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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南亚少数族裔小学生的汉语阅读和朗读
提要: 南亚裔人士移居香港主要缘于英国的百年贸易和殖民地统治。面对南亚裔
人口的急剧增加，但南亚裔学生却因汉语能力欠佳而较难升读大学，南亚裔学
生的汉语教学遂成为香港当今最重要的教育议题之一 。近年不少学者已明确指
出，南亚裔中学生的汉语学习困难以 “写” 为最，“读”次之。但有关香港的南亚
裔小学生的汉语学习困难仍然没有定论。本文通过测试、访谈、观课，比较 4
个地区 5 所学校 32 位香港南亚裔小三学生在写作和阅读方面的表现，又透过访
谈、观课考查 10 位研究对象的汉语朗读问题。结果发现对于已掌握一定写字能
力的学生而言，在阅读方面较写作有更大的 “隐忧”，而朗读由于不是 “听、
说、读、写”的日常考试范围，在小学阶段没有“朗读”考试，所以更容易被忽
略。文章最后提出一些改善南亚裔学生阅读和朗读表现的建议方法，希望能有
效提升第二语言教师对学生这两方面“潜伏”困难的注意力，解决学生在阅读和
朗读方面遇上的学习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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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背景
南亚裔人士移居香港主要缘于英国的百年贸易和殖民地统治 (祁永华 2012)。香
港统计处因着南亚裔人口的大幅增加，在 1999 年与民政事务局合作，委托私人
顾问公司进行香港少数族裔人士抽样调查 (民政事务局 2000)，在 2001 年人口
普查起更首次加入有关少数族裔的主题性报告。政府统计处 (2012) 的数字显示,
本港的少数族裔在十年间上升接近 11 万，从 2001 年的 343,950，到 2011 年已
达 451,183 人。面对南亚少数族裔人口的急剧增加，但南亚裔学生却因汉语能力
欠佳而较难升读大学 (立法会 2011c; 政府统计处 2006, 2012a, 2012b)，南亚裔学
生的汉语教学遂成为香港当今最重要的教育议题之一
(丛铁华、岑绍基、祁永
华、张群英编着 2012; 黄汝嘉、萧宁波 2009; 谢锡金、祁永华、岑绍基 2012a)。
2012 年，香港融乐会曾联同香港教育专业人员协会合办有关本港少数族裔
学童学前教育情况的问卷调查 (Hong Kong Unison Limited 2012)，结果发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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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的少数族裔学前幼童的学习问题并没有受到足够的关注。然而本港少数族裔小
学生在以本地课程为主的主流学校中就学，是否只能 “随班混读” (香港融乐会
2011: 4)，无法理解和掌握 “老师于课堂上所教授的内容” (香港融乐会 2011: 4)，
最后在汉语的听、说、读、写各方面都跟不上进度，“融合教育” (integrated education) (Education Bureau 2011)，到头来 “只是一场戏” (霍立德 2013)？
2013 年初，香港圣公会麦理浩夫人中心少数族裔服务部（下简称 “麦理浩夫
人中心”）开始筹备“本港少数族裔小学学童教育情况调查” (香港圣公会麦理浩
夫人中心 2013)。研究自 2013 年 4 月 27 日开展，到 2012/13 学年暑假终结。期
间以随机抽样形式，“每七抽一”的访问了全港 70 多所小学，具体数字及相关材
料请参附录中的表十至十二。
根据该随机抽样访问的结果，发现本港少数族裔小学学童在汉语的听、
说、读、写四方面虽然以“写”困难最大，然而 “阅读” 和 “朗读” 的困难却较少
为学者所关注。

2 文献回顾
香港有关南亚裔学生的汉语教与学问题虽然近年来备受关注，但是却仍属于起
步阶段 (岑绍基 2012b)。虽然过去数年在大学、中、小学、教育团体、社福机构
和教育局等的努力下取得丰硕的成果 (谢锡金、祁永华、岑绍基 2012：xv-xvii)，
但惠及的主要为中学、高小及幼儿园的南亚裔学童 (Tse et al 2012)。
尽管语文教育及研究常务委员会（简称“语常会”）(2012) 在 2012 年起资助大
量南亚裔幼儿及初小学生的汉语课外辅导，香港融乐会 (2011) 及个别学者 (Connelly, Gube, Thapa 2013; 关之英 2008b, 2010; 关之英、马帼英 2009; 黄敏滢
2012; 李浚龙 2010) 亦就初小学生的汉语学习投放大量资源，但是受惠的只有极
少数传统上录取较多南亚裔学生的小学。更不幸的是个别帮助南亚裔小学生学习
汉语的计划因为资源分配的问题而被迫腰斩 (香港融乐会 2011)。
正因香港南亚裔学生汉语学习的研究较少注意小学生的学习，有关香港的
南亚裔小学生的汉语学习困难仍然没有定论。比方南亚裔中学生面对的 “写作困
难” (岑绍基 2012; 岑绍基、戴忠沛 2013; 岑绍基、张燕华、张群英、祁永华、吴
秀丽 2012) 是否同样是南亚裔小学生面对的最大学习困难？南亚裔小学生的汉语
程度是否普遍较同龄的本港学童相去几年，六年级学生只达二、三年级的程
度，四年级的学生只达一年级的程度 (Wong 2010; 关之英 2008; 黄汝嘉、萧宁
波 2009; 袁振华 2007)？这将是值得我们再作探讨的问题。
南亚裔中学生面对的 “写作困难” 几乎是听、说、读、写四方面中公认的最大
困难 (岑绍基、张燕华、张群英、祁永华、吴秀丽 2012; 容运珊 2013a, 2013b)。然
而根据 “麦理浩夫人中心” 的报告所指，从正面提问南亚裔小学生 “最佳” 的汉语
表现时有以下发现：

