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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閱讀」是個複雜的過程，我們的大腦也沒有所謂的「閱讀中心」。

大腦不是演化來閱讀的，但在資訊時代，閱讀是能快速吸取資訊的方式。

閱讀是習慣，必須從小培養(洪蘭，2009)。然而，要如何讓孩子學習閱讀

呢？唯一的方法就是讓閱讀變得有趣！   

閱讀從出生就可以開始囉！我們可以透過共讀共玩，在與書跟孩子的

互動中發展創造力與想像力。或許爸爸媽媽會疑惑，嬰兒還這麼小又不認

識字如何閱讀呢？這裡整理簡單易入手的閱讀資源，有十大主題及各種免

費學習資源，在微解封的當下，讓您在家裡也可以跟寶寶一起玩閱讀！ 

嬰幼兒閱讀推廣 

後疫情時代 Stay Reading 



 

3 
 

1.幼兒在家作息小秘訣 

  在分享閱讀之前，先談談最容易被忽略的「作息」問題。幼兒園已經陸續復

課，如果您還沒準備好讓孩子上學，持續待在家裡要如何因應呢？ 提醒您，作

息大亂，可能也會影響幼兒的情緒喔！這裡彙整專家提供的小祕訣，讓家長們參

考！ 

 

 

 

 

 

 

 

 

 

 

 

 

 

 

 

 好文傳送門： 

(1) 幼兒停課在家免驚！小撇步讓孩子穩定學習｜親子天下(parenting.com.tw) 

(2) 防疫對策／疫情期間孩子動不了、睡不好！楊晨醫師 3 招運動法幫孩子放電 

- Heho健康 

 穩定作息，降低情緒波動：可參照並調整學校的作息安排。如果可以穩定作息就成

功一半囉！ 

 學習課程動靜交錯：孩子的專注力有限，3歲以前的孩子能 20分鐘專注一項活動已

經很不錯了，當專注力遞減分心時，可以暫停活動，安排進入動態的課程。 

 帶著孩子一起做家事：與孩子一起做家事，是家庭教育重要的一環，也可以培養孩

子動手做的習慣，對於幼兒手部小肌肉發展也很有幫助喔！ 

 利用家中小工具，小孩放電放輕鬆：在家無法大範圍的運動，但可以安排如健康操、

毛巾等簡單又可以伸展的運動或律動活動。律動活動可參考主題「聽唸唱童謠及律

動」推薦的線上免費閱讀資源喔！ 

 用想像力來豐富生活：我們常聽說「危機就是轉機」，雖然因為疫情讓大家無法出門，

必須整天「緊密」黏在一起，或許讓親子能有更親密互動的機會，疫情過後將成為

最美好的回憶喔！ 

 

https://www.parenting.com.tw/article/5089721?utm_source=Baby.FB&utm_medium=social&utm_campaign=cp-f2-editor-5089721-210517
https://heho.com.tw/archives/174464
https://heho.com.tw/archives/1744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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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聽唸唱童謠及律動 

  透過簡單的聽唱簡單重複句型的兒韻，建立寶寶的語音韻認知

（Phonological Awareness）。要如何實際操作呢？在家我們可以這樣做……。 

 聽歌、唸唱兒歌、手指謠等 

 唸唱時可放慢速度，讓小孩聽聽不同的語音變化 

  當然除了兒韻外，也可以和寶寶進行律動活動喔！這邊推薦《SMART聰明

寶寶從五感律動開始》一書，分不同年齡層一步一步指引家長如何與寶寶互動，

是一本非常實用的書喔！ 而《親子玩身體》一書則是由雲門舞集舞蹈教室編輯，

透過身體和孩子一起律動。如果不想跑圖書館一趟借書，也可以借閱電子書喔！ 

 

 

 

 

   

 

 

 

 

 

 

 

 

 

 

  在兒謠方面，目前有許多線上免費資源可以選取。學齡前的孩子都是從生活

書名：《SMART聰明寶寶五從感律動開始》 

作者：瑪格麗特‧薩塞 

出版社：遠流出版社 

 

區分不同年齡層一步一步指引家長如何與寶寶互

動，是一本非常實用的書喔！ 

書名：《親子玩身體》 

作者：文/楊孟瑜；圖/雲門舞集舞蹈教室；編輯/

楊孟瑜；策劃/雲門舞集舞蹈教室；採訪/楊孟瑜 

出版社：遠流出版社 

 

