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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引引引    言言言言  
 

 

普通話科由 1998年開始，成為香港中、小學核心課程之一。多

年以來，學生接觸普通話的機會越來越多，運用普通話與人溝通的

信心日漸增加，能力也有所提升。為持續提升學生的普通話水平，

課程發展議會根據普通話科課程在學校實施的情況，中、小學教師

的實踐經驗和大專院校學者的意見，在 1997年公布的《普通話科課

程綱要（小一至小六）》和《普通話科課程綱要（中一至中五）》

基礎上編訂本指引。 
 

本指引由課程發展議會編訂，為中國語文教育學習領域下的課

程文件。課程發展議會是一個諮詢組織，就幼稚園至高中階段的學

校課程發展事宜，向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提供意見。議會成員包括

校長、在職教師、家長、僱主、大專院校學者、相關界別或團體的

專業人士、香港考試及評核局的代表、職業訓練局的代表及教育局

的人員。 
 

教育局建議中、小學採用本指引。課程發展議會也會就課程實

施情況、學生的學習需要與社會不斷轉變的需求，對課程作出定期

檢視。若對本指引有任何意見或建議，請致函： 

 

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 213號胡忠大廈 12樓 

教育局課程發展處 

總課程發展主任（中國語文教育）收 

傳真：2834 7810  

電郵：ccdoc@edb.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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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   概概概概   論論論論  

本章旨在說明普通話科課程的背景、理念和發展方向。 

1.1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1997年，課程發展議會公布《普通話科課程綱要（小一至小六）》和

《普通話科課程綱要（中一至中五）》，普通話科成為香港中、小學核心課

程之一。2002年，課程發展議會編訂的《基礎教育課程指引 ── 各盡所

能‧發揮所長（小一至中三）》及《中國語文教育學習領域課程指引（小

一至中三）》提出，普通話科為中國語文教育學習領域下其中一門學科。

2009年高中學制改變，普通話科課程涵蓋小一至中三。 

課程發展是不斷改進的過程，隨着教師教學經驗的積累、學生語言能

力的提升、社會語言環境的變化，以及學制的轉變，本科課程也適時作出

修訂。本指引根據學習領域課程指引訂定的發展方向，建基於原有的中、

小學普通話科課程綱要，說明普通話科課程的理念和目標，並就課程規

劃、學與教、評估及學與教資源等方面提出建議，為中、小學提供參考。

教師閱讀本指引時，應同時參考《中國語文教育學習領域課程指引（小一

至中六）》（2017）。 
 

1.2 課程理念課程理念課程理念課程理念 

普通話是漢民族的共同語，是中國各方言區、各民族之間用以溝通的

語言。同時，普通話是聯合國六種工作語言之一，在國際上，是代表中國

的語言。 

香港是國際都會，為提高香港在國際上的競爭力，同時促進香港與內

地及其他地區的交流和連繫，我們需要培養學生善用「兩文三語」溝通。

本科的設立，目的是要幫助學生掌握普通話。 

語言是交際的工具，也是文化的載體。學習語言如果只強調工具的掌

握，而忽略文化的學習，不能算是真正掌握這種語言。普通話科的學與教，

一方面使學生掌握語言的技能，另一方面也增強他們對中華文化的體認。 

普通話是「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以北方話為基礎方言，以典範的現

代白話文著作為語法規範」。香港屬於粵方言區，粵方言和普通話在語音、

詞匯、語法上有同有異，本港普通話科的學與教，應以廣東人學習普通話

的難點作為重點，以提高學與教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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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現有優勢及發展方向現有優勢及發展方向現有優勢及發展方向現有優勢及發展方向 

1.3.1 普通話科的課程發展普通話科的課程發展普通話科的課程發展普通話科的課程發展，，，，建基於以下各種現有優勢建基於以下各種現有優勢建基於以下各種現有優勢建基於以下各種現有優勢：：：： 

� 普通話科課程自實施以來，學校積極組織不同類型的學習活動，

有利學生學習和運用普通話，提升他們與人溝通的信心和能力。 

� 學生在社會上接觸普通話的機會越來越多，加上學校努力營造豐

富的語言環境，為學生提供不少課內、課外學習普通話的機會。 

� 教師注重專業能力的提升，積極參加各種進修和培訓活動，同時

在教學實踐中積累經驗，發展各種學與教策略，成為促進本科發

展的有利條件。 

� 隨着資訊科技的發展，在普通話課堂中運用電子學習資源的情況

越趨普遍，不同類型的視聽材料、自學網站、應用程式、學習軟

件等都成為學生自學和教師教學的輔助工具。這些資源也有助學

生隨時隨地接觸普通話學習材料，延展課堂所學。  

� 家長重視下一代在語言方面的發展，認同學習普通話的重要性，

樂意參與學校活動，成為學生學習的重要支援之一。 

1.3.2 建基上述優勢建基上述優勢建基上述優勢建基上述優勢，，，，本科的發展本科的發展本科的發展本科的發展方向是方向是方向是方向是︰︰︰︰ 

(1) 加強聽說能力的培養加強聽說能力的培養加強聽說能力的培養加強聽說能力的培養，，，，提升自學能力提升自學能力提升自學能力提升自學能力 

利用課程提供的彈性，善用課程資源，鼓勵學生多聽多說普通話，在

朗讀和拼寫的輔助下，培養自學普通話的能力和習慣，循序漸進地提

升聆聽和說話能力。 

(2) 提供更多提供更多提供更多提供更多實踐實踐實踐實踐的機會的機會的機會的機會 

本科的學習重視實踐。學校可善用社會日益豐富的語言環境，透過多

元化的學習活動，讓學生在課內和課外有更多應用的機會，以提升運

用普通話溝通的能力和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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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   課程架構課程架構課程架構課程架構  

 本章說明普通話科的課程架構，讓學校在規劃課程、設計學習活動和

評估時，作為依據。 

2.1 課程架構課程架構課程架構課程架構 

課程架構是幫助學校規劃和發展課程的組織框架，由以下三個互有關

連的部分組成： 

• 知識 

• 共通能力  

• 價值觀和態度 

 知識、共通能力、價值觀和態度三者的關係圖示如下： 

 

 

 

 

 

 

普通話科是中國語文教育學習領域下的一門學科，學校在規劃課程

時，須兼顧上述課程架構三部分的均衡發展，為學生提供不同的學習情境，

透過適切的學習、教學和評估活動，讓他們發展共通能力、培養正面的價

值觀和積極的態度，並建構知識。 

 

2.2 學習目標學習目標學習目標學習目標 

普通話科課程的設計，重視實際應用。本科的學習包括聆聽、說話、

閱讀和拼寫四個範疇。學習目標為︰ 

(1) 培養聆聽、說話、朗讀等語言能力，以及自學能力。 

(2) 增進與本科有關的語言知識，以及對中華文化的認識。 

(3) 提高對本科的學習興趣，培養良好的學習態度和習慣。 

本科課程以培養學生聽、說普通話的能力為主，培養朗讀能力、拼寫

能力及增進與本科有關的語言文化知識為輔。 

價值觀和態度  

知識  

共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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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學習範疇及各範疇學習目標學習範疇及各範疇學習目標學習範疇及各範疇學習目標學習範疇及各範疇學習目標 

