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7  

讓他

溝通。

網上版本 觀看短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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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是溝通、思想、學習和表達情緒的工具。因此，語言

除了對孩子的認知能力發展非常重要外，亦會影響孩子的

情緒及社交能力發展。

影響孩子學習語言的因素

先天的遺傳因素和後天環境的影響對孩子的

語言發展同樣重要。要孩子學懂說話，他必

須具備一些先決的條件，包括健全的聽覺、

正常的口腔結構及發聲器官、正常的腦部發育及智力發

展、還有良好的溝通意欲。一個能提供適當鼓勵和學習

機會的語言環境亦不容忽視。五歲前是孩子語言發展的重

要階段， 如何把握與孩子說話的機會和採取何種方法

都會直接影響到他的語言溝通能力。

幼兒的語言發展階段

孩子在未學會說話前，他們已懂得用啼哭、聲

音、面部表情、手勢或身體語言來與人

溝通。每個孩子都是獨特的，他們的

語言發展速度各有不同，特別是語言

表達方面。

     2

家長

須具備一些

展、還有

機會

以下略述一般六個月至兩歲幼兒的語言發展，家長可參考

「兒童發展」系列的單張作詳細了解。

六至九
個月

九至十二
個月

一歲至
一歲半

一歲半至
兩歲

年齡 (大約) 語言理解能力

在環境提示下能意會一
些日常用的句子，例如
聽到「食奶奶」和看到
奶瓶，便意會到有奶
吃。

明白一些常見物品和人
物的名稱。

明白更多日常的對話如
「俾媽媽」、「坐定定」。

逐漸不需要手勢提示。

可辨認簡單的圖片。

語言表達能力

1

能聽從簡單指示，例
如按照說話的意思把
物件拿給你，或指出

在手勢提示下對熟悉
的句子能作出適當
的反應，例如聽到
「拜拜」便懂得揮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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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是溝通、思想、學習和表達情緒的工具。因此，語言

