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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三年二月六日  特別需要社羣  
討論文件  專責小組文件第 4/2013 號  

 
 

扶貧委員會  
特別需要社羣專責小組  

 
支援非華語學生學習中文  

 
 
目的  
 
 本文件向委員簡介為非華語學生 1提供的支援措

施，以及持分者一般的關注。  
 
 
前言  
 
2. 政府鼓勵及支持非華語學生盡早融入社會，包括

幫助他們適應本地教育體系及學好中文。教育局在

2005 年主動改革非華語學生的小一入學安排，讓非華

語學生在統一派位階段，除與本地兒童一樣，可選擇他

們居住地址所屬校網內的公營小學，還可選擇分佈在其

他校網的 8 所傳統取錄較多非華語學生的小學。  
 
3. 同時，我們為非華語學生落實了一系列的支援措

施。由 2006 年開始實施的支援措施主要涵蓋三方面，

包括  
 

(一) 課程方面：制訂《中國語文補充指引 (非華語

學生 )》 (《補充指引》 )，並連同一系列教學

材料派發予學校及非華語學生；  
(二) 支援學校：為有照顧非華語學生經驗、願意

                                                 
1 規劃教育支援措施時，「家庭常用語言不是中文」的學生，包括少數族裔學生及

華裔學生均歸納為非華語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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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教育局合作發展校本支援措施，以及與其

他學校分享經驗的學校，提供經常津貼（根

據個別學校取錄非華語學生的數目，津貼由

每年 30 萬元至 60 萬元不等）以及校本專業

支援；以及  
(三) 支援個別學生鞏固課堂中文學習：委託香港

大學營辦「學習中文支援中心」提供課後支

援。亦為沒有接受上述經常津貼的學校提供

撥款，協助學校推行校本課後中文延展學習

的活動。  
 
有關支援措施的詳情，請參閱附件。  
 
 
主要關注事項  
 
中文課程與評估  
 
4. 持分者一般認為應為非華語學生制訂「中文為第

二語言」的課程暨評核。  
 
5. 我們明白非華語學生在學習中文時，往往在漢字

字形、聲調、語彙、語量、語序等方面遇到困難。為幫

助他們克服這些障礙，我們制訂《補充指引》，並同時

向學校派發一系列課程配套資料，協助教師因應非華語

學生的需要和能力，調適課程。《補充指引》涵蓋四種

課程設置模式：「融入中文課堂」、「過渡銜接」、「特定

目標學習」和「綜合運用」。不同的課程設置模式，可

滿足非華語學生不同的期望、需要和學習進度，以便銜

接多元出路。學校可參照《補充指引》調適中國語文課

程，在寬廣而均衡的課程架構下，提供另一套校本中國

語文課程，以滿足非華語學生學習中文作為第二語言的

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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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在共同課程架構下提供不同課程模式的策略，是

以香港本地的教學實踐為基礎，同時汲取各地的發展經

驗，並照顧專業上的需要。在教學上，不論教授第一語

言或第二語言，都是透過同樣的語文學習材料，在同樣

的字、詞、句、段、篇章之中，提升學生 (包括非華語

學生 )「聽、說、讀、寫」的能力和語文素養，只是教

學策略上需要作出調整。教師要運用不同策略，滿足不

同語言背景學生的需要，以及照顧學習差異。在這方面，

我們會繼續優化教師的專業能力，以便幫助他們掌握更

適切的教學策略，提升非華語學生學習中文的成效。  
 
7. 另一方面，我們自 2012/13 學年開始擴大資助非

華語學生報考非本地中文考試的範圍，包括國際普通中

學教育文憑試、普通教育文憑試高級補充程度及高級程

度的中文考試，讓非華語學生可根據本身的中文程度和

需要，在香港中學文憑考試以外，考取其他國際認可的

中文公開試資歷，可助他們進修與就業。  
 
8. 值得注意的是，現時非華語學生數目約佔學生人

口百分之三，換句話說，每屆非華語學生約 1 500 人。

若預設一個基準較低的「淺易」中國語文課程和考試，

會局限有不同需要的非華語學生的學習機會，而僱主對

這些資歷亦會存疑。研究結果亦顯示，非華語學生如能

得到支援，學習中文的進度和成果不會比本地學生遜色。

事實上，部分非華語學生亦參加香港中學會考（已停辦）

中國語文科考試，以及香港中學教育文憑試 (中國語文

科 )考試，並獲得令人鼓舞的成績。在 2007 年，30 名非

華語學生參加香港中學會考中國語文科考試，其中 14
名（47%）考獲第 2 級或以上成績。  至 2010 年（最後

一屆），參加人數增加至 94 名，其中 62 名（66%）考

獲第 2 級或以上成績。全港學生考獲這成績約為 72% - 
75%。在 2012 年，95 名就讀公營及直接資助計劃學校

的非華語學生參加首屆香港中學文憑中國語文科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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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53 名 (56%)考獲第 2 級或以上，而全港學生考獲這

