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若家長早期己開始跟小朋友教學及使用正確的方法, 

一般兩至三歲的小孩己可掌握二種至三種語言! 

 
 



短片示範如何使用字卡教材及成效 (薛凱琪 同 林珊珊 介紹 Flash Card) 

Link : http://youtu.be/5Gtf9K-S17I 

 

 
 

教寶寶閱讀與早期教育  

教寶寶閱讀只是早期教育的一部份，並不是全部。如果家長只教寶寶閱讀而沒有注重早

期教育的其他層面，對孩子的益處有限。  
 
其實閱讀是什麼意思呢? 如果閱讀的目的是讀出聲音的話，Phonics 無疑是最好的方
法。如果是閱讀並理解的話，是有一些更有效的方法的。  
 
我認為在決定用某一種方法時，父母要清楚自己的目的，也最好要做一些功夫去研究某

種方法的好壞及是否適合自己以及自己的孩子使用。  

我會推薦家長在寶寶 0-6 歲期間使用 Glenn Doman(Flash Cards) 的方法教寶寶閱讀。
我也鼓勵家長在教寶寶閱讀之餘使用其他早期教育的方法培育子女的多元智能，使他們

能全面發展。  
 
各種閱讀方法  

閱讀有數種主流學習方法。有 "Whole Language"，"Phonics"，"Look and say"，"Reading 
Scheme" ， "Read Aloud"等等。各種方法各有優點缺點。例如 "Whole Language"，其



重點在於對故事的整體理解及對語文的生活體驗。"Phonics" 著重正確的發音及拼音，
"Look-say" 著重重覆地認字以建立孩子的字庫， "Reading Scheme" 著重不同階段使
用由淺入深不同深度但環繞相同主角的故事。"Read Aloud"則直接地把對著小朋友閱讀
書本及故事。這五種方法互有不足，但可以互補長短。而且某些方法對某種年歲的小孩

份外適合。  
 
當然，各種方法的提倡者往往會提出另一種方法的缺點及壞處而強調自己方法的好處，

甚至提出一些研究來証實自己的看法。如果單單看了某一種方法的論點，很容易以偏蓋

全。這會令人錯過其他有效的方法。家長宜以開放的態度去看待各種方法。  
 
例如以 Phonics 來說，其優點是著重發音，學習者會很留意每個字的拼法及讀法，結
果是孩子的讀音會很準確，而且只要知道一個字的讀音就會知道拼法，但無法兼顧閱讀

的速度及理解力。試想想當你把一段新聞字正腔圓地讀出後，你用了多少時間? 你又

是否真的理解該段新聞的內容? 很可能你要快速默讀一次才真正了解當中的內容。然

而總不能因噎廢食，Phonics 使人對字的拼法及讀音敏感而正確，是大有好處的。一般

來說 2 歲以上學習比較適合。  

 

* Phonics 使人對字的拼法及讀音敏感，大有好處的   (Phonics ipen set by booknshop.com)  



美國最多學校及家長使用有關 Phonics的教材 

 

