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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顺应当前教育发展的趋势，国际文凭课程（International Baccalaureate，简

称 IB）已发展出一套较为独特且完备的课程架构，并逐渐被全球教育界认可。

随着汉语及汉语教学在世界各地的推广发展，汉语课也日益融入 IB 课程体系，

成为 IB 课程中第二语言学习的主要科目之一。IB 课程的汉语二语教学，在教学

材料、教学方法、评价模式等方面均体现了 IB 的国际情怀与跨文化理解的理念，

对国际汉语教学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IB 因其认受性成为众多学生和家长的选择，也影响愈来愈多汉语教师的择

业方向。IB 中文师资的培养目标，与一般的中国语文教师及国际汉语教师的培

养目标，有一定的重叠，又自有其特性。在语言使用和语言教学上，香港兼具东

西方文化的多种特点，呈多元化的发展模式。语言教学与师资培训密切相关，作

为香港唯一以师范教育为本的大学，我们关注香港、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以至

全球的中小学国际汉语教学的师资培养，在原来的 GCE、IGCSE、AP 等课程之外，

特別推动 IB 中文师资的培养，在相关培训中既重视语言、文学知识，又重视多

元文化，并兼顾理论探究和教学实践能力。 

    本文结合 IB 课程宗旨及二语教学理论，探讨 IB 理念在香港教育大学汉语师

资培训中的体现及应用，分享汉语教学与国际多元文化的互动发展经验，在教学

和研究上都为汉语二语教学做出有价值的尝试。  

 

 

关键词 

    汉语国际教学   国际文凭课程（IB）   教学理念  教学法 

 

 

 

 



 

 

一、引言 

    国际文凭组织(International Baccalaureate Organization，简称 IBO)于

1968年设立的国际文凭课程预科项目(International Baccalaureate Diploma 

Programme,简称 IBDP)，面向 16-19岁的学生，提供中学之后两年的大学预科课

程。为顺利衔接预科阶段的学习，IBO又于 1994年为 11-16岁的学生开设了中

学项目(Middle Years Programme, MYP)，之后又于 1997年开设了小学项目

(Primary Years Programme, PYP)。2012年，IBO为在中学最后两年寻求职业教

育的学生开设了国际文凭职业教育项目 (Career-related Programme, CP) ，至

此 IB课程已成为一个提供从小学、中学到大学预科以及职业教育的连贯的国际

教育体系。IB课程发展迅猛，根据 IBO官网提供的统计数据1，2019年全球有超

过 4940所学校开设 IB课程，学生人数多达一百二十五万人。截止到 2019年 2

月，中国内地开设有 IB课程的学校已有 148 所，香港地区也有 61所。 

    随着汉语及汉语教学在全球范围的推广发展，世界各地的汉语教学也相应呈

现出不同面貌，例如汉语课日益融入 IB课程体系，成为 IB课程中语言学习的主

要科目之一（Resnik, 2012）。一般而言，国际汉语教师除必备全方位的汉语基

础知识及外语沟通技能之外，还需掌握基本教学原则、方法、和技巧，并熟悉二

语习得理论及其应用。而对于 IB课程中的汉语老师而言，除此之外还应当了解

不同课程的架构及考评体系，理解世界多元文化下的汉语教学现状，这些都对

IB汉语师资培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2008年，香港教育大学（教大）开设国际汉语教学硕士课程 (Master of 

Teaching Chinese as International Language, 简称 MATCIL) ，填补了在香

港的国际汉语师资培训的空白。课程既重视语言、文学知识，又重视多元文化，

兼顾理论探究能力和教学实践能力，注重培养汉语教师的社会文化意识，并运用

有效的沟通合作策略，不断优化教学。MATCIL课程关注香港、粤港澳大湾区、

内地，以至全球的中小学国际汉语教学的师资培养，除了原来的 GCE、IGCSE、

AP等课程外，特別推动 IB中文师资的培养。此课程于 2016年 12月通过了国际

文凭组织 (IBO)的认证，成为国际文凭课程(IB)教学证书认可课程。2016年，

教大更推出全港首个汉语作为二语教学本科课程 (Bachelor of Teaching 

                                                        
1 https://www.ibo.org/programmes/find-an-ib-school/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简称 BATCSL) ，帮助更多有志从事国际汉语