從自己與身體的關係出發，談擁抱、呼吸、重心、

安靜、專注、跌倒，再擴及孩子與父母、玩伴間的

關係，談親密、陪伴。培養孩子的身體感，體會動

靜皆宜的自在快樂！ 

https://search.books.com.tw/search/query/cat/all/adv_author/1/key/%E7%91%AA%E6%A0%BC%E9%BA%97%E7%89%B9%E2%80%A7%E8%96%A9%E5%A1%9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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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中開始學習。這裡推薦《台灣水果童謠》，除了讓幼兒唸唱外，也可藉此讓

孩子認識水果喔！如果家中剛好有水果，可拿實物讓孩子聞聞水果的味道(嗅覺)、

感受摸摸水果的感覺(觸覺)，進一步可讓孩子嚐嚐水果唷(味覺)。 

TIPS：在與孩子互動前，記得每樣食物的衛生清潔喔！ 

 

 

 

 

 

 

 

我們也可以透過書本認識臺灣原生動植物。這裡特別介紹《台灣動物來唱歌》，

本書以臺灣原生動植物與自然環境發想，效法里山倡議精神，將主軸分成森林、

河川、淺山、淺海等 4 大主題，共 8 種臺灣原生動植物生態，創作全新台語童

謠，並搭配歌謠內容繪製兒童繪本。用臺灣的語言，介紹臺灣的自然環境和原生

動物，喚醒母語的文化內涵與趣味性，進一步以母語認識生態。 

 

 

 

 

 

 

 

 

 

書名：《台灣水果童謠》 

作者：林心智 

出版社：開朗雜誌 

介紹臺灣常見 20種水果，並配合水果童謠，讓幼

兒唸唱外，藉此讓孩子認識水果喔！ 

書名：《台灣動物來唱歌》 

作者：周俊廷、周定邦 

出版社：前衛出版社 

本書內容分成森林、河川、淺山、淺海等 4大主

題，共 8種臺灣原生動植物生態，並搭配歌謠內

容繪製兒童繪本。可以嘗試和孩子用臺灣的語言，

認識臺灣的自然環境和原生動物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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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端書庫： 

台灣雲端書庫 (ebookservice.tw) 

點選雲端書庫後，選擇您所屬縣市，就可以開始查找並借閱電子書囉！ 

 

如果還沒有借閱證怎麼辦呢？ 

路徑 1：請洽您所屬圖書館趕快辦理一張借閱證吧！ 

路徑 2：直接線上辦理國臺圖借閱證： 

全部館藏 - 網路辦證 (ntl.edu.tw) 

 

https://www.ebookservice.tw/
https://cis.ntl.edu.tw/F/UQEEIVUQC3GVJD1MB1L1GT8685DMUG4B7IA3183IT4RNANR69M-17510?func=file&file_name=net-bor-new&pds_handle=GUEST
https://cis.ntl.edu.tw/F/UQEEIVUQC3GVJD1MB1L1GT8685DMUG4B7IA3183IT4RNANR69M-17510?func=file&file_name=net-bor-new&pds_handle=GU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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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動手塗鴉發揮想像 

「學寫字」是幼兒的一種自發性探索遊戲，應多鼓勵幼兒畫圖和塗鴨(李坤

珊，2009)。但或許有家長認為幼兒手部肌肉發展不完全，這麼早就學寫字不好。

然而，這裡所指的並不是讓幼兒「學寫字」，而是鼓勵讓幼兒發揮想像力盡情塗

鴉，鼓勵幼兒動手做，畫畫、做家事都是很好的運筆預備動作(李坤珊，2009)。 

如果您想和孩子一起畫畫，卻不知道要畫什麼或是不知道如何下手，這裡

介紹動手塗鴉系列《交通工具》、《水果蔬菜》、《神奇畫畫 16掌》及《香蕉阿奇》，

只要準備畫紙及蠟筆(或其他安全檢驗的畫筆)等，就可以開始和孩子一起徜徉塗

鴉世界囉！ 

 

 

 

 

 

 

 

 

 

 

 

 

 

 

 

 

也可以和孩子玩自畫像、模仿畫繪本的動物或水果等。重點不在於要求圖畫的完成度，而是讓

孩子在過程中體驗動手畫的樂趣。此外，父母的陪伴也是很重要的喔！鼓勵父母一起參與，享

受親子動手畫的美好時光！ 

 好文傳送門： 

(1)李坤珊：如何幫幼兒做運筆練習？｜親子天下 (parenting.com.tw) 