Brought to you by |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Authenticated
Download Date | 6/22/15 5:06 PM

香港南亚少数族裔小学生的汉语阅读和朗读

115

“阅读方面的表现同样值得关注，因为以阅读表现最差或接近最差的数字高达九
成 (75% þ 14.71% ¼ 89.71%)，与写作表现最差或接近最差的九成五 (79.41% þ
15.63% ¼ 95.04%) 其实相差无几。
” (香港圣公会麦理浩夫人中心 2013：46)
该报告又进一步指出：“以 ‘其他’ 为听、说、读、写以外‘尤有更差者’竟占
该项的 100%。受访者所言的‘其他’指的正是朗读课文（第 5、20、458 号问
卷）。由是观之，课文朗读其实是一个容易被忽略的项目，不少少数族裔(非华
语) 学童对于课文朗读望而却步，表现较听、说、读、写更值得忧虑。”(香港圣
公会麦理浩夫人中心 2013：46)
为了提升可信度，该研究又设置逆向问题，从反面访问教师有关南亚裔小
学生“最差”的汉语表现，当中有关“阅读”的问题似乎更为显着，阅读和写作之
间的差别只有 0.8%：
“如果以写作最差或接近最差的数字与阅读的相关数字作一比较，前者为
94.38% (85.29% þ 9.09%)，后者为 93.58% (11.76% þ 81.82%)，则可推论出其实
阅读表现不佳的情况虽较写作略逊一筹，但却往往较容易被忽略，或置于写作
之下，成为‘潜藏’的隐患。
” (香港圣公会麦理浩夫人中心 2013：51)
根据 Jim Cummins 自 1990 年代以来提出的基本人际沟通技巧 (basic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skills, BICS) 与学术能力 (cognitive / academic
language proficiency, CALP) (Cummins, 1994; Leung, 2003, 2007; Poon, 1998,
2000) 之别，听、说属于较易掌握的沟通技巧，而读、写则属于较难学习的学术
能力。如果“阅读”是潜藏隐患，那“朗读”会不会是更严重的隐患呢？因为“朗
读”虽然属于“说”的范畴，但是说出来的却是和阅读文字无异的“学术用语”。这
些问题，均是本文希望加以探讨的。

3 研究架构
本文采用的研究架构是 “麦理浩夫人中心” 的随机抽样的定量研究。该研究在
“本港少数族裔学童学前教育情况的问卷调查” (Hong Kong Unison Limited 2012)
的基础上拟定以本港小学为研究对象的问卷初稿，在 2013 年 4 月 27 日至 2013
年 5 月中旬先邀请 10 所小学就问卷内容提出意见，并根据受访者回应修订问卷
内容。期间又根据家庭与学校合作事宜委员会 (2012)《小学概览》的小学名单整
理出全港 516 所小学的资料，以 “每七抽一” 的形式随机抽样，再以电话访问的
方法邀请学校接受访问，由研究者实时填写问卷。
本文以 “麦理浩夫人中心” 的随机抽样定量研究为基础，先征得该中心的同
意，然后再以方便取样的形式邀请 28 所小学就报告提供意见，并成功访问了
21 所学校的教师作深入访谈，最后再从 21 所学校中邀请 5 所小学 32 位小学三
年级南亚裔学生试做 2012 年 “全港性系统评估” 阅读卷、10 位試做写作卷及接
受访谈，以及在其中3所小学观察4位学生的语文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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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流程如图一：

图一: 研究架构

4 研究目的
根据文献显示，南亚裔中学生面对的写作难题几乎是听、说、读、写四方面中公
认的最大困难 (岑绍基、张燕华、张群英、祁永华、吴秀丽 2012; 容运珊 2013a,
2013b)，然而这种最大困难是否也适用于南亚裔小学生？“麦理浩夫人中心” (2013)
的访问结果显示南亚裔小学生的阅读问题比写作更值得忧虑，然而只有访问，没
有实际测试和观察，难以证实南亚裔小学生在中文科的最大困难在阅读而不在写
作。本文目的在透过测试、观察和深入访谈考查香港南亚裔小学生在阅读和写作
方面的困难，以及他们在听、说、读、写以外是否面对其他的学习困难。

