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專題研習技巧分享 

余錦明老師 

教育評議會項目顧問 

香港大學、香港資優教育學苑、
教育局馮漢柱資優教育中心資優
學生課程導師 



選題(文化探究方向) 

人物→李小龍對武術的貢獻 

語言/文字→上海俗語探究 

地方→中國環保城巿－中山 

歷史→禁煙功臣－林則徐 

建築→嶺南建築特色 

少數民族→中國少數民族－瑤族 

生活/飲食→回族飲食習慣 

工具→中國四大發明 

技術/技能→航天科技對中國的影響 

盛事/習俗→中國傳統節日之清明節 

藝術→中國戲曲之粵劇 

其他…… 



選題(文化探究方向) 

人物→葉問與李小龍對中
國武術的貢獻 

歷史→林則與孫中山先生
比較 

少數民族→漢族與回族的
飲食及衣著文化比較 

藝術→中國的戲劇面面觀
：京劇與粵劇 

其他…… 



展示研習目標 

認識…… 

分析…… 

評價…… 

建議…… 



內容建議(一)分享知識 

特徵列舉…… 



六何思考法 

6-W Thinking Skills 



特徵列舉 

Attribute Listing 



清明上河圖解說: 
〈清明上河圖〉各版本比較  

1.  清 院本 清明上河圖  2.（傳）宋 張擇端 清明上河圖  

3. （傳）宋 張擇端 清明易簡圖  4.  明 仇英 清明上河圖  

5.  清 沈源 清明上河圖  6  北宋   張擇端 《清明上河圖》卷 
國立故宮博物院著作權所有  



清明上河圖解說: 

首段:          寫市郊景色， 

                   茅檐低伏， 

                   阡陌縱橫， 

                   其間人物往來。 

故宮博物院版權所有  



茶的背景 

        茶的原產地大多都說是在中國的西南地區，因為中國是世界
上最早發現茶樹、利用茶葉和栽培茶樹的國家。野茶煎汁也能治
病。而它的沖法則是一門藝術。 

  



 

              時間線…… 



時間線 

Time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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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 

207年 

三顧茅廬 

181年 

《隆中對》 

208年 

十一月 

赤壁之戰 

223年 
四月 

劉備逝世， 
劉禪繼位， 
封諸葛亮 
為武鄉侯。  

3. 諸葛亮 



2008「神舟七號」於「酒泉 
衛星發射中心進行發射，是 
次升空是中國載人航天科技的 
一大突破──中國太空人首 

次在太空進行漫步 。 

2001中國在甘肅發射 
「神舟二號」飛船，其 
中載有猴子、狗和兔子 
各一，以及數隻蝸牛。 
該架飛船成功在太空 

停留7天,並返回地球 。 

2003「神舟五號」在酒泉 
衛星發射中心成功升空，把 
太空人楊利偉送上太空。太 
空船環繞地球飛行14圈後， 
於翌日清晨安全返回地球。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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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的發明  生產的年份  主要材料  主要用途  
(古代)  

原理  

神火飛鴉  明朝  發射筒、用竹
條和紙製成籠，
或用薄木板製

成匣  

軍事 運用燃燒時產
生的噴氣推力
發射發射器裏

的火箭      
(反作用力)  

火龍出水 (用
於水底)   

公元1501年
~1600年  

約1.6米長的
薄竹筒、一個
木制龍頭、龍
尾和火箭  

軍事 運用燃燒時產
生的噴氣推力
發射發射器裏

的火箭      
(反作用力)  

古代關於航天的發明 (2)  

http://hk.wrs.yahoo.com/_ylt=A3OyCEWjX1hLpY8AAS6.ygt./SIG=12s08sfpo/EXP=1264169251/**http%3A//www.yuhoo.com.cn/kpzt/szft/sqxx/200809/W020080925330171427820.jpg


孫中山  

 孫中山（1866年11月12日－1925年3
月12日），本名孫文，字載之，號
日新、逸仙，廣東香山（今中山）
人，是醫師、近代中國的民主革命
家、中國民族主義者、中國國民黨
總理、第一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
亦為中華民國國父。孫文在流亡日
本時，曾有一個廣為人知的化名
「中山樵」，故後人以「中山先生」
相稱；其後以此稱謂對孫文的慣稱
為「孫中山」。 

    源自
http://zh.wikipedia.org/zh/%E5%AD%
AB%E4%B8%AD%E5%B1%B1 



內容建議(二)分析現象 

 

 

全面因素…… 



全面因素 

Consider All Factors 

單元：祖國地理 (P.5) 

課題：中國偉大工程的考慮因素 



+ 1.為了方便， 因為都市人追求快捷，而且傳
統服飾的穿衣步驟繁複，追不上現代的 

節奏 

+ 2.穿著時費時失事 

 

 



3.款式過時，已被流行服裝代替 

 
 

http://hk.wrs.yahoo.com/_ylt=A3OyCEbjPf5MtvUAK2O1ygt.;_ylu=X3oDMTBzNGVncWExBHBvcwM3MgRzZWMDc3IEdnRpZANIS0MwMDFfMDE-/SIG=1reoka359/EXP=1291816803/**http:/hk.image.search.yahoo.com/images/view?back=http://hk.image.search.yahoo.com/search/images?p=%E6%B5%81%E8%A1%8C%E6%9C%8D%E8%A3%9D&b=61&ni=20&ei=UTF-8&rd=r1&pstart=1&fr=fp-buzzmod&fr2=tab-web&w=300&h=500&imgurl=farm3.static.flickr.com/2772/4258252687_a6a5d58966.jpg&rurl=http://www.flickr.com/photos/34041068@N06/4258252687/&size=62k&name=%E6%B5%81%E8%A1%8C%E6%99%82%E5%B0%9A+%E5%9E%8B%E6%A0%BC%E5%A4%96%E5%A5%975&p=%E6%B5%81%E8%A1%8C%E6%9C%8D%E8%A3%9D&oid=cd944b125565999c&fr2=tab-web&fusr=iss00920&no=72&tt=213242&b=61&ni=20&sigr=11li225qv&sigi=11mgo1e1l&sigb=14i56l90c&type=JPG
http://big5.hwjyw.com/zhwh/ctwh/zgfs/mz/200711/W020071113587856245473.jpg


