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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際型普通話課堂教學的設計與實施 
 

寇志暉 
香港中文大學課程與教學學系 

李子建 
香港教育學院課程與教學學系 

語言學習的最終目的在於通過溝通和交流產生交際意義，而目前香港 

社會還未形成以普通話為主的交際溝通語境，對中小學生普通話交際 

能力的訓練，很大程度上還須依賴課堂的交際化教學過程。在此過程 

中，課堂教學的設計是關鍵一環，我們應該在普通話課堂教學中注入 

符合語言教學理論的交際化教學模式。本文基於 Littlewood（2004）提

出的「從關注語言形式到關注交際意義」的教學理論，輔以實例設計，

探討交際型普通話課堂教學的設計並分析其實施過程。 

關鍵字：交際型語言教學；課堂教學設計；普通話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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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普通話教學是香港中、小學必備的一門語言課程。它不是一門純粹的 

第二語言教學，不是對外漢語教學，亦不是中國語文教學（唐秀玲、 

莫淑儀、張壽洪、盧興翹，2000），而是相對於粵語方言的語言教學。

在香港長大的學生，本身有一定的中文聽、說、讀、寫能力，一般都以

粵語為母語。在教學過程中，普通話的語音、詞彙、語法等內容不是以

新的語言知識的形式呈現，而是涉及粵普語音、粵普詞彙、粵普句法等

的對比教學，另外還體現語言文化和生活背景知識的相互影響。普通話

教學的基本目的是訓練學生普通話的口語表達能力和交際溝通能力，這

關係到學生使用中文進行口頭表達時語言習慣的改變，以及在某種程度

上對中文應用的重新認識，包括詞彙、語法和語用習慣等等基礎因素。

學習普通話的過程所反映的，是學生對普通話語言知識的習得過程， 

以及提高學生普通話交際能力的過程。 

1997 年的中、小學普通話課程綱要，在「教學策略」這一章節 

明確指出其教學目標是以訓練語言技能為主，目的在於培養學生聽說 

普通話的能力，着重口語語體的訓練。該科的「語用文化」主要是強調

提高學生的語言能力。語用文化亦涉及交際文化，即用怎樣的表達方式

來達到交際目的並實現交際意義。因此，普通話教學應該是強調提高 

語言應用能力的教學過程。唐秀玲等（2000）所提出普通話課的課堂 

施教原則，就包括了選用適當的口語教材、擬設適當的生活交際語境、

配置適當的操練練習等等。 

祝新華、黎秀薇（2009）在分析香港初中普通話測試時指出，在 

他們所研究的幾所學校中，書面語讀寫都是佔分最多的，其次是聆聽，

再次是朗讀，佔分比例最低的是說話範疇。其原因很可能與現行的中學

普通話會考有關。普通話會考為了具備全科的性質，加入了大量普通話

語言學的知識，淡化了應用性的特點。他們建議應加強聽說的考核， 

以及需要合適地評核普通話知識，並從運用中考核知識等等。周健 

（2004）認為，香港普通話的課堂教學長時間停留在語音矯正、詞語 

辨讀、朗讀課文的階段，學生不能順利開口，說不了成串的句子，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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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話教學的主要目的是培養學生運用普通話進行交際的能力，課堂上

