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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教中」
「粵教中」兩者無衝突
報告倡支援教學交流 教局：難作「終極結論」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鄭伊莎）

「普教中」
研究報告重點

中小學以普通話教授中文科（普

1.欠缺以「普教中」為中文科的學科發展重點，是開展和推行「普
教中」教學的阻力。

教中）的推行情況及成效近年一直
備受關注。教育局昨日公佈語常會

2.為學科建立共同備課、觀課和評課的知識轉移平台及分享文化，
有助改進「普教中」教學成效。

委託教育大學進行的研究報告，提
到「普教中」班中文成績較「粵教

3.內地交流老師及教育局語文教學支援組的支援，是協助學校開展
和推行「普教中」的關鍵要素。

中」班優勝，但因前者學生起步點
較高，沒明顯證據證明「普教中」

4. 「普教中」和「粵教中」只是教學語言的轉變的教學信念，窒
礙了教師學習及實踐「普教中」教學策略和技巧。

能有效促進中文學習，但對學習成
效也沒負面影響；報告並提出多項
關於「普教中」教學交流支援及師

5.朗讀感悟篇章及以提問誘發思考是「普教中」的重要教學策略。

資安排的建議。教育局則指，是次

6.有效的「普教中」教學不僅要教師掌控普通話知識和能力，而且
跟「粵教中」教學一樣，教師須有穩固深厚的中文學科知識和語
文教學知識。

研究對象只有 4 間學校，有其局限
性，未能作為「終極結論」，當局
會繼續以「普教中」為遠程目標。

■語常會委託教大進行的研究報告，提到沒明顯證據證明「普教中」能有效促進中文學
習，但對學習成效也沒負面影響。圖為小學生上課情形。
資料圖片

常會於 2012 年委託香港教育大學，抽取兩間小學及兩間中學進行
語「普教中」追蹤研究報告，經語常會的討論及檢視後，教育局於
昨日提交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的文件中公開報告內容及局方跟進工
作。

部分學校安排師資末如理想

高小「普教中」生「寫」較佳
報告又以「聽說讀寫」水平將不同年級「普教中」及「粵教中」學生
作比較，學生的表現各有千秋，例如初中階段，「說」方面是「粵教
中」班表現較佳，但「讀」則是「普教中」班較佳；而「寫」方面，高
小階段的「普教中」學生較佳，但初中階段卻是「粵教中」學生表現較

續以「普教中」為遠程目標
因應是次報告結果，教育局在文件中指，研究對象只有 4 間學校，有
局限性，未必能作為「終極結論」，當局會繼續以「普教中」為遠程目
標，但學校可因應師資、學生水平、課程編排等，考慮是否適宜推行。
目前全港逾七成小學開設「普教中」班，中學則有三成七。
有小學校長指報告結果與學界認知相似，認為「普教中」及「粵教
中」兩者並無衝突，學校可以校本方式靈活結合推行，讓學生學習更有
成效（見另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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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姜嘉軒） 為表揚
長年服務的員工，中文大學日前舉行長期
服務獎頒授典禮，表揚 136 名任職滿 25 年
和 35 年的員工多年來的忠誠服務。有獲獎
員工表示自畢業以後一直為中大服務，直
言中大與自己及家人生活密不可分，儼如
另一個家。

本屆136人膺長期服務獎
中 大 自 1988 年 設 立 「25 年 長 期 服 務
獎」，至今共頒發予 1,202 名教職員。本屆
共有 118 名員工獲頒「25 年長期服務獎」，

18 名員工獲頒「35 年長期服務獎」。其中一
位服務了中大 35 年的獲獎員工林淑貞，現為
中醫學院一級文員，主要負責院長的秘書工
作。
她指自己完成學業後，即於 1980 年加入中
大，一直工作至今，見證了中醫學院每一個
階段的發展，包括招收第一批中醫本科生，
到他們成為第一屆畢業生等。
她特別提到 2003 年沙士爆發，難忘學院上
下竭力幫助病人的情況，認為這是一份可以
助人自助的好工作。林淑貞指自己的生活和
朋友圈子大多都與中大有密切關係，連兒子

與媳婦都是中大校友，對她而言中大就是另
一個家，期望能一直做到退休。
另一位獲「35 年長期服務獎」的張學明，
他是中大新亞歷史系校友，曾師從孫國棟、
嚴耕望、余英時等史學名家，畢業後負笈美
國加州大學，於 1980 年返回母校歷史系任教
至去年退休，目前在學系及書院出任兼任講
師，教授歷史及通識課程。
張學明的歷史課生動有趣，常引入電影、
歌曲等日常生活資訊為教材，吸引不少學生
選修，一次開新課時更一度應學生要求增加
名額至200人，打破歷史系紀錄。

