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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小學巡禮

初小適用

學習漢語拼音最佳選擇2015新書推介
教圖 不經意已踏進了今學年的衝刺階段，在這木棉花開，杜鵑盛放的初夏，各同

工應忙於協助學生應付校內外的各項考評。每當教務使得身心俱疲，如能稍停一

會，呷茶賞花，或許能重新得力，跑向終點。

要培育下一代，最重要的是關顧學生的身心發展。今期向老師介紹的學校，

正是以充滿創意的語文政策，配合生命教育來幫助學生全面裝備自己，發揮個人

潛能的好例子。

▲	非華語學生與華語生一起上
課，能更有效學習中文，同時
增加學生的國際文化體驗。

學校重視孩
子 健 康 成
長，如定期
舉辦集體生
日會等。

▲

近年，香港的非華語學生人數持續上升，反映非華

語學生的學習問題不容忽視。中華傳道會許大同學校是

本港其中一所致力協助非華語學生融入主流課程的學校，

透過以華人為主的學生結構，營造優質的語境，協助非

華語學生運用中文學習。同時，校方又藉着全人生命教

育，助學生建立正面、積極的人生觀，尋找興趣和夢想，

使他們對生命充滿熱誠。

互助學中文 種族共融

許大同學校內的非華語學生約佔全體學生人數一

成，大多來自巴基斯坦。王少超校長笑說︰「本校取錄非

華語學生，對非

華語、華語學生

專訪 中華傳道會許大同學校
生命教育助成長   有教無類展潛能

皆有得益。一方面，華

語學生能自小接觸不同

的民族，加強文化上的

交流，開闊視野，增加

學習英語和接觸外語的

機會，彷彿置身於一所

『平民國際學校』。另一

方面，也能為非華語學

生營造良好的中文語境，

加上課程支援及老師的

指導，使他們能更有效

學好中文。」

在平日上課，非華語學生會與所有華語學生一起學

習，以製造良好的中文語境，助他們融入校園。為了幫

助非華語學生追上中文進度，校方在教育局的支援下設

計了「課後抽離課程」和「喜閱寫意」課程，安排他們在

課後學習漢語語法和詞彙，一星期共有六節。同時，更

會安排每星期一次，在午膳時間，由高年級學生或非華

語學生的哥哥、姐姐帶領他們看中文故事書。除此之外，

更有來自附近志願機構的義工，跟進個別學生的學習，

在星期六又會舉辦語文興趣班。校內的老師熱心教學，

加上外來義工的無私幫助，使非華語學生能夠克服學習

中文的困難，不少畢業生更入讀主流中學。王校長說︰

「我們不要小看非華語學生，我們協助他們……他們需要

的是真正學懂中文，融入香港的社會並作出貢獻。」

	校方會定期進行
科技實驗，鼓勵
學生從探究中學
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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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識科技室內展示了多種有趣的科
學裝置，令人目不暇給。

