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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教室四面牆
看莫慶堯中學如何實現語文教學電子化

�  洪營娟

這天啟思獲邀參加聖公會聖馬利

亞堂莫慶堯中學中文科電子學

習分享會，會後副校長陳志堅老師

帶我們參觀圖書館，提到學校為配

合長遠的電子學習發展，將會把圖

書館外的半露天空間改建為「明日教

室」，擴充圖書館空間，放置更多

電子閱讀設備，還設有售賣飲品

小食的茶座。不久之後，圖書館

將會換上全新面貌，活動空間更

開放，同學和老師都很期待。與

陳老師談到「電子教學」，我們覺

得，不論在傳統教學基礎上加入

電子化元素，或利用科技創造新

的學習體驗，也同樣要帶有破舊

立新、更開放的想像──電子教

學要有效地推行，成熟的技術、

妥善的設備都只是基本條件，一

切還是要由老師開始：跳出傳統

教學模式的框架，打破既有的教

學思維，方能帶領學生跨越教室四面

牆，開拓更廣闊的知識領域。

陳志堅老師是莫慶堯中學
副校長兼中文科主任，也
是學校推動電子教學的旗
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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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作紙盒眼鏡的方法很簡單，用卡
紙、魔術貼、透鏡等材料，加上智能
手機便可使用。

思源專輯

「北角」一段的360度片段

打破教室的局限 虛擬實景寫作教學

莫慶堯中學中文科去年配合小思、

黃燦然等作家的文章，以北角為題，設

計了一節虛擬實景（Virtual Reality）寫作

教學課。陳老師先用 360度全景拍攝器

材拍攝北角春秧街一帶風景，然後上載

片段和相片到網上。在課上，學生先把

手機放進紙盒眼鏡，就可以依據拍攝者

擬訂的路線，觀賞沿途全景的影像，老

師再與學生歸納場面描寫和細節描寫的

技巧。觀察完畢，就以「城市一隅」為題

寫作文章，抒發在北角的所見所感。

 寫描寫文，選材合適、描寫具體

很重要，由老師帶學生到現場作實地觀

察，當然是最理想的選材活動。然而，

安排學生外出甚為耗時，要在一個課節

內完成活動也實在困難。於是，莫慶堯

中學中文科老師試着從電子化的角度思

考解決方案：觀看虛擬實景片段，配合

陳老師預先錄製的市聲，令學生如同親

臨現場。陳老師表示，以往學生描寫事

物，很多時只會運用「人山人海」、「琳瑯滿目」等空泛、概念

化的形容詞，虛擬實景讓他們如置身現場，親自發掘能觸發他

們真情實感的寫作素材。2016年文憑試寫作能力卷閱卷報告指

出：一般考生多只能敍述事件的經過，對人物和場景的描寫較

為粗疏，未能寄託較為真摰和細膩的感情——陳老師認為虛擬
實景能「對症下藥」，為學生創設情景，讓他們直接取材，抒發

真情實感。

穿梭影像與文字間 跨時空的文學散步

小思在 1993年寫《北角》，開首提到：「英皇道368號，一

幢五層建築物，孤零零仍在那裏，彷彿是小上海最後一口喘

氣。」今天學生看到的英皇道已遍佈高樓大廈，街道面貌全然

改變。文章提到月園街以前是個遊樂場，有「巨大的摩天輪轉

又轉」；現在學生看到的卻是一幅印上新樓盤名稱的巨型橫額。

小思筆下的春秧街熱鬧擁擠，商販攤檔與電車軌距離僅可容

寸；今天學生再看，人潮依然，但攤檔位置以至商販與顧客的

關係已有明顯變化。昔日春秧街因有來自不同省份的人聚居而

先後有「小上海」、「小福建」的別稱，今天滿街都是各國遊客，

一片民族共融的景氣……這些比照都是很有意思的觀察。學生

從不同的發現中，生出「時代變遷、新舊交替」的感受，以此成

為下筆的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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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老師還分享了一段深刻的學生分

