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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前教育學前教育

《香港學前兒童閱讀能力教師觀察量表》

The	Hong	Kong	Reading	Ability	Teacher	Observation	Checklist	for	Preschool	Children	

(TOC-K)

簡介：	此行為量表是專為學前教師設計的初步甄別工具，配合《香港學前兒童閱讀能力甄別測驗》使

用。教師根據對學前兒童的日常觀察，填寫本量表，從而評量學童在讀寫等方面的學習情況。

此量表旨在為教師提供一個簡便而有效的工具，先篩選出一些較可能有潛在讀寫困難的學童，

然後為他們進行《香港學前兒童閱讀能力甄別測驗》，作進一步甄別工作。

對象：	幼稚園學童

製作╱發行機構：香港特殊學習困難研究小組

出版年份：2015年

索取資料：詳情請參閱以下網址：

	 http://www.psychology.hku.hk/hksld/

《香港學前兒童閱讀能力甄別測驗》及《使用手冊補充篇》

The	Hong	 Kong	 Reading	Ability	 Screening	 Test	 for	

Preschool	Children	(RAST-K)

簡介：	此測驗是一個專為學前教師設計的甄別工具，旨在幫助教師

識別有潛在閱讀困難的學前兒童，從而協助教育工作者為

他們提供合適的支援。測試內容按級別分為中班(K2)及高班

(K3)。中班學生需進行「中文讀字」；高班學生需進行「中文

讀字」、「數字快速命名」及「真字與非字辨別」。本測驗附有

「測試示範及計分」電腦光碟，協助教師進行測試。

對象：	幼稚園中班(K2)及高班(K3)的學童

製作╱發行機構：香港特殊學習困難研究小組

出版年份：2011年（《使用手冊補充篇》	於2013年出版）

索取資料：	請於以下網址下載索取表格：

	 http://www.psychology.hku.hk/hksld/Forms/RAST-K_application.pdf

識別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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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工具

《聽說讀寫百寶箱	——	幼兒語文學習家長手冊》

簡介：	此家長手冊由教育心理學家、言語治療師、職業治療師及幼兒教育顧

問共同編寫，剖析幼兒語文學習的發展階段及相關因素，更精選了50

個有趣好玩、生活化的學習活動，既可引發子女的語文學習興趣，又

可作為子女日常的語文鍛鍊活動。

對象：	幼稚園學童及家長	 出版年份：2013年	 製作╱發行機構：協康會

索取資料：請致電2784	7700向協康會專業教育及發展學會(APED)查詢

《聽說讀寫小寶盒	——	幼兒語文學習教材套》（加強版）

簡介：	此教材套在原有內容上，更深入地講解各項幼兒語文學習的基礎知識，

並闡述了教師將教材套融入校本課程的策略，和針對有潛在讀寫困難

的幼兒之協助方法。

對象：	幼稚園低班及高班的學童	 	 	 出版年份：2014年

製作╱發行機構：協康會

索取資料：請致電	2784	7700向協康會專業教育及發展學會(APED)查詢

《聽說讀寫小寶盒	——	幼兒語文學習教材套》

簡介：	此教材套包含一本教師使用手冊、兩本分別適用於低班及高班的教

學活動手冊及教材光碟。教學活動手冊（低班╱高班）內容涵蓋「聽與

說」、「閱讀」和「書寫」範疇，各包含9個學習主題，逾百個活動，為

教師提供有系統的語文學習活動，協助幼兒愉快學習。

對象：	幼稚園低班及高班的學童	 出版年份：2010年

製作╱發行機構：協康會

《童心齊悅讀》

簡介：	教材以小組形式進行教學，希望透過活動幫助學前兒童提升學習語

文的能力，加強他們學習中文的信心。教材針對語素意識及字形結

構兩大範疇而設計，兩個範疇各有26節。

對象：	幼稚園高班的學童	 出版年份：2011年

製作╱發行機構：香港特殊學習困難研究小組

索取資料：	只供幼稚園或非牟利機構索取。可於香港特殊學習困難研究小

組網頁下載表格免費索取：

	 http://web.hku.hk/~hksld/tool_0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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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小學生讀寫困難行為量表（第二版）》及網上「適性測驗版」

The	 Hong	 Kong	 Behaviour	 Checklist	 of	 Specific	 Learning	

Difficulties	 in	Reading	and	Writing	 for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Second	Edition)	[BCL-P(II)]

