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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為了解香港職校學生對中國語文科（簡稱「中文科」）的觀感，開課前進行
了一項學生對中文科的問卷調查（回收有效問卷 625 份）。研究發現，大多數學
生對學習中文科缺乏興趣，並認為中文科是沉悶的科目。接著，通過學生對科目
的觀感調查與分析，設計「愉快職業中文教學研究計畫」，還創建一套愉快教學
模式。實踐計畫後再進行後測問卷調查（回收有效問卷 625 份），剖析當中最影
響愉快學習職業中文的因素和成效，並提出愉快學習職業中文的教學建議，藉此
鼓勵職校教師實踐職業中文愉快教學，增強學生學習職業中文的趣味和動機，達
到自主學習和樂學中文的成功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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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understand Hong Kong’s vocational students’ perception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a survey was conducted among students at the start of the semester. Our
analysis showed that most of the students lacked an interest in learning Chinese language
and considered it as a boring subject. Based on the survey analysis, we implemented a
research program named “Pleasant Teaching Program for Chinese Language Courses
in Vocational Education”. After implementing this program, we carried out a second
survey to analyze the effectiveness and most impactful factors affecting their learning.
In this report, we focus on the second survey results and their comparison with the initial
survey results, and propose strategies for future learning programs in voc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which are aimed at encouraging program use by teachers and arousing students’
interest and motivation in learning Chinese language.
Keywords: vocational language education, pleasant learning experience, contextual
teaching and learning, affective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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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論
職業訓練局（簡稱「職訓局」或 Vocational Training Council）1 於 2016 年統計，
2014 至 2015 年入讀職訓局的新生有 4 萬人，比較入讀本地大學的 1 萬 5 千人的人
數高出一倍。無論學生按照入學條件或職業興趣修讀不同的職業課程，都須修讀
「職業中文」科，科目採用單元教學，單元教學分為閱讀、聽說及寫作三個單元，
課程以實用為主，屬於核心科目。鑒於職校職業中文科修讀人數眾多，但從事職
業中文科的研究文獻相當少，故研究者認為對科目教學研究是有必要和重要的。
今日，學生選擇入讀職訓局修讀職業課程，他們面對「職業中文」科，會
感興趣嗎？根據香港青年事務委員會調查（白景崇，2014），自 2004 年起香港
中學文憑考試中文科的合格率低於英文科，合格率約佔六成；而香港考試及評核
局的最近四年資料顯示，香港中學文憑考試的成績報告，學生在中文、英文、數
學和通識的核心科目中，中文科合格率是最低的一科，達標人數約有一半，故中
文科在公開試中被稱為「死亡之卷」（東方日報，2012；星島日報，2013; 蘋果
日報，2014；明報，2014）。於是，學生蜂擁去補習中文，大多學生補習中文是
為了掌握中文科的應試技巧，而非踏實地學習中文的豐富文辭和內涵（黎靜珊，
2015）。久而久之，學生容易對科目失去興趣。根據中文教育研究，香港普遍中
小學生對中文科感到「沉悶」和「無趣」（施美芳，2009；劉潔玲，2012）。實
際上，學生視中文科為沉悶的一科，已成為定勢（stereotype）。隨著中文科的成
績下降，很多學者從教材內容、教學模式和教學語言（粵語或普通話教學）中研
究及改進，但甚少學者從學生的學習情感上作研究，了解他們對中文科的學習情
感與動機。
本文研究重點在推行愉快學習，目的是增強學生學習職業中文的愉快情感，
減低沉悶感。因沉悶感會引發學生不想上課、減低學習動機和認知，例如減弱學
生的資訊處理和降低認知功能等（Macklem, 2015）。愉快情感，可以促使人們積
極工作和加強內驅力。然而，悲傷可促使「化悲痛為力量」，但這僅僅停留在體
1

「職業訓練局」（簡稱「職訓局」或 Vocational Training Council）於 1982 年成立，是香港最具規模的
職業專才教育機構。職訓局轄下有 13 個機構成員，其中「香港專業教育學院」（簡稱「專教院」或
Hong Kong Institute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就是 13 個機構成員之一，在全港有 9 間分校。本文研究
對象是來自職訓局轄下的「香港專業教育學院」，主要修讀工商管理學和設計學的學生，研究對象年
齡在 17 － 19 歲之間，平均為 18 歲。研究參與者所修讀的科目為「職業中文」，每年修讀此科約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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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上，不能付諸行動，還會減退內驅力。比利時學者曾進行情緒效能的研究，發
現愉快情緒與內在動機有正向關係（Vandercammen, Hofmans, & Theuns, 2014），
結果顯示當人在緊張、痛苦、抑鬱、焦慮、不安和不愉快狀態下工作，會對工作
任務不感興趣和難受；相反，當人在愉快情感中工作，便會出現熱情、快樂、樂
觀、知足、冷靜和放鬆的狀態，並對任務充滿興趣和享受完成任務的過程。同
時，有研究表明愉快學習情緒有助記憶，並對認知活動起協調和組織作用；而負
面情緒會減緩記憶，並對認知造成學習瓦解和阻斷作用（向玉琴，1996；王振宏，
2009；Liu, D. L. J., Graham, S., & Zorawski, M., 2008）。可見，愉快學習情感能有
效提升學習動機，增強大腦訊息吸收和認知運作。目前，愉快學習是本港中小學
推行的重點，而職校推行愉快學習的情況，作者將在本文探討。