的教學任務主要是通過師生之間、學生之間的交際來完成的。 

由此可見，在建立了完備的普通話拼音系統教學模式的基礎上， 

針對中、小學不同的學習階段，我們應該在普通話課堂教學中注入具有

現實性和實踐性、且符合語言教學理論的交際化教學模式及其相應的 

評核形式。粵普詞彙和句法的對比學習、普通話正音等都可用說明、 

解釋、書面練習的形式進行，而為達至交際目的和意義的人際交流，則

需要在適當的語境中運用適當的語料進行實踐和操練。由於目前香港 

社會還未形成以普通話為主的交際溝通語境，香港中小學生的普通話 

交際能力訓練，很大程度上還須依賴課堂的交際化教學過程。普通話 

教師在進行課堂教學設計時，就應該兼顧交際型教學法的實施，並關注

教學內容的組織和設計。由於交際型語言教學法有其較強的理論背景 

和特別的實施要求，所以普通話教師需要在學習和實踐過程中，理解、

掌握並領悟有關理論，以達到有效實施教學的目的（寇志暉、李子建，

2012）。 

語言學習的最終目的在於通過溝通和交流產生交際意義。筆者認 

為，學者們在積極研究香港地區中小學普通話教學方向和學習困難的 

同時，課堂教學模式這一實踐性課題亦應成為關注的重點，尤其是如何

適當地在課堂教學中配置交際型語言訓練，讓學生能運用已經學到的 

普通話語言知識（語音、用詞等），更得體地完成人與人之間的相互 

交流。從課堂教學設計的角度來看，語言課堂教學的交際型趨向涉及到

教學法、教材設計、課堂教學活動設計以及對語言習得結果的評估等 

方面。因此，如何設計交際型的普通話課堂教學，如何實施這種課堂 

教學等，都是每一位普通話老師、教材編寫者以及課程主任需要面對的

問題。 

本文將基於 Littlewood（2004）提出的「從關注語言形式到關注 

交際意義」（the continuum from focus on forms to focus on meaning）的

教學理論，借用香港現有的教材，輔以相關課堂教學實例設計及教學 

建議，探討交際型普通話課堂教學的設計並分析其實施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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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學生的普通話習得 
1998 年 9 月，香港的普通話科施行新課程，由選修科目變為中小學的

核心課程。2005 年之前，根據教育局的要求，小學四年級才開始涉及

完整的漢語拼音系統的學習。2005 年之後，各大教材出版商、普通話

教學專家等在編寫教材時，已經調整了各級普通話教學內容的難度， 

早在小學三年級以前就要求學完整個拼音系統，在四年級之後則主要 

集中於對應粵語、普通話在語音、詞彙、語法和語用上的對比學習， 

以此加強和鞏固對漢語拼音系統的掌握和使用。目前，中、小學生在 

進入大學以前，絕大多數都已經接受了持續的、有系統的普通話教學和

訓練，並已具有一定的普通話會話基礎。從筆者對一批大學初級普通話

課學生所作書面測試的拼音考核部分來看，成績普遍比較理想。學生對

拼音的良好掌握，自然是受益於中小學普通話課程漢語拼音教學的規範

設計和嚴格要求。 

香港大學生的初級普通話學習成績，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們在中

小學階段對普通話學習的積累和掌握。目前，大學普通話的考核基本上

立足於對拼音的掌握、詞彙和語法的正確使用、朗讀和口語語音的準確

度等幾方面。初級普通話考試包括筆試和口試。筆試內容主要是拼音 

聽寫、譯寫、同義粵普詞彙配對等等；口試則涉及朗讀、複述、說話等

內容。筆者就某所大學 2009 至 2010 年兩年間五個初級普通話班大概 

一百位學生的考試成績作了統計和分析，以每班 20 人為例，按照評核

內容，分別對學生的筆試成績（拼音及粵普詞彙）、朗讀成績（發音的

準確度和朗讀的流利度）、口試成績（口頭表達的準確度和流利度）等

進行對比和分析，結果發現，大部分學生的筆試成績（寫拼音及拼音 

譯寫漢字等）比較好，多數為 90 至 100 分之間，較少出現 70 至 80 分

（見圖一）。朗讀成績和口頭表達成績的高低分差別則比較大。在口頭

表達上，代表準確度的成績可低至 60 分，高至 85 分，較少出現 90 至

100 的高分情況；流利度差別則較小，主要集中在 70 至 85 分之間。 

總體來看，口頭表達的平均分數比筆試（拼音的掌握和運用）的平均分

數為低。然而，學生筆試成績的高低與口語能力的高低不一定成正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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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即是說，對拼音的掌握和運用能力低的學生，不一定會在普通話口語

表達上存在困難，而且還可能擁有較高的口頭表達能力。例如，有些 

學生的筆試成績在 60 分左右，但他們的口頭表達可以高達 85 分左右。

其實，出現這個現象並不令人感到意外，因為普通話的學習可以通過 

日常生活積累，而學生家庭的語言環境等都對其普通話口語能力有重要

的影響，另外，學生自身的語言學習能力高低亦是個重要因素。 

圖一：大學生初級普通話學習成績線形圖 

 

 

 

 

 

 

 

 

 

 

 

