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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以香港特区幼稚园高班非华语学童为研究对象，结合第二语言学习理论和

非华语学童认字过程的研究成果，建立汉字认知模式，并制定幼儿中文阅读绘本

材料初、中、高三个程度的课程框架，目的是有针对性地帮助非华语学童有效扩

展中文心理词汇，为小学阶段的中文读写训练打下坚实基础。研究配合幼稚园单

元教学及照顾能力差异，总结出针对幼稚园高班最有效的识字策略，减低幼小衔

接的困难，协助他们融入主流中文课堂，冀望能补充过去香港特区教育局在幼儿

中文二语教学上的空白。长远而言，有助特区政府集中资源，以作日后更优质的

教材开发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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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theories of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and findings about the 

word recognition process of non-Chinese speaking (NCS) children, this research 

attempts to establish the cognitive patterns of Chinese characters of NCS children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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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per kindergartens in Hong Kong and come up with a curriculum framework of using 

Chinese picture books for children of diverse reading abilities. The aim of the study is 

to help NCS children effectively expand their Chinese mental lexicons and lay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ir Chinese reading and writing training at the primary school level. 

It attempts to develop learning materials which supplement the existing kindergarten 

curriculums to cater for diverse learning abilities, and determine the best Chinese 

character learning strategies by NCS children of upper kindergarten classes, thus filling 

the gaps left by Hong Kong’s Education Bureau in the areas of teaching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for young children. The findings will help minimize the difficulties 

for NCS children in their transition to primary schools and facilitate their integration 

into the Chinese classes in mainstream schools. In the long term, the findings will lead 

to a more focused use of government resourc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high-quality 

teaching materials.

Keywords: Hong Kong, non-Chinese speaking children (NCS), picture books, mental lexicons, 

literacy strategies

一  问题的提出

 香港基于其特殊的历史背景和地缘位置，自19世纪40年代开埠以来便是一个

华洋杂处的社会，南亚族裔在此期间移居香港，成为香港居民的一个组成部分。自

香港回归之后，社会对中文的需求日渐增加，唯南亚族裔居民普遍不谙中文，又缺

一技之长，在香港难以谋生，大多只能从事低技术工作，且绝大多数是劳工阶层，

属低收入族群。生活的窘迫、语言的隔阂使香港南亚裔居民在社会长年沦为弱势社

群，甚或遭排斥（Ku et al.，2005），继而引发了不少社会问题。有学者指出，归

根究底，南亚族裔居民在求学或就业上遇到的问题都是“语言上”的问题，语言

是所有困难的来源，是核心困难所在（关之英，2014；梁慧敏，2016、2019；梁慧

敏、李楚成，2020）。因此，要改善南亚族裔居民的困境，首先必须帮助他们克服

语言困难，如何在语言学习的黄金时期为非华语学生1奠定中文学习的基础又是重中 

之重。

1 由于其母语非中文，在港就读的少数族裔学生也常被称为非华语（non-Chinese speaking，简称 
NCS）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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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理语言学（psycholinguistics）和神经科学（neuroscience）在第二语言习得方

面的大量研究（Flege et al.，1999；Johnson & Newport，1989；Kuhl，2010；Kuhl et 
al.，2006；Mayberry & Lock，2003；McBride-Chang  et al.，2003；Tomasello，2003； 

Yeni-Komshian et al.，2000）显示，影响一个人的第二语言学习成果的因素，有

内在的和外在的，其中年龄（4-8岁）是语言学习成败的关键因素（梁慧敏、李楚

成，2020）。若在最佳起跑年龄过后才开始学习第二语言或外语，学习成效便会随

着年纪渐长而逐渐降低。然而，长时间以来，香港针对非华语学生的中文教学多

属于后期的语言沉浸（late immersion），主要集中在中小学阶段，缺乏对学前阶段

中文教学的关注（李楚成、梁慧敏，2018）。虽然香港政府这两年也留意到这些不

足，并计划由2019/20学年起，透过教育局向录取非华语学童的幼稚园提供资助，但

目前教育局所提供的教学资源，仍然十分有限，颇有补足空间。乐施会（2018）认

为，“官方的《幼稚园教育课程指引》对非华语幼儿学习中文只提供非常简单的指

导性内容，并没有如小学一样设有详细的补充指引”（页1）。符合非华语学童学习

需要和特质的课堂以及课后学习资料，也同样缺少。因此，为求让非华语学童获得

更适切的支援，为他们终生成长打下稳固的基础，亟需发展一套切合非华语学童认

知模式的中文教学策略。

 本研究配合幼稚园单元教学，并照顾到能力差异，目的在填补教育局“中国

语文课程第二语言学习架构”在幼儿中文教育上的空白。本研究团队以幼稚园高

班（K3）非华语学童为支援对象，自2018年9月起在语文教育及研究常务委员会

（SCOLAR）的支持下展开了为期两年的行动研究。研究团队与四间录取不同族裔

的幼稚园结为合作伙伴，其中两间直接参与本研究。团队从以非华语学童为教学对

象的幼稚园甲选取20名非华语学童，另外从以录取华语学童为主的幼稚园乙选取八

名非华语学童，合计共28名学童参与研究。团队首先以心理词汇理论为基础，收集

数据并加以观察，分析非华语学童学习中文字词的偏误和困难，研究具针对性的字

词学习策略；其次结合非华语学童的认知模式，为学童开发针对性的中文阅读绘

本材料，帮助他们扩展中文心理词汇，为后续的中文读写训练打下坚实基础。本研

究冀望通过实践、观察和反思，重新审视面向非华语学童的中文字词教学理论，探

讨、研究和改进教学方法，以进一步提高教学效果，并在此基础上就香港非华语学

童中文教学的发展方向提出相应的建议。以下两个问题是本研究探讨重点：

 1. 非华语学童的中文字词的认知模式为何？

 2. 绘本教学如何促进非华语学童的心理词汇的建立和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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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心理词汇习得与识字教学

