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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撮要 

 

本報告書就參加「協助香港中、小學推行『以普通話教授中國語文科』計劃」（簡稱「普

教中支援計劃」）四所個案學校在三年間開展和推行「普教中」的過程作深入探討，並結合「普

教中」對學生學習中文的影響作出綜合匯報；最後，報告也會就如何在學校開展及推行「普教

中」提出改善建議。由於資料只來自四所參與「普教中支援計劃」的學校，故各種分析未必可

以普適化到所有推行「普教中」的學校。唯四所學校三年來的經驗，應該可以為學校如何推行

「普教中」提供有價值的參考經驗。 

 

「普教中支援計劃」優化了四所個案學校中文團隊的教學知識分享平台，教師大都能經

驗如何內化「普教中」教學知識。四所個案學校的教師能透過支援計劃在不同程度上掌控「普

教中」語文教學知識及技能。就四所個案學校來說，整體上「普教中」班的中文科成績較「廣

教中」班優勝；但因為兩類學生起步點不同，不能就此推論「普教中」優於「廣教中」，只能

反映「普教中」教學對個案學生的中文科學習沒有負面影響。而針對不同學習範疇和不同學習

階段，「普教中」的教學策略需要考慮作出調適，才能發揮較佳的教學效能。 

 

有利於開展和推行「普教中」教學的關鍵因素包括：由確認「普教中」目標以至甄選相

關合適教師，均須作仔細考慮，以落實「普教中」為中文科的發展重點；因應學校個別情況，

內地交流老師及教育局支援人員的持續支援，所需時間長短會有所不同；在既有的學科共同備

課、觀課和評課的基礎上，強調「普教中」應為其中一個焦點，以建立相關的知識轉移平台及

分享文化。妨礙「普教中」教學的關鍵因素包括學校欠缺聚焦的團隊學習文化，教師認為「普

教中」和「廣教中」只是教學語言轉變而忽略教學策略的調整，及教師缺乏穩固的語文教學知

識和普通話語音知識。 

 

良好的教師語言示範，有效的課文朗讀安排，恰當的提問引導，顧及學生能力的分組討

論和匯報，讀寫結合的教學流程，是有效的語文教學策略，語文教師必須在這基礎之上發揮「普

教中」的優點，才能取得最佳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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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學校「普教中」學生的中文科學習表現有所增長，而據學生背景問卷調查，在小學

越早推行「普教中」教學，學生語文學習的成效越高。 

 

對於有意推行「普教中」的學校，語文教育及研究常會委員會（語常會）向學校提供支

援時，宜強調以下數點的重要性：跟「廣教中」相比，「普教中」並非只是教學語言的轉變，

還得考慮中、普課程之間的關係，教學策略的微調等問題；把「普教中」納入中文科的學科發

展項目有助開展和推行「普教中」；安排具有良好中文及普通話的知識與能力的教師任教「普

教中」班；及因應發展「普教中」的目標投放充足資源。除了教育局恒常為教師提供的中文本

科知識、中文科教學法知識及普通話語音知識的培訓課程，教育局和語常會也可以多舉辦「普

教中」經驗分享會、出版一些總結個案學校或本地「普教中」教學實例經驗的刊物，使教師能

掌握配應的知識提升「普教中」的能力。 

 

整體來說，有意推行「普教中」的學校，除了在開展之前小心審視學校是否已具備相關

的條件外（請參考語常會《「在香港中、小學以普通話教授中國語文科所需之條件」研究報告》），

過程中也需要因應推行「普教中」而就確立發展重點、甄選並培訓教師、借助外部支援以至建

立聚焦的團隊學習文化等各方面作仔細部署，讓「普教中」能夠在學校順利發展，且良好的經

驗得以在教學團隊中傳承，以確保中國語文科的教學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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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引言 

香港教育學院課程與教學學系受語文教育及研究常會委員會（語常會）的委託，就「協

助香港中、小學推行『以普通話教授中國語文科』計劃」（簡稱「普教中支援計劃」）進行研究，

以整理支援及推行「普教中」的經驗並提出建議。語常會於 2008/09 學年開展了「普教中支援

計劃」，每所學校參與計劃的期限為三個學年。參與「普教中支援計劃」的學校，都有內地交

流老師及教育局語文教學支援組專家到校協助，策劃推行「普教中」，教師則可參與專業培訓

工作坊及到內地觀課，並須開展「學校開放課堂」活動。 

 

本研究計劃為期三年 (2012 年 3 月至 2015 年 2 月)，從參與 2011/12 年度「普教中支援計

劃」的中小學校，選出兩所小學及兩所中學進行個案研究，就如何推行「以普通話教授中國語

文科」（簡稱「普教中」）的情況作深入研究。研究問題是︰ 

1. 個案學校開展和推行「普教中」的過程如何及有什麼改變？ 

2. 針對個案學校而言，以普通話或廣東話作為中國語文科的教學語言對學生的中文學習成效

有什麼影響？ 

 

研究內容涉及四所學校的教學政策、課程管理、知識轉移的機制、中文科教師的團隊學

習能力和「普教中」知識管理能力、運用「普教中」和「廣教中」教學的觀感、以及學生以普

通話學習中國語文後在讀、寫、聽、說四個範疇的表現。研究團隊在這三年內到校與校長、統

籌老師、內地交流老師、參與計劃老師進行深度訪談及焦點小組訪談，觀課及課後訪談，並以

自行研發的語文能力評估工具評量學生語文能力的進展。研究團隊後來又應語常會要求，於

2014 年 6 月至 7 月期間，收集四所學校的同級「普教中」和「廣教中」班學生過往三年的中

國語文科成績，以及語言學習的背景資料和數據，以分析「普教中」和「廣教中」班在讀、寫、

聽、說四個範疇的表現。本研究的第一期報告及第二期報告已分別於 2012 年 11 月及 2013 年

11 月發表，本報告為計劃的終期報告，將就整個研究計劃的發現作綜合匯報並提出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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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理論框架 

本研究把個案學校概念化為一個回應「普教中」教學語言政策及家長要求的組織，並引

入「普教中」知識來提升學生中文學習效能。學校須要回應教學語言政策及家長對課程的要求，

從而獲取資源以持續發展。學校可運用管理策略，例如課程管理，組織學習及知識管理等，以

協調課程規劃和教師專業發展，令學生學習效能得以提升。本研究採用組織學習和知識管理的

理論框架來分析學校的教學策略，並探究個案學校如何內化「普教中」計劃所擷取的教學知識

和技巧，以及計劃對其課程、教材、教法、評估，以至學生的學習等方面帶來的改變。 

 

2.1 課程管理 

課程管理是指教育機構有組織地協調課程決策者、課程設計者、課程實施者三者關係，並

促成學習者達成預定學習目標的過程，其中涉及規劃、實施、評估和改進的管理活動。本研究

分析影響學校課程決策者開展「普教中」的因素，探討校本「普教中」課程設計者的設計理念

及課程領導能力，課程實施者對校本「普教中」課程的認知和實施技能的掌握，並分析三者的

協調及互動，對課程、教材、教法、評估以及學生的學習等帶來的改變。 

 

2.2 組織學習 

學校組織學習是增進教師教學能力或改善學校管理模式，以讓學校成為反應更敏捷和更具

彈性的組織的過程（Hargreaves et al., 1998）。它是匯聚教師的集體智慧，有效地改進課程及教

學，並在學校內創造條件以提升集體學習的主要構想（Hopkins and Jackson, 2003）。擁有較高

組織學習能力的學校，能夠為教師提供足夠的溝通渠道，彼能與管理層討論學校問題，以應付

組織的外在環境的轉變。學校可以反思和檢討同事的回饋，並調整或發展進一步的策略，不斷

提升組織效率（Senge, 1990）。學校管理層和中文科科主任負責促進「普教中」教學團隊的組

織學習和個人學習能力，持續改進「普教中」教學效能，本研究採用 Senge (1990) 的組織學習

理論，探討分析學校管理層的課程決策及變革管理，及中文科科主任的課程及教學領導能力。 

 

2.3 知識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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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管理是組織能獲取、分享、創造及儲存個人或集體的知識，並應用知識使組織達致最

大效能和持續發展（Wiig, 2004）。學校的知識管理可被視為一個框架或方法，讓教師在學校裏

建立收集資訊和分享知識的習慣，用以引出改善教學成果的行為(Sallis 和 Jones, 2002）。知識

管理系統為教師提供了一個平台，讓他們討論不同的教學方法，共用學生學習的資源。它不僅

可以提升課程更新和發展的速度，還可以確定和利用最佳方案，以及監控結果，來改善課程和

規劃的品質（Kidwell, Vander 和 Johnson, 2000）。實施知識管理的成敗有賴於學校的知識分享

文化。在學校範圍和實踐的基礎上建立知識共用的文化，並針對學生和他們的學習需要去改善

教學，才更能有效實施知識管理(Petrides, 2003）。本研究以知識管理的理論，探討學校管理層

對知識管理的認知，以及如何運用管理策略建立知識管理平台，建立「普教中」教學知識分享、

總結經驗和教材共用的文化。 

 

2.4「普教中」知識內涵 

「普教中」知識內涵包括中文科及普通話科的課程知識、學科知識、學科教學法知識和一

般教學法知識。課程知識主要指中文及普通話科課程理念、發展中、普學科課程的原則，以及

校本漢語拼音教程的設置。推行「普教中」後，學校的中、普課程須作出相應的改變，包括考

慮普通話科的去留，中、普課程進行調適及配應，還有兩科融合的長遠規劃。此外，提前學習

漢語拼音已成「普教中」學校課程發展的常見模式，故教師必須掌握設置校本拼音教程的理念

與方法。學科知識包括中文科及普通話科的學科知識，有語文學習基礎知識，如字的形音義、

詞匯、語法、修辭、篇章、標點符號、常用工具書等，其中涉及普通話的語音知識，還有文學、

中華文化、思維、品德情意、語文自學等學習內容。學科教學法知識，包括課堂教學語言、課

堂教學策略及活動設計，如語言管理策略、多層次分組學習策略、多元顯現策略、聽說教學法、

朗讀訓練、課堂說話活動等。一般教學法知識如提問技巧、回饋技巧、教室管理、時間管理及

教具教學媒體運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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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研究方法 
本研究設計以質性個案分析為主，並輔以量化數據分析，以探究四所個案學校推行「普

教中」的過程和變化。研究由 2012 年 3 月至 2015 年 2 日，為期三年。研究團隊分別於開展研

究初期、中期，及後期三個不同時段，收集各變項的資料和數據進行分析。 

 

3.1 前期工作 

研究開展前，首先聯絡在 2011/12 學年開始參與「普教中支援計劃」的四十所學校統籌老

師，以問卷調查方式了解學校開展「普教中」的年份、涉及班級、學生數目，以及參與「普教

中」支援計劃的「普教中」教師及非「普教中」教師的數目、課程設計及教材的運用等資料，

以選擇四所個案學校。選擇個案學校後，以標準化前後測評估學生語文學習成效，及分階段觀

課，以了解教師的「普教中」能力發展與學生語文能力發展的關係。研究團隊以問卷調查、訪

談及觀察，分析組織外在環境與內在因素對「普教中」課程管理的影響，及「普教中」團隊的

知識管理、團隊學習及課程管理對教師「普教中」能力發展的影響。各項研究法、研究對象及

研究內容的關係如下︰ 

 

研究對象為四所個案學校參與本支援計劃的教師及其任教的「普教中」班學生。研究問

題涉及四所學校的教學政策、課程管理、知識轉移的機制，中文科教師的團隊學習能力和「普

教中」知識管理能力，運用「普教中」和「廣教中」教學的觀感，以及學生以普通話學習中國

語文後在讀、寫、聽、說四個學習範疇的表現。 

 

3.1.1 文件分析 

研究團隊獲得學校同意，於研究計劃開展後初期、2013 及 2014 年學期初進行文件

分析，包括學校發展計劃書的教學發展內容、中文科科務計劃、「普教中」和「廣教中」

的教學進度表、會議記錄、教材、考卷、中文科學生課業等文件。 

 

3.1.2 觀課 

每所個案學校選定三位參加「普教中」支援計劃的教師，進行全期五次或以上的「普

教中」觀課，當中包括開放課堂活動，以了解他們內化從「普教中」支援計劃所擷取的

教學技巧的程度，及學生在課堂上以「普教中」學習的語文能力表現。 

 

3.1.3 深度訪談／焦點小組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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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團隊分別邀請學校管理層、中文科主任及統籌老師、三位參與「普教中」支

援計劃的「普教中」教師及教育局支援人員進行深度訪談，以了解外在環境對學校課程

決策的影響，學校推行「普教中」的變革管理和課程管理，及「普教中」教學情況。研

究團隊並向校內所有中文科教師、學生及家長進行焦點小組訪談，以印證學校推行「普

教中」的變革管理、課程管理及「普教中」教學情況。 

 

3.1.4 參與式觀察 

研究團隊每次到校進行訪談及觀課時，會以觀察驗證其他研究法獲取的數據資料的

真確性。研究團隊會按補足研究資料的涵蓋面及深度的需要，出席相關的支援項目，例

如研討會、開放課堂活動、中文科會議、共同備課會及課後評課會，以確立研究資料的

真確性。 

 

3.1.5 問卷調查 

研究團隊研發問卷，以測量所有中文科教師、學生及家長對個案學校推行「普教中」

課程的觀感。 

 

3.1.6 語文能力評估 

研究團隊研發評估學生語文能力的工具，以前後測形式評量學生語文能力的改變。

語文能力評估的研究對象，為三位被選擇觀課的「普教中」教師所任教的「普教中」班

學生。研究團隊會向學校管理層解說追蹤式研究設計理念，儘量維持研究期內所追蹤的

三位教師與進行語文能力評估學生教學配對的一致性，以確立學生語文能力發展與教師

「普教中」能力發展的關係。 

 

3.1.7 數據分析 

基於課程管理、組織學習及知識管理等理論，研究團隊採用紮根理論，對所獲得資

料作質性分析，以了解個案學校推行「普教中」後，為課程、教材、教法、評估，以及

學生的學習等方面帶來的改變。研究團隊並應用推論統計，確立「普教中」教學關係及

「普教中」觀感統計模型。最後以質性的描述，解說統計模型各變項間的關鍵處，以確

立、補充或刪改理論架構。 

 

