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已完成的項目（普通話） 
（截至 2019 年 8 月 31 日） 

編號 年份 名稱 籌辦機構 影響 

1 1994 普通話科教學深造課程 教育署 本計劃安排 60 名中、小學教師，於 1996 年暑假前往北京參加由國家語委

普通話培訓測試中心舉辦的普通話訓練課程。課程為期四星期，目的是提

高他們普通話的聽、說能力、語音知識和教學法。 

2 1994 普通話電視語文特輯 香港電台 本計劃以近年香港社會上的新現象為題材，製作 13 輯電視節目《普通話戲

中戲》，並於 1995 年 12 月至 1996 年 3 月播出，以提升港人學習普通話的

興趣。 

3 1994 普通話語音矯正自修教程 史湄 本計劃開發了一套語音深化訓練的自學進修教材，包括文字材料及錄像

帶，適合以粵語為母語的普通話教師使用。 

4 1994 兒童普通話推廣計劃 仁愛堂有限公司 本計劃舉辦普通話訓練課程和普通話兒歌比賽，以推廣兒童學習普通話。

活動分為初級組和高級組，參加人數共 29 人。 

5 1994 普通話教師進修班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 本計劃挑選 34 名教師前往北京清華大學接受為期一個月的普通話進修課

程，除了學習普通話以外，還包括認識中國文化、歷史、藝術等，提高參

加教師的普通話教學質素。 

6 1994 中學生普通話電台廣播節

目 
香港電台 本計劃製作了 26 輯半小時的電台廣播普通話節目，內容包括語音表達、傳

意用語、傳意應用、會話交流、廣、普異同、查字典學拼音等。 

7 1995 為訓練／學習普通話語音

而編寫交流式電腦輔助語

文教學軟件 

香港城市大學 本計劃開發了一套適合中、小學學生使用的拼音軟件，內容包括練習、遊

戲、測驗等，讓學生可以更有效地學習普通話拼音。 



已完成的項目（普通話） 
（截至 2019 年 8 月 31 日） 

編號 年份 名稱 籌辦機構 影響 

8 1995 在社區層面以活動方法推

廣普通話計劃 
香港青年協會 本計劃舉辦普通話研習班、談話閣、普通話之夜、普通話辯論比賽等，從

社區層面為青少年提供一個語言環境，增加他們接觸普通話的機會，共有

超過 15 000 人次參加。計劃另舉辦了兩次普通話生活營，共有 240 名本港

及 60 名內地青年參加。 

9 1996 親親孩子，齊齊學普通話 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 本計劃開辦三項課程，讓參與計劃的學前兒童及其家人一同進行律動、圖

