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23 非華語學生中文學習教師專業發展工作坊（二）

日 期 ： 2022 年 10 月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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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 龍 東 分 校  ‧  一 樓 演 講 廳 
主 題 ： 非華語學生的中國語文課程：中國語文課程第二語言學習架構和

中國語文校內評估工具的運用

主 講 者 ： 劉國張博士

分享嘉賓 ： 基督教中國佈道會聖道迦南書院 - 辛嘉華老師

錦田公立蒙養學校  - 徐詩琪主任、黃彩雪老師

宋小萍老師

主 持 ： 宋小萍老師 / 羅嘉怡博士 

程 序

09:30 - 09:35 
工作坊簡介及歡迎辭

主持：宋小萍老師 / 羅嘉怡博士 

09:35 - 10:35 

第一部分：

主講：劉國張博士

中國語文課程第二語言學習架構和中國語文校內評估工具 

10:35 – 10:50 

第二部分：

嘉賓講者 : 宋小萍老師 
應用第二語言架構 -  GCSE 課程示例 

10:50 - 11:00 
休息十分鐘

11:00 - 11:40 

第三部分：

嘉賓講者 : 徐詩琪主任、黃彩雪老師

應用第二語言架構 - 校內課程實例分享 

11:40 - 12:20 

第四部分：

嘉賓講者 : 辛嘉華老師 
應用第二語言架構 - 校內課程實例分享 

12:20 – 12:30 答問時間



非華語學生中文學習教師專業發展工作坊 (二)

運用中國語文課程第二語言學習架構
和校內評估工具發展校本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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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國張

2022年10月15日



1.  有關「中國語文課程第二語言學習架構」的討論

2. 「學習架構」和「校內評估工具」的關係

3.   運用「學習架構」和「校內評估工具」設計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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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



2014年取消指定學校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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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收大量
非華語學
生的小學

主流

小學

主流

中學
招收大量
非華語學
生的中學

310*
所中學

340*
所小學

特定課程：IGCSE中文、GCE中文、APLC中文

•共融班+
課後增潤

•抽離調適

•整班

•同級分流

•共融班+
課後增潤

•抽離調適

•同級分流

•跨級分流

特定

課程

主流
課程

主流
課程

淺易
課程



新來
港CMI

小學

EMI 
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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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差異

中國語文主流課程與學生語文能力的落差



中國語文課程第二語言學習架構的討論
2018年10月立法會

議員提問：

長遠而言，當局會否委任專家，設計涵蓋中小學程度的「中文作為第二語言課
程」；如會，詳情為何：如否，原因為何？

局長回答：(否)

非華語生以香港為家，須具備良好的中文能力，才能在升學和就業方面具備競爭
力，融入主流社會。因此，教育政策是以非華過學生融入主流中文課堂為目標，
我們認為不宜向非華語學生提供內容較淺的中文課程，長遠局限他們學習中文的
機會。

教育局根據主流中國語文課程，參考專家學者意見，從第二語言學習者角度出發，
訂定「學習架構」，教師可參考訂定循序漸進的學習目標、進程和預期學習成
果….讓不同學習需要的非華語學生都能逐漸學好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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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9月議員促請重新考慮設計「中文作為第二語言課程」被拒。



中國語文課程第二語言學習架構的討論
2019年施政報告(附篇：第六章)

由2020/21學年起，調整錄取非華語學生學校的額外撥款設置，
並加強監察及支援。為所有錄取較少非華語學生（即普通學校十
名以下及特殊學校六名以下）的學校新增分兩個層階的資助，並
提高有關額外撥款。（教育局）

繼續支援非華語學生學習中文，包括提供教師專業發展課程、校
本專業支援服務、學與教資源等措施，以助推行「中國語文課程
第二語言學習架構」；亦會繼續為非華語學生提供不同的語文學
習機會，增強學習中文的信心。我們並會研究如何追蹤非華語學
生學習中文的進度，回饋學校以優化支援措施。（教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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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語文教育學習領域課程指引》(2017)的啟示

11



《中國語文教育學習領域課程指引》(2017)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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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7, P.10, P.18, P.45 )
(P.20)



運用「學習架構」和「評估工具」設計校本課程

中文校
本課程

中國語文
第二語言
學習架構

中國語文
課程補充
指引

校內評估
工具

中國語文

教育學習

領域課程

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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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內評估工具」和「學習架構」發展時序

2008.11 2009.6 2010.10 2014.9 2016 2019.1

公布《中國
語文課程補
充指引》
(非華語學
生)》

公布「中國
語文課程第
二語言學習
架構」

編製《中國
語文校內評
估工具- 非
華語學生適
用》
(系列1-6)
(第1-3階段)

編製《中國
語文校內評
估工具- 非
華語學生適
用》
(系列7-8)
(第1-4階段)  

整理及編製
中、小學中
國語文學習
教材 (非華
語學生適用)

修訂「中國
語文課程第
二語言學習
架構」

1.以主流課
程為綱領

2.提供課程
設置模式

3.中文第二
語言教學

1.向小學和
中學徵集
現成教材

2.逐年增補
3.辦二語教
學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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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範疇評估工具新系列閱讀一覽
系列 範疇 階段 層階 年級 主題 文體 字數 語文1 語文2 語文3 題型 關鍵詞