吳安儀曹星如與師生談「追夢」
歷程，曾在世界職業桌球賽勇奪
冠軍的她自 12 歲、13 歲已開始打
桌球，中學時經常要參與本港或
海外參事，要兼顧學業和比賽絕
不容易。
雖然她在中學畢業後選擇擔任
全職球手，但未有放棄學習，在
6 年前重拾書本，「因為我覺得
自己講起桌球就滔滔不絕，但講
起其他事就一竅不通」，因此決
定回到校園，兼讀進修工商管理
和會計課程。
她又指，多得同學幫忙拿筆
記，導師又在課餘時為她補習，
校方得悉她要比賽，亦為她更改
考試日期。她表示，現時訓練每
星期練習 5 天至 6 天、每次練 5 小
時至6小時、一星期安排3小時的
健身鍛煉，十分忙碌，但為達成
升讀大學學位的目標，她也會抽

■「夢想起飛Go! Go! Goal!」昨日舉行啟動禮暨座談會。
時間進修英語，裝備自己。
安儀又指，自己亦會因為「輸
波」氣餒，但她會在不同的階段
訂立不同的目標，達到一個目
標，再去追求另一個目標，形成
進步的推動力。

黎忞 攝

由今個月開始，上述活動將邀
請各行各業的成功人士到學校舉
行講座，分享工作實況和追求夢
想的苦與樂；而活動將製成廣播
節目，透過電台或網絡平台，向
更多學生分享生涯規劃資訊。

製表：鄭伊莎

校長：
「半普教中」
最靈活

現時全港有逾七成小學有
開設「普教中」班，當中不
少學校以校本方式推行。其
中馬鞍山靈糧小學自 2008 年
開始，課程就以一半「普教
中」、一半「粵教中」組
合，即同一班上中文課時，會按單
元輪流採用「普教中」或「粵教
中」。該校校長陳美娟認為，學校
此舉較靈活，既可改善學生的寫作
能力，又不會犧牲粵語。
對於研究報告提及沒有證據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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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淑貞的辦公
室貼滿同事好友
送贈的小禮物。
送贈的小禮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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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黎忞）
中學文憑試即將在下月中放榜，除
應屆考生外，不同年級學生其實亦
應盡早規劃未來升學或就業路徑。
DBC 數碼電台和教育局的「商校
合作計劃」籌辦一系列名為「夢想
起飛Go! Go! Goal」活動，讓學生
接觸更多與生涯規劃相關資訊，活
動昨舉行啟動禮暨座談會，並邀請
包括世界桌球冠軍吳安儀和拳擊運
動員曹星如等，與在座師生分享
「追夢」過程。
昨啟動禮由教育局署理常任秘書
長黃邱慧清、DBC 數碼電台主席
李國章和機管局建築工程總經理梁
景然等主禮。席上亦邀請得學界，
商界以及體育界人士向在座近三百
名中學校長、就業輔導教師和學生
等分享成就夢想的過程。
其中吳安儀分享了自己的桌球

資料來源：立法會文件

港大管治檢討或 個月完成

兒媳皆校友 老臣子視中大如家

8.如果要推行「普教中」，越早讓學習者開始接觸或學習普通話，
其語文學習成效越高。

經驗之談

在追蹤研究中，專家學者透過觀課、與老師進行深度訪談及焦點小組
訪談等分析學生成績，發現學校推行「普教中」時出現不少問題，例如
有教師會叫學生分組讀、個別讀及輪流讀課文，但卻是「為讀而讀」，
未能深化知識。
師資方面，報告指部分學校安排「普教中」的師資未如理想，例如有
學校只以普通話「聽、講」能力較佳的非中文本科老師負責，其語文知
識較弱，另有些教師更混淆教授普通話及教授語文兩個科目。

好。報告分析指，相信基於不同學習範疇及學習階段，「普教中」或
「粵教中」亦需調適教學策略，才能發揮教學效能，故未能推論兩者何
者更為有效。
報告又提到，整體而言，「普教中」班的中文科成績較「粵教中」班
優勝；但因為兩類學生起步點不同，不能推論「普教中」較好，只能反
映「普教中」對中文科學習沒有負面影響。
報告建議，教育局語文教學支援組應為學校建立或優化共備機制，支
援學校推行「普教中」，穩固教學交流平台，有助提升教師的學習效
果；學校亦應安排中文及普通話能力較佳的教師任教「普教中」班；另
越低年級開始「普教中」，語文學習成效越高。

