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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序言

序一：理大香港專上學院院長
梁德榮博士(計劃顧問)

本院十分榮幸，自2007年以來一直獲得香港特區政府語文教育及研究常務委員會(語

常會)的大力支持，擔任「香港任我行」學生普通話推廣大使計劃的主辦學院。計劃推出至

今，已成功為120所中學，超過800名中學生提供普通話、旅遊及服務業相關的培訓。

本屆的主題為「學生普通話服務業推廣大使培育計劃」，目的是把普通話培訓及服務

業推廣兩種元素結合起來，讓同學在日常生活中學習和應用普通話之餘，還可以用標準普

通話介紹本港旅遊、飲食、酒店及交通運輸四大服務業。

為達致上述目的，本院邀請了校內外的普通話專家及四大服務業的資深業界人士擔任

培訓導師，為學生舉辦各種普通話專題講座。這些專家不但訓練同學以普通話為遊客提供

導賞服務，更為同學介紹四大服務業的工作內容及特點等。此外，計劃還包括企業實地考

察及職業培訓，使同學更深入體驗四大服務業的運作。

同學經過一連串戶內外培訓後，總結體驗，確立匯報專題，蒐集資料，然後在校內領

隊老師的指導下，以普通話進行精彩的匯演。表現優異的隊伍更把四大服務業的特色製成

精美的展板，在尖沙嘴星光大道展出，並擔任學生普通話旅遊大使，以流利的普通話向訪

港旅客介紹相關資料，他們的專業表現，給遊客留下深刻印象。

本教材套的課程講義，由專家和學者提供資料，經本院計劃工作小組的講師編輯後付

梓，圖文並茂地記錄計劃的各項內容，包括同學參加計劃的感受，可謂計劃的心血結晶，

希望大家善用本教材套，把活學活用普通話的精神傳揚開去，為香港培養更多精通普通話

的人才！ 

本人謹代表學院向參加計劃的同學、領隊老師和培訓導師、各參與機構等，致以衷心

的謝意。你們的熱心參與和全力支持，令計劃取得圓滿成果！

梁德榮博士

理大香港專上學院院長



3序言

序二：理大香港專上學院副院長
蘇英麟博士(計劃統籌)

香港專上學院有幸連續三年獲得語常會的資助，舉辦「香港任我行」計劃。計劃推出

至今，已經成功為一百二十所中學，超過八百名中學生提供普通話、旅遊業及服務行業相

關的培訓。過去兩屆以普通話培訓及推廣本港旅遊業為主題。今年計劃名為《「香港任我

行」─學生普通話服務業推廣大使培育計劃》，內容更廣闊，揉合了普通話培訓及推廣本

港服務行業兩大元素。

一如既往，今年計劃為本港中學生提供一連串專題培訓、服務業實地考察、演說匯演

等活動，目的是提高學生普通話的應用水平。計劃一共吸引了來自四十所中學的二百八十

名學生參與，提供的培訓及實地考察機會分為旅遊、飲食、酒店及交通運輸業四大範疇。

學生在多元化的活動裏使用普通話推廣服務業，從中提高了普通話聽說讀寫的能力之餘，

還加深了對服務業的了解，增加他們將來投入服務業的興趣。

「香港任我行」計劃一直得到社會各界人士的大力支持，曾經參與的機構包括：香港

旅遊發展局、香港註冊導遊協會、星光大道有限公司、香港拼音優化教學促進會、香港語

文現代化學會、國泰航空公司、旅遊服務業培訓發展中心。是次計劃得以順利舉行，實有

賴各參與單位及師生的通力合作，我謹藉此機會向語文教育及研究常務委員會、支持機構

及所有參與計劃的師生致以摯誠的感謝，也衷心期盼這個計劃能為香港的普通話教育出一

分力。

蘇英麟博士

理大香港專上學院副院長



4 計劃背景

計劃背景

香港理工大學轄下的香港專上學院一貫支持「語文教育及研究常務委員會」(語常會)

在社區推廣及發展語文教育。學院連續第三年與語常會聯合為中學生舉辦「香港任我行」

計劃，旨在透過一連串的培訓、考察及匯演等活動，提高本港中學生的普通話應用水平，

同時推廣本港服務行業。一直以來這個計劃不但獲得參與老師和學生的高度表揚，還贏得

香港市民與訪港遊客的一致好評，成果斐然。

是次計劃以普通話應用的角度出發，結合普通話培訓及推廣本港服務業兩大元素，為

本港中學生提供一連串專題培訓、服務業實地考察、演說匯演等活動，提高學生普通話應

用水平。參與學生除了通過培訓，加強自己的普通話演講技巧外，還接受與服務行業(旅

遊、飲食、酒店及交通運輸業)相關的訓練，包括介紹行業特色、服務業須要注意的禮儀及

如何在工作上應用普通話等等。

學生除了參加培訓外，還須發揮創意，運用在培訓講座及戶外考察所學到的有關普通

話及服務業的知識，創作一段與服務業有關的小話劇，並以普通話進行匯演，通過觀摩切

磋，學生在普通話表達及演說技巧上都有所提高。匯演表現優秀的學校更獲邀製作展板，

並於尖沙嘴星光大道展出。為達到學以致用的目的，學生即席以普通話向訪港遊客介紹展

板內容，推廣本港的服務行業之餘，更能活學活用普通話。

此外，參與學生在計劃完結後會於校內作延伸學習，結合所學的各種知識和技能，以

普通話服務業推廣大使的身份向校內師生介紹本港具特色的行業，務求使服務業推廣大使

的成果得以延伸，並把普通話演說技能運用到日常生活，甚至將來的工作之中。

此計劃除了達到推廣普通話的目的，鼓勵學生在校內外運用普通話，同時也為香港培

育了大量的服務業推廣大使，達到「普通話」與「香港服務業知識」兩大範疇「教與學」

交流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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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介紹 — 十大目標

(一)  學習者透過服務行業角色扮演 (role play)，了解香港四大服務行業(包括旅遊、交通運

輸、酒店及飲食業)的特色，體會及掌握該行業人員應用普通話的情況；

(二)  學習者透過特定的語境，學習服務業的普通話用語，包括以普通話介紹行業的特色、

分享計劃過程中遇到的困難及其解決方法，甚至以普通話與客人交流行業裡有趣的事

情；

(三)  增加學習者對本地服務業的了解及認同，透過以普通話推介產品或服務，提升學習者

的普通話應用水平 ；

(四)  提升學習者對顧客進行貨品及服務介紹的技巧，訓練他們以普通話為客人排難解紛的

能力；

(五)  鼓勵學習者從生活中練習和應用普通話；

(六)  提升學習者說普通話的自信心；

(七)  提升學習者的普通話演說技巧；

(八)  訓練學習者的領導才能；

(九)  發展學習者的小組協作能力；

(十)  透過舉辦全港學校參與的推廣普通話活動，提供平台促進學界間普通話教學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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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時間表

活動 日期 地點

計劃簡介會 2010年10月9日 (星期六) 香港專上學院演講廳 

N201(WK)

專題培訓講座

(服務業普通話培訓、酒

店業及旅遊業專題培訓)

2010年10月30日(星期六) 香港專上學院演講廳

UG06 (HHB)

香港專上學院演講廳 

208 (HHB)

旅遊業實地考察 2010年11月6日 (星期六) 港島區文化旅遊景點

A1：港島中區之今昔對比

A2：港島南區之歷史文化

專題培訓講座

(普通話演講技巧、交通運

輸業及飲食業專題培訓)

2010年11月13日 (星期六) 香港專上學院演講廳 

UG06 (HHB)

香港專上學院演講廳

UG04 (HHB)

交通運輸業實地考察 2010年11月17日 (星期三) 國泰城

酒店業實地考察 2010年11月25日 (星期四) 旅遊服務業培訓發展中心

（九龍灣分校）

飲食業實地考察 2010年11月26日 (星期五) 旅遊服務業培訓發展中心

（九龍灣分校）

普通話演說匯演 2011年1月22及23日

(星期六及日)

香港專上學院演講廳

UG06（HHB）

成果展覽開幕典禮 2011年4月10日 (星期日) 尖沙咀星光大道

成果展覽 2011年4月10日 (星期日) 至

4月14日(星期四)

尖沙咀星光大道

分享會暨頒獎典禮 2011年4月16日 (星期六) 多用途會堂及體育館

(HHB)

出版計劃教材套 2011年9月

活動時間表

*（HHB）紅磡灣校園

（WK） 西九龍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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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訓導師

培訓導師

w酒店業專題培訓

講者：陳文亮博士

w服務業普通話培訓

講者：李春紅小姐

w飲食業專題培訓

講者：劉恩臨小姐

w交通運輸業專題培訓講者：林千華小姐

w普通話演講技巧培訓
講者：譚成珠教授

w旅遊業專題培訓
講者：陳桂芬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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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地考察

w導師向同學講解港島南區的歷史。

w參加舢舨遊使同學了解水上人家的生活。

w機會難得，當然要合照一張！

w同學參觀由郵局改建的超級市場時表現雀躍。

實地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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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隨行學生助理與參加同學於國泰城外合照留念。

w同學們正在了解酒店從業員的培訓場地。

w同學專心聆聽導師講解。

w在模擬機倉內進行探索。

實地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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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同學落力演出，道具造型均見心思。

w交通工具上的三世情緣揭開序幕。

w她會如何應變呢？

w開心大合照，開始了就停不了。

演說匯演花絮

演說匯演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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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攜帶寵物進入酒店被發現了，怎麼辦？

w用心製作的麵包！

w大富翁—香港海鮮版

w香港大食翁，是誰？

演說匯演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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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合照

大合照

w 2009「香港任我行」計劃大合照

w 2008「香港任我行」計劃大合照

w 2010「香港任我行」計劃參加師生大合照



14 成果展覽開幕典禮

成果展覽開幕典禮

w開幕禮現場人頭湧湧。

w梁德榮院長與立法會主席曾鈺成先生為舞獅點睛。

w計劃學生助理與嘉賓合影留念。

w同學向嘉賓及遊客講解展板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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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主禮嘉賓進行剪綵

左起：王維永先生、梁德榮院長、曾鈺成先生、  

陳瑞端教授、胡維堯女士、熊懷苑女士

w最佳展板設計比賽冠軍：觀塘官立中學

w最佳展板設計比賽

亞軍：培僑中學

w最佳展板設計比賽
季軍：梁文燕紀念中學(沙田)

成果展覽開幕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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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計劃工作小組成員到場分享同學得獎的喜悅。

w計劃統籌人蘇英麟博士頒發紀

念座及證書予八隊優秀隊伍。

w參加學校接受計劃證書及紀念座。

w參加同學代表致送紀念座予計劃顧問梁德榮院長。

分享會暨頒獎典禮

分享會暨頒獎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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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同學投入角色竭誠演出。

w嘉賓聚精會神地觀看同學們的演出。 

w觀眾開懷地欣賞台上表演。

w同學們粉墨登場，演出讓人拍案叫絕。

分享會暨頒獎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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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心誠中學
《接待處雙嬌》（酒店業）