除了對孩子的認知能力發展非常重要外，亦會影響孩子的

情緒及社交能力發展。

影響孩子學習語言的因素

先天的遺傳因素和後天環境的影響對孩子的

語言發展同樣重要。要孩子學懂說話，他必

須具備一些先決的條件，包括健全的聽覺、

正常的口腔結構及發聲器官、正常的腦部發育及智力發

展、還有良好的溝通意欲。一個能提供適當鼓勵和學習

機會的語言環境亦不容忽視。五歲前是孩子語言發展的重

要階段， 如何把握與孩子說話的機會和採取何種方法

都會直接影響到他的語言溝通能力。

幼兒的語言發展階段

孩子在未學會說話前，他們已懂得用啼哭、聲

音、面部表情、手勢或身體語言來與人

溝通。每個孩子都是獨特的，他們的

語言發展速度各有不同，特別是語言

表達方面。

     2

家長

須具備一些

展、還有

機會

以下略述一般六個月至兩歲幼兒的語言發展，家長可參考

「兒童發展」系列的單張作詳細了解。

六至九
個月

九至十二
個月

一歲至
一歲半

一歲半至
兩歲

年齡 (大約) 語言理解能力

在環境提示下能意會一
些日常用的句子，例如
聽到「食奶奶」和看到
奶瓶，便意會到有奶
吃。

明白一些常見物品和人
物的名稱。

明白更多日常的對話如
「俾媽媽」、「坐定定」。

逐漸不需要手勢提示。

可辨認簡單的圖片。

語言表達能力

1

能聽從簡單指示，例
如按照說話的意思把
物件拿給你，或指出

在手勢提示下對熟悉
的句子能作出適當
的反應，例如聽到
「拜拜」便懂得揮手。

123



教幼兒說話的基本技巧

1. 先學聽，後學講

2. 說話生動又清楚

。

，

      4

跟孩子說話時，要先

取得孩子的注意，可叫

他的名字，輕拍他，

說話；此外，一個清靜

的環境能 幫 助 孩 子

集 中精神，聆聽你的

說話，增加他的學習

機會。

說話是語言溝通其中一種重要的方式。孩子若要學懂用

說話來表達自己的思想，首先要明白話裡的意思。家長

最重要的是先啟發他的理解能力，以幫助孩子建立良好

的語言基礎，然後再鼓勵他多說話。

與孩子說話時聲線要柔和，音調多加抑揚頓挫，讓他

覺得說話是件輕鬆有趣的事；同時，說話要慢而清楚，

因幼兒可能還未能明白你在說甚麼。

，例如

來幫助他

讓他望着你才跟他

3. 用淺易的字眼，長話短說

例如：「俾」－ 伸出手掌

 「叻」－ 豎起拇指

 「我」－ 拍拍自己

4. 輕鬆自然的氣氛

5. 跟隨孩子的興趣

要跟隨孩子的興趣，讓他

作主導。例如孩子愛玩積

木，便利用與他玩積木時

跟他說話：「俊俊玩積

3 

取得

的環境

機會。

最重要的是

幼兒的理解能力有限，所以對他說話要簡短易明，例如

對兩歲前的小孩說：「俾杯杯。」而不是「俾個杯杯

媽咪飲水。」。亦可加上一些常用的手勢來幫助他

明白使說話更有趣。

讓孩子在輕鬆的氣氛下學說話，強迫他在人前說話或

表演只會弄巧反拙。

讓他望

木。」「疊高高。」「砌車車，叻叻。」

選擇孩子精神狀態佳及心情愉快時與他玩耍，玩的
時間不需要長，但親子雙方都必須投入。

遊戲或玩具要配合孩子的年齡，發展階段和興趣，
以增加孩子的投入感及成功感。一般來說，所有幼

兒都可以藉著玩「煮飯仔」來促進溝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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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幼兒說話的基本技巧

1. 先學聽，後學講

2. 說話生動又清楚

。

，

      4

跟孩子說話時，要先

取得孩子的注意，可叫

他的名字，輕拍他，

說話；此外，一個清靜

的環境能 幫 助 孩 子

集 中精神，聆聽你的

說話，增加他的學習

機會。

說話是語言溝通其中一種重要的方式。孩子若要學懂用

說話來表達自己的思想，首先要明白話裡的意思。家長

最重要的是先啟發他的理解能力，以幫助孩子建立良好

的語言基礎，然後再鼓勵他多說話。

與孩子說話時聲線要柔和，音調多加抑揚頓挫，讓他

覺得說話是件輕鬆有趣的事；同時，說話要慢而清楚，

因幼兒可能還未能明白你在說甚麼。

，例如

來幫助他

讓他望着你才跟他

3. 用淺易的字眼，長話短說

例如：「俾」－ 伸出手掌

 「叻」－ 豎起拇指

 「我」－ 拍拍自己

4. 輕鬆自然的氣氛

5. 跟隨孩子的興趣

要跟隨孩子的興趣，讓他
作主導。例如孩子愛玩積
木，便利用與他玩積木時
跟他說話：「俊俊玩積
木。」「疊高高。」「砌車車，叻叻。」

選擇孩子精神狀態佳及心情愉快時與他玩耍，玩的
時間不需要長，但親子雙方都必須投入。

遊戲或玩具要配合孩子的年齡、發展階段和興趣，

幼兒的理解能力有限，所以對他說話要簡短易明，例如
對兩歲前的小孩說：「俾杯杯。」而不是「俾個杯杯
媽咪飲水。」。亦可加上一些常用的手勢來幫助他
明白使說話更有趣。

讓孩子在輕鬆的氣氛下學說話，強迫他在人前說話或
表演只會弄巧反拙。

以增加孩子的投入感及成功感。一般來說，所有幼
兒都可以藉着玩「煮飯仔」來促進溝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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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把握說話的機會，多談眼前的事物