貳、文獻探討
一、愉快教學模式
本文將「愉快教學」操作定義為「情感教學」，因愉快教學是正面情感和趣
味學習，屬愉快教育範疇。愉快是正面情緒，教與學的狀態是積極的，師生在課
堂中表現專注、穩定和集中，全神貫注甚至入迷（郭亨傑，1995）。然而，教師
可從非語言或行為看出學生是否覺得學習愉快，例如表情、動作、姿勢，以及表
現出來的活力等。當學生用語言表達高興、熱忱、樂觀、滿足、自尊感的提升、
自信心的增強時，這是愉快學習的指標（Burton, 1991）。愉快能引發學生學習語
文的興趣和動機，為實現追求知識而努力。
根據倪谷音與盧家楣（1998）提出愉快教學模式是「狀態、誘因、深化、激
勵和發散」。從這基礎上，本文將研究繪製「愉快教學模式」（圖 1），重點於發
展「狀態（愉快）、誘發（動機）、深化（活動）、啟導（行為）和激勵（發展）」
愉快教學模式。外圈意指教師的教學與內圈學生的學習，均是雙軌進行，順時針
運轉。教學程序，開始時教師灌輸或引發學生的愉快情感，引發他們的興趣，繼
而進行啟發式和正向的情境教學。接著，教師修正學生行為及問題；最後，教師
多給學生肯定、激勵，強化他們愉快持續學習。
學習程序方面，當學生有感學習愉快和趣味，便啟動內部學習動機，實踐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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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學習活動。過程中，當學生有進步，或好成績、好行為或成就時，教師給他們
肯定和認同，自然有感愉快成功，自我推動個人持續鑽研學問的成功教育，達到
樂學的目標。可見，本文的愉快教學模式是基於愉快教學理論的框架，而愉快教
學理論框架結合三個系統，分別是「情感教育系統」、「情境教學系統」和「成
功教育系統」。



圖1

愉快教學模式

資料來源：作者繪製及整理自《教育脈動》電子期刊（2017 年 9 月），第 11 期跨領域統整議題，
〈愉快教學實驗─以香港校本統整職業語文科為例〉。

（一）情感教育系統
愉快教育的心理學基礎是情感心理學原理，情感包括情欲、情緒、感情三個
不同的層次（朱小蔓，1993）。情感教育是情緒喚醒、主觀感受與體驗的過程，
它強化學習者的態度、情感和思維的價值取向，以情感為軸心推進具有教育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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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活動（陳雪麗，2000）。情感教育讓學生能夠認識情感關係（包含愛情、友情
及親情），進而發展出優質、平等與負責任的情感關係（邱玉誠，2014）。一個
情感冷漠的人，通常會不理會他人的感受，甚至會做出傷害他人或反社會的行為，
例如犯罪。所以，情感教育是教育中的重要一環。
情感教育，梁啟超認為與趣味教育是一致的，就是培養情感並建立趣味的教
育（杜新豔，2013）。情感教育是一種美育，亦是一種情感的陶冶，目的是去掉
情感中惡的、醜的一面，發揮情感中善的、美的方面（王旭曉，2008）。情感教
育中還包括一些高級情感，如道德感、責任感、理智感、美感等，這些高級情感
明顯帶有很強的理智因素，在某個意義上高級情感須依賴智力，也可說是智力活
動的結果。可見，情感可以從教育中培養，既然情感可以學習，中文科就責無旁
貸了。
情感教育系統通過中文科培養學生的正向情感，因中文科包含了豐富的正向
語言、文化和文學等內容，這些內容可帶給學生的良好情緒，減少負面情緒。因
學生心情或情緒不好時，老師說什麼，學生都難以入耳，結果是沒法專注或投入
學習。所以情感教育的手段，首先是培養學生的愉快情感，方能有效推動學生的
學習動力。然後，教師加以引導，並給予學生計畫及期許，學生便能投入和積極
學習，達到愉快學習。教師激發學生的愉快情感，不但能促進師生間的互動和感
情，還有助學生長期保持良好的情緒狀態，有利於身心和精神健康。
（二）情境教學系統
情境教學是指老師將學科內容與真實生活情境聯繫起來進行教學。在社會學
習理論中，班杜拉認為人與情境結合而產生的新行為，是一種因果關係模式，行
為主要是人們藉以影響情境的諸多行動，情境又反過來影響人們的思想、情緒反
應和行為（Bandura, 1977 & 1991; 莫雷，2002）。這種教學策略可以激發學生的學
習動機，聯繫學科知識和生活，並將其應用於家庭、社會和工作之中，從而使學
生更努力投入學習（U.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2000）。在教室中，教師通過情
境教學，讓學生仿如身歷其境，以使學生「情景交融」、「學習遷移」或「成功
移情」。當中的移情作用，又稱「感情移人」，是由老師創設情境，讓學生仿如
置身另一空間，產生不同的情感，這情感不一定是愉快的，但學生從中能感受探
知的樂趣。
過程中，教師因應教學目標，首先激發學生情感，繼而引領學生想像或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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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情境，引導學生邁向學習任務。然後，老師促進學生的思想、情感或與外在的
事物相互契合。同時，教師亦可創設問題情境，使新的學習內容與學生已有的水
準形成一定的差距，設計一些有趣的操作活動，使學生在活動中學到知識，鍛鍊
技能或能力；情境內容要與學生的經驗背景相關，使學生能夠感到學習材料是有
意義的。這種有意義的教學計畫，是有目標的探索，誘發學生的好奇心、新鮮感
和求知慾，使他們對學習發生興趣，達到自尋愉快。自尋愉快是要滿足心理需
要，當中學習者有一種學習心理渴望，或是認知心理有所缺失時，儘管因認知未
能滿足所產生的緊張情緒，依然是希望從自尋快樂中獲得一種自我心理調整，繼
而將緊張的情緒釋放，從而產生一種自我調節後的輕鬆愉快感覺，由好學達至樂
學（王振宏，2011）。學者表明當知識和情境有著衝突，便產生失衡狀況的學習
（disquilibrium）（Piaget, & Inhelder, 1969），此時好奇心在認知中發揮作用，個
體自然會產生愉悅的感覺（Stipek, 2002），從而產生進一步追求探索的動力。
情境教學強調訓練學生的高階思維、探究解難、團隊合作和自主學習。不同
的研究結果均顯示，情境教學確能有效提升學生的學習（Crawford, 2001; Johnson,
2002; DEST, 2005; CLT, 2013）。這對於很多職業學校的學生，十分收效。它能有
效地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和學習動機，並誘導他們咀嚼、思考和消化各種語文知
識和技能，培養學生的洞悉能力，接觸和認識不同的情境。
（三）成功教育系統
成功是愉快學習的最終目標，亦是每個人追求的目標，美國心理學家馬斯
洛稱這是人追求自我實現的最高需要，又被稱為「高峰體驗」。「高峰體驗」一
詞是對人最美好，生活最幸福的時刻，成功學習會使人著迷、忘我與外在世界
融為一體，達到銷魂、狂喜和快樂的體驗，這是成功學習的重要特徵（張斌，
1998）。所以，學習是一種全面的心理活動，凡是成功的學習，都是以思維為核
心的認知操作心理系統與情感為核心的情意動力心理系統協同活動的結果 。
成功內驅力是學習動機的一部分，是推動學生學習的動力之一。因此，讓學
生在學習中不斷體驗成功感，從而產生身心的愉悅，這是貫徹愉快教育原理的一
個有效途徑。要使學生獲得成功愉快，開始時教師應給予學生的成功期望，並指
導學生樹立成功的自我預期；然後，教師給予學生創造成功的機會，一方面選擇
學習內容要深淺適中，另一方面在學習方法的指導上，要幫助他們掌握有效的學
習策略；最後，教師要給學生適時的肯定、讚揚和鼓勵，務求讓每個學生都有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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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體驗成功的快樂。
成功給人喜悅，喜悅是一種積極的情感體驗。蘇霍姆林斯基說：「成功帶來
的愉快是一股強大的情感力量」（張斌，1998）。這種伴隨著積極情緒體驗的自
我肯定是一種內驅的激勵力量，它鼓舞學生滿懷著對自己價值和能力的信心，對
學習更深層的興趣和動機，去迎接新的挑戰，進行新的學習，奪取更大的成功。
成功導致學生的心理滿足而感到快樂。
成功教育，不只意味著得到教師、學校、社會的承認和接納，更重要是增強
學生對待人處世的情感表現。這情感表現就是對人和事物的熱情，並學會關心和
愛護他人的基本道德規範，俗語云：「有史以來，沒有任何一件偉大的事業不是
因為熱情而成功的。」熱情是邁向成功之路的指標（范德華、周利興，2010）。
熱情也能推動成功的人際交往，又能塑造一個人有更好的形象，有了良好的形象，
可促進與你交往的人感到愉快，故成功不僅個人之樂，也可以是眾人之樂。

