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已完成的項目（中文） 
（截至 2019 年 8 月 31 日） 

編號 年份 名稱 籌辦機構 影響 

1 1994 「香港名人談中文學習和

應用」座談會 
教育署 本計劃收錄一系列名人座談會的內容，向中、小學生解說與中文學習和

應用有關的話題，從而提高學生語文水平和興趣、增加學生對中文學習

和應用的認識，並汲取知名人士學習中文的經驗，藉此提高學生聆聽、

說話、閱讀、寫作及思維能力。 

2 1994 確立小學生中文基礎能力

之教材的編製研究計劃 
蕭炳基、范國、何萬貫及

何偉傑 
本計劃綜合中、港、台三地有關常用詞的調查研究結果，建立「基要詞

庫」，然後再按其中的主要特徵為各詞分級；之後再按該等基要詞的分

佈，編寫了一套小一至小四適用的教材。 

3 1994 幼兒研究計劃 香港幼兒教育及服務聯會

有限公司 
本計劃從 485 名香港學前兒童收集數據，並據此設計一套母語語言量

表，供本港學前教育使用。量表所測量的範圍包括音素、文法和詞彙三

方面。 

4 1994 屯門童詩創作大賽 可藝職業先修中學（嗇色

園） 
本計劃為屯門區小學的四年級至六年級學生舉辦比賽，並把得獎作品 17
首輯錄成《屯門童詩創作大賽作品集：童詩童心》。 

5 1994 多媒體電腦輔助學生學習

中國語文 
謝錫金、祁永華及羅陸慧

英 
本計劃開發電腦軟件學習套及教材套，目的在輔助學習者掌握閱讀技巧

及閱讀策略，希望藉此提高學生語文水平，減少語文老師的工作量。 

6 1994 中國語文教學支援系統 馮治華 本計劃透過電腦網絡為葵青區 60 所學校提供中文教學支援，並讓教師

分享教學心得和教學資源；計劃讓老師節省了備課、編寫講義的時間，

從而可以更好地思考如何改善教學。 



已完成的項目（中文） 
（截至 2019 年 8 月 31 日） 

編號 年份 名稱 籌辦機構 影響 

7 1994 香港中小學中文科課程與

教學研究及發展計劃 
黃顯華 本計劃全面而系統地整理了有關文獻，並評估了影響學生學習的情況和

因素。研究發表了多篇論文及報告，並在 1997 年 11 月就研究結果舉行

了研討會。 

8 1994 《香港文選》 黃維樑及潘鉻燊 本計劃收錄抒寫香江情懷的散文合共 70 餘篇，出版了兩冊《香港文

選》，每篇文章均附設導讀。 

9 1994 粵語電視特輯及粵語電台

廣播節目 
香港電台 本計劃製作電台節目《粵音正讀過三關》及電視節目《正讀妙探顯神

通》，探討粵音正讀的問題，以及一些容易在粵語讀音、遣詞和造句上

出現的謬誤。 

10 1994 推動香港使用中文：粵語

拼音輸入法——中、英文

電腦文書處理和中文能力

關係的研究 

童哲生及林裕康 本計劃根據香港語言學學會的「粵語拼音方案」研發出一套可在電腦視

窗系統中使用的「粵語拼音輸入法」，供用者免費下載使用。 

11 1994 教協普及閱讀獎勵計劃 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 本計劃共有來自逾 60 所學校、44 000 名學生參與。通過普及、交流、

