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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範疇

第一部分：
學生讀寫
能力分析

第二部分：
個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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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學生讀寫能力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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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讀寫能力研究背景和目的

1. 為了解整體非華語學生學習中文的情況，教育局委
託香港大學教育學院中文教育研究中心，進行一項
有關香港非華語學生的中國語文讀寫能力研究計劃。

2. 研究的目的，是透過分析香港中小學非華語學生在
中文閱讀和寫作的表現，嘗試描述他們在各學習階
段的學習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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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問題

學生讀寫能力

1. 學生在各學習階段的讀寫能力如何?

2. 跨學年之間的讀寫表現如何?

5

研究對象及工具

•研究對象：就讀於錄取10名或以上非華語學生而每年
獲提供80萬至150萬元不等額外撥款的公營及提供本
地課程的直接資助計劃中小學，小學一年級至中學六
年級的非華語學生。

•研究工具：有關分析以教育局課程發展處為非華語學
生編製的《中國語文校內評估工具（非華語學生適
用）》（2011、2014、2016、2019修訂）為依據，量
度學生的閱讀和寫作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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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樣本 (2020-21學年)

•收集《評估工具》共 4 128份

•「閱讀」（1 940份）
•「識字」（272份）

•「寫作」（1 651份）
•「寫字」（265份）

7

研究方法

•本研究同時採用量化(閱讀與寫作)的數據統計和質化
(寫作表現)的文本研究方法。

•研究團隊收集學校提供的樣本後，首先會進行編碼和
整理各級試卷數量，然後會在每所學校的樣本中抽取
部分答卷重覆批改，以確保信度。

•寫作部分，為了解學生表現所對應的「中國語文課程
第二語言學習架構」（NLF）（2019年1月修訂版）
水平，答卷由研究人員重新按NLF的學習成果批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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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讀寫能力表現

9

2020-21學年評估工具選用情況 (小學試卷)

入門階段 第一學習階段 第二學習階段 第三學習階段 第四學習階段 年級

總數
量

識字 寫字 閱讀 作文 閱讀 作文 閱讀 作文 閱讀 作文

小學一年級 165 140 28 26 359

小學二年級 50 70 130 83 3 1 337

小學三年級 9 13 158 143 7 5 335

小學四年級 1 1 84 74 95 70 325

小學五年級 1 1 27 24 141 149 2 3 348

小學六年級 1 1 20 30 162 148 7 7 1 377

•學校主要為小一學生選用入門階段的試卷；小二、小三一般

選用第一學習階段的試卷；小四至小六則大多選用第二學習

階段的試卷。

•從選卷樣本分佈可見，教師對學生的期望／學生的表現較符

合相應的學習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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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1學年評估工具選用情況 (中學試卷)

入門階段 第一學習階段 第二學習階段 第三學習階段 第四學習階段 年級

總數
量識字 寫字 閱讀 作文 閱讀 作文 閱讀 作文 閱讀 作文

中學一年級 31 26 102 96 58 45 43 32 433

中學二年級 8 6 67 60 69 60 42 28 1 3 344

中學三年級 3 2 43 38 80 62 69 68 5 10 380

中學四年級 2 1 15 7 76 70 75 63 43 26 378

中學五年級 1 1 10 9 41 33 46 36 72 38 287

中學六年級 0 3 5 4 33 34 32 33 48 33 225

•學校較多為中一及中二學生選用第一、第二學習階段試卷；

中三及中四一般選用第二、第三學習階段試卷；中五及中六

則主要選用第四學習階段試卷。

•跟過往數屆選卷情況比較，今屆高中學生主要選用的學習階

段試卷有所提升，反映教師對學生有更高的學習期望。

11

評估工具選卷變化：識字和寫字 (入門階段)

•與2013/14學年（參考年）比較，識字入門階段的選卷比例

由 2013/14學年的 37.66%，持續下降至 2020/21學年的

12.30%，百分比為歷年來最低。

•寫字入門階段的選卷比例由2013/14學年的44.66%，下降

至2020/21學年的13.83%，百分比亦為歷年來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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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9 至 2020/21 學年
小學非華語學生讀寫能力比較

