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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行政長官在2017年的《施政報告》提出落實中國歷史在初中成為獨
立必修科，非華語學生亦可透過修習中國歷史加深認識中國歷史與中
華文化。

◦教育局於2020/21年度委託香港大學教育學院向初中有錄取非華語學
生的學校提供支援服務，深受參與學校的歡迎，2021/22年度再決定
繼續是項支援計劃，由動中文方案有限公司承辦「初中非華語學生學
習中國歷史」專業支援計劃(以下稱「本計劃」)，計劃團隊成員維持
不變，並加強電子學習的元素，以進一步支援中二級非華語學生學習
中國歷史。



計劃目標

本計劃旨在支援教師：

◦在教授初中非華語學生中國歷史時，運用恰當的課堂語言（
包 括：口語、書寫）及非語言的課堂教學技巧；

◦在教授修訂中國歷史課程中的歷史概念時，設計及運用多元
化 的學與教策略及學習活動；

◦設計及運用評估工具，以有效評估初中非華語學生學習中國歷
史的表現。



計劃詳情
支援模式 (學校可選擇以下一種)

o「先導學校」（名額10個，為初中非華語學生專門開設獨立中史課堂的學校優先）：由

教授非華語學生學習中文的專家、歷史學者及課程發展主任組成的專業團隊與學校協商，

就選取的支援項目，提供到校支援服務（若受疫情影響，可提供網上支援），如共同備

課、進行試教、觀課、發展學與教資源及評估工具等。

• 參與學習圈活動及教師專業發展工作坊，和其他參與計劃的學校分享其校本經驗。

• 每所「先導學校」及其參與計劃的教師將由教育局課程發展處及動中文方案有限公
司聯合頒予嘉許狀以資鼓勵；

o「網絡學校」（名額30個）：以觀察者身份參與計劃，包括：參與學習圈活動及教師專

業發展工作坊，研習及設計多元化的學與教策略，並與「先導學校」的教師一同交流教
學經驗。

• 每所「網絡學校」可以獲得參與證書。



支援流程

o 先導學校

本計劃團隊會向「先導學校」定期提供到校 / 網上專業支援，包括：

• 共同備課會議: 針對學生需要，協助教師發展合適的課堂語言及學與教策略；
• 試教及觀課：進行試教及課後討論；
• 設計多元化的教材、學習活動及評估工具，以提升非華語學生學習中國歷史的興趣、

照顧他們的學習需要及語文能力，及有效評估他們學習中國歷史的表現。
• 通過學習圈活動及教師專業發展工作坊，與「網絡學校」的教師交流教學經驗；

o 網絡學校

• 參與學習圈活動及教師專業發展工作坊



先導學校

團隊定期提供到校/網上專業支援
9/2021 - 7/2022

參與第一次教師專業發展工作坊
10/2021

參與第一次學習圈 12/2021

參與第二次學習圈 3/2022

參與第二次教師專業發展工作坊

(頒發證書) 6/2022

網絡學校

不需要支援服務

參與第一次教師專業發展工作坊
10/2021

參與第一次學習圈 12/2021

參與第二次學習圈 3/2022

參與第二次教師專業發展工作坊

(頒發證書) 6/2022



中二級課程脈絡參考 劉義章博士

1、中華民族多元一體：

元朝統治政策與民族關係；

漢、蒙、藏、回、西南等民族政策及成效。

2、天下分、合：

邊疆民族政權：遼、夏、金、蒙古與宋室關係。

3、中外交往：

鄭和下西洋及其影響：貿易發展等。

4、全球視野：

十五世紀「新航路」發現與「地球村」出現。

5、香港與中華：

西力東漸與兩次鴉片戰爭及其影響。



概覽式課題： 重點課題

宋元的政治發展概況 1.北宋的商業(貨幣經濟)與城市(汴京)發展
宋室南遷後南方經濟與海外貿易(如茶葉、絲綢、陶瓷)

2.延伸部分:邊疆民族政權(如遼、夏、金、蒙古)與宋室和戰的概況
3.蒙古的崛起、拓展及元朝的建立
延伸部分: 重要發明西傳及其對世界文明發展的貢獻
元朝的統治政策與民族關係

明代政治的發展概況 1.鄭和下西洋的概況與影響(如貿易發展)

