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23)非華語學生中文學習教師專業發展工作坊（五）  
 

日期： 2023 年 1 月 14 日 (星期六 ) 

時間：上午 9： 30 至中午 12： 30 

地點：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金鐘海富中心分校 306 室 

主題：有效的學與教策略以及滿足學生多樣化學習需要的課堂管理技巧  

主講：胡寶秀博士     

分享嘉賓：韋惠英老師、吳嘉恩老師、崔惠儀副校長、郭俊熙老師、陳昊老師、 

    方惠琼老師 

主持：羅嘉怡博士/宋小萍老師 

 

程   序  

09:30 - 09:35 

工作坊簡介及歡迎辭 

主持：羅嘉怡博士/宋小萍老師 

  

09:35 - 10:25 

第一部分：想像的力量 - 應用戲劇的神奇中文課 

主講：胡寶秀博士 

分享嘉賓：方惠琼老師   

 

10:25 - 11:05 

第二部分：戲劇元素在中文教學的應用 

分享嘉賓：崔惠儀副校長 

        郭俊熙老師 

      陳昊老師 

11:05 - 11:15                         休   息 

11:15 - 12:15 

 

第三部分：「中文 21字母」教學法 

分享嘉賓： 

韋惠英老師 （小學應用） 

吳嘉恩老師 （中學應用） 

 

12:15 – 12:30 答問時間 

 



想像的力量：
應用戲劇的神奇中文課



引子



引子： CREATIVE課堂管理
Children 孩子 (學生)

Rewards, Rules and Routines 獎勵、規則和慣例

Environment 環境

Attitudes 態度

Time and resource Management 時間和資源管理

Interactive Activities 互動活動

Variety 種類

Effective Communication 有效溝通



課堂管理的意義
MANAGEMENT vs ENGAGEMENT

being involved 

engage something to succeed in attracting and keeping someone's attention 

and interest

從事 某事 以成功吸引和保持 某人 的注意力和興趣

(Oxford Learner’s Dictionaries)



CLASSROOM MANAGEMENT

CLASSROOM ENGAGEMENT

I hear and I forget

我聽，我忘記

I see and I remember

我見到，我記得

I DO and I understand

我做，我明白



CLASSROOM ENGAGEMENT

學生記得多少？

Children remember

10% of what they READ (閲讀)

20% of what they HEAR (聆聽)

30% of what they SEE (見到)

50% of what they HEAR and SEE (聆聽及見到)

70% of what they SAY and WRITE (說出及寫出來)

90% of what they SAY AS they DO (說出並做出來)



應用戲劇的神奇中文課
想像之旅



旅程一 WHAT



WHAT：中文課要演戲？



演戲的神奇效應



高階的神奇中文課 (P.1-7)



初階的神奇中文課 (P.1-4)



旅程二 WHY



史氏表演體系 – 最神奇法則 （Woo, 2023)



史氏表演體系 (Stanislavski’s System) 
My study (Woo, 2019)：To investigate  the application of 

Stanislavski’s System (1936, 2008) on Chinese L2 narrative writing

Stanislavski’s System
史氏表演體系

By K. Stanislavski
(史坦尼斯拉夫斯基)

Subconscious
潛意識

Conscious
意識

Sensory
觸感記憶

Emotional
情緒記憶

Long-term memory
長期記憶

Given Circumstances
特定情境

Who/Where/When
What/How/Why

Text Analysis
文本分析

Improvisation
即興創作

IF 假如

ACTION
行動

physical

inner

body
voice

Psychological

Observation
生活的觀察

Creative 
Status
創作狀態

Actor as a whole person 
and creative organism
(創作的有機體)



旅程三 HOW



史氏表演體系的應用



史氏表演體系的應用



史氏表演體系
的應用



史氏表演體系
的應用



史氏表演體系的應用
由想像到行動，由行動到理解

WHO WHERE WHAT 

想像 1 乖學生 圖書館 讀書

想像 2 頑皮學生 課室 睡覺

想像 3 老師 餐廳 吃飯

想像 4 ? ? ?