工、唱遊、讀兒歌等活動，以提高兒童學習普通話的興趣。每項課程的名

額為 10 個家庭。 

10 1996 「普通話傳意應用」學校版 香港電台 本計劃將香港電台教育組製作的 26 輯半小時的電台廣播普通話節目製成

鐳射唱片，寄贈全港中學及市政局圖書館。內容包括：語音表達、傳意用

語、傳意應用、會話交流、廣、普異同、查字典學拼音等。 

11 1996 普通話科跨年級主題教學

及推廣活動——認識中國

文化 

世界龍岡學校黃耀南小學 本計劃在校內的普通話課程設計了六節不同的主題教學，包括中國文化、

地理、燈謎、詩歌等。每節主題教學之後，課程亦設有跟進活動和小型的

配合活動，並於班內設立普通話資源角，藉此增強學生學習普通話的興趣。 

12 1996 九七年普通話電視節目（五

分鐘版） 
香港電台 本計劃製作了 15 輯五分鐘普通話電視節目，以短劇形式，透過生活片段教

授普通話發音及小學生在日常生活上會應用到的詞彙和句語。 

13 1996 活學活用普通話 香港職工會聯盟 本計劃舉辦了 10 班普通話班，共有 230 人次參加。課程內容包括漢語拼音

及語文活動，例如唱歌、角色扮演、辯論等，為學員提供多講普通話的機

會。 



已完成的項目（普通話） 
（截至 2019 年 8 月 31 日） 

編號 年份 名稱 籌辦機構 影響 

14 1996 出版《香港中小學普通話教

師教學資料匯編》 
香港普通話研習社有限公

司 
本計劃出版專供中、小學教師使用的普通話教學資料匯編，書中包括下列

課題：(1)普通話基礎知識；(2)普通話教學法資料、教案設計、教學活動示

例、教具、測試評估、朗讀指導等；及 (3)口語教學法和口語詞語資料。 

15 1997 學校普通話節 香港普通話研習社有限公

司 
本計劃舉辦「學校普通話節」，由學校老師帶動學生多用普通話。活動包括

校內普通話比賽、聆聽競賽、交流營和常識比賽，並安排部分學生到福建

泉州進行參觀交流。本計劃共有 168 所中、小學的 70 000 多名學生參加。 

16 1997 九八年普通話電視節目（半

小時小學語文教育） 
香港電台 本計劃製作了 10 輯半小時的普通話節目，以連續劇的形式帶出不同的語言

情境，包括兒童日常生活中會接觸到的個人、家庭、學校和社會等層面。 

17 1998 普通話兒童故事創作及演

出計劃 
新域劇團有限公司 本計劃利用學生的語文課文作為創作的基礎，並派出專業導師支援參與學

校的學生，提供普通話培訓、戲劇及技術的指導和訓練，最後在沙田大會

堂舉行演出晚會。本計劃共有 10 所小學參加。 

18 1998 「活學普通話」文化交流營 香港遊樂場協會 本計劃透過與內地中國少年先鋒隊的文化交流，藉以提高本港學生普通話

的能力和學習興趣，並增加他們對祖國的認識和歸屬感。本計劃以文化交

流營的形式舉行，前後共 7 日，共有 70 名學生參加。 

19 1998 北京清華大學普通話密集

復修班 
香港普通話研習社有限公

司 
本計劃安排 30 名中、小學普通話教師前往北京清華大學進行 12 天的普通

話密集復修課程，以提高他們的普通話水平。 

20 1998 BoPoMoFo 故事多 香港電台 本計劃開發了教材套，利用小朋友感興趣的故事，帶出普通話的學習重點，

例如誤讀音節和廣、普詞語對應等。教材內容曾製作成電台節目廣播，最



已完成的項目（普通話） 
（截至 2019 年 8 月 31 日） 

編號 年份 名稱 籌辦機構 影響 

後製成的教材套則派發予全港 1 600 所小學和幼稚園，與及各公共圖書館。 

21 1999 普通話暑期沉浸課程 教育統籌局╱語文教育及

研究常務委員會辦事處 
本計劃邀請香港的教育團體與內地大學合作舉辦暑期普通話沉浸課程，並

資助本港老師參加。合資格的老師視乎修業成績可得到最高課程費用 5,000
元的資助。沉浸課程在 2000 年和 2001 年的暑假各舉辦一次，合共有約 190
名教師得到資助。 

22 2002 推廣普通話計劃

（2002/03）——普通話節

2002——推廣普通話活動

（香港電台） 

香港電台 本計劃主辦 2002 年香港特區「普通話月」，通過一系列活動，例如藝人宣

傳、普通話購物優惠計劃、全港普通話歌唱大賽、學生普通話躍進大獎、

最積極推廣普通話教師獎、中學生普通話 DJ 訓練班等，期望更有效地把

推廣普通話的訊息推向全社會。 

23 2002 普通話暑期沉浸課程 教育統籌局╱語文教育及

研究常務委員會辦事處 
本計劃邀請香港的教育團體與內地大學合作舉辦暑期普通話沉浸課程，並

資助本港老師參加。合資格的老師視乎修業成績可得到最高課程費用

10,000 元的資助。沉浸課程在 2002 年的暑假舉辦，約 230 名教師得到資助。 

24 2002 推廣普通話計劃

（2002/03）——普通話節

2002——推廣普通話活動 
（中文大學普通話教育研

究及發展中心） 

香港中文大學 本計劃從學校及社會兩個不同層面去推廣普通話。學校方面主要是培訓學

生普通話大使（約 2 400 名）；社會層面則包括製作《名人談普通話》及《一

分鐘普通話》等廣播節目，及推出「Q 版普通話測試」。 



已完成的項目（普通話） 
（截至 2019 年 8 月 31 日） 

編號 年份 名稱 籌辦機構 影響 

25 2002 推廣普通話計劃

（2002/03）——普通話節

2002——普通話短劇演出

2002/03——《小勇士大冒

險》 

春天實驗劇團 本計劃為響應「普通話月」在香港推廣普通話的目的，由語常會進行一項

名為「普通話短劇到校巡迴表演」的計劃，其中「春天實驗劇團」會到 80
所小學安排一場名為《小勇士大冒險》的免費到校普通話短劇表演。因 2003
年香港爆發「沙士（非典型肺炎）」停課，計劃最終完成了 70 場表演。 

