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22 非華語學生中文學習教師專業發展工作坊（六）  

日 期： 2022年 3 月 19日(星期六)  

時 間： 上午 9：30 至中午 12：30  

地 點：ZOOM 

主 題：利用文類教學法提高非華語學生的寫作能力 

講 者： 岑紹基博士 

分享嘉賓：容運珊博士、張菁菁老師、楊敏怡老師 

主 持 ： 宋小萍老師、楊敏怡老師 

 
程  序  

09:30 - 09:35 
工作坊簡介及歡迎辭 

主持：宋小萍老師、楊敏怡老師 

09:35 - 10:25 

第一部分： 

文類教學法的理論和實踐 

岑紹基博士 

10:25 - 10:50 

第二部分： 

文類教學法的教學成效 

楊敏怡老師 

10:50 - 11:00 小休 

11:00 - 11:40 

第三部分： 

香港非華語中學生說明文讀寫教學策略及成效 

容運珊博士 

11:40 - 12:20 

第四部分： 

文類教學法讀書報告課堂教學設計 

張菁菁老師 

12:20 - 12:30 答問時間 

  

    
  



2021-22 非華語學生中文學習教師專業發展工作坊
工作坊六：利用文類教學法提高非華語學生的寫作能力

文類教學法的理論和實踐

(Genre-based Pedagogy: Theory and Practice)

岑紹基博士
19.3.2022



本節重點

• 1.認識何謂「文類教學法」教學法

• 2.認識「文類教學法」及其發展出來的「閱讀促進學習教
學法」的教學輪

• 3.認識如何運用「文類教學法」分析教學材料，並設計教
學步驟



本地中文教師的教學困境
(Challenges faced by local teachers in teaching Chinese)

• 前線中文教師面對非華語中學生的中文教學時，會遇
上諸如教材、教學法和評估工具匱乏的困難（羅嘉怡、
謝錫金，2012:174-175）。

• 前線中文教師常感到欠缺一套規劃完善的中文第二語
言課程的教學指引，和行之有效的中文第二語言教學
策略。

• 本工作坊旨在介紹一個教學策略，名為文類為本教學
法(genre-based approach)，以讀帶寫，讀寫結合，教授
學生閱讀和寫作，簡稱文類教學法。

(Genre approach: Teach language through integrating 

reading and writing)



甚麼是文類為本教學法(Genre-based  approach)？

語言分三個層次 (3 levels of language)

⚫字詞層次（word level）

⚫句子層次（sentence level）

⚫通篇層次（whole text level）

意義和傳達意思的功能非在通篇層次的表達不可，
文類就是通篇層次的表達(Genre is expression at 
the whole text level)。而文類為本教學法就是教授
學生從字詞層次到通篇層次的表達的教學策略。

(岑紹基，2014，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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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功能語言學理論：
語言功能與其表達方式，密切相關

文類
（Genre）

傳意功能
（Functions）

圖式結構
（Schematic 
Structure）

「語言之所以這樣安排，是取決於它們的功能目的。」(韓禮德,1985)

（Language is as it is because of what it has to do）（Halliday, 1985）



基本文類的功能和圖式結構

Genre文類 Function功能 Schematic structure圖式結構

描述
(description)

描述事物的特質和屬性 概述 ^ 分述 1-n  ^ 總述

記敘
(narrative)

按時空把人物經歷或事件
始末記敘出來

背景 ^ 激化 ^ 化解 ^  評議

説明
(Explanation)

把事物或現象按時空或因
果關係解釋説明

現象 ^ 逐層解釋1-n ^ 總結

論說
(Exposition)

就一論說個立場，羅列理
據，提出對事物的看法

立場 ^  論點 1-n ^ 重申立場

閱讀報告
(Reading 

Report)

評價一篇文章、一本書或
一個作品

背景 ^ 内容描述 ^ 評論



描述文類：我的外表
文步

我叫李小明，今年十歲，我是爸媽和兄弟姐妹
的開心果。

概述
(Overview of description)

介紹名字、歲數和在家中
的角色。

我的臉型圓圓的，有一雙小小的眼睛，扁扁的
鼻子，大大的嘴巴。我的頭髮又短又曲；我手小，
腳也小；個子不高，腰粗粗的、胖胖的。

分述
(Description of facial 

features and body parts)

分述五官及身體部位。

我長得像爸爸，很喜歡笑，全家人都疼愛我。 總述
(Summing up)

總述外表及與家人的感情。

文章節錄自《中文路路通（第一冊）》
©2020 岑紹基博士 中文教育研究出版社 P.73



記敘文類：一個難忘的生日
1 我每年最開心的日子就是我的生日，因為我的家

人總會和我慶祝。

背景
(Orientation) 

我每年生日，家人
總會和我慶祝。

2 不過，今年爸爸、媽媽要去英國參加姐姐的大學
畢業典禮，不能和我慶祝了，我感到有些不愉快 。

激化
(Complication)
今年生日，家人不
能和我慶祝。

3 生日那一天，早上我很遲起牀，中午時我在街上
吃簡單的午餐，然後買小蛋糕回家。當我推開家門的
時候，突然發現家裏的燈全都亮了，原來爸爸、媽媽
和姐姐特地趕回來和我慶祝生日，還買了我最愛的芝
士蛋糕送給我，更說晚上要請我吃生日大餐。我開心
得緊緊擁抱著他們！

化解
(Resolution)

爸爸、媽媽和姐姐
突然趕回來和我慶

祝生日。

4 那一刻，我十分感動，我深深感受到家人是多麼
的疼愛我啊！

評論
(Evaluation) 

我深深感受到家人
是多麼的疼愛我。

文章節錄自《非華語學生中文學習支援計劃》教材
© 2016  岑紹基博士 香港大學教育學院



說明文類：手提電話
1 對現代人來説，手提電話是生活上不可缺少的物品，

幾乎每一個人都擁有自己的手提電話。。

提出現象
（Phenomenon 

Identification）
手提電話是現代
人的必須品

2 手提電話有各種各樣的外形。例如在顔色方面，分別
有白色、黑色、紅色、藍色等色彩；在大小方面，較大型
的手提電話就像小型電腦一樣，而較小型的手提電話則只
有手掌心般的大小。

逐層解釋 1

（Explanation 

Sequence  1）
說明手提電話的

不同外形

3 手提電話也有不同的功能。除了可以用來打電話、發
放訊息之外，還可以用來玩遊戲、拍照、聽音樂等。至於
目前流行的智能手機，還可以用來上網搜尋資料，疫情下
更成為必須品，方便我們安心出行呢！

逐層解釋 2

（Explanation 

Sequence  2）
說明手提電話的

不同功能

4 總而言之，手提電話有不同的外形和功能，深受大眾
喜愛。

總結
（Conclusion）
手提電話很受大

眾喜愛

文章節錄自 《非華語學生中文學習支援計劃》教材
© 2016  岑紹基博士 香港大學教育學院



論說文類：藥物減肥有用嗎？
1 現在越來越多人都主張減肥，藥物減肥法是其中的

一種。這種減肥法是通過吃藥來達到減肥的目的。我認
為藥物減肥法是沒有用的。

立場
(Position)

藥物減肥是沒有
用的。

2 首先，大部分廣告所宣傳的減肥藥物都是不安全的。
這些藥物含有一些有害物質，如果人們長期服用，就會
影響身體健康，甚至出現其他疾病。

論點一
(Argument 1)

減肥的藥品是不
安全的。

3 另外，這些減肥藥物的功效通常是不持久的。有些
服藥者表示，當他們服用減肥藥之後，就必須長期服用。
一旦停止服用，他們的體重就會快速增加，完全沒有達
到減肥的效果。

論點二
(Argument 2)

減肥藥的效果是
不持久的。

4 由此可見，藥物減肥法絕不是一種有效的減肥方法。
我認為有效的減肥方法是要多做運動和多吃健康食品。

重申立場
(Reposition)

重申立場
並作出建議。

文章節錄自《高中中文（第一冊）》
© 2020 岑紹基博士 中文教育研究出版社 P.133-134



閱讀報告：《中國萬世師表: 孔子》

1 《中國萬世師表:孔子》是⼀個動畫影片，我在香港教育
大學網站看到，影片把孔子一生的重要事情以生動的漫畫故事
表達出來，令我感到有趣。

簡介
(Context)

作品背景、概要
(social situation & 

brief summary)

2 這個影片的主角是孔子，內容講述孔子幫助國君很好的治
理國家，和他後來離開魯國時對學生的教導，影片以簡單的方
式說明許多生活的大道理。影片最後介紹孔子一面教學，一面
整理書籍，修訂了六經。

內容描述
(Text Description)

主要人物、情節
(main characters & key 

incidents)

3 孔子這位萬世師表很值得我們學習，他的思想言行，直到
今天的社會還很有用，而且漫畫內容非常好看，因此很適合介
紹給我的同學。

評論
(Judgement)

評價和推薦
(judgment & 

recommendation)

文章錄自《初中非華語學生學習中史專業支援計劃》教材
© 2021 羅嘉怡博士、岑紹基博士等



文本分析
主題 文本

(TEXT)

文類
(Genre)

文類關心點
(Points of the Genre Concern)

GCSE (Theme 1): 

Who am I: what 

my friends and 

family are like?

