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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子溝通技巧 – 五個秘訣

(1) 少問題

(2) 少指令

(3) 跟隨孩子的主導 (Child Directed Speech)

(4) 此時此地（Here and Now)

(5) 採用貓頭鷹技巧 (OWL)



甚麼是溝通？

人與人之間以
語言、文字、身體語言
互相傳遞及接收訊息的過程





有效的親子溝通好處多

增進彼此感情

營造良好語言環境

促進小朋友的說話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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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秘訣

(1) 少問題

(2) 少指令

(3) 跟隨孩子的主導 (Child Directed Speech)

(4) 此時此地（Here and Now)

(5) 採用貓頭鷹技巧 (OWL)



秘訣一：少提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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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玩緊咩呀
？

呢個咩嚟㗎？

你煮咩俾熊仔食呀
？你想擺喺邊呀

？

係A定係B？



秘訣二：少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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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栗米丫
！

幫BB沖涼洗
頭丫！

擺喺碗到！



秘訣三：由孩子主導 &
跟隨孩子的主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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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ld Directed Speech



秘訣四：此時此地 (Here & Now)

～1-4歲
～把語言和事物聯繫在一起

～脫離語境化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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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訣五：採用貓頭鷹技巧 (OWL):

• 觀察(Observe)

• 等待(Wait)

• 傾聽 (Listen)



望一望 (Obser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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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心觀察小朋友的舉動，加深對他們的了解。

原來小美鍾意踢波多過
玩公仔。



停一停 (Wa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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稍稍等一等，給予小朋友空間去思考和行動。



聽一聽 (Listen)

•留心傾聽

•不要打斷

•多模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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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OWL, 
如何製造更多機會讓孩子主導？

提供空間，讓孩子主動要求您
的幫忙
•放遠一點點

•只給一點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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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 ✓配合孩子的興趣，需要和能力
✓給予孩子溝通互動的機會
✓用心回應

✗說太多
✗問太多
✗幫太多

16



小結

(1) 少問題

(2) 少指令

(3) 跟隨孩子的主導

(4) 此時此地

(5) 採用貓頭鷹技巧 (OW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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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Conklin.C (2006). It Takes Two To Talk: A Parent‘s Guide to Helping 
Children Communicate. Toronto, Canada: Hanen Cent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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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溝通能力 及有效的互動策略

四個階段
1. 兩歲至兩歲半－活動一、二
2. 兩歲半至三歲－活動三
3. 三歲至三歲半－活動四
4. 三歲半至四歲－活動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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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兩歲至兩歲半
溝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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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能力 (2;00-2;06)
詞彙 1. 人名（例如：媽媽，爸爸）

2. 生活用品名稱（例如：叉，碗）
3. 身體部位名稱（例如：手，腳）
4. 形容詞（例如:___________ ）
5. 簡單方位詞（例如：呢度）
6. 否定詞（例如：唔…)

短句 1. 人物+動詞+物件（例如：兔仔 食蘋果）
2. 動詞+物件+人物（例如：俾 提子爸爸）
3. 動詞+物件+地方 (例如：____________）

問題 1. 二選一問題
2. 動詞+唔+動詞？
3. “有冇...?”

4. “...乜嘢?” (What question)

指令 1. 一個對比元素（攞蘋果）
2. 兩個對比元素（人物+動詞+物件)(兔仔 食蘋果） 21



理解能力 (2;00-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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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令：切蘋果



理解能力 (2;00-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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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對比元素：

指令：切 蘋果



理解能力 (2;00-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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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令：豬仔切蘋果



理解能力 (2;00-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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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個對比元素：

• 指令：豬仔 切 蘋果



表達能力 (2;00-2;06)
詞彙 1. 人名（例如：媽媽，爸爸）

2. 自己的名字
2. 動詞（例如：洗，抹，擺）
3. 簡單的形容詞（例如：熱，凍）

短句 1. 動詞+物件（例如：食 蘋果）
2. 動詞+人物（例如：俾爸爸）
3. 人物+動詞（例如：爸爸 擺）
4. 動詞+地方 (例如：擺 枱度）
5. 含有否定詞的雙詞短句，如：「冇水／冇糖」

