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席獻辭

語文教育的精益求精——研究‧發展‧創新

黃嘉純先生, SBS, JP 

語文教育及研究常務委員會主席

語文教育及研究常務委員會（語常會）在1996年成立，目的

是就語文教育事宜向政府提供意見。自成立以來，語常會一

直致力於幫助港人提升兩文（中、英文）三語（粵語、普通

話及英語）的能力，並通過運用語文基金，推出不少跟香港

語文教育政策及教育局的工作相輔相成的措施，包括：優化

中英文學與教、落實學校課程改革、促進教師專業發展，以

及為香港整體社會營造有利的語文學習環境。

我們相信，參考本地及國際的教學實踐和經驗，有助制訂

語文教育政策，並能為未來語文教育發展打下更堅實的基

礎。由2015至2018年，語常會因應21世紀的社會發展、教

育需要及人們對語文水平的期望，資助了多個優質而先進

的研究與發展項目，內容涵蓋了「照顧不同學習需要的中

英文教學法」、「語文教育在不同學習階段的銜接」及「

非華語人士學習中文」等跟語文教育相關的優先主題。

「研究」是就著一個課題進行仔細剖析，以發現新資訊、

建立新見解。更好地了解人們發展語文能力的過程，有助

我們採取更先進的教學方法，成就優質的語文教育。今

天的研討會以「語文教育的精益求精——研究‧發展‧創

新」為主題，除了為我們提供一個分享當前語文教育相關

的知識、經驗和研究成果的平台，更突顯了追求優質語文

教育的過程中，推動及支持研究與發展項目的重要性。

在此我謹代表語常會衷心感謝參與各個資助項目的學者及

研究人員。你們為香港語文教育作深入研究、發展新知和

提出卓見，所付出的時間、努力和承擔，定可以為香港的

語文教育打下堅實的基礎。當然，追求優質語文教育之路

仍然漫長，且讓我們把當前匯集到的知識，化作創新且有

效的方案，來提升香港人兩文三語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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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談會 (一)

減低來自低社會經濟地位家庭的學前教育兒童在早期語文能力上的差

異：一項早期元語言介入計劃的影響�

首席研究員

鍾杰華教授
香港教育大學幼兒教育學系

聯席研究員

Prof Catherine MCBRIDE
香港中文大學心理學系

林俊彬博士
香港教育大學幼兒教育學系

劉鐸博士
香港教育大學特殊教育與輔導學系 
 

本計劃設計了適用於幼稚園的語文活動，並在來自低收入

家庭的幼兒中試行。幼兒均參與了語文能力前測和後測，

兩次測試之間課程組完成了30節中英文活動；對照組則沒

有參與相關活動。結果顯示，控制了家長教育程度、幼兒

性別、年齡和前測能力後，課程組在中文語音意識和語素

意識，及英文語音意識、詞彙知識和單詞閱讀的後測分數

均顯著高於對照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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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談會 (一)

香港中學華籍英語學生如何協調自動化內容回饋和相關學習元素以改善

作文的個案研究：教學含意的探討

首席研究員

李芳琼教授
香港公開大學教育及語文學院

聯席研究員

張國威博士 
黃志權博士
香港浸會大學計算機科學系

本研究揭示了十二名14-15歲高、中、低英語水平的第二

語言學習者如何在三個寫作工作坊使用一個自動化內容回

饋系統	 (ECS2.0)	 輔助寫作。通過口頭報告和刺激回憶方

法，本研究發現三組青少年語言學習者的寫作策略和他們

如何調節內容回饋系統提供的意見的過程。寫作策略包括

提問自己要寫什麼、怎麼寫、如何閱讀、規劃、評價意見

和解決問題。兩組資料找到四十八種代表四類型的思想活

動，以及六方面的寫作方式。三組青少年語言學習者運用

自己的方法努力完成自己的寫作。他們最關心的是寫作內

容，其次是如何表達自己。儘管十二個案例研究的結果可

能不具普遍性，但通過口頭報告和回憶方法，研究結果闡

明青少年英語學習者如何使用ECS2.0和電腦科技幫助他們

豐富寫作內容和語言，加強我們對這群英語學習者的思想

活動和寫作策略的理解。最後，本研究也提出了相關教學

方法協助低英語水平學習者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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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談會 (一)

