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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實踐與個案分享第四章	實踐與個案分享

（備註：為了保護我們的學童，以下個案的學生名字均為假名。）

如果家長獲悉孩子被評估為有讀寫困難，

往往會感到手足無措。而教師發現疑似有讀寫困難

的學生，也不知如何處理；對於如何教導有讀寫困難的

學生，更是苦無良策。

「喜閱寫意」計劃匯聚專才，合力推行了不少校本及社區支援

計劃，令許多有讀寫困難的中、小學生，以及語文能力較弱的幼兒

得到適時的扶持；家長、教師及教學支援人員也漸漸摸索到一些	

出路。儘管迎面還是漫漫長路，但各方持分者都看見曙光，家長

努力為孩子爭取機會，教師重燃冷卻了的熱誠，有讀寫困難	

的學生亦逐步建立自信，重建學習興趣。下列是參與計劃

的實踐經驗與個案分享，當中揭示了他們的心路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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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前教育篇學前教育篇

落實校本支援	 學童邁步向前

全港約有兩成半四至六歲幼兒在學習讀寫方面有潛在困

難，就讀幼稚園高班的陽陽是其中一位。這天早上，輪到他向

全校報告天氣。「以前讀不到三個字，便要停一停。現在卻能一句

接一句、流暢地完成廣播。」在旁的教師喜不自勝。

三年前的陽陽，遇到文字就如老鼠遇見貓般掉頭離開，短短兒歌也	

丟三忘四。教師察覺到陽陽有點不一樣，想幫助他卻無從入手，剛巧協康

會團隊推出「幼兒語文學習	──	校本支援計劃」，幼稚園便立即參加。「計劃

成效令人喜出望外！」吳校長說。她見到陽陽的認讀能力提升，兒歌能朗朗上口，

認字讀寫也有進步，例如看到「蝴」字，不但能正確讀出，並懂得分辨其「左中右」的字形結構及

部首。

教師從協康會團隊身上學習到很多教學理念和技巧，例如不單在中文課堂教授語文，還可

以滲透在音樂、體育、美勞、茶點等課堂和活動。對於一些表達能力不足的學生，教師亦可調適

課程，在低班加強口語部分，教導學生掌握名詞和形容詞的運用。

經重新測試，部分早前被評估為有潛在讀寫困難的學生已脫離了困難水平。「只要循序漸進、

有系統地教導，即使能力較弱的學童也可打好語文基礎。」吳校長總結經驗。

吳詠茵校長吳詠茵校長

聖公會青山聖彼得堂兆麟苑幼稚園聖公會青山聖彼得堂兆麟苑幼稚園

（學校曾參與「幼兒語文學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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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語文教學元素	 提升幼兒口語能力

