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23 非華語學生中文學習教師專業發展工作坊（一）  

日期： 2022 年 09 月 24 日 (星期六 )  

時間：上午 9： 30 至下午 12： 30  

地點：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九龍東分校–學院演講廳 

【九龍九龍灣宏開道 28 號 (九龍灣港鐵站 B 出口)】 

主題：非華語學生學習中文的多元出路和學習階梯：簡介 GCSE, IGCSE, GCE  

A Level 及香港中學文憑試 

主講：宋小萍老師、張炳傑老師、李施恩老師  

主持：羅嘉怡博士 

 

程   序  

09:30 - 09:40 

 

工作坊簡介及歡迎辭 

主持：羅嘉怡博士 

 

09:40 - 11:10 

 

第一部分： 

主講：宋小萍老師 

非華語學生學習中文的多元出路和學習階梯 

 

11:10 - 11:20 

 

休息十分鐘 

 

11:20 - 11:50 

 

第二部分： 

主講：張炳傑老師  

非華語學生中文學習路向規劃  

 

11:50 - 12:20 

 

第三部分： 

主講：李施恩老師 

教導非華語學生 DSE中文課程 

 

12:20 – 12:30 

 

答問時間 

 

 



非華語學生學習中文的
多元出路和學習階梯

宋小萍老師

2022年9月24日



可供選擇的認可資歷：

本地課程

•DSE       

•APLC



非華語學生學習中文情況簡介



立法會秘書處 資訊服務部 資料研究組 2020 年 7 月 8 日



Edexcel GCE AL Chinese grade statistics

Sat  A*  A  B  C  D  E  U 

1312  737  1188  1286  1310  1312  1312  1312 (June 2021) 

% 56.2  90.5  98.0  99.8  100.0  100.0  100.0 

1617  415  1272  1565  1607  1611  1611  1617 (June 2020) 

 % 25.7  78.7  96.8  99.4  99.6  99.6  100.0 

1799  79  647  1459  1712  1765  1784  1799 (June 2019) 

 %  4.4  36.0  81.1  95.2  98.1  99.2  100.0 

Ref: Pearson Edexcel .com



Edexcel 2022 June exam series grade statistics

 GCE AL Chinese 9CN0 

Sat A* A B C D E U

1350 482 927 1265 1331 1343 1349 1350

% 35.7 68.7 93.7 98.6 99.5 99.9 100.0

 GCSE Chinese 1CN0

Sat 9 8 7 6 5 4 3 2 1 U

2674       1977 2272 2443   2547  2606   2634  2650   2661  2671    2674

% 73.9 85.0 91.4    95.3   97.5    98.5    99.1    99.5   99.9     100.0

 IGCSE Chinese 4CN0 (Overseas)

Sat 9 8 7 6 5 4 3 2 1 U

3150 1529   2067    2286  2464   2608  2727   2874  2975   3075   3150

% 48.5 65.6   72.6    78.2    82.8    86.6   91.2   94.4     97.6    100.0

Ref: Pearson Edexcel .com



GCSE Chinese

(Pearson Edexcel from 2017) 

Overview

Ref: Pearson Edexcel .com



Themes

1. Identity and culture

2. Local area, holiday, travel

3. School

4. Future aspirations, study and work

5. International and global dimension



Overview of Assessments

Paper 1 – Listening 25% 

Paper 2 - Speaking 25%

Paper 3 - Reading 25%

Paper 4 – Writing 25%



Overview of Assessments

Listening

•Choice of Mandarin or Cantonese

•Multiple choice & open-ended short answers

•Q &  A in English

Speaking

• Choice of Mandarin or Cantonese 

• Preparation time = 12 min, Test time = 10-12 
min 

• 3 tasks : Role play, Picture-based task,  
conversation



Overview of Assessments

Reading

• Reading comprehension on 9 authentic literary texts 

•Multiple-choice & open-ended short answers 

•Q & A in English 

• Translation – from Chinese to English (about 60 
characters)

Writing

• 1 informal writing (80 – 110 characters) 

• 1 formal writing (130-180 characters)  

• 1 translation – from English to Chinese (about 50 
words)



