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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

09:30 - 09:35
工作坊簡介及歡迎辭

主持：羅嘉怡博士

09:35 - 10:50

第一部分：探討閱讀及寫作的教學策略

（以GCSE/IGCSE 課程及考核爲例）

主講：宋小萍老師
10:50 - 11:00 休 息

11:00 - 11:40

第二部分：寫作策略：分析及回應有關電影課題

（以GCE考核為例）

主講：動中文方案有限公司

楊敏怡小姐

11:40 - 12:20

第三部分：分析及回應有關文本課題

（以GCE考核為例）

主講：耀中國際學校（中學部）中文（二語）科主任

簡弘毅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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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rning process: 學習過程
1 Learning target : e.g. introducing a celebrity

定學習目標：例如 — 介紹一位名人

2 Input from teacher老師輸入

3 Output from students學生輸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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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arch and edit relevant materials 準備教材 

•  teach necessary vocab, structures & language skills 教授詞彙及語言技巧 

• direct students to gather information 指導學生搜集資料 

• gather information from 從以下方式搜集資料 

observing, asking, listening, reading & experiencing 觀察，詢問，聆聽，閱讀&體驗 

• edit information (analytic & summarising skills) 整理資料(分析及綜合技巧)  

• present– speaking or writing or acting  

(using expressing skills) 表達方式 — 説話，寫作，表演 (應用表達技巧) 

• get feedback from teacher/ peers,  work out for improvement  

     聽取回饋，尋求改善及進步   



Learning contents – common factors
學習内容(課程綱要) —共同範疇

Self 自己 friends and family   家庭和朋友

school     學校

local area  社區

the world   世界

future ambition 計劃將來

4

GCSE Themes   

1. Identity and culture

2. Local area, holiday, travel

3. School

4. Future aspirations, study and work

5. International and global dimension



Skills indicators 學習指標

- From 2nd language learning framework 中文第二語言架構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curriculum-development/kla/chi-edu/second-
lang/NLF_outcome_reading_2019.pdf

- From exam specifications 考試範圍

 https://qualifications.pearson.com/en/qualifications/edexcel-gcses/chinese-2017.html

 https://qualifications.pearson.com/en/qualifications/edexcel-international-
gcses/international-gcse-chinese-2017.html

 https://qualifications.pearson.com/en/qualifications/edexcel-a-levels/chinese-2017.html

 https://qualifications.pearson.com/en/support/support-topics/exams/past-
paper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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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curriculum-development/kla/chi-edu/second-lang/NLF_outcome_reading_2019.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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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qualifications.pearson.com/en/qualifications/edexcel-a-levels/chinese-2017.html
https://qualifications.pearson.com/en/support/support-topics/exams/past-papers.html


教授閱讀策略

1    釐定教學目標 / 學習成果 (參考中文第二語言架構)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curriculum-development/kla/chi-

edu/second-lang/NLF_outcome_reading_2019.pdf

2 準備閱讀教材 —

e.g. 告示、傳單、剪報、對話、故事、傳記、文章

3 擬題 — Assessment for learning 評估促進學習

Assessment of learning 考核學習成果

e.g.  填充，排列，選擇，連結，繪圖，

書寫，答題、翻譯…

Katherine Sung



Pre-Workshop Activity – Edit Reading material
 張家朗（英語：Edgar Cheung Ka Long，1997 年 6 月 10 日－），於香港出生及成

