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課程的調整和更新

　　去年開始，我們對課程進行了重整，經過大學學術委員會的審

定, 定名為“中文教學（普通話為授課語言）專業文憑課程”。

　　新修訂的課程更切合學校的實際和教師的需要，針對教學語言

轉變面對的問題，安排課程內容，突出普通話教中文的重點，修訂

後的課程結構如下：

　　新一屆課程今年6月已經完成，經過培訓，學員加強了對教學理

論、課程規劃的認識，最重要的，是通過對現實課題的研討、觀

摩、教學實習及反思，逐步掌握教學技巧和策略，與此同時，個人

的語言能力也有所提高。學員們都希望裝備好自己後，在日後實行

普通話授課的教學中付諸實踐，更有信心地應付新的要求，面對新

的挑戰。

通訊

“中文教學(普通話為授課語言) 
專業文憑課程”課程結構

單元 範疇 單元名稱 單元內容 課時

單元一 理論知識 標準語教育及中文科 ‧標準語和漢語方言 42
  與普通話科課程發展 ‧教學語言規劃與策略
   ‧課程統整及學習材料發展

單元二 教學能力 普通話教中文的教學 ‧教學及學習語言的調適 42
  原理及課堂教學設計 ‧拼音、朗讀、聽說教學
   ‧語言學習經歷的積澱

單元三 教學實踐 普通話教中文課堂教 課堂教學語言運用、案例 42
  學實踐 分析等

單元四 教學研究 專題研習 專題研討會、講座及工作 42
   坊等

單元 範疇 單元名稱 單元內容 課時

單元五 語言能力 普通話語音診斷及 診斷及語音難點分析 15
  正音

單元六 語言能力 普通話朗讀及朗誦 不同體裁作品的朗讀及 15
   賞析 

單元七 語言能力 普通話口語表達 教育專業及普通話慣用 15
   口語訓練

*07/08年度課程現已接受報名, 詳情請瀏覽本中心網頁或參閱秋季課程概覽。

本中心舉辦的“中文教學（普通話為授課語言）專業文憑課

程”，06/07年度招收新一屆的學員，兩班共39名學員，於

06年11月，開始了他們為期一年的進修新體驗。這是中心第

七年開設的PMI課程，六年來結業的學員，不少已成為推動

普通話教育及語文教育改革的先鋒。

1.課程的開辦

　　課程於2000年開始舉辦時，屬於“用普通話教中文試驗計劃”

