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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根據 2011 年的人口普查顯示，香

港少數族裔的人數大約為四十五萬，

佔全香港人口的 6.4%；與 2001 年的人

口普查數據作比較，少數族裔的人口

增長比率為 31.2%，可見香港少數族裔

的人口數目有着持續上升的趨勢(香港

政府統計處，2011)。雖然他們在香港

長期工作和生活，可是他們的中文水

平大多只能夠勉強地應付日常的生活

需要，而未能夠應付更高層次的職場

需要及社會要求。現行的少數族裔學

生(下稱非華語學生)之中文教育課程

存有不同的問題，這不但不利於提升

他們自身的中文能力，而且更使他們

未能夠在香港向社會上層流動。事實

上，我們不應讓忽略非華語學生的中

文學習，反而應為他們設計更佳的中

文學習環境，一方面有助他們融入香

港社會，以加強他們對香港的歸屬感，

另一方面，政府可以善用他們才能，以

推動香港長遠的社會及經濟發展。由

是之故，本文旨在檢視當前中文課程

(非華語學生)的實施問題、現行中文課

程(非華語學生)的弊端，並在此基礎上

提出相關的因應策略。 

二、現行中文教育政策(非華語

學生)的問題 

事實上，當前的中文教育政策(非

華語學生)存有不同的問題，以致未能

夠協助非華語學生有效地學習中文，

當中的說明如下： 

現行的中文教育政策使到少數族

裔的中文水平遠遠低於香港社會的要

求，導致他們失卻職場的競爭力。融樂

會(2011)指出「不公平的教育制度經已

摧毀一代又一代的少數族裔青年，無

數的夢想因中文能力不足而無法實

現。」香港教育當局長期忽略非華語學

生的中文學習，在多方長期的爭取下，

才在 2008 年頒布《中國語文課程補充

指引(非華語學生)》，以讓非華語學生

(即少數族裔學生)的中文學習有法可

依，並且以期全面提升他們的中文水

平，以滿足他們在未來的工作需要。在

指引的引導下，中學中文課程的學與

教目標就是讓他們參加英國的 GCSE

中文科考試，以取得中文學習的資歷。

然而，這樣並不能夠協助少數族裔得

到社會的認同，這是因為縱使他們在

GCSE 中文科考試中取得最高的等級

5*，一般僱主只會視之為小學二、三年

級的程度，這根本就不足以協助他們

改變自身的處境，即在就業的時候，仍

然處處碰壁，失卻找到發展機會較好

的工作，結果造成少數族裔跨代貧窮

的出現。 

現行的中文教育政策不利少數族

裔學生學習中文知識，致使他們的中

文水平大多未能夠達到考進大學的最

低要求，失卻了繼續升學的機會。香港

教育學院一項調查研究顯示「南亞裔

青年入讀本地大學的比例，亦只有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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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之三點四，遠低於華人的兩成。其中

