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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廣普通話是強化民族共同語的過程。中華民族

是多民族融合而成的。追求言文一致，語言統一，不

但有利於政治、經濟、文教活動的推展，而且有利於

全民族的溝通了解、交流合作、團結與認同，是民族

的大事，是統一大業的一個組成部分。中華民族的優

秀兒女為這一理想努力不懈，成績不能低估。1

 
 

一、引言 
 

1999 年 12 月 20 日，葡萄牙殖民地澳門停止存

在，與此同時，澳門特別行政區誕生。澳門半島，連

同氹仔，路環兩個島嶼，回歸中華人民共和國。在“一

國兩制”方針的指導下，澳門歷史揭開了嶄新的一

頁。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官方語言，普通話在澳門

也進入了新的歷史階段。許多學者對澳門的普通話從

語言態度、語言政策與語言規劃等多角度進行了研

究。例如在語言態度方面Mann and Wong綜合使用問

卷和訪談法調查來自澳門中等和高等教育的共 72 名

師生。研究結果顯示在澳門各領域中，人們重視粵語

和英語，普通話排第二位，而葡語排最後。2  Young
研究澳門回歸八年以後學生的語言態度和語言偏好。

作者使用問卷對 185 名就讀於澳門科技大學的澳門本

地學生進行調查，調查發現在對“學生最喜歡的語

言”這一問題的回答上，粵語居首位，然後依次是英

語，普通話和葡語。3  關於澳門回歸後的語言變化，

大多數學生認為普通話和英語比以前使用地更頻繁。

在語言政策與語言規劃方面，許多學者探討了普通話

和廣東話在澳門的關系，例如程祥徽堅持認為普通話

應該是澳門的官方語言4，而梁淑雯認為以普通話作為

正式中文口語缺乏依據，強調普粵共存5。本文從普通

話在澳門的發展歷史及其使用現狀，以及普通話在澳

門的教學、研究、教材研發等多角度探討普通話在澳

門的普及與推廣，希望本研究能對澳門的語言研究提

供一個新的視角。 

 

 

二、普通話在澳門：歷史 
 

劉羨冰在其著作《澳門教育史》一書中將澳門普

通話教育分為四個歷史階段：官話、京話時期，國語、

國音時期，普通話時期，文化認同的新時期。作者認

為普通話在澳門的推廣經歷了三次歷史性的高潮，

即：20 世紀 30 年代抗日戰爭時期，20 世紀 40 年代末

解放前後，20 世紀 80 年代末中文成為澳門官方語言

的前前後後，並指出這三次高潮與當時的政治浪潮緊

密相關。下面簡要地回顧一下普通話在澳門的推廣經

歷了三次歷史性的高潮。 

 
(一) 第一次高潮：20 世紀 30 年代抗日戰爭 
1937 年，從北京到澳門的知識分子把國語推廣到

澳門，其中著名的有關玉書、何仲恭、王菊如等。1937
年後，從廣州來澳的知識分子也在澳門開展國語運

動。其中最負盛名的是黃耀樞。劉羨冰詳細地介紹了

黃氏教學及推廣國語的特徵。 

在《口述歷史：抗日戰爭時期的澳門》一書中，

受訪者黃炳泉介紹了澳門在抗日戰爭時期組織成立的

修社同學會。修社同學會旨在從學習國語入手捍衛民

族文化，通過各種文娛活動，如唱歌、話劇、體育、

讀書會來提高學生的愛國意識。修社同學會成為當時

澳門社會一個頗有影響力的愛國團體。6

 
(二) 第二次高潮：20 世紀 40 年代末解放前後 
新中國成立後，隨着內地普通話學習高潮的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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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澳門本地也隨之掀起了學習普通話的高潮。抗戰

結束後，一個由部分前修社成員為主的新的團體青友

會成立，並聚集了一批志同道合的青年人，成立了一

個以國語演唱中華民族的傳統民歌為主的合唱團，最

終演變成了今天的青年協會。 

 

