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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文三語的語言環境

計劃理念計劃理念計劃理念計劃理念

....

37.1%37.1%37.1%37.1%家長認為家長認為家長認為家長認為學習母語是學習母語是學習母語是學習母語是
自然的發展過程自然的發展過程自然的發展過程自然的發展過程，，，，不需要特不需要特不需要特不需要特
別的方法和教材輔助別的方法和教材輔助別的方法和教材輔助別的方法和教材輔助。。。。

「「「「本港親子語言使用狀況調查結果本港親子語言使用狀況調查結果本港親子語言使用狀況調查結果本港親子語言使用狀況調查結果」」」」(2011)(2011)(2011)(2011)

56.2%把所想所說的粵語轉化為把所想所說的粵語轉化為把所想所說的粵語轉化為把所想所說的粵語轉化為
文字是困難的過程文字是困難的過程文字是困難的過程文字是困難的過程

41.6%兒童學好語文是困難的兒童學好語文是困難的兒童學好語文是困難的兒童學好語文是困難的

非常同意非常同意非常同意非常同意////

同意的人數同意的人數同意的人數同意的人數 (%)(%)(%)(%)



計劃理念計劃理念計劃理念計劃理念

� 社會大眾對幼兒學習語文有錯誤的認知



�有系統地學習
•有意識地認識語法

� 有助提升聽說能力

•視覺感知的訓練

�� 有助提升有助提升讀寫讀寫的基礎能力的基礎能力

「愉快學習」
將語文學習成為幼兒享受的一件樂事

計劃理念

幼兒階段是學習語文的高峰及關鍵期



�目標

� 提升幼兒在日常溝通中運用
� 粵語語法

� 故事文法

� 視覺感知

� 提升幼兒教育工作者和家長有關語文學習的
基本知識及加強相關的教學技巧

計劃內容

� 促進社會大眾對幼兒整體語文發展
的重要性



�服務對象

� 1869位二至六歲幼兒及其家長
� 1228位一般幼兒

� 641位有特殊需要幼兒

� 250位幼兒教育工作者

計劃內容



3/2011

教材試驗教材試驗教材試驗教材試驗
與與與與

修訂出版修訂出版修訂出版修訂出版

書寫樂書寫樂書寫樂書寫樂
研究研究研究研究((((一一一一))))

同同同同
工工工工
及及及及
家家家家
長長長長
培培培培
訓訓訓訓

書寫樂書寫樂書寫樂書寫樂
研究研究研究研究((((二二二二))))

11/2011

3/2013

說故事說故事說故事說故事
識語法識語法識語法識語法

教材教材教材教材
應用應用應用應用

實証研究實証研究實証研究實証研究 倡導社會倡導社會倡導社會倡導社會書寫樂書寫樂書寫樂書寫樂

教材教材教材教材
設計設計設計設計

教材試驗教材試驗教材試驗教材試驗
與與與與

修訂出版修訂出版修訂出版修訂出版

10/2011

04/2012

教材教材教材教材
應用應用應用應用

說故事識說故事識說故事識說故事識
語法語法語法語法
研究研究研究研究

03/2012

計劃內容

撰寫文章撰寫文章撰寫文章撰寫文章
傳媒專訪傳媒專訪傳媒專訪傳媒專訪
書籍出版書籍出版書籍出版書籍出版

書寫樂書寫樂書寫樂書寫樂
專業研討會專業研討會專業研討會專業研討會

說故事說故事說故事說故事‧‧‧‧識語法識語法識語法識語法
專業研討會專業研討會專業研討會專業研討會

說故事說故事說故事說故事‧‧‧‧識語法識語法識語法識語法
家長講座家長講座家長講座家長講座



� 語言習得理論
自然從環境習得 透過學習語法習得

� 故事文法
� 常用結構分析方法

(背景、起因、感受、計劃、行動、結果、反應)

� 加強句子及段落之間的組織及邏輯關係，提升敘事能力

� 粵語語法
� 詞彙、句子結構、句子功能

� 令句子內容更豐富，增加句子長度及種類

理論與實踐

系列系列系列系列系列系列系列系列((((((((一一一一一一一一))))))))「「「「說故事說故事說故事說故事「「「「說故事說故事說故事說故事••••••••識語法識語法識語法識語法」」」」識語法識語法識語法識語法」」」」