5 研究问题
本文的问题如下：
香港南亚裔小学三年级学生在阅读和写作方面有何表现？
香港南亚裔小学生是否面对“朗读”的困难？如何有效解决学生的学习困难？

6 调查方法
6.1 调查取样对象
本文调查取样的对象为香港 21 所录取南亚裔学生的小学。有关学校的资料见表
一、表二、表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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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一: 受访学校简表
学校

数目

已联络小学
成功访问数字
有录取南亚裔学生的学校
除访问外尚提供书面回应
南亚裔学生人数
全校人数
南亚裔学生所占比例
受访者





-
-
.%-%
主管/校长：
副校长：
教务主任：
课程统筹主任：
中文科科主任：
中文科老师：

表 二: 受访学校地区分布
受访学校地区分布

数目

中西区
南区
观塘区
深水埗区
油尖旺区
北区
总数

受访学校地区分布








沙田区
葵青区
荃湾区
屯门区
元朗区

数目







表 三: 受访学校南亚裔学生百分比
学校代号











南亚裔学生人数

全校学生人数

男女比例

受访者























女
女
男
男女
男
男女
女
女
女
男女

中文科科主任
教务主任
副校长
副校长
中文科科主任
中文科老师
中文科科主任
中文科科主任
副校长
副校长

百分比
.
.
.
.
.
.
.
.
.
.
(continue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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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三: (Continued )
学校代号

南亚裔学生人数

全校学生人数





































男女比例

受访者

未能提供
男
未能提供
女男
 男  女
未能提供
未能提供
 男  女
未能提供
未能提供
 男  女

校长
中文科科主任
中文科科主任
中文科科主任
课程统筹主任
中文科科主任
中文科科主任
中文科科主任
学校主管
中文科科主任
中文科科主任

百分比
.
.
.
.


.


.


正如表三所示，21 所参与学校录取的南亚裔学生数量不一，个别学校更只有 1 名
南亚裔学童。换言之，不是每所学校也有同一级别的南亚裔学生可供测试。为统
一及公平起见，调查在访问十一区 21 所学校的代表后，再从其中四区选出 5 所
学校，当中既包括南亚裔学生比例只有低于 0.5 百分比的学校，也有高于 90 百
分比的学校。然后邀请 5 所学校里合共 32 位南亚裔小三学童为研究对象，族裔
包括：巴基斯坦、菲律宾、印度和日本（日本籍的参与者只有一名）。

6.2 调查方法
本文的调查分为四个部分，即教师访谈、全港性系统评估 (Territory-wide System
Assessment, TSA)、学生访谈、观课。
6.2.1 教师访谈
研究先约见21位小学代表（详情参表一），进行约 30-45 分钟的访谈。再征询教
师、校长、家长及学生的同意，邀约其中 5 所学校 32 位学生接受全港性系统评
估模拟测试。
6.2.2 全港性系统评估 (Territory-wide System Assessment, TSA)
研究者与 5 所学校的教师商议后，选出 5 校不曾让学生试做的全港性系统评估阅读
卷 2012_3CR2 及写作卷 2012_3CW1。32 位学生均接受阅读卷模拟测试，其中 10 位
学生同时接受阅读及写作卷模拟测试。阅读卷由于有标准答案，故由研究者自行
批改。写作卷则邀请两位资深教师作评卷员，一男一女，两人均有教育硕士或以
上学历，评卷员甲已任小学汉语科教师 13 年，评卷员乙则有 6 年相关教学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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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保障学校及学生私隐，所有学校及学生名称均以甲乙丙丁或数字代替，
个别接受写作卷模拟测试及访谈的学生则隐去真实姓名，改以化名显示。

6.2.3 学生访谈
研究者在学生接受写作卷模拟测试后邀请学生作跟进访谈，由于只有 10 位学生
接受写作卷模拟测试，故访谈的学生也只有 10 名。
6.2.4 观课
全港性系统评估测试只能回答第一条研究问题，故在模拟测试及相关访谈结束
后，研究者再邀请 5 所学校中的其中 3 所学校参与另一部分的考查，在 10 位参
与写作卷模拟测试中的其中 4 位小三学生课堂上观课，以进一步考查学生在阅
读、写作及朗读方面的表现。观课后，4 位学生均于放学后再接受约 20 分钟的
访谈，相关教师则于同日或隔日接受约 30 分钟的访谈。

7 调查结果
7.1 教师访谈
教师访谈的内容包括两部分，第一部分以 21 所学校的代表为对象，先以“麦理
浩夫人中心”的问卷（参附录一）作引入，以便确认南亚裔学童在学校的学习情
况。然后再集中询问南亚裔学童的日常表现，包括听、说、读、写、朗读等，
尤其重视学生的阅读、写作、朗读的能力、兴趣和信心。第二部分的访谈是在
观课以后，因为只有 4 位学生参与，故受访教师也只有 4 位。访谈内容主要为
受观察学生对听、说、读、写、朗读的看法；受观察学生在课堂上的表现、与
其他华裔学生相处的情况，以及日常的表现与观课时的表现是否一致等等。
教师访谈之阅读和写作的结果，见表四。
表四: 教师访谈之阅读和写作
教师意见

