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高中學生閱
讀文言文的困難
及現行中文科文
言文教學的成效

香港中文大學課程與教學學系

劉潔玲博士



研究簡介



背景資料

 研究資助機構及項目：語文教育
及研究常務委員會研究與發展項
目 2015-16

 研究時間：為期18個月，由2016

年4月1日開始至2017年9月30日
結束。



研究目的
 從字詞認讀和篇章理解兩個層次了解香港不
同語文能力高中學生的文言文閱讀能力水平。

 從字詞認讀和篇章理解兩個層次了解香港不
同語文能力高中學生閱讀文言文時遇到的具
體困難。

 比較不同的閱讀教學模式對提高不同語文能
力學生文言文閱讀能力的成效。

 從研究結果歸納出有效促進不同語文能力學
生文言文閱讀能力發展的教學策略。



研究對象

學校代號 學生人數 學生能力水平 主要採取的文言文教學模式

1 139 第一組別 以文化主題重新組織單元，
以傳統講解模式為主。

2 132 第一組別 以文化主題重新組織單元，
傳統講解結合學生主導活動。

3 99 第三組別 按教科書的單元設計，傳統
講解加上電子學習活動。

4 84 第三組別 按教科書的單元設計，以傳
統講解模式為主。



研究工具

測量重點 研究工具

學生文言文
閱讀能力

• 語譯測驗 (語譯詞語、句子)

• 閱讀理解測驗 (記敘文及論說文各一；三類
題目：詞語解釋、整合內容、伸展內容)

學生文言文
閱讀困難

• 問卷 (字詞困難、缺乏理解策略、缺乏相關
知識)

• 學生訪談

學生文言文
閱讀動機

• 問卷 (自我效能、內在動機、外在動機)

• 學生訪談

中文科文言文
閱讀教學

• 問卷 (教學內容、教學方式)