26 2002 推廣普通話計劃

（2002/03）——普通話節

2002——普通話短劇演出

2002/03——《楊修之死》 

劇場空間有限公司 本計劃為響應「普通話月」在香港推廣普通話的目的，由語常會進行一項

名為「普通話短劇到校巡迴表演」的計劃，其中「劇場空間有限公司」到

40 所中學安排了一場名為《楊修之死》的免費到校普通話短劇表演。 

27 2002 推廣普通話計劃

（2002/03）——普通話節

2002——普通話短劇演出

2002/03——《黑超特技組》 

樹寧‧現在式單位有限公司 本計劃為響應「普通話月」在香港推廣普通話的目的，由語常會進行一項

名為「普通話短劇到校巡迴表演」的計劃，其中「樹寧‧現在式單位有限

公司」到 40 所中學安排了一場名為《黑超特技組》的免費到校普通話短劇

表演。 

28 2002 推廣普通話計劃

（2002/03）——普通話節

2002——普通話短劇演出

2002/03——《詩歌妙韻──
普通話互動音樂劇場》 

新域劇團有限公司 本計劃為響應「普通話月」在香港推廣普通話的目的，由語常會進行一項

名為「普通話短劇到校巡迴表演」的計劃，其中「新域劇團有限公司」到

80 所小學安排了一場名為《詩歌妙韻──普通話互動音樂劇場》的免費到

校普通話短劇表演。因 2003 年香港爆發「沙士（非典型肺炎）」停課，計

劃最終完成了 59 場表演。 

29 2003 普通話暑期沉浸課程 教育統籌局╱語文教育及

研究常務委員會辦事處 
本計劃有 93%的中、小學教師完成課程並得到資助，共有 1 392 名教師受

惠。 



已完成的項目（普通話） 
（截至 2019 年 8 月 31 日） 

編號 年份 名稱 籌辦機構 影響 

30 2003 發展普通話能力等級計劃

（香港考試及評核局） 
香港考試及評核局 本研究由香港考試及評核局進行，由 2008 至 2011 年，為期三年。以小三、

小六及中三學生為研究對象。本研究提供了有關香港學生普通話水平的有

用資料，而在研究過程中發展出來的等級描述和示例，也可以進一步發展

以助市民了解其普通話能力在本港屬何水平。 

31 2003 推廣普通話計劃

（2003/04）——普通話節

2003——普通話月 

教育統籌局╱語文教育及

研究常務委員會辦事處 
本計劃籌辦「普通話月」，推出多項活動，成果見各項活動的說明。 

32 2003 推廣普通話計劃

（2003/04）——普通話節

2003——普通話短劇馬拉

松 

劇場空間有限公司 本計劃在 40 所中學進行普通話戲劇排練，並安排總結演出，讓學生透過反

複練習和應用，提升他們對普通話的興趣及聽講能力。 

33 2003 推廣普通話計劃

（2003/04）——普通話節

2003——推廣普通話活動

2003（香港電台） 

香港電台 本計劃通過一系列活動，例如全港普通話短片比賽、全港普通話歌唱大賽

及學生普通話躍進大獎等，把推廣、學習及應用普通話的訊息，全方位推

向社會各年齡組別、背景及家庭。 

34 2003 推廣普通話計劃

（2003/04）——普通話節

2003——普通話短劇演出

2003/04——《奇妙草原》 

新域劇團有限公司 本計劃在 78 所小學舉行了各一場普通話音樂劇《奇妙草原》，透過傳統的

中國詩歌，配以動畫和戲劇，以互動音樂劇的形式，激發學生對學習普通

話的興趣。 



已完成的項目（普通話） 
（截至 2019 年 8 月 31 日） 

編號 年份 名稱 籌辦機構 影響 

35 2003 推廣普通話計劃

（2003/04）——普通話節

2003——普通話嘉年華

2003 

香港普通話研習社有限公

司 
本計劃舉辦嘉年華會，安排普通話歌舞、朗誦、相聲、話劇、廣播劇、講

故事等表演活動，以動態及靜態形式，引起大眾對普通話的興趣及重視，

並提供學習普通話的機會，促進本港的普通話發展。 

36 2003 推廣普通話計劃

（2003/04）——普通話節

2003——普通話短劇演出

2003/04——《細路都識普

通話》 

大細路劇團有限公司 本計劃在 59 所小學進行普通話短劇《細路都識普通話》演出，以提高學生

對學習普通話的興趣。 

37 2003 推廣普通話計劃

（2003/04）——普通話節

2003——推廣普通話活動

2003（香港中文大學） 

香港中文大學 本計劃通過一系列活動，例如學生普通話大使培訓計劃、挑戰普通話遊戲、

普通話公開講座等，增加學生以至公眾人士對普通話的認識。 

38 2003 推廣普通話計劃

（2003/04）——普通話節

2003——普通話短劇演出

2003/04——《小勇士大冒

險——bo po mo fo 過四關》 

春天實驗劇團 本計劃在 50 所小學安排各一場免費到校的普通話短劇《小勇士大冒

險——bo po mo fo 過四關》表演，以提升學生對學習普通話的興趣。 



已完成的項目（普通話） 
（截至 2019 年 8 月 31 日） 

編號 年份 名稱 籌辦機構 影響 

39 2004 推廣普通話計劃

（2003/04）——普通話節

2003——普通話話劇公開

表演 

劇場空間有限公司 本計劃贊助於「普通話短劇馬拉松」計劃中表現優異的 9 所學校在香港大

會堂音樂廳演出，向更多老師和學生分享通過話劇表演學習普通話的經驗。 

40 2004 推廣普通話計劃

（2004/05）——普通話節

2004——普通話節2004（香

港電台） 

香港電台 本計劃通過「普通話節」的一系列活動，強化學校及社區各界人士對普通

話的認識；又為學習普通話的人、推普團體及機構提供實踐及交流平台，

深化推普的力度。 

41 2004 推廣普通話計劃

（2004/05）——普通話節

2004——普通話短劇馬拉

松及巡迴表演 

劇場空間有限公司 本計劃在 40 所中學進行 20 小時的普通話短劇排練，然後讓學生作公開演

出，過程中提升了他們應用普通話的能力，並使他們更為注意普通話的標

準發音。 

42 2004 推廣普通話計劃

（2004/05）——普通話節

2004——普通話節2004（香

港中文大學） 

香港中文大學 本計劃通過一系列的活動，例如普通話辯論公開講座、全港 18 區挑戰普通

話電腦遊戲、學生普通話大使培訓計劃等，逐步實現了在教育及社會的層