大綱：

在一家五星級酒店裏，有兩個女接待員，阿娟和阿美，她們倆是青梅竹馬的好姐妹。

阿娟待人有禮，通情達理，阿美見多識廣，但比較反叛，經常對上司的命令陽奉陰

違，帶給阿娟很多麻煩。

就在她們上班的第一天，阿美工作時錯漏百出，把一位訂了房的客人當成充大頭鬼的騙

子，把身穿戲服的演員當成是撿破爛的人，又拒絕幫助怕坐升降機的客人把行李送到房

間，更怒罵帶狗到酒店的住客。

每一次當阿美犯錯的時候，阿娟總是努力補救，但「紙包不住火」，當酒店經理考驗

她們的時候，阿美被一連串的問題激怒了，原形畢露。因此，經理以三個月為限，讓阿美

努力改善服務態度。最後，阿美成功招待了一位傲慢的客人，經理看在眼內，勉勵阿娟和阿美

──「接待處雙嬌」努力工作。

人物：

 阿美、阿娟、經理、客人甲、乙、丙、丁

順德聯誼總會李兆基中學
《香港酒店取經記》（酒店業）

大綱：

從前，有兩個四川人，想在家鄉開酒店，於是來香港的酒店學習學習。

他們發現香港的酒店不會招待醉酒人士，門僮也不收小費。酒店清潔衛生的環境，有

賴林林總總的清潔用品，而熱情有禮的服務態度使住客有賓至如歸的感覺。

酒店餐廳包括中餐廳和西餐廳，菜式各有不同，讓來自不同地方的人可以找到合意的美

食。招呼中國客人的時候，餐廳侍應必須學好普通話，例如知道「奶酪」就是「芝士」，

才不會發生誤會。

他們兩個經過這一趟香港酒店之旅後，學到了不少營運酒店的知識，在家鄉成功開辦酒

店，也了解到服務態度和普通話在旅遊業的重要性，得益不少！

人物：

 旁白、甲、乙、門僮、醉酒人士、經理、接待處服務員、清潔工人、餐廳侍應、經理 

演說匯演劇本節錄（排名不分先後）

*劇本中重點詞彙的漢語拼音見本教材套73頁

演說匯演劇本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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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僑中學
《三世情緣之交通服務篇》（交通運輸業）

大綱：

民國時期，男孩每天騎著自行車送女孩回家，等到的却只是女孩的一句：「我們全家

很快就要移民到英國了。」正是因為當年交通仍未發達，異地分隔只預示了兩人有緣無分

之悲劇。

二十一世紀初，作為航空公司高級管理總監的他，在一次巡視中重遇成為機倉服務員

的她。他們一同見證二十一世紀初逐步完善的交通網絡，一同坐飛機、出租車和地鐵。只

可惜，交通運輸的進步仍不能避免兩人時空的錯失。他們的相遇終究還是晚了一步，女孩

早已結婚了。到一百年後的二十二世紀，第三世的他在一次偶然的機會下發現女孩已經成

了「月球之旅」的宇航員。這次，他立即登上開往月球的火箭，緊緊抓住兩人間的緣分，

成功牽起他已追求了三世的戀人的手。

人物：

女主角、男主角、轉場action板同學、旁白、路人

九龍真光中學
《我們的實習課 ─ 空中服務員必讀》（交通運輸業）

大綱：

空中服務員在航機上常常面對不同的危急情況。今天，兩名實習空中服務員將會上一節

「特殊實習課」，學習應付不同的乘客及情況。

故事開始，導師面向觀眾講解遇上特殊情況時要注意的事項（模仿預防登革熱病廣

告），兩名空姐及其他演員背向觀眾細聽。然後開始實習，她們首先遇上一名醉酒鬧事的

明星，你猜她們會怎麼應對？

接著遇上劫機，幸好有武林高手出手相助，最後遇上氣流，她們又如何保障乘客及自

己的安全呢?

人物：

      空中服務員導師、兩名實習空姐、醉酒鬧事歌星、劫機人士、武林高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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嗇色園主辦可風中學
《秘密計劃》（旅遊業）

大綱：

某國際旅遊評級機構的評審，評核過的地區不計其數，差不多全部地區的導遊都會被

他的評核招數玩弄。這次，他帶著一大堆的難題去考驗香港的導遊。

坐舢舨的時候，評審員和助手給導遊出了不少難題，吃雲吞麵的時候，他們又突然發

脾氣。幸好敬業的導遊把難關一一克服。

晚上，在酒店突然發生鬧鬼事件，團友房間的燈泡怎麼都不亮，但這不是評審員和他

的助手做的，於是導遊和團友換房間，並向酒店查詢，最後原來只是虛驚一場──保險絲

燒壞而已。導遊的機智令評審員佩服不已，最後他們獲頒「最佳導遊嘉許狀」。

人物：

旁白、評審員、導遊、助手、旅客、黃經理

東華三院呂潤財紀念中學
《優質服務故事 ─ 一個導遊的重生》（旅遊業）

大綱：

去年，導遊阿珍事件鬧得熱烘烘，東華三院呂潤財紀念中學以此為基礎，創作一個阿

珍重生延續版的故事。

故事一開始，阿珍在酒店看電視時，突然遇到電視機內走出來的華仔。經過一天的觀

察，華仔發現阿珍工作態度很有問題，於是帶阿珍回憶當天發生的事情：在金行購物完畢

時，阿珍不滿團友們不先付小費，對他們破口大罵；有團友在天壇大佛的樓梯跌倒，阿珍

怕減慢行程速度，拒絕送團友到醫院；遊金紫荊廣場時，一對夫婦沒有依時集合，阿珍完

全沒擔心他們．．．每個景點發生的事情，華仔都透過專業導遊示範，教導阿珍應怎樣處

理。

於一連串事件後，華仔拿出阿珍在未來向公眾道歉的照片，預言阿珍有一天會被「除

牌」。於是，阿珍努力改善自己，最後成為一名專業的導遊，並獲得香港旅遊發展局第一

屆優質導遊的獎項。

人物：

 阿珍、華仔、專業導遊、團友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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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塘官立中學
《香港海鮮版大富翁》（飲食業）

大綱：

最新版香港特色飲食－大富翁香港海鮮版終於出版了！遊戲以香港特色飲食－海鮮店

為目標。玩家神仙魚、八爪魚、海龜、波兒需擲色子決定行走格數，自由判斷地方特色及

合適度，選擇適當地方宣揚香港良好的服務態度。

他們可以開海鮮店的地方包括：吃海鮮的首選之地「西貢」、世界知名的海鮮美食旅遊

區「鯉魚門」、鄰近香港仔漁市場的「避風塘」和有東方威尼斯之稱的「大澳」。

玩家藉著虛擬經營模式，在不同的地方開海鮮店，認識服務業恰當的專業操守和行為，

例如認真負責的海鮮店經營者是不能欺騙消費者的──來料加工的費用都要明碼實價。店

鋪也應該參加「優質旅遊服務」計劃。只要業界繼續遵守良好服務原則，就能推廣香港的

服務業，把它們發揚光大。

人物：

大富翁、小精靈甲、小精靈乙、神仙魚、八爪魚、海龜、波兒、顧客甲－丁

梁文燕紀念中學 ( 沙田 )
《甜心CAFE》（飲食業）

大綱：

在香港淺水灣一家有無敵海景的小餐廳「甜心CAFE」，一個星期天的下午，發生了一

個溫馨的小故事。一個日本遊客來到餐廳吃下午茶，幸好菜單上面有日文翻譯， 但由於日

本人普通話不好，把「請問」說成「輕吻」，弄出一堆笑話。然後，一對情侶來到餐

廳，女的點菜時要求多多：怕對皮膚不好而不要咖啡，因為偏食不要芝士蛋糕，因為酥皮

蛋撻含有豬油而不要酥皮蛋撻。

男的聽得不耐煩，但服務員小清依然用心招待客人，並針對她的口味，介紹她一個草莓雜

果沙拉。女的感到驚喜，但因為沙拉醬很油，所以最後要了一個走沙拉醬的，就是水果拼

盤。

服務員胡佳在旁邊看的時候，覺得小清很厲害，因為換做是他，早就黑臉了。 小清倒覺

得「甜心CAFE」賣的除了優質食物、優質海景以外，還有優質服務。

日本人一直悄悄地留意那桌的事情變化。外面天氣雖然很冷，但她覺得餐廳裏很溫暖。

由於她是旅遊網站公司的職員，她打算極力推薦這裏的美食和服務，讓日本人也能感受到

這份溫暖。

人物：

旁白、女服務員、男服務員、一對情侶、日本人、水吧職員

演說匯演劇本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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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華三院呂潤財紀念中學

參加這個計劃是一個新

挑戰，藉短劇帶出導遊的守

則，應如何對待旅客，讓我們

有機會從不同的角度看事件。

計劃包括的培訓講座，以普通

話進行交流，導師講解有趣，

讓我們在愉快的氣氛下學習，

使我們對各個行業有了更加專

業和深入的認識。

嗇色園主辦可風中學

 計劃提供機會讓我們練習

普通話，藉戲劇比賽及製作

展板，充分發揮團隊精神，把

學習普通話變得更生活化，十

分難得！接受培訓後，我們更

加留意自己的普通話發音及語

氣，而且也了解到不同服務行

業的背景，獲益良多。

同學感想

同學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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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僑中學

通過這次活動，我們對香

港的交通有了更充分的了解，

普通話也得到了進一步的提

高。劇本、演說匯演及圖文並

茂的展板設計，讓同學有機會

發揮豐富的創意，培養了大家

的合作精神，使大家都忘我地

投入這個多元化的創作。

九龍真光中學

這個活動使我更了解香

港交通運輸業的發展及其重要

性。籌備匯演過程中，我學懂

組員與組員間要互相諒解，這

次計劃讓我們有一個很難忘的

回憶，培養同學的合作精神，

更增強我們說普通話的自信

心。

同學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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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心誠中學

這次活動讓我們了解到酒店

業的運作、服務員平日會遇到的

困難。我們對酒店行業的架構有

了新認識，普通話的演說技巧也

提高了不少。此外，計劃讓我們

學到一些普通話的特別用詞，實

在獲益良多。

順德聯誼總會李兆基中學

是次計劃邀請了不少專業人

士教授有關服務業和普通話的知

識，提供機會讓我們學習及親自

體驗，為我們將來投身社會奠下

基礎。實地考察讓我們了解酒店

不同部門的運作和員工應有的專

業知識，從中亦學到不少相關的

普通話用語。

同學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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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文燕紀念中學(沙田)

透過參加這個計劃，我們

知道普通話對香港服務業的重

要性，也對香港四大服務行業

有了更深入的認識。這個計劃

加深了我們對香港的歸屬感，

也引發了我們將來投身服務業

的興趣。

觀塘官立中學

是次計劃增加了我們對香

港飲食業的認識，培訓講座讓

我們對香港服務業的發展有更

清晰的了解。在實地考察中，

同學有機會與業界資深人士交

流，從中我們學到書本上沒涵

蓋但十分實用的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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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訓教材

