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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語言學習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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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鍚金，2014，p.5) 

幼兒在 聽、 說 、 讀、 寫方面的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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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語言的重要性 

1. 幼兒需要學習的語文元素很多，所以學習的 先後次序 很重要。 
2. 幼兒應首先學習 家庭語言。如孩子生活在 粵語 家庭，語文學習次序應以   

粵語 為先，以幫助孩子表達，應付生活所需。 
3. 因為家庭語言是孩子最常接觸和使用的，他們需要先掌握自己的家庭語言

才可應付日常生活中溝通交流的需要。 
4. 擁有良好的家庭語言為基礎， 孩子學習第二語 、 第三語時將學得更快、 

更好。 

 
 

(Genesee, 2009; 謝鍚金，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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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孩子生活在 普通話家庭，語文學習次序應以 普通話為先。



迷思一：以學習英語和普通話為先 

1. 一些家長希望孩子以學習 英語和普通話 為先。 
2. 語言是溝通、思考和學習的工具，亦是承傳文化和價值觀的載體。 
3. 如果孩子學習的語言與家庭語言無關，孩子使用語言的機會便會減少，影響

使用語言的信心。 
4. 家長亦未必能以 英語或普通話 把一些重要的價值觀傳達給孩子 ，例如﹕孝 

順 (filial piety) 。 
 

(謝鍚金，2014) 



迷思二：背誦經典以促進中文學習 

1. 有家長認為背誦經典， 如《三字經》、《弟子規》可以提升孩子中文的認
讀能力 ，但經典內容以古代漢語寫成，如不清楚解釋，孩子不易理解和運
用，若背誦經典變成強記， 則學習成効低。 

2. 《弟子規》清康熙年間（1661-1722）李毓秀著  

 例如 ： 

 「 親有過，諫使更。怡吾色，柔吾聲。 

    諫不入，悅復諫。號泣隨，撻無怨。 」 

 

3. 幼兒的中文學習應與生活經驗相關， 以應用為主，才能愉快有効
地學習中文。 

(謝鍚金，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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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思:父母有過失，要勸諫他們，使他們變更。When parents are doing something that’s wrong, counsel them to make them change我的面色要愉快，我的聲音要溫柔。Make my expression pleasant, and soften my voice.如果勸諫不被接納，父母心情愉快時再勸諫。If the counsel is not accepted, wait until parents are happy then counsel them again.再跟著下來就是號哭，就算被鞭撻也不埋怨。Weeping and wailing should follow, and beatings are borne without complaint.



迷思三：讓孩子學習更多語言 
1. 如果幼兒學習的外語是他們日常甚少接觸的語言，在缺乏語言環境的情

況下學習，只會事倍功半，並不值得鼓勵。如果強迫幼兒同一時間學習
過多的語言，只會為孩子帶來不必要的壓力，反使孩子感到厭煩 。 

 

(謝鍚金，2014) 



迷思四 ：讓孩子透過平板電腦或手機的觸控遊戲學習 (1) 
1. 一些家長認為，平板電腦或手機的觸控遊戲有助幼兒學習，有家長甚至捨棄

書籍及玩具，讓小童玩平板電腦或手機遊戲度日， 並缺乏其他與年幼子女
互動的方式。 

2. 紐約 Cohen Children’s Medical Centre 的研究團隊以65個育有0至3歲幼兒的家
庭為研究對象， 其中63個家庭有智能手機或平板電腦等觸控裝置，幼兒平
均在11個月大左右時開始使用觸控裝置，平均每日使用36分鐘。 

( Li,  Akerman,  Lee,  Ng,  Mendoza,  Krevskaya,  Suresh, & Milanaik,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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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科恩兒童醫療中心米拉納克博士的研究顯示，九成七的受訪家庭擁有觸控電子產品，但僅四分之一裝有益智類程式。六成家長相信觸控遊戲具教育功能。現今幼兒平均十一個月大就開始玩觸控遊戲，每日玩三十六分鐘。但研究發現，三歲以下幼兒若常玩非以教育為主的觸控遊戲，如憤怒鳥及水果忍者等，他們在說話測試上的分數，會比其他幼兒低。益智類遊戲亦幫助不大即使幼兒玩的是益智類觸控遊戲，他們在測試上所得的分數，與不玩觸控遊戲的幼兒無明顯分別，顯示益智遊戲對幼兒智力發展的幫助不大。米拉納克博士表示，科技永不能取代父母與兒童交流所帶來的益處。



