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hinese/MOC/Language Arts Standards – 6th grade/RL/AN/Proof 

標準語文教育 - 小學六年級 

家長及教師支援聯席
 

閱讀 

1.0 字的分析, 流暢, 及有系統性 

的詞彙的發展 
字的認識 

1.1  用適當的步伐,腔調及表情﹐ 流利地及正確地朗讀記敘文和說明文。 

語彙和概念的發展 

1.2  識別和解譯比喻的語言和多含意的字。                                                                        

1.3  辨認常用英語翻譯的外語的根源及含意和能正確地運用在會話及寫作上。      

1.4  留心在說明文章上一些生字或一些新穎含意的字和用字,  

句子及段落給與的線索去決定它的定義。                                                                                 

1.5  理解及解釋“ 含義模糊“ 有關連的字(例如: softly and quietly).  

2.0 閱讀理解(重點信息資料) 
信息資料結構特色 
2.1 識別受歡迎傳媒的特色結構(例如: 報紙, 雜誌, 電腦連線系統資訊) 

及用資訊特點去獲得資訊。 

2.2  用比較及對比組織樣式去分析課文。 

 按照年級的程度去理解分析課文 
2.3  連接及澄清主要的構想﹐ 由辦別它們的關係開始和有關的題目及其來源。     

2.4  由創作大綱﹐ 合邏輯的筆記﹐ 總結﹐ 或報告去澄清對課文的認識。 

2.5  按照多項步驟的指示去準備使用方法 (例如: 公共圖書証, 銀行存款卡, 

運動俱樂部, 聯合會員等)。 

評論評註                                                                                                        
2.6  有充份及恰當的證據去決定作者的結論。 

2.7  用正確和支持的引證去作出合理的言明。 

2.8 注意在課文內沒有提供合理支持的推斷﹐ 謬論﹐ 勸說﹐ 宣傳等事例。                       

3.0 文學的回應和分析 

文學的回應和分析 
3.1 辦認小說裡採用的格式和所描寫的每個主要特色的格式。 

按照年級的程度去敘述分析課文                                             
3.2  分析在情節安排上對角色質素的影響 (勇氣或懦夫, 

有抱負或懶惰)和化解衝突。                                                                                                    

3.3  分析在問題和決斷上怖局的影響。 
3.4  明確解釋在詩歌上怎樣利用精選的字﹐ 比喻的語言﹐  句子的構造﹐  

句子的長度﹐ 標點符號﹐ 節奏﹐ 重複及押韻將聲調或定義傳送出去。                    

3.5  辦別演說者及辦認第一者和第三者不同的講述 (例如: 比較自傳和傳記)。 
3.6  由人物﹐ 行動﹐ 及影像﹐ 辦別及分析題材的特色。 
3.7  解釋常用文學工具的效果 (例如: 象徵, 意象性,  隱喻) 用在各類小說                          

及非小說上。                                                                                                                 

文學評論 
3.8  評論故事中的性格描述的可信性及情節上描述的圖謀或  

寫實的程度(例如利用事實及比較有關歷史性的小說)。 

寫作                                                                                                                       
1.0 寫作良方 

組織和焦點 
1.1 選擇寫作的格式(例如﹐  私人書信﹐ 給編者的信﹐ 回顧﹐ 詩集﹐  報告﹐ 敘事) 

最理想能附合所預期的心意。                                                                                        

1.2 創作多段落的說明文章: 
a. 保持讀者的興趣及把宗旨說清楚。                                                                              

b. 用支持的細節及準確的動詞, 名詞及形容詞去描畫一個 

在讀者腦海裡的視覺影像來發展題目。 

c. 歸納所有的詳細跟文章宗旨的總結。 
1.3  用多種有效和有相干的組織樣式, 包括比較及對比, 把組織分門別類, 

和安排空間性的次序, 重要性的次序, 或高潮的次序。 

研究和信息技術 
1.4  利用電子版本組織的特點(例如: 期刊板, 資料庫, 關鍵字的搜索, 電子郵址等) 

去找出資料信息。 

1.5  應用恰當電腦打字技巧及設計原理的版式來寫作公文 (例如: 頁邊, 頁的標籤, 

行距, 欄, 頁的定位)。 

評估和重修   
1.6  修改寫作去改進組織及段落間一致性的想法。                                                                         

2.0 寫作的運用 (類形和人物的特徵) 
2.1 寫記敘: 

a. 建立和發展一個見解跟故事很貼切的情節及佈景佈景。                                                       

b. 包括視覺的細節和實際的語言去發展故事裡的情節及人物。                                  

c. 用一系列寫記敘的工具 (例如﹕ 對話﹐ 懸念等)。                                                     

2.2 寫說明作文 (例如描寫﹐ 辯解﹐ 比較及對比﹐ 疑難問題及解答): 