 心理词汇（mental lexicon/internal lexicon）的概念源于心理语言学，指词汇知

识存储于大脑的心理表征，是大脑中对词汇知识的长期永久记忆（张萍，2009），

包含每个字词的字形、字音、字义等资料（Bonin，2004）。Aitchison（2003）指出

心理词汇属人内在的词典，是读者习得词汇的储存，其组织有别于一般书本字典的

组织。Smith等（1974）提出，心理词汇的意义由各组语意特征（semantic features）

来代表。另外，Collins和Quillian（1969）提出语意网络（semantic network）的连

结属阶层结构。其后，Collins和Loftus（1975）再提出蔓延激发的理论（spreading-

activation theory），主张语意网络以语意相似性（semantic similarity）来组织，语意

的关系是由于激发概念之间的连结，概念之间的相似性可促使语意网络的连结。

 简言之，“心理词汇”是与“传统词典”相对的“词库”，其实质是词汇的

存取和读取的心理过程。词汇习得的过程中，词汇的语意特征将新学的字词储存

于脑海中，其后需经过标记（labelling）、归类（packaging）、字词网络（network 
building）三个阶段才会转变为心理词汇（Aitchison，2003）。此外，对于联系词汇

的方式，谢锡金（2002）认为可以分为四大类别，分别为（1）同类字；（2）同一

词组；（3）高一层次的分类；（4）同义词。

 谢锡金（2002）认为心理词汇理论亦可用于儿童的识字教育中。识字是学习中

文的重要一环，由于汉字和世界其他国家所用的拼音文字有很大分别，加上汉字的

特殊性，以及第二语言学习者本身的语言习惯，对非华语学童而言，这无疑会造成

严重的学习困难。让学前非华语学童接受高质量的中文输入，帮助他们建立心理词

库、积储中文字词、建立语感，是从根本提升非华语学童读写能力的关键所在。 

 实际上，是否应对儿童进行识字教育，教育界有不同的看法。很多幼儿教育工

作者认为传统的识字教育违反了儿童身心发展的规律，香港课程发展议会（2017） 

在《幼稚园教育课程指引》中也指出，“执笔写字需配合幼儿身体的发展情况，学

校不应要求幼儿班的幼儿执笔写字”（页30）。但是，“早期阅读并不排斥对文字

的感知和理解，不反对儿童早期文字经验的获得。它强调的是对文字有意义的学习

与理解，反对的是死记硬背、机械识记的做法”（赵微，2013，页92）。陈鹤琴

（1994）认为，汉字可以当做图画看，读法（即识字教育）与图画、手工都是儿童

表达意见的方式，也可以视为游戏的一种。本研究认同非华语学童应该从幼稚园阶

段开始识字教学，不需要学会如何写，但是要尝试建立起字形、字音和字义之间的

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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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锡金（2002）指出，词汇的储存、提取的心理过程早于学前阶段便已出现，

幼儿开始发展口语能力时，已经懂得运用语言进行日常沟通，这表示儿童已初步掌

握语言，理解词汇的知识，并开始建立心理词库。虽然儿童往往未能把这些心理词

汇书写出来，但他们已经能够掌握这些口语词汇的音和义，在字形、字音和字义三

个字词组成的基本要素上，只欠缺了字形的配合。因此，这时的“心理词汇”等同

于儿童会说的话。如果能好好加以利用，教导儿童这些词的写法，他们很快就能掌

握汉字的形、音、义，大大提升汉字的学习效率。

 Ho等（2003）提出在儿童的中文正字知识发展的模式中，字形知识（character 
configuration knowledge）是第一步，儿童在视觉导向下首先发展出对汉字字形的

认知，结构知识（structural knowledge）、部件讯息知识（radical information）、

功能知识（function knowledge）、混合阶段（amalgamation stage）、完整正字知识

（complete orthographic knowledge）都建基在此基础上。可见，字形的认识在识字教

学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然而，由于非华语学童的母语与中文差异大，他们在认读

字形这一层面上面临很多障碍，在学习上往往出现难点或偏差，加上中文部分字形

近似，他们会很容易混淆形近字，例如“大”“天”“犬”和“太”。因此，抓住

汉字的表意特性，提升非华语学童字形辨识能力是本研究的一个重要著力点，力求

帮非华语学童打好识字第一关的良好基础。

 需要留意的是，“音→形→义”这一途径也强调了语音编码提取字义的方式。

字音与中文字义的提取有密切关系，这与幼儿语言习得由口语开始，并在发展口语

的同时建立自己的心理词汇有很大关系（谢锡金，2002）。对于字音的解码，彭

聃龄和杨晖（1997）认为对于常见的字词，人们是经由直接触发读出字音。而对于

不懂的字，人们会把字的部件分拆为“形旁”和“声旁”，然后找出与“声旁”相

关的“音素”，最后将“音素”部件读出来。由于汉字大部分是形声字，从字形结

构上，形旁表意，声旁表音。Anderson等（2003）的研究发现，语文能力高的儿童

更懂得用声旁推断中文字的读音。Chen等（2003）则认为儿童是经由声旁从属的

层次，发展至声旁字族类推读音。由是观之，学者一致认同，非华语学童的识字

教学策略不应该脱离“音”的联系，在字形的基础之上加强学童对表“音”声旁的

认知，并且通过听说训练提高学生巩固字音为支点，建立音与义及音同形之间的联

系，增加对汉字的累积，也可为已有一定听说能力的学生提供有趣的阅读体验，提

升学习兴趣和学习成效。

 在以上理论的基础上，谢锡金等（2008）配合香港的语言环境，创设了“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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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识字法”，利用儿童的“心理词汇”作为字表，有系统地连接到相关的中文字