一部分，由優質教育基金資助，計劃進行的兩年中，開辦了兩屆

“普通話作為教學語言專業證書課程（PMI課程)”，共為133名採用

普通話教學的中文教師提供專業培訓。目前的課程是在原有基礎

上，經過實踐和調適後逐步發展起來的專業培訓系列，相信更能迎

合中小學中文老師的需要。

2.語文教師專業發展的方向

　　我們開設PMI課程，主要為在職的語文教師提供培訓。中小學的

語文教師，在面對使用普通話教學的新要求時，個人的專業能力需

要有所提高。教師專業發展的方向應該是怎麼樣的呢？我們認為應

該重視以下專業素養：

(1)提升普通話能力

學員應具有對普通話的基本認識，掌握普通話的規範，同時提

升個人聽、說普通話的能力。

(2)增強對標準語教育的認識

面對教學語言的改變，學員應該加強對標準語（普通話）教育、語

文教學的目標、語言政策以至學生語言現狀等問題的認識。

(3)具備調適課程的能力

學員應該對本科的課程、教材、教法有基本的認識，進而具備

調適和整合課程(普、中)的能力。

(4)掌握普通話聽、說、朗讀教學的原理及方法

用普通話教中文，朗讀教學和聽說教學跟教學語言密切相關，

教師特別需要掌握普通話聽、說、朗讀教學的原理及教學設計

的策略。

(5)具備普通話教學語言能力和課堂教學技巧

教師除了要具備基本的普通話能力，還要增強使用普通話教學

的能力，掌握以普通話教學的課堂教學技巧，如組織學習活

動、運用學習材料等。

3.PMI培訓課程的影響擴大

　　2002年，PMI培訓課程隨試驗計劃完成而告一段落。但現實的情

況是，普通話教中文師資培訓的需求沒有減退，反而增加；兩年

來，培訓課程也建立了基礎，並具有一定的影響力，鑒於此，我們

決定繼續開設這個課程。在沒有資助的情況下，2003年自費報讀的

教師仍然踴躍。03到05年，修讀此課程的學員接近100人。

學員的收獲

　　課程學員07年4月復活節期間，組織了到上海市建平實驗學校的

5天駐校學習。這次上海之行，學員普遍認為，是一次思想衝擊之旅，

心靈震撼之大，終身難忘，歸納學習的主要收獲，有：

‧對內地教育加深了認識

‧優秀課例對語文教學舊觀念的改變有重大啟發

‧促進思考：個人教學能力的反思，內地與香港差異的反思

‧親身體驗校園生活，參與教師的活動，接觸學生

‧獲得語言實踐機會（普通話成為生活語言，參與誦讀比賽活動）

學員反思報告

　　內地語文教學所強調的“讀中悟、讀中說、讀中寫”，那“聲

情並茂的朗讀”為我帶來震撼，值得深思。無論是低年級的歌謠詩

篇，還是中年級的短篇故事，甚或是高年級的古文，學生琅琅上口

的讀誦，就能體會字詞和文章的意義，再一次證明“朗讀”的果

效。

　　老師教授語文的特色，其中一個共通點，是老師們都要求學生

以同理心走進課文，演繹各個不同人物的情感，感悟文中的各種

喜、怒、哀、樂之情。學生全情融入課文，易於理解，激起學習興

趣，學習欣賞不同體裁的文章。

　　記得第一次觀課時，我真的感到大開眼界，因為老師生動活潑

的教法，再配上學生熱烈的反應，這是我在香港從來沒有見到過的

場面。

　　有多年教齡的我愈教愈感到無奈，課程變革、考評制度、任教

多個科目、縮班壓力等因素，令我變得像一塊硬梆梆的海綿。然而

經過這五天，這塊海綿像被滋潤了，儘量去學老師們的好東西，希

望帶回香港實踐一下，“化”出其精華，根據我們學生的特點

“創”出新的教法。

　　在一波波又一浪浪的衝擊下，身體內的細胞活躍起來，心裡那

團火也熾烈地燃燒起來，我“活”起來了！

　　⋯最享受便是跟兩位隨團導師無拘無束的討論，從中得到了很

多啟發。此行帶給我的震撼太大了，一直在反思和回顧⋯

給香港朗讀教學的啟發

　　我很榮幸能跟大家分享個人參觀上海建平實驗學校以後的一些

體會和啟發。

　　上海教師的重視朗讀和學生綜合能力培養，以及上海學生積極

投入課堂活動的主動學習精神，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回到香港的情況，我個人覺得課堂上多讓學生朗讀，培養語

感，應該可以提高他們的普通話口語表達能力。但我們遇到的困難

是：

1. 大部分初小學生沒有進行漢語拼音教學，學生必須跟着老師來

朗讀課文，然後自行朗讀，這個過程，往往佔用很多時間，相

對學生可以反覆朗讀的機會不多，如果從一年級開始就教會學

生漢語拼音，讓學生不需要老師示範就可以朗讀課文，學生能

朗讀課文就可以促進對課文的理解，培養學生自行閱讀的能

力。

2. 香港學生學習新字詞的過程跟內地學生是不一樣的，內地學生

朗讀課文的同時，就可以掌握大部份的新字詞，因為口語、書

面語的差異不大；香港學生以粵語為口語，言文不一，老師在

詞語教學方面，需要多花一點時間，讓學生弄懂詞義，而且能

夠正確運用在語言表達上。

　　以上是我得到的一些啟發。謝謝大家！

課程總監： 李子建教授 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學院院長 課程統籌 ： 張勵妍女士
 盧乃桂教授 香港中文大學香港教育研究所所長 計劃協調員 ： 簡俊敏小姐
課程主任： 何偉傑教授 普通話教育研究及發展中心協同主任 文書 ： 李慧琼小姐

