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國語文課程第二語言學習架構的學與教：

在初中階段培養非華語學生的說話能力

香港理工大學中文及雙語學系

林 安

1



非華語學生在學校課程中接觸到的語碼

�本族語言（第一語言）

�英語

�漢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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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華語學生在學校課程中接觸到的語碼

�第二語言學習者會形成一種介乎母語和目標語言的一種體系:
「過渡語/中介語」(inter language)。

�過渡語會隨着學生對目標語的學習，逐漸靠向目標語。對非華
語學生而言，他們在學校課程中會接觸到母語以外的兩種語言，
包括英語和漢語。

�因此，他們會在學習英語時形成了介乎母語和英語之間的過渡
語；在學習漢語時也形成了介乎母語和漢語之間的過渡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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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華語學生在中國語文科接觸到的語碼

�生活口語

�特殊語境口語

�書面語（現代漢語）

�書面語（古代漢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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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華語學生在中國語文科接觸到的語碼

�針對香港語言環境的獨特性，我們在檢視學生學習中國語文科
時所形成的過渡語，應從更微觀的層面了解學生學習的情況。

�若從微觀的層面來分析，中國語文科涉及的語碼可分為以下四
種：

1. 生活口語：日常生活情境中應用到的粵語

2. 特殊語境口語：特殊語境中應用到的粵語，例如辯論、演
講、朗誦

3. 現代漢語的書面語：即白話文

4. 古代漢語的書面語：即文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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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本地學生學習中國語文的進程

習得

生活口語
學習

特殊語境口語
學習

白話文
學習

文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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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本地學生學習中國語文的進程

�生活口語是第一語言，也是在不自覺的生活環境中通過習得所
掌握的語碼。

�特殊語境口語和書面語，都是在人為安排的情境中學習。

�一般而言，學生都在生活口語已有相當程度的發展情況下，再
接受學校課程，學習特殊語境口語和書面語。

�在學習過程中，學生往往借用已掌握的語言知識和經驗，建構
新的語言知識和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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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華語學生學習中國語文的歷程

�非華語學生在接觸學校課程時，生活口語仍未發展成熟，包括
仍未積累足夠的生活語彙，未能運用結構稍為複雜的句子等。

�學校課程的教材往往以書面語編寫，令學生在區分口語和書面
語時更感困難。

�學生的「過渡語／中介語」並非呈現為他們第一語言與漢語之
間的語言狀態，也呈現為口語和書面語之間的語言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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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華語學生常見的口語面貌

�因為所掌握的語彙不足以表達想要說出的內容，常常有不自然
的停頓；

�語彙量不足，常用概稱的詞語表達專稱的概念；

�常使用結構簡單的單句，故在同一語段內予人有主語重複、句
式呆板的感覺；

�對近義詞的區分觸覺較弱，因此詞義程度輕重不分、搭配對象
混亂、感情色彩意識模糊；

�部分同學說話時語速不均、語氣不一致，反映了說話的內容包
含了從生活掌握的套語，以及從學校課堂學習到的語言素材。 9



說話教學設計背後的理念

�設定主題時盡量貼近生活語境，消除教室語境與生活語境的界
限（參考全語文教育的理念）。

�主題的設定有助學生建立個人的詞彙系統（可借用上下位詞或
類義詞的概念）。

�為學生提供指引，逐步由簡單的故事框架，發展為帶有修飾成
分和情節的語篇。

�提供空間，讓學生建構自己的篇章，而非仿作（甚至複製）老
師的例文。

�先寫後講，為學生提供口語轉譯的經驗。 10



選用「四格漫畫」的原因

�主題貼近生活，情節簡單，風格幽默，容易引起學生興趣。

�圖像在展示故事基本信息的同時，也為學生提供發揮空間，照
顧學生的差異。

�四格漫畫的分格，代表了故事的關鍵情節，有助學生掌握一般
的敘事結構。

�漫畫已設定了故事的框架，有利師生進一步加工，節省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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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設計的思路