感恩能成為「語文童樂」幼稚園校長及教師培訓課程的學

員，課程令我更深入地了解幼兒語文的發展，包括兒童語言、

讀寫發展差異及障礙、閱讀技巧、提升兒童對語言的敏感度，及

兒童識字發展的教材設計等。記得有一課，導師請我們默寫韓文，

這活動使我深深感受到兒童面對學習語文的困難，即使母語是中文，

要學得好，也不是理所當然！

我是幼師，也是母親。因為四歲半的女兒被評估為語言表達發展遲緩，

所以我連忙把「語文童樂」課程中教授的知識和技巧，運用在女兒身上，效果令我驚喜萬分。以

往我陪伴女兒閱讀圖書，她只會聆聽，不多說話，現在我運用「對話式閱讀」，透過不同的提問

技巧，引導她推測故事情節、有效觀察圖畫及閱讀文字，還有按着她說故事的簡短句子，協助她

逐步擴充，重覆朗讀。現在一個簡短的故事，我和女兒也可愉快地邊看邊說半小時呢！而最令我

欣慰的是，女兒的口語表達和組織能力進步了不少。

教學方面，「語文童樂」課程讓我明白到幼兒的口語發展是極為重要的。因此，在詞彙教學上，

我會請學生多表達詞語的意思，多重複命名；句子教學上，我會選擇較複雜的句子於大班朗讀，

亦同時為表達能力較弱的學生選擇較容易的句子，提供重複朗讀的機會；在兒歌教學上，我會教

導他們分辨押韻字詞，配合身體律動如拍手、踏腳等，提升其語音敏感度。教學過程中，我不但

發現在大班教學時學生更專注投入，還在分組時看到幼兒有學習差異，能運用所學協助語文落

後的學生。同時，學校請我向同儕分享課堂所學，現正合力計劃編制一套更切合孩子需要的課程。

在此，衷心感謝各位導師悉心教導，願課程能延續下去，讓更多教師和家長受惠。課程除了

令我認識幼兒語文發展及改變一些舊有思維外，更使我不斷反思如何運用支架教學理念於現有

的課程之中。教育路從來不易走，但只要用心，必能造福下一代。

（曾參加「語文童樂」幼稚園校長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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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早支援　重拾學習樂趣

女兒恩賢的口語表達能力跟一般小孩無異，可是在

識字發展上，卻出現困難。

我曾經花上數小時悉心教導，恩賢仍然記不住生字，令我

動氣。即使加上恩賢哥哥的幫忙，也是徒勞無功。有一次，恩賢

哭訴讀書很辛苦，常常令我們失望，身為母親，聽到女兒的哭訴，

很是難過。幸好後來老師向我介紹了「聽說讀寫小奇兵」小組，恩賢的

讀寫情況才逐漸好轉。

參加小組後，恩賢的字體比起以前更工整漂亮，而且她對文字的興趣和敏感度也提升了。有

時候，她會指着街上一些文字，跟我說與甚麼字相近；當我看書時，她不但對我閱讀的書本感興

趣，而且還請教我書本上的字詞讀音。慢慢地，恩賢認識的字也越來越多。

了解她的學習情況後，我們一家更加體諒她，不會錯怪她懶惰，而是想辦法協助她。我們的

鼓勵和支持，增加了恩賢的自信心，現在她還經常主動請教我們一些字詞的讀音，我們也很樂意

幫助她。

「聽說讀寫小奇兵」小組能有效支援像恩賢般有讀寫障礙的小朋友。假若家長及早認清子女

的學習問題，便能早一點幫助他們。

黃女士黃女士

（孩子曾參加「聽說讀寫小奇兵」

幼兒語文學習小組）

（孩子曾參加「聽說讀寫小奇兵」

幼兒語文學習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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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步推行分層支援	 汲取教學經驗

黎校長認為「分層支援教學模式」的概念很好，能針對性

幫助有中文學習困難的學生。學校實行這模式後，不同能力的

學生的中文水平都顯著提升。能力較好的學生於接受第一層全班

優化學習後，成績也進步了。而能力稍遜的學生於接受第二層（小組）

或第三層（個別化）的教學後，成績亦有所改善。訓練中所學的技巧亦

有助學生應付日後的高小中文課程。

黎校長表示，雖然於首年推行「分層支援教學模式」時遇到不少困難，但

在計劃的支援人員協助下，仍能順利推行。當汲取第一年的課程整合經驗後，

行政會更為順暢。

小學篇小學篇

（學校參與了「小學中文分層

支援教學模式」計劃）

（學校參與了「小學中文分層

支援教學模式」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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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部就班	 鞏固學生語文基礎

