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 19 年 9 月

跨 越 學 距 好 橋 樑

口語語言能力與認讀困難

（文：香港大學教育學院童言童語實驗室黃美燕博士）

有認讀困難的學童，不能夠準確而迅速的將
詞語認讀出來，從而了解詞語的意思。由於
這個原因，他們閱讀理解的表現就自然比較
差。過去20多年中，有多項研究顯示，很多
有認讀困難的學童，他們的口語語言能力都
比同齡學童差。有部份有認讀困難的學童，
更可以被臨床診斷為有語言障礙。這些口
語語言問題對有認讀困難的學童閱讀理解的
發展，有更長遠的影響。我在下文會詳細解
釋。值得留意的是，有認讀困難的學童的口
語語言問題，很大部份卻沒有及時獲得老師
或家長的關注。
口語語言問題對學童日後閱讀理解的發展，特別是有認讀困難

一般而言，認讀是指準確，迅速而不費力地
的一群，有著更深遠影響。
將單字詞語，或多字詞語認讀出來。例如，
認讀能力發展正常的兒童看到這些詞語，便會快而準地讀出來：水、火、電話、太陽、花朵。而閱讀的
最終目標是理解作者所要表達的意思，即閱讀理解。
根據 Gough 和 Tunmer 於1986 年所提出的簡明閱讀模式理論（simple view of reading)，「閱讀理
解」主要是由「認讀能力」和「語言理解」兩方面來決定的。然而，「語言理解」不單是指清楚明白別
		
人的說話，在2018年，一個挪威和英國研究團隊發表報告指出，
目錄
「語言理解」其實是一個「綜合語言能力」，包括「詞彙」和
「語法」知識、「語言工作記憶」和「推論能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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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詞彙包括詞語的數量和對詞語意思的認識。
2) 語法包括對不同句子結構的理解和使用。
3) 語言工作記憶是指在同一時間短暫記憶和處理語言訊息的
能力。當你一邊積極地記着一會兒去超市要買牛奶和洗衣
粉，一邊能夠聆聽和理解孩子跟你說學校發生的事情，你
就是在使用語言工作記憶。
4) 推論是運用常識和上文下理去引伸文章沒有說明的意思。
三隻小豬的故事大家應該讀過。雖然作者沒有用文字寫出
來，你卻可以說出三隻小豬不同的性格特徵。這就是推論
能力。
近年研究發現，認讀、「綜合語言能力」和閱讀理解的關係比我
們以前所知的更為複雜。認讀和「綜合語言能力」對閱讀理解的
重要性也隨着學童的成長而改變。上述的研究發現，在初小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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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4

【博思鼓勵】
• 英文教學分享：bd之迷

P.5
		

【勤到頒獎】
• 勤到獎頒獎禮32名學生獲殊榮
舊生兼前港隊郭汝鏗
			 化讀障為動力迎挑戰
P.6

P.7
P.8

【活動回顧】
• 新鴻基地產午間讀寫障礙講座
• 感謝的近律師行捐獻
• 義工服務
• 博思會IG帳號現已開通
•2019暑期課程歡樂氣氛渡過
•「與博思專家有約」家長講座
【活動預告】
• 2019-20家長講座及工作坊

1

（續第1頁）
段，認讀能力對學童閱讀理解能力的影響較大。不過，無論在初小或高小階段，閱讀能力都受到「綜合
語言能力」的影響。
在香港，儘管對學童閱讀能力(包括閱讀理解及認讀能力)發展的研究非常蓬勃，我們對有認讀困難學童
的認識還有不足的地方，特別是他們的「綜合語言能力」和閱讀理解能力發展兩方面。言語治療專業對
如何提升學童「綜合語言能力」，從而幫助他們閱讀理解的發展，在經驗和研究兩方面也不足夠。
值得留意的是，這些學童的口語語言問題卻沒有及時獲得關注，作為家長，老師和言語治療師，我們可
以為有認讀困難的學童做什麼呢？我建議可從三方面著手 :

一. 提升他們的認讀能力；
二. 評估他們的「綜合語言能力」；
三. 加強他們的「綜合語言能力」。
有興趣人士，可以參考在以下網站相關的錄像或掃描右方QR code。
https://bit.ly/2lXxG5W
我們可以幫助他們多學習新詞語和理解新詞語的意思，認識不同句子結構的表達和使用，多聆聽故事和
在我們的解釋下學習推論。
鳴謝：香港大學教育學院言語，語言與閱讀實驗室佟秀麗博士
參考文獻：Gough, P. B., & Tunmer, W. E. (1986). Decoding, reading, and reading disability. Remedial and Special Education, 7, 6–10. Lervag, A., Hulme, C., & MelbyLervag, M. (2018). Unpicking the developmental relationship between oral language skills and reading comprehension: It‘s simple, but complex. Child Development, 89(5),
1821–1838. Nation, K. (2019) Children’s reading difficulties, language, and reflections on the simple view of reading, Australian Journal of Learning Difficulties, 24(1), 47-73.