享：「在觀看錦屏街幸福辦館的片段後，

有學生說他看見辦館門前有一對外籍男女

悠閑地坐着聊天。他感慨地說，我們要是

在大商場裏的商店門前這樣聊天，必定遭

到驅趕，惟有舊街的老店才能保留着這一

份人情味。若不運用虛擬實景，學生自

由聯想，恐怕難有這樣的觀察吧？」虛擬

實景固然不能完全取代實地觀察的成果，

但陳老師說，班上大部分學生都不曾踏足

北角，在虛擬實景輔助下，他們只需用一

個眼鏡盒，便能「走出」課室，找尋豐富

的寫作材料，教學成效理

想，實在是低成本，高效益

的活動。

以學生為中心 實現自主教學

說到教學意義，陳老師強調這個活動實踐了電子學習的

一大目標──自主學習。「有別於老師在熒幕上播放影片或照

片，戴上紙盒眼鏡，學生可選擇視點，決定走哪條路，選取哪

些細節，寫哪些東西，可說是足不出戶地進行『文學散步』。

況且網上圖片的拍攝日期大都不明，拍攝角度也未必符合老師

需要，老師要自行預備合適的參考材料並不容易。採用虛擬

實景，這些問題都能解決。」

那麼，學生從網上地圖尋找實景，效果不也一樣嗎？「網

上地圖無遠弗屆，學生隨意瀏覽，老師難以掌握他們的『行

蹤』。虛擬實景由老師拍攝，選擇哪些街道作仔細觀察，老師

可以初步篩選，再交給學生發揮。」雖然自主學習強調由以教

師為中心的教學模式轉向以學生為中心的學習模式，但讓學生

自主並不等於完全放任他們，老師的角色仍然重要，他們既

要協助學生篩選學習材料，選定學習範圍，也要給予適當引

導，而莫慶堯中學的虛擬實景寫作教學就準確拿捏了這範式轉

移之間的平衡。

跨越級別的界限 校內寫作平台

除了打破時間和空間的限制，中文科還希望打破「寫作只

發生在寫作課上」的局限，進一步推動寫作和分享的風氣，

因此製作了一個讓全校學生自由分享的寫作平台──「指掌步

履」校內寫作平台。學生把相片上載到平台，加上文字創作，

長短不限，老師和同學都可以回饋意見，平台亦設「讚好」功

能及排名榜，鼓勵同學分享。這聽起來不就是「面書」嗎？陳

老師笑言：「平台的功能的確像 Facebook和 Instagram，但與

虛擬實景寫作教學的設計一樣，平台由老師管理，只限創作與

分享。這平台是寫作教學的下一步，讓學生先在寫作課上有

文字和影像的『輸入』，然後在寫作平台上『輸出』。平台劃分

了不同創作主題，如城市、生活、節日等以便分類，老師還可

以發佈特定題目，學生在指定日期前上載文章，經徵集、整理

後，便有足夠作品出版文集。」

在手機程式上看幸福辦館的虛擬實景。



9思源專輯

一個平台就凝聚了全校分享創作的風

氣，還能協助徵集學生投稿，難怪廣受其

他學校歡迎。「早前我在教育局講座上介