• 學生訪談
• 觀課



香港中學生
文言文閱讀
的表現、困
難與動機



語譯測驗的結果
 學生在語譯測驗的表現欠佳，其中語譯短句的表現
比語譯詞語更差。

 前後測採用相同試卷，學生在後測的全份試卷、語
譯詞語和短句的得分均比前測有顯著的進步。

試卷各部分 (總分) 測驗時間 平均分 答對率 t值

全卷 (60)
前測 16.19 31.14% 3.76***

後測 18.01* 34.63%

語譯詞語 (20)
前測 7.67 38.33% 3.40**

後測 8.48* 42.39%

語譯短句 (40)
前測 8.53 26.65% 2.65**

後測 9.53* 29.79%

註：t值屬正數代表後測比前測高分，負數代表後測比前測低分。** 代表 p<.01; ***代表 p < .001。



語譯測驗的結果

學生較佳的表現：

 能掌握常見虛詞的字義。

 當文言字詞的意思或句式跟現代漢語相似
時，學生表現會較好。

 對簡單的判斷句、被動句和反問句掌握較
佳。

 學生多不熟悉文言文的句式，但如果句子
的詞語淺白，他們多能憑語感譯出相近的
意思。



語譯測驗的結果

學生較弱的表現：

 未能掌握生僻字的字義，少運用首部猜字義。

 當文言字詞的意思跟現代漢語不同時 (古今異
義)，學生多會誤以現代字義解釋古義。

 未能辨識通假字，多誤作本義解釋。

 多未能掌握文言文的特殊句式，不熟悉文言
文句式的標誌詞。

 句子詞語的深淺以及上下文是否有明顯線索，
對學生理解句意的表現有明顯的影響。



文言文閱讀理解測驗的結果
 學生在閱讀測驗的表現欠佳。他們在記敘文的表現較論
說文略好。在三類題目之中，表現最好的是整合題，其
次是伸展題，最差是詞語解釋。

 前後測採用不同試卷，學生在後測的全份試卷及大部分
題目均顯著退步了。

註：t值屬正數代表後測比前測高分，負數代表後測比前測低分。*** 代表 p < .001。

試卷各部分 (總分) 測驗時間 平均分 答對率 t值

全卷 (60)
前測 21.24 35.40% -8.32***

後測 18.94 31.57%

文體：記敘文 (30)
前測 11.17 37.22% -2.21***

後測 10.99 36.64%

文體：論說文 (30)
前測 10.07 33.56% -10.89***

後測 7.95 26.49%

層次：字詞解釋 (20)
前測 4.13 20.65% 1.19

後測 4.55 22.75%

層次：整合 (20)
前測 10.10 50.48% -14.31***

後測 7.63 38.16%

層次：伸展 (20)
前測 7.02 35.08% -2.18***

後測 6.75 33.74%



學生在語譯詞語的表現：

 能掌握常見虛詞的字義。

 當句子大部分字詞較淺白時，就算遇到
特殊的詞語或句式，學生都會較容易猜
測到字義。

 當句子的字詞較深或上下文未有明顯線
索時，學生多未能猜出特殊詞語 (例如
生僻字、通假字、古今異義)的字義。

文言文閱讀理解測驗的結果



學生在理解篇章內容的表現：

 學生理解篇章的能力較字詞解釋為佳，多能
掌握篇章大意。

 學生理解記敘文比論說文的表現為佳。

 學生表現較好的題目多屬考核整合能力的題
目，學生對理解故事主要情節、人物性格、
論說文的論點和關鍵句掌握較佳。

 學生表現較差的整合題為考核記敘文的高潮
情節以及議論文首段或末段的作用，反映學
生對文體結構的掌握較差。

文言文閱讀理解測驗的結果



學生在理解篇章內容的表現：

 學生只在考核人物性格的伸展題表現較好。

 學生表現較差的多屬伸展題，包括考核故事的深
意、人物言行背後反映的觀念、作者論述的深層
道理以及連繫文化或歷史知識解釋文意等。

 學生一般在選擇題或只須抄錄關鍵句的題目表現
較開放題為佳。從訪談結果得知，這跟學生的文
言文字詞能力不足有密切的關係，因學生只能明
白文章大意，當題目有選項可選或直接可從文中
抄錄句子時，他們較易猜出答案，但就難以應付
須以自己文字作答的開放題。

文言文閱讀理解測驗的結果



 字詞認讀層次

 學生認識的文言文語譯策略很少，他們最常
用的是上文下理猜字義或句義，其次是加字/
配詞法。

 部分學生曾提及利用詞性、標點或字詞在句
子的位置猜詞義；利用部首猜字義；利用對
句推斷詞意句意；結合歷史知識理解字/句義；
以及利用不同讀音猜通假字的字義等。

 能力較高的學生多會結合使用超過一種策略
或文言知識猜測字義。

學生閱讀文言文的策略



 篇章理解層次

 學生在訪談時較少主動提及篇章理解層次的
閱讀策略，在追問後較多人提及的是找中心
句和概括文章主要話題。

 由於學生閱讀文言的能力較弱，當他們未能
看明白篇章內容時會運用一些簡單的推斷內
容方法，包括利用試卷題目中的資訊理解原
文篇章；利用標題看懂故事的開頭，補充猜
測故事情節；結合歷史知識或常識經驗；聯
想曾學過文體相似的篇章輔助理解；運用排
除法答題等。

學生閱讀文言文的策略



學生閱讀文言文的困難

 學生在前後測三類閱讀困難的平均分反映他們普
遍感到閱讀文言文很困難。

 經過一年的學習後，學生在後測問卷的平均分並
沒有顯著的改變。

註：兩次問卷結果沒有顯著差異。

問卷項目
填卷
時間

平均分 (1-6) t值

字詞層面的困難 前測 4.06 1.76

後測 4.14

欠缺理解策略 前測 4.07 .65

後測 4.11

欠缺背景及內容知識 前測 3.92 .23

後測 3.91



 字詞認讀層次

 很多學生用「困難」來形容學習文言文的感受。

 學生多提及在字詞層面的困難，包括生僻字、
通假字、一詞多義、古今異義、詞類活用、倒
裝句、省略句等。

 學生提到文言字詞的意思很多，又有很多句式，
縱然遇到曾經學過的字詞或句式，很多時也難
以判斷正確的意思。

 很多學生提到會因為不明白字義或未能辨識特
殊句式，以致影響對句子和文段的理解。

學生閱讀文言文的困難



 篇章理解層次

 學生較少主動談及篇章層次的閱讀困難。

 在追問下，較多學生提到的困難為難以明白文
章的深意，不熟悉篇章中的文化或歷史知識，
以及難以歸納概括主旨。

 其他困難包括猜不出作者心情；文章篇幅長，
且內容過於曲折、變化較多時會影響理解；對
於和日常生活距離較遠的內容感到陌生，未經
歷過古人的經驗，難以明白或切身體會作者當
時的情懷；以及古文多較為隱晦，令人難以猜
出作者背後的寫作目的。