專家分享

走訪博愛醫院陳楷紀念中學

英文協作教學計劃 助學生增加學習英語自信
對於讀寫障礙的孩子來說，特別是英文根基還未
打好的，升上中學將會是另一個大考驗，皆因中
學對學生英文水準的要求相對提高了，若未能學
好英語的話，便可能會成為他們學習生涯中的絆
腳石。
博愛醫院陳楷紀念中學(陳楷中學)，過去兩年均推
行「英文協作教學計劃」（下稱「計劃」），提
供額外資源幫助英文能力稍遜的學生。計劃目的
是透過專業機構提供支援服務，與該校英文老師
共同設計校本課程及教材套，甚至入班向老師示
範教學或直接教授學生，藉此提升學生學習英語
的興趣及動機。
由於部份中一新生在小學階段從未接觸過英語拼音訓
練，故支援課程中亦有拼音基礎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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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此計劃的何慎敏英文科老師，觀察到普遍學
生是對學習英文的感覺不良好，害怕在堂上說英

只要得到合適的機會，同樣是會有貢獻及超水準
表現。我欣賞何老師十分理解這班學生，循循善
誘，利用不同方法幫助他們學習。」
事實上，有些學生只需要別人多點鼓勵，勇敢嘗
試，逐步建立自信，自然便得到學習的樂趣。
何老師稱：「我們察覺到有些同學的學習心態改
善了，由從前的『交白卷』，到現在會嘗試完成
所有問題，顯示他們有付出努力，認真學習。個
別同學亦因而成績有所進步，這些轉變是我們所
樂見的。」
老師們會利用不同遊戲讓學生學習英語，以提升他們
學習興趣。

文，部份學生更在小學階段從未接觸過英語拼音
的訓練。
何老師指出 :「這班學生從小學的英文成績都是不
合格，自信心十分低，在學校變成『隱形人』，
沒有人理會，若不再支援他們，他們在中學的『隱
形人』身份只會越來越嚴重。」
因此，計劃於2015/16年度誕生，學校並挑選了
博思會作為合作伙伴。老師希望善用有限資源，
利用常規課堂時間開設英文支援班，使老師可
以聚焦教導這班讀寫障礙或英文水平較落後的學
生。支援班每班人數為18人，分中一及中二組，
每學年有15節支援服務。主要以活動及遊戲方式
學習英文，包括拼音、發音及文法等，期望學生
可以活學活用。

何慎敏老師(右)及周穎
怡主任(左)負責籌劃英文
支援班，為有需要同學
提供額外資源改善英語
水平。

陳楷中學的特殊教育需要統籌主任(SENCO)周穎
怡主任亦補充說：「從同學的問卷調查回應中，
亦看到部分的學生顯露其自信心，例如他們覺
得自己已懂得掌握拼音技巧，會覺得自己是做
得到！」
由於「英文協作教學計劃」成效令人滿意，周主
任透露，在新一學年，他們會繼續與博思會協
作，將有關支援擴展到中三學生，主要改進他們
的聆聽、說話策略及技巧。

博思會老師分享教學方法
博思會Nonette老師具豐富的英文教學經驗，過
去兩年與何老師並肩作戰，分擔了老師的繁重工
作之餘，亦是一個專業可靠的好伙伴。除了一起
設計中一及中二課程外，Nonette老師亦分享針
對讀寫障礙學生的教學方法，並協助製作合適的
教具及工作紙。同時，Nonette老師亦會走入課
堂，成為助教，特別關注信心較低的學生。
何老師形容Nonette老師為人親切，會記得每一
個學生的名字及特質，並關顧他們的需要。她
說：「Nonette老師上課時，會特意走到自信心
較低的學生身邊，鼓勵他們嘗試舉手答問題，給
機會他們去說英文。」
Nonette老師指出:「雖然學生們常被別人標簽為
害羞、反應慢、不專心、聰明卻衝動，但是在我
的眼中，他們每一個都是有尊嚴及能幹的。他們

