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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展方程式是一套完整的、嶄新的、專為學前兒童而設計的科學性漢字識字法。思

展方程式透過對現代漢字應用的深入研究和分析，配合幼兒成長的生理和心理特點

以及他們的學習模式，再經過實踐應用而產生。思展方程式的識字方法採選了500個

兒童日常生活、兒童文學、和兒童學習領域中最常出現的中文字，以字的常用頻率和

兒童的理解能力作為基準，分成五個水平階段，讓孩子循序漸進地學習認讀和理解漢

字。這五個階段分別為：啟蒙級、萌芽級、躍進級、信心級、和實力級。

級別 特點 顏色 適合年齡

啟蒙級 與孩子生活息息相關的100個字 藍色 3歲起

萌芽級 提升孩子閱讀能力的100個字 綠色 31/
2
歲起

躍進級 豐富詞組及一字多義的100個字 橙色 4歲起

信心級 從具體事物進階到抽象概念的100個字 桃色 41/
2
-5歲起

實力級 從自我世界走向社群生活的100個字 紅色 5-51/
2
歲起

思展方程式課程的設計讓孩子在很短時間內就可以初步掌握兒童圖書中出現的大部份

字，幫助他們早日達到獨立閱讀的能力。孩子從每課中都會學到一個新的字，然後這

個字在接下來的每課中都會再重覆出現，讓孩子反覆練習，鞏固對每個生字的認識。 

思展方程式的兩個主要部件是：【基礎漢字500】和【寶貝盒】。

識字，是閱讀和學習的基礎。一個人能閱讀，他就能穿梭時空，與古往今來

的學者溝通；他也能跨越地域，見識到不同國界的事物。透過文字，他還

可以把自己的思想、故事流傳給後世。

捧在您手上的，正是幫助您的孩子打開學習之門進入識字世界的鑰匙；是鼓勵孩

子踏上終身學習之路的催化劑。

思展方程式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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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展方程式的特點

課程

嚴選500漢字

思展方程式針對漢字是方塊象形文字的特點，對日常使用的漢字作了統計研究，繼而

結合兒童的日常生活世界和兒童文學中使用的字詞彙，挑選了500個在兒童世界中出

現率最高、最實用的字(而不是筆劃最少的字)，組成故事課文，讓孩子集中學習。這

樣，孩子的精力時間不但不致浪費，而且能夠在最短時間內最有效地學會並掌握最實

用的漢字，提早達到獨立閱讀句字、短文、甚至故事的能力。

配合孩子心智發展

思展方程式的內容根據孩子的心智和認知發展，共分成五級。

 啟蒙級  與孩子生活息息相關的100個字  3歲起

 因為是很常用的字，所以孩子馬上可以在生活中學

以致用，這樣一來就更多機會練習鞏固。

 啟蒙級【寶貝盒】以五個不同體裁和題材的故事，

讓孩子開始體會到獨自閱讀的樂趣。因為故事的內

容都是孩子已經掌握的漢字，所以讀起來倍覺輕

鬆，增加信心。

 萌芽級  提升孩子閱讀能力的100個字  3歲半起

 增加了大量的獨體字，打好漢字基礎。還有系統地

學到了助詞、動詞、感嘆詞、方向、方位、形容詞

等，倍增閱讀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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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萌芽級【寶貝盒】的五個故事加深了形容詞的運

用，亦增加了文學故事和民謠的知識。孩子開始領

略到文句的韻律，亦擴闊了閱讀的內容和種類。

 躍進級  豐富詞組及一字多義的100個字  4歲起

 開始學習不同的量詞、破音字等需高層次理解力的

字。

 隨著孩子心智和情感的逐漸成熟，躍進級【寶貝

盒】帶來了富動感的故事，亦有敘述親情的故事。

透過新詩和經典神童故事，孩子的專注力和理解力

都得到適當的促進。躍進級【寶貝盒】為這個階段

的孩子提供了各種語文修辭技巧，故事情節的變化

亦豐富起來了。

 信心級  從實物進階到抽象概念的100個字  4歲半起

 一系列表達意識、心態和形容不同程度的字詞，配

合孩子心智發展的需要。同時課文也相應地包含了

一些寓言故事和短詩。

 信心級【寶貝盒】的故事包括了中國四大小說故

事選篇、幽默故事、北歐童話、古代名人傳記和謎

語。透過長篇故事對跨時間、跨地域的故事敘述，

進一步鍛鍊孩子的專注力和耐力。除了修辭，信心

級【寶貝盒】亦激發孩子的橫向思維和啟發孩子的

想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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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力級  從自我走向社群的100個字  5歲起