1A 讀 1 L1 P1 動物園 敘事 96 時地人事 圖文連線/選擇/填表

1B 讀 1 L1.5 P2 校園(小息) 敘事 167 時地人事 圖文文文連線/選擇/問答/詞語

1C 讀 1 L2 P3 學校旅行 敘事 245 時地人事 填表/選擇圖文/問答/詞語/圖畫

2A 讀 1 L1 P1 體育堂 敘事 91 時地人事 選擇圖文/圖畫題

2B 讀 1 L1.5 P2 生日會 敘事 168 時地人事 圖文連線/填充詞語/選擇圖文/填表/分段/問答

2C 讀 1 L2 P3 中文學習 敘事 257 時地人事 因為 問答/選擇/填振/詞語

1A 讀 2 L3 P4 歷史人物 敘事 312 第三立場 選擇/問答

1B 讀 2 L3.5 P5 志願 敘事 340 第一立場 選擇/問答

1C 讀 2 L4 P6 運動會 敘事 438 前後對比 選擇/問答/詞語/詮釋

2A 讀 2 L3 P4 中文學習 敘事 313 前後對比 選擇/填表/問答

2B 讀 2 L3.5 P5 導盲犬 記事 356 感受 問答/選擇

2C 讀 2 L4 P6 友情故事 敘事 408 教訓 選擇/問答

1A 讀 3 L5 S1 公園野餐 記事 506 多感描寫 配對/選擇/問答

1B 讀 3 L5.5 S2 談快樂 說明 534 舉例說明 修辭 中心句 選擇/問答

1C 讀 3 L6 S3 談變通 說明 583 對比法 舉例說明 引用 選擇/問答

2A 讀 3 L5 S1 跑步 記事 491 插敘 選擇/填充/問答

2B 讀 3 L5.5 S2 論成長 議論 546 比喻 對比 選擇/問答/詮釋

2C 讀 3 L6 S3 論努力 議論 597 對比 引用 選擇/問答

1A 讀 4 L7 S4 談科技 議論 741 對比 篇章比較 問答

1B 讀 4 L7.5 S5 閱讀與求學 論說 851 借事說理 篇章比較 問答/選擇

1C 讀 4 L8 S6 故居 記事 844 順敘 插敘 問答/選擇/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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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工具新系列閱讀一覽
系列 範疇 階段 層階 年級 主題 文體 字數 語文1 語文2 語文3 題型 關鍵詞

1A 讀 1 L1 P1 動物園 敘事 96 時地人事 圖文連線/選擇/填表

2A 讀 1 L1 P1 體育堂 敘事 91 時地人事 選擇圖文/圖畫題

1B 讀 1 L1.5 P2 校園(小息) 敘事 167 時地人事 圖文文文連線/選擇/問答/詞語

2B 讀 1 L1.5 P2 生日會 敘事 168 時地人事 圖文連線/填充詞語/選擇圖文/填表/分段/問答

1C 讀 1 L2 P3 學校旅行 敘事 245 時地人事 填表/選擇圖文/問答/詞語/圖畫

2C 讀 1 L2 P3 中文學習 敘事 257 時地人事 因為 問答/選擇/填振/詞語

1A 讀 2 L3 P4 歷史人物 敘事 312 第三立場 選擇/問答

1B 讀 2 L3.5 P5 志願 敘事 340 第一立場 選擇/問答

1C 讀 2 L4 P6 運動會 敘事 438 前後對比 選擇/問答/詞語/詮釋

2A 讀 2 L3 P4 中文學習 敘事 313 前後對比 選擇/填表/問答

2B 讀 2 L3.5 P5 導盲犬 記事 356 感受 問答/選擇

2C 讀 2 L4 P6 友情故事 敘事 408 教訓 選擇/問答

1A 讀 3 L5 S1 公園野餐 記事 506 多感描寫 配對/選擇/問答

1B 讀 3 L5.5 S2 談快樂 說明 534 舉例說明 修辭 中心句 選擇/問答

1C 讀 3 L6 S3 談變通 說明 583 對比法 舉例說明 引用 選擇/問答

2A 讀 3 L5 S1 跑步 記事 491 插敘 選擇/填充/問答

2B 讀 3 L5.5 S2 論成長 議論 546 比喻 對比 選擇/問答/詮釋

2C 讀 3 L6 S3 論努力 議論 597 對比 引用 選擇/問答

1A 讀 4 L7 S4 談科技 議論 741 對比 篇章比較 問答

1B 讀 4 L7.5 S5 閱讀與求學 論說 851 借事說理 篇章比較 問答/選擇

1C 讀 4 L8 S6 故居 記事 844 順敘 插敘 問答/選擇/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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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內評估工具篇章與學習架構對照比較

17

校內評估工具

學習目標：學生能夠 (P1-P3)

1. 辨識和應用敘事文四要素：

時、地、人、事

2.辨識和應用關聯詞：因為

3.辨識和應用明喻句：像

4.辨識和應用動物/學校/郊野事物名稱

5.辨識和應用形容相關活動的詞彙

6.辨識和應用描/敘述相關對象的活動

7. 表達感受



1A系列P1閱讀評估工具設計教材示例

  星期日，我們一家人到動物園去。 

    我們看見很多動物，猴子媽媽在照顧猴子寶寶，

斑馬在快樂地吃樹葉，還有獅子在懶洋洋地睡午覺。 

    爸爸問我最喜歡甚麼動物，我說是大熊貓，因為

牠們的樣子很可愛，性格也很和善。 

(96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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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敘事文四要素：
時、地、人、事

2. 關連詞：因為

3. 動物名稱

4. 形容動物的詞彙

5. 描述動物的動作

6. 表達感受



1B系列P2讀文評估工具設計教材示例
  「鈴……鈴……」小息了，同學紛紛從課室裏走

出來，校園每個角落立刻熱鬧起來。 

  同學在有蓋操場，跳跳繩、聊聊天、吃吃零食。

喜歡下棋的同學，約好到活動室，一起動腦筋。愛看

書的同學，趕快到圖書館借閱，享受閱讀的樂趣。 

這個小息特別熱鬧，因為球場上正進行足球比

賽，老師和同學都一起圍觀呢！ 

  「鈴……鈴……」小息完結，同學收拾心情，回

到課室，認真學習了。  

                                                          (167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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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目標：學生能夠