GCSE Chinese Features

 Choice of Mandarin or Cantonese, traditional or simplified characters

 Topics encourage learning of Chinese Culture 

 All papers externally set and marked

 Equal weighing for 4 papers, 25% each

 Instructions, questions and answers in English

 Graded questions to encourage progression

 Short translations from & into Chinese

 Reading passages from authentic literary texts

 Speaking - focus on interaction & spontaneity

 Writing – given choice of questions



References

Pearson Edexcel GCSE Specification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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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coursematerials.html#%2FfilterQuery=category:Pearson-UK:Category%2FTeaching-and-learning-

materials

Edexcel Teaching & learning materials

https://qualifications.pearson.com/en/qualifications/edexcel-gcses/chinese-
2017.coursematerials.html#%2FfilterQuery=category:Pearson-UK:Category%2FTeaching-and-learning-
materials

https://qualifications.pearson.com/en/qualifications/edexcel-gcses/chinese-2017.coursematerials.html#%2FfilterQuery=category:Pearson-UK:Category%2FTeaching-and-learning-materials
https://qualifications.pearson.com/en/qualifications/edexcel-gcses/chinese-2017.coursematerials.html#%2FfilterQuery=category:Pearson-UK:Category%2FTeaching-and-learning-materials


International GCSE

(Pearson Edexcel Board)

Ref: Pearson Edexcel .com



Common topic areas

A Home and abroad

B Education and employment

C Personal life and relationships

D The world around us

E Social activities, fitness and health

KATHERINE SUNG



Sample themes:

A Holidays, Travelling

Everyday life, traditions and communities

B School life and routine

Future plans , Work/careers

C Friends & Family relationships

Food and drink, Home and domestic routine

D Environmental issues, Technology,

Travel and transport, The media, etc

E Special occasions , Shopping, Health issues, 

Hobbies, interests, sports and exercise



Example Course planner

InternationalnGCSE Chinese 
Module 1 
 
Week Topic Area coverage Grammar Skills Vocabulary  Exemplar classroom activities and 

practical skills 

Week 

1 

Topic Area C –  

House, home and 

daily routine 

 

Information about self, 

family and friends 

  

•  The present tense* 
•  Plural 们 & Questions using 吗 

Skill: Introducing oneself and the others 
 
*Some linguists consider tenses non-existing in 
Chinese language but the general belief is the 
opposite. If in doubt please refer to 黄伯荣’s 《现代汉

语》. 

• 0 – 100 in characters 
• 几 as an interrogative 

pronoun 
• Age 
你几岁？我十五岁。 

你们在家吗？我们在家。 

这是你朋友吗？是，他叫小

明。 

• Reading/Listening: Self-introduction  

• Speaking:  dialogue practice during 
the lessons 

• (Writing if speaking not taken) 
  

 

Week 

2 

Topic Area C –  

House, home and 

daily routine  

 

Information about self, 

family and friends 

•  Verbs 是、在、 去、喜欢、吃 & 喝 

• The stative verbs  

 

Skill: Understanding verbs and stative verbs in the 

target language. 

• Sentences with verbs:  

我喜欢你。我们去吃饭。 

• Adjectives used as 
stative verbs : 
天很好。饭真好吃。 

 

 

• Writing: a short paragraph about 

yourself, using the verbs learnt 
• Distinguishing verbs and stative 

verbs in Chinese sentences. 

Week 

3 

Topic Area C –  

House, home and 

daily routine  

 

Information about self, 

family and friends 

  

• Revision – interrogative pronouns 
• The past tense  
• Affirmative negative questions  

Verb – 不/没 – verb  

 

Skill: Different roles of 了 & 没 

• 了 & 没 for past tense 

• 你冷不冷？是不是他？ 喜

不喜欢吃鱼？ 

 

• Speaking: asking questions with 
interrogative pronouns (or set as 
writing  task) 

• Listening: distinguish sentences of 
the present tense from those of the 

past tense 
• Reading comprehension: P18 – Task 

2; P19 –Task 3 
   

Week 

4 

Topic Area B – 
Education and 
Employment  
 

School life and 

routine 

 

• measure words 个、本、只、节、天、年、条、件、张、

碗 etc. 

 

Skills:  ‘More than’ before/after a measure word (for 

more able students) 

• 汉语、英语、法语、数

学、科学、音乐、艺术、

历史 etc. 

