 月 15 日和 10 月 16 日舉辦中五級中文
辯論技巧工作坊，由香港中文大學辯論隊成員擔任導
師，教授及示範中文辯論的技巧。由於當天港鐵發生
嚴重事故，故部分學生遲到，也有一位導師缺席，故
工作坊略為延遲開始，把四班分為三組進行教學。整
體導師質素參差，部分的導師是代課的，所以影響課
堂質素。但導師都能運用比賽片段和提問去加強與學
生的互動，活動能提升學生對辯論技巧、搜集和組織
資料的認識，故建議來年繼續舉行。
4. 於自修堂為中四至中六級的學生安排增潤課，主要幫
助學生複習文言經典篇章，教授作答閱讀卷和綜合卷
的技巧，進行小組討論等。由於任教增潤課的老師與
級統籌員有緊密聯繫，了解日常課堂的進度，故有關
的練習和活動能配合課程估，切合學生的需要，甚至
有學生主動希望參加中文增潤班。大部分的學生都投
入課堂，用心完成練習。

就開設增潤班，科會進行了問卷調查，結果如下：
十分 不同 中立 同意
十 分
不同 意
同意
意
課 堂 的 內 4.2% 10.4 14.6 50%
20.8%
容能配合
%
%
日常中文
課堂的教
學。
課 堂 的 練 2.1% 4.2% 16.7 58.3% 18.7%
習和內容
%
合適。
課 堂 能 有 0%
10.4 12.5 52.1% 25%
助我學習
0%
%
中文。
課 堂 能 鞏 0%
8.3% 18.7 50%
23%
固我的中
%
文知識。
5. 於 2018 年 10 月至 11 月的星期一舉辦中六保底班，選
取成績稍遜的 13 個學生參加，由本校科任老師任教，
主要教授閱讀和寫作的基本技巧，並加以實踐。學生
出席率為 92%。表現尚算認真和投入，建議下年繼續
推行。
6. 於 2018 年 10 月至 11 月的星期一，舉辦中六級拔尖
班，選取成績較佳的 20 學生參加，由本校科任老師
任教，主要教授作答閱讀卷和寫作的進階技巧，並分
析公開試題目的題型。學生出席率為 95%。個別學生
表現踴躍，上課專心，樂於發問，建議下年繼續推行。
7. 於 2018 年 10 月至 11 月逢星期一、二、四為中六的
學生舉行小組討論訓練班，邀請過去在文憑試中文科
考取優異成績的校友擔任導師，回校分享應試心得。
學生出席率為 89%。導師素質良好，會自擬筆記和引
領學生討論，有學生表示訓練班能提升他們的自信
心，及後也有學生主動找老師進行額外的小組討論練

1.4 舉辦校內比賽：
1.4.1 中一級舉辦視讀比賽。
1.4.2 中二級舉辦成語演繹比
賽。
1.4.3 中三級舉辦個人即席演
講比賽。
1.4.4 中五級舉辦班際中文辯
論比賽。

1. 90% 的 學 生 學習活動的出 1.
能完成相關 席率、
的比賽。
科會檢討
2.
2. 學生認同活
動能增加學
3.
習中文的興
趣。

4.

5.

6.

習，反應良好，建議下年繼續推行。至於中五，由於
遲了安排，未能與導師協調時間，故未有舉行課後的
小組討論。
出席率達標，除了請假的學生外，所有學生皆出席相
關活動和比賽。
中一級舉辦圖書封面或書籤設計比賽，得獎作品已在
文集刊登。
中一級於 2018 年 9 月下旬在課堂教授學生朗讀的技
巧，例如如何運用聲線、運氣，如何配合文章的內容
以適當的語調、語氣、節奏來朗讀等。於 2018 年 10
月 15 日在禮堂舉行中文視讀比賽，學生即席朗讀。
整體流程順利，事前訓練充足，學生投入參與，表現
不俗，建議下年繼續推行。
中二級於 2019 年 4 月 26 日舉辦中國名言和成語問答
比賽，以加深學生對中國成語和名言的認識。學生參
與率高，參賽學生踴躍搶答，台下學生亦有支持和鼓
勵，甚至積極參與補答，氣氛熱鬧。而且題型多元化，
既考問校本教材的內容，也有課外知識，建議下年繼
續推行。惟受更換音響設備所影響，只有兩支咪，略
影響活動進行。
中三級於 10 月 15 日在禮堂舉行中文個人即席演講比
賽。學生能力偏低，演講內容單薄，且說話欠流暢，
普遍缺乏急才，建議來年於下學期進行，待學生進行
說話訓練後，建立了信心，掌握說話技巧後才舉行。
中五級於 2018 年 12 月 17 日在學生活動中心舉行班
際中文辯論比賽初賽，優勝者於 2019 年 3 月 6 日進
行決賽。本屆參賽學生表現較往年遜色，反駁和回應
對手不足。台下學生發言則有所改善，事前有認真準
備。建議來年每班挑選 6 個學生組隊參與，一同進行
賽前指導，再進行分工，以加強團隊合作精神，令辯
論員與台下發言的學生更有默契。

