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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家長與家庭照顧者:

我們面臨巨大的挑戰。要想在今天以知識為本的全球經濟市場中取得成功,我們

的孩子將需要出色的讀寫技能。他們將要依賴基本的閱讀、寫作、說話和聆聽

技巧,以便成為批判性的思考者與有識別資訊能力的使用者。

我們的孩子必須能理解許多不同種類的讀物,寫作清晰並且有說服力。他們要能

夠找到並且使用資訊,以此作出決策和建立新的學問。他們需要對複雜的問題進

行批判性思考。就是讀寫技能,能夠使我們的孩子發現世界、接觸世界,提出問

題和探求答案,培養獨立能力。讀寫能力是一扇通往孩子學習與未來之門。

不僅在學校可以學習讀寫,在所有的地方都可以學習讀寫,從閱讀地鐵指示牌與

穀類食品盒,到聽用母語講的故事,以至在互聯網上探索,都可以學習讀寫。您可

以對孩子的讀寫能力發揮強大的影響力。本指南的設計,是為了使讀寫成為家庭

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使您從孩子開始說話的那天開始,到他們高中畢業為止,都能

夠幫助他們發展讀寫技能。

研究顯示,家長與家庭照顧者對孩子入學時的閱讀意願有深遠的影響。孩子的 

閱讀、寫作、説話與聆聽能力,每年都在繼續提高和改變。年輕人從小學、初中

到高中的發展,家庭對他們的積極影響一直很重要。本指南將幫助您理解,就孩

子的發展來説,你期待看到什麼,在孩子的課堂上,您又期待看到什麼。本指南同

時也為您提供許多意見,在讀寫能力發展過程中,如何幫助孩子。

我們孩子的未來取決於這些重要的讀寫技能。請與我們一起,幫助我們的孩子取

得成功。

教育總監克萊恩 (Joel I. Klein)



讀寫能力
是開啓我們的年輕人未來的關鍵。

擁有出色的讀寫技能,我們的年輕人將會準備就
緒在學校取得成功,並且發展他們自己的興
趣,大學畢業後找到好工作。

本「家庭讀寫指南」由一組教育家與圖書館員編
訂,幫助家長與家庭照顧者,在他們從新生兒到 

12年級的孩子的生活中,加強讀寫能力的培養。

在本指南中,您將找到: 
• 孩子如何發展閱讀技巧
• 您的孩子在學校將會體驗到什麼
•  為幫助孩子學會有效地使用語言, 

您在家中能做些什麼

我們已經包括了適合每個年級閱讀的簡單 
書目,這些書目由教師與圖書館員挑選,可以概
覽在紐約市的圖書館與紐約市學校可以找到的
引人入勝的書。我們希望這些書能夠令您的家
庭在家庭讀寫活動中有很多美好的時光。

本小冊子的設計,旨在加強各方面的夥伴關
係,使我們所有的年輕人都能建立出色的讀寫技
能。請您現在就開始閱讀,並且保留本冊子,以
便作為將來的參考。

作為家長,您在孩子的教育中至為重要。非常感
謝您幫助我們,讓您的孩子有一個最好的開
始,以便邁向成功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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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讀寫能力?

讀寫是一種使用聆聽、說話、閱讀及寫作的方式與其他人溝通,學習新的觀點, 

交換資訊與表達想法及感受的能力。

年輕人隨著時間發展讀寫技能:

�   什麼是讀寫能力?

如果您的孩子發展

 ...學習新資訊的能力,及

 ...與其他人能良好溝通的能力,

那麼,在整個人生中,在經濟上與社交上,就會遇到許多機會。

讀寫技能是怎樣發展的?

每個孩子都是獨特的。每個孩子都有自己強項與興趣的組合。對每個孩子來

說,某些學習方法會比其他方法有效。

您比任何人都了解自己的孩子。您可以識別他的強項和興趣, 於是您就可以在家

中,以及在學校裡,與教師及其他人合作,幫助他發展讀寫技能。

每個孩子發展讀寫能力的速度各有不同。某個孩子可能早些開始閱讀,而另一個

孩子在一年或者兩年後,才會發現閱讀的樂趣。

發現聲音具有意義。 聆聽

他們由... 到...