本科透過聆聽、說話、閱讀和拼寫四個學習範疇，培養學生普通話口

語溝通能力，以及學習本科的興趣、態度和習慣。聆聽和說話的學習，要

求學生能聽能說，能準確地理解和表達，以滿足學習、生活和日後工作的

需要。閱讀和拼寫的學習，注重語言的積累，語感和自學能力的培養，以

輔助聆聽和說話的學習。各學習範疇的學習目標如下： 

聆聽範疇聆聽範疇聆聽範疇聆聽範疇︰︰︰︰培養聆聽能力，以理解話語的內容。 

說話範疇說話範疇說話範疇說話範疇︰︰︰︰培養說話能力，以表達自己的思想感情，與人良好溝通。 

閱讀範疇閱讀範疇閱讀範疇閱讀範疇︰︰︰︰培養朗讀及自學能力；增進與本科有關的語言知識，以及

對中華文化的認識。 

拼寫範疇拼寫範疇拼寫範疇拼寫範疇
1
︰︰︰︰培養運用漢語拼音或注音符號的能力，以提高自學能力。 

以上四個學習範疇各有不同的學習目標，而學習內容往往互相交疊，

例如語言知識和中華文化的學習目標列於閱讀範疇內，但實際上，不同範

疇的學習，都可以增進與本科有關的語言知識及對中華文化的認識。學校

在規劃課程時，須注意各學習範疇互相配合，以發揮最大的教學成效。 
 

2.4 各範疇學習重點舉隅各範疇學習重點舉隅各範疇學習重點舉隅各範疇學習重點舉隅 

本科課程的編排由淺入深，方便教師規劃課程及設計教學內容，使學

生能循序漸進地學習。以下就聽、說、讀、寫四個學習範疇的學習重點舉

隅分項表述，讓教師因應學校情況和學生的學習需要而靈活採用，並作適

當調適。同一學習重點同時出現在不同學習階段，但要求卻有高低之別，

教師應根據學生的能力、心理發展、生活經驗和學習經歷，配合相關學習

重點，選擇適當的學習材料，安排合宜的學習活動，以達到學習目標。 

                                                      
1在《普通話科課程綱要（小一至小六）》（1997）和《普通話科課程綱要（中一至中五）》（1997）中，本範疇稱為「譯寫範疇」，現更改名稱以顯示本範疇的學習內容，除了漢字拼音互相對照譯寫外，還包括對拼音的認讀、拼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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聆聽範疇聆聽範疇聆聽範疇聆聽範疇 

聆聽的範圍包括不同性質、類型和題材的話語： 

� 性質：敘述、描寫、抒情、說明、議論 

� 類型：口頭指示、對話、故事、報告、演講、戲劇、廣播劇、電影

等 

� 題材：生活、文化、社會、藝術、歷史等 

學習重點學習重點學習重點學習重點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第一學習階段第一學習階段第一學習階段第一學習階段 第二學習階段第二學習階段第二學習階段第二學習階段 第三學習階段第三學習階段第三學習階段第三學習階段 

理解話語 

內容 

� 聽辨語音 

� 聽懂日常生活常用詞，並了解基本用法 

 

� 識別話語中語

音、用詞或語法

上不合適之處 

� 聽出話語中的主要

信息 
� 聽出話語中的主要信息及重要細節 

� 聽出語調和語氣變化所表達的不同意思 

 � 聽出話語中的不同觀點 

 � 理解話語背後的實際意思 

 

� 理解語段間的關

係，例如因果、轉

折 

� 理解語段間的關

係，掌握話語重

心 

掌握聆聽 

策略 

� 聯繫生活經驗及已有知識理解話語 

� 因應不同的聆聽材料，採取適當的聆聽策

略，例如邊聽邊想像、抓住關鍵詞句 

� 因應不同的聆聽

材料，運用適當

的或綜合運用不

同的聆聽方法，

例如聯想、邊聽

邊記 

樂於聆聽 

認真聆聽 

� 樂於欣賞普通話的節目 

� 有禮貌、有耐性、專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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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話範疇說話範疇說話範疇說話範疇 

說話的範圍包括不同性質和類型的話語： 

� 性質：敘述、描寫、抒情、說明、議論 

� 類型：複述、講述（見聞、故事、感想）、對話、介紹、說明、訪

問、討論、報告、演講等 

學習重點學習重點學習重點學習重點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第一學習階段第一學習階段第一學習階段第一學習階段 第二學習階段第二學習階段第二學習階段第二學習階段 第三學習階段第三學習階段第三學習階段第三學習階段 

口語表達 

� 發音正確、吐字清晰 

� 運用自然的語調、適當的語氣表情達意 

� 按需要調節音量和語速 

� 說話符合現代漢語語法 

� 恰當運用普通話常

用詞、禮貌用語說

話 

� 初步按情境、對象

選擇得體的用語

與人溝通 

� 按情境、對象、

場合選擇得體的

用語與人溝通 

 � 說話意思完整 
� 說話內容具體，

用語豐富 

組織結構 

� 按照恰當的順序  

說話 
� 有條理地說話 

� 清楚地表達思想感

情 

� 流暢地表達思想

感情 

� 圍繞主題說話，

中心明確，思想

連貫 

 
� 層次清晰，前後

連貫 

掌握說話 

策略 

� 聯繫生活經驗及已有知識構思話語 

� 因應不同目的，採取適當的說話方法，例如複述、提問、先

想後說、邊想邊說、適當運用勢態語 

 

� 多讀多聽、多觀

察，運用聯想和

想像，豐富說話

內容 

樂於表達 

勇於表達 

應對得體 

� 培養用普通話交談的興趣 

� 具自信心，主動與人交談 

� 尊重他人發言 

� 說話真誠、友善 

� 說話有禮，自然大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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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範疇閱讀範疇閱讀範疇閱讀範疇 

閱讀的範圍包括不同性質、類型和題材的學習材料： 

� 性質：敘述、描寫、抒情、說明、議論 

� 類型：對話、兒歌、故事、詩歌、短文、演講稿、劇本等 

� 題材：生活、文化、社會、藝術、歷史等 

學習重點學習重點學習重點學習重點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第一學習階段第一學習階段第一學習階段第一學習階段    第第第第二學習階段二學習階段二學習階段二學習階段    第三學習階段第三學習階段第三學習階段第三學習階段    

朗讀 

� 發音正確、吐字清晰 

� 語調自然、輕重相宜 

� 語速適當、流利和諧 

� 語氣適當、停頓合度 

� 基本掌握變調、輕聲、兒化 

� 正確讀出配合日常生活的普通話常用詞、句子、話語 

積累詞匯 

掌握句型 

� 通過朗讀和閱讀，積累普通話詞匯 

� 通過朗讀和閱讀，掌握普通話句型 

� 掌握稱謂用語 

 � 掌握謙敬、委婉、禁忌用語 

� 掌握不同情境、功能的用語，例如邀請、感謝、祝頌、道歉、

許諾、拒絕、約會、寒暄 

增進對中華 

文化的認識 

� 增進對中華文化的認識，例如傳統節日習尚、傳統文化藝術、

風光名勝 

� 認識成語、民間故事、典故、俗語、格言、歇後語等 

促進自學 

� 初步朗讀注音的詞

語和短句 

� 朗讀注音的詞語

和短句 
� 朗讀注音讀物 

 
� 運用工具書查檢

字詞的讀音 

� 運用音序法查檢

字詞 

樂於朗讀 

及閱讀 

� 經常朗讀及閱讀 

� 姿態正確、精神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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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寫範疇拼寫範疇拼寫範疇拼寫範疇 

拼寫範疇的內容包括： 

� 對拼音的認讀、拼讀；使用拼音符號記音；漢字拼音互相對照譯寫

等 

學習重點學習重點學習重點學習重點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第一學習階段第一學習階段第一學習階段第一學習階段    第二學習階段第二學習階段第二學習階段第二學習階段    第三學習階段第三學習階段第三學習階段第三學習階段    

掌握語言 

基本知識 

� 認識聲調符號，掌

握聲調的升降 
 

� 認識聲調、聲母、韻母、拼音 

 � 強化語音難點的學習* 

� 認識變調、輕聲、兒化 

� 認識拼寫規則 

書寫及運用 

漢語拼音或 

注音符號 

� 拼讀音節 

� 直呼音節 

� 正確、端正書寫漢語拼音或注音符號 

 � 把漢語拼音或注音符號改寫為漢字 

 
� 以漢語拼音或注

音符號記音 

 

� 用漢語拼音或注

音符號標注常用

字詞 

    

    