服務業普通話培訓講義     
導師：李春紅老師

講題一：準確生動的表達！

作為香港服務業推廣大使，首先你要有效的跟客人溝通，因此良好的表達溝通能力非

常重要。怎樣才叫良好的表達溝通能力？當然先決條件要普通話說得讓對方明白。

★ 怎樣才能用普通話準確生動的表達呢？從語言的三要素說起： 

▲ 語音 — 要掌握服務業推廣大使常用的普通話詞彙的發音。 

▲  詞彙 — 詞彙差異是由於生活環境、風俗習慣等因素的影響，尤其是生活性越強的

差異越大，如果只是掌握了準確的發音，而用錯了詞彙，同樣會鬧笑話兒，所以學

習普通話時也要掌握詞彙的準確性，其實有些詞彙可以舉一反三，多練習自然積少

成多。

▲  語法 — 語法是語言組詞造句的結構規律。語法分詞法和句法兩部分。詞法包括詞

的構造、詞的變化及分類等內容；句法包括詞組的構成、句子的構成、句子成分和

句子類型等內容。演講時語法要規範，要注意常用句式的規範。例如：我們每個人

都要以誠待客。

要做一個稱職的服務業推廣大使，不打無把握之仗，大家一定要提升自己的普通話水

平，掌握常用的普通話詞彙及語法，說一口字正腔圓的規範的普通話，你們就能在推廣活

動中準確生動的表達！



27服務業普通話培訓講義

講題二：演講的魅力表達

一、語速和音量：

改變說話太急的習慣，控制語速，如果演講三分鐘，記住每秒最多只可講約四個字，

你將三分鐘乘六十秒，再乘四至五個字，就是你這次演講需要預備的講稿內容。另外就是

說話音量的大小，適當的音量足以令聽的人聽得清晰和舒服，要根據有麥克風的室內環境

和沒有麥克風的室外環境，以及聽眾的多少和背景噪音的程度調整自己的音量。

語調和停頓：語調貴在變化，通常所說的抑揚頓挫就是語調的變化。只有富於美感的變化

才能吸引聽眾注意。語調的變化有以下幾方面內容：

▲  高低變化 — 我這裡說的高低變化是指音高，也包括整個句子的高低變化，也就是

句調。前面說過我們要求語調要自然流暢，在這個基礎上再尋求變化，這種變化是

隨著感情而移動的。例句：這是揚州炒飯。語調可以表達不同的情感。

▲  輕重變化 — 作為服務業推廣大使，同學們要掌握演講、宣傳中常用詞彙的詞重

音、演講句子或段落的段重音等等。語法重音是按照語法要求所重讀的部分。強調

重音是演講者刻意強調或按表情需要所重讀的部分。停頓：停頓指演講表達需要而

刻意保留的沉默，它的效果是：此時無聲勝有聲。當然停頓不當也會引起歧義。

(簡報舉例)

二、肢體語言：

▲  儀容 — 希望同學們能做到：頭髮乾淨整潔，髮型大方、得體，前面的長度不要遮

眼。 衣、褲口袋裏不要裝太多的東西造成鼓鼓的感覺，不要戴誇張的飾物。

▲  體態、手勢 — 教育家陶行知曾說：「演講如能使聾子看得懂，則演講之技精

矣。」這正說明體態語言在傳神達意方面具有極其重要的作用。恰當地運用體態語

言，會增添你的演講魅力，彌補表達的不足，使有聲語言表達的內容更準確、更生

動、更完整。

體態 — 建議演講正確的體態：

▲  行姿 — 行走要穩健自如，步子不可邁得太大，雙臂的擺動要與腳步相協調。切忌

扭捏作態和矯揉造作。(同學示範及糾正)

▲  站姿 — 良好的立姿應該是雙腳略分開，以介於稍息和立正之間的狀態輕鬆而自然

地擺開，雙腿直立，頭正、肩平、挺胸、收腹。只有站姿挺拔才可以給聽眾一種有

信心、有精神的感覺，才可以給聽眾一種直觀的美的享受。鞠躬時，手放的放置是

很重要的，不能將雙手倒背於身後，更不能插在衣袋中。(同學示範及糾正)

▲  手勢 — 使用手勢的幅度、姿態、頻率要與口頭語言、表情語言和諧配合。例如：

我們用一隻手放在胸前表示「我」或「我們」。 手勢不能太誇張，也不應該拘謹

畏手畏腳。演講的體態、手勢動作要做到優美、自然、協調，要恰如其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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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眼神、表情：

▲  眼神 — 演講中，眼睛不會放電也會傳情。演講者要掃視全場，要以禮貌、謙和、

親切的眼光，儘量與每一個聽眾進行目光的交流，傳達你的感情。

▲  表情 — 表情是心靈的照片。作為介紹香港的服務業推廣大使，我們最常保持的表

情就是微笑。微笑是自信的標誌，禮貌的象徵。當然演講中不可能從頭到尾都微

笑，笑要隨內容感情變化而變化，例如景點的歷史介紹時可收起你的笑容。演講中

既要注意用自己的「笑容」去表達內容，感染聽眾，也要笑得真，笑得恰如其分。

★  最後，請同學們跟我說：我們是最棒的！我們一定做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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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筆記二 粵普辭彙差異

   粵語與普通話最大的差異來自語音的不同，但是詞匯差異由於生活環境、風俗習慣等

因素的影響，兩者仍有相當大的差異，尤其是生活性越強的差異越大，如果只是掌握了準

確的發音，而用錯了辭彙，同樣會鬧笑話兒，所以學習普通話時也要掌握辭彙的準確性，

其實有些辭彙可以舉一反三，下表中的粵普差異可做類推記憶，多練習自然積少成多。

補充筆記 — 禮貌用語

Jiǎ   Xiānshēng qǐng wèn nín guìxìng  
甲： 先    生     請 请問  您  貴   姓 ?   Yǐ    Miǎn guì xìng Liáng  
乙：  免   貴   姓   梁。

Jiǎ  Qǐng nín tíchū bǎoguì yìjiàn
甲： 請  您   提 出 寶 貴  意 見。
Yǐ    Nǎli     nǎli     dàjiā hùxiāng xuéxí  
乙：哪裏，哪 裏，大家 互   相  學 習。 请    
请请请

Jiǎ  Duōkuī nǐ de bāngmáng 
甲：多  虧 你 的   幫    忙！  Yǐ    Bié kèqi 
乙： 別  客 氣。

Jiǎ  Shífēn bàoqiàn
甲：十  分  抱  歉！  Yǐ   Méi shìr     méi guānxi 
乙：沒  事兒 /  沒   關  係。

Jiǎ   Ràng nǐ  jiǔděng le  
甲：  讓  你  久  等  了！

Yǐ    Méi guānxi     méi  shìr    wú suǒwèi
乙﹕  沒   關  係/  沒  事 兒/  無  所  謂。

Jiǎ   Zhēn shì guòyì  búqù
甲﹕   真   是  過 意 不 去！
   
Yǐ   Qǐng bié nàme shuō  乙： 請  別  那 麼   說。

Jǎ    Dǎrǎo nǐ  le 
甲： 打 擾  你 了！

Yǐ   Méi shìr
乙：沒  事  兒。
 

Jiǎ   Máfan  nǐ  le   ràng nǐ fèixīn le      
甲：麻  煩  你 了， 讓 你 費 心 了。 Yǐ    Nǐ  tài   kèqi    le   
乙：你  太   客氣  了。

Jiǎ  Hěn bàoqiàn  Wǒ bú tài qīngchu
甲：很   抱   歉！我  不 太  清   楚。 Yǐ   Bú  yàojǐn    wǒ wèn qítā rén ba  
乙：不  要  緊， 我   問 其他 人 吧！  请请请

Jiǎ  Huānyíng nín zài cì guānglín
甲： 歡    迎  您  再 次   光   臨。
Yǐ   Yídìng   Yídìng 
乙：一 定  ! 一  定!

Jiǎ   Nǐ de Pǔtōnghuà shuō de hěn bàng
甲：你 的 普   通   話   說   得  很   棒！  Yǐ    Nǎli     nǎli     nín guòjiǎng  le 
乙：哪 裡，哪裡，您  過   獎   了！

Jiǎ   Nín xīnkǔ le   xiān  xiūxi   xiūxi  
甲： 您  辛 苦 了，先   休 息 休 息。

Yǐ    Bù xīnkù   nǐmen ānpái  de hěn  zhōudào
乙﹕不  辛 苦，你 們  安  排 得  很   周   到。  
Jiǎ  Nín xūyào  wǒ  de bāngmáng ma
甲﹕您  需  要   我 的  幫     忙    嗎？
    
Yǐ   Wǒ xiǎng máfan nín bāng wǒ 乙：我   想    麻  煩  您   幫   我……

Jiǎ   Fēicháng gǎnxiè 
甲： 非    常   感   謝。
 
Yǐ   Zhè  shì  wǒ  yīnggāi  zuò de
乙：這   是   我   應   該  做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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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普區別 對應舉列（前粵語—後普通話）

普通話

少一個字

    
        ǒu                yùnchē                 jiǎnghuà    shuōhuà
蓮藕-藕    暈車浪-暈  車     講說話- 講    話  /   說    話

       yìng              jiǎoluò                  dòuyǎn    duìyǎn              zuǒbian
堅硬-硬    角落頭-角  落     鬥雞眼-鬥  眼   /  對  眼   左手邊-左  邊

       cán                shífēn                  fēicháng                 chātóu
蠶蟲-蠶    十分之-十   分     非常之-非   常       插蘇頭-插  頭 

普通話

多一個字

     yǎnjing                ěrduo             bízi              dùzi                wěiba
眼- 眼   睛        耳-耳   朵      鼻-鼻子       肚-肚子        尾- 尾  巴

     chènshān           kù zi               qúnzi            wàzi              wénzi
衫- 襯     衫      褲-褲 子        裙-裙 子      襪-襪  子      蚊-蚊  子

     zhúsǔn               yāzi                 tùzi            pángxiè           mǎyǐ
筍-竹   筍         鴨-鴨 子        兔-兔子       蟹-螃    蟹    蟻-螞蟻

普通話

改一個字

        zhǔnbǎo                dútūn                 lùkǒu               pénjǐng
包保- 准    保       獨食-獨 吞        街口-路 口       盆栽-盆 景

        rùxuǎn                   mǎnzú               lǎochéng          zhuāngshǎ
入圍-入   選         心足-滿 足        老積-老    成    詐傻-裝       傻

        pīntú                    qīngzhàng         bànmiàn              hétao
砌圖-拼 圖           清盤-清 帳        撈麵-拌   麵     合桃-核  桃

        ròudīng                  bǎncā             shǒuzhǐ                càidān
肉粒-肉    丁        粉擦-板 擦      廁紙-手   紙       餐牌-菜  單

              sānxīn-èryì                                    bāoluó-wànxiàng
三心兩意-三 心  二意                 包羅萬有-包 羅    萬    象

               wǔcǎi-bīnfēn                                   yìxiǎng-tiānkāi
七彩繽紛-五 彩 繽  紛                妙想天開-異   想  天   開

                yìshǒu-zhētiān                             chéngqún-jiéduì
隻手遮天-一   手  遮  天             連群結隊- 成    群  結  隊

               shēnbù-yóujǐ                                  yǔzhòng-bùtóng
身不由主-身   不 由 己               與別不同-與    眾  不   同

               miànbù-gǎisè                                zuòchī-shānkōng
面不改容-  面  不 改 色              坐吃山崩-坐  吃   山     空

                língjī-yídòng                                pòbù-jídài
靈機一觸-靈 機 一   動               急不及待-迫 不 及 待

               mùdèng-kǒudāi                              xúnxún-shànyòu
目定口呆-目   瞪   口  呆            循循善導- 循   循  善    誘

               bùzhī-bùjué                                   duōtuì-shǎobǔ
不經不覺-不 知 不  覺                多除少補- 多 退 少    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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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普

字序顛倒

         yǐnsī                 qiūqiān                 héfàn                  yàojǐn
私隱-隱 私        韆鞦-鞦韆          飯盒-盒  飯        緊要-要 緊

        sùzhì                    lìqi                     lùqǔ                     yōngjǐ
質素-素 質        氣力-力氣          取錄-錄 取         擠擁-擁 擠

         yǐjing                gāncài                 zhěngqí               wěishù        
經已-已 經        菜乾-乾  菜        齊整-整   齊       數尾-尾  數

        yīntiān                kèrén                 gēngchí              zhuāngdìng
天陰-陰  天       人客-客  人        匙羹-羹   匙       訂裝-裝       訂

        zéguài                nuǎnhuo              suìzhǐ                  lìguī
怪責-責  怪       和暖-暖    和      紙碎-碎   紙       規例-例 規

        yèxiāo                zhíshuài              gānxīn                 tóuxián
宵夜-夜  宵       率直-直    率      心甘-甘   心       銜頭-頭   銜