面推普的目的。 

43 2005 發展普通話能力等級計劃

（香港理工大學） 
理大科技及顧問有限公司 本計劃以國家語委「普通話水平測試」為基礎，發展出一套普通話能力等

級。 



已完成的項目（普通話） 
（截至 2019 年 8 月 31 日） 

編號 年份 名稱 籌辦機構 影響 

44 2005 語常會 2006 年普通話推廣

活動 
教育統籌局╱語文教育及

研究常務委員會辦事處 
本計劃除舉辦一連串專為學生而設的普通話活動外，更為教師舉辦培訓活

動，以及製作電視節目，讓各界人士分享學習普通話的成功經驗。 

45 2006 推廣普通話計劃

（2006/07）——普通話節

2006——贊助香港話劇團

演出 

教育統籌局╱語文教育及

研究常務委員會辦事處 
本計劃通過公演普通話話劇《德齡與慈禧》、戲劇講座等活動，引發學生對

普通話的興趣。 

46 2006 推廣普通話計劃

（2005/06）——校際普通

話辯論比賽 

香港中文大學 本計劃通過「校際普通話辯論比賽」及「辯論技巧公開講座」等活動，提

高中學生用普通話溝通的能力。 

47 2006 推廣普通話計劃

（2005/06）——普通話短

劇演出 2005/06——《細路

都識普通話》 

大細路劇團有限公司 本計劃在小學巡迴演出 100 場普通話話劇《細路都識普通話》。透過互動劇

場技巧，引導學生的參與，從而提高他們對普通話的興趣。 

48 2006 推廣普通話計劃

（2005/06）——普通話短

劇演出 2005/06——《異域

闖天關》 

新域劇團有限公司 本計劃在全港 60 所小學（其中一所為特殊學校）巡迴演出普通話話劇《異

域闖天關》，透過互動的演出形式，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及鞏固他們的普通

話知識。 

49 2006 推廣普通話計劃

（2005/06）——推廣普通

香港電台 本計劃透過舉辦「學生普通話廣播訓練班」、「普通話青年領袖思辯交流營」

及「學生普通話躍進大獎」等活動，讓中、小學生積極運用普通話溝通。 



已完成的項目（普通話） 
（截至 2019 年 8 月 31 日） 

編號 年份 名稱 籌辦機構 影響 

話活動 2005/06（香港電台） 

50 2006 推廣普通話計劃

（2005/06）——普通話短

劇演出 2005/06——《普通

話版慈禧軼事》 

劇場工作室有限公司 本計劃在 72 所小學（其中五所為特殊學校）巡迴演出《普通話版慈禧軼

事》，以引起學生學習普通話的興趣。 

51 2006 推廣普通話計劃

（2005/06）——2005 普通

話短劇訓練及馬拉松表演 

劇場空間基金有限公司 本計劃在 40 所中學進行 26 小時的普通話短劇排練後，安排學生以接力形

式公開演出。計劃除了讓學生有機會利用普通話作溝通，更讓他們更為注

意普通話的標準發音。 

52 2006 推廣普通話計劃

（2006/07）——第五屆兩

岸四地小學中國語文教學

觀摩交流暨研討會 

小學中國語文教育研究學

會 
本計劃分兩日進行，先後舉辦了 6 場專家主題演講及 17 場兩岸四地（中、

港、澳、台）教師的教學示範。連同來自內地、台灣、澳門及新加坡的專

家、校長及老師，兩日活動的參與人數超過 500 人。 

53 2007 推廣普通話計劃

（2007/08）——推廣普通

話活動（香港電台） 

香港電台 本計劃透過舉辦「普通話電台廣播訓練班暨廣播主持人選拔賽」及「學生

普通話辯論工作坊」，為香港社會創造了更廣泛的普通話語境。 

54 2007 推廣普通話計劃

（2007/08）——職業普通

話演講比賽 2007 

職業訓練局 本計劃透過舉辦演講比賽，深化普通話在職業活動中的應用。 



已完成的項目（普通話） 
（截至 2019 年 8 月 31 日） 

編號 年份 名稱 籌辦機構 影響 

55 2007 推廣普通話計劃

（2007/08）——小學普通

話戲劇訓練及戲劇匯演 

新域劇團有限公司 本計劃為香港的小學提供「到校戲劇訓練」及舉行「普通話戲劇匯演」，提

升學生學習普通話的興趣。 

56 2007 推廣普通話計劃

（2007/08）——全港中小

學普通話歌唱比賽 

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 本計劃透過歌唱比賽培養學生對學習普通話的興趣。 

57 2007 推廣普通話計劃

（2007/08）——全港中小

學普通話演講比賽 

新市鎮文化教育協會有限

公司 
本計劃透過演講比賽提升學生的普通話表達能力。 

58 2007 推廣普通話計劃

（2007/08）——｢香港任我

行｣ 學生普通話旅遊大使

培育計劃 

香港專上學院 本計劃為來自 40 所不同中學的 280 名學生提供普通話演說技巧培訓，提升

他們說普通話的興趣及提高其普通話溝通能力。 

59 2007 推廣普通話計劃

（2007/08）——推廣普通

話活動（香港中文大學） 

香港中文大學 本計劃為中學生舉辦以普通話進行的辯論、演講及戲劇培訓和比賽，提高

學生學習普通話的興趣。 

60 2007 推廣普通話計劃

（2007/08）——「唐詩新

唱」培訓計劃 

唐詩新唱推廣委員會 本計劃為中、小學老師舉辦「唐詩新唱老師培訓班」，學習如何以普通話向

學生教授唐詩。整個培訓計劃一共 6 班，總共有 161 名老師參加。 



已完成的項目（普通話） 
（截至 2019 年 8 月 31 日） 

編號 年份 名稱 籌辦機構 影響 

61 2008 香港中、小學生普通話水平

研究計劃 
香港考試及評核局 本研究由香港考試及評核局進行，由 2008 至 2011 年，為期三年，以小三、

小六及中三學生為研究對象。本研究提供了有關香港學生普通話水平的有

用資料，而在研究過程中發展出來的等級描述和示例，也可以進一步發展

以助市民了解其普通話能力在本港屬何水平。 

62 2009 推廣普通話計劃

（2008/09）——｢香港任我

行｣ 學生普通話旅遊大使

培育計劃 

香港專上學院 本計劃讓學生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學習和應用普通話，大大提升他們使用普