《我的外表》 描述文 概述 ^ 分述 1-n  ^ 總述
Overview ^ Description 1- n ^ Summary

GCSE (Theme 1): 

Cultural Life: 

celebrations and 

festivals

《一個難忘的生
日》

記敘文 背景 ^ 激化 ^ 化解 ^  評議
Orientation ^ Complication ^ Resolution ^ Evaluation

GCE (Theme 3): 

Daily Life: social 

media & 

technology

《手提電話》 說明文 現象 ^ 逐層解釋1-n ^ 總結
Phenomenon ^ Explanation Sequence 1-n  ^ 

Conclusion

GCE (Theme 1): 

當代華人社會變
遷（工作和生活）

《藥物減肥法有
用嗎？》

論說文 立場 ^ 論點 1-n ^ 重申立場
Position ^ Argument 1-n ^ Reposition

高小至中學課外
閱讀課業

《中國萬世師表: 
孔子》

讀書報
告

背景 ^ 内容描述 ^ 評論
Context ^ Text Description ^ Judgment



Implementation of Genre Teaching

文類教學法的實施

• 學習規劃(plan)：通常根據主題(theme)或文類(genre)進行規劃

• 學習序列(sequence)：考慮各因素以決定教學序列——包括學生的學
習和生活的需要、文類的難度（由淺入深）

• 學習支援(Support)：Vygotsky (1978) & Bruner (1990) ——鷹架
理論强調向同儕學習的重要性，希望學生可以邁進不用別人輔助的層
階；老師適當介入（從教師控制到學生自主）；鷹架種類—出示範文、
討論篇章、明示式教學、寫作框架；教學輪（範文引路、共同建構、
個人建構）；閲讀促進學習(Reading to Learn)三層次的閲讀和寫作
支援

• 學習評核(Assess)：運用閲讀促進學習教學法的寫作評核量表



第一階段──範文引路 (DE-CONSTRUCTION)：
要教授某一文類時，首先要引導學生解構篇章 。
範文分析︰選取該文類有代表性的樣本引導學生分析篇章結構和語境的關係

（如記敘文的層次結構是背景 ^ 激化 ^ 化解 ^  評議）。

第二階段──集體創作 (JOINT CONSTRUCTION)：
師生商議一個有共同興趣的寫作目標。
師生集體創作：或教師權充書記，板書眾人討論成果；
或學生分組商議寫作策略和寫作大綱，然後報告

第三階段──個人寫作 (INDEPENDENT CONSTRUCTION)：
學生個別定下寫作目標
經搜集資料後，自行寫作初稿
老師過目，並提供意見
學生把文章寫成定稿

文類教學法- 讀寫結合
(Genre Approach Literacy - integrating reading and writing)

文類教學法示意圖 寫作

閲讀

寫作



甚麼是「閱讀促進學習」教學法？

1. 「閱讀促進學習」教學法：英文Reading to learn, 
learning to write pedagogy（R2L）的中譯名;

2. 是文類教學法的最新發展，教學輪由三階段增至九
階段，加強閱讀的輸入，即通過活動引導學生仔細
閱讀，全面吸收範文的養分，達至真正以讀帶寫，
讀寫結合的學與教的方式。

3. 最初應用在澳洲的原住民學生英語第二語言的閲讀
和寫作教學上，目前已廣泛應用在世界各地的語言
教學上。



根據「閱讀促進學習」教學法的教學步驟來設計教學

閱讀促進學習的三個層次（Rose & Martin, 2012；岑紹基，2013，
2014，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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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作

閲讀



目標、課程、教學、評估

1.旁邊小圓圈「課程、範文、教學計劃和評估」，統攝著整
個教學輪的實施。

2. 教學單元包括教學課程目標的設置、範文的選擇、教學流
程的設計和課業表現的評估。

3. 例如教授與生日有關的記敘能力 (Cultural Life: Celebration)

範文必須是文章結構完整的與生日有關的記敘文

背景 ^ 激化 ^ 化解 ^  評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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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ding to Learn strategies

• Provide three levels of reading and writing support

• Teachers can be flexible according to situations

•能力較佳者 (For  high achievers)

第一個層次
First Level

準備閱讀
Preparing 

for reading

共同建構
Joint 

Construction

個人創作
Individual 

Construction

第二個層次
Second 
Level

詳細閱讀
Detailed 
Reading

共同筆記/重寫
Joint Note-

making/ 
Rewriting

個人重寫
Individual 
Rewriting

第三個層次
Third Level

句子建構
Sentence 
Making

字詞拼寫
Spelling

句子寫作
Sentence 
Writing



範文的選擇 (Text selection)   

一、與課程和教學目標緊扣的
(Related to curriculum and teaching objectives)

二、傳意功能和文章結構有密切關係的
(social function related to structure of passage)

三、文章結構完整和文步清晰的
(Complete and clear structure)

四、內容有趣的
(Interesting contents)

五、深淺程度：具挑戰性的
(Level: challenging)

(Rose & Martin  2012:153) 



記敘文類：一個難忘的生日
1 我每年最開心的日子就是我的生日，因為我的家

人總會和我慶祝。

背景
(Orientation) 

我每年生日，家人
總會和我慶祝。

2 不過，今年爸爸、媽媽要去英國參加姐姐的大學
畢業典禮，不能和我慶祝了，我感到有些不愉快 。

激化
(Complication)
今年生日，家人不
能和我慶祝。

3 生日那一天，早上我很遲起牀，中午時我在街上
吃簡單的午餐，然後買小蛋糕回家。當我推開家門的
時候，突然發現家裏的燈全都亮了，原來爸爸、媽媽
和姐姐特地趕回來和我慶祝生日，還買了我最愛的芝
士蛋糕送給我，更說晚上要請我吃生日大餐。我開心
得緊緊擁抱著他們！

化解
(Resolution)

爸爸、媽媽和姐姐
突然趕回來和我慶

祝生日。

4 那一刻，我十分感動，我深深感受到家人是多麼
的疼愛我啊！

評論
(Evaluation) 

我深深感受到家人
是多麼的疼愛我。

文章錄自《非華語學生中文學習支援計劃》教材
© 2018  岑紹基博士 香港大學教育學院



一個難忘的生日：教學重點

詞彙表 Vocabulary List

（與 GCSE 課題 Cultural Life-

celebration 有關）

難忘 開心

慶祝 生日

畢業典禮 愉快

芝士蛋糕 生日大餐

緊緊擁抱 感動

深深感受 疼愛

文法/句式 Grammar Points 

（與 narrative genre有關）

每年
今年
那一天
早上
中午時
當……的時候

晚上
那一刻
今天是……
月……
日…………，

不過 不能

當……的時候 然後

突然 原來

還…… 更……



舉例：設定教學目標 –記敘能力

• 學生能辨識記敘文的文章結構

• 學生能理解並指出記敘文中起承轉合的重點

• 學生能運用記述日期、時間和生日的詞彙於說話及寫作中

• 學生能辨識部首「心」(忘感愉快) 及「日」 (早晚時是) ，及
利用其配詞

• 學生能運用記敘文的句式、功能用語來寫作

• 學生能夠寫作一篇與生日有關的記敘文



Preparing for reading準備閱讀

• 提供背景知識
Providing the background knowledge students need 
to understand the text

• 扼要解釋文章內容
Briefly explaining what it is about

• 引起學生的閱讀興趣
Arouse the students’ interests to conduct detailed 
reading



一個難忘的生日（記敘文類關心的問題）

文步

我每年最開心的日子就是我的生
日，因為我的家人總會和我慶祝。

背景
Orientation

不過，今年爸爸、媽媽要去英國
參加姐姐的大學畢業典禮，不能和我
慶祝了，我感到有些不愉快 。

生日那一天，早上我很遲起牀，
中午時我在街上吃簡單的午餐，然後
買小蛋糕回家。當我推開家門的時候，
突然發現家裏的燈全都亮了，原來爸
爸、媽媽和姐姐特地趕回來和我慶祝
生日，還買了我最愛的芝士蛋糕送給
我，更說晚上要請我吃生日大餐。我
開心得緊緊擁抱著他們！

激化
Complication

化解
Resolution

那一刻，我十分感動，我深深感
受到家人是多麼的疼愛我啊！

評議
Evaluation

本文記敘何人(who)、何時
(when)、 何事 (what)？背

景是甚麼？

今年有甚麼不尋常的地
方？在哪裏發生

(where)？為何感到不
愉快(why)？

突然，不尋常的地方有
否改變？怎樣改變

(how)？

作者對整件事有甚麼感受？



Detailed Reading 詳細閱讀

• 老師用問題引導學生詳細閱讀篇章的段落、句子和字
詞意思，並鼓勵學生標示關鍵詞組

The teacher uses questions to engage students to read 
through the passage, with the students identifying and 
highlighting groups of words as they go

• 老師根據不同學生的學習能力而提問不同難度的問題

The teacher asks questions of different levels of 
difficulties according to the abilities of the students



提問技巧：設置不同類型的問題以照顧
不同能力的學生

(Skills: Design questions of different levels to cope 

with students of diverse abilities)