旅程四 THEORIES 



神奇假如
在第二語言習得
的原理



旅程五
MORE EXAMPLES



戲劇習式的應用
（DRAMA CONVENTION）



戲劇習式的應用
由想像到行動，以戲劇習式作想像與行動

DRAMA 
CONVENTION

WHO WHERE WHAT 

思路追蹤 英子 學校 畢業禮

朗讀劇場 英子 與 父親 醫院 英子邀請父親出席畢業禮

定格畫面 英子 與 父親 床上 父親懲罰英子

角色扮演 韓主任 學校．舞台上 向畢業生致詞

入戲寫作 英子 在家 寫日記



戲劇習式的應用示例
定格畫面

CASE THREE



旅程總結



總結：

9. 想像的力量無限，不單有效engage學習語文，也讓學生的潛能得以啟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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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23 非華語學生中文學習教師專業發展工作坊(五)
主題：有效的學與教策略，以及滿足學生多樣化學習需求的課堂管理技能

戲劇元素在中文教學的應用

佛教筏可紀念中學

崔惠儀老師
郭俊熙老師
陳 昊 老師



利用「戲劇」元素進行中文教學
 藉著「戲劇」這藝術的特點，激發參予者對自身、別人和環境的認識，從而達到

個人成長的目的。因此，戲劇教育的性質包括了兩個主要的元素：

 (I) 透過參予戲劇活動而培養出某些戲劇藝術所需的技巧(例如演技、發聲、戲劇
性的知識等)；

 (II) 個人的全面發展(例如表達能力、社交技巧、認識情緒 EQ、注意力集中等)。

《有關「戲劇教育」的四個問號》黃婉萍

I 

語文及文化學習
⚫ 發音吐字
⚫ 中文用語
⚫ 文化知識
⚫ 價值觀念

II

演出訓練
⚫ 應用中文的自信心
⚫ 展示學習成果



打邊爐 和盆菜



學習資源



本校運用戲劇元素進行教學

1.了解故事及角色形象 閱讀文本/觀看粵劇/電影片段

期待及想像演繹文本/角色

2. 演繹和延伸發展 了解角色的情感，
結合自身經驗或文化，
演繹及表達意見

將語文及文化學習元素融入欣賞和實踐的過程中

3.延伸學習 - 情意教育 利用學生對表演的喜愛，強化學習動機。
演出不同角色，深化學習經驗，鞏固語文知識及深化情意教育。

4.成果表現形式 -話劇演出
-漫畫、書簽
-廣播劇片段
-故事創作

一、「戲劇」元素在本校中文學習應用的幾項重點



了解故事及角色形象





「戲劇」元素在本校應用的幾項特色

1. 運用戲劇元素進行教學 一般課堂

閱讀文本/觀
看粵劇/電影
片段

學生理解/觀察文本，
期待及想像演繹文本/角色

理解/觀察文本/角色形象描述及心
理狀況，理解同時進行分析

詞語表:

部件 意思

恨 心 hatred

峰 山 山峰

翻 羽 overcome

難 隹 1. Difficult

2. disaster

三生 Many lives

仙 人 fairy

了解故事及角色形象



生 :  一 葉 輕 舟 去 ，  

人 隔 萬 重 山 。  

鳥 南 飛 ， 鳥 南 返 ，  

鳥 兒 比 翼 何 日 再 歸 還 ?  

哀 我 何 孤 單 。  

一葉   輕舟  （輕／小   ） 

 

萬重山  （難相見——思念） 

 

 

 

 

情感:（孤單） 

 