(三) 第三次高潮：20 世紀 80 年代末中文成為

澳門官方語言的前後 
1987 年《中葡聯合聲明》明確規定, 在建立特別

行政區後，政府機關、立法機關和法院使用的主要語

文是中文。1991 年 12 月葡政府頒佈法令，承認中文

在澳門具有與葡文相等的官方地位。1993 年《澳門特

別行政區基本法》對澳門的語文作了原則性的規定：

“澳門特別行政區的行政機關、立法機關和司法機

關，除使用中文外，還可以使用葡文，葡文也是正式

語文。”這樣就從法律上確定了中文官方的地位。在

這一歷史背景下，澳門迎來了第三次普通話學習的高

潮。如前文提到的修社同學會繼續在澳門開辦了多屆

國語班來推廣普通話。盛炎介紹了澳門回歸前全社會

學習普通話的情景：“隨着“九九”的臨近，這種全

社會的普通話學習發展迅速，如火如荼。中，小學增

設普通話課程的越來越多，普通話教師的需求量越來

越大。中華教育會數年來，一直堅持一年一次的普通

話朗誦比賽，而且越辦越好；澳門中國語文學會跟香

港、廣東地區聯合舉辦多次普通話交流營，屬下的普

通話研習社成立五年來，團結了一批普通話學習積極

分子，自覺地學習普通話，為普通話培訓培養了師資；

澳門理工學院跟澳門電視台合作，開辦了不同類型的

普通話電視課程，吸引了不少觀眾。這類課程已開辦

兩年，出版了一套普通話課本，還有錄像帶。一些教

師自費到內地參加普通話培訓，取得普通話教師資

格。濠江中學一直堅持用普通話教授語文課，為適應

新的形勢，教育暨青年司跟澳門大學教育學院合作，

從去年開始，舉辦普通話教師培訓班，同時組織人力

編寫中、小學普通話教學大綱。”7

 
 

三、普通話在澳門的使用情況 
 

Nortier認為雙語與多語研究首先需要對語言使用

者和語言使用情況有一個清楚的瞭解，這可以借助宏

觀層次的人口普查和樣本調查，中間層次的問卷調

查，以及微觀層面的觀察法。8 許多學者都利用宏觀

層次和中間層次的調查對多語現象進行研究。9

對於普通話在澳門的使用情況，目前還沒有專門

的調查研究，主要數據多來自於澳門近年來的人口普

查，例如澳門 1991 年和 2001 年人口普查以及 1996
年和 2006 年中期人口普查中都設有單獨的項目調查

受訪者的語言使用情況。 

 
表 1 澳門居住人口日常用語言使用情況(單位：%) 

年份

日常用語 
1991 1996 2001 2006 

廣東話 85.8 87.1 87.9 85.7 
普通話 1.2 1.2 1.6 3.2 

其他中國方言 9.6 7.8 7.6 6.7 
葡語 1.8 1.8 0.7 0.6 
英語 0.5 0.8 0.7 1.5 
其他 1.1 1.3 1.7 2.3 

資料來源：澳門統計暨普查局：《91 澳門人口普查》、《96
中期人口統計總體結果》、《2001 人口普查總

體結果》和《2006 中期人口統計總體結果》，

澳門：澳門統計暨普查局，各年份。 

 