中心網頁：www.fed.cuhk.edu.hk/~pth  地址：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李慧珍樓G06室
電話：2609 6749       傳真：2603 7542 電郵：pth@fed.cuhk.edu.hk

香港中文大學

普通話教中文普通話教中文 ( PM I )( PM I )
課程設置與課程設置與教師的專業發展教師的專業發展

普通話教育研究及發展中心

香 港 中 文 大 學  普 通 話 教 育 研 究 及 發 展 中 心

香港中文大學普通話教育研究及發展中心 課程副主任 張勵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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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教學(普通話為授課語言)

專 業 文 憑 課 程

蔡詠妮《上海之行—語文教學的感悟》

胡美卿《上海建平實驗學校學習反思報告》

翁可欣《建平後的我》

林識詩《上海交流—反思》

馬敏儀《我“活”起來了》 摘自學員吳秀芳5月12日專題研討會上的總結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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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若蓮女士（教統局語文教學支援組高級學校發展主任）
講題：中小學普通話教中文的落實

廖嘉寶老師（藍田循道衛理小學）
講題：我們的小朋友做得到--一節說話課的教學設計與實踐

謝雪梅女士（香港教育學院中文系講師）
講題：初小拼音教材的特點

林建平教授（普通話教育研究及發展中心副主任）
講題：直讀法是學好拼音的最佳方法

方姣婷女士（普通話教育文學碩士學位課程研究生）
講題：拼音教學的經驗分享

陳金才校長（深圳天健小學）
講題：內地語文教學新趨勢

曹建偉老師（香港培僑書院）
講題：香港中文科朗讀教學的新嘗試

伍衛華教授（汕頭職業技術學院）
普通話教中文實驗教材的編寫

劉邦平主任（景嶺書院）
中學的經驗：如何制定語言策略和建構可行有效的教學語言模式

陳翠珍校長（藍田循道衛理小學）
小學的經驗：實踐普通話教中文的校本經驗分享

PMI課程的“專題研習”單元，主要的目的是希望通過一系

列的教學研究活動以及實際的體驗進行探討和探究，深化對

問題的認識。各種教學活動在課程期間隨機安排，06/07屆

安排的不同類型的活動如下:

“教材‧教法‧評鑒”專題研討會

　　本課程於2007年5月12日舉辦了“普通話教中文專題研討會”，

出席這次講座的中小學教師以及其他教育專業的人士接近二百人。

　　研討會以“教材-教法-評鑒”為主題，邀請了汕頭職業技術學

院伍衛華教授主講，講題是“普通話教中文(PMI)實驗教材的編

寫”，伍教授介紹為中心編寫教材的計劃，闡述了編寫的總構思、

編寫原則，現場也派發了教材的樣本。

　　研討會的第二個程序，是“課堂實踐演示 ─ 普通話教中文課

堂教學的新嘗試”，會上播放了三位小學教師使用普通話上中文課

及嘗試採用實驗教材上課的教學實況，演示的教師都是這一屆PMI課

程的學員，伍衛華教授作了現場的講評。

‧專題講座 教學實踐經驗分享及評鑒標準

‧專題講座 漢語拼音教學與教材發展

‧專題講座 內地語文教學新趨勢

‧授課 內地語文教學實踐及優秀案例分析

‧上海駐校學習 觀課、參與教學活動、研討、反思、總結交流會

‧專題研討會 普通話教中文 ─ 教材-教法-評鑒

‧研習報告撰寫 撰寫指引及個人研習

‧研習成果演示

一次思想衝擊之旅
上海駐校活動簡介
一次思想衝擊之旅一次思想衝擊之旅一次思想衝擊之旅
上海駐校活動簡介上海駐校活動簡介上海駐校活動簡介
一次思想衝擊之旅一次思想衝擊之旅一次思想衝擊之旅
上海駐校活動簡介上海駐校活動簡介上海駐校活動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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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勵妍老師、廖嘉寶老師和蔡若蓮女士在專題講座中和出席的教師作交流