說話

閱讀

寫作

牙牙學語和模仿聲音。

學習識別字母與單詞。

學習握住鉛筆。

理解他們所聽到的 

東西。

陳述觀點並且說服 

他人。

尋找並且理解 

書面資訊。

為個人表達和商務 

目的而寫作。



我如何可以使讀寫成為 
家庭生活的一部分?

您可以做些普通的事情:

說

與您的孩子談論他們感興趣的事情。

提問

提問一些鼓勵您的兒子或者女兒進行觀察與學習的問題,問一些鼓勵他

(她)用句子作答的問題,而不僅僅答是或者不是。說話與聆聽能夠加強閱讀

與寫作的能力。

聽

聆聽他(她)的問題,幫助他們尋找答案。教您的孩子自己尋找資訊的方法。

談

與您的孩子無所不談。與您的孩子談論您使用的詞語,建立一種對詞語運用

的敏感度與豐富的辭彙量。

擴闊

帶您的孩子到動物園、圖書館、博物館,看體育活動或者文化活動,擴闊孩

子的生活空間。與您的孩子一起談論經歷。

去

與您的孩子一起去圖書館、書店、圖書節與社區中心,聆聽他們喜愛的作者

的演講。

閲讀

定期閱讀給您的孩子聽! 如果您對新生兒每天講十分鐘的故事,那麼,到孩

子上學時,就已經聽了3 000小時的故事。即使在您的孩子能夠自己閱讀以

後,閱讀給他們聽,這樣會使閱讀成為日常生活中十分重要的一部分,並且對

於提高他們的讀寫技能非常有幫助。

教

教您的孩子如何使用語言把事情做好。例如,教他們看菜單,寫感謝信,或者

對感興趣的當前談論的問題,表達自己的觀點。

家庭生活中的讀寫   �



參與

只要獲得邀請,家長都應參與您孩子的課堂活動。當您與所有的孩子分享您

的故事、文化背景與資源時,您可以豐富他們的知識,您自己的孩子也會看

到您重視他(她)的教育。

鼓勵

鼓勵您的孩子閱讀各種圖書,從故事、文學到傳記、詩歌,以及您孩子喜愛

的其他主題的資訊圖書。

借閱

借閱圖書館不同種類的圖書(磁帶或cd的有聲書籍、錄影帶、dVd)。

鼓勵

鼓勵您的孩子使用自己的讀寫技能去幫助其他人。例如,您的兒子或女兒可

以閱讀給年紀較小的或者較大的孩子聽,他(她)可以寫信、記下電話留言和

寫雜貨清單。

幫助

幫助您的孩子規劃未來,幫助您的孩子明白,讀寫技能將使他(她)達到重要

的目標。

請記住您並不孤單。

如果您發現您的孩子在發展讀寫技能上落後於他(她)的同學,請記住社區將與你

一起,幫助您的孩子趕上其他同學。本小冊子的最後部分列出了您可以使用的一

些資源。例如:

課後計劃,

功課輔導服務,以及

您居住的社區所提供的圖書館與青少年計劃。

您最重要的一個夥伴是孩子的老師。您孩子的讀寫能力的發展也是他(她)的 

目標! 與教師約見,跟其會面討論,或者電話交談,致電學校,並且給校長或者家長

專員留言。

�   家庭生活中的讀寫



您孩子的老師是您有用的資訊來源。請問他(她):

期待您的孩子今年學習什麼? 

您孩子的學習進展如何? 

已經觀察到您的孩子有什麼強項和興趣? 

您的孩子在哪些方面需要更多的練習?