2.選教課題：明代的國防建設與都城建築(二選一)

國防建設：明長城
都城建築：北京城

3.延伸部分：基督宗教再度來華及影響

清代盛衰的概況
1.清初到清中葉的發展概況
2.清中葉至清末的發展概況
(包括改革運動如洋務運動
、 戊戌維新及清末新政)

1.對漢、蒙、藏、回、西南等民族及地區所實施的統治政策及成效
2.西力東漸、兩次鴉片戰爭及其影響(包括英國佔領香港島及九龍

半 島)，以及其後英國租借新界

中二級課題 (老師可參考以上課程脈絡，規劃中二級的課程重點)



支援範疇 顧問

中史語體 岑紹基博士
香港大學教育學院名譽副教授

戲劇教學 羅嘉怡博士
香港大學教育學院助理院長(知識交流)及助理教授

電子教學 劉國張博士
課程發展主任

推廣閱讀 張菁菁老師
課程發展主任

專門範疇的支援 – 向先導學校提供有關課題的教學設計建議



以中史語體組織歷史概念
岑紹基博士

香港大學教育學院名譽副教授



專科語體的重要性

• 專科語體與學習關係密切，學生能否掌握各科的獨
特 語體，每每關係到其學業的成敗。

•學生如果想學習成功，他們就必須懂得如何運用語
言 來建構學科知識。

(岑紹基，2010: 234)



歷史課題和語體關係
◦坊間課文對非華語生不太適合：我們應教師要求發展課文

◦發展課文的方向：

1. 忠於史實－分析坊間教材及參考正史 (如史記、通鑑、年譜等)

2. 行文淺易，適合 GCSE/GCE 中文程度

3. 設詳細版和簡易版，老師按學生能力選用調適

4. 課文設錄音短片QR code，方便學生預習和重温

5. 備有課文的英文翻譯

6. 課文旁設附圖，幫助學生明白

7. 用中史語體組織歷史概念



每一歷史課題名稱都指向某一特定語體
中二級概覽式課題 中二級重點課題 (語體)

宋元的政治發展概況 北宋的商業（貨幣經濟）與城市（汴京）發展；
宋室南遷後南方經濟與海外貿易（如茶葉、絲綢、陶瓷）。

歷史記述

延伸部分：邊疆民族政權（如遼、夏、金、蒙古）與宋室和戰的概況 歷史記述

蒙古的崛起、拓展及元朝的建立。
延伸部分:重要發明西傳及其對世界文明發展的貢獻。

歷史記述

後果解說
元朝的統治政策與民族關係 歷史解說

明代政治的發展概況 鄭和下西洋的概況與影響（如貿易發展）。 後果解說

選教課題：明代的國防建設與都城建築：（以下主題，二選一）
國防建設：明長城
都城建築：北京城

描述報告

描述報告

延伸部分：基督宗教再度來華及影響。 後果解說

清代盛衰的概況
1. 清初到清中葉的發展概況
2. 清中葉至清末的發展概況

(包括改革運動如洋務運動、
戊戌維新及清末新政)

對漢、蒙、藏、回、西南等民族及地區所實施的統治政策及成效。 歷史記述

後果解說

西力東漸、兩次鴉片戰爭及其影響（包括英國佔領香港島及九
龍半島），以及其後英國租借新界。

歷史記述

後果解說



中學歷史科專科語體 (Unsworth 2001, 岑紹基等 2006，2020)

中學歷史科語體

比較語體
Comparison

後果解說
Consequential

Explanation

歷史解說
Historical

Account

因素解說
Factorial

Explanation

敍述歷史
Chronicling History

解釋歷史
Explaining History

報告歷史
Reporting History

議論歷史
Arguing History

論說語體
Exposition

評議語體
Discussion

人物記述
Biographical

Recount

歷史記述
Historical

Recount

描述報告
Descriptive  

Report



語體 Genre 功能 Function 結構 Structure

1. 人物記述 (傳記) 