表 1 是根據澳門統計暨普查局發佈的最近四次人

口普查中有關家庭常用語言所佔比例而制的。從該表

可以看出，我們注意到廣東話仍然居於主導地位，在

四次人口普查中廣東話所佔比例都達到了 85%以上，

體現出廣東話在澳門具有較強的影響力。但與此同

時，令人可喜的是，普通話作為日常用語言在澳門居

住人口中所佔的比例已經從 1991 年的 1.2%上升到

2006 年的 3.2%，增加了兩個百分比。 

此外，根據 2006 年澳門中期人口普查結果，除了

家中常用語言，有 54.0%的居住人口表示可流利使用

另一種/多種語言與人溝通，其中以懂普通話的比例最

高，達到 65.3%。按常用語言及其他可使用語言合計，

發現 3 歲及以上居住人口中，91.9%懂廣州話，38.5%
能使用普通話。 

表 1 主要反映了澳門人在日常生活，即家庭領域

的語言使用情況，並沒有涉及普通話在澳門其他領域

的普及情況，澳門行政暨公職局最近二十多年來每年

都對澳門的公共行政人力資源進行調查統計，其中重

要的一部分是對公共行政工作人員語言知識的調查。

我們可以從這些調查中瞭解澳門行政領域工作人員的

語言掌握情況。 

澳門過渡時期的三大任務之一是公務員本地化。

而公務員的語言使用情況也從一個側面反映出澳門公

務員本地化的成果。表 2 是根據澳門行政暨公職局發

佈的四次人力資源報告中有關公共行政工作人員語言

知識情況繪制而成的。從表 2 可以看出，近 20 年來

澳門公共行政人員的語言知識情況有幾個顯著的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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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比如廣東話普及率從 1991 年的 70.72%上升至

97.8%，而更為顯著的是普通話的普及率已經從 1991
年的 30.00%上升到 2006 年的 68.1%，上升了差不多

四成，這與澳門的行政部門大力舉辦各種普通話培訓

班，澳門行政人員對普通話的重視並積極參加普通話

培訓班等多種因素都是分不開的。 

 
表 2 澳門公共行政人員語言知識情況(單位：%) 

年份 

語言 
1991 1996 2001 2006 

廣東話 70.72 87.71 96.36 97.8 

普通話 30.00 54.68 65.47 68.1 

葡萄牙語 45.42 54.56 46.20 43.8 

英語 41.76 59.63 56.17 58.9 

資料來源：澳門行政暨公職局：《91 年澳門公共行政之人

力資源》、《96 年澳門公共行政之人力資源》、

《2001 年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共行政人力資源報

告》、《2006 年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共行政人力

資源報告》，澳門：澳門行政公職局，各年份。 

 

除了上面所說的有關普通話在澳門家庭領域，行

政領域的使用情況外，還有一項調查涉及澳門居民普

通話掌握情況。2005 年由澳門發展策略研究中心立項

統籌，北京大學中國國情研究中心負責技術支援，澳

門基金會參與合辦的大型“澳門居民素質調查”，通

過大規模的問卷調查來全面瞭解澳門居民的素質現

狀。其中涉及澳門居民對普通話的掌握情況。 

表 3 展示了2005 年“澳門居民素質調查”中有關

澳門各行業對普通話的掌握情況，總的來說，會說普

通話的受訪者佔到總人數的 40.4%，而表示會說一點

普通話的人達到 44.5%，只有 15%的受訪者不會說普

通話。從表 3 可以看出，專業人士會說普通話的比例

是最高的，達到 57.7%，其次是立法機關成員、公共

行政高級官員、社團領導人員、企業領導人及經理， 會

說普通話的佔 48.0%，排在第三位的是文員，佔

44.9%。排在中間三位的依次為：漁農業熟練工作者

(40.0%)，服務、銷售及同類工作人員(38.8%)，技術員

及輔助專業人員(38.2%)，而排在最後三位的是機器操

作員、司機及裝配員(30.6%)，工業工匠及手工藝工人

(26.2%)，非技術工人(22.6%)。 

 
表 3 澳門居民對普通話的掌握情況 

掌握情況

職業 會(%) 會一點(%) 不會(%) 人數 

立法機關成員、公共行政高級官員、社團領導人員、企業

領導人及經理 48.0 42.7 9.3 75 

專業人士 57.7 28.9 13.4 97 
技術員及輔助專業人員 38.2 44.6 17.2 204 
文員 44.9 48.8 6.3 127 
服務、銷售及同類工作人員 38.8 50.5 10.7 281 
漁農業熟練工作者 40.0 0.0 60.0 5 
工業工匠及手工藝工人 26.2 35.7 38.1 42 
機器操作員、司機及裝配員 30.6 48.6 20.8 72 
非技術工人 22.6 43.5 33.9 124 
資料來源：《澳門特區居民素質調查報告 2005》，澳門：澳門發展策略研究中心，2006 年，第 22 頁。 