上，以助记忆和认读。谢锡金（2002）主张汉字的教学要在有意义的语境下开始，

从意义带动字音、字形的学习，并利用有趣而高效的识字教学法，如集中识字、分

散识字、部件识字、韵语识字等，使识字教学具系统性和高效率。

 然而在学理上，该识字法有不少推论仍以中文为母语的学生为前设，对于以中

文作为第二语言且生活文化的经验异于华人的非华语学童，如何帮助他们在幼稚园

阶段建立更多心理词汇、采用何种符合其认知模式的方法及教学策略，正是此计划

的主要研究目标。

 非华语学童在入学前或校外接触中文的机会不多，他们无法如母语学童那样培

养对汉字的感知意识，积累汉字词汇。因此，这就对幼稚园的非华语中文教学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既要配合幼儿的语文发展特性和步伐，也要兼顾非华语学童的特殊

需求。综合考虑，本研究采用“综合高效识字法”作为建立儿童心理词库的重要途

径。张淑静（2005）指出“心理词汇存在于一个语义网络中，每个词以各种形式互

相联系，这些联系主要是语义联系，但也有形式上的联系。词与词之间的关系主要

有：同义、反义、反向、上下义、部分与整体以及语法关系”（页55）。

 本研究即是在快速提升学生的识字量的基础之上，透过提取生活经验或联想，

利用图像的直观特性加深学生对于字与字、词与词之间关系的认知，从而构建起心

理词汇。此方法也用以测量学生心理词汇的掌握。教师展示图片，学生根据图片说

出所联想到的词汇，并找出所对应的字形，这一测试也用于训练学生在语音和语义

两个层面对所学生字词的联想记忆。

三  绘本教学和非华语学童的心理词汇发展

 教学策略的实践不仅需要教学方法的指导，还需要教学材料的配合，但目前可

适用于香港幼稚园非华语学童的阅读材料十分短缺，而运用时下流行于本地幼稚园

的教学材料，自然无法照顾非华语学童复杂而多元的需要。此外，非华语学童“进

入幼稚园之时，已与华语生，即以中文为第一语言的学习者，有着两万小时听说中

文的经验差距”（乐施会，2018，页2），当汉语为母语的儿童“已能举手回答老师

问题时，非华语生仍在理解老师的说话”（同上）。听说输入的严重不足导致非华

语学童无法建立起和汉语为母语的学童一样的心理词库，因此阅读材料的设计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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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听说能力的训练和识字相区隔。其次，虽然非华语学童还不适应学习难度较高的

语法等内容，但我们可以在阅读的过程中培养学生的语感意识，帮助他们在潜移默

化中增强对句子和语法的理解能力。

 3.1 绘本教材设计
 抓住汉字的表意特性，提升非华语学童字形辨识能力是本研究的一个重要着力

点。我们认为，借助绘本的语境作用（为字词、文句的运用提供语境），能促进幼

儿对汉字形、音、义的理解，帮助非华语学童建立大量的心理词汇。因此，本研究

选择了绘本（picture book）作为阅读材料的主要载体。绘本阅读可被视为早期阅读

的一种，通过图片和文字来讲述故事，其形象、直观的呈现方式符合儿童的心理特

点。《幼稚园教育课程指引》也鼓励教师“善用图画，引导幼儿观察，并说出事物

的名称或图意，加强说话及表达能力”（香港课程发展议会，2017，页92）。

 香港课程发展议会（2017）《幼稚园教育课程指引》列出的学习主题是：学

校、家庭、亲友、食物、交通、小区、四季和节日。本研究参考了该指引和合作学

校所采用的华语教材，为具备基础华语能力的幼稚园高班（K3）五岁学童绘制了原

创绘本，包括七个常见主题，分别为：家庭、食物、动物、玩具、交通工具、身体

及处所。教材包括绘本、工作纸及字卡游戏三部分。绘制原创绘本的目的是通过图

画和故事加深学生对单一汉字形、音、义的记忆，并且通过讲故事的方法帮助学生

了解字与字之间的关联，例如上下义词群、整体与部分词群等，从而建立起心理词

汇。考虑到学生的个体差异，团队特别就教学设计的难度作了初、中、高三个级别

的划分，目的是为了配合学生的中文水平，避免难度过低或过高造成适得其反的效

果，影响幼儿学习的积极性或对绘本教材产生负面情绪。初级学生中文水平有限，

仅对高频基础字有所了解；中级水平学生则具备了一定的组词能力；而高级水平学

生具备较好的口语能力，但对于汉字的语义联系仍有困难。三个级别都注重图像和

文字的关联教学，但具体目标略有不同，初级主要针对字形的辨识，中级提高了对

幼儿连词组句能力的关注，高级则更进一步培养儿童对篇章的整体感知，希望儿童

理解阅读材料的内容大意。

 综合以上的理论，为了配合香港非华语学童的需要，促进非华语学童中文心理

词汇的发展，本研究总结出以下五个绘本教材的设计原则：

 1、绘本故事取材贴近非华语学童的生活，符合他们的生活经验。

 2、绘本故事文字深浅程度适中，符合幼稚园高班学童的中文水平、能够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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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的兴趣、生活经验和已有知识。