問題 1. 動詞+唔+動詞？（例如：要唔要？）
2. 提高聲調發問（例如：媽媽？）

與成人溝
通的方法

1. 動作（例如：用手指指， 揮手，點頭，搖頭）
2. 面部表情（例如：笑，皺眉頭）
3. 眼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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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兩歲至兩歲半
有效互動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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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互動策略
聚焦刺激法 (Focused stimulation)

• 給予幼兒很多聆聽目標語言的機會，但不強迫幼兒
要講得絕對準確。

• 例如看見孩子玩車的時候，家長可以說：「車車，
玩車車。」

• 聚焦刺激法並不要求孩子跟隨，目的是提供更多的
語言輸入。

留意：

• 句子長度

• 孩子注視的玩具/物件 28



有效互動策略
聚焦刺激法 (Focused stimulation)
留意：

• ✔句子長短應符合孩子當前語言能力

• ✔時間性 (把語言和事物聯繫在一起)

• ✔與孩子一同玩耍，跟從孩子的意願

• ✔少問題 (如: 呢個咩嚟? 你玩緊咩? )

• ✔少指令 (如: 幫我切、你煮吖)

• ✘要求孩子立即回應或模仿 29



觀察+等待 +聆聽 OWL

OWL

Observe（觀察）：先觀察小朋友在把玩什麼玩
具或注意什麼東西

Wait（等待）：等待小朋友的反應(如手勢、表
情等)

Listen （聆聽）：留心傾聽，不要打斷，多模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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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兩歲半至三歲

31

溝通能力



理解能力 (2;06-3;00)

詞彙 1. 簡單的形容詞，如：大／細

2. 方位詞，如：上面／下面

短句 含屬有詞的短句，如：

「我嘅／你嘅／佢嘅／你隻杯呢？」

問題 1.「匙羹用嚟做乜嘢㗎？」(What-function questions)

2.「…(媽咪)做乜嘢？」(What-be-doing questions)

3.「…(爸爸喺)邊度？」(Where questions)

4. 「要邊樣？」(Which questions)

指令 1. 兩個對比元素，如：「擺橙喺碗度」

2. 三個對比元素，如：「喺袋度拎衫俾媽媽」
32



理解能力 (2;06-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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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令：「擺蘋果喺碟度」

這裡有多少個對比元素？



理解能力 (2;06-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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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令：「擺蘋果喺碟度」

答案：兩個對比元素



理解能力 (2;06-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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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令：「豬仔擺蘋果喺碟度」

這裡有多少個對比元素？



理解能力 (2;06-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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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令：「豬仔擺蘋果喺碟度」

答案：三個對比元素



表達能力 (2;06-3;00)

詞彙 1. 形容物件／人物的詞彙，如：「糟糟／靚靚／熱熱／凍凍」
2. 含「擁有」意思的詞彙，如：「…(哥哥／我)嘅」
3. 表示時態的詞彙「咗、未、緊」，如：「未去／洗咗」
4. 代名詞「我」
5. 連接詞「同埋」
6. 含「再次」意思的詞彙，如：「仲要／又食／再玩」

問題 1. 動詞+唔+動詞，如：「食唔食？」
2. 「乜嘢嚟㗎?」 (What question)

3. 「…(媽咪)做乜嘢？」(What-be-doing questions) 

語用 1. 社交用語，如：「多謝／拜拜／早晨／午安」

2. 用說話分享簡單感受及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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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達能力 (2;06-3;00) (續)
短句 雙詞短句及三詞短句的運用各佔一半

雙詞短句
1. 名詞+動詞，如：「媽咪食」
2. 名詞+補語，如：「湯湯好熱」
3. 名詞+地方，如：「哥哥喺房度」
4. 形容詞+名詞，如：「靚靚裙」
5. 副詞+動詞，如：「細細力」

