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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rning process:學習過程

1 Fix a target : e.g. introducing a local snack
定學習目標：例如—介紹街頭小食

2 Input from teacher老師輸入

3 Output from students學生輸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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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arch and edit relevant materials準備教材 

  teach necessary vocab, structures & language skills 教授詞彙及語言技巧 

 direct students to gather information 指導學生搜集資料 

 gather information from 從以下方式搜集資料 

observing, asking, listening, reading & experiencing 觀察，詢問，聆聽，閱讀&體驗 

 edit information (analytic & summarising skills) 整理資料(分析及綜合技巧)  

 present– speaking or writing or acting  

(using expressing skills) 表達方式 — 説話，寫作，表演 (應用表達技巧) 

 get feedback from teacher/ peers,  work out for improvement  

     聽取回饋，尋求改善及進步   



Learning contents – common factors
學習内容—共同範疇

Self 自己 friends and family 家庭和朋友

school     學校

local area  社區

the world  世界

future ambition 計劃將來

Examples : school curriculum ,  exam specification

例如 : 學校課程，考試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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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kills indicators 學習指標

- From 2nd language learning framework中文第二語言架構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curriculum-development/kla/chi-
edu/second-lang/NLF_outcome_listening_2019.pdf

- From exam specifications考試範圍

https://qualifications.pearson.com/en/qualifications/edexcel-

gcses/chinese-201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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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curriculum-development/kla/chi-edu/second-lang/NLF_outcome_listening_2019.pdf
https://qualifications.pearson.com/en/qualifications/edexcel-gcses/chinese-2017.html


Teaching strategies 教學策略

Examples:    Reading to learn, Learning to write閱讀促進學習法

舉例: drama 戲劇教學法

picture book 繪本教學法

target oriented teaching目標爲本教學法

…

R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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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acler.hku.hk/hk/research/project/provision-of-services-2018-20-for-running-of-

chinese-language-learning-support-centres-for-non-chinese-speaking-ncs-students/teacher-

workshop/ 



教授閱讀策略
1. 釐定教學目標 /學習成果 (參考中文第二語言架構)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curriculum-development/kla/chi-

edu/second-lang/NLF_outcome_reading_2019.pdf

2 準備閱讀教材—

e.g. 告示、傳單、剪報、對話、故事、傳記、文章

3 擬題— Assessment for learning評估促進學習

Assessment of learning 考核學習成果

e.g.  填充，排列，選擇，連結，繪圖，

書寫，答題、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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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備考閱讀卷教學策略的建議
(Assessment of learning)

•熟悉課程所涵蓋的主題

•熟悉相關詞彙

•學習在不同語境中運用詞彙

•練習閱讀技巧：
• 小心閱讀，辨別字裏行間的意思，擷取所需資料

• 培養分析、綜合及總結技巧

•熟習中英文表達形式

Competence in both Chinese & English (GC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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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寫教學策略（參考考試評分準則）

協助學生

•認識相關主題内容、文化、背景

•練習基本寫作技巧—詞彙、句式、複句、形容詞、
動詞、條理分明、結構緊密、書寫流暢

•小心審題

•釐定書寫大綱，包括所有要點

•叙述要清晰，表達意見要中肯，並加解析

• Tenses –包括現在式、過去式及將來式

•注意字數分配，在規限字數内完成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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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寫教材編寫

舉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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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例二: 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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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例二: 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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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ding & Writing 
Teaching strategies –

Ref: IGCSE



IGCSE - Common topic areas

A Home and abroad

B Education and employment

C Personal life and relationships

D The world around us

E Social activities, fitness and h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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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GCSE Reading & writing paper
(Ref past paper)

• For listening and reading:

• identify and note main points

• deduce the meaning of words from context

• extract specific details

• identify points of view

• show some understanding of unfamiliar language

• recognise attitudes, emotions and opinions

• Passages in various forms: dialogues, statements, letters, interviews, 
prose etc.