粵普

各取一字

     pàng    téng             liǎn              chén            lěng           pèng
肥   胖       疼   痛      臉   面       沉   重        冷   凍      碰   撞

má                   liàng             xiǎo    kuān            shuō            jìn
麻   痹       光   亮      細    小       寬   闊       說   話      進   入

jiē                       rě                huà            hèn          chóu           suàn   
接   駁       招   惹      溶    化       憎   恨       憂  愁       計  算

       zhì             bèn               ài                tǔ               cún            huāng  
醫   治       蠢   笨       阻   礙       嘔   吐       儲   存      驚   慌

fēng           tān                    zhàn             yòng             tǔ              yǎ  
瘋   癲       攤   檔       霸   佔       使    用      泥   土      沙   啞

普通話

常加後綴「子」  

      
             chāzi      cūnzi     dāozi      dīngzi     gōuzi     shāzi    shūzi
-輕聲   叉 子     村 子    刀  子    釘 子     鉤 子    沙  子   梳 子

             qiánzi     bízi        chóngzi   dízi         júzi        lánzi     lúzi
/輕聲   鉗  子    鼻 子    蟲   子    笛 子     橘  子     籃  子   爐  子

             chǐzi       dǎnzi     lǐngzi      zhuǎzi     nǎozi     qǔzi      yǐngzi
v輕聲   尺  子    膽 子    領  子    爪 子     腦  子     曲  子   影  子

             biànzi     dèngzi   dùzi       guìzi       gùnzi      wàzi      yàngzi
\   輕聲   辮  子    凳   子   肚子      櫃 子     棍  子     襪  子   樣   子

外來詞匯

譯音不同

      波-球       恤衫-襯衫      灰士-保險絲      茄士咩-開司米

      仙-分       芝士-乳酪      菲林-膠卷兒      朱古力-巧克力

   呔-領帶       沙律-沙拉      的士-計程車      巴士-公共汽車

咭片-名片       卡士-陣容      啤牌-撲克牌      咖哩啡-臨時人員

泊車-停車       插蘇-插座      士多-小商店      梳化-沙發

波士-老闆       士啤-後備      啫喱-果凍兒      士巴拿-扳子/扳手

摩打-馬達       咕哩-苦力      快勞-檔案夾      柯打-命令/訂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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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筆記三 飲食類粵普詞彙對譯

生果 水果 shuǐguǒ 凍滾水 涼白開 liáng báikāi
桔 /柑 橘子 júzi 芝士 奶酪 nǎilào
橙 橙子 chéngzi 蔗水 甘蔗水/汁 gānzhè shuǐ / zhī
車厘子 櫻桃 yīngtáo 雲吞 餛飩 húntun
沙田柚 柚子 yòuzi 麵 麵條兒 miàntiáor
提子 葡萄  pútao 西餅 西式糕點 xīshì gāodiǎn
士多啤梨 草莓 cǎoméi 多士 烤麵包片 kǎo miànbāo piàn
奇異果 獼猴桃 míhóutáo 爆穀 爆玉米花 bào yùmǐhuā
雪梨 鴨梨 yālí 魚蛋 魚肉丸子 yúròu wánzi
椰菜花 菜花兒 càihuār 三文治 三明治 sānmíngzhì
黃芽白 大白菜 dàbáicài 豬/牛/雞 扒 豬 / 牛 / 雞排 zhū / niú /jīpái
白菜仔 小白菜 xiǎobáicài 識飲識食 會吃會喝 huì chī huì hē
紅蘿蔔 胡蘿蔔 húluóbo 裝飯 盛飯 chéng fàn
節瓜 毛瓜 máoguā 糖水 甜食 tiánshí
勝瓜 絲瓜 sīguā 煲湯 熬湯  áo tāng
矮瓜 茄子 qiézi 燒乳豬 烤小豬 kǎo xiǎo zhū
芫荽 香菜 xiāngcài 馬蹄糕 荸薺糕 bíqí gāo
通菜 空心菜 kōngxīncài 公仔麵 方便麵 fāngbiànmiàn
菜脯 蘿蔔乾 luóbogān 口垃雜 零吃兒 língchīr
椰菜 圓白菜 yuánbáicài 朱古力 巧克力 qiǎokèlì
燒肉 烤豬肉 kǎo zhūròu 蜜糖 蜂蜜 fēngmì
鳳爪 雞爪子 jīzhuǎzi 雞翼 雞翅膀 jīchìbǎng
大食 胃口大 wèikǒu dà 雞髀 雞腿兒 jītuǐr
開胃 胃口好 wèikǒu hǎo 頸渴 口渴 kǒukě
空肚 空腹 kōngfù 雙皮奶 甜奶酪 tián nǎilào
薯仔 土豆兒 tǔdòur 綠豆沙 綠豆粥 lǜdòu zhōu
奄列 煎蛋卷 jiān dànjuǎn 香口膠 口香糖 kǒuxiāngtáng
雪條 冰棍兒 bīnggùnr 番薯 紅/白薯 hóng / báishǔ
食餐飽 吃個夠 chī ge gòu 豆腐花 豆腐腦兒 dòufunǎor
食滯   吃膩了 chī nì le 飲筒 吸管兒 xīguǎnr
點豉油 蘸醬油 zhàn jiàngyóu 飲勝 乾杯 gānbēi
麻油 香油 xiāngyóu 有得飲 有人請客 yǒu rén qǐngkè
南乳   醬豆腐 jiàngdòufu 請人飲茶 請人下館子 qǐng rén xià guǎnzi
餐牌   菜單兒 càidānr 煲 沙鍋 shāguō
宵夜   夜宵 yèxiāo 雪藏 冰凍/冰鎮 bīngdòng / bīngzhèn
嘴尖   嘴刁 zuǐdiāo 豬腳 豬蹄兒 zhūtír
打邊爐 涮鍋子 shuàn guōzi 生粉 芡粉 qiànfěn
攻鼻   嗆鼻子 qiàng bízi 煮餸 炒菜 chǎocài
布甸   布丁 bùdīng 忌廉 奶油 nǎiyó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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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世界跨入二十一世紀，科技日新月異的發展，使我們每個人都面臨著「汰弱留強」的

衝擊，必須增強我們的「快速學習」與「清晰思考」的技能。普通話演講技巧訓練正迎合

了「用一半的時間學習兩倍的知識與技能」的二十一世紀學習法則。正適應快節奏、高效

率的現代社會需要。

演講培訓課程的宗旨 

▲ 提供一個用普通話互相交流與切磋的機會

▲ 讓我們在友好與和諧的氣氛中逐步地掌握普通話演講技巧

▲ 培養自信心，廣交朋友以及提升個人修養及領導技能

演講培訓課程的目的

提高我們的知識素養

提高我們敏捷思維的能力

提高快速的語言表達和應變能力

普通話演講提高生產力

培訓人才及領導才能

演講培訓課程的效果
具備強而有力的溝通技巧。這是一種對語言、表達、聆聽、分析和組織能力高度要求

的技巧。

通過普通話演講的訓練，能在各自的領域裡表現出更出色的領導才華，這正是香港社

會所渴求的。

課程形式

老師授課

互相觀摩、練習

演講技巧工作坊(可由學生主持工作坊)

學員評論與評估練習

觀摩及總結 

普通話演講技巧培訓講義
導師：譚成珠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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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時間

課時：兩小時

普通話演講技巧培訓課程

以授課、實習及互動的形式，提高我們的普通話口才與領導才能

請講講：
普通話演講有哪些形式？

普通話演講形式

有準備的演講：

1. 備稿的演講

   a) 讀稿  b) 脫稿

2. 列提綱式的演講     即席演講

    ◎ 廣義來說普通話演講形式包括：

發言、會議發言、歡迎歡送辭、祝賀致謝辭、頒獎及致謝辭、主持、招待、

任職、告別致辭等等 

說說看：

演講的難點

演講的特點   

活動：

分組討論以下問題，每組代表發言

1. 怎樣的演講才算得上精彩?

2. 演講的「感染力」從何而來?

3. 普通話演講必須注意什麼?

4. 演講的特點是甚麼？

5. 學習普通話演講的目的是甚麼？

語言藝術

• 語言藝術能提升學生的普通話口語能力及興趣，能給我們以美的享受、美的薰陶，  

    能幫助我們打開智慧之門，指導我們展開聯想，開拓思路，增長才智。

• 語言藝術是通過基本功的嚴格訓練例如繞口令訓練，以求字正腔圓，再加上互動形  

    式，達到聲情並茂的演繹。

• 語言藝術在演講時一定要肢體、眼神、面部表情的互相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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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音洪亮持久

了解發聲原理

•發音器官、動力器官、共鳴器官、咬字器官掌握正確的呼吸方法

•腹式呼吸法，如發“嘶”音、吹蠟燭等方法練習，把練氣與練習繞口令結合起來。 

• 例：《出東門過大橋》出東門過大橋，大橋底下一樹棗，拿著桿子去打棗，一個棗   

兩個棗三個棗……一口氣數完四十個棗。

•語言是一門藝術，藝術就要給人以美感，必須在語言上達到清晰、純正、鬆弛。

•口齒要清楚 吐字要歸音

三要：

(1) 吐字要用力

(2) 歸韻要圓潤 (字正腔圓)

(3) 收音要充分

    ◎ 練習： 噴口（練習雙唇力度，beng ba）

    舌尖（練習舌尖靈活，平、翹舌）

嘴型（a－o－e－i－u－ü）

繞口令練習 

(1)  坡上立著一隻鵝，坡下就是一條河。寬寬的河，肥肥的鵝，鵝要過河，河要渡鵝。不

知是鵝過河，還是河渡鵝。

(2)  知道就說知道，不知道就說不知道，不要知道說不知道，也不要不知道說知道，要老  

老實實，實事求是。

(3)   你會燉燉凍豆腐，你來燉我的燉凍豆腐，你不會燉燉凍豆腐，就別胡燉亂燉，燉壞了

我的燉凍豆腐。

(4)  七巷一個漆匠，西巷一個錫匠，七巷漆匠偷了西巷錫匠的錫，西巷錫匠偷了七巷漆匠

的漆。

(5) 哥挎瓜筐過寬溝，趕快過溝看怪狗。光看怪狗瓜筐扣，瓜滾筐空哥怪狗。

(6) 三山撐四水，四水繞三山，三山四水春常在，四水三山四時春。

(7)   四個四，四個十，四個十四，四個四十，四個四十四，十個四，十個十，十個

十 四 ，十 個 四 十 ，十 個 四 十 四 ，十 四 個 四 ，十 四 個 十 ，十 四 個 十 四 ，十 四 個

四十，十四個四十四，四十個四，四十個十，四十個十四，四十個四十，四十個

四十四，四十四個四，四十四個十，四十四個十四，四十四個四十，四十四個

四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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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一二三，三二一，一二三四五六七。七個阿姨來摘果，七個籃子手中提。七棵樹上結

七樣兒，蘋果、桃兒、葡萄、柿子，李子、栗子、梨。

(9) 學好聲韻辨四聲 陰陽上去要分明

•部位方法需找準 開齊合撮屬口形

•雙唇班抱必百波 舌尖當地逗點丁

•舌根高狗工耕故 舌面積節教尖精

•翹舌主爭真志照 平舌資則早在增

•擦音發翻飛分復 送氣查柴產徹稱

•合口呼午枯胡古 開口河波哥安爭

•嘴撮虛學尋徐劇 齊齒衣優搖業英

•前鼻恩因煙灣穩 後鼻昂迎中擁生

•咬緊字頭歸字尾 不難達到純和清

活動 

分小組練習，之後派代表向全班表達
  

情境：上司對下屬說；同事之間；情侶互說

你會燉燉凍豆腐，你來燉我的燉凍豆腐，

你不會燉燉凍豆腐，就別胡燉亂燉，

燉壞了我的燉凍豆腐。

普通話語氣、語調的運用 

     重音

• 詞重音是指一個詞或片語中某個字重些 (習慣約定俗成)。

• 兩字詞：先生 姑娘 眼睛 姿勢 漂亮 羽毛 乳酪

• 三字詞：跑馬場  展覽館  核桃仁  玻璃杯  

• 四字詞（或以上）：以身作則 天文望遠鏡 奧林匹克運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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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錯了重音  會聽錯意思

 •請讀讀看：前後各重讀

凡人

地裏

報酬

老師

•請讀讀看：前後各重讀

凡人，重讀第二個字，會聽成「煩人」

地裏，重讀第二個字，會聽成「地理」

報酬，重讀第二個字，會聽成「報仇」

老師，重讀第一個字，會聽成「老實」

語句重音

語言是活的，因情境而定重音：

一是邏輯重音

二是感情重音

同是一句話，強調不同的意思時，重讀的字或詞不相同。

請說說看：

    我明天去學校

a. 意思是別人不去，誰去? 重音在哪裡? 

b. 意思是今天不去，重音在哪裡? 

c. 誰說我不去呢？重音在哪裡? 

d. 不去公園、商店。重音在哪裡?

