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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學普通話》的新書發佈會已於2月23日圓滿結束，非常感謝老師的光臨，跟我們的

顧問、編審、作者以及工作團隊一起見證《活學普通話》的出版。

眾嘉賓為《活學普
通話》進行新書啟

動儀式。

當日的場面很熱鬧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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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整體

1. 教材能否配合發展學生語言交際能力的教學目標？

2. 以語言運用為核心的教學目標是否明確，是否自始至終貫徹全書？

3. 聽、說、讀、寫是否能各成系統，各系統是否有機結合？

4. 課型設計是否能配合聽、說、讀、寫四大範疇的教學需要？

5. 聽、說、讀、寫四大範疇的訓練方法能否有效地達成教學目標？比例分配和訓練方式是否恰當？

(二) 課文

1. 能否針對教學目標和學習重點，提供恰當的口語交際話語示例？

2. 內容能否配合學生的認知能力、興趣取向、生活經驗和學習需要？

3. 所用語言（包括用詞、造句、語體）能否配合學生語言能力的發展和普通話學習的需要？

(三) 聆聽

1. 在聆聽活動開始時，能否讓學生做好心理準備，引導他們把母語聆聽的心理過程遷移到普通話聆聽
活動中？

2. 練習能否促進學生思考、解難等能力的發展，引發學生在聆聽過程中主動探索？

(四) 說話

1. 能否有效配置控制練習和自由表達兩大類型練習，以配合口語學習的不同需要？

2. 練習能否促進學生思考、解難、協作等能力的發展，引發學生主動參與？

3. 練習的設計是否有實用價值，有利於日常生活的應用？

(五) 拼寫

能否針對本港學生的學習難點作編排？

普通話選書小錦囊

感謝老師的支持！
歡迎收看我們當日
的花絮！

還有「普通話正讀」
的介紹不要錯過呀！

一起來看看
教材介紹吧！

老師對我們提供的人工智能語音評測系統
「普通話正讀」很感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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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話科新課程將於19-20學年全面推行，新課程多番強調要培養學生的聽、說能力，又在

