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普通話科 

2. 課程內容 

(1) 各級教學安排 

A. 拼音教學 

    採取先總體溫習、後仔細逐一鞏固的方式，讓學生先來一個整體掌握。  

年級 中一級 中二級 

 

中三級 

拼音教學

內容 

‧總論︰拼音的組成、  

        聲韻調總表概覽 

‧分論︰聲母、單韻母 

‧總論︰重溫聲母、  

        單韻母 

‧分論︰複韻母 

‧總論︰重溫聲母、單

韻母、複韻母 

‧分論︰前鼻韻母、 

        後鼻韻母 

 

B. 說話教學 

說話教學以功能為綱，選學生有興趣以及在生活上最有用處的功能為內容。 

  

年級 

 

中一級 中二級 

 

中三級 

說話功能項目 ‧描述事情和行為 

‧詢問意見 

‧在對話中提問 

‧解釋原因及說出條件 

‧提出建議 

‧詢問原因和解釋原因 

‧假設 

‧提出請求 

‧描述身體狀況 

‧提問和解釋原因 

‧道歉和回應道歉 

‧表示懷疑 

‧說明差異 

‧客套話 

‧稱讚 

‧表示喜愛 

‧表達想像及說明功用 

‧推測 

‧表示不滿 

‧指正錯誤 

‧表示懷疑 

 

C. 聆聽及朗讀教學 

 與該年所選的文章掛勾，以實用性及配合學生興趣為主。 

每年級皆有與中華文化配合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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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家炳中學  2016-2017 年度 

中一級 普通話科進度表 

週數 日期 課題 閱讀及朗讀 說話 聆聽 譯寫及理論 補充活動 /  評估 

1 5/9-9/9 課程簡介 (含普通話學習網簡介)、簿冊安排、簡單聲調練習 

2 12/9-19/9 人名拼寫規則、聽辨任教老師姓名（工作紙一、二）、簡單聲調練習 

3 20/9-27/9 
工作紙三：校園常用語、小組特色展示 

*28-30/9 中一生活紀律訓練營 

4 3/10-7/10 漢語拼音簡介（聲調自學工作紙） 

5 11/10-17/10 

單元一︰校園生活 

1. 我喜歡上的課 

有關中學學習生活

的對話 

說說看(p.7-8) 

1. 情景活動：訪問

同學 

  

 

 

6 18/10-28/10 

   聽聽看(p.11) 

1. 借文具的對話 

2. 聽辨詞語 

語音知識(p.9)： 

聲調及輕聲 

默書 

增值園地 (p.12) 

*24-26/10 中一上學期統測 

7 7/11-11/11 
單元一︰校園生活 

2. 秋季大旅行# 

有關秋季大旅行的

對話 

  語音知識、寫寫看

(p.19-20)：單韻母 

e-learning1 

 

8 14/11-18/11 

  說說看(p.17) 

1. 我們組的週年

旅行計劃 

聽聽看(p.21) 

1. 旅行活動安排 

  

9 21/11-25/11 

單元二︰每個節日都

有趣 

3. 歡度聖誕 

有關聖誕節活動的

對話 

  語音知識、寫寫看

(p.33-34)：聲母 

 

聲母自學工作紙 1 

 

10 30/11-6/12 考試安排講解、開始上學期口試(朗讀) 

11 7/12-13/12 上學期口試(朗讀) 

12 14/12-20/12 上學期口試(說話) 



 2 

 

13 3/1-13/1 上學期筆試 

14 16/1-20/1 試卷回饋   

15 23/1-25/1 

單元二︰每個節日都

有趣 

4. 過年了* 

大年初一吃餃子時

的對話* 

說說看(p.41) 

1. 語言表達訓練：

祝願、確認 

  

 

聲母自學工作紙 2 

 

  *26/1-5/2  農曆新年假期 

16 6/2-10/2 

   聽聽看(p.45) 

1. 聽辨詞語 

2. 有關壓歲錢的對

話* 

語音知識、寫寫看

(p.43-44)：複韻母(一) 

e-learning 2 

 

17 13/2-17/2 

單元三︰遊玩在香港 

5. 去海洋公園玩兒 

邀請親友遊玩兒的

對話 

 聽聽看(p.59) 

1 遊覽公園的行程 

 設計《我的主題樂園》 

 

 

18 20/2-24/2 

  說說看(p.55) 

1. 分享《我的主題

樂園》 

 語音知識、寫寫看

(p.43-44)：複韻母(二) 

默書 

 