長，香港男子擊劍運動員，有「少年劍神」之稱，在 2016 年 4 月首奪亞洲鈍劍冠軍，

成為香港歷來首個個人亞洲賽王者。2021 年，他在東京奧運取得男子鈍劍個人賽金

牌，為自李麗珊後第二位奪取奧運金牌的香港隊選手，也是香港首位奪取奧運金牌的

男性香港運動員。 

 張家朗出身於籃球世家，父親張子倫及母親陳雪玲曾經是籃球運動員，家朗自

小已是籃球場常客，學籃球比擊劍還要早，從小就已是 NBA 球隊芝加哥公牛粉絲，又

視公牛傳奇球星丹尼斯·羅德曼為偶像，張家朗 15 歲時，張爸爸更自費讓家朗隨師兄

參加各站世界盃。初中就讀英華書院，其後轉到林大輝中學，並於中四那年毅然決定

退學轉為全職運動員。 

 2014 年亞洲青年錦標賽，張家朗狂掃 4 金後躋身大港隊。2014 年 9 月，張家朗

代表香港參加韓國仁川舉行的亞運會的擊劍比賽，與楊子加、張小倫和崔浩然合作贏

得男子鈍劍團體賽銅牌。2015 年，張家朗第二次出戰就於亞洲賽奪得個人賽季軍。

2016 年 4 月 14 日，於中國無錫舉行的 2016 年亞洲擊劍錦標賽的男子鈍劍組別中，19

歲的張家朗連挫韓國亞洲賽金牌許俊、日本世界冠軍太田雄貴、中國的奧運金牌雷聲

和日本的世青冠軍敷根崇裕，最終奪得個人賽金牌，奪得亞洲冠軍，成為香港歷來首

個個人亞洲賽王者，更因此奪得里約奧運資格，不過在 16 強不敵巴西劍手古希美·托

度止步，但也是香港男子鈍劍競賽歷來的最佳成績。2017 年 4 月 6 日，最後一年參加

世青賽，成功奪得男子鈍劍個人冠軍，為香港擊劍隊史上首次奪得世青賽青年組冠

軍。 

 2021 年，東京奧運會開幕式上，張家朗同羽球選手謝影雪一同擔任港隊掌旗

官。7 月 26 日，張家朗在東京奧運會男子個人鈍劍決賽中，以 15-11 的分數擊敗上屆

獲得里約奧運男子個人賽冠軍的義大利選手加羅佐，成功奪得香港歷史上第二面奧運

金牌以及第四面獎牌，並打破港隊最佳紀錄。 

Katherine Sung 7



Pre-workshop activity worksheet

Sample edited 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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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家朗於香港出生及成長，是香港男子擊劍運動員，有

「少年劍神」之稱。 

 張家朗出身於籃球世家，父親及母親曾經是籃球運動員，

家朗自小已是籃球場常客，學籃球比擊劍還要早，從小就已是

NBA 球隊粉絲， 曾跟隨師兄參加各站世界盃。中學時轉到林大

輝中學，並於中四那年毅然決定退學轉為全職運動員。曾到國外

參加多次劍擊比賽，得過不少獎項。在 2016 年首奪亞洲鈍劍冠

軍，2021 年在東京奧運取得男子鈍劍個人賽金牌，為自李麗珊後

第二位奪取奧運金牌的香港隊選手，也是香港首位奪取奧運金牌

的男性香港運動員，並打破港隊最佳紀錄。 

Answer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1. 張家朗從小便學習什麼運動？ A劍擊 B籃球

C足球 D游泳

2. 他喜歡這運動嗎？何以見得？

3. *你認為他為什麼會喜愛這運動呢？

4. 張家朗得到什麼稱號？為什麼他得到這稱號？

5. 張家朗得到哪些獎項？請寫其中一項。

6. *你認為什麼因素促成張家朗的成就？



Reading & Writing 

Teaching strategies –

Ref: GCSE



有關備考閱讀卷教學策略的建議
(Assessment of learning)

 熟悉課程所涵蓋的主題

 熟悉相關詞彙

 學習在不同語境中運用詞彙

 練習閱讀技巧：

小心閱讀，辨別字裏行間的意思，擷取所需資料

培養分析、綜合及總結技巧

 熟習中英文表達形式

Competence in both Chinese & English (GCSE)

Katherine Sung



GCSE Reading exam (ref past paper)

 9 graded passages , various topics , different writing styles

 1 literary text, short extract, adapted to suit level

 1 short translation from Chinese to English

 Q&A - Multiple choice & short answers in English

 Recognize ten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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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寫教學策略 （參考考試評分準則）

協助學生

 認識相關主題内容、文化、背景

 練習基本寫作技巧—詞彙、句式、複句、形容詞、動詞、
條理分明、結構緊密、書寫流暢

 小心審題

 釐定書寫大綱，包括所有要點

 叙述要清晰，表達意見要中肯，並加解析

 Tenses – 包括現在式、過去式及將來式

 注意字數分配，在規限字數内完成寫作

Katherine Sung



GCSE Writing exam (Ref past paper)