 這系列的字包括了人際關係、公共場所、職業、社

群活動等，配合孩子擺脫自我主義，走向社群。

 實力級 【寶貝盒】 實力級寶貝盒故事除了在文

字、心智和情感上配合孩子日趨成熟的閱讀水平之

外，還引導孩子開始對哲理性和邏輯性的問題進行

思考。

每課一字

思展方程式課文的內容全部以重覆孩子已學會的字為基礎，每個新課文只引進一個生

字。這種設計有兩個優點。首先，由於這個年齡的孩子並不能同時記下很多不同的資

料，所以我們針對和配合兒童腦部發展的這個特點：每課一個生字，結果便不會讓孩

子感到吃力。其次，課文絕大部份是孩子已學會的字，他讀起來會充滿信心。孩子很

快便會察覺到這樣的課程模式，知道每一課都會出現一個生字，但這種新的挑戰是他

有自信能輕易應付的。這樣一來，孩子既有學新字的欣喜，同時也絕不會有因屢屢碰

上不認識的生字而產生的挫敗感。所以他每次都會以期待的心情去閱讀新的一課。

為單字配上意義

我們日常用的漢字，除了一些簡單的名詞、動詞、形容詞之外，大部份都不是簡單一

幅圖畫就能讓小孩明白它的意思。例如：「的」、「著」、「有」、「在」、「好」這些最

常用的字，往往就不是一張認讀卡可以讓孩子理解每個字的意思。思展方程式能讓

孩子透過不同的句子組合和故事去理解每個字的意義。這一點和幼兒學習說話的過程

是一樣的。更進一步來說，當單一個漢字和其他字搭配之後，意思可以產生變化。從

躍進級開始孩子會慢慢學到同一個漢字的多種意思和用法，提升語文能力和閱讀理解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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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類豐富

思展方程式課程的選字種類相當豐富，包括了：

 名詞

 助詞

 動詞

 形容詞

 量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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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嘆詞…

這種種豐富的詞類不但有助孩子閱讀時的理解能力，更能為孩子日後的語文學

習奠下良好的基礎。

在孩子學習語言的敏感期（2歲半－6歲）盡量向他們灌輸豐富的詞彙能增加他

們的表達能力，有助孩子EQ的發展，更能提高孩子的IQ。另外，我們選用的字

還包括了獨體字和部首字，在不同階段為孩子有系統地介紹漢字的基本結構。

通過各種語文知識的相負相承，就能為他們日後的學習奠下基礎。

以孩子為中心的設計

以句子形式出現

從寶寶出生開始，他就置身於一個全語文的環境。我們不會因為寶寶在場就刻意地不

說完整的句子，而只說單字吧。寶寶從出生就學會聽完整的話，然後才慢慢地練習說

話。因此，從閱讀到理解，再到寫作也是一樣應該從句子的認讀開始。三歲左右的孩

子早已脫離了單字的水平，會一句一句地說話。而且他們的理解能力很高，大部份的

小孩能輕鬆地聆聽欣賞一個短故事。思展方程式配合孩子智力的發展，從開始便讓孩

子閱讀句子和短文，提高孩子閱讀的興趣和信心。這種方法比一般識字卡認讀單字的

方法不但自然、有效得多，而且識字量也會相當龐大。

 早在啟蒙級第一冊、第3課（學習的第3天），

 孩子就開始讀短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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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啟蒙級第一冊，已能認讀完整

的句子，並認識「也」字的用法

 躍進級第5冊   句子變得繁複

 還包含各種語法

 慢慢地學會看童話和寓言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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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文短