 

如果將會說普通話和會說一點普通話的比例加起

來，排在前三位的依次為文員(93.7%)，立法機關成

員、公共行政高級官員、社團領導人員、企業領導人

及經理(90.7)，服務、銷售及同類工作人員(89.3%)。
排在中間的是專業人士(86.6%)，技術員及輔助專業人

員(82.8%)，機器操作員、司機及裝配員(79.2%)。而排

在最後的是非技術工人(66.1%)，工業工匠及手工藝工

人(61.9%)和漁農業熟練工作者(40.0%)。通過分析，我

們可以看出行政領域，經濟領域和服務性行業普通話

的掌握水平總體上來說較高，而勞動密集型行業如非

技術工人，工業工匠，手工藝工人的普通話掌握水平

相對而言較低。這反映出普通話和人們所從事的職業

之間存在着一定的關系。這項調查報告還發現不會說

普通話的受訪者有 57%，即一半以上是 50 歲以上的

居民。這說明年齡對普通話的普及也有一定的影響。 

 
 

四、討論 
 

上節中的三個表格從不同角度反映出普通話在澳

門的普及程度的提高。下面我們主要討論有哪些因素

促成回歸前後普通話普及程度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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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對祖國認同是普通話推廣的基礎和關鍵 
隨着祖國國力的日益強盛，澳門市民對祖國的認

同歸屬感也日漸增強，“推普”的關鍵在於澳門人對

祖國的認同。中文在澳門官方地位的確立，已經提升

了普通話在人們心目中的地位與威望，不少澳門人選

擇普通話這一民族共同語。澳門回歸後開展的澳門學

生身份認同調查顯示澳門學生對澳門和中國的認同程

度都很高，並有很高的學習普通話的意願。10 例如澳

門青年研究協會及澳門中華學生聯合總會 2007 年聯

合進行了《澳門中學生國民身份認同調查》顯示有八

成以上的學生表示出學好普通話的意願，一定程度上

是反映了相關的國家認同。11

 

(二) 澳門社會經濟城市快速發展推動全社會

推廣普通話 
澳門是一個國際旅遊城市，2005 年“澳門歷史城

區”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正式宣佈列入世界遺產，每

年來澳門旅遊的世界各國各地區的旅遊者上千萬人

次。隨着澳門賭權的開放，更多國際知名公司來澳投

資，同時也吸引着更多的國內外遊客來澳門旅遊。而

內地實行“個人自由行”以來，每年很多內地旅客來

澳門觀光旅遊。根據澳門統計暨普查局、經濟局和澳

門金融管理局聯合出版的《澳門經濟季刊》(2009 年

第三季)，近幾年來，每年都有超過一千多萬的內地旅

客來澳，其中個人遊居多，而中國內地旅客的人均消

費也遠遠超過歐美、東南亞等國家和地區的來澳旅

客。面對如此龐大的消費群體，掌握普通話對於澳門

旅遊、博彩等相關行業必不可少。同時澳門也是國際

會展中心，每年都有一系列的國際會議在這裏舉行，

其中使用的主要語言之一是普通話。2003 年，內地與

澳門特區政府簽署了內地與澳門《關於建立更緊密經

貿關系的安排》，2004 年、2005 年、2006 年又分別

簽署了《補充協議》、《補充協議二》和《補充協議

三》。澳門經濟的快速發展，必然要求全社會普通話

水平的提高，一個明顯的例子是《澳門日報》招聘廣

告中很多廣告都對應聘者的普通話有明確要求。 

 

