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香港拼音教學傳統

　　1997年，新的《普通話科課程綱要》頒布，由98年度開始，

普通話教學在香港中小學全面推行。普通話科成為各中小學的核

心課程，至今，絕大部分學校都開設有普通話科，每周的課時一

般是1-2節。

　　根據普通話科課程綱要，學習目標以聽說訓練為首，而拼音

教學則安排在“閱讀”範疇，放在“增進語言基本知識”的目標

之下，語言知識的學習重點是“認識聲調、聲母、韻母、拼音” 

及認識其他語音現象的規則和特點，而拼音系統的學習主要分佈

在第一和第二學習階段(即初小及高小)，跨度由小一至小六。課

程綱要中有“譯寫” 範疇，重點是拼音和漢字的互譯。

　　綱要實施至今十二年，未有修訂過，然而從近幾年的教科書

市場中我們可以看到，新版普通話科課本陸續出現，拼音教學的

安排已悄悄起了變化。對拼音教學的重新安排，足證舊的系統未

能適應學校課程變革的新形勢。

　　現行綱要和教科書存在的問題有幾方面，概括如下：

  小一至小三只學聲調，小四才開始學習聲韻母

 較著眼語音知識的教學，忽略音節拼讀(視讀) 的教學和訓練

 教學的安排過於分散，戰線太長，螺旋鞏固的策略又以針

對語音難點為主，強化“正音”訓練，認讀拼音音節反而

沒有得到充分的鞏固。

二、普教中後，拼音教學定位的改變

　　上述的缺陷在學校實行普教中後顯得更為突出。漢語拼音作

為普通話的注音工具，在普通話成為學生的學習語言後，它的地

位明顯有所改變。拼音學習再不能定位在以“增進知識”為目

標，它要面對以下的轉變：

　　1.由知識性導向轉為工具性導向。

 2.縮短學習時間的跨度，打破一至六年級“語音教學”體系

的編排，儘早完成整套系統的學習，以便應用。

 3.要配合中文科的課程設置作統一考慮。

　　2000年開始，“普教中”在中小學逐步推行，至今實行的學

校估計超過300所以上，以小學為主，大部分由一年級或二年級開

始。這些實施普教中的學校，拼音課程的現狀，呈現以下趨勢：

1、小一開始學習拼音；2、初小階段完成；3、利用專節集中學

習。

三、課程設置模式的改變

　　通過與部分普教中學校的接觸，了解到這些學校，都把拼音

教學納入普教中班級(小一或小二)的中文課之中，課程安排的模

式，主要有幾種類型，歸納如下：

1.密集型： 在開學之初，用幾乎全部的中文課節，先掌握整套拼

音系統，然後才展開中文學習。

2.集中型： 在一學期內(或延至一學年)，利用若干專節，集中學

習拼音，在開始的階段相對密集，之後利用每周一

節，最後完成整套拼音系統的學習。

3.分散型： 在一學年內把拼音課程內容分散在中文的每節課中，

佔用每節約10分鐘，最後完成整套拼音系統的學習。

以下用圖表作具體說明：

　　實行新的課程模式，牽涉到一些重大的改變，在制定計劃的

時候，執行的老師們都需要有統一的認識：

‧實行“拼音先行”，頭幾周是不是完全不教中文?

　　做法可以是：(1)拼音教學輔以文字內容(字詞或兒歌)，進行

朗讀和認字；(2)安排部分課節上中文課。

‧普通話課節的拼音內容還教不教?

　　拼音內容既納入中文課，普通話課節的語音部分(如小一到小

三學聲調)已經滯後，可以取消，在密集教授拼音期間，可考慮抽

調課節併入中文課。其餘階段的語音學習時間，可用作複習，強

化拼音(音節視讀)訓練，又或配合中文課設計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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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普教中後，拼音教學何去何從?

上、下學期

每節中文課10
分鐘(每教學
單元安排一語
音重點)

完成整套拼音
系統的教學
(約20個重點)

類型 密集型 集中型1 集中型2 分散型

進度 上學期
其餘時間

上、下學期

課節利
用

每周1節 每周若干節

節數 共約13節 共約48節

內容

上學期
開學首5周

中文(部分課
節)+普通話
每周9節

共約30節

完成整套拼音
系統的教學

上學期
開學首2周

中文+普通話
每周9節

共約18節

完成單韻
母、全部聲
母、聲調

完成複韻
母、介音
韻母

完成整套拼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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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音用獨立課節學習，中文課中還要不要滲透拼音內容?