兼容及趣味的閱讀活動，例如大型書展、中學生好書龍虎榜、參觀大學

圖書館及聯校普讀營等活動，培養學生養成持久的閱讀習慣。 

12 1994 幼兒語言發展與學習的研

究計劃 
救世軍學務部 本計劃研究如何營造刺激性的環境及設計活動，激發兒童從遊戲中與周

圍的人去談話和溝通，以發展他們的語言規則系統。 



已完成的項目（中文） 
（截至 2019 年 8 月 31 日） 

編號 年份 名稱 籌辦機構 影響 

13 1994 透過聽覺訓練促進幼兒語

言發展 
救世軍學務部 本計劃以 30 名三至五歲的兒童為研究對象，透過聆聽活動，了解幼兒

發展跟語言學習的關係。 

14 1995 親子閱讀活動 香港道教聯合會石圍角小

學 
本計劃共有 20 名小一學生及其家長參加。活動於星期六舉行，包括講

座、討論角色扮演及參觀圖書館等，希望透過這些活動鼓勵學生主動閱

讀，並幫助家長更好地了解學生在校學習的情況。 

15 1995 九四徵文比賽 嶺南學院學生會 本計劃舉行校內組、校外組和公開組徵文比賽，以加強市民對香港各種

事務的關注。比賽共收到 160 份稿件。 

16 1995 一九九七與香港中國語文 香港中國語文學會有限公

司及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

化研究所吳多泰中國語文

研究中心 

本計劃把「1997 與香港中國語文研討會」的宣讀論文結集成書，內容包

括：(1)1997 後香港語文路向探索；(2)語文政策；(3)語文規範；(4)繁體

字與簡體字；(5)語文教學；(6)普通話教學；(7)香港中文；及 (8)香港中

國語文未來展望。 

17 1995 「中小學中國語文教學研

討會」論文集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香

港中國語文學會有限公

司、教育學院畢業同學會

及新市鎮文化協會 

本計劃收錄於 1995 年 5 月 6 日舉行的「中國語文教學研討會」上宣讀

的 11 篇論文，及中、港、台多名語文學者的 26 篇文章，結集成《中國

語文教學論文集》，由三聯書店出版，並免費分發到市政局圖書館、香

港大專院校及中、小學圖書館。 

18 1995 「心意互傳送港台交流計

劃」及「心意互傳送港滬

浸信會呂明才小學（下午

校） 
本計劃透過一個香港、台灣及內地的交流計劃，讓三地學生用書信形式

成為寫作夥伴，藉此增加學生的寫作對象及寫作興趣，並擴闊視野，訓



已完成的項目（中文） 
（截至 2019 年 8 月 31 日） 

編號 年份 名稱 籌辦機構 影響 

交流計劃」 練學生的語文表達能力。本計劃共有 162 名本港學生參加。 

19 1995 中港教科書編選體系的比

較 
何文勝 本計劃探討中國內地不同編選體系語文教科書的教學效能，為不同水平

的學校和學生提供選用教科書的參考。 

20 1995 親子閱讀多溫馨活動 嶺南小學暨幼稚園 本計劃為校內 13 名小一學生及其家長、三名教師，共舉辦了 24 次活

動，形式包括教師故事講述、家長故事講述、學生故事講述、廣播劇欣

賞、親子話劇表演。 

21 1995 提高中學生閱讀理解及寫

作能力之教學策略的設計

與實踐 

何萬貫、蕭炳基、歐佩娟

及蘇月華 
本研究以閱讀理論為基礎，設計一套適合本地中學生使用的閱讀策略，

及適合中一、中三學生和教師使用的中文閱讀理解能力訓練教本。研究

成果廣為本地老師參考。 

22 1995 多媒體電腦輔助漢語字詞

學習系統 
祁永華、林浩昌、潘世

榮、羅陸慧英及何巧嬋 
本計劃製作三套電腦輔助教材套，包括：(1) 現龍系列《童歌字趣》（教

材及光碟兩隻）；(2) 現龍系列《歷奇故事》之「小兔子找食物」教材套 
（教材及光碟一隻）；及(3) 現龍系列漢字資料庫及互動練習教材套 
（教材及光碟一隻）。 

23 1995 「全語文」課程發展與評

鑑 
林智中及蘇國平 本計劃引用於 70 年代流行於西方的「全語文」課程概念，在兩所學前

教育機構進行研究，為期兩年；參加學生為四歲班（25 人）和五歲班

（16 人）。研究結果對學前教育課程有參考價值。 



已完成的項目（中文） 
（截至 2019 年 8 月 31 日） 

編號 年份 名稱 籌辦機構 影響 

24 1995 親子閱讀樂趣多 仁濟醫院蔡衍濤小學 本計劃對象為小一學生。計劃共分三期，每期三個月，舉辦十次活動。

活動包括聆聽錄音帶及家長講故事等，希望學生從小一開始培養閱讀興

趣，並加強學校與家長的合作關係。 

25 1995 小學中文廣泛閱讀計劃

（試行期） 
教育署 本計劃的對象為小五及小六學生；本計劃重點包括：各校於每週撥出兩

節中國語文課作為「閱讀計劃課節」，指導學生閱讀策略和進行各項活

動；教育署為學校提供圖書；及教師經驗交流會等。計劃共有 108 所學

校參加，參與學生人數達 13 000 多名。 

26 1995 香港學前幼兒的語文發展 香港大學 本計劃利用 492 名三至五歲的香港兒童口語資料作分析，以建立一套香

港兒童口語發展的體系，供有關幼兒教育工作方面的參考。 

27 1995 教協普及閱讀獎勵計劃 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 本計劃通過普及、交流、兼容及趣味的閱讀活動，例如大型書展、中學

生好書龍虎榜、參觀大學圖書館及聯校普讀營等活動，培養學生養成持

久的閱讀習慣。計劃共有來自逾 60 所學校、44 000 名學生參與。 

28 1996 親子閱讀樂無窮 仁濟醫院何式南小學 本計劃要求 223 名一、二年級的家長跟學童每週閱讀一本圖書，目的在

培養學生的閱讀興趣，並同時增進親子關係。 

29 1996 《群星匯正音》（粵語正

音）電視節目學校版 
香港電台 本計劃由香港電台製作電視節目，透過娛樂與教育並重的方式，幫助學

生辨別正確的粵語發音。其後又將節目錄像帶發給大專、中、小學、幼

稚園及市政局圖書館等 2 230 個教育機構。 



已完成的項目（中文） 
（截至 2019 年 8 月 31 日） 

編號 年份 名稱 籌辦機構 影響 

30 1996 《中文一分鐘》 香港電台 本計劃由香港電台製作資訊節目，內容包括中文語法、用字遣詞、正字

俗字、錯別字、讀音、成語、簡體字及各類應用文格式。 

31 1996 嚴重語障兒童使用電腦溝

通輔助器的試驗計劃 
香港紅十字會甘迺迪中心 本計劃開發軟件（由香港大學負責）協助患有嚴重言語障礙的兒童利用

電腦記事簿與他人溝通。 

32 1996 多讀、多寫、多快樂生活

誌 
李志達紀念學校 本計劃結集不同年級的小學生對日常生活的體驗，並編輯成《生活誌》

一書，全書共有文章 39 篇。 

33 1996 廣東話學習及溝通工具

（電腦軟件） 
香港大學 本計劃設計一套廣東話學習及溝通工具（電腦軟件），並且建立了 1 800

多個廣東話單音節音庫和 700 多個圖像的電腦檔案，供有言語障礙和弱

智人士使用，以提高他們的語言學習和表達能力。 

34 1996 訂定香港語文教育的基準

資格：比較四個亞洲城市

的中學生及大專生的中文

詞匯使用（第一階段） 

香港城市大學 本研究比較了香港、台北、新加坡和上海四個城市的大專生和中學生的

中文詞匯知識。結果顯示， (1)學生的詞匯知識隨學習階段同步增長；

及 (2)上海學生的詞匯能力在早期已有很好的發展，而香港和台北的學

生則到高中才有較快的發展。研究也顯示，香港中國語文教學改革應重

視在小學階段加強詞匯能力教學。 

35 1996 簡化字系統教材套（中

學） 
范國及張日燊 本計劃為高年級中學生設計一套學習簡化字的教材套（光碟），從 2 300

多個簡化字中選出常用的 426 個簡化字，然後根據這 426 個字的簡化原

則、辨識和書寫難易度組織教材。計劃的製成品是本港較有系統的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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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學習材料。 

36 1996 親子閱讀活動 彩雲聖若瑟小學（下午

校） 
本計劃讓超過 700 名小學生閱讀四本圖書，並於期間舉行家長座談會，

共同探討「如何培養學生的閱讀興趣」、「增進閱讀效益」和「解決閱讀

困難」等問題。 

37 1996 教協普及閱讀獎勵計劃 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 本計劃通過「閱讀嘉年華」、「好書龍虎榜」、「聯校普讀營」等閱讀活動

提高閱讀興趣。計劃共有來自逾 57 所學校、超過 3 600 名學生參加。 

38 1996 衝破言語的障礙，跳出文

字的限制——利用溝通簿

增進中度弱智兒童的溝通

能力 

東華三院群芳啟智學校 本計劃在一所特殊學校利用圖片「溝通簿」幫助中度弱智、具語言障礙

的兒童進行溝通，以表達自己的思想感情。 

39 1996 青年文學獎徵文比賽 青年文學獎協會 本計劃贊助比賽，其後出版《第 24 屆青年文學獎文集》，收錄高級組和

低級組的得獎作品共 34 篇，每篇並附有評判評語。 

40 1996 「傷健小記者」暨《假如

我是一名記者》徵文比賽 
香港傷健協會西香港傷健

中心 
本計劃挑選了 11 名 6 至 18 歲的傷健兒童擔任「傷健小記者」。經過採

訪和寫作訓練之後，他們訪問了名傑出的傷殘人士和資深的復康服務專

業人士，並將訪問結集成書。 

41 1996 小學中國語文學習目標及

基本能力的評核 
香港中文大學 本計劃根據當時中文科的課程綱要要求，為本港小三及小六學生進行語

文能力測試。接受測試的小三及小六學生約 10 000 名，分別來自 43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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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學。所採用的評估項目對往後的大型評估評劃極具參考價值。 