問題的三種類型

• 其一是字面上的（literal）的問題，只涉及文章表面意義；

• 其二是推斷（inferential）的問題，須從上下文推斷；

• 其三是詮釋（interpretive）的問題，須引生活體驗作答。

• 然後，教師按學生能力提問，使不同能力學生都能夠正
確作答，以培養他們的閲讀信心和提高參與課堂教學的
投入程度。



一個難忘的生日：字面問題 — 一行內可找到答案

文步

我每年最開心的日子就是我的生日，因為我的家人總會和
我慶祝。

背景
Orientation

不過，今年爸爸、媽媽要去英國參加姐姐的大學畢業典禮，
不能和我慶祝了，我感到有些不愉快 。

生日那一天，早上我很遲起牀，中午時我在街上吃簡單的
午餐，然後買小蛋糕回家。當我推開家門的時候，突然發現家
裏的燈全都亮了，原來爸爸、媽媽和姐姐特地趕回來和我慶祝
生日，還買了我最愛的芝士蛋糕送給我，更說晚上要請我吃生
日大餐。我開心得緊緊擁抱著他們！

激化
Complication

化解
Resolution

那一刻，我十分感動，我深深感受到家人是多麼的疼愛我
啊！

評議
Evaluation

字面上（literal-within a line）
Q：今年家人不能和作者慶祝生日，作者感到怎樣？
A：作者感到不愉快。

字面上（literal-within a line）
Q：作者每年最開心是甚麼日子？
A：作者的生日。



文步

我每年最開心的日子就是我的生日，因為我的家人總會和
我慶祝。

背景
Orientation

不過，今年爸爸、媽媽要去英國參加姐姐的大學畢業典禮，
不能和我慶祝了，我感到有些不愉快 。

生日那一天，早上我很遲起牀，中午時我在街上吃簡單的
午餐，然後買小蛋糕回家。當我推開家門的時候，突然發現家
裏的燈全都亮了，原來爸爸、媽媽和姐姐特地趕回來和我慶祝
生日，還買了我最愛的芝士蛋糕送給我，更說晚上要請我吃生
日大餐。我開心得緊緊擁抱著他們！

激化
Complication

化解
Resolution

那一刻，我十分感動，我深深感受到家人是多麼的疼愛我
啊！

評議
Evaluation

一個難忘的生日：推斷問題 — 跨行才可找到答案

推斷（inferential - between the lines ）
Q：生日那一天，作者回家時發生了甚麼事？
A：家裏的燈全都亮了，原來爸爸、媽媽和姐姐特
地趕回來和作者慶祝生日。

推斷（inferential - between the lines）
Q：作者的家人怎樣為作者慶祝生日？
A：他們買了作者最愛的芝士蛋糕送給作者，更說晚上要
請作者吃生日大餐。



文步

我每年最開心的日子就是我的生日，因為我的家人總會和
我慶祝。

背景
Orientation

不過，今年爸爸、媽媽要去英國參加姐姐的大學畢業典禮，
不能和我慶祝了，我感到有些不愉快 。

生日那一天，早上我很遲起牀，中午時我在街上吃簡單的
午餐，然後買小蛋糕回家。當我推開家門的時候，突然發現家
裏的燈全都亮了，原來爸爸、媽媽和姐姐特地趕回來和我慶祝
生日，還買了我最愛的芝士蛋糕送給我，更說晚上要請我吃生
日大餐。我開心得緊緊擁抱著他們！

激化
Complication

化解
Resolution

那一刻，我十分感動，我深深感受到家人是多麼的疼愛我
啊！

評議
Evaluation

一個難忘的生日：詮釋問題 — 答案在文外，需額外知識或生活體驗

詮釋（interpretive–beyond the text）
Q：你每年怎樣過生日？

可否分享一下？

詮釋（interpretive–beyond the text）
Q：你過往生日時，有否出現一些
難忘的事件？可否分享一下？



Activities Conducted in 

Detailed Reading

• 當學生答對時，大大讚賞學生，使不同能力學生都有成功感

Affirming and praising students for answering the questions, enabling 

every student (H M L) to have a sense of success

• 鼓勵全班用螢光筆標示答對的關鍵字詞

Highlighting or underlining some key wordings

• 進一步清楚闡釋和提供更多新資訊

Elaborating: Explaining clearly and providing some new information



Note-making: 筆記重點
Preparing for Joint Rewriting

• 説明文Factual texts: students write up the wordings 

they have highlighted in Detailed Reading, as dot point 

notes on the board

• 故事、議論文和文本回應Stories, arguments and 

text responses: the class brainstorms new contents for 

a text, the teacher writes all ideas on the board 



Joint Rewriting 共同重寫

• 學生在老師引導下在黑板上寫作字詞，作為共
同寫作新篇章的組織架構
The notes that have been written on the board then 
provide a framework for students to jointly write a 
new text on the board, guided by the teacher.

• 確保所有學生均能理解篇章內容，以及運用篇
章的語言模式來進行寫作
This enables all students to read a text with 
complete understanding, and to use its language 
patterns in their own writing.



Reading to Learn strategies

•能力稍遜者 (For low achievers)
•教師可按實際情況隨機應變 (Flexible according to situations)

第一個層次
First Level

準備閱讀
Preparing 

for reading

共同建構
Joint 

Construction

個人創作
Individual 

Construction

第二個層次
Second 
Level

詳細閱讀
Detailed 
Reading

共同筆記/重寫
Joint Note-

making/ 
Rewriting

個人重寫
Individual 
Rewriting

第三個層次
Third Level

句子建構
Sentence 
Making

字詞拼寫
Spelling

句子寫作
Sentence 
Writing



Spelling 字詞教學

• 如要加強訓練，宜進
入內圈引導學生加深
對字詞、句式的認識

• 從範文篇章中選擇合
適的部首作字詞教學

閱讀促進學習的三個層次
（Rose & Martin, 2012；岑紹基，2013，2014，2015）



字詞練習（word and spelling）

• 1）今年聖誕節，爸爸訂了聖誕大餐和我們 慶祝 。

• 2）今天是我的生日，家人買了一個 蛋糕 送給我。

• 3）去年冬天，媽媽親手做了一件毛衣給我，令我

十分 感動 。

慶祝 感受 突然 深深

生日 感動 蛋糕 不愉快



識字：部首教學（例：一個難忘的生日）

心
忘

感 愉

快

感動

難忘

愉快

部首

快樂



識字：部首教學（例：一個難忘的生日）

日
早

晚 時

是

晚上

早上

時候

部首

就是



Sentence Making 句子建構（重組）
• 學生重組句子，把次序混亂的字詞排列成有義意的句子。

Students re-arrange the word groups / words that were mixed up into the right 

sequence.

重點：

1) 選用讀文出現過的句子

The sentence is already familiar from a passage that has been read in detail

2) 選用的與文類功能有關的句式作順序重組

The focus is not just on individual words, but on the functions of word groups in 

the sequence of the sentence, and then on the functions of words in groups

功能：

1) 在詳細閱讀之後，延續有關對詞句表意的討論

Extend the discussion of meanings and wordings from Detailed Reading

2) 讓學生學習運用字詞建構有意義的句子

Enable learners to manipulate wordings to create meaningful sentences



重組句子
(sentence making)

• 試把下面的字詞重新排列成通順的句子。

(1) 就是我的生日/ 因為/ 我每年最開心的日子/，/ 我的家人總會和我慶祝/。
我每年最開心的日子就是我的生日，因為我的家人總會和我慶祝。

(2) 慶祝生日了/ ，/ 不過/ 不能和我/ 今年爸爸媽媽/ 。
不過，今年爸爸媽媽不能和我慶祝生日了。

(3) 的時候/ ，/ 突然/ 當我/ 推開家門/ 。/ 發現家裏的燈全都亮了
當我推開家門的時候，突然發現家裏的燈全都亮了。

(4) 我深深感受到/ ，/那一刻/ ！/ 家人是多麼的疼愛我啊
那一刻，我深深感受到家人是多麼的疼愛我啊！

與文類功能相關



Sentence Writing 句子寫作

• 學生自行寫作句子
Students write their own sentences

• 應用在教學過程中學過的字詞寫作有意義的句子
• Apply the words they learnt to write stretches of 

meaningful text

• 幫助學生透過練習記住學會拼寫的字詞
• Help students to remember the words they learnt 

during the Spelling activity through practice



作句（sentence writing）

• 1）因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2）……，不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3）當……的時候，突然……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4）我感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文章結構配對（Matching)
（例：一個難忘的生日）

42

試把下面的段落和相應的文步進行配對。

背景 （ ） A. 生日那一天，中午時我在街上吃簡單的午餐。當我推
開家門的時候，突然發現爸爸、媽媽和姐姐特地趕回來
和我慶祝生日，還買了我最愛的芝士蛋糕送給我。

激化 （ ） B. 那一刻，我十分感動，我深深感受到家人是多麼的疼
愛我啊！

化解 （ ） C. 我每年最開心的日子就是我的生日，因為我的家人總
會和我慶祝。

評論 （ ） D. 不過，今年爸爸、媽媽要去英國參加姐姐的大學畢業
典禮，不能和我慶祝了，我感到有些不愉快 。

與文類功能相關



Joint Construction 共同寫作

• 學生分成小組，共同寫作新篇章
Students are divided into groups to write a new text.