成績約為 79%。  
 
支援學校的模式  
 
9. 為協助學校支援非華語學生，我們由 2006/07 學

年開始，為有照顧非華語學生經驗，並願意與教育局合

作發展校本支援措施，以及與其他學校分享經驗的學校，

根據其就讀非華語學生的數目，提供每年 30 萬至 60
萬元的經常津貼，以及專業支援，以便這些學校累積支

援非華語學生的經驗，並發展教材，成為這方面的支柱，

同時透過這個學校支援網絡，與其他取錄非華語學生的

學校分享，從而惠及所有非華語學生。  
 
10. 雖然，透過某些學校集中資源支援非華語學生有

一定好處，但隨著非華語學生人數增加，持分者漸漸認

為這些泛稱「指定學校」的學校大部份的學生均是非華

語學生，未能提供沉浸的中文語言環境，有礙非華語學

生學習中文，以至融入本地教育體系和社會。部份人士

更誤解有關措施局限非華語學生可就讀的學校，帶有歧

視及不公的成份。事實上，文件第 2 段已清楚說明現時

非華語學生可選擇報讀任何一所學校，而一所學校發展

至「專門」支援非華語學生的學校並成為所謂「指定學

校」，並非政策使然，而是家長選擇的結果。另一方面，

亦有一些學校雖然取錄了一定數目的非華語學生，但因

為害怕「指定學校」所帶來的「標籤效應」而不願接受

經常津貼，為非華語學生提供校本特設支援服務。  
 
11. 我們檢討現行的支援措施時，亦關注現時接受經

常津貼的 31 所學校 (包括那 8 所傳統取錄較多非華語學

生的學校 )的本地學生比率偏低，未能為其非華語學生

提供沉浸的中文語言環境。另一方面，隨著更多非華語

家庭近年選擇留港發展，而部份非華語學生亦選擇入讀



 5 

其他學校，其他有取錄非華語學生的學校的數目持續上

升，但這些學校並沒有經常津貼，在課堂的中文教學上，

缺乏額外的支援，特別在為其非華語學生制訂不同學習

目標後的教學實踐，或未能配合其他的支援措施。  
 
 
未來路向  
 
鼓勵家長參與  
 
12. 我們根據持分者的意見以及實施支援措施的經驗，

認為首要加強與非華語家長、少數族裔團體以及非政府

機構的協作，以鼓勵非華語家長與孩子一起參與多元中

文活動，讓家長與孩子可多接觸及運用中文。落實本年

施政報告，我們會優化為升讀小一至小四的非華語學生

提供的暑假銜接課程，讓家長陪伴兒童入讀，透過家長

與學校協作，一起支援非華語兒童學習中文，提升其語

文水平。  
 
加強與少數族裔團體的協作  
 
13. 非華語學生，特別是小學生，一般會在課後參與

其族裔團體舉辦的宗教、文化活動。我們正探討如何善

用這些活動的時間，以便同時為他們提供輔助中文學習，

並提升非華語家長（特別是較少有機會與外界接觸的家

長）支援孩子學習的興趣及能力，包括中文學習方面的

認知。  
 
加強對學校的支援  
 
14. 落實本年度施政報告，我們亦會與語文教育及研

究常務委員會研究，籌備資助計劃，以提升中文科教師

教授非華語學童學習中文的專業能力，以及在學校有系

統地採用專為非華語學生發展的「中國語文校內評估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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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為非華語學生制訂適切的中文學習目標，並進行