   *  語音難點的學習應作有系統組合，例如：  聲母難點 韻母難點 
 舌面音（j、q、x） 前鼻音和後鼻音： ɑn / ɑng 

 舌尖前音（z、c、s）  en / eng 

 舌尖後音（zh、ch、sh、r）  iɑn / iɑng 

 鼻音和邊音（n、l）  in / ing 

 唇齒音和舌根音（f、h、k）  uɑn / uɑng 

   uen / ueng  

  介母： i、u  

  其他韻母： ie / üe 

   uɑi / uei 
   ün / üɑn 

   ong / i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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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共通能力共通能力共通能力共通能力 

共通能力是中央課程各學習領域和學科共同培養的基本能力，主要是

幫助學生學會掌握知識、建構知識和應用所學知識解決問題。為配合社會

發展的需要，課程發展議會建議將九種共通能力整合為「基礎能力」、「思

考能力」和「個人及社交能力」三類： 

基礎能力基礎能力基礎能力基礎能力    思考能力思考能力思考能力思考能力    個人及社交能力個人及社交能力個人及社交能力個人及社交能力    

溝通能力 明辨性思考2能力 自我管理能力 

數學能力 3
 創造力 自學能力 4

 

運用資訊科技能力 解決問題能力 協作能力 

基於各學習領域的性質不同，各項共通能力在不同學習領域的側重也

有所不同，而各項共通能力的培養亦不宜孤立處理，宜提供機會讓學生綜

合運用。在各項共通能力中，普通話科較利於「溝通能力」的培養。教師

可以通過日常學習活動，例如會話、講故事、討論、演講，讓學生有綜合

運用共通能力的機會。 

 

2.6 價值觀和態度價值觀和態度價值觀和態度價值觀和態度 

價值觀是學生應發展的素質，是個人行為和判斷的準則；態度則是把

工作做好所需的個人特質，二者是互相影響的。普通話科的學習重視培養

學生價值觀和態度。教師可因應情況，在教學過程中，善用與品德情意或

中華文化相關的課題，適當地給予引導，讓學生能從中得到薰陶，建立正

面的價值觀和培養積極的態度。 

 

 

                                                      
2、3、4在《學會學習：課程發展路向．終身學習．全人發展》（2001），稱為批判性思考能力、運算能力和研習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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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        課程課程課程課程規劃規劃規劃規劃    

本章簡述課程規劃的主導原則，以協助學校根據學生需要、興趣和能

力，以及學校實際情況，規劃本科課程。 

3.1 主導原則主導原則主導原則主導原則 

規劃課程時，須考慮以下各項：                                         

3.1.1 配合配合配合配合學習學習學習學習目標和重點目標和重點目標和重點目標和重點 

配合課程的學習目標，依據各範疇的學習目標及學習重點，規劃學校

課程，有機組織和編排教學計劃，編選學習材料，訂定學與教策略和評估

方式，注重學、教、評之間的緊密配合，通過各學習範疇的學習內容，培

養學生普通話口語溝通能力，提高學生對本科的學習興趣，養成良好的學

習態度和習慣。 

3.1.2 靈活組織學習內容靈活組織學習內容靈活組織學習內容靈活組織學習內容，，，，適時檢視和調整適時檢視和調整適時檢視和調整適時檢視和調整 

學校宜按各學習階段的目標組織學習內容，在每級訂定不同的學習單

元，單元與單元之間前後呼應，互相緊扣，使學習有重心、有組織，循序

漸進，以求取得更佳的學習效果。 

以本科來說，組織學習單元的方法有多種，教師可從多個角度考慮，

例如︰以話語內容，如「傳統節日習尚」為組織重心，使學生掌握與傳統

節日有關的詞匯、用語、文化知識；以話語功能，如「介紹」為組織重心，

使學生掌握介紹不同事物的技巧；以語言能力訓練，如「聽辨能力訓練」

為組織重心，提高學生聽辨詞語、語氣等能力；在語言知識方面，集中語

音難點的學習，如以「一、四聲的分辨」或「z、zh的分辨」等為組織重
心，使學生掌握普通話聲、韻、調的特點。 

為幫助學生達到學習目標和掌握學習重點，學校可靈活選擇或調整學

習內容的組織方式。在實施課程時，學校宜定期檢視，因應學生能力、學

校資源、社會環境的變化等，靈活調整課程內容、學習單元的數量和組織

方式，使更切合學生的學習需要。 

3.1.3 整體整體整體整體規劃規劃規劃規劃，，，，注重連繫與銜接注重連繫與銜接注重連繫與銜接注重連繫與銜接 

學校宜根據學生的能力和學習需要，整體規劃各級的學習內容，注重

各學習範疇、各學習階段之間的連繫與銜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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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範疇，緊密配合：各範疇的學習應互相配合，以發揮最大的

學習成效，例如︰善用聆聽和朗讀的學習材料，作為說話活動的

輸入；善用拼寫和語言知識的教學基礎，提升學生聆聽、朗讀和

說話的能力。 

� 循序漸進，前後銜接：根據學生能力，適當地將各學習階段的學

習目標及學習重點，編入各年級的教學計劃中，使各級的課程內

容編排由淺入深，循序漸進，讓學生學之有序，學得穩固。 

� 針對難點，深化鞏固：根據學生的學習情況，針對難點，作常規

訓練，適當地將相關教學內容隨年級作螺旋式編排，深化學習，

讓學生從中掌握語音、積累詞匯、培養語感、增進知識，鞏固所

學。 

3.1.4 注重實際注重實際注重實際注重實際應用應用應用應用 

本科重視培養學生的溝通能力，學校在規劃課程時，宜配合學習目標

和重點，靈活選取合適的學習材料，設計多元化的學習活動，讓學生在豐

富多彩的語言環境中多聽多說普通話，實踐所學。 

3.1.5 設計均衡的課程設計均衡的課程設計均衡的課程設計均衡的課程 

學校在規劃課程時，要確保學生的學習涵蓋聆聽、說話、閱讀、拼寫

四個學習範疇，同時須顧及共通能力、價值觀、興趣、態度和習慣等方面

的培養。 

3.1.6 善用課程資源善用課程資源善用課程資源善用課程資源，，，，激發學習興趣激發學習興趣激發學習興趣激發學習興趣，，，，提升學習成效提升學習成效提升學習成效提升學習成效 

學校宜對應學習目標，配合不同的課題，適當地運用不同類型的課程

資源，加強學與教的效果，例如︰用各類教材套（聽說、拼音、朗誦等）、

多媒體材料，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輔助教學；教師亦可善用資訊科技帶

來的方便，鼓勵學生恰當地運用電子學習資源，多使用互聯網、電腦軟件

或應用程式，按自己的能力和興趣自學，提升學習成效。 

3.1.7 拓寬學習空間拓寬學習空間拓寬學習空間拓寬學習空間，，，，連繫其他學科的學習連繫其他學科的學習連繫其他學科的學習連繫其他學科的學習 

在規劃課程時，宜按照實際情況和需要，組織多元化的跨學科活動，

增加學生運用普通話的機會，使課時和資源得以有效運用，例如：與其他

學科協作，組織需要運用普通話的交流活動，並在活動開展前，幫助學生

預先掌握相關的用語，以實踐課堂所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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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課程統籌課程統籌課程統籌課程統籌 

學校在規劃普通話科課程時，課程領導或科主任宜全面考慮以下各

項：  

� 了解課程精神、學校情況和學生需要。 

� 帶領科組成員共同規劃學校課程、編選學習材料、擬定教學及評

估計劃，並適時檢視、評估課程實施的情況，適當地作出調整，

以照顧學生的學習需要。 

� 善用課時和課程資源，關注本科與其他學科的連繫和協作，促進

學生學習，提升教學效能。 

� 促進科組成員的經驗交流和專業發展。 

� 管理和發展校本資源庫，以整理和儲存學與教材料，支援教師教

學，促進同儕交流；同時亦幫助學生善用相關資源自學。 

� 創設良好的語言環境，營造積極的學習氣氛，鼓勵學生在課堂內

外運用普通話。 

� 善用與本科相關的社區資源。 
 

3.3 學習時間學習時間學習時間學習時間  

學生的學習經歷可以發生於任何時間和空間。學習時間包括上課的時

間，課堂以外的在校時間，以及校外時間。學校應對學生的學習時間作整

體規劃及安排： 

(1) 普通話科是中國語文教育學習領域下的一門學科，中國語文教育學習

領域的整體課時分配，包括普通話科在內，小學階段建議為 25-30%，

初中階段為 17-21%。學校宜因應校本情況，靈活分配普通話科的學

習時間，確保學生在校內有足夠而合理的課時掌握本科的學習重點。 

(2) 本科包括聆聽、說話、閱讀、拼寫四個學習範疇。學習目標以培養學

生聽、說普通話的能力為主，培養朗讀能力、拼寫能力及增進與本科

有關的語言文化知識為輔。各學習範疇的學習內容，往往互相交疊，

互有關連。學校在教學時間安排上，應就此特點作出靈活的規劃。 

(3) 學校宜整體考慮課內、課外，校內、校外學習時間的分配。教師宜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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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方位學習」的概念，拓寬普通話科的學習時間及空間。除了善用