停頓 
(1)   語法停頓：

根據普通話語法結構所需要的一種自然停頓。（標點符號、段落的停頓）

(2) 邏輯停頓：

語言邏輯和思維邏輯需要的停頓。（根據上下文及這句話要表達的準確意思處理停

頓）

讀讀看

今年真好晦氣全無財帛進門

(3) 感情停頓：

因感情抒發的需要而設計的停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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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讀看

那羽毛太迷人了。

節奏和語調 

(1)節奏：語言的緊疏快慢

(2)語調：語言的起伏高下

語言的快慢高低取決於人物的心理情感，喜、怒、哀、樂、驚、恐、悲，

這便是語言節奏和語調的內心依據。

我們可以用一段故事來看節奏和語調。

小組討論並說故事，體現節奏和語調。

守望相助

一天，小螞蟻在河邊兒喝水，一不小心掉到河裏。對面的小鳥看見了，趕緊把一片樹

葉扔到河裏，小螞蟻爬到樹葉上，安全地游到岸上。

幾天後，小鳥正在唱歌兒，一個獵人慢慢兒地舉起槍，要射殺小鳥，小螞蟻看見了，

就悄悄地爬到獵人腳上，狠命地咬了一口。獵人癢得跳了起來，子彈射偏了，小鳥逃過了

大難。

從此以後，就跟小螞蟻成了好朋友。

身體語言

(1) 眼神有三個作用：

- 與觀眾直接交流（主要是對正面觀眾）

- 講解內容（切忌看頭頂或腳下）

- 抒發感情

(2) 臉部及其他器官的表情：如鼻子、眉毛、眉頭、嘴的變化，也能配合眼睛做出表情來。 

(3) 手勢：是幫助語言表達的一個重要手段。手勢動作要少而精，自然貼切。

(4) 態勢：語言、眼神、表情、手勢和體態動作要配合得巧妙自然，給人以美感。 

演講訓練的最佳途徑

盡量早點開口說話，正如我們在游泳中學習游泳，加強演講的嚴格訓練。

活動   

    請大家選一個題目，準備進行一分鐘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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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話演講題：

好人多

瀟灑走一回

人生說「氣」

世界充滿了愛

香港和世界之棟樑

逆境中挺起你的胸膛

不比不知道，一比嚇一跳

博愛

青出於藍

風雨同路

夢想成真

新年隨想

教育與我

新年願望

回顧

回饋

 1. 分組討論

評出優勝者，並說說優勝在何處？ 找出優點與不足之處

2. 代表發言

演講的訣竅

舉例開始贏得時間

細心觀察捕捉意念

散點連綴鋪陳成篇

應付多變

發揮聯想力

找出最佳切入點(激起聽眾興趣、重要性、論點形象化)

借題發揮恰到妙處

總之

演講是有聲語言的藝術

演講是運用抑揚頓挫語調的語言

是充分地表達內心思想感情的語言

是富於技巧的聲音形象的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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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義內容：

1. 介紹本港旅遊業概況

2. 旅遊業顧客服務技巧

3. 旅遊從業員守則

4. 服務顧客的技巧

5. 內地和本港消費文化的差異

6. 服務內地及本港顧客有何不同？應對語言及服務態度上有何差異？

7. 十大惡人

1. 介紹本港旅遊業概況

1A 旅遊市場

旅遊市場是指旅客與各旅遊經營者之間圍繞旅遊產品交換須產生的各種現象和關係的

總和。在這交換領域中，涉及旅遊供給及各旅遊需求兩大元素。旅遊供給是指在一定時間

內，旅遊目的地的旅遊業及其相關行業在一定的價格條件下向旅客提供的旅遊產品數量。

旅遊需求及供給發生聯繫，便形成旅遊市場。

旅遊市場結構包括市場需求及供給。市場需求是旅遊市場上不同類型及級數的客源組

成的團體、散客、會議等。市場供給是滿足旅客需要的各種設備和產品的有機構成，如旅

遊路線的合理程度，飯店、餐館、住宿、飲食、交通、娛樂，商品組織的配套程度，各種

旅遊企業所提供的服務項目及水平等情況，因此，旅遊市場存在的基本條件是旅遊經營者

與各旅客，有可供觀賞遊覽等活動的旅遊資源，有可供使用的旅遊設備及服務，以及具備

旅遊服務、旅遊經營者和旅客雙方均可接受的交易價格。

旅遊業專題培訓講義      
講者：陳桂芬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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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B 旅遊產品

旅遊產品是指旅遊業經營者提供給旅客，用來滿足他們在旅遊活動中物質及精神上的

一切服務。旅遊產品包括旅遊資源、旅遊路線、酒店住宿、交通、遊覽、飲食、購物和娛

樂等，具體來說，旅遊產品包括食、住、行、遊、購、娛六個要素。香港的旅遊產品例子

有：天星維港遊、幻彩詠香江等。

完整旅遊業產品的六個要素：

1. 旅遊交通

2. 旅遊住宿

3. 餐飲服務

4. 觀光遊覽

5. 旅遊購物

6. 娛樂消閒

旅遊產品可以分為整體和單項兩種：

1.  整體是指將交通(例如鐵路、航空)、旅館住宿、餐飲、旅遊景點、娛樂等產品編排

組合而成，滿足旅客旅遊的綜合服務產品，即所謂包價旅遊( package tour )。

2.  單項是指旅遊中的每一項旅遊產品，例如遊覽景點服務、交通安排服務、住宿服務

等。

1C. 服務的五種特徵：

1. 無形性 (intangibility)

2. 差異性 (heterogeneity)

3. 不可儲存性 (perishability)

4. 不可分離性 (inseparability)

5. 缺乏擁有權 (absence of ownershi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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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旅遊業顧客服務技巧

2A 性格及能力

1.   服從命令                         

3.   主動精神

5.   強健的體魄

7.   樂天

9.   靈活

11. 自信

13. 組織能力強                       请

15. 隨機應變，臨危不亂          

17. 富幽默感                          

19. 好學不倦

2B 角色

1.   僱員                                 

3.   教育者                             

5.   東道主                             

7.   保姆                                  

9.   保護者                             

11. 訊息傳遞者                    

13. 學員                                 

15. 接待員                             

17. 技術員

2.   團隊合作精神

4.   客觀分析力強

6.   外向好動

8.   忍耐性強

10. 擅於溝通

12. 靈敏的觀察力

14. 警覺性

16. 獨立果斷

18. 語言能力

2.   領導者

4.   公關人員

6.   聯絡人

8.   翻譯員

10. 朋友

12. 推銷員

14. 問題解決者

16. 表演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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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旅遊從業員守則

  由香港旅遊業議會頒布的導遊作業守則如下： 
1. 竭誠服務

導遊必須竭盡所能，按照旅遊服務合約的內容，向旅客提供最高水平的服務。未經旅

客和旅行社同意，不得擅自更改行程。如在緊急或特別情况下必須作出更改時，應先得到

公司的批准。同時，亦須向旅客清楚說明原因。

2. 發揮合作精神

導遊應與隨團領隊、旅遊車司機等工作夥伴，和其他服務供應機構如觀光點、酒店、

食肆、旅遊車公司等的工作人員，保持良好和廉潔的合作關係，務使合約中所訂明的各項

服務能達致最高水平。

3. 遵守法律

導遊必須遵守本港的法律，協助旅客了解和遵守。

4. 遵守職業道德

導遊應堅守職業道德，接待旅客時必須：

a. 盡責盡力、誠懇親切有禮、服務周到。

b. 言行謹慎、態度客觀。

c. 熟悉各種有關香港的知識。

d. 尊重旅客的信仰、風俗和生活習慣。

e. 準時執行各項任務。

f. 在旅客面前不可吸煙，工作中絕對不可飲酒。

g. 工作中嚴禁賭博。

h. 不可擅自販賣或介紹旅客購買違例物品。

5. 注重儀表

導遊衣著要得體，以確立專業形象；於工作期間，必須佩帶由香港旅遊業議會發出的    

「導遊證」。

6. 推動旅遊業的發展

為確保本港旅遊業可以持續蓬勃發展，導遊應當：

a. 任何事以旅客的利益和香港旅遊業的聲譽為大前提。

b.  引導旅客協力保護本港的旅遊資源，例如：文化古蹟、自然生態、景點設施和保

持公共衛生和公眾場所的秩序等。

c.  身兼旅遊大使，在工作中積極推介本港旅遊業和宣傳本港其他的工業，為推動本

港的經濟而努力。

7. 遵守收取小費原則

8. 遵守安排自費活動的原則

9. 遵守安排購物活動的原則

10. 注 意旅客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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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溝通技巧

溝通過程所受到的阻擾以致發生訊息的誤傳，包括：

■  選擇性知覺：旅客會基於個人的需求、動機、經驗、背景和人格特質等，選擇性地接收 

訊息，也可能將個人的利益和期望投射到解碼的過程中。

■ 情緒

■ 語言

■ 非口語的線索：非口語的線索與口語溝通所傳達的訊息配合。

非口語溝通包含身體語言及說話的音調；

身體語言包含手勢、臉部表情和身體的其他動作等；

說話的音調如強調某些詞句。口語溝通必定伴隨影響深遠的非口語成分。研究顯示，口

頭溝通的訊息約有55％。來自臉部表情和身體動作38％，來自音調只有7％。收訊者的反

應取决於說話的方式，而非說話的內容。

傳送者 編碼

回饋 回應

解碼 接收者

訊息

媒介

干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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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溝通技巧的三大步驟

1. 傳送正面態度

a. 外表( 表情、衣著等 )

b. 身體語言( 如手勢 )

c. 語調 ( 包括經電話發送的 )

d. 最佳狀態

2. 認清旅客需要，明白人類的四種基本要求：

被歡迎，使其開懷；

被明白，使其放鬆；

被尊重，使其安全；

被優待，使其舒適。

   另須配合技巧地聆聽：暫停說話、避免紛擾、全情集中、尋求真理、真誠回應，

         才能取得顧客的認同。

3. 提供服務給顧客

5.內地和本港消費文化的差異 (文化縱橫)