人数

认为少数族裔学生表现最差的是阅读
认为少数族裔学生表现最差的是写作
认为少数族裔学生表现最差的是阅读及写作
总数






Brought to you by |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Authenticated
Download Date | 6/22/15 5:06 PM

120

P. Chou

教师访谈节录 (1)：
教师甲：其实他……我自己去写一篇文章，我……我可以按自己会的来写，但是
别人拟定的阅读理解，我就无法完成了。我是说学生的理解能力，一
定比写作能力低。
研究者：您的意思是，学生可以写他喜欢写，或懂得写的，但是要理解一些文
章就……
教师甲：比写作还难。
研究者：比写作还难。
教师甲：因为写作可以选择，选他会用的词儿啊！不会写美丽就写漂亮呗，但
是阅读就没有选择，他看不懂“美丽”就不明白文章内容，就不懂怎样
回答问题啊！
教师访谈之说话和朗读的结果，见表五。
表五: 教师访谈之说话和朗读
教师意见

人数

认为少数族裔学生说话表现有问题的
认为少数族裔学生朗读表现有问题的
认为少数族裔学生说话和朗读表现都没有问题
认为少数族裔学生说话和朗读表现都有问题






总数



* 受访者只有 21 人，但教师可重复选择。

教师访谈节录 (2)：
教师甲：我们不能要求他们发音很标准的，香港人也有懒音啊！
教师乙：很少让他们单独朗读，一般是全班朗读的。
教师丙：他们不敢独个儿朗读的。
教师丁：全班都会走音，不会取笑，反正大家也一样，要求不高的话，说话是
可以的，朗读的话就很容易读错了！

7.2 全港性系统评估阅读卷模拟试成绩
研究者与 5 所学校的教师商议后，选出 5 校不曾让学生试做的全港性系统评估
阅读卷 2012_3CR2，32 位学生均接受阅读卷模拟测试。阅读卷由于有标准答
案，故由研究者自行批改。测试结果如表六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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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六: 阅读卷模拟试成绩
学校

学生

得分

A
B
B
B
B
C
C
D
D
D
D
D
D
D
D
D
D
D
D
D
D
D
D
D
D
D
D
D
D
D
D
D
E

小红
小玉
小云
小晴
小宝
小政
小蘅
小怡
小溶
D
D
D
D
D
D
D
D
D
D
D
D
D
D
D
D
D
D
D
D
D
D
D
湘儿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7.3 全港性系统评估写作卷模拟试成绩
研究者与 5 所学校的教师商议后，选出 5 校不曾让学生试做的全港性系统评估
写作卷 2012_3CW1，在 32 位接受阅读卷模拟测试的学生中，只有 10 位同时接
受写作卷模拟测试。写作卷由于没有标准答案，故邀请了两位资深教师作评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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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有关测试成绩如表七所示，有关学生写作卷的答题实例见图二。此外，为
方便下文讨论，10 位同时接受阅读和写作卷模拟测试的学生背景和测试表现已
整理为表八。

表七: 写作卷模拟试成绩
学校

A
B
B
B
B
C
C
D
D
E

学生

小红
小宝
小玉
小云
小晴
小政
小蘅
小怡
小溶
湘儿

书信得分

作文得分

全卷分数

评卷员甲

评卷员乙

评卷员甲

评卷员乙

评卷员甲

评卷员乙

/
/
/
/
/
% 英文
全英文
全英文
全英文
/

/
/
/
/
/

/
/
/
/
/
全英文
全英文
全英文
全英文
/

/
/
/
/
/






N/A
N/A
N/A
N/A








/

/



图二: 写作卷模拟试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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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八: 阅读、写作成绩比较及访谈对象背景
学校

学生

性别

族裔

年龄

在港出生

幼儿园

TSA (读)
 分满分

A
B
B
B
B
C
C
D
D
E

小红
小玉
小云
小晴
小宝
小政
小蘅
小怡
小溶
湘儿

女
女
女
女
男
男
女
男
男
女

菲律宾
巴基斯坦
巴基斯坦
巴基斯坦
巴基斯坦
印度
日本
印度
印度
菲律宾












✓
✓
x
x
✓
✓
x
✓
✓
✓

汉语
汉语
汉语
英语
汉语
英语
英语
英语
汉语
汉语












TSA (写)
评卷员甲

评卷员乙






N/A (% 英)
N/A (全英)
N/A (全英)
N/A (全英)