您孩子的老師也希望從您獲得資訊。

告訴他(她),您孩子喜愛的圖書、愛好和興趣。

與老師分享您孩子的母語與文化背景。

討論您孩子感困難的學科和他(她)在家裡的 

學習方法。

您孩子學校的其他人員也會與您一起,幫助您的 

孩子發展讀寫技能,這些人包括:

圖書館員,

校長,

課後計劃主管,以及

家長專員。

家庭生活中的讀寫   �

?您知道嗎?

童年早期(直至3歲為止) 

是孩子在體能上、智力上

與心理上的一個最重要的 

時期。人的大腦發育有

80%是在這幾年發生的。

到孩子讀幼稚園時,他將會

學會了一半他在一生中將

要學習的東西。

從出生的時候開始,孩子透

過聆聽學習母語。

大約在4歲時,孩子會因 

創作順口溜與聆聽詩歌 

和無意義的詩句而感到很

高興。

地球上的每種文化都有適

合嬰兒與學步小孩的搖籃

曲、童謠以及邊唱邊做手

部動作的歌謠。

2歲到7歲左右的孩子認為

每個人都用跟他(她)一樣

的方式去體驗這個世界。



我的孩子需要什麽讀寫技能? 
我如何幫助我的 
孩子發展這些技能? 

從出生到學前班

嬰兒從出生的那一刻起,就會聽聲音,對聲音有反應和與聲音遊戲。他們牙牙學

語、模仿和嘗試去說話。這是讀寫發展中的一個重要階段。在家裡無論使用什麼

語言,孩子在這個階段聽到越多詞語與故事,以後他們就越容易地用英語學習閱讀

與寫作。

幼童喜愛聆聽。他們喜歡聽別人一遍又一遍地朗讀自己喜愛的圖書。他們問「為什

麼」時,這樣他們就可以聽您說話。

幼童喜愛說話。一旦他們發現聲音具有意義,他們就會非常快速地學會新的詞

語,並且使用新的詞語與成年人交談。

幼童喜愛閱讀。他們喜愛拿著圖書,他們漸漸地學會了從前到後和從左到右地閱

讀。學前的孩子可以開始學習字母、識別字母,並且將它們與其發音結合起來。

幼童喜愛寫作。他們看到成年人做什麼就模仿,又學習通過塗鴉與繪畫表達自己

的想法。

您在家中能做些什麼?

與您的孩子交談:

談論日常事情。說出您孩子所看到的東西的名稱。

談論指示牌與標籤,指出單詞。

談論圖書上的圖片。

談論您孩子觀看的電視節目或者錄影帶。

講述您家庭的故事、喜愛的回憶與過去的經歷。

唱歌。

教童謠。

教字母歌。

玩假裝遊戲。

用您的孩子能夠使用的詞語,描述您正在做的事情。

�   適用於我子女的讀寫技能



聆聽您的孩子:

問您的孩子所看到的東西及所做的事情。

問您的孩子所畫的塗鴉與繪畫。

鼓勵您的孩子給您講故事。

耐心地聆聽孩子的問題並且給出答案。

閱讀給您的孩子聽:

安排固定的時間與地點定期閱讀給您的孩子聽。

使用圖書館的圖書。讓您的孩子選擇其中一些圖書。

無論您說什麼語言,用您的語言閱讀、重複閱讀喜愛的圖書給孩子聽。

從雜誌或者目錄中剪下圖片,製作成圖書一起閱讀。

如果家裡使用的語言不是英語,帶您的孩子去參加公共圖書館的各種計劃, 

在那裏圖書館員會用英語閱讀給您的孩子聽。

使用字母圖書教孩子字母的發音。

鼓勵您的孩子繪畫與寫作:

提供繪畫材料,並且展示孩子的圖畫。

叫您的孩子從喜愛的故事中,找些東西畫出來。

在您孩子所畫的圖畫中,寫上那些東西的名稱,以便您的孩子開始 

將想法與書面語結合起來。

叫您的孩子講故事給您聽,用筆記下這個故事,然後閱讀回給孩子聽。

示範給您的孩子看您是如何寫作的。

當需要給您孩子禮物的時候,可以考慮圖書、蠟筆、特殊紙張、 

訂閱雜誌或者其他物品,這樣使得您的家庭擁有一個充滿讀寫的環境。

也讓您的孩子看您閱讀與寫作。他(她)會明白這些都是我們每天使用的 

重要的『成長』技能。

家庭發展學前孩子讀寫技能的 

10個最重要場所

 10. 街道指示牌與廣告牌。

 9. 您的社區。

 8. 餐館。

 7. 公園與動物園。

 6. 遊樂場。

 5. 商店。

 4. 圖書館。

 3. 巴士、地鐵和火車。

 2. 家裡。

 1. 每個地方!

適用於我子女的讀寫技能   �



推薦朗讀的圖書: 

從出生到學前班

這裏有一些這個年齡的孩子喜歡的圖書。您可以在你所屬地區的公共圖書館找到

這些圖書。此外,請圖書館員推薦其他的好書。

作者 書名

molly Bang Ten, nine, eight
Byron Barton The Little Red Hen
margaret Wise Brown Goodnight moon

The Runaway Bunny
eric carle The Very Hungry caterpillar

The Grouchy Ladybug
Lucy cousins maisy Goes swimming
donald crews Freight Train
Lois ehlert Growing Vegetable soup
Rebecca emberley my colors = mis colores
denise Fleming The everything Book
minfong Ho Hush! a Thai Lullaby
Tana Hoban exactly the opposite
ezra Jack Keats The snowy day

Whistle for Willie
Robert Kraus Whose mouse are You?
Ruth Krauss carrot seed
Leo Lionni swimmy
arnold Lobel (Illustrator) The arnold Lobel Book of mother Goose
margaret Read macdonald Tuck-me-In-Tales
Bill martin, Jr. and John archambault chicka chicka Boom Boom
Bill martin, Jr. and eric carle Brown Bear, Brown Bear, What do You see?
margaret miller Big and Little
Watty Piper The Little engine That could
Beatrix Potter The Tale of Peter Rabbit
Peggy Rathmann Goodnight, Gorilla
Lynn Reiser margaret and margarita/margarita y margaret
Richard scarry cars and Trucks and Things That Go
maurice sendak alligators all around
david shannon no, david!
Peter sis Ballerina

Fire Truck
John steptoe Baby says
Robert Louis stevenson a child’s Garden of Verses
Paul and Henrietta stickland dinosaur Roar!
natasha anastasia Tarpley I Love my Hair!
Rosemary Wells max’s Breakfast
mo Willems don’t Let the Pigeon drive the Bus!
Paul Zelinsky The Wheels on the Bus

�   適用於我子女的讀寫技能



幼稚園

幼稚園是渴望發掘新事物的一年。孩子探索聲

音、詞語,並且學習語言。他們開始體驗正式的讀

寫活動,例如:與全班一起閱讀圖書,學習字母,與

老師談論他們讀過的圖書。

唸完幼稚園時,一些孩子僅僅學會了聽故事。其他

孩子可能會閱讀字母與簡單的單詞。大多數(但不

是所有的)幼稚園學生都學會了字母(即每個字母

與其發音),以及能讀出自己的名字。他們經常能

識別出周圍所看到的單詞,例如「sToP」(意思是 

停止)。大多數孩子能夠數到10,並且能識別一些

數目字。

幼稚園的孩子喜愛故事。他們喜歡坐著看自己喜

愛的耳熟能詳的圖書,並且假裝閱讀這個故事。他

們甚至在與朋友一起玩的時候,把故事的內容表演

出來。

在學校,孩子可能:

說話與聆聽 

學習語言的發音:練習發音,將聲音組合成英文單詞,將英文單詞拆散成 

不同的音節(音位學)。

學習發音、字母與單詞是如何聯繫起來的(讀音法)。

相互交談、講故事、表演、說和創作順口溜、角色扮演和運用他們的想像力。

恭敬地聆聽同學的說話。

提問。

輪流說話。

聽從指示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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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知道嗎?