教学事业的青年学生开启职业生涯。 

    在汉语教学研究基础上推动 IB师资的培养，成为教大的重要发展目标和方

向。学系也希望借着 IB师资培养的良机，提升汉语教学成效，在教学和研究上

都为汉语二语教学做出有价值的尝试，推动国际背景下的 IB汉语教学的研究与

发展。  

 

二、IB 理念及 IB 课程中的汉语教学 

(一) IB 课程的核心理念 

    IB课程的使命宣言中提出 (IBO，2017) ：“国际文凭组织的目标是培养勤

学好问、知识渊博、富有爱心的年轻人，他们通过对多元文化的理解和尊重，为

开创更美好、更和平的世界贡献力量。”国际文凭课程的核心理念是培养学生成

为具有国际情怀/意识(International-mindedness)的人，Hill（2013）总结了

与之相关的定义： 

通过跨国界议题的学习及与之相关的批判和合作等能力的应用，以形成    

有益于推进跨文化理解、和平共处及全球可持续发展等为人类将来服务的态度及

行动。 

    其中的核心内容“跨文化理解”与语言学习关系密切，通过学习其他族群的

语言可增加对其他族群的认知，并欣赏其不同于自己的生活方式，从而发展出正

面的待人态度（Castro, Lundgren et al. , 2013）。 

    IB课程鼓励终身学习，提出十项学习者培养目标 (IB Learner Profile) ，

为学习者确立了长远的教育愿景，这也是 IB理念中最核心的内容 (Hill, 2007) 。

这十项培养目标2包括：(1)积极探究、(2)知识渊博、(3)勤于思考、(4)善于交

流、(5)坚持原则、(6)胸襟开阔、(7)懂得关爱、(8)勇于尝试、(9)全面发展、

(10)及时反思。 

    IB高度重视学习者“国际情怀”（International Mindedness）的培养，以

具备“跨文化理解”能力。“国际情怀”始终贯彻于学习者培养目标中，现节录

有关部分如下(IBO，2015a)： 

                                                        
2 关于 IB 学习者的十项培养目标，本文采用 IBO 官网提供的中文翻译。检自

https://www.ibo.org/globalassets/digital-tookit/other-languages/education-for-a-better-world-

zh.pdf  

 



知识渊博：我们对各种具有当地和全球重要性的问题和思想观点进行探讨。 

善于交流：我们使用一种以上的语言。 

坚持原则：（我们）尊重世界各地人民的尊严和权力。 

胸襟开阔：我们以批判的态度欣赏我们自己的文化和个人的历史，以及他人的价

值观和传统。 

懂得关爱：我们表现出同理心、同情心和尊重。我们努力开展服务，通过我们的

行动使他人的生活和我们周围的世界发生积极的变化。 

全面发展：我们认识到自己与他人以及我们所处世界的相互依存关系。 

及时反思：我们对世界和自己的思想观点和经验做出深刻缜密的思考。 

    由此可见，培养学生的“国际情怀”是 IB教育的最大特色。 

 