 3、故事设有重复句式，帮助非华语学童借助朗读的方式来掌握中文的常用 

句子。

 4、绘本故事情节可供预测，引导学童透过阅读图像来理解内容、推测词意。

另外，故事采用开放式结局，一方面训练学童的口语造句能力；另一方面培养学童

的联想力。

 5、图画和文字紧密结合，有利于学童在脑中建构中文字形与意义的联系及巩

固记忆。同时图画的设计负责主要的叙事功能，学童可以透过每幅图片了解故事要

传达的信息。

 表1是绘本内容里一个单元的设计示例。语法教学并不是独立编排的，而是和

识字、课文紧密结合的；同识字教学一样，也不会脱离该堂课的主题范围。在识字

的基础上，阅读材料以句型的形式呈现正确语法结构，强化学生对语法点的记忆。

单元与单元之间则采取联想归纳和循序渐进的方法加以衔接，保证新旧知识的连 

续性。

表1	:	非华语学童绘本内容（初级程度）

							学习目标	 单元主题	 部首	 											语法知识	 		重点字词	 				教具

1. 能透过图像认 单元一： “女” 名词：有关家庭的称谓 爸爸、妈妈、 图片

 读有关家庭的 家庭 “父” 数词：一 姐姐、妹妹、 字卡游戏

 常用字词 课文：  量词：份 爷爷、婆婆 工作纸

2. 能认读和学习 生日礼物  结构助词：的  木颜色

 生活上的常用   偏正短语：我的生日

 字词   标点符号：问号、句号

 字卡游戏及工作纸是绘本教材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参考综合识字法的原则加以

设计的，目的是强化学生对汉字形、音、义之间联系的理解。工作纸设计可参见图1
至图3。不同形式的识字练习一方面可以帮助学童掌握字形与字义的关系标记，另一

方面通过部首教学有助于归类词汇，以便幼儿建立起心理词汇的字词网络。工作纸

包含了声符及形符的综合练习，其设计基于以下识字方法：（1）部件识字法：透过

拆解和组合汉字的部件，学生得以了解汉字的结构，也有助于提高学生对汉字的敏

感度；（2）集中识字法：集中学习一系列部件相同的汉字，有利于学生在短时间内

有规律地记忆和掌握字词；（3）心理词汇联想法：引导学生通过分享生活经验或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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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说出已经掌握字音和字义的字词，教师则通过板书帮助学生记忆字形，从而达

到快速和有系统学习汉字的目的，并实现口语能力向书面语的过渡（罗嘉怡、谢锡

金，2012）。

 以下是识字练习工作纸设计的简介和其设计理念：

 1. 加强学生对字形和字义的联想记忆：除绘本阅读、字卡展示外，本研究还设计

了图片和汉字的配对练习，旨在巩固学生对字形和字义之间关系的识记（见图1）。

图1：看图配字

   1. 牛●

   2. 羊●

 2. 加强学童对汉字部首的认识：非华语学童对汉字部首缺乏概念，他们常把每

个汉字视作一幅图画来理解。因此本研究特别设计部首教学工作纸，通过图片和象

形字的搭配，令他们直观认识常用部首的字形及字义（见图2）。

图2：认识部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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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强化学生对汉字结构的认识：由于非华语学童缺乏对部件的认知，本研究参

考“部件识字法”，通过部件练习指导学童了解和分析汉字的结构，包括拆解及组

合部件。熟识汉字的组成和结构有助于实现大量而有系统的识字目的（见图3）。

图3：拼合部件

 4. 情境辅助识字：为了增进非华语学童对汉字“音—形—义”的理解及记忆，

教师在教学时会配合实物、角色扮演及图片的辅助，帮助学童在真实而多元化的语

境中习得词汇。通过藉助多种课堂组织形式设定重复频率和重复周期，以实现知识

点在不同时间段的多次重现。多次重复的语境有助于学生将短期记忆转为长期记

忆，并建立起心理词库。

 3.2 绘本教学策略
 幼稚园教育应坚持以“儿童为本”的核心价值，要为非华语学童营造轻松、

愉快的学习氛围，让儿童从非华语的语言环境自然过渡到说华语的课堂，尽快建立

起儿童学习华语的自信心。课前，教师应按绘本故事的内容做好充分准备，包括准

备教具、音乐、字卡、实物素材等，给学童“提供生活化、重视感官探索和富趣味

的学习经历，让他们以第一身掌握生活经验和知识”（香港课程发展议会，2017， 

页9）。例如在讲述“让梨”故事之前，教师在课前准备了各种水果，这样做的目的

是让学童更直观地连接起图形—部件—字形—实物，建立起牢固的心理记忆。

 其次，教师应尝试从儿童的角度组织绘本教学，讲述绘本故事时应注意语速，

采用师生共读的方式，重视学生对语音的把握，留意学生的发音，采用合适的方式

纠正其错误读音，帮助学童建立起图像、字形与声音之间的关系。在这过程中，教

师也需以开放的心态欣赏、接纳儿童在阅读中的独特感受，耐心倾听他们在阅读中

的发现，鼓励儿童与同伴的交流（陈英姿，2015）。笔者早前参与的研究也证明了

根据特定题目设计的“图式结构”可以协助学生迁移所学（陈瑞端等，2018），图

像给予学生直观的视觉刺激，可以使学生对所学内容形成更加深刻的印象，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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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学生对于华文的学习兴趣和动机，进而改善学习的效能（梁慧敏，2019）。