　　在中文課中，主要不是學習拼音而是運用拼音，運用是對學

習最好的鞏固。中文課的識字教學(字音學習)及朗讀課文都可以

跟拼音學習互相配合。如果在一課中或一單元中設有拼音教學的

重點，則可選出相關的字詞作複習，上述“分散型”模式的安排

也有類似的情況。

四、拼音教學重點的調整

　　隨著課程設置改變而來的，是教學重點的調整：

 1. 拼音教學的基本任務沒改變，但以知識認知為重點改為以

培養運用拼音能力為重點，並配合中文學習加以應用。

 2. 以視讀音節為最終訓練目標，減少聲、韻、調孤立的辨析

練習，改變重零件、輕整體(音節) 的取向，加強拼音訓練

的比重。 

 3. 配合“提前”和“速成”的原則，教學內容可作取舍(如合

併章節、精簡語音規律教學) 。

 4. 有效安排學習序列，改變聲調、聲母、韻母的順序。可行

的做法是：聲調與單韻母合併為一；聲母和韻母相間安排

以便及早拼音；介音韻母安排在最後。

五、採用與目標相配合的拼音教學法

　　配合普教中的拼音教學，有三個主要特點，就是學生年齡段

下降、跨度短以及著重視讀音節訓練。

　　過去拼音教學長期處於一種低效狀態，學生完成了多年的拼

音學習依然不能自如地運用，今天面對新的要求，除了課程和學

習重點需要調整，也應對原有的教學法作反思，進一步研究如何

提升教學效能。

　　在過往的拼音課中，較多人採用的拼音法是傳統的“聲母+韻

母→音節”的“三呼法”，這當然是有道理的，周有光認為，這

種方法的主要精神是分析，它屬於“音素拼讀法”的一種，符合

語音學，是最正規的拼音練習方法，它體現了分析和拼合的拼音

原理，先分析地按音素(或聲、韻母本音)發音，然後拼合(三

呼)，初學者較容易了解。(周有光，2007)

　　另一種拼音法是“整體認讀法”，即看清(默記)音節中的字

母後，直接把整個音節讀出。這方法相對於聲韻相拼的“分析

法”，無疑帶有死記的性質，但周有光認為，它的優點，是直接

指向最後目標　　　直呼音節，避免只能現拼現讀。此法雖然要

求較高，但整體認讀一般是在認讀聲母和韻母的基礎上去做，而

且往往也有各種特殊的練習法去訓練(如同韻音節表認讀法)。(周

有光，2007)