(2)幼兒學寫字的迷思｜親子天下 (parenting.com.tw) 

https://www.parenting.com.tw/article/5067640?rec=i2i&from_id=5020397&from_index=3
https://www.parenting.com.tw/article/50203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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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插畫大師-艾瑞卡爾 Eric Carle 

＂It’s a book you can play with, and a toy you can read＂ 

 

  Eric Carle 創作的繪本，不單只是書，而是你可以玩的書、可以閱讀的玩

具。或許您沒聽過艾瑞卡爾(Eric Carle)，但或許有看過或聽過「好餓的毛毛蟲」

(The Very Hungry Caterpillar)，這本書是艾瑞卡爾的經典之作，也是童書界

非常熱門的一本書。艾瑞卡爾(Eric Carle)於 2021 年逝世了，雖然無法再見新

的創作，但我們依然可以回味他為我們所留下的經典！ 

  1929年艾瑞卡爾(Eric Carle)出生於美國紐約，6歲時與家人移居到德國生

活，在德國受教育，畢業於有名望的藝術學院 Akademie der bildenden Künste。

但他非常想念小時候在美國的生活，於是在 1952年回到美國。一開始並不是從

事童書創作工作，而是在紐約時報擔任平面設計師、廣告公司的藝術總監等。 

  「1,2,3 to the Zoo」是他的第一本原創童書，隨後又出版了著名的「好餓

的毛毛蟲」(The Very Hungry Caterpillar)，這本書被翻譯成 66 種語言，銷

量超過 5000萬冊。Eric Carle一生出版逾 40種書，是留給大人小孩挖掘童趣

的珍寶。 

 

 

 

 

 

 

 更多的艾瑞卡爾(Eric Carle)傳送門 ： 

(1) 《好餓的毛毛蟲》繪本動畫搶先看！ 

(2) 《好餓的毛毛蟲》創作過程 

(3) 免費學習資源傳送門(還有教你拼貼畫喔！) 

(4) 更多有關艾瑞卡爾(Eric Carle)故事及有趣活動素材  

https://eric-carle.com/resources/
https://eric-carle.com/media-gallery/photos/
https://eric-carle.com/resources/downloads-and-activities/
https://eric-carle.com/about-eric-carle/eric-carles-biogra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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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處處是說故事題材 

在培養幼兒早期閱讀素養中，「認識印刷品（Print Awareness）」是重要

的技能之一。引導幼兒注意生活中各種的印刷品文宣、廣告單、書籍等，知道如

何拿書、知道閱讀的順序等。但要如何建立此技能呢？ 

 使用厚板的繪本(board book)，可嘗試讓小孩自己拿書、當一起閱讀的時

候可以鼓勵小孩翻頁 

 閱讀時，有時候可以手指文字的方式。就算沒有閱讀時，生活中讓小孩認識

印刷品，如信件、日曆、卡片、廣告單等，也是很好的方式喔！透過生活化

圖片或文字，以「對話式共讀」方式跟孩子聊聊天說故事吧！  

 

 

 

 

 

 

 

 

 

 

 

 

 

 

 

 

 

0~3 歲是語言發展的重要時期，此時並不是給孩子繪本就結束了，而是能提供孩子豐富的語

彙。「對話式共讀」(dialogic reading)就是最好的方式，親子之間共同閱讀，相互分享閱讀，

在此過程中營造有趣的對話、分享經驗，一來一往等方式，翻轉傳統封閉式的問答及單向的聽

故事有所不同。 

 更多「對話式共讀」(dialogic reading) 傳送門： 

(1) 親子對話式共讀技巧分享 ｜ 看健 x 陳宥達醫師 – 台灣展臂

閱讀協會 (readthroughtaiwan.org) 

(2) 親子「對話式共讀」七項心法，增進孩子語言發展｜

親子天下 (parenting.com.tw) 

https://readthroughtaiwan.org/2020/06/06/%E8%A6%AA%E5%AD%90%E5%B0%8D%E8%A9%B1%E5%BC%8F%E5%85%B1%E8%AE%80%E6%8A%80%E5%B7%A7%E5%88%86%E4%BA%AB-%EF%BD%9C-%E7%9C%8B%E5%81%A5-x-%E9%99%B3%E5%AE%A5%E9%81%94%E9%86%AB%E5%B8%AB/
https://readthroughtaiwan.org/2020/06/06/%E8%A6%AA%E5%AD%90%E5%B0%8D%E8%A9%B1%E5%BC%8F%E5%85%B1%E8%AE%80%E6%8A%80%E5%B7%A7%E5%88%86%E4%BA%AB-%EF%BD%9C-%E7%9C%8B%E5%81%A5-x-%E9%99%B3%E5%AE%A5%E9%81%94%E9%86%AB%E5%B8%AB/
https://www.parenting.com.tw/article/5086697
https://www.parenting.com.tw/article/50866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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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ogle AR動物 