課堂時間外，教師可從下列方向，為學生創造空間，讓學生自然地學

習和應用普通話。如︰ 

���� 設計適合、適量及多樣化的全方位學習活動，讓學生走出課堂，

實踐所學。 

���� 組織普通話興趣小組或普通話學會，讓學生負責策劃和籌備各項

活動，增加應用普通話的機會。 

���� 根據學習內容、單元主題等，定期向學生介紹程度適中又富趣味

的視聽資訊或讀物，引導學生自行觀看、聆聽或閱讀，與同學互

相討論。 

���� 善用社區資源，鼓勵學生課後參加社區團體舉辦的普通話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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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        學學學學與教與教與教與教    

學生透過不同的學習活動，鞏固和實踐所學，同時養成良好的學習態

度，培養終身學習的興趣和能力，提高聽、說普通話的水平。教師宜參考

本章提及的學與教主導原則及策略，以提升學與教的效能。  

4.1 學生與教師的角色學生與教師的角色學生與教師的角色學生與教師的角色 

4.1.1 學生的角色學生的角色學生的角色學生的角色 

學生是學習的主人，必須親身體驗學習的過程，養成良好的學習習

慣，才容易內化知識、遷移能力。普通話科課程着重為學生創設良好的語

言環境，培養學生學習普通話的興趣，促進自主學習。教師要讓學生： 

� 積極主動學習：主動投入學習活動，多聽多說普通話，積極參與

同儕協作的學習活動及不同的學習社群，培養與人溝通的信心。 

� 不斷自我完善：在學習過程中，培養語言自學能力，逐漸學會自

覺地調節、反思自己的學習，自我完善，精益求精。 

4.1.2 教師的角色教師的角色教師的角色教師的角色 

教師是課程的設計者，在學與教的過程中擔當不同的角色，包括傳授

知識、促進學習、提供資訊、輔導學生、評估學習等。在普通話科的教學

上，教師須發揮專業自主的精神： 

� 根據課程文件的建議，為課堂或學習活動訂定清晰的學習目標；

按學生的能力和興趣，調適課程，編選合適的學習材料，設計學

習活動，為學生提供互動、交流和應用普通話的機會。 

� 善用學生的生活情境，靈活運用各種學與教策略，激發學生的學

習動機，鼓勵學生積極參與課內和課外的普通話學習活動，勇於

表達，善於溝通。 

� 在學與教過程中，持續觀察學生的表現，給予適時回饋，讓學生

享受語言學習的滿足感，提升學習普通話的自信心。 

� 促使學生成為自主學習者，幫助學生根據自己的需要，訂立適當

的學習目標，建立良好的學習習慣。 

� 為學生提供多樣化的學習資訊，讓學生能掌握獲取各種學習資源

的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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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主導原則主導原則主導原則主導原則 

普通話科重視培養學生聽、說普通話的能力，着重口語的訓練，為提

高學生的溝通能力奠定基礎。教師須發揮專業精神，建基於以往成功的經

驗，貫徹以下原則： 

4.2.1 以學生為主角以學生為主角以學生為主角以學生為主角，，，，促進自主學習促進自主學習促進自主學習促進自主學習 

語言學習是互動的，學生是學習的主角，在課堂及其他學習場合，要

讓學生主動經歷、積極參與活動，使學生能聽得懂，說得對，恰當地運用

普通話表達所思所想。教師要善於營造情境，讓他們透過課堂內外的實踐

活動與人交流，體驗學習的樂趣，應用所學，進而更積極主動地學習，為

自己訂立學習目標。 

4.2.2 建基現有優勢建基現有優勢建基現有優勢建基現有優勢，，，，了解了解了解了解學生的能力學生的能力學生的能力學生的能力 

教師應了解學校在學與教方面的優勢，如課程發展的經驗、教學團隊

的協作和教師的學科知識、個人專長，充分利用普通話科課程提供的彈

性，訂定清晰的學習目標，編擬學習內容，以切合不同學生的需要。教師

布置課堂教學活動時，須了解學生的能力和程度，掌握學生已有的知識和

經驗，靈活運用各種教學策略，並利用評估促進學習，提升學與教效能。 

4.2.3 拓寬語言學習空間拓寬語言學習空間拓寬語言學習空間拓寬語言學習空間，，，，提供豐富多提供豐富多提供豐富多提供豐富多彩彩彩彩的學習經歷的學習經歷的學習經歷的學習經歷 

普通話的學習，不限於課堂內，教師可充分運用不同的學習時間和空

間。學校可把普通話學習由課堂延展至課堂以外，營造豐富的語言環境，

讓學生從實際情境中學習和運用普通話。教師可與其他科目、學校、機構

和人士合作，組織多元化的學習活動，如舉辦不同形式的參觀、交流學習，

或安排學生參與聯校比賽，讓他們在群體活動和生活中運用普通話，提升

學習興趣，並在參與活動的過程中發展各種共通能力。 

4.2.4 合理安排各範疇的學習重點合理安排各範疇的學習重點合理安排各範疇的學習重點合理安排各範疇的學習重點，，，，訂立清晰目標訂立清晰目標訂立清晰目標訂立清晰目標 

普通話科以培養聆聽、說話能力為主，培養朗讀能力、拼寫能力及增

進與本科有關的語言文化知識為輔。在學習過程中，各範疇不能孤立割裂

地處理，而應是互相促進，相輔相成的。學校在設計學與教活動時，應先

訂立清晰的學習目標，並理解各學習範疇在教學過程中所發揮的作用。如： 

� 聆聽與閱讀是重要的輸入過程，透過學習材料增進與本科有關的

語言及文化知識，汲取養份，有助學生在說話的輸出過程中恰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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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體地表達所思所想。 

� 教授語音知識的目的在增強學生聽、說普通話的能力及使學生進

一步能自學普通話，不在灌輸語音學知識，故此教師教授語音知

識時，應着重在聽、說的過程中練習和鞏固，避免介紹不必要的

學術用語。 

� 朗讀一方面可讓學生吸收和積累語言材料，增加積儲，豐富語言

內涵，同時讓學生學習語音和語法，鞏固基礎；另一方面可培養

學生對普通話的語感，感受語言之美。 

4.2.5 善用課程資源以促進學與教善用課程資源以促進學與教善用課程資源以促進學與教善用課程資源以促進學與教 

教師須根據學習目標和需要，適當地運用資訊科技以促進互動學習，

以及照顧學生的多樣性，讓學生可按個人興趣及進度學習。例如教師可鼓

勵學生利用視聽器材，反復聆聽字詞的讀音，朗讀時的語調和節奏，以準

確掌握語音及朗讀的技巧。教師又可透過不同的視聽材料，按學習重點設

計教學活動，讓學生設計對白或進行角色扮演，學習普通話的表達方式、

語言背後的文化內涵，積累詞匯等。教師也可利用互聯網、流動應用程式

等，拓寬學生的學習空間，讓學生在課內或課外，隨時隨地學習普通話。      

4.2.6 建立開放的學習風氣建立開放的學習風氣建立開放的學習風氣建立開放的學習風氣 

教學過程中，教師應激發學生的學習動機，調動他們學習的主動性，

培養良好的學習興趣、態度和習慣。因此，教師須營造輕鬆、愉快的學習

氣氛，建立開放的課堂學習風氣，適當地設疑置問，啟發學生思考，誘發

他們的求知欲，引起他們說話的動機。 
 

4.3 學與教策略學與教策略學與教策略學與教策略 

學與教策略靈活多變，難有成規定法，教師宜全面考慮不同的學習目

標、不同學生的學習方式、能力、興趣和需要，運用一種或結合多種教學

策略，布置課堂教學活動，以提高學與教的效能。在學與教的過程中，教

師可靈活運用以下建議的學與教策略，並適時調節和更新： 

4.3.1 創設情境創設情境創設情境創設情境，，，，安排學習活動安排學習活動安排學習活動安排學習活動 

教師按照不同的學習內容創設與學生生活相近的情境，設計多元化的

活動，例如會話、講故事、討論、演講，讓學生透過參與學習活動，運用

各種聽、說技巧協作、交流，並能運用所學的詞匯、文化知識以豐富說話

內容，同時在溝通的過程中學會交際禮儀，讓他們把所學的語言技能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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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實際生活中。 