不少人會很奇怪：為何不採用 "Read Aloud"的方法教閱讀？其實 Read Aloud 是一個非

常有效使寶寶愛上閱讀及書本的方法，值得大力推廣。寶寶的聽力是很高的，可以聽明

白很多故事。然而，要真正教會寶寶閱讀及理解文字，是要配合其他方法的。  

每一種教寶寶閱讀的方法都有效果，只要你持之以恆地保持愉快的心情去教孩子。  
 
Glenn Doman 教寶寶閱讀的方法  

Glenn Doman 教寶寶閱讀的方法，初段時間的確有點像 "Look and say"，然而，到後

來作者鼓勵用寶寶的日常生活製成書本及叫家長讀這些書給小朋友聽，又有點像

"Whole Language"。  

整體來說這方法配合兒童腦部發展進程，孩子年紀越小，就越能把看到聽到的照單全

收，並建立起大量文字的資料庫，因而刺激腦部神經突觸的聯繫，從而刺激小孩在幼年

時期的閱讀及理解文字的能力。當小孩對文字的理解力強及閱讀速度高的話，他會愛上

文字及書本，甚至會在年幼時便為興趣而閱讀很多書籍，這種閱讀能力對小孩將來的學

習及發展大有幫助。當小孩年紀漸長，腦部發展越來越成熟，這種方法的成效便會漸漸

降低。所以 0-3 歲效果最好，3-6 歲也很有效，6 歲以後成效就比較低了。  

其實如果有需要的話，可以隨後配合 Phonics 學習。但有自小使用 Glenn Doman 閱讀
法的人分享他很早便瘋狂地愛上書本，每年閱讀數以百計書籍，在沒有刻意學習的情況

下不知不覺間便學會了 Phonics。  

我推薦寶寶主力用 Glenn Doman 的方法教寶寶閱讀的原因是這個方法的合理性及系統

性。因為這個方法配合 0-6 歲寶寶的腦部發展特性，在寶寶最有學習能力及記憶力時輸

入有用資訊，為寶寶閱讀書本做好充份的準備。  

 



 

*Your baby can learn set 因而刺激腦部神經突觸的聯繫，從而刺激小孩在幼年時期

的閱讀及理解文字的能力。 (By BooknShop.com) 

 

教寶寶認字還是閱讀？  

學認字很合中國人的口味。因為可以量化，例如一些父母會說：我的小孩在 3 歲時就
懂得 2000 個字了。然而，我想提出格連杜曼這個方法的最終目的其實並不是認字，而

是閱讀。  

即使孩子懂得認多少個字，但這些各不相關的詞語如果不能組合起來成為有意義的句

子，孩子記憶怎樣好，記得多少個字也是白費。這種早認字為孩子帶來的學習優勢不會

很長久，或許只到小學階段便經已因為一般的小學教育而磨滅了早期認字的成果。  



 

為培養孩子閱讀興趣，建議使用如 Dinoops等教材配合，朋友一步一步去閱讀，而不只是認字 

 

認字在格連杜曼的方法中，只算是五個階段的第一階段。其實小孩只要自嬰兒期開始學

起，反覆經過完整五個階段以後，最快能夠在三歲左右懂得自行閱讀，並會愛上閱讀。

試想想，書本中的世界五彩繽紛，是人類智慧的大成。小孩有能力及喜歡閱讀的話，他

們能在書本中看到各種智慧及知識，便能使他們的智力及經驗大幅提升。一個小寶寶如

果喜歡閱讀，便可以讀到一些名人傳記，學習他們的奮鬥史及經歷。所以說，愛閱讀的

孩子個性不會很壞，因為他們知道各樣美善的人物及事物。有能力及有興趣閱讀的孩

子，課業成績也不會差到那裏去。而且他們能在日常學校的學習以外，主動閱讀課外知

識。  
  

實行 Glenn Doman 方法一年的體驗  

１．杜曼的方法是給所有孩子，卻不是給所有家長的。因爲要付出不少代價，特別是時

間上的付出是非常多的。  

２．實行杜曼方法的家長是愛孩子，希望爲孩子打好基礎的好家長。家長宜抱著與孩子

一起進步的心態，多多充實自己，否則有一日杜曼的方法在孩子身上開花結果時，孩子



的驚人表現會令你發現你並沒有能力使孩子更進一步。因爲他們除了知識外，其學習能

力將會遠遠超過你。  

３．家長適宜有充份心理準備，不要單單因爲孩子黃金時間有限而有不必要的壓力。其

實，只要對方法充份瞭解，抱正確的心態，快樂地作輸入的功夫，早一個月或遲一個月

開始不會帶來太大的分別。成功與否，反而與家長能否持續及是否有足夠準備有關。如

果未準備好的話，先作心理上及教材上的準備再開始吧。單說字卡，杜曼就建議家長開

始前先準備好２００張卡或以上，以免過程中因教材不足而暫停或使用舊材料，令孩子

失去興趣。  

 

 
幼兒要用相對大小，顏色的字卡去刺激視覺否則對眼睛會有壞影響 (如字體太少) 

 