理論與實踐

�地點
餐廳內

�角色
漢堡包、熱狗、

粟米、香蕉、

小朋友

�感受
粟米和香蕉很

不服氣

�起因
小朋友不喜歡吃

粟米和香蕉

�計劃
粟米想成為漢堡包

的一分子



故事名稱故事名稱故事名稱故事名稱

文字稿文字稿文字稿文字稿

粵語語法目標粵語語法目標粵語語法目標粵語語法目標

故事系列故事系列故事系列故事系列 圖咭編號圖咭編號圖咭編號圖咭編號

故事文法元素故事文法元素故事文法元素故事文法元素

粵語語法目標粵語語法目標粵語語法目標粵語語法目標



� 老師若具備有效的讀寫介入策略，便能在活動中
提昇幼兒的語文學習效果(盧明，2003)。

� 幼兒的讀寫能力牽涉不同的發展範疇。

� 視覺感知能力是提升幼兒讀寫能力的必備元素。

理論與實踐

系列系列系列系列系列系列系列系列((((((((二二二二二二二二))))))))「「「「書寫樂書寫樂書寫樂書寫樂」」」」「「「「書寫樂書寫樂書寫樂書寫樂」」」」



「幼兒書寫樂」「幼兒書寫樂」

手眼協調

視覺記憶形象與背景的覺識

感知固定

位置與個人配合的關係

視覺完整性

空間關係形狀認知

視覺感知理論視覺感知理論理論與實踐



語言元素語言元素語言元素語言元素

活動步驟活動步驟活動步驟活動步驟
趣味遊戲趣味遊戲趣味遊戲趣味遊戲



手眼協調

形狀認知

位置與個人配合的關係

形象與背景的覺識

視覺完整性

空間關係

視覺記憶

感知固定概念

2-3歲2-3歲 3-4歲3-4歲 4-5歲4-5歲 5-6歲5-6歲

相關年齡學習分佈理論與實踐



� 結集與語文能力相關的發展理論、培育策略

� 深入淺出、圖文並茂

� 專業方法

理論與實踐



� 標準化的評估工具 (幼兒)
� Beery-Buktenica: Developmental Test & Visual 

Motor Integration 6th ed.

� The Edmonton Narrative Norm Instrument

� 學前兒童粵語表達能力識別測試

� 問卷 (家長及幼教工作者)

� 焦點小組 (家長及幼教工作者)

實証研究



� 教師：欣賞圖咭及練習冊有助設計相關活動

• 圖咭為本地化創作，值得欣賞

• 教材能適切同工和幼兒需要

• 教材套製作有研究支持，嚴謹而認真

• 可以在家中應用的專業教材

實証研究



� 家長：有助提升幼兒的手眼協調能力及
執筆書寫能力

實証研究

不同意不同意不同意不同意

0%0%0%0%

同意同意同意同意

67%67%67%67%

極不同意極不同意極不同意極不同意

0%0%0%0%

無意見無意見無意見無意見

1%1%1%1%
非常同意非常同意非常同意非常同意

32%32%32%32%

非常同意非常同意非常同意非常同意 同意同意同意同意 不同意不同意不同意不同意 極不同意極不同意極不同意極不同意 無意見無意見無意見無意見

同意及非常同意比率達同意及非常同意比率達同意及非常同意比率達同意及非常同意比率達99%99%99%99%

有助提升幼兒的手眼協調的能力有助提升幼兒的手眼協調的能力有助提升幼兒的手眼協調的能力有助提升幼兒的手眼協調的能力

非常同意非常同意非常同意非常同意

31%31%31%31%

無意見無意見無意見無意見

3%3%3%3%

極不同意極不同意極不同意極不同意

0%0%0%0%

同意同意同意同意
65%65%65%65%

不同意不同意不同意不同意
1%1%1%1%

非常同意非常同意非常同意非常同意 同意同意同意同意 不同意不同意不同意不同意 極不同意極不同意極不同意極不同意 無意見無意見無意見無意見

同意及非常同意比率達同意及非常同意比率達同意及非常同意比率達同意及非常同意比率達96%96%96%96%

促進幼兒的執筆書寫的能力促進幼兒的執筆書寫的能力促進幼兒的執筆書寫的能力促進幼兒的執筆書寫的能力



成功要素

•敏銳辨識幼兒語文發展的需要

•理論與實踐並重

•反覆測試、驗証及優化

•多元專業協同效應



跨專業、跨界別合作跨專業、跨界別合作
� 幼兒學校教師

� 特殊幼兒教師

� 言語治療師

� 職業治療師

� 物理治療師

� 研究幹事

� 社工

聯繫外界聯繫外界
� 幼兒教育專家、視覺藝術專家、康

復治療科學系教授、語言學專家、
幼兒文學專家

成功要素



� 推動業界
專業培訓、研討會、
參加國際學術會議等

� 親職教育
講座、分享會、課堂示範、
親子小組活動、資訊發放等

� 公眾教育
出版書籍及教材、撰寫文章等

倡導社會
持續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