 
• 一年多，两碗 多饭，三十

多本书，四十多个人 

 

• Speaking:  talking about school life 
(or listening task) 

• Writing: 我最喜欢的科目(100 字) 

• Reading: sentences using structures 
of ‘more than’ before/after a 

measure word 

 

 



Assessments overview

 Paper 1 - Listening   25% 

 Paper 2 -Reading & writing  50%

 Paper 3  - Speaking   25%

 Papers externally set and marked

Available in May / June



Speaking Assessment

 Section A – Picture-based discussion  (2-3 min) 30%

 Picture chosen by candidate

 5 questions for discussion

 Question 1: Description of the picture

 Question 2: Factual information about the picture

 Question 3: Past or future hypothesis

 Question 4: Opinions about the picture

 Question 5: Evaluation (wider topic area)

 Section B - 2 conversations  (3-3.5 min x 2)  70%

 Based on 2 different topic areas, randomly allocated

 Qs from teacher examiner – to elicit language skills & knowledge



Ref:

http://qualifications.pearson.com/content/dam/pdf/International

%20GCSE/Chinese/2017/specification-and-sample-

assessments/9781446944516-ig-chinese.pdff:



GCE A-LEVEL Chinese

(Edexcel Board)

Ref: Pearson Edexcel .com



Themes and sub-themes 

Theme 1 :當代華人社會變遷

a) 家庭 -

家庭結構和代溝 ;  

家庭計劃和人口老齡化

b) 教育與工作 -

學校生活和學生議題

工作機會

工作和生活的平衡



Themes and sub-themes 

Theme 2: 中國文化

a)  傳統 - 節日 (春節；端午節；中秋節；清明節）

習俗

b) 文化活動 - 電影；電視；音樂；閱讀

(與中國文化有關) 



Themes and sub-themes 

Theme 3: 演變中的華人社會

a) 通訊與科技 - 互聯網和社交媒體。

b) 經濟與環境 - 經濟發展；環境保護。

Theme 4: 1978 年改革開放對中國的影響

a) 變革 - 貧富差距；超級大都市；城市移民。

b) 中英關係 - 貿易；文化交流；教育交流。

Katherine Sung

2

4



Assessment Objectives

 AO1     Understand and respond

 in speech to spoken language 

 in writing to spoken language 20% 

 AO2 Understand and respond: 

 in speech to written language 

 in writing to written language 30 %

 AO3   Manipulate the language accurately, 

in spoken and written forms, 

using a range of lexis and structure 30 %

 AO4    Show knowledge and understanding of,  and respond critically 

and analytically to different aspects of the culture and society 20 %

Total 100% 



The assessments

Paper 1: Listening (AO1 -15%) 40%

Reading   (AO2 – 25%)

Translation into English  

Paper 2:   Written response to works (AO3-20%) 30%

Translation into  Chinese  (AO4-10%)

Paper 3: Speaking 30%

Response to a topic in a sub-theme

Present & discuss on own research topic

(AO1=5%,   AO2=5%,  AO3=10%,  AO4=10%)



Features

 Q & A mainly in Chinese

 Translation from and into Chinese (about 100 words)

 Listening & reading focus on summarizing skills

 Writing focus on critical writing skills

 Speaking – testing knowledge of culture and 

changes in China

 Research topic is assessed in AL speaking

 Written response to  1. literary text ,2. film

with choice of questions on prescribed lists



References

 http://qualifications.pearson.com/en/qualifications.html

 https://qualifications.pearson.com/content/dam/pdf/A%20Level/
Chinese/2017/specification-and-sample-assessments/SAMs-GCE-
AS-level-L3-in-Chinese.pdf

 https://qualifications.pearson.com/content/dam/pdf/A%20Level/
Chinese/2017/specification-and-sample-
assessments/SAMs_GCE_A_level_in_Chinese.pdf

 https://qualifications.pearson.com/content/dam/pdf/A%20Level/
Chinese/2017/specification-and-sample-
assessments/Specification_GCE_AS_level_L3_in_Chinese.pdf

 https://qualifications.pearson.com/content/dam/pdf/A%20Level/
Chinese/2017/specification-and-sample-
assessments/Specification_GCE_A_level_L3_in_Chinese.pdf

