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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英文拼字是幼兒學習英語的必經

階段。幼兒能準確地拼出英文生字是

需要綜合各方面的能力 (例如：聽覺辨

識能力和視覺記憶能力等)。

　　這本小冊子的主要目的是與家長

分享一些教導幼兒英文拼字的策略，

使幼兒能夠準確地拼出英文生字，從

而增強他們閱讀英文的理解力和流暢

度。

編輯：梁寶琴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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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英文拼字發展里程概覽

年齡 發展階段 拼字方法   

約3 - 5歲
字母拼讀前期   

(Prephonic  
spelling stage)

‧以塗鴉方式，使用符號來拼字。 

 例如：用形狀、數字或字母來
拼字。   

約4 - 6歲
準語音拼字期   
(Semiphonetic 
spelling stage)

‧能拼出單字中的一個或兩個字
母，而最常見拼出是單字中的首
個或／和最尾的字母。   

約5 - 7歲
語音拼字期   
(Phonetic 

spelling stage)

‧ 以創意拼字 (Invented  spelling)
方式，依據語音來拼字。

 例如：將 beautiful 拼成 butifo。

 [若兒童仍未完全掌握字母與發音
的對應關係，他們便會容易拼錯
字，尤其是單字中的母音 (Vowel)
字母，例如：將 bad 拼成 bed。]  

‧亦會憑着對字形的視覺記憶來拼
字。  

約6 - 11歲
拼字過渡期   

(Transitional  
spelling stage)

‧以自行發展出來的方式，依據
視覺記憶或拼字組型來拼字。

例如：當兒童學過拼字組型   
“-ook”，他們便容易拼出類似
的生字 “look”、   “book” 等。   

11歲以上
獨立拼字期   

(Independent   
spelling stage) 

 ‧應用多種拼字方式。  

‧運用核對技巧來檢查拼字。



 

 

 

  

 
  

 

 

 

 

 

 

 

 

   

英文拼字的先備能力和知識

　　幼兒學習英文拼字之前，宜先具備有基本的能力，尤其
是聽覺辨識能力和視覺記憶力。此外，他們若有以下的大小
楷英文字母知識，更可促進他們發展英文拼字能力。 

1. 字母的形狀 (Letter shape)
2.字母的名稱 (Letter name)
3.字母的發音 (Letter sound)
4.字母與發音的對應關係 (Letter-sound correspondence)

　　有關教導幼兒辨識英文字母和英文生字的策略，可參閱
以下本署出版的小冊子：

1. 寫英樂滿紛
h˜ps://www.swd.gov.hk/doc/rehab/rehab-ABC-wholebk.pdf

2.英文認字樂滿紛
h˜ps://www.swd.gov.hk/doc/RMB/Fun%20with%20English%
20Word%20Recognition-SWD_Alphabet_v2.pdf  

備註：
基於每位幼兒的成長和學習環境不同，他們的英文拼字能力發展

與所述概覽可能有些差異，但不足為奇。倘若他們的拼字能力表

現明顯落後於同齡的幼兒，家長可向老師或職業治療師查詢。

https://www.swd.gov.hk/doc/RMB/Fun%20with%20English%20Word%20Recognition-SWD_Alphabet_v2.pdf
https://www.swd.gov.hk/doc/rehab/rehab-ABC-wholebk.pdf


 
 

 
 

 

 

 

 
 
  

 

 

 

 

 

 

 

 

 

 

 

 

適合幼兒拼讀／拼寫的英文生字

　　家長可從以下的範疇裏選擇合適的英文生字作為教材
來培養幼兒對拼讀／拼寫英文的興趣。 

• 幼兒喜愛的事物／活動
[例如：洋娃娃 (doll)、繪畫 (drawing)] 

• 幼兒的日常生活流程
[例如：進食 (eating)] 

• 幼兒英文繪本或讀本 

• 幼兒現正研習的課題 

• 幼兒經常拼錯的英文字詞 

• 學前常見的視覺字
(請參閱本署出版的小冊子「英文認字樂滿紛」裏
的附錄一)



 
 

 
 

 
 

 
 

 

 
 

 

 
 

 

 

 
 

 

 
 

 

英文拼字教學知識

　　英文拼字教學內容大致可分為四類知識： 

1. 視覺知識 (Visual knowledge) 
-  字詞的形態和其字母組合 

2. 音韻知識 (Phonological knowledge) 
-  字詞的音韻結構，例如：音節、音素等  

3. 詞素知識 (Morphological knowledge) 
-  字詞的結構和意思 

4. 詞源知識 (Etymological knowledge) 
-  字詞的起源和歷史



英文生字 字的形態 字母組合 字的特徵  

apple 
(蘋果   ) a, p, p, l, e 

字裏有相同的字母   

(兩個 p) 

pear
  (梨 ) p, e, a, r 字裏有字   

 (ear 或 pea) 

pineapple 
  (鳳梨 ) 

p, i, n, e, 
a, p, p, l, e 

複合字    
[由兩個單字    

(pine 和 apple) 
組合而成   ] 

