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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喜歡中文嗎？你覺得中文難學嗎？相信很多同學在學習中文的過程中，或多或少都遇到過困難。其中
最棘手的，莫過於那些又長又深奧的閱讀理解題目，常常令人難以下手。而我校中文科十分重視這一點，便
推行閱讀策略教學，把閱讀的四個層次滲透到平時的教學中。
	 閱讀層次由淺入深，主要分為四個方面：

	 從上表中可見，閱讀的四個層次就是先理解課文表面的意思，再抽絲剝
繭、層層遞進，探索文字背後更為深入的意思和深遠的意義。
	 當同學進行閱讀活動，主要是經過認讀、理解和吸收三個步驟，這也
是學習的三個基本元素。但很多同學在閱讀時，常常只理解了文章表面的意
思，對其深層的含意一知半解。因此，在理解文章主旨和答題時便出現困
難。由此，中文科老師無論在教學上，還是工作紙的設計上，都以閱讀的四
個層次為依據，循序漸進，逐步提升學生的閱讀理解能力。在課堂上，老師
會在課文教學中引導學生掌握四層閱讀的思考模式；在每一份中文工作紙中
也設有「課文問答」部分，針對課文內容與主旨，進行層層推進的提問，從
而幫助學生理清課文的結構和思路，讓他們更細緻深入地理解課文。除此之
外，每個學段還設有兩份閱讀理解工作紙，讓學生透過不同的閱讀策略，加

強對文章的理解，從而達到分析、推
論、整合文章深層意義的能力。

	 	 	 例如在三年級的中文科工作紙
（一）中的第三題，就讓同學選出較欣
賞課文中哪一位主角，並說出原因，這
就需要同學在理解課文的基礎上進行思考，從而對人物的行為作出評
價；而在最後一題中，同學則會插上想像的翅膀，為課文中的主角——
北風和太陽再設計一場比賽，題目不僅創新有趣，還能激發和培養學生
的創意思維、批判性思維等多元化的高階思維能力，真是一舉多得。

	 	 	 由此可見，中文科在教學上著重加強提升學生的閱讀理解能力。通
過閱讀的四個層次幫助學生建立良好的思維層次，使他們在學習中文時
思路更清晰，解題時便能應對自如。

閱讀的四個層次

第一層：尋找資料	 第二層：簡單推斷能力

	 找出與閱讀目標有關的資料	 	 推斷事情的因果
	 找出故事的背景	 	 形容人物的關係
	 找尋字或句的定義	 	 總結論據的要點
	 找尋中心句或主旨	 	 歸納文章主旨

第三層：綜合并解釋文章文意	 第四層：仔細閱讀，評估內容、語言和文章的要點

	 明白文章的主旨或教訓	 	 評論文章資料是否完整或清晰
	 比較文章的資料	 	 評估文中的事情，會否在現實生活中發生
	 把文章資料應用在現實生活，並加以解釋	 	 形容作者怎樣設計一個出乎意料的結局

學生心得分享
	 我非常喜歡在中文課上學到了不同的閱讀技巧，並通過工作紙中的練習加以應
用與鞏固，近來，我覺得自己的閱讀能力提升了不少！例如中文科工作紙中的「課文
問答」部分，不但讓我們進一步理解並深究課文，而且有助我們歸納課文的主旨。其
次，透過對課文的提問，能提高我們的理解能力、分析能力和綜合能力，讓我們明白
作者通過文章想表達的中心思想。而在理解的過程中，也使我們對文章的結構更加清
晰。由此可見，學習不同的閱讀方法，可以增強了我們的思考能力，也能在做題的過
程中掌握更多答題的技巧，有利於我們打好語文基礎，在評估時便更得心應手了呢！ 5A	黃清朗