  在這邊也要推薦大家一個有趣的 Google小功能，您可以在手機上從 Google

網頁搜尋動物名稱，您就能在搜尋結果中，點選透過 3D模式檢視動物，還可以

進一步點選「在你的空間查看」，利用擴增實境技術，讓動物們彷彿真的出現在

家中喔！快結合這些栩栩如生的動物，即興編一個有趣的小故事和小孩同樂吧！ 

有哪些手機可以支援、如何操作、能找哪些動物？請點以下操作傳送門查看。 

 操作傳送門：在 Google 搜尋中體驗 3D 和擴增實境 

 

  

 

https://support.google.com/websearch/answer/9817187?hl=zh-Hant&co=GENIE.Platform%3DiOS&oco=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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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繪本影音及動畫 

在疫情期間，孩子們最難過的想必是沒辦法進到圖書館聽故事，為了因應這

樣的渴望，許多圖書館都有推出繪本說故事影音或動畫，讓孩子們可以在圖書館

的說故事活動再次啟動前，仍能聽聽好聽的故事。一起看看究竟有哪些吧！ 

 國立臺灣圖書館─手語繪本 

國立臺灣圖書館為提倡閱讀平權，特地製作電子手語繪本，適合大小朋友一

起來閱讀喔！在閱讀過程中也可以機會教育，或許有孩子會好奇什麼是「手語」？

影片中的人比來比去是什麼意思？這時候也可以機會教育，讓孩子知道其實我們

身邊有些人無法聽見外界的聲音，認識及尊重他人。目前 Youtube平臺共計 22

本手語繪本書，歡迎大小朋友一起來認識不一樣的繪本吧！ 

 傳送門：手語專區 - YouTube 

 

 

 

 

 

 

 

 

 

 

 

 

 

https://www.youtube.com/playlist?list=PLaw6szoDmg5Oxk389Qqcgeod1h9y_NC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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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北市立圖書館─新北 E書房 

因應疫情影響，新北市立圖書館特推出新北 E書房，彙整了許多線上資源

供民眾利用，當然也包括了說故事活動，還有首長說故事與名人說故事的影片可

以觀看，趕快帶著孩子們看看他們如何說故事的吧！ 

 傳送門：新北 E書房（說故事） 

 臺中市立圖書館─線上圖書館 

臺中市立圖書館在 2020年時拍攝了一系列豐富的嬰幼兒閱讀推廣影片，除

了說故事與劇團表演外，還有說故事秘笈與父母成長講座讓家長參考喔！ 

 傳送門：2020 臺中市 Bookstart閱讀起步走-小手翻翻一起讀線上圖書館 

 臺南市立圖書館─線上故事屋 

一直待在家，你累了嗎？臺南市立圖書館陪您一起帶小孩，集結了數十部說

故事老師生動活潑的說故事影片，想必能吸引孩子們的目光唷！ 

 傳送門：阿哲陪你帶小孩─線上故事屋 

 高雄市立圖書館─線上聽故事 

叩叩叩！故事外送抵達囉！高雄市立圖書館讓您在家也能與孩子一起線上

聽故事！ 

 傳送門：Stories knock knock！故事敲敲門 2.0！ 

 

 台江臺語繪本 

台江國家公園是首座都市型國家公園，這幾年出版了許多繪本動畫，讓大小

朋友輕鬆讀台江！目前共有 8部繪本動畫，趕快來瞧瞧吧！ 

 傳送門：台江繪本影音動畫 - YouTube 

 

 

 

https://search.tphcc.gov.tw/eLibrary/multiplehtml/232e6ef8fa764006bd87095b83e811cf
https://www.library.taichung.gov.tw/public/gallery/index-1.asp?Parser=99,20,574,,,,,174,,,,21#txt1
https://www.youtube.com/playlist?list=PLg2sFHmp2rAT0cwH9gUQCzNikYYRkN1TA
https://www.ksml.edu.tw/video/index.aspx?Parser=17,4,1235,39
https://www.youtube.com/playlist?list=PLB6KKXi3atftgmJuP0CkZz4Z9nKyyNS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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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部─兒童文化館 