 

10 
 



 
3.2 第一期研究方法 
 

本階段研究日期為 2012 年 3 月至 8 月（即 2011/12 學年），以學校開展「普教中」的不同

年期作選擇準則，選取中學和小學各兩所，用以分析學校於推行「普教中」後課程、教材、教

法、評估，以及學生的學習等方面的情況。 

 

3.2.1 學校訪談 

研究團隊於 2012 年 3 月至 4 月期間，與選取作為深入探究的個案學校校長和統籌老

師進行第一次訪談，向他們簡介本研究計劃的目的、研究方法和相關的活動和進程，並

了解學校發展「普教中」的取向。訪談以錄音形式記錄，並轉換成文字稿以便查閱和分

析。 

 

3.2.2 觀課 

研究團隊於 2012 年 5 月至 6 月到四所個案學校觀課（「普教中」課堂），並錄影課

堂。觀課後，研究團隊與各施教教師和學生進行訪談，以了解教師的教育背景、課堂設

計理念和學生的學習效能。所有訪談均有錄音，並轉錄成文字稿以便跟進。 

 

3.2.3 深入訪談 

研究團隊於 2012 年 6 月與個案學校的統籌老師、研究教師和內地交流老師進行深

入訪談，以了解學生的學習效能、團隊的學習文化、知識管理策略、學校的組織文化等，

初次從課程管理、組織學習、知識管理及組織持分者四個維度，全面檢視學校開展「普

教中」的情況。 

 

3.2.4 參與科組會議 

2012 年 8 月期間觀察三所學校的中文科科務會議，以了解學校知識管理和組織學習的情

況。 

 

3.3 第二期研究方法 

本階段研究日期為 2012 年 9 月至 2013 年 8 月，探究四所個案學校開展「普教中支援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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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的教學表現。 

 

研究問題涉及四所學校的教學政策、課程管理、知識轉移機制、中文科教師的團隊學習能

力和「普教中」知識管理能力，運用「普教中」和「廣教中」教學的觀感，以及學生以普通話

學習中國語文後在讀、寫、聽、說各範疇的表現。研究對象為四所個案學校參與「普教中支援

計劃」的教師及其任教的「普教中」班學生。(詳細資料參閱表 3.1)。 

 

表 3.1：四所個案學校 2012/13 年度的研究班別 

學校 任教老師 普/廣教中班 班別 人數 

P1 
P1-2 普教中 3C 33 
P1-1 普教中 4D 38 
P1-3 普教中 6C 38 

P2 
P2-1 普教中 2A 24 
P2-4 普教中 2C 19 
P2-2 普教中 2D 18 

S1 
S1-4 普教中 1C 組 20 
S1-4 普教中 2C 組 25 

S2 
S2-2 普教中 1B 31 
S2-1 普教中 2B 34 
S2-3 普教中 *1D 31 

*參與前後測的班別為非研究對象，只作為前後測比較之控制組別。 

 

研究團隊通過學校訪談、觀課、師生課後訪談及學生前後兩次語文能力測試，收集四所個

案學校「普教中」的資料和數據，分析「普教中」的教學成效(詳細分析結果可參閱第二期報

告內容)。研究流程如下： 

 

3.3.1 學校訪談 

研究團隊於 2013 年 8 月，與個案學校的校長和統籌老師進行第二次訪談，了解學

校「普教中」計劃的情況。訪談以錄音形式記錄，並轉換成文字稿以便查閱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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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觀課 

研究團隊於 2012 年 11 月(上學期)及 2013 年 3 月至 4 月(下學期)到四所個案學校觀

課（「普教中」課堂），並且錄影課堂。觀課後，研究團隊與施教教師和學生進行訪談，

以了解教師的教育背景、課堂設計理念和學生的學習效能。所有訪談均有錄音，並轉換

成文字稿以便跟進。 

 

3.3.3 學生前後測成績 

研究團隊於 2012 年 9 月期間擬定各級閱讀、寫作、聆聽、說話的試卷，分發到四

所個案學校，讓學生進行前測，以了解學生本年度接受「普教中」前的語文水平。後測

於 2013 年 6 月至 7 月期間進行，藉此了解學生在「普教中」情況下語文水平的變化。 

 
 

3.4 第三期研究方法 

本階段研究日期為 2013 年 9 月至 2014 年 6 月，探究四所個案學校開展「普教中支援計劃」

後的教學表現。研究問題涉及四所學校的教學政策、課程管理、知識轉移機制，中文科教師的

團隊學習能力和「普教中」知識管理能力，運用「普教中」和「廣教中」教學的觀感，以及學

生以普通話學習中國語文後讀、寫、聽、說各範疇的表現。研究對象為四所個案學校參與「普

教中支援計劃」的教師及其任教的「普教中」班學生。(詳細資料參閱表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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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四所個案學校 2013/14 年度參與前測及觀課的研究班別 

 

學校 任教老師 普 / 廣教中班 班別 人數 

P1 
P1-1 普教中 4B 28 
P1-2 普教中 4C 36 
P1-3 普教中 5D 38 

P2 

P2-1 普教中 2A 30 
P2-3 普教中 3A 28 
P2-4 普教中 3C 21 
P2-2 普教中 3D 19 

S1 
S1-5 普教中 1C 組 17 
S1-5 普教中 2C 組 25 
S1-5 普教中 3C 組 21 

S2 

S2-2 普教中 2B 32 
S2-2 廣教中 *2C 32 
S2-1 普教中 2D  34 
S2-3 普教中 3D  31 

*參與前測的班別為非研究對象，只作為前測比較之控制組別。 

 

3.4.1 觀課 

研究團隊到四所個案學校觀課並錄影課堂。觀課後，研究團隊與施教教師和學生進

行訪談，以了解教師的教學、新加入計劃教師的教育背景、課堂設計理念和學生的學習

效能。所有訪談均有錄音，並轉錄成文字稿以便跟進。 

 

3.4.2 學生語文能力評估 

研究團隊於 2013 年 9 月擬定各級閱讀、寫作、聆聽、說話的試卷，分發到四所個案

學校，讓特選班別的學生進行前測，以了解學生本年度接受「普教中」前的語文水平。

後測於 2013 年 6 月至 7 月進行，藉此了解學生在「普教中」情況下語文水平的變化。 

 

 

3.5 新增量化數據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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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語常會要求，第三期研究新增一項分析個案學校「普教中」班和「廣教中」班的閱讀、

寫作、聆聽和說話語文水平變化的量化研究。量化研究及數據分析於 2014 年 6 月至 2015 年 2

月進行。研究團隊首先收集四所學校以「普教中」或「廣教中」學習的學生分班資料，及學生

三年來校內中文科期終考試的成績數據（包括聽、說、讀、寫的分項成績）。再以問卷形式向

所有「普教中」或「廣教中」學生收集其學習數據和背景資料，並進行語文能力評估後測。研

究團隊應用獨立樣本 T 檢驗及方差分析等統計方法，比較「普教中」和「廣教中」班學生學習

成效的差異，以及背景資料（學生的出生地、學習普通話的年期）對中文學習成效的影響程度。

表 3.3 和表 3.4 顯示四所個案學校的「普教中」及「廣教中」班量化研究資料。 

 

表 3.3：進行後測及問卷收集班別 (小學) 

學校 任教老師 普 / 廣教中班 班別 人數 

P1 

非研究老師 普教中 *4F 37 

非研究老師 普教中 *4D  36 

P1-2 普教中 4C   36 

非研究老師 普教中 *4A  28 

非研究老師 普教中 *4E  29 

P1-1 普教中 4B  28 

非研究老師 廣教中 *5F  36 

P1-3 普教中 5D  38 

非研究老師 普教中 *5C  38 

非研究老師 廣教中 *5A  29 

非研究老師 廣教中 *5E 28 

非研究老師 廣教中 *5B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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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任教老師 普 / 廣教中班 班別 人數 

P2 

P2-1 普教中 2A 30 

非研究老師 普教中 *2B  30 

非研究老師 普教中 *2C  22 

非研究老師 普教中 *2D  24 

P2-3 普教中 3A 28 

非研究老師 普教中 *3B  28 

P2-4 普教中 3C 21 

P2-2 普教中 3D 19 

*參與後測的班別為非研究對象，只作為後測比較之控制組別。 

表 3.4：參加後測及問卷收集班別 (中學) 

學校 任教老師 普 / 廣教中班 班別 人數 

S1 

非研究老師 廣教中 *1A 組 17 

非研究老師 廣教中 *1B 組 18 

S1-5 普教中 1C 組 17 

非研究老師 廣教中 *1D 組 15 

非研究老師 廣教中 2A 組 29 

非研究老師 廣教中 *2B 組  30 

S1-5 普教中 2C 組 25 

非研究老師 廣教中 *2D 組  18 

非研究老師 廣教中 *3A 組  29 

非研究老師 廣教中 *3B 組  28 

S1-5 普教中 3C 組 21 

非研究老師 廣教中 *3D 組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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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任教老師 普 / 廣教中班 班別 人數 

S2 

非研究老師 廣教中 *2A  32 

S2-2 普教中 2B  32 

S2-2 廣教中 *2C  32 

S2-1 普教中 *2D  34 

非研究老師 廣教中 *3A  36 

非研究老師 普教中 *3B  32 

非研究老師 廣教中 *3C  34 

S2-3 普教中 3D 31 

*參與後測的班別為非研究對象，只作為後測比較之控制組別。 

3.6 研究限制 

 

參與「普教中支援計劃」的中小學校數目為 160 所。整個支援計劃分四期進行，

每期支援 40 所中小學校，每所學校參與支援計劃為期三年。本研究計劃於 2012 年 3

月獲批開展，故只能從參與第四期計劃（2011/12-2013/14 學年）的中小學校裏選擇四

所作研究對象。研究結果及推論存在局限性。四所個案學校的人事變動是研究團隊不

可控制的因素，研究期所追縱各校的三位教師與進行語文能力評估的學生，兩者教學

配對並非一致，故此確立學生語文能力發展與教師「普教中」能力發展的關係亦受限

制。 

 

後加的量化研究旨在分析四所個案學校「普教中」及「廣教中」班學生的閱讀、

寫作、聆聽和說話水平的差異，並分析學生的出生地、學習普通話時間對中文科表現

的影響。四所個案學校都會根據學生的考試、面試成績挑選「普教中」班學生，導致

「普教中」班的語文成績起點較「廣教中」班高，這是後加量化研究的主要限制。本

個案研究的原來設計，焦點在追蹤「普教中」班的教學發展，並透過前後測比較「普

教中」班教學成效的改變。後加的量化設計只能收集「普教中」班後測數據，未能追

補前測資料。未能完整收集「廣教中」班的前後測語文成績，以比較「普教中」班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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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教中」班的教學成效，是後加量化研究設計的另一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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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質性研究發現 

本章旨在分別匯報四所個案學校開展和推行「普教中」的過程及變化。匯報內容

以第二章的研究理論框架為骨幹，從學校外在的組織環境到內在「普教中」的發展策

略，敘述「普教中」教學理念以至學生學習效果的變化。敘述內容包括學校發展「普

教中」的理念和策略，「普教中」教學團隊的組織學習文化及知識轉移機制，教師運用

普通話教授中國語文的教學理念、策略和技巧，學生課堂的學習表現及學習效果。 

 

4.1 個案一︰P1 小學 

鑑於本節內容涉及學校及教師的具體描述，故刪去。 

 

19 



4.2 個案二︰P2 小學 

鑑於本節內容涉及學校及教師的具體描述，故刪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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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個案三︰S1 中學 

鑑於本節內容涉及學校及教師的具體描述，故刪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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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個案四︰S2 中學 

鑑於本節內容涉及學校及教師的具體描述，故刪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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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量化研究數據分析 

5.1 研究設計及限制 

本章旨在匯報個案學校「普教中」及「廣教中」班學生的閱讀、寫作、聆聽和說

話水平之差異，並分析學生的出生地、學習普通話時間對中文科表現的影響。研究團

隊以自行研發之標準測卷測試「普教中」及「廣教中」班學生的語文能力水平，再應

用獨立樣本 T 檢驗統計方法，比較兩組學生在聽、說、讀、寫各範疇學習成效的差異。

此外，研究團隊在 2014 年 6 月至 7 月間，以問卷形式向四所個案學校學生(小二至中

三)收集其語言背景資料和有關「普教中」學習的數據。問卷內容主要詢問學生的個人

資料、出生地、學習普通話時間等(問卷樣本見附件十)。收回有效問卷共 1118 份，包

括「普教中」的小學生問卷 471 份 和中學生問卷 192 份 、「廣教中」的小學生問卷

120 份、和中學生問卷 335 份。(參表 5.1) 

 
表 5.1 有效問卷數量 

 普教中 廣教中 
小學 中學 小學 中學 

數量 471 192 120 335 

 

四所個案學校都根據學生的筆試和面試成績挑選「普教中」班學生。兩所中學學

生在入讀中一時，會安排一個普通話口試，內容大多為朗讀和短講，以評定他們的普

通話水平。也有學校同時考慮香港學科測驗成績，表現較好的便安排入讀「普教中」

班。P1 小學的研究班級「普教中」及「廣教中」並存，學校根據學生中文科和普通話

科考試成績、家長意願編入「普教中」班。P2 小學因在小二及小三已全面推行「普教

中」，因此沒有挑選學生的情況。 

 

由於三所個案學校都會根據學生的考試、面試成績挑選「普教中」班學生，導致

「普教中」班的語文成績起點較「廣教中」班高，這是後加量化研究的一個主要限制。

本個案研究的原來設計，焦點在追蹤「普教中」班教學發展，並透過前後測比較各「普

教中」班教學成效的改變。後加的量化設計只收集「普教中」班後測數據，未能追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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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測的資料。未能完整收集「廣教中」班前後測的語文成績，用以比較「普教中」班

和「廣教中」班的教學成效，是後加量化研究設計的另一限制。 

 

通過獨立樣本 T 檢驗，分析學生 2013/14 年度後測聽、說、讀、寫的成績，研究

比較「普教中」班和「廣教中」學生的中文科學習表現。並運用獨立樣本 T 檢驗及

ANCOVA 分析，由問卷收集的學生背景資料，探究學生語言背景因素（出生地和學習

普通話時間）對其中文科學業表現的影響。 

 