42 1996 《中文一分鐘》（第二輯） 香港電台 本計劃由香港電台製作並播放資訊節目，內容包括中文語法、用字遣

詞、正字俗字、錯別字、讀音、成語、簡體字及各類應用文格式。 

43 1996 港穗書信交流計劃 沙田循道衛理小學 本計劃針對本地小學生的中國語文能力而設計，透過與內地學生書信交

流，引發他們學習的興趣、提高寫作能力和增進對內地生活情況的認識

和了解。學生的書信並輯錄成集。 

44 1996 語文嘉年華 教育學院畢業同學會 本計劃邀請各中學中、英文老師提供在教學上曾使用的語文遊戲，並配

合由其他機構提供的教材，組成展覽攤位。目的是讓參加者增進學習語

文的興趣，掌握學習語文的技能。 

45 1996 「閱讀推廣綜合計劃」 浸信會呂明才小學（下午

校） 
本計劃包括小一及小二的親子閱讀獎勵計劃、小一及小二的家長伴讀獎

勵計劃、專題故事齊齊講大賽、好書多薦龍虎榜、三至六年級圖書閱讀

獎勵計劃、書展、親親校長圖書借閱獎勵計劃、訂閱學生刊物等。 

46 1996 學前兒童口語（粵語）發

展的主要過程 
香港大學 本計劃研究學前兒童的口語發展，取樣對象為二至五歲兒童，並撰寫指

南，描述了粵語兒童在學前時期所使用的詞彙與語法發展。 

47 1997 中文第一步 香港電台 本計劃製作影碟輯錄專為四至八歲小朋友設計的電視節目《點蟲蟲──
開開心心學中文》精華片段。節目分 13 個不同主題：家庭、身體、聖

誕節、新年、健康、天空、大小概念、學校、四季、服務我們的人、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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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及海洋及朋友和交通。 

48 1997 創作園地 保良局陸慶濤小學上午校 本計劃透過徵稿活動收取小一至小六學生超過 7 000 份中英文稿件，從

中挑選了 74 篇文章，在 1998 年出版了第二集的《小小作家》。 

49 1997 多讀、多寫、多快樂─—
中文報 

李志達紀念學校 本計劃共出版三期《中文報》，由學生經訓練後擔任小記者，負責報導

學校相關事件；各期《中文報》又收錄申請機構上、下午校各級學生的

作品約 80 篇。 

50 1997 全面閱讀計劃 貝澳公立學校 本計劃分精讀、多讀和閱讀與生活三個環節，讓學校的 106 名學生透過

閱讀去解決生活上的一些問題，讓學生明白閱讀的重要性，從而自發地

閱讀，進而養成閱讀的習慣。 

51 1997 教協普及閱讀獎勵計劃 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 本計劃以「閱讀嘉年華」、「好書龍虎榜」、「聯校普讀營」等不同形式活

動，提高學生的閱讀興趣。 

52 1997 第二十五屆青年文學獎徵

文比賽 
青年文學獎協會 本計劃舉辦比賽鼓勵年青人以文字抒發真實的感情。另有舉辦講座介紹

各種文體的特色、寫作技巧和作家的寫作心得。 

53 1997 多媒體電腦軟件的課堂使

用情況與效果：識字及閱

讀理解的教與學 

香港大學 本計劃透過兩套關於識字和閱讀理解教學軟件之課堂使用，探討多媒體

電腦軟件在課堂上之使用情況和效果。研究結果編成報告供教學人員參

考，並舉辦多次工作坊、研究會及展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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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1998 訂定香港語文教育的基準

資格：比較四個亞洲城市

的中學生及大專生的中文

詞匯使用（第二階段） 

香港城市大學 本研究對香港、台北、新加坡、上海四個城市的大專生和中學生的中文

詞匯知識進行了比較；結果顯示四個城市的學生總的詞匯能力在質和量

兩方面都有差異。研究也探索了有關的學習因素，並對修訂「小學詞

表」提出建議。 

55 1998 中文語文知識（修辭）電

腦輔助教學軟件套 
徐守滬 本計劃開發中學中國語文修辭教學軟件。當中提供大量有關修辭格的多

項選擇練習題目，涉及的修辭格共十多類。 

56 1998 協助小學生改善文字表達

中的口語傾向 
沙田崇真學校 本計劃開發教材套以協助小學生改善粵方言入文的情況。教材內容特別

針對詞彙和句子結構兩方面。 

57 1998 製作及評估一套《小學認

讀識字》唯讀光碟 
陳莉莉 本計劃設計及製作了一套適合小學生認讀中文字的光碟，透過多媒體科

技，幫助學生學習小學課程裡的常用字。 

58 1998 小學中國語文高效能教與

學：快速認字和提前寫作

的研究 

謝錫金 本計劃透過有效的識字教學方法，令小一學生能在短時間內掌握一定的

字彙能力，從而能夠提前進行閱讀和寫作。計劃共有六所學校；涉及 18
個小一班別、約 720 名學生參與。 

59 1998 匯文聯網——全港中小學

中國語文教學支援系統 
香港浸會大學 本計劃以互聯網為溝通媒介，除了教學材料資料庫，更為教師提供有關

教育的資訊，建立一個學習型社群。 

60 1998 童書朗讀——學前兒童閱

讀能力發展計劃 
鄺李慧儀 本計劃針對廣為幼稚園教師採用的認字、學句式、口說故事等語文學習

方法之不足，探討為學前兒童朗讀圖書能否提升他們的閱讀興趣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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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61 1998 用普通話教授中文科對中