大學生擁有較佳的普通話筆試成績這一情況說明，學生對拼音的 

掌握已經達到優良的水準。而學生的普通話口試成績則說明，學生在 

口頭表達和交際上還有一定困難和不足。根據筆者的記錄，學生口頭 

表達上的失誤和困難，與何潔貞（2008）以及黃月圓、楊素英、李蒸 

（2002）所總結的學生學習普通話語音上的困難相若。這主要涉及語言

差異因素，即粵普語音的差異、詞彙及語法的差異等。無論如何，學生

的語言學習，最終目的還是在於使用該語言進行溝通，所以，課程設計

者和普通話老師應該關注如何提高中小學生乃至大學生的普通話口頭

表達能力和交際能力。例如，可以在教材的交際化設計、說話課的話題

選擇、課堂語言活動的設計及評估形式等方面作調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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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回顧 

交際型語言教學的含義及應用 

為了提高學生的普通話口頭表達和交際能力，我們有必要促進香港普通

話課堂教學的交際化進程。交際語言教學（communicative language 

teaching）較早稱為「功能法」、「意念功能法」，是以語言功能和意念

項目為綱、培養在特定的社會語境運用語言進行交際能力訓練的一種 

教學方法（劉珣，2000）。交際化語言教學視交際能力為語言教學的 

目標，確定語言和交際的相互依賴因素，具體而廣泛地應用交際取向的

理論觀點（Larsen-Freeman, 2000)。交際大綱把語言功能分為六類： 

（1）傳達與了解實際情況，如報告、詢問等；（2）表達或了解理智的

態度，如同意、拒絕等；（3）表達或了解道義上的態度，如道歉、原諒

等；（4）表達或了解情感上的態度，如反對、贊同等；（5）請人做事，

如指令、建議等；（6）社交，如問候、介紹等（劉珣，2000）。 

交際化語言教學的交際活動亦有不同層次的分別。它包括資訊差 

活動（information gap），即由交際一方向另一方傳遞對方所沒有的 

資訊；基於資訊差活動的資訊拼圖活動（jigsaw activities）；完成任務

的活動（task-completion activities）；收集資訊的活動（information- 

gathering activities）和意見交流活動（opinion-sharing activities）等

（Richards, 2006）。學界亦鼓勵以「任務型語言教學法」為最適當的 

交際化教學模型（Brown, 2007）。 

交際化教學模式中一個相當重要的環節是課堂活動（classroom 

activities)，Littlewood（1981）將這交際活動分為兩方面：交際活動的

前奏和真正的交際活動。交際活動的前奏涉及結構性活動和問答交際 

活動，而真正的交際活動則包括功能性的交際活動和社交活動等

（Richards, 2006）。 

20 世紀 90 年代，交際化已經廣泛地使用（Richards, 2006）。Jacobs 

& Farrell（2001）建議，當前的交際化語言教學範式應從自主學習、 

交際本質和學習、課程整合、關注意義、差異性、思考技巧、可供選擇



交際型普通話課堂教學的設計與實施 135 

的測試、視教師為合作學習者等等方面體現其革新和變化（Richards, 

2006）。因此，為了體現語言學習的最終目的，香港中小學生的普通話

課堂教學應具有明顯的交際化趨向。這就需要對課程目標、教學內容和

組織以及評核標準和形式等作出清晰的設置。課程目標可按達成不同的

語言功能為前提，借助相關語境習得相關用詞和語用；教學內容及其 

組織則需要立足於交際活動的社會性、現實性和實用性等方面；評核的

標準和形式可以參考各級普通話水準測試的形式和要求。具體的施行 

亦要跟從教學模式和交際活動形式及層次的安排，可以用朗讀、回答 

問題、小組交流、分組合作完成具體任務等等作考核形式。考核過程可

切實關注學生的語音、語言面貌、交際互動過程、交際結果（成功與否）

等方面。其中，語言面貌具體包括用詞的準確度、語用的合理性、交流