以有趣漫畫引
入

介紹「四格漫
畫」結構

師生互動建構
「示例」的故
事框架

老師引導學生
補充「示例」
的細節

學生嘗試按另
一「四格漫畫」
自行寫作

老師評點／同
輩互評

老師指出「讀」
與「講」的分

別

學生公開講出
自己所寫的故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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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設計的學習目標

�透過創設與學生生活息息相關的情境，有機地組織寫作和說話
學習活動，讓學生積累詞彙、培養語感和應用語文，同時幫助
學生掌握書面語和口語的分別，學習運用準確而豐富的語言敘
述故事及表達感想，培養勇於表達、樂於分享的說話習慣和態
度。

�由於非華語學生的語文差異很大，在設計教學時宜訂定不同層
次的學習目標，例如分「基本要求」和「進階要求」：
1. 能針對漫畫的主題，撰寫結構完整的故事（基本要求）
2. 能因應主題，在撰寫故事時加入豐富的修飾成分，從而逐步累積個
人的詞彙（進階要求）

3. 能初步區分書面語和口語的差異（基本要求）
4. 以適當的語氣和語速，講述自己所撰寫的故事（進階要求） 13



導入部分：逐步引出主題──四格漫畫

�教師先展示三幅不同的漫畫，闡釋漫畫有別於一般圖畫的地方，
例如「幽默有趣」和「內容深刻」。

14



導入部分：逐步引出主題──四格漫畫

�學生一般都已在生活中接觸過漫畫，他們也知道不少漫畫作品
的內容貼近生活，風格幽默。以此作為引入，可先引起學生注
意，有利下一步引發他們的學習興趣。

�老師展示漫畫後，可與學生一起討論，或讓學生分組逐步討論
漫畫中值得注意（或有趣）的地方，再進而思考作畫者想傳遞
甚麼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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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入部分：逐步引出主題──四格漫畫

�教師再展示一個「四格漫畫」的故事，並簡單說明每格漫畫在
整個故事中所起的結構作用，同時也說明了一個故事應具備的
基本結構元素：「開始」、「發展」、「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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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入部分：逐步引出主題──四格漫畫

�選用「四格漫畫」的原因，在於利用漫畫的分格內容幫助學生
理解故事結構的組成部分，從而能夠寫出結構完整的篇章。

�在選擇教材時，教師宜注意以下幾點：
1. 漫畫主題宜鮮明，且貼近生活情景；
2. 漫畫內容不宜複雜，最好能用一句說話來概括畫中內容；
3. 漫畫分格的分工要清晰，能呈現故事結構，以利學生掌握故事基本
結構

�漫畫屬圖像性的傳意媒體，學生會因應個人的生活經驗、興趣、
性格和語文水平，聚焦於漫畫中不同部分。同時，他們也會有
不同方向的聯想或推論，只要沒有背離整個故事的結構框架，
教師宜以開放的態度，讓學生在構思故事內容時盡量發揮。 17



通過「四格漫畫」介紹故事結構

• 開始：

交代故事的背景，例如說出故事發生的時間、地點和人物。

• 發展：

告訴大家發生了甚麼事。

• 發展：

遇到這件事，故事中的人物有甚麼反應？

• 結局：

故事中的人物最後有甚麼結果？ 18



通過「四格漫畫」介紹故事結構

�本活動環節旨在讓學生掌握故事的結構成分，因此教師在引導
學生討論時，宜聚焦討論敘述的時間流程與故事內容的關係，
讓學生了解故事的三個基本結構成分：「開始」、「發展」和
「結局」。

�為了突顯活動的重點，教師不宜在本環節刻意討論故事細節內
容。

�在「開始」部分，學生容易憑「直觀」直接說出漫畫的內容，
忽略了可由漫畫延伸的背景資料，例如時間、地點和人物介紹
等，教師可引導學生朝着這個方向思考，補足漫畫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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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四格漫畫」介紹故事結構

�「發展」部分，配合學生觀察的結果，宜以人物的行為和心理
變化為討論中心，幫助學生建構故事的敘述線索。

�倘若學生能力可處理較複雜的結構變化，可採用「起、承、轉、
合」的故事模式，套用在本環節中，就是在「發展」部分加入
「轉捩點」的情節。

�為了讓學生在構思故事時更鮮明地劃分不同的結構，教師可提
供一些具標誌性的詞語供學生使用，例如「有一天……，突
然……，然後……，最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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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四格漫畫」介紹故事結構