　　“整體認讀法”如運用得當，比起分析法，顯然較能與音節

訓練的目標相配合，對於6-8歲的學生而言，模仿記憶的教學法比

理性分析應更能收效。而事實上，現有拼音教學系統中，也有一

批“整體認讀音節”(16個) ; y、w開頭的音節(23個)也往往是整

體練習；聲母、韻母(特別是介音韻母)本來都可分析，但一般也

不靠拼讀而是整體認讀；省寫的韻母(ui、iu、un)也不分析而靠

“死記”。這樣看來，音節的整體認讀應不難推行，只須在這個

基礎上進一步訓練。

　　我們看到不少老師對改良拼音教學所作的努力，其中也不乏

成功的經驗，歸結起來，要實踐“整體認讀法”，宜採取以下兩

個措施：

1.利用音節表訓練

　　認讀整個拼音音節，雖然有“死記”性質，然而音節表卻可

提供聯想和類推線索(同聲母、同韻母)，幫助記憶。練習音節，

數量的確較多(400個)，但我們是在認讀“零件”的基礎上再類推

“整體”，作有序的記憶，實際是將原來意義的“拼讀”移植過

來，實現“直呼”。

2.採用有助於記憶的訓練方法

　　針對拼音學習的這些要求，我們要採用各種記憶手段，協助

學生認記讀音(包括聲母、韻母、音節)。口訣的設計輔以相應的

圖畫，對記憶聲韻母是非常有效的，更可配合動作等，進行各種

遊戲。

　　幫助幼兒學習語言，常常會利用字卡和詞卡，坊間有很多這

類產品。把聲母、韻母製成拼音卡，作為教具，也是可取的方

法。400個音節同樣也可製成拼音卡，從訓練記憶的角度，它可發

揮極大作用，拼音卡設計成“一音節+一字+一圖”(如“shu”，

配漢字“書”，畫上一本書)，字和圖是對音的提示，反覆出現，

刺激聯想，可強化讀音，無論作課堂小組活動及遊戲，或供學生

在家個人複習(或補習)，都是相當合適的輔助材料。

六、總結

　　普教中後，拼音教學的模式必然要配合新的發展而作出調

整，新舊過渡的階段總會教人迷惘，但我們期待有更多的嘗試和

探索，實踐新的模式，讓成功的經驗可以展示出來。我們也希望

有配套的教材、教具和更多的教學資源供老師選擇。在課程規劃

層面，也希望中文和普通話科的課程綱要能作相應調整以促進拼

音課程正規化，逐步完成這個過渡。

　　中心近年來

一直致力開展到

校的普教中支

援，在要求支援

的學校中，普遍

對拼音教學的支

援有所需求，主

要在課程調適、

發展校本教材方

面希望得到協

助，以配合在初

小施行拼音教學的措施。有鑒於此，中心曾舉辦多次以拼

音教學為主題的講座，去年7月，更舉辦了“拼音教學座

談會”，加強對此課題的教學研究。

　　今年4月，中心正式組成“拼音教學資源發展小

組”，研究及發展拼音教學的活動和遊戲，並準備製作及

出版一套《拼音撲克(音節卡)》(暫名)。小組現已召開多

次會議，計劃正積極進行。

　　小組的成員包括中心專業顧問張勵妍老師、方姣婷老

師，中心資深導師余希慈老師、余京輝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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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今年九月到現在，我校實施普教中已差不多一個學年了。