學生閱讀文言文的困難



學生閱讀文言文的動機
 兩次問卷學生的自我效能感和內在動機都很低，外在
動機則屬中等，反映學生主要的學習動力為應付考試。

 學生在後測問卷的外在動機有輕微下降，但自我效能
感和內在動機沒有顯著改變。

問卷項目
填卷
時間

平均分 (1-6) t值

自我效能感 前測 2.68 1.27

後測 2.75

內在動機 前測 2.56 1.93

後測 2.66

外在動機 前測 3.65 -2.04*

後測 3.56

註：t值屬正數代表後測比前測高分，負數代表後測比前測低分。** 代表 p < .05。



重要性

 大部分學生認同文言文的重要性，認為有
助認識中國文化傳統，了解古代的社會和
生活，應該學習文言文。少部分學生認為
文言文不應列為必修，可以只讓對文學有
興趣的同學選修。

 大部分學生認為不應考核文言文，因為現
今生活不會用上文言文，現時學習文言文
只是為了應付考試，而且文言文考試太難，
對學生造成很大的壓力。

學生閱讀文言文的動機



興趣

 學生大多表示不喜歡學習文言文，因為：(1)
文言文很困難，現時的考核方式很艱深，
學生在考試中取得很低的分數，以致對文
言文產生反感；(2) 文言文無實用價值，在
現代生活用不著，學習文言文只為應付考
試，難以產生興趣。

 少數學生表示喜歡閱讀文言文，因為：(1)
具挑戰性，由看不懂到看得明白會很有成
功感；(2) 可以了解古人的生活和文化。

學生閱讀文言文的動機



香港中學中
文科文言文
閱讀教學的
情況



文言文教學的內容

 學生和教師問卷的結果反映教師經常進行文言文
教學，四所學校的教師用在篇章教學的時間均較
古漢語教學為多。

 後測問卷反映教師這年花了更多時間在篇章教學。

註：t值屬正數代表後測比前測高分，負數代表後測比前測低分。** 代表 p<.01。

問卷項目
填卷
時間

學生問卷
平均分
(1-6)

t 值
教師問卷
平均分
(1-6)

古漢語知識及語譯策略 (言) 前測 4.16 1.51 4.53

後測 4.26 4.60

篇章理解和賞析 (文) 前測 4.33 3.19** 4.69

後測 4.51 5.28



篇章教學 (文)

 觀課和訪談同樣反映各校教師較偏重課文
教學，教師最經常教授的內容包括：有關
作者和寫作背景的知識，解釋字詞或語譯
課文，分析作品的情感和寫作手法。

 不同學校或同一學校的不同班別，教師處
理課文教學的方式有差異，有些較偏重課
文的背景知識，詳加講解歷史背景、文化
知識和作者的寫作原因，有些則較偏重課
文的字詞解釋，會仔細逐字逐句解釋。

文言文教學的內容



古漢語知識和策略教學 (言)

