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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問題的提出 

 

香港中小學開設普通話科已有十幾年的歷史了，目前開設普通話科的中小

學，分別各佔 94%及 97%，普通話科教學全面鋪開，按理說，勢頭挺好，可卻沒

有取得應有的成果。這是因為普通話科教時嚴重不足、學校缺乏語言環境、學生

的學習動機不強、政府沒有提供足夠的支援等。於是有人提出普通話科與中文科

合併的想法－用普通話教中文，既可以解決普通話科教時不足的困境，又可以創

造良好的普通話課堂語言環境，同時能提高學生的中文水平（孫方中，1999；許

美德，2000）。柳存仁更提議，在五年的中學課程中，挑選其中兩年，除英文科

外，全部科目都以普通話授課。他認為，這樣才有利於學生掌握這種語言（劉美

顏，1998）。 

 

傳統的語文教學，重“文＂輕“語＂。呂叔湘（1964）早就指出其流弊，並

強調語言訓練的重要性。他說，語言訓練的內容不僅僅是學習普通話，還包括提

高口頭表達的能力。在實際生活中，用語言的時間比用文字的時間多得多。語言

的訓練對於文字的學習不但沒有妨礙，而且大有幫助。他認為，讓學生在語言方

面得到應有訓練，說起話來有條有理，有頭有尾，造句連貫，用詞恰當，不愁他

不會作文。 

 

呂叔湘（1978）在另一個場合中指出，普通話教學最好結合語文教學，鍛煉

同學講普通話。因為語文教學應該語跟文都要教，文是書面語言，是重點，要多

花一點力氣，但是說話也得讓學生學習，因為用口語來交際在我們生活中還是主

要的。儘管這番話是針對內地語文教學出發的，但是我們認為，面對新世紀的語

文教育，我們要培養甚麼樣的人才，以適應新時代的需要，還是值得語文教育的

同工思量，並作出相應的部署。教育制度檢討也好，構擬二十一世紀教育藍圖也

好，必須處理好普通話科與中文科的關係，也應該給予適當的重視和關注。 

 

  孫方中（1999）認為，用普通話教中文可提高中文水平，以及提升其他學科

的成績。她以 1999 年全港小學學科測驗結果為例，說明蘇浙小學在這項全港的

 1



學科測驗中，顯示了相當滿意的成績。比如：中文科的成績比全港平均分超過

25%；數學科成績比全港平均分超過 33%；而英文科的成績也比全港平均分超過

37%。因此，她認為，用普通話作為教學語言，不但中文可以提高，而數學科及

英文科的成績，也可以間接地得到提高。 

 

  一項研究調查顯示，本港 14 所中小學 106 位中文老師認同以普通話教中文，

可提升學生的普通話口語和書面語的理解和表達能力，但又擔心改變教學語言，

會增加老師的工作負擔，並認為老師應該接受專門的訓練，才適宜轉用普通話教

學。該調查又發現，大多數老師認為用普通話教中文科，應從初小開始推行（何

偉傑、李藹兒，1999）。 

 

  李如龍（1999）指出應用語言學的研究證明了人們學話的最佳時期是兒童時

代，十歲以前同時學三種語言不但不會增加學生的學習負擔，還有利於開發兒童

智力。因此，他認為，讓學童學會普通話，最好的辦法就是在學校裏使用普通話

教學，這是水到渠成的事。  

 

據報道，語常會辦事處曾於 1999 年暑假期間進行過一項問卷調查，在受訪

的 800 多所中小學校中，12 所學校在 1998 年度或以前已用普通話作為中國語文

科的教學語言，而另外 15 所學校則由 1999 年 9 月開始推行。語常會主席謝志偉

校長表示，其中 18 所已經採用普通話作為中文科教學語言的學校，答應接受他

們派員觀課，配合他們研究以普通話作為教學語言對學生學習中國語文及普通話

的實際效益。（引自《文匯報》，1999 年 9 月 10 日） 

 

二、定位與原則 

 