1. 辨識和應用敘事文四要素：
時、地、人、事

2.辨識和應用關連詞：因為

3.辨識和應用學校設備名稱

4.辨識和應用形容活動的詞彙

5.辨識和應用描述學生的活動

6. 表達感受



1C系列P3讀文評估工具設計教材示例
上星期五是我盼望已久的學校旅行日。我清早拿

了背包就飛快地跑回學校。

課室裏，同學在談論玩甚麼遊戲，又說說自己準

備了甚麼食物，十分興奮。

同學到齊後，老師就帶我們出發去西貢了。到達
後，我看見青草地和綠樹林，在藍色的天空中，一隻

「白色的小狗」跑出來了，一會兒，牠變得像一塊棉

花糖，一會兒，又像個大皮球。大自然的美景，加上
陣陣清風，真讓人心情開朗。

我們在一條小溪旁野餐和玩遊戲。後來我和幾個

同學走進樹林中玩耍，結果迷了路。大家驚慌得大叫，
幸好老師聽到，來帶領我們走出樹林。

這次旅行真是又驚險又開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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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5字)

學習目標：學生能夠

1. 辨識和應用敘事文四要素：
時、地、人、事

2.辨識和應用明喻句：像

3.辨識和應用郊野景像名稱

4.辨識和應用形容旅行活動的詞彙

5.辨識和應用描述學生的活動

6. 表達感受



中國語文課程 第一學習
階段(初小)

第二學習
階段(高小)

第三學習
階段(初中)

第四學習
階段(高中)

中、小學班級分佈 P1 P2 P3 P4 P5 P6 S1 S2 S3 S4 S5 S6

中國語文課程第二語
言學習進程架構 1 2 3 4 5 6 7 8

校內評估試卷分佈 a b c a b c a b c a b c

校內評估工具 第一學習階段 第二學習階段 第三學習階段 第四學習階段

學習架構與評估工具的應用問題

設計不協調
應用不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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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語文課程 第一學習

階段(初小)

第二學習

階段(高小)

第三學習

階段(初中)

第四學習

階段(高中)

建議中國語文課程第二語

言學習架構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校內評估工具

1a 1b 1c 1a 1b 1c 1a 1b 1c 1a 1b 1c

2a 2b 2c 2a 2b 2c 2a 2b 2c 2a 2b 2c

學習架構與評估工具的協調應用

設計協調
應用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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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閱讀範疇 (1>2層階) (1>3層階) 



利用學習架構(1>2層階)配合評估工具設計教學
1.利用「校內評估工具」相關「階段能力」(例如階段3-L5) 的工具診斷學生的「實際能力」

(由L1至L5不等)，確定其所屬的「學習架構」的層階，作為教材設計的切入點；

2. 可依據以下各「學習架構」層階描述作為選取或設計教材的參考標準 (閱讀教學為例)：

層階 文體 字數 學習重點1 學習重點2 學習重點3 學習重點4

NLR1 敘事 95-167 認讀理解 常用字詞 短句短段/大意 表達感受

NLR2 敘事 168-250 時地人關係 對事件看法 人物性格行為 理解寓意/感受

NLR3 敘事/記事 311-350 概括段落 評論人物行為 分析內容要點 欣賞作品內容

NLR4 記事/說明 351-420 文章主旨 評價內容 評價人物角色 欣賞詞句運用

NLR5 記事/說明/議論 500-540 分析中心思想 概括段落大意 分析寫作方法 評價內容

NLR6 說明/記事/議論 541-590 理解深層意思 分析寫作方法 提出個人觀點 舉例說明

NLR7 記事/說明/議論 741-800 聯繫寫作背景 理解寫作目的 分析比較篇章 評論觀點

NLR8 記事/說明/議論 801-850 分析文章觀點 比較文章觀點 評價文章觀點 深層思考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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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學習架構(1>3層階)配合評估工具設計教學
層階 文體 字數 學習重點1 學習重點2 學習重點3

NLRP1 敘事 90 認讀理解 常用字詞 短句短段/大意

NLRP2 敘事 170 時地人關係 對事件看法 表達感受

NLRP3 敘事 250 人物性格行為 對人物看法 理解寓意

NLRP4 敘事 310 概括段落 評論人物行為 欣賞作品內容

NLRP5 記事 350 文章主旨 評價人物角色 欣賞詞句運用

NLRP6 說明 420 分析內容要點 舉例說明 評價內容

NLRS1 記事/說明/議論 500 分析寫作方法 概括段落大意 理解深層意思

NLRS2 說明/記事/議論 540 分析中心思想 分析寫作方法 舉例說明

NLRS3 議論/記事/說明 590 分析寫作方法 評價內容 提出個人觀點

NLRS4 記事/說明/議論 740 聯繫寫作背景 理解寫作目的 分析比較篇章

NLRS5 記事/說明/議論 800 分析寫作方法 分析文章觀點 評論觀點

NLRS6 記事/說明/議論 850 比較文章觀點 評價文章觀點 深層思考探索

25

第一階段

P1 - P3
NLR1-2
第二階段

P4 – P6
NLR3-4
第三階段

S1 - S3
NLR5-6
第四階段

S4 – S6
NLR7-8



結合學習架構和評估工具教學流程(校本課程)

教學

設計

評估
工具

學習
架構

安置性評估

參考學習架構

教學活動

進展/診斷性評估

教學活動

參考學習架構

總結性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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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教學活動相關的
各種教學法，往後
的工作坊會有介紹



有效應用學習架構和評估工具配合課程

課程

學習架構評估工具

教學
設計

主流課程
校本課程
專科語體

會考課程
DSE/APLC

GCE/GCSE/IGCSE

確定學生適宜修讀的課程進行編班：主流中文、GCE-AL中文、GCSE/IGCSE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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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1. 校內評估工具依據「學習架構」的成果目標規劃設計測試內容；

2. 「學習架構」由兩層階擴展為三層階有利設計教材和教學活動；

3. 校內評估工具內容可配合「學習架構」扮演教材與評估的角色；

4. 校內評估工具可應用於安置性、診斷性、形成性和總結性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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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問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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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語文課程 第一學習
階段(初小)

第二學習
階段(高小)

第三學習
階段(初中)

第四學習
階段(高中)