迷思四 ：讓孩子透過平板電腦或手機的觸控遊戲學習 (2) 
3. 參與研究的家長中多達六成相信幼童使用觸控裝置有助語言學習及智力發展，

但研究發現，常玩憤怒鳥等非教育性遊戲的幼兒，在語言測試中的得分較不
玩這些遊戲的孩子低，而使用教育App的幼兒智能發展則與其他幼兒無明顯
差異。 

4. 家長跟子女的互動是促進兒童學習發展的最佳方法，科技無法取代。 

 

( Li,  Akerman,  Lee,  Ng,  Mendoza,  Krevskaya,  Suresh, & Milanaik,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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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歲 2歲 3歲 4歲 5歲 6歲 
施文倫 100 300-400 1,000-1,100 1,600 2,200 2,500-3,000 
史慧中 1,730 2,583 3,562 

陳幗眉等 1,619 2,799 4,021 

(陳幗眉,1995 引自謝鍚金，2014) 

輔助小朋友學好中文:詞彙數量 
1. 詞彙數量是兒童語言發展的標準之一， 也是智力發展的一個指標。數量多

少，可直接影響孩子語言表達能力的發展。兒童智力水平高， 詞彙量亦較
多。 

2. 孩子的詞彙量隨年齡、 生活經驗和教育影響， 而4 至6 歲是高增長期 。 

3. 家長可把握這段時期輔助孩子理解、 掌握和運用中文字詞的 「 字音 」 、 
「 字義」 和「 字形」。 

 

 



輔助小朋友學好中文: 語言環境 

1. 多讓孩子接 觸 其他成人和小朋友 以增加 聆聽和說話機會 。 

2. 多帶孩子到不同場所， 如公園、 圖書館、 科學館等， 並多與孩子交談，
以擴闊他們的生活經驗， 增加詞彙和說話內容。 

3. 在家中設置圖書角，讓孩子存放買或借回來的圖書， 供他們翻看或 與家長
共讀。 

 
 

(江 李 志 豪 ，2012) 



輔助小朋友學好中文: 聆聽和說話的能力 
1. 先發展和鞏固小朋友聆聽和說話的能力。 

 
 

開音節 閉音節 
音調 陰平 陰上 陰去 陽平 陽上 陽去 上陰入 下陰入 陽入 
例子 詩 史 試 時 市 是 識 鍚 食 

(Francis, Ciocca, Ma, & Fenn, 2008) 



聽音遊戲 

1. 聲音辨別：遊戲開始時，家長可以躲起來敲擊樂器、拍手、踏腳等，讓孩子
辨別聲音位置及猜家長在做甚麼動作 。 

2. 說故事看反應：在別人說故事的過程中，聽到顏色或人物或物件名稱時， 
孩子需拍一下手掌，藉以訓練個人的速度和反應。 

3. 蓋棉胎遊戲： 需要同時運用孩子的視覺及聽覺，有助訓練多個感官的專注
力。熟悉遊戲的玩法後，可隨意增加遊戲難度，如選擇性地認字或加減數字
等。 

4. 聽指示做動作遊戲： Simon says / 媽咪話 

 

發展幼兒的 聆聽能力 



1. 根據衞生署兒童智力測驗中心資料，六歲以下幼兒
確診為有語言障礙及言語發展遲緩或障礙的數目正
逐年上升。 

2. 這與家長過於溺愛孩子，遲遲未讓孩子進食固體食
物有關。 近半數的求診個案中，均因孩子抗拒咀嚼
食物，導致口腔肌肉發展受障礙，影響咬字發音。 

3. 言語障礙令孩子在表達及社交上落後同齡小孩。 

4. 幼兒約一歲半便長齊乳齒，需開始過渡進食固體食
物，除了營養需要，亦可透過咀嚼鍛煉口腔肌肉力
度、協調及咬合能力。 

5. 若孩子有語言障礙或言語發展遲緩，在發展穩定前
不宜學習第二語。 

 

 

 

 

 

 

 

發展幼兒的 說話能力 (1) 

(衛生署, 2014; 東方日報, 2014) 

