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23 非華語學生中文學習教師專業發展工作坊（四）  

日期： 2022 年 12 月 17 日 (星期六 )  

時間：上午 9： 30 至中午 12： 30  

地點：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金鐘教學中心 3 樓 306室【香港金鐘夏慤道 18號海富中心

(金鐘港鐵站 A出口，經海富中心商場行人電梯上)】 

主題：讀寫技能的教學策略 

主講：宋小萍老師、姚素梅老師、陳鑽好老師  

主持：羅嘉怡博士  

 

程   序  

09:30 - 09:35 

工作坊簡介及歡迎辭 

主持：羅嘉怡博士 /岑紹基博士 

 

09:35 – 10:40 

第一部分： 

探討閱讀及寫作的教學策略  

（以 IGCSE /GCSE/GCE課程及考核爲例） 

主講：宋小萍老師 

 

10:40 – 10:50 
休息十分鐘 

 

10:50- 11:25 

第二部分： 

寫作教學策略分享 

（以 GCSE考核為例） 

主講：陳鑽好老師  

 

11:25 - 12:00 

第三部分： 

分析有關文本寫作課題   

（以 GCE 考核為例）  

主講：姚素梅老師  

 

12:00 - 12:20 

第三部分： 

探討寫作技巧的教學策略：  

學生作品點評  

主講：宋小萍老師 

 

12:20 – 12:30 
答問時間 

 

 



讀寫技能的教學策略:

(以GCE / IGCSE / GCE Chinese課程及考核模式為例)

講者：宋小萍老師

分享嘉賓: 姚素梅老師、陳鑽好老師

2022年12月17日

非華語學生中文學習教師專業發展工作坊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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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RNING PROCESS: 學習過程

1 Learning target : e.g. introducing a celebrity

定學習目標：例如 — 介紹一位名人

2 Input from teacher老師輸入

3 Output from students學生輸出

KATHERINE SUNG

2

•  search and edit relevant materials 準備教材 

•  teach necessary vocab, structures & language skills 教授詞彙及語言技巧 

• direct students to gather information 指導學生搜集資料 

• gather information from 從以下方式搜集資料 

observing, asking, listening, reading & experiencing 觀察，詢問，聆聽，閱讀&體驗 

• edit information (analytic & summarising skills) 整理資料(分析及綜合技巧)  

• present– speaking or writing or acting  

(using expressing skills) 表達方式 — 説話，寫作，表演 (應用表達技巧) 

• get feedback from teacher/ peers,  work out for improvement  

     聽取回饋，尋求改善及進步   



LEARNING CONTENTS – COMMON FACTORS
學習内容(課程綱要) —共同範疇

Self 自己 friends and family   家庭和朋友

school     學校

local area  社區

the world   世界

future ambition 計劃將來

3

GCSE Themes   

1. Identity and culture

2. Local area, holiday, travel

3. School

4. Future aspirations, study and work

5. International and global dimension



SKILLS INDICATORS 學習指標
- From 2nd language learning framework 中文第二語言架構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curriculum-development/kla/chi-edu/second-lang/NLF_outcome_reading_2019.pdf

- From exam specifications 考試範圍

• https://qualifications.pearson.com/en/qualifications/edexcel-gcses/chinese-
2017.html

• https://qualifications.pearson.com/en/qualifications/edexcel-international-
gcses/international-gcse-chinese-2017.html

• https://qualifications.pearson.com/en/qualifications/edexcel-a-levels/chinese-
2017.html

• https://qualifications.pearson.com/en/support/support-topics/exams/past-paper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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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閱讀策略

1    釐定教學目標 / 學習成果 (參考中文第二語言架構)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curriculum-development/kla/chi-