世界各國的學者和專家對兒童的觀察研究都發現，這個年齡的小孩雖然可以有驚人的

精神集中能力，但能維持專注的時間每次不會很長。因此思展方程式配合孩子的發展

特徵，將課文都編排得很短，每次學習的時間也盡量安排得很短，務求每次學習都在

孩子集中能力還未告銷之前就能結束。這樣孩子對學習就不會產生厭煩和恐懼感，反

而會不斷期待下一次的學習時間，要求再學多一點，慢慢培養出喜愛閱讀和學習的興

趣。

基礎漢字的課文短，每課只有5句（5頁），平均1分鐘就可以完成一課。

潛意識的模式學習

6歲前的孩子大腦的運作與成人不一樣，這個時間孩子主要以潛意識學習，因此能在

短時期吸入大量知識。因此，他們越是處於內容豐富的環境，對他們的認知發展就越

有幫助。思展方程式的世界人物豐富、關係交錯、情節出神入化，亦諧亦趣，這樣的

環境本身就包含了豐富的語文和情感元素，配合貼當課程設計，孩子就能像海綿吸水

一樣地學習認讀，並牢記漢字。

體恤幼童嫩弱視力

人類的視力可以說是身體最複雜的感官系統，可是也是在嬰兒出生時最不成熟的系統，

而一直要到7歲左右視力才發展成熟。因此，為了能盡量將孩子的注意力導向文字，

讓幼兒容易閱讀，啟蒙級和萌芽級特別將字體加大，然後在較高的級別再細心調節，

逐步縮小，孩子可以自然地適應正常閱讀。同時，亦一律採用了端莊的楷書體，減少

因字體所造成的字形變化引致孩子產生混淆，而且黑白分明，方便孩子閱讀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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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圖配合兒童心理

插圖對孩子來說，是一本書的靈魂。而對年幼孩子來說，基本的原始色調更能吸引他

們的喜愛和注意。思展方程式精心設計的插圖，無論造型、顏色、比例、線條等都

配合孩子的心理發展要求和喜好：故事中的角色都歡樂和有動感；圖畫線條簡潔又清

晰；畫面結構簡單。這樣設計的插圖，是對文字內容的一種提示。透過情景的配合，

孩子就能容易明白文句的意思，增加對字句的記憶。

精簡設計減輕孩子大腦負擔

縱然現在大家都認為我們能多工作業 (multi-tasking)，但最新的腦神經研究已確立了

這是一種迷思，一種假像。這對學前兒童來說就更甚，因為他們的腦部發展甚至未達

到能同時接收多種信息，同一時間他們只能關注到很少量的事物。因此，要他們有效

吸收訊息，我們必須將內容簡化，並且排除一切干擾。

 從十分簡潔的插圖（啟蒙級）

 而隨著孩子心智的成長（躍進級）

 慢慢發展成豐富的構圖（實力級）



10

 課文和畫面簡潔，沒有讓孩子分神的多餘元

素，提高孩子專注認讀的學習效率。

重覆練習

「重覆」是孩子學習的重要元素。思展方程式的課文編排和設計完全吻合幼兒天然學

習的模式--重覆，重覆，再重覆。每個生字在出現過第一次之後，在接下來的幾課中

都會密集出現，再隔幾課又會再出現。這樣，只要讓孩子依照簡單的學習方法，輕輕

鬆鬆地讀幾課書，就把生字唸了十幾遍，既不用機械式地死記，也可以熟能生巧地記

牢了生字。

 每課一個新字

 在課文中重覆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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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接下來的幾課繼續重覆出現

 插圖也有不同程度的重覆，更加強印象

請參考「使用方法」，看如何能增加重覆、有效提升每次重覆的學習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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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書中角色交朋友

長期的研究結果告訴我們，當孩子與故事中的角色交上了朋友，這種情感會牢牢地吸

引孩子看書，也會增強對內容的印象和記憶。

 思展方程式中的主角～

  和我們的小讀者年齡相若...

 造型簡單、活潑...

        鬼馬、搞笑...

 他們之間洋溢著友情...

        親情...

 還有豐富的社群生活...

 加上情節的連貫性，讓孩子很容易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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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貝盒 孩子成功學習的科學性法寶