理解角色的情感-閱讀文本及電影片段

《鳳閣恩仇未了情》

了解故事及角色形象



示範片段 演出片段- 高山劇場

了解故事及角色形象



了解故事及角色形象



「戲劇」元素在本校中文學習應用的幾項特色
2. 運用戲劇元素進行教學 一般課堂

學生演繹角色
和領會

學生透過演繹角色的任務，投
入角色的情感世界，了解角色
的個性，以自己的方式表達。

學生透過觀察或閱讀去感受文本內
角色的情感

演繹和反思









改編劇本(紫釵記-拾釵)
 演練折子戲內容，改編成短劇作為介紹。

演繹和反思



演出

演繹和反思



「戲劇」元素在本校中文學習應用的幾項特色

本校運用戲劇元素進行教學

延伸學習
情意教育

學生透過演繹及反思，。

-折子戲
-成語/傳統故事演繹
-品德情意教育及價值反思

成果 -話劇演出
-漫畫、書簽
-廣播劇片段
-故事改編/創作

延伸學習
情意教育



延伸學習
情意教育



二、課堂情況——中一 劇目：華山救母 （第六節）

二、推行實況



課堂情況——中一 劇目：華山救母

二、推行實況



課堂情況——中一 劇目：華山救母 （選角練習）二、推行實況



課堂情況——中一 劇目：華山救母（第十二節）

二、推行實況



二、推行實況



學習體驗

學習粵劇

非華語學生

故事新編

華語學生

非華語學生

司儀

非華語學生

參觀活動

華語學生

非華語學生

筏可大戲臺

四、學習組織



• 粵劇文化大使

• 校內校外分享

• 演出

• 出版

•試戲服活動

•參觀-博物館、演出
場地

•戲棚體驗

•訪問-同學、教職員、校外
嘉賓、粵劇前輩

•分享交流

• 課堂練習

• 同儕觀摩

• 學校演出

• 社區演出

• 課堂練習及小測

• 粵劇知識

• 劇目知識

• 觀看短片

• 從聽說讀寫四方面，
以主題貫串學習

知識
輸入

階段
實踐

表現
成果

體驗
學習

三、學習配套



活動計劃舉隅 

月份 活動 

11 參觀香港文化博物館──粵劇文物館   

1-2 月 (農曆正月) 福德宮土地爺爺寶誕（農曆正月廿日） 

3-4 月 「真君誕」（農曆三月初十二至初十六）──青衣戲棚 

3-4 月（農曆四月二十三日） 天后誕——大澳、東涌、青衣 

「天后寶誕」（農曆四月初一至初五）──青衣戲棚 

6 月（農曆六月初六日） 侯王誕──寶珠潭楊公侯王寶誕 

康文署年度活動 

 

見康文署及西九文化中心網頁 

學校安排 香港八和會館 

學生專場──粵劇欣賞工作坊 

學校安排 西九戲曲中心活動 

 

 

三、學習配套



粵劇知識



粵劇知識



粵劇知識



粵劇知識



課程安排



粵劇學習進度檢視舉隅
二、推行實況



教學進度舉隅二、推行實況



教學進度舉隅

二、推行實況



疫情下的練習 燕詩-

四、學習內容舉隅

-讀音訓練
-熟習旋律
和腔調



四、學習內容舉隅

-文本認讀
及理解



卻入空巢裏，啁啁終夜悲!

四、學習內容舉隅

-了解文中角色的情感
-嘗試投入角色的感受，並作表達



四、學習內容舉隅



全方位學習體驗



訪問及報告

全方位學習體驗





中國文化周——透過話劇演繹地區傳統文化故事

與本地同學合作，透過短劇形式，
講述不同大澳特色文化

—水上婚禮
—橫水渡
—傳統噹噹嘭



地區傳統文化學習——水上婚禮

邀請原居民介紹
傳統文化，同學
訪問後，排練婚
禮儀式演出。



參觀 --戲棚
全方位學習體驗



全方位學習體驗



全方位學習體驗



其他項目

1. 粵劇學習計劃

2. 《三字經》故事演繹

3. 成語故事演繹

4. 中國傳統節日故事演繹

5. 人物訪問- 擷取故事進行創作



參觀油麻地戲院

全方位學習體驗



小學探訪–粵劇體驗工作坊
全方位學習體驗



義工活動

全方位學習體驗



春暉劇團主辦——粵劇夏令營

全方位學習體驗



全方位學習體驗



大澳文化節



展望

仰望星空

深植根苗



三千年漢字寫字的突破

中文字母寫字口訣幫助書寫

韋惠英

青田教育基金會教學顧問

©Greenfield Educational Fund 2023



香港非華語小學生寫字的錯誤



南亞裔學生錯字現象



南亞裔學生錯字現象



南亞裔學生錯字現象





南亞裔學生錯字現象 缺乏字母形狀觀



正常華裔學生有同樣問題

字和元不分的錯誤 缺乏筆順概念 字腹字尾較多

楊坤堂 2004，尉萬傳
2004 資料

中文字母形狀異常



1.眼傳手，偷工減料

國小學生 筆畫省略 楊坤堂2004



2.眼傳手，加油添醋

國小學生 筆畫添加 楊坤堂2004



形體辨認及知悉



形體辨認及知悉

形體特徵 難度

顏色 低

形狀 中

細節 高

校徽上的四個字是….?