• For writing

• Translation from English to Chinese (4 sentences)

• 1 short piece 60-75 characters on a given task (related to reading)

• 1 writing 125- 150 characters on 1 of the 3 given top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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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ding & Writing 
Teaching strategies –

Ref: GCSE



GCSE Themes

1) Identity and culture

Who am I?  Daily life  Cultural life

2) Local area, holiday, travel

Holidays, Travel & tourist transactions, 

town, region & country

3) School

What school is like, school activities

4) Future aspirations, study and work

Using languages beyond classroom, Ambitions, Work

5) International and global dimension

Bringing the world together, environmental iss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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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CSE Reading exam (ref past paper)

• 9 graded passages , various topics , different writing styles

• 1 literary text, short extract, adapted to suit level

• 1 short translation from Chinese to English

• Q&A - Multiple choice & short answers in English

• Recognize ten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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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CSE Writing exam (Ref past paper)

• 1 informal writing, include 4-5 bullet points, 

80-110 characters, 20 marks

• 1 formal writing , include 4 bullet points,

130-180 characters, 28 marks

• 1 translation, English (about 50 words) to Chinese

12 ma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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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CSE Writing Marking activity

1  Read the Writing Mark Grid :  (Ref Mark scheme ) for
• Communication and content 

• Linguistic knowledge and accuracy 

2 Go through the marking process, with commentary and explanation 
for mark bands

3   Translation marking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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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CE Themes

• Theme 1: The changes of modern Chinese society

(Family, Education and Work)

• Theme 2: Chinese Culture

(Traditions and Activities)

• Theme 3: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Society)

(Communication & Technology and Economy &  Environment)

• Theme 4: The impact of reform since 1978

(Reform and China & UK relation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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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CE paper 1 – 9CN0/01

Ref 2019 past paper

3 Listening passages 

4 Reading passages

1 Translation passage (from Chinese to Eng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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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CE Paper 2 – 9CNO/02

Ref:  Written response to works and translation

2 written work, either 1 on drama 1 on literary text 

or  2 different literary texts

(choice of titles & questions)

1 Translation – from English to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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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2017.html

• https://qualifications.pearson.com/en/qualifications/edexcel-
international-gcses-and-edexcel-certificates/international-gcse-
chinese-2017.html

• https://www.edb.gov.hk/tc/curriculum-development/kla/c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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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cessing Chinese Bk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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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 of presentation

HAPPY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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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華語學生中文學習教師專業發展工作坊(四)：
讀寫技能的教學策略--以GCSE教學和評估為例