通過學習閱讀的技巧，我們閱讀中文圖書
的興趣也大大提升了呢！



新老師介紹
	 大家好﹗我是任教中國語文科及電腦科的李茵老師。有幸能加入九龍塘學校這
個充滿活力的大家庭，讓我每天都看到學生如煦的笑臉，他們讓我回想起自己的小學
時代。在懵懵懂懂的年紀，我對學習、未來存有許多未知的慌張，所幸當時得到不少
老師的敦敦教誨，以及家人鼓勵我勇敢地爭取心中所盼，因此造就今天的我。時至今
日，我仍記得五年級時，班主任對同學們語重深長的勸勉︰「勿以善小而不為，勿以
惡小而為之。」這句話深深印在我的腦海中，叫我在生活中努力實踐。希望每一位同
學都能找到生命中的座右銘，並用實際行動去證明文字的力量。
	 很多同學在摸索求學的過程中，經常會惑而不解，或者等待別人把答案送上。
常聞道︰「書本是精神的食糧。」不知同學有沒有找到「食物」的最佳烹煮方法呢？

李老師有一個小秘訣，只要持之以恆，必定對提高語文水平
有很大的裨益，方法就是在閱讀的時候提筆。這是甚麼意思
呢？其實有好幾種解讀，但前題是不要害怕把書本畫花(當然
借來的書本就不可以，要自己另找紙張作紀錄)。第一，在閱
讀的時候，把自己的感想或疑問寫在書頁上。當你在日後重新翻閱書籍時，你就能重
溫以前的想法，再進一步地思考；或者在幾年後找到更佳的答案，自我修正，務求能
「讀通、讀透」一本書，讓書本的價值發揮得淋漓盡致。第二，把不懂的字詞或句子
抄寫在筆記本裏，然後自行找出答案。一開始可能會有很多不會的生字，但時間愈
長，你閱讀的速度就會愈快，因為在自問自答的過程中，累積了不少知識。我用過來
人的經驗告訴你，在找到解答的一瞬間，那種滿足感絕對是非筆墨所能形容，令你對
寫筆記欲罷不能。
	 歡迎你們把對中文的疑惑或喜愛與我分享，期待同學能愛上中文，愛上閱讀，
找到屬於自己的學習秘訣。

	 大家好！
	 我是任教中文科的方麗賢老師！我還記得第一次到九龍塘學校時，就被這寬敞
優美的校園吸引，心想在這裏上課一定很快樂！不知道同學第一次踏足校園又有怎樣
的感覺呢？在求學的過程中，校園環境優美，固然是難得的條件，但更重要的是我們
的態度。每個人都「各有所長」，有的人學習能力高，有的人音樂天分高……我們應
該好好把握和發揮自己的天分，不可驕傲。與此同時，人亦「各有所短」，「人有所
短」並不可怕，只要我們接受自己有缺點，然後加以改善，就算是一點點的進步，已
是很了不起呢！因為這代表你不但有過人的勇氣面對自己的「不完美」，還有超卓的
智慧作出改進。盼望在KTS的各位同學，能在這裏享受優美的校園，認識良師益友，
學習知識裝備自己，為自己打造一片廣闊的天地。
	 不知道同學們閱讀時，是否曾有看過就忘的感覺？或者看長一點的文章就很難專
心看下去？我曾經也遇上這些問題，覺得閱讀並不像別人說的那麼有趣。或許，同學
試一下「對話式閱讀」這個方法，看看是否有效。
	 在你閱讀時，想像一下你是和作者在對話。當作者提出一些觀點或想法時，你可以想像成他是在對你說
這些想法，那你同意他的話嗎？你有類似的經驗嗎？你也可以和其他人對話，分享你的看法。這樣子，既可
以加深你對文章內容的印象，還可以讓你多思考呢！
	 我以前看了一本關於北韓的書，剛開始看時，由於書裏訪問了很多人，資料很
多，我看得有點亂。我當時只是籠統地認為作者想告訴讀者，書中所訪問的人士都是
十分幸運的一群，因為他們能夠逃離北韓的獨裁政權，可以開始新生活了！當我和朋
友分享時，我們都對作者提出了同一個問題，那些離開了北韓的人們是不是真的能從
此過快樂的生活呢？他們會不會遇上其他的困難呢？為了解答這個疑問，我又繼續看
這本書，發現雖然受訪人們的物質生活比以前改善了很多，但他們卻難以像其他人一
樣快樂。有些受訪者的家人還在北韓受苦，有些受訪者不能接受國家一直欺騙他們
的事實……我那時才發現：作者不單要我們珍惜現在所擁有的一切，更希望我們透
過閱讀，能了解別人未宣於口的真正感受，了解這個世界。總而言之，閱讀不單是
「看」，還要多和作者「對話」，了解作者真正的想法，多和朋友對話分享，能幫助
我們從不同角度想，想得更深入，這才會愈讀愈快樂！