中、小學班級分佈 P1 P2 P3 P4 P5 P6 S1 S2 S3 S4 S5 S6
中國語文課程第二
語言學習架構層階

1 2 3 4 5 6 7 8

校內評估工具 第一學習階段 第二學習階段 第三學習階段 第四學習階段

本
地
資
歷

中學文憑
中國語文

應用學習(中文)

國
際
認
可
資
歷

綜合中等證書
考試中文GCSE

國際普通中學教育
文憑中文iGCSE

普通教育文憑高級
程度中文GCE AL

會考課程與學習架構及評估工具關係

(資歷架構第1至3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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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qualifications.pearson.com/en/support/support-topics/exams/past-papers.html


安置性評估
安置性評估是在教學或課程開始之前進行的評估，其作用是了解學
生本身的學習能力與興趣，從而安置他們就讀與適合程度凡班級或
課程。(羅耀珍, 2008)

例如安排新入學小一的非華語學生進行校本評估工具的「入門階段」
測試，若學生表現良好，便可以參考「學習架構」中的「第一學習
階段」編製一年級教材；若在「入門階段」測試表現不理想，便要
從「入門階段」開始學習。

https://cd.edb.gov.hk/chi/resou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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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展/診斷性評估

進展性評估是在教學過程中進行的評估，透過回饋的提供，學生瞭解自己在學

習上的強弱處，也認識如何作出適當的改善；與此同時，老師基於評估的資料，

知道如何調整課程的內容和修訂教學策略，以幫助學生達到有效的學習。

診斷性評估是對那些在學習上呈現持續性問題或困難，而無法通過進展性評估

去改善的學生進行深入的檢查，確定他們學習問題或困難的基本原因，以便老

師按評估結果發展學生的個人教學計劃。診斷性評估特別適合有特殊教育需要

的學生。(羅耀珍，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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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性評估
總結性評估是老師在完成課程或單元教學後，根據課程單元的目標和內容，設

計有效的評估工具 (通常是測驗或考試卷)，用以搜集資料證明學生在完成該課

程後所能達到的水準，其目的是評定學生表現的等級，好讓他們升班、獲得證

書或資歷認可。(羅耀珍，2008)

一般校內期終考試和校外考試如SBA、DSE、GCSE和GCE中文，都屬於總結性評

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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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語文課程第二語言學習架構閱讀能力學習
成果（一至八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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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局對校內評估工具的研究(閱讀)

35

文體 字數 層階 成就

初小
敘事文
實用文

第二至三層階
(P2-P4)

能找出作品中帶有感情色彩的詞語、理解閱讀文本

中時、地、人的關係、理解段落和篇章內容大意、概

略分析作品的內容要點，以及提取實用文的重要信息

高小
敘事文
實用文 280-400 第三至四層階

(P4-P6)

透過人物的行為，了解人物的性格、分析和概括段落

大意、指出文本的主旨，以及提取實用文的重要信息

中學 記事文
550-600
(主流約
2000)

第三至四層階
(P4-P6)

初中的表現較過往兩個學年有所提升，但仍以中三和

中四學生的表現相對最佳；整體高中非華語學生的表

現則仍未如理想



教育局對校內評估工具的研究(寫作)
文體 字數 層階 成就

初小 實用文
第二層階
(P2-P3) 能就熟悉的事物寫簡短的文章，亦能分段寫作

高小 實用文 200 第三層階
(P4-P5)

已具備基本的實用文寫作能力水平，能確定寫作對象，

運用恰當的的格式和用語寫簡單的實用文

中學 記事文
250-300
(主流600-
800)

第三至四層階
(P4-P6)

在表達文章主題方面，能引用事例，選取與主題相關

的內容，並且意念完整；文筆流暢；清楚表達文意；

能綜合運用記敘、描寫和抒情等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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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第二語言架構：
GCSE課程

宋小萍

15-10-2022



Scheme of work (Basing on Edexcel course book)
Year 10 
Autumn Term

Theme and topic Grammar coverage Skills coverage Vocabulary (examples)

Theme: Identity and culture
Week 1 Who am I?:

Revising family 
members and 
describing 
their 
preferences

Basic sentence structure with 
basic verbs:
• like/dislike
• like doing something/ 

dislike doing something

Recollection of basic 
characters: reading 
and writing

家，妈妈，爸爸，我，姐姐，妹

妹，爷爷，奶奶，狗，猫，金鱼，

喜欢，不喜欢，看，听，看

不，谁，没有

家，媽媽，爸爸，我，姐姐，妹

妹，爺爺，奶奶，狗，貓，金魚，
喜歡，不喜歡，看，聽，看

不，誰，沒有

Week 1 Who am I?:
Revising the 
names of big 
Chinese cities 
such as 
Beijing, 
Shanghai and 
Hong Kong; 
expressions of 
date, age etc.

Basic sentence structure with 
basic verbs:
• be called
• have got

Understanding basic 
introduction

姓，叫，你，岁，有，住在

姓，叫，你，歲，有，住在

Week 1 Who am I?:
Talking about 
family 
members and 
friends

Sentence structures:
• Subject + time + verb
• Time + manner + place

Understanding and 
Manipulating Chinese 
word order

Write short paragraphs 
about someone have a 
brief account of their 
daily routine in Chinese 
by using the sentence 
structures learned in 
the lessons

老师，司机，工程师，医生，服

务员,售货员, 医院，天安门广

场，长城，衣服，病人，开车，

看病，穿，问，讲

老師，司機，工程師，醫生，服

務員,售貨員, 醫院，天安門廣

場，長城，衣服，病人，開車，
看病，穿，問，講



Year 10 
Autumn Term

Theme and topic Course material 中文第二語言架構 Vocabulary (examples)

Theme: Identity and culture
Week 1 Who am I?:

Revising family 
members and 
describing 
their 
preferences

Basic sentence structure with 
basic verbs:
• like/dislike
• like doing something/ 

dislike doing something
單元一 我和我的家人

1. 介紹自己

2. 我的家人

Recollection of basic 
characters: reading 
and writing

家，妈妈，爸爸，我，姐姐，妹

妹，爷爷，奶奶，狗，猫，金鱼，

喜欢，不喜欢，看，听，看

不，谁，没有

家，媽媽，爸爸，我，姐姐，妹

妹，爺爺，奶奶，狗，貓，金魚，
喜歡，不喜歡，看，聽，看

不，誰，沒有

Week 1 Who am I?:
Revising the 
names of big 
Chinese cities 
such as 
Beijing, 
Shanghai and 
Hong Kong; 
expressions of 
date, age etc.