19 28/2-6/3 
單元三︰遊玩在香港

6. 昂坪 360 

有關遊覽昂坪的對

話 

   粵普對對碰《作業》(p.27) 

 

20 7/3-13/3 

  說說看(p.65) 

1. 普通話怎麼說：

買票用語 

2. 語言表達訓練：

同意、不同意 

聽聽看(p.69) 

1. 遊覽天壇大佛 

 補充聆聽練習 

21 14/3-20/3 故事/短片欣賞及說話     說話工作紙 

22 21/3-28/3 

單元四：友誼萬歲 

7. 逛街去（若時間充

裕） 

有關逛街購物的對

話 

   小組匯報#1, 2 

 

23 3/4-10/4 

   聽聽看(p.83) 

1. 聽辨詞語 

2. 優質旅遊服務計

劃# 

 小組匯報#3, 4 

  * 29/3-31/3 中一下學期統測  12/4-22/4 復活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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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24/4-27/4 
單元四︰友誼萬歲 

8. 生日快樂  

生日聚會的對話    小組匯報#5, 6 

 

25 4/5-15/5 

   聽聽看(p.93) 

1. 如何稱呼高壽的

對話* 

三聲連讀的變調

(p.91) 

小組匯報#7, 8 

 

26 16/5-22/5 下學期口試（朗讀） 

27 23/5-29/5 下學期口試(朗讀，說話) 

28 31/5-6/6 下學期口試(說話) 

29 7/6-19/6 下學期筆試   

 

* 中華文化元素 

# 德育及公民教育元素 

建議匯報主題：廣普差異趣話、一次特別會議（分角色）、一則故事（分角色）、校園導遊、帶一個遊戲（跳格、造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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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家炳中學  2016-2017 年度 

中二級 普通話科進度表 (建議稿_2016 年 7 月 8 日修訂) 

週數 日期 課題 閱讀及朗讀 說話 聆聽 譯寫及理論 補充活動 /  評估 

1 5/9-9/9 
課程簡介 (含普通話學習網簡介)、簿冊安排 

工作紙一：常用語、同班同學及任教老師姓名、龍文* 

2 12/9-16/9 工作紙二：漢語拼音簡介 / 漢語拼音方案 

3 19/9-23/9  

單元一︰生活傳真 

1. 天有不測風雲 

有關暑期活動及天

氣的說話 

說說看(p.7-8) 

1. 普通話怎麼說：

描述天氣 

2. 語言表達訓練：

詢問、評述的句

式 (主題：天氣 

  粵普練習 (與天氣相關) 見

簡報 

4 26/9-30/9 

   聽聽看(p.11) 

1. 天氣預報 

2. 聽辨帶介音的韻

母 

 

語音知識(p.9-10)： 

1. 帶介音的韻母 

2. 拼寫規則：1）複

習ü的拼寫規則

2）聲調符號的位

置 

 

5 3/10-7/10 

單元一︰生活傳真 

2. 萬聖節怎麼裝扮 

1. 課前準備：畫出志

豪造型 

2. 有關萬聖節的對

話  

    

6 10/10-14/10 

   聽聽看(p.21) 

1. 有關各地鬼節

的對話 

2. 聽辨聲母 n-l, 

k-h 

語音知識、寫寫看

(p.19-20)：分辨聲母

n-l, k-h 

練習見簡報 

7 17/10-21/10 

  說說看(p.17-18) 

1. 普通話怎麼

說：有關比較的

句式 

2.  語言表達訓練：

比較、選擇(主

題：萬聖節) 

  上學期第一次小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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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6/10 中二上學期統測 

8 

27/10-9/11 

 
**1/11、3/11 

陸運會 

**2/11  

教職員進修日 

單元三︰潮流文化 

5. 通訊新紀元 

1. 課前準備：網站 

2. 有關在社交網站

上載相片的對話 

   粵普對對碰 (書 P.107) 

 

9 10/11-16/11 

  1. 說說看(p.55-56) 

2. 普通話怎麼說：

「資訊科技用

詞」粵普對照 

3. 語言表達訓練：

建議、贊成(主

題：網絡) 

   

10 17/11-23/11 

   聽聽看(p.59) 

1. 有關網上購物的

專訪 

2. 聽辨聲母 j-zh, y-r 

語音知識、寫寫看

(p.57-58)：分辨聲母

j-zh, y-r 

練習見簡報 

11 24/11-2/12 
上學期第二次小測、考試安排講解 

上學期口試(朗讀) 

12 5/12-9/12 上學期口試(朗讀、說話) 

