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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少數族裔小學生的中文能力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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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年來，香港社會十分關注本地少數族裔學生以第二語言學習者的身分

學習中文的情況。本研究以 97 位來自四所學校的小四級的少數族裔學

生為研究對象，讓他們接受標準化的中文聆聽及閱讀能力測驗，該測驗

具備本地小一生常模作分數詮釋。結果發現，受試學生大部分在兩個測

驗中都遠未達本地小一年級的平均水平，閱讀能力尤其差。我們會討論

這些發現對本地少數族裔學生的中文教育的啟示。 

關鍵詞：香港少數族裔學生、中文作為第二語言、中文能力水平 
 

 

 

 

根據香港 2006 年的人口統計（Census and Statistics Department, 

2007），共有 342,198 名少數族裔人士居住在香港，佔全港人口的 5%。

本文所指的少數族裔學生主要是指南亞或東南亞族裔的學生，他們來自

菲律賓、印度、巴基斯坦及尼泊爾等國家。據 2008 年的學校收生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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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港約有 9,700 名非華語學生（Hong Kong Curriculum Development 

Council, 2008）。1 近年來，特別是本港於 2008 年通過「種族歧視條例」

後，香港社會對少數族裔學生的中文水平及學習情況愈表關注，為新聞

媒介廣泛報導。 

根據這些新聞報導，可見少數族裔學生在學習中文方面遇到很大困

難。他們覺得學校的中文課程太艱深，因而失去學習興趣（Clem,  

2008）；他們在港的學校生活，大多像在「一堆令人困惑的聲音與符號」

中渡過（“Helping Minority Students”, 2008），但為了升學需要，只有 

窮於應付對他們來說甚為艱深的中文測驗（Lau, 2008）。為此，有壓力

團體建議政府須為這些學生設立「中文為第二語言課程政策」，編訂一

套程度較淺的中文課程（「團體促教少數族裔」，2009），以及加設一

個專為這些學童應考的中文公開試，以協助他們日後升學及就業（「非

華語學生」，2009）。本港的立法會亦通過議案，促請政府加強支援非

華語學童學習中文（李紹昌，2009）。 

究竟本港的少數族裔學生的中文水平如何？他們在學習中文方面

遇到甚麼問題？他們能否適應本港的中文課程？本文將先回顧文獻，介

紹過往有關本地少數族裔學生的學習及教育情況的研究，然後報告筆者

有關少數族裔小學生中文水平的研究結果，以及作相關討論。最後，本

文會討論就本港少數族裔學生學習中文這課題值得作出研究的方向。 
 

文獻回顧：香港少數族裔學生的中文學習情況 

本港有關少數族裔學生教育情況的研究不多，專就他們的中文學習

情況作深入探究的更絕無僅有。在這些少數的研究中，Loper（2004）

及 Ku, Chan, & Sandhu（2005）集中探索本港少數族裔中學生的教育情

況，其中涉及他們的中文水平及學習情況。Loper 的研究訪問了十多位

少數族裔學生及他們的父母與親友。受訪的學生表示，學校提供的中文

教育令他們十分困惑。他們指出，學校提供的中文教育十分不足，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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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度太淺。中文教師並未能教授切用的中文詞彙，又或者所教授的內容