追踪研究，以檢視成效。  
 
15. 取錄非華語學生的學校在為非華語學生制訂適切

中文學習目標後，需有額外資源以落實有關教學模式和

策略，包括抽離學習、課堂上即時輔導／聯袂教學等。

要提升非華語學生學習中文的成效，我們需要更多學校

為非華語學生提供校本特設支援服務，這亦有助擴大非

華語家長的學校選擇，從而減低或甚至消弭「指定學校」

的標籤，並進一步促進個別學校本地學生與非華語學生

較平均的比率，營造一個學習中文的語境，協助非華語

學生學好中文及融入本地社會。  
 
 
徵詢意見  
 
16. 支援措施屬發展性，須因時制宜，以配合變化的

情況和需求。歡迎委員會就未來路向提出意見。  
 
 
 
教育局  
2013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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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為非華語學生提供的教育支援  
 
1 .  支援非華語學生的措施主要涵蓋三方面，包括：  

（一）  調適中國語文課程輔以教學材料；  
（二）  支援學校制訂教學目標及提供校本措施；

 以及  
（三）  為學生提供課後延展中文學習，鞏固課堂

 中文學習。  
 

個別支援措施的詳情見下文。  
 
調適中國語文課程  
 
2. 因應非華語學生學習中文的學習情境，我們制訂

了補充指引》，就落實中國語文課程的原則、策略和

建議，作出補充。在 2008 年 12 月，我們將《補充指

引》連同一系列教學材料派發給學校。兩套涵蓋中小

學課程的教學材料，亦已上載教育局網頁，並以課本

形式先後在 2009 年 9 月及 2010 年 9 月派發給學校及

非華語學生。為進一步協助學校為非華語學生制訂適

切的學習目標，我們委託中國語文專家，根據香港非

華語學生的學習情，設計了不同的校內評估工具，

並於 2012 年 8 月派發學校。  
 

3 .  目前，學校正因應其非華語學生的需要和能力，

調適中文課程，以便他們銜接不同的升學途徑。為提

升教師在課程設計及教學策略運用的能力，我們除為

教師舉辦工作坊、分享會等專業發展活動外，我們並

透過課程發展探訪，了解學校實踐《補充指引》的情

況，以便持續檢視和增潤《補充指引》以及前述相關

的學習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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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認可中國語文科資歷  
 
4 .  為協助在本地學校就讀非華語學生銜接升學，特

別是照顧他們接受高等教育的期望，由 2008 年起，

教資會資助的院校為合資格的非華語學生提供進一

步彈性，在特定情況下，接受大學聯合招生辦法申請

人的其他認可中國語文科資歷，包括綜合中等教育證

書 (中國語文科 )成績。  
 
5 .  除了在香港舉辦綜合中等教育證書 (中國語文科 )
考試外，我們由 2010 年開始，讓合資格的非華語學

校考生在報考綜合中等教育證書 (中國語文科 )時，繳

付相等於香港中學會考 (已停辦 )或香港中學文憑考試

的中國語文科的考試費。有經濟需要的合資格非華語

學校考生，可由 2011/12 學年開始，進一步獲得全額

或半額豁免有關的考試費。  
 
6 .  由 2012/13 學年開始，我們擴大資助非本地中國

語文科考試的範圍，包括國際普通中學教育文憑試、

普通教育文憑試高級補充程度及高級程度的中文考

試，以便非華語學生可以按本身的中文程度及需要，

在香港中學文憑考試以外，考取其他國際認可的中文

公開試資歷，以助他們進修與就業。  
 
多元出路  
 
7. 我們致力為非華語學生提供平等機會，讓他們在

多元出路下，可按自己的能力和興趣選讀專業科目，

並在修畢課程後選擇投身職場或繼續升學。就此，職

業訓練局因應去年施政報告的建議，於 2012/13 學年

增設一所青年學院，為非華語學生提供專項支援，除

採用英語教授不同的課程外，還提供適切的職業和生

活中文培訓，以及其他配套支援，例如輔導服務及共

融文化活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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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學校及提升中文教師專業能力  
 