香港大學程介明副校長批評現在學校以廣州話作為母語教學是“死路一

條＂，如同一項“自殺政策＂。他認為，應以普通話教學，因為世界上沒有其他

地方以方言作為母語（筆者案：“母語＂可能是指“教學語言＂？跟下文提到的

“母語教學＂同？）。所以用本地方言廣州話作為母語教學並不適合。（引自《星

島日報》，2000 年 4 月 1 日）這番言論引起熱烈的討論（林學甫，2000；林玲芝，

2000）。林學甫（2000）表示，選擇一種大家可以通用的中文語言作為教學語言，

對所有學生最為合理，而普通話作為祖國的法定語言，作為母語教學（筆者案：

指廣義的母語教學）的語言是順理成章的。 

 

到底香港學生的母語是甚麼？歷來有不同的看法。王寧（2000）從“言語＂

和“語言＂的角度給香港學生的“母語＂作出定位。她指出，從言語（speech）

的角度看，香港學生的母語就是從小自然習得的粵語（筆者案：這是狹義的“母

語＂）；從語言（language）的角度，也就是從語種的角度看，漢語是他們的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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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粵語和普通話都是他們的母語（筆者案：這是廣義的“母語＂概念），普通

話教學是更高文化層次上的母語教學。 

 

  事實上，普通話和廣州話有著密切的關係。前者是現代漢民族的共同語－國

家的標準語，後者是漢語方言中的強勢方言。語言學家早已指出，由於漢語的方

言與普通話都是由古代漢語發展演變而來的，在方言與普通話之間，一般都存在

語音的對應規律。各方言區人在學習和使用普通話的過程中，都在運用這種規

律。由此看來，香港學生“母語＂的內涵可從這個角度得到較為通達的詮釋，特

別是香港主權回歸中國後，香港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特別行政區－我們都生活在

“中國香港＂這塊土地上。學習國家民族的標準語－普通話有其深層的涵義。 

 

1999 年 11 月，普通話教育研究及發展中心為全港中小學提供教學支援服務

－訪校計劃。中心派出教學人員，就普通話師資培訓、普通話課堂教學、教與學

資源、普通話水平測試、普通話診斷服務、用普通話教中文等各方面，跟有關學

校的普通話科教師進行了深入的討論。其中以“用普通話教中文＂最受教育同工

的關注。 

 

據我們了解，部分參加了訪校計劃的小學，將於今年 9 月嘗試用普通話教中

文。但是，有些教師覺得自己的普通話能力未必能應付教學的需要；又擔心一旦

改用普通話作為教學語言，現行的中文科教材未必能直接配合，而目前仍缺乏配

套的教材和教學建議；有些教師對改革的模式、進程和評估方式，也存在著一些

疑慮。 

 

為此，我們總結半年來的訪校經驗，為有意使用普通話作為教學語言的小

學，提出幾個基本原則，供同工參考： 

（一）在試行階段，不必採用“一刀切＂的方式－即“普通話科＂與“中文科＂  

併為一科，用普通話教中文的學校可同時保留現有的普通話科，實行兩條腿走

路。 

（二）普通話科屬語言教學的學科，性質不會改變；普通話作為中文科的教學媒

介語後，中文科仍是語文學科，教學目標仍以培養學生語文能力為依歸，

性質也不會因轉用教學語言而有所改變。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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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

斷總結經驗，逐步提高教與學的要求。 

（四）先以“普通話教中文＂為教改試點，積累經驗。待條件成熟，可逐步推展

至其他科目，如美勞、體育、音樂、常識等，在校內形成一個較完備的“語

言網絡＂。營造良好而自然的語言環境，在標準語（普通話）的氛圍下，

將更有利於語文能力的提升；在語文能力發展的過程中，也讓學生有“真

正使用語言的感覺＂（real 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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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議教學模式 

 

  轉變教學語言，是一個需要非常審慎處理的過程，學校必須具備足夠的條

件，同時讓家長、老師和學生都作好準備，才容易達到預期效果。小規模、分階

段、分範疇的試驗，相信可為全面實施用普通話教中文奠下良好基礎（何偉傑、

李藹兒，1999）。 

 