5.2 「普教中」與「廣教中」對學生中文科學業表現的影響 

根據學生最後一次測驗的聽、說、讀、寫四項分數，研究團隊進行了獨立樣本 T

檢驗，以探究「普教中」與「廣教中」兩種教學方式對學生中文科學業表現的影響，

結果列於表 5.2（詳細結果參見附錄六）。 

表 5.2：「普教中」與「廣教中」對學生中文科學業表現的影響 

 聽 說 讀 寫 
小二 N/A N/A N/A N/A 
小三 N/A N/A N/A N/A 
小四 --- --- --- 普 > 廣 
小五 普 > 廣 --- 普 > 廣 普 > 廣 
中一 普 > 廣 --- 普 > 廣 普 > 廣 
中二 --- 廣 > 普 普 > 廣 廣 > 普 
中三 --- 廣 > 普 普 > 廣 --- 

* 表格中，“---”代表差異沒有顯著性；N/A 代表該級只有「普教中」班，沒有「廣教中」班；“Ａ 

> Ｂ”代表Ａ組學生的表現顯著優於Ｂ組學生。 

 

由於小二和小三級沒有「廣教中」學生，因此兩種教學方式的成效比較將集中於

小四至中三的學生。由表 5.2 可見，以「普教中」學習的小五和中一學生，聆聽能力

較高。以「廣教中」學習的中二和中三學生，說話能力較強。在閱讀範疇，「普教中」

學習的小五至中三學生較有優勢。寫作方面，小四至中一的「普教中」學生表現較好，

但中二的「廣教中」學生表現卻優於「普教中」學生。上述結果表明「普教中」班的

聽、讀、寫成績較「廣教中」優勝。這現象可能是「普教中」教學有利學生學習，亦

可能與學校編班的方式有關，因在新生入學時，已選了能力較高的學生入讀「普教中」

24 



班(各校編班方式參見附錄七) 。 值得注意的是，中二和中三的「廣教中」學生在說

話方面的表現卻優於「普教中」學生。這可能因為「廣教中」班學生用母語(廣州話)

表述，內容會較具體豐富。整體而言，「普教中」在較低年級的教學更能發揮優勢；至

高年級則「廣教中」的學習效果似較顯著。 

 

5.3 學生背景因素對學生中文科學業表現的影響 

研究團隊將學生分為「普教中」與「廣教中」兩組，分別探究學生語言背景因素，

即出生地和學習普通話時間對其中文科學業表現的影響（詳細結果參見附錄八及九）。 

 

表 5.3：出生地對學生中文科學業表現的影響 

 
普教中 廣教中 

小學 中學 小學 中學 
聽 --- 中國內地 > 香港 --- --- 
說 --- --- --- --- 
讀 --- 中國內地 > 香港 --- 中國內地 > 香港 
寫 --- --- --- --- 

 

運用 T 檢驗比較 「出生地為香港」和「生地為中國內地」的學生中文科學業表

現。由表 5.3 數據可知，小學階段，無論是「普教中」還是「廣教中」學生，出生地

對其聆聽、說話、閱讀和寫作四個範疇的成績均無顯著影響。 

 

中學「普教中」班內地出生的學生，聽、讀的成績都顯著高於香港出生的學生，

但出生地對學生說話和寫作的表現無顯著差異。中學「廣教中」班，香港和中內地出

生的學生在聽、說、寫方面的表現都無顯著差別。內地出生的學生閱讀的表現顯著優

於香港出生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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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4：學習普通話時間對學生中文科學業表現的影響 

 
普教中 廣教中 

小學 中學 小學 中學 

聽 --- 
母語 > 幼稚園 >小學 > 

中學 
--- --- 

說 --- --- --- --- 

讀 --- 
幼稚園 > 母語 >小學 > 

中學 
--- --- 

寫 --- 
母語 > 幼稚園 >小學 > 

中學 
--- 

母語 > 小學 >幼稚園 > 
中學 

 

表 5.4 顯示「學習普通話時間」對學生中文科學業表現影響的分析結果。學習普

通話時間，對「普教中」及「廣教中」小學生的科聆聽、說話、閱讀和寫作成績均無

顯著影響。母語是普通話或者從幼稚園開始學習普通話的中學「普教中」學生，聆聽、

閱讀和寫作成績均顯著優於從小學或中學才開始學習普通話的學生。母語是普通話的

學生的中學「廣教中」學生，寫作成績最好，而從中學才開始學習普通話的學生在寫

作範疇的成績最差。「學習普通話時間」這一因素，在其它範疇則沒有顯著影響。這反

映學生越早用普通話學習，在「普教中」班的聆聽、閱讀、寫作成績較好，這引證語

言學習的原理，學習語言年紀越小越好，不單較容易適應，而且效能更佳。按照常理

推斷，越早學習普通話，說話表現應該越好，但數據顯示說話沒有顯著差異。究其原

因，說話是表述，表述涉及語音和內容表達，可是因為教師課堂教學普遍欠缺說話(思

維訓練)和聆聽訓練，學生輸入不足，影響表現。另一方面，教學語言與說評估語言不

相稱，也是構成說話成績稍遜的原因，如 P1 小五級有「普教中」及「廣教中」班，

課堂的說話訓練及校內考試語言皆為廣州話。P2 小學小二及小三全級為「普教中」，

但課堂的說話訓練及校內考試皆用廣州話。而 S2 中學中二及中三「普教中」班，S1

中學中三「普教中」班，皆因預備 TSA，課堂的說話訓練及校內考試語言亦為廣州話。

這種教學與評估不配應的情況，對學生的說話表現有一定的負面影響。 

 

整體上，「普教中」班在聽、讀、寫方面較「廣教中」班優勝，這可能由於校方將

成績較好的學生編入「普教中」班所致。在說話方面，「廣教中」班學生以母語廣州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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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試，他們的表述會較仔細，內容亦較豐富，因此高年級「廣教中」班說話成績較「普

教中」班優勝。內地出生的中學「普教中」班學生聽、讀成績較香港出生學生優勝，

內地出生的「廣教中」學生閱讀成績也較香港出生的學生優勝；中學「廣教中」班學

生，如母語是普通話，他們的閱讀成績較在中學才開始學習普通話的學生優勝。這可

能是內地出生的學生，小學或之前在內地接受教育，需要背誦和閱讀的材料較多，而

且語文教科書的篇章較長，中文水平根基比香港學生好。另外，研究亦發現中學「普

教中」班學生，如母語是普通話，他們的聽、讀、寫成績較在中學才開始學習普通話

的學生優勝。這反映用普通話學語文，學習普通話的年紀越小，學習成效越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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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討論和分析 

本章就四所個案學校的質性資料及量化研究的數據作綜合分析和討論。討論的內

容包括學校對「普教中」的取態、中文科教師的團隊學習與知識轉移、對「普教中」

和「廣教中」教學的觀感、學生以普通話學習中國語文後在讀、寫、聽、說四個範疇

的表現。 

 

6.1 學校對「普教中」的取態 

四所個案學校開展「普教中」的目的都是希望學生能學好普通話，從而提升說話

及寫作能力，做到「我手寫我口」，最終達到提高學生中文能力的目標。四所個案學校

管理層希望透過參加語常會「協助香港中、小學推行『以普通話教授中國語文科』支

援計劃」獲得更多資源，特別是內地專家和本地資深老師的到校支援，以獲得專業回

饋和建議，強化教師的信心及教學能力，最終提升中文科的教學成效。雖然他們參加

語常會支援計劃，但「普教中」並非他們主要的教學發展項目。個案學校的校務計劃

常有多項的關注發展項目如︰合作學習、資訊科技在教學中的應用、自主學習等。學

校的中文科考績觀課會以這些發展項目作為評課準則，因此，教師的課堂教學設計會

優先滿足校方的考績要求，例如設計分組學習活動、運用資訊科技、要求學生預習及

匯報等，餘下的空間才關注「普教中」的教學策略及教材設計。學校對「普教中」的

重視程度，影響了「普教中」教學的深化發展。另外，「普教中」教學團隊的甄選，學

校可能因校本條件限制，優先考慮教師的普通話條件，結果讓非中文本科教師擔負「普

教中」任務，這雖未必直接造成「普教中」推行的障礙，但從觀課所見，非中文本科

教師不能充分發揮「普教中」應該達到的教學效能。 

 

6.2 團隊學習與知識轉移 

個案學校的管理層都希望教師在參予「支援計劃」的學習或交流活動後，能回校

與其他同事分享，可惜校內的分享文化較弱，教師大多不樂意或沒有時間分享。個案

學校的教師都希望能有空間進修有關「普教中」的課程，但因要應付「普教中」教學，

同時還要處理學生輔導和學校行政等大量工作，令他們未能完全投入「普教中」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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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進修。此外，團隊成員未能主動溝通，影響協作效果及「普教中」教學知識的轉移

及內化。不過，個案學校的知識轉移還不致於停滯不前，因為內地交流老師及支援組

人員能夠協助建立共同備課平台，並擔當「普教中」教學知識促進者的角色。引進外

來支援確能激活教師團隊的教學，若外來支援人員能針對個別學校的需要，發揮的作

用便更大。支援組成員較了解香港「普教中」教學語言轉換的教學需要，對教師的輔

助往往具針對性，使教師的成長更明顯。內地交流老師把內地教學經驗引入學校，固

然增加了教師的教學知識，但他們的支援若能配合本港教學語境和校情，建立的知識

平台將更能發揮作用。 

 

相比個案小學，個案中學「普教中」的教學理念和目標較不明顯。兩所個案中學

的部分教師顯然並不支持或不重視「普教中」計劃。教學團隊理念不一致，直接影響

推行「普教中」的成效。小學教師的教學內容接近，且互有影響，可以指出其他教師

的處理方式是否得當，能通過教學團隊建構教學知識，理念比較統一。個案的中、小

學中文科的團隊協作以同級為主，跨級的協作較少，因此不同級別的「普教中」教師

沒有機會進行協作活動，難以協調校本課程管理。只有部分教師在科組分享時，樂意

提出意見或將經驗和心得與同儕分享，未能形成分享文化。但「普教中」教學計劃的

實踐和探討，為教學團隊帶來持續的衝擊和啟發，促使教師的教學有不同程度的更新，

故「普教中」教學經驗仍能點滴積累。 

 

四所學校都建立共同備課及觀課的制度，全級推行「普教中」的學校，共備能配

合「普教中」需要，設計教學活動，豐富了教學內容和策略，這種知識的交流對中文

教學資歷較淺的教師有較大作用。不過，共同備課只限於幾位教師，大部分學校甚或

只集中於「廣教中」的教學討論，針對「普教中」觀課的機會亦較少。部分學校即使

有觀課活動也只作考績之用，令教師（在觀課一事上）感到壓力，未能做到以觀課作

交流的目的。大部分學校共同備課後會將資料電子化儲存，以便日後任教相同班級的

同事參考，但不是每位教師都會充分運用儲存的資料，令資料電子化（往往）只是徒

具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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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小學在開展「普教中」後，教師為學生自訂一些普通話拼音教材，或利用附

有拼音的補充教材協助學生拼讀生字。P1 小學特意在暑假聘請一些來自北京、以普通

話為母語的老師，為學生提供五天的暑期普通話課程，讓學生為升讀二年級的「普教

中」學習作好準備。另外，兩所個案小學在課餘安排一些普通話活動，營造普通話學

習環境。而個案中學為了讓學生學習內容一致，「普教中」及「廣教中」採用相同教材。

大部分學校的教學內容受考試主導，特別在聽說範疇仍沿用廣州話，導致課堂學習與

評估未能完全相稱，影響教學成效。 

 

在內地交流老師及支援組成員協助下，個案學校在共同備課方面均有進步，由第

一年以廣州話進行會議，討論內容沒有針對「普教中」教學，第二年則有學校嘗試用

普通話進行會議，並開始加入「普教中」教學元素的討論，例如朗讀教學。內地交流

老師與香港教師共同備課，引入顯性的教學知識，輸入的知識能為團隊提供組織教學

的具體模式和施教策略，從教案編寫到實踐，以至觀課和交流，都能讓教師選取、融

用和內化新的教學策略。部分內地交流老師也透過示範課，把他們的隱性知識外顯，

讓香港教師學習。最明顯是優秀的朗讀教學示範，能讓本地教師學習透過配合適當提

問的朗讀，激發學生思考，把篇章的各部分要點及內容分析和綜合，達致感悟理解篇

章內容的層次。可惜，部分教師未能適當運用，只為讀而讀，未能達到「普教中」強

調的「從讀中悟」、整體感悟的課堂教學效果，也不能做到「以讀帶說」及「以說帶寫」

的目的，因而影響教學素質。因為隱性知識不能單靠共同備課承傳，教師必須透過真

正的教學及反思，才能把有關教學知識內化成個人的顯性和隱性知識。 

 

較理想的教學團隊知識的交流和轉移，是教師能透過共同備課，將教學團隊的顯

性知識結合，並將顯性知識內化，施教時進行同儕觀課，施教後安排課後討論。觀課

可以學習到施教者的隱性知識，並與自己的隱性知識結合，從而得到新的啟發。如能

將教學成果向其他教師匯報，隱性知識便得以文本化，成為顯性知識，讓其他人學習。

有效的共同備課，應由一位教師作為「主備」，負責預備教案，讓其他教師評鑑及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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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進行教學，之後作課後檢討。然而，並不是每所學校在檢討時都會針對教案內容，

因此檢討並不完整，也欠缺改進教學設計和優化課堂的意義。個別學校因只有一位「普

教中」教師，其他教師缺乏施教機會，或因時間安排問題未能參與觀課，他們沒有共

同的教學情境，檢討時只能充當聆聽者的角色，阻礙了隱性知識的傳授。整體而言，

四所學校都未能完全做到以上（兩個層面）的知識轉移，他們大多只能做到形式上的

共同備課。 

 