表達的流利度等幾方面。 

從專注語言形式到專注語言意義的課堂教學 

交際型語言課堂教學的實踐，該是個怎樣的語言習得過程呢？由於任務

型（task-based）教學法是最有代表性的交際型語言教學法，因此，我們

借助任務型課堂教學的相關理論和模式，對交際型普通話課堂教學的 

過程進行說明和分析。在實踐課堂教學的交際化趨向時，可以根據

Littlewood（2004）提出的「從關注語言形式到關注交際意義」的教學

理論，把普通話課堂教學設計成由語音、詞彙、句法的輸入（input），

到進行相關語言形式的練習，再到進行交際活動並實現交際意義的課堂

教學過程。 

如圖二所示，Littlewood（2004）總結了五個階段：（1）非交際化

學習階段；（2）交際化語言練習準備階段；（3）交際化語言練習階段；

（4）有組織的交際階段；（5）真正的交際階段。第一階段的學習包括

相關語言形式的結構及意義；第二階段則主要包括既定問答形式的 

交流，內容包括第一階段的語言形式；第三階段則為在真實的交際環境

中實踐之前所學的語言知識；第四階段則是在能引申出所學語言知識 

的情境中進行交際練習（活動如：基本的角色扮演、解決問題、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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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從關注語言形式到關注交際意義 

關注語言形式 ←  → 關注交際意義 

非交際化學習階段 交際化語言練習準備階段 交際化語言練習階段 有組織的交際階段 真正的交際階段 

學習相關語言形式

的結構和意義 

基於相關問答形式的交流

練習，內容亦包括第一階

段中的語言形式 

在真實的交際環境中

實踐之前所學的語言

知識 

在能引申所學語言

知識的情境中進行

交際練習 

在不可預知的交際過

程、在交際意義不斷

發展的情境中進行語

言交際練習 

「練習」 ←  → 「任務」 

「啟動任務」    「交際任務」 

資料來源：Littlewood（2004, p. 322）。 

任務等），這一階段亦需要練習者了解和掌握一定的交際文化準則， 

並有能力應付交際過程中一些不可預知的情況；第五階段則是在不可 

預知的交際過程和交際意義不斷發展的情境中進行語言交際（活動如：

複雜的解難、議論、完成任務等）。在第五階段，學習者除了熟練掌握

目的語的語言知識外，對目的語的交際文化及知識文化等都需要有一定

認識，同時亦能在語言交際準則下思考及辨析問題。 

以上所述的五個階段並非界線分明，而是以「交際化語言練習階 

段」為定位中心，然後向兩邊推移。Littlewood（2004）這五個從專注

「操練」到專注「意義」的學習過程，又稱為從「啟動任務」階段到 

「交際任務」階段的語言學習過程。就任務而言，Nunan（1989）指出：

一項任務就是「一件在課堂上做的事，涉及學習者應用目的語進行的 

理解、處理、表達、互動，在此同時，他們的注意力主要放在意義上，

而不是形式上」（p. 10）。我們認為，Nunan 強調的是 Littlewood（2004）

的「交際任務」階段，亦即能否達成交際目的，最終取決於是否達成 

交際意義上的互相理解，而對語言形式的學習，並非交際化課堂教學 

唯一和最終的落點。普通話課堂教學就相關的普通話語音、詞彙、句式

等的輸入是至關重要的一環，尤其是系統地教授拼音，但是，語言教學

更重要的環節是讓學生在有充分的語言形式輸入的基礎上，能圍繞相關

話題，藉由所設計的或是自然的交際活動，親身體驗以普通話交流並 

解決問題的過程。這是一個包括思考、表達、聆聽、應對和回饋的迴圈

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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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際型語言教學在普通話教學中的應用 