香港少數族裔學生習得中文詞彙時使用的學習策略和方法

首席研究員

李彬博士
香港城市大學翻譯及語言學系

聯席研究員

藺蓀博士
香港城市大學翻譯及語言學系

王培光博士

本研究抽樣調查了非華語少數族裔中小學生的中文詞彙學

習情況，並檢測了他們處理詞彙的策略和方法。結果顯示

非華語學生的中文程度多為初中級水平，不了解詞彙學習

策略，極少使用詞典。詞彙延後測試表明他們對新詞彙記

憶率偏低，保持效果不理想。根據研究結果，我們提出對

非華語學生進行策略及詞典使用的培訓，以及豐富為二語

學習者而設的中文詞典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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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談會 (二)

以輔助教材提昇非華語小六學童中文能力之行動研究

首席研究員

梁慧敏博士
香港理工大學中文及雙語學系

香港非華語學生學習中文最大的困難是閱讀和寫作，加上

長期以來適合本港非華語小學生的中文教材十分短缺，為

此實在有必要設計體現前沿教學策略的教材，使本港非華

語學生得到適切的中文學習支援。本研究建立在分析非華

語小學生讀寫中文的困難及典型語言偏誤、正規教材優缺

點的基礎上，研發針對非華語小學生學習需要的二語字詞

學習表、語法學習系統、評估能力要點和教學策略，據此

設計了針對非華語小學生的輔助教材。教材結合字詞結構

和語句語法，有系統地增加非華語學生的字詞量和語法知

識，以認字、構詞、造句為綱目，按不同語言點實踐任務

型教學策略，採用遊戲和練習的形式完成教學任務，逐步

提升非華語學生的中文聽說讀寫能力，期望為香港「中文

作為第二語言」教學體系的發展出一分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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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談會 (二)

香港印地烏爾都語中、小學生粵語元音和語調的習得研究

首席研究員

劉藝博士
香港理工大學中文及雙語學系

聯席研究員

陳瑞端教授
香港理工大學中文及雙語學系

本研究以人數較多的烏爾都語中、小學生為對象，用聲學

分析（與母語者對比）和母語者評分的量化統計方法，考

察學習者粵語元音和語調的產出和感知表現。結果顯示非

母語者元音和語調的感知好於產出，而粵語陌生元音的習

得差於相似元音，小學生的元音輸出好於中學生。語調音

高，尤其是疑問語調音高的上升特徵則掌握欠佳，課題還

設計並進行了針對性的聽說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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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談會 (二)

通過語音和拼音以提高非華語學童的中文水平

首席研究員

莫碧琪博士
香港中文大學語言學及現代語言系

聯席研究員

余梓麟博士
芝加哥大學語言學系

入讀香港主流學校的南亞裔學生人數日增，但關於他們的

粵語習得的研究卻極匱乏。本研究目的有二：研究此類學

生的粵語習得，並教導他們使用粵拼輸入法。我們發現，

由於語言背景不同，在粵語音系的對立關係中，他們較有

能力分辦聲母送氣對立、元音長短及圓唇度，卻不能分辦

入聲字韻尾和聲調。此外，與手寫相比，他們能通過粵拼

改善輸入中文字的速度及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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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談會 (三)

