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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語言閱讀和寫作的關係

• 非母語學生由於缺乏生活語境和閱讀量不足，故
發展落後於母語學生；

• 第二語言寫作能力扎根於學生的第二語言知識，
大量的語言接觸機會和輸入對學生能力的發展十
分重要；

• 廣泛閱讀對發展學生寫作能力的幫助很大，教師
可盡量利用讀寫結合的方法引導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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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解決的問題

1. 學生詞彙量不足，形成閱讀障礙

2. 學生缺乏閱讀動機

3. 缺乏適合的閱讀材料

4. 協助學生建立讀寫間的連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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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方法

1. 採用多種教材，如生活語言材料或繪本（無字
書、圖畫書）和橋樑書為教材；

2. 因應學生程度決定繪本的學習重點，甚至是無
字書的深淺程度；

3. 以創意寫作教學法刺激創意，提高寫作動機；

4. 提供各種寫作和思維策略作程序性協助；

5. 利用各種寫作模式協助學生進行仿寫，逐步過
渡至獨立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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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識字的方法

舉例：

• 配合學過的字詞，請學生在生活中搜集更多相關
的字詞，擴闊詞彙；

• 鼓勵學生用各自的方式，解釋字詞；

• 鼓勵學生用各種方式整理找到的字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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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重點
1. 字詞：一至十、小雲、小貓、蝴蝶、老鼠、樹、

綿羊、氣球……

2. 字詞：雨部

3. 概念：數數、減數

4. 句式：（小貓）（捉）（蝴蝶）、

（小狗）（在）（哭）。

5. 寫故事（敍事）

6. 品德情意：幫助他人

7. 知識：科學知識

書中學習重點很多，教師可因應學生程度選定適合的
學習重點，或循序漸進地帶出不同層次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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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講、問、動」模式
教學流程 學習目的 學習內容

觀察圖畫，口
頭描述畫面

看圖認物識字，
建立詞彙。

教師引導學生觀察畫面，請他們嘗試
口頭描述，教師適當記下關鍵字詞。

講述故事 理解內容，學習
概念。

在語境中學習字
詞、句子。

教師講述故事，結合提問，協助學生
掌握故事內容，並適當帶出生字新詞
和句子。逐步過渡至學生能看圖說話
。

提問、回應 深化理解：引導
猜測、推論、回
應、互動。

教師提問（初期可用六何法），學生
可自由作答，啟發其觀察力與想像力
。逐步引導學生作猜測、推論，提出
個人意見。

延伸活動 鞏固學習，建構
學習遷移。

指導學生運用所學，例如：為圖片加
上說明、利用詞語造句、寫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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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可常用的指導方法

• 提供內容豐富的圖片/書本，使他們能夠從圖片建構出一個故事。

• 利用孩子自己的語言生產閱讀材料，也可以視為一種「口述故
事」。

• 用一個信封袋安放孩子形容圖片的單字卡。

• 鼓勵孩子利用單字造句，講述故事。

• 成人和孩子一起朗讀故事。

• 鼓勵孩子獨立閱讀前一天看過的書。

• 成人引導重複閱讀熟悉的書本，深化理解，鞏固字詞、句式。

• 成人引導進行認字、造句和句子重組等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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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找親戚朋友
1. 故事中，「雲」的很多親友都有參與演出，你可以找它

們出來嗎？
• 雲、雨、雪、雷、電

2. 它們有甚麼相同的地方？
• 它們都有「雨」這個部件。

3. 你認識其他「雨」這個大家族的字嗎？
• 自由列出生活中認識的字

4. 「雲」或「雨」還可以配上其他字組成更多詞語呢，你
可以舉出例子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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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數字歌

請大家讀出以下以下數字：

• 一二三

• 三二一

• 一二三四五六七

• 二三四

• 四三二

• 四五六七八九十

由讀而唱，結合兒歌教數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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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習：讀出以下的詞語

• 小貓

• 蝴蝶

• 小老鼠

• 小鳥

• 綿羊

• 小狗

• 小豬

• 小熊

• 小雞

• 女巫

•捉

•爬

•找

•休息

•扮

•洗

•堆

•晾

•煮

試利用以上詞語搭配為句子，大聲說出來。

例：小貓捉蝴蝶 或 小狗在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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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故事