簡介：	此行為量表是《香港小學生特殊學習困難行為量表（小一版）》的更新版，

適用於小一至小四學童。行為量表分為兩大部分：「語文部分」和「認知

及其他部分」。教師亦可使用網上的「適性測驗版」。

對象：	小一至小四學生	 出版年份：2010年

製作╱發行機構：香港特殊學習困難研究小組

網上版網址：	請於以下網址使用網上「適性測驗版」：

	 http://www.psychology.hku.hk/hksld/checklist/bcl-p/

《香港小學生讀寫障礙測驗（第三版）》

The	Hong	Kong	Test	of	Specific	Learning	Difficulties	 in	Reading	and	Writing	 for	

Primary	School	Students－Third	Edition	[HKT-P(III)]

簡介：	此測驗為《香港小學生讀寫障礙測驗（第二版）》的更新版。第三版除了修訂部分測驗的內容、

施測及評分方法外，亦增加多項測驗，如句子及篇章層面的語文和語言理解測驗，並備有全新

的常模數據，以供教育及臨床心理學家更有效及全面地評估有讀寫障礙的學生。新版附有電子

化計分光碟。

對象：	小學生	 出版年份：2015年

製作╱發行機構：香港特殊學習困難研究小組	 索取資料：只供教育及臨床心理學家使用

《香港小學生讀寫障礙測驗（第二版）》（將會有更新版本）

The	Hong	Kong	Test	 of	 Specific	 Learning	Difficulties	 in	

Reading	 and	Writing	 for	Primary	School	Students－Second	

Edition)	[HKT-P(II)]

簡介：	此測驗為《香港讀寫障礙測驗》的更新版，備有6歲1個月至12歲

6個月的學生的本地常模。此測驗新增部分測驗的常模數據及重

新整理初版的常模數據分析。測驗內容分為五部分：語文能力、

快速命名、語音意識、語音記憶和字形結構，以供教育及臨床心

理學家評估有讀寫障礙的學生。

對象：小學生	 出版年份：2007年	 製作╱發行機構：香港特殊學習困難研究小組

識別工具小學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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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文童步	——	初小語文學習教材套》

簡介：	此教材套以《語文童步》命名，寓意教材套按照兒童學習語文的步

伐而設計，強調支架學習語文過程的每一步，循序漸進，拾級而

上。教材套一套五冊，內容包括四冊課文連練習、一冊教學指南、

朗讀光碟（粵、普錄音）及教材光碟。教材套既可用於優化大班語

文教學的課堂，也可用於支援語文能力稍遜的小組教學。附有教

學參考材料，尤其適合小組活動教學。

對象：初小學生	 出版年份：2015年

製作╱發行機構：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學院教育心理學系

索取資料：	只供小學使用，於2015年8月派發給全港小學。

	 詳情請瀏覽特殊學習困難教育專業發展小組網頁：

	 http://www.fed.cuhk.edu.hk/~tdspld

《悅讀‧悅寫意（三）	——	初小中文讀寫課程（綜合修訂版）》

簡介：	此課程為配合「小學中文分層支援教學模式」而設計，綜合了過

往的研究結果和支援教學的經驗，更新並涵蓋所有小學一至三

年級的初小中文讀寫課程（一年級第一層，二年級第一層和第

二層，以及三年級第二層和第三層）。課程教材套內容包括教案、

簡報、工作紙及教具等，方便教師使用。

對象：小一至小三學生	 出版年份：2010年

製作╱發行機構：香港特殊學習困難研究小組

備註：只供小學使用，已向全港小學派發

支援工具

《悅讀‧悅寫意（二）	——	初小中文讀寫課程及教材套》（已有更新版本）

簡介：	此課程包括初小第一層及第二層支援教學，是第一部分《悅讀‧悅

寫意(一)》之延續。透過優質的語言教學和有系統的學習支援架構，

提升不同能力的初小學生在讀寫方面的表現。包括課程光碟一套

及相關教學資源，幫助教師滲入多元化及多感官的元素於學習活

動中。

對象：小一至小三學生	 出版年份：2009年

製作╱發行機構：香港特殊學習困難研究小組

《悅讀‧悅寫意（一）	——	初小中文讀寫課程》（已有更新版本）

簡介：	此課程建基於「分層支援教學模式」中的「第一層」（即全班式優化教學）

而發展，透過建立優質及系統化的支援架構，提升不同能力的學生在

讀寫方面的表現。課程內容因應兒童的語言學習過程而設計，藉著寓

教於樂的方式，讓學生快樂學習，從而更有效地提升中文讀寫能力。

對象：小一至小三學生	 出版年份：2007年

製作╱發行機構：香港特殊學習困難研究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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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初小學生中文讀寫能力評估（第二版）》

(The	Hong	Kong	Chinese	Literacy	Assessment	 for	 Junior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Second	Edition)	[CLA-P	(II)]