13

識字、閱讀能力進展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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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字能力發展(入門階段答卷：小一、小二)

•以今屆識字試卷來看，小一、小二學生在入門階段的
整體表現與過往幾屆相若，總計平均得分率均超過入
門階段的基本水平，而且小二學生(62.01%)的識字總
計平均得分率明顯高於小一學生(59.09%)。

•由此可見，初小非華語學生已具備基本中文識字能力，
包 括 對 中 文 字 結 構 有 基 本 覺 識 （ Language
Awareness）、認識和了解與自己生活相關的詞語。

15

閱讀能力發展(小二至小六)

•以第一學習階段試卷來看，今屆小二、小三各能力組別
表現與以往相近，而小三高能力組別 (84.88%)的表現比
去年為佳(83.21%)，反映愈來愈多初小非華語學生正逐
步發展和掌握基礎閱讀能力。

•以第二學習階段試卷來看，今屆小四至小六學生的總計
平均得分率 (40.38%、 43.69%、 50.78%)均高於上屆
(39.35%、37.96%、50.11%)，當中小六學生的總計平均
得分率亦已超過基本水平。綜觀過去幾屆小六學生的表
現，學生在完成高小階段時已具備一定程度的閱讀能力。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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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字、寫作能力進展

17

寫字能力發展(入門階段答卷：小一、小二)

•今屆小一(65.49%)、小二(64.30%)學生的寫字總計平
均得分率接近入門階段的優良水平，而且小一的中
(62.08%)、高(81.12%)能力組別表現持續進步，顯示
他們已具備一定的寫字基礎；而小二學生大多能正
確書寫所學字詞和與學校、家庭有關的常用字

•初小非華語學生在適當的教學方法下，已能掌握寫
中文字的基本慣例，包括正確的筆畫、字型結構等。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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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作能力發展(小三至小六)

•實用文寫作方面，今屆小三至小六學生的表現與過往幾
屆相若，當中小四(44.05%)、小五(44.74%)學生的總計
平均得分率接近基本水平，而小六(54.30%)學生的總計
平均得分率更超過基本水平，可見高小非華語學生大致
具備基礎實用文寫作能力。

•篇章寫作方面呈現較大學習差異，學生整體表現有待加
強。這可能與疫情停課期間，學生較少進行面授寫作教
學有關。

19

2018/19 至 2020/21 學年
中學非華語學生讀寫能力比較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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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理解方面，今屆中一至中三學生在選用第二或第

三學習階段試卷均能貼近／達到該學習階段的基本水

平，顯示初中非華語學生漸漸掌握初中的閱讀能力要

求。

•今屆不少學校開始安排初中學生嘗試第三學習階段的

試卷，且學生的整體閱讀表現表現不俗，接近基本水

平，值得鼓舞。

讀寫能力發展 (中一至中三)

21

•實用文寫作方面，今屆初中非華語學生的表現不俗。中一至中

三學生的總計平均得分率(48.30%、56.17%、45.88%)分別貼近

第二、第三學習階段的基本水平，反映初中非華語學生的實用

文寫作能力按照年級有所提升。

•學生在篇章寫作表現則未如理想。中一學生的總計平均得分率

(46.58%)接近第一學習階段的基本水平，但中二及中三學生的

表現分別未能達到第二、第三階段的基本水平。由此可見，初

中非華語學生雖能夠掌握較初階的篇章寫作技巧，但進階篇章

寫作能力有待加強。

寫作能力發展 (中一至中三)(續)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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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屆中四學生的學習差異頗為明顯。他們在第三學習

階段的閱讀理解(50.62%)和實用文寫作(44.92%)表現

達到／接近第三學習階段的基本水平，而閱讀理解更

是歷屆表現最好，但篇章寫作的平均得分率(25.66%)

則遠未達基本水平。

•選用第四學習階段試卷的中五學生表現較為平穩，在

閱讀理解(41.70%)、實用文寫作(47.98%)和篇章寫作

(44.85%)均取得接近基本水平的總計平均得分率。

讀寫能力發展 (中四至中六)

