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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言語治療? 



學齡常見的言語障礙不只包括
語言 

 
 教育局校本言語治療服務指引… 

 『部份學童由於在語言能力、發音準確度、
說話流暢度及／或聲線運用上出現問題，
因而影響了他們在溝通、學習和社交方面
的表現。有任何上述問題的學生，均可被
稱為有言語障礙的學生(語障學生)。 

 

 有語言問題或發音問題的語障學生在語言
或語音發展上較同齡的兒童緩慢或紊亂… 



 因此出現不同程度的理解、表達或構音困
難，例如：不明白課堂常規和教師指示、
不懂作答、用詞不當、句子過短、說話和
行文欠缺條理或不配合情景、說話時出現
音節替代、刪減或扭曲等現象； 

 說話流暢度及聲線運用出現問題的語障學
生可能因說話節奏控制困難或聲音沙啞、
失聲而引致不同程度的溝通障礙。』 

 

影響溝通的障礙 

 

 



小學語障學生的分類 

語言 

障礙 

語言 

問題 
發音 

問題 
聲線 

問題 
語暢 

問題 



閱讀理解? 

文字表達? 



第二部分: 

甚麼是 

閱讀理解 



閱讀理解指大腦接受外界信息，包括
文字等各種信息，並通過大腦進行吸
收、加工以理解其所代表的意思。(李
源, 2004) 

 

可分為認讀困難、理解困難和語言學
習困難。(Catts & Kamhi, 1999) 





第三部分: 

讀寫障礙 



讀寫障礙 

特殊學習障礙的一 種 

主要由於腦部結構及功能出現先天性
異常所致 

難以準確及流暢地認讀及默寫字詞 

閱讀和書寫時難以辨別字詞的讀音和
字形 

在閱讀理解會產生問題 



讀寫障礙(con’t) 

減少閱讀，影響字詞認識的數量及整
體認知的發展 

患在語文科的成績往往遠遜於同學 

其智力及感官功能均屬正常 

非因缺乏教育或學習動機所致 



讀寫障礙(con’t) 

根據香港衛生署資料(2006) 

10-12%兒童有讀寫障礙 

70%為輕微 

20%為中度 

10%為嚴重 

男:女  2-3:1 

 



讀寫障礙(con’t) 

未有任何藥物治療方法 

閱讀輔導/策略 

環境調適和輔助 

經常同時患有1)專注力失調、2)動作協 

調障礙或3)視力問題 

藥物或醫學治療可改善上述問題、而非讀
寫障礙本身 



閱讀理解困難的特徵: 
認字詞困難、字詞庫量少 

閱讀段落篇章時跳字跳句 

能認讀篇章的字詞，但未能掌握內容重
點 

閱讀一篇文章所需時間長 

較難作出總結、類推和理解抽象概念 

不能從閱讀中學習 
(香港教育局, 2014 理解策略學得快 輕鬆閱讀無疆界資源套) 



第四部分: 

如何增強
閱讀理解 



第一部份: 
字詞層面 



字詞層面 

學生需要認識一定數量的字詞，才可
以順理地閱讀，繼而理解 

如果學生在閱讀理解上有困難，他們
經常會讀錯字、讀漏字 

容易將一些字詞誤讀為其他相近的字
詞 

讀錯漏的字詞越多， 閱讀的準確度就
越低 



1. 拆字、造詞 

大部份中文字都是由數個部件組成 

如「動」字就是由「重」和「力」合
並而成 

家長可以與子女一同把生字拆開，更
可解釋這些部件如何形成合成字的意
思 

 



1. 拆字、造詞(con’t) 

同樣，我們可以把一些詞語拆開 

如「悲傷」中的「悲」和「傷」都是
指不開心的意思，加強子女的記憶 

 



1. 拆字、造詞con’t 

利用部首和聲旁的規律性 

 不少部首都是象形字利用文字來源的故事及
圖畫幫助學生認識部首的意思 

 利用部首來猜想字意 

 

 當聲旁提供的讀音提示信息越多，兒童學習和
記憶漢字的正確率也越高(舒華等人, 2003) 

 近80%的中文字屬於形聲字，而近90%的形聲
字的聲旁在右邊，有頗強的規律性 



晴 
部首:代表
和天氣有關 

聲旁:和”青”

讀音相近 



1. 拆字、造詞con’t 

部件教學法 

 用相同的部件，作為「教學字」的重點 

 每個教學字都有該部件，讓學生對教學字及其
部件能更熟悉，藉此擴充更多的字彙 

燦     鄰     糞 
 

同一部件 



1. 拆字、造詞con’t 

詞義推斷訓練-陌生詞語 
 展示該詞相同和不同用法的句子，示範利用文

意脈絡去推敲和綜合該詞的 

 語義範圍：該詞的意思大概指什麼? 

 詞形性質：該詞是名詞 /形容詞 /動詞 ? 

 感情色彩：該詞所表示的意思屬於褒義還是貶義? 