對話閱讀課程對以中文為第二語言的香港幼稚園少數民族兒童早期語言

和閱讀能力影響的干預研究

首席研究員

周彥玲博士
香港教育大學幼兒教育學系

聯席研究員

鐘杰華教授
香港教育大學幼兒教育學系

Prof Catherine MCBRIDE
香港中文大學心理學系

本研究探討在對話閱讀課程中加入多感觀學習元素或語素意識

訓練會否提升以中文為第二語言的香港非華語幼兒的中文認字

和寫字能力。我們在香港的幼稚園邀請了118名三至四歲以中文

為第二語言的非華語幼兒參與研究（平均年齡：49.80月；標準

差：7.91月）。按照家長提供的數據，參與研究的幼兒的母語

如下：英語（41）、烏都語（26）、尼泊爾語（14）、旁遮普語

（14）、他加祿語（4）、印地語（4）、韓語（3）和印尼語、

孟加拉語、荷蘭語、尼日利亞埃維語、法語、盧安達語、俄語和

坦米爾語各一名。

參加者隨機分配到以下三組中一個組別：	

- 對話閱讀課程配合多感觀漢字學習（人數：39人，21男和18女） 

- 對話閱讀課程配合語素意識訓練（人數：40人，13男和27女） 

- 只接受對話閱讀課程的控制組（人數：39人，21男和18女） 

參加者會在干預課程前和後接受中文閱讀和寫字能力有關的評

估。測試包括中文讀字、寫字、字彙認知、語音處理、詞素意

識、字形結構意識、手眼協調和抄寫技巧。研究結果指出，對話

閱讀課程配合多感觀學習對非華語幼兒的短期認字和寫字能力上

有最顯著的功效，而對話閱讀課程配合語素意識訓練對幼兒的短

期字彙發展比較有效。在干預課程結束三個月後，我們為參加者

進行了跟進測試。追蹤分析的結果指出，對話閱讀課程配合多感

觀學習對非華語幼兒在長期認字和寫字能力上比控制組更為出色

(p	<	.01)。這些結果對設計以中文為第二語言的香港非華語幼兒

的課程有著重大影響。

摘要

所有參與對話閱讀課程的幼童

享受這類分享閱讀的活動，而

且在所有與中文有關的測試中

的成績也有顯著提升

對話閱讀課程配合多感觀學習

比其他組別更能提升幼兒讀字

和認字能力

對話閱讀課程配合語素意識訓

練能提升幼童的中文字彙習得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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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談會 (三)

教學法與英語語文技巧：有關香港華人兒童以英語作第二語言之研究

首席研究員

楊少詩博士
香港教育大學心理學系

 

聯席研究員

吳美莉博士
香港教育大學幼兒教育學系

本項目的目的包括：（１）通過分析課程文件和觀察英語

課程，描述幼稚園目前各種的英語教學的實踐；及（２）

研究各種教學方法對早期英語認字能力的影響。我們收集

有關英語教學的課程文件，並同時於每所學校隨機挑選一

班K3班別進行為期一整學年的課堂觀察。我們一共記錄了

128節課堂，並就教學內容、教學質量和教學法這三方面

進行分析。同時，學童亦在一年內進行了三次英語評估。

研究結果顯示，幼稚園的英語課程同時有著共同性和差異

性。我們更發現學校/教師的因素能夠有效地解釋學童於一

年內語言和識字率的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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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談會 (四)

少數族裔初中生中文課外閱讀網上平台

首席研究員

何萬貫教授
明愛專上學院人文及語言學院

聯席研究員

梁詩明博士
明愛專上學院

本計劃利用平台協助少數族裔初中生閱讀文章，目的在於

提高其中文水平。教材特色：

1/	以香港的衣食住行真實生活為題材編寫教材	

2/	部分教材反映少數族裔的文化	

3/	文章分六個等級，附上朗讀及卡拉OK效果，藉以照顧	

			學習差異

實驗結果表明：在中文老師協助下，參加本計劃之同學其

閱讀成績和詞彙量有顯著的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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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談會 (四)

在流動裝置上的中文閱讀私人助教

首席研究員

李思源博士
香港城市大學翻譯及語言學系

 

聯席研究員

揭春雨博士 
衛真道教授  
(Prof Jonathan WEBSTER)
香港城市大學翻譯及語言學系

由於大量的課外閱讀對學習外語來說十分重要，除了教科書

以外，學習者還需採用其他閱讀材料。選擇合適的讀物並

非易事，因為讀物須含有足夠的新詞彙去擴展學習者的詞彙

量，但新詞彙不宜過多，以免妨礙學習者理解讀物內容。

大部分的閱讀文本檢索系統都要求使用者自行選擇語言等

級水平，但使用者往往難以判斷最適合自己的等級，一般

通用的等級也無法滿足每位使用者的個人需要。本文通過

構建能預測使用者已習得詞彙，並在與使用者的互動中自

動更新其預測結果的學習者模型，從而建立個人化、自適

應的文本檢索方式，讓使用者以新詞彙含量百分比來搜索

難度適合的文章。

我們在一個針對漢語作為外語學習的流動應用程式裏，評

估此檢索方法對幫助使用者搜索難度合適文章的效用。實

驗結果顯示，個人化的學習者模型比現有的模型能更準確

地預測新詞彙，自適應的模型亦提高了文本難度估計的精

確程度。

13



座談會 (四)