6.3 教師的「普教中」教學 

在計劃的支援下，兩所小學教師的教學有明顯的進步。進步的主要原因是駐校內

地交流老師及支援組活化了學科的知識轉移機制，並注入「普教中」教學知識及語文

教學知識。例如 P1 小學在計劃的第二及第三年度從其他途徑獲得內地交流老師支援

「普教中」教學，而 P2 小學亦繼續獲得語文教學支援組人員到校共同備課、觀課及

評課。P1 小學個別教師能持續實踐「以讀帶寫」的教學取向，刻意安排學生多朗讀及

多表達，運用有針對性的回饋策略等。P2 小學的教師同樣運用朗讀教學，並得到一

定成效，教師意識到朗讀須配合不同層次的提問以助學生了解，他們更嘗試把閱讀理

解策略引入課堂，使教學內容較為豐富和充實。基於個別教師對中文本科知識掌握不

足或經驗尚淺，閱讀往往徒具形式而缺乏內涵。此外，雖然閱讀理解策略是該校年度

發展目標，但因教師團隊缺少鳥瞰式的規劃藍圖，各級暫時未有系統和細緻計劃，因

此仍在初步發展階段。 

 

兩所中學教師的教學表現在整個研究過程中沒有明顯的改變。S1 中學因唯一參

與計劃的教師離職，由代課教師任教，而兩人的教學風格各異，所以教學表現亦有不

同。原任教師儘量兼顧讀、寫、聽、說、思維、品德、情意等九大範疇，強調以篇帶

篇，善用篇章比較，教師亦會刻意據學生能力分組，通過協作照顧個別差異。但教師

對自己及學生有較高要求，有些學生升級後未能跟上教學的進度和滿足教師的期望，

形成壓力，影響師生關係。接替新的教師風格與原任教師截然不同，教學針對應試，

然而深度不足，焦點不明確。中二、三年級學生較喜歡新教師的教學取向和風格，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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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中一學生並不認同。因更換教師，學生須重新適應新教師的教學，影響學生的學

習及情緒。 

 

另一所 S2 中學，教師主要以提問方式引導學生了解課文，但問題大多停留於複

述層次，答案直接能在課文中找到，或是一些填空式的口頭問答，有教師甚至要求學

生必須回答預設的答案。這些教學方式導致學生只管抄寫教師展示的標準答案，未能

訓練及提升學生的思維。雖然有不同任教老師，但根據課堂觀察，教師的教學內容比

較表面，如朗讀和分組討論只是形式而已，忽略了學習意義，教學目標不夠明確，施

教內容偏向中低能力的學生，令高能力學生未能得益。由於大部分「普教中」教師都

認為「普教中」和「廣教中」只是教學語言的分別，故「廣教中」班的教學情況和效

果相若。其中一位計劃教師任教同級「普教中」及「廣教中」班，觀課發現教師並沒

有因應不同的教學語言調整教學策略及內容，課堂教學同樣出現目標不太明確，內容

偏向中低能力學生的情況。 

 

大部分的中學教師認為「普教中」只是教學語言的改變，課堂教學設計與「廣教

中」無異，因此構想教學設計時不會刻意為「普教中」而制定不同的教學策略，以致

未能有效幫助學生克服語言的障礙，減低學習的難度或修正錯誤。小學教師大多認為

「普教中」與「廣教中」不同之處在於「普教中」要多用朗讀策略，以提升學生的語

感。但第一年兩所小學在共同備課時，沒有特別重視「普教中」元素，「普教中」和「廣

教中」一起備課，教學內容沒有因應「普教中」作調節。部分教師受個人普通話能力

所限，未有在課堂進行朗讀示範，也未能準確判別學生的語音問題，因此未能把握適

當時機正音。有些教師雖然普通話能力較強，但教學設計不周詳，對普通話的後設認

知不足，沒有預計學生學習時會遇到的難點，往往在出現問題時才察覺和補救，影響

了「普教中」的教學表現和學生學習成效。 

 

概括而論，個案教師可分為三類︰普通話能力高，且有意識進行教學設計；普通

話能力較弱，但有意識進行教學設計（只屬個別）；普通話能力一般，又沒有意識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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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設計。觀課所見，若語言能力欠佳，但教學設計合宜的教師，可以利用有效的教

學設計來彌補語言能力不足，學生仍可在學習中獲益。然而，語言能力不足的教師，

語言運用傾向保守，往往刻意迴避示範，學生在說話方面表現較弱。另外，部分學生

可能普通話語言能力不錯，但因教師未能善用處境提供適切學習機會，他們的學習未

見提升，因此成績較好的學生進展不大。有些並非「中文本科」的教師，他們的普通

話能力高，學生的聽、說成績較讀、寫有更大進步，但受教師「中文本科」知識所限，

未能為學生輸入有效的語文知識，因此學生的讀、寫進步不多。相反，「中文本科」知

識較好，但普通話能力稍遜的教師，學生的讀、寫成績較聽、說進步較多。這反映了

教師對本科知識的掌握，以及對學生知識的有效輸入，都是影響教學的關鍵因素。 

 

在校內評估方面，「普教中」展開前後並沒有太大的改變。「普教中」與「廣教中」

的考卷相同，四間學校的聆聽和說話評估，大部分「普教中」班的評估語言因為要遷

就公開考試而選用廣州話，沒有因應「普教中」而用普通話，出現學習與評估不配合

的情況。在課堂的學與教評估方面，若教師的教學流程不清晰，就未能根據教學步驟

來檢視學生能否明白所教的內容。教學本該環環相扣，當學生不能繼續下一步時，教

師便該知道學生尚未掌握上一步的教學內容，從中知道學生的學習問題，教師若能把

握時機加以解釋，課堂教學便更有效。可惜教師的「普教中」課堂多未能達到這個要

求。另一家面，教師的教學重點，往往不在學生能否學到，而在教師是否完成所教，

忽略了學生的學習，模糊了應有的教學焦點，影響教學效果。部分教師的學與教評估

意識稍有增強︳例如在計劃開始時，課堂上學生語音出現問題，教師可能不處理，或

只是示範正確讀音，沒有採用有效的語音教學策略。其後教師明白在課堂上必須處理

學生的語音，故遇上學生出現問題，教師除了示範正確讀音外，亦會借助漢語拼音等

不同策略幫助學生糾正和鞏固字詞的讀音。教師的評估意識和能力對教學成效十分重

要。 

 

6.4「普教中」教學知識 

從四所個案學校的實踐可見，良好的教師語言示範，有效的課文朗讀安排，恰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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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提問引導，有意識的分組討論和匯報，讀寫結合的教學流程，是「普教中」教學成

功的因素。要有效落實這些因素，除了需要教師具備良好的普通話及課堂語言能力外，

還須有正確的語文教學概念，相應的本科知識、語文教學法知識及教學能力。 

 

個案小學的教師開始運用朗讀教學時往往徒具形式，只停留在詞語或個別句段的

朗讀；或注重運用不同的方式，如自由讀、分組讀、接力讀、小組讀、角色扮演讀等，

課堂`提供讓學生多讀的機會，卻未能真正發揮朗讀策略應有的效果。及後個別教師能

利用學生朗讀的時機配合提問或提示，讓學生理解課文的感情表達，並能以朗讀檢視

學生對文章的理解。較佳的設計還包括朗讀或角色讀的示範，讓學生有模仿和學習的

機會，進而提供良好的朗讀訓練。個別善用朗讀的教師能讓學生通過朗讀加強理解，

並運用提問令學生作廣泛的表達和討論，小組學習時更能按個別差異分組，發揮小組

的動力。 

 

在學生讀通、讀懂文本後，教師其實大可引導學生向讀熟、讀深等更高層次的目

標邁進，例如讓學生結合深入的理解，運用聲情讀出句段的重心；調動學生結合生活

體驗或間接經驗，嘗試以個人感悟表現人物感情、作者旨趣等。這樣以朗讀為主線開

展教學，配合恰當的提問，層層推進，便能讓學生完成一個完整的閱讀和理解的過程，

而且有感有悟，真正達致「朗讀感悟」效果。當然，這些不同層次和目標的朗讀，須

以教師對課文重點的掌握為基礎，配合引發思考和感受的提問，使學生與文本深度接

觸，才能有效完成。朗讀作為「普教中」的教學良策，雖已倡議和推行多年，但要真

正發揮它的功能，幫助學生克服普通話障礙，加強語感，有效達成閱讀教學目標，前

線教師在理念和操作上還須更多的把握和實踐。教師的朗讀教學能力（包括示範、指

導技巧、提問技巧）、文本分析能力（掌握本文重心），如果未能配合，朗讀便徒具

其形，難以達成讓學生深入理解和感悟的效果。 

 

語文課堂的教學重心必須明確，無論「普教中」或「廣教中」，都應設置合理的

教學流程。「以讀帶說」、「以讀帶寫」是內地交流老師為「普教中」教師重點引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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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文課堂規劃策略，也是符合先輸入後輸出的語言教學原理，利於開展語文能力訓練

的教學流程。語文學習是一個整體，讀、聽是輸入，也是積累；說、寫是輸出，也是

運用；它們相互促進，有機連繫和發展。學生通過語文知識的掌握，技能的反復演練，

融會轉化為能力。語文教學中，讀、寫、聽、說四個範疇並非截然分割，「讀寫結合」

能有效貫通四種能力之間的發展和關係。根據內地語文教學的經驗，讀中悟、讀中說、

讀中寫是行之有效的中文閱讀教學模式，教師只要組織學生開展用普通話朗讀，說話

和寫作等一系列語文課堂活動，讓學生與課文進行自主的深層次對話，從而深入地理

解和感悟課文內涵，進而品味課文的語言，學習課文的表達方式和寫作手法，以讀促

說，以說帶寫，最終便可達到學習語言、積累語言、內化語言和運用語言的教學目標。 

 

觀課所見，只有小學的研究教師嘗試運用上述策略，但他們起初對這些策略並未

真正理解，大部分教師在實踐時學習目標不太明確，讀寫重點未能配合。加上部分教

師對中文本科知識掌握不足，或因經驗尚淺，教學內容往往流於表面和淺易，教學策

略（如朗讀、分組討論）運用也只有形式，忽略學習意義，致使能力較高組別學生未

能得益，後測成績（2012/13 年度）都呈現倒退。研究教師的教學設計在中後期漸見

改進，課堂已能體現以讀帶寫的取向，教學重點和層次都較明確，但部署和推進仍見

不夠圓足和聚焦。個別教師對「以讀帶寫」模式逐漸掌握，加上讓學生多朗讀，多表

達的刻意安排，相信是本年度（2013/14）學生讀寫能力得以提升的主要因素。不過，

現階段教師的實踐與「讀」「說」「寫」的有機結合還有一段距離，他們對「以讀帶寫」

雖有一定掌握，但對「說」的教學還未充分認知，對利用課文內容重點，設計帶動學

生說話的訓練，激活意念，積累語料，為寫作做好鋪墊等等缺乏清晰概念。「說」在

教學的設計中往往只作為「寫」的熱身和提供語料，但演練的安排並未達到營造說話

運用的情境，教師的回饋只圍繞內容及詞句應用，指向書面的表達，過程未能真正開

展語言表達的訓練，發揮指導學生口語運用和開拓思路的效果。 

 

說話是香港語文教學一向忽略的範疇，教師的言語教學經驗和積累較少，一般「普

教中」教師對學生的語言運用也缺乏應有的關注和回饋。雖然新世紀的語文課程強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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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寫聽說能力的均衡發展，「普教中」更標舉言文一致的優勢，但研究學校的課程及

教學明顯仍未擺脫過往偏重讀寫的窠臼，對學生的口語聽說訓練未有適當重視，學生

的聽說能力得不到充分開發，削弱了自身的聽與讀、說與寫能力互相促進的效能，這

既窒礙學生語文能力的發展，也使「我手」與「我口」難以連結，因此，語文教學要

從「普教中」受惠，教師除了善用朗讀教學策略外，對聽說訓練的重要性必須及早覺

識，教學能力須相應強化。 

 

雖然個案中小學教師大部分曾任教普通話科，但當以普通話教授中文時，他們有

時會混淆兩者，有分不清在教普通話還是在教中文的，也有以語言教學取向處理語文

教學的。因為學校大多仍保留普通話科，而教師對「普教中」語文課程的本質把握未

盡明確，故往往把普通話語音留給普通話科處理，教學時也忽略了課文中的普通話語

言知識(包括語音，詞匯、語法)。事實上，「普教中」內的中國語文科與「普通話學習

元素」是不能分割的，如能將兩者融合，教學效果更佳。漢語拼音是學生學習語文的

入門工具，也是「普教中」教學的重要手段，教師在語文課上如能善用拼音，便能有

效幫助學生識字（認字學詞）、正音，進而提升朗讀、說話及自學能力。根據觀察，初

期教師課上少能利用拼音教學，他們對拼音的工具作用及重要性還未充分認識，也未

掌握如何應用在語文學習上。後期部分教師能利用拼音教授字詞及正音，有效調動學

生互動和自學；但部分教師仍未能善用拼音工具幫助學生學習，正音的意識與能力還

待加強，這情況在中學教師裡又較明顯。 

 

此外，教師如能釐清語文學習的概念，對「普教中」語文課程有確切整全的理解，

不斷加強本科知識及教學知識，並靈活匯通普通話（語言教學）與中文（語文教學）

的教學策略，在實踐中反思和改進，教學效果便能有效提升。 

 

6.5 學生學習 

在訪談時，小學生贊成推行「普教中」，認為對學習有幫助，因此他們有良好的

學習動機，他們的前後測成績亦有上升。中學生則認為「普教中」能多學一種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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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將來有幫助。但較高年級的學生，他們的學習動機變弱，這可能與學習內容艱深，

成就感減低有關。因此教師的鼓勵很重要，得到教師的肯定能加強學生的自信和學習

動機。 

 

開始推行「普教中」時，部分以廣州話為母語的學生擔心自己普通話能力未能應

付，但「普教中」施行一段時間後，學生能大膽地說普通話。教師多認為學生普通話

溝通能力明顯增強，他們的學習氣氛或學習態度也有轉變。另一方面，教學語言的改

變令教師教學時將焦點偏重能力較弱的學生，他們前後測成績比較有明顯進步。然而，

部分「普教中」學生因語言障礙而採取「迴避策略」，或不參與討論，或迫切回應教師

提問時只用簡短詞句表達，這都會影響學習效果，故「普教中」或會造成學習障礙，

且影響課堂學習氣氛。 

 