23

•可能受到應付不同科目的公開試影響，今屆中六學

生在第四學習階段各範疇的表現較同屆中五學生遜

色。但選用第三學習階段的中六學生，他們在閱讀

理解(49.31%)和實用文寫作(49.90%)方面的表現仍能

貼近第三學習階段水平。

讀寫能力發展 (中四至中六)(續)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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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寫能力發展總結（一）

•綜合過去幾屆數據可見，初小非華語學生已具備基本

中文識字及寫字能力，各範疇表現持續進步。今屆小

三至小五學生的閱讀理解表現較往年有所提升，但寫

作能力則有待加強。

•綜觀過去幾屆小六學生在閱讀理解的表現來看，他們

的表現開始穩固，相信在完成高小階段時，已經建立

一定的閱讀能力。在既定寫作格式及提供常用建議字

詞下，小六學生亦能撰寫與日常生活有關的實用文。

25

讀寫能力發展總結（二）

•中學方面，愈來愈多初中非華語學生嘗試第三學習階段的

試卷，這些學生的整體表現不俗，接近初中階段的基本水

平。近年有學校進一步安排中四、中五學生嘗試第四學習

階段試卷，縱然這些學生的表現並未穩定，但相信提高學

習期望能有助持續提升能力較高學生的中文學習水平。

•中六學生的樣本較少，他們的表現貼近初中階段的基本水

平。這可能與學生已取得相關中文科資歷，於是把學習焦

點轉移至其他公開考試的科目而影響他們學習中文的時間

和動機有關。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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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寫能力發展總結（三）

•防疫期間，停止或減少面授課堂明顯影響學生的寫作

表現，在上網學習的模式下，學生較難獨自完成寫

作，相信在「新常態」下如何加強學生的寫作訓練將

會是新的挑戰。

•從近年數據可見，學校已逐步安排學生嘗試更高程度

的試卷。這不但反映整體學生能力和表現的提升，而

且透過教師提高對學生的學習期望和支援，相信長遠

能逐步加強非華語學生的中文學習表現和語文能力。

27

非華語學生寫作能力描述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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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能力（按「中國語文課程第二語言學習架構」
分析小學寫作）

•有小部分小二學生已開始能根據題目要求，確定內容寫

作。小三、小四學生大多能寫常用字及短句，作文有按時

序。小五及小六學生已能掌握部分標點符號的運用，也大

多能寫出合符主題且內容完整的短篇。

•以下示例為較高能力學生的樣本：

29

第一學習階段：小學三年級

NLW(2.1)2 
能根據需要確定內容，內容大致完整（如記述
事件始末，並略寫感受）

NLW(2.2)2 
能將內容依不同重點分段表達

NLW(1.3)2 
能運用所學詞語寫簡單句子，標點符號正確
（如逗號、句號、頓號、問號）

NLW2.5 
能敘述及寫感受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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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學習階段：小學四年級

NLW(2.1)1
能就熟悉的事物寫簡短文章（如簡單記敍事件，或
按圖意確定寫作內容）

NLW(2.2)2
能將內容依不同重點分段表達

NLW(2.3)2
能運用所學詞語寫句子，標點符號正確（如專名號）

NLW2.5
能敘述及寫感受

31

第二學習階段：小學六年級

NLW(3.1)2
內容切合主題，表達清楚

NLW(3.2)2
能組織相關內容，段落清楚，篇
章結構大致完整

NLW(3.3)1
能運用所學詞語寫大致通順的文
句，標點符號正確（如省略號）

NLW(3.5)2
在敘事中能運用描述及抒情方法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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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能力（按「中國語文課程第二語言學習架構」分
析中學寫作）

•大部分選用第一學習階段試卷的中一學生在篇章寫作以短

句表達為主，中二學生則能以篇章式表達內容。中三學生

開始能做到寫作扣題，並加以敘述及寫出感受。

•部分中四學生在篇章寫作能運用修辭手法（如比喻、擬人

等），中五、中六學生一般能做到按主題運用適當的表達

方式寫作（如敘述、描寫、抒情、說明和議論）。

33

第二學習階段：中學二年級

NLW(4.1)2
作品有明確主旨，內容較為詳細（如敍述時描述人
和事，論說時提出意見及理由）

NLW(4.2)1
能按寫作需要編排内容的詳略

NLW(4.3)1
能運用所學詞語寫通順的文句，標點符號正確（如
分號、破折號）

NLW(4.5)2
在敘事中能運用描述及抒情方法；能運用簡單說明
和議論方法寫作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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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學習階段：中學四年級