中學非華語學生的中文教與學支援計劃

首席研究員

羅嘉怡博士
香港大學教育學院中國語言及文學部

聯席研究員

謝錫金教授 
岑紹基博士 
祁永華博士 
關之英博士
香港大學教育學院中文教育研究中心

劉文建博士
香港大學計算機科學系

戴忠沛博士
香港大學教育學院中國語言及文學部

本計劃與8所先導中學合作，旨在研究創新的中文二語教學

法和教師發展模式對提升非華語學生中文學習的作用。

研究發現，與教師協作研發的「閱讀促進學習」、「戲劇

學中文」和「mLang移動應用程式輔助學習」教學法，能配

合主流及校本課程，讓學生更自主投入學習，有效提升中

文能力，並促進教師專業成長與更新，有助「中文二語學

習架構」的進一步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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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會 (一)

在以英語作為學科教學語言中——探索觀念語意結合之教學策略研究

首席研究員

練美兒教授
香港大學教育學院英國語文教育部

聯席研究員

陳錦河博士 
香港大學教育學院數理教育部

關艷蓮博士 
香港大學教育學院政策、行政及 

社會科學教育部

盧婉怡博士
香港大學教育學院英國語文教育部

本研究在不同年級	 EMI科學、生物和地理課運用「概念+語

文構意導圖」教學法。採用基於設計的混合研究方法，以

測試評估該教法和教材，並以課堂觀察和師生訪談進一步

檢視其成效。研究顯示該教法對學生的學科和語言知識都

有促進作用；教師基於該教法為學生提供的「預設」和「即

時」鷹架支援，及課堂上有針對性問答，對學生學科及語

言知識發展幫助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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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會 (二)

通過探索和改革評估提示以英語作為教學語言的教學法

首席研究員

盧婉怡博士
香港大學教育學院英國語文教育部

聯席研究員

練美兒教授 
Prof David CARLESS
香港大學教育學院英國語文教育部

馮俊樂博士 
香港大學教育學院數理教育部

這項研究旨在探討以英語作為教學語言（EMI）課程的評估

實踐。研究分析了各類型考試題目的要求，跟進了12位學

科教師的課堂目標、教學和評估實踐，以及審視如何設計

評估測試以有效地反映學生在學習學科內容和語言方面的

進度。這項研究的結果加深了我們對EMI評估實踐的理解，

並對如何設計有效的評估和提高EMI課程的學習效率，提供

了重要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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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會 (三)

香港高中學生閱讀文言文的困難及現行中文科文言文教學的成效

首席研究員

劉潔玲教授
香港中文大學課程與教學學系

研究結果顯示學生在的文言文閱讀能力欠佳，其中以字詞

認讀能力最弱，學生閱讀文言文最大的困難同樣在字詞層

面，經過一年的學習後，整體學生在閱讀測驗的表現並未

有進步，對閱讀文言文的困難觀感也沒有減少。各校的文

言文教學方式略有不同，但同樣以講解、提問和練習為

主，研究結果反映教師教學對提高學生文言文閱讀能力的

成效會受不同因素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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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會 (五)

支援副學位學生學術用語發展：跨學科雙軌教學模式

首席研究員

唐嘉雯博士
香港理工大學香港專上學院語文及 

傳意學部 

 

聯席研究員

潘鳳芹博士 
蕭樂怡女士 
香港理工大學香港專上學院語文及 

傳意學部

本研究旨在探究學科課程的特定英語需求以及提昇學生的

相關英語能力。根據第一階段研究結果設計並實施了跨課

程輔助教學課程，該教學法有效提昇了學生在學科課程的

特定英語能力，即指不只限於以字詞、句子來表達學科知

識，更需掌握相關篇章結構，能融入學科語境，以取得相

關學科的學術成就。本研究也促進了教師在跨課程輔助教

學課程上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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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會 (六)

以第二語言在課堂交流及學習學科知識：調查學習英語和學習數學及�

科學學科內容之間的關係

首席研究員

Dr Gary HARFITT
香港大學教育學院英國語文教育部

聯席研究員

葉穎欣博士 
莫雅慈博士 
黃小玲博士 
馮俊樂博士 
陳錦河博士 
李文生博士 
香港大學教育學院數理教育部

陳如茵博士 
香港大學教育學院英國語文教育部

黃小玲博士

顧問

徐碧美教授 
香港大學教育學院英國語文教育部

如何以第二語言掌握學科知識？本研究探討英語在初中數

學與科學科教與學的角色。研究小組分析本港八間中學的

課堂(中一及中二級)、問卷數據，訪問老師和學生，探

索這兩學科課堂交流的範疇。數據反映課堂採取各種雙語

教學模式，達致不同的教學成果。鑑於初中學生普遍對運

用英語學習學科知識缺乏信心，建議老師以有效的提問方

式，給予學生充分時間和空間參與課堂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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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會 (七)