三詞短句
1. 名詞+動作+名詞，如：「哥哥食雪糕」
2. 名詞+動作+地方，如：「我去公園」
3. 名詞+動作+體貌詞，如：「老師走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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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兩歲半至三歲

39

有效互動策略









1. 自行描述 (Self talk)

家長在與孩子玩耍時，描述自己在做的事情
例如：跟孩子一同玩耍時，家長可以描述自己的動作：
「媽咪切 / 食粟米 / 擺喺碗度 / 我飲橙汁 / 擺蘋果喺碟度。」

2. 平行描述 (Parallel talk)

可理解為旁述；家長在與孩子玩耍時，描述孩子
在做的事情
例如：跟孩子一同玩耍時，家長可以描述孩子的動作：
「小明切 / 飲牛奶 / 倒喺杯度 / 俾香蕉媽咪 / 用匙羹潷飯。」

✔增加孩子聆聽語言的機會
✔有助擴闊孩子的詞彙及句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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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描述 (Self talk) 及平行描述 (Parallel talk)



☞強調語言輸入和動作的配合，當孩子日後遇到類似的情況，就能自然地
應用出來

家長須留意：

✔句子長短應符合孩子當前語言能力

✔時間性 (把語言和事物聯繫在一起)

✔與孩子一同玩耍，跟從孩子的意願

✔少問題 (如: 呢個咩嚟? 你玩緊咩? )

✔少指令 (如: 幫我切、你煮吖)

✘要求孩子立即回應或模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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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描述 (Self talk) 及平行描述 (Parallel talk)

配合溝通能力
的發展進程



家長練習
✔句子長短

✔時間性

✔跟從孩子的意願

✔少問題

✔少指令

✘要求孩子立即回應或模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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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三：自行描述 (Self talk)



家長練習 – 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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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三：自行描述 (Self talk)

雙詞短句 三詞短句

「開 洗衣機」
「擺 喺洗衣機度」
「媽咪 掛」
「晾 衫/褲/帽」

「媽咪 洗 衫/褲/帽」
「媽咪 開 洗衣機門」
「擺 衫/褲/帽 喺洗衣機度」
「洗 綠色 帽」
「用 衫架 晾衫/褲/帽」



家長練習
✔句子長短

✔時間性

✔跟從孩子的意願

✔少問題

✔少指令

✘要求孩子立即回應或模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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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三：平行描述 (Parallel tal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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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三：平行描述 (Parallel talk)

家長練習 – 例子
雙詞短句 三詞短句

「除/著 衫」
「開 水龍頭」
「坐 喺浴缸度」
「搽 番皂」
「洗 手/腳/身」

「BB  除/著 衫」
「BB  坐 喺浴缸度」
「幫 BB  沖身」
「搽 緊 番皂」
「用 毛巾 抹身」



三、三歲至三歲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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溝通能力



理解能力 (3;00-3;06)
詞彙 1. 簡單的形容詞，如：高、矮、長、短

2. 簡單的方位詞，如：後面、前面

短句 不同的句子結構，如：

1. 人物+動作+物件，如：「妹妹食蘋果」

2. 人物+動作+位置，如：「哥哥坐喺櫈度」

3. 動作+物件+人物，如：「拋波俾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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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能力 (3;00-3;06)
問題 1.「食邊樣呀？」(which questions)

2.「邊個想玩？」(Who questions)

3.「買有幾多個？」(How many questions)

指令 1. 包含概念的三個元素指令，如：

「妹妹食兩個蘋果」、

「倒橙汁喺大杯度」、

「拋黃色波俾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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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能力 (3;00-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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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令：豬仔擺蘋果喺紅色碟度



理解能力 (3;00-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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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個包含概念對比元素：