• 寫作的篇章是和所學內容同一文類但寫作內容、題目為全
新的，最好是由學生提議的
The task may be in a new field or about a new literary text but it 
will be the same type of text. It would be even better if the topic 
is suggested by the students

• 説明學生建立語言資源（相關功能詞彙）以準備個人寫作
Help students build up language resources towards independent

writing



記敘文寫作練習 (Writing Task)

• 以<一個_______的學校聯歡會>為題，寫作一篇80-110字
的文章。

• 你可參考以下要點寫作：

• 聯歡會的時間、地點和人物是甚麼？

• 事件是怎樣的？遇到了甚麼特別事情或問題？

• 怎樣解決？最後怎麼了？

• 有甚麼看法或感受？



支援學生記敘文各文步常用詞彙
文步 常用詞彙 功能

背景 今天是......月......日，
是...... 
從⋯⋯到⋯⋯

向讀者交代背景、事件發
生的時、地、人、事

激化 突然
忽然
不過
先⋯⋯，再⋯⋯
先⋯⋯，然後⋯⋯
⋯⋯後
卻

特別、不尋常事件的發生

化解 於是⋯⋯
因為⋯⋯，所以⋯⋯
原來……
最後⋯⋯

事件如何解決

評論 我感/感受到⋯⋯
感動
我認為⋯⋯
雖然⋯⋯，但是⋯⋯

對事件的感受、反思或評
價



Individual Construction 個人寫作

• 學生自行寫作篇章： 如 <一個_______的日子>
Students write their own text.

• 個人寫作的篇章是和所學內容同一文類但寫作內容、
題目為全新的
The independent task may be in a new field or about a new 
literary text but it will be the same type of text.

• 應用在教學過程中已經學過的語言模式進行個人寫作
Using many of the same language patterns that have been 
practiced. 



論說文：設定教學目標

• 學生能夠學習並理解<藥物減肥法有用嗎？>的文章內容

• 學生能夠辨識論說文的文類特色和文步結構

• 學生能夠理解並辨識論說文的功能詞彙

• 學生能夠運用論說文的句式、功能用語來寫作

• 學生能夠正確寫作一篇論說文篇章



藥物減肥法有用嗎？（論說文類關心的問題） ）
文步

現在越來越多人都主張減肥，藥
物減肥法是其中的一種。這種減肥法
是通過吃藥來達到減肥的目的。我認
為藥物減肥法是沒有用的。

立場

首先，大部分廣告所宣傳的減肥
藥物都是不安全的。這些藥物含有一
些有害物質，如果人們長期服用，就
會影響身體健康，甚至出現其他疾病。

論點一

另外，這些減肥藥物的功效通常
是不持久的。有些服藥者表示，當他
們服用減肥藥之後，就必須長期服用。
一旦停止服用，他們的體重就會快速
增加，完全沒有達到減肥的效果。

論點二

由此可見，藥物減肥法絕不是一
種有效的減肥方法。我認為真正有效
的減肥方法是要多做運動和多吃健康
食品。

重申立
場

作者對《藥物減肥》這個議題
有甚麼立場和看法？

作者用甚麼論點去支持自己的
立場和看法？

作者有甚麼証據去論証以上的
論點？

論証有沒有說服力？

作者怎樣總結？有否作出建議？



藥物減肥法有用嗎？（論說文）
文步

現在越來越多人都主張減肥，藥物減肥法是其中的一
種。這種減肥法是通過吃藥來達到減肥的目的。我認為藥
物減肥法是沒有用的。

立場

首先，大部分廣告所宣傳的減肥藥物都是不安全的。
這些藥物含有一些有害物質，如果人們長期服用，就會影
響身體健康，甚至出現其他疾病。

論點一

另外，這些減肥藥物的功效通常是不持久的。有些服
藥者表示，當他們服用減肥藥之後，就必須長期服用。一
旦停止服用，他們的體重就會快速增加，完全沒有達到減
肥的效果。

論點二

由此可見，藥物減肥法絕不是一種有效的減肥方法。
我認為真正有效的減肥方法是要多做運動和多吃健康食品。

重申立場

字面上（literal）
Q：作者怎樣看藥物減肥法？
A：作者認為藥物減肥法是沒有用的。

字面上（literal）
Q：作者認為怎樣才是有效的減肥方法？
A：作者認為要多做運動和多吃健康食品。



藥物減肥法有用嗎？（論說文）
文步

現在越來越多人都主張減肥，藥物減肥法是其中的一
種。這種減肥法是通過吃藥來達到減肥的目的。我認為藥
物減肥法是沒有用的。

立場

首先，大部分廣告所宣傳的減肥藥物都是不安全的。
這些藥物含有一些有害物質，如果人們長期服用，就會影
響身體健康，甚至出現其他疾病。

論點一

另外，這些減肥藥物的功效通常是不持久的。有些服
藥者表示，當他們服用減肥藥之後，就必須長期服用。一
旦停止服用，他們的體重就會快速增加，完全沒有達到減
肥的效果。

論點二

由此可見，藥物減肥法絕不是一種有效的減肥方法。
我認為真正有效的減肥方法是要多做運動和多吃健康食品。

重申立場

推斷（inferential）
Q：為甚麼作者覺得藥物減肥是沒有用的？
A：因為大部分減肥藥物都是不安全的，而且功效
通常是不持久的。

推斷（inferential）
Q：為甚麼減肥藥物的功效是不持久的？
A：有些服藥者指出，一旦停止服用減肥藥物，體
重就會快速增加。



藥物減肥法有用嗎？（論說文）
文步

現在越來越多人都主張減肥，藥物減肥法是其中的一
種。這種減肥法是通過吃藥來達到減肥的目的。我認為藥
物減肥法是沒有用的。

立場

首先，大部分廣告所宣傳的減肥藥物都是不安全的。
這些藥物含有一些有害物質，如果人們長期服用，就會影
響身體健康，甚至出現其他疾病。

論點一

另外，這些減肥藥物的功效通常是不持久的。有些服
藥者表示，當他們服用減肥藥之後，就必須長期服用。一
旦停止服用，他們的體重就會快速增加，完全沒有達到減
肥的效果。

論點二

由此可見，藥物減肥法絕不是一種有效的減肥方法。
我認為真正有效的減肥方法是要多做運動和多吃健康食品。

重申立場

詮釋（interpretive）
Q：如果你想健康地減肥，你會怎

樣做？為甚麼？

詮釋（interpretive）
Q：人們為甚麼要減肥呢？
Q：他們經常用甚麼方法來減肥？



藥物減肥法有用嗎？：教學重點

詞彙表 Vocabulary List

藥物 疾病

減肥 功效

廣告 明顯

宣傳 體重

安全 增加

有害 多做運動

物質 健康食品

文法/句式 Grammar Points 

現在 另外

主張 表示

我認為 當……就

是沒有用的 一旦……就會

首先 另外

如果……就會 甚至

由此可見 絕不是



字詞練習（word and spelling）

• 1）多做運動才是有效減肥的方法。

• 2）為對付新型病毒，醫學團隊正研發治療的藥物。

• 3）受工業廢料污染，河水被驗出含有大量有害物質。

藥物 減肥 明顯 體重

安全 有害 廣告 宣傳



重組句子(sentence making)

• 試把下面的字詞重新排列成通順的句子。

(1) 認為/ 是/ 藥物減肥法/ 我/ 沒有用的/。

我認為藥物減肥法是沒有用的。

(2) 長期服用/ 影響/ 如果/ 身體健康/ 人們/ ，/ 就會/ 減肥藥/ 。

如果人們長期服用減肥藥，就會影響身體健康

(3) 體重/ 停止服用/ ，/ 一旦/ 減肥藥/ 快速增加/ 就會/ 。

一旦停止服用減肥藥，體重就會快速增加。



作句（sentence writing）

• 1）當 …… 就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2）一旦 …… 就會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3）如果 …… 就會 …… 甚至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論說文寫作練習 (Writing Task)

• 一本青年雜誌正收集青少年對吃早餐的意見

• 以<你認為不吃早餐可以嗎？>為題，寫作一篇80-110字的
文章。

• 你必須參考以下要點寫作：

• - 你認為不吃早餐可以嗎？

• - 為甚麼你會覺得可以/不可以不吃早餐？

• - 有甚麼證據可以支持你的看法？



支援學生學習論說文的常用詞彙

文步 常用詞彙 功能

立場 現在
最近
我認為
我覺得

提出立場

論點1-n 首先
另外
就會
當……就
否則

列舉支援立場的各個論點，
輔以論據說明，此文步會
重複出現，直至論點全面
論証

重申立場 由此可見
我認為
我覺得

重申立場



說明文：設定教學目標

• 學生能夠學習並理解<手提電話>的文章內容

• 學生能夠辨識說明文的文類特色和文步結構

• 學生能夠理解並辨識說明文的功能詞彙

• 學生能夠運用說明文的句式、功能用語來寫作

• 學生能夠正確寫作一篇說明文篇章



手提電話（說明文類關心的問題） ）

文步

對現代人來説，手提電話是生活
上不可缺少的物品，幾乎每一個人都
擁有自己的手提電話。

提出現
象

手提電話有各種各樣的外形。例
如在顔色方面，分別有白色、黑色、
紅色、藍色、紫色等不同的色彩；在
大小方面，一些較大型的手提電話就
像一部小型電腦一樣，而那些較小型
的手提電話則只有手掌心般的大小。