參、研究方法
一、研究目的及意義
如何讓沉悶的中文課變得愉快？如何激發學生學習中文的興趣與學習動機？
通過香港職業訓練局職業中文科的學習調查，了解學生學習中文科的觀感，繼而
進一步提升學生的愉快學習職業中文，摒除學生過去對中文科的沉悶感和不用讀
中文的看法，從而達到職業中文愉快教與學的目的。
鑒於現時香港勞動巿場，正需求創意科技設計及工商管理的人才，所以問卷
調查對象定為工商管理及設計系的學生，加上修讀這兩科的學生遍布各區院校，
抽樣較易和較客觀。然而，為了解學生對中文科的觀感和科目的情感，以及對專
業名人的認識。研究者在開課前進行了一項學生對中文科的前測問卷調查（回收
有效問卷 625 份）。然後，調查所得的資料，包括學生學習中文內部動機的現狀
調查與結果分析，從他們的性向及情感分析，設計推出一項「愉快職業中文教學
研究計畫」。實踐計畫後再進行後測問卷調查（回收有效問卷 625 份），剖析當
中最影響愉快學習中文的因素，並提出未來愉快學習職業中文的建議，藉此鼓勵
職校教師實踐職業中文愉快教學，增強學生學習中文的興趣與動機，發展學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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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情感，對未來踏進社會工作，具深遠意義。

二、研究計畫
愉快職業中文教學研究計畫是綜合「職業語文教育功能」，職業語文教育功
能涵蓋了人文性、工具性、趣味性、以及綜合職業教育的職業性、時代性和生本
性。生本性意指以學生為本，注重學生心理和性向發展的特徵。愉快學習是以學
生為中心，透過多種「職業語文教育功能」提升學生的心理素質、能力和認知發
展，達到樂學。故此，計畫目標是希望達到綜合職業語文教育功能，全面發展多
重能力，讓學生愉快地傳情達意、傳情互動、全情地投入和成功完成工作任務。
任務方面，均以學生的實際生活情境為主，並採用「情境啟發教學」。「情境啟
發教學」以文化情境素材作教學，內容包含社會生活、語言文字、思維方式、價
值觀念、以至日常生活見聞和體驗等，以及高情境文化作教學，內容包括職業性
元素，例如企業及機構文化、個人及團隊文化、交際文化、區域及跨文化等內容。
鑒於學生來自不同生活和專業，故教師須因應他們的修讀專業、認知和能力
輸入不同的情境，例如工作場所、學校、家中或街上等情境，因情境文化知識比
較緊貼時代，生動有趣。故此，計畫將結合學生所修讀的專業，從而設計教程進
行探討專業名人。
教學程序，由看到說，由說到寫。原因學生必須對名人有了認識，才能有充
足的語料進行個人報告和小組討論等聽說環節，故開始讀寫單元 4 小時，接著聽
說單元 4 小時，最後是寫作單元 6 小時，合共 14 小時。學生每週上課兩小時，連
續 7 週，共 7 節。可見，整個研究計畫由淺入深，由點到面，課題連貫，層次分明。
（詳情見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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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愉快職業中文教學研究計畫
資料來源：作者繪製