  實施用普通話教中文有各種各樣的模式，何偉傑指出，目前一刀切用全普通

話的形式來教中文未必是最好的教學模式。因此，他在《用普通話教中文試驗計

劃》中建議有多個模式給學校選擇試行。例如：在閱讀教學部分，當教古文時，

可用廣州話朗讀；教現代語體文時，用普通話會更合適。（引自《大公報》，1999

年 11 月 15 日）  

 

從 1999 年 11 月以來，我們先後到過 30 多所中小學交流探訪，跟 200 多位

校長、教師進行了座談及觀課等活動，聽取了很多寶貴的經驗，也總結出一些實

際可行的措施。我們認為，要成功開展用普通話教中文，需要方方面面的配合，

才能取得預期的效果。下面以一所全日制小學為例，綜合各個學校的做法，提出

的設想如下： 

 

（1） 從小二開始逐年遞增開展用普通話教中文。小一學生入學後，仍舊以廣州 

話作為中文科的授課語言，普通話科保留並存，每周有 2 個教節。學生上了一年

的普通話課，對普通話不會陌生，也有一定的普通話語感，這為小二試用普通話

教中文作鋪墊。學生升上小二後，同時上普通話科及改用普通話作為教學語言的

中文科。我們建議，採取這種模式的學校，可用兩班成績相若的學生作試驗研究，

例如：小二甲為實驗組（以普通話教中文），小二乙為控制組（以廣州話教中文），

由同一位老師授課，採用大致相同的教材、進度和教學方法。經過一學年後，通

過課堂觀察、作業的表現、考試的成績等，比較兩組學生在聽、說、讀、寫（主

要是讀、寫）四種能力的發展，驗證用普通話教中文的成效。如有成效，可作出

通盤的規劃，逐年遞增試驗班別和級別。 

 

在試驗班中，粵普佔課堂教學的時間比例也很有彈性。比如：開始階段，可

少用普通話，多用廣州話；過渡階段，粵普使用的頻率均等；成熟階段，則可全

用普通話授課。全日制小學（一周五天上課）中文科一般有 9 個教節（相當於每

天約有 2 個教節），粵普交替運用的情況很有彈性，宜逐步滲透，不宜急於求成。  

 

（2）學校氛圍的配合，營造良好的語言環境。例如：校長、主任要以身作則，

常說普通話。早上跟學生打招呼時，說一聲：“你早！＂“同學們早！＂、“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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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好！＂放學時，則說“再見！＂、“明天見！＂或者說“走好！＂校長的帶頭

作用很重要，在學校，人人都說普通話，蔚成風氣。有的校長在早會、周會以及

召開教職員會議上，堅持說普通話，甚至以“說流利的普通話＂作為聘用新入職

教師的甄選條件之一。也有學校讓高年級同學（或新來港學童中能說流利普通話

的同學）主持早會的部分環節，或者請他們講一個成語故事，講一段閱報後的感

想等等。總而言之，要有聽說普通話的機會和環境，尤其是聽。語言習得理論告

訴我們，先聽後說，大量地聽，都是學好語言的先決條件。 

 

  我們多次強調，通過各種各樣的語言實踐活動，讓學生感覺到他們真真切切

地運用這種語言。以下是一些可供借鏡的成功經驗： 

 

‧成立普通話學會，組織及統籌校內、校外普通話課外活動，例如：朗誦組、合

唱團、京劇訓練班等等。 

‧午飯時間播放普通話歌曲，新歌老歌播不停。 

‧期終考試後的“天才表演＂，分綵排、預演和正式表演三個階段，重視學生參

與過程中的體會和克服困難的經驗。我們建議，表演項目除粵語組、英語組外，

還設普通話組。 

‧畢業典禮上，主禮嘉賓用普通話發言，畢業生代表用普通話致辭。過程中，人

人都說普通話。 

‧舉辦普通話周，活動項目之一，是用普通話訪問有關老師，完成指定的“任

務＂。 

‧舉辦普通話暑期夏令營（筆者案：可考慮參加廣州黃埔軍校的訓練營）。 

‧上網學普通話，使用各種學習普通話的光盤軟件，欣賞普通話配音的動畫片。 

‧規定學生到圖書館借書時，要用普通話說出自己的班級、姓名和所借的書籍。 

‧小賣部張貼粵普對照的食品名稱，鼓勵同學用普通話說出想買的東西。條件許

可，校方可考慮聘用以普通話為母語的人士作為店主。 

 