（二）IB 课程中的汉语教学     

    IB课程认为，语言在培养多元文化意识和国际情怀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IBO，

2011a) 。人们通常会认为，凡是外语学习皆会自然而然地培养多元文化和国际

情怀，然而有研究（Allen，2003）显示，在某些学习场景之下会出现相反的结

果：学习一门新语言时，教学方法的不当可能会导致对该语言及其所属文化产生

厌倦。基于此考虑，IB课程提出有关语言的教学法应当是开放和包容的，教学

过程中应肯定每位学习者的身份意识和自主性，并提倡批判性思考。 

    IB课程小学项目（PYP）指出语言学习是一个复杂的、不断发展的过程，教

师应当帮助学生制定语言学习计划，并照顾学生的语言需要。中学项目（MYP）

则尽量鼓励学生，要求至少学习两种语言，确保能充分发挥学习潜力。大学预科

项目（IBDP）的语言科目由两个学科组提供，第一学科组帮助学习语言和文学，

第二学科组帮助习得语言。以中文课程为例，第一学科组（中文 A）供中文母语

者修读，通过阅读欣赏中外世界名著，培养中文母语学生的文学鉴赏能力和批判

性思维，提升口头和书面的表达能力。此类教学方式为传统中国语文的教学提供

了可参考借鉴的思路。第二学科组属于第二语言教学，包括中文 Ab和中文 B两

个阶段。中文 Ab（Chinese Ab nitio standard level，ab initio为拉丁语，

意为“初始”）是初级中文课程，供零基础学生修读；中文 B供具备一定汉语基

础的学生修读，根据实际水平还可选择普通课程（Standard Level）和高级课程

（Higher Level）。中文 Ab 和中文 B 课程均属于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两门

课程都注重语言的习得和语言技能的培养。IBO 强调第二语言的教学目的不局限

于学习具体的语言知识，而是通过书本、音像等不同载体，学习从日常交流到文

学作品的各种材料，从而不仅使学生掌握必要的语言技能，做到在不同情境中自



如交流，还能通过语言学习增进对多元文化的理解（IBO, 2011b）。 

    与 GCE、IGCSE、AP 等其他课程不同的是，国际文凭组织仅仅公布课程的

培养目标、实施方法、学科指南及课程大纲，并不提供统一的教材。教师需自己

组织材料，建构课程内容。开设 IB 课程的学校通常会选择一份或几份通用教材

作为主要教材，此外再由教师根据评估要求自行在网络、报纸等媒体寻找不同形

式的教学材料。经过几十年教学实践和理论研究的探索，IB 课程顺应全球教育

趋势，融合多种先进教育理念，已拥有一套较为独特且完备的课程架构。其中的

中文 Ab 和中文 B 课程，在教学材料、教学方法、评价模式等方面均体现了 IB

的核心理念，对国际汉语教学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三）IBDP 课程的评估体系 

    IB课程中不同阶段的评核要求不完全一致，因中学之后的大学预科项目

（IBDP）成绩可用于申请大学，以下对评估体系的讨论将聚焦于此阶段。 

    IBDP的中文 Ab和中文 B考试具有实用性、全面性和平衡性（林昊，李惠文，

2017）。在考试模式上，IB语言课程的评估兼顾校内评估（Interior Assessment）

和校外评估（Exterior Assessment）两种模式。校内评估主要考察个人的口语

表达能力，包括独立表达和与他人的沟通能力。校外评估包括阅读理解和书面写

作。与一般语言测试中的写作要求不同的是，IBDP的一部分写作考核基于指定

的话题展开，准备时间横跨一整个学年，期间允许教师指导选题和调查研究。其

目的是在提升学生书面表达能力的同时，增强对多元文化的理解力和探究能力。

两种评估模式的结合，兼顾接受技能（Receptive Skills）和表达技能

（Productive Skills），对听、说、读、写进行全方面考核，有助综合考察学生

的汉语二语能力。在考试时间安排上，IB语言课程的评估既重视最终考试的量

化结果，也不忽略平时学习的积累和反馈，兼顾总结性评估（Summative 

Assessment）和形成性评估（Formative Assessment）对学习的促进作用。 

 

（四）IBDP 课程的特色项目 

    IBDP的总成绩除了包括六个学科组的总分，还需加上其他三项特色项目的

得分3，这三个特色项目充分体现了 IB的理念和核心内容（IBO，2013）。 

                                                        
3 六个学科组中每一科的最高分是 7 分，三项活动的最高得分是 3 分。所以 IB 考试的最高得

分是 7×6+3=45 分。 

 



1．知识论课程 (Theory of Knowledge，TOK) 

    IB要求教师在“知识理论”和课程之间建立联系，鼓励学生运用批判性思

考，探求知识的本质，通过语言在各个学术领域之间建立联系，反思所有学科的

学习过程。知识论的考核要求学生完成 10分钟的口头评述，以及一篇 1200到

1600字的文章。前者由校内教师评估，后者由校外教师批改。 

 