 再次，应注重绘本教学方法的多元化，例如教师创设有利于非华语学童用华语

表达的场景和机会。包括：（1）可以让幼儿用角色扮演的方式表演绘本故事的部分

内容，在动作中加深对华语字词的理解和识记；（2）通过精心设计的小游戏，让幼

儿在轻松、愉悦的环境下运用华语，寓教于乐。这种情况下，“绘本教材之于幼儿不

再是简单的阅读材料，而是能让他们放松和投入的玩具”（陈雅典，2015，页71）， 

最终目的是帮助非华语学童喜欢上阅读材料。例如在学习“火”这一字群时，绘本

不但包括了火的图像，也讲述了关于“火”的民间小故事。除工作纸之外，还准备

了道具火把，让学生将故事再演绎出来，实现儿童与绘本间的互动、对话、探究和

游戏（陈英姿，2015）。

 绘本由图画和文字共同构成，两者合作讲述一个完整的故事，图画不是文字的

附庸（贺英，2018），而是起着重要的提示作用，对于学生的组词造句能力和人际

交往能力也有促进作用。为了更好地帮助非华语学童建构心理词汇库，教师需要好

好运用图画的功能，在讲故事的过程中对例句进行多次重复，幼儿可在这一过程中

对整句话和图像加以联系感知。教学时亦可采用绘画、拼图等方式，培养学生对于

整句或者整篇的感知能力，也可帮助课堂表现较内向的学童通过画画等活动来表达

以融入课堂。

 最后，为了建立心理词汇，尤其是针对非华语学童，教师要善于在课堂设置重

复知识点，通过朗读句子等多次重温的方式，帮助学生巩固记忆，尤其是字形—字

音—字义之间的联系。

 简而言之，以上所述绘本教学的特点和策略，是本研究在创作绘本时对于绘图

及文字方面的参考依据。我们期望通过绘本这种形象又生动的载体培养非华语学童

阅读中文的兴趣和习惯，积累中文词汇和语感，提升其中文阅读能力，并在此基础

上发展听说技能。

四  行动研究与评估

 本研究乃行动研究，着重将“教学”和“研究”结合为一，包括计划、实践、

观察和反思四个步骤，为期一年。开始的五个月，在试教之前，研究人员到伙伴学

校了解待试学生的已有知识及学习难点，同时与任教教师共同备课并讨论前测安

排，因应各校之校本课程，订定行动研究进行的时间及活动安排。此间，研究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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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会收集幼稚园非华语学童的习作和测验样本，为后期的比较分析做准备。完成前

期工作和绘本等资料制作之后，研究团队展开为期七个月的观课和伴读，将两间幼

稚园分为两组，每星期各进行一次伴读。每间学校全年总计共有两次观课及两次教

师访谈，全学年共有18次伴读。教学实验完成后，学生将接受学习后评估（后测）， 

评估工具、内容与学习前评估相同。本研究将根据两次测试结果评估计划所有识字教

学法的成效，并分析非华语学童中文能力的变化区间。

 具体研究架构（如图4所示）、教学流程以及评估工具说明如下： 

图4：研究架构

 4.1 教学流程分析
 具体教学包括导入、多元阅读、字词解码、部首学习、课中温习几个部分（见

表2）。顾名思义，导入部分的目的就是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充分利用幼儿的好奇

心，激发他们的阅读兴趣，教师也可在这部分给学生设置适当任务，或者引导学生

猜测故事的内容或名称，帮助他们初步理解故事的大概。接下来的阅读教学是整堂

课的基础，教师首先采用多样的方式“演绎”绘本故事，在此过程中引导学生透过

图画的提示，辨认词义并掌握发音，初步建立起字音和字义的连接。通过多次朗读

以及师生共读等方式引导学生从阅读图像理解故事的背景、时间、地点及情节，感

知整个故事情节。下一个环节采用多元表达的方式，例如角色扮演、故事演绎等，

帮助学生直接触摸语言材料，获得完整的心理体验（贺英，2018）。这也是为锻炼

学生的听说能力而设，教师需要留意学生的表现，采用适当的方式加以指导，促进

幼儿之间的交流，营造良好的互动氛围。趣味认读字词是课堂另一个有机组成部

分，目的是通过一系列形、音、义的联系活动，例如字卡游戏、拼字比赛、词语接

龙等，加深学生对所学字词的理解。部首教学是巩固策略的重要基石，本行动研究

教学后分析

1.分析后测表现

2.修正教材

3.教师访谈

4.课堂检视

第二
阶段

第三
阶段

进行绘本教学

1.课堂录影

2.教师访谈

3.教学反思

第一
阶段

教学实验前的准备

1.分析前测表现

2.了解学生已有知识

3.编制教学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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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这一步骤放在每课的后段，目的是提升复习教学的能效。学生已经对生字词有了