校本支援計劃
過去十多年，博思會已為多間中、小學提供校
本支援課程，參與學校均認為本會課程能夠
讓學生增強自信心、投入課堂學習，而且學業
成績持續有進步，不少學校選擇與我們繼續合
作，部份學校更是我們啟動課程以來的長期合
作伙伴。詳情可瀏覽https://www.pathways.
org.hk/services/issp/

走訪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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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教學分享 :

b d

之迷

當家長察覺孩子經常錯誤認讀英文字母或生字，或倒轉書寫如b變成d，p變成q，往往
會向博思會老師請教糾正方法。現在就讓我們用最常見的 b d 作例，分享如何加強孩子
正確認讀及書寫英文字母的方法，主要以形、音、寫三方面進行。

形 - 多感官學習
對於還未執筆的幼兒，我們可以利用刺激五官 (觸
覺、視覺、聽覺、嗅覺及味覺) 的方法以增強孩子
對字母的印象，例如: 使用泥膠砌字、沙盆寫字、
毛毛鐵線扭字、凹形字卡等，讓幼兒可觸摸，初
步加強文字形狀的印象。

音+形 - 認讀
若學生已有基本
英文口語詞彙如
boy 及dog，但
在認讀或寫字時
仍有b d 混淆的
情況，可嘗試以
字母及圖像來加
強記憶。
確認b的字母可
以用boy(男孩)
及ball(皮球)來作為記憶提示，這兩個字都是b音
起，強化形音關係可將其圖像故事化，如畫一個
男孩正在踢球，先寫直線像個男孩，再寫半圓像
個皮球 (圖一左方)。

便可看見bd字形。再具體化一點，是以bed
(床)形象化，手指拼起來像一張床，兩邊床板就是
b d。

寫 - 英文筆順
當孩子開始執筆書寫字母時，筆順是一個重要的
環節。小楷b字母起點要在左邊先寫直線，才再在
右邊加上半圓；而d字母起點應在左邊中間先寫左
半圓，再在右邊加上直線 。有些學生把 b d 都從
直線開始，容易造成混淆，要不停練習筆順，才
能重新鞏固。
練習寫字不一定需要紙及筆，可以試以小遊戲增
加孩子的投入感，如在孩子的掌心、背部寫字，
甚至隔空寫字，然後要他猜出b 或 d，令學習變得
更有趣味。
1
2

圖一：以生字及圖像來加強記憶。

確認d的字母可以用dog(小狗)及door(門)這個兩
個同是d音字作提示，圖像化為一隻小狗走進門
口，先寫左半圓像隻小狗，再以直線像一扇門口
(如圖一右方)。

圖二：竪起拇指作為b、d視覺提
示的隨身工具
(圖片來源：My Teaching S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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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外 ， 我 們
隨身也有視覺
提示的工具，
這 就 是 孩 子
的雙手了(圖
二)，豎起拇
指 ， 將 四 指
互 碰 對 著 ，

2
1

=
=

圖三：家長可利用不同方法練習筆順。

總結：愉快學習至為重要
事實上，學習英文的方法可以變化多端及有創
意，要因應孩子不同的喜好及學習風格而利用不
同活動形式，而非只有單一個方法，亦不只是說
「睇清楚！」便可，讓孩子愉快學習至為重要！

博思鼓勵

勤到獎頒獎禮 32名學生獲殊榮
舊生兼前港隊郭汝鏗 化讀障為動力迎挑戰

得獎學生親手製作紀念品，並
由博思會副主席藍芷芊醫生(右)
代表致送予香港金紫荊扶輪社候
任社長范致貞先生。

獲獎學生跟家長及嘉賓們合照。

為鼓勵讀寫障礙學生持續學習，博思會特設「 香
港金紫荊扶輪社．博思會學生勤到獎」，以獎勵
勤學學生，今年共有32名學生獲得殊榮，博思會
感謝由香港金紫荊扶輪社連續第
二年贊助有關獎學金。
頒獎典禮已於今年八月順利舉
行，並邀得博思會舊生兼前
香港三項鐵人代表隊運動員
郭汝鏗(Abraham)為主禮嘉賓。
Abraham於中學年代曾於博思會
接受支援，現為香港教育大學健
康與體育學系兼職學生及私人運
動教練。

