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科教學研討會：語文新課程的教與學 

香港中文大學 

2006 年 6 月 10 日 

用普通話教中文：課程整合初探 
林建平 

香港中文大學普通話教育研究及發展中心 
 
一、問題的提出 
 

在香港，人們使用 PMI 這個術語，主要有兩個含義：第一、指普通話作為

中文科的授課語言；第二、普通話作為英文科以外的其他科目的授課語言（這種

PMI 的學校很少）。文中的 PMI，指的是第一種含義。 
 
小學中國語文教育研究學會（小語會）與語常會做過問卷調查，據“全港中

小學推行〈普通話教授中國語文科〉概況問卷調查（2005/06 年度）＂顯示，現

已推行普通話教中文的學校有 125 所，佔回收問卷學校 446 所的 28%。將於 2006
年-2011 年度推行普通話教中文的學校則有 207 所，由 28%躍升為 46%。2005 年

12 月，教統局提交立法會的文件顯示，824 所中小學中，有 209 所學校表示已轉

用普通話教中文，166 所學校表示，考慮在未來五年以普通話教中文。可以樂觀

預期，未來幾年全港將有半數的中小學用普通話教中文。 
 
PMI 將是香港語文教學改革中的一個大趨勢。學校推行 PMI，需要處理好中

文科和普通話科的關係，面對課程整合的問題。 
 
二、課程整合的理論基礎 
 

中文科與普通話科的分合問題，早在 80 年代已經引起學者的關注和討論。

王培光（1988）認為，就大多數學校的情況來看，中文科和普通話科應該分別設

立。在當時，用普通話教中文還沒具備有利條件。中文科與普通話科分科施教，

各有好處，優劣互補。 
 
可是，20 年過去了，香港社會在政治、教育各方面都發生了巨大的變化。

九七回歸前後的一段時期裏，用普通話教中文的呼聲越來越多。有中學校長認

為，從長遠來說，普通話教學應該跟中國語文科合併（許耀賜，1997）。也有中

學校長明確指出，普通話科和中文科是不應該分開的；建議取消普通話科，在小

一和小二為所有學生全力打好普通話基礎，從小開始至中學，便應將普通話融入

中國語文科施教（《語文教學》雙月刊第二十五期，頁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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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著名語文教育家呂叔湘（1978）說過，對內地中小學語文教學問題，提