逐層解
釋一

手提電話也有不同的功能。除了
可以用來打電話、發短訊之外，還可
以用來玩遊戲、拍照、聽音樂等。至
於目前流行的智能手機，還可以用來
上網搜尋資料和電郵，疫情下更成為
必須品，方便我們安心出行呢！

逐層解
釋二

總而言之，手提電話有不同的外
形和功能，深受大眾喜愛。

總結

作者就時下青少年，提出甚麼
現象？

作者怎樣逐層解釋上述現象？
作者從哪些方面說明手提電

話的外形呢？
作者說明手提電話有甚麼功

能呢？

作者總結全文，解釋是否清
楚合理？



手提電話：教學重點

詞彙表 Vocabulary List

現代人 功能

擁有 發短訊

手提電話 各種各樣

不可缺少 拍照

外形 智能手機

顏色 搜尋資料

電腦 手掌心

電郵 疫情

安心出行 深受

文法/句式 Grammar Points 

對……來說 例如

在……方面 ……等

分別有 至於

除了……之外 可以……，還可
以

像……一樣 有……般的大小

除了……還 總而言之



總結：文類為本教學法的特點
• 以語言功能為學習目標，重視語言學習的功能性（源於

Halliday和Martin的系統功能語言學）

• 重視文類讀寫教學，發展學生感興趣的文本作教學資源，以
讀寫結合（源於Rothery和Christie的Genre Literacy Approach）

• 採明示式的教學法，重視老師逐步的引導（源於Vygotsky和
Bruner的「鷹架學習模式」）

• 重視學生的課堂互動和自主學習（源於Halliday, Martin和
Rose的Sydney School Literacy Pedagogy）

• 注重讚賞肯定，避免學生遭受挫折，讓不同能力學生都能在
學習上有滿足感（源於Halliday和Painter的pre-school language 

development at home)

• 重視學校教育的社會平等性、人人學習，人人成功（源於
Bernstein的social-cultural theories of human development and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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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類教學法的教學成效



研究結果(Research Results)
• 全班學生前、後測分析

• 分析方法：採用「閱讀促進學習」(R2L)評核標準

CONTEXT

語境
DISCOURSE

通篇
GRAMMAR, 語法
GRAPHIC FEATURES

文章整體表現

Purpose 目的 0-3 Lexis 詞彙 0-3 Grammar 語法 0-3

Staging 文步 0-3 Appraisal 評價
（判斷、感受等)

0-3 Spelling 錯別字 0-3

Phases 文步內部組織 0-3 Conjunction 連詞 0-3 Punctuation 標點 0-3

Field 語場（內容） 0-3 Reference 照應 0-3 Presentation分段、字體及其他 0-3

Tenor 語旨（讀者感） 0-3

Mode 語式（話語方式）0-3

Total 總分 42



全班學生的寫作前、後測分數比較表
(Comparison in the scores of Pre-test and Post-test of the whole class)

反映全班學生經過老師運用「閱讀促進學習」教學法進行教學之後，
其在説明文和記敘文寫作表現上有顯著的進步。

寫作 總分 年級 平均分 進步比率
%前測 後測

記敘文

42 Form 2 3.84 10.18 165

42 Form 2 15.4 21.3 38.3

42 Form 3 4.62 11.17 142

42 Form 3 6.9 12.3 78.3

説明文

42 Form 2 3.14 9.34 197

42 Form 2 12.4 14.3 15.3

42 Form 3 3.00 10.28 243

42 Form 3 6.7 10.1 50.7



Low Achiever

記敘文前測（記一次學
校旅行）

我到上水。我和我
的朋友一起去旅行。我
們一起吃水果。

記敘文後測（難忘的一天）

二月二十三日是我的
什麼日子。我和我的弟弟
去學中文。我lost手幾。
我們不上去tell爸爸。我
的弟弟tell爸爸。爸爸say
我們一走去police 
station。個二日我的爸爸
去police station to get
手幾。我們好問心。最後
爸爸give我的手幾我。我
的爸爸say小心手幾。

Orientation 

Records of Events Orientation

Complication 

Resolution

Evaluation



Medium Achiever

記敘文前測(一次學校旅行)

《一次學校旅行》

我的學校旅行是沙。

我們坐校車去沙雞。老師和談天
同學是玩水。

我和朋友玩水。

記敘文後測（難忘的一天）

《難忘的比賽》

十一月十九日是我的學校跳舞比賽，
也是我第一次參加跳舞，我和幾個朋友
一起去學校禮當。

我和斯地同學開始練習，當我跳了
兩次，看台上的同學和老師已經坐好，
我心情開始緊張……。

我心想，「很多同學和老師看著我
的比賽，我不想去跳舞比賽，很沒的臉
了。

教練說：「我那麼不想去跳舞，成
績不最重的，你要去跳舞比賽」。

我說：「我會去因為成績不最重要
的，我會完成我的比賽。

最後，我們贏了，我好快樂。

我去回家之後媽媽和爸爸都好關心，
媽媽和爸爸送禮物。禮物是一件紅色的
衣服。

Orientation 

Records of Events Orientation

Complication 

Resolution

Evaluation



High Achiever

記敘文前測

學校旅行

三月二十九日，星期六時
我的學校旅。我的班一走坐港
鐵去上水。

到了上水我時㻛足球再，
我的朋友和老師去餐廳吃晚飯
我吃雞蛋和雞腿。

再吃晚飯我的好朋友教我
中文子。再時我和朋友去看，
坐大馬。

我學中文子學校旅行時十
分開心。

記敘文後測

難忘的一天

九月二十一日，我和我的
朋友到了上水踢足球和跑步。
天空有黑雲。

過了一會兒，天空下雨了。
我和朋去了麥當勞。我和朋不
開心，因為我們不可以踢足球
和跑步。

我的朋說：「我們可以在
室內玩。我們可以去游泳。」

最後我們一起去吃午飯，午飯
有雪糕和雞蛋和魚蛋我們很開
心。

Orientation

Orientation

Records of Events Complication 

Resolution

Evaluation

Evaluation



Low Achiever

說明文前測

（我最喜歡的運動項目）

我最喜歡的運動項
目是

說明文後測

（我最喜歡的食物）

我最喜歡的食物
是水果。我好喜歡吃
水果。我喜歡的水果
是紅色。形狀是不大
大。它是用什麼做水
果。好好yummy。我喜
歡因為好好mai。

Phenomenon 

Identification

Explanation 1, 2, 3

Conclusion



Medium Achiever

說明文前測（我最喜歡的運動
項目）

《我最喜歡的運動項目》

我最喜歡的運動項目是
乒乓球，上星期五，我和我的
朋友去乒乓chan玩和跑步因為
跑步是好好你和我的san體

說明文後測（我最喜歡的食物）

《我最喜歡的食物》

我最喜歡的食物是紅麵包，
紅麵包是巴基斯坦的食物。紅
顏色的，星星形的，我的媽媽
煮家。

我的媽媽煮紅麵包，紅麵
包是用紅色、麺、水果、雞蛋
和麵包。

紅麵包很好味美。我和我
的哥哥最喜歡吃。

我最喜歡紅麵包，因為紅
麵包好吃和我的媽媽煮的，如
果你上例我的家你們可以吃。

Phenomenon Identification+

A bit explanation

Phenomenon 

Identification

Explanation 1, 2, 3

Conclusion



High Achiever

說明文前測

我最喜歡的運動是跑步。

我和我的好朋友一起去公
跑步。我星其一，三，五和日
去跑步。我喜歡跑步因為跑步
是好運動項目。

說明文後測

我最喜歡的食物

我最喜歡的食物是咖喱魚
蛋。咖喱魚蛋是用咖喱，魚肉。
它是金黃色。

咖喱魚蛋十分美味，很多
市民和遊客都喜雚吃咖喱魚蛋。

咖喱魚蛋的價錢便宜很多
學生也常常買咖喱魚蛋吃。我
和同學一起去買咖喱魚魚蛋，
因為又美味和便宜，我們會買
一杯可樂。

所以咖喱魚蛋又美味又便
宜。我最喜歡吃咖喱魚蛋。

Phenomenon Identification+

Explanation

Phenomenon 

Identification

Explanation 1, 2, 3

Conclusion



中三級學生在記敘文前測中的寫作困難
寫作評估細項 學生的寫作困難

1.詞彙、連詞、照應詞 學生詞彙量少且欠缺多樣化，連詞、照
應詞薄弱，未能正確運用不同的關聯詞
和代名詞

2.通篇結構和文步內部
組織

學生缺乏對記敘文文類通篇結構的認識，
未能建構記敘文的故事情節

3.句法 學生未能正確運用不同的句法來寫作，
句子結構單一

4.書寫表現 學生未能正確分段，出現較多錯別字



中三級學生在說明文前測中的寫作困難
寫作評估細項 學生的寫作困難

1.詞彙、連詞、照應詞 學生詞彙量嚴重不足，連詞、照應詞薄
弱，未能正確運用不同的關聯詞和代名
詞

2.文步內部組織 學生缺乏對說明文文類通篇結構的認識，
文步內部組織較為混亂，未能在段落中
顯示主題句和闡釋的部分

3.語場和語旨
（內容和讀者感）

學生詞匯量不足，影響內容表達，而且
行文中英夾雜，影響讀者理解篇章內容

4.句法 句法結構單一，詞組和句法變化較少



同學後測表現
 高中低不同程度的同學在記敘文和說明文寫作中顯示出較大進步
。特別是低程度學生，由前測中1至2句散句發展到後測中完整的
文類寫作。雖然由於學生的語言水平的限制，後測文類中還是出
現中英文夾雜的現象，但較前測進步已非常顯著。