1. 學生利用認識的字詞寫句子，描述畫面；

2. 將不同畫面組合，敍述事情經過（發展敍
事能力）；

•可將故事分為不同小片段，每人或每組

（異質分組）負責幾個畫面

3. 將不同片段組合為完整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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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學習多樣性/能力差異的措施

• 訂定所有學生須完成的基本學習目標；

• 訂定部分學生可延伸的增潤目標；

• 教學過程分為小步驟；

• 提供過程的指導或減輕負荷的措施；

• 訂定階段性評估目標（形成性評估）；

• 提供支援的學習策略、同儕互賴的機會；

• 提供發揮多元才能的空間；

• 設計富趣味性的活動，提高學習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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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經驗故事
（Language experience stories）

1. 先看圖畫，給予視覺刺激；

2. 要學生看圖說話，由教師或學生寫下說出的字詞
（字詞學習）；

3. 為每幅圖加上說明文字（說話寫句）：對能力較
低的學生可提供句式或模式（句式指導）；

4. 把句子排列寫成完整文章（小組或個人），然後
一起朗讀（閱讀）；

5. 請學生說出感受（理解）；

6. 將感受加在故事的結尾（表達），或改寫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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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組織示例一：讀-說-寫
小雞和狐狸

(1) 看圖學詞語 (2) 觀察/描寫 (3) 看圖說寫

看圖說話/
看圖寫話

看圖說故事/
看圖寫故事

寫對話/故事泡

寫插圖說明

寫旁白

結局改寫

仿作

創意寫作

（能力較高）

第一層（基本層）

第二層（進階層）（能力稍遜）

因應情況選擇或分流

因應情況分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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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外體驗學習（寫作）

學習目標：

1. 學習從生活環境中識字，積累詞彙（動物、植物、

顏色、形狀）。

2. 學習透過觀察，蒐集寫作素材。

3. 學習細緻的觀察和描寫。

4. 學習篩選寫作材料。

5. 學習寫作簡單的描述句子。

6. 學習組句成段/篇，寫作短文。

7. 學習把觀察結合想像，進行創意寫作。

16



三級學習目標

基礎組（能力稍遜的學生）

1.  學習從生活環境中識字、積累詞彙（動物、植物、顏色、形狀）。

2.  學習透過觀察，蒐集寫作素材。

3.  學習寫作簡單的描述句子。

進階組

4.  學習細緻的觀察和描寫。

5.  學習篩選寫作材料。

6.  學習組句成段/篇，寫作短文。

挑戰組（能力較高的學生）

7. 學習把觀察結合想像，進行創意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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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教學設計示例：

《神奇的回音堡》

（學習架構2-4階）



《神奇的回音堡》學習重點

1. 學習借助觀察圖畫，圖文結合，掌握故事內容要點。

2. 學習聆聽故事，掌握故事內容重點。

3. 學習理解閱讀材料較深層的意思。

4. 學習對閱讀材料提出個人見解。

5. 學習寫作讀後感。

6. 學習運用想像豐富作品內容。

7. 學習篩選寫作材料。

8. 學習借助故事結構創作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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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閱讀/說話：漫步圖書/故事神算

1. 教師出示繪本《神奇的回音堡》，請學生讀出書名、作
者和繪者名字，然後猜猜這是一本甚麼類型的書。

2. 請學生細心觀察封面，然後就書名和封面猜測這本書的
內容是說甚麼。然後將答案寫在「故事神算單」。

3. 教師邀請幾個學生說出他們的想法，然後請學生開始閱
讀圖書。鼓勵學生盡量結合圖畫嘗試理解故事內容。

4. 學生以四人為一組，交流個人理解結果，然後綜合各人
想法，整理出完整的故事概要。

5. 每組派出一至兩名代表，向全班扼要複述故事。

6. 教師引導學生按評分表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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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神算子

1. 讀出書名、作者和繪者名字，然後猜猜這是
一本甚麼類型的書。

2. 細心觀察封面，然後就書名和封面猜測這本
書的內容是說甚麼。然後將答案寫在「故事
神算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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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思解讀

• 利用封面猜測法，刺激學生主動猜測和提取相關
知識。

• 圖書漫步（Picture walk）：瀏覽圖書，初步掌握
圖書內容，引發興趣。

• 高年級/高能力學生已有一定文字閱讀理解能力，
故可鼓勵他們嘗試結合圖像理解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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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聽故事/圖書漫話