至少两轮的学习，对字形—字音—字义—图形有一定的感知，在此基础上进行部首

教学将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学生将对汉字的构成有更加深刻的印象。课堂的结尾

将辅以适量的工作纸练习，以培养学生对汉字的书写意识，强化心理词汇的字词网

络的建构。

表2：绘本教学流程示例

教学流程	 				教学重点	 																																		教学活动	 											教学目标

活动一     内容理解  指导幼儿从封面猜测故事的名称。（教师指 幼儿初步理解故事的

   着图片上出现的生日蛋糕，提问幼儿这是为 大概

   了庆祝什么日子，并请幼儿通过封面人物的

   表情，猜猜那是谁的生日？） 

活动二     字词解码 1. 引导幼儿通过图画提示辨认词意，理解故事 1. 掌握口语词汇及理

阅读教学     内容理解  情节。（教师指着每幅图片，请幼儿根据人  解词意

   物的衣着及打扮猜测人物的身份，如爸爸、 2. 初步理解故事情节

   妈妈、爷爷。）  （从阅读图像理解

  2. 角色扮演，引导幼儿代入故事角色，说出故  故事的背景、时间、

   事的内容。（教师请幼儿互相扮演送礼物的  地点、情节）

   场景，并请他们说出多谢等礼貌用语。） 3. 训练幼儿口语造句

  3. 请幼儿根据前文内容，推测或是自行创作故  能力

   事的结局。（教师指着图片，请幼儿自由联

   想，最后一份礼物是谁送给主角的，目的是

   鼓励幼儿说出自己的家人。）

  4. 最后请幼儿自由分享自己最喜欢的生日礼物

   是什么。 

活动三     字词解码  请幼儿以比赛的形式，凭借对字词的初步印 1. 透过形、音、义的

字卡游戏 （关系标记）   象将图片和字词配成对并读出正确读音，成  联系活动，巩固幼

   功配对的幼儿可获得贴纸作为奖励。  儿所学的字词。

    2. 建 立 幼 儿 的 心 理

     词库。

活动四     部首教学 1. 指导幼儿以配对练习巩固该单元所学的词汇。 1. 认识汉字的构成

工作纸 （词汇归类） 2. 以图像教授幼儿认识相关词汇的所属部首。 2. 认识汉字笔顺

练习  3. 指导幼儿根据汉字的笔顺书写相关部首。 3. 书写部首

  4. 指导幼儿运用加法，组合部件。 4. 组合部件

    5. 巩固心理词汇的字

     词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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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评估工具——字词综合测验
 评估是语言教学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评估可以帮助研究人员直观地了解教学

的成效，也是改进教学方法或者策略的依据之一。而事实上，由于缺少一定的评估

机制，非华语学生的中文习得水平究竟如何，听、说、读三方面跟华语学生的差距

都不得而知，实在需要提供一些可行的测评方法，本研究希望可以借用前后测中的

评估方法投石问路，考察学生的中文习得成果，也期望可为教育局制定更详尽的非

华语学童学习框架，提供第一手数据。

 本研究的评估包括：字形测试、字音测试和字词联想测试。字词联想测试是相

对直接、操作简单且被广泛运用的一种测试方法，给被试呈现一个刺激源，然后说

出对应的和所联想到的词（李永才、付玉萍，2009）。为了尽量减少评估带给幼稚

园学生的压力，所选用的测试字词不离香港课程发展议会（2017）在《幼稚园教育

课程指引》所提供的学校、家庭、亲友、食物、交通、小区、四季和节日等生活化

主题。因本研究旨在考察绘本的教学效果，所以测试主要采用图画方式，按照心理

词汇理论设计了三个测试部分，考察幼儿从图形、声音中找出对应的字形或提取出

词义的能力。

 1. 看图识字共包含15道题目，每题2分。如图5的字形测试例题，每题均有一幅

图画及四个汉字，主试者请幼儿从四个汉字中圈出与图意相符的汉字。

图5：字形测试例题

请看图圈出正确的字词（30分）

 

A) 杯             B) 碗             C) 叉             D) 刀

 2. 字音测试共十题，每题2分。如图6的字音测试例题，每题有四个汉字，字音

测试采用认读方式，主要评估幼儿对字音的辨认能力。主试者请幼儿根据听到的读

音圈出跟读音相符的汉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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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字音测试例题

圈出老师所读的字或词（20分）

例:        A) 红        B) 空        C) 好        D) 看

 3. 最后一项测试项目参考综合识字法的心理词汇识字法，以符合幼稚园高班水

平的常用词汇作为心理词汇的目标，目的是考察幼儿所能够掌握的心理词汇。本部

分只有三道题目，每题有一幅图画，主试者先让幼儿观察图画，图片的内容与幼儿

的生活经验相关，然后请幼儿说出图中所见。以图7为例，如果幼儿说出爸爸、妈妈

等从图片直观展示的相关单一词可获得1分，若幼儿的表达体现了聚合或组合反应，

则可获得2分，例如动词或用于限定和修饰的形容词，例如抱、开心、幸福等词。幼

儿根据图片联想及说出的字词愈多，分数愈高，每题最高分为10分。若幼儿回答的

词偏离主题，则由主试者判定为无效词，如提及杯子、月亮等与图7不相关联的词。

图7：字词联想测试例题

请说出由图片联想到的字词（10分）

 

五  教学成果分析

 为详实地记录教学活动中学童的学习情形、学习状况和师生互动情形，本研究

采取“教学观察与摄影记录”的方式，为教师事后回顾教学内容时，能有真实的资

料参考，并注意学生的回答和反应，以验证课程设计的内容是否符合非华语学童的

认知模式，及预期的教学目标。分析项目如下： 

 1、观察师生课堂互动：藉此分析学生学习中文字词的难点及其认知模式。 

 2、前后测：前测目的在于分析学生的学习难点；后测旨在探究绘本教学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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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词习得的成效。