edu/second-lang/NLF_outcome_reading_2019.pdf

2 準備閱讀教材 —

e.g. 告示、傳單、剪報、對話、故事、傳記、文章

3 擬題 — Assessment for learning 評估促進學習

Assessment of learning 考核學習成果

e.g.  填充，排列，選擇，連結，繪圖，

書寫，答題、翻譯…

Katherine Sung



PRE-WORKSHOP ACTIVITY – EDIT READING MATERIAL

 張家朗（英語：Edgar Cheung Ka Long，1997 年 6 月 10 日－），於香港出生及成

長，香港男子擊劍運動員，有「少年劍神」之稱，在 2016 年 4 月首奪亞洲鈍劍冠軍，

成為香港歷來首個個人亞洲賽王者。2021 年，他在東京奧運取得男子鈍劍個人賽金

牌，為自李麗珊後第二位奪取奧運金牌的香港隊選手，也是香港首位奪取奧運金牌的

男性香港運動員。 

 張家朗出身於籃球世家，父親張子倫及母親陳雪玲曾經是籃球運動員，家朗自

小已是籃球場常客，學籃球比擊劍還要早，從小就已是 NBA 球隊芝加哥公牛粉絲，又

視公牛傳奇球星丹尼斯·羅德曼為偶像，張家朗 15 歲時，張爸爸更自費讓家朗隨師兄

參加各站世界盃。初中就讀英華書院，其後轉到林大輝中學，並於中四那年毅然決定

退學轉為全職運動員。 

 2014 年亞洲青年錦標賽，張家朗狂掃 4 金後躋身大港隊。2014 年 9 月，張家朗

代表香港參加韓國仁川舉行的亞運會的擊劍比賽，與楊子加、張小倫和崔浩然合作贏

得男子鈍劍團體賽銅牌。2015 年，張家朗第二次出戰就於亞洲賽奪得個人賽季軍。

2016 年 4 月 14 日，於中國無錫舉行的 2016 年亞洲擊劍錦標賽的男子鈍劍組別中，19

歲的張家朗連挫韓國亞洲賽金牌許俊、日本世界冠軍太田雄貴、中國的奧運金牌雷聲

和日本的世青冠軍敷根崇裕，最終奪得個人賽金牌，奪得亞洲冠軍，成為香港歷來首

個個人亞洲賽王者，更因此奪得里約奧運資格，不過在 16 強不敵巴西劍手古希美·托

度止步，但也是香港男子鈍劍競賽歷來的最佳成績。2017 年 4 月 6 日，最後一年參加

世青賽，成功奪得男子鈍劍個人冠軍，為香港擊劍隊史上首次奪得世青賽青年組冠

軍。 

 2021 年，東京奧運會開幕式上，張家朗同羽球選手謝影雪一同擔任港隊掌旗

官。7 月 26 日，張家朗在東京奧運會男子個人鈍劍決賽中，以 15-11 的分數擊敗上屆

獲得里約奧運男子個人賽冠軍的義大利選手加羅佐，成功奪得香港歷史上第二面奧運

金牌以及第四面獎牌，並打破港隊最佳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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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WORKSHOP ACTIVITY WORKSHEET

Sample edited 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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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家朗於香港出生及成長，是香港男子擊劍運動員，有

「少年劍神」之稱。 

 張家朗出身於籃球世家，父親及母親曾經是籃球運動員，

家朗自小已是籃球場常客，學籃球比擊劍還要早，從小就已是

NBA 球隊粉絲， 曾跟隨師兄參加各站世界盃。中學時轉到林大

輝中學，並於中四那年毅然決定退學轉為全職運動員。曾到國外

參加多次劍擊比賽，得過不少獎項。在 2016 年首奪亞洲鈍劍冠

軍，2021 年在東京奧運取得男子鈍劍個人賽金牌，為自李麗珊後

第二位奪取奧運金牌的香港隊選手，也是香港首位奪取奧運金牌

的男性香港運動員，並打破港隊最佳紀錄。 

Answer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1. 張家朗從小便學習什麼運動？ A劍擊 B籃

球 C足球 D游泳

2. 他喜歡這運動嗎？何以見得？

3. *你認為他為什麼會喜愛這運動呢？

4. 張家朗得到什麼稱號？為什麼他得到這稱號？

5. 張家朗得到哪些獎項？請寫其中一項。

6. *你認為什麼因素促成張家朗的成就？



READING & WRITING 
TEACHING STRATEGIES –
REF: GCSE



有關備考閱讀卷教學策略的建議
(ASSESSMENT OF LEARNING)

• 熟悉課程所涵蓋的主題

• 熟悉相關詞彙

• 學習在不同語境中運用詞彙

• 練習閱讀技巧：

• 小心閱讀，辨別字裏行間的意思，擷取所需資料

• 培養分析、綜合及總結技巧

• 熟習中英文表達形式

Competence in both Chinese & English (GCSE)

Katherine Sung



GCSE READING EXAM (REF PAST PAPER)

• 9 graded passages , various topics , different writing styles

• 1 literary text, short extract, adapted to suit level

• 1 short translation from Chinese to English

• Q&A - Multiple choice & short answers in English

• Recognize tenses

Ref: 1CN03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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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寫教學策略 （參考考試評分準則）

協助學生

• 認識相關主題内容、文化、背景

• 練習基本寫作技巧—詞彙、句式、複句、形容詞、動詞、條
理分明、結構緊密、書寫流暢

• 小心審題

• 釐定書寫大綱，包括所有要點

• 叙述要清晰，表達意見要中肯，並加解析

• Tenses – 包括現在式、過去式及將來式

• 注意字數分配，在規限字數内完成寫作

Ref: Writing markscheme
Katherine Sung



GCSE WRITING EXAM (REF PAST PAPER)