 

 

 

英文拼字策略  

　　透過多觀察英文生字的

5.1) 視覺策略
形態、字母組合和字的特徵來加

深視覺記憶力，從而幫助拼字。

例如：

備註： 

• 可選用不同的顏色或字型來展示生字的特徵，有助拼字。 

• 想瞭解複合字 (Compound word)，可參閱本冊子第9頁。



 

 

 
 
  

  
 
  

 
 

 

 

  

 
 

 

 

 

 
 

 
    

 

 

 

 
 

 

  

 
 

 

 

 

 
 

 
    

 

 

 

 
 

5.2)  音韻策略
　　透過多聆聽和辨識英文語音來加強音韻覺識能力 (包括：
字、音節、首音和尾韻、音素等的覺識)，從而幫助拼字。 

i) 字覺識 (Word awareness)：聽辨字詞
例如： A tall man has a small football. (這句子裏有七個字 )

ii) 音節覺識 (Syllable awareness)：聽辨字的音節
例如： ball (這個字有一個音節)

football (這個字有兩個音節： foot/ball) 

iii) 首音和尾韻覺識 (Onset-rime awareness)：
聽辨字的首音和尾韻
例如： tall 和 small (這兩個字有相同的尾韻)

首音 尾韻 
t all 

sm all 

iv) 音素覺識 (Phoneme awareness)：聽辨字的音素
例如： man (這個字有三個音素： /m/、 /a/、 /n/)

備註： 
• 字母拼讀法 (Phonics)：一種運用英文字母／字母組合與發音的對應關

係來拼讀的方法。

• 音韻覺識能力：一種有關辨識和操控語音的能力。它是學習字母拼讀法
所需的其中一種基本能力。

• 首音 (Onset)：每個音節中母音 (Vowel) 之前的子音 (Consonant) 或子
音群。

• 尾韻 (Rime)：每個音節中母音和母音後面的子音或子音群。



             

 

  

 

 

 

 

   

   

  

 

  
    

    

 

 

 

   

   

  

 

  
    

    

5.3)  詞素策略
　　透過分析和理解英文字詞的結構和意思來幫助拼字。 

i) 複合字 Compound word

例如：

Compound word

cupcake cup cake 
(杯形蛋糕 ) (杯 )

+ 
(糕 )

toothbrush tooth brush 
(牙刷 ) (牙齒 )

+ 
(刷 )

ii) 字首 Prefix 、字尾 Suffix

例如：
Prefix Suffix 

reassessment re + assess ment 
(再次評估 ) (再次 ) (評估 )

+ 
(狀況 )

unhelpful un help ful 
(不幫助的 ) (不 ) 

+
(幫助 )

+
(充滿的 )

備註：
想瞭解更多複合字、字首和字尾，可瀏覽以下網頁： 

• h˜p://www.firstschoolyears.com/literacy/word/word.htm

http://www.firstschoolyears.com/literacy/word/word.htm


 

 

 

 

 

 

 

5.4)  詞源策略
　　透過瞭解英文字詞的起源、歷史和意思來幫助拼字。

　　其實現今很多常見的英文字都是由其他國家的語文 (例如：
希臘文、拉丁文) 演化而來。以下是一些例子：

     Telephone (電話 )：
     這個字源於希臘文

[由 “tele” (遙遠的) 和

 “phon” (聲音)

   組合而成。]

   Transport (運輸工具 )：
這個字源於拉丁文 

[由 “trans” (橫過) 和

“port” (運送) 組合而成。]

備註：
想瞭解更多英文字詞的起源和典故，可瀏覽以下網頁： 

• h˜ps://www.etymonline.com
• h˜ps://www.merriam-webster.com

https://www.merriam-webster.com
https://www.etymonline.com


 

  

  

      

    

  

 

 

 

 

 

 

 

 

 

 

 

 

 

 

 

5.5)  多感官策略
　　運用多種感官 (例如：視覺、聽覺、動覺) 活動來幫助拼字。 

以下是透過多感官活動來幫助幼兒認拼英文生字  “pan-
cake”(班戟)：

pancake pan cake 
(班戟) (平底鑊) + (糕)

i) 視覺： 觀察英文字 “pancake”

ii) 聽覺： 聆聽／朗讀英文字 “pancake” 的讀音；

聆聽故事 (例如： “The Pancake” )；

高唱兒歌 (例如： “Mix a Pancake” )

iii) 嗅覺： 嗅聞班戟

iv) 味覺： 品嚐班戟

v) 動覺： 用手觸摸班戟；

用手指臨摹紙上的英文字 “pancake”；

用朱古力筆在班戟上寫出英文字 “pancake” 



  

 

 

 

5.6) 助記符策略
　　對於經常或容易拼錯的英文生字，家長可以引導幼兒創
作助記符 (例如：口訣、圖像) 來幫助認記和拼出該字。

　 　 以 下 運 用 了 口 訣 和 圖 像 來 提 示 幼 兒 拼 出 英 文 生 字  
“Family”  (家庭)：

口訣： 

Father and mother I love you.

