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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香港從上世紀八十年代推廣普通話至今已有差不多三十年的歷史（2），中、
小學生的普通話聽、說能力慢慢提升，可是學生學習普通話的動機很低，根據語
文教育及研究常務委員會（2003）一項調查，香港只有 25%學生對學習普通話的
動機很強和較強。換句話說，大部分學生對學習普通話的興趣不大，其中原因，
很值得深究。
大部分香港人的母語不是普通話，根據 2011 年香港人口普查 (表 F118)，統
計數據顯示 89.63%本港居民的日常用語是粵語，對大部分香港人來說，普通話
只能看作是第二語言，甚至第三語言。香港是一個方言區，整個語言環境對推廣
普通話不理想。回歸十五年，中、小學生的普通話語言能力進步得比較慢，針對
推普的發展，我們除了完善普通話的課程，嘗試新穎和有效的教學方法外，還要
了解學生是怎樣學習普通話，所以我們開始研究學生的普通話學習策略。
語言學習觀念的改變
以前我們非常重視語言教師的教學法，因為教師作為一個語言的示範者，是
學生語言模仿的對象，可是整個教育的理念已從教師作為主導的「教」，轉到學
生的「學」
。
「學」
，包括兩層意思：第一層是「學生」的意思，第二層是「學習」
的意思，就是說在整個語言學習過程中，我們注意的是學生用甚麼策略，用哪些
方法去學習，非常配合教育改革中提出「學會學習」的精神。學生在不同階段的
學習中，學習的策略都不一樣，所以我們希望了解學生在學習普通話時用了甚麼
策略。
語言學習不僅是認字、朗讀，它本身是一個非常互動的過程，學生運用語言
表達意見或感情，能得到同學或教師即時回應，話題得以一直開展，這就是一個
互動過程。通過這個互動建立個人的知識體系，例如，對語言的認識，還有語言
能力的發展。成功的語言學習者大都是「自主性」的學習者，對自己的學習採取
正面和負責的態度。
香港有不少研究跟普通話教育有關係，有的研究針對方言區普通話課程設計
內容（程相文，1996）
，也有學者討論香港普通話未來的發展模式（何國祥，2000）
。
黃月圓和楊素英（2000、2001）對小學和大學生學習普通話的不同階段作了深入
觀察，指出不同學習階段出現的語言行為。何偉傑和林建平（2000）則對中學生
用普通話作為教學語言的態度進行調查，發覺學生對這個嘗試抱正面態度，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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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擔心自己能力不夠，跟不上學習。唐秀玲等（2001）對小三、小四學生用普通
話來學習語文做了一些課堂觀察，發現教師上課時用很多時間解釋語音和示範發
音，活動也以朗讀為主，而用普通話學習的學生比用粵語學習的學生較被動和沉
默。
過去，沒有學者對學生學習普通話策略作過研究，學生是怎樣學普通話的
呢？我們對學生怎樣獲得這個語言的認識很少，所以這篇論文的目的是引起大家
對認知學習的興趣，並希望能引起教師把「教」的視點轉到「學」的視點。
語言學習策略
第二語言學習理論經歷了不少演變。四、五十年代，受語言結構主義和當時
心理學中行為主義影響，研究重點在人們「公開的、可觀察的反應」，認為只要
給與學生適當的刺激，便可以強化他某一方面的學習和行為。但是語言學習觀點
在六十年代起了很大的變化，學生的認知發展成為觀察重點，由重視成果轉為觀
察學習過程。在研究這個學習過程中，引發出語言學習策略的理論。
學習策略「是用以調節個人行為和認知加工過程的一般方法」
。
（邰啟揚、金
盛華， 2001，頁 246）美國學者歐斯福特（Oxford 1990）認為語言學習策略是
指「學習者為了使學習過程更容易、更快、更有趣、更直接、更有效而採用的行
為或行動。」學者們把重點放在調節學習行為上，學習策略是指在學習過程中的
宏觀調控、計畫、評量，以及微觀的方法和技巧。
歐斯福特在語言學習策略做了大量的研究，她提出語言學習策略分為兩大類
六個範疇（1990）
：
表一 語言學習策略分類
直接策略