為課程的各項專題主持講座和報告的嘉賓講者

　　研討會另一個主題演講，由PMI課程導師余京輝老師及學員代表

吳秀芳女士主講，題目是“內地的經驗、本地的實踐 ─ 上海駐校

學習匯報”，兩位講者分別介紹了由課程學員組成的學習團在上海

建平實驗學校觀摩學習的情況和收獲，並就語文教學的問題結合本

港實際進行了探討和反思。

　　最後，參加者就有關推行普通話教中文、教材發展和教師進修

等問題進行了討論和交流。

2007年4月8日－12日，PMI課程學員一行23人前往上海，在上海市建平實驗學校進行了

為期5天的駐校學習活動。學校的譚淑雲副校長親自接待大家，並派出9位優秀的教師

分別帶領和輔導學習團的學員，學習內容安排得很充實，達到了預期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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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研習單元
文憑課程的

PMI

上海教師的課堂教學，體現了語文教學的新理念。

觀摩全國特級教師于永正老師的作文公開課。

教師對教學內容的駕馭及教學技巧的運用，讓學員耳目一新。

學生自小養成良好的行為規範，上課前，學生自讀課文，
作為課前的準備。

校園內貼出告示，提醒學生用普通話作交際語言。 每天，學生都進行課間千人廣播操。

學員與建平實驗學校的譚校長、中大的張勵妍老師及余京
輝老師在校園合影。

訪問區內另一小學，與學校的教師交流。 參與每年一度的基本功大賽 ─ 普通話誦讀比賽，與上海
教師共同表演。



1.引言

　　經過五天上海建平實驗學校的駐校活動，我們一

連觀摩了十幾節由該校優秀教師演示的各具特色的示

範課，可真讓我們大開眼界啊！

2.耳目一新的中文課

　　原來，一向被認為枯燥乏味的中文課，也可以作

出這樣活潑，這樣精彩，這樣叫人感動的效果！與香

港相比，內地語文教

學除具普通話這個語

言環境的優勢外，他

們 的 語 文 教 學 的 理

念 ， 教 師 個 人 的 素

養，以及優異的教學

表現等許多方面，無

不令我們耳目一新，

實在有很多值得我們

借鑒之處。

3.他山之石

　　回港後，因應本港學生的能力及自身的教學風格，我從上海吸

收得來的教學經驗、技巧、方法中，選取了一些適合於我們現有課

堂的模式，慢慢地滲透進我的中文課堂中，意想不到地為我和學生

們帶來煥然一新的感覺！

　　我任教的學校已是第七年推行普通話教中文，由最初每級只有

一班學生開始，到現在一、二年級全都採用PMI。四年後，我校的中

國語文科將全面採用普通話上課。

　　我教的二年級A班，從一年級開始採用PMI，過渡期（一年級及

二年級上學期）用粵、普雙語上課。但我認為，我們的教學語言雖

然有所轉變，但卻沒有改變舊有的教學模式，仍將課文拆件來教：

如第一節是釋詞，第二節課文內容深究，第三節是句式的學習

⋯⋯。這正如陳金才校長（2006）所說：無論多優美的文章總會被

肢解分析，致使中文課了無情趣。而這種教學方式往往需要教師花

大量時間在講述上面，而沉悶枯燥的課堂又不能滿足學生的學習心

理需要，令他們難以投入課堂；同時亦使初次任教PMI班的我，在普

通話的運用方面感到力有不逮，以致令我遲遲未有足夠的信心全部

採用普通話來上中文課。

　　直至從上海學習歸來，那些優秀課例令我在語文教學上得到重

大啟發。一股突如其來的推動力和信心，使我鼓起勇氣，決定今後

要全面用普通話上中文課，真真正正地實行PMI。因此在上課的過程

中，我嚴格要求自己和學生都必須用普通話發言。而在上課時，我

又特別注意學生的反應，每當看見他們現出迷惘的表情時，就把剛

才說的那句話中較難理解的字詞，寫在黑板上，並把這句話再說一

次，但堅持不用廣東話翻譯或解釋。

　　在教學的模式方面，我把從上海吸收回來的教學方法或技巧，

改進應用，由舊有的割裂、枯燥乏味的講解模式，慢慢地轉向從朗

讀中感悟課文的模式，讓學生在反複的誦讀中，品味語言的魅力，

喚起情感共鳴，再透過教師的引導，逐步把聽說讀寫結合起來，好

讓學生領悟課文的內涵，幫助學生積累及運用語言。此外，我亦花

盡心思，多設計些讓學生參與的合作學習形式的課堂教學活動，藉

上海的經驗‧校內的實踐
校內實踐研習報告 校內實踐研習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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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如透過不同形式的朗讀(個別讀、自由選擇