7.4 学生访谈及观课
研究者除了访问 10 位接受写作卷模拟测试的学生外，亦观察了其中 4 位学生的语
文科课堂表现。适逢其中一所学校为文化日，所有学生均参加班际朗读比赛，以
小组形式进行，每组 2-4 人。故连同文化日的课堂观察，合共有 5 次观课安排。
学生访谈的内容包括两部分，第一部分以 10 位接受写作卷模拟测试的学生为
对象，先以全港性系统评估阅读卷 2012_3CR2 及写作卷 2012_3CW1 作引入，确认
受访者对测试难易度的看法。然后再集中询问受访者的日常表现，包括听、说、
读、写、朗读等，尤其重视学生的阅读、写作、朗读的能力、兴趣和信心。第二
部分的访谈是在观课以后，因为只有 4 位学生参与，故受访者也只有 4 位。访谈
内容主要为受观察学生在课堂上的表现、与其他华裔学生相处的情况，以及日常
的表现与观课时的表现是否一致等等。表九的访问问题每一回均会出现，但为了
不影响受访者回答时的准确度，有时候会按受访者的反应调整问题的顺序。
学生访谈结果如下：
表九: 学生访谈结果

你害怕朗读吗？
你害怕自己一个人朗读吗？
你害怕和全班同学一起朗读吗？
你对朗读有信心吗？
你对自己一个人朗读有信心吗？
你对和全班同学一起朗读有信心吗？
你喜欢朗读吗？
你喜欢自己一个人朗读吗？
你喜欢和全班同学一起朗读吗？

✓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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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进一步考究研究对象的 “朗读” 表现，研究者在访问 21 位教师、邀请 32
位学生接受模拟测试及邀请 10 位学生作访谈后，又观察了 4 位学生的课堂表
现，并在观课后再作跟进访谈。根据观课所得，4 位研究对象中有 3 位对 “朗
读” 颇为抗拒，尤其害怕单独朗读，原因是担心自己的发音不够准确，会被同
学取笑。以杜牧《山行》一诗为例：
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研究对象朗读四句诗句，每句均有一个字发音错误。
其中两位受访者的访谈节录如下：
访谈节录 (1)
学生甲：我最差，是读。
研究者：是阅读还是朗读？
学生甲：一样差！
研究者：你觉得怎么样可以提升自己的阅读和朗读能力？
学生甲：我想参加朗诵比赛！
访谈节录 (2)
研究者：你刚刚念书，朗读出来，怕不怕？
学生乙：很怕！
研究者：怕同学还是怕老师？
学生乙：很怕同学啊！
研究者：不怕老师吗？
学生乙：当然更怕啊！干什么要我念嘛！
研究者：你觉得自己是香港人吗？
学生乙：我是菲律宾人，我干么要念汉语？

8 讨论
本文主要希望透过量化的测试成绩和质化的访谈、观课活动，考查香港南亚裔
小学生在阅读和写作方面的困难，是否真如 “麦理浩夫人中心” (2013) 的研究所
言，阅读和朗读是这些学生潜藏的困难。经过对前文调查结果的分析，我们试
着来回答这些问题。

8.1 研究问题一的初步解答
研究问题一：香港南亚裔小学三年级学生在阅读和写作方面有何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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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先从教师访谈的结果加以分析。根据表四所示，教师认为南亚裔小学
生的写作表现比阅读更差的有 8 人，而认为后者较前者弱的只有 5 人，可见大
部分教师在受访时并没有明确指出阅读较写作更困难。但是让人发人深省的是
指出阅读和写作同样困难的受访教师同样有 8 名，可见南亚裔小学生在阅读方
面的困难纵然不是较写作更甚，但也几乎可以等量齐观。
再者，根据全港性系统评估阅读和写作卷的模拟测试结果看来，32 位小三
学生的阅读成绩明显并不理想，32 人中只有两人及格，及格率只有 6.25%。反
观写作方面的表现，虽然参与模拟测试的只有 10 人，而且有4人无法以汉语书
写，但是余下的 6 人里有 3 人及格，及格率为 30%，比例明显较阅读卷高。再
者，正如表七所示，小宝、小云、小晴 3 人总分不及格其实是因为没有完成作
文中的“书信”部分。如不计算书信的 30 分，3 人的分数分别为：
小宝：评卷员甲：35/70；评卷员乙：36/70
小云：评卷员甲：46/70；评卷员乙：33/70
小晴：评卷员甲：49/70；评卷员乙：35/70

换言之，三人的写作分数其实可算及格，即写作卷模拟测试的整体及格率
可达 60%，是阅读模拟测试及格率的 9.6 倍！是次的研究对象虽然属于方便取
样，但是从最初的 21 所学校，到后来只剩 5 所学校，当中并非立意筛选，实际
上是按学校的意愿和安排。而接受测试的学生更是按家长、教师及学生的意
愿，并没有考虑学生日常的成绩和语文科表现。所以在阅读模拟测试中表现出
色的学生是否优等生与本文并无多大关连，反而同时接受阅读和写作模拟测试
的 10 位学生在阅读和写作两方面的表现值得我们深思。正如表八所示，阅读和
写作模拟测试同时有理想表现的只有小玉和湘儿两人。另有四位学生在写作表
现不俗或尚算及格（小红、小宝、小云、小晴）
, 但是在阅读卷的表现却明显失
色，只达总分的三分之一。
最后，正如其中一位受访教师所强调的，假设学生已有基本的写作能力
（毋须以英语作答）
，则阅读理解的要求似乎较写作更为困难，因为学生在写作
之时可以天马行空，可以 “选择” 自己喜欢或懂得运用的生词，但是面对阅读理
解的篇章，却毫无 “选择” 可言，是以较难有理想的表现。