（一）發展職業情境閱讀
閱讀教學中，教師掌握學生對專業名人的認識，然後找一些緊貼學生性向和
專業的文章閱讀，因學生對文章抱有趣味時，學生便會願意讀、樂意讀和自動讀，
自然而然地把文章融化。教師從〈愉快認識專業成功名人〉課題，引領學生進入
不同的職業情境的名人事蹟，講解名人背後如何面對逆境，成功背後所付出的努
力。舉例說，商學系學生認識商界傳奇李嘉誠、設計系學生認識設計師靳埭強、
餐飲系學生認識美心王國伍沾德等名人。過程中，老師既說人又說事，說人解事，
以其人其事感動學生。學生透過閱讀認識職業名人的成功之道，並對自己所修讀
的專業有多一份認識。學生對自己的專科有進一步的認識，了解行業所帶來的契
機，不但為事業培養一份熱誠和幹勁，還可為未來工作輸入一份期盼，為他們的
未來事業埋下成功的種子。
教師從〈愉快認識專業名人〉課題，引領學生對不同職業情境的名人事蹟多
作舉例，並引用相關職業名人的篇章作舉隅，例如由研究者整理的〈職青應該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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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的人物〉、〈給商科同學的信〉和〈給建造業同學的信〉等篇章，過程中，老
師引領學生閱讀，發掘名人成功的背後並非一帆風順，他們歷經人生無盡風雨仍
屹立不倒，最終建立了個人成功事業。說人解事，從事件中學會處事做人，情理
兼備，相得益彰。最後，學生從閱讀中認識職業名人的成功之道，而且對自己所
修讀的專業作進一步認識，為事業培養一份熱忱，為未來踏入社會工作做好心理
建設及準備。
（二）發展職場聽說
學生開展〈愉快討論邀請一位名人〉前，老師可講解個人和小組說話應有的
禮儀，引導學生的散發性、整合性和批判性思維。過程中，老師鼓勵他們多想一
點，多說一些，並多聆聽對方的每個細節。同時，在雙方交談和小組交流時，必
須注意交際語和社交禮儀。接著，預告學生面對同學的提問，或遇到複雜的問題
時，學生可嘗試尋找最佳解決問題的方法，讓他們知道解決方法總比問題多的道
理。還有，面對混亂的資訊時，嘗試從中排列先後次序，學會在複雜中看到簡單，
在劣境中學會自強不息。之後，教師分享專業名人遇到困境時，如何在職場進行
創意解難和幽默解難等事例。最後，學生通過小組討論的實踐，提升個人思考的
應變度、靈活度和深廣度。
（三）發展職場寫作
開始前，教師引領學生進入愉快情境，由學生動動腦筋說出讚揚或感謝各行
業人物的四字詞，鼓勵他們多說多獎分或獎品，激發他們的興趣。然後，老師把
整理好的「邀請信寫作方程式」及「感謝信寫作方程式」，包括內容索引和一些
範文，例如邀請信包括邀請原因（了解對方的成就或業界的地位）、肯定和讚美
對方出席活動的意義、嘉賓的任務、活動詳情及盼望回覆等例子，以及感謝信有
感謝句子、讚揚對方的貢獻、以及期盼未來再次合作等範例。當中，讓學生了解
各行業有不同文化，並按照不同文化使用不同的客套語和祝頌語，亦讓學生學會
針對地區與機構文化，達到措詞得體，給對方感到倍獲推崇和尊重。過程中，務
求學生動腦筋寫作，既要創作又有依據參考，既能發揮又富有一定的挑戰。讓學
生覺得寫作並非難事，也可以是一件簡單愉快的事情。學生完成任務後，教師批
改學生作文時，凸顯表揚作文中的佳句，給予肯定和讚美學生，藉此提升學生對
寫作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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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步驟
（一）步驟 1：灌輸愉快情感
愉快學習，當然要輸入愉快情感，愉快是一種情緒狀態，愉快也是一種動機
力量，使人在緊張中得到鬆弛，有利於投入學習（圖 3）。

圖3

輸入愉快情感圖
資料來源：作者繪製

當教師輸入或引發學生的愉快情感前，必須做好課前準備。首先，營造愉快
教室，除了教室空間大小、燈光溫度和顏色的舒適度之外，教師的語言聲線和外
貌衣著等因素均需留意；其次，教師對學生的志趣和能力有一定的掌握，同時對
他們的生理及心理影響因素有基本的了解。接著，教師進入課堂，第一步驟是穩
定學生的情緒，因學生有好的情緒，才會願意學、願意聽和願意做。當然，整個
教室保持愉快和諧的氣氛是最理想的狀態，因為愉快學習的目的是樂學，樂學是
愉快學習的終極目標。激發學生的愉快情緒，老師可透過動人故事、職業趣聞、
影片、笑話、謎語、問題、詞曲、歇後語、角色扮演和語文遊戲，以及多媒體教
材和社會網絡平臺等不同形式，務求引發學生共鳴，以情激趣，以趣激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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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步驟 2：開展情境教學
學生有了安定及愉快的心情後，教師開展情境教學，情境教學分為三步驟：
（1）情趣生，定目標；（2）創情境，探知樂；（3）崇哲理，重啟發。
（1）情趣生，定目標
為保持學生有穩定和愉快的情緒，提升學習動機。教師根據課程大綱，誘發
和引導學生制定個人學習目標，學習目標可以是一個或多個，例如「我最尊敬的
一位名人」，但必須由學生提出，即從學生個人的期許或希望而制定目標，目標
須配合課程重點並具建設性。學生為自己定下學習期望和目標後，情趣自然萌生。
學習目標是學生發自內心的一種希望和願望，這願望構成一種成就歸因的內
驅力。因學生內心有了學習的希望，學習的希望是追求知識系統的學習過程，即
學生自身渴望追求學問或完成任務目標。教師從中根據學生的學習目標啟發學生，
並指導學生更進一步追求學問。學生追求認知的過程中，老師會嘗試使用趣味情
境教學活動，例如故事教學或感官學習等激發學生的學習情感，誘發學生學習，
並進一步啟發學生的思考與行動。
教師指導學生邁向目標前進，並透過情境不斷引發他們的好奇心和探知行為，
推動學生在實際探究過程中自我尋找答案，並在探索中感悟中文學習的真締，協
助學生達成心理的「認知需要」，認知需要的初級表現就是好奇或探知，進而有
效推進學生愉快學習。
（2）創情境，探知樂
樂知情境是讓學生進入甜、酸、苦、辣、甘不同人生滋味中，教師引領他們
領略當中的樂趣，促使學生樂意探索其中的滋味。老師透過情境啟發式教學，達
到學習遷移、情境轉移和移情作用。這過程讓學生體驗樂知情境和樂知學習，使
學生由感覺愉快，上升到樂知情感的更高層次和境界。
情境啟發教學亦屬於引導幻想與想像的中文教學，引導幻想是一種誘發意象
思維語文訓練，目的是說明學生在寫作或說話前構思，並協助學生用視覺思維的
方法提取意象，豐富語料和意念。學生通過幻想引發潛意識和回憶經驗，建構成
回溯式情境，這種方法引導學生在沒有壓力下發揮自我的潛能，達到忘我投入的
「暢態」（flow）愉快學習（謝錫金、黃潔貞，1995）。同時，情境教學中，重視
「情知行」的結合，即愉快情感、樂知情境和行動實踐，進而產生內在動機的效
能感覺（feeling of efficacy/ competence）。這感覺是學生從事情境互動、練習或活