學生學習中國語文的影響 
香港中文大學 本研究分析使用普通話教授中文科對中學生在寫作、閱讀和文化認識三

方面的影響。研究除對兩組學生的成績作出比較之外，亦同時追蹤學生

在三年內的語文能力改變情況。研究結果為往後普教中的實踐和研究提

供了參考。 

62 1998 香港小學學童中國語文能

力的評量及發展過程的研

究 

教育統籌局╱語文教育及

研究常務委員會辦事處 
本計劃發展出一套系統的評估工具，用以評估香港小一至小六學童的中

文讀寫能力，並分析了一些中文學習成效不理想的原因。 

63 1998 母語教學教師支援中心 香港大學 本計劃搜羅、整理、設計七個學科的中文學科材料，以建立資料室。此

外，又製作母語教學網絡，舉行研討會、專題講座、工作坊、組織本地

及國內交流活動和與出版界合辦訊息交流聚會等。 

64 1998 親子閱讀樂無窮 仁濟醫院何式南小學 本計劃讓有關學生的家長須每週用不少於 30 分鐘的時間與其子女一同

進行閱讀。閱讀後的跟進活動包括填寫閱書報告及書簽設計比賽等。計

劃共有 395 名小一至小四學生參加。 

65 1998 香港中學生優秀作文選 施仲謀 本計劃邀請全港中學推薦學生的優秀作文，由香港大學、香港中文大

學、香港科技大學、香港城市大學及香港教育學院等大專院校教授組成

的評審委員會進行評審，最後選出了初中佳作 82 篇及高中佳作 86 篇輯

錄成《香港中學生作文選》。計劃目的是輯錄當代香港學生佳作，為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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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提供優良課外讀物及作為寫作參考，希望可以培養他們閱讀興趣，並

提高寫作能力。 

66 1998 校園小記者、小編輯培訓

計劃 
何東官立工業女中學 本計劃由申請學校的中文學會編選《麒麟文集》，編收學生各類文章三

十多篇，然後由該校中文學會小記者整理而成的「講座紀要」和「人物

專訪」、「老師園地」等。 

67 1998 寫作教學計劃 聖母書院 本計劃透過資料介紹、經驗交流及寫作實踐，提高學生對各類文體的認

識和寫作技巧。活動包括作家講座、徵文比賽、利用展板介紹各類文體

的特質和代表作品等。 

68 1998 東區社區問題探索工作坊 東華三院李潤田紀念中學 本計劃訓練中學生以小記者的角色去發掘及探討社區內的問題，最後將

觀察所得編成刊物《社區追蹤》，以訓練學生寫作的能力，並加強學生

對周圍事物的關注。 

69 1998 《創作小苗圃》 浸信會呂明才小學（下午

校） 
本計劃選取 80 篇優秀的學生作品，輯錄成書，讓學生有更多寫作機

會，並加強學生自信心和創作意欲。 

70 1998 學生優秀作品出版計劃 聖嘉勒女書院 本計劃編輯詩文集，收錄了申請學校 1998/99 學年的同學作品 35 篇。每

篇並附有老師的評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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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1998 創作園地 馬登基金屯門明愛職業先

修中學 
本計劃由被資助學校成立由 15 名學生組成的編採小組，舉辦全校作文

比賽；之後採用比賽的優秀作品輯錄成《我們的創作園地》。全書共收

錄文章 46 篇，除了主要的散文外，還有新詩創作、小說、廣播劇、書

評、電影評論、人物評論、人物專訪、專題報告等等；並有一個「悼冰

心」的專輯，收入四篇由同學撰寫關於冰心的文章。共印製 1 140 本刊

物派發予全校學生。 

72 1998 中國文化週 中華基督教會基朗中學 本計劃透過不同的活動，提高學生對中國文化的認識和學習中文的興

趣。活動包括花燈紮作比賽、書法比賽、故事演講比賽、戲劇比賽、親

炙作家講座、攤位遊戲和書展等。 

73 1998 講得更加好 仁濟醫院羅陳楚思小學 本計劃透過不同的活動，訓練和提升小學生的說話能力，活動包括：

一、二年級學生以錄音說故事；三、四年級學生進行角色扮演；五、六

年級學生參與廣播劇創作及演出。 

74 1998 閱讀繽紛樂 保良局馬錦明中學 本計劃要求學生須閱讀語文、數理、社會科學、體藝及消閒等不同類別

的書籍，並設計閱後活動報告。本計劃共收到 300 多份閱後活動報告。

計劃期間並有壁報設計比賽及書展等活動配合。1998/99 學年全校 240
名中一學生參與計劃。 

75 1998 《萌》 慈幼英文學校 本計劃收錄了學生文章 47 篇，全書按文章體裁分類，包括遊記篇、描

寫篇、論說篇、抒情篇、演講辭、閱讀報告和語文知識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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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1998 開心果閱讀獎勵計劃 胡素貞博士紀念學校上午

校 
本計劃對象為小四至小六學生。由老師在每週一節的課堂上指導學生閱

讀，然後進行批改、評核和獎勵。 

77 1998 閱讀圖書樂趣多（小四至

小六） 
胡素貞博士紀念學校下午

校 
本計劃活動包括：全年最佳圖書選舉；全年最佳工作紙、讀書報告等展

覽會；問卷調查；每週一節中文閱讀輔導，指導學生的閱讀方法和技巧

等。計劃共有 391 名小四至小六學生參加。 

78 1998 出版校園刊物 聖公會林裘謀中學 本計劃選輯申請學校各級學生的中、英文作品，另附有專欄作家鍾偉民

先生到校談寫作心得的演講整理稿，其他相關資料。 

79 1998 中一級寫作培訓計劃 金文泰中學 本計劃收錄申請學校中一學生的 31 篇作品，並將之編印成書。全書分

為四個部分，包括：散文欣賞、初試題詩、讀書報告及班際中文故事比

賽的冠、亞、季軍作品。 

80 1998 學生文集 聖公會呂明才中學 本計劃由被資助學校的老師在兩年內收集學生優秀作品，並舉辦徵文比

賽以鼓勵學生投稿；最後選出 43 篇印製成學生文集。除派發予本校學

生外，文集更寄送予其他中學和大學。 

81 1998 「越讀越多分」——課外

閱讀獎勵計劃 
迦密愛禮信中學 本計劃以比賽形式進行。同學讀書後須做一份報告或工作紙給老師評

分，得分高者可獲獎。參加學生共 500 多人，主要為中一及中二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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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1998 改善溝通技巧語文工作坊

及活動營 
中華基督教會譚李麗芬紀

念中學 
本計劃針對學校中一級學生 40 人，設四個教材套，內容包括「語言表

達技巧」、「回答技巧」、「發問技巧」及「身體語言表達技巧」。每個教

材套內均設有不同的活動，以改善初中學生口語的溝通技巧。 

83 1998 佳作共賞 聖公會蔡功譜中學 本計劃收錄學生文章 40 多篇，分為「試筆篇」（中一至中三學生的作

品），「進階篇」（中四及中五）及「淺嘗篇」（中六及中七），並編印成

書。 

84 1998 寫作樂園 香港布廠商會公學 本計劃從申請學校四、五、六年級學生的作文當中，選出各級最好的兩

篇作品，並每月設定不同主題，邀請學生投稿，最終收錄了 165 篇學生

作品編輯成小冊子。 

85 1998 「親子閱讀及親子閱讀報

告」獎勵計劃 
世界龍岡學校馮耀卿夫人

紀念小學 
本計劃對象為 77 名小一及小二學生及其家長。活動包括在校伴讀和在

家伴讀，學生須填寫閱讀紀錄表及完成工作紙，希望可以通過這些活動

提高學生的閱讀興趣。 

86 1998 協助小學生編輯一本有關

語文知識和活動的小冊子 
保良局朱正賢小學上午校 本計劃目的是透過多種有趣的方法，例如兒歌選舉、書法比賽、標語設

計比賽等，引起學生學習語文的興趣；最後又把各種活動的成果結集成

語文知識小冊子，提高學生的語文水平。 

87 1998 「齊來多增識字量」小一

中文課程 
馬鞍山信義學校（下午

校） 
本計劃旨在三個月內「有系統地」教導學生認識漢字，利用「思考、推

理及歸納方法」，快速增加小一學生的認字數目，從而提高他們閱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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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和興趣。 