孩子是否很容易學會閱讀

的最好指標是,他(她) 

在入學時的辭彙量是否 

很大。

英語在所有的語言中,辭彙

量是最大的。英語從其他

語言中借用了許多詞語。



閱讀

 「閱讀」時,享受閱讀的樂趣,因為他們選擇了能夠頗容易閱讀的圖書。

與全班分享他們母國的文化、語言與傳統。

聆聽教師朗讀的故事,重述這些故事和討論這些故事。

知道字母的發音,並且知道字母發音是如何結合而創造單詞的。

朗讀。

閱讀和享受閱讀的樂趣時,毋須停下來,擔心自己不懂的每一個單詞。

努力地重讀一遍自己的寫作。

寫作

寫出他們能讀出發音的字母與單詞。

開始使用創造式的拼寫的方法(使用他們聽到的字母拼寫單詞)寫故事和在圖畫上 

寫字。

為老師講故事,老師把故事記下來,於是他們可以看到自己所說的話寫出來的樣子。

您在家中能做些什麼?

說話與聆聽

與您的孩子談論他(她)一天中所做的、所看到的和所閱讀的東西。

鼓勵您的孩子提問、表達意見和分享資訊。

玩遊戲和唱歌,這些遊戲和歌曲是將單詞的發音和其書寫方式聯繫起來的。

對您的孩子講述您家庭的故事。

聆聽您孩子的說話,要您的孩子也要聆聽其他人的說話。

教您的孩子讀出他(她)的全名與住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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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

朗讀給您的孩子聽,並且談論您們所閱讀的內容。在故事中找出一些與孩子以前閱讀

過的有關聯的地方。

與孩子一起閱讀一些他熟悉的書,那樣,孩子可以跟你一起閱讀。

幫助您的孩子閱讀或者讀出標籤、穀類食品盒、商店招牌,以及其他您家四周的 

印刷品。

寫作

與孩子一起繪畫,談論圖畫所表達的故事。鼓勵孩子把看過與聽過的故事與電影畫 

成圖畫。

幫助孩子學寫自己的全名與電話號碼。

幫助孩子寫出自己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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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朗讀的圖書:幼稚園

這裏有一些這個年齡的孩子喜歡的圖書。請您的圖書館員或者您子女的老師推薦

其他的好書。您可以從以下地方找到這些或者其他的書:

• 在您孩子學校的圖書館。

• 在教室圖書館。

• 在您家附近的公共圖書館分館。

作者 書名

Ludwig Bemelmans madeline
Jan Brett The mitten
sandra cisneros Hairs/Pelitos
nina crews one Hot summer day
doreen cronin click, clack, moo: cows That Type
P. d. eastman Go, dog, Go!
Wanda Gag millions of cats
eloise Greenfield she come Bringing me That Little Baby Girl
Bill Harley sitting down to eat
Kevin Henkes chrysanthemum

Lilly’s Purple Plastic Purse
Wemberly Worried

amy Hest off to school, Baby duck
Lillian Hoban arthur’s Pen Pal
Pat Hutchins don’t Forget the Bacon

The doorbell Rang
James marshall George and martha
Robert mccloskey make Way for ducklings

Blueberries for sal
Patricia mcKissack mirandy and Brother Wind
Kate mcmullan I stink!
Laura Joffe numeroff If You Give a mouse a cookie
Brian Pinkney max Found Two sticks
carole Lexa schaeffer The squiggle
maurice sendak Where the Wild Things are
dr. seuss (Theodore s. Geisel) The cat in the Hat

