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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音文字

• 例如英文，L1.5的課堂語言

• L2學生的母語

• 由26個字母組成，數量有限

• 形音的連繫較清晰

• 聲符容易辨識

• 字詞之間有區間

▪ 表意文字

▪ 例如中文(繁體字)

▪ 由部件組成，數目達445個，部首
也有213個(黃沛榮，2009)數量繁多

▪ 形音的連繫不明顯 (Leong, 1997)

▪ 不易找出聲符

▪ 字詞之間沒有區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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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等：表音文字 與 中文：表意文字

構字元素及原理有明顯分別 (Sung & Wu,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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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

音：

義：生活在水中的脊椎類動物

(餘)

魚
Fish [fɪʃ] 

A limbless cold-blooded vertebrate 

animal with gills and fins living 

wholly in water



▪先培訓他們的說聽能力

▪逐漸累積口語詞彙

▪培訓他們的識字能力

▪學習拼音有助他們掌握發音，但不能過於倚賴 (拼音
也是書面語，由拼音轉譯為漢字增加了認知負荷) 

▪儲存一定的詞彙量，盡快開始閱讀和寫作

說
聽

識字
/
拼音

寫
字

閱
讀

寫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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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錫金、羅嘉怡，2014)



閱讀

聽
說

識字
寫作

思維

自學

循環不斷的學習週期：

當學生有一定的識字量後，
便應通過閱讀，發展學生的
聽說讀寫、思維以及自學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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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嘉怡、胡寶秀、祁永華、鄧啟麟，2019)



▪學習障礙學生之中，80%具有閱讀困難，90%具有
識字困難

▪閱讀困難無法隨年級增加而自然獲得改善(謝錫金等，
2006)

▪針對識字解碼技巧的教學，效果優於文脈導向的識
字教學

▪有閱讀困難的學生，經過適當的識字訓練後，他們
的平均識字表現可達到一般學生的水準(謝錫金等，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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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詞彙識字法

▪ 學生的口語比書面語豐富，能用口語表達複雜
的思想和感情，表示他們已掌握一定的語言知
識，和口語詞彙的字音和字義

▪ 找出學生的心理詞彙，説明他們學習字形，便
能快速和有系統地學習大量漢字

▪ 這些詞彙結合了學生的生活經驗，學習時特別
容易和愉快，識字效率特高

▪ 幫助學生從口語過渡到書面語

10

(謝錫金，2004)



綜合高效識字法

學習特點：

1. 心理詞彙帶動識字

- 由一個字詞帶動，學習其他相關字詞

大眼

蜜蜂

針

刺人 痛

花

菊花

水仙

葉

翼（翅）飛

蝴蝶蜻蜓

11(謝錫金，2004)



1. 學生從生活環境中學習字詞，學習速度會
較快，例如家居和社會中的高頻常用字詞

2. 學習熟悉的字詞(即心理詞彙)，很快便能
夠掌握漢字的字形、字音和字義，以及語
言的基本規律，並能夠用簡單的語言和別
人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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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說 識字 寫字 閱讀 寫作

14

基礎語文能力 進階語文能力



閱讀
語文能力、品德情意、思維、
自學能力的發展

閱讀

寫作

15

1. 聆聽
2. 說話
3. 閱讀
4. 寫作
5. 文學
6. 中華文化
7. 品德情意
8. 思維
9. 語文自學

180



▪引導學生就着作品內容作「深層的價值判斷、
情感和對美的領悟」

▪作潛移默化的教化作用

▪代入角色以體會感情與深思生命

▪培養同理心(empathy)

16

(何洵怡，2011)



教學設計應兼顧

動機

理論

學習

理論

戲劇

教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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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劇
教學法

• 自我決定論

• 閱讀理論
• 讀者反應理論
• 讀者處境模型

(羅嘉怡、胡寶秀、祁永華、鄧啟麟，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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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機和情緒

▪動機影響學生的行為，啟動他們的認知機制

▪是決定學習表現的重要因素

▪動機與好心情相輔相成

19

Loh, E.K.Y. (2019). What we know about expectancy-value theory, and how it helps to design a sustained motivating learning environment. 

System.

Ranellucci, J., Hall, N.C., Goetz, T. (2015). Achievement goals, emotions, learning, and performance: A process model. Motivation Science,

1(2), 98-120.