簡介：	在第二版評估工具中，研究小組修訂了各評估項目的常模，以更準

確反映學生表現，並因應系統管理員和教師的需要，新增了不同的

功能，提高使用評估工具時的效率。評估工具的電腦化及適性化特

色，能確保測試過程標準化及數據處理的準確性，並減低學生因疲

倦影響答題表現的情況。本評估工具配合「小學中文分層支援教學

模式」使用，教師可透過此評估工具，檢視初小學生中文讀寫能力

的發展及識別學習讀寫方面有困難的學生，以提供適切的支援。

對象：初小學生	 出版年份：2013年

製作╱發行機構：香港特殊學習困難研究小組

索取資料：	只供小學使用，已向全港小學派發。如有特別需要，請於香港特殊學習困難研究小組網頁

下載表格索取：

	 http://www.psychology.hku.hk/hksld/Forms/CLA-P_application.pdf

《香港初小學生中文讀寫能力評估》（已有更新版本）

(The	Hong	Kong	Chinese	Literacy	Assessment	 for	 Junior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CLA-P)

簡介：	此評估工具為配合「小學中文分層支援教學模式」而設計，教師

可透過本評估工具識別在學習讀寫方面有困難的初小學生，檢

視學生在中文讀寫能力上的發展，並因應他們的學習進度，安

排他們接受不同層次的支援課程，讓學生獲得適切的輔導。

對象：初小學生	 出版年份：2010年

製作╱發行機構：香港特殊學習困難研究小組

《小學中文分層支援教學模式：教育心理學家指南》

簡介：	 此指南是專為教育心理學家協助學校推行「小學中文分層支援教

學模式」而編寫，就模式四大核心範疇：「優化課程」、「評估」、「教

師培訓」及「家校合作」，詳述推行模式時的注意事項及支援經驗，

並附載了《小學中文分層支援教學模式：運作指南》電子版，以

供教育心理學家參考，並歡迎其他學校支援人員使用。

對象：教育心理學家及小學的學校支援人員	 出版年份：2013年

製作╱發行機構：香港特殊學習困難研究小組

索取資料：	請瀏覽香港特殊學習困難研究小組網頁《教育心理學家指南》電子版：

	 http://www.psychology.hku.hk/hksld/epguide/hom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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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學中文分層支援教學模式：支援人員手冊》

簡介：	此手冊旨在讓學校支援人員了解如何協助學校推行「小學中文分層

支援教學模式」。內容主要以學校支援人員的角度，闡述他們協助

學校推行「小學中文分層支援教學模式」時的角色及工作重點。

對象：小學的學校支援人員	 出版年份：2011年

製作╱發行機構：香港特殊學習困難研究小組

索取資料：	此手冊的更新內容已附於香港特殊學習困難研究小組網頁	

《教育心理學家指南》電子版：

	 http://www.psychology.hku.hk/hksld/epguide/home.html

《小學中文分層支援教學模式：運作指南》

簡介：	此指南透過詳細介紹「小學中文分層支援教學模式」的理念及推

行工作重點，並綜合曾參與此模式之學校的實際施行經驗，以

便學校開展及推行「小學中文分層支援教學模式」時作依據及參考。

對象：小學的老師及學校支援人員	 出版年份：2011年

製作╱發行機構：香港特殊學習困難研究小組

索取資料：	請瀏覽香港特殊學習困難研究小組網頁《運作指南》電子版：

	 http://www.psychology.hku.hk/hksld/epguide/home.html

《支援讀寫障礙學童	——	家長教育手冊》光碟

簡介：	此家長手冊由教育心理學家、中文教師及社工共同編寫，內容包括（一）中

文學習支援、（二）日常管教支援及（三）家長情緒支援三大系列。社工或學

生輔導人員可利用手冊內容進行有系統的家長教育課程，或以課程為藍本，

設計兒童學習或訓練小組。

對象：前線社會工作者及其他輔導人員	 出版年份：2009年

製作╱發行機構：協康會	 備註：已派發予小學及非政府機構之社工

《中文字詞認讀訓練（第二版）	——	字得其樂》

簡介：	此光碟是《中文字詞認讀訓練光碟》的更新版，旨在透過電腦多媒體的

輔助，為初小學生提供有趣互動的字詞認讀訓練。除部分內容經修訂

外，更新版在電腦支援系統上亦有所提升。此套光碟設有「學校版」（供

學校安裝在內聯網上）及「家長版」（供家長獨立安裝在電腦內）。

對象：小學生	 出版年份：2008年

製作╱發行機構：香港特殊學習困難研究小組

索取資料：	請於香港特殊學習困難研究小組網頁下載電腦軟件：

	 http://www.psychology.hku.hk/hksld/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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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初中學生讀寫困難行為量表》