Green eggs and Ham 
sherry shahan spicy Hot colors
david shannon duck on a Bike
William steig amos & Boris

dr. de soto
anastasia suen subway
Hildegarde Hoyt swift The Little Red Lighthouse and the Great Gray Bridge
martin Waddell Farmer duck
mo Willems Knuffle Bunny: a cautionary Tale
Vera B. Williams a chair for my mother
Taro Yashima umbrel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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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年級—2年級

入讀一年級的孩子各具有不同的閱讀能力水平。一些能夠閱讀;一些剛開始學習

閱讀;一些還沒有開始學習閱讀。唸完一年級

時,大多數孩子的閱讀能力提高了,能夠總結看了

的故事及回答有關故事的問題。

一年級學生的寫作能力與他(她)的閱讀和聆聽的

經驗有密切的關係。那些明白故事的孩子知道如

何編寫自己的故事。一些孩子入讀一年級時很會

寫作,一些孩子則寫得很差。唸完一年級時,大多

數孩子將能夠使用他們的寫作與繪畫進行交流,用

他們所聽到的發音的字母來組合單詞,這個稱為 

 「創作式拼寫」(invented spelling)。

很多二年級學生知道閱讀的重要性,並且想成為好

的讀者。在二年級的學習期間,孩子喜歡聽情節更

加複雜的故事,一些孩子開始閱讀分章的書。

二年級學生的寫作開始顯示個人風格。許多學生

開始將寫作視為娛樂。他們仍然使用創作式的拼

寫,並且喜歡嘗試新形式的故事,有時模仿他們喜

愛的書或者作者。

在學校,孩子可能:

說話與聆聽

講故事或者將故事表演出來。

與同學和老師分享意見與看法。

與同學和老師談論書本。

分享家庭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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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知道嗎?

當公共圖書館開始為孩子

提供圖書時,幾乎沒有專

門為孩子而寫的圖書。現

在每年有 13 000種為嬰

兒、兒童與青少年而寫的

圖書出版。

當孩子看到他們喜愛的成

年人在家中閱讀與寫作

時,這樣使讀寫變成他們

想要做的一種「長大了」

的活動。因此,以身作則

的讀寫是多麼重要。



閱讀

將發音與字母結合,唸出新的單詞。

透過探究詞語的意義,尋找相關的詞語,以及看詞語如何以不同的方式使用 

來學習詞語。

學習如何挑選適合自己閱讀水平的書籍。

享受閱讀與寫作的樂趣,談論他們所喜歡的東西,互相提出建議。

使用不同的方法解決閱讀的問題(例如唸出詞語,尋找熟悉的詞語部分,看詞語在句子

或者故事中使用的方法去理解詞語)。

閱讀詩歌、圖書、故事書與資訊書籍。

寫作

探索不同形式的寫作(例如:將他們喜愛的詞語記在筆記本上,給他們的朋友寫便條)。

以開頭、發展與結局的形式寫故事。

談論他們的寫作。

正確拼寫常用的單詞。

使用句號、問號、感歎號與大寫字母。

發表他們的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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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在家中能做些什麼?