116 教育研究與發展期刊（第十三卷第三期）2017.9 Journal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動更圓滿時，或達到滿足認知需求時，或實現學習目標時，就會有的一種愉悅的
情緒體驗（Stipek, 2002）。這種學習滿足感所產生的快樂，教育心理學上稱為「內
驅愉快」、「自尋愉快」、「驅動愉快」和「驅力愉快」，以上都是學生在探知
語文的行動中獲得回饋的情緒反應。
（3）崇哲理，重啟發
教學中，老師引導學生進入生活或工作情境時，要設身處地，並配合觀察、
情境分析及聯想、創意等進行教學活動。過程中，主角是學生，老師從旁指導與
啟發學生學習，推動他們進行探究、思考、解難等情境學習活動。教師引發他們
的創意思維，並培養他們正確的處事和人生態度、道德觀和價值觀。可見，在實
際教學中通過創設情境啟發學生達到內省，讓教學進入哲理道德領域，激發學生
追求知識的同時，並注重中國文化和道德情操等陶冶，例如透過一句俚語、諺語、
成語故事、小說或古今中外的名人故事，從中學習做人道理、成敗得失、博愛包
容和堅毅不拔。這是語文教育秉持啟迪人生智慧和生命教育的崇高教育理想。
（三）步驟 3：輸出成功愉快教育
在上一個系統，教師誘發學生寫下個人的學習目標，從而為他們樹立成功的
自我預期，為他們創造成功學習而鋪路。這是愉快成功教育系統，成功教育系統
目標是達到樂學，核心是個「樂」字，學生在愉快的情緒中，滿懷信心的努力向上，
獲得學習成功。舉例說，當學生完成一個任務、一個閱讀理解，或是完成一篇邀
請信和感謝信，這種完結感使人產生成功愉快。倘若老師透過語言去鼓勵、激發
和讚揚他們的成果，例如展示學生的作品，或凸顯他們的潛能，都會給學生帶來
愉快和喜悅。
學生踏上成功的路途上，當教師發現學生偏離學習航道時，教師會及時給予
學生回饋，協助他們修正自己的問題或錯誤，並啟導他們走回正確的航道。老師
就像學習汪洋中的燈塔，引領他們方向，協助他們解決問題，以免迷途或誤入歧
途。所以，教師就像太陽和燈塔，將光和熱給予學生，引領他們到達目的地。整
個學習旅程，學生是完全享受其中的。學生沐浴在和煦的陽光中，教師對其進行
啟發教學，富於哲理和趣味啟發學生，讓學生從中得以回饋與反思學習，強化他
們正確的認知、行為和態度。同時，教師應給予學生鼓勵和肯定，體驗學習成功
的的喜悅，繼而激發學生進一步鑽研中文的樂趣。最後，學生達到自主學習和樂
學中文的成功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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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調查對象
調查對象是修讀職業中文科的學生，他們主修有工商管理學，以及設計學的
學生，年齡在 18-20（平均年齡為 19 歲）歲之間。他們大多是因中學成績不理想，
又想繼續升學，故來到職訓局讀書，希望學得一門技能，為未來升學或就業作鋪
路。

四、調查內容
調查內容包括：學生對中文科的觀感，在課堂上的學習情感，對教材的興趣，
課程內容的吸引力，對中文感興趣的內容 2，對專業名人的認識，以及最影響愉快
學習中文的因素。

五、數據蒐集
問卷分為前測問卷及後測問卷，前測問卷「中文科學習調查問卷」是在 2015
年第 1 及第 3 學期開課初 3，即 9 月及 5 月對學生進行調查，而後測問卷「職業中
文科愉快學習調查問卷」則是愉快教學計畫完結後，大約 11 月及 7 月讓學生進行
填寫。前測後測班別相同，分別是 18 班，每班平均 34 人。問卷採用封閉式問題，
內容調查學生對科目觀感、科目情感和學習內容，均採用李克特五點選項，而調
查學生對專業名人的認識及影響愉快學習中文的因素，則採用列舉式題型。前後
測問卷內容相同，前測問卷和後測問卷共各發放 625 份，有效回收 625 份。

六、統計分析
蒐 集 所 得 的 資 料， 將 以 GraphPad Prism 軟 體（GraphPad, Software Inc., La
Jolla, CA）用作統計分析。所有統計分析，均顯示各項平均值 ± 標準差。研究各
項中以非配對 t 檢驗來比較兩組之間的差異，並以 p 值小於 0.05 作統計學差異顯
著的標準。

2

3

問卷舉例：以調查「最感興趣的閱讀單元」為例子，此題是多項選題。選項有文化知識、小說文集、
歌詞戲劇、專題報告、名人列傳、散文欣賞、時事專題、看實用文、風水習俗、閱讀古文、古典詩詞
和名人分享等閱讀內容，此題學生只可選擇 3 項，從而了解他們的閱讀興趣。
職業中文科分別開在第 1、2 及 3 學期，來自不同專業的學生必須修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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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果分析與討論
一、學生對中文科的觀感分析
綜觀來說，學生對中文科的觀感結果分析，開學初的前測問卷，到課程結束
的後測問卷調查，發現學生完成愉快職業中文教學研究計畫後，他們對職業中文
科的實用和喜歡程度，都有顯著上升（p < 0.0001），而科目挑戰度沒有顯著改變
（p > 0.05），原因是大多學生認為職業中文科比香港中學文憑考試的中文科較易
掌握，但也有一定的難度。此外，計畫後學生對於中文科的教學語言，學生接受
普通話學中文有顯著提升（p < 0.0001）。這說明，雖然香港有不少學生抗拒普通
話為授課語言，但他們接受普通話的原因，主要是他們發現不少企業家或專業名
人到內地開拓巿場，而且著眼未來，他們有機會到大陸實習，明白到普通話有一
定的重要性，故上升了 20%（34% to 54%）。可是，選擇粵語教中文統計沒多大
差異，仍近 9 成學生喜歡用粵語上課，原因是母語有助於同學理解和思考，創作
時達到我手寫我口。然而，也有近 9 成同學則選擇中文科與普通話科分科教學（表
1）。