NLW(5.1-6.1)4
能適當加入細緻的敘述、描寫等，內
容充實

NLW(6.2)2
能配合主題，組織文章的開頭、內容
和結尾

NLW(5.3-6.3)2
能恰當運用修辭手法，加強語氣（如
反復、反問）

NLW(5.5-6.5)3
能提出論點，並輔以適切的論據支持；
能運用比喻手法說明事理

35

第四學習階段：中學六年級

NLW(7.1-8.1)2
能選取具感染力的人和事，
突出主題，表達情感和思想

NLW(7.2)1
各段落銜接清楚，內容層次
分明

NLW(7.3-8.3)1
能運用準確的詞語表達思想
感情，文句流暢；能靈活運
用各種標點符號

NLW(7.5-8.5)1
能按主題，運用適當的表達
方式寫作（如敘述、描寫、
抒情、說明和議論）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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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研究發現的教學建議：小學
•教師對學生的期望按年提升，非華語學生的表現值得鼓勵與欣賞。

•小一、二的學生已具備識字能力，建議學校增加認讀字詞的訓練，尤其大量動詞、
在小三加入形容詞。

•小學(尤其小一開始)的學習困難不在寫字，而是閱讀 (請老師高度關注)。教師可
參考第二語言學習架構設計校本讀寫課程，逐步提升學生的語文能力。

•小三學生已具備基本的閱讀能力，學校可在這基礎下，著力培養學生的敘事能力
(結合聽說活動，教授連接詞、時序詞、標示語等)。

•小學生的寫作能力差異頗大，學校可在小五、小六設計一些加強支援措施，以提
升學生的寫作能力，幫助他們銜接中學。建議：

1.密集式培訓說話能力(錄音交功課)和在課堂中增加說話機會。

2.說話活動建議：介紹、說笑話、複述觀看的影片、說家鄉故事、訪問家中長輩等。
37

基於研究發現的教學建議：中學

•初中學生的學生能力按年的表現有所提升，非常值得欣賞。

•在初中宜留意中小銜接問題。由於中一學生的語文能力與多年前不同，建議
學校應按學生能力的起步點 (Base-line Assessment)，作為調節校本課程的根據。

•中三至中四階段的學習差異尤為顯著，建議學校參考第二語言學習架構，致
力於逐步發展校本的分層教學，以期保底而不封頂。

•由近年的研究數據發現，非華語小學生的語文水平逐年提升，高能力組別的
小六學生語文水平已超越部分國際認可的其他中國語文資歷要求，建議學校：

1. 初中的中文課程不宜只預設在國際認可的其他中國語文資歷，可考慮學
生現有的能力，逐步提升他們的語文水平。

2. 踏入中四時，避免過早以公開考試課程取代(主流)中國語文教育課程。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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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個案研究

39

研究背景

•了解學校層面為提升非華語學生中文能力而設置的校
本支援措施和課堂安排。

•了解學校非華語中文教學的了解非華語學生的中文能
力表現及對中文學習的態度。

•了解家庭對非華語學生學習中文提供的看法和支援。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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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參與學校促進非華語學生有效學習中文的因素。

•透過與學校人員、非華語學生、非華語學生的家長進行
訪談，以及分析《評估工具》學生樣本，期望總結參與
學校的良好實踐經驗，為日後校本發展提供參考。

•分享成功經驗，讓其他學校參考，讓非華語學生受惠。

研究目的

41

研究對象

•共7所獲提供80萬至150萬元不等額外撥款的學校
(4所中學、3所小學，分佈在香港島2所、九龍2所和新界3所)

•受訪對象
 16位課程領導
 16位教師
 51位非華語學生
 42位非華語學生的家長／主要照顧者

• 收集《評估工具》閱讀(或識字)和寫作(或寫字)共286份
(170份小學樣本和116份中學樣本)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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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工具

•半結構式訪談

•《評估工具》試卷樣本

•採用量化(閱讀與寫作)的數據統計和質化(訪談)的類
屬研究方法。

43

課程組織

小學 中學

密集中文
學習模式

多以融合為大方向，
並提供不同學習支援
(課內、課後)