而我呢，同樣成為普教中老師差不多一個學年了。

　　回想起去年九月剛開學的時候，班裏的學生對於以普通話作

為上課語言與我以普通話作為授課語言，同樣表現陌生與不習

慣。課堂節奏緩慢，朗讀一篇課文，即使花上好幾節課時也不像

樣。由於不習慣長期說普通話，而且每一課堂都要大量的範讀和

帶讀，又或者心理壓力的緣故，於開學不久，我的聲線就處於沙

啞狀態，雖持續治療情況仍未見改善，那時心裏真的焦急得要

命。直到過了農曆新年，情況開始改善，我才放下心頭大石。

掃清障礙，流暢朗讀

　　同樣地，學生的表現亦從十二月初開始有所改善。我想，改

變應從我們調整了教學方向開始。當發現了學生學習情況不理想

時，我們就找出問題癥結所在，那是學生不會拼讀，太多字詞不

會讀，就影響了課堂的表現。首先要克服學生因發音不準而不敢

說普通話或無法用普通話清楚表達意思的困難。為了讓學生敢

說、樂說、能說，我們就在開新課的時候，先集中熟讀課文詞

語。經過大量朗讀詞語，拼讀詞語，重重覆覆的去做，掃清了障

礙，學生朗讀課文就流暢得多了。

讀中理解，積累詞彙

　　後來，我再想，我該試試把PMI文憑課程裏學到的東西應用在

我的教學裏。於是，我就開始把不同形式的朗讀方法引進教學

中。當學生朗讀有了進步，我就嘗試讓他們品讀課文，讓他們讀

中悟。在多次的嘗試中，他們都能夠說出自己讀到的信息，對文

章的理解也深入了。同時，他們從朗讀課文裏積累了不少詞語，

在日常的對話中有了詞彙，就有更多的話可說了。

　　以前，我們在課堂上花很多時間來解釋詞語，然後分析段

意，再學習詞語、句式造句，雖有林林總總的學習目標，但仍覺

得學生學得不好。現在透過朗讀，學生很快就明白詞語的意思。

對於理解文章內容，同樣能掌握得好。

熟習拼寫，幫助朗讀

　　我們在默寫內容加入了聽寫音節的部分，希望藉此讓學生重

視拼寫。在實行了幾次後，我發現學生的表現不理想。提供六個

詞語音節溫習，只考核五個。可是，大部分學生寫對不多於三

個，有些更是一個也不對，最讓人失望的是他們是胡亂填寫。於

是，我就運用余希慈老師教的課堂遊戲來跟他們溫習音節，他們

表現得很感興趣，用小白板默寫音節時，投入極了。往後在默寫

音節上的表現，比之前好多了。我發現他們拼讀音節的能力同時

強化了，因為在學新課文時，他們已經可以自行把整篇課文朗讀

出來，完全不用老師帶讀，老師只是糾正某些語音上的錯誤。

啟發說話，有話可寫

　　在粵教中的時候，每次寫作課都是給了學生題目，再講解一

下寫作重點，然後就然讓學生自己寫了。有些學生坐了半節課，

可是一個字也寫不出來，因為他們沒話可說。從學期初寫到學期

末，還是寫不好。可是現在不同了，在每次寫話之前，我們讓學

生有足夠的說話機會，先想想有什麼可說，可以怎樣說，把想到

的說出來，先說後寫。怕他們對寫的話題目沒體驗嘛，就發生活

觀察紙或課外閱讀材料給學生，要求他們在寫話課前先作準備。

作了準備，在課堂

上就有話可說。有

話可說，就產出文

章來了。

　　其實寫話課也

經歷了一些改革，

從以前隨意分組，

到現在以學生的不

同 能 力 作 異 質 分

組。我們運用差異

資源，學生裏有善

於說話的，有語文

能力強的，有具領導才能的⋯⋯根據不同寫話題材的需要，就會

有不同的組合。我們分組以能力強帶動能力弱，先讓組內能力強

的學生先說，給能力弱的作一個示範，即使能力稍遜的學生，至

少也可以模仿能力強的說一、兩句話。我覺得現在上寫話課比以

前的寫作課更有效率，通過說帶動寫，學生的寫作能力遠遠超過

了以往的二年級學生。

　　在最近設計寫話課時，我在想：如果他們要寫的東西比較抽

象，怎樣才能幫助他們說得好，然後讓他們寫得好呢！在詩歌仿

寫《風在哪兒？》時，除了先給他們發生活觀察紙做記錄外，我

還用錄像機拍下短片。在短片裏可以看到給風吹動的東西，就會

發現風的影蹤、風的痕跡。寫前觀看視頻，可以讓學生具體地感

受一次要寫的題材，刺激他們的思維。還可以幫助能力比較弱的

學生，也有話可寫。

堅持實踐，帶來改變

　　今天，看著學生們一天一天的進步，從最初只有三兩個人回

應提問，到現在大半班的孩子踴躍的舉手回應；由無人願意開口

說話，到人人爭著朗讀課文；從說話發音不準，到聲情並茂地朗

讀課文。這個改變不是突然發生的，而是一點一滴積累而來的。

　　說實話，在最初的時候，我曾懷疑我的學生真的行嗎？我常

笑說：“雖然我手寫我口，可是我開不了口”，既然開不了口，

還是寫不出文章來。再者，用普通話上課，我的表現肯定大不如

前，不如用粵語般揮灑自如，心裏總是有點戚戚然。可是，事實

證明了我顧慮太多。孩子的學習能力是無法估量的，只要你相信

他們能做得到，他們就做得到。如果，我仍抱著那懷疑、不相信

的態度，就沒有今天的成果。其實，進步的又豈只是學生呢！我

從第一天的邊想邊說，自己都感到非常吃力。今天，我在課堂上

的表現，已差不多回復到用粵語時的表現，普通話也說得流利

了。現在我的思考模式，也愈來愈接近普通話的了。我有信心我

的孩子會學得愈來愈好，他們也愈來愈愛上語文課了。當然也愈

來愈愛我了，現在他們有時候會喊我作“媽媽”呢！

2010-2011年PMI夏季課程學員─ 伍嘉儀

讓事實來說話 
─ 普教中的教學反思

伍嘉儀老師和她的孩子



訪問洋涇-菊園實驗學校 遊覽南京路示範教學中的板書

小一寫字教學

上海團員小組交流

上海小學生朗讀課文 和建平實驗小學指導老師合影

團員進班與學生做活動

　　2011年4月復活節假期，“中文教學(普通話為授課語言)