2．延伸性论文 (Extended Essay，EE) 

    延伸性论文要求 IB学生选择感兴趣的课题进行调查研究，并完成一篇 4000 

字的论文。课题一般选自学生 IB课程大纲，可由导师指导，论文最终由校外的

IBO考官根据统一标准批阅计分。  

 

3．创造、行动与服务 (Creativity, Activity & Service，CAS) 活动 

    IB鼓励学生在学术训练之余，不忘培养对生活的认知及欣赏，在服务社会

的过程中培养责任意识。“创造”是鼓励学生开展艺术创作，进行创造性思考；

“行动”是通过体育活动培养健康的生活方式；“服务”是在回馈社区的过程中

重建周边的学习环境。在两年的 IBDP学习中，学生要参加各种艺术、体育以及

社区活动，诸如到世界各地当志愿者，去社区中心、敬老院、幼儿园表演才艺等。

所有活动的目的都是为了增进学生的身心发展、培养创造能力与社交能力。各项

活动都有专人监控与指导，并对学生的表现进行记录和评价，在此过程中帮助学

生反思并建立自我认知。 

 

三、 香港教育大学国际汉语教学师资培训课程概况 

    香港教育大学的 MATCIL课程4已开设了十年，为全港同类型课程的先行者。 

课程考虑世界各国学习汉语的需求，在师资培养等方面向其他语言借鉴经验，兼

顾理论探究能力和教学实践能力，针对国际汉语教学的课程、教材、教法、二语

习得等专业范畴和特定内容施教；同时注重培养汉语教师的社会文化意识，重视

中华文化知识和理解多元文化。课程于 2016 年 12月通过认证，成为 IB教学证

书认可课程，这使得香港教育大学成为亚洲第二所具有 IB教学证书认可课程的

大学，也使得毕业生资历更具国际认受性。MATCIL课程根据 IB培养目标、实施

方案、学科指南等指导性文件调整了教学内容，主要科目和教学活动中均融入

IB元素。而入选 IB组别的学员除修读指定科目外，还须在 IB学校完成教学实

                                                        
4国际汉语教学文学硕士课程(MATCIL)课程网页：https://www.eduhk.hk/matcil/ 



习，方可申请 IB教师资格证书。 

    MATCIL课程设有四门核心科目和五门必选科目，用以专门探讨汉语国际教

学的理论和方法；此外还有一系列文学、文化主题的选修科目，帮助增进中文基

础知识和中华文化修养。四门核心科目包括：(1) 汉语课程、教材和教学设计； 

(2) 国际汉语教学法：语音教学、听说教学； (3) 国际汉语教学法：识字教学、

读写教学； (4) 第二语言习得与汉语学习。五门必选科目包括：(1)语文教学与

资讯科技素养；(2)第二语言教学研究方法；(3)跨文化交际；(4)学校体验；(5)

国际文凭预科课程(IBDP)和汉语二语教学(TCSL)。所有核心科目和必选科目，都

基于汉语二语教学研究的成果，兼顾多样化的汉语教学面貌，又融入了 IB理念

和元素。 

    BATCSL课程5于 2016-17学年成立，是香港首个汉语作为二语教学学士课程。

借鉴 MATCIL课程的成功经验，BATCSL课程着重跨学科知识，科目内容包括语言

学、文学、国际汉语教学课程、跨文化课程、专题研习等范畴。 

    香港教育大学国际汉语教学文学硕士课程(MATCIL)和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

学荣誉文学士课程(BATCSL)的教学，主要由教大中国语言学系负责，学系致力于

促进、推动汉语教学及研究的现代化和国际化，目标是发展成为大中华地区具有

重要影响力的汉语教学与研究中心。 

 

四、IB 理念在国际汉语师资培训课程中的体现 

 