4.3.2 示範引導示範引導示範引導示範引導 

在學習過程中，學生需要教師的示範引導，通過預設的學習步驟和活

動，逐步掌握用普通話溝通的能力。學生在學習過程中遇上問題時，教師

需作示範指導和回饋，讓學生從中得到啟發、修正和變換學習策略，並提

升自我監控和反思的能力。 

例如在進行人物訪問時，可以作以下的示範引導： 

� 示範、模仿：學生觀看人物訪問的錄像；教師講解訪問、對答的

技巧等，然後讓學生分成二人小組，模仿訪問對話。 

� 回饋、修正：透過教師評價或學生互評，給予適當的回饋，教師

從旁引導，以改善學生的說話技巧。 

� 應用、實踐：學生預先蒐集訪問對象資料，應用所學的訪問技巧

進行人物訪問。 

又如在教授發音時，進行示範，讓學生模仿： 

� 由教師讀出聲母、韻母或音節，學生觀察教師發音的口型，聆聽

教師發出的語音，然後模仿發出同樣的聲音。遇有一些學生較難

掌握的聲母、韻母或音節，教師也可以用比較誇張的口型，慢慢

地念出來，使學生易於觀察；也可採用比較法，把兩個、三個聲

母、韻母或音節先後念出來，使學生能從教師的口型、發音上，

比較它們的差異。 

4.3.3 採用適切的方法教採用適切的方法教採用適切的方法教採用適切的方法教授語音知識授語音知識授語音知識授語音知識 

學習普通話語音知識的方法有多種，例如先教聲、韻母，然後教拼音，

或先朗讀，讓學生熟習語句讀法，再分析語音成分，然後練習拼音。教師

宜按學生的能力和需要，針對語音難點的學習，採用適切的策略施教，同

時可運用聲母口訣、標調歌等以助學生掌握拼寫規則。學習普通話，除了

要學習語音之外，還得掌握普通話的語言習慣，教師宜組織不同類型的活

動，結合聽說讀寫範疇，讓學生應用語言和語音知識，融會貫通，而避免

機械化的拼音操練。 

4.3.4 靈活運用靈活運用靈活運用靈活運用多元化的學習材料多元化的學習材料多元化的學習材料多元化的學習材料 

通過多元化的學習材料，讓學生接觸各種普通話表演藝術，例如講故

事、朗誦、角色扮演、讀劇、相聲，學生可從觀賞或模擬實踐中品味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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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運用。教師可嘗試引導學生欣賞語言表達的內涵和技巧，了解其精妙之

處，提高學習興趣和能力，發展學生的創意及評鑑能力，感受語言之美。 

4.3.5 鼓勵自學鼓勵自學鼓勵自學鼓勵自學，，，，延展學習延展學習延展學習延展學習 

積極自主地獲取新知識是有效的學習途徑。學校宜鼓勵學生主動參

與、監控自己的學習過程，並且調整學習策略以求自我完善。教師可提供

自學途徑，鼓勵學生運用自學工具；鼓勵學生聆聽、觀賞各種普通話節目，

在課餘多接觸普通話，延伸課堂所學。 

4.3.6 全方位學習全方位學習全方位學習全方位學習 

有效的學習，不局限於課堂內，應充分運用不同的學習時間和空間： 

� 課內、課外運用普通話與學生溝通，鼓勵學生在課後運用普通話

交談。 

� 在校內營造語言環境：舉辦普通話日、普通話周、普通話廣播、

午間表演等活動，營造聽說普通話的氛圍，又可在校園張貼附拼

音的標語、警句等，以增加學生接觸拼音的機會。 

� 組織普通話課外活動：課外活動是普通話學習的組成部分，教師

可組織校內普通話課外活動，也可以鼓勵學生參加校外的普通話

活動。學校可按校本情況，配合學生的興趣和能力，鼓勵學生參

與不同活動，例如唱遊、朗誦、講故事、話劇、繞口令、唱歌比

賽。這些活動，提供不同的語言環境，讓學生實踐課堂所學，同

時突破課堂學習的限制，增加學習的興趣。 

� 鼓勵學生在日常生活中多接觸和使用普通話：例如觀賞普通話的

電影或電視節目、聆聽電台節目，多用普通話與人溝通交流。 
 

4.4 照顧學生的多樣性照顧學生的多樣性照顧學生的多樣性照顧學生的多樣性 

每個學生都是獨特的，他們的能力、興趣、學習風格和需要均不同。

教師宜充分了解學生的強弱項，幫助他們在各學習範疇取得均衡的發展。 

4.4.1 適當的課程適當的課程適當的課程適當的課程規劃規劃規劃規劃 

教師應了解學生在普通話科的學習情況，掌握學生的多樣性，根據學

生的不同需要和學校的條件規劃課程，為學生組織多元化的普通話學習活

動，讓不同能力、性向、興趣的學生都有參與和發展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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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課程，可參考以下方法： 

(1) 調適課程調適課程調適課程調適課程 

教師宜根據學生在普通話科的學習表現及需要，從課程設計、學與教

的內容、學習材料和評估設計等方面調適課程。 

(2) 安排多元化活動安排多元化活動安排多元化活動安排多元化活動 

教師安排多元化的活動，以提高學生學習普通話的興趣，加強學習動

機，發展學生的潛能，例如普通話日、普通話周、朗誦比賽、繞口令比賽、

故事欣賞、唱歌、拼讀遊戲。對於普通話學習表現較佳的學生，可額外安

排增潤活動，例如辯論技巧訓練、小品或相聲欣賞，進一步提升學生的普

通話能力。 

4.4.2 有效的教學策略有效的教學策略有效的教學策略有效的教學策略  

因應學生的學習多樣性，教師除參考 4.3學與教策略外，可多考量以

下各項： 

(1) 靈活的教學安排靈活的教學安排靈活的教學安排靈活的教學安排 

教師可透過具針對性的教學安排，例如個別輔導、小組教學，為學習

能力稍遜的學生提供額外支援，幫助他們學習，提升水平；又可運用協作

教學、同儕互學、分層教學等，讓不同能力的學生可以一同學習，各有得

益；設計不同類型的學習活動，以照顧不同學習風格的學生。成績卓越的

學生可以參加校內或校外舉辦的演講班、考察交流活動、辯論隊等，精益

求精，發揮特長。 

(2) 布布布布置適切的評估活動置適切的評估活動置適切的評估活動置適切的評估活動 

教師宜設計適切的評估活動，以了解學生在普通話科學習的強弱項，

並根據評估結果分析他們的學習困難和需要，從而給予優質的回饋和適當

的支援。另外，教師可多設計不同內容或類型的評估活動，從不同層面，

多角度觀察學生的興趣和長處，了解他們各方面的能力。 

(3) 善用資訊科技以促進學與教善用資訊科技以促進學與教善用資訊科技以促進學與教善用資訊科技以促進學與教 

教師可善用資訊科技為學生創造學習空間，運用互聯網或流動應用程

式，透過內容、形式和難度不同的學習材料和自學課程，照顧學生的個別

學習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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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善用教學資源善用教學資源善用教學資源善用教學資源 