• 指令：豬仔擺蘋果喺紅色碟度



表達能力 (3;00-3;06)
詞彙 1. 由1數至10

2. 形容物件／人物的詞彙，如：「長、短、高、矮、肥、瘦」

3. 方位詞「出面」

4. 連接詞「 ____________ 」

短句 較多三詞短句，開始發展四詞短句

1. 動詞+名詞+人物，如：「俾 水媽咪」

2. 動作+人物/物件+動詞短句，如：「用 筆畫車仔」、
「餵豬仔飲橙汁」、「請 同學食糖」

3. 動詞+名詞+地方，如：「_______________ 」

4. 人物+地方+動詞+名詞，如：「____________________ 」 54



表達能力 (3;00-3;06)
問題 1. 「你要邊樣呀?」(which question)

2. 「邊個食?」 (Who question)

3. 「媽咪喺邊？」(Where question)

4. 「爸爸做咩?」(What question)

5. 「呢個要嚟做咩架?」(What function)

語用 用說話提及過去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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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歲至三歲半

56

有效互動策略



擴張句子 (Expansion) 及伸展句子 (Extension)

• 擴張句子: 家長與孩子玩耍時，豐富孩子的說話
，加入不同的概念 (如：顏色、數量、大小等)，
或不同的句子結構 (如：人物、動詞、名詞)來擴
張句子

例如：孩子描述自己的動作：「俾的士媽咪。」

媽媽可以擴張句子為：「俾綠色的士媽咪。」

例如：孩子要求：「擺餅喺袋度。」

媽媽可以伸展句子為：「哦，媽咪擺餅喺袋度。」 57



擴張句子 (Expansion) 及伸展句子 (Extension)

• 伸展句子: 家長與孩子玩耍時，豐富孩子的說

話，按著孩子的說話內容，加添額外資料來伸

展句子

例如：孩子描述：「嗰度有狗仔。」

媽媽可以伸展句子為：「係喎，嗰度有狗仔喎，佢吠得好大

聲喎。」

例如：孩子要求：「我要飲水。」

媽媽可以伸展句子為：「食完餅，妹妹要飲水。」 58



擴張句子 (Expansion) 及伸展句子 (Extension)

有助增加孩子聆聽語言的機會，擴闊孩子的

詞彙及句式

強調語言輸入和動作的配合，當孩子日後遇

到類似的情況，就能自然地應用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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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留意：

• ✔句子長短應符合孩子當前語言能力

• ✔時間性 (把語言和事物聯繫在一起)

• ✔與孩子一同玩耍，跟從孩子的意願

• ✔少問題 (如: 呢個咩嚟? 你玩緊咩? )

• ✔少指令 (如: 幫我切、你煮吖)

• ✘要求孩子立即回應或模仿
60

擴張句子 (Expansion) 及伸展句子 (Extension)



活動四：擴張句子 (Expansion)

情境: 食茶點
• 孩子: 「去廚房攞碟。」
• 家長: 好呀，去廚房攞______碟。
• 孩子: 「俾碟豬仔。」
• 家長: 哦，俾______碟豬仔。
• 孩子: 「擺腸仔喺碟度。」
• 家長: 係喎， ________________ 。
• 孩子: 「用叉食腸仔。」
• 家長: 嗯，________________。

61

加入不同概念 (如: 顏色、數量、大小、味道)



活動四：擴張句子 (Expansion)

情境: 做手工
孩子: 「入房攞筆。」
家長: 好呀， ______入房攞筆。
孩子: 「我畫心心。」
家長: 係喎，你用_________喎。
孩子: 「媽咪貼心心。」
家長: 好呀，媽咪貼心心喺_________。
• 孩子: 「送俾你吖。」
家長: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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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不同句子結構(如: 人物、動詞、名詞)



63

活動四：伸展句子 (Extension)

 按著孩子的說話內容，加添額外資料
情境: 去公園
孩子: 「搭巴士去公園。」
家長: 好呀，搭巴士去公園，____________。
孩子: 「雀仔飛咗上去呀!」
家長: 係喎，雀仔飛咗上樹喎，___________。
孩子: 「我要玩韆鞦。」
家長: 好啦，你去玩韆鞦，_______________。
孩子: 「請妹妹食糖。」
家長: 哦，你想請妹妹食糖，_____________。