Emotivation



三個達致有效學習的基本心理要素：

1. 勝任 要讓學生對學習充滿信心和渴望參與

2. 歸屬 要讓學生與同儕及學習內容建立關係

3. 自主 要讓學生在課堂內外體會自主學習的樂趣

自我決定理論 與 戲劇教學法 有何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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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理解是提取和

建構意義的過程

22

讀者 (Reader)、篇章 (Text)、活動 (Activity)、情境 (Context)

讀者
Reader

篇章

Text

活動

Activity

(Snow & Sweet,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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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知能力
(Cognitive 
capacities)

動機
(Motivation)

知識
(Knowledge)

閱讀策略
(Comprehensio

n strategies)

•內容圖式

•文類圖式

•閱讀目的



理解基本/表層文意

(Surface code)

理解篇章深層意義

(Text base)

建構個人新知及看法

(Situation model)

戲劇教學法能提升學生對篇章的理解層次

閱
讀
教
學
的
目
標

(Graesser, Mcnamara, & Louwerse, 2003; Graesser, Millis, & Zwaan. 1997; Kintsch, 1986; Snow & Sweet,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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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篇章的表面訊息 (Surface code)

• 文本表達的意義(Text base)

• 建構個人的知識 (Mental models)

• 篇章結構和文類知識 (Text genre)

• 讀者因應不同文類的特點，與

作者溝通 (Communication channel)



更廣闊的社會語言環境

即時的情景和語境

文本讀者 交互作用

(Weaver C, 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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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der-Response Theory)

27

不同讀者有不同見解
每次閱讀有不同體驗
通過反復思考，建構更
深刻的含義

讀者自己解釋作品
賦予個人的意義
提升理解層次

給予 接受

代入情景

(Heidgegger & Gadam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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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主導

學習

重視個人對

文本的演繹

文本的

教學功能

(羅嘉怡、胡寶秀、祁永華、鄧啟麟，2019)



讀者

反應理論

讀者

處境模型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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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篇章中人物的遭遇，引發讀者的聯想

▪ 產生移情作用，體會角色的處境和感受

▪ 通過戲劇活動，把篇章角色的形象活化
成讀者腦中的心理意像，使認知與情意
結合

▪ 個人品德情意的昇華

30

(何洵怡，2011)



能同時發展綜合語文能力—聽說讀寫、品德
情意、高階思維

31

有趣的

學習活動

真實的

語境

主動地

反復閱讀、

深刻理解

自主地克服

學習困難

照顧個

別差異
高動機、投入

創建、結合
讀者處境模型
讀者反應理論

戲劇教學法：
仲介作用

代入角色
移情作用
賦予個人意義

認知與情意的
結合昇華

減低對學習語言的恐懼
打破沉默期
聽說、協作、互動

減低語言焦慮
以說聽讀帶動寫

不同的
戲劇教學法

(羅嘉怡、胡寶秀、祁永華、鄧啟麟，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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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劇教學 VS     戲劇教學法

▪獨立成科

▪撰寫劇本

▪準備道具、服裝、配樂、
舞臺設計

▪安排彩排時間

▪一個教學環節 / 活動

▪設計和完成活動前/後的工作紙

▪準備教學構思、説明學生理解課
文內容，蘊釀情緒；準備感情、
聲線、動作、表情

▪課堂小組討論，即堂完成戲劇教
學法的活動

33

(羅嘉怡、胡寶秀、祁永華、鄧啟麟，2019)



戲劇教學的形式

1. 定格(Still-image)

2. 思路追蹤(Thought Tracking)

3. 獨白(Monologue)

4. 朗讀劇場(Readers’ Theatre)

5. 良心小巷(Conscience Alley)

6. 教師入戲(Teacher-in-role) /

學生入戲 / 入戲寫作

6. 提問角色(Hot-seating)

7. 訪談(Interview)

8. 座談會(Panel Discussion)

9. 作者多重聲音(Multiple Voices 
of the Author)

10. 論壇劇場(Forum Theatre)

(何洵怡，2011)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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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格 + 思路追踪



定格(Still-image)

➢像拍照一樣，將表情和動作
「凝住」，用靜止畫面表現故事
內容

➢老師可邀請其他同學分析正在
發生甚麼事、人物間有甚麼關係，
或憑面部表情推敲其內心感受

36



定格(Still-image)