a. 說明論點或議題。 

b. 解釋情況。                                                                                                                            

c. 依照組織樣式寫合適型式的作文。 

d. 在必要時﹐ 提供有說服力的證據去證實論點和總結。 

2.3  寫學術研究報告 :                                                                                                                    

a. 提出相應的問題﹐ 將範圍狹小足夠徹底地把問題包含在內。 

b. 從多方面權威性的來源, 用事實, 事例, 及解釋去支援, 主要的思想或意念 

(例如演說者﹐ 期刊﹐ 電腦網上資料搜集等)。                                                                

c. 包括參考書目錄。                                                                                                                 

2.4  寫文學回應: 

a. 詳盡闡述一個口譯顯示出仔細的閱讀, 明白, 深刻的理解等。 

b. 組織口譯內容圍繞著多個清晰的想法﹐ 前提﹐ 或形象。                                                      

c. 詳盡闡述及解釋口譯利用持續的 事例及按原文顯示的證據。 

2.5  寫勸說作文: 

a. 關於一個論題或提議要清楚地寫作者的立場。 

b. 用有組織和相應的證據去支援所寫的立場。   

c. 預料及回應讀者的憂慮及反駁的論點。 

寫作和英語會話的常規                                                                           
1.0 寫作和英語會話的常規 

句子的結構                                                                                                                        
1.1  用簡單﹐ 複合﹐ 複合-複合句子; 用有效的同等及附屬思想去表達完整構思。 

文法        
1.2  辨認和正確地用不定的代名詞, 現在完成式, 過去完成式, 

將來完成式動詞﹔ 確定動詞與復合主詞是一致的。 

標點符號          
1.3  用冒號在商業信函開頭的稱呼語, 用分號把獨立的句子連接, 

及在復合句子中用逗號在連接詞的句子上。 

寫大草 
1.4   寫正確的大草。 

拼寫 
1.5 把常拼寫錯誤的字正確地拼寫出來 (例如:  their, they're, there).  

聽和講 

1.0 聽和講良方                                                                                              
理解 
1. 1  敘述說話者的口信 (例如字的選擇, 音調﹐ 感覺﹐ 語調) 對非言語的訊息 

(例如姿勢﹐ 手勢等)。 
1.2  識別語調﹐ 情緒﹐ 和情感傳達在口信中。 
1.3  重敘和實行多個口令及指示的步驟。 

組織和傳達口語訊息      
1.4   挑選一個集中重點, 一個組織結構及觀點, 配合目的, 

訊息﹐ 場合﹐ 音的變調把信息傳給聽眾。                                                                                             

1. 5   加強要點去幫助聽者以下幾個主要思想和概念。                                                       

1. 6   用詳細證據和用影象或用恰當的高科技的媒體去支援意見。 
1. 7   用有效的速率, 音響, 音調, 聲調, 把非語言要素排列 

去保持 聽眾的興趣及注意。 

口信傳達分析和評估 
1. 8  為含義和效果分析修辭的工具 (例如節奏重複的樣式﹐ 象聲詞用法)。 

1. 9  辨認用在電視有說服力的及宣傳的技術和辨認虛假及使人誤解的信息。 

2.0  言語的運用(類形和人物的特徵) 
2. 1  發表敘事: 
a. 建立文章脈絡情節觀點。                                                                                              

b. 包括視覺的細節和實際的語言去發展情節及人物。                                                          

c. 用一系列記敘文的工具 (例如對話;緊張氣氛或懸疑)。                                          

2.2   傳達信息: 
a. 把有關的問題範圍縮窄便能完全地及徹底地回答。 

b. 根據多項權威性的資料來源, 用事實, 細節, 事例, 和解釋將題目發展出來 

(例如﹕ 演講者﹐ 期刊﹐ 電腦網上信息等)。 
2.3   發表文學意見: 
a. 發展一個口譯能顯示出仔細的閱讀﹐ 明白﹐ 及深刻的理解。 
b. 組織特選的口譯內容圍繞著多個清晰的想法﹐ 前提﹐ 或形象。                            

c. 詳盡闡述及解釋口譯利用持續的 事例及按原文顯示的證據。 
2.4   傳達有說服力的介紹: 
a. 對立場提供一個清晰的聲明。                                                                                             

b. 包括有關的證據。                                                                                                             

c. 提供信息合理的次序。                                                                                                         

d. 保持讀者的興趣及促進接受建議或提議。 
2.5   發表對問題與答案的介紹: 
a. 把每個疑難問題推理前因後果和聯想一些明確的疑問及找到 

起碼最少一個解答。                                                                                                                  

b. 提供可勸服性的證據去證實問題的定義及提供解決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