郭老師及林老師在還沒有推行「分層支援教學模式」時，

大多只是隨文教學，未能有系統地教授語素意識或字詞認默策

略等方面的知識。當運用「分層支援教學模式」後，她們可以依照

課程內容，由淺入深地教導學生，以增進學生的中文知識。郭老師

表示，小組教學能增加學生回答問題的機會，而適切的課程內容及測

試亦能同時提升他們的自信心，從而改善他們的學習態度，加強他們學

習中文的興趣。

郭老師及林老師均認為「分層支援教學模式」能加強學生閱讀中文篇章的能力，例如字形結

構課能幫助學生理解中文字的結構，使他們掌握推敲艱深字義的方法。加上課程內容深入淺出，

貼近學生需要，並有系統地協助學生重溫已有知識，能鞏固有讀寫困難的學生的中文基礎。與此

同時，學生的自信心亦增強，有助他們於大班學習時更積極參與課堂。

（任教學校參與了「小學中文分層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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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學習動力	 語文成績進步

李平及王豐均感到自己的語文能力顯著進步。他們異口

同聲表示，經過一個學期的第二層小組支援課程後，認識的詞

彙增加，有助理解文章內容，並減少誤用別字。這不但令他們更

快完成功課，亦有助提升默書或測驗的成績。

李平更認為課程能培養他們閱讀中文書的興趣。參與小組前，他不

愛閱讀中文書，因為經常不明白文中的字義，又不理解篇章大意，令他欠

缺信心。但經過一個學期的小組輔導後，他更能擷取文章大意，令他多了閱

讀中文書籍，對學習中文也增加了信心，並更積極地參與課堂活動。此外，課

堂上學生不時透過一些遊戲學習語文，亦增添他學習中文的興趣。

李平同學及王豐同學

（就讀學校參與了「小學中文分層	

支援教學模式」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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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服困難	 竭力支援讀寫障礙的學生

心很酸，心很痛。從來沒有想到讀寫障礙的孩子的路是

如此難走的。

這幾天的課程，讓我更深入認識讀寫障礙的兒童之學習歷程。

縱然他們的學習能力比一般人弱，但是他們表現出來的生命力、克服

困難的毅力，實在比許多人強。可是，是誰打岔了他們的鬥志？功課？

測驗？嘲諷的目光？無情的放棄？經過這幾天的學習，我深深被幾位導師

的教學熱誠打動，她們在讀寫障礙的兒童身上付出的心力

不單令讀寫障礙的兒童在學習上出現曙光，也令我獲益良多。

我相信，那些教導學障兒童的前線老師很需要我們的

支援。盼望學校的行政人員及語文老師能掌握學障兒童的

學習情況，為語文教學釐定清晰的方向，建立合適的課程，

令學障兒童也能有一個閃爍的人生。

明白學生需要	 重拾教育初衷

「老師常要求學生『吃快餐』	──	學得快、學得多、學得

好……」導師這句話最令我留下深刻的印象。繁忙的教育工作

令人疲累，亦磨滅了我初入職時對學生有個別差異的體諒與包容。

中大團隊舉辦的高級課程，不但使我更加認識有讀寫困難的	

學生之需要，掌握幫助他們的策略，還重新啟動我的「自我監控」	

系統。作為一位有承擔的教育工作者，必須有系統、	

有策略地教好每一位學生。

王致人老師

元朗公立中學校友會英業小學

（「優化語文教學	支援讀寫困難

學生」高級課程學員）

王致人老師

元朗公立中學校友會英業小學

（「優化語文教學	支援讀寫困難

學生」高級課程學員）

胡金鳳主任

迦密愛禮信小學

（「優化語文教學	支援讀寫困難	

學生」高級課程學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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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迎挑戰	 照顧個別差異