（一）注重国际情怀和跨文化理解 

    IB对“国际情怀”的高度重视，正切合当今全球化趋势下多元文化共存互

动的发展潮流，亦与我们的课程宗旨及理念如出一辙，这一核心理念对国际汉语

教学深具启发性。语言是文化的主要载体，语言教学离不开文化教学。教学不是

单向地由教师向学生输送信息，而是双向的、动态的互动交流和文化沟通。众多

二语习得的研究成果表明（Gass, Selinker,2011），单凭修习二语并不能使学习

者与操该门语言的用户作有效沟通；有效沟通也并不单纯依靠语言能力，还需具

备文化上的相互了解。因此，教大的国际汉语师资培训课程尤其注重培养准教师

在教学实际中的跨文化理解力。香港教育大学一直提倡将批判思考能力、创意思

                                                        
5
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荣誉文学士课程(BATCSL)课程网页：

https://www.eduhk.hk/degree/batcsl_ds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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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能力、解决问题能力、沟通能力、社交能力、伦理决策和全球视野等作为各个

专业的通用学习成果6。其中的“沟通能力”和“全球视野”两项学习成果，是

国际汉语师资培训课程极为关注的重点。作为合格的国际汉语教师，应当能深刻

了解中华文化，也能学会尊重和包容多元文化，尤其是对学生的背景文化应当有

所认识，从而调整合适的教学内容和方法，使学生在学习语言技能的同时也能增

进对彼此文化的了解，进而促进语言的学习。 

     

（二）积极探究汉语二语教学法 

    香港教育大学的国际汉语师资培训将 IB 二语教学理念与国际汉语教学相结

合，力求可借鉴之处互为促进。IB课程的第二语言教学关注语言的习得和语言

技能的培养，强调课程目的不仅是使学生掌握必要的语言技能，还要通过语言理

解多元文化，从而开阔学生的视野，建立更开放包容的世界观。对于使用何种教

学方法，IBO并没有明确的规定，但强调：“不论采用哪一种方法，最重要的是

每一位学生都要积极地参与各种课堂活动，师生之间和学生之间都要有高度的互

动。”这是因为在探究学习中，“由学生自己决定探究一个问题或一种情形的适当

方法，以驱动学习的进展。在基于探究的学习过程中，始终是以学生为中心，学

生负责积极主动地推进探究。”（Hutchings, 2007）。 

    汉语二语的教学法，随着汉语教学的国际化及教学理论的深化而逐渐发展。

从早期重视语法及翻译，到后来注重互动交流，提倡“沉浸式”学习；在引进第

二语言习得理论之后，汉语二语教学的中心逐步由“教”向“学”的方向转变（王

建勤，1997）；近年来伴随科技发展更提倡资讯科技辅助教学。语言是工具而不

是目的本身，从跨学科和超学科角度来看，语言在形成理解和建构知识时具有中

枢作用，所以语言应当被整合到所有学习之中。国际汉语教师如能从学习者角度

考虑，思考从“学习语言”Learning Language到“通过语言学习”Learning 

through Language（Michael Halliday，1985），将有助提升学习动机，改善教

                                                        
6香港教育大学（教大）的毕业生素质及七个通用学习成果分别代表了教大毕业生应具备的素质

及能力。七个通用学习成果分别是： 1. 解决问题能力 (Problem Solving Skills) 2. 批判思考能力 

(Critical Thinking Skills) 3. 创造性思维能力 (Creative Thinking Skills) 4a. 口头沟通能力 (Oral 

Communication Skills) 4b. 书面沟通能力 (Written Communication Skills) 5. 社交能力 (Social 

Interaction Skills) 6. 伦理决策 (Ethical Decision Making) 7. 全球视野 (Global Perspectives) 

检自 file:///Users/cj/Desktop/_site_upload_userfiles_CUS1003--2%20Jan%202019%20(1).pdf 

 



学效果。 

    适应国际化的汉语教师除了要对汉语知识进行“积极探究”，教学方法亦亟

需改进。在教学设计中如何引导学生自主探究，如何养成探究习惯、提升探究能

力，为日后的持久学习、终身学习奠定基础。这一系列对教学方法的探究，是国

际汉语教师面对的挑战。IB课程的十项培养目标包括“积极探究、勤于思考、

勇于尝试”，不论是汉语一语或是二语的 IB学生，都将通过掌握探究式学习成为

终身学习者。作为他们的引导者，IB汉语教师更应当具备这些特质，潜移默化

以身试教。  

    IB对师生探究能力的重视，与教大国际汉语师资培训课程的理念不谋而合。

在培训课程设计中，除了要考虑汉语知识的学习，也兼顾到让学生通过自主探究，

在学习学科知识之余，探究能力得到锻炼与提升。 

 