小學「普教中」班學生能以普通話回應教師，師生互動交流沒有障礙，當學生未

能以普通話表達時，教師容許他們以廣州話表達或補充，教師再以普通話歸納學生廣

州話內容。雖然學生大都喜歡分組活動，但如活動太多，同學的能力又參差，能力較

高的學生會認為學習內容零散且進度緩慢，便不投入活動。 

 

教學設計影響最大的是起步點較高的高組學生，他們學習不但未能更進一步，反

而或因學習動機下降而退步。S2 中學同級有「普教中」及「廣教中」班，同一教師教

授相同課題，在「普教中」班及「廣教中」班的處理方法相同，教學流程亦一樣，但

「廣教中」班的師生及生生交流較「普教中」班活潑及熱烈，學生表達的內容亦較豐

富。 

 

根據後加的學生學習成效分析發現，「普教中」班的聽、讀、寫成績較「廣教中」

的優勝。研究圑隊在開展此計劃時，個案學校已挑選了語文能力較高的學生入讀「普

教中」班，可能會出現「普教中」成績較「廣教中」班優勝情況。學校挑選學生入讀

「普教中」班的方式，是後加研究設計不能彌補的研究限制。四所學校在研究計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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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年只有一班「廣教中」有參與前後測，這數據未能充分比較及分析「普教中」和

「廣教中」教學下，兩種教學語言對中文學習成效。中學「廣教中」班學生的說話成

績較「普教中」班學生優勝，這可能因為高年級的考核內容是個人短講，因此如用母

語(廣州話)作表述會較具體，內容亦較豐富。 

 

「出生地」對個案小學「普教中」或「廣教中」班學生的，聆聽、說話、閱讀和

寫作四個範疇成績的影響，均無顯著差異。換言之，代表內地出生與香港出生的個案

學生，初小或以前接受的語文教育對小學階段的學習成效的影響沒有分別。個案中學

「廣教中」學生，無論是香港或內地出生的學生，在聽、說、寫方面的表現，「出生地」

的影響都沒有顯著差異。但「普教中」班卻出現不同情況，兩地出生的「普教中」班

學生的說話和寫作的表現則無顯著差異，但內地出生學生的聆聽和閱讀成績較高。此

結果可能反映語文學習成效的滯後性，內地用普通話學習語文的成效反映在他們的中

學學習階段，在內地出生，並在內地用普通話學習中文的學生，他們閱讀的篇章較多，

教科書課文的篇幅較長，語文材料的積累較多，閱讀能力可能因此比香港出生學生強。 

 

從個案中學發現，母語是普通話或者從幼稚園開始學習普通話的學生，在聆聽、

閱讀和寫作成績上均顯著優於從小學或中學才開始學習普通話的學生。中學「廣教中」

班，普通話母語的學生寫作成績最好，中學才開始學習普通話的學生寫作的成績最差。

至於聽、說、讀範疇，「學習普通話時間」這一因素則沒有顯著影響。這反映學生越早

用普通話學習，在「普教中」的教學環境中其聆聽、閱讀、寫作成績較好，這印證語

言學習的原理，學習語言年紀越小越好，不僅較容易適應，而且效果更佳。然而數據

顯示學習普通話時間的早晚對說話表現的影響沒有顯著差異。究其原因，說話是表述，

涉及語音及表達。因為教師較少訓練說話(思維訓練)和聆聽，學生沒有足夠的輸入，

因而影響輸出，在訓練不足情況下，學生難有進步。另一方面，說話範疇的教學語言

與評估語言不相稱，也可能導致說話成績稍遜，如 P1 小五級有「普教中」及「廣教

中」班，課堂的說話訓練及校內考試語言皆為廣州話。P2 小二及小三全級為「普教中」，

但課堂的說話訓練及校內說話考試均用廣州話。而 S2 中二及中三「普教中」班，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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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三「普教中」班，皆為預備 TSA，課堂的說話訓練及校內考試卻操廣州話。這種教

學與評估不配應的情況，對學生說話表現有一定的負面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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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結論及建議 

本章就個案學校開展和推行「普教中」的過程及改變，及以「普教中」或「廣教

中」作教學語言對學生的中文學習成效的影響作出綜合匯報，並向語常會、教育局語

文教學支援組及個案學校就如何在學校開展及推行「普教中」提出改善建議。 

 

雖然四所個案學校開展和推行「普教中」的步伐及進度不一，但大致均邁向「普

教中」支援計劃的發展的目標。個案小學比個案中學較能透過支援計劃掌控「普教中」

教學，教師的語文教學知識及技能均有不同程度的提升。支援計劃優化了四所個案學

校的中文團隊的教學知識分享平台，教師都經驗了如何內化「普教中」教學知識。個

案小學更建立了一套有效的知識轉移機制。雖然學生在「廣教中」班課堂互動交流較

「普教中」班活潑，但「普教中」班學生也大都能以普通話回應教師，師生互動交流

沒有障礙。而「普教中」班成績較「廣教中」班優勝，可能是受到學校挑選成績較佳

的學生入讀「普教中」的因素影響，故只能反映「普教中」教學對個案學生的中文科

學習成效沒有負面影響。本研究就支援計劃的成效及有效協助學校開展和推行「普教

中」提出下列各項關鍵要素。 

 

1. 欠缺以「普教中」為中文科的學科發展重點，是開展和推行「普教中」教學

的阻力。「普教中」教學只是四所個案學校眾多發展項目的其中一項，亦非校

務計劃的學科發展重點。對學校而言，開展「普教中」只是為了得到額外的

支援及資源。對於教師而言，掌控「普教中」教學不是他們考績的關注點。 

 

2. 為學科建立共同備課、觀課和評課的知識轉移平台及分享文化，有助改進「普

教中」教學成效。雖然學校普遍已有共同備課、觀課和評課等安排，但焦點卻

未必針對如何提升「普教中」的教學效能。個案小學教師掌握「普教中」教學

策略和技巧較中學教師佳，主要原因是有效建立和運用共同備課、觀課和評課

的平台，同時創造了分享文化，能夠有效促進「普教中」的教學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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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內地交流老師及教育局語文教學支援組的支援，是協助學校開展和推行「普教

中」的關鍵要素。四所個案學校在內地交流老師及支援組的協助下，建立了教

學知識轉移的機制及開展了共同備課的文化。內地交流老師駐校或得到語文教

學支援組協助，是個案學校建立知識轉移機制、注入語文知識及「普教中」知

識的成功要素，對兩所小學的成效尤其明顯。針對校本需要的支援對教師團隊

的助力更大。 

 

4. 「普教中」和「廣教中」只是教學語言的轉變的教學信念，窒礙了教師學習及

實踐「普教中」教學策略和技巧。中小學教師在計劃開始時表示，「普教中」

和「廣教中」只是教學語言的轉變，並沒有為「普教中」作特別的教學設計。

到了計劃第二、三年，小學教師開始探索針對「普教中」的朗讀教學策略以提

升教學效能。中學教師對「普教中」的信念依然只是教學語言的轉變，以同一

個教案教「普教中」和「廣教中」班，未能配合學生面對學習語言改變的需要。 

 

5. 朗讀感悟篇章及以提問誘發思考是「普教中」的重要教學策略。優秀的朗讀和

說話示範，安排得當的朗讀，讀寫結合，善用朗讀促說促寫，思考討論有價值

的提問，因應個別差異讓全體學生能夠參與的分組活動，無論在「普教中」或

「廣教中」，教是提升學生的說話及語文能力的有效教學策略；不能因為施行

「普教中」而犠牲了這些有效的語文教學策略。 

 

6. 有效的「普教中」教學不僅要教師掌控普通話知識和能力，而且跟有效的「廣

教中」教學一樣，教師須有穩固深厚的中文學科知識和語文教學知識。普通話

語音的輸入與說話聆聽的表現相關，語文知識的輸入與寫作表現有關，以上元

素的有機結合便構成了，「普教中」的語文知識教學。「普教中」的教學成效除

了跟老師的普通話水平相關，課堂設計也十分重要。教師應該以語文教學重點

為核心，針對教師、學生的語言限制和學習需要，制定適當的課堂教學設計。

因此「普教中」教師，最重要的是懂得教中文，以制定適當的教學計劃，並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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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識到學生的語言限制和需要，同時能意識到自己語言的限制，懂得利用不同

策略進行教學。 

 

7. 「普教中」教學對個案學生的中文科學習成效沒有負面影響。「普教中」班學

生的寫作及閱讀成績較「廣教中」班學生優勝；但因「普教中」班學生經篩選，

語文成績較好，跟「廣教中」班相比，彼此起步點有參差，故不能確立「普教

中」較「廣教中」更有助學生學習中文。但按研究數據反映，「普教中」班學

生的表現穩定進展，這反映「普教中」教學對中文科學習成績沒有負面影響。 

 

8. 如果要推行「普教中」，越早讓學習者開始接觸/學習普通話，其語文學習成效

越高。研究結果沒有明顯證據證明「普教中」對中文學習有促進作用，但按研

究數據反映，學生的表現穩定進展，反映「普教中」教學對個案學生的中文科

學習成效沒有負面影響；分析學生接觸/學習普通話的年期，亦印證學習語言

年紀越小，學習效果越顯著。 

 

研究團隊就上述各項發現提出下列建議。 

 

1. 語常會支援學校推行「普教中」時，直向校長闡述建立「普教中」共同願景對於

開展及推行「普教中」教學的重要性，讓中文科教學團隊得到校方支持，才能有

效開展和推行「普教中」教學。 

 

2. 語常會協助學校推行計劃前，宜先審視和分析參與學校語文教學不足之處和需

要，從而定出實施或改善建議，同時須讓內地交流老師充分了解本港推行「普教

中」的特殊語境，以便他們及本地支援組人員能作出針對性的支援。 

 

3. 教育局語文教學支援組到校支援對學校開展和推行「普教中」教學有極大幫助。

如果他們能夠為學校建立或優化共備機制，支援的時間能夠持續，使「普教中」

教學的交流平台得以穩固，教師的學習效果便會更好。支援組人員應積極充當促

進討論的角色，確保公開課堂的評課能有效交流，讓觀課教師與授課教師獲得有

針對性和建設性的討論及回饋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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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語常會及教育局語文教學支援組在推廣及支援「普教中」時，宜強調「普教中」

和「廣教中」並非只是教學語言的轉變，還涉及中文科跟普通話科課程的關係、「普

教中」教學設計和評估策略的改變，如以朗讀達致感悟篇章內容的教學策略，普

通話語音知識的運用等教學改變。 

 

5. 若「普教中」要成為學校教學發展的關注項目，學校宜安排具有良好中文及普通

話的知識與能力的教師任教「普教中」班。 

 

6. 「普教中」成為教學關注重點時，學校須因應發展「普教中」這目標而投放充足

的資源。學校領導層應盡量調配課堂，讓有關教師參與觀課及評課活動，互相交

流教學經驗，從而建立可促進知識轉移的共同備課、觀課和評課的機制，讓教學

團隊，不斷學習共同成長。 

 

7. 「普教中」培訓課程過往大多着重課堂的操作指導和個別教學專題式的探討，導

致教師只能獲得表面化和零散的「普教中」知識。未來的培訓方向，應讓教師從

根本開始了解，如課程、教學設計、評估等理念，讓教師對「普教中」有深入和

全面的認識，並向教師釐清「普教中」不單是教學媒介語轉變的理念。「普教中」

教師培訓課程內容宜包括中文本科知識、中文科課程知識、中文科教學法知識、

普通話科課程知識及普通話語音知識等，這些知識都是構成「普教中」教學的基

本因素。 

 

8. 宜提升教師普通話能力。教師自身的普通話良好，才能作適當的語言示範、指導

和反饋，且有足夠的語音覺識及正音能力。 

 
9. 語常會可考慮出版一些總結個案學校或本地「普教中」教學實例經驗的刊物，讓

本地教師以這些刊物作為交流平台，提煉經驗。 

 
10. 由於學生較早開始接觸/學習普通話，其「普教中」的學習成效較佳，因此若推行

「普教中」，在越低年級開始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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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附錄 

附錄一： 第三期工作內容 

工作內容 學校 日期 檔案 學校參與者 授課課題 學院導師 

觀課 

P1 

2013.11.12 
課堂錄影、學生談錄音、學院導師課後

會議錄音 

P1-1 (2013.11.12) P1 課題一 Dr 1 
Dr 2 
Dr 3 

P1-2 (2013.11.12) P1 課題二 
P1-3 (2013.11.12) P1 課題三 

2014.05.15 
課堂錄影、學生訪談錄音、課後老師訪

談會議錄音 

P1-1 (2014.05.15) P1 課題四 Dr 1 
Dr 2 
Dr 3 

P1-2 (2014.05.15) P1 課題五 
P1-3 (2014.05.15) P1 課題六 

P2 

2013.10.22 
2013.11.01 

課堂錄影、學生訪談錄音、課後老師訪

談會議錄音、學院導師課後會議錄音 

P2-1 (2013.10.22) P2 課題一 
Dr 1 
Dr 2 
Dr 1 

P2-2 (2013.10.22) P2 課題二 
P2-3 (2013.11.01) P2 課題三 
P2-4 (2013.11.01) P2 課題三 

2014.05.21 
課堂錄影、學生訪談錄音、課後老師訪

談會議錄音 

P2-1 (2014.05.21) P2 課題四 
Dr 1 
Dr 2 
Dr 3 

P2-2 (2014.05.21) P2 課題五 
P2-3 (2014.05.21) P2 課題五 
P2-4 (2014.05.21) P2 課題六 

S1 
2014.03.26 

課堂錄影、學生訪談錄音、學院導師課

後會議錄音 S1-5 (2014.03.26) 
S1 課題一 1C 組 Dr 1 

Dr 2 
Dr 3 

S1 課題二 2C 組 
S1 課題三 3C 組 

2014.06.18 課堂錄影、課後老師和學生訪談錄音 S1-5 (2014.06.18) S1 課題四 1C 組 Dr 1 
Dr 2 

S2 

2013.10.23 
2013.11.07 
2013.11.18 

課堂錄影、學生訪談錄音、課後老師訪

談會議錄音 

S2-1 (2013.10.23) S2 課題一 Dr 1 
Dr 2 
Dr 3 

S2-2 (2013.11.07) S2 課題一 

S2-3 (2013.11.18) S2 課題二 

2014.05.20 
課堂錄影、學生訪談錄音、課後老師訪

談會議錄音 

S2-1 (2014.05.20) S2 課題三 
Dr 1 
Dr 2 
Dr 3 

S2-2 (2014.05.20) S2 課題四 2B 「普教中」 
S2-2 (2014.05.20) S2 課題四 2C 「廣教中」 
S2-3 (2014.05.20) S2 課題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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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2012-2013 年度與 2013-2014 年度 P1 小學成績比較 