Basic sentence structure with 
basic verbs:
• be called
• have got

Understanding basic 
introduction

姓，叫，你，岁，有，住在

姓，叫，你，歲，有，住在

Week 1 Who am I?:
Talking about 
family 
members and 
friends

Sentence structures:
• Subject + time + verb
• Time + manner + place

Understanding and 
Manipulating Chinese 
word order

Write short paragraphs 
about someone have a 
brief account of their 
daily routine in Chinese 
by using the sentence 
structures learned in 
the lessons

老师，司机，工程师，医生，服

务员,售货员, 医院，天安门广

场，长城，衣服，病人，开车，

看病，穿，问，讲

老師，司機，工程師，醫生，服

務員,售貨員, 醫院，天安門廣

場，長城，衣服，病人，開車，
看病，穿，問，講



Year 10 
Autumn Term

Theme and topic Course material 中文第二語言架構 Vocabulary (examples)

Theme: Identity and culture
Week 1 Who am I?:

Revising family 
members and 
describing 
their 
preferences

Basic sentence structure with 
basic verbs:
• like/dislike
• like doing something/ 

dislike doing something
單元一 我和我的家人

1. 介紹自己

2. 我的家人

Recollection of basic 
characters: reading 
and writing

NLR(1.1)1 能認讀學習和生

活上的常用字詞

NLW(1.1)1 大致能書寫與生

活相關的常用字

家，妈妈，爸爸，我，姐姐，妹

妹，爷爷，奶奶，狗，猫，金鱼，

喜欢，不喜欢，看，听，看

不，谁，没有

家，媽媽，爸爸，我，姐姐，妹

妹，爺爺，奶奶，狗，貓，金魚，
喜歡，不喜歡，看，聽，看

不，誰，沒有

Week 1 Who am I?:
Revising the 
names of big 
Chinese cities 
such as 
Beijing, 
Shanghai and 
Hong Kong; 
expressions of 
date, age etc.

Basic sentence structure with 
basic verbs:
• be called
• have got

Understanding basic 
introduction

姓，叫，你，岁，有，住在

姓，叫，你，歲，有，住在

Week 1 Who am I?:
Talking about 
family 
members and 
friends

Sentence structures:
• Subject + time + verb
• Time + manner + place

Understanding and 
Manipulating Chinese 
word order

Write short paragraphs 
about someone have a 
brief account of their 
daily routine in Chinese 
by using the sentence 
structures learned in 
the lessons

老师，司机，工程师，医生，服

务员,售货员, 医院，天安门广

场，长城，衣服，病人，开车，

看病，穿，问，讲

老師，司機，工程師，醫生，服

務員,售貨員, 醫院，天安門廣

場，長城，衣服，病人，開車，
看病，穿，問，講



GCSE sample Course materials 
單元一 我和我的家人
1 介紹自己
2 我的家人
3 十二生肖

單元二 我們的外表

1. 五官

2. 顔色與形狀

3. 外表

單元三 我們的愛好

1. 運動

2. 休閒活動

3. 食物與飲品

單元四 日期與時間

1. 年、月、日

2. 時間

3. 活動時間表

4. 生日

單元五 生活與交通

1. 交通工具

2. 該怎樣走

3. 四通八達

4. 乘客心聲

單元六 四季、天氣與衣着

1. 四季

2. 天氣與衣服

3. 衣服和飾物

4. 暑期遊學團



GCSE sample Course materials 
單元七 悠閒生活

1. 課外活動

2. 購物樂

3. 運動與生活

4. 多彩人生

單元八 旅遊見聞

1. 香港遊

2. 北京之旅

3. 倫敦遊

4. 夢想之旅

5. 自然生態保育

單元九 飲食文化

1. 吃在香港

2. 世界美食

3. 節日食物

4. 健康食物

5. 環保飲食

單元十 大眾傳媒

1. 媒體

2. 互聯網

3. 電影和電視節目

4. 名人

單元十一 就業

1. 認識自我

2. 各行各業

3. 申請工作

4. 迎接挑戰

單元十二 從家庭到社區

1. 我的新居

2. 學校生活

3. 我們的社區

4. 慶典



中文第二語言架構

NLL(1.1)1 能理解與個人、家庭、學校生活相關的詞語

NLL(1.1)2 能大致理解小語段中的事情

NLL(1.1)3 能聽出對話內容的要點

NLL(1.1)4 能理解簡單話語中敘述的事情或說明的事物

NLS(1.1)1 能大致說出與個人、家庭、學校生活相關的詞語
NLS(1.1)2 能大致說出與個人、家庭、學校生活相關的簡短語句
NLS(1.1)3 能就熟悉的主題，簡單敘述內容(如日常生活事件、

故事)和回答問題



中文第二語言架構
NLR(1.1)1 能認讀學習和生活上的常用字詞
NLR(1.1)2 能理解簡短句子的意思
NLR(1.1)3 能理解短小段落的大意
NLR(1.1)4 能理解閱讀材料的內容大意

NLW(1.1)1大致能書寫與生活相關的常用字
NLW(1.1)2能正確書寫常用字

NLW(1.1)3大致能運用提供的字詞寫簡短句子 (如填句、續句
或看圖寫句)

NLW(1.1)4能就熟悉的事物寫句子，內容完整
NLW(1.1)5能就熟悉的事物寫簡單段落，意思清楚



 

Term 1 Theme and topic Course material 
 

中文第二語言架構 
 

Vocabulary (examples) 

Theme: Identity and culture 
Week 1 Who am I?: 

Revising family 
members and 
describing their 
preferences 

Basic sentence structure with basic 
verbs: 