http://qualifications.pearson.com/en/qualifications.html
https://qualifications.pearson.com/content/dam/pdf/A%20Level/Chinese/2017/specification-and-sample-assessments/SAMs-GCE-AS-level-L3-in-Chinese.pdf
https://qualifications.pearson.com/content/dam/pdf/A%20Level/Chinese/2017/specification-and-sample-assessments/SAMs_GCE_A_level_in_Chinese.pdf
https://qualifications.pearson.com/content/dam/pdf/A%20Level/Chinese/2017/specification-and-sample-assessments/Specification_GCE_AS_level_L3_in_Chinese.pdf
https://qualifications.pearson.com/content/dam/pdf/A%20Level/Chinese/2017/specification-and-sample-assessments/Specification_GCE_A_level_L3_in_Chinese.pdf


End of Presentation

Happy Teaching!



休息



張炳傑



就讀本地幼稚園、小學及中學的非華語人數

(立法會答問文件)



創校：1998年創校，現時為開校第二十五年。

性質：津貼男女子文法中學
語言：母語教學

部份非華語學生班別會以英語授課

校址：將軍澳

招收非華語學童情況：二零一一年九月首批非華語學童
共十七人入讀，現時全校共有二百五十名非華語同學，
佔全校學生人數約五成左右。



中國

語文

綜合中等教育

證書（GCSE）

考試

普通教育文憑

（GCE ）考試

應用學習（中文）

科目(APL(C))

中學文憑試

(DSE)

高中中文課程特色—
支援非華語學生考取專業中文資歷



額外撥款

700間
340間(小學)
310間(中學)

50間(特殊學校)
(2020年)



校本課程發展─課程設置模式

類型 模式一 模式二 模式三 模式四

課程
設置

自擬校本課程
校本調適
課程

調適主流
課程

主流課程

分組
情況

抽離跨級
/同級分組

抽離跨級
/同級分組

抽離/融合
跨/同級分組

主流課堂(融合)
+課前/後抽離

學習
材料

自擬校本教材
第二語言
學習材料
+增潤教材

調適主流
學習材料

主流教材+
輔導材料

評估
與華語生
不同試卷

與華語生
不同試卷

與華語生
不同試卷

與華語生不同試卷
或同試卷

*適用
非華語
學生
比例

高、中
濃度

高、中、低濃度
中、低
濃度

低濃度

**參考：高濃度：約佔50% 以上；中濃度：約佔10-50% ；
低濃度：約10%以下



高中課程

規劃

主流中文
主流中文

(不應考DSE)

高中中文

(一)

高中中文

（二）

與初中相同，高中透過緊密的同級分組，以小班教學模
式，協助非華語學生掌握更多的中國語文知識，以及在
不同的國際公開試取得最佳成績。



高中課程規劃

課程

年級

主流中文/
主流中文
(不應考DSE)

高中中文
(一)

高中中文
（二）

中四級 中等教育證書（Pearson Edexcel GCSE）考試

中五級
DSE文憑 /

修畢
可獲證書

英國普通教育文憑
高級程度考試

(Pearson Edexcel
GCE)

應用學習
（中文）
APL(C))中六級

實用中文
課程



自
行
設
計
單
元
材
料

豐
富
課
程
內
容

高中一、二



練
習
配
合
公
開
試

高中一、二



高中一、二

公
開
試
模
式



教授閱讀招聘廣告

撰寫求職信

撰寫履歷表

職場普通話

高中課程(實用中文)

模擬面試



模 式
1. 星 期 六 於 課 程 提 供

機 構 的 場 地 進 行，

模 式
2. 學 校 進 行



課後補課



計劃目標

✓促進非華語與華語生的和諧共融
✓提升非華語學生運用中文的機會
✓豐富不同生活及文化經歷
✓擴闊非華語學生的眼光及生活圈子

計劃背景

◆善用撥款，為非華語學生設計多元化的
學習活動。
◆針對非華語學生的實際學習需要，配合
校本課程，為非華語學生提供體驗式學習
活動，鞏固所學。
◆配合跨級分組的特點，與有關課題互相
配合，相輔相成，讓非華語學生學以致用。