表1

學生對中文科的觀感結果

前測（n = 625）

後測（n = 625）

科目實用

0.752 ± 0.432

0.908 ± 0.288

7.546***

具挑戰性

0.646 ± 0.478

0.608 ± 0.489

1.403

喜歡科目

0.624 ± 0.485

0.865 ± 0.341

10.187***

普通話教中文

0.344 ± 0.475

0.537 ± 0.498

7.023***

粵語教中文

0.928 ± 0.259

0.916 ± 0.276

0.739

中普分科教學

0.872 ± 0.334

0.849 ± 0.356

1.143

t

*** p ≤ 0.001.

二、學習中文的情感分析
對學生學習中文的情感結果分析顯示，開學初與課程結束的比較調查，發現
學生在愉快職業中文教學研究計畫結束後，他們對中文學習的沉悶感顯著減少（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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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1）；內容趣味方面和愉快學習中文的人數則有較大的上升（p < 0.0001）；
然而，對中文科及格的焦慮感統計，結果人數相若（p > 0.05），沒有顯著差異（表
二），明顯學生在文憑考試失敗後，心中仍對中文科存有一定的焦慮感。

表2

中文學習情感的結果

前測（n = 625）

後測（n = 625）

課堂沉悶

0.728 ± 0.445

0.478 ± 0.499

9.320***

感覺有趣

0.440 ± 0.496

0.654 ± 0.475

7.790***

學習愉快

0.624 ± 0.484

0.824 ± 0.381

8.108***

及格焦慮

0.592 ± 0.491

0.596 ± 0.490

0.173

t

*** p ≤ 0.001.

三、學生最感興趣的課程內容
職業中文課程感興趣的課程內容，前後測問卷結果一致。由量化到質量的分
析，可歸納學生最感興趣的內容，其先後次序包括是小組討論（粵語）、簡化字、
實用文、時事專題、個人演講（粵語）和閱讀理解；而最感興趣的聽說讀寫四個
課程單元，按興趣程度分別是說話單元、聆聽單元、閱讀單元和寫作單元。由此
可見，學生對職業中文課程的喜愛單元比較，學生最喜歡是說話單元，而最不感
興趣的是寫作單元，原因他們認為寫作是最困難，並對寫作較缺乏信心。

四、能提升工作能力的內容
前後測中，同學認為中文對未來工作較重要的內容，從量化結果，按質化分
析的重要程度次序，分別是文化知識，寫作單元，學簡化字，中文打字，面試和
工作彙報，認為以上內容對他們日後工作有幫助。同時，他們認為工作中最重要
掌握的中文技能，就是人際溝通能力、聆聽與思辨能力，寫作技巧、幽默技巧、
面試技巧、閱讀技巧、高階思維和批判能力。

五、學生認識的專業名人
前測問卷中，根據同學所讀的專業，寫下五位的專業名人的名字。結果，發
現收回的問卷，大多同學是沒填寫的，整題是空白的。據統計，商科學生完成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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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約有五分三，他們寫上的工商界名人中，出現較多的有李嘉誠、巴菲特、李兆
基、何鴻燊、馬雲、約伯斯、李澤楷、李澤巨、王維基、Bill Gates；而設計科學
生則完成此題人數更少，甚至有少部分同學誤寫音樂家和演藝界人物。
相反，後測問卷結果，各同學能按照自己的專業，在五個空格都能寫上五位
專業名人。同時，學生在說話及寫作中，學會如何欣賞他人和感謝別人，有效拓
展正向思維的效果。他們從成功名人的事蹟中，了解成功人士的成功秘訣，就是
當遇到環境惡劣時，仍能勇於面對，接受挑戰，磨鍊意志，克服困難，戰勝困難
的精神。而且，學生亦明白成功特質要具備堅毅、誠信、關愛、創意、勇氣、謙卑、
有效溝通和良好人際網等特質，同時家庭與親人等支持亦是成功的關鍵。最後，
學生從成功的專業名人中建立個人目標與理想。

六、最影響愉快學習中文的因素
（一）師生有良好關係與情感
有九成以上學生認為師生關係十分重要，而師生關係又大多聯繫老師的個人
魅力。教師魅力包括老師的笑容、容貌、聲線、言談舉止、風趣幽默、說話生動、
沒有架子、平易近人、和藹可親、公平公正、開放言論和說話有趣，都能帶給同
學好感，認為這能增進師生關係和感情。同時，有多位同學寫上喜歡中文課的原
因是老師長得美麗，有很好看的笑容；老師有趣，上課很快樂；老師很友善，與
老師談天，很開心等等。概括而言，由於老師具親切和吸引力，這是大多數同學
認為上課能輕鬆愉快的原因。
（二）對教師教學方式的喜愛
接近八成同學認為教師的教學表現和教學法，都會影響他們愉快學習的因素。
教師表現就是老師是否用心教學、上課準備是否充足，這都影響他們上課的興趣。
教師教學法方面，他們認為老師講解清晰、多與學生互動、給予自由度、活動教
學和聆聽同學的聲音，都會令他們上課愉快。他們還指出喜歡中文老師上課時看
影片、聽歌、聽音樂、講故事、玩遊戲和答問環節，都會令課堂更刺激和吸引；
也有同學寫上「喜歡到黑板回答老師問題」、「讓他們發表及討論，使堂上不沉
悶」、「老師給予很大的自由度，十分愉快」，也有同學寫上「喜歡戶外學習，
跑出教室學習會更積極愉快」，認為戶外上課氣氛更好和愉快。以上可見，老師
的教學方式，都會直接影響同學在上課時的與趣和投入感。