• like/dislike 
• like doing something/ 

dislike doing something 
 

單元一   我和我的家人 

1 介紹自己 
2 我的家人 

 
 

Recollection of basic 
characters: reading and 
writing 

NLR(1.1)1 能認讀學習和生活

上的常用字詞  

NLW(1.1)1 大致能書寫與生

活相關的常用字  

 

家，妈妈，爸爸，我，姐姐，妹

妹，爷爷，奶奶，狗，猫，金鱼， 
喜欢，不喜欢，看，听，看 
不，谁，没有 

家，媽媽，爸爸，我，姐姐，妹

妹，爺爺，奶奶，狗，貓，金魚， 

喜歡，不喜歡，看，聽，看 

不，誰，沒有 

Week 1 Who am I?: 
Revising the 
names of big 
Chinese cities 
such as Beijing, 
Shanghai and 
Hong Kong; 
expressions of 
date, age etc. 

Basic sentence structure with basic 
verbs: 
• be called 
• have got 
 

單元一   我和我的家人 

1 十二生肖 
 

 

Understanding basic 
introduction 

NLL(1.1)2 能大致理解小語段

中的事情 

NLR(1.1)2 能理解簡短句子的

意思 
 

 

姓，叫，你，岁，有，住在 

姓，叫，你，歲，有，住在 


		Term 1

		Theme and topic

		Course material



		中文第二語言架構



		Vocabulary (examples)



		Theme: Identity and culture



		Week 1

		Who am I?:

Revising family members and describing their preferences

		Basic sentence structure with basic verbs:

· like/dislike

· like doing something/ dislike doing something



單元一   我和我的家人

1 介紹自己

2 我的家人





		Recollection of basic characters: reading and writing

NLR(1.1)1 能認讀學習和生活上的常用字詞 

NLW(1.1)1 大致能書寫與生活相關的常用字 



		家，妈妈，爸爸，我，姐姐，妹妹，爷爷，奶奶，狗，猫，金鱼，

喜欢，不喜欢，看，听，看

不，谁，没有

家，媽媽，爸爸，我，姐姐，妹妹，爺爺，奶奶，狗，貓，金魚，

喜歡，不喜歡，看，聽，看

不，誰，沒有



		Week 1

		Who am I?:

Revising the names of big Chinese cities such as Beijing, Shanghai and Hong Kong; expressions of date, age etc.

		Basic sentence structure with basic verbs:

· be called

· have got



單元一   我和我的家人

1 十二生肖





		Understanding basic introduction

NLL(1.1)2 能大致理解小語段中的事情

NLR(1.1)2 能理解簡短句子的意思





		姓，叫，你，岁，有，住在

姓，叫，你，歲，有，住在









Week 1 Who am I?: 
Talking about 
family members 
and friends 

Sentence structures: 
• Subject + time + verb 
• Time + manner + place 

 
單元四    日期與時間 

1 年、月、日 
2 時間 
3 生日 

 

Understanding and 
Manipulating Chinese 
word order 

NLW(1.1)3 大致能運用提供

的字詞寫簡短句子 (如填

句、續 句或看圖寫句) 

NLW(1.1)4 能就熟悉的事物

寫句子，內容完整 

Write short paragraphs 
about someone have a 
brief account of their daily 
routine in Chinese by 
using the sentence 
structures learned in the 
lessons 

NLW(1.1)5 能就熟悉的事物

寫簡單段落，意思清楚 

老师，司机，工程师，医生，服务

员,售货员, 医院，天安门广场，长

城，衣服，病人，开车，看病，

穿，问，讲  

老師，司機，工程師，醫生，服務

員,售貨員, 醫院，天安門廣場，長

城，衣服，病人，開車，看病，

穿，問，講 

Week 2 Who am I?: 
Talking about 
family 
relationships 

Describing 
family member 
or a friend 
(appearance and 
personality) 

Adjectives: tall, short, big, small 
etc. 
Adverbs: very, quite, rather, extremely, 
not 

單元二  我們的外表 

1 五官 
2 顔色與形狀 
3 外表 

Reading and listening for 
details 

NLL(1.1)3 能聽出對話內容的

要點 

NLR(1.1)4 能理解閱讀材料的

內容大意 

个子，电影院，游泳池，他，她，

它，短，聪明，懒，胖，瘦, 好看，

漂亮，酷，非常，很，比较 

你属什么生肖？ 
十二生肖 

個子，電影院，游泳池，他，她，

它，短，聰明，懶，胖，瘦, 好看，

漂亮，酷，非常，很，比較 


		Week 1

		Who am I?:

Talking about family members and friends

		Sentence structures:

· Subject + time + verb

· Time + manner + place



單元四    日期與時間

1 年、月、日

2 時間

3 生日



		Understanding and Manipulating Chinese word order

NLW(1.1)3 大致能運用提供的字詞寫簡短句子 (如填句、續 句或看圖寫句)

NLW(1.1)4 能就熟悉的事物寫句子，內容完整

Write short paragraphs about someone have a brief account of their daily routine in Chinese by using the sentence structures learned in the lessons

NLW(1.1)5 能就熟悉的事物寫簡單段落，意思清楚

		老师，司机，工程师，医生，服务员,售货员, 医院，天安门广场，长城，衣服，病人，开车，看病，穿，问，讲 

老師，司機，工程師，醫生，服務員,售貨員, 醫院，天安門廣場，長城，衣服，病人，開車，看病，穿，問，講



		Week 2

		Who am I?:

Talking about family relationships

Describing family member or a friend (appearance and personality)

		Adjectives: tall, short, big, small etc.