2012-2013 年度 P1-2 (3C)、2013-2014 年度(4C)(普教中)學生前後測︰閱讀、寫作、聆聽、說話平均分。 

鑑於本表內容涉及學校及教師的具體描述，故刪去。 鑑於本表內容涉及學校及教師的具體描述，故刪去。 

鑑於本表內容涉及學校及教師的具體描述，故刪去。 鑑於本表內容涉及學校及教師的具體描述，故刪去。 

2012-2013 年度 3C 班與 2013-2014 年度 4C 班閱讀三組比較 

鑑於本表內容涉及學校及教師的具體描述，故刪去。 鑑於本表內容涉及學校及教師的具體描述，故刪去。 

鑑於本表內容涉及學校及教師的具體描述，故刪去。 鑑於本表內容涉及學校及教師的具體描述，故刪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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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2013 年度 3C 班與 2013-2014 年度 4C 班聆聽三組比較 

鑑於本表內容涉及學校及教師的具體描述，故刪去。 鑑於本表內容涉及學校及教師的具體描述，故刪去。 

鑑於本表內容涉及學校及教師的具體描述，故刪去。 鑑於本表內容涉及學校及教師的具體描述，故刪去。 

2012-2013 年度 3C 班與 2013-2014 年度 4C 班寫作三組比較 

鑑於本表內容涉及學校及教師的具體描述，故刪去。 鑑於本表內容涉及學校及教師的具體描述，故刪去。 

鑑於本表內容涉及學校及教師的具體描述，故刪去。 鑑於本表內容涉及學校及教師的具體描述，故刪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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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2013 年度 3C 班與 2013-2014 年度 4C 班說話(看圖說話)三組比較 

鑑於本表內容涉及學校及教師的具體描述，故刪去。 鑑於本表內容涉及學校及教師的具體描述，故刪去。 

鑑於本表內容涉及學校及教師的具體描述，故刪去。 鑑於本表內容涉及學校及教師的具體描述，故刪去。 

2012-2013 年度 3C 班與 2013-2014 年度 4C 班說話(短講)三組比較 

鑑於本表內容涉及學校及教師的具體描述，故刪去。 鑑於本表內容涉及學校及教師的具體描述，故刪去。 

鑑於本表內容涉及學校及教師的具體描述，故刪去。 鑑於本表內容涉及學校及教師的具體描述，故刪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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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2013 年度 P1-1 (4D)、2013-2014 年度 4B)(普教中)學生前後測︰閱讀、寫作、聆聽、說話平均分。 

鑑於本表內容涉及學校及教師的具體描述，故刪去。 鑑於本表內容涉及學校及教師的具體描述，故刪去。 

鑑於本表內容涉及學校及教師的具體描述，故刪去。 鑑於本表內容涉及學校及教師的具體描述，故刪去。 

2012-2013 年度 4D 班與 2013-2014 年度 4B 班閱讀三組比較 

鑑於本表內容涉及學校及教師的具體描述，故刪去。 鑑於本表內容涉及學校及教師的具體描述，故刪去。 

鑑於本表內容涉及學校及教師的具體描述，故刪去。 鑑於本表內容涉及學校及教師的具體描述，故刪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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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2013 年度 4D 班與 2013-2014 年度 4B 班聆聽三組比較 

鑑於本表內容涉及學校及教師的具體描述，故刪去。 鑑於本表內容涉及學校及教師的具體描述，故刪去。 

鑑於本表內容涉及學校及教師的具體描述，故刪去。 鑑於本表內容涉及學校及教師的具體描述，故刪去。 

2012-2013 年度 4D 班與 2013-2014 年度 4B 班寫作三組比較 

鑑於本表內容涉及學校及教師的具體描述，故刪去。 鑑於本表內容涉及學校及教師的具體描述，故刪去。 

鑑於本表內容涉及學校及教師的具體描述，故刪去。 鑑於本表內容涉及學校及教師的具體描述，故刪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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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2013 年度 4D 班與 2013-2014 年度 4B 班說話(看圖說話)三組比較 

鑑於本表內容涉及學校及教師的具體描述，故刪去。 鑑於本表內容涉及學校及教師的具體描述，故刪去。 

鑑於本表內容涉及學校及教師的具體描述，故刪去。 鑑於本表內容涉及學校及教師的具體描述，故刪去。 

2012-2013 年度 4D 班與 2013-2014 年度 4B 班說話(短講)三組比較 

鑑於本表內容涉及學校及教師的具體描述，故刪去。 鑑於本表內容涉及學校及教師的具體描述，故刪去。 

鑑於本表內容涉及學校及教師的具體描述，故刪去。 鑑於本表內容涉及學校及教師的具體描述，故刪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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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2013 年度 P1-3 (6C)、2013-2014 年度(5D)(普教中)學生前後測︰閱讀、寫作、聆聽、說話平均分。 

鑑於本表內容涉及學校及教師的具體描述，故刪去。 鑑於本表內容涉及學校及教師的具體描述，故刪去。 

鑑於本表內容涉及學校及教師的具體描述，故刪去。 鑑於本表內容涉及學校及教師的具體描述，故刪去。 

2012-2013 年度 6C 班與 2013-2014 年度 5D 班閱讀三組比較 

鑑於本表內容涉及學校及教師的具體描述，故刪去。 鑑於本表內容涉及學校及教師的具體描述，故刪去。 

鑑於本表內容涉及學校及教師的具體描述，故刪

去。 
鑑於本表內容涉及學校及教師的具體描述，故刪

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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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2013 年度 6C 班與 2013-2014 年度 5D 班聆聽三組比較 

鑑於本表內容涉及學校及教師的具體描述，故刪去。 鑑於本表內容涉及學校及教師的具體描述，故刪去。 

鑑於本表內容涉及學校及教師的具體描述，故刪去。 鑑於本表內容涉及學校及教師的具體描述，故刪去。 

2012-2013 年度 6C 班與 2013-2014 年度 5D 班寫作三組比較 

鑑於本表內容涉及學校及教師的具體描述，故刪去。 鑑於本表內容涉及學校及教師的具體描述，故刪去。 

鑑於本表內容涉及學校及教師的具體描述，故刪去。 鑑於本表內容涉及學校及教師的具體描述，故刪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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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2013 年度 6C 班與 2013-2014 年度 5D 班說話(看圖說話)三組比較 

鑑於本表內容涉及學校及教師的具體描述，故刪去。 鑑於本表內容涉及學校及教師的具體描述，故刪去。 

鑑於本表內容涉及學校及教師的具體描述，故

刪去。 
鑑於本表內容涉及學校及教師的具體描述，故刪

去。 

2012-2013 年度 6C 班與 2013-2014 年度 5D 班說話(短講)三組比較 

鑑於本表內容涉及學校及教師的具體描述，故刪去。 鑑於本表內容涉及學校及教師的具體描述，故刪去。 

鑑於本表內容涉及學校及教師的具體描述，故刪

去。 
鑑於本表內容涉及學校及教師的具體描述，故刪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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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2012-2013 年度與 2013-2014 年度 P2 小學成績比較 

2012-2013 及 2013-2014 年度 P2-1 2A(普教中)學生前後測︰閱讀、寫作、聆聽、說話平均分。 

鑑於本表內容涉及學校及教師的具體描述，故刪去。 鑑於本表內容涉及學校及教師的具體描述，故刪去。 

鑑於本表內容涉及學校及教師的具體描述，故刪去。 鑑於本表內容涉及學校及教師的具體描述，故刪去。 

2012-2013 年度與 2013-2014 年度 2A 班閱讀三組比較 

鑑於本表內容涉及學校及教師的具體描述，故刪去。 鑑於本表內容涉及學校及教師的具體描述，故刪去。 

鑑於本表內容涉及學校及教師的具體描述，故刪去。 鑑於本表內容涉及學校及教師的具體描述，故刪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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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2013 年度與 2013-2014 年度 2A 班聆聽三組比較 
鑑於本表內容涉及學校及教師的具體描述，故刪去。 鑑於本表內容涉及學校及教師的具體描述，故刪去。 

鑑於本表內容涉及學校及教師的具體描述，故刪去。 鑑於本表內容涉及學校及教師的具體描述，故刪去。 

2012-2013 年度與 2013-2014 年度 2A 班寫作(句子)三組比較 

鑑於本表內容涉及學校及教師的具體描述，故刪去。 鑑於本表內容涉及學校及教師的具體描述，故刪去。 

鑑於本表內容涉及學校及教師的具體描述，故刪去。 鑑於本表內容涉及學校及教師的具體描述，故刪去。 

2012-2013 年度與 2013-2014 年度 2A 寫作(短文)三組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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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於本表內容涉及學校及教師的具體描述，故刪去。 鑑於本表內容涉及學校及教師的具體描述，故刪去。 

鑑於本表內容涉及學校及教師的具體描述，故刪去。 鑑於本表內容涉及學校及教師的具體描述，故刪去。 

2012-2013 年度與 2013-2014 年度 2A 說話(看圖說話)三組比較 

鑑於本表內容涉及學校及教師的具體描述，故刪去。 鑑於本表內容涉及學校及教師的具體描述，故刪去。 

鑑於本表內容涉及學校及教師的具體描述，故刪去。 鑑於本表內容涉及學校及教師的具體描述，故刪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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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2013 年度 P2-4 (2C)、2013-2014 年度(3C)(普教中)學生前後測︰閱讀、寫作、聆聽、說話

平均分。 

鑑於本表內容涉及學校及教師的具體描述，故刪去。 鑑於本表內容涉及學校及教師的具體描述，故刪去。 

鑑於本表內容涉及學校及教師的具體描述，故刪去。 鑑於本表內容涉及學校及教師的具體描述，故刪去。 

2012-2013 年度 2C 班與 2013-2014 年度 3C 班閱讀三組比較 

鑑於本表內容涉及學校及教師的具體描述，故刪去。 鑑於本表內容涉及學校及教師的具體描述，故刪去。 

鑑於本表內容涉及學校及教師的具體描述，故刪去。 鑑於本表內容涉及學校及教師的具體描述，故刪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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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2013 年度 2C 班與 2013-2014 年度 3C 班聆聽三組比較 

鑑於本表內容涉及學校及教師的具體描述，故刪去。 鑑於本表內容涉及學校及教師的具體描述，故刪去。 

鑑於本表內容涉及學校及教師的具體描述，故刪去。 鑑於本表內容涉及學校及教師的具體描述，故刪去。 

2012-2013 年度 2C 班與 2013-2014 年度 3C 班寫作(短文)三組比較 

鑑於本表內容涉及學校及教師的具體描述，故刪去。 鑑於本表內容涉及學校及教師的具體描述，故刪去。 

鑑於本表內容涉及學校及教師的具體描述，故刪去。 鑑於本表內容涉及學校及教師的具體描述，故刪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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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2013 年度 2C 班與 2013-2014 年度 3C 班說話(看圖說話)三組比較 

鑑於本表內容涉及學校及教師的具體描述，故刪去。 鑑於本表內容涉及學校及教師的具體描述，故刪去。 

鑑於本表內容涉及學校及教師的具體描述，故刪去。 鑑於本表內容涉及學校及教師的具體描述，故刪去。 

2013-2014 年度 3C 班說話(短講)三組比較 

鑑於本表內容涉及學校及教師的具體描述，故刪去。 鑑於本表內容涉及學校及教師的具體描述，故刪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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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2013 年度 P2-2 (2D、2013-2014 年度(3D)(普教中)學生前後測︰閱讀、寫作、聆聽、說話

平均分。 

鑑於本表內容涉及學校及教師的具體描述，故刪去。 鑑於本表內容涉及學校及教師的具體描述，故刪去。 

鑑於本表內容涉及學校及教師的具體描述，故刪去。 鑑於本表內容涉及學校及教師的具體描述，故刪去。 

2012-2013 年度 2D 班與 2013-2014 年度 3D 班閱讀三組比較 

鑑於本表內容涉及學校及教師的具體描述，故刪去。 鑑於本表內容涉及學校及教師的具體描述，故刪去。 

鑑於本表內容涉及學校及教師的具體描述，故刪去。 鑑於本表內容涉及學校及教師的具體描述，故刪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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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2013 年度 2D 班與 2013-2014 年度 3D 班聆聽三組比較 

鑑於本表內容涉及學校及教師的具體描述，故刪去。 鑑於本表內容涉及學校及教師的具體描述，故刪去。 

鑑於本表內容涉及學校及教師的具體描述，故刪去。 鑑於本表內容涉及學校及教師的具體描述，故刪去。 

2012-2013 年度 2D 班與 2013-2014 年度 3D 班寫作(短文)三組比較 

鑑於本表內容涉及學校及教師的具體描述，故刪去。 鑑於本表內容涉及學校及教師的具體描述，故刪去。 

鑑於本表內容涉及學校及教師的具體描述，故刪去。 鑑於本表內容涉及學校及教師的具體描述，故刪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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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2013 年度 2D 班與 2013-2014 年度 3D 班說話(看圖說話)三組比較 

鑑於本表內容涉及學校及教師的具體描述，故刪去。 鑑於本表內容涉及學校及教師的具體描述，故刪去。 

鑑於本表內容涉及學校及教師的具體描述，故刪去。 鑑於本表內容涉及學校及教師的具體描述，故刪去。 

 
2013-2014 年度 3D 班說話(短講)三組比較 
 
鑑於本表內容涉及學校及教師的具體描述，故刪去。 鑑於本表內容涉及學校及教師的具體描述，故刪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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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2014 年度 P2-3 (3A)(普教中)學生前後測︰閱讀、寫作、聆聽、說話平均分。 