學
校
簡
介

創校：1998年創校，現時為開校第二十二年。

性質：津貼男女子文法中學
語言：母語教學

部份非華語學生班別會以英語授課

校址：將軍澳

招收外籍學童情況：二零一一年九月首批非華語學童共十七人入讀
中一，現時全校共有二百五十多名非華語同學，
佔全校學生人數約四成左右。

國籍：約二百五十人中，以巴基斯坦同學佔多數，亦有印度、
尼泊爾、韓國、比利時、菲律賓、泰國、美國等……14個不
同國籍的同學。



學校學生國籍分佈

• 2011年起收取非華語學生，各級學生分佈如
下：

• 全校共14個族裔，分佈如下：

級別 中一 中二 中三 中四 中五 中六 全校
NCS 37 58 37 47 44 36 259

泰國 巴基斯坦 印度 尼泊爾 英國 菲律賓 美國

南非 日本 西班牙 韓國 加拿大 比利時 委內瑞拉



讀寫技能的教學策略--以GCSE教學和評估為例

應試

層面

科本

層面

學校
層面



學校層面──中英並重

刊物 通告 壁報



讀寫技能的教學策略--以GCSE教學和評估為例

應試

層面

科本

層面

學校
層面



自擬中文校本課程—為GCSE作好準備

參加教育局語文教學支援組「中文教學支援及校本
課程發展」，進一步釐定整體課程目標，循序漸進
為GCSE做好準備，亦在GCSE的基礎上面向GCE及本
地課程。





各程度單元主題：
（一）個人成長
（二）我家在香港
（三）中國情懷
（四）擁抱世界

國家

社
會

個
人



GCSE 2019 新考試大綱



單元一
個人成長

單元二
我家在香港

單元三
中國情懷

單元四
擁抱世界

程度二 1. 新開始

2. 食物金字塔

3. 肥胖的問題

4. 瘦身熱潮

1. 香港交通

2. 香港四季

3. 香港的青馬大橋

4. 遊覽香港山頂凌霄閣

1. 十二生肖的故事：鼠小

為大

2. 中國節日：中國新年

3. 中國節日：中秋節

4. 中國城市：北京

1. 亞洲

程度三 1. 談談我實現夢想的方法

2. 學習中文的重要

3. 談談融入香港社會生活

的看法

4. 談談守時的重要

1. 觀賞龍舟競賽

2. 記一次觀看單車比賽的經

過

3. 記述一次參加香港馬拉松

比賽的經歷和感受

4. 記一次觀看香港七人欖球

賽的經過和感受

1. 端午節

2. 清明節

3. 七夕節

4. 天后寶誕

1. 萬里長城

2. 聖詹姆士公

園

3.

程度四 1. 看電視的利與弊

2. 瘦身有道

3. 追星一族

4. 談談青少年自殺問題

1. 八達通

2. 共享單車

3. 談談中學生兼職的利與弊

4. 談談電子貨幣的利與弊

1. 難忘的端午節

2. 中國家庭結構的變遷

3. 一帶一路

4. 世界各地的唐人街

1. 功夫熊貓

2. 花木蘭

Theme 4

Theme 2

Theme 1

Theme 3

Theme 5



單元一
個人成長

單元二
我家在香港

單元三
中國情懷

單元四
擁抱世界

高中一 1. 初見深水埗

2. 等待伯樂的舊街道

3. 老街風景

1. 奧運知多少

2. 基因改造食物

1. 運動家的風度

1. 海外工作假期

2. 追尋夢想的林書豪

3. 勇於挑戰的周潤發

1. 肥胖的問題

2. 瘦身熱潮

3. 七人欖球

4. 談談電子貨

幣的利與弊

5. 唐人街

6. 看電視的利

與弊

Theme 4

Theme 2

Theme 1

Theme 5



每程度每個單元在語文知
識部分均會滲句式，讓學
生以螺絲學習關聯詞。



考試時由初中到高中均會
考核關聯詞，希望學生可
以學以致用，將來應用在
GCSE寫作上。



讀寫技能的教學策略--以GCSE教學和評估為例

應試

層面

科本

層面

學校
層面



策略一：溫故知新



策略二：由淺入深







小步子
鷹架 參考詞彙









了解評卷要求



Important reminders重要提示:

1. 重點字眼應用於每段第1句
2. 時態

3. 關聯詞

4. 多元詞彙



Your Head Teacher invites students to take part in planning for the School ActivityWeek. 
Write a letter to your Head Teacher and convince him to accept your suggestions.
You must refer to the following points:

• what you enjoyed about the School Activity Week last year
• why Activity Week is important
• your suggestion(s) for activities this year
• what you would like the teachers to do.

Justify your ideas and your opinions.
Write approximately 130–180 characters in Chinese.
Use appropriate language for a formal letter.

2019 2B



策略三：互評



策略四：好文共賞互勵互勉



策略五：鞏固所學





策略一：學校層面──中英並重

刊物 通告 壁報



策略二：積學儲寶



策略二：積學儲寶



策略三：善用電子學習軟件即時互評





NCS TEACHER WORKSHOP 4 (19/12）
GCE寫作教學策略

以《爸爸的花兒落了》為例
耀中國際學校（中學部）

簡弘毅

wangngaikan@ymail.com



教學主題



重要訊息



卷二
評估方式與要求



問題舉隅



評分準則



卷二注意事項

情節/人物性格

Essay format

個人意見（需要以情節舉例支持及
與所學主題扯上關係）

語言（句式和成語）



卷二
文學教學活動

將文章按情節分拆為數篇閱讀篇章

教授情節而非字詞

以戲劇元素的教學活動加強學生對情節的印象

個人意見（以情節支持其看法）

文章結構



以《爸爸的花兒落了》為例
將文章按情節分拆為數篇閱讀篇章

章節 時間 場景 主題

新建的大禮堂里，坐滿了人⋯⋯今天，
「六年後」到了，我真的被選做這件事。

畢業禮當天 學校禮堂 英子小學畢業，她做到
了兩個爸爸對她的期望，
可是爸爸不能參加畢業
典禮。

爸爸啞著嗓子，拉起我的手笑笑說⋯⋯自
從六年前的那一次，我何曾再遲到過?