 3、教师访谈：了解非华语学童中文学习的困难及学习模式，从而分析其认知

模式与汉字学习的关系。透过教师的讨论，亦能检视教学过程及教材设计，并对之

作出适当调整，修正最初的课程设计。 

 5.1 前后测结果分析
 本研究目前已经完成两间幼稚园共28名非华语学童试教前后测的结果比对，详

情如表3和表4所示：

表3：幼稚园甲（学生全为非华语学童）前后测结果

	 分数	 教学前测 n =20 教学后测 n =20
测试项目  M SD M SD
字形测试 30 10.9 6.76 13.9 8.69
字音测试 20 8.8 5.04 9.10 4.33
字词联想 30 8.57 9.63 16.29 8.46
总成绩 80 37.5 21.29 48.5 23.46

注：p < .001 

表4：幼稚园乙（学生主要为华语学童）前后测结果

 分数	 教学前测 n =8 教学后测 n =8
测试项目  M SD M SD
字形测试 30 9.75 5.8 8 8.21
字音测试 20 7 4.14 7.5 4.87
字词联想 30 3.75 6.71 23.5 8.67
总成绩 80 20.5 13.34 39 17.10

  注：p < .001 

 由于幼稚园甲主要招收非华语学童，学校已有校本中文课的安排，而幼稚园乙

以华语学童为主，只有综合课程，并未就非华语学童单独开设中文课。因此幼稚园甲

非华语学童在前测的表现优于幼稚园乙的非华语学童。幼稚园甲的总成绩平均分前测

为37.5，标准偏差为21.29；教学后测的平均分为48.5，标准偏差为23.46（见表3）。 

幼稚园乙的总成绩平均分前测为20.5，标准偏差为13.34；教学后测的平均分为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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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偏差为17.10（见表4）。对比前后测数据可见，学生在接受绘本教学后，总体

成绩都有显着进步，具体反映在前后测的平均分上。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两间幼稚园的教学对象构成有所不同，因此研究结果也有

一定的差异性。幼稚园甲的教学对象为单一非华语学童，无论是学童成绩的上升态

势还是能力差异缩小的幅度都较为明显。幼稚园乙则以华语学生为主，虽然整体成

绩亦进步显着，然而其标准偏差却不降反升。究其原因，访谈的教师表示，该校的

非华语学童，部分因为家庭成员中有华人，并非缺乏日常听说广东话的机会。这个

现象一方面解释了学生的差异，另一方面亦说明了频密的口语沟通，对非华语学童

中文的习得，扮演着关键的角色。

 另一项值得留意的地方是，除了字形测试，学生在其他与字音有关的测试项目

如字音测试及字词联想均有进步，其中又以字词联想部分为最。这反映出绘本的教

学策略能有效针对非华语学童的认知模式，图片对学生提取已掌握字义及字音的心

理词汇有重要作用。绘本的作用就是利用故事，首先通过听觉加强学生对于所学汉

字语音的掌握，其次通过图像的视觉冲击效果深化字形和字义的连接。绘本教学的

过程中，学生在大量的听说训练中已建立起字音—字形—图像的联系，例如在单元

一，他们已掌握主要家庭成员的读音及意义，因此在测试时，只需看到图片，便能

联想到相关字词并正确读出来。此外，因为绘本不是对单一汉字的教学，而是按主

题对相关联的一组词展开教学，所以绘本也能在语音反应上促使学生向“组合—聚

合”转变，例如从名词到动词和形容词的掌握，并在习得一组词的基础上，通过绘

本讲述及课堂活动对所学词汇加以运用。角色扮演等活动亦可增加学生对于词汇的

动态记忆，巩固心理词汇。由是观之，绘本教学在帮助学生建立字音及字义的联系

上有较大成效，证明学生的心理词汇比以前丰富了，在图片的辅助下他们的解码能

力亦有所增强。

 此外，根据测试及课堂观察的结果，虽然非华语学童较容易通过语音编码或

者图形提取字义，但汉字的字形认知仍较难突破，幼稚园乙非华语学童字形测试

的后测成绩甚至低于前测。针对这个现象，研究员观察学生作答时的影片，发现他

们常会把同类的字混淆，如在名词方面，他们常把“手”误作“足”；动词方面，

则把“跳”和“跑”混淆等。一些在前测表现理想的学生，在此部分的成绩反而退

步，究其原因，笔者认为学生因接触的生字太多而产生混淆是原因之一，另一原因

在于非华语学童对汉字的结构、部件及部首等知识仍非常模糊，未能建立字形及字

义的联系。因此，字形教学可谓绘本教学的难点所在，也是学者及教师们不容忽视

的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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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学生的认知模式分析
 关于非华语学童对汉字的认知模式及难点，根据学生的课堂录像及两所学校教