(三) 移民對普通話在澳門使用比例的增加也

有一定的影響 
黃漢強和程惕潔在 2002 年 7 月至 10 月通過對新

來澳門定居的內地移民進行抽樣調查發現，內地新移

民的前居地，60-70%集中在廣東，20-30%在福建，其

他省區的約佔一成左右。許多中國北方人移民到澳門

或在澳門工作學習初期，由於尚未學會廣東話，他們

也傾向於使用普通話作為交流工具。12  

 

(四) 廣東地區語言變遷的影響 
陸鏡光和張振江指出“到二十世紀末期，普通話

在廣東已經初步普及”。13 尤其是深圳和珠海成為普

通話主導語言社區，作者認為“深圳和珠海普通話語

言社區的建立，具有重大的意義，標誌着在一向是方

言的天下的廣東，建立了兩個影響甚大的普通話支撐

點。由於有了這兩個基本的、穩定的地域分佈，普通

話在經歷了流入、反復之後，終於紮下根來，廣東漢

語的三足鼎立的格局，一變而為四分天下，社會語言

狀況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14 澳門與珠海相鄰，兩

地之間的人口流動相當頻繁，澳門的社會語言狀況勢

必會受到珠海的影響。 

 

(五) 澳門學者進行大量的普通話教學，研究與

測試以及教材編寫的工作 
回歸前後，澳門學者對普通話的教學，研究和測

試進行了大量的相關工作。如程祥徽分析了在澳門推

廣普通話的各種策略，如民間支持和政府支持，建立

高素質的教師隊伍，鼓勵學習者敢講以提高信心，重

視口頭與書面普通話，因材施教，以及對語言教師自

身的要求。15 盛炎討論了港澳地區學習普通話的必要

性，首先，當今世界語言運用的總體趨勢要求澳門人

應該面向全中國，面向全世界，不說普通話會與澳門

這個國際城市不符。其次，澳門經濟的持續發展有賴

於同海外，內地(包括各種方言區)的聯繫。不學普通

話會有很多不便之處。第三，學習普通話有助於對書

面語的理解。最後，普通話的使用能擴大溝通能力，

提高工作適應性。對於如何培訓普通話，盛炎認為“普

通話培訓應該有一個整體規劃，確定近期目標和長期

目標，制訂等級標準，採取有效措施，使受訓練的人

在規定的時間內達到所要求的標準。”16作者以澳門

政府公務員的普通話培訓為例，詳細地介紹了公務員

中文培訓的途徑，原則，方法，等級標準，教學大綱

的制訂，教材的編寫等多個方面。盛炎對於從那個年

齡開設普通話課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並強調了教師培

訓和測試的重要性。澳門理工學院語言暨翻譯學校於

1998 年主辦了“普通話(國語)教學國際研討會”， 

2001 年主辦了“漢語(普通話)教學與測試研討會”。

與會者從普通話的教學、測試、教材編寫等多角度探

討普通話的教學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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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此同時，普通話教材的研發與出版也積極配合

澳門普通話的推廣工作。澳門回歸前後有一批普通話

培訓教材出版。最近十年裏，普通話培訓教材的大量

出版反映出普通話在澳門得到了人們的重視，這推動

了相關教材的研發與出版。綜合性的教材有程祥徽編

著的《普通話課程》(1982)，何廣中編著的《普通話

津梁》(1997)，黃翊編著的《普通話進階》，(1997)，
以及教育暨青年局出版的《普通話教材 (初級 )》

(2000)，《普通話教材(中級)》(2002)，《普通話教材(高
級)》(2004)等。 

同時出版的有一批針對性強，講究實用的普通話

教材。 如澳門理工學院一直致力於普通話教材的研

發，並已經出版了《工科普通話教材(初級)》(2005)，
《物業管理實用普通話初級培訓課程》(2005)，《零

售業實用普通話初級培訓課程》(2006)，《室內裝修

設計應用普通話(短期培訓課程用)》(2006)等。澳門旅

遊學院也出版了一系列普通話教材，如《職業司機普

通話》(2005)，《零售業從業員普通話(初級)》(2006)，
《零售業從業員普通話(中級)》(2006)等。 

此外，由澳門理工學院和澳門旅遊學院合作運營

的澳門旅遊博彩技術培訓中心也出版了一系列普通話

教材，如《娛樂博彩業實用普通話》(2003)，《旅遊

博彩業普通話高級教程》(2006)，《娛樂場保安員普

通話》(2007)，《會展工作人員實用普通話》(2007)
等。 

 