88 1998 中文科寫作活動——「各

抒己見」 
保良局梁周順琴小學上午

校 
本計劃廣徵校內小一至小六學生的作品，在近千篇作品中挑選 180 多篇

貼上展板供同學欣賞，再從中篩選 81 篇輯成《小良苗》。全書分為散文

選和兒歌選兩部分。 

89 1998 校園寫作新面貌 中華基督教會基慈學校 本計劃訓練「校園小記者」和「編輯組員」，並將三至六年級學生的 60
篇作品，分校園生活、點滴情懷、創意寫作、訪問篇、詩歌創作和閱讀

報告六個部分編輯成書。 

90 1998 愛孩子愛看書 保良局何壽南小學上午校 本計劃旨在透過親子閱讀的過程，提高學生的閱讀興趣和能力，並培養

父母與子女間的感情。 

91 1998 「小一親子閱讀及親子讀

書報告」獎勵計劃 
世界龍岡學校劉德容紀念

小學 
本計劃在指定的星期六早上進行；活動要求學生和家長每次須做一份讀

書簡報或工作紙，主辦機構按他們完成的數目加以獎勵。是次計劃參加

人數共 32 人。 

92 1998 寫作推廣計劃 順德聯誼總會李兆基中學 本計劃將該校中一至中三學生的百多篇作品編製成《佳作會知音》兩

集。文章內容有抒情、議事、書評等多類。 

93 1998 主恩創作坊 迦密主恩中學 本計劃收集各級學生作品 55 篇輯成《千竹》文集，並印製 1 200 本派發

予全校學生，以鼓勵學生寫作，並啟發他們思考、觀察和想像。文集以

散文為主，分敘事篇、描寫抒情篇、論說篇和遊記篇，另有新詩、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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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專題報告和一篇獲得青年文學獎初級組優異獎的小說。 

94 1998 寶覺女子中學文集 寶覺女子中學 本計劃通過徵文比賽收集學生作品 33 篇，輯成《覺萃》文集。內容分

為校園點滴、生活零拾、人物素描、大地遊蹤、議事論事、故事創作和

新詩工作坊七個部分。印製的文集除派發予全校學生 755 人外，也發送

予其他友校。 

95 1998 我要變成語文小博士 循道衛理聯合教會主恩堂

幼稚園 
本計劃由當年全體畢業生的週記中，挑選了數十篇文章輯成《週記閱讀

精選》。 

96 1998 開心閱讀計劃 基督教宣道會大澳幼稚園 本計劃安排兒童一面聆聽故事，一面看圖書，藉此鼓勵兒童與人分享讀

書內容。 

97 1998 閱讀寫作計劃——「傾心

吐意集」 
北角循道學校（上午校及

下午校） 
本計劃邀請校內每位學生、教師、校長和社工各提交一篇文章，並將之

刊登於文集中。全書共有超過 1 500 篇作品，分為上、下午校的高級

組、中級組和低級組共六冊。 

98 1998 普及獎勵閱讀計劃 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 本計劃透過「98 閱讀嘉年華」、「98-99 中學生好書龍虎榜」及「99 聯校