聽、說範疇加入聽說策略，究竟怎樣教才能提高學習成效？本期的小學普通話通訊，我們特意請

教了《活學普通話》的作者——本港普通話教學的專家——唐秀玲博士和莫淑儀博士，向讀者講

解香港的普通話教學在聽說上要留意的問題。

唐秀玲博士 莫淑儀博士

活動要有趣，但必須配合教學重點。

要有充足的語料
，學生才會開口

說。

普通話聆聽理解教學的誤區

香港學生的母語大多是粵語，過往的普通話聆聽理解教學傾向給學生做一些低層次的聆聽練

習，主要是強化學生在詞義與語音或句子結構與句子意義上的聯繫能力，讓他們通過「刺激——

反應——強化」的過程來掌握普通話。這類聆聽練習，主要是提供普通話的語音刺激，讓學生反

覆辨認意義，直到牢記、熟練，形成反射動作為止。在整個練習過程中，學生的主要活動是記憶

意義和形式，並不需要多作分析、綜合、推理等思考，容易讓學生覺得沉悶，失去學習興趣。

再者，這種「聽錄音→做練習→核對答案」的練習模式，只重視聆聽理解的結果，忽略聆聽

策略能力的培養，極少在聆聽過程中引導學生使用特定的聆聽技能聽取重點信息或內容細節，結果

學生只知道自己對了幾題，至於自己錯在哪裏、可以怎樣克服聆聽過程中遇到的障礙卻毫無頭緒。

普通話說話教學的定位

或者有人會問：既然目的在於培養學生普通話的言語交際能力，那為甚麼還要教普通話的語

音、詞匯、語法、語用等語言知識呢？其實，適當的學習環境可以誘發學生運用所學的語言知

識，讓他們嘗試按交際的對象、目的等語境的需要，選擇適當的詞匯，按一定的語法規則組成話

語，再用規範的語音形式表達出來。換句話說，我們教語言知識，主要的目的是引導學生應用語

言知識，提高表達的意識，幫助他們說好普通話。因此，如果我們不能掌

握好說話教學的定位，反而設定語句結構操

練、粵普詞匯對照、基本語調認知等為說話

課的學習目標，就會本末倒置，把說話課變

成語言知識課，以致偏離了說話教學的要

務，影響到教與學的成效。

由此可見，只要我們編排好教學目的，並

以「先輸入，後輸出」的語言學習規律安排教

學次序，並把聆聽和說話活動有機地連結起來，

聆聽和說話活動將不會再是一場漫無目的的摸

索，而是一個又一個富有學習成果的活動。

借用母語聆聽經驗來設計普通話聆聽理解教學

要讓普通話聆聽理解教學教得其法，我們要先想想聆聽母語和非母語的分別：聆聽者在聆聽

母語時，由於已經內化母語的結構，所以不需要逐字細聽，注意力能集中在語義的辨認上。當要

聆聽非母語時，假如聆聽者不熟悉該語言的結構，就得專心辨認音節、識別詞語和句子組織，這

時候就不能迅速使用背景知識和已有經驗來主動理解語義。

要有明確的聆聽目的

進行普通話聆聽課時，我們要幫助學生在聆聽前做好各種心理準備，如了解聆聽目的和認識

生詞的普通話唸法等，讓他們可以像聆聽粵語一樣，主動建構意義。因為只有明確的聆聽目的才

有助於心理定勢的形成，讓我們可以「有的放矢」地主動搜尋相關的內容。如果在聆聽課時忽略

給學生安排配合聆聽心理需要的學習活動，沒有讓學生在聆聽前知道聆聽目的，這樣學生只能由

第一個「字」聽起，無所依據地強記片言隻字。

這種教法還有另外一個好處，那就是為學生提供了一個組合先前知識的機會，讓他們可以運

用先前學到的相關知識來處理新信息，把聆聽理解提升至高層次思維水平，啟發學生的學習興

趣，觸發他們的思考，讓他們在聆聽過程中主動探索。再者，把聆聽練習變成一個有目的、有意

識的過程，學生除了可以主動處理信息外，還可以探索不同的聆聽策略，學會運用策略來跨越障

礙，解決困難，聆聽能力就能逐漸提高了。

「語言輸入」與「語言輸出」

提到普通話說話課，老師常常會碰上學生不敢說、不肯說、不能說的問題。遇上這些問題

時，或許要留意一下「語言輸入」與「語言輸出」是否出現了落差。

舉一個例子：課文採用了敍述的方式來「介

紹」超級市場，「說話活動」則要求學生以「詢問」

方式進行對話，在過程中還要用上回應的禮貌用語和

方位詞。無論是從「課文」的內容還是表達形式來

看，也不能與「說話活動」銜接起來，學生自然沒有

充足的語料進行「說話活動」了。假如課文和聆聽都

圍繞「詢問」這種語言功能，並提供交際模式、內容、

句子和詞語，讓學生在說話前通過聆聽、課文作輸入，

對有關的詞語和句子有一定的掌握，然後才進行「詢

問」的說話活動，學生自然有話可說了。

課文在說話教學中的作用

老師宜在教學前，先留意「語言輸入」部分能否作為適當的說話範例，為學生提供一些交際

模式和語言表達形式，以貫徹基本的信息處理原則：語言的輸入與輸出互相配合。要知道「語言

輸入」是語言「內化」的基礎，如果輸入了不適當的材料或是輸入的方法不恰當，都可能會干擾

學生將知識轉化的過程，所以要處理好語言輸入的內容與過程，才可以構建言語交際課堂的基

石。

另外，有一點要注意的是，普通話說話教學不能只讓學生反覆朗讀課文，以熟練課文為目

標。說話教學是幫助學生發展普通話交際能力，朗讀教學是幫助學生發展普通話的聲情演繹能

力，朗讀教學可以支援說話教學，但卻不能替代說話教學。

普通話與粵語同屬漢語，香港學生在聆聽普通話的過程裏很少受到句法所礙而無法理解內

容，所以普通話聆聽理解教學應利用粵語和普通話的語際優勢，以學生的粵語聆聽經驗為基礎，

創設各種各樣的普通話聆聽語境，引導學生把母語聆聽的心理過程遷移到普通話的聆聽活動中，

強化普通話的聽力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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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足的語料進行「說話活動」了。假如課文和聆聽都