 可利用簡單圖表和箭號把已知的詞語與生詞連
起來 

 能提高推斷能力和字詞知識，和在閱讀文章中
遇到生詞的策略 

 



2.常用字詞庫 

幫助子女建立常用字詞庫，供讀寫時
參考 

字庫可按類別分好 

感情類 

形容詞類 

副詞類 

人物類 

活動類 



3.多感官法 

利用多種感官學字詞 

透過「看-讀-抄-蓋-寫-對」方法記認生字 

 如：學習「幫」這個字 

 -先看生字 (看-視覺) 

 -然後讓學生把部件讀出來，例如：「土-土-寸-白-

巾」 (讀-聽覺) 

 -同時用手指在紙上把「幫」字臨摹一遍 (抄-本體) 

 -再把字卡遮蓋，默想字形，以鞏固記憶 (蓋-想) 

 -跟著默寫出來，最後再校對 (寫,對-本體,視覺) 





4.有趣的記憶法 

聯想法 

 將一個字的不同的部件有意義地連起來或
編成故事，可以加深印象，如：「眼睛」
「害」是「瞎」。 



4.有趣的記憶法 

字謎 

 透過讓學生猜字謎 

 鼓勵他們為一些難記的字創作字謎 

 加深他們對文字的記憶，如：「一口咬掉
牛尾巴」是「告」。 



4.有趣的記憶法 

口訣 

 把中文字按照部件及其順序像英文串字那
樣「唱」出來 

 對於語音記憶強或擅於以聽覺學習的學生
尤其適用。如：「十一隻羊坐船過河」是
「達」 



第二部份: 
句子層面 



句子層面 

有些學生就算認識大部份字詞，但在
字詞組合成長句子時，也可能不能理
解當中意思。 

不明白詞語和詞語之間的關系和意思 

對抽象的關系和概念尤其處理得差 

 





1.朗讀法 

有中文讀寫問題的學生，「形義」
和「形音義」的連接較同輩弱 

較難理解文章意思 

朗讀出內容可以加強「音義」的過
程，幫助學生理解 

大聲朗讀細聲朗讀默讀 

 



2.填空活動 

增加學生閱讀的流暢性 

學生需判斷文章斷句是否合宜，以及
抑揚頓挫是否符合文意等 

可透過要求學生把故事重述，了解學
生能否掌握故事的重點 

 



第三部份: 
篇章層面 



篇章層面 

每一篇文章都有大量資訊 

有閱讀理解困難的學生在處理文字資
訊的容量大多較少 

學生需分析文章中哪些資料是較重要
，哪些只是細節，以減少同一時間需
處理的資訊 



1.文體預測 

學生最常遇到的文體有記敘文、說明
文和議論文。 

我們可以推測文體類別，而知道在閱
讀時最需要留意的資料。 



1.文體預測(con’t) 

有「記、傳、自述」等字詞 

記敘文留意事情的「時」、「地」、
「人」、「事」等元素 

有「評、論、談」等字詞 

議論文留意作者的立場和正反例子 

有關事物或問題的文章 

說明文留意事物的因由和性質等。 



2.首尾句 

留意段落的首句和尾句，有大機會取
得段落重點。 



   內地空氣污染問題嚴重，灰霾天氣持續籠罩北
京及上海等地，近月更蔓延至珠三角。上海有
大學研究發現，將由懸浮粒子製成的懸液，在
六天內分三次滴在老鼠肺部，鮮紅色的肺部變
為「黑肺」，可見污染的禍害。本港有學者警
告，入冬後由北吹來的季候風，會將內地懸浮
粒子吹到，本港恐受灰霾侵襲。本報記者近日
在鄰近珠三角工廠區的東涌檢測空氣質素，已
發現懸浮粒子濃度超出世衞標準十一倍。有環
保團體指，香港空氣質素指標遠低於世衞標準
，比印度及孟加拉更落後。醫學界人士更提醒
，懸浮粒子可引致呼吸系統疾病，更會令患上
肺癌的風險大增。 

 



3.排除法 

刪減文章的修飾成分，如形容詞、副
詞、象聲詞、反問句和例子等。 

 

小強在一個炎熱的夏日歡天喜地地去
同學的家裡玩最新出的遊戲機。 

 

小強在一個炎熱的夏日歡天喜地地去
同學的家裡玩最新出的遊戲機。 



4.概括句 

找出關鍵詞 

經常重複的詞語、同/近義詞、上下位詞 

從這些關鍵詞中找出重要訊息 

根據訊息構思段落大意 



4.概括句 con’t 

 找出關鍵詞 

 1.生命、歲數、生長期、壽命 

 2. 陽光、水份 

 3.樹木、榕樹 

 從這些關鍵詞中找出重要訊息 

 1.壽命 

 2.環境 

 3.植物 

 根據訊息構思段落大意 

 植物的壽命和環境有關 



第四部份: 
統合層面 



1.伴讀 

每天15-20分鐘 

每星期4次以上 

提昇孩子 

 ↑認字量 

 ↑閱讀流暢度 

 ↑閱讀興趣 

 ↑與伴讀者的關係 

 



伴讀者不需高教育程度 

伴讀材料不貴 

時間不需很多 

和子女一起讀課外書或文章 

在讀畢後可問子女六何問題，增強學生的
閱讀興趣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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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伴讀 con’t 



1.伴讀 con’t 

一對一 

 伴讀者為孩子伴讀 Tutor & tutee work in pair 

同步閱讀 Simultaneous reading；Read aloud together, 

matching pace with child 

獨自閱讀 Independent reading; Child read alone 

 與學生一同閱讀 

 更正學生讀錯的字詞 

 如果學生表示要獨自閱讀可以稱贊他 

 作簡單記錄  

 



2.視覺化內容 

可透過把文章的重點用圖表方式表達，幫
助學生理解。 









問答時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