师的访谈内容，主要有以下四个重点：

 1、学习差异受听说能力影响：非华语学童中文能力的强弱主要视乎家庭有无

听说的训练，因此听说能力才是他们学习汉字的关键；

 2、以语音提取意义：非华语学童说话能力发展较读写能力快，习惯以语音译

码来提取字义；

 3、以图像帮助解码：非华语学童在汉字的习得上，需要图像的帮助，因其能

促进他们对字意的理解。另外，只有配合图画及相关语境，学生才能有效掌握字词

的意思，正确提取字音；

 4、字形教学需结合图画：图画不仅能辅助字意的提取，对非华语学童的难

点——字形结构的理解也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

 综合以上意见，参考字形测试的后测结果，反映出非华语学童较难从汉字的

字形直接提取字义。究其原因，正如任课教师所言，非华语学童在学前阶段，对于

抽象的汉字部件较难认知，相反对图画这类具体的符号则较易掌握。此外，学生亦

较难区分形近字。简言之，在提取字词的过程中，他们是先从字音到字义，最后

才到字形。是故，相比工作纸以字形及部首为主的教学，绘本“以说带读”的教学

模式，更能促进他们心理词汇的习得。据此，本研究认为有效的识字教学必须结合

听、说、读、写四个范畴，在听说的基础上，配合绘本阅读，方为非华语学童心理

词汇积累的最理想策略。

 5.3 教学省思

	 5.3.1	加大语音输入在幼儿识字教学中的比例

 本研究发现，相比综合识字法强调由字义带动识字学习，由字音带动识字学

习是更适合非华语学童的识字方法。李楚成和梁慧敏（2018）的研究也指出，元语

音学习意识对非华语学童读写能力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本研究认为非

华语学童中文教学现阶段的重点应该放在如何在较短时间大幅提升学生“读”和 

“听”的输入量。由于香港幼稚园和小学的教学语言多为粤语（普教中除外），笔

者认为应该引入由香港语言学学会制订的粤语拼音（简称粤拼）作为辅助工具，加

入以粤拼为主的拼音识字法，加强学生建构心理词汇过程中语音的作用。同时， 

“拼音方案”可以促进非华语学童元语音学习意识的确立。戴忠沛（2017）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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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语拼音能教导非华语学生有效地学习基础粤语，并掌握中文字输入法。有关

阅读和识字发展的神经语言学研究也曾表明，拼字表现方式的系统或能作为辅助

交流的处理网络，从而帮助语音处理在拼字和语音之间可能存在的双向互惠影响

（Petersson et al.，2009）。通过优化口语发音，提高学生使用中文口语交流的信心

和意愿。当读写能力达到一定量的时候，再加入汉字和写字与写作的教学，最后把

听、说、读、写融为一体。图8为修正后的绘本教学架构。

图8：修正后的绘本教学架构

 

	 5.3.2	多媒体绘本教材的开发

 本研究证明以绘本为载体的阅读材料确实能够吸引学龄前非华语学童的注意

力，也有助于降低阅读难度，缓和学生对“汉字”的抗拒心理，能够更好地帮助非

华语学童建立学习中文的兴趣。非华语学童在家中也可能有阅读英文或者其母语绘

本的习惯，用绘本阅读材料取代课文有助于非华语学童既有经验的转移，能更有

效地帮助他们养成阅读中文读本的习惯。其次，虽然现时教育局希望为教师提供津

贴，以提升教师教授非华语学童的专业能力，然而这些进修不是强制性的，教师日

常职务繁重，实在难以拨出额外时间进修，以致教师未能掌握教授非华语学童中文

的技巧，影响非华语学童的学习成效（梁慧敏，2018）。绘本教学材料的优势在于

其使用方法简单，即通过讲故事的方式教授学生中文的知识，没有复杂的教学法，

只需简单的培训，便于幼稚园的教师掌握和使用，可以舒缓幼稚园教师的压力，不

失为一个两全其美之法。

 虽然在本行动研究中，绘本材料的使用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但仍有局限之处，

例如未能加入儿歌、动画等音频、视频素材，而正如前文所提及，非华语学童更易

从字音提取字义，如果可以在现有基础上开发多媒体的绘本材料，相信能在更大程

字卡训练

听说

图卡

阅读

字形

（词汇归类）

心理词汇

（以图解码）

字义

（以图画认读汉字）

字音

（听说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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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上帮助非华语学童，不但可以在课堂使用，还可以在课后作温习用。另外，正如

《幼稚园教育课程指引》所指出的，非华语学童未必觉识到中文一字一音的特性，

亦未必能掌握中文字以声调区分词义，故较难掌握声调的变化（香港课程发展议

会，2017）。多媒体绘本材料的开发或可改善这一难题，音频、视频材料可重复播

放的特点便于学生多次聆听、反复训练，从而优化咬字发音。

六  结语

 本研究尝试针对教育发展的需要，以香港课程发展议会（2017）的《幼稚园教

育课程指引》为依据，开发有助幼稚园非华语学童识字的中文阅读材料，鼓励学童

从听说阶段进阶到读写阶段。计划同时开展三方面研究：字词的认知模式、心理词

汇的建立、字词的学习策略。计划为期一年，通过近七个月的试教和观课，研究发

现绘本教材的教学效果明显，且相比综合识字法强调由字义带动字的学习，由字音

带动的方法更适合非华语学童。计划希望可以将研究的成果推广开来，培养非华语

学童对中文的阅读兴趣，丰富他们的心理词库，减低幼小衔接的困难，计划亦冀望

能有助特区政府集中资源，以作日后更优质的教材开发和研究。虽然本项目取得了

一定的成效，但也有改进之处，例如在纸质绘本的基础上开发多媒体绘本教材。要

实现以上的目的，计划应该长期地发展下去，而且还应该得到政府政策上的支持，

从而使更多非华语学童、学校、家长和语言研究者等受益。

【责任编辑：梁文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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