The	 Hong	 Kong	 Behaviour	 Checklist	 of	 Specific	 Learning	

Difficulties	 in	Reading	and	Writing	 for	Junior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BCL-JS)

簡介：	此行為量表旨在幫助中學教師甄別可能有讀寫困難的初中學生，以便

及早為有需要的學生提供輔導。內容除詳細介紹行為量表的編訂過程

及使用方法外，更綜合三大範疇（「中文閱讀能力」、「中文書寫能力」

和「中文寫作能力」）來評估中學生的表現。

對象：初中學生	 出版年份：2009年

製作╱發行機構：香港特殊學習困難研究小組	 備註：全部派發完畢

網上版網址：請於以下網址使用網上版的量表：

	 http://www.psychology.hku.hk/hksld/checklist/bcl-js/

《香港初中學生讀寫障礙測驗（第二版）》

The	 Hong	 Kong	 Test	 of	 Specific	 Learning	

Difficulties	 in	Reading	 and	Writing	 for	 Junior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Second	 Edition)	

(HKT-JS-II)

簡介：	此測驗備有11歲7個月至15歲6個月中學生的本地常

模，為「香港初中學生讀寫障礙測驗」的修訂版。第

二版測驗新增三項測試及更新常模數據，並附有電

子化計分光碟，旨在供教育及臨床心理學家詳細評

估本地有讀寫困難的初中學生和找出他們學習的問

題所在。

對象：初中學生	 出版年份：2012年

製作╱發行機構：香港特殊學習困難研究小組

索取資料：只供教育及臨床心理學家使用，詳情請瀏覽香

港特殊學習困難研究小組網頁：

http://www.psychology.hku.hk/hksld/	的「評估工具」

中學中學
識別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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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寫無懼‧讀創高峰》中一至中三中文讀寫教材套（綜合修訂版）

簡介：	此教材光碟共收錄了經綜合修訂的初中（中一至中三）教材，合共105

課節的中文讀寫教學物資。每課節教學物資豐富，包括教案、教學簡

報、工作紙、教具、評估練習等，務能切合教學所需。

對象：初中學生	 出版年份：2011年

製作╱發行機構：香港扶幼會

索取資料：	只供中學使用，已向全港中學派發。請致電3547	2228向教育局

教育心理服務（新界東）組查詢

《勇寫無懼‧讀創高峰（二）》中二中文讀寫教材套（已有更新版本）

簡介：	此光碟收錄了中二小組的教學物資，包括教案、教學簡報、工作紙、

教具、評估練習等。旨在以有效的活動協助有讀寫困難的學生掌握基

本閱讀及寫作能力，從而融入主流中文課程。

對象：中二學生	 出版年份：2010年

製作╱發行機構：香港扶幼會

《勇寫無懼‧讀創高峰（一）》中一中文讀寫教材套（已有更新版本）

簡介：	此光碟收錄了中一小組的教學物資，包括教案、教學簡報、工作紙、

教具、評估練習、評分記錄表，以及閱讀流暢度訓練教材等。旨在以

有效的活動協助有讀寫困難的學生掌握基本閱讀及寫作能力，從而融

入主流中文課程。

對象：中一學生	 出版年份：	2009年

製作╱發行機構：香港扶幼會

《電腦輔助：中學生讀寫能力培訓手冊》

簡介：	此教材以教育心理學、中英文教學專業知識及教學經驗作編寫依據，

配合有讀寫困難的中學生的需要，鼓勵學生運用培訓手冊所教授的方

法學習，以提高他們對語文的信心和興趣，從而提升其讀寫能力。手

冊包含了各培訓課節的教具、教師使用筆記、學生練習及評估工具等。

對象：初中學生	 出版年份：2010年

製作╱發行機構：香港扶幼會

索取資料：	只供中學使用，已向全港中學派發。請致電3547	2228向教育局

教育心理服務（新界東）組查詢

支援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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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建立一個有效改善讀寫障礙的學童學習之教學模式，以實證為本的研究是不可或缺的。港大團隊於

2006至2015年期間在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的資助下進行了多個與讀寫障礙及語文學習有關的學術研究，

並發表了以下17篇學術文章，刊登於多份國際學術期刊及書刊中。部分研究內容包括︰

（一）	 讀寫障礙的學童之長期學習發展模式及其影響早期支援策略成效之因素

（二）	 學童在句子或篇章閱讀層面所遇到的困難

（三）	 早期支援策略對改善讀寫障礙的學童之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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