專業文憑課程”學員，分別組成三個交流團，前往深圳、上海

和台灣交流訪問，並進行教學觀摩。團員們在交流活動中了解

了內地和台灣語文教學的趨勢，從觀摩課中得到了啟示，同時

也體驗了當地的學校文化。返港後，全體學員舉行了交流團的

總結會，會上，領隊導師們和多位學員代表發言，表示交流活

動收穫很大，能引起大家對自身教學的反思。

與上海教師研討教學問題

內地、台灣訪問交流活動

上海市建平實驗小學、上海洋涇-
菊園實驗學校(4月24日-28日)



台灣小學生的作文

與東大附中老師合照

深圳天健小學學生在課堂上造句

東海大學附小學生上課

與深圳教師交流 台灣東大附小學生合唱表演

參觀東海大學校園

訪問東海大學華語中心

向示範教師頒發感謝狀

深圳市天健小學(4月22日)
台灣東海大學附屬中學、附屬小學(4月25-28日)



　　香港一般的“粵教中”課

堂，朗讀並不是重要的教學環

節，老師不慣於利用朗讀來幫

助學生理解課文，普遍認為，

學生學習課文，基本上沒有字

音障礙，只需要朗讀課文一、

兩遍，讓學生對課文內容有一

定的認識便行，朗讀只是佔用

最少的課時。因此，朗讀只是

形式上進行，學生在朗讀時並

沒有投入感情或利用聲音來表

達情感。

　　學生不喜歡朗讀，其實老師要負上責任，因為在整體教學當

中，老師們都認為解釋詞語、內容深究及修辭手法等語文知識都

比朗讀重要。這種做法都普遍出現在我和其他老師的課堂裏，所

以當邀請學生進行朗讀時，他們的表現都會是沒有感情、讀得不

流暢、害怕在全班前朗讀。

　　去年暑假，我到香港中文大學修讀“中文教學(普通話為授課

語言)專業文憑課程”，課程的導師都一再強調朗讀的好處，可是

在固有的觀念影響下，我在實施“普教中”時，還是沿用舊有的

教學方法。不過，在“普教中”班，我發覺學生普通話的拼讀能

力比較弱，開學首兩周上課的積極性很低，每次上課當我提問

後，只有兩至三個普通話比較好的同學回答問題。這個情況讓我

反思自己的教學方法，嘗試通過朗讀帶動學生的說話及上課的興

趣，幫助學生過度“普教中”的學習。

　　在過去一年，我嘗試在語文課上把朗讀教學作為教學目標之

一，採用所學的新的方法教學，我發現學生通過一年的朗讀訓

練，有以下的改變﹕

有助感受語言和積累詞彙

　　由於學生在不同形式的朗讀和反覆朗讀裏，與字詞多次“見

面”，牢固掌握字的讀音，就能糾正自己發音、語氣等方面的錯

誤。另外，通過朗讀規範的語言及優美的篇章，學生都能積累一

些詞語，使書面語言內化為學生自己的語言，運用在日常交談

裏。如學生剛學了“釘牢”一詞，有一次壁報上的一張圖畫掉了

下來，學生就跟我說：「老師，我想借釘書機，把圖畫釘牢。」

這證明朗讀強化學生識記詞彙，從而有效地使用已學的生字詞

語。

曾麗華老師

林
秀
枝
老
師

課堂朗讀有利“普教中”
夏季A組 林秀枝

內地朗讀經驗的借鑒
秋季A組 曾麗華

　　在修讀文憑課程中，有機會看到一些

內地教學片段，讓我了解到內地語文教學

的特點，從中給自己帶來不少啟發。

　　讓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內地小學的語

文教學特別著重課文朗讀。老師在短短的

一個教節中，根據不同的教學目標，運用

了各種不同的朗讀方法，引領學生開展不

同層次的朗讀活動。例如全班齊讀、自由

讀、小組讀、分角色讀、老師引讀、個人

讀、對比朗讀、接龍讀等等，讓學生把課

文讀通，讀懂，讀好，讀透、讀熟，層層

推進地完成整個課堂的教學目標。

　　教導《誰的本領大》課文時，老師通

過不同的朗讀方式，讓學生對不同內容，

分層次地進行理解。開始時，學生以自由

讀朗讀文句和以接龍讀方式把整篇課文朗

讀出來，讓學生對文句有初步的把握，與

此同時，老師進行糾正學生字詞的讀音。

進而老師安排學生反覆地進行個人讀，讓