Adverbs: very, quite, rather, extremely, not

單元二  我們的外表

1 五官

2 顔色與形狀

3 外表



		Reading and listening for details

NLL(1.1)3 能聽出對話內容的要點

NLR(1.1)4 能理解閱讀材料的內容大意

		个子，电影院，游泳池，他，她，它，短，聪明，懒，胖，瘦, 好看，漂亮，酷，非常，很，比较

你属什么生肖？

十二生肖

個子，電影院，游泳池，他，她，它，短，聰明，懶，胖，瘦, 好看，漂亮，酷，非常，很，比較









Week 2 Who am I?:
Talking about 
family 
relationships

Describing 
family member 
or a friend 
(appearance 
and 
personality)

Adjectives: tall, short, big, small 
etc.
Adverbs: very, quite, rather, 
extremely, not

單元一 我和我的家人

1. 介紹自己

2. 我的家人

3. 十二生肖

Reading and listening for 
details

NLL(1.1)3 能聽出對話內容的
要點

NLR(1.1)4能理解閱讀材料的
內容大意

个子，电影院，游泳池，他，她，

它，短，聪明，懒，胖，瘦, 好
看，漂亮，酷，非常，很，比较

你属什么？

十二生肖

個子，電影院，游泳池，他，她，
它，短，聰明，懶，胖，瘦, 好
看，漂亮，酷，非常，很，比較

你屬什麼？
十二生肖

Week 3 Who am I?:
Hobbies, 
interests and 
daily routine

Ask and answer close questions
Sentence structures:
Subject + Time + Verb + Noun 
+ ma (吗；嗎)？
Subject + Time + Verb（positive）
+ Verb(negative) + Noun?

單元三 我們的愛好

1. 運動

2. 休閒活動

Asking specific questions 
about times

Understanding logical 
compounds such as read 
books, watch TV, see a 
doctor etc.

NLS(1.1)3能就熟悉的主題，
簡單敘述內容(如日常生活事
件、故事)和回答問題

喜欢，不喜欢，回家，电视，爱

好，电影，书，跳舞，运动，电

脑，大，看，然后，或者，参观，

博物馆，足球，游泳，小说，音

乐，比赛

喜歡，不喜歡，回家，電視，愛

好，電影，書，跳舞，運動，電

腦，大，看，然後，或者，參觀，
博物館，足球，游泳，小說，音

樂，比賽



Week 3, 4 Holidays:
Talking about 
holiday 
experiences

Use of 了

Use of 得

單元八 旅遊見聞

1. 香港遊

2. 北京之旅

3. 倫敦遊

4. 夢想之旅

Listening to key 
words

Skimming 

Developing your 
writing skills

NLL(3.1)1 能理解話語內

容，概括要點

NLR(3.1)2 能概略分析閱

讀材料的內容要點

NLW(4.2)1 能按寫作需要

編排內容的詳略

NLW(4.2)2 能組織相關內

容，篇章結構完整

上一次，下一次，这次，度

假，名胜古迹，照，照片，

玩得开心，星星，月亮

上一次，下一次，這次，度

假，名勝古跡，照，照片，
玩得開心，星星，月亮



Re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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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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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用第二語言學習架構
課程實例分享

錦田公立蒙養學校

徐詩琪主任、黃彩雪老師



1. 學校簡介
2. 非華語學生在學習中文方面所面對的主要困難
3. 第二語言學習架構的運用(一)
4. 第二語言學習架構的運用(二)



School History:
創校歷史 校舍現貌

本校於1926年開始辦學，校舍建於1953年。兩層高的校舍，
除了六個課室外，設有教員室、圖書館、音樂室、電腦室、
閱讀室、加強輔導教學室、言語治療室、籃球場。

分別獲優質教育基金撥款並已興建流動校園電視台、設置
「STEM科創教室」以及電腦室。 (Mobile Campus TV Station, 
STEM  Room & Computer Room)





學會學習
喜愛學習

具成長
型思維

關愛
感恩



Low teacher-student ratio and high 
student participation
師生比例低，學生參與度高

學校類別 師生比例

特殊學校 1:2.5 至 1:5.4
幼稚園 1:11 (包括校長)

18班小學 1:14(包括校長)
本校(6班小學) 1:7.7(包括校長)



2021-2024年度關注事項:
2021-2024 School Major Concerns：

1. 推動STEM教育，培養學生的共通能力。
To promote STEM education and cultivate
students' generic skills.

2. 持續推動正向教育，培養學生正向價值觀。

To promote positive education continuously  
and cultivate students' positive values.



非華語學生在學習中文方面所面對的主要困難

第二部份



非華語學生的特點
造就學生的學習多樣性

• 學習動機較弱

• 遺忘率高

• 家庭社經地位較低，家庭支援少

• 個性活潑

• 女生愛跳舞，男生愛運動

• 家庭語言種類不一（例如：烏都語種
類也多）

圖片來源: 平等機會委員會



非華語學生在學習中文方面所面對的困難

• 超級憎中文

• https://qrgo.page.link/14kbq

 學生進入學校學習中文課程，口語方面採用粵
語/普通話，書寫方面使用繁體漢字

 同時需學習英語

https://qrgo.page.link/14kbq


非華語學生在學習中文方面所面對的困難



各級表現
https://padlet.com/ktmyps/nl19xcamqdh9dgqr

非華語學生在學習中文方面所面對的困難

https://padlet.com/ktmyps/nl19xcamqdh9dgqr
https://padlet.com/ktmyps/nl19xcamqdh9dgqr


第二語言學習架構的運用(一)

第三部份



擬定課程及教學目標

 2014 年《施政報告》首次公布為少數族裔學生提供
「中國語文課程第二語言學習架構」

「學習架構從第二語言學習者的角度出發，清楚列載不同
學習層階的預期學習表現」

「教師按此訂定循序漸進的學習目標、進程及預期學習成
果」

(節錄自教育局通告第8/2014號)



中國語文課程第二語言學習架構













我的親人(二年級)

• 文體：描寫文

• 1.運用腦圖組織段落內容。

• 2.能運用恰當的形容詞(_________的)
描寫人物的外貌。



預期學習目標

寫作能力項目 基本能力 進階能力

確定目的、內容和表達方式 NLW(1.1)3 大致能運用提供的字
詞寫簡短句子 (如填句、續句或
看圖寫句)