教師可根據校本的情況及條件，妥善結合校內、校外的資源，規劃拔

尖保底工作，例如從校外聘請導師、與其他學校合辦學習活動。 
 

4.5 日常課業日常課業日常課業日常課業 

有效益的日常課業可以讓學生鞏固、延伸和應用課堂所學，更可促進

學生獨立學習，展示學習成果。為促進學生在本科的學習，教師宜根據學

生的需要，配合學習目標及學習重點，從質和量上布置適切的日常課業。 

4.5.1 布布布布置日常課業的原則置日常課業的原則置日常課業的原則置日常課業的原則 

(1) 全面而均衡全面而均衡全面而均衡全面而均衡 

教師宜配合學習目標及各學習範疇的學習，安排多樣化、目標明確的

日常課業。本科課業不限於紙筆形式，例如講故事、誦讀、短講，均可作

為日常課業。 

(2) 份量和程度適中份量和程度適中份量和程度適中份量和程度適中 

布置課業要因時制宜，適當分配堂課與家課的份量，也需要檢視不同

課業的內容，由淺入深，避免不必要的重複。 

(3) 富創意和挑戰性富創意和挑戰性富創意和挑戰性富創意和挑戰性 

教師宜布置富創意和挑戰性的課業，例如演出廣播劇，進行專題演

講，以引發學生的興趣，激發潛能，培養自學能力、明辨性思考能力和創

造力。同時，教師應避免安排學生作無教育效益的機械化練習，如大量抄

寫拼音或背默定義。 

(4) 展示學習成果展示學習成果展示學習成果展示學習成果 

日常課業的布置應讓學生有機會發揮所長，並可讓學生展示個人的學

習成果。例如把學生的朗誦、演說表演或當小記者的片段上載學校網頁，

並鼓勵學生撰寫或說出感言，反思學習體驗。 

4.5.2 日常課業的類型日常課業的類型日常課業的類型日常課業的類型 

日常課業的類型應多元化，例如情境對話、講故事、朗讀、演講、角

色扮演、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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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   評估評估評估評估  

本章旨在說明評估的主導原則，闡述評估對促進學生學習普通話的作

用，並提出評估建議。 

5.1 主導原則主導原則主導原則主導原則 

評估是學與教的重要組成部分，適當的評估對學習有正面的作用。教

師可對應不同的評估重點，在日常學習活動中，靈活採用合適的評估方

式，例如觀察、討論、口頭報告、紙筆評估。有效的評估，除了讓教師了

解學生的學習進展、檢討學與教成效，也可以讓學生了解自己的學習表

現，知所改進，同時讓家長了解子女的學習情況。 

為更有效促進學習，評估宜按照以下原則進行： 

5.1.1 配合學習目標和重點配合學習目標和重點配合學習目標和重點配合學習目標和重點 

規劃評估時，教師應根據普通話科課程的學習目標和重點，以及學生

的學習表現和需要，決定評估的內容、方式、次數、時間、佔分比重及記

錄方式等，使學習、教學及評估能緊密配合。評估的頻次和份量必須恰當，

每次評估應有明確的目的，也應讓學生了解評估目標和評估準則。 

5.1.2 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多樣的評估多樣的評估多樣的評估多樣的評估 

評估學生在普通話科的學習情況，宜透過他們在各學習範疇和不同學

習活動中的表現，給予全面評價。不同的評估方式具有不同的效能，可以

從多角度為師生提供學習表現的顯證，教師宜採用多元化的評估活動，例

如拼讀比賽、朗讀、討論、角色扮演、命題說話、口頭報告，以全面了解

學生在知識、能力、興趣、態度和習慣等方面的學習表現，進而調整課程

或學與教策略，以切合學生的學習需要。  

5.1.3 善用評估資料善用評估資料善用評估資料善用評估資料，，，，適時回饋與激勵適時回饋與激勵適時回饋與激勵適時回饋與激勵 

善用評估資料回饋學與教，可提升學與教效能。學校應有系統地記錄

學生的評估資料，以診斷和評鑑學與教的成效，並作為檢討教學進度的參

考。學習是持續改變的歷程，評估既重視學生的學習結果，也重視他們在

學習過程中的表現。教師宜充分利用進展性評估，適時給予具體、有針對

性的建議，並多作正面鼓勵，讓學生體驗成功，這對改善和提升學與教效

能都有積極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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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 促促促促進學生自主學習進學生自主學習進學生自主學習進學生自主學習 

教師應提供機會讓學生透過自評、互評，建立自學的能力，養成自學

的習慣，透過同學和老師的回饋了解個人的強項、弱項，反思自己的學習

情況，從而作出改善，提升普通話水平。 

5.1.5 多方參與多方參與多方參與多方參與 

為了讓學生得到不同角度的回饋，了解自己的學習情況，教師在設計

課業時，可以按需要安排學生、家長等共同參與日常學習中的評估活動，

例如讓學生朗讀課堂上學過的兒歌，同學可以從音量、速度、流利等不同

方面給予鼓勵或簡單的回饋，家長可以從態度方面給予鼓勵，幫助學生從

不同渠道了解自己的學習過程，訂立合理期望，促進學習。 
 

5.2 評估的方式評估的方式評估的方式評估的方式 

評估大致上可分為進展性評估和總結性評估兩類，兩者互相補足，在

學、教、評的循環中，不可或缺，學校應求取兩者之平衡，使之互相配合。 

進展性評估一般在日常的學習中恆常進行，目的在於了解學生的學習

表現，以便採取相應的教學措施。進展性評估既可以評估學生的整體學習

表現，也可以持續地評估他們的學習進展。進展性評估着重給予學生適

時、優質的回饋，以助學生改進，提升學習成效。 

總結性評估多在一個學習時段結束後進行，例如在學習單元或學期終

結，主要目的是了解學生在一段時間內的整體學習表現。本科的總結性評

估應涵蓋不同的學習範疇，學校可分析評估資料，了解學生的學習情況，

並重新檢視教學計劃，調整學與教策略等；學生也可知道自己的學習表

現，作為調整學習策略的參考。 

本科的評估方式，主要分為口頭評估和書面評估，並輔以日常觀察。

教師可以透過這些方式，了解學生的學習情況。本科的學習注重實踐，以

聽、說能力為重，教師須對應評估重點靈活採用適當的方式，設計能展現

聽、說能力的評估活動，如討論、講故事、簡單對話，避免過多的紙筆測

試和語言知識考核，以免給學生帶來不必要的學習負擔。 
 

5.3 實施建議實施建議實施建議實施建議 

評估方法宜多元化，無論用甚麼評估方法，都應配合學習目標和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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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並訂定清晰的評估準則。 

各學習範疇的評估建議如下： 

� 聆聽範疇以聆聽理解能力為評估重點，了解學生是否正確理解話

語內容及掌握內容要點。教師可按各學習階段的情況選擇材料，

讓學生在聆聽話語後回答問題。聆聽評估不一定以紙筆方式進

行，日常的評估也可以用提問及其他方式考查。 

� 說話範疇以運用語言表情達意的能力為評估重點，了解學生發音

準確和說話流利程度，用語是否恰當、得體等，設題要讓學生運

用普通話表達思想感情，包括生活經驗、感受、想法等。 

� 閱讀範疇評估學生的朗讀及自學能力。朗讀的評估重點是了解學

生的發音準確程度，語調、語氣是否恰當等。教師可根據各學習

階段的情況，選用不同性質、類型、題材和篇幅的文字擬訂評估

材料，讓學生朗讀。有關本範疇的中華文化知識，不在評估之列。 

� 拼寫範疇以評估學生運用拼音的能力為重點，了解學生對語音知

識的掌握程度。掌握拼音是為了增強普通話聽、說和自學的能力，

因此，這範疇並非單純是語音知識的考查，設題宜以知識應用為

主。評估除了紙筆測試，也可以透過觀察學生課堂活動的表現進

行。 

� 學習普通話的興趣、態度、習慣，可用觀察法評估，宜在進展性

評估中持續進行，以獲取較客觀和準確的評估資料，例如觀察學

生日常參與課堂活動、與人交談時的興趣和態度等方面，並作記

錄。 

評估須體現課程精神，也應該與日常學與教配合，各學習範疇的實際

分數比重應視乎課程編排和學校需要而定。本科以培養學生的聽、說能力

為主，學習語言知識是為了幫助學生說好普通話，而閱讀則可增加學生的

語言積累，培養自學能力。因此，整體而言，聆聽和說話應佔較大的分數

比例，但學校可根據不同學習階段的課程編排和實際情況，調整各學習範

疇之間的比例，例如第一學習階段較着重語言的輸入和積累，聆聽和朗讀

的佔分可以稍多，待積累了一定語匯、語句，具備基本的說話能力後，說

話的分數比重可相應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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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第六章第六章第六章   學與教資源學與教資源學與教資源學與教資源  