尼泊爾青年入讀本地大學比率僅百分

之零點九。」(星島日報，2013)這就是

說非華語學生考進大學的比率頗低，

即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不大。當中的

主要原因，就是他們的中文水平根本

遠遠達不到考進大學的最低要求；事

實上，現行的學制都對於學生之中、英

文成績有着嚴格的要求，若學生未能

在兩科語文學科中取得合格成績，縱

使其在其他的科目中取得優異的分

數，大學也是不會予以錄取。一名非華

語學生在接受報章訪問之時，表示「自

己最想成為通識教師，當年教院(香港

教育學院)通識科列明接受 GCSE 成

績，雖然她的 GCSE中文科獲 A級，

面試時仍因中文表現不好被勸退。」(明

報，2014)可見當局所謂國際認可的

GCSE 成績，根本就不獲本地大學的實

際認可。由此可知，香港教育當局未能

夠照顧非華語學生的中文教育需要，

為他們設置一個相應的中文作為第二

語言課程，乃致他們不能夠有效地學

習中文，進而達不到大學的基本入學

條件─中文成績取得合格，降低了他們

繼續升學及發展的機會。 

現行的中文教育政策未能使少數

族裔學生融入主流的社會。中文學習

最重要的一環就是語境的建立，只要

周邊的人都是以中文作為第一母語，

那麼非華語學生便可以有更多的機會

去聽、去說中文，在日積月累的情況

下，他們的中文水平定必能夠有所提

升。然而，在現行的中文教育政策實施

下，香港教育局集中資源支援那些錄

取非華語學生數目較多的學校 (外界

稱之為「指定學校」)，導致非華語學

生的家長都唯有為子女選擇這些「指

定學校」，以期子女能夠在此學好中

文。在這樣的情況下，「指定學校」的

學生來源逐漸全部變為非華語學生，

進而成為了外界俗稱的「指定學校」，

即學校內全都是非華語學生，而沒有

本地的學生。由是觀之，「指定學校」

根本無法為非華語學生營造良好的學

習語境，即他們不能夠多練習聽、說中

文的能力，進而影響到他們學習中文

的成效，這是因為他們除了中文課堂

之外，都只會以英語或母語(主要是烏

都語)與老師、同學進行溝通。而最重

要的，就是他們因此而不能夠與本地

學生共同學習，欠缺了與本地學生接

觸及相處的機會，這對於他們融入本

地社會而言造成了一定的障礙，最終

影響到他們日後就業或升學的機會。 

三、現行中文課程(非華語學生)

的實施問題 

現行面向非華語學生的中文課程

欠缺系統性。在 2008 年，香港教育局

頒布《中國語文課程補充指引(非華語

學生)》，其目的在於「期望通過本補充

指引，幫助學校因應非華語學生的特

性，實施中國語文課程，提升不同族裔

學生的學習成效。」(香港課程發展議

會，2008)然而，這只是一個理想式的

口號，實際的情況卻是非華語學生學

習中文的成效有限。關之英(2014)指出

「從觀課所見，在中學和小學，中文教

學內容相同。中小學中文課程重複和

不銜接的現象，不但令老師困擾，也令

一些學生出現厭學情緒，尤其是中學

生，因為老師所教的內容，大部份他們

在小學已學過了。」這就是說現行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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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語文課程(非華語學生)欠缺統一，各