４．預備教材除了是希望給孩子持續新的刺激以外，正正是家長增進知識的不二法門。

我的經驗是：透過預備教材，家長的知識及智慧會大幅增長。  

５．在使用杜曼的方法前，應該至少要閱讀他的書去理解整套理念以及家長應有的心態

等等，而不是單單跟隨他的方法。否則只會帶來充滿壓力的家長，以及不快樂的孩子。 

６．經常反省自己有否走錯路的最好方法是重讀杜曼的書。如果只看一次，很易忽略一

次重點。而這些重點，特別是家長的正確心態，會影響你與孩子的關係。而與孩子的關

係，是影響整個方法的重要元素。如果家長快樂，孩子也快樂的話，則離成功不遠了。

反之，或許須要檢討一下心態是否正確。  

７．如果可以的話，除了互相交換教材，有志同道合者支持是很重要的，因爲教材的預

備，以及在見不到孩子有明顯進步時，容易令人泄氣。  

８．多點留意孩子。要瞭解你的孩子每個細節。你會發現，孩子在各方面的進步是非常

令人鼓舞的。可以的話，請爲他們做一些記錄。  

９．隨著孩子的發展，在適當的時候作適當的事情。如果你持續了幾個月，而仍然未由

詞語進入到短句的話，你的孩子准會被悶倒而失去興趣。  

１０．再次與大家分享一些基本原則：  

• 愛你的孩子  
• 在你的孩子還想繼續之前停止  
• 不要測試他們  
• 相信你的孩子  
• 經常轉換新教材  
• 卡片閃動要快  
• 詞語要大聲清楚讀出  
• 只教正確的東西  
• 學習是特權，是快樂的，不要強逼  
• 如果你或你的孩子不快樂，請暫停，因爲你一定有地方出錯了  

三歲孩子的閱讀能力  

如果父母給予足夠的機會讓孩子學習，並讓孩子持續快樂地接觸文字，三歲左右的孩子

已經會有初步的閱讀能力。大家可以參考這段片 http://youtu.be/5Gtf9K-S17I  

  



 

<如何教寶寶閱讀>  

作者格連．杜曼（Glenn Doman )本身原本是治療腦傷的專

家。他在面對眾多腦傷小朋友時用了各種的方法希望幫助他

們。經過多年的實驗，他發現到很多原本腦傷的小朋友，在

治療後不單陸續康服，更在三歲前就具備閱讀的能力而且變

得非常優秀。這令他對小朋友的學習能力有新的認識。原來

我們一直低估小朋友的潛能。正常的孩子只要受到適當的啟

發，一定會有更好的成就。  

他所提供的教法非常簡單而有系統：  

時間  
• 不能太長，原則上一日三次，每次只進行幾秒鐘。同

一組字至少相隔 15 分鐘。  
• 要在孩子意猶未盡時結束，如此才能刺激孩子繼續學

習的慾望。  

方法  
• 最初時只使用五張字卡，以每張最多一秒的速度向寶

寶展示並由父母大聲讀出。第二天加入五張新卡，第

三天再加五張，一直加至每天五組。以後維持每天 25
張卡。每組卡每天均看三次。每次至少相隔 15 分鐘。 

• 教完後要極力讚賞寶寶。  
• 要持之以恆，每天愉快且持續不斷的練習。  
• 特殊情況如搬家旅行時最好停止練習，恢復練習後由

中斷部份繼續。  

教材  
• 每張卡使用 15 次後就要被淘汰，用新的字卡代替。  
• 要事先準備字卡，方便經常更換新教材。  
• 字卡不需要製作精美，只要清楚，工整即可。  
• 字卡上的字要用紅色，初時字體高度要有 5-6 吋。  
• 字體隨寶寶的視力進展才慢慢縮小及轉用黑色字。  
• 先教單字，再教片語，短句，句子，最後便是書。  

心態  
• 保持愉快，要在家長及寶寶心情好狀態佳時才教。  
• 不要逼孩子，也不要緊張，如果無法放鬆心情就暫時

不要玩認字遊戲。  
• 不要進行測驗。  

 



 

有家長可能會使用 ipad等工具當閃卡使用, 但對小朋友極不好 
 

應該何時開始教寶寶閱讀?  