➢可只演繹文本的關鍵情節

➢可要求每組設計文本其中一個情節的定格，各組
定格連在一起就能簡單而有系統地呈現文本的起
首、中段和結尾

➢尤其適合說話能力較弱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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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路追蹤(Thought Tracking)

➢學生創作定格後，教師拍拍學生的肩膀，讓他
們以角色身分，就當時心情說出一句對白

➢讓學生聽見不同角色的思路和感覺，反思戲中
發生的事情

38



39 朗讀劇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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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書面語朗讀，欣賞文本的用詞及文筆特色

➢手拿劇本，以充滿感情和抑揚頓挫的聲音朗讀

➢只用聲音、眼神、表情與觀眾溝通

➢ 透過聆聽演員演繹，捕捉作品情節的發展及人物的喜怒哀
樂，和廣播劇十分相似

➢沒有道具、舞臺效果

➢無須排練走位、背誦台詞，表現更自然、流暢

➢結合了朗讀與戲劇的元素，有機地結合閱讀和說聽的訓練

(羅嘉怡、胡寶秀、祁永華、鄧啟麟，2019)



教學上的注意事項：

▪宜選擇較多對話的文本

▪若內容涉及一些隱藏的情感，或角色之間的矛盾或衝
突，戲劇效果會更明顯，對情感的探討會更深刻

41

(羅嘉怡、胡寶秀、祁永華、鄧啟麟，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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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聆聽

從語氣、語調理解話語背後的意思

2. 說話

與組員交流、討論；合作演出、演繹對白

提早結束語二學習者的沉默期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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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嘉怡、胡寶秀、祁永華、鄧啟麟，2019)



3. 閱讀

培養仔細閱讀的習慣

創設情境，代入角色，人物角色和篇章有高層次的理解 (推論、綜
合、評價人物行為和性格等)

4. 寫作

製造表達意欲、培養想像力

將課文整理，戲劇活動後的延伸寫作，激發學生表達的意欲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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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嘉怡、胡寶秀、祁永華、鄧啟麟，2019)



5. 文學

代入作者的角色，學習欣賞作品的用詞和佈局

6. 中華文化

視乎文本題材，主動認識中華文化

45

45

(羅嘉怡、胡寶秀、祁永華、鄧啟麟，2019)



7. 品德情意

分析、討論文本，培養正確的價值觀

8. 思維

訓練多角度思維、批判性思考

9. 語文自學

加強對語言的敏感度，提升學習興趣，培養預習和重複閱讀的習慣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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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嘉怡、胡寶秀、祁永華、鄧啟麟，2019)



• 為學生製造輕鬆、愉快的學習情緒

• 營造課堂氣氛，提升專注度和參與度

• 培養與人溝通、合作的能力

• 提供發揮機會，建立自信

• 由學生主導，老師從旁引導、回應

47

47

(羅嘉怡、胡寶秀、祁永華、鄧啟麟，2019)



▪老師需要根據文本挑選最合適的教學策略

▪戲劇教學法可以是其中一種教學活動的設計

▪重點是引導學生主動尋找文本的深層意義，發掘隱含的
品德情意訊息

▪一個簡單的戲劇教學活動，足以學生會不由自主地反復
閱讀文本，從細微處尋找大意義

48

(羅嘉怡、胡寶秀、祁永華、鄧啟麟，2019)



▪每位老師、每位學生都與別不同

▪沒有最好的方法，亦沒有單獨一種教學法能解決所有學與
教的問題，或適合所有老師和學生

▪唯有不斷探索、改變與創新

▪融合表演、戲劇、科技輔助教學法、趣味手工、遊戲、視
覺式教學法、從做中學的任務型教學法及語言和文學綜合
學習、腦研究為本教學法，培養批判性思維，跨學科學習
等

▪目的都是想讓學生投入學習、主動學習、積極學習，都是
好的教學法

49(羅嘉怡等，2019)