推測後果…… 



推測後果 

Predict All Consequences 

單元：遵守校規  

課題：不守校規的結果 



 航天科技雖然有助促進國
家的發展，但在工業方面
的發展卻產生一定程度的
副作用，因為許多工序幾
乎全都被機器取代，工人
面臨失業的問題。 

 對於中國的農民來說，三
餐温飽才是最重要的。農
民和貧困地區的人民，最
需要是國家在經濟、農業
技術上的援助。因此，我
國在發展航天事業的同時，
也不可以忽視民生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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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異同…… 



比較異同 

Compare and Contrast 

單元：運動的好處  

課題：不同運動的比較 



萬戶 

楊利偉 

錢學森 

他是第一位中國
人成功升空 萬戶,作爲人類歷史上 

第一次載人航天的偉 

大實踐者 

他的貢獻促進
了中國航天科
技的發展 

26 



小總結（一）-比一比 

• 從以上資料可以看到漢族以糧食作物
為主食，以各種動物食品、蔬菜作為
副食的基本飲食結構。 

• 而回族就在飲食方面有本民族的特色
的禁忌。 

 



多方觀點…… 



多方觀點 

Other People’s Point of View 

單元：關心社會  

課題：扶貧方案 



1 30 

高年級同學認為最能夠代表錦繡中華的項目 
 

統計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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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多高年級同學選擇代表錦繡中華的項目是建築(有
96人) ， 第二位是食品(有94人) 。  
 
由於建築(96人)和食品(94人)的票數接近，所以我們
訪問同學， 然後才決定推廣項目。 
 
我們訪問了選擇建築和食品的各5位同學，分別來自
不同級別  
 

分析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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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結果 
選擇建築的原因如下： 
1. 中國的建築很輝煌，很有特色(3位) 
2. 認識中國建築，就能認識中國歷史(1位) 
3. 北京的歷史建築很好看(1位) 
4. 外國人都喜歡中國建築(1位) 
5. 長城是用了不少人力去建造而成，十分偉大(1位)  
 
建議想了解的中國建築物：  
1. 長城(1位)  
2. 故宮(3位) 
3. 頤和園(1位) 
3. 不同地方有特色的建築(3位) 
 



內容建議(三)評價/感受 

兩面思考…… 



兩面思考 

Examine Both Sides 

單元：藥到病除  

課題：病人的抉擇 





參加國 

萬國工業產品大博覽會 25個 

國際體育博覽會 22個 

世界航海博覽會 42個 

布魯塞爾世界博覽會 42個 

上海世博會 242個 



    從表格可見，上海世博會是歷年來面
積最小的，但是中國為了這次世博會投資

了450億美元，見證了中國在這次世博會
花了多少成本。從表格可見，中國花了很
多成本去舉辦上海世博會。由於世博會是
一項國際性的盛事，因此有很多國家參加。 
 



內容建議(四)建議 

另類方法…… 



另類方法 

Alternative Ways 

單元：伴我成長  

課題：不快樂時怎麼辦 



 何英杰：我希望中國除了發展航天科技外，更可以善用國定的
資源，支援山區或生活在窮困之中的人民。 
 

 鄭嘉怡：我希望中國在處理航天科技的人力方面投入更多的資
源。 
 

 黃嘉崎：我認為中國應該用多一些金錢在航天的範圍，這方面
需要有更先進的儀器和技術，才能有更進一步的發展。 
 

 吳霈喬：我認為中國除了航天事業的發展外，應該將一部分金
錢應用於醫療上，因為中國近年有很多天災人禍，醫院裏有大
量的病人在等待醫治。 

P.19 



完成報告後…… 



製作清楚的目錄頁 

示例一：我們想知道 

示例二：題目及頁碼 



我們想知道….. 

1.西湖綠色生態與環境保護 

2.處理危險廢物方法。 

3.保護海龜的方法。 

4.認識古漁村內居民的生活及生活環
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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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P.3 引言 

P.4 研習方法 

P.5 探討內容 

p.6 諸葛亮是誰? 

P.7 諸葛亮概念圖 

P.8 諸葛亮時間線 

P.10 以五行思考法分析諸葛亮 

P.13 諸葛亮、周瑜和司馬懿的比較 

P.16 總結 

P.17 資料來源 
 

P.18 圖片來源 
 

P.19 答問時間 
 

P.20 感想 
 

P.21 組員合照 
 

P.22 鳴謝 
 

P.23 版權聲明 
 

P.24 聯絡資料 



提問與交流…… 



 
 

• http://www.alumni.ied.edu.hk/hkiedaa/2010_K_M_Comp
etition4/Project_learning_All/002_Project_learning_index.
htm 

 

 

http://www.alumni.ied.edu.hk/hkiedaa/2010_K_M_Competition4/Project_learning_All/002_Project_learning_index.htm
http://www.alumni.ied.edu.hk/hkiedaa/2010_K_M_Competition4/Project_learning_All/002_Project_learning_index.htm
http://www.alumni.ied.edu.hk/hkiedaa/2010_K_M_Competition4/Project_learning_All/002_Project_learning_index.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