1. 教師播放《神奇的回音堡》故事錄音，着學生仔細聆聽，
然後思考以下問題：

• 回音堡有甚麼神奇之處？

• 市長的願望是甚麼？

• 市長提出願望後發生了甚麼事？

• 警察局長的願望是甚麼？之後發生了甚麼事？

• 小彼得的願望是甚麼？之後又發生了甚麼事？

2. 學生聆聽完畢後，仍然以四人為一組，討論問題答案。
學生如不確定時，可以再翻閱圖書，綜合閱讀和聆聽結
果，然後確定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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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漫話
3.  比對上一教節的複述內容，看看有沒有錯誤理解和遺漏的地方，修

訂補充。

4.  合兩個四人組為八人組，大家自由交流讀後感想，學生可以用以下

句式發言：

• 我感到……

• 我覺得……

• 我希望……

• 我喜歡……，因為……

• 我不喜歡……，因為……

• 這個故事告訴我們……

5. 下課前，教師派發「小讀者，大感想」

工作紙，請學生寫下自己的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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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讀者，大感想」

讀了這個故事，你有甚麼感想，請在下面寫下一句感想
（如你想寫多於一句當然也可以）。你可以參考以下的
句式，但也可自由發揮。

我感到……

我覺得……

我希望……

我喜歡……，因為……

我不喜歡……，因為……

這個故事告訴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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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看圖寫夢

1. 教師與學生一起重溫小彼得在城門外的四幅圖，
請學生代入角色，想像小彼得的心情。

2. 教師請學生舉出可用來形容小彼得心情的詞語，
數量愈多愈好。教師即時在黑板上記下學生舉出
的詞語。（擴闊詞彙）

3. 學生以四人為一組，將舉出的詞語按情緒的強弱
程度填入感情溫度計上。

4. 配合畫面，自由選用列出的詞語，續完圖中文字
（字數不限，可寫一兩、句，也可寫一小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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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做小書

1. 請學生重讀全書一次，然後以四人為一組，將整個
故事按畫面劃分為幾大部分。

2. 教師請幾組學生報告他們的劃分結果，然後請全班
同學一起評評怎樣的劃分最合理。

3. 教師請學生自行選出6-10個畫面，貼在小書上（學
生自行繪圖也可），並為每一個畫面配上自已的文
字，編寫成一本小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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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導航圖

閱讀：

漫步圖書

聆聽：

聽故事

寫作（二）

看圖寫夢

寫作（三）

做小書

說話：

圖書漫話

寫作（一）

小讀者大感想 基本

進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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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構思

• 本單元的對象為高年級學生/或較高能力學生，假設學
生已掌握基本的中文聽、說、讀、寫能力，故單元中
會盡量鼓勵學生運用已有知識，發展學生自學能力，
同時在已有基礎上作深化提升。

• 本單元以繪本閱讀、聆聽故事和聊書（Book Talk）等
不同能力的語文活動為寫作活動作準備，解決非華語
學生書面詞彙不足的弱點；並盡量利用繪本的特點，
以圖像協助學生理解故事內容，體味內容深意，發展
學生的深層理解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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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材

• 在選材方面，不少老師常慨歎較高年級學生心智成熟，
但語文能力卻不高，故如選較淺易的教材，學生會感
幼稚乏味；但如選適合他們年齡的讀物，他們又會覺
文字過於艱深，所以很難選擇適合的讀物。本單元所
選繪本，文字淺近易明，但主題卻意味深長，正好解
決上述問題。

• 由於本單元的對象為較高年級/較高能力學生，故加強
文學和創意思維能力訓練的元素，使能發展學生高階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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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多種能力

• 以往的第二語言教學着重個別語文能力的訓練，
但在真實溝通活動中，聽、說、讀、寫幾種能力
很少會單獨運用，故本設計由一個具體的生活情
境出發，引導學生運用多種不同能力，而各種能
力的活動又互相支援，例如透過說話活動，為寫
作作準備；或藉聆聽作輸入，希望可使學生能更
立體的學習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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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一些基本原則

1. 了解外語學習的特點；

2. 借助學生的母語作轉移；

3. 建基學生的已有知識；

4. 了解學生的寫作思維過程；

5. 提供寫作策略，協助學生解決寫作困難；

6. 以鷹架式教學設計，建構學生寫作能力；

7. 加強寫作動機，提高寫作興趣；

8. 加強學生寫作信心，培養對寫作的正確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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