六歲以下幼兒 
言語障礙確診數字 

年份 人數 

2013 2,844 

2012 2,483 

2011 2,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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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醫學會副會長兒科醫生陳以誠指，幼兒約一歲半便長齊乳齒，需開始過渡進食固體食物，除了營養需要，亦可透過咀嚼鍛煉口腔肌肉力度、協調及咬合能力，若兩歲才起步已屬太遲。另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心理學系助理教授伍斐然認為，過於溺愛孩子是現今家長的弱點，亦建議在適齡階段逐漸讓孩子進食固體食物。

https://hk.news.yahoo.com/photos/%E4%B8%89%E6%AD%B2%E4%BB%8D%E9%A4%B5%E7%B3%8A%E4%BB%94-%E6%B8%AF%E7%AB%A5%E6%9C%89%E5%8F%A3%E9%9B%A3%E8%A8%80-photo-215020494.html


1. 多跟孩子對話，要耐心地聆聽和回應，並擴充和補充他的說話 。 

2. 與孩子吹泡泡、唱歌、唸兒歌和 手指謠。 

3. 讓孩子主動表達需求，如將給一片餅改成只給半塊，當幼兒想添吃時，便
需開口說話。 

4. 提供空間讓孩子說話，如避免連續問：你口渴嗎？想飲水或果汁？要拿杯
喝嗎？這些問題雖反映類似需求，對孩子卻是不同問題，容易混淆、不知
如何回應。最好每次只問一個問題，留一點時間讓孩子理解問題，然後表
達。孩子初期能說單字回應即可，如水、杯或謝謝等。 

 

 

 

 

 

 

發展幼兒的 說話能力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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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說：車車，紅色。他的意思可能是想玩紅色的汽車 於是你可以跟他說 你想玩紅色的汽車, 是嗎？如果是小朋友会点頭, 如不對, 家長可再試，如果家長常這样做, 孩子自然地學会把意思表清達得清楚和完整。



發展幼兒的 閱讀能力 (1) 
1. 在日常生活環境中 ，孩子經常接觸到和重複地看到很多字詞。 只要家長用

心地解釋字音、 字義和指導孩子認讀字型， 孩子漸漸地把這些字詞記下。 
日後在其他地方看到相同的字， 便會認出來， 並把這些字組合和連結起來， 
認識更多詞彙。 

2. 增加孩子對文字的興 趣 。(http://www.dragonwise.hku.hk/dragon2/) 
(http://www.dragonwise.hku.hk/dragon2/schools/archives/morph/A8AE.html) 

 
 
 
 

(江 李 志 豪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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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幼兒的 閱讀能力 (2) 
1. 認字和閱讀可同步進行。 閱讀重點在於理解文字所帶出的內容。 如果孩子

能認出字詞但不明白字義的話， 還是未能明白內容。 
2. 親子共讀：  
第一次：講故事－ 由封面和題目開始，猜測故事內容；逐頁細看圖畫的細節， 

用口語講出內容；每講完一頁，與孩子預測情節的發展和結局；揭曉結局。 
第二/三次： 重講故事和讀出文字－逐頁觀看圖畫， 對照文字。孩子能認讀的

字詞， 讓他讀出來。 不識讀的， 可引導他透過圖畫和 
上文下理猜測讀出來。 猜不中或是口語跟書面語不同的字詞， 
家長可讀給孩子聽。 
第四次： 重讀故事－ 請孩子用手指指着 
每一個字讀出來。 眼看＋手指＋口讀 

 
 
 
 

(江 李 志 豪 ，2012) 



1. 發展孩子的小肌肉和手眼協調能力  

2. 執筆姿勢  

3. 筆順  (http://www.dragonwise.hku.hk/dragon2/schools/archives/stroke.php) 

 

發展幼兒的 書寫能力 (1) 

http://www.dragonwise.hku.hk/dragon2/schools/archives/stroke.php


1. 書寫動機 
2. 提供書寫的機會： 購物清單、 生日卡、 自製圖書、圖工等 

 

發展幼兒的 書寫能力 (2) 



我遇見四隻怪獸，我拿起相機替牠們拍照， 
但怪獸卻驚慌地逃跑了。 
 

最後，我乘坐穿梭機返回地球。能夠與我的好朋友
見面，我感到十分高興。 
 

發展幼兒的 書寫能力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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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 

leediana@hk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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