13 12/12-20/12 上學期口試(說話)、試前溫習 

  3/1-13/1 上學期考試 

14 16/1-20/1 考試回饋 

15 23/1-25/1 教育電視：送舊迎新話新年 

  26/1-5/2  農曆新年假期 

16 6/2-10/2 

單元二︰中國風情畫 

3. 妙聯趣話* 

1. 課前準備：對聯 

2. 有關妙解對聯兒

的對話* 

說說看(p.31) 

1. 普通話怎麼

說：粵普表達中

只改一字的成

語 

2. 語言表達訓

練：評價人物、

憤慨 (主題：新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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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13/2-17/2 

   聽聽看(p.35) 

1. 有關孟姜女廟對

聯兒的故事* 

2. 聽辨聲母 zh ch 

sh – z c s 

語音知識、寫寫看

(p.33-34)：分辨聲母

zh ch sh – z c s 

 

練習見簡報 

18 20/2-24/2 

單元二︰中國風情畫 

4. 一起來猜猜* 

1. 課前準備：猜謎 

2. 有關元宵節猜燈

謎的對話* 

說說看(p.41) 

1. 普通話怎麼

說：粵普表達中

同字不同義的

詞語 

2. 語言表達訓

練：猜測、醒悟 

(主題：中華文

化) 

3. 情景活動：猜謎 

   

19 28/2-6/3 

   聽聽看(作業，p.12) 

1. 紀曉嵐寫對聯兒

的故事 (聆聽工

作紙)* 

2. 聽辨聲母 j q x – 

z c s 

語音知識、寫寫看

(p.43-44)：分辨聲母

j q x – z c s 

練習見簡報 

20 7/3-13/3 

單元三︰潮流文化 

6. 動漫節 

1. 課前準備：畫小櫻 

2. 有關動漫節的對

話 

說說看(p.65) 

1. 普通話怎麼說：

卡通人物譯名 

2. 語言表達訓練：

勸導、安慰(主

題：動漫) 

   

21 14/3-20/3 

   聽聽看(p.69) 

1. 有關「電腦人型

設計研習班」的

介紹 

2. 聽辨「一」、「不」

的變調 

 

 

語音知識、寫寫看

(p.67-68)： 

「一」、「不」變調 

工作紙： 

「一」、「不」變調大家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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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21/3-27/3 

單元四：關愛社會# 

7. 「特色」香港 

1. 課前準備：交通工

具 (見簡報) 

2. 有關搶包山風俗

的對話* 

說說看(p.79) 

1. 普通話怎麼說：

「都」、「也」的

用法 

2. 語言表達訓練：

追問、推測(主

題：傳統習俗) 

  下學期第一次小測 

  29-31/3 中二下學期統測 

24 
28/3、

3/4-10/4 

   聽聽看(p.83) 

1. 有關在酒樓喝早

茶時的對話* 

2. 聽辨輕聲詞 

 

語音知識、寫寫看

(p.81-82)：輕聲詞(答

案見簡報) 

補充詞語(輕聲與非

輕聲) (見簡報) 

增補：茶餐廳食物相片見簡

報 

25 

24/4-5/5 

 
*28/4 

校園建設日 

*1/5 勞動節 

*2/5 

教職員進修日 

*3/5 佛誕 

單元四：關愛社會# 

8. 探訪獨居老人 

有關探訪時的對話 說說看(p.89) 

1. 普通話怎麼

說：關於家務的

詞彙 

2. 語言表達訓

練：徵詢、回應

(主題：服務/關

愛) 

   

26 8/5-12/5    

1. 聽聽看(p.93) 

2. 有關探訪獨居老

人的活動安排# 

聽辨兒化詞 

語音知識、寫寫看

(p.91-92)：兒化韻 
 

27 15/5-19/5 
下學期第二次小測、考試安排講解 

下學期口試(朗讀) 

28 22/5-26/5 下學期口試（朗讀、說話） 

29 29/5-6/6 下學期口試(說話)、試前溫習 

  7/6-19/6 下學期考試 

 

* 中華文化元素   # 德育及公民教育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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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家炳中學  2016-2017 年度 

中三級 普通話科進度表 

週數 日期 課題 閱讀及朗讀 說話 聆聽 譯寫及理論 補充活動 /  評估 

1 5/9-9/9 
課程簡介 (含普通話學習網簡介)、簿冊安排 

工作紙一：常用語、學科名及任教老師姓名、自我介紹 

2 12/9-16/9 

單元一︰生活點滴 

1. 丟三落四 

1. 課前準備：丟三落

四的小丸子 

2. 有關尋找失物的

對話 

說說看(p.7-8) 