並不符合他們的能力水平或需要。很多學生認為，不完善的中文教育令

到他們的中文能力不足，而低落的中文水平大大限制了他們升學的選

擇，在揀選小學、中學時都有很大局限。到他們中五畢業後，無論是升

讀大專，或是報讀職業訓練課程，或是到社會工作，低落的中文水平對

他們仍有重大影響。 

Ku, Chan, & Sandhu（2005）的研究亦反映了少數族裔高中學生的

中文水平低落，以及在中文學習方面遇到很大問題。該研究以問卷形式

訪問了 200 名少數族裔高中學生，當中只有少數學生的學校仍為他們提

供中文課；而他們大多數都覺得香港的學校並未為他們提供適切及足夠

的中文教育。在這些學生之中，認為自己的中文說話及聆聽能力好或很

好的分別佔 25%及 31%。相反來說，58.5%的學生認為自己的中文說話

能力（廣東話）一般或者低，而 52%的學生認為自己的中文聆聽能力一

般或者低。在中文讀寫能力方面，只有 3%的學生認為自己的中文閱讀

能力好或很好，3.5%的學生認為自己的中文寫作能力好或很好，其餘絕

大部分的學生（佔人數 88.5%）認為自己不懂得閱讀中文又或者閱讀能

力低，而 91%的學生認為自己不懂得寫中文又或寫作能力低。 

不單是少數族裔學生自己認為本身的中文水平低，並對所接受的中

文教育有意見，他們的家長及老師亦有同感。香港社區組織協會（Society 

for Community Organization, 2004）曾就尼泊爾人在港情況作調查研究，

發現當中有 76.6%的家長表示他們的子女在學習中文方面遇到困難，而

其中近三成（28%）表示因不懂中文，難以輔導子女的功課。香港教育

專業人員協會及香港融樂會（2007）向少數族裔學童的中文老師作調

查，共回收來自 44 所學校的 102 份有效問卷。這些回覆的教師當中，

認為少數族裔學童的中文聽講能力與一般本地學童「相差不多」和「相

差很多」的各佔約一半（51%和 49%），但大部分教師（83%）都同意

或很同意少數族裔學童的中文讀寫能力與本地學童相差很大，反映少數

族裔學童的中文讀寫能力比中文聽講能力可能差很多。 

上述的研究顯示本港少數族裔學生的中文水平低，而且在學習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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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遇到很多困難。這些研究的對象都是少數族裔的中學生，或是他們

的家長及教師等，並未探究少數族裔小學生的情況。更為重要的是，這

些研究都揭示了無論是學生本身、家長或教師，都覺得少數族裔學生的

中文能力很有問題，覺得他們的語文水平不足以應付在港升學及就業所

需。但是，究竟少數族裔學生的中文水平達到哪一個程度，這些研究都

依賴調查問卷等自我報告工具以評估，既流於主觀，亦未能提供有效的

參照作為評定準則。 

一 個 評 定 水 平 的 可 靠 方 法 是 通 過 採 用 標 準 性 能 力 測 驗 

（standardized tests），將少數族裔學生在該測驗的表現與具有代表性的

常模團體作比較，以衡量其能力強弱。要評定本港少數族裔學生的中文

水平究竟如何，是否能應付學校或日常生活所需，其中一個有效的比較

團體就是本地學生。當然，少數族裔學生作為中文第二語言學習者，其

語文水平與本地生有差距，故須調整所用測驗的深淺或所比較的常模團

體，以求有效地量度他們的語文水平。有見於此，本研究以小四級的少

數族裔學生為研究對象，選擇的中文測驗具備本地生常模作分數詮釋，

以求能準確、客觀地評核他們的中文水平。以下先介紹研究的對象及研

究工具。 
 

研究方法 

研究對象 

研究的對象為 97 位少數族裔小四級學生。這些學生分別來自四所

小學，都是收取大量少數族裔學生的學校。四所小學都因為學生的中文

水平及學習需要，發展校本的中文課程，所用的教材遠較同年級的本地

生為淺。除了中文課外，這些學校都以英語為學科的授課語言。 

97 位學生中，55 位是男孩子，42 位女孩子，平均年齡為 10.55 歲。

他們的族裔分佈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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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裔 人數 百分比 

印度 17 17.5 

巴基斯坦 28 28.9 

尼泊爾 37 38.1 

菲律賓 12 12.4 

泰國 1 1 

印尼 1 1 

其他 1 1 

 

這批學生中，79 人（81.4%）在港出生，而 67 人（69.1%）曾在香

港接受幼稚園或幼兒教育。平均來說，這些學生在港居住了 9.37 年，

並在相關的小學學習達 2.67 年。 

 