8.2 研究问题二的初步解答
研究问题二：香港南亚裔小学生是否面对“朗读”的困难？如何有效解决学生的
学习困难？
首先，先从教师访谈的结果加以分析。说话属于口语的范畴，即 Jim Cummins (1994) 自 1990 年代以来提出的沟通技巧 (basic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skills, BICS)，第二语言学生较易掌握。朗读本来亦与说话相仿，但是朗读内容往
往是课文或其他篇章，所以其实与“阅读”的内容无异，乃 Jim Cummins (1994) 所
言的学术能力 (cognitive / academic language proficiency, CALP)，第二语言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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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较多时间方可学会。正如表五所示，21 位受访教师中只有 3 位教师表示所教
南亚裔学生未能掌握汉语的“说”，但超过一半的受访教师均以为南亚裔学生在朗
读方面有困难。
再根据学生访谈和观课所见，正如表九所示，研究对象对个人朗读其实颇为
抗拒，害怕会因发音错误被取笑或纠正。如果只问朗读的话，只有一半受访者表
示害怕，也有 4 成受访者表示有信心。但是谈到“个人朗读”，却7成表示害怕，7
成没有信心，7 成不喜欢。这跟全班朗读的 2 成害怕、 9 成有信心及 6 成喜欢有
相当明显的差距。
研究问题二其中一部分是 “如何解决这些学习困难”。如果学生的学习困难
正如本文所发现的，“阅读” 和 “朗读” 是潜藏和容易被忽视的困难，则可以从
受访教师的访谈内容得到一点启示：“阅读就没有选择，他看不懂 ‘美丽’ 就不明
白文章内容，就不懂怎样回答问题啊！
”
学生的阅读理解分数比写作还低，原因在于日常的阅读量不够。除了课文以
外，很少阅读其他文章，所以作阅读理解时会遇上很多生词，妨碍阅读和理解。
归根究底，学生如能提升阅读量，不但可以培养对汉语、对阅读的兴趣，长远而
言更可以提升语文科的整体成绩。另一方面，如要有较快的成效，或许可以仿效
学校乙的教师那样，训练学生的阅读策略，以下三图（图三、图四、图五）
，撷
取自学校乙三位不同的学生的阅读卷模拟试题：

图三: 阅读策略例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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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四: 阅读策略例子（二）

图五: 阅读策略例子（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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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图四、图五所示三位学生明显在做阅读练习时习惯了要画下重点字
词、重心句子、记下问题答案等。图六所示为同一所学校化名为小玉的学生的
阅读卷答题，该生取得了 19/24 的成绩，是 32 位受试者中成绩最佳的其中一位
学生，她的答题卷更明显的使用了“排除”的答题技巧，如图六所示：

图六: 阅读策略例子之“排除”

由此可见，如果“阅读”是南亚裔小学生的学习困难，其实无关族裔，同样可以
使用像华语学生那样的教学指导，让学生提升阅读量和学习阅读和作答技巧，
自然有效提升阅读理解方面的成绩。
至于 “朗读”，反而跟族裔有更大的关连。因为 “阅读” 的困难，无论是华裔
还是非华裔，只要阅读量不多，只要不懂阅读和答题技巧，一样会无法取得良好
成绩。但是 “朗读” 却跟南亚裔学生的母语有关，他们较少接触汉语，日常只使
用自己的母语或英语，家人或朋友也多以南亚裔为主，无法协助或纠正他们的发
音，当遇上朗读 “课文” 这些日常很少接触的 “学术用语” (Cummins 1994) 时就会
较易缺乏信心，什至像其中一位受访者那样，推诿到自己的族裔身分之上：“我
是菲律宾人，我干么要念汉语？
”
如果真的要解决 “朗读” 这方面的困难，其实可以考虑其中一位受访者那样的
积极态度：“我想参加朗诵比赛！
”。哪怕不是所有学生都有如此正面的学习态度,
也可以考虑像其中一所学校那样举办朗读比赛，提升学生的朗读意欲。此外，教
师访谈以及表九所言的“全班朗读”是最容易可行的方法。如果学生因为害怕被取
笑，什至归咎自己不是中国人，所以发音不准，那么透过全班一起朗读，再由教
师悉心的教导和指正，相信对增强学生的朗读自信会有一定的果效。