 不同學校和班別在教授「言」方面的內
容有很大差異，部分教師會配合課文教
授或重溫古漢語的特點或閱讀策略，部
分班別則完全不教。

 學生多依賴文言課文的精讀或補充教材，
自行語譯課文字詞的能力不足。

文言文教學的內容



文言文教學的方式
 各校教師最經常採用講解背誦的方式教文言文，其次
是能力訓練，較少採用培養興趣和課外自學的方式。

 整體學生後測問卷在培養動機和課外自學的平均分增
加了，但四所學校的前後測比較結果各有不同。

註：t值屬正數代表後測比前測高分，負數代表後測比前測低分。*代表 p<.05; *** 代表 p < .001。

問卷項目
填卷
時間

學生問卷
平均分

t 值 教師問卷
平均分

講解背誦 前測 4.43 .33 4.94
後測 4.43 4.93

能力訓練 前測 4.13 .91 4.26
後測 4.17 4.23

培養興趣 前測 3.51 4.27*** 3.97
後測 3.77 4.49

課外自學 前測 3.41 2.37* 3.64
後測 3.55 3.91



講解背誦及能力訓練

 訪談和觀課同樣發現各校教師多以傳統的
講解背誦模式為主，教授文言文時最經常
採取的方法是講解、派筆記、做練習或公
開試題、背誦和默書。

 教師一般會加入能力訓練的教學活動，包
括引導學生分析、評論或比較課文；先教
文言知識或語譯策略，再由學生在課堂上
自行或分組語譯課文部分段落；抽出課文
一些重點或難點，教授閱讀的方法等。

文言文教學的方式



 培養興趣：部分教師會以生活化的例子解釋課文
的內容，配合課文教學播放影片，或設計小組討
論問題，鼓勵學生思考課文內容或應用課堂所學。

 課外自學：學校一般很少採用課外自學的教學模
式，只有其中一所學校採用「翻轉教室」的形式，
較多讓學生有課後自學的機會。部分學生提到低
年級時教師曾要求他們做網上的文言文練習，但
成效不大，因為大部分同學都不做或馬虎應付。

 各校均以講解背誦和能力訓練的教學模式為主，
但不同學校及班別在採取各種模式的程度上有一
定的差異。

文言文教學的方式



影響學生文
言文閱讀表
現的因素



 統計方法

 共變數分析 (ANCOVA)：以前測分數為控制變
項，比較同一組別兩所學校的後測成績。

 淨相關分析 (Partial correlation)：先控制學校
組別，再分析不同變項之間的關係。

 研究結果

 教學因素對學生文言文閱讀成績影響不大。

 學生的個人因素 (文言字詞能力和動機) 跟他們
的文言文閱讀理解測驗的表現有密切的關係。

 教學因素跟學生的動機和困難觀感有顯著關係。

量化分析的結果



 影響學生文言文閱讀能力的個人因素

 字詞認讀能力

 古漢語知識

 語譯策略

 詞彙量 (積累)

 篇章理解能力

 字詞能力

 理解策略 (白話文的遷移作用)

 內容知識 (作者、歷史、文化等知識)

質化分析的結果



 影響學生文言文閱讀學習的教學因素

 教學內容

 文：課文教學有助學生掌握課文的內容及
增進閱讀文言文的內容知識。

 言：古漢語知識和語譯策略教學的成效會
受兩項因素影響：(1) 學生的能力和動機，
很多時只有少數同學會主動應用所學回答
教師的語譯問題；(2) 教師是否有意識設
計問題或課業引導學生應用所學，否則學
生只能記得一些術語，未能有效應用。