校均設置不同的校本課程，導致小學

的課程與中學的課程內容根本並不銜

接，完全窒礙了非華語學生的中文學

習過程及發展，由是觀之，雖然香港課

程發展議會認為其所面向非華語學生

的中文教育課程，為各級學校提供了

一個寬廣而靈活的課程架構，讓不同

的學校也可以因應校內學生的能力而

調適課程，可是，這與現實情況並不相

符，這是因為各校對課程框格有着各

自的理解、詮釋，致使課程在極大的彈

性之下，變成各自表述，完全忽略了學

生在不同中文學習階段的銜接需要。

可是，教育局卻始終沒有正視課程銜

接及統一性的問題，最終致使非華語

學生學習中文的成效大打折扣。 

面向非華語學生的中文課程之學

習評量限制了部分非華語學生的中文

學習。香港課程發展議會指出如果非

華語學生能夠達到與本地學生相若的

中文水平，政府期望這些學生參與香

港中學會考、香港高級程度會考或香

港中學文憑考試的中文科大學入學考

試，惟教育局亦容許非華語學生報考

其他海外中文考試，以取得相等的中

文水平資歷。事實上，極大部分的非華

語學生根本沒有能力應付香港中學文

憑考試的中文科課程，蓋因這是針對

以中文為母語的本地學生，所以最終

他們都只能被迫應考英國 GCSE 的中

文公開考試。然而，由於香港教育局只

鼓勵他們報考程度較淺的英國 GCSE

中文科公開考試，所以這導致了大部

分現行的香港學校之中文課程皆以此

為設計藍本，卻忽略了部分非華語學

生的學習水平比這個考試更高，有能

力學習水平更高的中文，即未有照顧

不同的學習差異，由是限制了他們在

中文學習方面之進步。 

教授非華語學生中文的專業師資

並不足夠。在中國、台灣地區，當地的

政府主管部門皆對對外漢語教師有着

嚴格的要求，規定所有有志從事對外

漢語教學的人士，皆需要參加政府主

辦的公開考試，並取得達標的成績，才

能夠獲得對外漢語教師的法定資格

「認證」。事實上，第一語言教學和第

二語言教學是有着根本性的不同，因

此任教中文作為第二語言課程的教師

必然需要接受一定的師資訓練，才能

夠勝任。而史昆(2009)指出對外漢語教

師最需要接受的訓練，就是中文作為

第二語言的教學法，這是因為這樣可

以讓他們能夠按照教育現場的需要而

靈活運用多樣化的教學方法。然而，香

港大部分學校都只會委派未曾接受過

教授中文作為第二語言師資訓練的普

通中文科教師(任教本地中學文憑考試

的中文課程)，教授非華語學生的中文

課程，這顯然是有所不足的，亦使非華

語學生的學習欠缺素質保證。 

四、改善非華語學生中文學習的

因應策略 

(一) 建立中文作為第二語言課程 

黃汝嘉、蕭寧波(2009)認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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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15，4（3），頁 74-79 

 

自由評論 

 

第 77 頁 

是說設計一個符合非華語學生學習能

力的中文課程是當前必須的作法。事

實上，本地非華語學生主要需要學習

的是廣東話、繁體字，這是因為只有掌

握這兩項學習要素，他們才能夠融入

香港的社會，並且增加自身在本地發

展的機會；而當前絕大部分學校的課

程設計只以應考英國 GCSE 中文考試

(這課程是針對學習中文作為第二語言

的英國學生而設計)為目標，因而導致

他們所學與現實生活脫節，即不能在

日常生活中應用所學，這對於他們的

中文學習有着重大的影響。由是觀之，

筆者認為香港教育局有必要按照香港

非華語學生的實際學習需要，並結合

他們在本地社會的生活需要，設計一

個適切的中文作為第二語言課程，包

括：學習內容、學習材料、學習方法等，

並且貫穿幼稚園、小學及中學，以有效

地回應非華語學生的實際生活需要，

以及以循序漸進的方式來提升他們的

中文水平，以讓他們得以提升在本地

社會的競爭力。 

(二) 設置中文作為第二語言的公開考

試 

承上述所言，在設置了一個中文

作為第二語言的課程後，香港教育局

亦須設置相應的公開考試，以使評量

與學習能夠互相配合。事實上，「一個

好的評量，對於教師在評估學生的優

勢能力和強化教學及學習過程上具有

難以估計的價值性。」(賴美言、詹喬

雯譯，2011)這就是說評量對於促進學

與教的效能，具有極為重要的作用。事

實上，若香港教育當局真正實施了中

文作為第二語言的課程後，接著便須

要按照課程的學與教內容，設計一個

相應的公開考試，即香港中學文憑考

試(中文作為第二語言)，並制定相關的

等級描述，以客觀評量學生的中文學

習水平及成果。同時，學生在公開考試

的表現，更可作為優化課程框架及內

容的參考依據，並發揮考評的倒流作

用，以讓教育局、課程設計者、前線教

師等可以按照考試報告的內容而作出

相應的課程、教學調整，這對於改善非

華語學生的中文學習表現具有一定的

正面作用。而最重要的，就是香港政府

可以藉此而了解少數族裔的中文水

平，從而制定相應的社會政策；而且，

顧主更可以參考公開考試的等級描

述，以釐定聘請少數族裔為僱員的中

文水平標準；另外，這亦有助提升學生

的中文水平之社會認受性。 

(三) 統一大學入學的要求(非華語學

生) 