圍繞「詢問」這種語言功能，並提供交際模式、內容、

句子和詞語，讓學生在說話前通過聆聽、課文作輸入，

對有關的詞語和句子有一定的掌握，然後才進行「詢

問」的說話活動，學生自然有話可說了。

課文在說話教學中的作用

老師宜在教學前，先留意「語言輸入」部分能否作為適當的說話範例，為學生提供一些交際

模式和語言表達形式，以貫徹基本的信息處理原則：語言的輸入與輸出互相配合。要知道「語言

輸入」是語言「內化」的基礎，如果輸入了不適當的材料或是輸入的方法不恰當，都可能會干擾

學生將知識轉化的過程，所以要處理好語言輸入的內容與過程，才可以構建言語交際課堂的基

石。

另外，有一點要注意的是，普通話說話教學不能只讓學生反覆朗讀課文，以熟練課文為目

標。說話教學是幫助學生發展普通話交際能力，朗讀教學是幫助學生發展普通話的聲情演繹能

力，朗讀教學可以支援說話教學，但卻不能替代說話教學。

普通話與粵語同屬漢語，香港學生在聆聽普通話的過程裏很少受到句法所礙而無法理解內

容，所以普通話聆聽理解教學應利用粵語和普通話的語際優勢，以學生的粵語聆聽經驗為基礎，

創設各種各樣的普通話聆聽語境，引導學生把母語聆聽的心理過程遷移到普通話的聆聽活動中，

強化普通話的聽力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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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錦

《活學普通話》的新書發佈會已於2月23日圓滿結束，非常感謝老師的光臨，跟我們的

顧問、編審、作者以及工作團隊一起見證《活學普通話》的出版。

眾嘉賓為《活學普
通話》進行新書啟

動儀式。

當日的場面很熱鬧呢！

教材及學材一覽

電 子 資 源

教 具 及 外 借 資 源

拼音磁石貼

聲母韻母大掛圖拼音卡座 桌上遊戲

創設情境教具
攤位遊戲

課 本 作 業 及 自 主 學 習 冊 電 子 平 台

工 作 紙

學生網站聆聽策略工作紙 說話訓練工作紙 朗讀訓練工作紙

拼音遊戲工作紙

語音聽辨工作紙 部件記音工作紙

普通話歌曲工作紙

拼寫及粵普對譯工作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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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l® Pentium® III或以上處理器
熒幕解像1024x7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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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rosoft Windows XP / Vista / 7 / 8.1 / 10
Microsoft Office PowerPoint 2003 / 2007 / 2010
Adobe Reader
聲效卡、揚聲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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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整體

1. 教材能否配合發展學生語言交際能力的教學目標？

2. 以語言運用為核心的教學目標是否明確，是否自始至終貫徹全書？

3. 聽、說、讀、寫是否能各成系統，各系統是否有機結合？

4. 課型設計是否能配合聽、說、讀、寫四大範疇的教學需要？

5. 聽、說、讀、寫四大範疇的訓練方法能否有效地達成教學目標？比例分配和訓練方式是否恰當？

(二) 課文

1. 能否針對教學目標和學習重點，提供恰當的口語交際話語示例？

2. 內容能否配合學生的認知能力、興趣取向、生活經驗和學習需要？

3. 所用語言（包括用詞、造句、語體）能否配合學生語言能力的發展和普通話學習的需要？

(三) 聆聽

1. 在聆聽活動開始時，能否讓學生做好心理準備，引導他們把母語聆聽的心理過程遷移到普通話聆聽
活動中？

2. 練習能否促進學生思考、解難等能力的發展，引發學生在聆聽過程中主動探索？

(四) 說話

1. 能否有效配置控制練習和自由表達兩大類型練習，以配合口語學習的不同需要？

2. 練習能否促進學生思考、解難、協作等能力的發展，引發學生主動參與？

3. 練習的設計是否有實用價值，有利於日常生活的應用？

(五) 拼寫

能否針對本港學生的學習難點作編排？

普通話選書小錦囊

感謝老師的支持！
歡迎收看我們當日
的花絮！

還有「普通話正讀」
的介紹不要錯過呀！

一起來看看
教材介紹吧！

老師對我們提供的人工智能語音評測系統
「普通話正讀」很感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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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能否有效配置控制練習和自由表達兩大類型練習，以配合口語學習的不同需要？

2. 練習能否促進學生思考、解難、協作等能力的發展，引發學生主動參與？

3. 練習的設計是否有實用價值，有利於日常生活的應用？

(五) 拼寫

能否針對本港學生的學習難點作編排？

普通話選書小錦囊

感謝老師的支持！
歡迎收看我們當日
的花絮！

還有「普通話正讀」
的介紹不要錯過呀！

一起來看看
教材介紹吧！

老師對我們提供的人工智能語音評測系統
「普通話正讀」很感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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