文化定義   

根據現代旅遊詞典，文化是：

     「人類適應環境和改善生活的總成績；是一群人的特殊生活方式和生活設計；是全部的

社會基業，是前人留下來的一切知識、信仰、藝術、道德、法律、風俗和產品。」

文化特徵

文化是前人塑造的，是代代相傳的。

文化是一套互相關連的符號

■符號包含歷史，例如國旗。

■重要的人類標誌，例如語言。

■作為文化的象徵，例如建築物、產品、繪畫、衣著、行為等。

■顯而易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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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服務內地及本港顧客有何不同？應對語言及服務態度上有何差異？

訪港旅客性格與習慣   

內地旅客

■重視和諧相處，甚少說不。

 ■ 注重權威，喜歡排出上下等級關係，重視位高權重，崇拜、服從及維護權威，嚴守 

五倫規範。

■甚少有擁抱、身體接觸或拍背等親密動作。

■重視人際關係及家庭。

■參觀景點時喜歡各自尋找有興趣的事物。

■喜歡熱鬧。

■喜歡的話題：歷史、文化、家庭及中國發展。

7.十大惡人                   

每個人會因環境、教育、經歷、情感、興趣、愛好、想法等差異，而會對一件事物

產生不同的感覺。要了解每位旅客的性格是相當困難的，但只要在待人接物中不斷累積經

驗，應付任何旅客皆可駕輕就熟。

按性格分類，旅客大致可分為以下十類：

1. 老好人型

3. 傲慢型                        

5. 火爆型 

7. 性急型                        

9. 沉默寡言型 

 ( 舉例子說明 )

2.   猜疑型

4.   難伺候型

6.   嘮叨型

8.   嘲弄型

10. 散漫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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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運輸業專題培訓講義
培訓導師：林千華小姐

訪港旅客統計資料

■2010年上半年

■訪港旅客總數: 16,856,016

■中國內地旅客人數: 10,647,199，佔63%(同比增長27%)

■台灣旅客人數: 1,056,139，佔6% (同比增長12%)

旅客訪港目的

■ 遊覽觀光

■ 購物

■ 從事商業活動

■ 參加會議及展覽

■ 訪港旅客主要來自中國大陸，故普通話在香港的普及程度及重要性已大大提高。

香港常見的交通運輸工具

■ 飛機：飛機、直升機

■ 船：郵輪、渡海小輪

■ 車：計程車、旅遊巴士、巴士、小巴、電車、纜車

■ 鐵路：火車、地鐵

經海陸路來港出入境管制站 

■香港國際機場

■落馬洲

■羅湖

■紅磡

■文錦渡

■沙頭角

■中國客運碼頭

■港澳客輪碼頭

■屯門客運碼頭

■深圳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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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航空交通

■香港國際機場客運量位列世界第三

■2009年總客運量達4,620萬人次

■航空公司總數達95家，每天超過800班航機升降

■機場航綫直達約150個航點，其中約有40個為中國內地城市

■機場的交通網絡設計完善，包括：

(1)機場快綫，40條專利巴士路綫及每天有550班本地旅遊車由機場前往市區

(2)跨境旅遊車往返機場與珠三角115個城市及縣鎮，達每天460班次

(3)跨境渡海輪服務連接包括澳門及內地等八個口岸

香港的陸路交通

1.鐵路系統    

•目前的九條鐵路綫覆蓋香港島、九龍及新界，屯門及元朗則設有輕鐵服務

•每日平均載客量達370萬人次

•五個新鐵路策略發展項目於未來十年完成，其中包括：

- 西港島綫

- 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

- 沙田至中環綫

- 觀塘綫延綫

- 南港島綫（東段）

2.專營巴士 

•由五間專營巴士公司提供，包括城巴、新巴、九巴、龍運及新大嶼山巴士

•網絡覆蓋香港島、九龍、新界及大嶼山

•共提供超過400條路綫，每日平均載客量超過380萬人次

3.公共小巴

•目前分別有1,361輛紅色小巴及2,988輛綠色專綫小巴

•提供超過352條路綫，每日平均載客量超過180萬人次

4.的士

•提供直達目的地的個人服務；當中包括市區的士、新界的士及大嶼山的士

•現時共有18,138輛的士，每日載客量約一百萬人次

5.電車

•1904年投入服務，於港島區行走，為世界上唯一全部採用雙層電車車隊

•現時共有電車163輛，提供六條行車路綫

6.纜車

•於1888年投入服務，行走中區至山頂

•路綫全長14公里，攀登373米高，設有四個中途站

•每日載客約12,000人，主要為遊客及本地觀光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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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海路交通

•至2009年8月，本港共12家渡輪營辦商提供來往離島的渡輪服務

•2009年，渡輪乘客達5,100萬人次

交通運輸從業員對乘客服務的基本技巧

•有禮貌及態度友善

•留心聆聽乘客的提問及意見

•對乘客的要求儘快作出回應

•主動協助有需要的乘客

•了解乘客提問的動機

交通運輸從業員所需的專業技能

•熟悉所屬交通運輸機構所提供的路綫及交通情況

•熟悉香港的街道及嚴格遵守交通規則

•知道特別節日的交通運輸安排，並給乘客提供有用的資料及建議

•具良好工作態度及熱心助人

•具良好溝通技巧及能力

本地乘客與內地乘客的比較

本地乘客 內地乘客

文化    候車排隊及遵守秩序    候車排隊及守秩序觀念並未普及

語言    廣東話，說話音量較細

   
   廣東話、普通話及各地方言，请   
   說話音量較大

香港街道    普遍熟悉    不熟悉

交通運輸系統    普遍熟悉    不理解、不熟悉

常用交通工具

   
   鐵路、輕鐵、公共巴士、
   渡輪、小巴、的士、電車

   因應地區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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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港交通及運輸從業員應怎樣與內地乘客溝通？

(1）思想方面

•了解香港與內地在文化、語言及溝通上的差異

•充分理解內地乘客在異地旅遊的心情

•從內地乘客的角度出發，隨時協助他們解決各種問題。

(2）態度和行為方面

•無論對本地乘客還是內地乘客均友善對待，一視同仁

•儘量使用普通話與內地乘客溝通

•耐心聆聽他們的問題，並提供詳盡資料及清晰的指引

•主動為有需要的內地乘客提供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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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港酒店業概況

• 現時香港有超過173間酒店，房間數目60,104間，在未來3年 (2013年)，酒店增加至

250間，房間數目為70,000間。

•  酒店的定義：

      根據香港法例第158章 (酒店東主條例)：

「酒店(Hotel)指任何場所，其東主顯示該埸所是一處向到臨該場所的任何人提供住宿

的地方，而該人看似有能力並願意為所提供的服務及設施繳付合理款項，而且是在

於予以接待的狀況的。」

酒店的劃分

•位置 ─ 例如：市中心、近郊

•功能 ─ 例如：商務、會議

•市場 ─ 例如：度假、水療中心

•物業特性 ─ 全套精品、住宅式

•價格及服務員工 / 房間數目的比例

•規模 ─ 150個房以下

•評級(等級) ─ 例如：一星至五星或一鑽至五鑽

酒店的架構(酒店的職能及部門)

總經理
│

駐店經理

客務部 工程部 保安部 餐飲部 會計部
營業及

市埸

推廣部

人力

資源部

酒店業專題培訓講義
培訓導師：陳文亮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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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務部

前堂部 管家部

餐飲部

廚房 管事部 餐廳

酒店從業員的基本要求

•熟悉公司的運作

•對顧客要有禮貌及有親切的笑容

•有良好的語文能力，包括粵語、英文及普通話

•有良好的溝通技巧及細心聆聽顧客的訴求

•第一時間為顧客解決大小問題

•不斷自我增值

•専業形象

   –外觀

   –談吐

   –行為

• 酒店的功能是強調「人」的服務，工作人員的態度就代表酒店「商品」，所以員工

的培訓極為重要，尤其是要強調人際關係、服裝儀容和禮節等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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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顧客關係

•記住顧客的姓名

•了解顧客的個性、興趣及嗜好

•加強顧客服務循環

•尊重顧客

•讓顧客處在輕鬆、愉快的氣氛中，留下良好印象

如何使顧客喜歡你

•永遠保持真誠的笑容和愉快的心情

•誠心地對顧客表示關懷

•不要向顧客訴苦或辯論

•站在顧客的觀點與立場去設想

•處事應情理兼顧，才能獲得顧客的信賴

•解決問題應誠懇，才能消除顧客的不滿

顧客再光顧的主因

•口碑好

•信譽優

•形象佳

•反應快

•效率高

從業員對顧客的重要性

•顧客所接觸的不是酒店業，而是這行業的人

•顧客由你的服務中，得到對酒店業的第一個印象

•你的服務水準建立了顧客對整個行業的期望與標準

•你的舉止、言行，能使顧客覺得他的光臨更有價值

•你是顧客獲得資訊和幫助的主要對象

與顧客接觸時需要注意事項

•姿勢

•衛生 (個人)

•面部表情

•外貌

•談話

•扮演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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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館所賣的商品只有一種，那就是服務」     

                                               -- Statler

           “Give them what they want, not what we want to give them”

二十世紀的趨勢

•規模的擴張 (expansion)

•連鎖機會 (franchising opportunity)

•品牌 (branding)

•顧客服務的挑戰 (customer service challenge)

•高成本的財務挑戰 (high cost of financing)

•高科技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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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座內容 ：

1. 本港飲食業概況

2. 內地及本港飲食業有何不同？ 

3. 應對語言及服務態度上有何差異？

4. 專題個案研究 

5. 問答環節 

1. 本港飲食業概況

•香港是「亞洲美食之都」，市內匯聚了逾11,000家餐館 ，各國料理紛陳，選擇豐富。

•香港匯聚大江南北中華料理，中式餐館林立，部分更設於主要酒店和購物中心，提供廣     

           東、潮州、北京、上海、四川及湖南等風味佳餚，以及素食料理、節慶餐飲和中國酒品。

•香港享負國際大都會的美名，中西文化結合，寰宇美食薈萃。您可前往不同的 

        中西餐館，享用頂級餐膳、外帶速食、地道小吃或家庭風味菜。泰國、越南、印度、  

      印尼、馬來西亞和菲律賓的美饌佳餚，是中華料理和日本料理以外的滋味選擇。美  

        國、法國、義大利、地中海和其他地區美食，精采演繹了葷素皆宜的傳統西方料理， 

         墨西哥美食則可滿足嗜辣者的味蕾享受。 

•在香港這個美食之都，可以一邊享受高級美膳，一邊欣賞壯麗海景和山景；又或在   

         品味香港地道美食和中式佳餚的同時，將城市景觀盡收眼底。

•2010年(第二季)與2009年同期比較，食肆的總收入以數量計上升2.9%。 

•2010年(第二季)的食肆總收益價值的臨時估計為200億元，較2009年第二季上升4.4%。

•同時，食肆總購貨價值的臨時估計為70億元，按年上升5.8% 

香港所有食肆歸納為五個主要類別，包括：

•中式餐館

•非中式餐館

•快餐店

•酒吧

•其他飲食場所

飲食業專題培訓講義
培訓導師：劉恩臨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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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肆類別 2010年第二季的總收益以價值計，較2009年同期 

中式餐館 ↑ 6%

非中式餐館  ↑1.5%

快餐店  ↑5.5%

酒吧  ↑5.5%

其他飲食場所  ↑1.9%

食肆類別 涵蓋範圍

中式餐館

 
港式茶餐廳、粵式酒樓菜館、京、川、滬式酒樓菜
館、素食店、供應烤製肉類的餐館及其他中菜的中式
酒樓菜館。 

非中式餐館

 
西式餐廳、日式餐廳、韓式餐廳、越式餐廳、粥麵店
及其他餐館。 

快餐店

 