(六) 澳門高等院校的積極推動作用 
澳門的高等院校在推廣普通話的過程中，發揮了

重要的作用。以澳門大學和澳門理工學院為例，澳門

大學在推廣普通話的活動中最具代表性的當屬澳門大

學普通話辯論隊。澳門大學普通話辯論隊的歷史可以

追溯至上個世紀 80 年代，當時的東亞大學(澳門大學

的前身，成立於 1981 年 3 月，1988 年由澳門政府主

導的澳門基金會收購同時重組為公立大學，並於 1991
年改稱澳門大學)普通話辯論隊獲邀參加了首屆亞洲

大專辯論會。現在的澳門大學普通話辯論隊正式成立

於 2001 年。除了參加國際大專辯論會、亞太大專華語

辯論公開賽、中國全國大專辯論會等國際、全國和區

域比賽外，澳門大學普通話辯論隊也積極開展了與中

國內地高校之間的各種友誼賽，十年來澳門大學普通

話辯論隊取得了眾多的榮譽。此外，澳門大學普通話

辯論隊更是積極地在澳大及本地區進行普通話和辯論

的推廣工作。澳門大學普通話辯論隊積極到中學表

演，以推廣普通話。澳門大學學生會內地學生會也積

極地在澳門大學進行普通話的推廣工作，如 2010 年澳

門大學學生會內地學生會舉行的“華之語•心之

聲”——2010 普通話推廣系列活動(4 月 6 日-5 月 13
日)活動豐富多彩，如“我只迷戀歌”──普通話K歌

大賽 ，“普度眾聲”──普通話配音大賽 ，《暗戀

桃花源》──普通話話劇展演 ，話劇《戀愛的犀牛》，

這些都有力地推動了普通話在澳門大學以及全社會的

普及與推廣。澳門理工學院在推廣普通話方面也做了

大量的工作。李長森介紹了澳門理工學院語言暨翻譯

學校在回歸前後培訓普通話所做出的貢獻。例如“高

峰時期，語言暨翻譯學校為政府部門開辦的普通話(漢
語)培訓班每年都招收學生兩千人以上，分別在幾十個

不同程度的百多個班級內學習。既有對華人的初、中、

高級的普通話口語班及提高班，亦有對土生葡人及其

他外國人的聽說讀寫漢語班，甚至開設了專門培訓廳

級以上澳門土生官員的主管班。”17

趙永新詳細介紹了理工學院與行政暨公職局及其

他政府部門合作開展了對公務員的普通話和漢語的培

訓及教學工作，並着重介紹了澳門理工學院在回歸後

所採取的一系列舉措，旨在推廣普通話，如：舉辦教

師培訓班；舉辦有關語言、普通話及文化方面的國際

學術研討會、學術講座；開辦“普通話朗誦藝術培訓

班”；“普通話表演比賽”活動等等，這都有力地推

動了普通話在澳門的普及。18 此外， 澳門理工學院

於 1998 年在語言暨翻譯學校設立了普通話培訓測試

中心，並開展了普通話水平測試和漢語水準考試工

作。澳門大學也於 2001 年成立了普通話培訓測試中

心。 

需要指出的是，普通話在澳門推廣也存在着一些

問題與障礙。首先，雖然基本法規定中文為澳門的官

方語言，但是對於普通話和粵語的具體地位並沒有做

進一步的規定，而國家語委也曾表示不會主動向港澳

地區推廣普通話。19 這使得長期以來人們對於哪種語

言或方言是官方語言存在着爭議。20 其次，澳門地處

粵語區，毗鄰香港，粵語文化歷史悠久，2010 年“推

普廢粵”和“粵語保衛戰”事件表明廣大民眾對粵語

有強烈的情感。這使我們意識到普通話的推廣不能急

於求成，需要使人們認識到推廣普通話並不是要消滅

粵語，需要處理好普通話和粵語的關系，同時我們在

規定授課語言為何種語言的時候，也需要處理好普通

話和粵語、英語和葡語的關系，根據實際情況將普通