畢業禮前一天 醫院 爸爸不能參加畢業禮及
對英子的叮囑

當我在一年級的時候⋯⋯送給親愛的韓老
師，她教我跳舞。

英子小一時 家與學校 爸爸體罰英子及英子所
學到的事情

啊!這樣的早晨⋯⋯老師!你們要永遠拿我
當個孩子呀!

畢業禮（及童
年回憶）

禮堂 回想與爸爸的生活點滴
及表達不想長大的心情

做大人，常常有人要我做大人⋯⋯並且要
他明天在花池里也種滿了蒲公英。

回憶（爸爸患
病時）

銀行 英子做到了爸爸吩咐的
事情，漸漸長大

快回家去!⋯⋯我也不再是小孩子 。 畢業禮後 回家 爸爸去世，英子也長大
了。



以戲劇元素的教學活動加強學生對情節的印象

閱讀篇章 活動

閱讀一 你覺得英子在畢業禮時有什麼感覺?

閱讀二 嘗試想想英子和爸爸的性格及當時的情況，以適當的聲音和語氣把他們的對話演繹出來。

閱讀三 定格照片(still image) 把爸爸打英子的過程作四幅定格照片，再拼貼成一張連環圖。

閱讀四 聽完韓主任說話，便到英子致謝辭。請為英子準備一份兩分鐘的演講辭。 (提示∶英子今年十二
歲，小學六年級畢業。) 

閱讀五 角色扮演：英子回到醫院跟爸爸報告匯錢的過程

閱讀六 續寫英子日記：
從畢業典禮回家，老高便要我趕到醫院去。我一到醫院，⋯⋯



電影分析
FILM ANALYSIS

教師專業發展工作坊
Miss Jessica Young

19-12-2020



TEACH A FILM

• https://qualifications.pearson.com/content/dam/pdf/A%20Level/Chinese/2017/teachin
g-and-learning-materials/GCE-Generic-2017-Approaches-to-teaching-film.pdf

FILM

Sounds

Words
Images

https://qualifications.pearson.com/content/dam/pdf/A%20Level/Chinese/2017/teaching-and-learning-materials/GCE-Generic-2017-Approaches-to-teaching-film.pdf


ANALYZE A FILM

• https://qualifications.pearson.com/content/dam/pdf/A%20Level/Chinese/2017/teachi
ng-and-learning-materials/GCE-Generic-2017-How-to-analyse-text-film.pdf

Social and 
Cultural 
Settings

Key 
Themes

Characters Styles / 
Techniques

https://qualifications.pearson.com/content/dam/pdf/A%20Level/Chinese/2017/teaching-and-learning-materials/GCE-Generic-2017-How-to-analyse-text-film.pdf