四、三歲半至四歲

64

溝通能力



理解能力 (3;06-4;00)
詞彙 1. 比較物件特性的形容詞 : 

「最...」
2. 簡單的方位詞： 側邊

問題 1.「你點樣返學呀？」(how question)

2. 「點解你要帶雨褸?」(why question)

3.  較複雜的問句 (complicated question)

「邊個想玩?」
「爸爸話幾點返嚟呀？」

指令 1.含四個元素的指令，如：
「哥哥俾書同筆妹妹」、「妹妹擺蘋果同橙喺碟度」、「媽媽
去廚房攞杯同毛巾」

2.排序3張時序圖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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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能力 (3;06-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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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個對比元素 + 同埋：

• 指令：豬仔擺蘋果同埋香蕉喺碟度



理解能力 (3;06-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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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含概念的四個對比元素：

• 指令：豬仔擺蘋果喺紅色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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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達能力 (3;06-4;00)
詞彙 1. 次序連詞(首先…之後…)

2. 因果句式，如：「因為落雨，所以要擔遮」
3. 條件式句式，如：「如果無嘢食，就會肚餓」

問題 1. 「點樣去海洋公園?」 (how question)

2. 「點解唔去公園？」(why questions)

短句 較複雜的三詞短句
「污糟衫要洗」 ;  「俾大公仔媽咪」
「妹妹鍾意食雪糕」; 「妹妹食唔晒」

四詞短句
1. 人物+動詞+名詞+人物，如：「我俾糖姐姐」
2. 人物+動詞+名詞+地方，如：「媽媽擺 匙羹喺杯度」
3. 人物+地方+動詞+名詞，如：「姐姐喺公園踩單車」
4. 人物+動詞+名詞+補語，如：「我用筆畫心心」

語用 1. 間接要求，如：「個蛋糕好似好好味呀」
2. 用說話講述將來事情
3. 禮貌地表達，如：「老師我想睇呢本書,唔該」

描述技巧 用1-2句完整句子描述圖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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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三歲半至四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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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互動策略



對話式閱讀
(Dialogic Reading)
1. 引發

2. 評估

3. 擴展

4. 重複
好處：

 加強語言能力

 培養閱讀興趣

 增進知識

 促進親子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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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話式閱讀 (Dialogic Reading)
1. 引發
定義：運用不同技巧引發孩子說出一些有關故事的內容

作用：令孩子更主動說話

例子：停頓 ; 發出有趣的聲音; 展示驚奇的表情; 指著圖中人物; 

利用六何問句 (wh-questions)

2. 評估
定義：對孩子的回應作出評估

作用：鼓勵孩子多說話, 增加孩子自信心

例子：「係喎，好叻喎」;「好努力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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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話式閱讀 (Dialogic Reading)
3. 擴展
定義：對孩子的回應加以修改並加插資料 (因應孩子的語言能力)

作用：擴展成合乎文法, 內容更豐富和充實的新句子

方法： (1)擴張 <擴展語意、加強詞彙>

「帽」→「紅色嘅帽 /三頂帽」

方法： (2)伸展 <延展語句、增強表達>

「小熊除手套」→ 「小熊除手套遞俾媽媽」

4. 重複
定義：鼓勵孩子重複已擴展的句子

作用：肯定孩子明白該句子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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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動式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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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造溝通機會
• 例子一: 故意藏起一份玩具中必需的部份
• 例子二: 玩有規則的遊戲時，家長故意犯規

以孩子為主導
• 建立共同關注(joint attention)

• 尊重孩子的意願/玩法

避免過多問題或指令

語言輸入: 配合孩子的語言能力

積極回應孩子的說話
• 句子長度
• 句式的複雜程度

配合遊戲學習語言
• 保持輕鬆愉快的氣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