通話的信心和能力。本計劃共有來自 40 所學校的 280 名學生參加。 

63 2009 推廣普通話計劃

（2008/09）——「財經點

滴」 

新城廣播有限公司 本計劃製作了普通話電台節目《財經點滴》，帶出特定普通話用語，加深公

眾對普通話的認識。 

64 2009 推廣普通話計劃

（2008/09）——推廣普通

話活動（香港電台） 

香港電台 本計劃通過「中學生普通話電台廣播劇訓練班」、「粵港澳高校辯論賽」及

「廣播主持人選拔賽」等活動，讓學生可以在更生活化而有趣的環境下學

習普通話，同時加強他們以普通話溝通的能力。 

65 2009 推廣普通話計劃

（2008/09）——全港中小

學普通話演講比賽 

新市鎮文化教育協會有限

公司 
本計劃透過演講比賽提高全港中、小學生學習普通話的興趣。 



已完成的項目（普通話） 
（截至 2019 年 8 月 31 日） 

編號 年份 名稱 籌辦機構 影響 

66 2009 推廣普通話計劃

（2008/09）——到校普通

話戲劇訓練計劃 

新域劇團有限公司 本計劃在 35 所小學舉辦「到校戲劇訓練工作坊」。透過戲劇訓練，讓參與

學生在輕鬆的環境下練習及應用普通話，以提升普通話水平。 

67 2009 推廣普通話計劃

（2008/09）——全港中小

學普通話歌唱比賽 

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 本計劃透過歌唱比賽向全港中、小學生推廣普通話，讓他們有活用普通話

的機會，並培養聽、說普通話興趣，藉以提升其普通話水平。本計劃共有

來自 258 所學校的 1 367 名學生參加。 

68 2009 推廣普通話計劃

（2006/07）——普通話節

2006（香港電台） 

香港電台 本計劃通過舉辦「粵港澳普通話大賽（港區賽）」、「2006 大專普通話辯論

賽」和「2006 普通話校園廣播站」等活動，引發老師及同學對普通話的興

趣，並提高學生的普通話水平。 

69 2010 推廣普通話計劃

（2009/10）——全港中小

學普通話歌唱比賽 

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 本計劃透過歌唱比賽向全港中、小學生推廣普通話。比賽除了讓他們可以