傳統學習寫漢字的問題

1.傳統方法：死抄死記

‘聰明’孩子趕快完成家課

先寫部份，再寫其餘、筆順錯了



因此，字形結構、細節，記憶薄弱

spring = 

sp-ring
春

2.沒有用聲音輔助字形記憶

傳統學習寫漢字的問題

拼音文字
能拼讀出就能拼寫

視覺文字
沒法讀出細節筆劃，幫助書寫



傳統學習寫漢字的問題

3.太多需要記憶的單位 (筆畫多) 

擊



傳統學習寫漢字的問題

4. 同一筆劃的混淆，少於0.25字面積的視覺差別
引來錯誤

工 土

石 右

旦 且

反 友

天 夫

示 未

失 矢

特 持



中文字母寫字口訣

解決上述問題



腦科教授黃震遐醫生

電腦工程師陳耀良先生

窮20年研發

4萬個漢字(繁、簡體中文、日、韓、越南)

可由21個筆畫形狀構成



一｜ \ 點橫豎撇提捺

十 ナ ㄣ ∟ ^ 十叉彎角尖

ㄥ乛ㄇ ㄩ 厂𠃌 紐轉帽兜廠折

キ口 日 目 □ 串口日目圍

21個中文字母寫字口訣



擊
3部份：

從左至右寫完上層，再寫下層

1.車 (一曰十日、兜 (凵)
2.殳 (ㄇ乛 \)

3.手 (/キ)



中文字母解決同一筆劃的混淆、近形引來的誤寫
許多中文字少於0.25字面積的視覺差別，容易產生混淆

工 (橫豎橫) 土(十橫)

石 (橫撇口) 右(叉口)

旦 (日橫) 且(帽橫橫橫)

反 (廠又(轉捺)) 友(叉又(轉捺)

天(橫大(叉捺) 夫(串捺)

示(橫橫小) 未(串尖)

失(撇夫) 矢(撇天)

特(撇十提士寸) 持(十提士寸)



漢字是拼形文字，強調視覺

書寫時，手眼的協調非常重要

眼見手寫是一個接力賽



2012年，我發現的第一位讀寫困難學生

在一個暑期語文班上，一位升小二的女孩在黑板上寫的
是形似漢字的字

我笑稱寫西夏文字(筆劃繁冗，結構多仿漢字的方塊字)

她報讀了第一屆的「中文字母寫字口訣班」

第三堂，她雙眼發亮，發現了漢字的結構。她開竅了！

第5堂，她已經可以如其他孩子般寫「龍、龜」。

file://192.168.2.98/share/Video青田/網上講座/2020.08.01 中文字母/中文字母ppt/2012 龜-SV final.mp4


打功夫 學寫字 -中文字母寫字口訣

眼

用眼睛看、找出該字的結構

用聲音(聽)幫助記憶

口訣：口唸、耳聽

用大肌肉、小肌肉(體)幫助記憶，增加趣味

打功夫(字母操)、書空(小肌肉、空中寫字)

書寫：用小肌肉(體)

腦部視、聽、體的刺激





青田教育中心中文字母寫字口訣興趣班

英文小學男孩，升小二
不喜歡讀中文
口訣改善漏寫筆畫的問題

男孩家長的意見

file://192.168.2.98/share/Video青田/網上講座/2020.08.01 中文字母/中文字母ppt/x2012家長訪問final.mpg
file://192.168.2.98/share/Video青田/網上講座/2020.08.01 中文字母/中文字母ppt/2012驕final.mpg