在兒童文化館，您可以與孩子

一起聽書、聽唱兒歌，也能在

集結了各家出版社精選繪本的

「繪本花園」中，找到屬於您

與孩子的那本書！ 

  
 傳送門：繪本花園 

https://children.moc.gov.tw/animate_list?typ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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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爸媽放輕鬆~今晚，我想來點視聽覺的享受 

疫情嚴峻時期，在家要照顧小孩又要辦公、做家事，累了嗎？爸爸媽媽還有

阿公阿嬤們辛苦了！除了照顧家人，也要照護自己的身心靈喔！圖書館有許多免

費資源可以取用，為您介紹「電影放輕鬆」及「音樂放輕鬆」免費資源喔！ 

 電影放輕鬆 

想來場電影但卻又苦無法出門嗎？「教室電影院公播大平台」能滿足您的願

望！可以選擇國片、亞洲片、歐美片、紀錄片、動畫片等，等著你來挖寶喔！ 

 

 

 

 

 

 

 

 

 

 

 

 

 

 

 

 

 

 

 

 

持有圖書館帳號就可以使用喔！ 

路徑 1：國立臺灣圖書館 

國立臺灣圖書館電影院 

(visionmedia.com.tw) 

路徑 2：公共圖書館區域資源中心

電影院 

公共圖書館圖書資源共享服務平

台 (ncl.edu.tw) 

https://ntl.app.visionmedia.com.tw/video
https://ntl.app.visionmedia.com.tw/video
https://rrcils.ncl.edu.tw/nclrrcc/RRCrq?ACTION=UR,PAGE,ctitle_movie_login
https://rrcils.ncl.edu.tw/nclrrcc/RRCrq?ACTION=UR,PAGE,ctitle_movie_log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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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樂放輕鬆 

「NAXOS Music Library」資料庫典藏豐富的音樂，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

線上古典音樂圖書館，超過 16萬張 CD，200多萬首曲目。 

 

Categories>>選擇你想要的分類>>挑選專輯(Album)>>select all>>播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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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孩子的心靈照護 

疫情當下造成我們無法像以前那樣如常生活，出門必須戴口罩、與人的交往

必須有社交距離、許多公園的遊具也沒有開放……。再加上疫情嚴峻時期無法出

門的窘境，這些改變，您有觀察到孩子心靈上的需求嗎？有時候，在意的不只是

知識，更要關照身心靈的健康。針對不同年齡層孩子，提供疫情中家長可以應用

的關鍵引導(嚴淑珍，2020)： 

1-3歲 

此年齡層的孩子，家長沒有必要特別去告訴孩子疫情的事。最大的課題是如

何有效地限制電視媒體以及資訊。保持一樣的生活作息，即使不能上幼兒園，但

是也盡量保持作息時間，比如說睡覺，起床，吃飯。 

3-6歲 

學齡前孩童有二大特徵：第一是自我中心，沒有辦法從別人的角度來看事情，

第二是中心主義，孩子只看到事情結果完全忽略過程。因為兒童在知識發展上有

限，所以更需要利用繪本來告訴孩子他們可以接受的事實。並且更要著重在社會

情緒發展這方面，讓孩子有信心，不會恐懼害怕，對這個年齡層的孩子來講至關

重要。 

臺大兒家中心整理了有關於新冠肺炎幼兒可能會問你的問題，包含「如果我

得到了這個病會怎麼」、「如果爺爺奶奶/阿公阿嬤得到了這個病會怎樣」、「這個

新冠肺炎會持續多久」及「為什麼我們不能出去玩/去上學」等。趕快來看要如

何回應比較好呢？ 

 好文傳送門：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信託慈善基金會兒少暨家庭研究中心 (ntu.edu.tw) 

掌握與各階段年紀孩子談「新冠肺炎」的關鍵｜親子天下 (parenting.com.tw) 

 

https://youtu.be/OinqFgsIbh0
https://youtu.be/OinqFgsIbh0
https://cfrc.ntu.edu.tw/index.php?menu=%E7%9F%A5%E8%AD%98%E7%99%BE%E5%AF%B6%E7%AE%B1&title=%E9%97%9C%E6%96%BC%E6%96%B0%E5%86%A0%E8%82%BA%E7%82%8E(COVID-19)%E5%B9%BC%E5%85%92%E6%9C%83%E5%95%8F%E4%BD%A0%E7%9A%84%E5%95%8F%E9%A1%8C
https://www.parenting.com.tw/article/5085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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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父母的閱讀課 