間接策略



記憶



後設認知



認知



情意



補償



協同

這個分類包括了認知心理學的理論，也包括了維果斯基同儕合作學習以達到
最近發展區的理論。下文將把這六個策略作簡單的介紹。
一、 記憶
人們的記憶容量很大，但要使用不同的方法幫助學習者把短期記憶變成
長期記憶，或運用一些方法來提取舊有知識，與新知識聯繫起來。幫助記憶
的方法分作四大類：1. 創造心理；2. 運用意象和聲音；3. 系統性地記憶；
4. 使用動作。譬如說，在學習普通話時，學習者懂得把他已認識的和新學
的知識聯繫在一起，而不是只儲存零碎的知識。又好像他會把新學的詞語分
類，例如：有關運動、身體、衣飾……等的詞語。
二、 認知
這是指思考能力的發展，主要作用能提升學生整體的學習能力，目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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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學生能更靈活、更有效、更能依靠自己來學習。認知策略包括：1. 練習。
這指有意義的練習，好像有意識地練習普通話的發音。2. 接受和發出信息。
學習者常看普通話電影（或電視節目）
，或收聽電台廣播。3. 分析、對比、
對譯。學習者通過分析或對比，能歸納粵語和普通話不同的表達方式。4. 組
織輸入的詞匯、短語，作為說和寫的用語。意思是說學習者能用普通話來發
表意見，或者用普通話來寫短訊、字條、日記等。
三、 補償
初學者的語言能力未能完全表達他的意見和感情，所以他會用其他方式
來填補這些缺漏。補償策略分為：1. 猜想。在聆聽或閱讀時，如果碰上不
明白的地方，可以利用語言或非語言提示，猜想說話者/作者的意思。以聆
聽為例，可因應話題、語境、語氣、眼神、手勢等來猜想意思。在學習過程
中，我們常碰到不認識的詞語或短語，如果每次都要對方重複、解釋，對話
便變得很不通順，說話的人也會感到很吃力。2. 補償說話能力不足。例如：
說話時，碰上不知道怎樣表達的時候，初學者會想到用另外一個詞語，或加
上手勢、表情來幫助表達意思。
四、 後設認知（又稱「元認知」）
後設認知指較高層次的思維，它控制了學習時的認知發展和過程。後設
認知策略包括：1. 集中學習。在學習語言的過程中，學習者一下子要兼顧
很多新的知識和能力，所以要清楚學習目標，集中注意學習，不受其他無關
重要的事情影響。2. 安排和計畫學習。一個學習能力強的學生會在上課前
準備這一課要學的篇章或重點，再聯繫以往學過的知識，學的過程便變得輕
鬆。3. 評估學習。學習時，他能注意自己說話時所犯的毛病，並分析為甚
麼他會犯上這些錯誤。
根據過往研究，後設認知能力強的學生，學習動機、態度都較好，記憶
力更好，知識和能力不易丟失。
五、 情意
這是說學習者對學習某種語言的態度、動機、價值觀和感情。簡單來說，
他願意不願意學這種語言。情意策略包括：1. 減少焦慮。學習者會感到自
己說普通話說得不好，但他仍儘量表現輕鬆。2. 自我鼓勵。初學普通話時，
多數學生都說得不好，但初學者仍鼓勵自己用普通話來表達。3. 注意心情
起伏。說話時，學習者能注意他一些緊張的表現。
六、 協同
這是指人與人之間怎樣運用語言來溝通。協同策略包括：1.提問。例如，
當學習者聽不明白時，他會請對方說得慢一點或重複一遍。2. 一同使用普
通話。這是指初學者不管說得好不好，大家都願意使用普通話來交談，而且
表現得很投入。3. 體諒別人表達時的困難。普通話能力較強的學生，能理
解和體會同學在說普通話時的困難，不會訕笑對方說得不好。
歐斯福特根據這些分類，設計了一式語言學習策略問卷，筆者調整原
來的問卷，改成一份與普通話學習有關的問卷，發給三所中學的中一級學生