自助式餐廳、小食店及美食廣場內小店。 

酒吧

 

供應小食及飲品的酒吧及酒廊。 

其他飲食場所

 
甜品店、雪糕屋、涼茶鋪、果汁店、豆漿及豆腐花
店、咖啡店、外賣店及其他飲食場所，亦包括聚會餐
飲及其他膳食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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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內地及本港飲食業有何不同？

預先訂座

香港的餐館在午飯時間(下午1:00至2:00)、晚飯時間以及周末很容易滿座，一般建議預  

      先訂座，以省卻等候時間。 

衣着

大部分餐館都可穿便服前往，但部分高級餐館可能對服飾有指定要求，如有疑問，請  

      於訂座時順帶查詢。另外，室內場所多設有空調，可考慮帶備輕便外套。 

茶芥收費

在某些餐廳菜館，服務員會主動給您送來香茶、芥醬、酸菜小碟或餐前小吃；此等項    

      目的費用將加進帳單內，如有疑問，請於入座時向服務員查詢價錢。

服務費

大部分餐館收取百分之十的服務費，但茶餐廳則一般不會收取服務費。

流動熟食小販

街上偶爾可見售賣熟食的流動小販。此類小販多屬無牌經營，必須小心謹慎。

信用卡付款

您可以在香港大部分餐館以信用卡簽帳付款。付款前，請查核帳單資料及帳項，正確 

    無誤方可簽署；同時，請取回客戶存根作為紀錄。信用卡公司及/或發卡機構可能會就  

      每宗海外簽帳向您徵收外幣兌換費。

禁煙規定

所有室內公眾地方均實施禁煙，包括餐館、卡拉OK、商場和酒吧。另外，禁煙規定也 

涵蓋公共交通工具、公共運輸設施及一些地方的室內和室外區域，任何人不得在指定禁煙 

區吸煙或攜帶燃著的香煙、雪茄或煙斗，違者定額罰款港幣$1,500。

為消費者提供周全協助

消費後，請保存單據；如遇糾紛，可聯絡消費者委員會。 

惠顧「優質旅遊服務」計劃認可餐館

「優質旅遊服務」計劃由香港旅遊發展局主辦，讓旅客憑「優質旅遊服務」標誌，輕 

易識別出值得信賴的餐館。本計劃認可的餐館必須通過每年的嚴謹評審，以確保達到 

以下標準：

•餐館環境清潔衛生，食品質量可靠； 

•菜單內容清晰明確，餐飲價格清楚列明； 

•前線員工提供熱誠周到的顧客服務，並具備豐富的產品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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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應對語言及服務態度上有何差異？ 

A. 跟顧客打招呼

B. 為顧客點餐

C. 處理顧客反映的問題 

D. 為顧客結帳

A.跟顧客打招呼

•歡迎光臨 

•早上好/下午好 ，女士們，先生們 

•您預訂座位了嗎?

    •  小姐/先生，您的桌子準備好了 

    •  我們沒有空的桌子了，您可以稍等一下嗎?

•抱歉，讓您久等了。您們要包間還是大廳？

B.為顧客點餐

•這是菜單。服務員馬上就過來為您點餐

•說明菜餚內容 

-  要米飯還是麵條

-  炒飯 / 稀飯 /炒麵 / 乾麵 / 湯麵

-  水餃/蒸餃/煎餃 

 * 大碗的有多大 

 * 你們有甚麼套餐

* 套餐的飲料要咖啡，而不是另外加點咖啡

 * 下午茶特餐是甚麼

* 有蛋糕，吐司和一杯飲料 

 * 你們有甚麼咖啡？ 

-  速溶咖啡 (Mixed blend) 

-  雙份摩卡/拿鐵 (把一小杯濃咖啡倒入一杯泡騰熱牛奶中製成的) 牛奶咖啡 

    (Double mocha/latte) 

-  法式香草 (French vanilla)

-  濃 / 淡

 * 咖啡可以續杯嗎?

 * 你可以推薦一下茶和茶點嗎？

-  普洱茶 / 鐵觀音 / 或者烏龍茶

   -  水果茶:茉莉花茶 / 菊花茶

   -  茶果凍 / 珍珠奶茶

C. 處理顧客反映的問題 

 * 有位男士在我們附近抽煙!

-  這是禁煙的餐廳 

-  禮貌地要求他把煙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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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可以請你幫我加點水嗎?

 * 我們可以坐別的地方/換位置嗎?

 * 可以把收音機的音量調小一點兒嗎 ?

 * 可以關上窗戶嗎?

•我去把空調關掉  

D.為顧客結帳

 * 麻煩結帳 / 我們要結帳

 * 你們要分開付，還是一起算? 

    - 兩份都算我帳上

    - 我們的帳要分開結  

 * 你加錯了嗎? 

‧每人最低消費額是150元 

‧要加收10%的服務費

•付現金還是刷卡?

    - 常見信用卡有 美國運通卡 /維薩卡 (Visa) /萬事達卡 (MasterCard)/大來卡 (Diners Club)等。

   •你的信用卡被拒收    

•我們不接受信用卡

 * 我沒有零錢

 * 可以開支票嗎? 

4.專題個案研究

   分組討論+口頭報告  

5.問答環節



60 練習

交通運輸業練習

(甲)詞語

公共汽車 飛機 集裝箱車 班車(接駁巴士) 過海隧道

小型公共汽車 輕便鐵路 山頂纜車 機場快線 單程車票

計程車 地鐵 自行車 「八達通」卡 停車禁區

渡海小輪 電車 直升機 出入閘口 人力車

(乙)粵普對譯

粵語 普通話 粵語 普通話 粵語 普通話

巴士 行返轉頭 碎銀 / 散紙

小巴 順風車 泊車

的士 斑馬線 死火

貨櫃車 行人路 直通車

泥頭車 點行 單程路

遊車河 直行 尾班車

電單車 轉彎 幾號車

(丙)句子翻譯

（一）我今日搭的士返學，竟然用左二十五個三，個司機肯定兜咗路。

                                                                                      

（二）陳生唔好意思，紅隧塞緊車，要遲多三個字！

                                                                                      

（三）如果你搭緊小巴冇扣安全帶，撞車嘅話保險公司唔會賠。

                                                                                      

（四）做空姐都幾危險，萬一比恐怖份子劫機，隨時命都冇呀。

                                                                                      

（五）你睇佢最近成日都搭的士，搭飛機又坐頭等，肯定發咗達。

                                                                                      



61練習

飲食業練習

(甲)詞語 

中/西食肆 茶餐廳 素菜館 絲襪奶茶 碗仔翅

早/午/晚餐 快餐店 酒吧 菠蘿油 牛雜

夜宵 酒樓 咖啡廳 鴛鴦 經營牌照

點心 大排檔 自助餐 蛋撻 美食天堂

(乙)粵普對譯

粵語 普通話 粵語 普通話 粵語 普通話

生果 牛扒 搭檯

士多啤梨 蜜糖 外賣

提子 甜品 空肚

青瓜 三文治 零食

矮瓜 芝士 大食

雞翼 雪糕 開胃

雲吞 雪條 朱古力

(丙)句子翻譯

   

（一）尋日果餐飯真係飽到上心口，不過好多味精，食完好頸渴。

                                                                                    

（二）呢間餐廳麵爽口彈牙，全香港冇乜邊間及得上。

                                                                                     

（三）伙記，一個粟米豬扒飯行街！

                                                                                     

（四）我地成家人一到冬天就鍾意打個熱辣辣嘅邊爐，個身即時會暖笠笠。

                                                                                     

（五）我唔食得濃味同油淋淋嘅嘢，食咗就會肚痾。

                                                                                     



62 練習

酒店業練習
(甲)詞語 

單/雙/三人房 豪華房 歌舞廳 度假 五星級

行政客房 防火系統設施 運動場 洗衣服務 露天燒烤場

海景套房 商場 多功能會議室 國際直撥長途電話 電子房鎖

標準房 餐廳 寬帶上網 衛星電視接收頻道 送餐服務

(乙)粵普對譯 

粵語 普通話 粵語 普通話 粵語 普通話

床單 貼士 插蘇

摺被 餐牌 夾萬

洗衫 找數 雪櫃

執床 人客 風筒

寬頻上網 隔離房 Morning call

酒店lobby 沖涼房 執房

車立 地毡 花樽

(丙)句子翻譯

（一）小姐/先生你好，請問訂左房未？

                                                                                     

（二）先生你好，你嗌嘅嘢食，我地十五分鐘內會送上房。

                                                                                     

（三）我唔會再住果間酒店，間房細，又冇咩設施。

                                                                                      

（四）你可以上去先，我地一陣會有同事幫你送個喼上你間房。

                                                                                      

（五）我覺得酒店嘅員工最緊要係件制服要乾淨整齊，感覺精神啲。

                                                                                      



63練習

旅遊業練習
(甲)詞語 

 

幻彩詠香江 青馬大橋 海洋公園 曾大屋 南丫島

星光大道 九龍寨城公園 迪士尼樂園 蘭桂坊 太平山頂

維多利亞港 旺角女人街 黃大仙祠 赤柱大街 國泰城

天壇大佛 昂坪360 車公廟 畫舫 舢舨

(乙)粵普對譯

粵語 普通話 粵語 普通話 粵語 普通話

影相 火牛 轉車

菲林 外幣找換店 平

擺甫士 櫃台 抵

折頭 手信 碌卡

車飛 寄艙 Claim保險

單 來佬貨 遊船河

飛線 高檔貨 渣貨

(丙)句子翻譯

   
（一）唔該，依件衫最大咩碼，可唔可以試著？

                                                                                     

（二）呢個芝士蛋糕幾錢，不如我買多個，你計我平啲啦。

                                                                                     

（三）如果帶相機到大陸，記得帶兩腳插蘇頭同埋叉電器。

                                                                                     

（四）去台灣旅行，要買鹵水鴨舌同雞翼比朋友做手信。

                                                                                     

（五）先生，你個喼超重，要比多三公斤嘅行李附加費。

                                                                                     