有活用普通話的機會，也可培養他們聽、說普通話的能力和興趣，共有來

自 196 所中、小學的 1 943 名學生參加。 

70 2010 推廣普通話計劃

（2009/10）——全港中小

學普通話演講比賽 

新市鎮文化教育協會有限

公司 
本計劃透過演講比賽推動本港普通話學習風氣，並提高全港中、小學生的

普通話表達能力。比賽分初小、中小、高小、初中及高中五組舉行，共有

1 473 名學生參加。 

71 2010 推廣普通話計劃

（2010/11）——製作電視

節目《粵普對照生活通》、

商場演出及主題歌曲 

電視廣播有限公司 本計劃製作了 15 集電視節目《粵普對照生活通》，先在大型商場進行推廣

宣傳，繼而在電視廣播有限公司的翡翠台分三個星期每晚播出一集。節目

共有逾 130 萬名觀眾收看，在社區層面營造了良好的普通話學習氛圍，提

高了市民對學習普通話的興趣。 



已完成的項目（普通話） 
（截至 2019 年 8 月 31 日） 

編號 年份 名稱 籌辦機構 影響 

72 2010 推廣普通話計劃

（2010/11）——新城《財

經點滴》 

新城廣播有限公司 本計劃製作了普通話電台節目《財經點滴》，帶出特定普通話用語，加深公

眾對普通話的認識。 

73 2010 推廣普通話計劃

（2010/11）——普通話語

言藝術系列講座及工作坊 

語苑培訓中心 本計劃邀請內地專家來港舉行中、小學教師工作坊及學生講座，通過朗誦、

演講和講故事等語言藝術活動，培養學生學習普通話的興趣和提高普通話

能力，以及提升教師的專業能力。相關材料也製作成光碟，供有興趣的老

師和學生參考。本計劃共舉行了 12 場教師工作坊（每場超過 15 人參加）

及兩場學生講座（每場超過 180 人參加）。  

74 2010 推廣普通話計劃

（2010/11）——全港小學

普通話話劇比賽 

賽馬會毅智書院 本計劃通過話劇相關的活動提升學生學習普通話的興趣，並培養學生的普

通話溝通應用能力。「全港小學普通話話劇比賽」共有來自 34 所學校的

1 024 名學生參加，而「戲劇與普通話教學講座」則有 31 所學校參加。 

75 2010 推廣普通話計劃

（2010/11）——商台《分

分鐘實用普通話》 

香港商業廣播有限公司 本計劃製作了電台節目《傳情達意普通話》（原名《分分鐘實用普通話》），

內容包括對應不同生活場景的正確普通話用語、讀音及有趣的普通話俚

語，希望藉此提高聽眾的普通話水平。 

76 2010 推廣普通話計劃

（2010/11）——全港普通

話推銷演講比賽 

香港市務學會 本計劃透過推銷演講比賽提高參加者使用普通話的能力。比賽分為企業

組、個人組與大專生組。 



已完成的項目（普通話） 
（截至 2019 年 8 月 31 日） 

編號 年份 名稱 籌辦機構 影響 

77 2010 推廣普通話計劃

（2010/11）——「香港任

我行」學生普通話服務業推

廣大使培育計劃 

香港專上學院 本計劃為來自 40 所不同中學的 280 名學生提供普通話說話技巧培訓，提升

他們說普通話的興趣及提高其普通話溝通能力。 

78 2010 推廣普通話計劃

（2010/11）——中學生普

通話廣播劇訓練及比賽 

香港電台 本計劃通過「中學生普通話廣播劇訓練及選拔賽」、「普通話廣播劇工作坊」

及「普通話廣播劇選拔賽」等活動，讓中學生實踐普通話廣播劇製作，加

強他們的普通話溝通及表達力。 

79 2011 推廣普通話計劃

（2010/11）——全港中小

學普通話演講比賽 

新市鎮文化教育協會有限

公司 
本計劃透過演講比賽推動本港普通話學習風氣，並提高學生的普通話表達

能力。比賽分初小、中小、高小、初中及高中五組舉行，共有來自 350 所

中、小學的 1 750 名學生參加。 

80 2011 推廣普通話計劃

（2010/11）——AIA 求職

王語文比賽 

AIA 國際會計師公會慈善

及教育基金 
本計劃要求參加者（大專學生）以英語和普通話進行演講並即場回答評判

提出的相關問題，從而提高參賽者的普通話能力。 

81 2011 推廣普通話計劃

（2011/12）——商台《傳

情達意普通話》 

香港商業廣播有限公司 本計劃製作了電台節目《傳情達意普通話》（原名《分分鐘實用普通話》），

內容包括對應不同生活場景的正確普通話用語、讀音及有趣的普通話俚

語，希望藉此提高聽眾的普通話水平。 

82 2011 推廣普通話計劃

（2011/12）——新城《財

經點滴》 

新城廣播有限公司 本計劃製作了普通話電台節目《財經點滴》，帶出特定普通話用語，加深公

眾對普通話的認識。 



已完成的項目（普通話） 
（截至 2019 年 8 月 31 日） 

編號 年份 名稱 籌辦機構 影響 

83 2011 推廣普通話計劃

（2011/12）——「香港任

我行」學生普通話服務業推

廣大使培育計劃 

香港專上學院 本計劃為來自 41 所不同中學的 287 名學生提供普通話說話技巧培訓，提升

他們說普通話的興趣及提高其普通話溝通能力。 

84 2011 推廣普通話計劃

（2011/12）——全港小學

普通話話劇比賽 

賽馬會毅智書院 本計劃通過話劇相關的比賽和工作坊提升學生學習普通話的興趣，並培養

學生普通話的溝通應用能力。其中「全港小學普通話話劇比賽」共有來自

26 所學校的 383 名學生參加，而「戲劇與普通話教學講座」則有 31 所學

校參加。 

85 2011 推廣普通話計劃

（2011/12）——中學生普

通話廣播劇訓練及比賽 

香港電台 本計劃通過普通話廣播劇工作坊和比賽，讓參加的中學生可以實踐以普通

話製作廣播劇，從而提升他們普通話的溝通及表達能力。 

86 2011 推廣普通話計劃

（2011/12）——香港小學

生中國語言文化增潤活動 