質化分析的結果



 影響學生文言文閱讀學習的教學因素

 教學形式

 教師主導的教學模式

• 正面：學生閱讀文言文的能力和信心不
足，教師直接講解，配合有筆記或工作
紙，有助學生明白課文內容，積累古漢
語知識和詞彙。

• 負面：學生依賴教師，難以發展自學能
力；課堂氣氛沈悶，第三組別學生特別
容易失去學習興趣。

質化分析的結果



 影響學生文言文閱讀學習的教學因素

教學形式

 學生主導的活動

• 小組討論在提高學生能力和興趣的成效
受三個因素影響：(1) 討論題目的性質；
(2) 學生的能力水平；(3) 教師提供的輔
助是否足夠。

• 學生一般對影音短片、生活化的議題、
課堂上的即時網上練習反應較為熱烈。

質化分析的結果



研究結果的反思

中文科重視
文言文教學

學生文言文表現
欠佳及觀感負面

文言文教學以
教師為主導

傳統教學模式
的優點與問題

學生學習文言文
以外在動機為主

外在動機衍生
的問題

學生的文言文表
現主要受個人因
素影響

中文科文言文
教學的角色？



教學建議
 提高學生的文言字詞認讀能力：有系
統教授古漢語知識和語譯策略，配合
課文設計螺旋式的鞏固練習，加強學
生的應用能力。

 善用單元教學的課程編排

 引導學生將白話文所學的文體知識和
閱讀策略應用在文言文閱讀，促進文
言和白話文閱讀能力的遷移。

 以文化概念組元，增進學生閱讀文言
文時所需的內容知識。



教學建議

 善用講解背誦的教學方式：增加積
累，提高語感，建立基礎。

 促進自學能力

 學生掌握了一定的古漢語知識和閱讀
策略後，多設計學生活動和練習，促
進學生運用知識和策略自行閱讀文言
文篇章的能力。

 以學生為主導的活動，無論是課內、
課外或網上活動，教師宜提供清楚的
指引以及適當的跟進。



教學建議

 提高學習文言文的動機

 讓學生通過積累和掌握閱讀文言文的
方法，提升學習文言文的信心。

 加入適量影音教材，增加課堂的趣味。

 將課文內容跟生活連繫，改變學生認
為文言文跟現實生活無關的觀念。

 從初中開始改善學生的文言文學習

 高中課程的限制。

 從小打好基礎及培養正面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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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問時間



語譯測驗的結果

學生表現較好的語譯詞語題目：

 昔者吾舅死於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

 桀紂之亡也，遇湯武，今天下盡桀也，而君紂也，
桀紂並世，焉能相亡？

 狼遂鼓吻奮爪以向先生，先生倉卒以手搏之，且
搏且卻，引蔽驢後，便旋而走。

 故兵知彼知己，百戰不殆；不知彼，不知己，每
戰必殆。

 能掌握常見虛詞的字義。

 當文言字詞的意思或句式跟現代漢語相似時，學
生表現會較好。



語譯測驗的結果

學生表現較好的語譯句子題目：

 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

 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

 其妻曰：「嘻！子毋讀書遊說，安得此辱乎？

 對簡單的判斷句、被動句和反問句掌握較佳。

 學生多不熟悉文言文的句式，但如果句子的
詞語淺白，他們多能憑語感譯出相近的意思。



語譯測驗的結果

學生表現較差的語譯詞語題目：

 項籍燔其宮室營宇，往者咸見發掘。

 未能掌握生僻字的字義，少運用首部猜字義。

 果行，國人皆勸，父勉其子，兄勉其弟，婦勉其
夫。

 當文言字詞的意思跟現代漢語不同時 (古今異
義)，學生多會誤以現代字義解釋古義。

 魏王遺楚王美人，楚王說之。夫人鄭袖知王之說
新人也，衣服玩好，擇其所喜而為之。

 未能辨識通假字，多誤作本義解釋。



語譯測驗的結果

學生表現較差的語譯句子題目：

 卒然問曰：「天下惡乎定？」吾對曰：「定於
一。」

 身長八尺，每自比於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

 一屠晚歸，途中兩狼，綴行甚遠。少時，一狼徑
去，其一犬坐於前。

 多未能掌握文言文的特殊句式，不熟悉文言文句
式的標誌詞。

 句子詞語的深淺以及上下文是否有線索可尋，對
他們理解句意的表現有明顯的影響。



學生表現較好的語譯詞語題目：

 後世且行之而不以為恥者多矣，悲夫！

 即以頭擊楹，流血被面。

 令郎貿易常州，與姪同事。

 我止十兩，故得錢九千。

 能掌握常見虛詞的字義。

 當句子大部分字詞較淺白時，就算遇到特殊詞語
句式，例如生僻字、通假字和詞類活用，學生都
較容易猜測到字義。

文言文閱讀理解測驗的結果



學生表現較差的語譯詞語題目：

 以大知而察及邇言，非茍為謙，誠取善之弘也。

 宣不從，彊使頓之。

 帝令小黃門持之，使宣叩頭謝主。

 舍問，其奚決焉？

 客若為不得已而強行者。

 今夫人一日三食，苟有持說者曰：「一食永飽」，雖愚者
猶知其不能也。

 不熟悉虛詞較少用的字義。

 當句子字詞較深或上下文未有明顯線索時，學生多未能猜
出特殊的詞語的字義，例如生僻字、通假字、古今異義。

文言文閱讀理解測驗的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