四、師資培訓 

 

  《教育統籌委員會第六號報告書》強調說：“優良的師資培訓對提高教學質

素至為重要。＂不斷進修，終身學習，將會是語文教師的共同信念，因為，我們

堅信，教師參加專業培訓課程，定能提高語言能力和教學能力，刷新教學識見，

提高教學素質。 

 

1999 年 10 月，本中心舉辦了“用普通話教中文試驗計劃座談會＂。會上，

我們請與會的中小學語文教師和普通話科教師填答問卷。如果要參加“用普通話

教中文＂的培訓課程，他們認為課程應包括哪些訓練重點和學習內容。在回收的

問卷中，我們發現，大部分未能確切地表達意見，反映出教師對普通話教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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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上雖有準備，但具體落實到課堂教學所面對的種種困難，似乎還未深思熟

慮。由此看來，開辦用普通話教中文的培訓課程，有其需要性和迫切性。 

 

  今年 9 月，本中心將開辦“普通話作為教學語言證書課程＂。課程兼顧語言

能力、教學能力、理論知識和教學實踐等各方面的訓練。本課程由 8 個單元課程

組成，合計 210 課時。學員先修讀“普通話語音診斷及強化訓練＂單元課程，以

鞏固普通話語音，提高普通話水平。然後修讀 3 個教學能力的單元課程（例如：

“課堂教學語言能力訓練＂）。增強用普通話教中文的方法與課堂技巧，提升課

堂教學語言能力，進而修讀另外 3 個理論知識的單元課程（例如：“標準語和漢

語方言＂）。在理論知識的基礎上，經過課堂教學實踐－用普通話教中文，反思

和總結經驗。有關培訓課程的實效性，我們將在另一研討場合討論。我們希望“普

通話作為教學語言證書課程＂開辦後，在進行的過程中，汲取經驗，並作出適當

的調整，為有意採用普通話教中文的中小學校，提供一個可行有效的培訓方案。  

 

五、結語 

 

林章新（2000）指出，由於普通話新課程的教學已成為核心課程，在基礎教

育裏，每個學生必須學習。因此，他估計五六年後，普通話一定可以成為香港基

礎教育的教學媒介語，跟世界上其他國家母語教學的情況一樣，這是可以肯定的。 

 

  據報道，香港科技創意小學將於今年 9 月開辦，學生從小一開始，就採用普

通話來學習中文科（《大公報》2000 年 3 月 24 日）。據聞，不少辦學團體在申

辦小學的計劃中，同樣提出以普通話教中文科的構想。我們認為，這是一個好現

象，為語文教育改革跨出一大步，值得鼓勵和支持。 

 

  至於中文科與普通話科兩門課程的合併，必須經過周詳的部署和規劃。這是

今後語文教育改革的研究課題，有待進一步探索，並有賴廣大的語文教育工作者

群策群力，共同建構一個理想的可行的教學藍圖。 

 

我們預期 10 年內，香港中小學（尤其是全日制小學）普通話教學改革將陸

續展開，普通話作為中文科的教學語言，並逐步推展至其他學科和術科。我們深

信，這些舉措必定能為新世紀的語文教育寫下新的一頁，進一步落實和貫徹“兩

文三語＂的教育政策，使我們的下一代更好地掌握英語、粵語和普通話，做個兩

文兼善，三語俱佳的“三好＂學生。 

 

（本文載周漢光編（2001）。《新世紀語文教學》，頁 143-152。香港：香港中

文大學教育學院課程與教學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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