64 最佳展板設計比賽三所得獎學校的展板

最佳展板設計比賽三所得獎學校的展板

冠軍 觀塘官立中學
《香港飲食業介紹》



65最佳展板設計比賽三所得獎學校的展板

冠軍 觀塘官立中學
《香港飲食業介紹》



66 最佳展板設計比賽三所得獎學校的展板

冠軍 觀塘官立中學
《香港飲食業介紹》



67最佳展板設計比賽三所得獎學校的展板

亞軍 培僑中學
《香港的交通》



68 最佳展板設計比賽三所得獎學校的展板

亞軍 培僑中學
《香港的交通》



69最佳展板設計比賽三所得獎學校的展板

亞軍 培僑中學
《香港的交通》



70 最佳展板設計比賽三所得獎學校的展板

季軍 梁文燕紀念中學（沙田）
《香港飲食業介紹》



71最佳展板設計比賽三所得獎學校的展板

季軍 梁文燕紀念中學（沙田）
《香港飲食業介紹》



72 最佳展板設計比賽三所得獎學校的展板

季軍 梁文燕紀念中學（沙田）
《香港飲食業介紹》

72



73演說匯演劇本漢語拼音詞彙表

演說匯演劇本
漢語拼音詞彙表

酒店業

接待員 jiēdàiyuán 阿娟 Ā Juān

阿美 Ā Měi 倆 liǎ

青梅竹馬 qīngméi-zhúmǎ 反叛 fǎnpàn

陽奉陰違 yángfèng-yīnwéi 大頭鬼 dàtóuguǐ

撿破爛 jiǎn pòlàn 升降機 shēngjiàngjī

雙嬌 shuāngjiāo 四川 Sìchuān

醉酒  zuìjiǔ 門僮 méntóng

奶酪 nǎilào 營運 yíngyùn

交通運輸業

航機 hángjī 危急 wēijí

特殊 tèshū 導師 dǎoshī

講解 jiǎngjiě 登革熱 dēnggérè

鬧事 nàoshì 劫機 jiéjī

武林 wǔlín 保障 bǎozhàng

分隔 fēngé 悲劇 bēijù

總監 zǒngjiān 巡視 xúnshì

機艙 jīcāng 結婚 jiéhūn

宇航員 yǔhángyuán 戀人 liànrén



74 演說匯演劇本漢語拼音詞彙表

旅遊業

導遊 dǎoyóu 金行 jīnháng

小費 xiǎofèi 天壇大佛 Tiāntán Dàfó

金紫荊廣場 Jīnzǐjīng Guǎngchǎng 道歉 dàoqiàn

預言 yùyán 香港旅遊發展局
Xiānggǎng Lǚyóu 

Fāzhǎn Jú
評審 píngshěn 評核 pínghé

玩弄 wánnòng 考驗 kǎoyàn

舢舨 shānbǎn 燈泡 dēngpào

保險絲 bǎoxiǎnsī 嘉許狀 jiāxǔzhuàng

飲食業

海鮮 hǎixiān 擲色子 zhì shǎizi

判斷 pànduàn 西貢 Xīgòng

鯉魚門 Lǐyúmén 避風塘 Bìfēngtáng

威尼斯 Wēinísī 大澳 Dà’ào

恰當 qiàdàng 操守 cāoshǒu

欺騙 qīpiàn 明碼實價 míngmǎ shíjià

淺水灣 Qiǎnshuǐwān 溫馨 wēnxīn

耐煩 nàifán 草莓 cǎoméi

水果拼盤 shuǐguǒ pīnpán 悄悄 qiāoqiāo



75練習答案

交通運輸業練習答案

(甲)詞語

gōnggòng qìchē fēijī jízhuāngxiāng chē bānchē 
(jiēbó bāshì)

guòhǎi suìdào

公共汽車 飛機 集裝箱車 班車(接駁巴士) 過海隧道

xiǎoxíng 
gōnggòng qìchē

qīngbiàn tiělù shāndǐng lǎnchē jīchǎng kuàixiàn dānchéng 
chēpiào

小型公共汽車 輕便鐵路 山頂纜車 機場快線 單程車票

jìchéngchē dìtiě zìxíngchē bādátōng kă tíngchē jìnqū

計程車 地鐵 自行車 「八達通」卡 停車禁區

dùhǎi xiǎolún diànchē zhíshēngjī chūrù zhákǒu rénlìchē

渡海小輪 電車 直升機 出入閘口 人力車

(乙)粵普對譯

粵語 普通話 粵語 普通話 粵語 普通話

巴士 公共汽車 行返轉頭 往回走 碎銀 / 散紙 零錢

小巴 小型公共汽車 順風車 便車 泊車 停車

的士 出租車 斑馬線 人行橫道 死火 拋錨

貨櫃車 集裝箱車 行人路 人行道 直通車 直達車

泥頭車 運泥車 點行 怎麼走 單程路 單行路

遊車河 坐車兜風 直行 往前走 尾班車 末班車

電單車 摩托車 轉彎 拐彎 幾號車 幾路車

(丙)句子翻譯

（一）我今日搭的士返學，竟然用左二十五個三，個司機肯定兜咗路。

         我今天坐計程車上學，竟然花了二十五元三角，那個司機肯定繞路了。

（二）陳生唔好意思，紅隧塞緊車，要遲多三個字！

         陳先生不好意思，紅隧現在正堵車，要晚十五分鐘才到！ 

（三）如果你搭緊小巴冇扣安全帶，撞車嘅話保險公司唔會賠。

         如果你坐小型公共汽車時沒扣安全帶，撞車的話保險公司不會賠。

（四）做空姐都幾危險，萬一比恐怖份子劫機，隨時命都冇呀。

   做空姐還挺危險的，萬一被恐怖份子劫機，隨時命都沒了。

（五）你睇佢最近成日都搭的士，搭飛機又坐頭等，肯定發咗達。

         你看他最近常常坐出租車，坐飛機又坐頭等，肯定發財了。



76 練習答案

飲食業練習答案

(甲)詞語 

zhōng/xī shísì chácāntīng sùcàiguǎn sīwà nǎichá wǎnzǎichì

中/西食肆 茶餐廳 素菜館 絲襪奶茶 碗仔翅

zǎo/wǔ/wǎn cān kuàicāndiàn jiǔbā bōluóyóu niúzá

早/午/晚餐 快餐店 酒吧 菠蘿油 牛雜

yèxiāo jiǔlóu kāfēitīng yuānyāng jīngyíng páizhào

夜宵 酒樓 咖啡廳 鴛鴦 經營牌照

diǎnxin dàpáidàng zìzhùcān dàntǎ měishí tiāntáng

點心 大排檔 自助餐 蛋撻 美食天堂

(乙)粵普對譯

粵語 普通話 粵語 普通話 粵語 普通話

生果 水果 牛扒 牛排 搭檯 拼桌

士多啤梨 草莓 蜜糖 蜂蜜 外賣 外帶

提子 葡萄 甜品 甜點 空肚 空腹

青瓜 黃瓜 三文治 三明治 零食 零嘴兒

矮瓜 茄子 芝士 奶酪 大食 胃口大

雞翼 雞翅膀 雪糕 冰淇淋 開胃 胃口好

雲吞 餛飩 雪條 冰棍兒 朱古力 巧克力

(丙)句子翻譯

   

（一）尋日果餐飯真係飽到上心口，不過好多味精，食完好頸渴。

昨天那頓飯真是飽極了，但是味精很多，吃完很渴。

（二）呢間餐廳麵爽口彈牙，全香港冇乜邊間及得上。

這家餐廳的麵條很筋道，全香港沒有別的店子比得上。

（三）伙記，一個粟米豬扒飯行街！

服務員，一個玉米豬排飯外帶！

（四）我地成家人一到冬天就鍾意打個熱辣辣嘅邊爐，個身即時會暖笠笠。

我們一家人到冬天就喜歡吃熱騰騰的火鍋，身體馬上就暖烘烘。

（五）我唔食得濃味同油淋淋嘅嘢，食咗就會肚痾。

我不能吃口味重和油膩的東西，吃了就會拉肚子。



77練習答案

酒店業練習答案
(甲)詞語 

dān/ shuāng / 
sānrén fáng

háohuá fáng gēwŭtīng dùjià wŭxīngjí

單/雙/三人房 豪華房 歌舞廳 度假 五星級

xíngzhèng 
kèfáng

fánghuŏ xìtŏng 
shèshī

yùndòngchăng xĭyī fúwù lùtiān shāokăo 
chǎng

行政客房 防火系統設施 運動場 洗衣服務 露天燒烤場

hăijĭng tàofáng shāngchăng duōgōngnéng 
huìyìshì  

guójì zhíbō chángtú 
diànhuà

diànzĭ fángsuŏ

海景套房 商場 多功能會議室 國際直撥長途電話 電子房鎖

biāozhŭn fáng cāntīng kuāndài 
shàngwăng

wèixīng diànshì 
jiēshōu píndào

sòngcān fúwù

標準房 餐廳 寬帶上網 衛星電視接收頻道 送餐服務

(乙)粵普對譯 

粵語 普通話 粵語 普通話 粵語 普通話

床單 被單 貼士 小費 插蘇 插頭

摺被 疊被子 餐牌 菜單兒 夾萬 保險箱

洗衫 洗衣 找數 埋單 / 找錢 雪櫃 冰箱

執床 收拾床舖 人客 客人 風筒 吹風機

寬頻上網 寬帶上網 隔離房 隔壁房間 Morning call 叫早服務

酒店lobby 酒店大廳 沖涼房 洗浴間 執房 收拾房間

車立 升降機 地毡 地毯 花樽 花瓶

(丙)句子翻譯

（一）小姐/先生你好，請問訂左房未？

小姐/先生您好，請問訂房了沒有？

（二）先生你好，你嗌嘅嘢食，我地十五分鐘內會送上房。

先生您好，您點的食物，我們十五分鐘內會送到房間。

（三）我唔會再住果間酒店，間房細，又冇咩設施。

我不會再住那家酒店，房間小，又沒什麼設施。

（四）你可以上去先，我地一陣會有同事幫你送個喼上你間房。

您可以先上去，我們待會兒有同事幫你把行李送到你房間。

（五）我覺得酒店嘅員工最緊要係件制服要乾淨整齊，感覺精神啲。

我覺得酒店的員工最重要是制服要乾淨整齊，感覺精神一點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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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遊業練習答案
(甲)詞語 

 

Huàncăi Yŏng 
Xiāngjiāng

Qīngmă Dàqiáo Hăiyáng 
Gōngyuán

Zēngdàwū Nányādăo

幻彩詠香江 青馬大橋 海洋公園 曾大屋 南丫島

Xīngguāng 
Dàdào

Jiŭlóng 
Zhàichéng 
Gōngyuán

Díshìní Lèyuán Lánguìfāng Tàipíng 
Shāndǐng

星光大道 九龍寨城公園 迪士尼樂園 蘭桂坊 太平山頂

éWéiduōlìyà 
Găng

Wàngjiăo
Nǚrénjiē

Huángdàxiān Cí Chìzhù Dàjiē Guótàichéng

維多利亞港 旺角女人街 黃大仙祠 赤柱大街 國泰城

Tiāntán Dàfó Ángpíng 360 Chēgōngmiào huàfăng shānbăn

天壇大佛 昂坪360 車公廟 畫舫 舢舨

(乙)粵普對譯

粵語 普通話 粵語 普通話 粵語 普通話

影相 拍照 火牛 變壓器 轉車 倒車

菲林 膠卷兒 外幣找換店 外幣兌換處 平 便宜

擺甫士 擺姿勢 櫃台 手續台/前台 抵 划得來

折頭 折扣 手信 紀念品 碌卡 刷卡

車飛 車票 寄艙 託運行李 Claim保險 保險報銷

單 發票 來佬貨 外國貨/進口貨 遊船河 坐船觀光

飛線 轉接 高檔貨 上等貨/高檔貨 渣貨 次貨/低檔貨

(丙)句子翻譯

   
（一）唔該，依件衫最大咩碼，可唔可以試著？

勞駕，這件衣服最大是幾號，可以試穿嗎？

（二）哩個芝士蛋糕幾錢，不如我買多個，你計我平啲啦。

這個奶酪蛋糕多少錢，要不我多買一個，你算我便宜點吧。

（三）如果帶相機到大陸，記得帶兩腳插蘇頭同埋叉電器。

如果帶照相機到內地，記得帶兩腳插頭和充電器。

（四）去台灣旅行，要買鹵水鴨舌同雞翼比朋友做手信。

去台灣旅行，要買鹵鴨舌頭和雞翅膀給朋友做紀念品。

（五）先生，你個喼超重，要比多三公斤嘅行李附加費。

先生，你的行李超重，要多付三公斤的行李附加費。

78 練習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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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總統籌人 

蘇英麟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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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文駿先生

小組成員(排名不分先後) 

劉恩臨小姐 

林千華小姐 

時惠文小姐 

蘇翠盈小姐 

談悅勝先生 

陳文亮博士 

鄧靜博士 

何秀盈博士 

羅偉安博士 

謝耀屏博士

行政支援 

樊言慧小姐 

馮芷蔚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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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婉儀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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