NLW(1.1)5 能就熟悉的事物寫簡
單段落，意思清楚

組織結構 NLW(1.2)2 能將事件順序表達 NLW(2.2)1 能大致將事件分段
表達

書面語表達 NLW(1.3)1 大致能運用所學詞
語寫簡單句子

NLW(3.3)2 能運用簡單的修辭
手法寫作(如比喻) 

表達方式的運用 NLW(1.5)1 能簡單記述事件 NLW(1.5)2 能簡單寫出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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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成果

• NLW(1.1)5 能就熟悉的事物寫簡單段落，意思清
楚

• NLW(3.3)2 能運用簡單的修辭手法寫作(如比喻) 
• NLW(1.5)2 能簡單寫出感受



學習成果

NLW(1.1)5 能就熟悉的事物寫簡單段落，意思清楚

NLW(3.3)2 能運用簡單的修辭手法寫作(如比喻) 

NLW(1.5)2 能簡單寫出感受



學習成果

• NLW(1.2)2  能將事件順序表達

• NLW(1.3)1 大致能運用所學詞
語寫簡單句子



經驗及反思

1. 運用校外評估工具，診斷學生的起步點

2. 根據前測結果，配合教材，擬定學習目標

3. 善用學習進程架構及第二語言學習架構

4. 因應學生不同能力，擬定基本學習目標及進階學習目標

5. 根據學生學習進展，適時調節學習目標



第二語言學習架構的運用(二)

第四部份

教學實例分享



聽說



字詞庫





課文詞語



善用電子教材複習



N3 字詞庫朗讀 padlet
https://padlet.com/ktmyps/20tzxluddp4sx11k

(L)NLS(1.1)1 能大致說出與個人、家庭、學校生活相關的詞語
(H)NLS(1.1)2 能大致說出與個人、家庭、學校生活相關的簡短語句

https://padlet.com/ktmyps/20tzxluddp4sx11k


閱讀



思維策略：蝴蝶圖



公明儀彈琴非常出色，大
家都喜歡聽他彈琴。

背景

經過
牛只顧低頭吃草，對公明
儀彈的曲子無動於衷。

起因
公明儀某天在郊外彈琴，
可是沒有人欣賞，於是他
給牛彈琴。

對
牛
彈
琴

公明儀終於明白對牛彈琴
是白費力氣的。

結果

思維策略：樹圖



課文



課文



課文

(L) NLR(1.1)2能理解簡短句子的意思
(H) NLR(1.1)3能理解短小段落的大意



寫作



字形結構



網上筆順工具

•利用字帖和網上筆順工具幫
助學生書寫詞語



下學期：學生作品

(H) (L)



成果：



默書









成果：



造句



造句



校本實用文教材



校本寫作調適



(L)NLW(1.1)3大致能運用提供的字詞寫簡短句子 (如填句、續句或看圖寫句)
(H)NLW(1.1)4能就熟悉的事物寫句子，內容完整



讀、聽、說



話劇教學

〈北風和太陽〉 〈國王的新衣〉

(L)NLS(1.1)2能大致說出與個人、家庭、學校生活相關的簡短語句
(L) NLL(1.1)1能理解與個人、家庭、學校生活相關的詞語
(H)NLS(1.1)3能就熟悉的主題，簡單敘述內容(如日常生活事件、故事)和回
答問題
(H) NLL(1.1)5能聽出話語(如故事)的重點，從明顯的語氣中，感受說話者顯
露的情緒



評估表現



閱讀卷前後測
總分 艾 李 韋 阮 莫 許 莫 沙

認辨字詞 6 4 4 4 4 1 4 4 0

4 4 4 4 2 4 2 4

閱讀理解 3 2 0 0 2 0 2 0 1

0 1 2 1 0 1 0 0

整理閱讀
材料、提
出看法

3 3 1 1 3 0 1 1 3

3 3 3 1 1 1 0 1



寫作卷前後測
總分 艾 李 韋 阮 莫 許 莫 沙

實用文 30 3 5 0 0 0 0 0 0

12 16 4 12 4 6 8 0

作文 11 1 1 1 0 0 0 0 0

4 3 3 2 0 1 1 0



發現

1.閱讀、寫作卷雖未能讀懂題目，但仍願意嘗試
完成。

2.學生能理解老師提問及指示，惟聆聽卷會容易
未聽先做，放棄答題

3.學生喜歡說中文、演話劇，聽說能力持續進步
中，詞彙量、語感逐漸提升。



老師觀察與感受：

1.學期初

學生識字量少，對課業格式不太熟悉，使課業常有
欠漏，且上課要多花心思解釋。

2.下學期

學生會主動在家溫習默書及話劇對白，並懂得善用
網上學習平台上載朗讀課業，提高課堂的教學效率及
學習成效；課堂上除有競爭心態，亦能互相幫助學習。



反思

同義字、
心理詞彙

課文大意
考試題型
技巧



謝謝您!
Thank you !



如何設計配合第二語言
學習架構的校本課程

基督教中國佈道會聖道迦南書院 辛嘉華



第二語言學習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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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至8階的小步子
縱橫交錯的數字
能力，態度，興趣，習慣
（建議學習重點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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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話方面

如何解讀第二語言學習架構？



不同方向？

拾級而上



不同修辭之間有
能力上的差異嗎？



設計校本教材

1。先擬定整體課程大綱
主題？文體？學生生活經驗？主流課程？
2。後設定各單元的學習目標
參考第二語言學習架構
橫向發展 vs 縱向發展
3。再用校內評估診斷及微調









閱讀方面

學習架構＞學習層階＞學習階梯＞
學習旋轉梯＞學習升降機





中一

中三

中二



寫作方面

第二語言學習架構如何評估學生寫作能力？
與主流學生要求有什麼不同？









聆聽方面

善用校內評估工具作素材
新舊系列之間差異頗大
傾向TSA題型？朗讀問題？





總結

全面的校本課程需要考慮的因素：
。單元主題、學習目標、教材、評估、調適機制
。合縱連橫

第二語言學習架構＞框架
校內評估工具＞教學前、中、後期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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