Biographical Recount
重述人物過去，目的在記錄生平及影響。通常按時序排列 背景 ^ 事件[1 – n] ^ 評論

2. 歷史記述
Historical Recount

重述歷史過去，目的在記錄事件。通常按時序排列 背景 ^ 事件[1 – n] ^ 總結

3. 描述報告
Descriptive Report

描述事物的特質和屬性 概述 ^ 描述1-n ^ 總述

4. 歷史解說
HistoricalAccount 關係

將歷史事件按其發生的時間順時序敘述，並說明事件間之因果背景 ^ 解說序列 [1-n] ^ 總結

5. 因素解說
Factorial Explanation

解釋由於多個不同因素而發生或出現的結果 現象確認 ^ 因素[1-n] ^ 因素重申

6. 後果解說
Consequential Explanation

解釋事件或成因所導致的後果或成效 現象確認 ^ 後果[1-n] ^ 總結

7. 比較
Comparison

比較不同事物或現象之間的異同 比較點 ^ 闡釋 [1-n] ^ 總結

8. 論說語體
Exposition

提出論證以支持某立場 立場 ^ 論述[1-n] ^ 重申立場

9. 評議語體
Discussion

就議題作正反或多角度討論，權衡利弊以作出結論 議題 ^ 正面論述[1-n] ^ 反面論述[1-n] ^ 結論

歷史語體的功能和結構(Adopted from Coffin 1997, Shum 2006 2021, Christie 2008)



文步 玄奘西行與中印文化交流
(「人物記述」舉隅)

問題舉隅 常用詞

背景 玄奘是隋唐時代的人，十三歲時出家做僧人。由於
佛教傳入中國後，不同學派對佛經的講解不同，因此
玄奘前往印度求取佛經原本的道理。

1.玄奘甚麼時候出家？(字面問題)

2.佛教傳入中國後出現甚麼問題？(字面問題)

3.玄奘為什麼要去印度？(推斷問題)

是…時代的人

…歲時

由於…因此

事件1 玄奘二十五歲時偷偷從長安出國西行，千辛萬苦
， 第二年到達北印度。沿途學習梵文和佛法。

1. 玄奘甚麼時候出國?從哪裏出發？(字面問題
)

2.他沿途學習甚麼? 為了甚麼？(推斷問題)

…歲時

第二年

事件2 玄奘二十九歲時，在佛學聖地那爛陀寺向名僧戒賢
大師學習， 然後在印度各地宣揚佛法。四十歲時在
曲
女城主持佛學大會，得到「三藏法師」的稱號。

1.玄奘二十九歲時在什麼地方學習佛學? (字
面問題)

2. 他向哪位大師學習？ (字面問題)

3. 玄奘四十歲時做了什麼? (推斷問題)

4. 玄奘得到什麼稱號? (字面問題)

…歲時

然後

…歲時

事件3 玄奘四十三歲時，他從印度帶了大量梵文佛經、佛
像回國，受到唐太宗的熱烈歡迎。後來，他寫成《大
唐西域記》，並開始他十九年翻譯佛經的工作，直至
他六十二歲時去世。

1. 玄奘從印度帶了什麼回中國?(字面問題)

2.他受到誰人熱烈歡迎? (字面問題)

3.他寫成甚麼書？(推斷問題)

4.回國後玄奘開始做甚麼工作? (字面問題)

…歲時

後來

…歲時

評論

玄奘西行對中印文化交流有很大的影響。首先，他
把 大量梵文佛經帶回中國翻譯，推動了佛教在中國的
發 展。其次，他的《大唐西域記》，成為古代中外交
通
及印度歷史和地 理的重要書籍。

1.玄奘如何推動佛教在中國的發展?(推斷問題)

2.《大唐西域記》有甚麼價值? (推斷問題)

3.你認為玄奘西行的影響重要嗎? 為什麼? (詮
釋問題)

對…有…影響

首先

其次



學習中史語體的好處

如學生在中史科建立語體概念後，他們便能按標題和用語判斷文
章所屬的功能和語體，然後據此提出問題， 養成帶著問題閱讀中
史的習慣。

如果我們把這些語體的圖式結構及語言特色，以明示式的方法多
舉實例來教授學生，可使學生更能掌握歷史科的表達技巧，對他
們學習本科有莫大的幫助。



戲劇教學

羅嘉怡博士

香港大學教育學院助理院長及助理教授



教學設計應兼顧

促成有效學習的因素

動機

理論

學習

理論

戲劇

教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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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劇
教學法