9 研究局限
“麦理浩夫人中心” 的研究 (2013) 是以全港小学为研究对象，并作随机抽样，有
助提升研究的信度 (reliability) 和效度 (validity) (Cohen 2011; Lincoln and Guba
1985; Minichiello, Aroui, Timewell, Alexander 1990; Yin 2012)。然而，本文只有
研究者一人，两位评卷员只能在评卷方面满足三角印证 (triangulation)，至于数
据搜集和分析方面，最少有三方面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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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香港的学校大体可分为主流学校和国际学校 (立法会 2011a, 2012; 连
文尝、 黄显华 2000) 两大类型。根据教育局 (2012) 的数字显示，2011–2012 学
年，全港有 40 所国际学校（小学）以及 528 所主流小学。主流小学中约五分之
二 (210 所) 为全华语学生，另有五分之三 (318 所) 录取了合共 7,703 名非华语小
学生 (立法会 2011b：2446–2447; 2012; 香港教育局 2013：82)。本文取样的 21 所
学校并没有涵盖国际学校，只能代表本港提供 “本地课程” 的官立、资助、直接
资助及私立小学四类 “主流学校” (平等机会委员会 2011) 为本港少数族裔 (非华
语) 学童提供教育的情况。
第二、本文的对象只有 21 所学校，虽然以方便取样而言，数目已颇为可观,
而且涵盖全港十八区中的十一区，然而整体数字有限，远未能推论至全港十八区
500 余所小学的实况。
第三、本文的测试部分并不平均，阅读卷有 32 位学生参与，写作卷则只有
10 位参与者。虽然比较二者的差别时可以从百分比入手，但是写作卷如能有更
多的参与者，相信可以提供更准确、更有说服力的数据。

10 结语
近年不少学者已明确指出，南亚裔中学生的汉语学习困难以 “写” 为最，“读” 次
之。然而小学方面却没有这方面的系统性分析和研究。为此，本文尝试以本港南
亚裔小学生为研究对象，提出研究问题：一、香港南亚裔小学三年级学生在阅读
和写作方面有何表现？二、香港南亚裔小学生是否面对 “朗读” 的困难？如何有
效解决学生的学习困难？是次研究透过教师访谈、全港性系统评估模拟测试、学
生访谈、观课考查香港南亚裔小学三年级学生在 “写”、“读”（阅读、朗读）方面
的表现，希望提出有效解决学生学习困难的方法。
有关阅读和写作的问题，本文为了解答研究问题一，尝试透过教师访谈、全
港性系统评估模拟测试和学生访谈的研究方法。汉语字词的笔划、笔顺、结构等
与英语或其他南亚语言截然不同，对南亚裔学生而言无疑是一大难关。是次研究
在最初阶段的教师访谈中，亦得出南亚裔学生的写作问题较阅读更困难的统计数
据。但是随着研究者再邀请学生以全港性系统评估阅读及写作卷作模拟测试，再
邀请学生访谈后，却发现受试的南亚裔小三学生的写作能力较阅读更强。正如其
中一位受访教师所言，南亚裔学生只要掌握了基本的汉语写字能力，能以汉语作
答，则写作其实比阅读更容易，因为学生可以“选择”自己懂得运用的字词。反而
在阅读时，由于阅读量不足，加以阅读理解的篇章往往出人意料，无法选择，故
学生的阅读问题较写作更值得关注。
至于“朗读”方面，本文为了解答研究问题二，尝试透过观课、教师及学生访
谈来考查南亚裔小三级学生的朗读问题，发现朗读表面上属于 “说” 的范畴，乃
Jim Cummins (1994) 所言的沟通能力，是第二语言学习者较容易掌握的能力。
实际上因为朗读内容往往为较难掌握的学术用语，“其实是 ‘阅读’ 困难的口语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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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学生面对陌生的篇章，既无法理解，也难以朗读出来，更因为害怕被同学
取笑、被教师纠正而对朗读心生畏惧。
本文只限于 21 所小学及 32 位小三学生，调查的发现未能推论至全港小学，
更不能推翻对于南亚裔中学生而言，写作是最大的难关这一项研究成果。但是
次研究结果明显指出受试者在掌握了一定的写字能力后，则阅读的问题较写作
更严重。而朗读更是阅读问题的延续，对南亚裔学生学习中文的信心、动力、
兴趣均有重大影响，加之不在考核范围，缺少训练和学习动机，实在是南亚裔
学生以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学 习“隐忧”。
“写作”也许仍是南亚裔学生面对汉语学习的最大困难，但是 “阅读” 和 “朗
读” 的困难却绝不容忽视，正因为是 “隐忧”，所以有时候反而更需要多加注意
和加以重视。文章的讨论部分最后提出一些改善南亚裔学生阅读和朗读表现的
建议方法，希望能有效提升第二语言教师对学生这两方面 “潜伏” 困难的注意
力，解决学生在阅读和朗读方面遇上的学习困难。

附录
附录一：本港少数族裔学童教育情况调查 2012–13
致

贵校科主任/负责人：

本港少数族裔学童的人数愈益增加，为了掌握前线教师及学校在推行少数族裔
学童教育的实际情况，现诚邀 贵校参与一项由香港圣公会麦理浩夫人中心少
数族裔服务部及香港大学合作的 “本港少数族裔学童教育情况” 调查， 贵校提
供的宝贵数据将以不
不记名的形式作计算机输入及分析，有关数据将有助我们向
教育当局建议适切可行的支援措施予有需要的老师及少数族裔学生。
衷心感谢 贵校的协助！所有数据，绝对保密，请放心回答。本调查需时约
5-10 分钟。
1.

2.

3.