「學生差異很大，怎麼辦？」──在六年前，這句話是

我校中文科同事的共通說話。到了今天，換來的一句話是「東

sir，該節我有空堂，讓我來教喜閱小組吧！」這句話背後的動力，

全因為老師們看到學生的改變。

用「落到地」來形容「小學教師專題課程」最貼切不過，由詞彙教

學、識字教學、語法教學、閱讀教學、寫作教學，以至小組教學的

內容，都是易學易明，並能即學即用，最重要是能融入教科書，不

用為處理教材而大費周章。而且導師到校支援，並給予教學建議。

現在我們學校無論在入學前測、幼小銜接、大班教學、小組教

學及推動閱讀各方面都滲入了「喜閱寫意」的教學元素，成為學校中

文科發展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現在，我們面對學習差異已滿有信心，

積極協助有讀寫困難的學生重回學習正軌。

活用教學元素	 鞏固學生語文能力

當幾年前遇上了「喜閱寫意」教師培訓課程，我們便開始

戰戰兢兢地為能力稍遜的孩子編制一套既有系統而又適切的課

程，藉以提升孩子的學習效果。亦為其他班別的孩子，在正規課

程中加入課程所需的元素，以鞏固學生語音、口語、字詞知識、朗

讀、閱讀理解及寫作的語文知識。

在先導老師的帶領下，我們設計了兩個加入「喜閱寫意」元素的單元，

並進行施教，同時改革默寫形式。我們現在已經把「喜閱寫意」元素全面加

入語文課程中，透過專業的進修和交流，我們的團隊

認同這個發展方向，也漸見成效，大家更有信心把語

文課教好。感謝「喜閱寫意」團隊的努力，為語文教學

注入更好的元素，讓我們的語文老師有更美好的教學

經驗，感謝您們！

透過老師互相的分享和學習，我們這十幾顆躍動

的心，更有信心帶領孩子們喜悅寫意地走進文字的世界。

「從校本出發」專題課程學員

吳樹東主任

粉嶺公立學校

「從校本出發」專題課程學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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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團隊互相交流	 彼此勉勵

2011至2012年度，學校派了我們三位同事一同參加72小

時的專題課程。透過五天密集課程，中大團隊的導師分享了不

少支援語文教學的方法，其後更舉辦家長的專題工作坊和聯校的

教師交流工作坊，並到校進行教學支援，讓各位同事更清楚了解學

生的學習需要，確實獲益良多，為語文教學工作打了一支強心針。

在五天密集的專題課程中，	我們對字詞教學方面有更深入的認識。導

師對小學中國語文教材及小學課程用字作了詳細的分析，對學生在不同年

級所學的字詞提供了建議，為老師在設計教材時，提供有用的參考資料，達到因材施教。同時，

導師傳授一些關於提升閱讀流暢度的點子，幫助學生提升閱讀理解的能力，化解學生對理解文

章的疑慮。

除了課堂面授之外，導師還為各參與課程的學員舉行了三次聯校交流工作坊，讓我們有機

會分享實踐經驗。當我們提出一些教學難題時，其他學校的同工便紛紛出謀獻策，不分彼此地提

出改善建議，討論氣氛熱烈。能夠在這樣開放的平台上進行學術交流，實在是難得的體驗。

在這專題課程中，除了得到教學上實際的支援外，也明白到走在這條支援有需要學生的路

上並不孤單，有同路人一起並肩而行，彼此激勵。中大團隊花了大量心思為教師設計教材，提供

了很多實用的資料，可見他們每位的用心，希望藉此機會衷心感謝他們。

鄭淑娟副校長、

刑福家主任及余慧珍老師

基督教香港信義禾輋信義學校

「從校本出發」專題課程學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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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學篇中學篇