這是老師看書期間寫的
筆記。

方麗賢老師

李茵老師



老師交流班
	 本年度學校鼓勵同學組織共同學習圈，同儕互相

學習，以提升同學之間的合作技巧及團隊精神。我們作

為老師，也不例外。因此，中文科科組會定期舉行交流

班，以提升老師的教學效能。老師透過互相分享教學經

驗，又或一同參與各老師的課堂，然後各取所長，改善

自己的教學策略。右圖為陸定逸老師的教學分享，那是

一節生動有趣的中文課，課題為《我的文具盒》。文章

主要內容是介紹「我」的文具盒，記述它的外形特點，

文具的種類和用途，以及「我」對它的珍愛之情。

	 陸老師為了引導同學歸納段意，便運用不同層次的提問及「漢堡包的結構」進行講解。

	 「漢堡包的結構」主要用來解釋結構段與自然段的分別，亦即把文章比喻成漢堡包，面層和底層麵包是

文章引子(猜有關文具盒的謎語)和感受

(表達「我」對文具盒珍愛之情)，在結

構上各成一段；而漢堡包中間的部分夾

着一層層的菜、肉和醬等內餡，這些部

分就是正文(介紹文具盒的外形、種類

及用途)，因此也結合為一段。陸老師

用具體的物件解釋複雜的概念，能有效

讓學生深入淺出理解結構段與自然段的

分別，從而歸納段意。各中文科老師觀

看此課節後，掌握了運用「漢堡包的結

構」來解釋結構段與自然段的分別及提

問的技巧，真是獲益良多。

陸老師在課堂上用不同層次的問題引導學生理解課文內
容，同學都專心地聆聽。

第一結構段第一自然段

第二自然段

第三自然段

第四自然段

第五自然段

第六自然段

第七自然段

第二結構段

第三結構段

這是《我的文具盒》的課文內容。



2015年度八十周年校慶
詩歌創作比賽得獎作品

五年級冠軍

遠遠的眺望着，

平房式的建築，

綠油油的草地，

是我的校園。

母校啊！

您給予我無限的夢想，

在您的懷抱裡，

我健康快樂地成長。

池中魚兒來回穿梭，

花間蝴蝶翩翩起舞，

樹上小鳥放聲高歌，

齊賀您踏入八十周歲。

5D	黃漮藍

四年級冠軍

當我坐在時光機，
穿梭了你的過去和將來，
看着你的變化。

少女時，
你已披着綠色的衣裳，
荷花池，葡萄樹……
一呼一吸都叫人舒暢，
引來了狂「蜂」浪「蝶」，
也引來了不少追求者。

4A	孔德叡

葡萄樹上，果實纍纍，
教室外內，人才輩出。
我愛你溫文有禮的舉止，
我愛你樸實的態度，
我愛你出眾，

愛你多不勝數的一切。

八十歲的你，依舊青春，
活力依然，裙下之臣，
各方各面洶湧而來。

你繼續孕育一代又一代，
像彩虹，像星星，像銀河，
閃爍發亮，多姿多采，

謝謝你讓我在你懷內成長。

三年級冠軍

《母校八十載》

慶節樂團齊表演

賀祝玫瑰金禧年

九里雲霄天天見

龍門場上朝氣展

荷塘池內魚跳躍

學術健康齊兼顧

校友師長情義重

八十載情繫於心

十載廿載再百載

周年復始永不朽

年年暢聚燒烤夜

記憶當年校園趣

念念不忘師所訓

3E	莊子賢

二年級冠軍

我的母校

你仿如一塊貴重的碧玉，

遠遠的獅子也為你靜默地守護每個晝夜，

八十寒暑，

磨練出你這曠世奇珍！

你又像一個茂盛的田園，

莘莘的學子也因你培育出豐盛的人生，

百載樹人，

繁衍出你那桃李滿門！

我深愛著這遍綠色國度，

不管春江夏蔭，

還是秋慶冬繼，

一生也願為您高歌起舞！

2A	林沛鋒

一年級冠軍

九龍塘學校

我的母校

您是一支燃點的蠟燭

引領黑暗中的我們走向光明

您是蔚藍浩瀚的知識海洋