在中國傳統節日的日子，舉辦相
關文化活動，讓不同國籍的學生
透過多元化的學習活動體驗中國
傳統節日習俗，深化學生對中華
文化的認識。

融樂慶中秋

元宵猜燈謎

湯圓寓團圓

齊來辦年貨

製油角得財寶



全年舉辦校外
參觀或實地考
察，安排華語
及非華語同學
共同參與。



配合課程，由老師親自教
授，或與坊間機構合作，
舉辦中國文化活動。

香包製作

揮春書法

剪紙藝術

有趣的通勝

小巴牌製作



2021





教學資源



教學資源



教學資源





書山有路學海無涯——
支援非華語學生學習DSE課程中文

葵涌循道中學李施恩老師

24-9-2022



老師的難題⋯⋯

■ 高中非華語學生的中文學習路向⋯⋯

■ 滿足學生升學要求？

■ 滿足學生心智成長需要？

■ 照顧多樣的學習需要？

■ 照顧學生的生涯規劃？



• 中文中學
• 非華語學生人數：約30人（分佈在中一至中六各級）

中文科 其他學科

上課安排 抽離式 全班一起上

高中課程 主流DSE課程
*課業量、課業形式經調適

不經調適

成績計算 不經調適 不經調適

學校背景



分享焦點

■ 一、非華語學生高中語文學習規劃

■ 二、DSE中文課程的剪裁調適

■ 三、教學示例



■ 高中中文發展路向：三軌並行

■ –DSE中文課程 / APL(C)/ 國際中文考試（IGCSE/ GCE）

兼顧升學需要與學生的長遠發展

一、非華語學生高中語文學習規劃

因應校情，因材施教：

每級約5-6人，人數不多，但中文基礎、對中文的重視、學習興趣各有不同。

家長、校方期望：
非華語同學能善用語言環境，提升廣東話溝通能力、多認識中國文化



■ 因應校情，因材施教：

■ 學與教目標設定：考慮非華語學生的特質、學習難點

■ 平衡學生能力與考核、課程要求

一、非華語學生高中語文學習規劃



二、DSE中文課程的剪裁調適
考核要求⇒ ⬅︎⬅︎⇐非華語學生學習難點

卷一

甲部文言讀本
乙部白話、文言閱讀理解

閱讀能力：理解、分析、感受、鑑賞、
運用不同策略等能力。

設題方式：包括問答、選擇、填表、填
充等。

影響理解能力
- 語文基礎弱，詞彙、句式少，

難以讀懂文章；

影響分析能力
- 抽象思維較弱，難以理解篇章

的隱喻、意象、涵義；

影響感受、鑑賞能力
- 性格較大情大性，對情感的體

會與理解相對簡單。



二、DSE中文課程的剪裁調適：卷一
考核要求⇒ 剪裁調適方法 ⬅︎⬅︎⇐非華語學生學習難點

卷一

甲部文言讀本
乙部白話、文言閱讀理解

閱讀能力：理解、分析、感受、鑑賞、
運用不同策略等能力。

設題方式：包括問答、選擇、填表、填
充等。

小步子教學：

文言讀本教學：
1. 建立足夠的前備知識：歷史文化、

語文知識
2. 預留文白過渡期：先以白話理解

再解讀文言、文白對讀，增強文
言語感

3. 高效展示：圖表化、圖像化筆記、
腦圖，助學生具體、形象化地憶
記學習內容

白話閱讀理解訓練：
1. 剪裁調適文本內容：略掉補充描

述，清晰文章主線，助學生完整
理解通篇脈絡，建立其閱讀信心

2. 題目調適：提問用語、題型、展
示方法

3. 題型訓練：留意作答用語、作答
結構

影響理解能力
- 語文基礎弱，詞彙、句式少，

難以讀懂文章；

影響分析能力
- 抽象思維較弱，難以理解篇章

的隱喻、意象、涵義；

影響感受、鑑賞能力
- 性格較大情大性，對情感的體

會與理解相對簡單。



三、文言教學示例 ——諸葛亮《出師表》

■ 學習目標：

■ 閱讀：

■ 理解游說作品的內容；

■ 分析寫作目的；

■ 探究作品的內涵、對作品有個人的感悟；

■ 中華文化：

■ 認識「五倫」‥君臣
（反思）中國古代「忠君」的觀念

■ 品德情意：

■ 感受作者的情意：勇於承擔、鞠躬盡瘁；知恩感戴、關懷顧念



三、文言教學示例 ——諸葛亮《出師表》

■ 前備知識：歷史文化、語文知識

■ 語文基礎知識:

認識實用文(廣告信、建議書)的特點

題目． 文體

「 出師」 ：率領軍隊（ 師） 出征（ 打仗）

「 表」 ： 臣子向君主陳述/表達意見的。

文體



■ 非華語學生：

第1段
1

(1) 點出當前蜀漢形勢的不利、 有利條件

先帝/創立帝業/還沒完成一半， 卻/在中途/逝世。

現在/天下/分裂為/三部分， 而我們益州/國力疲（ 音： 皮）

憊（ 音： 備） ， 這/ 實在是/ 國家危急存亡的/ 重要時刻/啊！

先帝指的是誰？劉備

他跟諸葛亮、 劉禪有何關係？

諸葛亮（ 軍師） ： 他效忠的主公（ 君主） -＞重視先帝遺願-＞希望北伐（ 攻打北方）

劉禪（ 君主） ： 他的父親 -＞重視先帝遺願 -＞管理好國家

1諸葛亮指出蜀漢的形勢有何不利條件？國力疲憊、 是/國家危急存亡的/ 重要時刻

劉備

三、文言教學示例 ——諸葛亮《出師表》
■ 預留文白過渡期：先以白話理解再解讀文言、文白對讀，增強文言語感



三、白話閱讀理解訓練
調適示例 ——龍應台《目送》
■ 剪裁調適文本內容：

■ 略掉補充描述，清晰文章主線，助學生完整理解通篇脈絡，建立其閱讀信心



三、白話閱讀理解訓練
調適示例 ——龍應台《目送》
◼ 題目調適：提問用語、題型
◼ 題型訓練：留意作答用語、作答結構



二、DSE中文課程的剪裁調適：卷二

考核要求⇒ 剪裁調適方法 ⬅︎⬅︎⇐非華語學生學習難
點

卷二

命題寫作

考核考生構思、表達、創作等
能力。

小步子教學：

審題訓練

文步教學

讀寫遷移：
詞、句、篇章結構、文化概念

集思廣益、腦筋激盪

影響構思、表達能力

- 語文基礎弱，詞彙、句式少，
難以深入發展文章內容。



三、卷二寫作訓練
調適示例 ——
「記敍唐老師的言行，抒發你對他的感情。」

◼ 審題訓練

◼ 讀寫遷移：

詞、句、篇章結構、文化概念



三、卷二寫作訓練
調適示例 ——
「記敍唐老師的言行，抒發你對他的感情。」

◼ 集思廣益、腦筋激盪



三、卷二寫作訓練
調適示例 ——「失敗乃是成功之母」

◼ 審題訓練



三、卷二寫作訓練
調適示例 ——「失敗乃是成功之母」

◼ 文步教學



二、DSE中文課程的剪裁調適：卷三

考核要求⇒ 剪裁調適方法 ⬅︎⬅︎⇐非華語學生學習難
點

卷三

甲部聆聽理解：
理解、審辨

乙部綜合能力考核：
組織、文字表達

小步子教學：

建置技能取向的聆聽課堂：
根據不同的聆聽能力，提供相關
訓，如：分析語氣、說話特色

重視前備知識、積學儲寶

分拆實用文文步

影響理解能力
- 話題用語非日常用語；
- 語速快、推斷式的話語。

影響文字組織能力
- 看不明白閱讀材料；
- 在第二語言未建立高階的組織
能力。



三、卷三聆聽及綜合能力考核
調適示例 ——甲部（2018年DSE考卷）

■ 甲部：聆聽理解

■ 技能取向訓練：綜合分析發言者的說話態度



三、卷三聆聽及綜合能力考核
調適示例 ——甲部（2018年DSE考卷）

■ 甲部：聆聽理解

■ 技能取向訓練：綜合分析發言者的說話態度



三、卷三聆聽及綜合能力考核
調適示例 ——乙部

乙部：綜合能力
文步教學



總結：細思學與教大綱

✓教學前：

✓按同學能力、難點剪裁學習材料

✓規劃拆解課文的方法

✓學習前：

✓讓學生有足夠前備知識

✓客觀評核學生各項語文能力



教學反思

■因材施教，調整學習的步伐、焦點

■營造歡樂、有成就感的學習現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