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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世教育改革，進行模式雖多變，但究其核心，總不離提升學生

的生活能力。以中國語文科為例，課程發展議會與香港考試及評核局

聯合編訂 (2007)	《中國語文課程及評估指引（中四至中六）》「學習目標」

一項指出：

語文是生活中最主要的傳意溝通工具，……讀寫聽說要求準確、

流暢、得體，滿足學習、生活和日後工作上的需要。（頁10）1

課程文件也強調「語文與生活息息相關。有效的語文學習不應只限

於課堂，而要延展到日常生活中。語文學習必須充分利用學生的生活

經驗，並配合社會大語文環境……以拓寬學生的語文接觸面，增加他

們使用語文的機會，最終取得全方位學習的效果。」（頁12）2

語文離不開生活，語文教學也不可脫離現實生活，包括學生在生

活中經常接觸的普及文化。所謂「普及文化」，是指那些廣泛在民間流

傳，並且受到普遍歡迎的產品和生活方式3。「普及文化」得到大眾認同

和歡迎，也反映大眾的生活方式、生活態度及價值觀。普及文化的形

式很多，包括流行曲、電影、漫畫、廣告等。

流行曲是香港受歡迎的普及文化之一，中文流行曲（在本文指以粵

語／廣東話唱出的流行曲）自七十年代開始普及，一直佔着香港樂壇的

領導地位，欣賞中文流行曲也成了香港市民每天的「例行節目」4。流行

曲也是不少青少年的成長伴兒。一項網上調查發現，60.34% 青少年每

星期花至少4小時聆聽流行曲5。張志儉 (2003) 進一步指出，教師在課

堂採用學生感興趣的普及文化，能將原來沉悶的課堂變得充滿樂趣6。

引領學生面對生活、學會生活，正是新世紀教育的重點目標。然

而，中文教師對流行曲的態度如何？教師於中文課堂可以如何利用流行

曲教學？本文以下將利用一個調查研究及兩個課堂觀察為例加以論述。

善用 普及文學， 
　　活化 語文教學 
 ── 以流行曲為例

	文：何志恆博士
香港教育學院中國語言學系助理教授



33杏 壇 點 滴

語文教師對中文課堂應用流行曲的看法

筆者以問卷調查方式收集前線語文教師對中文

流行曲的看法，共邀請了25位教師填寫問卷，其中

9人（36%）任教中學，16人（64%）任教小學，受

訪者的教學年資由1年至20年不等。

調查發現前線語文教師大多認同中文流行曲的

教學作用：超過九成受訪者認同中文流行曲「可協

助渲染情感」和「能吸引學生的學習興趣」（23人，

92%），其次是「刺激學生思考」（18人，72%）。也

有接近七成受訪者認同中文流行曲「能配合語音教

學」、「帶給學生文學養料」（17人，68%）。

至於最需要用中文流行曲的教學範疇，最多受

訪者選擇「情意教學」（13人，52%），其次是「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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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教學」（11人，44%），以及「文學教學」（9人，

36%）。關於流行曲的教學效能，認同中文流行曲對

中文教學「有效」的不足四成（9人，36%）；但有接

近六成受訪者表示課堂使用中文流行曲「部分有效」

（14人，56%），只有1人 (4%) 認為「沒有效用」。

談到使用中文流行曲的憂慮，受訪者最擔心「歌曲

內容難以掌握」（10人，40%），其次是「學生過度

興奮，不守規則，影響教學流程」（8人，32%）。

語文教師使用中文流行曲的課堂實踐

問卷調查顯示雖然不少教師認同中文流行曲的

教學作用，但也有不少教師擔心「歌曲內容難以掌

握」。究竟教師可以如何在課堂發揮流行曲的教學作

用？筆者以下將借用兩個觀課個案加以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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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一

教師甲在一所第一組別學校任教中三級，

這一節課的教學重點是微型小說《打錯了》（作

者：劉以鬯）。教師列出的教學目標包括（一）

認識小說的三種要素：人物、故事情節、環

境；（二）通過比較突出主題的寫作手法，點出

造成故事差異的微妙之處。

教學片段

《打錯了》故事講述主角大學畢業，前途

一片光明，而且結婚在即。一天，主角相約未

婚妻看電影，卻在赴約途中遇車禍慘死。教師

教授故事內容後，引領學生思考故事的中心思

想。教師跟着出示另一故事情節版本：男主角

在出門前的一刻，收到一個打錯了的電話，使

他僥倖逃過鬼門關，成為意外的目擊者。

教師請學生比較兩個故事的不同結局，引

出故事情節的細微偏差，例如一個打錯了的電

話，足以導致主角命運逆轉。這時，教師播放

流行曲《留給最愛的說話》（主唱：張麗瑾、鄭

丹瑞），男主角與女主角相約見面，男主角還帶

同戒指準備向女主角示愛，可惜命運弄人，死

於非命……

打錯了 !