▪二語學生的學習表現受多種因素影響，包括他們的
語言身份(language identity)、社經地位、社會認同、學
習經歷、情感記憶

▪學習動機能減低上述因素對學生的影響，加強他們
的學習表現、學習過程中的堅持和選擇參與不同的
學習任務

▪因此，二語教學中，無論是課程設計、挑選教材、
運用不同的教學法，以至評估，都應該以學生為本

50(羅嘉怡等，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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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戲 劇 活 動 輔
助 教 授 非 華 語
學 生 中 文 文 學
篇 章 - 以 《 爸
爸 的 花 兒 落 了 》

為 例
耀中國際學校（中學）

簡弘毅



GCE A level 考什麼？
• 字詞
• 記得情節
• 選取適合情節
• 分析及評價能力

㔓╨㋯㴄ㅌ㊺❃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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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畢業禮
活動一：心理詞匯
• 幻想一下：
• 你在一個畢業典禮⋯⋯

此相片 (作者: 未知的作者) 已透過 CC BY-NC 授權

https://pngimg.com/download/11589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3.0/


畢業禮

• 你會有什麼感受？
• 開心
• 高興

•你會看到什麼？
•證書

此相片 (作者: 未知的作者) 已透過 CC BY-SA-NC 授權

https://www.flickr.com/photos/92251361@N06/8382484735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sa/3.0/


心理詞匯

•利用圖像，讓學生以想像力進
入語境
•收集全班所能想到的詞語
•再製成詞語表



活動二：讀者劇場
•請用合適角色的語氣演繹爸爸
與英子的對話
•場景：醫院
•英子：明天是小學畢業典禮，
她很想爸爸出席
•爸爸：生病，聲音沙啞，身體
虛弱，無法離開醫院



對白：

爸爸啞著嗓子，拉起我的手笑笑說：

「我怎麼能夠去？」

但是我說：

「爸爸，你不去，我很害怕，你在台底下，

我上台說話就不發慌了。」

爸爸說：

「英子，不要怕，無論甚麼困難的事，只要

硬著頭皮去做，就闖過去了。」

「那麼爸不也可以硬著頭皮從�上起來到我們學校
去嗎？」

爸爸看著我，搖搖頭，不說話了。他把臉轉
向牆那邊，舉起他的手，看那上面的指甲。然後，
他又轉過臉來叮囑我：

「明天要早起，收拾好就到學校去，這是你
在小學的最後一天了，可不能遲到！」

「我知道，爸爸。」

「沒有爸爸，你更要自己管自己，並且管弟
弟和妹妹，你已經大了，是不是？」

「是。」

讓學生了解人物性格及關係
在演繹時能代入角色，加強記憶



活 動 三 ： 定 格 照 片

•將爸爸體罰英子一幕拍
成四張照片
•再配以文字描述



活動四：角色演講

•你是英子，你在禮堂中
•你將代表全級畢業班在兼禮中致謝辭
•你會說什麼？



學生演講節錄：

• 「⋯⋯我想把這個時間奉獻給我的爸
爸，因為他今天不能來這裡。即使他
不在這裡，我知道他為我感到驕傲。
我的爸爸幫助我成為我最佳的版本，
我想感謝他因為囑咐我盡我所能，有
些人可能會認為他是嚴格的，但是他
幫助我學習。」

• 「最後，最後，我就係要感謝我嘅爸
爸，雖然佢今日唔喺度，但係如果無
咗佢我唔會而家在台上同你哋分享，
我仲有啲特別嘅事情，佢雖然係一個
嚴格嘅爸爸，但係我都好感謝同好愛
佢，多謝。多謝大家。」

