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理工大學

言語治療所

兒童讀寫障礙診所

提升讀寫能力系列

課程對象
就讀小學及初中，診斷或懷疑有認讀障礙之學童

診所導師
課程由臨床導師及言語治療師譚慧詩姑娘監督
並由曾受相關訓練的香港理工大學言語治療碩士學生執行

訓練前評估
日期: 2019 年 9 月 7 日(星期六)
時間: 早上 9:30–11:30 或 下午 2:00-4:00 費用: HK$350.00
*報名時請連同表格及支票 HK$350.00 繳交費用，支票抬頭：香港理工大學
本治療所職員將致電確認評估參加者名額;如經確認後退出之參加者仍需繳交全部評估費用
＊治療師會根據評估結果, 分析學童是否適合參予該訓練課程，訓練和教材費用只須要在確定
學童被取錄後繳付＊

內容: (1) 非語文智能測試; (2) 視覺空間及記憶甄別測試;
(3) 閱讀能力測試 (單字及詞語) 等

訓練課程
學童訓練日期及時間
(共十節):

28/9, 5/10, 12/10, 19/10, 26/10, 2/11, 9/11, 16/11, 23/11, 30/11
(星期六下午 2:00-4:00)

家長訓練課程日期及時間: 將於其中一節的訓練課程舉辦 (1.5 小時)
地點:

香港理工大學 G 座 FG817 & FG818

課堂費用:

HK$2,800 (包括家長訓練、十節訓練課程及訓練後評估)
(支票抬頭：香港理工大學)

教材費用:

HK$1,120 (每套教材原價 HK$140 教學拆扣 less 20% 拆實 : HK$112)
(支票抬頭: 載欣社區健康顧問有限公司)

備註: 1. 課堂及教材費用必須同時一併繳交。
2. 為鼓勵完成整個訓練課程, 參加者需邀交$300 按金，若出席全部十節訓練課堂後將獲發還。.

課程內容詳情

：

https://www.polyu.edu.hk/cbs/st/en or Facebook (Polyu Speech Therapy Unit )

報名及查詢： (電話) 3400 3636

(電郵) speech@polyu.edu.hk

治療內容簡介
閱讀基本上是一個理解文字的過程，要學懂閱讀，學童必先學習相關的文字符號，及
其所標示的聲音和意義。 學習閱讀就是，學習配對「文字符號：語音單位」及配對
「文字符號：語意單位」的過程。 近數十年有關閱讀理論的研究，大部份結果均指
出，「文字符號：語音單位」的配對，對學習閱讀有極大的影嚮。在拼音文字來說，
理論上，能掌握「文字符號：語音單位」的關係，即中文的Orthrography-Phonology
Correspondence (OPC) 規則, 就可以拼出所有字串的讀音， 再通過讀音找出該字串的
意義，配對「文字符號：語音單位」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
中文OPC 規律可以概括為， 一個形聲字，其整字讀音和聲旁相同的話，為規則字
（例：鱸），不同的話為不規則字（例：概）。擁有同一聲旁的單字，其讀音越固定
（例：納，吶，鈉，納）則其一致性越強，越不固定（枱，治，冶，怡，苔），其一
致性越弱。按照其規則性，及一致性，中文形聲字可以作以下分類：（1．規則一致
RC；（2．不規一致IRC；（3．規則不一致RIC及（4．不規則不一致IRIC。縱使遇到
不認識的字，除IRIC字，其他三類字均可以規則性或一致性規律（OPC Rules）準確讀
出。從HKCPSC（香港小學中文字數據庫）提取出來的資料顯示，以六年級為例，如
學童能掌握運用 OPC規律，他們能準確讀出2841個形聲字中的1889個字（66．
5%），加上他們已懂得的711個聲旁，和739個高頻字（例：一，我 ，不，的，
了），在3842個單字，一個學童不用花很大的精力就可以讀出大概3339個（86．9
﹪），能拿到八十分以上，已經是不錯的成績了，中文字也不如想像中難學。
認讀訓練療程透過有效的系統化訓練，建立參加者對文字及其語音單位的關係（規則
性及一貫性意識），加強認讀能力。同時，讓家長認識訓練理念、教材運用及家中訓
練的技巧。