211

集思廣益（四輯）：普通話學與教經驗分享

填寫，共收回 511 份問卷。經過整理後，發現學生運用最多的是補償策略，
跟着的是後設認知策略和情意策略。我們再進一步分析，發現信心充足、自
我期望較高、對學習普通話有興趣的學生，多運用後設認知策略，反映了這
批學生懂得為自己的學習定下目標、計畫和自我調節和監控，簡言之，就是
學習能力較強，所以筆者建議這些學習策略可以跟語言學習活動結合，幫助
學生提升學習能力，培養他們成為有獨立學習能力的學生。（Oxford 2001）
配合學習策略的活動
這些學習策略不止是理論，還可以通過學習活動，讓學生熟習這些策略，然
後運用到學習的過程中，做到活學活用，幫助提升他們的學習動機和發展語言能
力。以下是一些活動建議（3），和它們背後的策略。
一、 利用兒歌、繞口令等重複練習
針對小學生記憶力好，模仿力強，教師可以多運用兒歌、繞口令和唐詩
來訓練學生的發音和語感。這些歌謠內容有趣，而且句子多押韻，小孩多讀
幾遍，便能牢牢記住。跟着教師在練習過程中再加強發音指導，這些活動是
記憶和認知策略的訓練。
二、 猜謎語
這個活動不僅是思考能力的發展，還可以加強學生的聆聽能力。學生一
邊接收信息，一邊重複謎語和思考，或寫下教師唸出的句子，這也是記憶和
認知策略的發展。
三、 角色扮演、話劇表演
這個活動的好處很多，除了訓練學生的說話能力，尤其是語流和語氣的
改善，還可以加強學生之間的協作能力。這是記憶、認知、情意和協作多種
策略的同時發展。
四、 讀報、討論時事
這個活動先從朗讀開始，然後再鼓勵學生表達他們對一件事件的看法。
開始時，學生要用心聆聽，理解事件，跟着學生思考問題，並用普通話來表
達他們的看法和感想。這活動須用上記憶、認知和後設認知策略。如果學生
在表達時，不懂得使用某個詞語，教師可以鼓勵他們用其他詞語表達，或用
手勢、表情，甚至圖畫來替代，這是補償策略的運用。
五、 「小老師」計畫
如果班上有幾個普通話能力較強的學生，教師可以讓他們當「小老師」
，
課餘時間幫助能力較低的同學。這個計畫，一來發展「小老師」的領導才能，
同時提升他們對普通話的認識，因為他們需要先對普通話有較深入的認識，
才可以輔助同學，無形中增加了「小老師」的後設認知能力，而且同儕互助，
學生要運用情意和協作策略。
六、 課後延續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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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學生上完普通話後，便沒有機會使用這種語言。教師可以考慮設計
一些課後活動，讓學生多接觸普通話，例如：看普通話電影、普通話歌曲大
賽，又可以配合「小老師」計畫，讓「小老師」帶領小組同學，用普通話來
訪問其他同學、老師，甚至來港大陸人士。學生必須運用以下策略才能完成
這個活動，包括認知、補償、後設認知、情意和協同。學習一種語言，不能
每星期只學三十或七十分鐘，所以安排課後延續活動非常重要。
總結
很多香港學生學習只懂得使用一種策略 —— 記憶，而且只會死記硬背，不
懂得用圖像法、聲音法、新舊知識聯繫法等提高記憶能力。在學習語言的過程中，
學生選用哪種策略，多根據自己的學習風格和當時的情況而作出決定，這個決策
過程就是語言學習策略的使用過程。如果學生能運用合適的策略來學普通話，他
們的整體學習能力、解決問題能力和面對壓力的能力都能獲得提升。這正是教育
改革的重點之一：學會學習。一個學生能了解學習科目的目標和內容，再訂下學
習進度，並不斷評估自己的學習，這個學生是對自己的學習負責。同時，教師也
要考慮怎樣把學習策略的指導融合在普通話學習中，例如：在鼓勵學生朗讀詞語
時，教師應怎樣指導，是有意識的模仿，還是沒有意識的模仿；又如在聆聽時，
教師怎樣指導學生記下重點。上完一課後，教師安排甚麼活動，能讓學生反思所
學，他們怎樣找出錯誤，然後評鑑自己的語言表現。一節普通話課，學生的活動
不僅是回答老師問題、核對答案，教師除了幫助學生複習詞語、擴充詞匯，還應
鼓勵學生利用普通話來與其他同學溝通，例如：提出意見和建議、說服別人等等。
學生大都只是對應教師的要求作出反應，或許只希望拿到高分，這些學習態
度和行為必須糾正，否則普通話的教學只會裹足不前，學生經過九年中、小學的
普通話學習，還是會原地踏步。此外，學生學習動機偏低也會影響學習效果。如
果學生能調控自己的學習，對學習語言的興趣自然增加，這樣，他們在課堂上才
願意說話，下課後也願意使用普通話，普通話的使用量才能增加，而使用面也可
以擴展。教師要考慮教學法的改進、教材的調適。作為學習的促導者，他們要幫
助學生發展潛力，因為學生才是學習的中心。語言學習應該是愉快的，有了成功
的第一步，學生的學習動機才能提高，學習目標才能達到。

注釋：
（1） 本研究獲得香港浸會大學研究基金資助（FRG/05-06/I-38）
，特此鳴謝。
（2） 香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很多小學設有國語課，但五十年代末，因缺乏
國語教師，學習國語學生數目日減，六十年代中期取消國語會考科目。
（3） 感謝保良局田家炳小學任鶯老師和香港真光書院陳翠姍老師提供活動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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