話定為授課語言，或為必修課，或為選修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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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語 
 

本文主要討論普通話在澳門的發展歷史及其使用

現狀，以及澳門社會普通話熱的原因以及普通話在澳

門推廣面臨的一些問題和障礙。對於普通話在澳門的

研究，我們認為存在以下的不足：首先，目前尚缺乏

普通話在澳門擴散模式的研究，我們對於年齡、性別、

社會階層、民族、家庭、社會網絡等多個因素對普通

話在澳門擴散的影響還缺乏實證研究。例如在本研究

中，我們主要利用宏觀和中間層次的調查結果對普通

話在澳門的使用情況進行描述與原因分析，缺乏進一

步的統計分析。21 其次，目前有關澳門普通話的特點

的研究並不多，我們可以對澳門普通話學習者的口語

能力發展的特點與規律從語音能力發展、詞滙能力發

展、句法能力發展、話語標記使用能力變化等多角度

進行研究，發現澳門普通話學習者口語的流利性、複

雜性、多樣性和準確性的變化及其變化模式。我們還

可以對澳門普通話進行變異研究、母語遷移研究(包括

正向遷移和負向遷移)以及石化研究，等等。第三，有

關普通話和澳門各方言(主要是粵語)的關系問題，目

前的研究偏向於宏觀層次的分析，而微觀層次的研究

並不多，缺乏個案研究和系統研究，而以往的研究大

多關注粵語對葡語或者葡語對粵語的影響，有關普通

話對澳門的粵語影響的研究並不多見。這需要我們改

變研究視角，採用新的研究方法。例如郭駿提出方言

與標準普通話之間的發展變化模式為原有方言－普通

地方話－地方普通話－標準普通話22，目前還沒有學

者研究澳門粵語向普通話靠攏的演變方向、演變模式

和具體表現。此外，Kachru的世界英語的三大同心圓

模式(three concentric-circle model)將使用英語的國家

劃分為內圈(inner circle)國家(如英國、美國等等)，外

圈(outer circle)國家(如新加坡、印度等等)和擴展圈

(expanding circle)國家(如中國、日本等等)23，我們可

以參照這一模式來研究澳門普通話。24 此外，我們需

要從多角度對影響澳門的普通話學習者的因素進行實

證研究，這些因素包括內在因素(學習態度、學習風

格、學習策略、自我效能感)，外在因素(教師、教育

技術、同輩群體、學習環境、社會文化)，我們也需要

關注普通話教師的研究，如普通話教師的學科教學知

識的建構、教學基礎理論、課程與課堂活動的設計與

實施、教學策略、教材的設計與使用等等。同時，在

推廣普通話的過程中，我們應該注意如何借鑒各種語

言學習認知理論(如中介語理論、建構主義理論、認知

信息處理理論、認知神經科學理論等等)和語言學習社

會文化理論(如互動理論、任務型學習理論、文化適應

理論等等)。 

隨着 1999 年澳門的回歸，澳門社會經濟與城市發

展日新月異，普通話為澳門的騰飛插上了一對翅膀，

而回歸後的澳門為普通話的發展提供了一個廣闊的平

台，我們有理由相信澳門這朵盛世蓮花更加光彩熠

熠，令人矚目，綻放出更加絢爛的花朵，澳門的明天

會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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