 各程度學生在後測寫作中突顯記敘文和說明文的文類特點，文步
結構清晰準確，可以看得出，在教學過程中，很大程度上豐富學
生的文類知識，將激化作為記敘文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
將逐層具有邏輯性的解釋作為說明文中的必要構成。

 在用詞構句方面，學生的語義表達能力大大提高。雖然在學生學
生習作中發現少部分錯別字，但大局上不影響文章的語義表達和
讀者理解。



鳴謝

特此感謝方麗玲老師和黃東梅老師參與研究項目。



試試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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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非華語學生説明文讀寫教學
的策略及其成效

容運珊

2022年3月19日



非華語學生的閲讀困難

•一般坊間的閲讀理解練習，由於篇幅較長、內容複雜，非華
語學生在詞彙量不足、缺乏字詞推測策略的情況下，在閲讀
解碼的過程中存在不少的困難。

•另外，非華語學生對於題目的要求及答題的方法皆感到陌生。

•總而言之，從詞彙解碼、篇章理解，以至答題技巧的過程，
皆是學生面對閲讀理解評估的困難。



非華語學生的寫作困難

•非華語學生在寫作上遇到的主要困難，是有限的語言材料積
儲，不足以表達自己豐富的思想感情。

•由於詞彙量有限，從而限制了學生在寫作句子、段落的內容，
再加上學生無法善用標點符號、無法理解中文詞句語法，也
未能掌握不同文類的寫作格式，導致非華語學生的中文寫作
一直面對最大的困難。



非華語學生讀寫困難分析

• 根據平等機會委員會（2012）所做的調查報告指出，本港少數族裔學生面
對的最大困難就是閱讀和書寫中文

• 不管是閱讀還是書寫中文，非華語學生均須清楚辨認中文漢字的讀音以及
字形、字義，方能真正理解字詞、句子、段落乃至篇章的意思（羅嘉怡、
謝錫金，2012；岑紹基，2015，2016；戴忠沛、容運珊，2018，2019）

• 岑紹基、張燕華（2012）指出非華語學生的寫作存在字詞和語篇兩方面的
困難：

1. 在字詞寫作方面，他們經常出現寫錯別字的情況，例如自創中文字、在寫
字時往往會增減筆劃或者漏寫部件、混淆同音形聲字和異音形似字、以及
在字與字之間的拼合出現錯誤。

2. 在語篇表達方面，因為缺乏文類寫作知識而導致文章結構鬆散，不懂斷
句，以英文或粵語拼音入文，無法正確使用標點符號等。



研究目的

• 中文字詞在形、音、義上的繁多和複雜，導致非華語學生無法很好地辨認不
同字、詞、句組合的特徵，因而窒礙了他們對通篇意義的理解。

• 而閲讀和寫作又是互相影響的，如果無法從閲讀中吸取有用的詞彙、句式和
篇章結構，就令他們的寫作題材和行文佈局受到限制。

• 因此，研發一套能幫助少數族裔學生、前線教師在課堂上、以及在課餘時間
，均能有效接觸並學習中文的教學材料和教學策略，增加這些學生學習中文
語言的興趣，提高他們參與本地華人社交活動、適應並融入本地社會文化的
動機，乃是目前十分重要和必要的研究課題。



•由於香港教育界對於非華語學生學習中文的教學實踐研究仍有待開
拓，故此研究者嘗試透過個案分析，以一班中三級非華語學生（約
18人）的説明文教學爲例，探究使用不同教學策略——「合作學習
教學策略」以及「閲讀促進學習教學法」，對於提高非華語學生閲
讀和寫作説明文的興趣及能力之成效。



上課師生資料

•參與本研究的非華語學生共有十八人，都是就讀香港本地中學，為中
三級學生，主要來自巴基斯坦、菲律賓、印度和尼泊爾等南亞國家。

•他們均參加香港一間大專院校舉辦的學習中文支援計劃，每逢星期六
上課，每次上課三小時。學生在香港生活和讀書至少六年，他們具備
基本的中文聽説技能，不過讀寫能力較弱。

•至於參與研究的中文教師則為一名合資格的中文科老師，具備七年教
授非華語學生的經驗。



教學目標

•學生能説出説明文的寫作語境。

•學生能辨認説明文的功能字詞。

•學生能運用説明文的功能句式來寫作句子。

•學生能總結説明文的文步結構。



有關説明文的功能結構（岑紹基，2010:124-125）

功能 - 把事物或現象按時空或因果關係解釋說明
- 解釋(/説明)文類多用於解釋自然或社會現象演變或形成的
過程。

圖式結構 為實現解釋説明的傳意功能，説明文有以下的圖式結構
(Schematic Structure)：

提出問題/現象 ^ 逐層解釋 1-n ^ 總結



教學策略
• 參與本研究的師生一共用了四個星期的教學時間來完成全部教學内
容，每星期的上課時間為三小時，合共十二小時。中文教師按照自己
對所教非華語學生的認識，認爲「合作學習教學策略」較能引起學生
的學習動機和興趣，而「閲讀促進學習教學法」則能提高學生對於説
明文的讀寫技能。以下是對於這兩種教學策略和方法的扼要説明：

1.「合作學習教學策略」：合作學習採異質分組方式，安排合作學習
情境，使學生在小組中進行學習。教師引導小組成員彼此相互依賴、相
互幫忙、分享資源，讓每個成員都負起學習成敗的責任(參考自汪慧玲、
沈佳生，2013；戴忠沛、容運珊，2018)。



2.「閲讀促進學習教學法」：「閲讀促進學習」（Reading to Learn pedagogy，
以下簡稱R2L，翻譯見岑紹基，2015）出自Halliday的系統功能語言學理論
（Halliday，1985；Halliday & Hasan，1985），這種教學法起源於系統功能
語言學的「文類教學法」（genre teaching approach），重視不同體裁文章的
寫作教學。

R2L教學法也由最初重視寫作的「文類教學法」（岑紹基，2013），進一步
發展為重視閲讀和寫作相結合的第二語言教學法(參考自Rose，2012；Rose 
& Martin, 2012；戴忠沛、容運珊，2018，2019，2020)。



課堂觀察：説明文教學的策略運用

教
節

教學過程 所用策略 觀課紀錄和評估

一 先進行説明文寫作前測

1.老師安排學生異質分組，然後分組討論一個有關銷售員
在向顧客推銷最新電子產品的情境。
2.學生討論後，分組寫出推銷情境的特點，然後共同報告
推銷情境的內容，並分享自己小組商議好的採取措施。

合作學習教學策
略

1.老師評價學生的分組討論內容和報告內容。
2.老師請其他組別的學生一同評價報告小組的內容，
並對其報告表現進行評分。
3.學生積極參與小組討論和分組報告。
4.其他小組投入參與評價和評分。
5.課堂氣氛相當熱烈，學生積極與其他同學分享和討
論。

1.準備閲讀：老師播放有關介紹事物情境的錄音，學生聆
聽錄音，回答問題。
2.詳細閲讀：老師以提問的方式給學生講解一篇説明文文
章——<電視節目>的內容和字詞意思。

閲讀促進學習教
學法

1.學生積極回應老師的提問，老師充分肯定和讚賞學
生的表現，並作進一步的闡釋。
2.學生認真摘錄所學説明文篇章的字詞和句式。
3.學生的學習態度相當好，虛心向老師請教。

二 1.老師把全班學生分成不同的小組，每組負責一個介紹電
子產品的情境，小組一起討論和撰寫説明文初稿。
2.每個小組均以角色扮演的方式，出來講台前演繹每一個
介紹情境，並由老師和其他同學共同評分。

合作學習教學策
略

1.學生投入參與介紹情境的討論，積極與組員展開討
論和寫作。
2.學生投入參與角色扮演的活動，認真塑造每一個情
境角色。
3.評分學生投入並認真點評不同同學的角色扮演表現。

1.詳細閲讀：老師以提問的方式給學生重溫範文<電視節目
>的關鍵詞彙和文步結構。
2.句子建構：老師把篇章的重點句子的順序打亂，然後指
示學生進行重組句子練習。

閲讀促進學習教
學法

1.學生認真聆聽老師的講解，並積極回應老師對於篇
章字詞和句子的提問。
2.學生積極參與排列句子順序的活動，並互相核對不
同組別的排列句子的正確答案。



三 1.老師先把全班學生分成不同的小組，然後播放幾
段有關介紹物品情境的影片，提醒每個小組負責講
述介紹物品情境的問題，並指出每個情境所寫説明
文的差別。
2.不同組別的學生樂意出來講台前分享自己小組對
於介紹物品情境影片的看法。