目前，許多中小學普通話教材都會配備教師用書，如有出版社出版的 

中學普通話教材《生活普通話》，除了課本中豐富的插圖、語言表達 

訓練（活動）和循序漸進的語音知識訓練等，其教師用書亦為老師設置

相關教學步驟、補充資料等等，又為老師提供相關「情景活動」的指導， 

可以讓老師在有據可依的情況下開展教學活動。在此，筆者想補充的 

是，教師在實施交際型普通話課堂教學時，有必要了解交際化的普通話

課堂活動（情景活動）應該如何設計，以及該課堂教學設計所依據的 

語言教學理論如何引導我們從輸入相關語言形式到實踐交際意義。 

為了從實踐的角度展示 Littlewood（2004）的交際型教學理論 

（圖二），筆者將設計兩個教學實例（小六級及中三級），並對實施該

課堂教學的過程進行說明和分析。 

教學設計 

交際型普通話課堂教學大綱的設計需要參考語言會話的實際功能，並且

按照不同年齡學生的認知和交際需要而設計。除了常見的功能話題如 

詢問、拒絕、道歉、贊同、問候、介紹等等外，還可以是圍繞家庭成員

之間、同學和朋友之間的對話和交流，以及出外旅行見聞的敘述和討論

等等。小學和中學的大綱設計，其區別主要在於所涉及話題的領域和 

深度不同，以及活動形式不同等等。除了關注不同年齡學生的成長背景

和興趣愛好外，從學科及課程整合的角度來看，還可結合相關年級的 

常識、科學、通識等學科內容展開論題，如談論和說明氣候的變化和 

差異、討論和說明某個手工項目的製作過程、說明和探討自然現象、 

討論時事話題等等。 

設計普通話課堂交際活動首先需要以活動類別來區分。表一是根據

Richards（2006）就交際型語言教學活動形式的分類，所列舉的相關 

語言活動項目的一些例子。在進行這些項目活動時，老師的輔助不可 

或缺。老師在交際型語言教學上所起的是支架式（scaffolding）的輔助

作用，包括準備相應的輔助教材、組織並説明展開課堂活動、進行課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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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管理等等。在準備輔助教材時，應關注以下幾點：相關詞彙和句式

等語言形式的粵普對比使用，交際習慣和交際文化的差別，規範語言表

達的邏輯及相關語音的準確等等。 

表一：交際語言活動形式舉例 

活動形式 語言活動項目 

資訊差活動 
（information gap） 

例如：詢問、互相介紹、說明情況等。 

資訊拼圖活動 
（jigsaw activities） 

例如：回答問題、總結、陳述等。 

完成任務的活動 
（task-completion activities） 

例如：完成一項社會調查、同學間合作完成一份

海報製作、去商店購買一台電腦、與旅行

社商討旅遊計劃等。 
收集資訊的活動

（information-gathering activities） 
例如：了解校車的服務情況、了解某地或某國的

風俗和文化、了解完成某件事的手續或 
步驟等。 

意見交流活動 
（opinion-sharing activities） 

例如：討論議題並得出結論、就某項事務進行 
意見交流、表示拒絕或贊同、表示規勸或

建議等。 
資料來源：參考 Richards（2006, pp. 18–19）。 

 

確立了交際層面的活動形式之後，要面對的就是具體的課堂教學 

操作過程。在開展一個教學單元的核心教學任務之前，可以先安排一些

鋪墊性的教學活動（吳中偉、郭鵬，2009）。鋪墊性的教學活動包括 

幾種，如相關語言形式的輸入、以課文為任務範例的輸入、參考詞語和

句式的配備等。在普通話課堂教學設計中，這涉及到相關語言形式和 

句型、粵普詞彙對比以及普通話慣用法等內容的設置及其操練形式的 

安排。另一方面，語言教學亦注重語言表達的功能，即人們在確定一個

交際意圖時，總要選擇一定的語言形式來實現，例如不同句子的使用，

就包括了不同的功能項目，諸如表態功能就包括肯定、否定、懷疑等；

又如表意功能則涉及介紹、請求、建議等（李泉，2006）。因此，在 

進行普通話語言教學設計時，確定和列明相關語用功能項目，將更有利

於釐清語言教學的目標，並促進學生的語言習得和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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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我們按照 Littlewood（2004）的「從專注語言形式到專注 