多為非華語學生提供
同級／跨級抽離學習

教材發展 多使用主流課程教材
加以調適

多參考公開考試要求
發展校本教材

評估工具 多使用統一評估工具 多使用獨立評估工具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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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教學安排(一)

小學

重視識字能力發展
(教授各種識字、記字策略)

擅於調適主流教材
(提供註釋、放大關鍵字、
調節題型和難度、揀選重點
內容等)

中學

聽、說、讀、寫並重

在不同級別螺旋式學習相
同主題的內容

安排戶外、社區活動，學
習與應用並重

跨學科學習

45

課堂教學安排(二)
照顧學習多樣性的常用策略：
•多元化的課堂活動
避免長時間單向講授，多加入分組活動、遊戲、角色扮演等不同形式的
活動

•多元化的教學材料
多提供影片、圖片等視覺材料，既可幫助非華語學生建立前備知識，亦
可幫助理解內容

•小步子學習
分拆任務步驟，逐步引導(例：先說後寫)

•「文化回應」教學
善用非華語學生熟悉的內容(例：排燈節／中秋節)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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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中文學習效能的學習者、家庭因素

學習者因素

課後使用中文的機會

課後接觸中文媒介的機會

學習中文的興趣、動機
(課堂活動是否有趣)

對中文學習的價值認同
(認為中文有助將來發展)

學習中文遇到困難時的態度
(積極面對、尋求解難方法)

家庭因素

能夠提供的學習資源和支援
(提供接觸中文的機會)

對學習中文的取態和期望
(重視中文學習、期望子女學
好中文)

對學校課程、教學內容的了解
(家校良好溝通)

47

支援非華語學生的有效措施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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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管理層重視並參與課程發展工作

• 校長／副校長親自制定相關政策，明確課程定位

• 課程主任／教務主任肩負帶領角色

• 管理層有教授非華語學生經驗，了解學生和教師需要

• 有利於推動跨科合作

• 積極安排教師參與培訓

• 行政配合(例：跨級抽離)

49

2. 對非華語學生抱持高學習期望

• 高水平的期望決定六年課程走向

• 相信只要教法得宜，便能提升學生水平

• 不為學生水平「封頂」

• 小學多貼近主流水平；中學多鼓勵學生應考更高程度

公開試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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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有系統的課程組織

• 系統地編排六年課程目標

• 明確的分組分流依據

• 重視幼小、中小銜接(例：小一使用繪本教學)

• 重視學習階段之間的銜接(例：小三升小四)

• 課堂學習和課後／外活動(拔尖保底、伴讀計劃、社區活動、

跨科學習等)有機結合

• 發展校本課程有利於教師專業成長

51

4. 照顧學習多樣性的教學策略

• 分組分流

• 教材調適

• 照顧多樣性的教學活動
(分層目標、教材、教法；照顧學生不同的學習風格)

• 文化回應

• 課後支援配套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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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重視與家長建立共識

• 重視與家長溝通，讓家長理解中文學習的重要性

• 讓家長理解校本中文課程定位(例：小一使用繪本、貼近主流)

• 家長與學校教育理念一致，有助提升學習效能

53

優化非華語支援措施的建議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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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化非華語支援措施的建議

小學

• 探討設計分層評估工具
的可能性
(同一份試卷內涵蓋不同
能力層次的題目)

中學

• 探討更高能力層次要求
的可能性
(減少「封頂」效應)

55

優化非華語支援措施的建議

• 適當加強「中國語文課程第二語言學習架構」的校本運用
(可多以「學習架構」作為調適、編寫校本課程的依據)

• 優化聽說教學設計，為讀寫能力發展打好基礎
(符合第二語言發展序列)

• 優化篇章教學前的閱讀活動，為閱讀理解作準備
(例：心理詞彙活動、斷詞活動)

• 善用課後支援措施，提升支援效能
(幫學生「備課」，提升課堂參與度和自我效能感)

• 加強教師培訓，掌握教授非華語學生的理念
(提升教授中文作為第二語言的專業知識和學與教的策略)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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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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