合作學習教學
策略

1.學生認真觀看影片，並和組員熱烈討論影
片的内容。
2.學生樂意分享自己小組對於介紹物品情境
影片的意見。

1.準備閱讀：老師給學生重溫的關鍵詞和文步結構。
2.詳細閱讀：師生共同解構範文<社交網站
Facebook>的內容和字詞。
3.深化策略：老師提示學生比較<介紹數碼相機>和
<介紹電子黑板>的詞語、文步結構的異同。

閲讀促進學習
教學法

1.學生樂意回答老師對於説明文字詞和文步
結構的提問。
2.學生專心聆聽老師對於説明文篇章字詞和
内容的講解，並認真摘錄在自己的筆記簿上。
3.學生投入參與兩個篇章的詞語、文步結構
的比較活動。

四 1. 詳細閱讀：師生共同解構範文<介紹高清電視機>

的字詞和篇章結構。
2. 共同建構：全班學生根據共同喜歡的物品主題，
集體創作一篇説明文。

閲讀促進學習
教學法

1.學生專心聆聽老師對於説明文篇章字詞和
結構的講解，並認真寫作筆記。
2.全班學生積極參與共同創作説明文的寫作
活動，並把這篇説明文認真摘錄在自己的筆
記簿上。

進行説明文寫作後測



説明文教學：情境討論

説明文教學閲
讀前的準備：
情境練習

對應教學目標一：
學生能説出説明文的寫作語境。



講解的範文（一）

在講解課文的過程中重
點講授説明文的功能字
詞:

1.在
2.每一個
3.近年來
4.越來越多

選自岑紹基等《高中中文》第一册

對應教學目標二：
學生能辨認説明文的功能字詞。



在講解課文的過程中重
點講授説明文的功能句
式:

1.例如……等
2.不但……而且
3.以……為例
4.既……又……

選自岑紹基等《高中中文》第一册

對應教學目標三：
學生能運用説明文的功能句式來

寫作句子。

講解的範文（一）



講解的範文（二）《
社
交
網
站F

aceb
o

o
k

》
，
選
自
岑
紹
基
等
《
高
中
中
文
》
第
一
冊

在課文的右邊顯
示各段的文部結
構，有助學生理
解段落大意和組

織結構

對應教學目標四：
學生能總結説明文的文步結構。



講解説明文的文步結構

段落結構：起首
語+主題句+闡釋

段落結構：起首
語+主題句+闡釋

段落結構：起首
語+總結

段落結構：如何解釋
現象：時間性、普及
型、重要性



針對能力稍遜非華語學生的課後延伸閲讀訓練(一)

網上日誌Blog

在香港，越來越多青少年喜歡上網找資料，其中他們就很
喜歡寫網上日誌Blog。

首先，網上日誌的申請辦法十分簡單。你只要在網站上登
記戶口，就可以免費擁有自己的網上日誌。

另外，網上日誌的使用也很方便。例如，你可以在網上日
誌裏記錄你的日記、行程、事件等，還可以上傳圖片和影片。

總的來說，網上日誌的使用既簡單又方便，它是深受年輕
人歡迎的網上活動。

可以作為小學程度的説明文教材



針對能力稍遜非華語學生的課後延伸閲讀訓練(二)
在香港上映的電影

在香港，大多數市民喜歡看電影。看電影成為了很多人的
休閒娛樂活動。

首先，在香港上映的電影有不同的類型，例如歌舞片、科
幻片、卡通片、動作片等。

其次，在香港上映的電影來自世界各地。例如有美國的科
幻片《哈利波特系列》，印度的喜劇影片《作死不離3兄弟》等。

總的來說，在香港可以看到來自世界各地的不同電影，市
民大眾每天都可以享受看電影的樂趣。

可以作為小學程度的説明文教材



課堂觀察總結

• 中文教師在教授説明文的過程中，乃是把「合作學習教學策略」和「閲
讀促進學習教學法」靈活地結合起來，務求帶動非華語學生的學習興趣和
動機。其中，「合作學習教學策略」能讓學生在分組學習過程中培養互相
幫助的團隊合作精神，在同儕互動過程中學習到有用的語文知識和溝通技
能。

• 至於「閲讀促進學習教學法」則强調讀寫教學互相結合，透過詳細解構
篇章的內容、字詞和文步結構，結合句子重組、句子順序排列和共同創作
篇章等細緻活動，讓學生既能理解説明文篇章的內容大意和字詞意思，也
能逐步掌握説明文的寫作結構和相關功能用語。

• 而學生把課堂上老師所講授的説明文功能字詞和句式、篇章文步結構摘
錄在筆記簿上，一方面可以加深對於所學説明文字、詞、句、篇的印象，
另一方面也有助他們把閲讀所學到的知識轉化成寫作知識，以讀促學，優
化寫作。



•老師能熟悉並靈活運用「合作學習教學策略」和「閲讀促進學習教學
法」，透過有效的分組策略，帶動全班不同能力學生互相幫助，共同進
步。

•在講解説明文篇章內容和字詞意思時，多以提問方式進行，邀請不同能
力學生回應，充分肯定和讚賞學生的課堂表現，令到整體課堂氣氛生動
活潑，有助引起學生的學習興趣，並强化他們對説明文的學習能力。



前後測文本分析：説明文篇章寫作對比

•前後測分數比較顯示參與學生在寫作説明文方面，後測分數高於前測
分數，進步率高達80%。

•這體現了中文教師運用「合作學習教學策略」和「閲讀促進學習教學
法」互相結合的方法，可有效提高少數族裔學生閲讀和寫作説明文的
能力。



總結

•本文透過論述香港非華語學生學習中文的背景，在前賢學者的研究基
礎上，以一次説明文教學爲例，探討中文老師結合運用「合作學習教
學策略」和「閲讀促進學習教學法」，來幫助非華語中三級學生掌握
中文説明文的讀寫技能。

•本文透過課堂觀察、師生訪談和前後測寫作文本分析及對比，發現參
與學生的説明文寫作在字、詞、句、篇等方面均有明顯的進步。

•而且從學生的訪談意見中得知，中文老師所運用的教學策略重視分組
活動，以及清楚講解篇章內容和字詞意思，有效帶動學生的學習興趣
和動機，並使他們更容易明白説明文的語境及寫作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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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類教學法閱讀報告課堂設計

張菁菁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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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報告是什麼？為何要做閱讀報告？

◼根據國際閱讀協會,兒童在很早的時候,就已經學習使用符號,
把他們的口頭語言、圖畫、 照片和遊戲等整合成一個混合
的媒體,並以各種方式創造和交流當中的意義(Jackman,2001)。

◼根據讀寫萌發觀點，閱讀不僅是解碼，閱讀乃是獲得資訊

和傳達資訊的過程（Clay,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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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能力的轉變包括: 

◼“萌發的讀者”（幼稚園）至“早期的讀者”（小學），再到
“流暢的讀者”（中學） （Cochrane et al, 1984）

◼“早期的讀者”，他們會了解文字是有意義、會以自己的方法
把故事背出來、喜歡唸書給別人聽、在不同情況中能辨認熟悉
的字、亦開始明白故事結構（黃瑞琴，1997，第2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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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華語學生寫作中文閱讀報告的困難：

語言限制: 由於中文的學習關限而衍生對專科語言如中史有關的四

字詞語的不理解。

自我效能感: 由於非華語學生對學習中文一直缺乏信心因而影響他

們對閱讀材料亦欠缺信心。

中文詞彙量不足:由於非華語學生中文的詞彙量有限，因而影響他

他們對文章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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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功能語言學與文類教學

各種文類都有其特定層次結構，稱為圖式結構，以實現
其預期的社交目的。

例如閱讀報告有其特定的圖式結構包括文步和常用詞彙。
(岑紹基,2003:30) 

5



+
閱讀報告的語體

◼功能：對閱讀材料作出簡介，描述主要人物、情節並作出評論

(岑紹基,2021)  

◼結構：簡介 ^內容描述 [1-n] ^評論

文步 說明 常用詞

簡介 介紹材料的出處及作出簡介
講述…

關於……出自

內容描述
[1-n] 

介紹故事人物及內容重點 講述…

評論 說出喜歡此書的原因和作出
推介

感到覺得認同 學到學會
佩服／欣賞
有趣／精彩／吸引
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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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報告的文步（適合小學至中學非華語學生）

◼

1.簡介 (context)

◼介紹材料的出處及作出簡介

◼ Introduce the source of the text and make a brief summary

2.內容描述(Text Description)

◼介紹故事人物及內容重點

◼Describe the main characters and key incidents

3. 評論 (Judgement)

◼說出喜歡此書的原因和作出推介

◼Make a judgment of the text and give a recommend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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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文引路（對象：高小至初中非華語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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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文引路: 中國萬世師表:  孔子（對象：高小非華語學生）
影片作者：香港教育大學

（一）簡介(context)