出了“（普通話）最好結合語文教學，鍛煉同學講普通話＂的觀點。其後，呂叔

湘（1985）對傳統語文教學重文輕語的流弊，提出了批評。他認為，小學和中學

的語文課應當是既教文又教語，可以有所側重，但是不能只教文，不教語。現在

中小學語文課的最大缺點就是名為語文而實際上只有文。 
 
有學者認同普通話作為教學語言，尤其是上中文課，對提升學生的語感會有

好處；並建議由小學開始逐步推行以普通話教授中文科（李志明，2001）。我們

認為，用普通話教中文，在課堂以及校園裏創造良好的語言環境，學生毋須長途

跋涉遠赴北京，也得　“沉浸課程＂的好處，讓學生長時間浸濡在普通話的氛圍

裏，獲得真正使用語言（real use）的機會，找到了說普通話的感覺，加強聽說讀

寫普通話的語感。何謂語感？田本娜（2006）指出，語感就是對語言的感受能力，

包括語音感受、語意感受、語言情感色彩的感受等。結合多年來語文教學與研究

的心得，她認為，重視語言感受，讀得多，感知得多，語言積累得多，是學習語

文的一種好方法。一項調查研究顯示，用普通話教中文，小學生語感的形成和語

言能力的提高，明顯高於用粵語教學的受教者；對提高閱讀理解能力的優越性，

表現特別明顯（劉筱玲，2005）。 
 
以下就課程整合，提出一些初步的構想。先從中文科和普通話科的關係說起。 
 

2.1 中文科和普通話科的關係 
 
  中文科是語文學科，普通話是語言學科，這是教育界同工的共識。唐秀玲

（1998）論述本港中小學語文教學時指出，中國語文科以閱讀理解能力和書面表

達能力的教學為核心，輔以粵方言聽說能力的鞏固；普通話科則以發展普通話的

聽說能力為主。 
 
  盧興翹（1999）在討論香港中小學普通話科的特質時，實質在探討語文科和

普通話科的本質問題。她提到，內地語文科訓練就是普通話的書面語和口語表達

能力的訓練，教語文也就是教普通話。 
 

用普通話教中文，部分教師仍有疑慮。中文教師普通話達到甚麼樣水平才能

勝任教學工作？是不是要“達標＂後才有資格任教？有的同工還有誤解，認為自

己教普通話科還可以，教 PMI 課堂則擔任自己的普通話不夠標準。正如上述的

討論，普通話科屬語言教學的學科，普通話作為中文科的教學語言後，“中文科＂

仍是語文學科，教學目標仍然以培養學生語文能力為依據，性質也不會因轉用教

學語言而有所改變。因為，普通話作為中文科的教學語言，我們的最終目的，不

是教會學生聽說普通話，而是教給學生聽說讀寫的語文知識和能力（林建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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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b）。 
 
2.2 課程整合的探討 
 
  《學會學習》（2001）諮詢文件勾畫出未來十年學校課程發展的路向：中小

學的課程框架由八個學習領域、九種共通能力以及價值觀和態度組成。要求中小

學生“掌握規範的書面語，能說流利而得體的粵語和普通話。＂就小學語文教育

來說，未來小一至小三學生以培養聽說能力為主，小四至小六學生則以培養讀寫

能力為主。何文勝（2004）從課程設計的角度出發，認為只需要以能力組織課程，

而不必以生活內容、文化或情意作為課程組織重心，從而建構聽說讀寫四種能力

的元素、結構、序列、訓練點和教學內容。 
 
  為方便論述，我們集中討論小學普通話科和中文科的整合問題。眾所周知，

語文能力離不開聽、說、讀、寫四種能力，語文教學也離不開聽、說、讀、寫四

個範疇。現行小學普通話科和中文科各設聽、說、讀、寫四個範疇： 
 

對非 PMI 學校來說，中文科都以粵語授課，用粵語（方言）講解現代漢語

（標準語）的書面語，聽說的是粵語；讀寫則以普通話為本的書面語。這就使中

文科的書面語教學跟口語教學出現脫節的現象，也就是聽說教學與讀寫教學分

家。學校改用普通話教中文科後，顯而易見的優勢是“言＂、“文＂一致，聽說

的是普通話（口語），讀寫的是規範的現代漢語（書面語）。這時候，給學生提供

了“我手寫我口＂的機會，學生才能做到真正的“我手寫我口＂。 
 
1985 年，呂叔湘先生來港參加普通話教學與測試研討會。會上，他明確提

出，語文課的任務應當以口語和書面語的統一體，即普通話和白話文的統一體為

教學對象，以聽、說、讀、寫的全面發展為教學的目標（呂叔湘，1985）。 
 
目前中小學普通話科的學習分為四大範疇：聆聽、說話、閱讀、譯寫，其中

以聽說為主，讀寫為輔。所謂“閱讀＂實際上是朗讀，“譯寫＂是指漢字與拼音

之間的注音訓練，以學習漢語拼音為具體內容，跟寫作無關。普通話科的“讀＂

和“寫＂跟中文科的讀和寫，名目雖同，實質有異，名不副實。難怪有論者批評

普通話科的四種技能訓練為“偽四技＂（唐秀玲，1998）。 
 
要想把普通話科併入中文科裏，從課程規劃的角度來看，首先要把“普通話

的學習元素＂滲透在中文科裏。實踐經驗告訴我們，已經施行 PMI 的中小學，

一般先把漢語拼音這個教學內容放在中文科裏進行，也就是說，通過中文教學來

學習漢語拼音。這是因為，普通話科和中文科的聽說訓練沒有多大的差別。的確，

普通話科和中文科的聽說訓練（包括朗讀能力的訓練），性質上沒有名顯的分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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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在教學時，策略與重點有所不同。語言教學（普通話科）的聽說訓練，以傳