其實，還有看不到的第五格……

這個故事讓我有甚麼啟發這個故事讓我有甚麼啟發這個故事讓我有甚麼啟發這個故事讓我有甚麼啟發？？？？

我有甚麼感受或類似經驗可我有甚麼感受或類似經驗可我有甚麼感受或類似經驗可我有甚麼感受或類似經驗可

以和聽眾分享以和聽眾分享以和聽眾分享以和聽眾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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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四格漫畫」介紹故事結構

�所謂「第五格」，是讓學生通過聯想或反思，寫出自己對故事
內容的感受，或是對故事人物或事件的評論。在故事建構方面，
這樣的安排可使故事更具深度；在培養學生傳意方面，可讓他
們嘗試處理和傳遞較抽象的信息內容。

�以下是一些引導學生聯想或反思的方向：
�讓學生代入故事人物，擬想當事人的感受；

�讓學生回憶與故事類近的經歷，說出自己的感受；

�評論漫畫中的故事倘若發生在現實生活中，對周遭的人帶來的影響；

�嘗試向故事人物提供建議，用更有效的方法處理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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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圖像建構基本故事框架，再進一步發展細節內容

1111 2222

3 4 23



由圖像建構基本故事框架，再進一步發展細節內容

�本環節有兩個主要教學目的：
1. 為學生提供實踐機會，讓他們通過對漫畫內容的觀察，建構結構完
整的故事；

2. 在已建構的故事框架上，進一步加入修飾成分，並補充細節內容，
使故事內容更充實。

� 為了避免與前面環節過份重複，並鼓勵學生發揮創意，第四
格內容故事留空，由學生自行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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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圖像建構基本故事框架，再進一步發展細節內容

第一個格子：交代背景

有一天的下午，

一個小男孩在

快餐店內吃飯，

還有一位男客

人正在喝咖啡。

25



由圖像建構基本故事框架，再進一步發展細節內容

句子不夠吸引，多加一些資料
和形容詞吧！

有一天的下午，剛過了午飯
的時間，快餐店內的客人不
多。一個小男孩正津津有味
地吃飯，在他旁邊的座位上，
一位男客人正輕鬆地喝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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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圖像建構基本故事框架，再進一步發展細節內容

�教師在引導學生建構故事時，可採取由簡至繁的步驟，先以簡
單的句子概括漫畫內容，然後再為句子補充修飾成分。

� 教師宜同時展示插入修飾成分前後的句子，讓學生即時對比
兩者間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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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調「讀」和「說」的不同

�我們寫好故事後，可以說出來與其他人分享。

�如果我們在說話時，改變一下用語，不論是說話的一方，還
是聆聽的一方，都會覺得較自然和舒服。例如：

（寫）：大家好，我是光明中學的學生。

（說）：大家好，我係光明中學嘅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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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調「讀」和「說」的不同

有一天天天天下午，剛過了了了了午飯的的的的時

間，快餐店內的的的的客人不不不不多。一

個小男孩正津津有味地吃吃吃吃飯，

在他旁邊的的的的座位上，一位男客

人正輕鬆地喝喝喝喝咖啡。

有一日下午，剛過咗午飯嘅

時間，快餐店內嘅客人唔多。

一個小男孩正津津有味地食

飯，在他旁邊嘅座位上，一

位男客人正輕鬆地飲咖啡。

寫寫寫寫

說說說說 29



強調「讀」和「說」的不同

�本環節的活動有以下的學習目的：
1. 針對非華語學生較積極好動的特性，給予他們更多主導空間，讓他
們更投入課堂活動；

2. 讓學生通過講故事的活動，與其他同學分享自己的故事作品，增強
他們成為「作者」的感覺，從而提高他們對本科的學習興趣；

3. 由「寫」到「說」，為學生提供口語與書面語轉譯的實踐機會，從
中了解漢語的口語和書面語之間的差異。

� 在教學時，教師宜同時展示內容相同，但語體不同（即口語
和書面語）的篇章，並特別標示出需要轉譯的部分。

30



學生實踐階段

１

４３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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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實踐階段