香港孔子學院有限公司 本計劃以輕鬆的遊戲和各種趣味活動增加學生接觸和使用普通話的機會，

並提升學生學習普通話的興趣。本計劃共有來自 20 所小學的 494 名學生參

加。 

87 2011 推廣普通話計劃

（2011/12）——全港中小

學普通話演講比賽 

新市鎮文化教育協會有限

公司 
本計劃透過演講比賽推動本港普通話學習風氣，並提高全港中、小學生的

普通話表達能力。比賽分初小、中小、高小、初中及高中五組舉行，共有

來自 376 所中、小學的 1 920 名學生參加。 



已完成的項目（普通話） 
（截至 2019 年 8 月 31 日） 

編號 年份 名稱 籌辦機構 影響 

88 2012 推廣普通話計劃

（2012/13）——新城《財

經點滴》及《商務普通話快

線》 

新城廣播有限公司 本計劃製作了電台普通話節目《財經點滴》及《商務普通話快線》，帶出特

定普通話用語，加深公眾對普通話的認識。 

89 2012 推廣普通話計劃

（2012/13）——全港中小

學普通話演講比賽 

新市鎮文化教育協會有限

公司 
本計劃透過演講比賽推動香港普通話學習風氣，並提高本港中、小學生的

普通話表達能力。比賽分初小、中小、高小、初中及高中五組舉行，共有

來自 396 所中小學的 2 133 名學生參加。 

90 2012 推廣普通話計劃

（2012/13）——香港小學

生中國語言增潤活動 

香港孔子學院有限公司 本計劃以輕鬆的遊戲和各種趣味活動增加學生接觸和使用普通話的機會，

並提升學生學習普通話的興趣。 

91 2012 推廣普通話計劃

（2012/13）——小學生普

通話互動式音樂戲劇巡迴

演出 

新域劇團有限公司 本計劃在 50 所小學巡迴演出互動式普通話劇《金尾小恐龍》共有 13 813
名小二至小四學生參與，讓學生以普通話跟演員互動，從而提升學生學習

普通話的興趣。 

92 2013 推廣普通話計劃

（2012/13）——職業普通

話培訓計劃 

職業訓練局 本計劃舉辦五個不同行業（零售業、酒店業、餐飲業、旅遊業和地產代理）

的職業普通話工作坊，強化學員對行業的普通話詞彙、發音及表達技巧的

了解，讓他們可以適切地在實際的職場交流中應用普通話。 



已完成的項目（普通話） 
（截至 2019 年 8 月 31 日） 

編號 年份 名稱 籌辦機構 影響 

93 2013 推廣普通話計劃

（2013/14）——綠化我家

嘉年華 

香港普通話研習社 本計劃舉辦以環保為主題的嘉年華會，共有約 30 所小學的學生及其家長參

加。嘉年華會的各式攤位和表演都以普通話作主要溝通工具，從而提升參

加者學習普通話的興趣。 

94 2013 推廣普通話計劃

（2013/14）——全港中小

學普通話演講比賽 

新市鎮文化教育協會有限

公司 
本計劃透過演講比賽推動香港普通話學習風氣，並提高全港中、小學生的

普通話表達能力。比賽分初小、中小、高小、初中及高中五組舉行，共有

來自 410 所中、小學的 2 150 名同學參加。 

95 2013 推廣普通話計劃

（2013/14）——《反斗普

通話》 

香港電台 本計劃透過電視及電台節目，展示普通話在不同情境下日常應用的情況以

及職場上經常錯用和誤用的普通話語法。 

96 2013 推廣普通話計劃

（2013/14）——《時刻普

通話》 

新城廣播有限公司 本計劃透過電台每兩小時播放一次的報時訊息，並藉著小朋友的可愛聲

線，以普通話教授生活用語。 

97 2013 推廣普通話計劃

（2013/14）——職業普通

話培訓計劃 

職業訓練局 本計劃舉辦多個不同行業的職業普通話工作坊，例如零售業、酒店業、餐

飲業、旅遊業、銀行業、保險業和地產代理等，以強化學員對行業的普通

話詞彙、發音及表達技巧的了解，讓他們可以適切地在實際的職場交流中

應用普通話。本計劃共有 239 名在職人士參與職業普通話工作坊。 



已完成的項目（普通話） 
（截至 2019 年 8 月 31 日） 

編號 年份 名稱 籌辦機構 影響 

98 2014 第十七屆全港中小學普通

話演講比賽 2015 
新市鎮文化教育協會有限

公司 
本計劃透過舉辦講座及工作坊、演講比賽推動香港普通話學習風氣，並提

高學生的普通話表達能力。比賽分初小、中小、高小、初中及高中五個組

別，共有 1 877 名來自 341 所中、小學的學生參加。另外有 115 名中、小

學老師參與講座及工作坊。 

99 2014 全港小學生普通話電台廣

播劇比賽 
香港中華文化發展聯合會

有限公司 
本計劃透過舉辦普通話研習講座、普通話電台廣播劇工作坊以及普通話電

台廣播劇比賽，提升本港小學生的普通話溝通及應用能力，並讓他們學習

正確的普通話發音。本計劃分別有 71 及 257 人次參與講座及工作坊和 489
名小學生及家長參與比賽。 

100 2014 《一個不錯的錯誤》小學巡

迴教育劇場及《逃出墨汁》

中學巡迴教育劇場 

遊劇場 本計劃透過加入互動環節的話劇讓學生參與其中，增加他們學習普通話的

主動性和興趣。本計劃在 36 所小學舉行 50 場名為《一個不錯的錯誤》的

演出及 39 所中學舉行 50 場名為《逃出墨汁》的演出，共 15 772 名小學生

及 16 583 名中學生參與。 

101 2014 中學巡迴劇場《異口同聲》 戲遊舞台 本計劃透過互動戲劇增加中學生運用普通話的機會和提升他們的普通話水

平。本計劃在 44 所中學舉行 50 場名為《異口同聲》的演出，共 17 223 名

學生參與。 

102 2014 《語常會特約──「普通

話‧行行出狀元!」單元廣

播劇》及《語常會特約——
商務普通話快線》 

新城廣播有限公司 本計劃製作了電台普通話節目，包括「普通話•行行出狀元!」單元廣播劇，

以各行各業的日常情景對話，提醒聽眾學好普通話以增強職場競爭力；及

《商務普通話快線》，透過電台訊息，集中教授商務上的正確用字，提醒公