▲	空中花園的一角環境清幽，種滿美麗的花草
盆栽，是休憩的好地方。

▲	在「海底奇兵水族尋寶角」的大
型魚缸內，飼養了三點白、小丑
魚等多種魚類，附近還放置有關
大自然的書籍，方便學生探索海
洋世界。

校長小檔案

王少超校長，香港教育

學院教育行政及領導碩士，

獲頒院長榮譽狀。多年來致

力推動全人生命教育、課程

發展、資訊科技教育應用和

科技探究教育。

多元策略 快樂學語文

校方的語文政策充滿創意，為了提高低年級學生對

語文的興趣，中、英文科皆實行「圖書教學」，以故事書

代替教科書，再配合唱遊、工作紙和閱讀練習來教學。

對於高年級學生，校方則推行「自主學習」、「元認知」

等學習策略，以中文科為例，教師教導學生運用反思學

習的方法和自主學習，包括派發《自主學習日誌》，讓學

生學習自行編排温習時間表和訂立目標，在考試後再進

行檢討和反思。同時，又抽取部分課文，請學生在備課

時，自設思考問題，寫在《思維日誌》上，然後帶回堂上

與組員討論，更會選出較難的問題來挑戰別組，刺激大

家思考及使學習氣氛更濃厚。

啟發興趣 伴學生成長

除了學習，王校長也非常關心學生的身心靈發展，

特意推行「基督教生命教育」，現已推行了六年。校方以

「正心、壯志、強能」為口號，分三個階段來進行生命教

育。對一至二年級學生，特別着重「正心」，即培養正確

的價值觀和人生態度，校方會透過分享聖經和人物故事，

邀請嘉賓作分享，以及透過午間廣播，以宗教和常識角

度分析時事。三至四年級則着重「壯志」，即啟發學生的

夢想，王校長笑言會盡量讓學生體驗不同的新事物，包

括讓學生製作科技探究模型，或者學習使用校內空中花

園的氣象測量儀器等，令他們找到自己熱愛的事物，加

強學習的動力。

最後，就是要為五至六年級的學生「強

能」，即引導學生建立目標，朝着目標努力裝

備自己、發展潛能。校方在每星期安排兩節「多

元智能課」，舉辦各種聯課活動；以及推行「全

方位學習」，讓學生從實踐中學習，如五年級

學生需在受訓後探訪獨居長者等，讓學生的

多元智能得到全面的發展。當學生擁有正確

的價值觀、有夢想，朝正確的目標發揮潛

能，努力不懈，便能成為「追夢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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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小檔案	 譚成珠教授，香港科技大學語言中心顧問，並擔任多項朗誦、講故事和演講比賽評判。曾任香
港教育局教師專業培訓導師，香港語常會推廣普通話籌委，國家語委普通話水平測試員。

專家小檔案	 鄭麗娟副校長，曾獲 2013/14 年度行政長官卓越教學獎嘉許狀（課程領導）、2013 優秀教師選舉得獎者（教
育管理）、2009/10 年度行政長官卓越教學獎（中國語文教育學習領域）、香港傑出教師獎、海華師鐸獎等