紹過這平台後，不少老師都大感興趣，希

望我們協助他們編寫類似的寫作平台。我

們計劃通過聯校共用寫作平台以舉辦聯校

寫作活動呢！」這些「自家製作」的電子

工具還有一大好處，就是具備優化空間，

陳老師對寫作平台的發展已有長遠計劃，

表示未來會在平台增設搜尋作家文章的功

能，銳意把它發展成讀寫結合的平台。

減輕教務的重擔 文言篇章練習、錄音改作文程式

寫作軟件以外，陳老師也因應

考試需要，設計了幫助學生温習的

手機應用程式──「十二篇指定文

言篇章學堂」，以應付 2018年文

憑試閱讀卷新增的指定文言篇章考

核。陳老師與資訊科技部門研發了

手機應用程式，提供大量與十二篇

指定篇章相關的選擇題。題目設有

不同分類，學生可按篇章、程度、

主題、思想等分類選擇題目，也可

「虛擬實景寫作教學」問  與 答

問 	 如何製作虛擬實景片段？過程複雜嗎？

答 	 製作過程很簡單。以北角為例，我編定路線後，先後到北角堡壘街、月園街、春秧街、錦屏街，途

經衞理堂、華豐國貨、皇都戲院、新光戲院，沿途拍攝照片及視像片段 ( 以春秧街為主，約2–3分
鐘），全程約45分鐘。回校篩選照片，補上檔名、地點，最後上載至網站，就完成了。

問 	 如何在一節課內完成寫作教學？

	 陳志堅老師提供的教學流程如下：

時間	 目標	 內容	 教材及工具

引言（10分鐘）	 複習已有知識	 描寫手法指導：細節描寫、場景描寫。	 筆記

第一部分（20分鐘）	 學習觀察與組織		 觀看虛擬實境片段，觀察北角景點。	 	工作紙、平板電腦／紙盒眼鏡

第二部分（15分鐘）	 分享及討論	 與影像對讀，掌握文章的事、景、情、理。	 工作紙

總結（5分鐘）	 鞏固學習	 總結學習重點	 ／

課後	 課後學習	 課業（寫作文章一篇）	 	工作紙，及於家中電腦或手
機重温片段。

問 	 這種教學形式還會發展下去嗎？

答 	 除了北角，我們還設計了觀賞元朗大棠紅葉的路線。我們認為這種教學形式很有

效，想大力推廣。莫慶堯中學將與香港中文大學香港文學研究中心及學習科學與科
技中心合作，根據香港文學研究中心「香港文學地景資源庫」內香港十八區的文章，
陸續拍攝各區虛擬實景的路線及設計工作紙，望在兩年後完成，供學界使用。

香港文學地景資源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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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隨機作答，每次十題，重新載入後提供另一些題