語文策略助「開竅」	 立志幫助同路人

灝瑜就讀小學時，最害怕中文默書。每次默書，媽媽都

會幫她溫習數小時，她才僅可及格。為甚麼已經這麼努力，還

是差一點點呢？中文老師一句「未開竅」，安慰了灝瑜的弱小心靈，

她默默期待開竅的一天。

升上中一，灝瑜被評估有「讀寫困難」。那時她才恍然大悟，明白

自己的讀寫能力與一般同學不同。在學校的安排下，灝瑜與一些有讀寫

困難的同學參加了課後的「喜閱小組」。灝瑜憶述數年前參與小組課程的情

況：「記得上中文課時，有位老師帶了我們幾個同學往小班房上課，感覺很

特別。老師用了很多方法教導我們學習中文，例如：講解部首「木」時，會顯示

一棵樹的圖畫，讓我們明白部首有帶出字義的功能；遇到難字，便可以從部首猜出該字的意思；

遇到不會讀的字，亦可從字的聲旁推測字音；抄寫字詞時，要先看看，蓋着字想想，再抄寫出來；

教因果關係時，老師用了花和蘋果的圖像來表示……種種方法都令我開始掌握如何學習中文。」

老師除了教授一些解字策略，還會講解主流課程的部分內容，協助他們學習不同文體的閱

讀和寫作策略。灝瑜記得曾經連續幾次小組課堂都要寫作，十分艱苦。她說：「最記得老師提醒

我們寫故事一定要有「高潮」，才不會沉悶。上寫作課時，老師把我們寫得好的部分輸入電腦，

然後在堂上播放，稱讚我們哪些做得好，亦提點哪些要如何改進。就是這樣，我的寫作便慢慢進

步了。」

灝瑜提到她寫作時經常執筆忘字，大班老師一般會直接供詞，但小組老師便「麻煩」多了。

她說：「老師會問我很多問題：這字與甚麼有關？應該用甚麼部首？有甚麼字是同音的？不斷給

提示引導我，讓我自己思考。經過自己思考的字，印象最深刻。考試遇着執筆忘字的情況，我也

會這樣提醒自己。」

當學生看到自己成績進步，學習語文便更有信心，灝瑜也不例外。「我平常在大班，很多同

學都比我好，我不敢舉手答問題，怕出醜。但上『喜閱小組』便不同了，老師給我們很多回答問題

的機會，看到有些較害羞的同學也舉手答問題，我便開始有信心了。」灝瑜開心地說。小組同學

都很主動發問，上課氣氛良好。經過三年，小組的同學都變成了好朋友。

「喜閱小組」陪伴灝瑜走過了中一至中三的學習歲月，協助她克服了不少學習的困難。現在，

灝瑜正在某大專院校修讀幼兒教育高級文憑課程，希望日後能於特殊教育方面發展，幫助一些

同樣有讀寫困難的小朋友。

灝瑜同學

（就讀學校使用《勇寫無懼‧

讀創高峰》初中讀寫輔助教材

套，並參與「試驗教學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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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作文技巧	 洗脫「懶惰」污名