普讀營」等活動，激發學生對閱讀的興趣。 

99 1998 「親子閱讀」獎勵計劃 馬頭涌官立下午小學 本計劃出版一本名為《校園筆耕》的書籍，以記錄小一至小六學生的閱

讀報告及作業。 



已完成的項目（中文） 
（截至 2019 年 8 月 31 日） 

編號 年份 名稱 籌辦機構 影響 

100 1998 文集 觀塘官立中學 本計劃製作《觀中文賞》，輯錄了 76 篇作品，其中部分文章是校外徵文

比賽的優勝作品。全書分為明鏡篇、零碎片斷、漣漪小品、無色畫卷、

詩語思語、點滴狂想曲、書評影評和校友和應八個部分。 

101 1998 閱讀寫作教學和多媒體的

應用 
協恩小學 本計劃目的是透過多媒體來推行中文科校本閱讀計劃。對象為小六級學

生，學生在完成閱讀課外書之後，透過互聯網頁「圖書廊」表達或回應

其他同學的意見。 

102 1998 第二十六屆青年文學徵文

比賽 
青年文學獎協會 本計劃贊助第 26 屆青年文學獎徵文比賽，比賽分初級組和高級組；並

把得獎作品共 95 篇輯錄成集出版，每篇作品均附有評判的評語。 

103 1998 樂在詞中——多媒體電腦

輔助中文詞語學習系統 
香港大學 本計劃發展一套中文詞語學習軟件，為小學生提供一個多媒體的字詞學

習環境。製成的軟件包括三部分：讀文識詞活動坊；趣味詞語活動坊；

詞語庫。申辦機構後來更以此為基礎，發展出一系列的電腦中文學習教

材╱軟件。 

104 1998 香港初中科學科中文課本

及教材語文質素評鑑 
香港教育學院 本計劃分析三套為本港大部分中學所採用的科學教科書的語文素質，找

出妨礙讀者理解科學概念的語文表達問題，並提出改善建議。 

105 1999 利用傳媒元素提昇中國語

文科聽說教學的成效 
香港教育學院 本計劃蒐集流行的傳媒元素（如電視節目、廣告和流行曲等）作為教材

設計之用。教材以電腦光碟、錄音帶、錄影帶等形式編製，並在 10 所

學校推行使用。 



已完成的項目（中文） 
（截至 2019 年 8 月 31 日） 

編號 年份 名稱 籌辦機構 影響 

106 1999 「以普通話教授中文科」

校訪計劃 
教育統籌局╱語文教育及

研究常務委員會辦事處 
本計劃邀請本港大專院校共 16 名語文教育專家，與語常會中文小組委

員一同到全港 17 所中、小學進行校訪和觀課，以了解學校推行「普教

中」的情況。小組就觀察所得，對於香港學校推行「普教中」需要進行

的研究，提出了較明確的方向。 

107 2000 用普通話教授中文科對小

學生中文能力的影響 
教育統籌局╱語文教育及

研究常務委員會辦事處 
本計劃在 16 所小學的一至六年級選出 2 279 名學生進行測試，比較以兩

種教學語言（普通話和廣東話）來學習中文科的學生，在字詞運用、閱

讀理解和寫作三方面的中文能力是否有差異。研究結果對有意推行「普

教中」的學校極具參考價值。 

108 2003 在香港中、小學以普通話

教授中文科所需之條件研

究 

語文教育及研究常務委員

會辦事處╱教育統籌局 
本研究根據 20 所學校的個案研究，顯示有利於在香港中、小學推行

「普教中」的因素有六項，即：(1)教師的能力；(2)學校管理層的態度和

策略；(3)語言環境；(4)學生的學習能力；(5)課程安排、教學方法和教

材；及 (6)教與學方面的支援。研究結果為學校管理層提供了推行「普

教中」的良好做法範例，而且有助設計「協助香港中、小學推行『以普

通話教授中國語文科』計劃」，為參與該計劃的學校創造推行「普教

中」的有利條件。 

109 2005 推廣中文計劃（2005/06）
——語常會初中辯論教育

計劃 

教育統籌局╱語文教育及

研究常務委員會辦事處 
本計劃舉辦「全港初中辯論比賽」（中文）以激發學生的語文學習動機

及訓練他們的語文運用能力以至思辯能力。此外，又為參賽隊伍的負責

教師舉辦「賽前辯論培訓工作坊」，讓教師可以了解如何利用辯論加強

語文教學效能。 



已完成的項目（中文） 
（截至 2019 年 8 月 31 日） 

編號 年份 名稱 籌辦機構 影響 

110 2007 推廣中文計劃（2007/08）
——東張西望之《謝絕懶

音》 

電視廣播有限公司 本計劃經由電視廣播有限公司製作 30 集《謝絕懶音》節目，並在翡翠

台《東張西望》節目內播出。節目內容一方面向市民大眾推廣正確發

音，另一方面又鼓勵藝人著重吐字清晰。節目播出後引發社會不少討

論，反映此節目喚起了大眾對說話時發音清晰的重要性的關注。 

111 2007 推廣中文計劃（2007/08）
——學校粵語正音推廣大

使計劃 

粵語正音推廣協會有限公

司 
本計劃嘉許說話時發音清晰的同學，並為他們提供培訓課程，讓他們成

為粵語正音推廣大使，在學校推動粵語正音。 

112 2007 推廣中文計劃（2007/08 - 
2008/09）——語常會辯論

教育計劃 2007/08 及
2008/09 

教育局╱語文教育及研究

常務委員會辦事處 
本計劃針對初中語文教育，舉辦一系列辯論活動，包括「初中辯論比

賽」、「辯論交流日營」及為教師提供「辯論入門工作坊」等，配合學與

教的進程，強化學生的語文學習基礎。 

113 2007 協助香港中、小學推行

「以普通話教授中國語文

科」計劃 

教育局╱語文教育及研究

常務委員會辦事處 
計劃自 2008/09 學年起分四期（每學年一期）支援 160 間有意開展「普

教中」中、小學。參與計劃的學校可得到連續三年的支援，透過內地專

家及本地資深教師到校支援等服務，協助學校有效開展「普教中」。 

114 2008 推廣中文計劃（2008/09）
——小學粵語正音日營計

劃 

粵語正音推廣協會有限公

司 
本計劃舉辦「小學粵語正音日營」，以較輕鬆的形式培養學生對粵語正

音的興趣和關注，並通過教師培訓課程，協助各校推動校本粵語正音計

劃。 



已完成的項目（中文） 
（截至 2019 年 8 月 31 日） 

編號 年份 名稱 籌辦機構 影響 

115 2010 推廣中文計劃（2010/11）
——支援非華語學生課後

中文延展學習計劃 

教育局╱語文教育及研究

常務委員會辦事處 
本計劃為錄取非華語學生的學校提供資助，讓這些學校可以提供課後多

元模式的中文延展學習活動，以鞏固非華語學生在中文課堂的學習，協

助他們適應本地課程。 

116 2011 推廣中文計劃（2010/11）
——粵語正音推廣計劃 
2011 

粵語正音推廣協會有限公

司 
本計劃舉辦「小學粵語正音日營」（對象為高小學生）以及「粵語正音

親子同樂日」（對象為初小及幼稚園學生），培養學生對粵語正音的興趣

和關注態度，並通過教師培訓課程，協助各校推動校本粵語正音計劃。 

117 2012 推廣中文計劃（2012/13）