例如： 跟孩子洗澡 － 和他談身體 

 到超級市場 － 告訴孩子你 

 要買的東西

跟孩子看書 － 形容一下書內的圖畫或 

  說簡單的故事

出外遊玩 － 告訴孩子沿途所見的事物

 也可把相關的說話和動作連在一起，

例如當媽媽在洗碗時說：「媽咪洗碗。」

或當爸爸在掃地時說：「爸爸       

 掃地。」

利用不同的問句，提高孩子在

日常應對的理解及表達能

力。例如吃東西時問孩子

「好唔好食？」「飽飽

未？」或問「你做緊乜？」

等。

耐心聆

、「餅」 或

     6

你是孩子最佳的說話模仿對象。盡量多跟孩子談眼前

的事物和日常的活動，例如新事物

的名稱及用途。鼓勵孩子模仿

說出來，但不要勉強他。

等。

當孩子能熟練地使用一些詞彙時，你便可以耐心地

去鼓勵孩子把單詞組合成雙詞或短句。

7. 鼓勵孩子自己說

多給孩子表達自己的機會，耐心聆

聽和猜想他要表達的意思。不要讓

兄姊代他說話或是當他說到一半

時， 便代他把話說完。例如：

孩子想要東西時，讓孩子先說出要

求，伸出手說 ：「俾 」、「餅」 或

「食」，才把東西給他，也可趁機 

教他說出物件的名稱。

8. 對孩子的說話或發聲要即時回應

多聆聽孩子，要即時回應和讚賞他的發聲或說話。

這階段毋須要求孩子發

音準確，如果他咬字不

清，把他說的話正確地

複述一遍便可。

不要模仿他的錯音來跟

他玩，以免增加他重複錯

音的機會。

9. 積極態度和讚賞

採取正面及積極的態度。不要因孩子說得不好而取笑

他，怪責他，反而要讚賞他已盡了力嘗試去說。

5

的

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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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把握說話的機會，多談眼前的事物

例如： 跟孩子洗澡 － 和他談身體 

 到超級市場 － 告訴孩子你 

 要買的東西

跟孩子看書 － 形容一下書內的圖畫或 

  說簡單的故事

出外遊玩 － 告訴孩子沿途所見的事物

 也可把相關的說話和動作連在一起，

例如當媽媽在洗碗時說：「媽咪洗碗。」

或當爸爸在掃地時說：「爸爸       

 掃地。」

利用不同的問句，提高孩子在

日常應對的理解及表達能

力。例如吃東西時問孩子

「好唔好食？」「飽飽

未？」或問「你做緊乜？」

等。

耐心聆

、「餅」 或

     6

你是孩子最佳的說話模仿對象。盡量多跟孩子談眼前

的事物和日常的活動，例如新事物

的名稱及用途。鼓勵孩子模仿

說出來，但不要勉強他。

當孩子能熟練地使用一些詞彙時，你便可以耐心地
去鼓勵孩子把單詞組合成雙詞或短句。

7. 鼓勵孩子自己說

多給孩子表達自己的機會，耐心聆
聽和猜想他要表達的意思。不要讓
兄姊代他說話或是當他說到一半
時，家長便代他把話說完。例如：
孩子想要東西時，讓孩子先說出要
求，伸出手說 ：「俾 」、「餅」 或
「食」，才把東西給他，也可趁機 
教他說出物件的名稱。

8. 對孩子的說話或發聲要即時回應

多聆聽孩子，要即時回應和讚賞他的發聲或說話。

這階段毋須要求孩子發
音準確，如果他咬字不
清，把他說的話正確地
複述一遍便可。

不要模仿他的錯音來跟
他玩，以免增加他重複錯
音的機會。

9. 積極態度和讚賞

採取正面及積極的態度。不要因孩子說得不好而取笑
他，怪責他，反而要讚賞他已盡了力嘗試去說。

127



FHS-P9B（2021年1月重印）

每個孩子的語言發展步伐都不一樣，即使孩子的發展進度與
別的孩子不同，也毋須過份擔心。不論如何，只要你耐心地
鼓勵和誘導孩子，便能奠下啟發語言的根基；再加上你把啟
發語言的技巧應用於日常生活與遊戲中，讓孩子多聽多講，
就能幫助他在語言學習方面有所得益。

若發覺孩子有聽覺問題或對孩子的語言發展有任何疑問，便
要諮詢醫護人員，尋求解決方法。

如寶寶已一歲半，你留意到他：

對別人叫他的名字經常不回應
甚少望着人
未能明白熟悉的人物或物品的名稱，例如婆婆、杯、奶等
不會用手指指着來表達自己的需要
不會說單字
聽覺不佳

如寶寶已兩歲，你留意到他：

在沒有動作提示下，不會跟隨簡單的指令，例如：拿取常
見物件、指出身體部份
不會辨識簡單的圖畫
只會講單字

應請教母嬰健康院、家庭

衞生署母嬰健康院設有一系列的親職研習班和資料單張，專為準父母及嬰幼
兒家長而設，歡迎向健康院醫護人員查詢。

* 資料提供：香港言語治療主任（醫療）工會編印單張「語言發展知多少」

10. 提供其他啟發性的學習環境
安排合適的社交活動，例如帶孩子到遊樂場玩，參加小
朋友的生日會等，亦可考慮安排他進幼兒園學習，讓他
多接觸其他小朋友，藉以幫助他學習說話和與人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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