作為 思展方程式的核心閱讀練習，【寶貝盒】的課程設計吻合孩子的識字量和心智

發展，一步步將孩子的閱讀能力往上推。結合科學研究而開發的方法，【寶貝盒】的

25個故事為孩子提供一個有系統、有規律的閱讀體驗網，循序漸進地增加他們的理解

力和思考能力，將閱讀的種種較高層次目的，如：樂趣、求知、豐富心靈、擴闊體驗

等... 像種子般埋入孩子的心嵌裡，日後必定可以開出耀燦的花朵。

就學前階段來說，【寶貝盒】可以起到幾個主要的功用：

幫助家長了解孩子對已學漢字的掌握情況

因為每級【寶貝盒】都會使用同級【基礎漢字500】所教授的全部100個漢字，因此

當孩子完成了一級【基礎漢字500】，家長可以透過讓孩子自行閱讀【寶貝盒】的故

事，了解孩子對學過的漢字的認讀水平。

為孩子提供多元化的閱讀內容

每級【寶貝盒】都有5冊繪本。這些繪本有故事也有詩歌，有中國經典也有外國童

話，讓孩子從小接觸不同的文學作品。

增強孩子專注閱讀的能力

【寶貝盒】配合孩子的心智發展和閱讀能力，每級的篇幅和內容都經過精心策劃逐步

增長和加深，恰到好處；既可挑戰孩子的能耐，又不會讓孩子感到挫敗。

讓幼稚園的孩子閱讀古典文學

我們相信閱讀優質文學、學習前人智慧應該是孩子的特權。因此【寶貝盒】為孩子精

心挑選內容，並且應合孩子的水平撰寫了歷史名人的事跡，讓即使是剛開始認讀的孩

子也可以不甘後人。

讓孩子透過閱讀吸取新知識

【寶貝盒】透過繪本向孩子介紹親情道德、天文地理、數學概念、科學觀察等常識，

讓孩子掌握到閱讀這個學習的重要工具。

讓孩子從合適的水平開始學習

如果孩子中途開始採用思展方程式課程，可以透過閱讀【寶貝盒】綜合複習和鞏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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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漢字的認讀能力，家長亦同時得以了解孩子的閱讀水平，為他們選擇合適的級別。

為孩子下一階段的學習作好準備

在投入新一級【基礎漢字500】的學習前，可以使用【寶貝盒】複習之前學過的漢

字，同時亦可以溫故知新，徹底為新階段的學習作好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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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展方程式

基礎漢字500  每日一字，500 天、18個月，孩子就可以輕鬆地獨立

閱讀及理解78%的兒童故事和兒童文學。

基礎漢字500 寶貝盒  兩年之內，掌握630漢字，獨立閱讀最少

25本故事書，閱讀量達32,000字。

此教材好就好在：

按循序漸進識字法，由

淺入深效果大。內容風

趣，寓教於諧，符合兒

童特點。

暨南大學副教授 

譚顯明

欣賞 貴社願意聆聽讀者

的意見，並在現今主流

出版社比較忽視了的童

書 / 識 字 圖 書 方 面 努 力

創作。

小學中文班教師 

Cato Le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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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字閱讀

思展方程式課程的編排能讓孩子在很短時間內學會大量生字。孩子最直接的得益是很

快能自立閱讀，也為入讀小學打好基礎。其實，孩子透過思展方程式學到的並不止

那500個生字，而是包括了這些字與字之間組合而成的常用詞，合起來就形成十分豐

富的詞彙庫。當孩子一開始就可以超越單字的範疇，閱讀句子短文時，閱讀就成為一

個有意義的行為，這才是最自然的閱讀方法。

智力發展

腦部的發育對孩子一生的發展是極為重要的。6歲孩子的大腦是他到達成年時的大腦

的80%。所以，6歲前的腦部發展直接影響著一個人的一生。我們來看看日本方面做

的研究：因為日本文字中既有字母，亦有漢字，所以正適合讓我們作為參考借鏡。日

本的專家就兒童對漢字和日文字母認讀時對大腦的促動作了很深入的分析和研究。研

究的結論有三個。第一，小孩認讀漢字時的大腦活動比認讀字母時要活躍得多，大腦

活動的範圍也廣得多；第二，認讀漢字時，高聲朗讀時的大腦活動比不出聲默讀要活

躍得多；第三，反覆練習（包括語文認讀和算術）已學過的內容比學習全新內容更能

促進大腦的活動。綜合以上三點，我們可以引申到孩子利用思展方程式學習漢字同

樣能有效促進大腦的發達。

我們深徹地明白，對孩子的教育，不能只著重字面的層次。單純的識字，只能

培育出一群讀書機器。我們希望能培育孩子整體而全面的發展，誘發每個孩子

本身的潛力和興趣，鼓勵他們去自己思考，自己提問，再自己去尋求答案。兒

童的全面發展，以中國的傳統來說是德、智、體、群、美。以現代的兒童心理

學角度來剖析，分有智力（即IQ）、語言能力、社交能力、體能（包括手眼協

調和大小肌肉的發展）、情感發展（即EQ）、和心靈道德的發展。

思展方程式對孩子的全方位發展能奠下良好基礎。

思展方程式 的 教 育 理 念

思展方程式使孩子一生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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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日本，在美國賓夕凡尼亞州亦有專門研究智障兒童的專家作了幾十年的研究分