理論上越早越好，由寶寶初生起就可以教了。但是字體要再放大一點，初時要用大約６

吋高的紅色大字。書中有描述教初生寶寶的詳盡方法。  

應該怎樣開始？  

• 先找來<如何教寶寶閱讀>這本書細讀，即使沒有時間，最少也要閱讀討論區內

How to teach your baby to read 這段討論。有家長把整本書消化後以中文寫出書

中的重點。我強調準備應用這個方法的父母應儘量想辦法找來 [如何教寶寶閱讀 ]
這本書看一看。因為書中除了方法以外，還以近七成的篇幅介紹整套方法的理

念，父母要注意的事項及心態等等，這些比實踐方法更重要。看完以後，你會知

道這個方法其實是一套親子教育法，把子女與父母拉得更近，而不是一些人所誤

解的機械式灌輸教育。而個往四十年裏經已有不少成功的例子，由父母寫信感謝



格連杜曼給他們成功的早教方法。  
• 把那些字卡向孩子展示，一組 5 個字，每天 3 次，讓孩子每組看 15 次。然後換

另一組字。看的時候一秒一張，大聲讀出，讀完後讚賞孩子。  
• 按書中方法增加每天看字咭的數量，稍後便要進入片語，短句，句子及自製圖書

的階段。  
• 最重要的是坐言起行，持續努力，有朝一日你會見到成果的。這個不是立即會見

到成效的方法，而且實行時會遇到一些困難，你要有心理準備。  

每天應該教多少個字詞？  

<如何教寶寶閱讀>一書中所描述的方法是 :  

第一天 : 看一組共 5 個字，每組看 3 次  
第二天 : 重覆第一天看的一組 5 個字，再加上新的一組 5 個字，總共看兩組共 10 個字，
每一組看 3 次  
第三天 : 重覆第一及第二天看的兩組共 10 個字，再加上新的一組 5 個字，總共看三組