「你成績這麼差！還不勤力點？」對於就讀中學二年級

的盤盤來說，這句話無疑對她造成了深遠的傷害。盤盤是一位

文靜乖巧的女生，和普通學生一樣，都愛看流行讀物。偏偏要她

把自己的意念寫成文章，卻是十分困難。其實，她在小學已被發現

有學習困難，可惜家人對此認知很少，總是誤會她是因為懶惰而影響

學業成績，沒想過尋找支援，因此延誤了讓她接受輔導的時間。

就這樣，盤盤艱辛地熬過了六年小學的階段。上到中學，幸運地入讀

了小組輔導班，她分享說：「小學時作文成績僅僅及格，參加了讀寫支援計劃兩年，現時的作文

成績已比及格分數多出20分。」她坦言，過往曾經因為功課太多，又不懂得默寫字詞，試過「罷做」

功課。但經過小組老師一年多的指導，她不但成績更顯著進步，全級排名由入學時的50名以外，

上升至現時全級第19名，而且導師每年都約見家長，了解盤盤的學習進度，令她逐漸得到家人的

體諒。提升的除了是成績，還有她對學習的信心。

學懂識字策略	 突破學習障礙

粵曲是中國文化經典，當中的唱唸對白又複雜又冗長，

真是少點記性和悟性也不行。然而，年紀小小的黃怡卻能把它

們背誦得朗朗上口。黃怡是一名有學習困難的中一女生，自小開

始，學習中文對她來說很是困難。她容易混淆相似的部首，看書時

文字堆疊在一起，不消數分鐘她便會感到暈眩。「小五開始參與粵曲

訓練，背誦對白可以朗朗上口，但說到默寫字詞，我便一竅不通。」這樣

的情況一直困擾着她，更經常在考試時因忘記中文字的筆畫，而阻礙書寫

速度。

到了中一入學時，黃怡被老師發現她有讀寫困難，獲安排入讀輔助班，

接受小組訓練。小組導師通過遊戲，教她用圖像記憶部首，並與字義相連，

如「手」部，會立即聯想到「打人」的動作，這個方法令她的中文測驗成績，

在短短一年內跳升20多分。這令她對學習更有信心，也慢慢掌握到能幫助

自己認寫字詞的技巧。

盤盤同學

（就讀學校使用《勇寫無懼‧

讀創高峰》初中讀寫輔助教材

套，並參與「試驗教學計劃」）

黃怡同學

（就讀學校使用《勇寫無懼‧

讀創高峰》初中讀寫輔助教材套，

並參與「試驗教學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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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校合作	 提升女兒學習興趣

何太的女兒小美就讀幼稚園高班，圓圓的小臉蛋和甜

美的笑容特別惹人喜愛，但認讀字詞方面卻顯得力有不逮，經

常把「木」寫成「水」、「土」寫成「士」。去年初她終被識別為有潛在

讀寫困難。「一般幼兒只需十分鐘便完成的功課，她卻要多花一倍

時間方能完成。小美對學習中文全無信心，很抗拒寫字，有時字體寫

得不好，被擦掉並要求重寫，她便會大發脾氣，令親子關係變得緊張。」

何太道。

此外，對於新學的字詞，小美亦很易遺忘，例如她看到「稻香酒樓」，總

認不出第一個字，便對家人說﹕「不如我們到『香』酒樓去！」；也曾指着「朋友」的「友」讀成「朋」。

由於認字能力稍遜，小美只愛聽故事，從不主動拿起書本閱讀。

去年幼稚園開始將《聽說讀寫小寶盒	──	幼兒語文學習教材套》融入課程，小美在校得到老

師的支援，在家又按照建議進行練習，何太察覺女兒的中文大有進步。她說﹕「透過拆解字形結

構等練習，小美現在做功課更有效率。以前她記不起的字詞我要寫給她看，但現在我只須口述字

詞的部件，她便能寫出來；看到『日子』兩字，會說第一個字跟『日本』的『日』字相同。很多我以

為她不懂的艱深字詞，如『颱風』、『風暴』等，	她一眼便能認讀出來。接受支援後，女兒更愛上閱

讀故事書，不時提及書中的一些字詞可與其他字詞搭配，遇上生字還會主動提問，這些都是前所

未見的。現在我們磨擦少了，親子關係亦改善了。」今年初，小美再進行了識別測試，評定她的

各項語文能力已追上同級幼兒的一般水平，而她對語文學習的興趣和信心亦增強了。何太感謝

學校老師的主動溝通和協助，讓女兒重拾學習樂趣，也令她壓力大減！

家長篇家長篇

何太

（女兒就讀的學校使用了	

《聽說讀寫小寶盒	──	

幼兒語文學習教材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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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伴兒子	—	