《中國萬世師表:孔子》是一個動畫影片，我在香港教育
大學網站看到，影片把孔子一生的重要事情以生動的漫
畫故事表達出來，令我感到有趣。

（二）內容描述(Text Description)

這個影片的主角是孔子，內容講述孔子幫助國君很好的
治理國家，和他後來離開魯國時對學生的教導，影片以
簡單的方式說明許多生活的大道理。影片最後介紹孔子
一面教學，一面整理書籍，修訂了六經。

（三）評論 (Judgement)

孔子這位萬世師表很值得我們學習，他的思想言行，直
到今天的社會還很有用，而且漫畫內容非常好看，因此
很適合介紹給我的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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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範文引路：（對象：初中至高中非華語學生）
閱讀/視聽材料: 「看動畫．學歷史」第十七集：《鄭和》出處：香港教育大學

（一）簡介(context)

《鄭和》是一個動畫影片，我在香港教育大學網站看到，影片把鄭和建築寶船下西

洋以宣揚中國國威的偉大事蹟，以生動的漫畫故事表達出來，令我感到很精彩。

（二）內容描述(Text Description)

這個影片的主角是鄭和，內容講述鄭和在明成祖的命令下帶領船隊出西洋，展開一
段促進中西文化交流的旅程，影片描述了鄭和的寶船每到達一個國家都會帶稀奇的
珍寶如「神獸」回國，大大增進國民對世界的認識。由於鄭向的多次下西洋，吸引
越來越多西方使節前來中國，並帶來很多奇珍異寶朝貢，令中國的國威名揚四海。
影片最後記述鄭和下西洋鞏固了中國與世界各國在政治、經濟及文化的和平關係。

（三）評論 (Judgement)

鄭和這位航海家令我非常佩服，他為中國航海業帶來空前的成就，促進中國的與其
他國家的文化交流，而且漫畫內容非常傳神，因此很適合介紹我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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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步 常用詞彙 功能

簡介

材料內容......是關於......    .
....出自.....   
我在......看到......   
講/記述了......   
通過主人公/主角講出......   
影片把......方法......表達出來
令我感到......很/好.......   
我被......吸引

(Context)
作品背景、概要

(social situation & brief 
summary)

內容描述

這個影片的主角是.....  
這個影片的其他人物是.....  
內容講述......  
這故事最好看/精彩的情節/是.....  
另一個有趣/特別的情節是.... 
影片最後講述...... 

(Text Description) 
主要人物、情節

(main characters & key 
incidents)

評論

我感到......   
我覺得......   
我認為......   
我認同.....   
我學到......   
我學會......  
......使我非常佩服/欣賞 ......  
內容非常有趣/精彩/吸引 ......適合介紹給.....   
如果你想了解.....，就來讀.... 

(Judgement) 
評價和推薦 (evaluation & 

recommend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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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報告的多元評核法

◼1-同輩互評 （適合初中至高中非華語生）

◼學生在互改作文的過程中，扮演讀者的角色，閱讀同學的作品，
此舉突出了寫作在傳意上的功能，因此同學互評有助學生建立
「以讀者為中心」的傳意功能。

◼ 又因為他們要對文章作出回饋，所以會在閱讀時注意作品的
各個層面，在傳意功能上，學生可構成一個以讀者為中心的文
章結構與表達技巧的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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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學生自評（適合高小至初中非華語生）

◆「學生量表自改」能促使學生對其寫作的複核和改寫承擔更大
的責任。

◆「學生量表自改」有助使學生成為自己作品的校對者，引導學
生反思文中的優點及弱點。

◆在閱讀報告教學過程中，老師除了以量表作同輩互評還會讓學
生在完成講稿後，用自評量表自行判斷，其作品有沒有能夠完
成老師的任務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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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教師評語（適合小學至中學非華語生）

◼老師的評語也是閱讀報告舉足輕重的評核方法，為了使學生對教
師的修改能透徹了解，就要運用批語。 （岑紹基，2005，頁9）

◼ 老師評語對學生寫作閱讀報告的作用在於，一方面可使老師針對
學生的寫作難點加以明確的指示，另外同學得到老師鼓勵性的評
語亦會加強其寫作的動機，促使其更積極參與更多的寫作任務。

◼ 同時，老師的適時回饋包括對文章的內容形式、全部或局部，
甚至是一句一字予以修正，都是學生改善寫作問題的不二法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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鷹架理論

◼在教學策略方面，本研究結合語體教學
及鷹架理論

◼老師會透過協助式學習，以照顧不同年
級的非華語學生的學習差異及語言的限
制。

鷹架支援流程

1.閱讀指引

2. 報告材料提供

3.閱讀報告重點

4.閱讀報導示例

5.關鍵詞

6. 自評量表

7.同學互評

8.老師總評／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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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報告教學流程

（對象：高小至初中非華語學生閱讀報告教學流程）

科老師在課堂輸

入相關背景知識

中文老師:指導學

生閱讀材料如:

動畫

中文課老師用文

類教學指導學生

完成口頭／書面

報告

學生自評/互評老師總評

(書面及口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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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報告的教材（對象：初中非華語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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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化的視聽材料:

1. 內容: 教師展示多元閱讀和視聽材料如鄭和、孔子等動畫的連結。

2. 性質: 這些多元閱讀和視聽材料有以下性質:

◼ a .動畫或視頻為主

◼b.以學生熟悉的粵語作配音的有聲書，口頭而非書面表達

◼ c.動畫配有字幕，方便學生查看關鍵字詞做閱讀報告

◼d.每個動畫或視聽材料約20分鐘，方便學生容易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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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報告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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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的評核量表：自評、互評、師評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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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文類教學結合多元化評核發展非華語學生閱讀報告的能力

◼綜合老師的意見及分析學生的閱讀報告，以語體教學結合多元
評核對發展非華語學生的閱讀報告有以下五項功用：

1)提升非華語學生寫作中文閱讀報告的動機

2)以多元評核照顧非華語學生的學習差異

3) 透過多元影視材料建構學生的個人見解

4) 以圖式結構幫助非華語學生完成寫作任務

5)培養非華語學生自主閱讀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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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文類教學結合多元化評核發展非華語學生閱讀報告的能力

1)提升非華語學生寫作中文閱讀報告的動機

✓ 語體教學結合多元評核方法，有助提升非華語學生閱
讀的興趣。

✓ 表達形式多樣，除了書面，更可以口語或圖畫來表達
✓ 老師可因應學生的不同年級（認知水平／學習模式）

靈活選用不同的方法，超顧學生的能力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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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以多元評核照顧非華語學生的學習差異

◼多元評核有助老師因應學生的能力設計不同的任務。

◼如能力高的學生可以要求他們就同一個課題閱讀不同的
材料，分享更詳細的書面報告，由此可對人物作更深刻
的評論。

◼老師可發揮鷹架的作用，用以強帶弱的方式透過協助式
學習，照顧學習差異，使不同能力的學生都能完成閱讀
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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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相關老師的意見:

◼紙本的評估部分，主要是給能力較高的同學，因為他們可以明
白老師的評語，又從報告示例中可見兩位同學其實做得比較好，
之前他們還會擔心未能完成任務，不明白中史，但他們收到評
分紙後很開心，原來他們全得「excellent」，我希望可以藉此
評估紙，讓同學有多一份的肯定。又對於能力弱的同學，我們
安排同輩互評以照顧學習差異，例如從同學上課的表現，也可
以看到有二人一組，用這個以強帶弱的方式有效幫助不同能力
的學生都可一起專心地完成閱讀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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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透過多元影視材料建構學生的個人見解

◼學生透過閱讀不同的影片及材料對歷史
人物有更深入的認識，一方面認同其堅
毅不屈的品格對中外交通有深遠的貢獻，
同時建立個人對人物的觀照:其堅毅的精
神值得世人學習。

◼又從老師的評語，可見學生能夠從文本
提取相關的概念，並建立個人對人物的
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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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較高的非華語學生的閱讀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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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較高的非華語學生的閱讀報告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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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老師閱讀報告評語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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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以圖式結構幫助非華語學生完成寫作任務

◼文類教學幫助非華語學生更易達到閱讀報告的寫作要
求，由於學生對閱讀報告的文步及有清楚的指示，能
夠建立閱讀報告的圖式結構，一方面幫助他們消除寫
作的恐懼，另一方面也使學生了更完成寫作的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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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培養非華語學生自主閱讀的能力

◼多元評估方法及電子工具，可以方便學生在家也
能完成閱讀的任務，網上的報告完成十分方便

◼一方面學生可以自行決定自己喜歡的歷史文本，
培養其自主學習的能力，另一方面學生的中文閱
讀能力也會因此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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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較弱的非華語學生閱讀報告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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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華語生的閱讀報告教學策略

閱讀報告

教學策略
跨科合作

多元評量
電子學習 閱讀報告

文類教學

鷹架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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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及教學建議

◼ 把文類教學結合多元文本閱讀教學策略，如透過比較不

同文本中的人物的形象，帶領學生對人物有更深入的思

考及對事件加以評論

◼ 中文及其他科老師跨科合作，把不同的影視材料從不同

的角度進行比較

◼ 以視聽影像材料例如人物影片、有聲書等，培養學生

自主閱讀同時提升寫作閱讀報告的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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