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運用額外撥款支援非華語學生學習中文分享會

杯澳公立學校
潘智輝校長 彭倩靜課程統籌主任



杯澳公立學校
位於大嶼山南貝澳
政府津貼小學
開辦六班，一級一班
全校學生140多人



非華語學生人數：92人(66.8%)



我們的學生來自……
• 英國 England

• 美國 USA

• 意大利 Italy

• 荷蘭 Holland

• 法國 France

• 澳洲 Australia

• 俄羅斯 Russia

• 加拿大 Canada

• 紐西蘭 New Zealand

• 日本 Japan

• 南非 South Africa

• 菲律賓 Philippines…..



如何促進這群來自世界各

地的孩子學好中文?

整體規劃及資源配合

校本課程及教學調適



國際化的整體規劃

學校整體語言佈局

學生生活用語

善用語言環境促進學習



善用資源
21/22學年「加強支援非華語
學生的中文學與教」津貼，
達最高級別，津貼額約150萬

聘用額外老師及教學助理

發展校本中文課程

推動中華文化學習

多元化的課堂教學模式

抽離／小組教學

協作教學

課後支援



中文教學團隊及教學助理

7名中文科教師團隊
教學助理4人



校本課程及教學安排



校本中文課程

年級
Grade

一年級
P1

二年級
P2

三年級
P3

四年級
P4

五年級
P5

六年級
P6

結構
Structure

華語學生及
非華語學生同班
All students In the 
same class

本地組---華語學生+非華語學生
Chinese Speaking Students&
Non-Chinese Speaking Students

校本組---非華語學生
Non-Chinese Speaking Students

班級結構structure



教材 Materials

閱讀教材
For Reading

基本教材
The Basic



非華語學生中文課程
1.整體課程：

內容圍繞日常生活，包括家庭、學校、活動、飲食、職業、國家、文化、資訊科技、

大自然、媒體、科學、交通、建築、時裝等各方面。

2.雙管齊下:

• 《輕鬆學漢語》的課本已劃分為指定的單元

• 先教授《輕鬆學漢語》內的課文及詞語，然後教授校本教材(兩至三篇相關主題的

文章)

• 體裁上，以記敘文、說明文、書信、便條、描寫文、抒情文為主。



非華語學生中文課程
1. 校本單元主題：

年級 單元主題

小三 家庭,朋友,衣服,冬天,工作,學校,日常生活,公園,食物,水果,交通工具

小四 朋友,大自然,學校,鄰居,動物,家人,健康,食物,節日,社區,日常生活

小五 顏色,天氣,假期,愛好,課程,學校,週記

小六 人物速寫,便條,美食之都,健康生活,購物樂,朋友的信

BOPS_校本教材教學目標一覽

BOPS_校本教材教學目標一覽.xlsx


非華語學生中文課程
非華語學生中國語文科校本單元教學設計表



非華語學生中文課程
非華語學生中國語文科校本單元教學設計表

教材：自編教材：輕鬆學漢語---少兒版 （第四冊：第一至第十一課）
級別：四年級



非華語學生中文課程
1. 工作紙:

以字詞為重點，如：辨認字詞的形、音、義、運用和寫作

另有語文知識的學習

2. 聽說範疇：

聽：以《輕鬆學漢語》課內的練習為主或由任教老師自行編寫。

說：每個單元會作相關主題的聽說訓練，如：一問一答的形式或依TSA的模式，

作看圖說話(中年級以四幅圖為主；高年級以一幅圖為主)。

3.閱讀範疇：

《我自己會讀叢書》

4.寫作範疇：

中年級（50～100字）：詩歌、記敘文、書信、感謝卡、填句成段、便條等

高年級（ 100～200字） ：記敘文、書信、感謝卡、便條、看圖作文、說明文等



繪本課程之規劃
閱讀課程

（P1-P4）

➤目標：提高學生中文閱讀興趣，擴展學生視野

➤緊扣NLF ：(非)1-4階；(華)1-4階鞏固、6階或以上

➤課程：每級6-8個主題

➤教節：約4節/主題

➤行政：師資分配（每級3-4位科任老師）課室配合（班房、圖書館、中文室）

➤校本書單（內容）

➤校本繪本《我們在杯澳的故事》系列



繪本的縱向教學設計
● 各學習階段6-7個主題
● 各個主題3-6本書
● 各書教授4個教節
● 各組交替使用

20/21學年小一主題 20/21學年小二小三主題 21/22學年小一小二主題

1. 數字 人際關係 校本繪本

2. 認識身體 食物與健康 數字

3. 家庭親情 成長與蛻變 認識身體

4. 動物 季節與物候 家庭親情

5. 季節與物候 我和動物 動物

6. 衛生與健康 推理與解難 季節與物候

7. 推理與尋根 健康與衛生

8. 自主閱讀 推理與尋根



閱讀課程（ P1-P4 ）——學生

➤前後測

甲 看圖說物

乙 看圖配詞

丙 聽故事答問題

丁 閱讀理解

➤同級分組 跨級分組（高、中、低）

➤詞語銀行（結構、筆劃、筆順）

➤自主閱讀

BOPS_RC_test_2020前測_01學生版.docx


閱讀課程（ P1-P4 ）——教師
➤選書

➤橋樑書

目標：協助學生從無字書和繪本過渡到文字為主的書籍;發展學生伸展、

評鑑及創意的能力

書目：《笨狼的故事》、《幸福的小豬》、「早安森林」系列

➤教學重點及方法（常用字、句式、複述……）

➤特色教學：交換教學

➤互相學習：觀摩

《英國仙迪娜》教學目標.docx


親子閱讀分享會
CROWD 提問法

• Completion 讓孩子完成句子

• Recall讓孩子回想故事

• Open-ended question問開放式問題

• Wh-question問故事相關簡答題

• Distancing question延伸連結生活經驗



校本繪本《我們在杯澳的故事》
繪本 年級 主題 協作科組 計劃時間

系列一
《銜接夢飛翔》

P1 校園追蹤 中文科 20/21

系列二
《真正的朋友》

P2 與人相處 訓輔組 21/22

系列三
《濕地漫悠遊》

P3 生態環境 常識科 22/23

系列四 P4 STEAM 電腦科 23/24

系列五 P5 文化交流 課外活動組 24/25

系列六 P6 面對新挑戰 成長科 25/26

獨立成冊 全校 親子關係 PTA



系列一《銜接夢飛翔》
• 配合小一適應週遊戲——校園追踪

• 中文學習重點：自我介紹（句式“我是……”、“我叫……”）

句式“這裡是……這裡不是……”

中文基本筆順

• 認識校園特別室位置

• 學習圖書館規則



系列一《銜接夢飛翔》
一年級：利用校本繪本認識校園

四年級：聯繫校本課程重溫



• 協作組別——訓輔組、數學組

• 中文學習重點：道歉卡

• 如何正確處理人際關係

• 乘法表、九因歌

系列二《真正的朋友》



活動Activity

⮚中文日
Chinese day

⮚文化週
Culture week

⮚非華語學生暑期班
Non-Chinese 
Speaking Students
Summer course



文化週
1. 目的：透過不同的活動認識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

了解香港特區特有文化，促進少數族裔和諧共融。

2. 歷年活動內容：

• 中華文化藝術探究（皮影戲、粵劇、面譜、水墨畫……）

• 認識香港本地文化（街道名字）

• 異國他鄉美食薈萃（製作、共享）

• 本地遊（大澳、香港島、香港文化博物館、香港歷史博物館……）

• 境外遊（北京、西安、青島、深圳、台灣）

• 工作坊、講座（親切機構）



非華語學生中文暑期班
1. 課程

暑期非華語學生中文銜接課程概覽（21/22）

2. 電子學習https://openknowledge.wixsite.com/openknowledge/living-
chinese

非華語學生暑期班課程一覽表

2中文暑期課程（2122） 30hrs face+zoom.doc
https://openknowledge.wixsite.com/openknowledge/living-chinese


非華語學生課後中文班
1. 中文提升班（校本課程）

2. 中文增潤班（《中國語文(非華語學生適用)》教育局與香港理工大學共同開發) 

3. 早讀活動



中文增潤班

• 教材

• 配套電子學習
（KAHOOT, Nearpod, Classkick）

• 能力稍高的非華語學生



一切的安排 …… 都是為了讓孩子

中文學習得更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