鑑於本表內容涉及學校及教師的具體描述，故刪去。 鑑於本表內容涉及學校及教師的具體描述，故刪去。 

2013-2014 年度 3A 班閱讀三組比較 

鑑於本表內容涉及學校及教師的具體描述，故刪去。 鑑於本表內容涉及學校及教師的具體描述，故刪去。 

 
2013-2014 年度 3A 班聆聽三組比較 

鑑於本表內容涉及學校及教師的具體描述，故刪去。 鑑於本表內容涉及學校及教師的具體描述，故刪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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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2014 年度 3A 班寫作(短文)三組比較 
鑑於本表內容涉及學校及教師的具體描述，故刪去。 鑑於本表內容涉及學校及教師的具體描述，故刪去。 

2013-2014 年度 3A 班說話(看圖說話)三組比較 

鑑於本表內容涉及學校及教師的具體描述，故刪去。 鑑於本表內容涉及學校及教師的具體描述，故刪去。 

2013-2014 年度 3A 班說話(短講)三組比較 

鑑於本表內容涉及學校及教師的具體描述，故刪去。 鑑於本表內容涉及學校及教師的具體描述，故刪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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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2012-2013 年度與 2013-2014 年度 S1 中學成績比較 

2013-2014 年度 S1-5 (1C 組)(普教中)學生前後測︰閱讀、寫作、聆聽、說話平均分。 

鑑於本表內容涉及學校及教師的具體描述，故刪去。 鑑於本表內容涉及學校及教師的具體描述，故刪去。 

2013-2014 年度 1C 組閱讀三組比較 

鑑於本表內容涉及學校及教師的具體描述，故刪去。 鑑於本表內容涉及學校及教師的具體描述，故刪去。 

 
2013-2014 年度 1C 組聆聽三組比較 

鑑於本表內容涉及學校及教師的具體描述，故刪去。 鑑於本表內容涉及學校及教師的具體描述，故刪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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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2014 年度 1C 組寫作三組比較 

鑑於本表內容涉及學校及教師的具體描述，故刪去。 鑑於本表內容涉及學校及教師的具體描述，故刪去。 

2013-2014 年度 1C 組說話三組比較 

鑑於本表內容涉及學校及教師的具體描述，故刪去。 鑑於本表內容涉及學校及教師的具體描述，故刪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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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2013 年度 S1-4 (1C 組)，2013-2014 年度 S1-5 (2C 組) (2013-2014)(普教中)學生前後測︰閱讀、寫

作、聆聽、說話平均分。 

鑑於本表內容涉及學校及教師的具體描述，故刪去。 鑑於本表內容涉及學校及教師的具體描述，故刪去。 

鑑於本表內容涉及學校及教師的具體描述，故刪去。 鑑於本表內容涉及學校及教師的具體描述，故刪去。 

2012-2013 年度 S1-4 (1C 組)與 2013-2014 年度 S1-5 (2C 組)閱讀三組比較 

鑑於本表內容涉及學校及教師的具體描述，故刪去。 鑑於本表內容涉及學校及教師的具體描述，故刪去。 

鑑於本表內容涉及學校及教師的具體描述，故刪去。 鑑於本表內容涉及學校及教師的具體描述，故刪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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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2013 年度 S1-4 (1C 組)與 2013-2014 年度 S1-5 (2C 組)聆聽三組比較 

鑑於本表內容涉及學校及教師的具體描述，故刪去。 鑑於本表內容涉及學校及教師的具體描述，故刪去。 

鑑於本表內容涉及學校及教師的具體描述，故

刪去。 
鑑於本表內容涉及學校及教師的具體描述，故刪去。 

2012-2013 年度 S1-4 (1C 組)與 2013-2014 年度 S1-5 (2C 組)寫作三組比較 

鑑於本表內容涉及學校及教師的具體描述，故刪去。 鑑於本表內容涉及學校及教師的具體描述，故刪去。 

鑑於本表內容涉及學校及教師的具體描述，故刪去。 鑑於本表內容涉及學校及教師的具體描述，故刪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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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2013 年度 S1-5 (1C 組)與 2013-2014 年度 S1-5 (2C 組)說話三組比較 
 

鑑於本表內容涉及學校及教師的具體描述，故刪去。 鑑於本表內容涉及學校及教師的具體描述，故刪去。 

鑑於本表內容涉及學校及教師的具體描述，故刪去。 鑑於本表內容涉及學校及教師的具體描述，故刪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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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2013 年度 S1-4 (2C 組)， 2013-2014 年度 S1-5 (3C 組) (普教中)學生前後測︰閱讀、寫作、聆聽、

說話平均分。 
鑑於本表內容涉及學校及教師的具體描述，故刪去。 鑑於本表內容涉及學校及教師的具體描述，故刪

去。 

鑑於本表內容涉及學校及教師的具體描述，故刪去。 鑑於本表內容涉及學校及教師的具體描述，故

刪去。 

2012-2013 年度 S1-4 (2C 組)與 2013-2014 年度 S1-5 (3C 組)閱讀三組比較 

鑑於本表內容涉及學校及教師的具體描述，故刪

去。 
鑑於本表內容涉及學校及教師的具體描述，故刪去。 

鑑於本表內容涉及學校及教師的具體描述，故刪

去。 
鑑於本表內容涉及學校及教師的具體描述，故刪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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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2013 年度 S1-4 (2C 組)與 2013-2014 年度 S1-5 (3C 組)聆聽三組比較 

鑑於本表內容涉及學校及教師的具體描述，故刪去。 鑑於本表內容涉及學校及教師的具體描述，故刪去。 

鑑於本表內容涉及學校及教師的具體描述，故刪去。 鑑於本表內容涉及學校及教師的具體描述，故刪去。 

2012-2013 年度 S1-4 (2C 組)與 2013-2014 年度 S1-5 (3C 組)寫作三組比較 

鑑於本表內容涉及學校及教師的具體描述，故刪去。 鑑於本表內容涉及學校及教師的具體描述，故刪去。 

鑑於本表內容涉及學校及教師的具體描述，故刪去。 鑑於本表內容涉及學校及教師的具體描述，故刪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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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2013 年度 S1-4(2C 組)與 2013-2014 年度 S1-5 (3C 組)說話三組比較 

鑑於本表內容涉及學校及教師的具體描述，故刪去。 鑑於本表內容涉及學校及教師的具體描述，故刪去。 

鑑於本表內容涉及學校及教師的具體描述，故刪去。 鑑於本表內容涉及學校及教師的具體描述，故刪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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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2012-2013 年度與 2013-2014 年度 S2 中學成績比較 

2012-2013 年度 S2-3 (1D)，2013-2014 年度(3D)(普教中)學生前後測︰閱讀、寫作、聆聽、說話平均分。 

鑑於本表內容涉及學校及教師的具體描述，故刪去。 鑑於本表內容涉及學校及教師的具體描述，故刪去。 

鑑於本表內容涉及學校及教師的具體描述，故刪去。 鑑於本表內容涉及學校及教師的具體描述，故刪去。 

2012-2013 年度 1D 班與 2013-2014 年度 3D 班閱讀三組比較 

鑑於本表內容涉及學校及教師的具體描述，故刪去。 鑑於本表內容涉及學校及教師的具體描述，故刪去。 

鑑於本表內容涉及學校及教師的具體描述，故刪去。 鑑於本表內容涉及學校及教師的具體描述，故刪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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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2013 年度 1D 班與 2013-2014 年度 3D 班聆聽三組比較 

鑑於本表內容涉及學校及教師的具體描述，故刪去。 鑑於本表內容涉及學校及教師的具體描述，故刪

去。 

鑑於本表內容涉及學校及教師的具體描述，故刪去。 鑑於本表內容涉及學校及教師的具體描述，故刪

去。 

2012-2013 年度 1D 班與 2013-2014 年度 3D 班寫作三組比較 

鑑於本表內容涉及學校及教師的具體描述，故刪去。 鑑於本表內容涉及學校及教師的具體描述，故刪去。 

鑑於本表內容涉及學校及教師的具體描述，故刪去。 鑑於本表內容涉及學校及教師的具體描述，故刪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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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2013 年度 1D 班與 2013-2014 年度 3D 班說話三組比較 
 

鑑於本表內容涉及學校及教師的具體描述，故刪去。 鑑於本表內容涉及學校及教師的具體描述，故刪去。 

鑑於本表內容涉及學校及教師的具體描述，故刪去。 鑑於本表內容涉及學校及教師的具體描述，故刪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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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2013 年度 S2-1 (2B、2D)，2013-2014 年度(2D)(普教中)學生前後測︰閱讀、寫作、聆聽、說話平均

分。 

鑑於本表內容涉及學校及教師的具體描述，故刪

去。 
鑑於本表內容涉及學校及教師的具體描述，故刪

去。 

 
鑑於本表內容涉及學校及教師的具體描述，故刪

去。 
鑑於本表內容涉及學校及教師的具體描述，故刪去。 

 
鑑於本表內容涉及學校及教師的具體描述，故刪

去。 
鑑於本表內容涉及學校及教師的具體描述，故刪

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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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2013 年度 2B、2D 班與 2013-2014 年度 2D 班閱讀三組比較 
鑑於本表內容涉及學校及教師的具體描述，故刪

去。 
鑑於本表內容涉及學校及教師的具體描述，故刪去。 

 
鑑於本表內容涉及學校及教師的具體描述，故刪

去。 
鑑於本表內容涉及學校及教師的具體描述，故刪

去。 

 
鑑於本表內容涉及學校及教師的具體描述，故刪

去。 
鑑於本表內容涉及學校及教師的具體描述，故刪

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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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2013 年度 2B、2D 班與 2013-2014 年度 2D 班聆聽三組比較 
鑑於本表內容涉及學校及教師的具體描述，故刪

去。 
鑑於本表內容涉及學校及教師的具體描述，故刪去。 

 
鑑於本表內容涉及學校及教師的具體描述，故刪

去。 
鑑於本表內容涉及學校及教師的具體描述，故刪

去。 

 
鑑於本表內容涉及學校及教師的具體描述，故刪

去。 
鑑於本表內容涉及學校及教師的具體描述，故刪

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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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2013 年度 2B、2D 班與 2013-2014 年度 2D 班寫作三組比較 
鑑於本表內容涉及學校及教師的具體描述，故

刪去。 
鑑於本表內容涉及學校及教師的具體描述，故刪去。 

 
鑑於本表內容涉及學校及教師的具體描述，故

刪去。 
鑑於本表內容涉及學校及教師的具體描述，故刪

去。 

 
鑑於本表內容涉及學校及教師的具體描述，故刪

去。 
鑑於本表內容涉及學校及教師的具體描述，故刪

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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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2013 年度 2B、2D 班與 2013-2014 年度 2D 班說話三組比較 
鑑於本表內容涉及學校及教師的具體描述，故刪

去。 
鑑於本表內容涉及學校及教師的具體描述，故刪去。 

 
鑑於本表內容涉及學校及教師的具體描述，故刪

去。 
鑑於本表內容涉及學校及教師的具體描述，故刪

去。 

 
鑑於本表內容涉及學校及教師的具體描述，故刪

去。 
鑑於本表內容涉及學校及教師的具體描述，故刪

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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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2013 年度 S2-2 (1B)，2013-2014 年度(2B)(普教中)學生前後測︰閱讀、寫作、聆聽、說話平均分。 

鑑於本表內容涉及學校及教師的具體描述，故刪

去。 
鑑於本表內容涉及學校及教師的具體描述，故刪去。 

鑑於本表內容涉及學校及教師的具體描述，故刪

去。 
鑑於本表內容涉及學校及教師的具體描述，故刪去。 

2012-2013 年度 1B 班與 2013-2014 年度 2B 班閱讀三組比較 

鑑於本表內容涉及學校及教師的具體描述，故刪

去。 
鑑於本表內容涉及學校及教師的具體描述，故刪去。 

鑑於本表內容涉及學校及教師的具體描述，故刪

去。 
鑑於本表內容涉及學校及教師的具體描述，故刪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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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2013 年度 1B 班與 2013-2014 年度 2B 班聆聽三組比較 

鑑於本表內容涉及學校及教師的具體描述，故刪去。 鑑於本表內容涉及學校及教師的具體描述，故刪去。 

鑑於本表內容涉及學校及教師的具體描述，故刪

去。 
鑑於本表內容涉及學校及教師的具體描述，故刪去。 

2012-2013 年度 1B 班與 2013-2014 年度 2B 班寫作三組比較 

鑑於本表內容涉及學校及教師的具體描述，故刪去。 鑑於本表內容涉及學校及教師的具體描述，故刪去。 

鑑於本表內容涉及學校及教師的具體描述，故刪去。 鑑於本表內容涉及學校及教師的具體描述，故刪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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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2013 年度 1B 班與 2013-2014 年度 2B 班說話三組比較 
 

鑑於本表內容涉及學校及教師的具體描述，故刪去。 鑑於本表內容涉及學校及教師的具體描述，故刪去。 

鑑於本表內容涉及學校及教師的具體描述，故刪去。 鑑於本表內容涉及學校及教師的具體描述，故刪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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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普教中」與「廣教中」兩種教學方法對學生中文科學業表現的影響 
表一：教學方法對學生中文科學業表現的影響 

  普教中 廣教中 t p 
小二  N=184  
 聽 8.02 - - - 
 說 12.66 - - - 
 讀 12.79 - - - 
 寫 13.72 - - - 
小三  N=156  
 聽 9.87 - - - 
 說 15.31 - - - 
 讀 13.66 - - - 
 寫 17.37 - - - 
小四  N=239 N=23  
 聽 10.02 10.17 -0.40 .693 
 說 16.16 16.00 0.48 .634 
 讀 14.18 13.26 1.35 .179 
 寫 17.50 14.62 5.91 .000** 
小五  N=89 N=94  
 聽 11.94 10.16 5.84 .000** 
 說 15.27 14.67 1.81 .073 
 讀 13.91 10.45 9.01 .000** 
 寫 20.02 16.71 6.23 .000** 
中一  N=97 N=67  
 聽 7.67 6.66 3.38 .001** 
 說 11.65 12.51 -1.73 .087 
 讀 13.14 9.31 5.96 .000** 
 寫 16.17 14.42 3.34 .001** 
中二  N=164 N=162  
 聽 6.55 6.44 0.53 .594 
 說 11.51 12.23 -2.07 .040* 
 讀 11.25 9.49 4.72 .000** 
 寫 15.62 16.55 -2.01 .046* 
中三  N=78 N=107  
 聽 8.73 9.07 -0.81 .421 
 說 11.18 13.45 -5.69 .000** 
 讀 13.01 10.89 3.39 .001** 
 寫 15.17 14.28 1.39 .167 