學生鞏固字音和把握說話者的語氣。每個

學生朗讀後，老師都會作出即時回饋，給

予恰當的評價。這樣，學生就能逐步掌握

語氣、語調、重音、停連、節奏等朗讀技

巧。

　　之後，老師以角色扮演的方法，進行

個人讀和分角色讀，讓學生讀出“手”和

“嘴巴”的對話。學生可自由發揮想像

力，進行角色扮演的朗讀。這種朗讀方

式，亦能引導學生能自主地體驗和感悟課

文。當學生朗讀的語氣不到位，未能用傲

慢的語氣及神態讀出“手”的話，用不服

氣的語氣，讀出“嘴巴”的話時，老師即

時聲情並茂地向學

生示範朗讀，讓學

生模仿老師的語

氣、動作和表情，

把對話朗讀出來。

學生在課堂上愈讀

愈激情、愈讀愈投入，讓我深深體會到朗

讀課文的感染力。在此教學過程中，學生

的朗讀水平、想像力和表達能力均得以提

升，同時為課堂營造良好學習氣氛。

　　朗讀在語文教學過程中起了那麼大的

作用，是我從未想到過的。以前，我對朗

讀從來不太注重，在教語文課時，只是帶

讀一、兩遍，或是讓學生小組讀一、兩

次，學生把課文的字音讀準確，讀通了，

就完成了朗讀部分。反而，把大部分的時

間放在課文的字、詞、句、段、中心思想

和語文知識的分析，偏重於理性探討，忽

略了感悟和情感的薰陶。以致學生對課文

語言的感悟不深，未能用聲情來表達文中

的情感。這種教學的模式，是香港小學教

師普遍使用的。

　　此外，由於香港的語文教學不注重朗

讀，學生朗讀經常出現唱讀的情況。本人

的學生在朗讀課文時，也出現唱讀的問

題，只顧讀音是否準確，以致語調平淡，

未能讀出輕重音、語速的快慢和不同的節

奏，更忽略了要讀出情感及未能欣賞文章

之美。這種機械式的唱讀，讓學生感到枯

燥乏味，更令他們缺乏朗讀興趣，影響學

生的學習。

　　認識到唱讀危害後，本人理解到糾正

學生唱讀的問題是很迫切的。故此，本人

改變以往的教學方式，嘗試在語文課堂上

運用多種朗讀形式，例如老師帶讀、個人

讀、分角色讀、接龍讀、引讀、加動作讀

等，同時要求學生朗讀時，須根據文意，

用不同的語氣、語調和重音強調，真切地

表達情感。經過一星期試驗後，這種教學

的改變，不但大大提升了學生的朗讀興

趣，更能引導學生理解課文和激發朗讀情

感。學生唱讀的情況也漸漸地減少了。學

生在學習上的改善，真令我喜出望外。



　　本人任教的學校實施PMI超過十年，我

嘗試以二年級兩節說話教學課來做研究，

分析和評鑒學生的課堂語言表達，並就學

生的表現，反思教學的效果以及PMI對本課

的影響。

　　這班學生的學習能力較參差，然而大

部份學生都能主動、投入地學習，不像高

年級班怯於在同學面前表演。了解到學生

的學習能力存在個別差異，但學習積極主

動的情況下，我在成語故事的教學單元中

設計了兩節說話課：“看圖續說故事 　 

井底之蛙”，旨在培養學生觀察、思考和

想像的能力，先口頭創作故事，再完成寫

作練習，使讀說寫相結合。

　　由於這班學生從一年級開始便練習說

話的技巧，普通話也算流利，因此我相信

用兩節課讓他們先做“前寫作階段”，以

口頭講故事，必可訓練其口語表

達能力，也能訓練寫作思維，達

致“我手寫我心”。此外，“先

說後寫”也能讓老師預知學生在

寫作過程中遇到的困難，以便提

供幫助和指引，從而改善學生的

寫作能力。

思維→口語表達→寫作

　　學生在閱讀《井底之蛙》課文後，已

能通過想像理解篇章寓意，接下來的續講

故事就是要充分發揮學生的聯想力，培養

創造性思維能力。教學計劃是先進行小組

看圖討論，再由組員輪流報告故事內容，

確保每名學生都有想像或講故事的機會。

為讓學生在討論故事發展時有個正確的方

向，我還利用簡報的圖片來刺激學生思

考，幫助他們說出內容豐富的故事。待學

生能完整說出故事後，則能補段成章。

教學效果和學生表現

　　小組討論時，學生都積極參與討論，