意溝通為目的；語文教學（PMI）的聽說訓練，層次較高，還兼及思維能力的訓

練，聽說能力的培養最終跟讀寫能力相結合：聽和說，聽和讀，聽和寫，互相促

進，互相提高。因為，口語是書面語的基礎。四十多年前，呂叔湘（1964）提出

“語文教學應該語言和文字並舉＂的論點：以語言為基礎，以文字為主導，就是

說，文字的教學應該從語言出發，又反過來影響語言，提高語言。今天聽來，還

是很能啟發我們的：PMI 課堂要重視口語的聽說訓練。 
 
此外，對聆聽能力的構成，對外漢語教學和語文科基本上有一致的認識： 
 

楊惠元（1996） 張鴻苓（1998） 

分析辨別能力 聽話的辨別力 

記憶儲存能力 聽話記錄能力 

聯想猜測能力 聽話的想像力 

概括總結能力 組合語意能力 

 
作為語言學科的普通話科，聆聽能力的構成跟對外漢語教學以及語文科無異。我

們可以借鏡對外漢語教學的經驗和研究成果，大力發展 PMI 課堂上的聆聽訓練，

設計以能力為主導的學習內容和重點，釐訂不同學習階段的能力發展。現行的普

通話科課程綱要，缺乏扎實的語言學習理論，至少我們看不出有甚麼理論根據。

曹錦明（2002）通過大量文獻，重新檢視小學聽說教學的學習目標和內容，認同

以“能力＂為主導，以發展學生的各種聽說能力為中心，擬訂了小學聽說教學須

培養學生的各種能力和微技能，選取了適當的教學內容和項目，以配合教學需要。 
 
“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普通話科和中文科的分科設立，到現

在或將來的“結合＂，是個自然的發展趨勢。分析了普通話科和中文科聽說讀寫

相關的問題後，為中文科和普通話科的合併，展示了合理的理論依據。 
 
我們認為，用普通話教中文，更有利於培養學生對“中華文化＂、“文學＂

的認識，以及掌握好漢語拼音後，可以檢索以拼音序排列的字典、詞典，使用《新

華字典》，查閱正確的拼音，翻閱《現代漢語詞典》，積累大量的語匯，培養自學

能力，提升讀寫規範字詞的能力。 
 

2.3 漢語拼音教學的討論 
 
  施行 PMI 時，教師們馬上面對漢語拼音教學的種種難題：幾年級教？教多

少？怎麼教？集中的學，還是分散學？據小學普通話科課程綱要的建議，小四才

教聲母、韻母，但是，有的學校在小一（或小二）已經開始用普通話教中文。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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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話科課程綱要顯然跟不上 PMI 的發展需要，遠遠落後於形勢。因此，要實施