善用不同類型的學與教資源能促進學習，教師宜考慮本章提及的資源

選取、運用及管理原則，安排切合學生需要的學與教資源。 

6.1 學與教資源的選取學與教資源的選取學與教資源的選取學與教資源的選取 

6.1.1 主導原則主導原則主導原則主導原則 

選取學與教資源的主要原則： 

(1) 配合本科課程精神，體現相關的學習目標和重點。 

(2) 內容意識健康、思想積極，培養學生正面價值觀，對學生的思想品德、

文化素養、審美情趣等起薰陶作用。 

(3) 貼近學生生活，配合學生身心和認知的發展，難易適度，能引起學生

的學習動機和興趣。 

(4) 整體編排合理，材料的字詞及語音的難易度均應由淺入深，篇幅長短

適中，配合學生的能力、興趣和學習需要。 

(5) 重視口語語體，提高學生的普通話溝通能力。 

(6) 詞匯和語法均符合現代漢語的規範。 

(7) 多媒體材料的語音清晰準確，語言生動，為學生起示範作用。 

(8) 採用同一套音標系統和詞語連寫規則。 

6.1.2 資源類別資源類別資源類別資源類別 

(1) 教科書教科書教科書教科書 

教科書是基本的學與教資源，學校可由教育局公布的「適用書目表」

及「電子教科書適用書目表」中選取適合的普通話科教科書，作教學之用。

教師可參考教科書內容，配合學生的學習需要，擬訂適合的教學計劃，靈

活調適學習重點、內容及活動。 

選擇教科書時，宜注意以下各項： 

� 配合課程指引所定的課程理念和學習目標，提升學生聽、說和自

學普通話的能力，同時兼顧共通能力、價值觀的培養和文化的薰

陶。 

� 內容涵蓋四個範疇的學習，以聽、說為主，讀、寫為輔。四個範

疇的學習內容互相緊扣，以提高學習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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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由淺入深，縱向及橫向的課程編排合理，配合學生的認知發

展。 

� 具備適量而多樣的學習活動，適當運用不同媒體輔助學生學習，

鼓勵不同能力的學生積極參與，激發他們的學習興趣，在豐富的

語言環境中，逐步提升溝通能力。 

� 透過適量的進展性及總結性評估活動，協助教師蒐集學生學習表

現的顯證，了解學生學習情況，以回饋學與教。 

(2) 其他其他其他其他學習學習學習學習材料材料材料材料 

教科書以外，教師宜設計及運用適當的視聽材料，訓練學生聽、說普

通話的能力。視聽材料宜與教科書配合，可以是模擬的語言材料，也可以

是選自日常生活中的語言素材，以擴大學生的學習範圍。 

另外，教師可根據學生的程度，選用適當的補充材料，例如笑話、繞

口令、謎語、歌曲，以及各種附有漢語拼音或注音符號的讀物，包括兒歌、

故事、寓言、戲劇、詩歌、散文等，幫助教學，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 

隨着互聯網的廣泛應用，電子學習資源也越見豐富，教師可配合實際

需要，選用不同類型的多媒體材料，例如電子書、有聲書、互動遊戲，激

發學生的學習興趣。同時，資訊科技的發展令人與人之間的溝通交流更方

便快捷，學校可鼓勵學生善用電子平台、電子儲存空間及校園電視台等，

增加運用普通話的機會，以拓寬學習空間。 

(3) 工具書工具書工具書工具書 

工具書包括字典、詞典等。指導學生運用工具書是培養他們自學能力

的其中一個方法。例如當他們在掌握了普通話的聲母、韻母及拼音方法

後，遇到不會讀的字詞，便可以憑「部首檢字法」查出該字詞，然後根據

音標讀出字音。此外，教師也可以指導學生用「音序法」查檢字詞，提高

他們的自學能力。 

(4) 社會資源社會資源社會資源社會資源 

豐富的語言環境有助提升學生的普通話溝通能力，教師可以善用社會

資源增加學生接觸普通話的機會，不少團體和機構透過不同類型的活動和

比賽，支援學校在校園內外推廣普通話，教師宜善用有關資源，以增強學

生運用普通話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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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學與教資源的運用學與教資源的運用學與教資源的運用學與教資源的運用 

教師在運用學與教資源時，宜注意以下各項： 

(1) 普通話科重視實用，教師宜靈活運用學與教資源，配合不同類型的學

習活動，在校內營造豐富多彩的語言環境，讓學生在自然的情況下靈

活運用普通話。 

(2) 從學生學習的角度運用學與教資源，鼓勵學生在課堂以外多接觸普通

話，以激發學習興趣為前提，透過活潑有趣的電子資源、閱讀材料、

音像材料等，有目的地提高學生的聆聽、說話、朗讀等語言能力，以

及自學能力。 

(3) 教科書不是唯一的學習材料，教師宜靈活運用能引起學生興趣的材

料，引導學生多聽多說普通話；另一方面，教師可根據學生的學習需

要，調動、刪減或增補教科書的內容，以達到特定的學習目標。 
 

6.3 學與教資源的發展和管理學與教資源的發展和管理學與教資源的發展和管理學與教資源的發展和管理 

學與教資源的發展，以能加強學生學習及支援教學為最終目的。課程

指引及有關文件、教科書、教學參考資料、教學設施和人力資源等，都是

寶貴的學與教資源。課程發展議會和教育局將繼續發展相關的學與教資

源，以協助學校實施普通話科課程。 

學校發展學與教資源，宜採用以下策略： 

(1) 衡量實際情況衡量實際情況衡量實際情況衡量實際情況，，，，制制制制定定定定發展計發展計發展計發展計劃劃劃劃 

教師須先檢視本科已有的資源，根據實際需要，再考慮學校的人手、

經費等因素，制定學與教資源發展計劃，並適時檢討及更新。 

(2) 靈活調動人員靈活調動人員靈活調動人員靈活調動人員，，，，共用資源共用資源共用資源共用資源 

學校可靈活調動不同學習領域或學科教師共用資源，或進行跨科合作

活動；也可以邀請具一定普通話水平的家長協助，或安排校內普通話

水平較高的學生，參與推行不同類型的學習活動，營造良好的學習氣

氛。 

(3) 發展資料庫發展資料庫發展資料庫發展資料庫，，，，適時檢討和更新適時檢討和更新適時檢討和更新適時檢討和更新 

隨着學與教資源數量的增加，學校可建立資料庫整理及儲存資料，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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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同儕交流，提升學與教效能，並鼓勵學生自學，例如「普通話資

源角」、「網上學與教資源庫」；同時，教師須不時檢討和更新現有資源，

了解有關字詞、拼音、語法等方面的發展情況，與時並進。教師可透

過互聯網或其他途徑，瀏覽相關資料，例如「漢語拼音方案」、「漢語

拼音正詞法基本規則」、「中國人名漢語拼音字母拼寫規則」、「中國地

名漢語拼音字母拼寫規則（漢語地名部分）」、「關於地名用字的若干規

定」、「普通話異讀詞審音表」、「通用規範漢字表」。 

(4) 着着着着重培訓重培訓重培訓重培訓，，，，重視人力資源的開發重視人力資源的開發重視人力資源的開發重視人力資源的開發 

學校應重視人力資源的開發，鼓勵教師不斷進修，積極參與課程規劃

及教學研究，以促進專業成長；同時鼓勵教師透過正式的科務會議或

非正式的討論，多交流教學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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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漢語拼音方案漢語拼音方案漢語拼音方案漢語拼音方案 