有的學生還把要點寫在紙上，準備口頭說

故事。在討論當中，我發現學生大多能按

照圖意，想像人物的心情；並描述情境，

豐富故事內容；能力高的學生甚至能思考

人物的行動目的，推測經過和結果。語音

方面，學生基本上都能掌握正確的讀音，

當中一些詞彙如“池塘”、“同伴”、

“井口”、“努力”、“飛過”在課堂上

都經過反復的朗讀，故在講故事時便能流

利地表達。

　　然而，學生在續講故事時，有些同學

卻因為遇上讀音的困難，而選擇用一些淺

顯的字詞來表達。有些語音較弱的同學，

則忽略講故事應有的技巧如扮演角色的聲

音、表情和動作，使整個講故事流於報告

的形式。

　　但整體而言，還是有很多組別能說出

生動、具創意的故事，而且還在故事內容

中加入了對話，因此，他們豐富的聯想力

和良好的語言表達能力是值得肯定的。

PMI教學反思

　　寫作是必須經歷寫作思維過程的，學

生能流暢地表達故事內容，對續寫故事必

有莫大幫助。兩節說話課完畢，我派發工

作紙讓學生續寫故事，看看他們是否能

“我手寫我心”，寫出規範而通順的書面

語。結果顯示，學生能在短時間把故事內

容寫下來，並且能夠靈活運用學過的四素

句（時間、地點、人物、活動）及人感句

來敘述。我想口述作文的內容已進入學生

的短期記憶，大腦則同時提取書寫知識，

包括語言系統的法則(四素句及人感句)，

以及用以表達腦海意念的恰當語言，才消

除了學生在寫作上思考及表達的障礙。這

就是PMI最大的好處。

　　對CMI的學生來說，他們的生活語言是

廣州話口語，但寫作時則需要把這些以廣

州話口語記憶的經驗“譯”成現代漢語書

面語。如果我的學生在說話課上是以廣州

話口語來說故事，在續寫故事時，就會執

筆苦思，增加寫作的難度，老師也需提供

口語對譯的詞語。

　　PMI雖然限制了某些學生的口語表達，

卻加快了寫作時的思維速度。PMI在我校實

施的成效算是相當好的，本人也同時任教

五年級學生中文，發現他們經過幾年PMI，

在口語表達方面尤其流暢，而寫作方面也

少有出現“港式中文”，可見學生已能用

普通話思維來寫作，這對於語言學習真有

莫大裨益。

熟讀成誦，促進理解課文

　　從前我認為課堂上要教的知識太多，沒有時間練習讀。其

實，“讀”並不影響學生對課文的學習，相反，“讀”的作用很

大，能促進學生對課文的理解。因為學生反覆朗讀，不但能對讀

過的文字印象深刻，鞏固記憶，進而能達到“熟讀成誦”的效

果。學生在準備背默的時候，他們不需要花太多時間來溫習課

文，因為平常誦讀數遍，自然有助記憶，久遠不忘。

　　另外，俗話說“讀書百遍，其義自見”，說的是朗讀與理解

的關係。朗讀是語文教學的重要任務，在課堂上我嘗試進行“有

目的朗讀”，就是在指導學生理解文本的時候，我會先佈置幾個

思考題，學生一邊朗讀，一邊思考這些問題。學生可以聯繫上下

文找到答案，還可以自主感悟課文，把理解課文與學習語文知識

融合為一體，深化學生對語文的理解，突出教學重點。

有助把能力遷移到寫作中

　　朗讀能加深記憶，鞏固記憶。通過熟讀、背誦，我發現學生

能把課文裏的句子、詞語恰當的放進作文裏，讓他們的作文內容

更豐富和有條理。因為“讀”是接受資訊，而寫作是對資訊進行

加工處理。這種轉化的行為表示學生能吸收課文的字詞句，轉用

到自己的作文裏，朗讀就成了他們寫作的資本，寫文章時若需要

用到一詞一句，便能召之即來。

總結

　　在修讀“中文教學(普通話為授課語言)專業文憑課程”之

前，只知道利用合作教學法、創意教學法、聲情教學法等不同的

教學法上課，但追本朔源，朗讀才是語文教學的重要任務，是語

文教學的法寶，與語文學習是密不可分的。只要老師願意改變已

有的觀念，在推行普教中時踏出第一步，學生從朗讀訓練裏必會

獲益良多。

　　其實，學生的可塑性很強，只要從初小開始對學生進行針對

性的朗讀訓練，持之以恆的的進行，幫助學生輸入資訊，儲存知