PMI，我們得有新的思路，新的教學體系，才能滿足 PMI 的需要。 
 
  在內地，正確而熟練地掌握 400 個音節發音是普通話語音教學的基本要求。

普通話到底有多少個音節？小學階段，要求學生掌握多少個常用音節？如何進行

直呼音節的訓練？《綱要》都沒有說明。目前，中小學普通話科課程綱要中，拼

音教學沒有音節的概念，把音節的整體概念拆成零件聲母和韻母，這是走彎路的

學習方法，顯然，是不理想的。我們認為，香港中小學漢語拼音的教學體系必須

有新的路子，有科研作為基礎，又有教學實踐作為參照，才能走出多年來拼音教

學的誤區。筆者的一項調查顯示，小學教師認同“從音節入手，重視整體，直讀

法是學習漢語拼音的最佳教學體系（方法）＂，表示同意的高達 87.42%（林建

平，2006b）。 
  
  所謂“直讀法＂，是指由已經學過的音節類推新的音節。由淺入深，以舊帶

新，難點分散，減輕學習負擔。大量的實驗研究表明，通過直讀法學習漢語拼音，

其成效比用拼讀法的佔有優勢。因此，我們認為，初小階段用直讀法教授漢語拼

音，讓學生能更集中地更有效地掌握好 400 個音節的發音，從而逐步做到給常用

字詞標注正確的拼音。直讀法是學好漢語拼音的最佳方法（林建平，2006a）。 
 
三、幾點思考 
 
3.1 為甚麼要推行 PMI 
 
    2000 年 6 月起，大專院校先後進行了幾個 PMI 試驗研究。研究結果都發現，

學生在 PMI 課堂中，大大提高了他們聽說普通話的能力。 
 
  學校要推行 PMI，目的不是為了提高學生聽說普通話的能力，這不是推行

PMI 的終極目標。應當指出，用普通話學習中文，能夠提升學生的中文能力（包

括閱讀、寫作能力）。推行 PMI，小學階段成效要比中學階段明顯，聽說能力的

提高尤其突出，因為，小學階段是學習語言的黃金時期，小學生是最佳的“學話

的機器＂，小學生語言的可塑性很大。只要有效的言語輸入（聽），就得出有效

的言語輸出（說）。這是我們的基本信念。 
 
3.2 PMI 的發展模式 
 
  從現實情況看，有的學校推行 PMI，同時，保留了普通話科，實施兩條腿走

路的方式，讓語音較標準的教師承擔普通話科的教學任務，充分發揮正音的作

用，並存並用，各有分工。也有的學校取消普通話科，把中文科和普通話科合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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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合為一，但仍重視拼音能力的訓練與評估，科目名稱改為“中文及普通話

科＂，顯示出以中文教學為核心，兼備普通話科的教學內容（主要是教漢語拼

音）。應當指出，“普通話的學習元素＂，不限於學話的工具—漢語拼音，普通

話的語匯、語用文化等也應當在 PMI 課堂中適當滲透。我們要求學生說得體的

普通話。但學生也有說不得體的普通話的時候，這並非聲、韻、調的失誤，往往

是南北兩地的文化差異所造成的，也就是語用文化的實際差異。 
 
  從“PMI／普通話科＂的並存並用，發展到“中文及普通話科＂，是個很大

的突破，是個質的飛躍。今後，會不會跟內地看齊叫“語文＂？假以時日，部分

學校以普通話為主要教學語言，除英文科外，其他科目都用普通話授課。這時候，

普通話將成為“校園語言＂。 
 
3.3 PMI 不是靈丹妙藥 
 
  我說過，PMI 不是靈丹妙藥，一吃見效，解決了語文教學中的所有問題，立

刻提升學生的語文水平。相反，在實施期間，仍須面對語文教學中的種種困惑（林

建平，2006b）。例如，如何進行閱讀教學，如何提高閱讀效率，減少“資源＂浪

費，幫助學生掌握好閱讀策略，是值得我們研究的問題（何萬貫，2006；李德康，

2006）。又如，內地語文課程標準在初小及中小分別提出要以“寫話＂、“習作＂

代替“寫作＂（黃潔貞，2005），也值得我們借鏡。 
 
3.4 提高教學識見與能力 
 
  為了解小學“成功教師＂用普通話教中文的有效策略，有同工進行了一項追

蹤研究。研究發現，用普通話教中文是否成功，學生的語言水平似乎並非關鍵，

反而教師本身對語文教學的認識，才是更大的挑戰（梁佩雲，2006）。研究小組

成員期望，教師分清語文課堂教學重點的優次，確定學生的學習需要，然後努力

充實本科知識，讓活潑的教學策略能深化教學。 
 
  可見，用普通話教中文，並非是改變教學語言那麼簡單，成敗得失也不在於

師生的普通話水平，癥結所在仍是語文教學中的老問題。推行要有規劃，教學要

有策略，學習要有方法，PMI 才能達到我們預期的成效。 
 
3.5 按部就班，循序漸進 
 
  用普通話教中文，學校須具備各方面的條件：師資隊伍、課程規劃、教材發

展、學校語言環境的配合等等（林建平，2006b）。在改革過程中，我們不必要求

“一步到位＂，須按部就班，循序漸進。可以從部分班別試行，逐年遞增，不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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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經驗，積累成果。然後，全級試行，逐年按級遞增。對教學語言，宜採取寬

鬆兼容的態度，需要時輔以粵語。推廣普通話教育，並不排斥粵語。實際情況是，

兼收並蓄，相得益彰，達到雙贏局面。 
 
四、結語 
 

一項實驗研究結果表明，用普通話教中文，在小學階段，不但是可行的，而

且在教學語言的選擇上，優勢十分明顯，是最佳方案，在香港也是勢在必行的（劉

筱玲，2005:91）。 
 
今天一小步，明天一大步。只要我們勇敢地走出第一步，積累經驗，早結甜

蜜的果子。我深信，從今年 9 月起，全港半數中小學成功地推行 PMI，將造福我

們的下一代，蒙受福蔭的是“三語＂俱佳的莘莘學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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