�教師宜因應學生的語文水平設定不同的篇幅要求，一般而言，
由200字至400字不等。

�學生在本環節遇到的困難最主要是本身所掌握的漢語詞彙不足，
難以表達構思所得的內容，教師可採用以下的方法幫助學生克
服上述問題：
1. 預先提供與故事內容相關的詞彙表；

2. 安排本地的華語學生為學習伙伴，在非華語學生構思故事時，為他
們寫出所需要的生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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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成效的評估（四格漫畫的看圖寫作）

�評估重點：能否具體表達出每格漫畫的內容，能否把四格漫畫
的內容連接為有篇章結構的語段

故事內容

（40%）

只能回應部分圖片內

容。

能全面回應各幀圖片內容。 能根據圖片內容引伸

聯想，進一步豐富故

事內容。

1 2 3 4 5 6 7 8 9 10

故事結構

（30%）

欠缺完整結構（包括：

開始、發展、結局）。

大體上具備完整結構，呈現故事的

脈絡。

層次分明，段落之間

的銜接安排恰當。

1 2 3 4 5 6 7 8 9 10

語言表達

（30%）

語誤甚多，詞彙貧乏

重複，文句未能清晰

地達意。

語誤甚少，詞彙運用恰當，文句能

清晰地達意。

詞彙豐富，句式富變

化，文句在達意之餘

更呈現個人特色。

1 2 3 4 5 6 7 8 9 10

總分： 33



學習成效的評估（口語傳譯四格漫畫的寫作內容）

�評估重點：能否以口語轉譯書面語內容

說話意識

（30%）

機械地背讀（或閱讀）

自己的故事文稿。

有意識地以教室中的老師和同學為傳意

對象，清晰地說出故事內容。

以投入和熱情的態度，

與教室中的老師和同學

分享自己的創作成果。

1 2 3 4 5 6 7 8 9 10

口語書面語

的轉譯

（40%）

照本宣科，沒有對故事

內容作任何口語轉譯的

處理。

只能針對常見的口語句式和詞彙進行轉

譯。

能把整篇故事文稿中的

書面詞彙和句式轉譯為

口語風格。

1 2 3 4 5 6 7 8 9 10

語音面貌

（30%）

語音、停頓和語氣欠妥。語音和停頓大體正確，但語氣未能切合

故事內容。

咬字清晰準確，能恰當

地運用停頓和語氣，表

述故事內容。

1 2 3 4 5 6 7 8 9 10

總分： 34



量表的設計與運用原則

�量表的設計不宜鉅細無遺，以增加無謂的行政負擔，因此評估
的重點只需回應學習活動的重點。

�上述兩個量表分別針對「看圖寫作」與「口語轉譯寫作內容」，
量表內容避免了內容重複，同時又互相補足。

�每個評估重點都描述了上品、中品和下品的不同表現，讓師生
之間和教學團隊成員對評估要求有盡量一致的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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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成效的評估
（運用新習得的詞彙造句或寫作簡單的語段）

共4題，每題評分參考如下：

0-13分：未能正確理解詞語的意義，因而導致所造句子帶有語誤。

14-19分：能恰當地運用詞語造出結構和意義簡單的句子。

20-25分：能恰當地運用詞語造出結構複雜和意義豐富的句子。

教師可讓學生抄錄是次學習活動的生詞，並利用這些生詞造句，
進一步鞏固所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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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成效的評估（同輩互評）

級別： 我的姓名：

評價的對象：
1. 你覺得他／她在跟你們講故事嗎？（請在圓圈內加上�號）

○ 他/她在朗讀/背誦自己的作文。

○ 他/她用平日說話的方式說出自己的故事。

○ 他/她很熱情地跟大家分享自己的故事。

2.你明白他／她的故事內容嗎？

○ 不明白。

○ 只明白部分內容。

○ 能夠明白整個故事的內容。

3.你覺得他／她的故事內容吸引嗎？

○ 內容未算吸引。

○ 還不錯吧。

○ 很吸引。 37



同輩互評量表的編制原則

�通過量表，學生可得知具體的表現要求。

�從學生的角度出發，根據他們和評估對象的關係，用相對應的
文字編寫評估重點。

�以貼近生活的語言取代學術性的語言，讓量表成為學生真正可
用的評量工具。

�評估內容不宜過於繁瑣，應聚焦於回應學習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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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設計的延伸──鞏固學習成果