角色讀、師生配合讀、比賽讀、學生投票選出優秀者表演讀等互相

結合)，或透過小組討論、小組比賽、小組式組合的角色扮演等等。

積極創設活躍的學習氛圍，發揮學生自主探究、合作學習的精神，

培養學生主動學習的習慣，促進雙向交流。為學生提供普通話語言

運用的機會，亦可培養學生的自信心。

4.令人鼓舞的成效

　　真的很神奇！僅僅一個多月新模式的學習，學生們普通話的聽

說能力進步了；寫作練習亦反映出，他們運用中文書面語的能力提

高了。他們變得很喜歡朗讀，很喜歡說普通話，很喜歡上中文課。

同學們的學習動機大大地增強了，而上課氣氛的熱烈，爭先說話的

表現，對學習極度的專注，這些都是我意想不到的收穫！我感到這

些多活動、高參與的學習形式已取代了以往枯燥乏味的課堂，學生

從以往“要我學”，變成“我要學”，學習由被動轉化成主動。

5.總結

　　這次上海交流經驗的體會與校內實踐，不但令我對內地教育加

深了認識，亦讓我的語文教學觀念得到更新，深切體會到普通話教

中文的可行性和它帶來的

震撼，還使我體驗了教學

的藝術。

　　教師必須“站得高，

才能望得遠”。我們的任

務不僅在於傳授知識和技

能，而且要尋找適合學生

的教學方法和學習方法，

創設適當的情境，形成積

極的學習氛圍，讓學生們

在輕鬆、愉快中主動學

習。最終，激勵及喚醒學生的學習動機，讓學生在課堂中保持最佳

的學習情緒，使學生成為課堂學習和發展的真正主人。“孩子是好

學的、能學的、喜歡學習的”，只要作為教師的我們肯嘗試、肯花

心思，我們和學生必定能夠共同携手創造出一個個精彩的課堂！

1.前言

　　復活節期間，往上海建平實驗學校，進行了為期5天的駐校學習

活動，參加的目的是親身體驗內地的教學法，以增強自身的教學能

力。我們觀摩了12節示範課，並與他們進行交流，以學習內地教師

的教學思想，吸取經驗。

　　這些示範課，我深刻體驗了朗讀法 ─ 讀中悟、讀中說、讀中

寫是內地中文教學的精髓，就是通過聲情并茂、多變的朗讀方法，

使學生感知、品味、理解課文內容，感悟課文中心思想。邊朗讀、

邊說話、邊拼、邊寫，聽說讀寫有幾地結合。

2.實踐

　　我把借來的經驗在我校小學五年級丁班的中文課中重現。

第一節：建立朗讀習慣、鼓勵說話

　　第一次授課，全用廣東話，教的是課業二，記敘文《走進蒙

古包》。學習目標1.通過自讀、指名讀、齊讀，來理解課文段

意。2.用書面語說出“⋯⋯由⋯⋯而⋯⋯”的句子。起初，學生

有點害羞，後經鼓勵，讚賞，他們都能在不加字，不漏字，不改

字，按標點停頓原則下，嘗試讀出語氣，找出喜歡的段落，而且

勇於說出各段大意。至於說話，他們都會運用生活中的經歷，把

“由緩而急”，“由南而北”，“由外而內”等詞擴張成句。

第二節：嘗試用普通話朗讀課文、詞語、句子

　　第二次

授課，廣東

話、普通話

各半。教的

是課業四，

新詩《死了

十二次》學

習目標1 .通

順地朗讀課

文。2 .運用

生活中學到的書面語來修訂句子。此課，老師先範讀、然後讓學

生自讀、齊讀、對讀、以感悟課文中心思想。這節課，能用普通

話朗讀的，只是少數。至於修訂句子，是分組活動，先進行一個

圈字遊戲，找尋四字詞，再替代句中的斜體字，如：

學生用普通話讀這些句子，他們一邊讀，老師一邊正音。

第三節：利用文字材料輔助，讓學生逐步過渡用普通話讀和說

　　第三次授課用普通話，容許一點點廣東話，教的是課業六，

說明文《荔枝》。學習目標：1.分析、綜合內容，2.描述一種

水果的色香味。學生經自讀、指名讀、齊讀後，都能通順地朗讀

課文，由於是說明文，學生的分析話語，也正是文章上出現的句

子，所以學生都不需老師指導，而能把課文重點在黑板上列出，

並形成概念圖，以總結全文。如右圖：

　　至於從色、香、味三方面描述一種水果，是學生各自寫在練

習本上，願意的學生可讀出其作品，最後，老師引導學生朗讀課

文中“荔枝用它的甜美，用它的紅豔，點綴着我們豐盛的生活”