共 15 個字，每一組看 3 次  
第四天及以後 : 繼續看三組共 15 個字，每組看 3 次，如進展理想，可漸次加至五組共

25 個字  

應該經過什麼階段才能學會閱讀？  

第一階段：詞語  - 先由寶寶身邊熟悉的事物開始，先是人物，然後是動作，動物名稱

等。教詞語是一個一直延續下去的過程，可以教到孩子六歲大，不需要因為教到第二階

段而停止  

第二階段：片語  - 在教完約 50 個詞語左右以後，先教顏色及相反詞。然後教顏色片

語，即是把寶寶學過的詞語組合起來，例如：黃色香蕉，黑色眼睛；又可以教相反詞片

語如：長頭髮，短頭髮  

第三階段：短句  - 例如 [媽媽在唱歌 ]， [寶寶在走路 ]，用學過的字卡組合起來或在卡上

寫上整個短句讓寶寶看均可  

第四階段：句子  - 例如 [爸爸正在吃飯 ]， [哥哥喜歡游泳 ]，與第三階段教法一樣  

第五階段：書本  - 這是最精彩最重要的階段。結合寶寶的經驗由父母自製大字圖書，

一頁顯示句子，下一頁顯示與該句子相關的圖畫或相片，每本書約十頁，與寶寶一起看，

用寶寶的相片製成書效果更好。  

一歲半以後的孩子要儘快進入第二及第三階段。照以上方法，孩子一般能在三四歲左右



自行閱讀。  

因此，父母要預先準備大量的卡片，免得重覆教舊卡而使小朋友失去興趣。既是這樣，

我們己準備好各種字卡並且在網站中與大家分享 www.BooknShop.com。  

教的過程中有甚麼需要注意的地方？  

整個教學的過程中，要注意以下幾點：  

• 父母首要注意的是孩子的感受及情緒  

• 孩子身體有需要時要先滿足其需要  

• 孩子情緒不佳，身體有毛病時或太疲倦的話要暫停一次甚至數天  

• 要在孩子還想繼續之前停止  

• 不要測驗孩子  

• 要信任孩子的能力  

• 每次教完要以最親切最誇張的方法讚賞孩子  

• 不可使孩子厭煩  

• 要經常加入新的教材及更換舊教材  

• 教的時候要大聲一點，聲音要多變化及充滿熱情  

• 留意家中環境，要在寧靜及沒有其他刺激下進行  

這些重點都在書中多次被提及。  

這個方法的難度在那裡？  

１．預先預備足夠材料：最好要比你準備教的課程領先 200 張字卡或以上  

２．寶寶學習行走的階段：當寶寶在 10-15 個月學習行走的高峰期，你會發現寶寶對

字卡的興趣低了，甚至看不到五張字卡就走開了。這是非常正常的，但很多父母卻以為

寶寶不喜歡字卡而放棄了，這實在很可惜。其實書中清楚描述這個是必經階段，只要減

少每次的字卡數量，甚至每次看一張字卡就完成，用加增每天次數的方法，堅持到寶寶

熟習走路後，問題便會解決。這是我們的親身經歷。  

３．不要測驗：最常遇到的，就是父母希望知道寶寶是否真的學到那些字，便給寶寶測

驗。這是很自然的想法，不足為奇，但如果你認同書中所描述寶寶是不愛測驗的話，請

盡量不要測試你的寶寶。有些寶寶是不抗拒測驗的，甚至喜歡表現自己，但不是每一個

寶寶均是這樣的。如果因為測驗而令寶寶抗拒字卡的話就有點可惜。  

４．父母的耐性：雖然說是一天數分鐘的學習，每也不是容易的，需要父母的投入及耐



性。這個方法不是一朝一夕可以見到成效的。  

５．四周的聲音：是會有不少人以為你是在訓練寶寶成為天才，並會以為你強逼寶寶學

習，令寶寶不快樂等等。這是他們的一些正常的誤解。如果你有看書中的介紹，你就知

道父母是孩子的第一個教師，要讓寶寶快樂地學習，觀察他的情緒，在他們快樂時才教，

在他們想停止前停止，我們愛子女，不會強逼及勉強他們的，我們知道學習是一件快樂

的事情。  

如果想雙語教學，一方面教中文而另一方面又教英文，有何注意地方？  

最理想的情況是父親與寶寶說英文，而母親與寶寶說中文（或是倒轉）。由教中文的一

位與寶寶看中文字卡，由教英文的一位與寶寶看英文字卡。這樣寶寶不會混亂，反而會

精通兩種語言。  

如何記錄寶寶進展？  

當閱讀課程進行至一段時間後，家長會發現不知道寶寶的進展如何，也不知道教了多

少。但是如果一開始便進行有系統的記錄，你會發現寶寶所學到的比你想像的要多得多。 

記錄可以有幾方面：在卡後的記錄及用電腦記錄。  

家長最少需要在每張卡後寫上開始日期及結束日期。如果可以照書中的做法每天重覆三

次連續看五天的話，結束日期應是開始日期後的五天。經常看看開始日期，你會知道某

詞語已經需要淘汰了。  

你可以每週或每月利用試算表，做一個類似下的格式來記錄同一詞語各個階段的完成日

期：  

  