1. 語言表達訓

練：著急、安慰 

2. 情景活動：角色

扮演 (著急、安

慰) (主題：考試) 

   

3 19/9-23/9  

   聽聽看(p.11) 

1. 購物經歷 

2. 聽辨本課韻母 

語音：鼻韻母 增值園地 (p.12) 

工作紙二 (鼻韻母) 

4 26/9-30/9 
單元一︰生活點滴 

2. 想吃點兒甚麼 

有關中國美食的對

話* 

   課堂活動：利用 p.19 字詞設

計繞口令 

5 3/10-7/10 

  說說看(p.17-18) 

1. 語言表達訓

練：討論、任憑

（主題：閱讀） 

聽聽看(p.21) 

1. 叫花雞 

2. 聽辨本課韻母 

  

 

6 11/10-17/10 
單元二︰健康人生 

3. 健康才是美# 

有關「瘦身」與健康

的對話 

   遊戲：健康美味排名+句子層

層疊 

7 18/10-21/10 

  說說看(p.31) 

1. 語言表達訓

練：批評、附和 

(主題：做運動) 

聽聽看(p.35) 

1. 有關身高體重

指數的對話 

  

 

  24 - 27/10 中三上學期統測 

8 7/11-11/11 
   辯論：內在美和外在

美哪個更重要？ 

語音 (p.33-34)：韻母

ie-ian、üe-üan 的分辨 

 

 

9 14/11-18/11 

單元二︰健康人生 

4. 彩虹天使# 

1. 課前熱身：近音

字詞 

2. 有關遠離毒品的

對話# 

   粵普對對碰《彩虹天使》(p.104) 

 

 



 
2 

10 21/11-25/11 

   聽聽看(p.45) 

1. 聽辨本課韻母 

2. 有關舒緩情緒的

方法 

 補充聽力練習 

 

11 30/11-6/12 試前溫習及開始上學期口試（朗讀） 

12 7/12-13/12 上學期口試(朗讀) 

13 14/12-20/12 上學期口試(說話) 

  3/1-18/1 上學期考試 

14 19/1-25/1 考試回饋 

  *26/1-5/2  農曆新年假期 

15 6/1-10/2 

單元三︰中華掠影 

5. 少數民族風情畫* 

1. 課前準備 ：四種

民族介紹 

2. 有關少數民族風

情的對話* 

   粵普對對碰《少數民族風情

畫》(p.105) 

 

16 13/2-17/2 

  說說看(p.55) 

1. 語言表達訓

練：描述、後悔 

(主題：我們這

一班) 

聽聽看(p.59) 

1. 有關藏族風俗的

對話* 

  

17 20/2-24/2 
  學生自備旅遊相片

並介紹 

   

18 28/2-6/3 

單元三︰中華掠影  

6. 台灣交流團* 

1. 課前熱身：台灣

簡介 

2. 有關阿里山旅遊

的對話 

   粵普對對碰《台灣交流團》

(p.105) 

 

19 7/3-13/3 

  說說看(p.65) 

1. 語言表達訓

練：猶豫、鼓勵 

(主題：校園建

設日) 

聽聽看(p.69) 

1. 有關阿里山櫻花

的介紹 

2. 聽辨多音字 

  

20 14/3-20/3 

    語音知識、寫寫看

(p.67-68)：常用多音

字 

多音字補充練習 (見簡報) 

增值園地 (p.70) 



 
3 

21 21/3-24/3 

單元四：多知道一點

兒 

7. 綠色香港我喜歡# 

1. 課前準備：各類污

染 

2. 有關環保的對話# 

   粵普對對碰《綠色香港我喜

歡》(p.106) 

 

   27/3 - 31/3 中三下學期統測 

22 3/4-10/4 

  說說看(p.79) 

1. 語言表達訓

練：要求、提醒 

(主題：環保) 

2.  短講：有效環保

舉措之我見 

聽聽看(p.83) 

1. 聽辨常見錯讀字 

2. 關愛大自然# 

  

  12/4 - 22/4 復活節 

23 24/4-5/5 

    語音知識、寫寫看

(p.81-82)：常見錯讀

字辨正(一) 

增補：p91 常見錯讀字辨正

(二)  

 

24 8/5-12/5 試前溫習、考試安排講解 

25 15/5-19/5 溫習及開始下學期口試（朗讀） 

26 22/5-26/5 下學期口試(朗讀) 

27 29/5-2/6 下學期口試(說話) 

28 5/6-15/6 下學期筆試 

 

* 中華文化元素 

# 德育及公民教育元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