一句作結。

第四節：利用淺易的補充材料，鼓勵學生用普通話表達，感受成

功

　　第四次授課全用普通話，教的是課外作品，散文《微笑》

(選自中心自行發展的PMI實驗教材)。教學目標1.正確地朗讀課

文2.明白“唱歌”、“幹活”、“送信”的詞意。首先，我讓學

生投入微笑世界中，然後朗讀，由於作品字少，易理解，所以學

生不論在朗讀、釋詞、角色扮演，背誦課文，都游刃有餘，極具

成功感。

第五節：小組作文，強化效果，提高信心

　　第五次是五月二十六日的作文課。教學目標1.引導學生用

視、聽、嗅、觸、味覺及思覺去體驗周圍發生的事物。2.學生能

用文字正確地表達他對外在世界的感觸。作文前，我請學生在小

息時到花圃散步，把聽到的、聞到的、聯想到的，都帶回課室。

然後分小組說話、記錄，就這樣，學生們邊說、邊寫、邊改。最

後 ， 老 師

請 小 組 把

共 同 完 成

的 文 章 朗

讀出來。

3.反思

　 　 在 實 踐

中，學生出現

了老師不願見

到的語碼混合

的情況。這全

因本校是C M I

學校，普通話

一周祇有一節

課，我現在嘗

試用普通話上中文課，所以在初期不得不有此過渡。

　　總的來說，我認為PMI課堂的“讓學生多朗讀”、“讓學生多說

話”、“讓學生多聆聽”是正確的，因為這些學習活動能促進學生

對文章的感悟，穩定學生對教材的專注，加強學生的記憶，訓練學

生的組織思維，培養學生勇於表達的能力和提供聆聽標準普通話語

音示範的機會。

　　所以，我認為香港的小學應儘早推行這個令學生自動學習的

PMI，不然，會是學生的損失。

A組學員李鳳貞 B組學員陳素卿

1.我有盒巧克力，真是　　　　　　。

  我有盒巧克力，味道令人回味無窮。

2.弟弟故意把我的玩具弄壞了，令我　　　　　。

  弟弟故意把我的玩具弄壞了，令我怒不可遏。

好吃得要死

憤怒得要死

狀態 種類 氣味

味道 荔枝 外形

生長 用途 有關典故詩句

學生第一次寫散文，進行小組
共同修改，然後再謄寫。

學
生
學
會
帶
有
感
情
地
朗
讀
課
文
。

內地的語文課讓人耳目一新

李鳳貞老師讓學生比賽誦讀課文

李老師與上海教師一起參與教學活動



許玉嬋老師使用實驗教材《微笑》, 在她任教的中文課用普

通話試教，採用新的教法，並對教學設計、教學過程及教學

後的成果作出了反思。以下是在課堂上進行朗讀教學的兩個

示例：

1.示例一（二年級）

　　朗讀課文後，老師讓學生用課文中的句式說一說：“你願意為

朋友們做什麼？”拓展學生的思維，然後讓學生把說話活動中同學

們說的願望整理一下，挑選出最感興趣的幾個，模仿課文前三段的

寫法，寫一段短文，表達出同學們的美好願望。學生們寫的內容都

跟他們日常生活有關，二年級學生的習作例子請看右上圖。

2.示例二（三年級）

　　朗讀課文後，老師讓學生發揮想像，讓他們體會到朋友們對小

蝸牛行動的回應，猜猜朋友們會說什麼呢？先說後寫，深化主題，

進一步感受朋友間的互相關愛。三年級學習程度較高的學生習作例

子請看右下圖。

　　寫作過程有一段小插曲，學生余城旭寫完後想畫上圖畫，可畫