7.「普教中」教學對個案學生的中文科學習成效沒有負面影響。

「普教中」較「粵教中」優勝，陳美
娟表示，早已預計有此結論，因此該
校多年來堅持輪流以普通話及粵話教
中文。她指大部分學生在香港土生土
長，應該學習廣東話，由於普通話亦
有其用處，故「半普教中」最為靈
活。
她續指，「半普教中」推行以來，
學生書面語有改善，普通話能力亦有
所改善，未來無意轉為全以普通話或
廣東話教授中文。
■記者 鄭伊莎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溫仲綺） 香港大學早前成立檢討大學管治的
專責小組，上周在校內舉行多場諮詢會，了解港大各持份者的意見。
港大校委會主席李國章昨指，預計檢討報告最快在 3 個月後完成，校
委會會參考小組意見決定是否採用。就近月大學生衝擊校委會及校董
會成風，他點名提到港大、中大和嶺大都有小部分學生涉暴力衝擊，
批評他們「以為可以暴力去達到目的」，又強調香港人支持理性，不
會喜歡有關暴力行動。
李國章昨日出席活動後表示，檢討港大管治專責小組早前已與校
委、學生會代表、師生和校方等各持分者見面並收集意見，相信他們
會在平衡意見後，最快在三個月後完成報告。
至於有小部分人要求取消特首任校監制度，李國章昨指若報告最終
建議取消制度，亦要視乎所提的理由是否合理，而他相信專責小組的
獨立性，對其建議有信心。他認為，每一位曾任校監的港督、特首亦
是有心為大學利益着想，不會做作出傷害大學的決定。外界有聲音指
校委會漠視學生意見，李國章直斥言論「荒謬」，而關於提升校委會
師生比例的要求，他回應指現時校委會已有兩名學生代表，質疑要增
加至多少人才合理。他又提到，現有學生校委由學生選出，反問外間
的反對聲音是否質疑他們「無鬼用」，未能反映同學意見。

李國章批小部分大學生暴力搞政治

對香港的大學接連捲入政治化風波，李國章批評因有極小部分學生
入大學是為達到政治目的，「入大學做咩呢？想搞政治？」，又指讀
大學是應為提升自己質素；他認為九成九學生都「冇問題」，只是小
部分人受到政黨操控。他又點名批評港大、中大和嶺大學生暴力，
「以為可以暴力去達到目的，香港人不喜歡暴力，是支持理性的。」

十佳教師教政治課 談笑風生
內地與香港的大學之間，其中一個最大的分別在於內
地大學生需必修「思想政治理論課」，包括「馬克思主
義基本原理概論」、「軍事理論」、「毛澤東思想、鄧
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概論」等。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這些政治課的內容都乾澀、枯
燥、難懂、離地，難以引起學生的興趣。不過在武漢大
神州求學記
學，由陸保生副教授主講的「軍事理論」課的課堂上，
不時會傳來陣陣笑聲。這全因他引經據典、談笑風生的授課方式，吸引學生
專注到原本不那麼貼近現實生活的主題。陸保生因此被評為學校官方年度
「十佳教師」、民間的「四大名嘴」。
更有學生整理了50幾條「陸保生經典語錄」，如揶揄韓戰中的美軍：「美
國士兵打到最後都不想打了，為什麼？打不完啊！中國人太多了！」描述現
代戰爭：「現代的戰爭是信息化的戰爭，通過基因技術，敵人可以把我們全
部變成偽娘和喜羊羊」等。
其實，不少內地大學目前都正在思考如何改良思想政治課，即在確保學生
充分了解國情的基礎上，嘗試令課程內容更貼近現實、更吸引學生，同時減
輕學生應對考核的負擔。
值得一提的是，一些內地大學出於港澳台學生教育背景不同的考慮，同時
為了減輕他們的課業負擔，會允許他們免修思想政治課。不過，既然選擇去
到內地升學，即使不必修或選修政治課，有時間去旁聽這些課程，對國家與
內地社會有更全面、深入的了解，難道不是去內地升學的真正價值所在？
如果香港學生在這些議題上，有機會與內地學生做面對面的直接交流，令
雙方都更加了解對方的真實想法，再將這些交流的心得帶回各自的社會圈
子，想必大家都會對所謂的「兩地矛盾」、「政治爭拗」有新的體會和了
解。
（標題和小題為編者所加）
■莊恭誠 內地院校的在讀港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