識，便能建立紮實的語文基礎。沒有基礎，一切都成了空中樓閣。

林芳芳老師

普通話說話課
 ─ 由讀引說，由說帶寫

夏季A組 林芳芳



中心副主任林建平教授向
方小燕教授致送紀念品

普教中文憑課程專題研習活動

課程總監： 梁湘明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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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助理主任 ： 廖佩絃小姐
課程主任： 林建平博士 普通話教育研究及發展中心協同主任 文書 ： 梁念恩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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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話教育研究及發展中心

單元編號 單元名稱 課時

LBC01 聆聽能力訓練 30

LBC02 拼音能力訓練 21

LBC03 口語能力訓練 30

LBC04 課堂語言運用能力訓練 21

模擬試及解題 聆聽卷及拼音卷 5

張一清教授 ─ 國家教育部語言文字應用研究所
講題：識字與傳統文化：兼談拼音教學

2010年11月6日 專題講座 [識字與拼音]

2011年1月29日 專題講座

張勵妍老師 ─ 香港中文大學普通話教育研究及發展中心
講題：實施普教中後，拼音教學何去何從?

方小燕教授 ─ 華南師範大學國際文化學院
講題：如何改良香港中小學普通話科教學

2011年3月5日
專題講座 [普通話科教學及拼音教學]

為應考“語文能力評核試”做準備，報名者可選擇所需單

元修讀。

適合準備任職或現職中小學普通話科及中文科教師修讀。

秋季課程：2011年10月開課，銜接2012年2月評核試。

報名詳情請瀏覽本中心網頁或參閱秋季課程概覽。

鮑懷翹教授 ─ 中國社會科學院
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
講題：普通話輕重音的聲學分析

王璐教授 ─ 中國傳媒大學
講題：朗讀中的輕重音的處理

甲[拼音教學工作坊] 
余希慈老師：拼音教學遊戲

乙[語文課多元化學習活動]
譚淑雲老師：學生生命潛能的開發

2011年3月12日-19日
專題研習課

王亞芸會長 ─ 廣州市小學語文教學研究會會長
講題：廣東地區普通話校園語言的建立及教師語言質素培養

伍嘉儀主任、林秀枝老師 ─ 中華基督教會全完第二小學
講題：普教中經驗分享 ─ 給小朋友開口的機會

2011年5月28日
專題講座 [語言環境和語文能力]

深圳天健小學(1天)
上海建平實驗小學、包括上海洋涇菊園實驗小學(5天)
台灣東海大學附屬中學、小學(4天)
總結交流會

2011年4月22日-28日
外地訪問交流及教學觀摩

沈偉棟校長 ─ 上海建平實驗小學
講題：談小學生語言習慣的培養

張飛飛老師 ─ 上海建平實驗小學語文學
科科研組長
講題：從一節小學語文課的課堂教學設計
談當前語文教學的趨勢

鄭曉棠老師 ─ 培僑小學
講題：輕輕鬆鬆普教中 ─ 為低小學生創
設“讀”和“說”的平台

2010年12月4日
專題講座 [課堂實踐經驗交流]

中心主任何偉傑教授(右三)與沈偉棟
校長(右二)、張飛飛老師(左三)和鄭曉棠
老師(左二)合影

王亞芸會長演講

譚淑雲老師講課後跟聽課的導師
和學員合影

“語文能力評核”
試前培訓課程

普通話科教師

*設有特約課程,可申請到校開班,歡迎查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