謝惠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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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愉快的生態環境及氣氛
部分學生認為課堂氣氛，也是影響愉快學習的因素之一。他們提到課堂氣氛
的好壞，通常受到上課時間和教室環境所影響。他們認為上課時間於早上 8:30 或
午飯後上課，課堂氣氛是最壞的，因同學難以投入上課。除了上課時間影響他們
身心投入外，教室的空間大小、氣味和溫度，也會影響同學的投入感和學習氣氛。
加上，自己能否專心上課（例如玩手機、上網或發白日夢等）、班上學習氣氛和
課堂中段小休，都構成同學能否專注，影響學習氣氛。上課氣氛良好，自然會愉
快學習。
（四）學習趣味和實用的內容
同學認為教材內容富趣味性和實用性，也會令他們學習感到愉快。同學提到
的趣味內容，包括文化知識、名人分享、風水習俗、成語故事、中國歷史、哲理
散文、文學作品、歌詞戲劇和情詩笑話，而富趣味的中文寫作單元，按先後次序
分別是創意寫作、宣傳創作、實用文、抒情文、曲詞寫作、工作摘錄、專題報告、
現代詩、新聞寫作和議論文；實用性知識則有文化知識、書信格式、簡化字。他
們認為文化和實用知識最富趣味，並對於他們日後出來工作，有機會學以致用，
派上用場。部分同學希望教材內容有多些變化，最好與中學中文科有所不同，內
容具新鮮感，這會使學習更感新奇、吸引和愉快。

七、綜合討論
語文是一個整體，學生在一個應用的環境下學習，才能獲得學習語文的意義
（Weaver, 1990；謝錫金、關之英、黃潔貞、祝新華，2000）。本研究在規劃職業
語文課程時，進行了各行業的語文分類，發現當中的不同之處，也有其共通的地
方，例如使用禮貌用語及應用文書。不同之處，就是學生學習過程中，必須了解
不同的交際對象，使用不同的職業語文模式，舉例說：商業、美容、設計、工程、
社工和幼兒教育課程的禮貌詞彙、用語和語氣各有不同，同時學生寫作的應用文
體和閱讀作品亦有分別；共同之處，就是各行業的語文均提升知情意外，並著重
提升他們的創造力、高階思維、傳意能力、溝通能力、職業道德與操守等元素，
全面訓練學生的職業語文共同能力，實踐敬業樂業的精神。故此，教師可進一步
做課程統整，讓職業語文更連貫和實用，深具現實意義。
在學生進行任務方面，可給予他們一定的難度，才引發趣味，挑戰難度。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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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哥大學教授 Csikszentmihalyi（1988,1992）的實驗證明，只有挑戰和能力評核趨
於平衡時，學習才會產生「暢態」，暢態是一種渾然忘我，全情投入的境界。若
挑戰高於能力，則會產生憂慮緊張；當挑戰低於能力，又會導致沉悶乏味的感覺
（Goleman, 1996）。所以，讓學生對學習任務富一定的挑戰和趣味，自然達到愉
快學習。
另外，學生最害怕就是上課沉悶，沉悶感會破壞學生的資訊處理、課堂參與、
學習興趣和參與動機（Macklem, 2015）。著名生理及心理學家巴甫洛夫（Pavlov）
曾說過：人在 50 分鐘以內，大腦興奮中心總會出現一個疲勞波谷（戈紹龍譯，
1957）；教育心理學家研究表明，15 ～ 20 歲的學生在上課過程中，其大腦優勢興
奮中心隨時間推移而呈曲線度變化，隨著刺激物的變化而不斷發生變化，呈波浪
式推進（馮克誠、劉以林，1996a，1996b）。所以，教師可通過了解學生的性向
及學習心理，從而引發學生的愉快感和投入感。同時，學生愉快或不愉快，很大
程度與他自己所定的目標有關（謝錫金、黃志明、李小紅、羅錫倫，1999）。因
目標會激發學生的行為，目標可定義為「個人有意去做的事」（Locke, 1968）。
綜括上述討論，下節將進一步探討，並給予教師們的一些建議。

伍、結論與建議
一、語文政策，有待日後探討
香港過去是英式教育，中文科全採用粵語，而普通話是一種語言學習，與英
語一樣，屬一門獨立外語科目。97 回歸後，中文科教學語言使用粵語，抑或是普
通話，一直存在爭議。根據學生對中文科的觀感分析結果，影響愉快教學的其中
因素，就是教室語言的問題。結果顯示，有九成學生喜歡用粵語上課，由於九成
以上學生的母語均是粵語，他們習慣以母語作思考，故愉快學習的關鍵是採用他
們最熟悉的語言教學為佳。然而，傳統職業中文科，當中有部分老師選擇採用普
通話教學，有的選用粵語兼普通話教學，使用普通話作教學時間的長短，以及是
否影響愉快情感學習因素，這是本文資料蒐集具一定的難度，還有待未來繼續研
究。同時，學生的愉快情感是暫時性體驗，他們的愉快持久度和深刻度，亦較難
測量。展望未來，愉快情感教學影響的持久和深刻度，有待日後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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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統整職語，注入情感內容
課程統整時，重點仍放在能力發展。不過，這不是聽說讀寫的基本能力，而
是較高層次的聽、講、讀、寫和思維的綜合能力。注意測量能力太高，會構成學
生的焦慮；但測量能力太低，學生又不感興趣，故難淺程度要適中。
同時，職業語文須培養學生的軟實力，就是情趣、情志、情感、情操、情商、
分析中的情境、情狀和情勢，學生學會一些情語，滲透在聽說讀寫中，可免卻一
些交際的麻煩。學生了解世情，做事會更圓滑。中國人講究人情，所謂人情世故，
更會受人歡迎。學習不同的情感，就須借用情境，配合職業情境的全語文訓練，
才能相得益彰。再者，職業中文可透過學生關注的媒介，進行正向媒介情感教育，
媒介包括報紙、雜誌、電視或電影等。教師可透過不同媒介增加職業中文情感內
容，例如加入社會關愛、人間溫情、熱愛生命和奮發向上等主題。不論篇幅是長
篇或短篇，不論體裁是抒情、評論、描寫或記敘，或內容談及宗教社會歷史文化
職場等，只要能引發學生的正向情感，這均建議採用。
最後，因學生未來工作語境大多採用粵語，可讓學生因應個人需要，可選用
母語（粵語）學習，或選用普通話學習。加上，整合課程或課程設計者應該是具
豐富教學經驗的優秀教師，內地大多稱為特級教師。因課程設計者一旦離開教室
久了，就會與青少年的學習心理與想法脫節。於是，課程理念再怎麼好，也未能
達到學生的學習趣味和需要。

