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透過親子遊戲提升孩子
的口語理解及表達能力

軒尼詩道官立小學(銅鑼灣)
2021-2022「校本言語治療服務」家長講座



講座內容

目標:

1. 遊戲中學習的好處
2. 孩子理解及表達的常見

問題
3. 提升孩子的口語理解及

表達能力的方法









學生常見的問題







●個女仔飲緊佢杯嘢,跟住佢跌親, 跟住佢跌啦,跟住就爛咗個杯, 跟住佢同

哥哥就幫佢手抹啦 , 跟住佢媽媽就話你做得叻。」

叙事 - 同學A:



1. 沒有交代故事背景(時間、地點、人物)
2. 沒有主語->過度運用「佢、佢個」

3. 未能仔細描述故事經過->「跟住佢跌啦,跟住就爛咗個杯」->因為妹

妹唔小心踢到一塊積木, 所以揸唔實隻杯跌咗落地下爛咗

4. 未能清楚交代故事情節的「因果關係」, 只能運用時序連接詞->「跟

住、跟住」

5. 欠缺精確詞彙->個女仔飲緊佢杯嘢->個女仔飲緊杯果汁/橙汁

同學A:



提升孩子的口語理解及表達能
力的方法



親子共讀訓練「對話式閱讀」
訓練目標: 親子互動; 刺激幼兒語言學習的動機
「對話式閱讀」以問題引發孩子留意故事的發展和
細節，促進孩子對故事的理解及表達能力。



親子共讀訓練「對話式閱讀」:
https://pathways.org.hk/maze-post_7/?lang=en

https://pathways.org.hk/maze-post_7/?lang=en


親子共讀訓練「對話式閱讀」:



親子共讀訓練「對話式閱讀」
教孩子說話從零歲起. 潘穎文 (2017).

You tub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FIOgZg1huM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FIOgZg1huM


教孩子說話從零歲起. 潘穎文 (2017).

You tub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FIOgZg1huM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FIOgZg1huM


生活中的詞彙策略

1. 歸類訓練
2. 定義訓練



作用：

增加字詞 分類能力

有系統地 存取

訓練步驟：

學生和家長有一套圖卡

商討 如何分類

使用 適當的上位詞 說出各分類的名稱 (電器- 冷氣機、日

用品- 紙巾)

遊戲 : 超級市場/百貨公司貨品大搜查

「歸類訓練」 i ) 聚歛性命名



作用：

提升說出物件名稱的

準確度 和 速度

訓練步驟：

•家長先起題目

•可以輪流說出屬於該類別的物件

•可以鬥說得多屬於該類別的物件

遊戲 : 宜家買傢俬（數5種傢俬 / 電器 / 放喺廁所嘅嘢）

「歸類訓練」(ii) 擴展性命名



作用：

•訓練小朋友描述物件特徵的能力

•增運用句子和詞𢑥的能力

訓練步驟：

• 遊戲成猜猜畫畫: 小朋友在紙上畫一樣東西

• 讓家長去猜: 例如問「是否可以食？在哪裏會見到？甚麼

顏色？甚麼形狀？」

• 雙方可以轉換角色

「定義訓練」(ii) 猜謎語



超級無敵大電視

訓練目標:

•詞彙
•描述能力
•組織能力

玩法:

參加者需要分成兩組
其中一組參加者隨機抽出一張圖卡，然後在限時內以語言
描述該圖卡內容，另一組參加者需要根據提示猜出圖卡內
的內容



作用：

•鞏固學生對詞義的認識

•增加圍繞目標詞彙的資訊

•長遠建構詞彙

訓練步驟：

•家長從課文選出目標詞並製作生字卡

•學生抽生字卡，並負責解釋該詞語

•「詞語卡」買賣市場 - 儲齊一定數量的詞語卡，可以換領獎

賞 （小小禮物、一次出外遊玩的機會）

「定義訓練」(i) 詞語猜一猜/買賣市場



解釋詞語:



• 可以提升小朋友專注力

• 思考反應

• 增加詞彙

桌上遊戲 Dobble 玩法(一)



桌上遊戲 Dobble 玩法(二)



活動：找出錯處／不同

訓練目標:

•加強描述能力

•以完整句及連接詞描述

•例如: 呢幅圖弟弟拎住三朵花，但係另一幅圖弟弟拎住一枝

旗。

https://www.jabobaby.com/blog/posts/photo-hunt

小小福爾摩斯

https://www.jabobaby.com/blog/posts/photo-hunt


作用：

提升他們的答問技巧

加強詞𢑥和句式運用能力

訓練步驟：

• 與小朋友面對面坐，

• 中間放一塊板阻擋彼此視線, 各持一份畫紙。

• 給予小朋友指示，讓小朋友和家長輪流講出對方要在畫紙上描

繪 / 放置的物件或人物的位置和 特徵

• 完成後，雙方比較大家手裏的作品是否一樣。

屏障遊戲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2ikYuHM3wKI&t=1s

屏障遊戲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2ikYuHM3wKI&t=1s


活動：

• 圖片描述

• 程序描述: 搭巴士過程、超市購物過程

• 說故事: 三隻小豬、白雪公主

• 敍述經歷 : 

口頭報告、見聞分享

例子:「請報告一次你遺失心愛物品的經過和感受。」

叙事/描述



新聞分析訓練

與孩子一起閱讀一段新聞……

以六何法 (5W1H) / 腦圖方式找出該段新聞的

在日常生活中…

何地？

Where

何人？

Who

何時？

When

何事？

What

為何？

Why

如何？

How



玩法一－自編故事
•要提到與骰子圖案有關的內容
玩法二－主題故事
•所有玩家首先共同決定一個主題(如
「美好的一天」、「當狗能夠飛翔」
等)
•玩法三－接力故事

故事骰



教材一

教育局

「學好理解與表達 與人溝通

好輕鬆」教材套

https://www.hkedcity.net/sen/sli
/training/page_535f7a02316e
83f11e000000

https://www.hkedcity.net/sen/sli/training/page_535f7a02316e83f11e000000


教材二

教育局

「輕鬆講故事、靈活說句子」教

材套

http://sen.com.hk/%E3%80%8C%E8
%BC%95%E9%AC%86%E8%AC%
9B%E6%95%85%E4%BA%8B%E
F%BC%8C%E9%9D%88%E6%B4
%BB%E8%AA%AA%E5%8F%A5%
E5%AD%90%E3%80%8D%E6%95
%99%E6%9D%90%E5%A5%97/

http://sen.com.hk/%E3%80%8C%E8%BC%95%E9%AC%86%E8%AC%9B%E6%95%85%E4%BA%8B%EF%BC%8C%E9%9D%88%E6%B4%BB%E8%AA%AA%E5%8F%A5%E5%AD%90%E3%80%8D%E6%95%99%E6%9D%90%E5%A5%97/


香港考試及評該局
https://www.bca.hkeaa.edu.hk/web/TSA/zh/PriPaperSchema.html

小學中文教學︱看圖説故事︱口試技巧︱趣味卡通學中文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GDRgegkvHg

看圖說故事技巧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R8PDTKDhd4

看圖說話的技巧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bblojTMsOg

其他資源

https://www.bca.hkeaa.edu.hk/web/TSA/zh/PriPaperSchema.html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GDRgegkvHg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R8PDTKDhd4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bblojTMsOg


故事演說創作比賽: 「關愛他人，快樂自己」

組別 項目

一至二年級 親子說故事比賽

三至四年級 四格漫畫故事創作比賽

五至六年級 短篇故事創作比賽

有關比賽詳情如下： 2022年5-6月舉行
1.比賽項目及組別：



Q & A



CREDITS: This presentation template was created by Slidesgo, including icons 
by Flaticon, and infographics & images by Freepik

THANKS!

家長講座問卷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
/e/1FAIpQLSd4TO1NhrXJovwWu
fmLcKW0h2Asb5z-
I1f0DBZABRr944CDVQ/viewform
?usp=sf_link

＊謝謝你的寶貴意見＊

http://bit.ly/2Tynxth
http://bit.ly/2TyoMsr
http://bit.ly/2TtBDfr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d4TO1NhrXJovwWufmLcKW0h2Asb5z-I1f0DBZABRr944CDVQ/viewform?usp=sf_link


多謝各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