1.5

增加學生參加拔尖活動和
校外學習活動的機會：

1.5.1 鼓勵學生參與校外比賽
和文化活動，如徵文比
賽、口語溝通大賽、語文
講座、參觀博物館或工作
坊、聯校口語訓練等。
1.5.2 鼓勵修讀中國文學科的
學生參加文學活動，如徵
文比賽、文學散步、作家
講座等。
1.5.3 與圖書館合作，初中學生
參與由香港電台舉辦的
「有聲好書」全港中學生
聲演比賽。

全年

1. 參加校外比 科會檢討
賽的人數增
加。
2. 透過參與比
賽，學生能
擴闊視野，
增加自信。
3. 學生對中國
文學科的興
趣和寫作能
力 有 所 提
升。

1.

2.

3.

4.

5.

十位被挑選的中六學生於 2019 年 2 月 23 日進行聯校
口語訓練。是次的活動有多間學校參與，能擴闊學生
的眼界，向其他學校的學生借鏡。本校學生表現中
上，論點合理，投入參與，惟表現緊張，略欠自信，
建議在流暢度和信心方面多加改進，建議下年繼續推
行。
二十八位被挑選的中五學生於 2019 年 5 月 11 日進行
聯校口語訓練。本屆學生的表現較上年遜色，本校學
生的表現較其他學校的學生被動，內容一般，未能靈
活運用課堂所學的知識，建議下年繼續推行。
中五文學班學生於 2019 年 3 月 19 日進行了《漫步上
水》的文學散步活動，是次活動能讓學生透過親身遊
覽上水的景點，包括：到訪上水廣場、石湖墟、上水
鄉、廖萬石堂等，結合閱讀有關景點的散文、詩歌，
讓學生走進文學風景，親身體驗和比較作者筆下和現
實的見聞，並透過觀察、累積和尋找素材，進行創作。
學生能透過參觀尋找寫作的靈感和題材。觀乎學生的
作文，內容較過往豐富，且描寫較細緻深入，亦能就
上水的城市發展或水貨客問題作出反思。
資助和訓練學生參與第十三屆「善言巧論：全港學生
口語溝通大賽」，初中共 12 人次參與備稿演講(普通
話)、備稿演講(粵語)和小組討論；另有 80 人次參與
中學文憑組備稿演講、即席演講及小組討論，總參加
人次為 92，所有參賽學生都有出席比賽。初中組取
得 4 級或以上成績者達 88%；中學文憑組取得 4 級
或以上成績者達 55%。本校於初賽獲 11 個小組優異
獎，有三位學生在決賽獲卓越表現獎和卓越論手獎。
參賽學生和獲奬學生人數都比去年的多。
訓練學生參與由香港電台舉辦的「全港中學生聲演比
賽 2019」
，學生表現認真，在賽前努力練習，其中四
位的演繹聲情並茂，擠身複賽。惟學生在複賽面對眾
多參賽者和評判，心情緊張，表現失準，故建議來年
為參賽學生提供公開演繹的機會，以提升他們的自
信。此外，由於本年改了賽制，由學校自行拍攝短片

遞交作品，故建議來年找呂中電視台協助拍攝。是次
活動進行了問卷調查，結果如下：
十分不

不同意

同意

同意
參加是次比賽，我的

十 分
同意

0%

0%

75%

25%

0%

25%

75%

0%

0%

0%

50%

50%

0%

0%

25%

75%

閱讀興趣提升了。
參加是次比賽，我多
閱讀了有關的圖書。
參加是次比賽，我的
公 開演 說的 膽量提
高了。
參加是次比賽，我的
表達技巧提高了。

2. 提 高 學 生 中 國 2.1
文化知識，培養關
愛家人的心，認識
與家人的相處之
道。

早會分享
安排老師或學生在第五個
循環日的早會上分享：以
「親情」為主題，介紹古今
相關的文學作品(如家訓、
家書)及作家與家人相處的
事跡，讓學生反思與家人的
相處。

全年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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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提 升 負 科會檢討
責分享的
學生的成
就感、自
信。
能引起學
生對中國
文學的興
趣。
能培養關
愛家人的
心，認識與
家人的相
處之道。

6.

中五中國文學班的學生參加由香港中學生文藝月刊
及大頭菜文藝月刊舉辦「第五屆全港中學生文藝散文
即席揮毫比賽(2019)」。

1.

分享的內容生活化和真摯感人，故大部分學生認真投
入，用心聆聽演講內容。當中能感受父母與子女之間
的情誼，也學懂尊重和珍惜與家人相處。
負責分享的學生用心，在事前認真訓練，不但提升了
說話技巧，懂得代入角色，善用聲調和語氣來表達情
感，而且分享時認真投入，獲得老師的讚賞，從中提
升成就感和自信。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