多個教師獎項，撰寫多個校本課程，資深語文教師，把戲劇教學、遊戲教學法等融入日常語文教學之中。

怎樣才能把文章讀得好，讓小朋友愛聽？我們可先從外在

的發聲技巧開始訓練，發聲訓練主要包括「氣息控制」、「共鳴

控制」和「吐字歸音」三方面。

一、氣息控制

氣息是聲音的動力，聲音的高低強弱，音質的好壞，都與

氣息的運用有密切關係，因此掌握好呼吸是重要環節。大家可

採用「胸腹聯合式呼吸法」，在說話前，先深深地吸一口氣，吸

到橫肋模，做好充足的「儲備」，然後在說話的過程中，利用自

然停頓和邏輯停頓，不露痕跡地換氣，切忌把氣一下子全放出

來。這樣，有小腹、後腰和胸部作為支點，能為發音提供充足

的「力」，發出的聲音就比較洪亮、自然。

二、共鳴控制

由聲帶發出的聲音，本身是很微弱的，通過胸腔、口腔和

鼻腔的共鳴才能得到擴大和美化，而發音時口腔的形狀，會影

響共鳴的效果。粵語發音時口腔比較扁；普通話發音時口腔比

較圓和大。因此，可多做以下的口形練習，改變粵語發音時口

腔扁平的習慣，加強共鳴的效果。

1. 張口練習︰�

張開口，上下顎打開，軟顎提起，下巴不要動，唇要放鬆，

開口的動作要柔和，舌頭不可後縮或隆起，舌面要凹進，持續

做數次。

2. 上唇練習︰

將上唇引到上齒齦處，使全部門齒都能看見；下唇、口部

和面部保持自然。

3. 舌頭肌肉練習︰

口微微張開，舌尖從下門齒往上抬，沿上顎向後滑捲，再

回到正常位置。

三、吐字歸音

「吐字歸音」，是指聲母的發音清晰有力，韻尾收音完整。

在「吐字」方面，注意聲母的發音部位不同，吐字時的着力點就

不一樣。例如 b、p、m 發音時着力點在雙唇，d�、t 的着力

點在舌尖。「歸音」方面，需特別注意複韻母和鼻韻母，它們由

二至三個音素組成，發音時舌頭的位置需要不停改變。以「雙」

字為例，韻母是 uang。韻頭是�u，韻腹是�a，韻尾是 ng，讀

起來舌位由舌根升起，過渡到舌平放，再回到舌根升起；口形

則從圓唇到開口，再回復到自然狀態。

能夠將每個字音都發得準確和響亮，整段文字聽起來會更

加動聽，當然也有助思想情感的表達，小朋友自然會聽得更加

投入！

小學普通話教師語音示範和範讀要訣	 譚成珠

ǎ

ò

èī
ǔ

兒童的想像力就像活水泉源般源源不絕，要啟發他們的寫

作興趣，可從培養聯想力入手。聯想力是指根據事物的內在關

聯，由一個事物聯繫到另一個事物的能力。它可以拓展思維，

令文章的內容更豐富和充實。聯想的方式有很多，以下介紹其

中三種。

一、輻射性聯想

選取一個意念為思考的中心，以腦圖的形式把想到和這個

意念相關的事物寫出來，成為聯想網，再選取網上的事物，重

新組合成為句子或文章。以「仙人掌」為例，先把想到有關仙

人掌的意念寫下來，再把意念組織︰首先描寫仙人掌的外形特

徵，然後記述其惡劣的生長環境，再引發聯想，把仙人掌的特

質比喻為不怕困難、逆境自強的生命戰士，最後以仙人掌帶出

的啟發作結。

二、類比聯想

很多概念都是十分抽象的，例如時間、快樂、愛……如

果可以把抽象的概念聯繫到具體的事物上，讀者就會更容易明

白，甚至有更深刻的體會，也令文字有讓人反復玩味的餘韻。

例如「快樂是寒冬中和家人一起吃的火鍋」，將心目中的快樂聯

繫到一種具體事物上，讓讀者有親歷其境的感受，寫的人快樂，

讀的人也一樣感染到那種快意。

三、由聯想發展到推論

改寫和續寫是讀寫結合的一種常用的手法，無論是改寫或

續寫，都不是胡猜亂想，而是按要求作出合理的推論。續寫故

事方面，續寫的部分應建基於故事的發展、人物的性格再繼續

拓展。除了續寫「後傳」之外，也可創作「前傳」，但無論是後

傳或前傳，都需要配合原故事的人物及情節。至於改寫故事，

則可在原有故事中加入新的設定，例如改動故事情節、人物性

格，甚至時空背景和環境等，激發學生的創意。

兒童的想像力豐富，創意無限，良好的

寫作設計可以將這種能力好好發展，千萬別

把上天賦予的創造力埋葬在考試主導的學習

模式下啊！

讓孩子愛上作文	 鄭麗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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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為母語為粵語的香港初
小學生在短時間內掌握漢
語拼音而設，讓學生快速、有系統而高效地學會拼讀聲母、韻母和聲調。

� 	配合現有任何一套小學中國語文和普通話課本使用。

	教材共16課，涵蓋所有聲母和韻母，重點訓練學生拼讀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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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粵語語音正遷移的教學策

略編撰，使用普通話讀音和

粵音相近的字撰寫口訣，幫

助學生把抽象的拼音符號

和陌生的普通話語音聯繫

起來。

針對香港學生聲調不準和不

到位，加強聲調訓練，學生

進行聲韻母記音練習同時練

習聲調。

發音口訣助記音

加強聲調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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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和可可比拔河，
渴了立刻喝可樂，
喝了可樂不渴了，
哥哥可可樂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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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戶專享 
教學配套

減粵語發音干擾

趣味朗讀練發音

提供完備的教學支援
除教師用書外，另備教師版電子課本，內附
語音工作紙、教學簡報、聲韻母發音示範、
音節拼讀機和發聲音節表，方便教師教學。

以兒歌和繞口令為朗
讀材料，反復訓練學
生對重點拼音和難點
音的發音。

讓學生集中讀拼音，專注拼讀音節，
減低粵語對普通話語音的干擾。

漢語拼音 學好普通話第一步
在香港，懂得「兩文三語」已成為了基本的語文要求，尤其「普教中」是近年的教學趨勢，想學好中文，就需要有良好

的普通話作為基礎。而想學好普通話，第一步當然是掌握漢語拼音。

小朋友在初小階段學漢語拼音，通常最大的困難是將相似的聲母和韻母混淆，以及讀聲調不準，故使用有系統、針對

學習難點的普通話教材十分重要，有助學生克服常見的問題；加上有趣味的兒歌和繞口令，能使學習過程變得更加有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