香港教育局應該統一大學之入學

要求，以維持教育的公平性。雖然本地

的大學對外宣稱接受少數族裔學生以

其他國際中文科考試(如：GCSE)的成

績來報考大學，可是實際情況卻並非

如此，即大學會嘗試勸退這些非華語

學生。因此，筆者認為香港教育當局有

義務確保非華語學生與本地普通學生

一樣，享有同等的入學權利，以保障教

育的公平性及開放性。由是觀之，筆者

建議教育當局與八所公立大學共同制

訂非華語學生的錄取標準(在中文水平

方面的要求)，例如他們取得何等成績

才能夠符合大學錄取的最低要求，以

統一相關的入學政策，以免他們在辛

苦耕耘後，依然被大學拒諸於門外，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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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無法一圓大學夢。而最重要的，就

是這樣能夠讓他們寄望將來，維持他

們在學業、生活、工作方面的主動性及

積極性，以使他們可以為本地社會作

出貢獻；同時，亦可以增加他們向上層

社會流動的機會，讓他們在本地社會

之中發熱發亮，進而改善自身的生活

環境及條件，最終消滅跨代貧窮的厄

運。 

(四) 實施「專科專教」的作法 

「專科專教」的作法才能夠保障

教育的品質及其成效。關之英(2012)指

出「非華語的中文教師必須接受教師

培訓，大專院校要為職前及在職教師

提供培訓課程。」這就是說任教面向非

華語學生中文課程之教師，必須曾經

接受專業的教學訓練，即曾修讀教授

中文作為第二語的學士學位或深造碩

士學位，以確保師資的質素；所謂「工

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教師就是提

升非華語學生中文水平的利器，若要

他們的中文學習表現有所提升，那麼

師資培訓必然是達到這個目標的首要

一步。事實上，教授中文作為第二語言

與教授中文作為母語是並不相同的，

語文教師必然需要學習相關的教學理

論，才能夠有足夠的知識計劃課程、設

計教材、進行施教，否則學生的學習成

果便不能夠得到一定的保障。由是可

見，香港教育局須制定相關的規定，要

求任教非華語學生中文課程的教師必

須持有相關的學位或深造文憑，以確

保他們擁有足夠的專業知識，保障非

華語學生的中文學習質素。 

(五) 建立教授非華語學生中文網絡 

專業交流能夠促進任教非華語學

生中文的教師之專業發展。吳善揮

(2014)認為「臺灣的教學研究風氣濃

厚，一方面教育當局經常舉辦教學研

討會，讓教師分享自身的教學經驗；而

另一方面，教育機構亦設置了不同的

教育研究刊物；讓教師發表教育的研

究成果；這些作法都鼓勵了廣大教師

的相互交流觀摩；並有助教師的專業

發展。」這就是說教師之間的相互交

流，不但能夠使到他們的教學專業化，

而且更能夠使到他們做到「他山之石，

可以攻玉」，即把別人之優勝之處，加

以學習並應用在自己的日常課堂之

中，以提升學與教的成效。由此可見，

筆者建議香港教育當局宜每年定期舉

行不同相關的教育研討會，以讓教師

在課程設計、教學方法、評量方式、學

習材料設計等各方法互相交流專業意

見，而最重要的就是邀請前線教師把

自身的教學經驗、教學研究成果寫成

學術性論文，並作發表，以推動他們在

非華語學生的中文教學方面之專業提

升；在專業交流的平台形成之後，那麼

不同學校的教師便可以互相支援或進

行協作教學，那麼學與教便會變得更

有效率，非華語學生的中文水平亦能

夠得以提升。 

五、總結 

綜合而言，非華語學生的中文水

平影響到他們在本地社會的發展、融

和、競爭力等，與他們能否改變自身的

命運有着莫大的關係；事實上，若香港

教育當局仍然不願意正視非華語學生

的中文學習問題，並為他們設置中文

作為第二語言課程，那麼他們的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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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定必不能夠提升，而改變自身的

生活處境亦自然無從談起。筆者期待

香港教育局能夠實事求是，為非華語

學生創設更合適的中文學習環境，保

障他們學習中文的應有權利，讓他們

也能夠在本地社會之中追求自己的夢

想，建立自己成功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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