——中國中學生作文大賽

（香港賽區） 

香港中華文化促進中心有

限公司 
計劃以營造校園寫作風氣，提高學生對寫作的興趣和水平為目標。比賽

共有 90 000 名來自 188 所學校的學生參與。 

118 2012 推廣中文計劃（2012/13）
——支援非華語兒童學習

中文試驗計劃——輕輕鬆

鬆學中文之中文天地 

循道衛理楊震社會服務處 計劃為 3 至 9 歲的非華語學童開辦課餘中文學習班，以較輕鬆的活動教

導這些學童認讀基礎中文字詞，從而幫助他們打好學習中文的基礎。 

119 2012 推廣中文計劃（2012/13）
——支援非華語兒童學習

中文試驗計劃——「畫」

樂有趣：非華語兒童中文

學習計劃 

香港聖公會麥理浩夫人中

心 
計劃為 3 至 9 歲的非華語學童開辦課餘中文學習班，以較輕鬆的活動教

導這些學童認讀基礎中文字詞，從而幫助他們打好學習中文的基礎。 



已完成的項目（中文） 
（截至 2019 年 8 月 31 日） 

編號 年份 名稱 籌辦機構 影響 

120 2012 推廣中文計劃（2012/13）
——支援非華語兒童學習

中文試驗計劃——輕鬆學

粵拼 

元朗大會堂管理委員會有

限公司 
計劃為 3 至 6 歲的非華語學童開辦課餘中文學習班，以較輕鬆的活動教

導這些學童認讀基礎中文字詞，從而幫助他們打好學習中文的基礎。 

121 2012 推廣中文計劃（2012/13）
——支援非華語兒童學習

中文試驗計劃——趣味中

文 

香港基督教服務處 計劃為 4 至 6 歲的非華語學童開辦課餘中文學習班，以較輕鬆的活動教

導這些學童認讀基礎中文字詞，從而幫助他們打好學習中文的基礎。 

122 2012 推廣中文計劃（2012/13）
——小作家培訓計劃 

明報報業有限公司 計劃為中一至中三學生安排較輕鬆的培訓活動，教導參加同學認識不同

的散文寫作；又在報章提供發表文章的平台，由作家給予評語，以改善

同學的寫作水平。 

123 2013 2013-14 中國中學生作文

大賽（香港賽區） 
香港中華文化促進中心有

限公司 
計劃以營造校園寫作風氣，提高學生對寫作的興趣和水平為目標。比賽

共有 98 429 名來自 210 所學校的學生參與。 

124 2013 輕鬆散步學中文 香港中文大學 計劃藉主題式文學景點考察，由青年作家帶領學生進行考察及賞析作

品，為學生提供更多寫作靈感和素材；又透過文學地景資源庫、寫作成

果分享會及大型公開講座及出版作品集，促進學生交流寫作經驗及與學

界分享計劃成果。 



已完成的項目（中文） 
（截至 2019 年 8 月 31 日） 

編號 年份 名稱 籌辦機構 影響 

125 2013 支援非華語兒童學習中文

計劃——開心學中文計劃 
香港基督教服務處 計劃透過與地區上的非牟利機構合作舉辦有趣的藝術及文化活動，引起

及提高非華語兒童學習中文的興趣，幫助他們學習中文；並藉此合作機

會，嘗試探討非華語學童在幼稚園的語文學習情況，了解他們學習中文

的難點，發掘成功案例，以助學童順利過渡到初小中文學習課程。 

126 2013 支援非華語兒童學習中文

計劃——「畫」樂更趣：

非華裔兒童中文學習實踐

計劃 

香港聖公會麥理浩夫人中

心 
計劃為 3 至 9 歲的非華語學童開辦課餘中文學習班，以較輕鬆的活動教

導這些學童認讀基礎中文字詞，從而幫助他們打好學習中文的基礎。 

127 2013 小作家培訓計劃 明報報業有限公司 計劃以「輕輕鬆鬆學寫作」為主題，透過引導學生閱讀他們較感興趣的

文體，例如影評、食評、遊記、廣告標語及劇本等，提高學生對寫作的

興趣和水平。 

128 2013 全港中學生寫．作．樂計

劃 
新城廣播有限公司 計劃結合寫作與音樂，透過邀請文化界或音樂界嘉賓到校分享閱讀經驗

及介紹優秀文章，鼓勵學生寫作，並舉辦徵文比賽及於電台節目內播出

優異作品。 

129 2014 2014-15 中國中學生作文

大賽（香港賽區） 
香港中華文化促進中心有

限公司 
計劃以營造校園寫作風氣，提高學生對寫作的興趣和水平為目標。比賽

共有 100 049 名來自 222 所學校的學生參與。 



已完成的項目（中文） 
（截至 2019 年 8 月 31 日） 

編號 年份 名稱 籌辦機構 影響 

130 2015 開心學中文計劃（二） 香港基督教服務處 計劃透過校外或課餘遊戲及創意藝術等有趣活動，提高非華語兒童學習

中文的動機。 

131 2015 「形」聲相識: 非華裔兒

童中文學習計劃 
香港聖公會麥理浩夫人中

心 
計劃透過校外或課餘遊戲及創意藝術等有趣活動，提高非華語兒童學習

中文的動機。 

132 2015 小作家培訓計劃 明報報業有限公司 「小作家培訓計劃」以輕鬆活潑的手法和多元化的活動，讓學生認識不

同種類的寫作，如食評、影評、戲劇賞析或遊記等，提升他們的寫作和

閱讀興趣。 

133 2015 讀寫我城:初中學生文學景

點考察 
香港中文大學 計劃藉主題式文學景點考察，由青年作家帶領學生進行考察及賞析作

品，為學生提供更多寫作靈感和素材；又透過香港文學地景資源庫、寫

作成果分享會、徵文比賽及大型公開講座以及出版作品集，促進學生交

流寫作經驗及與學界分享計劃成果。 

134 2015 探險時間 ——文字偵探計

劃 
香港基督少年軍 計劃透過閱讀記錄咭、偵探日活動及徵文比賽，提升本地中、小學生對

寫作及閱讀的興趣，並通過廣泛閱讀以提升寫作水平。 

135 2015 單元「已離校非華語人士

職業中文」證書課程 
香港城市大學 本計劃的目標包括：(1) 開發及籌辦資歷架構二級的中文課程； (2) 提

升已離校非華語人士在聽、說、讀、寫四方面（尤其讀和寫）的中文能

力和信心；及 (3) 幫助學員獲得政府或業界認可的資歷，增強學員的就

業競爭力。 



已完成的項目（中文） 
（截至 2019 年 8 月 31 日） 

編號 年份 名稱 籌辦機構 影響 

136 2015 已離校非華語人士職業中

文課程 
職業訓練局 本計劃的目標包括：(1) 開發及籌辦資歷架構一級的中文課程； (2) 提

升已離校非華語人士在聽、說、讀、寫四方面（尤其讀和寫）的中文能

力和信心；及 (3) 幫助學員獲得政府或業界認可的資歷，增強學員的就

業競爭力。 

137 2015 贊助項目 2015/16——中國

中學生作文大賽（香港賽

區） 

香港中華文化促進中心有

限公司 
計劃以營造校園寫作風氣，提高學生對寫作的興趣和水平為目標。 比
賽共有 111 615 名來自 240 所學校的學生參與。 

138 2015 非華語時事生活‧ 輕鬆學

中文 
知識共享協會有限公司 本計劃的目標包括：(1) 引起及提升非華語人士學習中文的興趣；及 (2) 