 
 

一一一一 字母表字母表字母表字母表 

字母： Aɑ Bb Cc Dd Ee Ff Gg 
名稱： ㄚ ㄅㄝ ㄘㄝ ㄉㄝ ㄜ ㄝㄈ ㄍㄝ 

 Hh Ii Jj Kk Ll Mm Nn 
 ㄏㄚ 〡 ㄐ〡ㄝ ㄎㄝ ㄝㄌ ㄝㄇ ㄋㄝ 

 Oo Pp Qq Rr Ss Tt  
 ㄛ ㄆㄝ ㄑ〡ㄡ ㄚㄦ ㄝㄙ ㄊㄝ  

 Uu Vv Ww Xx Yy Zz  
 ㄨ 万ㄝ ㄨㄚ ㄒ〡 〡ㄚ ㄗㄝ  

 

v只用來拼寫外來語、少數民族語言和方言。 

字母的手寫體依照拉丁字母的一般書寫習慣。 

 

 

二二二二 聲母表聲母表聲母表聲母表 

b p m f d t n l 
ㄅ玻 ㄆ坡 ㄇ摸 ㄈ佛 ㄉ得 ㄊ特 ㄋ訥 ㄌ勒 

g k h  j q x  
ㄍ哥 ㄎ科 ㄏ喝  ㄐ基 ㄑ欺 ㄒ希  

zh ch sh r z c s  
ㄓ知 ㄔ蚩 ㄕ詩 ㄖ日 ㄗ資 ㄘ雌 ㄙ思  

 

在給漢字注音的時候，為了使拼式簡短，zh ch sh 可以省作 ẑ ĉ 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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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 韻母表韻母表韻母表韻母表 

 

  i 
〡 

 

衣 

u 
ㄨ 

 

烏 

ü 
ㄩ 

 

迂 

ɑ 
ㄚ 

 

啊 

iɑ 
〡ㄚ 

 

呀 

uɑ 
ㄨㄚ 

 

蛙 

  

o 
ㄛ 

 

喔 

  uo 
ㄨㄛ 

 

窩 

  

e 
ㄜ 

 

鵝 

ie 
〡ㄝ 

 

耶 

  üe 
ㄩㄝ 

 

約 

ɑi 
ㄞ 

 

哀 

  uɑi 
ㄨㄞ 

 

歪 

  

ei 
ㄟ 

 

欸 

  uei 
ㄨㄟ 

 

威 

  

ɑo 
ㄠ 

 

熬 

iɑo 
〡ㄠ 

 

腰 

    

ou 
ㄡ 

 

歐 

iou 
〡ㄡ 

 

憂 

    

ɑn 
ㄢ 

 

安 

iɑn 
〡ㄢ 

 

煙 

uɑn 
ㄨㄢ 

 

彎 

üɑn 
ㄩㄢ 

 

冤 

en 
ㄣ 

 

恩 

in 
〡ㄣ 

 

因 

uen 
ㄨㄣ 

 

溫 

ün 
ㄩㄣ 

 

暈 

ɑng 
ㄤ 

 

昂 

iɑng 
〡ㄤ 

 

央 

uɑng 
ㄨㄤ 

 

汪 

  

eng 
ㄥ 

 

亨的韻母 

ing 
〡ㄥ 

 

英 

ueng 
ㄨㄥ 

 

翁 

  

ong 
（ㄨㄥ) 

 

轟的韻母 

iong 
ㄩㄥ 

 

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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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知、蚩、詩、日、資、雌、思」等七個音節的韻母用 i，即：知、蚩、
詩、日、資、雌、思等字拼作 zhi，chi，shi，ri，zi，ci，si。 

(2)  韻母ㄦ寫成 er，用作韻尾的時候寫成 r。例如：「兒童」拼作 ertong，
「花兒」拼作 huɑr。 

(3)  韻母ㄝ單用的時候寫成ê。 

(4) i行的韻母，前面沒有聲母的時候，寫成 yi （衣），yɑ （呀），ye （耶），
yɑo （腰），you （憂），yɑn （煙），yin （因），yɑng （央），
ying （英），yong （雍）。 

u行的韻母，前面沒有聲母的時候，寫成 wu （烏），wɑ （蛙），wo 
（窩），wɑi （歪），wei （威），wɑn （彎），wen （溫），wɑng 
（汪），weng （翁）。 

ü行的韻母，前面沒有聲母的時候，寫成 yu （迂），yue （約），yu
ɑn （冤），yun （暈）；ü上兩點省略。 

ü行的韻母跟聲母 j，q，x拼的時候，寫成 ju （居），qu （區），xu 
（虛），ü上兩點也省略；但是跟聲母 n，l 拼的時候，仍然寫成 n
ü （女），lü （呂）。 

(5)  iou，uei，uen前面加聲母的時候，寫成 iu，ui，un。例如 niu （牛），
gui （歸），lun （論）。 

(6)  在給漢字注音的時候，為了使拼式簡短，ng可以省作 ŋ。 

 

四四四四 聲調符號聲調符號聲調符號聲調符號 

陰平 陽平 上聲 去聲 

— ˊ ˇ ˋ 

聲調符號標在音節的主要母音上。輕聲不標。例如： 

媽 mɑ ̄

（陰平） 

麻 mɑ ́

（陽平） 

馬 mɑ ̌

（上聲） 

罵 mɑ ̀

（去聲） 

嗎 mɑ 

（輕聲） 

 

五五五五 隔音符號隔音符號隔音符號隔音符號 

ɑ，o，e開頭的音節連接在其他音節後面的時候，如果音節的界限發生混
淆，用隔音符號（ ’ ）隔開，例如：pi’ɑo （皮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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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附附附：：：：參考網址參考網址參考網址參考網址    

 

1. 中國文化研究院 http://www.chiculture.net 

2. 中國語言文字網 http://www.china-language.gov.cn 

3. 中國教育學會 http://cse.moe.edu.cn 

4. 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 http://www.moe.gov.cn 

5. 國家基礎教育資源網 http://so.eduyun.cn/national/index 

6. 網上中華五千年 http://rthk.hk/chiculture/fivethousandyears 

7. 課程發展：中國語文教育 http://www.edb.gov.hk/cd/chi 

8. 教育部（台灣） http://www.edu.tw 

9. 普通話語音規範網 http://www.pthyygf.org 

10. 新加坡教育部 https://www.moe.gov.sg 



  

35 

 

課程發展議會課程發展議會課程發展議會課程發展議會  

中小學普通話專責委員會中小學普通話專責委員會中小學普通話專責委員會中小學普通話專責委員會  

委員委員委員委員名錄名錄名錄名錄  

（（（（自 2013 年 12 月 3 日起））））  

 

 

 

召 集 人 唐歐燕文女士（至 2014 年 1 月止） 

 盧沛霖先生  （自 2014 年 1 月起） 

       教育局課程發展處 

 

主    席 陳瑞端教授 

香港理工大學人文學院中文及雙語學系 

 

委任委員 周博先生 

香港浸會大學語文中心 

 李敏儀女士 

香港培正中學 

 梁秀英女士 （至 2015 年 10 月止） 

順德聯誼總會梁銶琚中學 

 丁麗娜女士 

聖嘉勒女書院 

 王勝桐先生 

聖士提反書院附屬小學 

 黎惠儀女士 

香港浸信會聯會小學 

 陸欣欣女士 

獻主會小學 

 

當然委員 周健博士 

教育局課程發展處 

  

祕    書 顏婉璧女士 （至 2016 年 11 月止） 

 蔡金霜女士 （自 2016 年 11 月起） 

教育局課程發展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