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2015年起，本學系為推動幼教老師善用教學評量

來激發專業發展，創設了「兼任視學導師培訓計劃」

(Associate Teaching Fellow (ATF))，邀請實習伙伴

學校同工參與學習教學實習的評鑑制度。在課程中，

學員透過學習理論基礎、評鑑工具，繼而實踐和反

思，達到驗證教學評鑑的成效。完成課程後，學員

有機會被邀參與我們的視學導師團隊，共同栽培新

一代的準幼師。

禮賢會學校關淑玲校長完成該課程後，已連續三年

擔任本系的兼任視學導師。關校長回想報讀課程時

的想法︰「當時抱著自我提升的動機報讀課程，雖

然我對幼教已有一定的經驗，但必須透過學習成長

才能提升教學素養，以面對快速變化的教育處境」。

整個計劃包括一天的理論課和兩次實踐機會。她認

新型肺炎疫情底下，全港學校停課。運用遙距教學幫助

學生達到「停課不停學」的目標，是教育界的一個大挑

戰。在停課期間，本學系推行了一項實驗教學計劃。當

中，準幼師透過導師的網上教學影片及來自不同課程的

學員的示範教學片段，學習製作適合幼兒的電子教材，

進一步提升電子教材設計、製作、及網上授課等技巧。

這次網上教學經驗擴闊了學員有關教學選材的視野，例

如運用電子學習資源帶領幼兒探索日常生活較難接觸的

事物。學員亦為擁有自己親自創作的電子書、互動式簡

報、及360片段等網上教學材料而感到滿足。這些學習

成果亦是學員迎難而上、努力裝備自己去迎接下一階段

的實習教學的最佳憑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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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素是最小的語意單位。詞素意識是對詞語意義結

構的感知和運用能力。中文是詞素、音節和文字三

位一體的文字體系，即每個中文字對應一個音節和

一個詞素。例如「蟲」這個中文字包含了一個音節

「cung4」和一個意思「小的節肢動物或昆蟲統稱」。

超過八成的中文詞語都是由兩至三個詞素組成的複

合詞。例如「飛蟲」及「蟲草」都帶有「蟲」這個

語素：「飛蟲」是指能飛的蠕蟲或昆蟲；而「蟲草」

是指看起來像蠕蟲的中草藥。但當「蟲」字與其他

詞素結合時就能創建出新的意義：「書蟲」是指書

中生出來小蟲，也可形容愛看書的人。我們可以通

過這樣的提問激發孩子的聯想和創造力：「如果一

種看起來像蠕蟲的中草藥被稱為「蟲草」，我們會

怎麼稱呼一種看起來像蠕蟲的花呢？」，他們會回

答「是蟲花」。

創造出的新詞也許暫時還未存在大眾的詞彙中，但

這符合中文的造詞規律，也反應兒童對字意的理解

和靈活運用。筆者的研究顯示，與語音意識訓練相

比，訓練兒童的詞素意識對他們中文詞彙及閱讀能

力有更顯著的幫助。而且，中文和英文的詞素意識

會互相正向影響，因此訓練兒童的中文詞素意識也

有助培養英文詞彙和閱讀能力。

筆者與香港中文大學Catherine McBride 教授的研

究團隊設計了一款中英文語言卡片遊戲《碰碰詞》TM。

讀者可在https://www.cayanedu.com（Creativity 

through Language）中獲取更多相關資訊。

碰碰詞TM精選出101個適合兒童年齡的

常用中文字和英文單詞，兒童可以通過

遊戲掌握上千中英文詞彙。我們給教師、家長和孩子

建議四種遊戲玩法，以下是其中一種：

1. 給每位玩家八張牌。

2. 最年輕的玩家為首位玩家開始遊戲，然後順時針進

行遊戲。玩家可利用自己手中的八個字「碰」（組

合）出不同的詞，直到不再有任何詞被「碰」（組

合）為止。當一張卡碰到另一張卡時，意味著它們

能夠組合在一起形成一個複合詞。如玩家碰出已存

在的複合詞時，將獲得一個海馬代幣。如玩家創造

出新的複合詞，則將獲得兩個海馬代幣。

3. 請參考以下示例如何「碰」字。

今次的

microteaching符合

現時幼稚園的情況，需

要考慮線上教學各種情

況，和不能面對面教學

如何互動的問題。對於

我們來說是一個難得的

學習經驗。

我 認 為

microteaching可以讓

我們學習如何好好運用網

上資源有效地教小朋友知

識，提升幼兒的學習動機。

這比起面對面教學更困難、更

有 挑 戰 性 。 另 外 ， 透 過

microteaching，我們有機會自

己製作網上圖書，這是一

項全新的嘗試。

學員心聲:

為「整個學習過程是有系統的，由淺入深，全面了

解教學評鑑工具的運用和評核指標」。

在指導實習學員的過程中，她認為最大的得著是學

會如何與沒有教學經驗的學員溝通。「作為導師，

既要協助學員在教學表現達標，也要體諒學員的背

景和心理感受，要因材施教」。她強調導師最重要

是「栽培學員對幼教的熱誠，無懼教育工作的繁

瑣，盡心盡力做好幼師的本分」。最後，關校長感

謝ATF培訓課程的教學團隊令她有機會參與幼教培

訓，讓她經歷這個教

學相長的成長歷程。

科研認可的

語言卡片遊戲“碰碰詞TM”
激發兒童創意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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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家長誤以為「學習粵語會阻礙

英語學習」，甚至有家長摒棄粵

語，只用英語與子女溝通。從

「讀、寫、聽、說」中「聽」的

角度來說，不少研究指出初學外

語者難掌握外語語音。亦有香港

家長向筆者反映，孩子不能分辨

「bad」和「bed」的語音。那麼，

學習粵語會阻礙孩子掌握英語語

音嗎？答案：不一定

母語會否阻礙學習外語語音，要

視乎個別情況而定。根據「感

知 同化理論模型(Percep tua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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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兒童在學會說話之前，已經

掌握良好的理解能力及非語言的

模仿行為 (Berwick & Chomsky, 

2016)。他們的語言發展會受到不

同因素的影響，例如智能、語言

接收及表達能力、非語言表達能

力、專注力、模仿能力及社交動

機 (Brignell et al., 2018; Ell is 

Weismer & Kover 2015)。但影響

自閉症兒童語言能力發展的原因

相當複雜，且範疇更廣泛。他們

語言能力的個別差異極大：有具

正常語言能力的，有語言能力缺

損的，亦有部份沒有語言表達能

力的（Tager-Flusberg et al., 2009; 

Boucher, 2011) 。

語言發展可分為接收性語言和表

達性語言兩種，而自閉症兒童在

這兩方面都呈現變異和發展遲緩

的現象。有研究指出，於學前階

段的自閉症兒童，他們的語言表

達比接收更優秀(Kwok et al., 2015)，

可就此加以修正或改進。

1 日常生活化的教材

語言教學材料可取自日常生活能接觸到的人、物件和事情。施教

時應以單字為先，按部就班，適當地增加字詞的數目。此外，施

教者亦需要多了解幼兒的需要，教導適當的詞彙。例如熟悉的人

物 (爸、媽、姐姐、老師、校長等)；物件 (水、杯、波、車、蘋

果、廁所、課室)；事情 (洗手、畫畫、玩玩具、飲橙汁、食茶點)，

這些詞彙都是幼兒經常會接觸到的。

2 可以用遊戲安排角色，創造自主表達的機會

施教者或照顧者，可在遊戲中加入扮演角色或設置情境，然後透

過觀察幼兒的反應，提供發展功能性語言的機會。例如：施教者

與幼兒玩吹泡泡時，拿著吹泡泡的捧，刻意不吹出泡泡，只作出

提示，等待幼兒說出：「吹泡泡/bubble！」，然後施教者便吹

出泡泡；或可給幼兒一個透明而且緊閉的糖果盒，施教者可提示

幼兒說出：「開/幫我開/唔該幫我開！」，然後施教者便打開糖

果盒，讓幼兒進食。

3 給予適當鼓勵

幼兒在學習語言的基礎階段，偶然會發音不準確、漏字或用錯字

詞。在進行教學時，施教者需要注意自己的面部表情、聲線及語

氣，給予幼兒正面的鼓勵及回饋，讓幼兒感受到與人交流的

樂趣。施教者不應給予負面的回應，如：「唔係/唔啱/再講多次/

講錯！」，這樣會打擊幼兒的自信並減低幼兒說話的動機。

不必摒棄粵語，
亦能學好英文

實用小錦囊：

 兒童不必摒棄粵語，亦能學好英文。

 早學英語的兒童，較遲學者易掌握英語語音。

 成人與兒童說話時，應注意自己發音，避免粵英夾雜。

故筆者有以下一些建議幫助改善自閉症兒童的語言表達:

Assimilation Model) 」，我們聆

聽外語時，會用粵語語音系統來

分析外語語音，此情況於初學外

語者甚為普遍。

分辨兩個外語語音時，若外語學

習者的母語沒有兩個獨立而相對

應的語音類別 (phonemic cate-

gories)，則容易產生混淆。例

如，英語的R音和L音在日本語

中，均為同一語音類別 (single 

phonemic category)，所以日本

人較難分辨英語的R音和L音，

如「rock」和「lock」。

但是，若外語學習者的母語擁有

兩個獨立而相對應的語音類別，

則有助分辨兩個外語語音。英語

的B音和P音分別能同化於粵語

的P音類別 (「爸」、「波」的首

音) 和Ph音類別 (「婆」、「跑」

的首音)。故此，香港人較易分

辨英語的B音和P音，如「pin」

和「bin」。近年筆者進行的跨

國研究發現香港人分辨英語輕重

音 (English stress) 的能力甚至

比美國人佳。這可見在某些情況

下，粵語確能幫助掌握英語語音。

粵英
自閉症兒童的
語言發展及策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