由「精靈班」升上精英班的心路歷程

小兒升讀小學後，對認讀中文字詞感到困難，亦很抗拒抄

寫，後來更因成績欠佳被編入學校的「精靈班」。於是我時常陪伴

他溫習功課，但效用不大，親子關係亦變差。剛巧學校舉辦家長講

座，主題是協助提升孩子的語文能力，我便懷着盼望報名參加。

原來老師早前參與了中大團隊舉辦的教師培訓課程及家長講座。在講

座中老師分享了很多「喜閱寫意」教師培訓內所獲得的理念和實踐經驗，又

向家長派發中文字卡，鼓勵我們張貼在家中各處，讓孩子隨時看、隨時讀，並定時練習。由於兒

子十分抗拒學習中文字詞，老師教導我以遊戲方式與他比試讀字、配詞、口頭造句等，以吸引他

主動學習。

在協助兒子學習的過程中，老師對我的指導和支持十分重要，尤其是教導兒子「指讀」及伴

讀技巧方面。朗讀課文時，他指着要讀的文字，不單會讀得更準，還更專注，減少跳行和漏字的

情況，進而提升理解能力。此外，我學會一些與孩子共同閱讀的技巧後，便與兒子一起選擇圖書

來閱讀，且利用書中內容擬定不同的六何問題，透過互相提問及敍述，讓兒子更能掌握六何法的

應用。現在他已經懂得把六何法運用於寫作上，令我十分欣慰。

在老師的指導和支持下，我運用所學的方法和技巧教導兒子，他對中文開始漸生興趣。現在

兒子已升上高小，並獲編入真正的精英班。現在我也在學校當義工，希望把這些方法應用於其他

學生身上，並與家長分享，讓更多孩子受惠。

廖女士

（「從校本出發」專題課程學員	

舉辦的校本家長講座參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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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字有法	 親子相伴成長

我的孩子在認字方面常感困難。我花了很多時間與孩

子溫習，要他牢記生字，但他很快便把所學的字忘記，令我

們感到沮喪。這時學校老師推薦我參加「教兒喜『閱』	 寫意成長」

家長教育講座，當中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要在文章中找「黃金字」

和拆字原則。

所謂「黃金字」，即高頻及重要的字詞。與孩子溫習時，先集中把高

頻字詞鞏固，其他低頻字詞只須略讀。在認字的過程中，我們嘗試運用拆

字原則，不執着於部首和筆順，先把字拆成組件，再配以故事來引起孩子的

興趣。例如「開會」中的「會」字，我對孩子說：「開會時，人們總是『蹙』起眉，張大嘴巴。」他覺得

很有趣，很快便把字牢記。

孩子持續利用這些方法學習語文後，我發現他的能力和自信心提高了，對文字的興趣也增加，

寫作時懂得以淺白的字詞替代不會寫的艱深字詞，這些都是我意想不到的。此外，孩子亦能更快

完成功課和溫習，因而有餘暇看書，並與哥哥一起閱讀。這不單改善孩子的學習，也改善了手足

之情。

我很慶幸參加了這個講座，當中介紹的方法大多能在家中實踐。講座內容亦多元化，由說話、

識字、閱讀到親子關係，環環緊扣，其中又包括多項活動，讓我們得到實戰經驗，把所學的用於

孩子身上。

黃女士

（「教兒喜『閱』	 寫意成長」	

家長教育講座參加者）

黃女士

（「教兒喜『閱』	 寫意成長」	

家長教育講座參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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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別支援	 孩子學習獲益良多

楊先生的孩子被評估為有中文讀寫障礙，中文科成績

長期落後，不但影響學習進度，態度也變得消極退縮。學校推

行「分層支援教學模式」時，他被安排到第三層的個別支援教學

組別。

教育心理學家及學校老師為孩子訂下合適課程及合理期望，以協

助他更有效地學習中文。楊先生表示，孩子掌握閱讀理解策略後，閱讀

速度及準確度均明顯提升。此外，個別支援課程的評估較着重比對學生於

不同時期的成績，而非側重學生在班中的排名，亦令孩子更清楚自己的中文能力正逐步增強，進

而提升學習信心。

楊先生又提到，隨着中文成績改善，孩子的學習興趣亦漸濃。楊先生的孩子從前不愛閱讀中

文課外書，但接受了個別支援教學後，閱讀時間明顯增多，並主動討論書本內容。楊先生感激教

育心理學家及學校老師之餘，對孩子的轉變更深感欣慰。

楊先生

（孩子就讀的學校參與了「小學	

中文分層支援教學模式」計劃）

楊先生

（孩子就讀的學校參與了「小學	

中文分層支援教學模式」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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