析。研究發現，對年幼兒童(即使是年僅6個月以下的嬰孩)有規律地做圖象辨認活

動，可以刺激腦部發展，甚至可以促使受損的大腦發展成接近正常的運作能力。綜觀

他們幾十年來運用的方法，我們亦發現有三個特點。一是運用色彩對比強烈清晰的

圖形；二是重覆地練習；三是定期（每天）少量但定量地加入新的圖形。運用這種方

法，即使是智障的兒童也很早就能掌握數的概念和日常詞匯的認讀能力，正常的兒童

則更有超常的表現。中國的漢字本身就是一個清晰的圖形，符合了這方面訓練的基本

要求。思展方程式插圖和文字的設計，亦正正吻合了這種訓練的條件，因此對孩子大

腦的發展會有莫大的幫助。

語言和情感發展

藉著思展方程式的課程，孩子學到了豐富的詞彙配搭，他們的語言和表達能力也相

應提高了。很快當他們開始閱讀【寶貝盒】內的各種作品，甚至其他的兒童文學作品

時，他們的語言更會有爆發性的躍進。豐富的語言詞彙對孩子的高層次思維是很重要

的。例如要明白甚麼是誠實，怎樣是公平，孩子就必須先學習到這些詞彙，然後才能

去理解和表達這些意思。良好的語言發展亦使孩子有豐富的想像力和創意，幫助他們

表達自己的情感，使他們的IQ和EQ都能有均衡和健康的發展。

養成良好學習規律

思展方程式其中一個使用要則是要求家長能每天一早一晚，每次抽五分鐘和孩子一起

閱讀。五分鐘固然是一個很短的時間，但真正能使孩子成功學習的關鍵是兩個因素：

一是每天練習；二是每天都在一個固定的時間練習。這兩點很重要。我們希望能為孩

子從小養成一個學習的規律和習慣。規律性對這個年齡的孩子是很重要的，因為尋找

世界環境中的規律性是人類一種與生俱來的心理要求，也是兒童智力發展的一個重要

環節。當這樣的學習成了一種規律，孩子亦會比較容易集中精神。這種習慣可以說是

日後學習一切的基礎。

識字是閱讀的基礎；閱讀是學習的工具。 

語文是思考的基礎；思考是人類發展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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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信 成功學習的關鍵

有一句話：「自信是成功的第一秘訣。」一個充滿自信的孩子，會勇於嚐試，勇於探

索。自信心可以成為孩子學習時不氣餒，不妥協的原動力。我們希望從小就培養孩子

這種自信心。這種自信心其中一個來源是我們對孩子的信任和尊重。信任他的能力，

尊重他的決定。不要讓他經常陷於無助和失敗的處境。思展方程式的設計讓孩子在練

習過程中得到肯定，增加信心。

	每課只有一個新字，學習從來不吃力。

	課文內容建立在孩子已掌握的漢字基礎上，透過反覆練習，很容易就記牢，孩

子對閱讀充滿信心。

	插圖作為對文字內容的提示，透過圖象加深記憶。

	課文的篇幅都有一定的規律，對孩子來說不會有額外的錯愕。而且課文都很

短，在孩子的集中力還未減弱之前，他就可以完成了。短短的課文讓他很快地

看見自己的進步，他可以驕傲地說：「我又完成新的一課了！」

學習並不會到某一個年齡而終止。一直以來，我們都有「活到老，學到老」的說

法。如今，為了要適應一日千里的社會進步，各種各樣的進修教育已經使終身學

習不再是紙上談兵，而是一個現實。語文是一切學習的基本工具。

思展方程式就是要將這件工具交付在孩子的手中，使他能好好掌握，令他能終

身受益。

思展方程式的其中一個教育理念是要建立孩子的自信心、

自立能力、和自學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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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立 終身學習的基礎