�「集中識字」的實踐經驗告訴我們，學生在刻意聚焦的教學設
計中，可以在短時間內提高識字量，但如果缺乏相關的後續活
動，學習成果很快便會消失。

�主題式的詞彙學習也有相類的情況，我們必須想辦法鞏固學生
在詞彙方面的學習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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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設計的延伸──鞏固學習成果

�在課程規劃方面：

1. 在規劃階段性課程時，可先編訂階段性的詞彙表，再按主題
安排表中的詞彙在特定的單元內出現，然後再有系統地在其
他單元中重現。

2. 界定學生掌握詞彙的層次，設定教師工作和學生學習目標，
例如針對學生的不同程度，可把詞彙學習定為「認讀」、
「詞義理解」、「聽寫」和「造句時運用」等不同層次，方
便詞彙在後續單元重現時設定不同層次的要求。 40



教學設計的延伸──鞏固學習成果

�在教學設計方面：

1. 設計工作紙，根據特定的邏輯關係或方式（例如主題式的
樹狀圖、圖文對應），連繫新習得的詞彙。

2. 利用與主題相關的生活語言材料（例如海報、電視新聞片
段等等），刺激學生回想新習得的詞彙。

3. 安排其他需要使用新習得詞彙的延伸活動，例如根據宣傳
海報介紹垃圾分類，描述被垃圾污染的海灘圖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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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類近的教學設計方向

�以單幅漫畫取代「四格漫畫」，設定角色或敘述方向，讓學生
構思故事。

�提供具完整情節的電視廣告片，讓學生複述故事內容。

�選定童話、寓言或成語故事，先要求學生閱讀文本，再為學生
提供相關插圖，讓他們複述故事內容。

�讓學生觀看電視新聞片段，再為他們提供相關的新聞圖片，要
求他們按設定的時間或篇幅簡介新聞內容。

以上教學設計的原則：學習活動涉及語料的輸入、整理和輸出；主題
和內容貼近學生生活；教材容易搜集和更新。 42



中文作為第二語言的說話教學設計反思

循螺旋遞進的思路，設計不同程度（或級別）的能力階梯，例如：

能夠說出包含
各個敘事元素
的故事。

能夠說出完整
結構的故事。

能夠說出具描
寫或情節修飾
成分的故事。

能夠說出詳略
有別、主次分
明、徐疾有致
的故事。

能以特定人物
的敘事角度敘
說出故事。

43



中文作為第二語言的說話教學設計反思

�由於非華語學生在本科的起步點有別於本地華語學生，在設計
本科教學時應從他們實際的語文水平出發，不宜盲目追求與本
地同級的華語學生看齊。

�如果學生的生活口語還未發展成熟（尤其是初到港者），同時
學習口語和書面語，等於同時學習兩套不同的語碼，故應調節
口語和書面語學習的比重和步伐，甚至容許書面語的學習滯後
於口語。

�在口語沒有發展成熟的情況下，以文字素材為主要的語料輸入，
容易讓學生產生另一種口語和書面語夾雜的情況。有別於華語
學生常見的口語入文，非華語學生容易以書面語混雜於口語中。44



中文作為第二語言的說話教學設計反思

�編寫教材或設計教學活動時，須考慮學生實際的語文能力，例
如選用篇幅長短合適的篇章和調整評估要求。長期把遠超學生
能力的課業要求加諸在學生身上，容易使他們失去學習本科的
興趣，甚至產生抗拒感。

�可考慮以視像材料為教材的主體，輔以簡單的文字作說明，待
口語有若干發展後，才逐步增加文字成分的比重。

�淡化語文知識的成分，強調語言功能和傳意目的，例如設定不
同的傳意任務，讓學生通過實踐累積語言經驗。

�設定貼近生活的主題，多採用來自實際生活的語料，盡量消除
教室和生活語境的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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