交際意義」的交際型課堂教學理論，借助現有小學及中學普通話教材，

設計了兩個交際型普通話課堂教學計劃，並說明和分析其實施過程。 

課例一： 小學六年級普通話教材：到電器店（《說好普通話•六下》，

第三課，畢宛嬰、黃虹堅、張勵妍、余京輝，2010） 

本課例包括資訊差活動、資訊拼圖活動和完成任務的活動等語言交際 

活動形式。該課堂教學設計包括：語境設計、教學目標、相關語言形 

式、粵普詞彙對比、習慣用法（補充）、交際範例、交際活動及說明等。

交際範例通常為「課文」。輸入交際範例，目的是給學生本課交際活動

的一個普通例子，在例子中會出現一些通常使用的詞語、語用習慣等等。

交際範例可作該課交際活動的輔助教學材料，在交際型課堂中亦起到

「支架」作用。 

表二：課例〈到電器店〉 

1. 交際層面 ‧ 資訊差活動、資訊拼圖活動及完成任務的活動 

2. 語境設計 ‧ 學生在某商場電器店與服務員的對話 

3. 教學對象 ‧ 小學六年級學生 

4. 教學目標 ‧ 學會相關詞彙的粵普對比及使用、規範相關的普通話語

音、進行查詢時的疑問詞的使用等等 

5. 語用功能 ‧ 查詢及交換信息和意見等 

6. 相關語言形式和

句型 
‧ 數碼相機、錄影、沉、形容詞 + 一點兒（輕一點兒）、試

試看、準喜歡、特大（特多）、打八折、划算等 
 不如（就）……、打算…… 

7. 粵普詞彙對比 ‧ 錄像／錄影；沉／重；準喜歡／一定喜歡；特多／特別

多…… 

8. 習慣用法 ‧ 詢問時可用的語句，如：請問，在哪兒能買到…… 
 「請問，您能給介紹幾款又便宜、又實用的數碼相機嗎？」 

 「請問，這兒的數碼相機有哪幾種品牌？」 

9. 交際範例 ‧ 〈到電器店〉（課文／相關圖片或對話） 

10. 交際活動及說明 ‧ 除了可延伸到購買不同的電器產品外，還可練習購買其他

商品和物件，如書籍、衣物、日用品、電影票等等 

 



140 寇志暉、李子建 

課例二： 中學三年級普通話教材：想吃點兒什麼？（《生活普通話•

中三》，第二課，張清秀、陳香花、許耀賜、劉邦平，2010） 

該教材除了列明聽說讀寫四方面，以及與教學重點相關語言及語音知識

的介紹和練習外，每課在情景活動之前都有相當豐富的語料輸入，包括

重點詞語、補充詞語、延伸朗讀、語言訓練表達（相關句式及習慣用 

法）。這些語料及補充材料的輸入，對於展開交際型情景活動能起輔助

作用，是語言輸出（output）之前的輸入過程。 

表三：課例〈想吃點兒什麼？〉 

1. 交際層面 ‧ 資訊差活動、資訊拼圖活動、完成任務的活動、收集資訊

的活動、意見交流的活動等 

2. 語境設計 ‧ 在飯店吃飯點菜 

3. 教學對象 ‧ 中學三年級學生 

4. 教學目標 ‧ 相關詞彙的粵普對比及使用、規範相關的普通話語音、人

際交流的禮貌和習慣、作出選擇及提出建議的表達方法等 

5. 語用功能 ‧ 詢問、交流、提出建議等 

6. 相關語言形式和

句型 
‧ 菜餚名稱、習慣用語、課文中的重點詞語，如：一知半解、

灌米湯等、根本不知道……、 ……可是個……、……就

會……、別以為……、……才……、只等着…… 

7. 粵普詞彙對比 ‧ 拿主意／揸主意、真會說話／好識講嘢…… 

8. 習慣用法 ‧ 提出建議時： ……怎麼樣？ 
  不如試試……吧！ 

 請別人建議時： 你（您）看……行嗎？ 
  你（您）說……好嗎？ 

 詢問吃什麼時： 大家（你）想吃點兒什麼？ 
  我們點點兒什麼菜呢？ 

9. 交際範例 ‧ 課文：德高的生日宴（相關圖片或對話） 
 延伸朗讀（補充菜餚名稱） 

10. 交際活動及說明 ‧ 本課的情景活動以「你一天三餐通常吃什麼」為題，設有

食物圖片、記錄表格、參考句式等輔助內容。從所列出的

參考句式來看，在回答了早、午、晚三餐吃什麼之後，同

學之間還要進行溝通和交流，例如需要通過交際互動實現

「表示同意或不同意」的語用功能。根據交際範例（課文

及朗讀）輸入的內容，學生還可作「提出建議」的嘗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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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實施過程解析：從關注語言形式到達成交際意義 

基於 Littlewood（2004）的交際型課堂教學理論，我們可以嘗試按照 

五個步驟，設計和實施以上兩個課例的普通話課堂教學（見圖三）。 

圖三：交際型普通話課堂教學過程設計 

 

 

 

 

 

 