課程特點
我們以認讀訓練療程的理論編制成治療課程幫助患有閱讀困難的學童，這些課程是由
大學認可的言語治療師負責，課程的特點如下：
(1) 充足理論的支持
認讀訓練療程是由香港理工大學梁文德博士研究而成，理論與實踐並重，經過多次臨
床研究証實完成治療課程的學童其構詞能力有明顯的進步。
(2) 專業效果分析
1. 治療前評估 : 選出閱讀障礙的學生以及其閱讀能力程度，根據這些程度施以適
當的訓練教材。
2. 每堂課後評估 :可反映學生在該課中閱讀能力的轉變，而治療師更藉此選取適
合的教材作下一堂使用
3. 整體報告 :比較學生在療程前後在各方面的進步，治療師亦會按照結果給予評
語和建議

(3) 教材選取
療程中所用的教材是根據每年更新的全港小學教科書字庫中選取，將中文字按不同的
閱讀階段分類。言語治療師會因材施教，以個別學生的課後評估結果而調節下一堂的
教材
(4) 上課形式
有閱讀困難的學童因面對處理中文字時常產生挫敗感，往往提不起勁去學習。本治療
課程是以遊戲方式進行，富趣味性，令學童在過程中學習
(5) 家長講座
本治療所將安排講座，使家長可以認識及了解有關認讀訓練療程背後的理念，和回答
相關的問題。

訓練內容
1. 課程內容
認讀訓練療程詳細安排如下：

課前評估

每個個案均會進行一項標準化閱讀測
試，和一項智能篩選，為有需要接受治
療的學生建立訓練前基線

訓練第一階段
RC, 規則性
(有邊讀邊,取邊讀)
第一課
至
第十課

訓練第二階段
IRC, 一貫性
(借字讀，一致性)

10 節訓練課程 (每節 2 小時)，包括 60
分鐘個別訓練及 60 分鐘的小組訓練
在每一堂治療後都有課後小測，追蹤學
童的進展，因應調整下一堂的治療內容
及決定學童能否進入下一階段的訓練

訓練第三階段
IRIC, RIC
(靈活運用規則)

課後評估

完成療程之後，言語治療師會為每位學
生進行有關中文閱讀能力的測試，用作
檢視學生在治療後的進度

認讀訓練療程 (ARA40) 2019
報名表格
學童姓名：

(中文)

(英文)

出生日期：

年齡：

就讀學校名稱：

就讀班級：

家長姓名：

聯絡電話：

性別：男 ／ 女

電郵：(必須填寫)
學童必須出席 2019 年 9 月 7 日(星期六) 訓練前評估
請選擇評估時間：  上午 9:30 - 11:00 或  下午 2:00 - 4:00
學童曾否參與本診所舉辦的活動及服務？

 有 (曾參與活動名稱：

）

 沒有
學童 曾 ／ 未曾 接受 心理學家 ／ 醫生 ／言語治療師評估。診斷結果：(請以選擇 )
 自閉症
 讀寫障礙
 言語障礙
 自閉症傾向
 過度活躍
 其他： _________________
[請附上診斷報告作安排課程之用]
*使用個人資料作直接促銷：
香港理工大學言語治療所(以下簡稱為「言語治療所」) 擬不定時使用你的姓名、通訊地址、電話號碼、傳真號碼及電郵地址
以通知你有關以下活動/服務/宣傳：
•
言語治療所舉辦/合辦或其他相關機構舉辦的活動或講座；
•
言語治療所或其他相關機構提供的優惠/折扣/推廣活動；及
•
為慈善/公益/教育/社區或其他目的邀請捐贈/貢獻/參與。
除非得到你的同意，言語治療所不會使用你的個人資料作直接促銷。如閣下希望言語治療所在直接促銷中使用閣下的個人資
料，請你在下列方格內加上剔號("")。
□ 本人同意言語治療所使用我的個人資料發出以上所述推廣資訊
閣下可隨時以書面或電郵方式(speech@polyu.edu.hk) 向言語治療所申明是否願意繼續接收有關資訊。

家長簽署：
日
期：
------------------------------------------------------------請將已填妥之報名表格，評估費用 (支票 : HK$350.00) 及連同相關報告副本(如有) 郵寄到：
地址：紅磡香港理工大學 F 座 7 樓 EF 701 室 (中文及雙語學系，言語治療所)
信封面註明：認讀訓練療程 (ARA39) 2019

詳情可瀏覽本診所綱頁 : http://st.cbs.polyu.edu.hk 或 Facebook (Polyu Speech Therapy Unit )
電郵：speech@polyu.edu.hk

查詢電話：3400 3636

傳真號碼：2788 139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