爭取自立是孩子的本性。我們經常會聽見年幼的小孩對大人的幫助提出抗議：「我自

己來！」因此培養孩子的自立性與他天然的發展需要是相符合的。我們希望孩子能從

照顧自己、收拾自己的玩具和圖書開始養成自立。

	書脊上的圖案設計，幫助孩子自己辨認是否收拾

妥當整齊。

	每級以鮮明的顏色區別，孩子清楚知道自己的進

度。

	每冊以圓點標明冊數，即使未能閱讀數字的孩子也能理解。

	每天學習的時間，應該由孩子自己決定，家長只是從旁作一個引導。

自學 終身求知的終極

你應該聽人說過：「給他一袋魚，只能讓他吃飽一天；給他一把魚鉤，教他如何釣

魚，他就能自己餵飽一生。」教導孩子自學，培養孩子自學的能力，就等於給他一把

魚鉤。思展方程式就是要給孩子最基礎的學習工具－識字。當孩子學會了第一個100

字（大約三個月左右），他就已經可以開始自行閱讀第一級的思展方程式故事圖書。

我們循序漸進地培養出孩子對書本的喜愛，然後，他就會發現，整個世界都可以捧在

他的雙手之中。隨著語言能力的發展成熟，他會開始去思考各種問題，也會自己去從

書本上尋求答案。

【寶貝盒】的故事，除了讓孩子練習認讀，也刺激他們的認知發展。透過啟蒙級和萌

芽級的故事，孩子加深了對字詞搭配的理解，不同的故事體裁豐富了他們的想像力和

經典民謠知識。隨著學習的進階，我們開始引導孩子理解假設思維和幽默，加強他們

的專注力和耐力，更讓他們掌握怎樣將閱讀變為他們追求其他知識學問的工具。

孩子的本能是以學習為樂趣，只要我們的設計能迎合他們的發展需求，他們非但不會

因為要學習而感到疲倦，反而會樂在其中，從而一步步邁向自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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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展方程式循序漸進，從多方位培育孩子的心智成長。

《基礎漢字500》榮獲保良局杜

偉 強 中 央 圖 書 館 暨 教 案 資 源 中

心 主 辦 「 好 書 齊 齊 讀 」 之 好 書

推介閱讀小荳芽計劃推介…。

曾星如幼稚園 

甄琪英(K3B許X璇家長)

女兒其中一本最早的啟蒙書，是劉

俐著的《基礎漢字500》…女兒正

正就是在這樣「無痛」的環境下學

會了最基本（亦即最常用）的一百

幾十個漢字。

張皓華

曾在傳媒工作多年，採訪足蹟包

括汶川地震現場、南非貧民窟、

孟買電影工場、加納中國人興建

的水壩和馬爾代夫的戒毒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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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使用思展方程式【基礎漢字500】

在開始思展方程式的課程之前，請先做好以下準備：

1. 雀躍地告訴孩子您為他準備了這份禮物，讓孩子看看盒內的東西，和他一起分享

一下閱讀圖書的美妙，告訴他您自己閱讀時的種種喜悅經驗。

2. 和孩子一起訂立一個真正可行的學習時間表。可以參考以下的例子：

 每天早餐前／每天午餐後／每天下午點心前／每天晚

飯後。盡可能每天最少訂下兩個時段，但最多也不要

超過五個時段。每兩個時段之間相隔最少30分鐘。

準備好以後，請家長按照自己訂的時間表每天和孩子一起

分享閱讀的時間。

1. 第一天，只讀第一課（從「第一課/山」開始，至   

「完」為止）。第一天內的每個時段都只重覆第一課。

2. 第二天，先重覆第一課，再加第二課（即由「第一

課/山」開始，至第二課的「完」為止）。這一天的每

個時段都這樣重覆。

3. 第三天，重覆第一和第二課，再加第三

課。一天內這樣重覆練習。

4. 第四天，重覆前三課，加第四課。

5. 第五天，重覆前四課，加第五課。

6. 第六天，重覆第二至第五課，加第六課。

7. 以後每天都先重覆練習先前學的四課，再

加一課新的課文。即每天淘汰最舊的一課，再加一課新課文。

 這樣一來，每一課都能讓孩子

讀上五天，那麼每天即使只有

早晚各讀一次，也讀上了十

次，得到了充份的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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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是一個漫長的過程。要在這個過程中盡量協助孩子，請參考下列幾點：