步驟一：非交際化普通話語言形式的輸入階段 

這一階段包括相關語言形式、習慣用法、粵普詞彙對比、交際範例等 

內容的教學，可以通過老師講解、提供例句、播出多媒體聲像形式的 

教學內容等教學形式進行。這屬於語言形式輸入階段，具體涉及表二和

表三中第 6 至 8 項的教學內容。老師的輸入可以用師生互動問答形式 

進行，正音和口頭操練是必要的；輸入的同時，亦需要給予學生使用 

這些教學內容的機會，才可達到課堂考察和促進學習與掌握的目的。 

步驟二：交際化普通話語言練習的準備階段 

這一階段的教學主要是通過課文朗讀、問答、交際範例輸入等形式來為

「步驟一」所學習的相關內容提供使用範例，如融入相關語境和場景的

練習等。教學內容除了表二和表三中第 6 至 8 項外，還包括第 9 項。 

交際準備階段 

 

[終點]真正的 

交際階段  

[起點]非交際化 

學習階段 

有組織的 

交際階段 

交際化語言練習階段 

 

普通話語言 
形式輸入 

問答及朗讀練習 

特定語境中 
的交際練習 

引申話題的交際

活動：初級階段 
的交際層次 真正自然語境

中的交際活

動：較高階段 
的交際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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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課文作範例的輸入是老師最好的教學依據，而延伸朗讀及相關補充 

材料能讓學生對所學內容有更多使用和發揮的空間。但老師需要根據 

學生的普通話程度和能力篩選所補充的材料，選擇適合學生的內容有助

學生深化和掌握學習內容。 

步驟三：交際化普通話練習階段 

這階段的教學需要通過對語境的設置來開展相關的語言活動。例如， 

小六年級的課例是〈到電器店〉，交際對話的內容可以限制在顧客和 

服務員之間，或可以加入與路人或朋友之間的交談。圍繞有關電器的 

買賣，交際雙方可通過實際問答來達到交際目的，亦可模仿課文或交際

範例進行交際對話的練習。這是一個「資訊差」和「資訊拼圖活動」 

層次的交際活動。除了課文所提到的「數碼相機」的買賣，還可以延伸

到買賣其他電器貨品的話題。而中三年級的課例是〈想吃點兒什麼〉， 

內容則涉及選擇和建議食物及菜餚的名稱；學生圍繞這一中心話題， 

進行詢問和回答，同時亦會對某些食物的搭配和選擇提出建議和意見。

學生可模仿課文中的對話，同時兼顧說話對象轉變時，長幼有別的句式

和用詞的區別。 

步驟四：有組織的普通話交際階段 

本階段是在步驟三的基礎上，由課文或範例所涉及的學習內容引申到 

其他相關的話題。例如可讓學生練習購買其他物品，描述和說明其他 

物品的特徵，談論其價錢等。該教學環節所預設實現的語言功能應側重

於社交，如問候、介紹、了解情況等等。交際活動可以分組形式進行。

老師可以分別給每一小組不同的交際任務，即購買不同的東西。與此 

同時，老師需要將事先準備好的一些輔助材料交給學生。這些輔助材料

就是在學生開展交際活動過程中有可能用到的語料。該語料的準備可 

以參考表二及表三課例的相關語言形式、粵普詞彙對比、普通話的習慣

用法等等幾方面來進行。本階段所涉及交際層次的是初級階段的完成 

任務活動、收集資訊活動和意見交流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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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在該交際活動過程會出現一些不可預知的情況，學生會遇到 