• 期望價值理論

• 閱讀理論
• 讀者反應理論
• 讀者處境模型

羅嘉怡© 2021



讀者反應理論及讀者處境模型

20

◦篇章中歷史事件和人物的遭遇，引發讀者的聯想

◦產生移情作用，體會角色的處境和感受

◦通過戲劇活動，把篇章內容活化成讀者腦中的心理意像

， 使認知與情意結合

◦對歷史事件有深刻而多樣化的體會，建構成不同的歷史概
念

◦個人品德情意的昇華
(何洵怡，2011)

羅嘉怡© 2021



戲劇教學法

能同時發展綜合語文能力，深刻地理解並記牢文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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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

學習活動

真實的

語境

主動地

反復閱讀、

深刻理解

自主地克服
學習困難

照顧

個別差異

提升成就價值和內在價值
降低代價
(高動機、投入)

提升實用價值
創建、結合
讀者處境模型
讀者反應理論
連繫生活經驗

戲劇教學法：
仲介作用

代入角色、移情作用
賦予個人意義
認知與情意的結合昇華

打破沉默期
以說聽讀帶動寫
協作、互動
減低語言焦慮和恐懼

不同的
戲劇教學法



戲劇教學法的好處

為學生製造輕
鬆、愉快的學

習情緒

營造課堂氣
氛，提升專注
度和參與度

培養與人溝
通、合作的能

力

提供發揮機會，
建立自信

由學生主導，
老師從旁引導、

回應



mLang電子教學

劉國張博士



電子教學VS傳統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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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用網上電子教材，提升學習動機

VR 360

教育大學歷史人物動畫

尋找歷史事件所
在地與相關圖片

Video 360

mLang電子學習平台操作：https://youtu.be/hNU9rX4gX38

https://youtu.be/hNU9rX4gX38


老師發放作業 學生提交作業 老師評改作業

需要改正

答案恰當

精選分享

書面回饋

口頭回饋

發還學生

檢視圖片

檢視文字

聆聽錄音

mLang促進學習的評估
第一層：詞彙收集 (憶記)



老師發放作業 學生提交作業 老師評改作業

檢視圖片

發還學生

檢視文字

書面回饋

口頭回饋

需要改正

答案恰當

精選分享

mLang促進學習的評估
第二層：資料整理 (理解)



老師發放作業 學生提交作業 老師評改作業

檢視圖片

發還學生

檢視文字

書面回饋

口頭回饋

需要改正

答案恰當

精選分享

mLang促進學習的評估
第三層：考察報告 (應用)



老師發放作業 學生提交作業 老師評改作業

檢視圖片

發還學生

檢視文字

書面回饋

口頭回饋

需要改正

答案恰當

精選分享

mLang促進學習的評估
第四層：分析評論 (評論)



推廣閱讀

張菁菁老師



多感官閱讀
(閱讀材料)

帶目標閱讀
(閱讀問題)

文本對讀
(閱讀方法)

建構式閱讀
(閱讀模式)

初中非華語學生學習中國歷史—專業支援計劃 (2021/22)





自學園地影片示例



以閱讀建構非華語學生的中史概念

學生能從多元化的文本中比較重整相關的歷史概念。

提供沒有標準答案的「閱讀任務」，可協助學生統整不
同歷史材料的訊息。

學生能透過自行閱讀不同的文本，把原有的歷史概念(基
模)加以擴充並內化成為個人的見解。



報名方法

邀請信 附件一 計劃詳情 附件二參加表格



調適中國歷史科課程大綱 (中一至中三) (2019) (非華語學生適用)

網上參考資料：



教學策略與理論：
閱讀促進學習、戲劇學中文、mLang教學法

https://069c6cb3-1b0d-4ba8-beed-b0a2a2df24b8.filesusr.com/ugd/0540c5_3b81ce398c9344388b73c6ec766f5e29.pdf

https://069c6cb3-1b0d-4ba8-beed-b0a2a2df24b8.filesusr.com/ugd/0540c5_3b81ce398c9344388b73c6ec766f5e29.pdf


mLang動語文網址

mlang.com.hk中史支援計劃

https://www.mlang.com.hk/%E4%B8%AD%E5%8F%B2%E6%94%AF%E6%8F%B4%E8%A8%88%E5%8A%83


1.登入Google Play Store或AppleApp Store

2.輸入mlang>點擊mlang下載應用程式>點擊Chinese History圖像尋索中史資訊

mLangApps登入mLang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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