為非華語人士提供合適的中文閱讀材料。計劃成果經已發表。 

139 2015 非華語學生中華文化讀

本：歷史人物篇 
香港教育大學 本計劃為有志提升中文水平的非華語學生編製以中華文化為題材的讀

本，培養學習中文的興趣及提升中文閱讀能力。計劃成果經已發表。 

140 2016 贊助項目 2016/17——保良

局主辦第七屆全港小學校

際辯論賽 

保良局 比賽旨在提升小學生的讀、寫、聽、講的語文能力和組織能力，以及加

強學生的時事觸覺。比賽共有 56 隊小學生參加。 

141 2016 贊助項目 2016/17——中國

中學生作文大賽（香港賽

區） 

香港中華文化促進中心有

限公司 
計劃以營造校園寫作風氣，提高學生對寫作的興趣和水平為目標。比賽

共有 101 517 名來自 225 所學校的學生參與。 



已完成的項目（中文） 
（截至 2019 年 8 月 31 日） 

編號 年份 名稱 籌辦機構 影響 

142 2017 贊助項目 2017/18——保良

局主辦第八屆全港小學校

際辯論賽 

保良局 比賽旨在提升小學生的讀、寫、聽、講的語文能力和組織能力，以及加

強學生的時事觸覺。比賽共有 56 隊小學生參加。 

143 2017 贊助項目 2017/18——中國

中學生作文大賽（香港賽

區） 

香港中華文化促進中心有

限公司 
計劃以營造校園寫作風氣，提高學生對寫作的興趣和水平為目標。比賽

共有 105 892 名來自 230 所學校的學生參與。 

144 2017 幼稚園教師語文（中文）

專業發展課程 2017-18
（香港浸會大學持續進修

學院） 

香港浸會大學持續教育學

院 
本計劃為教師提供免費短期課程，讓他們可以(1)為幼兒設計適切的語文

活動；(2)讓幼兒發展良好的語文學習興趣、態度及語文基礎能力；(3)幫
助幼兒有意識地留意中文的各種特點，為日後吸收中文知識和發展中文

運用能力作好準備；(4)及有效照顧幼兒在中文能力發展方面的學習差

異，包括幫助非華語學童發展中文運用能力。 

145 2017 幼稚園教師語文（中文）

專業發展課程 2017-18
（香港專業教育學院） 

香港專業教育學院 本計劃為教師提供免費短期課程，讓教師可以(1)為幼兒設計適切的語文

活動；(2)讓幼兒發展良好的語文學習興趣、態度及語文基礎能力；(3)幫
助幼兒有意識地留意中文的各種特點，為日後吸收中文知識和發展中文

運用能力作好準備；(4)及有效照顧幼兒在中文能力發展方面的學習差

異，包括幫助非華語學童發展中文運用能力。 



已完成的項目（中文） 
（截至 2019 年 8 月 31 日） 

編號 年份 名稱 籌辦機構 影響 

146 2017 筆述我城他與她：初中學

生文學景點考察 
香港中文大學 計劃藉主題式文學景點考察，由青年作家帶領學生進行考察及賞析作

品，為學生提供更多寫作靈感和素材；又透過香港文學地景資源庫、精

讀創作工作坊、作品展覽、徵文比賽、大型公開講座暨徵文比賽頒獎典

禮以及出版作品集，促進學生交流寫作經驗及與學界分享計劃成果。 

147 2017 探險時間──文字偵探計劃 
II 

香港基督少年軍 計劃透過閱讀記錄咭、偵探日活動、徵文比賽及校內語文推廣活動，提

升本地中、小學生對寫作及閱讀的興趣，並通過廣泛閱讀以提升寫作水

平。 

148 2017 小作家培訓計劃 明報報業有限公司 「小作家培訓計劃」以輕鬆活潑的手法和多元化的活動，讓學生認識不

同種類的寫作，如食評、影評、戲劇賞析或遊記等，提升他們的寫作和

閱讀興趣。 

149 2017 【字遊香港】全港中小學

生旅遊大使選拔賽及【領

略詞中物】故事編寫大賽 

新城廣播有限公司 透過新穎的活動，引導中小學生多讀、多寫，並讓他們透過電台及網上

平台的互動，在朋輩間交流閱讀和寫作的經驗。 

150 2017 詩歌舞動小戲台及兒童文

學走走看看 
香港中外文化推廣協會 兩個項目均以提高本地小學生對中文閱讀及寫作的興趣為目標。「詩歌舞

動小戲台」(2017/18)的活動包括閱讀及欣賞兒童文學故事劇本、小戲台動

起來（舞台演出）及劇本寫作工作坊，相關作品將會結集成「聯校成果集」

出版。 



已完成的項目（中文） 
（截至 2019 年 8 月 31 日） 

編號 年份 名稱 籌辦機構 影響 

「兒童文學走走看看」(2018/19)則會舉行兒童文學欣賞及故事寫作工作

坊，相關作品也會結集成「聯校成果集」出版。 

151 2017 邊讀. 邊煮. 邊寫 太陽樹北角有限公司 (太
陽樹教育中心) 

讓學生一邊製作美食，一邊學習多感官寫作，並透過工作坊、名人分

享、徵文比賽及獎項，提升他們對閱讀及寫作的興趣。 

152 2017 童詩童畫──小學童詩繪畫

巡迴創作坊 
香港學生文藝月刊有限公

司 
透過到校詩畫創作坊，由導師教授學生創作不同主題的作品，以詩歌創

作配合繪畫，提升學生學習中文的興趣。 

153 2017 開心學中文計劃（三） 香港基督教服務處 本計劃的目標包括：(1) 培養非華語兒童從幼小開始對中文產生興趣； 
(2) 提升非華語兒童的中文口語詞彙及認讀能力，以強化其運用中文與

人溝通的信心及能力； (3) 豐富非華語兒童的生活經驗，為他們創造接

觸及運用中文的語言環境；及 (4) 加強非華語家長在兒童學習中文過程

中的參與，鼓勵親子共學。 

154 2017 悅「唱」「閱」樂：非華裔

兒童中文學習計劃 
香港聖公會麥理浩夫人中

心 
本計劃的目標包括：(1) 協助學童記認及鞏固日常生活中常用的字詞； 
(2) 提高學童學習中文的興趣和信心，長遠建立良好的中文根基； (3) 
提升學童於學校學習中文的效能；及 (4) 幫助學童認識居住的社區及設

施，融入社會。 



已完成的項目（中文） 
（截至 2019 年 8 月 31 日） 

編號 年份 名稱 籌辦機構 影響 

155 2017 語常會已離校非華語人士

職業中文課程(2017-2019) 
香港中文大學雅禮中國語

文研習所 
本計劃的目標包括：(1) 開發及籌辦資歷架構二級的中文課程； (2) 提
升已離校非華語人士在聽、說、讀、寫四方面（尤其讀和寫）的中文能

力和信心；及 (3) 幫助學員獲得政府或業界認可的資歷，增強學員的就

業競爭力。 

156 2017 單元「已離校非華語人士

職業中文」證書課程 
浸信會愛羣社會服務處 本計劃的目標包括：(1) 開發及籌辦資歷架構一級的中文課程； (2) 提

升已離校非華語人士在聽、說、讀、寫四方面（尤其讀和寫）的中文能

力和信心；及 (3) 幫助學員獲得政府或業界認可的資歷，增強學員的就

業競爭力。 

157 2018 贊助項目 2018/19——保良

局主辦第九屆全港小學校

際辯論賽 

保良局 比賽旨在提升小學生的讀、寫、聽、講的語文能力和組織能力，以及加

強學生的時事觸覺。比賽共有 56 隊小學生參加。 

158 2018 贊助項目 2018/19——中國

中學生作文大賽（香港賽

區） 

香港中華文化促進中心有

限公司 
計劃以營造校園寫作風氣，提高學生對寫作的興趣和水平為目標。比賽

共有 57 594 名來自 160 所學校的學生參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