由於他在中學時期成為學生運動
員，需要經常缺課去接受訓練或
外出比賽，以致學業追不上，學
校老師更要求他重讀中四，為日
後應考中學文憑試 (DSE) 打好根
基。然而，他在2015年修讀中五
那年，代表香港奪得三項鐵人亞
洲錦標賽男子青年組金牌，使他
在香港的排名大躍進，最後獲香
港教育大學健康與體育學系直接
取錄。

Abraham擅於上山下海，在三鐵
Abraham說：「我當初亦以考
比賽當中曾遇上不少耐力及體力
畢DSE為目標，但後來發現坊間
的考驗，但他會視這些考驗為戰
感謝香港金紫荊扶輪社社長范致
有不同途徑也可以進入大學。
貞先生(前左)及博思會舊生郭汝鏗先
勝每場比賽的推動力。同樣地，
況且，大學也不是唯一出路，
生(前右)出席頒獎禮。
他鼓勵讀寫障礙的學生及其家
只要找到自己的興趣，發展成
長，大家應該視這個看不到的障
為專業，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以我的一位朋
礙為動力，不要介懷他人的目光，努力挖掘自己
友為例，他完成中三後，便投身紋身師行業成為
的潛質，努力去戰勝每一個挑戰。
學徒，現在他的事業發展也
Abraham在中學時期經學校介紹來到博思會接受
不俗。」
課餘支援服務近四年之久，他從博思會老師學到
的學習方法，顯然與日校老師的教法有所不同，
郭汝鏗鼓勵讀寫障礙學生應視這
使他更能針對問題，更容易汲收知識。更可貴的
個看不到的障礙為動力。
是，Abraham跟博思會老師所建立的友誼，仍保
持至今，亦師亦友。

勤到頒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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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的近律師行捐獻

新鴻基地產午間讀寫障礙講座
今年5月，博思會助理總監丁元春老師及學前幼
兒及早期讀寫課程發展高級主任謝寶文老師接
受新鴻基地產邀請，出席其內部午間講座，為
約60名員工解構讀寫障礙，並介紹及早識別與
支援方法；席間老師們亦分享支援個案，並以
短片形式展示孩子接受介入訓練後的成果。

本會感謝的近律師
行捐款資助2019-20
學年50名來自低收
入家庭的讀寫障礙學
生進行學科評估。有關評估專為「課餘支援計
劃」及「早期讀寫支援計劃」新生而設，好讓
老師了解學生的強弱項，有助設計個人化學習
計劃及對照介入課程前後的進度表現。每年，
的近律師行均會把原本用以製作招聘紀念品的
費用捐出予慈善團體，以行動關懷社會上有需
要人士。

博思會日後將繼續與各大小企業合作，舉辦員
工講座或親子工作坊，增加員工們對兒童讀寫
困難的認識。如有興趣，可致電3105 2311與鄧
小姐聯絡。

義工服務 — 摩根士丹利義工及香港專業教育學院學生
我們非常感謝摩根士丹利義工及在香港專業教育學院修讀特
殊幼兒高級文憑的學生為博思會進行義工服務，協助本會教
學團隊及行政部門的不同工作，包括教材製作及文書等工作。

衷心感謝來自摩根士丹利義工(左圖)
及香港專業教育學院學生(右圖)的支
持，協助本會進行不同義務工作。

博思會IG帳號現已開通
為了便利博思會Instagram用戶可以定期獲得本會的消息及
讀寫障礙的資訊，博思會現已開通了Instagram帳號。搜
尋“thepathwaysfoundation”便可以追蹤我們。順帶一提，家
長亦可在博思會的 Facebook 專頁「讚好」，同樣可以定期獲得
博思會的最新消息和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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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五名來自香港專業教育學
院學生亦於兩次家長講座中擔任
義工，並於暑期週末親子班擔
任教學助理職責。義工們均表示
很高興能參與博思會義務工作，
並希望將來能參加更多博思會活
動，與本會同工及讀寫障礙的兒
童有更多的互動。

2019暑期課程歡樂氣氛渡過

博思會暑期課程以「反斗動物世界」的主題作
為暑期課程大綱，讓孩子們利用空餘時間鞏固
學科基礎，並發展個人潛能及興趣。同學們在
歡樂氣氛中渡過，除了視藝、話劇及魔術等課
程，今年新增「針孔攝影及藍曬技術」課程，
讓學生們能夠親手製作針孔相機及沖曬照片，
學習有關攝影及沖曬原理。
此外，我們亦在暑假期間於沙田學習中心開辦
週末親子課程，為幼稚園至初小家長學習掌握
在家支援讀障孩童技巧，並在課堂中設有實戰
環節，課程由學前及中英數專科老師主理。