詞語  月份  片語／短句／句子  月份  

詞語１  ０7 年１月  詞語１組成的句子  ０7 年２月  

詞語２  ０7 年１月  詞語２組成的句子  ０7 年２月  

詞語３  ０7 年１月  詞語３組成的句子  ０7 年２月  

詞語４  ０7 年２月  詞語４組成的句子  ０7 年３月  

詞語５  ０7 年２月  詞語５組成的句子  ０7 年３月  

對試算表有認識的朋友，可以在以上表格加入算式，計算一下某段時間內寶寶學了多少

個詞語，你會發現即使每天只看五張卡，每日淘汰一張卡的話，每年是可以學到三百多



個詞語，這些詞語在句子及書部份再次出現的話，孩子便得到足夠的複習了。  

紙張與字體的選擇  

如何教寶寶閱讀一書有提及字卡的大小。字卡的大小應配合字體大小。無論用何種大小

的紙張，在寫上或印上字體後，四周要預留一些空間，免得手指蓋到字令孩子看不清楚。 

字高方面，以中文來說，一歲前用 5-6 吋高的字，兩歲前用 3-4 吋高的字，三歲前用

2-3 吋高的字，三歲後用 1-2 吋高的字。英文字則應較中文字少半吋至一吋。  

其實最重要是選擇合適大小的字給寶寶看。太細小的字寶寶看不見，便可能引致寶寶沒

有興趣。一般來說粗字較幼字清楚，大字又較小字清楚。有些字體是較粗身的，當然好

一些。  

一般 A4 紙只是 80GSM 厚，是太薄了。而硬卡紙又未必能夠放入印表機打印。比較好

的選擇是 180GSM 以上的厚紙。  

中文字橫向還是縱向  

不少人關心根據〔如何教寶寶閱讀〕，卡上的字是縱向的，但在檔案下載區的字是橫向

的，教寶寶時會否混淆？  

其實中文版〔如何教寶寶閱讀〕是經台灣翻譯的。直寫是附合當時書本的格式。香港的

書本排版有橫有直，可以按你認為孩子會多接觸橫式或直式的書本作決定，特別可留意

寶寶的故事書格式。如果時橫時直便易混淆。如果堅持只教橫寫或只教直寫的話便不會

混淆。  

孩子會忘記嗎？  

有朋友試過考考孩子學過的字，答錯率竟高達 90％，這使人十分懊惱！他問如果他全

都把以前所識的字都忘了，那該怎辦？又得重頭開始？他又聽友人說，小孩的記性都是

這樣的，一兩歲時會背的詩，詞，兒歌，到了三四歲都全忘光了，不知道大家有否遇見

到過類似的問題？  

要知道，大家為孩子進行的其實是一個輸入的動作。除非孩子已經得到足夠的刺激，否

則他仍未到輸出的階段。在輸入階段考他，他當然不會讀給你聽，又或者他因厭煩而故

意答錯。  

懂得閱讀和懂得讀出書中的內容是兩回事。最好不要考孩子吧。到了時候，他就會讓你

看到成果。我們教孩子閱讀，是要讓他的腦部得到足夠刺激而學會閱讀。不是在乎他是

否把字完全記住。你可以用格連杜 曼的方法教孩子 1000 個字而最終他只能學到 200 個



字。然而這總 比你完全教懂他 50 個字強多了。  

另 外，有一些家長一直把注意力 集中在第一階段：看詞語。如果沒有在適當時間進入第

二至第 五階段的話，孩子只能停 留在認字階段，而無法進入閱讀階段。若只是單 純的認

讀，孩子忘記是很 自然的事。  

時間分配  

家長通常會關心時間分配問題。例如有朋友說白天要上班，晚上時間不多，是否只能減

少字數，比如每天看兩組？會否影響成效？字卡可不可以由兩個人教？  

 

 

 

由於家長日間要工作關係， Phonics Talky set / Dinoops等系統教材可讓工人姐姐用點讀筆方法教學 

 

成功的學習主要與頻率，強度有關。書上說每天教小孩二十五個生字分成五組，每天學

五個新生字淘汰五個舊生字。是否可以一次讓小孩看二十五個生字這樣一天就練習三

次？不然照書上這樣一天要練習十五次，可是一天的時間並不夠用。豈不是一天到晚都

要孩子看卡？要上班的家長又怎會有那麼多時間？  

雖然書中並無強調，但是以上的頻率和強度只是適合全職媽媽在家教孩子。對於她們來



說，如果能作好準備，只要把卡放在伸手可及的地方，隨時和孩子看卡是不難做到的事。 

但是，對於絕大部份要上班的家長，只能因材施教。如果你的孩子一次可以看 5 片卡，
就可以試試一次 10 片卡，如果成功可以加至 15，20，甚至一次 25 片卡。但是如果看
10 片卡也不能專注地看，唯有看 5 片，3 片，甚至 1 片卡，一直減少至孩子可以接受