學生對情節的理解
評價能力
聽說能力



活動五：角色寫作

•你終於到了醫院
•你看到什麼？
•你有什麼感受？
•之後發生什麼事？



加強非華語學生有效學習中文

的教學活動

地利亞修女紀念學校(吉利徑)   方麗玲老師
 

20.2.2021



以戲劇促進非華語學生的語文表達能力，
並將所學的語言能力擴展到日常生活中

➔ 提高學生學習中文的興趣

➔ 識字量增加

➔ 將抽象詞彙或概念具體化

➔ 加強學生聽說能力

➔ 取材生活化，可讓學生反思社會問題



學生背景 
● 學生年級：中二級, 人數二十八人

● 語文能力：

○ 程度中上

○ 大部分學生聽説能力較佳，小部分同學能操流利廣東話

○ 學生的閲讀能力及寫作能力有待改進，無法獨自完成文章理解

及寫作任務



學生對學習中文的態度

● 說話和聆聽方面還可以應付得來

● 學生覺得中文科沉悶，課文對學生並不吸引,他們沒有產生共鳴

● 他們不願閱讀、認字及寫作

● 中文筆劃多、部首部件多，組合成的字

● 同音但有又不同的寫法，同形又有不同的讀音

●  結構比較複雜

● 被迫交功課時



活動背景

● 利用戲劇活動引發學生的興趣，在情境中學習和運

用中文

● 提供一個語境給學生，給他們多一些活動，多溝通

● 引起他們學習中文的興趣和應用的信心

● 主動學習



● 訓練學生聽說讀寫和思考的能力

● 給予學生體驗，發揮豐富的想像力，表達他們想表達的事

● 表達方式可以是語言、表情、動作等

● 最初可以應用改寫或續寫熟悉的故事，改善作文的水平

● 再引導他們用文字去表達自己的思想和感情去創作自己

的故事



施教情況

● 介紹活動目的及話劇 （香港大學團隊)

● 包括支援人員的示範、邀請學生角色扮演即興的話題及

熟悉的故事等作導入

● 用簡報介紹戲劇的分工，如何去定下主題再發展故事的

其他情節等



選舉「最佳劇本」

● 同學分組構思故事內容， 約兩個星期

● 在課堂上講解故事大綱

● 分配各人工作崗位

● 投票選出「最佳劇本」



學生習作



















分組創作作品如下：

《小雅士要蛋糕》、《黑夜裏的男人》《毒品》、

《女朋友男朋友》、《我是大佬》、《告密者》  、

《天使和魔鬼都可以做好朋友》、《天使》、

 《去跳舞》、《只娶你》



《毒品》



學生在戲劇活動中：

● 能培養互相尊重與欣賞的態度，體現團結合作的重要。

● 能激發學習運用語言的興趣與能力，讓潛能得以發揮

● 學會轉化被動為主動，並在活動中出現領導者。

● 能大膽的使用語言和肢體動作，並主動學習充實說話的

內容。

● 能增進閱讀理解能力，並幫助閱讀記憶。



反思

● 他們作品的主題及內容，表現到他們是充滿幻想而「天馬行

空」，很有時代感，把自己代入角色之中

● 可以與學生討論正確的行為及價值觀，這正是戲劇活動希望

達到的目的。

● 分組合作創建一個故事主題及發展情節，當中更體現不同能

力的學生還可以互補不足，互相學習。



➢ 困難 / 挑戰

➔ 教學時間不足

➔ 學生較被動、害怕說中文

➔ 學生花較多時間去處理話劇的基本要求

➔ 學生習慣性使用英語為溝通工具

➔ 學生表演時未夠認真、膽怯

➔ 燈光、音響、道具不足











多謝大家



2020-21年度
非華語學生中文學習教師專業發展工作坊(六)
「加強非華語學生有效學習中文的教學活動」

香港大學教育學院

李潔芳

20-2-2021

1



1.通過閱讀及創作圖畫書，
促進非華語學生的

中文能力

2



繪本是甚麼？
繪本，常被稱作圖畫書，也有人把它和小人書、連環圖列在一起。

繪本利用圖畫和主題的連續性，在短短的十數頁內，做出一個連續的視覺
影像，讓不同的讀者有不同的想像。

繪本的作者和繪圖者，在有限的篇幅裏，可以讓不同的讀者有不同的演繹，
甚至讓未能認字的孩子，也可以「意會」出其中的意思。

繪本的封面、內文以及封底，構成一個完美的組合。

繪本不僅是講故事，學知識，而且可以全面幫助孩子建構正面的精神，培
養多元智能

二十一世紀，繪本閱讀已經成了全世界兒童閱讀的時尚。

3



為何要推廣閱讀繪本？
現在很多孩子沉迷於電視、電腦、電子遊戲、手提電話等，
這些東西帶給孩子更多的是眼睛的傷害，他們變得懶看書、
懶動腦筋。

繪本對於小孩子來說是最適合其年齡閱讀的讀物，對孩子
的成長有著諸多的好處。

繪本是用圖文並茂的形式，反映兒童生活為主的圖書。

繪本天馬行空的想像，充滿想像力的文筆，色彩豐富的圖
畫、簡單的線條和構圖對於孩子這個年齡來說是最適合閱
讀和最容易理解的。

繪本更可以培養孩子的想像力和創造力。
4



香港大學教育學院中文教育研究中心

出版的非華語學生中文圖畫書特刊

2011年10出版

http://www.cacler.hku.hk/hk/publication/books/book/

5

http://www.cacler.hku.hk/hk/publication/books/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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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紹一位南亞裔的繪本作家－摩菲亞