教師提問

生命中我們有很多意想不到的事情，試想

如果歌曲中的男主角在赴約前也接到一個打錯

了的電話，他的下場會是怎樣？這時學生反應

熱烈，提出很多不同的可能結果，例如遲到了

給女朋友責駡，或逃過車禍……

觀察分析

故事情節、佈局與想像都是文學學習的重

要環節，教師利用一首情節類近的流行曲激發

學生思考不同的故事情節對故事結局的可能影

響，不但引起學生的討論興趣，也深化了學生

對小說故事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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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二

教師乙在一所第三組別學校任教中三級，

這一次教學的目標是學生能分辨借物抒情和借

事抒情兩種抒情手法。

教學片段

教師播放《苦瓜》（主唱：陳奕迅），然後

問學生：《苦瓜》用了哪一種抒情手法？有些

學生說是「借物抒情」，因為歌曲寫出苦瓜的

苦……；也有學生說是「借事抒情」，因為歌曲

寫出作者吃苦瓜的感想……

教師並沒有立刻說出答案，跟着以兩篇學

生已習課文——周敦頤《愛蓮說》及魯迅《風箏》

引導學生重温借物抒情和借事抒情兩種抒情手

法。然後，教師再提問：《苦瓜》用了哪一種抒

情手法？這時，較多學生能說出《苦瓜》一曲其

實是借人們吃苦瓜感悟人生。

觀察分析

《苦瓜》一曲，作者借吃苦瓜一事發揮，

運用的是「借事抒情」手法。如果學生沒有

細心聆聽、理解歌詞，以及對借物抒情和借

事抒情兩種抒情手法有充分認識，便很容易

張冠李戴。教師這一節課應用了流行曲，成

功吸引學生的注意力。學生很留心聆聽，也

很踴躍回答，雖然未能即時提供準確答案，

但已營造了熱烈的討論氣氛，有利課堂推

展。即使重温已習課文，學生也不覺乏味，

因為教師已經製造了懸念，學生也渴望知道

答案。當老師揭示答案的時候，學生的反應

也就更熱烈了。

討論：中文流行曲與語文教學之關係

本文通過訪問調查，發現前線教師對中文流行曲普遍持較正面的看

法，認同流行曲可起着包括「協助渲染情感」、「吸引學生的學習興趣」、「刺

激學生思考」等教學作用；不過，不少受訪者仍然擔心「歌曲內容難以掌握」

或「學生過度興奮，不守規則，影響教學流程」等問題。



 思 源 ．  2 0 1 2 ． 第 二 期36

7
	黃明樂 (2009)《港孩》，香港：明窗出版社有限公司，頁91。

然而，兩個課堂實踐個案顯示中文流行曲不但

可以「協助渲染情感」、「吸引學生的學習興趣」、「刺

激學生思考」，還可以針對不同的課題，應用於不同

程度的學生上，即使是語文能力稍遜的學生，聽到

喜歡的流行曲，也會投入學習，「學生過度興奮，不

守規則，影響教學流程」的憂慮或許是不必要的。

	同時，兩個個案都說明教師不一定要運用最

新的、最流行的歌曲，才可產生教學作用，即使是

八十年代的《留給最愛的說話》，原來對現在的中

學生仍然可以產生一定的吸引力。只要歌曲旋律優

美，而內容又能針對學習課題的話，都是教師可以

發揮的教材。

另外，兩個個案都清楚顯示教學目標是教師使

用中文流行曲的關鍵項目，教師不但要針對教學目

標選擇教材，也要因應教學目標剪裁教材，加以利

用，從而配合學生的能力及興趣，以發揮更大的教

學效能。

黃明樂在《港孩》一書說過：「生活，是最好的

教科書。」（頁91）7語文是思想的載體，它源於生

活，又應用於生活。如果教師能夠對中文流行曲的

內容有正確認識，並能掌握在課堂裏運用大眾傳媒

的材料作教材的教學策略，便能拉闊學生的學習空

間，結合生活於課堂，感受到課堂學習的實踐性和

趣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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