青田教育中心中文字母寫字口訣興趣班

升讀小二的香港男孩

社工報告有中文讀寫困難，轉讀國際學校

兩個讀K2-3香港男孩

一個讀K2南亞裔男孩及其家長的回饋

file://192.168.2.98/share/Video青田/網上講座/2020.08.01 中文字母/中文字母ppt/K3南亞裔SEN SVfinal.mp4


伊斯蘭學校(小一)

中文字母寫字口訣課堂學習

file://192.168.2.98/share/Video青田/網上講座/2020.08.01 中文字母/中文字母ppt/x伊斯蘭學校小一學生final.mp4




可按著《中文字母寫字口訣》Flash

學寫770個香港 小一、二常用字



訓練兒童觀察細致

21個中文字母的第一行



用第一行中文字母寫字



總溫習
6歲兒童華語、非華語兒童均能寫龍、龜等字



歸納法

根據筆劃次序，由淺入深，

運用FLASH，習得21個字母和口訣

寫770個香港初小常用字

觸類旁通，寫其它字

一位聰明的家長送孩子讀

伊斯蘭鮑伯濤紀念小學(英文小學)

在家用《中文字母寫字口訣》教孩子寫字

中英文科的成績都名列前茅



怎樣教最細的單位？

為什麼很多孩子都把「口」寫成 0

3 個中文字母口訣： 豎、折、橫

符合筆順，又符合筆劃



結合「中文字母寫字口訣」和

「香港教育局中文學習字詞網」

http://www.edbchinese.hk/lexlist_en/

《中文字母寫字口訣》書以外的字

http://www.edbchinese.hk/lexlist_en/
file://192.168.2.98/share/Video青田/網上講座/2020.08.01 中文字母/中文字母ppt/x edb flash new.mp4


傳統寫字教學 中文字母寫字口訣教學

學寫只有慣性的
「死抄」、「死記」。

學生需發展認知能力，
思考拼形的方法。

沒有用聲音輔助字形記
憶。

寫字的過程中，發聲讀出字母，
加強熟習「中文字母」音與形
相對應的關係。

筆劃多，部件繁複，
太多記憶意元負荷。

拆分為 21 個字母，
簡化筆劃組合，減低記憶負荷。

在認記字形上，相同筆
劃的字易生混淆。
（橫直橫：是工？

還是土？）

採用字母拆分漢字，突顯漢字
結構的特色，較易保留字形的
特點（橫直橫是工，

十橫是土）

結語



聽、講、讀是基礎

中文字是視覺文字，形似的字，容易寫錯
「特」和「持」只差一撇，用口訣可幫忙
「特」的第一個口訣(筆)是「撇」字
「持」字的第一個口訣(筆)是「拾」

「石」字和「右」
「石」的口訣是「橫撇口」
「右」的口訣是「叉口」。

中文字母寫字口訣
一個科學的方法幫助解決寫字困難

結語



中文字母寫字口訣是一個科學的方法

•減少死抄死記，兒童可提早寫字、寫作

•「口訣」幫助有讀寫困難的兒童寫字

•「打功夫，學寫字」，激活外籍兒童寫字的興趣

•減少識電腦打字，不識寫字的機會



中文字母口訣鍵寫法

尊重漢字的結構 (筆順、筆劃形狀)

在電腦鍵寫

每次打字敲鍵

腦中反覆溫習漢字的結構

伊斯蘭脫維善紀念中學

(陳耀良先生和他的團隊)

file://192.168.2.98/share/Video青田/網上講座/2020.08.01 中文字母/中文字母ppt/x南亞裔中學生讀中文final.mp4


香港教育大學 縱橫識字 CKC OCR謝家浩教授

拍照的OCR非常簡單
➀安APP
➁啟動，容許拍照
③拍照，選字，即自動辨識
④點認後的字，再點即可知字形、字音
❨粤、普❩、字義❨英語❩和常用詞

iPhone 版
https://apps.apple.com/us/app/ckcocr/id1317213774 

Android 版
https://play.google.com/store/apps/details?id=hk.eduhk.ckc.