如果想要對於親子共讀更進一步了解，不彷借本書仔細品味，「嬰幼兒閱讀

指導影片」及有聲書《親子共讀處方箋》都是不錯的選擇喔！ 

 嬰幼兒閱讀指導影片 

國立臺灣圖書館在 2020年針對嬰幼兒閱讀拍攝了四單元影片，讓家長透過

短短的影片快速了解為什麼要共讀及如何共讀。 

 影片傳送門： 

單元一、為什麼要與嬰幼兒親子共讀？ - YouTube  

單元二、認識嬰幼兒閱讀行為與閱讀材料 - YouTube 

單元三、親子共讀常見問題 QA（完整版） - YouTube 

單元四、如何布置我與寶寶的幸福角？ - YouTube  

 

 110年《閱讀起步走》閱讀手冊 

 

如何和學齡前的孩子共讀呢？本手冊由

國立臺灣圖書館彙整專家資源，並提供

110 年嬰幼兒圖書清單作為您挑選與孩

子共讀時的圖書參考，還有專家特地為每

一本書撰寫的推薦文喔！ 

 

 線上閱讀傳送門： 

110年《閱讀起步走》閱讀手冊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yYmP5-rm94&list=PLaw6szoDmg5PgCA3PlUGriwigvAqXoU2I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6sb3YAD3jfc&list=PLaw6szoDmg5PgCA3PlUGriwigvAqXoU2I&index=2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Yzfzs-YaW8&list=PLaw6szoDmg5PgCA3PlUGriwigvAqXoU2I&index=3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4aEZs3OvMwQ&list=PLaw6szoDmg5PgCA3PlUGriwigvAqXoU2I&index=4
https://wwwacc.ntl.edu.tw/public/Attachment/1671514132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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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認識早期素養 

如何培養幼兒早期閱讀素養 6大技能呢？透過讀寫說唱玩就是很好的實踐

方法。「遊戲」是孩子的天性，以好玩遊戲式引導孩子學習是最有效的途徑唷！ 

6大技能是什麼 Early Literacy Six Skills？ 

 愛好（紙本）閱讀（Print Motivation）：對書籍感興趣且喜歡書籍 

 如何建立此技能？ 

 選一本大人小孩都喜歡的書 

 盡情享受閱讀 

 如果過程中孩子感到無趣的時候，可以隨時停止或改變方式，因為重點

在於激起孩子的閱讀興趣，而非閱讀的長度，或一定要把書本讀完，重

點在於大人小孩都能享受閱讀。 

 

 認識印刷品（書籍）（Print Awareness）：注意生活中各種的印刷品文宣、

廣告單、書籍等；知道如何拿書；知道閱讀的順序等。 

 如何建立此技能？ 

 使用厚板的繪本(board book)，可嘗試讓小孩自己拿書、當一起閱讀

的時候可以鼓勵小孩翻頁 

 有時候閱讀時，可以手指文字 

 就算沒有閱讀時，生活中也可以讓小孩認識印刷品，如信件、日曆、卡

片、廣告單等。 

 

 語音韻認知（Phonological Awareness）：聽唱簡單重複句型的兒韻 

 如何建立此技能？ 

 聽歌、唸唱兒歌、手指謠等 

 唸唱時可放慢速度，讓小孩聽聽不同的語音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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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詞彙發展（Vocabulary Development）：認識詞彙。當小孩詞彙量較大時，

也比較容易讀懂書中的故事內容。 

 如何建立此技能？ 

 多和孩子聊天交談 

 使用父母擅長的語言(母語) 

 多使用正向語言(如避免使用「不」等負向語言) 

 閱讀繪本，因為故事詞彙與口語非常不同 

 

 敘事認知（Narrative Awareness）：能描述一件事情、說故事、了解事件

的順序、預測事件等。 

 如何建立此技能？ 

 鼓勵開放式對話，而非封閉式「是」或「否」的交談方式 

 讓小孩猜猜故事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 

 閱讀沒有文字的繪本，鼓勵小孩發揮想像說故事 

 生活中可以進行指物命名遊戲 

 

 認識文字（Letter Knowledge）：能了解不同文字形狀中的差異。 

 如何建立此技能？ 

 閱讀字母書(英文)或唱兒歌 

 認識不同形狀、字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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