1. 每天只學一個新課，即一個新的生字。有的孩子開始時會覺得太容易了，進度很

快，但請千萬不要貪多。我們希望的就是孩子能一直擁有這份自信心，能輕輕鬆

鬆的學習，而不是要將他推向極限。

2. 請緊記規律性的重要，每天堅持按照預定的時間表練習。請盡量保持一個輕鬆愉

快的氣氛。

3. 如果孩子生病，或家中有重大事情時（例如去旅行渡假，搬家等）應暫停課程。

待生活回復正常時再從停頓的地方接下去。

4. 鼓勵孩子隨時翻讀已學過的課文。

5. 鼓勵孩子每次都高聲朗讀課文。

6. 鼓勵孩子在每次閱讀後按書脊的圖案設計自行收拾放好。如果擺放得正確的話，

孩子可以看見由書脊組成的圖案，因此孩子可以自行判斷是否做得正確，而不需

要大人去指出錯誤。

7. 每天不斷地鼓勵和稱讚孩子的進步和成長。要知道在我們成人眼中的一個微不足

道的進步，對孩子來說可能會是決定性的一個突破。所以，請千萬不要吝嗇您的

讚賞，而應該細心地去發掘孩子的成就。

We are so happy with your books that 
I thought I would share a video of my 
(White, American) 7-year-old son, and 
how successfully he is using the Sage 
Basic Chinese 500 series.   We cannot 
find anything like this from an American 
publisher.
Here is the link to the video: 
** link removed for privacy protection **
Thank you again for an excellent prod-
uct.  Please share my praise with the au-
thor, and forward this to the company 
management.

Dr.  KK (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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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

源源不絕的免費支援，務求使孩子的學習更多元化、更豐富、更輕鬆。

思展專網免費補充練習和學習資源下載，而且不斷更新。

 填色遊戲

 親子閱讀交流提示

 補充練習

 部首總結

 額外閱讀練習

 各種語文練習和總結

 繁簡對照表

此外，思展的FB專頁每天發送語文教學及育兒情報帖文，SRC思展讀書會更可收取定

期活動及會員專屬的電郵情報快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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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在甚麼年齡開始認讀識字最適當？

到底教導孩子識字應該在甚麼時候開始最適合呢？這是很多父母都會關心的問題。一

直以來學界存有兩種說法。一種是從零歲開始教育，要讓孩子贏在起跑點上。對孩子

的培訓應該越早越好。另一種是不要為孩子施壓，盡量讓他們享受童真，正規的教育

應該在6歲後才開始。不少兒童教育學者就這兩種理論都一直在做研究比較。

英國的兒童普遍比較早開始接受學術性的教育（識字、認讀、算術等），他們5歲就

開始上小學一年級，接受正規教育。西歐其他國家的兒童往往6歲上學後才開始正規

的學習，有些國家，例如荷蘭，甚至7歲才開始。開始時當然有明顯的差異，但到了

小孩10歲，很多測驗的結果顯示，這種開始時的差異已完全消失了。由此看來，對兒

童的教育並不是越早越好，而是要看每個小孩發展的情況。更重要的，是要有一套完

善，有效的方法。我們相信思展方程式就是這樣的一套方法。

兒童心理學家們一致認為，兒童成長過程中有各種不同的敏感期。孩子在敏感期內學

習某一樣東西，吸收能力會很高，可以事半功倍。雖然學習識字並不是越早越好，但

若是錯過了孩子學習語言的敏感期，也會使他日後的學習變得困難，甚至影響深遠。

因此，父母必須視乎孩子的心智發展情況去決定是否應該讓他開始學習識字。孩子的

心智成熟程度可以透過他的記憶能力、對圖象的辨認能力、認知的發展、視覺和聽覺

的發展、以及時間和空間觀念等反映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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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荃灣海盛路11號

One Midtown 9樓15室

Unit 15, 9/F, One Midtown, 
11 Hoi Shing Road, 
Tsuen Wan, 
Hong Kong

parents@sagebooks.hk
www.sagebooks.hk
+852 3529-1243

思展方程式工作室的每位成員，衷心希望每個孩子都能輕鬆學習，

快樂成長。我們盼望廣大家長能將孩子學習過程中的疑問、心得、

和經驗告訴我們，讓我們一起分享。您的意見也有助我們精益求

精，更進一步改善思展方程式。

良好的開始 是成功的一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