我們在其中暢遊

您是大樹

我們是小草

在您的庇護下茁壯成長

您是慈母

用知識的乳汁餵養我們

在您八十歲生日之際

獻上我們真摯的祝福

生日快樂

1A	莊子逸

六年級冠軍

6B	李書慧

當歲月的畫卷在花開花落中無聲地展開，

當校慶的樂章在花草盛開的四月裏奏響。

親愛的母校，

哺育我成長的搖籃，

滋潤著每個學生的心。

黑板上，老師手中的粉筆，

譜寫出科學知識和人生哲理。

母校，我親愛的母校，

今天的盛典惟您獨尊，

我們以自己的知識，

為您慶祝八十歲的生日。



KTS校友小檔案

學習經歷
	 白先勇7歲時，經醫生診斷患有肺結核，不能就學，因此他的童年時間多半獨自度過。抗日戰爭時，他

與家人到過重慶，日本投降後，於1946年遷到上海和金陵。他曾就讀於南洋模範小學，後來於1948年遷居

香港，於1949年到九龍塘學校就讀四年級。白先勇在我校就讀之初，他的成績平平，可是他憑藉堅持不懈

的努力，最終在五年級考獲全班第一名。根據白先勇的回憶，他的中文成績尤其突出，當時的中文科老師十

分賞識他，不但在批改其文章時以「打紅圈」的方式讚賞寫得出眾的部分，同時會把他的佳作貼出來，展示

給同學欣賞。白先勇說這是莫大的肯定及鼓勵，以致他願意在中文下更多的功夫，奠定他走上作家之路的基

礎。不久之後隨着國民黨國共內戰的失敗，	白先勇在1952年移居臺灣。

文學氣質之培養
	 學富五車的白先勇在唸書時期便對文學產生濃厚興趣，亦因此而結識不少知己好友。

白先勇在紐約時報的訪問中講述他的童年因經歷戰亂而到處流離，不能好好地上學，所以

完全是靠自己看書。他表示透過多讀、多看(特別是古詩)便能培養文學氣質。從而得知，學

習語文最講究的是要沉浸在那一語言之中，中國古典詩歌有許多「養分」，是我們成長的

必需品。學校特別重視同學的文學修養，如果你們可以努力背誦《含英咀華》各古詩的一

字一句，仔細咀嚼《閱讀課選篇冊》中的不同古典詩詞、古典及現當代散文、新詩，定能

掌握更多的閱讀技巧和寫作策略。或者未來的你，也可以在創作上有一番成就。

白先勇與崑劇之緣分
	 白先勇在偶然的機會下觀賞了一場崑劇表演，自此便愛上了這種舞台藝術。他積極推

廣崑劇，更自詡「崑曲義工」。到底崑曲有何魅力，讓眾人迷倒在它的聲、色、歌、藝之

中呢？

	 崑劇亦稱崑曲，是中國一種以崑腔

來演唱的古典戲劇。崑劇之珍貴在於其深

厚的文化底蘊，它有極高的藝術和文學價

值。崑劇不僅得到中國人的喜愛，它更是

世界首批「人類口述非物質遺產代表作」

的名單中。崑劇強調人聲之美，可以清

唱，但也可以加上板鼓、笛子、三弦或提琴來營造氣氛。

	 崑劇演員在表演時，通過不同的身段、扮相讓觀眾對他們的身分一目了然。大抵

分為生(男主角)、旦(女主角)、淨(性格豪邁的男性)、末(年長男性)、丑(較詼諧的男、

女配角)，不同角色會有特定的手勢，例如俗稱的「蘭花指」就是旦的專利了。

	 圖片顯示的是出自《粟盧樂譜》的《秋思》曲譜，字旁邊的一排排斜字，就是工

尺(樂音符號)和板眼(節奏符號)。廣東俚語說人做事「有板有眼」，就是源自崑曲。

	 《長生殿》、《玉簪記》等經典劇目，情節起伏迭宕，是古人最愛的「電視

劇」，只要看過一次崑劇的表現，我相信你會為當中豐富的人物扮相、優美婉轉的歌

唱、細緻動人的身段而禁不住一看再看，欲罷不能。

《牡丹亭》的主
角在舞台上傾力
演出

姓名	 ︰	白先勇	(1937年7月11日出生)