數學支援課程

視覺

藝術課

視覺藝

程

針孔攝影及藍曬技術

課程

術學員作

品之一

言語治療之
溝通及
社交技巧課
程

「與博思專家有約」家長講座圓滿結束
其中，王博士分享早期數學學習困難的定義、成
因及訓練方向，並表示數學困難的原因有三，包
括(1)遺傳因素，(2)腦部發展因素及(3)學前缺乏
與數字有關的日常經驗。而根據一個長達7年的追
蹤研究指出，以早期(K3及P1)的認知能力，包括
數字比較、數線、位值概念，能有效預測學生會
否有持續的數學困難(至P6) 。
至於鄭教授則在「從口語到文字學習:早期中文
讀寫的訓練方向」講座中，示範不同訓練方法，
包括利用視覺及口語提
示、對話互動、具體操作
輔助及鞏固練習，並強調
在訓練過程中需要讓孩
子勝任(Competence)、
自主(Autonomy)及歸屬
(Relatedness)的重要性。

早期中文讀寫訓練講座

2018-19年度下半年的兩個
「與博思專家有約」家長講座
已圓滿結束，感謝講者香港大
學心理學系助理教授王天佑博
士及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心理學
系客席副教授兼博思會顧問鄭
佩芸教授主講，兩個講座均獲
家長好評。
早期數學訓練講座

活動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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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20家長教育講座及實戰工作坊 (第一期：情緒支援)
為協助家長改進與孩子溝通，並學習情緒管理及培養專注力等技巧，我們將於新學年舉辦不同家長教育
講座及實戰家長工作坊，主要對象為幼稚園至初小學生的家長，由專業人士主講及帶組，歡迎齊來報名
參與。報名詳情可瀏覽 www.pathways.org.hk 。
日期及時間

主題及講者

報名

化爭執為溝通：建立讀障學童家庭的正向關係
2019年11月1日(五)
7:00 – 9:00 p.m.

陳靜琼博士 (資深教育心理學家)
收費：每位$30 (博思會家長) / $50 (公眾人士)
地點：突破中心地庫禮堂 (九龍佐敦吳松街191-197號)

http://bit.ly/2krJH3p

實戰家長工作坊 – 情緒管理

2019年11月30日
及12月7日(六)
3:30 – 5:00 p.m.
(連續兩個星期六下午)

課堂 (一) : 知彼知己（爸媽可以如何做到耳聰目明，了解孩子的語言
及行為，一同與孩子處理好情緒，走向愉快學習？這個工
作坊會讓你體驗及實習）
課堂 (二) : 你OK我OK（承接工作坊一，爸媽可以齊來體驗及實習如
何透過「開心見誠」的方法，達至雙贏管教)
黃慧儀女士 (資深學生輔導老師 、兒童個人成長輔導員)
收費：每位 $500 (共兩堂，最多10位家長)
地點：博思會(沙田)學習中心 (新界大圍顯徑邨顯富樓地下)

實戰家長工作坊 –培養專注力
2019年12月10日
及12月17日(二)
7:00 – 8:30 p.m.
(連續兩個星期二晚上)

課堂 (一)： 專心多一點 - 認識孩子專注力的需要，讓爸媽可以陪伴孩
子一起面對挑戰。

http://bit.ly/2kRgKxX

課堂 (二)： 專注「動」力 - 承接課堂一，爸媽可以體驗及實習如何與
孩子一起「動手」又「動腦」提升專注力
李子穎女士 (資深教育心理學家)
收費：每位 $500 (共兩堂，最多10位家長)
地點：博思會學習中心 (九龍旺角新填地街470號海島中心一樓1-3室)

活動預告

博思會學習中心
pathwayshk

thepathwaysfoundation

郵寄標籤

info@pathways.org.hk
九龍旺角新填地街470號海島中心一樓
2870 1377
2870 1779
新界沙田顯徑邨顯富樓地下
3105 2311
3105 1414
需要我們的協助嗎?

博思會支援中心
3709 8422

3709 8420

您的孩子接受不同服務，包括由專科老師負責的課餘支援課程、臨床心理學家、教育心理學家、職業
及言語治療師提供的專業評估及輔導，協助孩子跨越學習困難。
詳情請瀏覽 www.pathways.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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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您的孩子遇到閱讀及書寫困難，歡迎隨時與我們聯繫，博思會同工將會與您分憂，並可按需要轉介

新界荃灣美環街1號時貿中心1706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