 1 informal writing, include 4-5 bullet points, 

80-110 characters, 20 marks ( Content 12 + Lang & Accuracy 8)

 1 formal writing , include 4 bullet points,

130-180 characters, 28 marks (Content 16 + Lang & Accuracy 12)

 1 translation, English (about 50 words) to Chinese, 12 ma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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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CSE Writing Marking activity

1  Read the Writing Mark Grid :  (Ref Mark scheme ) for

 Communication and content 

 Linguistic knowledge and accuracy 

2 Go through the marking process, with commentary and 

explanation for mark bands

3   Translation marking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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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ding & Writing 

Teaching strategies –

Ref: IGCSE



讀、寫教材編寫

舉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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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GCSE Reading & writing paper (Ref past paper)

 For listening and reading:

 identify and note main points

 deduce the meaning of words from context

 extract specific details

 identify points of view

 show some understanding of unfamiliar language

 recognize attitudes, emotions and opinions

 Passages in various forms: dialogues, statements, letters, interviews, prose etc.

 For writing

 Translation from English to Chinese (4 sentences)

 1 short piece 60-75 characters on a given task (related to reading)

 1 writing 125- 150 characters on 1 of the 3 given top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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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ding & Writing 

Teaching strategies –

Ref: GCE



GCE paper 1 – 9CN0/01

Ref 2019 past paper

3 Listening passages 

4 Reading passages

1 Translation passage (from Chinese to Eng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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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CE Paper 2 – 9CNO/02

Ref:  Written response to works and translation

2 written work, either 1 on drama 1 on literary text 

or  2 different literary texts

(choice of titles & questions)

1 Translation – from English to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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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erences

 https://qualifications.pearson.com/en/ qualifications/edexcel-gcses/ chinese-2017.html

 https://qualifications.pearson.com/en/qualifications/edexcel-international-gcses-and-

edexcel-certificates/international-gcse-chinese-2017.html

 https://www.edb.gov.hk/tc/curriculum-development/kla/chi-edu/second-

lang/resource.html

 https://qualifications.pearson.com/en/qualifications/edexcel-a-levels/chinese-2017.html

 https://qualifications.pearson.com/en/support/support-topics/exams/past-papers.html

 Accessing Chinese Bk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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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 of presentation

HAPPY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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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ve a bre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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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分析
FILM ANALYSIS

15-1-2022







TEACH A FILM

• https://qualifications.pearson.com/content/dam/pdf/A%20Level/Chinese/2017/teachin

g-and-learning-materials/GCE-Generic-2017-Approaches-to-teaching-film.pdf

FILM

Sounds

Words
Images

https://qualifications.pearson.com/content/dam/pdf/A%20Level/Chinese/2017/teaching-and-learning-materials/GCE-Generic-2017-Approaches-to-teaching-film.pdf


ANALYZE A FILM

• https://qualifications.pearson.com/content/dam/pdf/A%20Level/Chinese/2017/teaching

-and-learning-materials/GCE-Generic-2017-How-to-analyse-text-film.pdf

Social and 
Cultural 
Settings

Key 
Themes

Characters
Styles / 

Techniques

https://qualifications.pearson.com/content/dam/pdf/A%20Level/Chinese/2017/teaching-and-learning-materials/GCE-Generic-2017-How-to-analyse-text-film.pdf




MARKING SCHEME

GRAMMAR AND VOCABULARY

 Critical Response



NOTE

• Content

• Provide evidence accordingly (e.g. Refer to specific scenes)

• Students should:

• Pay attention to the details of the movie

• NOT Film Review

• Be able to use appropriate wording including cinematic terminology



建議教學法：
場景分析練習





你對《天水圍的日與夜》的
第一印象？



編劇/導演在想甚麼？

因某些目的，運用某些拍攝手法

透過觀看電影，猜想編劇/導演的用意



場景分析練習

• 首先，老師播放其中一個電影場景

• 引導學生根據基本範疇思考，然後進行

小組討論

• 運用練習簿，記下小組討論的結果，並

派代表分享

• 老師評價各組的答案，再提供自己的分

析作參考

• 建議從較短的場景入手，避免讓學生感

到壓力



工作紙（初階）

（例子） 文字 影像 聲音

重點 沒有對
白

色彩鮮
明

節奏明
快的背
景音樂

意義 讓觀衆
集中觀
看畫面

形造歡
樂的氣
氛

形造歡
樂的氣
氛

- 主要就「文字」、「影像」、

「聲音」三個範疇記下簡單重點

- 然後由老師引導學生思考，嘗試

解讀當中的意義

- 討論過程中可訓練學生思考電影

内容的細節，亦可向他們介紹一

些功能詞彙



工作紙（中階）

拍攝
手法

鏡頭

鏡頭
角度

運鏡

聲音

燈光

色彩

- 認識拍攝手法及相關詞彙

- 嘗試推測運用某拍攝手法

的原因以及其功用

- 較進階的學生可評論電影

的拍攝手法，及提出改善

建議



拍攝手法

高中中文：第二語言中文教材 (第一冊)

鏡頭 CAMERA WORK

• 鏡頭角度：高角度、低角度

• 鏡頭：特寫、中景、遠景

運鏡 MOVEMENT

• 鏡頭拉近、拉遠、滑動變焦

©中文教育研究出版社 版權所有，不得翻印。

聲音 Sound

 無聲 / 寂靜

 背景雜音

 消除背景雜音

 放大某種聲音

音樂 Music

 速度：急速、輕快、緩慢、沉重

 音高：高音、低音

色彩 Colors

 顔色外相：冷色、暖色

 顔色亮度：淺色、深色

燈光 Lighting

 明調採光

✓ 可製造開闊／友善的氣氛

 暗調採光

✓ 可製造懸疑／緊張的氣氛







Thompson R., & Bowen, C. J. (2009). Grammar of the Shot. (2nd ed.). USA: Focal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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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紙（高階）

貴姐與「阿婆」的關係變化？

觀點 (Point) 變得親近

證據 (Evidence) （電影中的情節）
初初認識的時候，貴姐主動打招呼或是提
供幫忙，但「阿婆」表現不太願意接受。
後來，「阿婆」主動送金器給貴姐，把其
當作家人。

解釋 (Explanation) （從上述證據中可看出）
「阿婆」漸漸開始接受貴姐。

- 需要結合電影中多個場景作分析

- 學生需要因應題目，思考電影中

出現的情節，並選取合適的内容

作證據

- 透過對證據的解釋，引證自己的

觀點



電影《天水圍的日與夜》
——阿婆的日常生活





電影《天水圍的日與夜》

電影《天水圍的日與夜》
——貴姐扔掉牛仔褲



電影《天水圍的日與夜》

電影《天水圍的日與夜》
——買電視與換燈泡





參考資料 REFERENCES

• Shum, M.S.K. (ed.) (2020). Advanced Chinese 

Volume 1 (For teaching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Hong Kong: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Research Press Ltd.

• [岑紹基博士編 2020 高中中文：第二語言中文教材
(第一冊) 中文教育研究出版社]

• Sikov, Ed. Film Studies, An introduction. (2010). 

N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Sound in Filmmaking

• http://thecinematheque.ca/education/wp-

content/uploads/2012/02/LanguageofFilm07.pdf 

• The Film Shot, Camera Angles and Movement

• http://thecinematheque.ca/education/wp-

content/uploads/2012/02/LanguageofFilm06.pdf 

• Thompson R., & Bowen, C. J. (2009). Grammar of the 

Shot. (2nd ed.). USA: Focal Press.

• Types of Shots, Framing a Shot, Panning and Zooming

• http://www.egusd.net/franklinhs/mediacom/standards/composi

tion/shootingbasics.pdf 

• What is Music?