（三）评估方法和评核标准多样化 

    适当评估和及时反馈对改进教学有极大帮助，评估考核贯彻在香港教育大学

国际汉语师资培训的整个过程中。培训课程的评核设计考虑到平衡多方因素，力

求做到校内评估和校外评估互补，总结性评估和形成性评估齐头并进。一方面能

有效监控准教师的培训成效，另一方面也在多样化评估方式上做了生动的示范。 

    以教学法科目为例，此类科目的教学旨在让准教师全面了解二语教学法，其

中既有不同教学流派的理念介绍，也有实际教学的展示和分析，以帮助准教师获

得从教所需的教学知识、技能、理念和态度。这些多元化的学习成果不适合以一

份总结性评估(Summative Assessment)来量度，必须辅以进展性评估(Formative 

Assessment)进行。在不同方式的持续评估中，师生之间不断沟通教学心得，及

时调整改进教学，为之后的进一步学习打好基础。进展性评估促使准教师探究、

反思、尝试，在一次次练习中逐渐形成教育理念。进展性评估在语言教学上备受

重视，是促进学习的评估(Assessment for Learning)。 

    以上评估分不同时段进行，但都发生在本校师生之间，属于校内评估模式。

而在课堂授课和试教之外，校外评估有助准教师了解不同的学校文化及教学要求。

准教师被分派至不同学校参观体验，之后还有机会亲自教学，由校外的指导老师

评定实习成绩、给出教学反馈。多样化的评核方式确保了培训课程的实用价值，

也帮助准教师切身体验评估对于教学的重要性。 

 

（四）理论联系实践的课程特色 

    IB 课程重视理论联系实际，在六门科目之外特设三项特色活动（TOK、EE、



CAS），以帮助学习者反思学科知识之间的联系，并在实践活动中增进责任意识

和自我认识。香港教育大学国际汉语师资培训课程兼顾理论探究能力和教学实践

能力的培养，提供跨地区的学校体验、业内专家的工作坊以及各种学术活动，帮

助准教师在理论和实践的不同层面提升自我。 

1. 汉语二语教学及 IB 理念系列工作坊 

    汉语二语教学不断发展，为帮助学员了解教学及研究的最新发展成果，教大

举办汉语二语教学及 IB 系列工作坊，邀请活跃于教研前线的著名学者、IB 专家、

IB 总考官、国际学校校长、IB 工作坊培训老师等担任讲者。讲授的主题包括汉

语二语教学、二语习得、以及 IB 汉语课程的教学及应用等7。 

    系列工作坊除了向学员介绍了 IB 的理念及不同教学技巧、教学要求，更为

学员提供了一个和 IB 专家、资深教师交流的平台，为学员踏入业界提供了切实

的帮助。   

 

2. 多样化的学校体验及教学实践机会 

    教大国际汉语师资培训课程提供本地及海外的多样化学校体验机会，准教师

在培训的同时便分组探访位于香港的本地学校、国际学校，参观教学环境和观摩

教学，与前线教师、中文科主任及校长座谈交流，以便将理论学习融入对教学实

践的观察。学校探访有助准教师快速了解香港教育的不同方面，逐渐培养形成持

续探究的专业态度。 

    在探访学校获得一定经验之后，准教师将被派往不同国家、地区的不同类型

的学校进行为期六周的实习体验。例如学员如想留在香港实习，可选择面向成人

留学生的香港大学、恒生大学、香港教育大学等，也可选择面向中小学生的多所

国际学校；如想去海外实习，则有美国、英国、德国、荷兰、捷克、西班牙等国

的大学或语言中心可供选择；教大与北京语言大学、台湾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

                                                        
7 讲题包括：汉语教学中的结构功能与文化、汉语教学中的“懂”与“会”、二语习得中第一语

言迁移问题及对国际汉语教学的启示、论成人二语习得无法完全成功的原因及对国际汉语教学的

启示、汉语作为二语教学的课程设计、教材及教法、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汉字教学、资讯科技融