困難，又或交際活動可能偏離交際目的，老師的輔助作用便顯得更為 

重要，例如老師要到不同的小組進行正音和改錯等輔助工作。此時，對

普通話的正音能力、對語文的糾錯能力等，都將顯現老師自身的專業 

素質和教學能力的高低。 

步驟五：真正的普通話交際階段 

在之前幾個教學步驟的輸入和練習的基礎上，學生可以展開真正的普通

話交際活動了。這個階段最理想的狀態是在課堂外進行，讓學生在真 

實、自然的場景，按其所需進行購物、查詢、詢問、建議等交際活動。

但以香港目前的語言環境來看，要做到這一點還存在困難。我們還是 

需要借助課堂教學來實施該學習過程。本階段的教學是在不可預知的 

交際過程中，亦即在交際意義不斷發展的情境中進行的語言交際。活動

如：複雜的解難、議論、完成任務等。學習者除了熟練掌握目的語的 

語言知識外，對目的語的交際文化及知識文化等都需要有一定認識， 

又要能在語言交際準則下思考及辨析問題。預設實現的語用功能包括：

了解情況、表達態度、表示贊同、勸說和建議等等。例如，小六年級的

練習可在步驟一至四的基礎上，讓學生在原有的交際活動加入對所購買

物品的對比說明，討論買不同價錢、不同品牌物品的原因，合理、得體

地表達自己的意見等等。中三年級可在步驟一至四的基礎上，讓學生 

嘗試不同情況下的有關餐飲和食物的討論，如在學校午餐時，討論學校

提供的午餐，或是展示自己所帶的飯盒並討論其營養價值；或是到內地

不同城市旅遊，談談當地的美食和特別的飲食習慣等等。這階段的交際

層次應為較高階段的完成任務活動、收集資訊活動和意見交流活動。 

老師的教學輔助作用與步驟四相似，但是一般不準備書面的輔助材料，

可以按照學生的需要進行即時輔導。 

綜合而論，筆者所擬的交際型課堂教學立足於確立交際目標和形式

的基礎上，是從語言形式的輸入到對相關語言形式的操練，再到引導式

的交際練習和引申範圍的交際訓練和實踐，最後達至由交際者（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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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認定的交際目標的實現。該教學過程是一個階段性的教學，不同 

階段的教學都是為了最後達至交際意義的實現而做的準備工作。 

結 語 
本文以小學六年級和中學三年級普通話課為例，建基於交際型語言教學

理論，說明並分析交際型課堂教學的設計和實施。值得一提的是，在 

交際型語言教學課堂中，教師在實施所設計的教學計劃時，必定會遇到

一些突發情況。例如學生提出一些教學計劃之外的語言學習問題；或者

是所設計教學活動的難度與學生的普通話水準不相符合；又或是在實施

教學步驟四（有組織的普通話交際階段）或步驟五（真正的普通話交際

階段）的過程中，出現過多「不可預知的交際過程」的情況等等。這些

「意外」的因素，會打亂老師的教學計劃，對實施並完成教學計劃造成

困難，可能因此達不到習得語言知識的教學任務。正如唐秀玲等 

（2000）提出的，無論是課程設置還是教學方法，都必須對應不同的 

學習主體作適當調節。因此，有的放矢是設計和實施課堂教學的前提，

在教學過程中，須根據教學實施進程與狀況不斷對教學計劃作合理、 

有效的調節，這是比較務實的做法。 

實現課堂教學的交際化趨向還需要師生之間的互相配合和共同努

力。老師若能給予清晰的課堂教學指令，學生若能充分理解課堂活動 

的要求等，都將使教學事半功倍。另外，高質素的交際型普通話教材亦

有助促進課堂教學的實施。老師對交際型普通話教材中交際活動內容的

設計，應建基於現實社會的需要和反映現實社會的實際情況，這也要求

教師對各種社會事務具有敏銳的觸覺和觀察力。老師本身的專業素養是

影響交際型課堂教學發展的重要因素，各校應提供相關的師資培訓，讓

老師在適應不同的教學法時有理可循、有據可依。 

香港社會的普通話語言環境還不成熟，學生走出課堂之後，很難有

機會進行普通話的交際練習。普通話的交際訓練和表述能力的培訓等，

都還須依賴課堂教學過程。因此，普通話課堂教學的交際化發展確實 

存在現實的需要。語言教學法隨着時代的進步而產生變化，語言形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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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和變化，如新詞的產生和使用等都與社會的發展和進步息息相關。

多媒體及網上教學可以幫助我們直接將各種事物和資訊的變換引入 

課堂中，將真實的語言環境呈現在學生面前（寇志暉、李子建，2012），

這將有助於我們實現交際化課堂教學的社會性及實用性發展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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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ing and Implementing Communicative Putonghua 
Classroom Teaching 

Christy Zhihui KOU and John Chi-kin LEE 

Abstract 

The ultimate aim of language learning is to enable students to achieve  
the communicative meaning through communicative activities. Hong Kong 
society has not yet formed a Putonghua-based communicative context.  
In this connection, the Putonghua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 training  
for primary and secondary students still relies heavily on the classroom 
communicative teaching process. The design of classroom teaching thus 
becomes a key factor. Supported by practical teaching examples, this article 
aims to explore and analyze the design of communicative Putonghua 
classroom teaching processes, based on Littlewood’s (2004) theory of  
“the continuum from focus on forms to focus on mea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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