• 1 informal writing, include 4-5 bullet points, 

80-110 characters, 20 marks ( Content 12 + Lang & Accuracy 8)

• 1 formal writing , include 4 bullet points,

130-180 characters, 28 marks (Content 16 + Lang & Accuracy 12)

• 1 translation, English (about 50 words) to Chinese, 12 marks

Ref: 1CNO4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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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CSE WRITING – SAMPLE MARKING

1 Read the Writing Mark Grid :  

• Communication and content 

• Linguistic knowledge and accuracy 

2 Go through the marking process, with commentary and 

explanation for mark bands

3 Translation 

Ref: Writing sample activity sh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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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DING & WRITING 
TEACHING STRATEGIES –
REF: IGCSE – PAPER 2

REF: 4CNO2 2022



IGCSE READING & WRITING PAPER (REF PAST PAPER)

• For listening and reading:

• identify and note main points

• deduce the meaning of words from context

• extract specific details

• identify points of view

• show some understanding of unfamiliar language

• recognize attitudes, emotions and opinions

• Passages in various forms: dialogues, statements, letters, interviews, prose etc.

• For writing

• Translation from English to Chinese (4 sentences)

• 1 short piece 60-75 characters on a given task (related to reading)

• 1 writing 125- 150 characters on 1 of the 3 given topics

KATHERINE SUNG 15



READING & WRITING 
TEACHING STRATEGIES –
REF: GCE



GCE PAPER 1 – 9CN0/01

Ref 2022 past paper

3 Listening passages 

4 Reading passages

1 Translation passage (from Chinese to Eng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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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CE PAPER 2 – 9CNO/02

Ref:  Written response to works and translation

2 written work, either 1 on drama 1 on literary text 

or  2 different literary texts

(choice of titles & questions)

1 Translation – from English to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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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ERENCES

• https://qualifications.pearson.com/en/ qualifications/edexcel-gcses/ chinese-2017.html

• https://qualifications.pearson.com/en/qualifications/edexcel-international-gcses-and-

edexcel-certificates/international-gcse-chinese-2017.html

• https://www.edb.gov.hk/tc/curriculum-development/kla/chi-edu/second-lang/resource.html

• https://qualifications.pearson.com/en/qualifications/edexcel-a-levels/chinese-2017.html

• https://qualifications.pearson.com/en/support/support-topics/exams/past-papers.html

• Accessing Chinese Bk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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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2023非華語學生中文學習教師專業發展工作坊(四)：

讀寫技能的教學策略--以GCSE教學和評估為例





學
校
簡
介

語言：母語教學
部份非華語學生班別會以英語授課

創校：1998年創校，現時為開校第二十二年。
校址：將軍澳
性質：津貼男女子文法中學

招收外籍學童情況：二零一一年九月首批非華語學童共十七人入讀
中一，現時全校共有二百五十多名非華語同學，
佔全校學生人數約四成左右。

國籍：約二百五十人中，以巴基斯坦同學佔多數，亦有印度、
尼泊爾、韓國、比利時、菲律賓、泰國、美國等 14個不
同國籍的同學。



學校學生國籍分佈

• 2011年起收取非華語學生，各級學生分佈如
下：

• 全校共14個族裔，分佈如下：

級別 中一 中二 中三 中四 中五 中六

NCS 37 58 37 47 44 36

泰國 巴基斯坦 印度 尼泊爾 英國 菲律賓 美國

南非 日本 西班牙 韓國 加拿大 比利時 委內瑞拉



讀寫技能的教學策略--以GCSE教學和評估為例

應試

層面

科本

層面

學校
層面



學校層面──中英並重

刊物 通告 壁報



讀寫技能的教學策略--以GCSE教學和評估為例

應試

層面

科本

層面

學校
層面



自擬中文校本課程--為GCSE作好準備

參加教育局語文教學支援組「中文教學支援及校本
課程發展」，進一步釐定整體課程目標，循序漸進
為GCSE做好準備，亦在GCSE的基礎上面向GCE及本
地課程。





個
人

社
會

國家

各程度單元主題：
（一）個人成長
（二）我家在香港
（三）中國情懷
（四）擁抱世界



GCSE 2019 新考試大綱





單元一
個人成長

單元二
我家在香港

單元三
中國情懷

單元四
擁抱世界

高中一 1. 初見深水埗

2. 等待伯樂的舊街道

3. 老街風景

1. 奧運知多少

2. 基因改造食物

1. 運動家的風度

1. 海外工作假期

2. 追尋夢想的林書豪

3. 勇於挑戰的周潤發

1. 肥胖的問題

2. 瘦身熱潮

3. 七人欖球

4. 談談電子貨

幣的利與弊

5. 唐人街

6. 看電視的利

與弊

Theme 4

Theme 2

Theme 1

Theme 5



每程度每個單元在語文知識
部分均會滲句式，讓學生以
螺旋式學習關聯詞。



考試時由初中到高中均
會考核關聯詞，希望學生
可以學以致用，將來應用
在 GCSE寫作上。



讀寫技能的教學策略--以GCSE教學和評估為例

應試

層面

科本

層面

學校
層面



策略一：溫故知新



策略二：由淺入深







小步子
鷹架 參考詞彙









了解評卷要求



Important reminders重要提示:

1. 重點字眼應用於每段第1句

2. 時態

3.關聯詞

4.多元詞彙



Your Head Teacher invites students to take part in planning for the School ActivityWeek. 
Write a letter to your Head Teacher and convince him to accept your suggestions.
You must refer to the following points:

• what you enjoyed about the School Activity Week last year

• why Activity Week is important

• your suggestion(s) for activities this year

• what you would like the teachers to do.

Justify your ideas and your opinions.

Write approximately 130–180 characters in Chinese. 

Use appropriate language for a formal letter.

2019 2B



策略三：互評



策略四：好文共賞互勵互勉



策略四：好文共賞互勵互勉



策略五：鞏固所學





策略一：學校層面──中英並重

刊物 通告 壁報



策略二：積學儲寶



策略二：積學儲寶



策略三：恆常操練(上游班)



策略三：恆常操練(上游班)



策略三：恆常操練(下游班)



策略三：恆常操練(下游班)



策略四：善用電子學習軟件即時互評





2022-2023 GCE 寫作



考試模式
 第一部份：翻譯(英譯中)

 第二部份：

 Students must study two discrete Chinese works: either two literary texts, or one 

literary text and one film.

 ● For Section A (translation into Chinese), 30 minutes (recommended timing), 20 

marks

 ● For Sections B and C (written response to works), 2 hours and 10 minutes, 100 

marks

 it is recommended that students write between 250–350 Chinese characters for 

each essay in order to give a detailed analysis of the works. 

 在B部分選擇兩題回答或在B、C兩部分各選一題用中文回答，每題字數為250–350字

 《一隻叫鳳的鴿子》、《城南舊事---爸爸的花兒落了》、《城南舊事---惠安館》、《故鄉》

 《請投我一票》、《十七歲的單車》、《天水圍的日與夜》



考慮因素

篇章較短，學生會較易接受

多元化的教材

貼近他們的生活環境，以香港為題材，學生較
易掌握

老師對篇章內容及作者的熟悉程度

故事性



選取篇章



校本課程+四大主題



校本教材



四大主題

主題一：當代華人社會變遷

主題二：中國文化

主題三：演變中的華人社會

主題四：1978年改革開放對中國的影響



中國文化



多元輸入(圖像、聲音)



多元輸出(JAMBOARD，PADLET等)



審題
 歷屆試題(2018)

《城南舊事》(作者 林海音)

探討〈爸爸的花兒落了〉中，作者如何表現父親對女兒的愛。

 歷屆試題(2022)

《城南舊事》(作者 林海音) 探討不同的花在《爸爸的花兒落了》中所起的作用。

 歷屆試題(2018)

《天水圍的日與夜》(導演 許鞍華)

探討電影如何表現貴姐的生活態度。

 歷屆試題(2019)

《天水圍的日與夜》(導演 許鞍華)

探討電影中有關飯桌的場景如何反映阿婆梁歡的境況和心情。

 歷屆試題(2020)

《天水圍的日與夜》(導演 許鞍華)

探討導演運用哪些場景表現貴姐的往事。

 歷屆試題(2022)

《天水圍的日與夜》(導演 許鞍華) 

探討梁歡與貴姐母子共度中秋節的意義。



 2019 GCE

分析小說中的「我」為甚麼對記憶中的故鄉和現實中的故鄉感受不同。

 2020 GCE

分析小說如何通過閏土表現當時的農民形象。

 2021 GCE

 探討宏兒和水生的友誼在小說中所起的作用。

 2022GCE

 《故鄉》(作者 魯迅) 分析作者用什麼寫作手法表現楊二嫂的人物形象。



開首段

開首段：只針對題目作簡短回應。(20-30字左右)

例子一：從文中可見英子與父親的關係是怎樣的？



其他段落 清晰結構



小總結的作用：
可令每段都緊扣
主題，令學生各
考官都更清楚這
段的重點。







結構+例子+小總結

簡短而清晰的開首



事先張揚題目+小測(寫字數)+互評+改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