7

資料來源：

何倩欣（2017年5月24日）。輪椅少年寫我深情。東方日報。檢自：
https://orientaldaily.on.cc/cnt/lifestyle/20170524/00321_001.html
譚蘊華。摩菲亞的故事。香港廉政公署德育資源網。檢自：
https://me.icac.hk/icac/periodical30/articles/article_28.pdf

摩菲亞創作的四本繪本包括：
《我從鯊魚口中長大了》、
《超能英雄之人間望遠鏡》、
《我在三萬呎高空追夢》及
《人間望遠鏡之不一樣的媽媽》。

https://orientaldaily.on.cc/cnt/lifestyle/20170524/00321_001.html
https://me.icac.hk/icac/periodical30/articles/article_28.pdf


繪本網站推介
香港大學教育學院中文教育研究中心（2011）。閱讀及創作之旅
“非華語學生與中文圖畫書”。檢自：
http://www.cacler.hku.hk/hk/publication/books/book/
中華民國文化部。兒童文化部繪本花園。檢自：

https://children.moc.gov.tw/animate_list?type=1
宏德教育小課堂（2019）。80本最棒的幼兒繪本推薦（上）。檢
自：https://kknews.cc/zh-hk/baby/698b5kq.html
漢鼎書院（2019）。漢鼎圖書館館長：繪本閱讀的三大誤區。檢
自：https://www.hanacademy.edu.hk/Zh-
hant/SchoolLife/WeChatInfo/39/

8

http://www.cacler.hku.hk/hk/publication/books/book/
https://children.moc.gov.tw/animate_list?type=1
https://kknews.cc/zh-hk/baby/698b5kq.html
https://www.hanacademy.edu.hk/Zh-hant/SchoolLife/WeChatInfo/39/


2.以任務型的教學法促進
非華語學生自我導向
中文學習及解難能力

9



何謂任務型語言教學
「任務型語言教學」是從英文〝Task-Based 
Language Teaching〞翻譯過來的，就是一種基
於任務或以任務為基礎的語言教學法。

簡單來說，任務就是日常生活和工作中我們做
的各種各樣事情，課堂中的任務主要是那些接近
或類似現實中各種真實事情的活動。

學生在執行或完成這些任務的過程中要學習和
使用語言目的語。

10



時裝設計學中文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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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任司儀

13



 BiBi：(用母語向另一位司儀說出你好 سنو ذرا。)
 阿龍：呀？唔明喎。
 BiBi：(再用母語說一次，後用廣東話)  ذراسنو ，即係“你好嗎?”。大家好，我來自巴

基斯坦，我個名叫葉慧儀，Bibi Tayyaba。
 阿龍：嘩，乜你識講中文， 利害喎，係呢，你剛才同我打招呼果個字，係咩文嚟。
 BiBi：係Urdu，我哋巴基斯坦的母語。
 阿龍：你可唔可以教多我一次呀，不如大家一齊學呀。
 BiBi：（教大家如何打招呼）(大家一齊學)
 阿龍：BiBi呀，你就教咗我哋點用Urdu打招呼啦，咁你識唔識用普通話同我哋打招呼呀？
 BiBi：依樣我唔識喎。
 阿龍：咁我哋一齊教你啦，各位來賓可唔可以幫我一齊講“你好嗎”的普通話呀？

（全場：“你好嗎！”）
 BiBi：(跟所有來賓學)nĭ hăo ma ？
 你好嗎？
 阿龍：嘩你好叻喎，學得咁快，你廣東話又咁好，普通話又叻，真係利害。
 BiBi: 多謝你的讚賞，廣東話雖然唔易學，不過比心機就可以學到，係學校
 老師好比心機教我，仲有啊，李老師都教咗我好多。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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謹祝各位牛年身體健康事事順利

16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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