研究工具 

本研究所用的研究工具取自《香港學科測驗第五輯：中文（小學一

年級）》（香港教育署教育研究組，1999 年）。該測驗有聆聽及閱讀

兩部分，分別評核學生的中文聆聽及閱讀能力。 

聆聽測驗要求學生在聆聽幾段錄音材料後，回答一些多項選擇題，

考核他們是否了解話語內容的要點。所有題目內容（包括題目及選項）

均用口語讀出，確保學生的表現不會受到閱讀能力的影響。測驗有三段

錄音材料，而題目共有 10 題，可在 15 分鐘內完成。舉例來說，其中一

段錄音要求學生於聆聽一個有關動物的小故事後，作答四道有關故事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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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內容的選擇題。另一段聆聽材料則為兩位同學之間的對話，各自說在

剛過去的星期日的情況，而題目則要求學生於八幅圖畫中選取分別與該

兩位學生的活動有關的圖畫。 

閱讀測驗的題目類型包括詞義辨析、配字完句、閱讀理解及供詞填

充等，評估重點包括：（1）了解字、詞、句意義（共 9 題）；（2） 

了解篇章內容、要點（共 4 題）；（3）了解篇章中字、詞意義（共 3

題）。第（1）類題目為句子填空，要求學生就題目句子的內容，選擇

或填上適合的詞語以完成句子。第（2）及（3）類題目都依附於一篇共

169 字的文章，內容是一個小動物的擬人故事。第（2）類問題有關故

事的基本內容，而第（3）類問題則抽取曾於故事中出現的數個詞語作

為選項，要求學生於其中選取適當的答案以完成三道句子填空題（每題

並附有說明該句意思的圖畫）。測驗題目總數為 16 題，可在 30 分鐘內

完成。 

這套測驗工具曾以 1999/2000 年度香港本地的小一學生為樣本，取

得供詮譯分數用的常模參照，可將接受測試學生所得的原始分數轉換為

常模的百分位數，以釐定受試者的能力水平。由於制定該常模的樣本來

自本地的小一學生，接受測試的學生就可以與本地整體小一學生的平均

成績來作比較，而不會受個別學校的因素影響。 

至於為何選擇本地小一學生作為比較的團體而並非與研究對象同

級的小四學生，是基於三個理由。首先，研究人員曾經訪問研究對象的

幾位老師，老師都指出他們的學生如果接受四年級的測驗，大部分都只

會得到零分，就是二及三年級的測驗，程度亦不相合。其次，研究人員

考慮到受試學生為中文第二語言學習者，平日接觸中文的機會亦比本地

生少，故採取程度較低的試卷。最後，在其中一所學校我們抽取了六名

少數族裔小四級學生作先導測試，發現只有小一級的測驗合乎學生的程

度。該六名學生於聆聽測驗的平均百分位分為 11.28，而閱讀測驗則為

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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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結果 
（N = 97） 

測驗 最低 最高 平均分 標準差 

聆聽測驗（10） 0.00 9.00 4.14 2.32 

閱讀測驗（40） 0.00 35.00 7.90 7.10 

註：括號內的數字為該測驗的滿分額。 

97 名少數族裔學生於中文聆聽及閱讀測驗的結果如表二所示。聆

聽與閱讀測驗的相關系數為 r = 0.62，具備 0.01 顯著性水平。 

將上表所示學生取得的原始分數轉為本地小一學生的常模百分位

數後，聆聽測驗為 27.0，而閱讀測驗為 11.7。即是說，於聆聽測驗中，

他們的得分低於 72.0%的本地小一生，而在閱讀測驗中得分更是低於

88.3%的本地小一學生。換句話說，這些小四的少數族裔學生遠遠未達

本地小學一年級學生的平均水平。 

另一點值得注意的是，少數族裔學生於聆聽測驗的成績，以百分比

計，顯著優於閱讀測驗的成績，t（96）= 6.82, p < 0.00（2-tailed），表

示閱讀中文是他們的一大難關。 

再將學生作不同的組合然後比較，包括性別、族裔及學校等，利用

方差分析（analysis of variance）的方法作分析比較。在性別及族裔的比

較中，樣本之間並無顯著差異（在比較族裔的表現時，因泰國裔、印尼

裔及其他族裔學生分別只得一位學生，故須將其剔除於比較之外）。而

在學校的比較中，則顯示了顯著的差異（聆聽測驗：F（3, 93）= 8.79,  

p < 0.00；閱讀測驗：F（3, 93）= 6.58, p < 0.00）。通過 Tucky HSD 的

事後分析（post hoc analysis），其中一所學校的學生於聆聽及閱讀測驗

的表現都顯著優於其他三所學校。圖一把每所學校於兩個測驗所得的分

數轉換為百分數，以作比較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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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論及總結 