入语言教学、汉语作为二语教学中的 IB 学习者培养目标、国际学校中的 PYP 汉语教学、MYP

课程框架下的汉语教学、差异化教学、国际文凭大学预科(IBDP)课程：从理论到实践、IB 课程中

知识论(TOK)的教学与应用、反思中国文学教学中的 IB 学习者培养目标、IB 中文课程的评估方

法与评价标准 

 



学建立了实习合作关系，各大院校的优秀师资作为校外评估资源，确保准教师的

实习效果。而 IB 组别的学员，根据 IB 官方要求必须在 IB 学校取得实习经验，

课程也提供了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多间 IB 学校作为选择，实习指导教师均为资深

IB 教师、IB 考官或 IBO 培训专家。实习沉浸进一步加深了准教师对国际汉语教

学理论的理解，更丰富了教学经验和见闻。 

     

3. 高质量的学术资源支持  

    教学与研究互为促进，香港教育大学中国语言学系于 2016 年起，主办多届

国际汉语教学研讨会，研讨围绕“IB 理念与汉语作为二语教学”等主题，邀请

了普林斯顿大学周质平教授、剑桥大学袁博平博士、法国东方语言文化学院白乐

桑教授、哥伦比亚大学刘乐宁教授、北京大学陆俭明教授、新加坡国立大学周清

海教授、澳门大学靳洪刚教授、英基学校協会王小平博士等作为主讲嘉宾，分享

最新的教研成果。应邀出席研讨会的嘉宾来自全球各地，其中有国际汉语教学研

究领域的著名学者，也有多年一直从事 IB 教研的业内专家，吸引了众多国际学

校的教师参与。 

    香港教育大学在 2017 年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及中华书局合办《国际中文教

育学报》8，邀得大中华地区、亚洲、北美、欧洲等地的专家学者加入学术顾问

委员会和地区编辑委员会，以构建跨国家跨地域的多元文化平台，凝聚全球专家

学者的知识和力量，推动汉语教学的研究，并探讨中华文化与当今世界多元文化

的关系。     

    会议和学报为本校修读相关课程的学员提供了便利、开放的学术环境，鼓励

准教师投稿参会，也可列席旁听、参与讨论。 

 

五、总结 

    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理解文化的基础。科学推进汉语在国际上

的传播，则必须考虑世界各国学习汉语的需求，在教学标准、教材、方法、考试、

师资供给等方面向传播较好的语言借鉴经验（李宇明，2014）。语言教学应考虑

经济一体化和文化全球化的背景，应结合当前教育发展的趋势。在语言使用层面，

汉语在国际语言中还不属于强势语言，IB 的三种官方语言仅包括英语、法语和

西班牙语，在国际上修读 IB 汉语科目的学生仍属少数。这其中部分原因是“汉

语难学”，部分原因还在于汉语课程的内容是否能引发共鸣、教学是否具有吸引

                                                        
8 《国际中文教育学报》网址：http://www.eduhk.hk/chl/tc/page.php?msid=103 



力。   

    语言教学与师资培训课程有着密切关系。香港教育大学中国语言学系重视汉

语师资的培养，多年来在汉语语言学、语文教育以及国际汉语教学和研究等领域

辛勤耕耘，取得了瞩目的成绩。展望未来，国际汉语教学仍将成为学系的重要发

展方向，参考 IB 理念之下的汉语课程特征，我们可藉助国际教育的研究成果发

展汉语教学，重视面向实际教学的汉语研究。学系将借着 IB 师资培养的良机，

在全球范围内推动汉语教学与国际多元文化的发展和互动，提升汉语教学成效并

分享经验和做法，为扩展中文教育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为促进中华文化的传承

及世界多元文化的沟通理解，担当重要角色并做出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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