職業	 ︰	小說家、文學家、崑曲製作人

現居地	︰	美國加州聖塔芭芭拉

代表作	︰《謫仙記》、《臺北人》、《奼紫嫣紅牡丹亭》、《牡丹情緣：白先勇的崑曲之旅》

楊校長與白先勇先生合照。

白先勇先生在2000年重返

母校，並為KTS題字。



校址：九龍塘金巴倫道2721地段
電話：2336 3802   網址：http://www.ktsps.edu.hk

顧問：楊美娟校長、梁綺華副校長
編輯：鄭燕玲主任、鍾慧媛老師
   陸定逸老師、周燕洲老師、李茵老師

語文笑話
	 去年暑假的一件事讓小明下定決心學好普通話。故事是發生在北京，當時小明

跟家人在北京旅遊，他們打算在當地嘗嘗地道的北京烤鴨，所以就挑選了一家老字號

的餐廳準備大快朵頤。坐下來沒多久，空調就出現故障，可是外面的氣溫高達三十八

度，小明一家人都熱得汗流浹背，所以就招來了服務員，希望能打開窗戶透透氣。

小明有禮貌地舉手，服務員看見了就馬上走到他跟前問︰「請問你需要甚麼呢？」

小明說︰「冷氣不凍了，我想要開窗。」服務員一聽，立刻

嚇壞了，抖着聲音說︰「我不動！我不動！你別開槍呀！」其他人聽見，全都臉色

不佳地盯着小明，老闆聽見後結結巴巴地說︰「你……你不要以為有槍就了不起，

我……我們可以找警察的！」小明聽後一頭霧水，心想︰我怎麼會有窗呢？哪有人

會背着窗戶出門？這裏的人都瘋了嗎？漸漸地，小明一家受不了大家的目光便落荒

而逃了。

	 後來，暑假結束後，小明在上課時才恍然大悟，原來當天自己鬧了一個大笑話呀！各位同學，你知道為

甚麼嗎？

	 其實，廣州話中的「凍」，普通話應該說「冷」，所以服務員聽到「不凍」，就以為小明讓他	

「不動」。廣州話的「窗」、「槍」是同音字，但普通話的讀音相差很遠：一個是chuāng (窗)	，一個是

qiāng（槍），聲母和韻母都不相同。所以同學不要理所當然地把廣州話讀歪一點點，就當作是普通話的讀
音，如果以馬虎的態度學習，只會鬧出大笑話。

資料來源：《啟思中國語文網》http://www.keyschinese.com.hk/weekly/021021.asp

	 大部分漢字，在最初的時候其實是一幅圖畫，只是隨

着時間的變遷，慢慢地演變成今天的寫法，比方說「慶」。

「慶」本身就有快樂的意思，在好事發生之際，我們會慶

祝，就像我校今年的八十周年校慶，全校的師生和家長都一

同慶賀。那麼「慶」在古代是怎樣寫的呢？會不會有別的意

思？讓我們一起來看看吧！

	 「慶」的甲骨文字是	 ，學者研究說「慶」的本義是喜樂，有人說︰古人造

字時，其實是把人快樂得手舞足蹈時的模樣畫了下來。再來觀察「慶」的金文，它的

金文是 ，看着看着，是不是又像是有一頭小鹿捧着一顆心呢？漢代有一位文字學

家許慎對「慶」字做了比較完整的分析，其實「慶」是代表人帶着禮物向他人祝賀，古人會

用鹿皮來包裝禮物，而禮物就代表着人們的心意。今年是九龍塘學校八十歲的生日，你們送

了甚麼禮物給學校呢？

	 不知道同學對「慶」字有沒有想到更合適的解讀方法呢？現在給你們一個挑戰，請運用

「校慶」、「慶祝」和「慶賀」寫下對學校八十歲生日的祝福，我想你們一定可以挑戰成功

的，加油！

「慶」的字型演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