三、靈活多變，掌握學生心理
為避免學生對學習感到沉悶，建議教師可從學生的學習心理入手。首先，青
年學生對自己的切身利益尤其關心，並對身邊事情或聯繫到自己的談話尤其關注，
這些事物或話題會較容易引發學生的好奇、注意和興趣。因此，教師根據學生的
心理特點，從學生實際出發，分析他們的心理活動，設計一個涉及他們共同關注
的課題、話題或議題，務求內容能引發他們的興趣點、雀躍點、滿足點、感恩點
或感激點等元素。同時，根據學生的專業興趣，配合聽說讀寫四個單元綜合能力，
設計教案。
接著，教師若能掌握學生生理和心理的運動節奏，與教學節奏相互結合，這
有利於吸引學生的注意、投入和創造，建議在他們的疲勞波谷期設計精彩的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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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節。而且，教師可配合學生學習心理，採用多元化教學模式，靈活變通地運用
學生個人分享、小組學習或全班學習等形式，營造良好課堂氣氛。同時，教師靈
活採用不同教學工具，例如電腦、投影機、白板或字卡等，以及多媒體影視或網
站等作教材，這都有利於吸引學生，引發他們的趣味，愉快學習。

四、以情激趣，實踐情趣教學
課堂有好的開始，就是成功的一半。愉快教育的首要工作，就是給學生傳遞
愉快情感。課室氣氛好，學生心情好，他們才會願意聽和願意學，進而投入學習
和愉快學習，學習效率自然高。因此，教師能夠因應教學目標，精心設計開場白，
成為愉快教案的前奏，十分重要。開場白可以是詩詞、歌曲、故事、影片、笑話、
謎語、問題、遊戲或角色扮演等不同形式。所以，教師在課前做好備課，準備好
情感共鳴箱，箱中有豐富的教材教具，例如有不同的音樂光碟及語文遊戲字卡等，
務求引發學生的情感共鳴，達到以情激趣，以趣激學。
好的開始固然重要，但也不要忽略教學過程中學生的學習情感。教學中，教
師須不斷注意學生的情緒高低起落。當中，富有經驗的教師通常具一定的敏感度，
他們懂得揣測學生的情緒反應、課堂氣氛的溫度，以及學生的興趣點。假如教師
發現學生的投入感下降時，便要激發學生的愉快情感，再次誘發學生的專注、趣
味和好奇。愉快教學的策略之一，就是杜絕學生學習時所產生的疲倦、沉悶和厭
煩感，並履行情感教育的任務，就是激發學生的愉悅情緒，從而產生一種嚮往學
習的愉快情感，繼而進一步發掘知識，因情趣相生，而達到樂中求知和探知中的
樂趣。

五、緊貼時代，創設文化情境
從學生調查問卷結果顯示，學生對中文科的實用和喜歡度有顯著的提升，並
反映了他們喜歡文化與實用的語文知識，這與教師採用「情境啟發教學」有相關
影響。同時，他們感興趣的語文，不僅是狹義的語文工具性知識，還有廣義的文
化內容知識。當中，部分學生喜歡實用文化及文學知識，包括風水文化，社會時
事和文學知識等，內容大多緊貼社會生活，具一定的時代性和意義。同時，問卷
結果還揭示了學生們比較嚮往探索人性、社會、政治和文化環境背後的深層意義，
是具一定挑戰和趣味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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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建議教師採用情境啟發式教學，內容方面採用文化情境素材，文化素
材包含社會生活、思維方式、價值觀念、以至日常生活見聞和體驗等；並可配合
高情境文化，高情境文化包括職業性元素，例如企業及機構文化、個人及團隊文
化、交際文化、區域及跨文化等內容。情境文化知識比較緊貼時代，生動有趣。
教師將教學目標與時代生活的社會文化結合講解，將有效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
故此，教案必須緊貼時代，設計職業語文的高情境文化，透過多元文化環境
與多元文化教育的結合，從而在文化情境中，與學生一起發掘時代美、生活美和
自然美。語文的最高層次，就是審美。美的鑒賞包括大自然，還有欣賞周遭的人
事物，學會欣賞他人，有助培養學生的高尚人格、情感和情操。

六、成功愉快，構思學習成果
愉快教學策略之一，就是教師讓每個學生清楚其學習目標、評估過程和成功
指標，成功指標就是學習最後所輸出的學習成果。教師讓學生設定個人學習目標，
當中要配合學生的認知、能力和程度。
目標設定則是建立表現指標的歷程，目標有長有短，為讓學生較快感受學習
成果，感受當中成功的滋味，教師在預設的表現指標的歷程不宜太長，最好是讓
學生每天均能達到一定學習成果的愉快體驗。基本上，職業中文課程教學，均以
「發展能力」為核心。故此，教師應從「發展能力」的角度思考學生的學習成果，
將焦點投向培養能力和激發能力。同時，在設定學習目標時，多花時間在學習成
果的設定上，然後輸入教學程式和學習任務，學習任務包括幾個趣味性小活動、
或把它分成幾個目標的教學步驟，過程是充滿和諧民主、愉快激勵和充滿士氣的
學習，這有助學生輸出學習成果。Bandura（1991）曾對自我效能信念的培養進行
不少研究，他認為成功的經驗會提高個體的自我效能和自我信念。這種成功愉快
喜悅的心境，又會轉化成他們繼續積極向上的動力。
最後，老師讓不同程度學生知道，踏上成功旅途上，有些同學需較短時間去
完成學習任務，或有的需較長時間才能成功完成任務。只要老師和學校允許，給
予學生充分時間，讓他們有足夠時間輸出學習成果，為每個學生播下成功的種子，
讓他們繼續摘取更多成功愉快的果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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