運用語言學習策略克服小升中過程中語言挑戰

首席研究員

高雪松博士
澳洲新南威爾士大學教育學院 

 

聯席研究員

李詠燕博士 
香港大學教育學院英國語文教育部

本研究調查分析了香港中一學生用英語學習科學和數學中

所經歷的語言學習障礙和使用的自我調節語言學習策略。

我們收集和分析了許多種類的數據，發現學生經歷了各種

語言上的挑戰，包括學習過程中遇到術語和非術語，意義

密集的名詞短語和隱晦的邏輯關係等。研究還發現不同

學習成績的學生在利用資源來克服語言困難上的選擇也

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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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會 (八)

「香港非華語小學生語�料庫搜索系統」簡介

首席研究員

陳瑞端教授
香港理工大學中文及雙語學系

本語料庫的建立旨在呈現非華語學生在小學階段中文書面

語學習的歷程，以便為教育工作者揭示學生的階段性語言

面貌，為課程編排、教學規劃和教材編寫提供參考。語料

庫的語料主要取自部分本地小學一至六年級非華語學生所

產出的書面語，字數為30萬字。語料經過篩選、分類和錄

入後，以《漢語水平等級標準與語法等級大綱》和《現代

漢語詞典》（2005版）為標準，進行詞性、短語、句式、

標點、錯字等標註。漢字偏誤標註中，別字會根據錯誤類

型分類，錯字會以截圖顯示。用戶在使用語料庫時，可通

過輸入關鍵詞，搜索字、詞、語法項目、字詞偏誤、字頻

與詞頻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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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會 (九)

分析高中主流及影子教育過渡銜接至高等教育的英語學習經歷

首席研究員

容煒灝博士
香港教育大學課程與教學學系 

 

聯席研究員

Dr Ora KWO  
香港大學教育學院英國語文教育部

方思雅博士 
香港大學應用英語中心 

 

顧問

貝磊教授 (Prof Mark BRAY) 
香港大學教育學院政策、行政及 

社會科學教育部

本研究旨在了解大一學生在高中階段於主流學校和補習時

的英語學習經歷，及分析他們的英語水平能否切合大學英

語學習的需要。1,016位學生接受了問卷調查，當中66位

參與兩次面談。研究結果顯示學生的中學文憑試英語成績

與大學英語課程成績之間只存在微弱的正面相互關係，並

發現由中學銜接至大學英語學習的差距和挑戰，為大一學

生在過渡中學習給予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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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會 (十)

開發智能工具輔助學習YouTube視頻中之慣用語

首席研究員

練明心博士
香港理工大學英文系

要成功學習外語，關鍵在於課堂以外接觸多元化又地道的

外語材料。近年，網上電視及社交媒體大行其道，觀賞英

語電視劇、影片、流行曲等等已成為不少年輕人的日常習

慣，這些流行媒體為年輕人帶來學習地道英文詞彙及用法

的寶貴機會。

是項研究開發了智能英語學習軟件 I d i o m s T u b e		

(www.idiomstube.com)，讓學習者隨時透過網上視頻自學

地道英文慣用語。這套軟件能因應學習者自選的YouTube視

頻自動編製一系列慣用語練習，能監察其進度，並提供個

人化的學習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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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會 (十一)

通過成長小說促進語文學習與個人成長：高小至初中教學的過渡與銜接

首席研究員

霍玉英博士
香港兒童文學文化協會 

 

聯席研究員

張壽洪博士 
簡漢乾博士 
香港兒童文學文化協會

本研究通過成長小說的學與教以達致下列目標：

一、	提升高小及初中學生在「語文學習」與「個人	

	 成長」的成效。

二、借助試教，增強教師在成長小說方面的知識和教學	

	 策略的掌握，優化課堂實踐。

三、	構建成長小說教學的模式，推動成長小說的教學。

四、	向教育當局及相關持份者提供在中小學語文科推行	

	 成長小說教學的參照，優化本港語文課程和教學	

	 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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