*p<.05; **p<.01 
表一根據所有學生最後一次測驗的聽、說、讀、寫四項分數，進行了獨立樣本 T 檢驗，以

探究「普教中」與「廣教中」兩種教學方法對學生中文科學業表現的影響。由表可知，小學生

以「普教中」學習，寫作範疇較有優勢；同時，「普教中」學習的中小學生閱讀能力較高。中

學生以「廣教中」學習時，他們的說話表現較以「普教中」學習的學生好。在閱讀這一範疇上，

不論中學還是小學，以「普教中」學習的學生，此項成績都高於「廣教中」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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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七︰四所學校編班方式 

 

鑑於本節內容涉及學校及教師的具體描述，故刪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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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八︰「普教中」中小學量化數據結果 
 

小學部分 
 
以下表一至表二基於「普教中」的小學生數據進行分析，學生總人數為 471 人。 
 
表一（1）：出生地對學生中文科學業表現的影響 

 中國內地 
N=48 

香港 
N=402 

其它國家/地區 
N=13 

F p 

聽 9.96 9.76 9.69 .183 .833 
說 15.27 14.84 14.31 .597 .551 
讀 13.77 13.47 14.08 .335 .716 

.028* 寫 17.60 17.52 14.54 3.588 
*p<.05; **p<.01 

通過 ANOVA 分析，我們比較了學生出生地對四項中文科成績的影響。如表一（1）所示，

出生地的不同對學生的聆聽、說話和閱讀沒有顯著的影響，只是在寫作方面有顯著影響。 
 
表一（2）：出生地對學生中文科學業表現的事後比較 

 香港-中國內地 香港-其它 中國內地-其它 
聽 -.20 .07 .27 
說 -.43 .53 .96 
讀 -.30 -.61 -.31 
寫 -.08 2.98** 3.06* 

*p<.05; **p<.01 
表一（2）是 ANOVA 的事後比較。出生於香港、中國內地或者其他地區的小學生，在聆聽、

說話、閱讀成績上均無明顯差別，但在寫作方面，出生於中國內地和香港的學生的寫作成績顯

著好於出生地為其他地區的學生。值得注意的是，出生於香港和中國內地的學生在寫作方面並

無顯著差異。 
 
表二(1)：學習普通話時間對學生中文科學業表現的影響 
 普通話是母語 

N=71 
從幼稚園開始 

N=222 
從小學開始 

N=166 
F p 

聽 9.69 9.85 9.71 .265 .767 
說 14.44 15.13 14.75 1.465 .232 

讀 13.32 13.62 13.44 .247 .781 

寫 17.00 17.55 17.51 .535 .586 
*p<.05; **p<.01 

由表二（1）可知，學習普通話的時間對於小學生的中文科學業表現無顯著影響，即不論

學生的母語是普通話，或者從幼稚園開始學習普通話，亦或是從小學開始學習普通話，其中文

科的聽、說、讀、寫成績均無顯著的分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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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2）：學習普通話時間對學生中文科學業表現的事後比較 
 小學-幼稚園 小學-母語 幼稚園-母語 
聽 -.14 .02 .16 
說 -.38 .31 .69 
讀 -.18 .12 .30 
寫 -.04 .51 .55 

*p<.05; **p<.01 
表二（2）顯示，學習普通話時間對小學生的聆聽、說話、閱讀和寫作無顯著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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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學部分 
 
以下表三至表四基於「普教中」的中學生數據進行分析，學生總人數為 192 人。 
 
表三（1）：出生地對學生中文科學業表現的影響 

 中國內地 
N=69 

香港 
N=101 

其它國家/地區 
N=2 

F p 

聽 8.54 7.18 9.50 7.118   .001** 
說 12.09 11.32 12.50 2.001 .138 
讀 12.94 11.69 13.50 2.479 .087 

.107 寫 17.31 16.69 12.50 2.265 
*p<.05; **p<.01 

與小學的 ANOVA 數據結果不同，出生地只在聆聽方面對中文科成績有顯著影響，對說話、

閱讀、寫作成績則沒有顯著影響。 
 
表三（2）：出生地對學生中文科學業表現的事後比較 

 香港-中國內地 香港-其它 中國內地-其它 
聽 -1.36** -2.32 -.96 
說 -.77 -1.18 -.41 
讀 -1.25* -1.81 -.56 
寫 -.62 4.19 4.81 

*p<.05; **p<.01 
通過 ANOVA 事後比較可以更清晰地看到，中國內地出生的學生在聽、讀方面的成績都顯

著高於香港出生學生的。同時，出生地對學生在說話和寫作上的表現無顯著差異。 
 
 
表四(1)：學習普通話時間對學生中文科學業表現的影響 

 普通話是母語 
N=27 

從幼稚園開始 
N=44 

從小學開始 
N=95 

從中學開始 
N=4 

F p 

聽 8.52 8.49 7.34 5.25 4.593 .004** 

說 12.68 11.80 11.34 10.25 2.343 .075 

讀 12.92 13.28 11.77 7.75 4.185 .007** 

寫 17.96 17.47 16.60 9.67 6.202 .001** 
*p<.05; **p<.01 

學習普通話時間對說話成績無顯著影響。但是，在聆聽、閱讀和寫作的表現上，學習普通

話時間則是一個十分顯著的影響因素，普通話是母語或者越早學習普通話對於學生中文科表現

有積極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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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2)：學習普通話時間對學生中文科學業表現的事後比較 
 中學-小學 中學-幼稚園 中學-母語  小學-幼稚園 小學-母語 幼稚園-母語 

聽 -2.09 -3.24* -3.27* -1.15* -1.18* -.03 
說 -1.09 -1.55 -2.43 -.46 -1.34* -.88 

讀 -4.02* -5.53** -5.17** -1.51* -1.15 .36 
寫 -6.93** -7.80** -8.29** -.87 -1.36 -.49 

*p<.05; **p<.01 
從表四（2）的事後比較可知，母語是普通話和越早開始學習普通話的學生在聆聽成績上

顯著好於從中學和小學開始學習普通話的學生；母語是普通話的學生在說話成績上顯著好於從

小學開始學習普通話的學生；中學開始學習普通話的學生在閱讀和寫作科上顯著遜於更早開始

學習普通話的學生，同時從小學開始學習普通話的學生其閱讀成績也顯著低於從幼稚園開始學

習普通話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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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九︰「廣教中」中小學量化數據結果 
小學部分 

 
以下表一至表二基於「廣教中」的小學生數據進行分析，學生總人數為 120 人。 
 
表一（1）：出生地對學生中文科學業表現的影響 

 中國內地 
N=11 

香港 
N=98 

其它國家/地區 
N=3 

F p 

聽 10.00 10.52 9.33 .660   .519 
說 13.64 15.03 16.33 2.464 .090 
讀 10.73 11.25 8.33 1.501 .228 

.236 寫 15.10 16.99 15.00 1.464 
*p<.05; **p<.01 

通過 ANOVA 分析，我們比較了學生出生地對四項中文科成績的影響。如表一（1）所示，

出生地的不同對學生的聆聽、說話、閱讀和寫作均無顯著影響。 
 
表一（2）：出生地對學生中文科學業表現的事後比較 

 香港-中國內地 香港-其它 中國內地-其它 
聽 .52 1.19 .67 
說 1.39 -1.30 -2.69 
讀 .52 2.92 2.40 
寫 1.89 1.99 0.10 

*p<.05; **p<.01 
表一（2）是 ANOVA 的事後比較。出生於香港、中國內地或者其他地區的小學生，在聆聽、

說話、閱讀以及寫作成績上均無明顯差別。 
 
 
表二(1)：學習普通話時間對學生中文科學業表現的影響 
 普通話是母語 

N=7 
從幼稚園開始 

N=54 
從小學開始 

N=46 
F p 

聽 10.00 10.64 10.44 .309 .735 
說 13.86 15.34 14.71 1.856 .161 

讀 12.00 11.23 11.09 .299 .742 

寫 15.14 16.59 17.30 1.270 .285 
*p<.05; **p<.01 

由表二（1）可知，學習普通話的時間對於小學生的中文科學業表現無顯著影響，即不論

學生的母語是普通話，或者從幼稚園開始學習普通話，亦或是從小學開始學習普通話，其中文

科的聽、說、讀、寫成績均無顯著的分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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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2）：學習普通話時間對學生中文科學業表現的事後比較 
 小學-幼稚園 小學-母語 幼稚園-母語 
聽 -.20 .44 .64 
說 -.63 .85 1.48 
讀 -.14 -.91 -.77 
寫 .71 2.16 1.45 

*p<.05; **p<.01 
表二（2）顯示，學習普通話時間對對學生的聆聽、說話、閱讀和寫作無顯著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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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學部分 
 
以下表三至表四基於「廣教中」的中學生數據進行分析，學生總人數為 335 人。 
 
表三（1）：出生地對學生中文科學業表現的影響 

 中國內地 
N=51 

香港 
N=239 

其它國家/地區 
N=5 

F p 

聽 7.50 7.39 8.00 .133 .876 
說 12.72 12.88 16.00 1.407 .247 
讀 11.38 9.56 11.00 4.850 .009** 

.146 寫 16.64 15.44 13.75 1.940 
*p<.05; **p<.01 

表三（1）是 ANOVA 事後比較數據結果，出生地在聽、說、寫三個方面都對中文科成績都

無顯著影響，但對閱讀成績則有顯著影響。 
 
表三（2）：出生地對學生中文科學業表現的事後比較 

 香港-中國內地 香港-其它 中國內地-其它 
聽 -.11 -.61 -.50 
說 .16 -3.12 -3.28 
讀 -1.82** -1.44 .38 
寫 -1.20 1.69 2.89 

*p<.05; **p<.01 
通過 ANOVA 事後比較可以更清晰地看到，香港、中國內地和其他地區出生的學生在聽、

說、寫方面的表現都無顯著差別。但是，中國內地出生的學生在中文閱讀上的表現顯著好於香

港出生的學生。 
 
表四(1)：學習普通話時間對學生中文科學業表現的影響 

 普通話是母語 
N=15 

從幼稚園開始 
N=94 

從小學開始 
N=172 

從中學開始 
N=10 

F p 

聽 7.71 6.99 7.72 6.70 1.484 .207 

說 12.00 13.08 13.00 11.33 .963 .428 

讀 10.86 9.86 10.05 8.44 1.536 .192 

寫 17.50 15.76 15.91 11.00 9.578 .000** 
*p<.05; **p<.01 

學習普通話時間對聽、說、讀成績無顯著影響。但是，在寫作的表現上，學習普通話時間

則是一個顯著的影響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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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2)：學習普通話時間對學生中文科學業表現的事後比較 

 中學-小學 中學-幼稚園 中學-母語  小學-幼稚園 小學-母語 幼稚園-母語 

聽 -1.02 -0.29 -1.01 .73* .01 -.72 
說 -1.67 -1.75 -.67 -.08 1.00 1.08 

讀 -1.61 -1.42 -2.42 .19 -.81 -1.00 
寫 -4.91** -4.76** -6.50** .15 -1.59 -1.74 

*p<.05; **p<.01 
從表四（2）的事後比較可知，學習普通話時間對學生的說話和閱讀成績無顯著影響。小

學開始學習普通話的學生，其聆聽成績好於從幼稚園開始學生普通話的學生；在寫作能力方

面，從中學開始學習普通話的學生，其表現要明顯遜於越早開始學習普通話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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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 學生問卷 

 

「探討香港中、小學如何推行『以普通話教授中國語文科』研究計劃」 
 初小學生

問卷 
 

各位同學︰ 

我們希望通過以下問卷，了解你的學習情況。這只是意見調查，故此你的答案並沒有對錯

之分。請按照你的感受，回答以下問題，本問卷收集的資料只供分析研究之用，一切個人資料

絕對保密。 

香港教育學院課程與教學學系 
 
第一部份 
 
1. 學校名稱︰  2. 班別︰  
    
3. 學生姓名︰    
 

第二部份(請在適當的內加) 

1. 你的出生地是︰  香港  中國內地  其它國家／地區(請說明______) 

2. 普通話是︰  你的母語  從幼兒園／幼稚園開始學習  從小學開始學習 
    

3. 你跟家人日常主要用什麼語言交談？ 

  廣東話  普通話  廣東話、普通話各半  英語 
 
 其它方言，例如︰客家話、潮州話等(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 

  

4. 家中誰和你用普通話交談？(可多於 1 項) 

 爸爸  媽媽  其他家人  沒有 
     

5. 你什麼時候開始用普通話上中文課？  幼兒園／幼稚園  小學_____年級 
  

6. 學校以外，你會通過以下哪些途徑接觸普通話? (可  多於 1 項) 
  上網學習  聽歌  聽廣播(電台)   看電視／電影  
 
 其它 (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  

 

7. 相對來說，你較喜歡用哪種語言學習中文? 
  廣東話  普通話  廣東話、普通話沒分別  廣東話、普通話並用 
   

8. 用普通話學習中文遇上困難時，你曾經用以下哪些方法解決? (可多於 1 項) 

  查字典、詞典  上網查找  問老師、同學  問父母家人 
 
 問補習老師  不解決 其它 (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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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你能用廣東話準確朗讀課本的範文︰ 

  很同意  同意  不大同意  完全不同意  

 

10. 你能用普通話準確朗讀課本的範文︰ 
  很同意  同意  不大同意  完全不同意  

 
 

11. 你能用廣東話清楚流暢地說話︰ 

  很同意  同意  不大同意  完全不同意  
 
 

 
12. 你能用普通話清楚流暢地說話︰ 
  很同意  同意  不大同意  完全不同意  

 

 
13. 下課後，你主要會用哪種語言和同學交談？ 
  廣東話  普通話  廣東話、普通話各半 
    

14. 你喜歡用普通話學習中文嗎？  喜歡  不喜歡  沒有意見 

     
 

~多謝你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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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一︰四所學校及老師代號 
 
鑑於本節內容涉及學校及教師的具體描述，故刪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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