本研究的測驗結果顯示本港的少數族裔學生中文水平低落，與本地

生相比，明顯有很大距離。研究對象雖然是居港受教育並就讀小四級的

學生，但相對本地的小一學生，他們的中文水平亦遠遠不及。他們的中

文聆聽水平僅及本港小一生的中下水平，而中文閱讀能力更是位處下

游。本研究的結果呼應了以往研究有關少數族裔中學生對自己的中文水

平的看法。在以往的研究中，研究者運用調查問卷等自我報告的工具，

讓少數族裔學生評核自己的中文水平。本研究則運用能力測驗的方法，

將其表現與本地生的常模作比較，明確顯示少數族裔學生的中文能力達

到的水平──即使到了小四級，其中文能力平均仍未及一般的本地小一

學生。 

我們可以進一步推測，以往研究所顯示少數族裔中學生的中文水平

不足，問題可能早植根於小學時期。本研究所見到的少數族裔小學生的

中文基礎甚弱，閱讀能力更遠未能應付香港學校所需。這種情況如果得

不到適當的處理，對他們的的中文能力發展甚有影響。對於學習外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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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來說，他們既要學習一種全新的語言系統，並要同時學習代表這種

語言的書面系統（Bialystok, 2007），學習負荷本已較大。證諸一語兒

童的發展情況，兒童的讀寫能力發展建基於口語能力，而關鍵在於對書

寫符號的掌握（Perfetti, Landi, & Oakhill, 2005）；前者還可藉日常習用

而得培養，後者則亟需適當教導方能發展（McGuinness, 2005）。在中

文方面，因為書寫系統獨特及複雜，對外語學習者的困難更大（Everson, 

2002）。如上所述，過往的研究顯示本港少數族裔中學生的中文讀寫能

力極弱，問題可能與此有關，而導源於在初小「學習閱讀」（learning to 

read）的階段未得適當指導，以致基礎薄弱，妨礙了以後的發展。 

我們可以預見這些學生於本港學校學習中文會遇到許多困難。他們

要明白稍為複雜的課堂用語可能已經頗為吃力，而一般香港小學的中文

教材對於他們更是難於理解。在學校的環境裏，閱讀是學習的重要途

徑，教師所採用的學習材料、設計的學習活動及課業等，都對學生的閱

讀能力有所要求。如果學校未能因應他們的情況調適課程與教材，他們

於中文學習方面將遇到甚多困難。 

但是，調適課程不等如簡單的降低要求遷就他們的水平。調適應該

是手段而非目的。假如只是給他們一個淺易的課程，並不會改善本研究

所發現的令人遺憾的結果──小四生連小一的程度也不達標。從 Loper

（2004）及 Ku, Chan, & Sandhu（2005）的研究可知，少數族裔中學生

及其親人一方面抱怨學校中文科教授的內容太深，並非他們其時的中文

水平所能應付；但另一方面，他們亦抱怨學校提供的中文課程過淺，未

能提升他們的語文能力，以達至在港升學及就業所需的水平。就以本研

究的學生來說，他們的中文能力確實偏低，若勉強以同級的本地小四程

度中文課本為教材，則必定造成學與教的極大困難；另一方面，他們的

聽說能力已達一定水平，讀寫能力亦非全無基礎，如果中文課只流於簡

單日用語句的重複教授，對培養學生的語文能力亦無益處。 

要有效幫助少數族裔學生學習中文，我們所提供的中文課程，既要

在起步點切合他們的水平，亦要有適當提升的內容，以讓他們的中文能

力能達至足以與本地同級學生相比較的程度。舉例來說，據本研究的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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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所顯示的聽說能力推測，他們所掌握的口語詞彚應該不少。我們其實