贵校于本学年 2012/13 有否录取少数族裔 (非华语) 学童？
□有 □没有 (请跳至最后一题)
如有，请问共录取了多少名少数族裔学童？ 一年级：_____人
二年级：_____人 三年级：_____人 四年级：_____人 五年级：_____人
六年级：_____人
少数族裔学童的族裔人数分布是多少？ (请填上实际人数)：
印度尼西亚：____ 人 巴基斯坦：____ 人 印度：____ 人 尼泊尔：____ 人
菲律宾：____ 人 泰国：____ 人 非洲：____ 人 欧洲：____ 人 北美洲：____ 人
南美洲：____ 人 日本人：____ 韩国人：____
其他 (请注明所属种族)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请问，贵校的少数族裔 (非华语) 学童的男女比例大概是多少呢？

Brought to you by |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Authenticated
Download Date | 6/22/15 5:06 PM

香港南亚少数族裔小学生的汉语阅读和朗读

131

请问 贵校有多少本地学生（华语学生）？_____人 全校的学生人数又是
多少？_____人
5. 请问，贵校的小三、小六非华语学生是否和其他华语学生一样会参与全港
性系统评估的考核（TSA）？□是 □不是 (请说明，例如个别是，个别不
是？比例是多少？)
6. 贵校老师在教导少数族裔学童过程中有否遇到困难？(可选多项)
□少数族裔学童与教师语言不通，未能沟通
□少数族裔学童学习能力、动机差异极大
□少数族裔学童的中文水平差异极大
□教师未能了解学童是否明白教学及对话内容
□不知道有甚么具体及有效教学方法，要花费很多时间才能达到效果
□教师需要以简单英语作双语教学
□教师需要以大量英语作双语教学
□要顾及全班学生进度，未能兼顾个别学童
□教师与少数族裔家长语言不通，未能沟通
□少数族裔家长未能协助学童的课业
□其他 (请列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没有困难
7. 贵校在行政上有否困难？
□有 (请说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没有
8. 贵校有否需要剪裁中文课程，以配合少数族裔学童的需要或中文程度？
□有 (请说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没有
9. 贵校的教师曾否接受任教少数族裔学童的专业培训？
□有 (培训时数大约为______ 小时，
培训机构：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没有
10. 贵校有否聘请少数族裔老师 / 助教 / 非教学人员协助日常教学和行政工作？
□有，共有_______名 □没有
11. 贵校为少数族裔学童提供的额外支援，包括哪些措施？(可选多项)
□聘请少数族裔人士担任教学/教学助理工作
□聘请少数族裔人士担任非教学工作 (如行政支援、家长沟通等)
□增聘整体人手
□为此类学童提供额外的中文班/课后功课辅导
□为此类学童提供特别的教材/学习材料
□为此类学童提供共融活动/课程
□其他 (请列明)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没有特别的支援，与本地生所获得的支援相同
12. 少数族裔学童最喜欢上甚么样的中文课？(可以 1，2，3，4，5 排序)
□ 故事 □ 戏剧 □ 诗歌 □ 童谣 □ 其他（请注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您认为原因何在？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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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族裔学童最不喜欢上甚么样的中文课？(可以1，2，3，4，5排序)
□ 故事 □ 戏剧 □ 诗歌 □ 童谣 □ 其他（请注明：__________________）
您认为原因何在？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少数族裔学童在中文科的哪一方面表现最好？(可以 1，2，3，4，5 排序)
□ 听 □ 说 □ 读 □ 写 □ 其他
（请注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您认为原因何在？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少数族裔学童在中文科的哪一方面表现最差？(可以 1，2，3，4，5 排序)
□ 听 □ 说 □ 读 □ 写 □ 其他
（请注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您认为如何可以提升少数族裔学童学习中
中文的兴趣？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您认为少数族裔学童学习中
中文有甚么困难？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您认为让少数族裔学童与华语学生一起学习中文是不是一个正确的方向/
政策？
□是 □不是
原因是甚么？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如答案为“是”，那华语生和非华语生理想的比例是多少呢？____________

附录二：香港圣公会麦理浩夫人中心少数族裔服务部 2013 研
究的相关数据
表十: 受访学校总数及受访者职衔
类别

录取少数族裔学生

没有录取少数族裔学生

总数


*


**






















受访者职衔
主管／校长
副校长／助理校长
教务主任
课程统筹主任
中文科科主任
中文科副科主任
中文科老师
受访学校总数

*其中一位副校长在 2013 年 9 年升为校长
**其中一位科主任在 2013 年 9 年升为助理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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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一: 受访学校的地域分布
九龙城区
中西区
元朗区
屯门区
北区
沙田区
东区
油尖旺区
南区
荃湾区
深水埗区
黄大仙区
葵青区
离岛区
观塘区
总数


















表十二: 录取少数族裔（非华语）学
生的受访学校的地域分布
九龙城区
中西区
元朗区
屯门区
北区
沙田区
东区
油尖旺区
南区
荃湾区
深水埗区
葵青区
离岛区
观塘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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