為止。  

對於只能一次看 5 片卡的孩子，如果你想依照書中的進度一日看 25 片不同的字卡，每
日重覆 3 次的話，唯有分 15 次教，每次至少相隔 15 分鐘。  

可是對絕大部份要外出工作的家長來說，是沒有可能做到每天 15 次這個次數的。這樣，

唯有每次看一組 5 片卡，每天重覆看 3 次，早上一次，晚上兩次。這樣可稱為一個 ”小
規模學習模式 ”，並只能維持書中五分之一的進度，直至孩子的專注力增加，可以一次

看更多卡。這是對家長耐性的一大考驗。  

然而，即使是這種 ”小規模學習模式 ”，只要能持之以恆，在日即月累之下，對孩子還是

很有益處的。  

要先 解 釋字詞意義 嗎？  

杜曼方法的重點是快樂、快速、重覆的聯繫 (Association)。  

父母最初為孩進行第一階段的學習時，所選的字詞必須盡量是孩子熟識的字。例如親人

的稱呼（爸爸、媽媽），或是擁有物（皮球、積木），食物（香蕉、橙），身體部份（眼

耳口鼻）等等。由於小寶寶非常熟悉這些字詞，根本無須父母另加解釋。父母只須把這

些字詞放大給視力未發展得好的寶寶看，同時加上父母熱情的聲線，鼓勵及誇讚的說

話，以及溫馨的擁抱。  

由於過程輕鬆快樂，孩子的腦部自然會把這些聽過多次的聲音，該發音的意義，文字影

像，及父母的發音聯繫起來。孩子便能在無意中學會了這些字詞。當這個學習和聯繫的

過程一再重複，孩子便真正學會了這個字詞。由於過程快樂，孩子會十分享受這個遊戲，

學習的進度便能加快，到後來孩子只需把字詞看兩三遍，便自然學懂，這時該字詞就能

淘汰掉，無需按書本的方法讓孩子把某組字詞重覆看五天了。  

如果再進一步，孩子在第二、三階段學習片語、短句時有機會看到該詞語出現在和日常

生活有關的描述句子，加上利用寶寶的生活照造句子（即一頁相片，一頁相關的短句，

而短句的字全是寶寶早前學過的），那樣寶寶就能把學過的字，生活的細節及圖像，以

及快樂的經驗聯繫起來。而他更會因看到熟悉的字詞能組合成新的意思而快樂不已。這

樣會進一步讓孩子明白字詞及句子的用法，從而建立起閱讀的能力和興趣。  



明白了上述過程後，你就會知道應該因應孩子的經驗和興趣，為他選不同字詞。如果孩

子對該字詞全無認識，又怎能讓孩子有興趣去學習呢？  

所以要小心為孩子選字，最好選一些按孩子經驗能理解及有興趣的字。對於這些字詞，

父母不須要多作解釋。  

何時應進入下一階段呢?  

不少朋友想知道父母應該何時讓孩子轉到第二階段學習片語或第三階段學習短句，是否

應在那個年齡讓孩子進入下一階段。  

以我的理解，進入下一個階段的時機不是用時間去衡量，而是關係到寶寶的經驗，以及

寶寶是否學到了足夠的字詞，而那些字詞是否足夠去讓你按寶寶的理解力製成片語及短

句。  

例如當孩子還未懂顏色，又或未吃過香蕉，在向他展示 ”黃色香蕉 ”時，可以想像到會事

倍功半。因此選字造句時要注意孩子的經驗。而經驗是父母製造給孩子的。多帶孩子到

超市，讓他摸／吃黃色香蕉後，教黃色香蕉這類片語的進展一定快得多。而經驗未必和

年歲有直接關係。  

另外，當孩子開始學習片語或短句後，第一階段的字詞學習仍是要繼續的。父母應一邊

把孩子學過的字詞造句給孩子學習之餘，另一邊要繼續增加孩子的字詞數量，豐富孩子

的經驗和字彙，為他將來學習更精彩的句子作好準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