可以從中選取字形較簡單並能突出漢字構造特點的詞彙，集合成文，加

以適當的組織以發展為系統的識字課，讓他們的中文「聽說」能力有機

會帶動閱讀能力的提升，達到三者之間的融合和互相鞏固。只要聽說能

力課的教學能夠不斷開拓他們的口語詞彚，再而帶動他們的閱讀能力，

那麼他們的中文能力便會全面提升。在這方面，主管教育及課程的機構

責無旁貸，須在課程設計、教材及評核發展、教師培訓等方面給予學校

及學生大力支援。當然，要達到提升語文能力的目標，無可避免需要學

生自己和幫助他們的老師以及相關人士額外的付出和投入，包括課堂以

外的輔導教學及小組學習等。 

關於這些方面的具體建議，亦見於教育局為少數族裔學生的學習情

境而公布的《中國語文課程補充指引（非華語學生）》（香港課程發展

議會，2008）。「補充指引」列出了課程規劃及學與教策略的指導原則，

譬如在「課程架構」一章中，提到非華語學生學習中文體現了第二語習

得的特點，要由聽說開始，而後識字，再進而閱讀與寫作；在「學與教

資源」一章中則提到選取的學習材料須能配合學生心智發展；在「學與

教」一章中則提出要了解學生水平以明確教學目標，並調整學習水平及

調適學習材料等。這些原則涵蓋了課程設計、教材選取、教學方法等方

面，都十分切合少數族裔學生的中文學習需要。但是，依本研究所見，

學生在中文能力偏低、與本地生差異極大的情況下，要落實這些指導原

則實在不容易，這也並非學校老師能夠獨力完成的任務。故此，有關方

面的支援更加是不可或缺。 

此外，研究結果顯示其中一所學校的學生表現明顯較其他學校為

佳，顯示學生的表現與學校及教學環境可能有關。本研究並無就這方面

作深入的資料搜集，未能詳細分析。可以提出的是，該表現較優的學校

招收少數族裔學生的年期較久，老師對教授非華語學生的經驗亦較豐

富，所累積的教材及配套練習等亦較多。這些都可能是該校學生表現較

佳的原因，但具體情況尚須進一步的研究。 

本文主要集中探討少數族裔小學生的中文水平，嘗試通過能力測驗

的方法，參考本地學生的常模，以客觀地衡量學生的語文能力。結果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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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少數族裔學生的中文水平明顯較低，須為他們提供適切的中文教育，

以期語文能力可有穩步發展。就着本港少數族裔的中文學習情況，尚有

很多值得探討的地方。譬如說，就語文能力發展的情況來說，本研究結

果顯示了參與研究的學生的聆聽與閱讀能力發展有明顯差距，究竟原因

為何？會否與中文的獨特文字系統有關？漢字的獨特性長期受到中文

第二語言研究者的關注（例如，Everson, 2002; Guder, 2007; Kupfer, 

2007），究竟本港的少數族裔小學生的識字能力如何，他們的識字能力

與中文能力的整體發展關係如何等，都是值得探究的問題。當然，語文

能力的發展與環境及動機等因素都有很大的關係，這情況於第二語言學

習尤為明顯（Ellis, 1994; Gardner, 1985）。本研究結果也顯示了學校環

境對學生的表現有影響，以後的研究也可於這些方面作出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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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1. 據教育局副局長陳維安於 2010 年 3 月 3 日所說，本港現時約有一萬

名非華語學生，當中四千人為小學生（《新報》，2010 年 3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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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Language Attainment of Ethnic Minority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in Hong Kong 
 

Yu-Ka WONG and Ling-Po SHIU 

 

Abstract 

In Hong Kong, the difficult situation of ethnic minority children learning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is increasingly becoming a matter of concern. 
The present study attempted to assess their attainment level in the Chinese 
language. Ninety-seven ethnic minority Primary Four children from four 
schools took two standardized tests in Chinese listening and reading 
comprehension with both tests normed with local Primary One student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majority of these ethnic minority students failed to reach 
the Primary One standard. Their reading ability was particularly poor. The 
implications of these results for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for ethnic 
minority children are discu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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