ckcinputsearch&hl=zh_HK&gl=US&pli=1



漢字現行輸入法

用拆碼或拼音輸入法打漢字，

因為不是按筆順，易產生混淆，

對記識筆畫帶來負面的影響

中文字母口訣鍵寫法



謝謝



2022-23 ⾮華語學⽣中⽂學習
教師專業發展⼯作坊（五）

天主教慈幼會伍少梅中學
吳嘉恩⽼師

「⾮華語學⽣中⽂輸⼊法」



學校背景



教學資源⼀

•「一日一詞」學習手冊

•幫助學生解決生活的溝通困難，
提高學生使用中文的頻率。

•學生更可以配合點讀筆，聆聽
「一日一詞」學習手冊中字詞
及例句的讀音。



教學資源⼆

•中文字母輸入法
•「中文字母寫字口訣」將中文字拆分
成21個中文字母，幫助學生記憶字形
和筆順。



教學資源⼆

•中文字母輸入法
•協助非華語學生克服中文的困難

香港01專題報道



「⼀⽇⼀詞」⾃學⼿冊



理念
•為照顧⾮華語學⽣學習需要，配合不
同背景的學⽣。

•於2014年編撰「⼀⽇⼀詞」⾃學⼿冊，
按主題分類，列出⽇常⽣活中出現頻

率較⾼的字詞，並配合 IGCSE及
GCSE公開試字詞表，讓⾮華語學童
應付公開試所考核的基礎知識。



字詞表



2014年「⼀⽇⼀詞」版本



內容

•每組詞語輔以粵語拼⾳、「中⽂字母」筆劃索引

•配以圖像，亦以⾮華語學童的母語作輔助

•附中英⽂例句

•加設點讀筆



2020年「⼀⽇⼀詞」版本



⽚段



特點

•配合學校的核⼼課程，將學習伸延⾄課堂外

•培養⾃主學習能⼒

•提升認字量

•加強實際應⽤的情境



「中⽂字母」
學寫字



⼀、研發者

⿈震遐是腦科醫⽣，陳耀良是電腦專業。

有鑑於中⽂字難學難寫，他們觀察腦部學習過程，把4萬個漢字，
歸納成由21個中⽂字母組成，附以⼝訣，讓學⽣容易學習。



我是一隻憂鬱的小烏龜。



2020年「⼀⽇⼀詞」版本

龜



「中⽂字母」
學寫字

什麼是「中⽂字母寫字⼝訣」？

叉



陳耀良先⽣為這些字母
⼝訣設計不同動作，
以「打功夫、學寫字」
來提升學⽣學習漢字的興趣。

接招！



⼆、21個中⽂字母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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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元素