• https://www.mfiles.co.uk/what-is-music.htm 



謝謝大家！



分析及回應有關文本課題  以 GCE考核為例 

Google classroom  i6v5ug2 

教學主題 

 

卷二 

 

  



文本選擇 

 

  



評估要求 

 

評分準則 

Critical and analytical response  

 

 

 

 

 

 



Range of grammatical structures and vocabulary  

 

Accuracy of language (AO3)  

 

Examinar’s report 

https://qualifications.pearson.com/content/dam/pdf/A-Level/Chinese/2017/Exam-

materials/9CN0_02_pef_20190815.pdf 

  



《爸爸的花兒落了》 

 

 

  

章節 時間 場景 主題 

新建的大禮堂里，坐滿了人⋯⋯今

天，「六年後」到了，我真的被選做這

件事。  

畢業禮當天 學校禮

堂 

英子小學畢業，她做到了兩個爸爸

對她的期望，可是爸爸不能參加畢

業典禮。 

爸爸啞著嗓子，拉起我的手笑笑說

⋯⋯自從六年前的那一次，我何曾再

遲到過? 

畢業禮前一天 醫院 爸爸不能參加畢業禮及對英子的叮

囑 

當我在一年級的時候⋯⋯送給親愛的

韓老師，她教我跳舞。  

英子小一時 家與學

校 

爸爸體罰英子及英子所學到的事情 

啊!這樣的早晨⋯⋯老師!你們要永遠拿

我當個孩子呀! 

畢業禮（及童年

回憶） 

禮堂 回想與爸爸的生活點滴及表達不想

長大的心情 

做大人，常常有人要我做大人⋯⋯並

且要他明天在花池里也種滿了蒲公

英。 

回憶（爸爸患病

時） 

銀行 英子做到了爸爸吩咐的事情，漸漸

長大 

快回家去!⋯⋯我也不再是小孩子 。 畢業禮後 回家 爸爸去世，英子也長大了。 



戲劇元素活動 

 

  

閱讀篇章 活動 

閱讀一 你覺得英子在畢業禮時有什麼感覺? 

閱讀二 嘗試想想英子和爸爸的性格及當時的情況，以適當的聲音和語氣把他們的對話演繹

出來。 

閱讀三 定格照片(still image) 把爸爸打英子的過程作四幅定格照片，再拼貼成一張連環圖。  

閱讀四 聽完韓主任說話，便到英子致謝辭。請為英子準備一份兩分鐘的演講辭。 (提示∶英

子今年十二歲，小學六年級畢業。)  

閱讀五 角色扮演：英子回到醫院跟爸爸報告匯錢的過程 

閱讀六 續寫英子日記： 

從畢業典禮回家，老高便要我趕到醫院去。我一到醫院，⋯⋯ 



例子一 

讀者劇場 

 今 天 ，「 六 年 後 」 到 了 ， 我 真 的 被 選 做 這件事。  

爸爸啞 嗓子，拉起我的手笑笑說: 

「我怎麼能夠去?」 

但是我說:「爸爸，你不去，我很害怕，你在台底下，我上臺說話就不發  

慌了。」 

爸爸說:「英子，不要怕，無論甚麼困難的事，只要硬 頭皮去做， 就闖過去

了。」 

「那麼爸不也可以硬 頭皮從 上起來到我們學校去嗎?」  

爸爸看 我，搖搖頭，不說話了。他把臉轉向牆那邊，舉起 他的手，看那上面

的指甲。 

然後，他又轉過臉來叮囑我: 

「明天要早起，收拾好就到學校去，這是你在小學的最後一 天了，可不能遲

到」                                                                                                                                               

「我知道，爸爸。」  

「沒有爸爸，你更要自己管自己，並且管弟弟和妹妹，你已 經大了，是不

是?」  

「是。」  

 

活動建議： 

定格照片 

• 將爸爸體罰英子一幕拍成四張照片 

• 再配以文字描述 

活動建議： 

角色演講 

• 你是英子，你在禮堂中 

• 你將代表全級畢業班在兼禮中致謝辭 

• 你會說什麼？ 

 

 

 

 

 

 



活動建議： 

角色寫作 

你是英子，一切完結後，你跟媽媽回了家，坐在書桌前，你回想起今天發生的

事，你寫了一篇日記，包括： 

你看到了什麼？ 

你有什麼感受？ 

之後發生了什麼事？ 

 

建議活動 

為閱讀篇章選取主題曲 

陳綺貞《送別》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CMcGXHFrOA 

 

王菲《飛》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HMvdgG2cwc 

 

卓文萱《想家》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vpZyk_zYk 

 

伊能靜《爸爸不要說》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3W1-7y8iZ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