目，除了考問字詞解釋外，還有理解文章內容、掌

握作者思想感情等較高層次的題目。程式更設有排

名榜，讓學生了解自己的作答水平。

反覆作答，總會遇上相同的題目，學生豈不一

看題目便知道答案？「這正是我們想要的效果！文憑

試指定篇章的題目與老師擬設的應該差別不大，學

生通過反覆練習，熟記考問內容，就能達到温習的

目的，而且他們做得愈熟練，效果愈理想。」陳老師

補充，閱讀卷甲部考核的是指定文本，訓練方式與

乙部應該有分別，由應用程式來輔助學生温習，便

能省去老師部分心力。

 減省教務並非推行電子學習的主要動機，但

若然科技能協助老師更快更有效地完成工作，騰出

更多教學時間，受惠的還是學生，像莫慶堯中學去

年在中一級試行的「凌雲健筆」錄音改作文應用程

式，效果就十分理想。老師收到學生的文章，只

需在紙上批改文句，然後登入程式，錄下口述評語

並給分，既節省批改時間，學生也可獲得詳細的評

語。「老師批改作文，由於時間所限，評語往往不

會很多，評語錄音讓學生隨時收聽，是最直接而有

效的改善方案。」這程式的設計理念類似早年中文

大學何萬貫教授提出的「錄音帶改作文法」，同樣

是以口述評語代替手寫批改，可惜當年技術有限，

使用錄音帶也不甚便利，意念難以普及。隨着科

技進步，這理念在今天不但得以實行，還可加以改

良。陳老師表示，程式會繼續改良，下一步新增文

章掃描上傳的功能，這些批改紀錄積累下來，成為 

學生在中學階段的「寫作履歷」，有利老師照顧學習

差異。

消弭電子教學的困惑 教學目標為主，電子工具為輔

聽過陳老師介紹一系列電子課件，筆者大開眼

界之餘，亦訝異老師們的力量，畢竟製作這麼多精

妙貼心的電子課件，技術和魄力缺一不可。陳老師

說，開發的技術有賴校內資訊科技部門一位精於編

寫程式的高手，執行的魄力則來自老師對提高教學

效能的需求。「電子教學的根本目標不是『應用電

子工具』，而是『提高學與教的效能』和『實踐自主 

學習』，因此它是否成功，關鍵不是採用了甚麼電子

工具，而是這些工具如何有效地幫助教學。」釐清了

運用電子工具的最終目的，一切計劃便能帶目標地

開展。

陳老師還強調，電子工具須按科目『度身訂

造』，方能發揮最大的作用。他們以往也用過一些免

費教學軟件，這些軟件的確令教學更便捷順暢，可

惜始終未能有效改善中文科的教學效能，於是老師

便與負責資訊科技的同事商量，設計具針對性的電

子學習方案。「不少學校推行電子學習，都是由負責

資訊科技的人員牽頭，由他們介紹常見的電子軟件

錄音改作文程式操作簡單，給分、評改十分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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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平台予各科老師，老師不了解這些工具的特點，

就沒有興趣發掘和使用。我校則是由各科老師提出

需要，再向負責資訊科技的同事查詢對應的方案。

以中文科為例，老師提出學生有寫作浮泛的問題，

資訊科技部門便介紹虛擬實景技術；老師表示改作

文寫評語耗時，他們便提議編寫錄音改作文的程

式；老師為了出版文集缺乏投稿而苦惱，他們便製

作了校內寫作平台……」這本末之間的差別，看來

就是決定電子教學成功與否的關鍵。

後記 電子學習的關鍵是……

走在莫慶堯中學的電梯口和走廊轉角處，總會

看到一塊又一塊的「文藝青年」告示板，上面是一些

手抄的新詩和散文片段，有西西的詩，陳之藩、鍾

怡雯的文章。「文藝青年」是校內推動語文藝術的學

生組織，陳老師是旗手，帶領同學舉辦多元化文藝

活動，如讀書會、攝影會等，藉此推動校園的文化

藝術氣氛。說着說着，陳老師又不自覺地把話題拉

到電子學習上，「老師不必把電子學

習想得太複雜，其實把攝影、錄像等

多媒體元素融入教學之

中，加以發展，已經是

很有效的電子學習活動

了。」聽陳老師娓娓道出

電子學習的實踐是多麼

容易，積極勉勵同業以

樂觀開放的心態了解電

子教學的好處，倒令筆

者覺得，不論採用甚麼

教學方法，老師時刻心

繫學生、秉持教學的熱

情，才是決定學習成效

的關鍵。 

「 老師需要的不是技術，
  而是耐性。」

陳老師口中編寫程式的「高手」，就

是莫慶堯中學資訊科技行政主任劉安立

老師，訪問中提及的電子教學程式和平

台都是他的傑作。訪問當日，劉老師也

分享了對電子教學的

看法，他認為推行電

子教學，首要的不是

技術，而是耐性，不

應求一蹴而就，而

要逐步實踐。「我能

開發這些課件，全

賴學校有良好的配

套，如穩定的無線網絡傳輸。

現時本港學校電子學習的起步點普遍不

高，要老師自行製作電子軟件，言之尚

早。老師不妨先從免費軟件開始，按各

科需要，了解這些軟件如何幫助教學，

並加以善用。待學校設備和基礎條件成

熟後，再自行開發也不遲。學校也可以

申請政府的資助，聘用電子科技公司編

寫教學程式。若要自行研發電子軟件，

老師就必須掌握一、兩套編程語言，如

Java script、Pythom，並從簡單做起──

編寫學校網站開始。」

劉安立老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