「中⽂字母寫字⼝訣」由名稱、符號、字母操三⼤項⽬所構成。

• 字母名稱： 點 橫

• 字母符號：

• 字母操：



四、寫字⽅法

「中⽂字母寫字⼝訣」是以字母來「串」字，
這可以幫助分析字的結構。

⼝語「寫」字：點 橫 ⼗ 橫

字母「寫」字： 主例：



課堂應⽤

教學應⽤



恆常教材



新移民⽀援

中⽂字母打字⽐賽

週會-中⽂字母⼯作坊

語⽂活動



字母操「寫」字：



「中⽂字母寫字⼝訣」
的特點



⼀、適合以拼⾳⽂字學習模式的⼈⼠

「橫」、「豎」兩個⽅向的⽅塊字結構。

中⽂字被視為⼀張圖畫，被理解為⼀種、

能豎（上下）

橫（左右）



⽽「中⽂字母寫字⼝訣」將兩個⽅向的⽅塊字解除壓縮成為

線條的字母串，讓學⽣容易記誦。

能例：



• 從神經語⾔學的⾓度看，腦處理字時，是

• 英⽂的 north，可以⼝頭串字為 n、o、r、t、 h

⼆、改善中⽂記字不⽤「⾳」的缺陷

形、⾳、義三者並重。



•過去中⽂的「北」就無從⽤⼝語去描述出來。
•現在「北」可以⽤「中⽂字母寫字⼝訣」⽤⼝
「寫」出來。

好嘢！



三、 能表達到字與筆劃之間的關係

•相同的筆劃會寫出不同的字來，許多時，
無從⽤⼝準確「寫」出中⽂字來

•試以下列筆劃寫出不同的字
豎 折 橫 橫 橫

所以咪學得咁慢囉。

⽬ 旦 且



•但⽤「中⽂字母寫字⼝訣」就可以較為準確地⽤⼝
「寫」出字來。

「⽬」-
「旦」-
「且」-

目

好嘢！

好嘢！



四、能更好地表述字的形態、⽅向

•傳統上中⽂會⽤五種基本筆劃
來描述字的筆劃結構：

點 橫 豎

撇 折



「點」、「橫」、「直」、
「鈎」、「策」、「⾧撇」、
「短撇」、「捺」。

• 書法上的「永」字⼋法：



「點」、「橫」、「豎」、「撇提」、「捺」、
「⼗」、「叉」、「彎」、「⾓」、「尖」、
「紐」、「轉」、「帽」、「兜」、「⼚」、
「折」、
「串」、「⼝」、「⽇」、「⽬」、「圍」。

• 「中⽂字母寫字⼝訣」，⽤21個字母去描述各種不
同形態的筆劃，⽐前兩種⽅法更豐富、更具體。





五、學⽣要主動分析字的結構

•傳統學習漢字，是將它視為⼀張圖畫、⼀個整體。學⽣
學習⼀個新字，主要依賴臨摹抄寫數次或數⼗次，以增
強對新字的記憶。但對字細節未能主動去理解，所得的
印象模糊，容易出現錯字、別字。

例： 代 伐
住 往

被罰，好慘！



伐
例： 代
•但若經過字母分析，就會留意到兩個字的不同。

好嘢！



•中⽂常⽤字中，平均筆劃為9.1⾄11.75，若⽤筆劃查字去
查字，動輒⼗多⾄⼆⼗多個筆劃，⽤字母去查字就會少許多。

學例：

六、減輕記憶負荷

筆劃查字：撇捺撇捺撇豎橫橫
折橫橫點折折豎橫

（16劃）



•字母查字：

學例：

11個字母



七、能增加學習效率

•中⽂字母寫字⼝訣是以「21個中⽂字母」作為學習書寫
中⽂的基礎，但當學習者學習到⼀定數量部件後，就可
以利⽤這些部件來分析字的結構。

息例： ⾃ ⼼



⼋、同時運⽤多種官能 刺激學習

•在傳統中⽂學習主要是
抄寫訓練。
•但「中⽂字母寫字⼝訣」
同時⽤各種感官學習。

係咩？



丁例：
聽覺和⼝部運動 動作和空間感 視覺

⼝訣 字母操 字母

橫 豎



九、可以⽤電腦、⼿機正確「寫」字

•除⼿寫外，⼀般的中⽂電腦輸⼊法只須輸⼊字的部份筆
劃，就會出到結果來。

•但中⽂字母寫字⼝訣如何在電腦、⼿機輸⼊，就可如何
寫。可避免學習者因多⽤電腦打字後，⽽不會寫字。



中⽂字母鍵盤

學習鍵盤 標準鍵盤



中⽂易輸⼊盤 ⼿機應⽤程式–網上下載

在app store或 google play搜尋

免費版 付費



如何用電腦寫字

如何在電腦、手機
輸入，就可如何寫



其他配套

http://www.mychineseway.com/

http://www.mychineseway.com/sc-old/v3/websort.php

http://www.mychineseway.com/
http://www.mychineseway.com/sc-old/v3/websort.php


⼗. 不需紙筆，隨時隨地都可以温習

學習者可以不需要紙筆，隨時隨地可以⽤⼝、⼿指操、功
夫操、⼿機和電腦「寫」字的筆劃結構，增加學習中
⽂的興趣。



特10項 㸃咁多喎，點記得呀？



6字真⾔

易認 易記 易寫





我是⼀隻快樂的⼩烏⿔。







•【中⽂字母寫字⼝訣】⿈震遐 陳耀良編寫
青⽥教育中⼼、中⽂環境系統(⾹港)有限公司

•【以腦認知科學為基礎學習讀寫漢字】⿈震遐 陳耀良
⾹港⼤學內科、中⽂環境系統(⾹港)有限公司

www.mychineseway.com

參考資料：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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