來畫去總覺得不滿意，另一位同學袁謙晴就說：“我願意幫你畫

畫，讓你的作品更漂亮。” 關愛的精神用行動體現出來了, 而且活

用了課文的語言。老師讓他們共同在作品寫上名字。

　　另一個學習程度較差的學生，老師鼓勵他反覆朗讀自己寫好的

作品，幫助他作出修改，增強了學生的自信。不管是學習程度高還

是差的學生，當他們完成寫作後都進行反覆朗讀，並自己作出修

改。他們的作品都能與《微笑》主題配合。

許老師緊扣課文主題的寫作，效果顯著，由讀遷移到說和

寫、以及寫後的再朗讀，都證明使用普通話教學言文合一的

優勢。

(小鳥)說： 
“ 我願意為朋友們(唱歌)，讓他們高興。

(大象)說：

“ 我願意為朋友們(幹活)，   

讓他們高興。＂

(小兔)說：
“ 我願意為朋友們(送信)，
讓他們高興。＂

小蝸牛好著急，

他能為朋友們做甚麼呢？

　　一天，一群(小螞蟻)正在忙着搬東西，他們從小蝸牛身邊走過時，小蝸牛向他們友好地(微笑)。
小蝸牛想：對呀，我可以

把(微笑)送給朋友們，讓他們

高興呀！ 

　小蝸牛就畫了好多張圖片，
上面一隻小蝸牛在甜甜地微笑。

朋友們看到這張圖片，

也高興地笑了。

第二課 微笑

背景：為配合2005年小學新中文課程大綱，融合香港及內地

教改最新的教學理念，本中心計劃編寫一套適合普通話作教

學語言的中文單元教學示範教材。此教材也作為PMI培訓課

程教學實習的選用材料，在學員的模擬教學及實際的課堂教

學中試用。

一、教材內容

(1)課本。教材的主體。包括：主體課文，每單元4—5篇（包括自讀

課文1篇），由不同體裁文章構成；單元綜合訓練，是單元知識學習

的小結和語文能力的展示。

(2)工作紙。學生的課堂練習。練習緊扣課文內容，以字、詞、句訓 

練和拼音知識學習為主。

(3)課外作業。學生課外獨立完成的練習，是課堂學習的延伸。包括

書面語表達和口語表達兩部分內容，是讀寫聽說的綜合練習。

(4)教師手冊。教學參考用書，為課堂教學、練習指導、教學評價提

供指引和建議。

陳素卿老師試教《微笑》時， 把課文的句子
製作成一頁頁的簡報，引導學生朗讀。

二、教材特點

1.體現新的語文教育理念

　　工具性與人文性的統一。

2.符合兒童的認知水平

　　課文適合學生理解水平和審美需求，能達到增加閱讀積累，

體驗獨立閱讀樂趣，培養自學習慣和能力的目的。內容力求城市

化且適應香港兒童的生活經驗，充滿童真童趣。體裁多樣化。

3.注重語感和普通話表達能力的培養

　　課文的語言規範且優美，為學生提供學習的範例，以利於語

感培養及語言訓練。

朗讀帶說話、寫作
許玉嬋老師教《微笑》的嘗試PMI實驗教材的編寫

摘自2007年5月12日專題演講
教材主編   PMI課程導師  汕頭職業技術學院中文副教授  伍衛華

學
員
結
業
時
向
伍
衛
華
老
師
致
送
紀
念
品
。

二年級學生的習作例子

三年級學生的習作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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