(將這句子裏每個單字的首字母組合起來便成 “Family”。)

圖像：



       

英文拼字活動   

6.1) 英文拼字活動宜多元化，以配合幼兒
各方面的能力發展。

大肌肉活動：將波擲向貼有字母 “GRAPE” 的標靶上

小肌肉活動：穿繩入字母洞洞板來拼出生字 “DOG” 



  

智能活動：砌字母卡來拼出生字 “duck” 

自理活動：用匙舀字母珠粒來拼出生字 “cake” 

社交活動：齊來用字母朱古力塊拼出生字，例如： “EAR” 



 
  
 

 

 

 

 

 

 

6.2) 英文拼字活動宜融入幼兒的日常生活裏。

(教導幼兒唱兒歌時，可引導他們瞭解和分析歌詞。
例如：歌詞裏的英文字  “boat” 有幾多個音節？

歌詞裏哪個英文字與  “stream” 有相同的尾韻？
這些提問和分析可加強幼兒的音韻覺識能力。  )

(鼓勵幼兒使用循環再用的字母貼紙來看圖拼字，

聆聽和高唱英文兒歌

閱讀英文圖書

例如：拼貼 “rainbow”。)

閱讀英語圖解字典



 

拼砌英文名

拼貼有關品德的英文標語
 (例如：拼貼標語 “SMART”) 

拼寫英文賀卡／書簽



用英文寫行事曆或活動表

用英文寫獎勵表



拼寫購物清單
 (購買食物前，鼓勵幼兒

聆聽食物的英文讀音和拼寫食物的英文名稱。)

拼寫日誌



 

  

 

 

  

 

6.3) 英文拼字活動宜以遊戲方式進行。
　　家長可因應幼兒的學習興趣和進度而設計英文拼字遊戲
活動或習作來鞏固幼兒的拼字知識。

　　例如：為了讓幼兒學習各種顏色的英文名稱，家長可設
計類似以下的遊戲來幫助他們擴展詞彙和温習拼字。

備註：
家長可運用免費網站
(例如：  h˜ps://worksheets.theteacherscorner.net)
來自製英文拼字遊戲 [例如： Word Search (尋字)、
Crossword (填字)、 Unscramble the Words (重組字詞)]，
讓幼兒在玩樂中學習拼字。

https://worksheets.theteacherscorner.net


 

      

附錄一： 英文拼字兒歌

家長可與幼兒一起創作英文兒歌來幫助拼字。

以下是將英文生字“  Rejoice”(歡欣) 填入“  Twinkle 
Twinkle Little Star”的曲調來改編而成的兒歌，供參考之用。



  

附錄二： 英文拼字規則

　　家長亦可教導幼兒應用英文拼字規則來幫助拼字。

　　以下是一些英文拼字規則，供參考之用。

備註：
想瞭解更多英文拼字規則，可瀏覽以下網頁：  

• h˜ps://en.oxforddictionaries.com/grammar/spelling

https://en.oxforddictionaries.com/grammar/spelling


 

 

  

 

 

 

附錄三： 「看、讀、臨摹、蓋、寫、校對」

　　「看、讀、臨摹、蓋、寫、校對」是一種常見的多感官教
學法，用來幫助幼兒認拼英文生字。

　　以下是運用了這種方法來教導幼兒認拼英文生字 “COW”
的活動範例，供參考之用。 

1. 看：引導幼兒觀看 “COW” 字的外形、字母組合和特徵

2. 讀：鼓勵幼兒聆聽 “COW” 的讀音和朗讀該字

3. 臨摹：讓幼兒用手指臨摹不同質感的 “COW” 字板，例如：

凹槽木質字板 凸點膠質字板



 

 

  

  

4. 蓋：遮蓋生字 “COW”

5. 寫：鼓勵幼兒憑記憶拼砌出／寫出生字 “COW”

6. 校對：讓幼兒校對所拼的字是否正確。

如果幼兒拼對了，給予他們讚賞。

如果幼兒拼錯了，給予他們回饋。



並繼續讓他們多玩以下活動來認拼生字 “COW”，例如：

拼砌字母圖卡 拼合字母方粒

轉動字母方粒 蓋字母印章／貼字母磁石塊／

將泥膠搓成字母

温習後，鼓勵幼兒再嘗試憑記憶拼砌出／寫出生字 “COW”。

總括而言，多透過遊戲活動來讓幼兒掌握各種拼字策略，
使他們瞭解英文的字形、字音和字義，有助他們準確地
拼讀和拼寫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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