MARKING SCHEME

GRAMMAR AND VOCABULARY

 Critical Response



建議教學法：
場景分析練習



你對《天水圍的日與夜》的
第一印象？

例如：樸實、用色比較淡/暗



編劇/導演在想甚麼？

因某些目的，運用某些拍攝手法

透過觀看電影，猜想編劇/導演的用意

編劇/
導演

電視劇
/電影



場景分析練習

• 首先，老師播放其中一個電影場景

• 引導學生根據基本範疇思考，然後進行

小組討論

• 運用練習簿，記下小組討論的結果，並

派代表分享

• 老師評價各組的答案，再提供自己的分

析作參考

• 建議從較短的場景入手，避免讓學生感

到壓力



工作紙（初階）

（例子） 文字 影像 聲音

重點 沒有對
白

色彩鮮
明

節奏明
快的背
景音樂

意義 讓觀衆
集中觀
看畫面

形造歡
樂的氣
氛

形造歡
樂的氣
氛

- 主要就「文字」、「影像」、

「聲音」三個範疇記下簡單重點

- 然後由老師引導學生思考，嘗試

解讀當中的意義

- 討論過程中可訓練學生思考電影

内容的細節，亦可向他們介紹一

些功能詞彙



工作紙（中階）

拍攝
手法

鏡頭

鏡頭
角度

運鏡

聲音

燈光

色彩

- 認識拍攝手法及相關詞彙

- 嘗試推測運用某拍攝手法

的原因以及其功用

- 較進階的學生可評論電影

的拍攝手法，及提出改善

建議



拍攝手法

鏡頭 CAMERA WORK

• 鏡頭角度：高角度、低角度

• 鏡頭：特寫、中景、遠景

運鏡 MOVEMENT

• 鏡頭拉近、拉遠、滑動變焦

引自高中中文 (第一冊) ©中文教育研究出版社 版權所有，不得翻印。

聲音 Sound
 無聲 / 寂靜

 背景雜音

 消除背景雜音

 放大某種聲音

音樂 Music

 速度：急速、輕快、緩慢、沉重

 音高：高音、低音

色彩 Colors

 顔色外相：冷色、暖色

 顔色亮度：淺色、深色

燈光 Lighting

 明調採光

 可製造開闊／友善的氣氛

 暗調採光

 可製造懸疑／緊張的氣氛



Thompson R., & Bowen, C. J. (2009). Grammar of the Shot. (2nd ed.). USA: Focal Press.
岑紹基博士編 2020 高中中文：第二語言中文教材 (第一冊) 中文教育研究出版社

• 鏡頭 Camera Work

• 鏡頭：特寫、中景、遠景

• 特寫的鏡頭可讓觀眾集中于角色的面部表情，但

不能像中景、遠景一樣提供背景資訊（例如：主

角的動作、處於甚麼環境等）。換個角度看，特

寫由於無法展示背景發生的事情，適用於營造懸

疑氣氛

• 鏡頭角度：高角度、低角度

• 當鏡頭在上方向下拍攝，可特顯出被拍角色向上

仰視的情況，反映角色為權力較小、比較需要幫

助的一群

• 角色人物在畫面的位置

• 一般而言，角色人物的視線方向有

足夠的空間

• 有些時候會刻意安排角色人物面向

並貼近畫面框架，大幅縮小視線方

向的空間，營造壓迫感等負面情緒



工作紙（高階）

貴姐與「阿婆」的關係變化？

觀點 (Point) 變得親近

證據 (Evidence) （電影中的情節）
初初認識的時候，貴姐主動打招呼或
是提供幫忙，但「阿婆」表現不太願
意接受。
後來，「阿婆」主動送金器給貴姐，
把其當作家人。

解釋 (Explanation) （從上述證據中可看出）
「阿婆」漸漸開始接受貴姐。

- 需要結合電影中多個場景作分析

- 學生需要因應題目，思考電影中

出現的情節，並選取合適的内容

作證據

- 透過對證據的解釋，引證自己的

觀點



例題：
探討電影如何表達「阿婆」
與女婿的關係。

提示：電影中哪個場景跟這道題目相關？

「阿婆」與女婿相約在酒樓的一幕



試題作答例子（比較）
例題：探討電影如何表達「阿婆」與女婿的關係。

鏡頭運用得宜，配合
劇情需要用遠景交待
整個畫面，又以近鏡
特顯各人的情感。

「阿婆」十分期待見孫
兒，但女婿推説孫兒忙
於做暑期工，沒有空一
同飲茶。

整體來説，電影有效地運用各種
拍攝技巧，令觀衆觀看時容易投
入情節，簡單直接地領略到「阿
婆」與女婿兩人的關係不太好。

但是，我認為某些用以表
達關鍵情節的畫面可考慮
由遠景切入至近鏡，甚至
特寫。例如，女婿拒絕

「阿婆」送出金器的一刻，
可用特寫展示兩人的手部
（及金器），以幫助觀衆
聚焦於較重要的情節上。

電影情節中，「阿婆」
與女婿相約在酒樓的一
幕表達出兩人的關係不

太好。

當女婿拒絕「阿婆」送出
金器時，「阿婆」神情失
落，非常傷感，演技逼真。

觀看電影時，我充分感受
到「阿婆」被拒絕的時候

多麼失望、傷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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