眾人士正確使用普通話。 



已完成的項目（普通話） 
（截至 2019 年 8 月 31 日） 

編號 年份 名稱 籌辦機構 影響 

103 2015 香港高中學生普通話演講

大賽 2017 
恒生管理學院中國語言及

文化研習所普通話培訓測

試中心 

本計劃旨在提升高中學生運用普通話的傳意能力，藉著講座、工作坊、中

學現場指導、演講訓練營及演講比賽，增強他們的溝通能力。2015/16 學年

共有來自 39 所中學的 218 名學生參加；2016/17 學年共有來自 46 所中學的

174 名學生參加。 

104 2015 小嘴巴‧說大道理——普通

話電台講故事比賽 
香港中華文化發展聯合會

有限公司 
本計劃透過舉辦普通話演講及演說故事技巧訓練工作坊和普通話電台講故

事比賽，提升本港小學生的普通話溝通及應用能力。2015/16 學年共有來自

89 所中、小學的 608 名師生及公眾人士參加；2016/17 學年共有來自 90 所

中、小學的 675 名師生及公眾人士參加。 

105 2015 第十八屆全港中小學普通

話演講比賽 2016；及第十

九屆全港中小學普通話演

講比賽 2017 

新市鎮文化教育協會有限

公司 
本計劃透過演講比賽推動本港中、小學的普通話學習風氣，提升中、小學

生的語文能力。比賽分初小、中小、高小、初中及高中五個組別。2015/16
學年共有 1 984 名來自 385 所中、小學的學生參加。另外有 81 名中、小學

老師參與講座及工作坊。2016/17 學年共有 1 922 名來自 362 所中、小學的

學生參加。另外有 79 名中、小學老師參與講座及工作坊。 

106 2015 2015/16 年度——中、小學

巡迴教育劇場（全新劇

目）；及 2016/17 年度——
中、小學巡迴教育劇場（重

演） 

遊劇場 本計劃透過結合「戲劇」與「互動」的表演方式，讓普通話變得生動有趣，

從而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培養其終身學習的態度。本計劃於 2015/16 學

年分別在 35 所小學舉行 50 場名為《不普通的雪糕店》的演出及在 43 所中

學舉行 49 場名為《不普通的郊外遊》的演出，共 18 748 名小學生及 16 239
名中學生參與；2016/17 學年分別在 35 所小學舉行 50 場名為《一個不錯的

錯誤》的演出及在 43 所中學舉行 50 場名為《逃出墨汁》的演出，共 18 473
名小學生及 15 008 名中學生參與。 



已完成的項目（普通話） 
（截至 2019 年 8 月 31 日） 

編號 年份 名稱 籌辦機構 影響 

107 2015 中學巡迴劇場《上集「型男

宅急便」(2015)》；及《下

集「情迷上海灘」(2016)》 

戲遊舞台 本計劃透過互動戲劇，讓演員與學生直接交流，創造學習普通話的平台，

提高學生對運用普通話的興趣。本計劃在 2015/16 學年在 43 所中學舉行 50
場名為《上集「型男宅急便」》的演出，共 14 348 名學生參與；2016/17 學

年在 46 所中學舉行 50 場名為《下集「情迷上海灘」》的演出，共 15 630
名學生參與。 

108 2017 《樂在普通話之火鳳三國

群英傳》學校巡迴戲劇演出 
A2 創作社 本計劃以一部有關三國故事的香港漫畫《火鳳燎原》為背景開展互動劇場，

引導學生以普通話協助劇中人物解決困難，以提高學生運用普通話的能力。 

109 2017 「語言路‧文化緣」普通話

國際交流活動 
香港中文大學雅禮中國語

文研習所 
本計劃由正在香港中文大學修讀普通話的交換生、國際本科生、在職人士

及校友組成的交流團到訪中、小學，以普通話進行文化交流活動及舉辦講

座。 

110 2017 《戲劇夢飛行——學生普

通話戲劇推廣大使培育計

劃》 

香港理工大學香港專上學

院 
本計劃糅合普通話學習、戲劇表演及弘揚中國文化三大學習元素，藉著一

連串專題講座、考察活動、戲劇匯演及成果分享會等活動，提升中學生的

普通話應用水平及培養學生積極正面的人生觀。 

111 2017 香港中學生普通話演講大

賽 2019 
恒生管理學院 i中國語言及

文化研習所普通話培訓測

試中心 

本計劃藉著一系列的工作坊、暑期特訓及於 2019 年暑假舉行的大賽，提升

中學生運用普通話的傳意能力，並增強他們的溝通及擔任主持的能力。 



已完成的項目（普通話） 
（截至 2019 年 8 月 31 日） 

編號 年份 名稱 籌辦機構 影響 

112 2017 小嘴巴‧說大道理——普通

話電台唐宋詩詞廣播劇比

賽 

香港中華文化發展聯合會

有限公司 
本計劃以唐宋詩詞為主題，透過舉辦工作坊及比賽，為中、小學生提供普

通話廣播劇或講故事訓練，提升他們的普通話溝通及應用能力。入圍學生

均獲安排到電台錄音，實踐所學。 

113 2017 第二十屆全港中小學普通

話演講比賽 2018；及第二

十一屆全港中小學普通話

演講比賽 2019 

新市鎮文化教育協會有限

公司 
本計劃為全港最具規模的普通話演講比賽，通過舉辦教師、學生工作坊及

比賽，提升學生的演講能力。 

114 2017 中小學巡迴教育劇場 遊劇場 本計劃結合「戲劇」與「互動」的表演方式，讓普通話融入生活，從而提

升學生對學習普通話的興趣，培養其終身學習的態度。 

115 2017 中學巡迴劇場 戲遊舞台 本計劃旨在創設平台，讓學生跟演員交流互動，以提高學生學習普通話的

興趣。 

 
                                                      
i 該機構於 2018 年 10 月 30 日正名為香港恒生大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