8 .  為協助學校制訂校本措施和調整教學策略，以配

合非華語學生的能力和需要，我們為學校提供 30 萬

至 60 萬不等（視乎學校取錄非華語學生的數目）的

經常津貼以及校本專業支援服務，讓這些學校累積支

援非華語學生的經驗，並發展教材，成為這方面的支

柱，並透過已成立的學校支援網絡，與其他取錄非華

語學生的學校分享，從而將教育支援惠及所有非華語

學生。  
 
9 .  在選取學校提供上述經常津貼時，我們就有關學

校的數目沒有設訂任何上限，但會考慮多項因素，包

括學校所取錄的非華語學生的數目、學校照顧非華語

學生的經驗和能力，學校是否願意與我們合作發展支

援非華語學生的教材及會否與其他取錄非華語學生

的學校分享經驗等。上述學校的數目已由 2006/07 學

年的 15 所增至 2012/13 學年的 31 所。   
 
10. 至於支援中文教師方面，我們會繼續委託大專院

校為中文教師提供在職培訓課程，所有教授非華語學

生的中文教師均可參加，並在需要時為學校提供代課

教師。  
 

多元課外延展中文學習  
 
11.個別非華語學生或有需要鞏固其課堂的中文學習。

為配合他們不同的情況，現時有四個不同的支援模

式：  
 
（一）  由 2007 年夏季開始，為非華語小一新生舉辦

為期四星期的暑期銜接課程，已擴展至包括升

讀小二、小三和小四的非華語學生，以幫助他

們鞏固在第一主要學習階段所學，並為過渡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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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學習階段作好準備；  
 
（二）  委託香港大學營辦「學習中文支援中心」，在

課後或假期為非華語學生（特別是較遲開始學

習中文的學生）提供輔導課程。支援中心的開

辦 地 點 已 由 2007/08 學 年 的 5 個 增 加 至

2012/13 學年的 16 個，現時共約 500 名學生參

與。此外，該中心亦協助發展教學材料，以及

舉辦專業發展工作坊，以支援教授非華語學生

的教師。   
 
（三）  為進一步方便個別非華語學生課後學習，我們

讓合資格的個別學校透過為期三年（ 2010/11
至 2012/13 學年）的先導計劃 (「課後中文延

展學習計劃」 )獲得撥款，為本校或他校的非

華語學生在課後進行多元學習或輔助學習的

活動。在 2012/13 學年，約 90 所學校參與計

劃，惠及約 4 300 名非華語學生。  
 
（四）  由 2012 年 7 月開展「職業中文先導計劃」，與

資歷架構第一級至第三級掛鈎，目的是為有需

要的非華語學生提供職業中文學習，以便提升

他們在職場的競爭力。  
 

提供資訊及鼓勵儘早融入  
 

12. 為幫助非華語家長了解本地教育體系，我們已設

立專題網站 (網址﹕ http:/ /www.edb.gov.hk/ncs_chi)，
並將主要資料包括《非華語家長資料套：香港教育指

南》、學前教育學券計劃單張、小一及中一入學簡介

小冊子、小一入學申請表及填表須知、中一填表須知、

非華語學生的支援措施簡介、《中國語文課程補充指

引（非華語學生）》 (《補充指引》 )提要，以及《微調

中學教學語言》單張等翻譯成主要少數族裔語文版本。

http://www.edb.gov.hk/n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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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為協助那些以主要少數族裔語言溝通的非華語

家長，我們在舉行簡介會時會提供傳譯服務。至於日

常查詢，我們已設立熱線 (3540 7447)，並由 2010 年 7
月開始，透過民政事務總署資助的「融匯 —少數族裔

人士支援服務中心」，為查詢者安排電話會議傳譯服

務。  
 
13. 為鼓勵非華語家長為他們子女報讀本地幼稚園，

儘早學習中文，以便適應本地教育體系，我們會繼續

與平等機會委員會協作，在較多非華語人士居住的地

區，舉辦專為非華語家長而設的入學簡介會。至於幼

稚園的學習，我們提供校本支援服務，包括透過「大

學與學校支援計劃」引進大專界別專業人士與幼稚園

協作，讓非華語兒童在真實的環境中學習中文。此外，

我們也會為幼稚園發展適合非華語兒童學習的教學

材料及系統計劃，使非華語兒童的學與教變得更具趣

味性和具體化。  
 
14. 為 提 升 非 華 語 兒 童 學 習 中 文 的 興 趣 ， 我 們 已 由

2012 年 7 月起，透過語文基金，支持非政府機構在有

較多非華語兒童居住的地區（例如元朗、葵青、官塘、

油尖旺），舉辦有趣的中文學習活動，例如戲劇、藝

術創作等項目╱計劃，藉以提高非華語兒童學習中文

的動機。  
 
 
 
教育局  
2013 年 1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