說話與聆聽

參與您孩子的閱讀與寫作。

與您的孩子談論您的經歷。叫孩子告訴您這種經歷或是某人說過的經歷。

與您的孩子談論他(她)的閱讀與寫作。如果您不明白孩子嘗試要說的話, 

向孩子發問。

玩遊戲,例如:「我發現」(I spy)(我發現以字母B開首的東西),「初級拼字」

(Junior scrabble)或者 「常識問答」(Trivial Pursuit)。

鼓勵孩子在交談中使用新詞。

要您的孩子談論他(她)的愛好與興趣。

閱讀

每天與您的孩子一起閱讀。繼續朗讀給您的孩子聽,要他(她)閱讀給您聽。 

談論故事讓他們記起了什麼,想到什麼,或者令他們對什麼感到疑惑。

如果您感到用其他語言來閱讀會更自然,請閱讀既有英語又有您的母語的書。當您與

孩子一起分享這些書時,這會幫助他學習兩種語言。您可以輪流用每種語言閱讀。

支持您孩子對閱讀所作出的努力。不要為了糾正錯誤而打斷閱讀,而這些錯誤是不會

影響故事的。使用圖畫與字母發音,幫助您的孩子唸出單詞。

要您的孩子給您講你們一起閱讀的故事。要他(她)預測接下來會發生什麼,或者故事

人物可能會做些什麼。

帶您的孩子去公共圖書館借閱圖書。

鼓勵您的孩子閱讀各種圖書(故事、圖畫書、詩歌、知識叢書)以及您身邊的任何 

東西(報紙、指示牌、穀類食品盒)。

要您的孩子閱讀他(她)自己的故事給您聽,並且談論這些故事。

寫作

要您的兒子或者女兒寫東西給您,例如:寫一封信給一個親戚,或者寫雜貨清單。 

給您的孩子寫便條,鼓勵您的孩子也給您寫便條。

讓您的孩子有機會使用不同的工具寫作,這包括電腦,如果您可以使用電腦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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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的圖書:1年級—2年級

這裏有一些這個年齡的孩子喜歡的書籍。您可能想將其中一些書閱讀給孩子

聽,您的孩子可能也想將其中一些閱讀給您聽。

請您的圖書館員或者您子女的老師推薦其他的好書。

您在什麼地方可以找到這些書或者其他的書?

• 您孩子學校的圖書館。

• 教室圖書館。

• 您家附近的公共圖書館分館。

作者 書名

Harry G. allard miss nelson is missing!
margery Williams Bianco The Velveteen Rabbit
marc Brown arthur’s nose
Virginia Lee Burton mike mulligan and His steam shovel
doreen cronin diary of a Worm
Tomie de Paola strega nona
arthur dorros abuela
Heather Forest stone soup
Hardie Gramatky Little Toot
Lily Toy Hong Two of everything: a chinese Folktale
elizabeth Fitzgerald Howard Virgie Goes to school with us Boys
angela Johnson Julius
Kathleen Krull Wilma unlimited: How Wilma Rudolph Became the World’s Fastest Woman
munro Leaf The story of Ferdinand
arnold Lobel Frog and Toad are Friends
margaret Read macdonald old Woman Who Lived in a Vinegar Bottle
Gerald mcdermott Zomo the Rabbit: a Trickster Tale from West africa
Betty miles Hey! I’m Reading!
Brian Pinkney The adventures of sparrowboy
Faith Ringgold Tar Beach
cynthia Rylant High-Rise Private eyes 系列

Poppleton 系列

Jon scieszka The True story of the 3 Little Pigs!
dr. seuss (Theodore s. Geisel) Horton Hatches the egg
esphyr slobodkina caps for sale
William steig Brave Irene

doctor de soto 
sylvester and the magic Pebble

John steptoe stevie
Judith Viorst alexander and the Terrible, Horrible, no Good, Very Bad day
Rosemary Wells Yoko

1�   適用於我子女的讀寫技能



3年級—5年級

在這些年級中,孩子通常會發現閱讀變得更容易,以及可以更快及準確地寫作。 

他們不再僅僅學習如何閱讀,他們使用閱讀技能去

閱讀新的故事和學習新的觀點。這種新的閱讀能

力給他們帶來了樂趣。他們喜愛閱讀故事與生活

常識兩種圖書。同時,他們仍然喜歡聽成年人閱讀

故事,在交談中嘗試使用新的詞語,並且與老師及

家人分享他們的寫作。

在學校,孩子會被要求閱讀與寫每個學科領域的 

東西。他們可能:

• 閱讀故事,寫有關這故事的劇本,

• 設計有關他們學習過的一個外國地方的 

旅遊小冊子,

• 以文字及數字寫出數學題的解題方法, 

或者 

• 到郊野散步,寫下他們觀察到的秋天發生

的變化。

在學校,孩子可能:

說話與聆聽

向他們的同學演說自己的想法,確保自己的重點編排得井然有序, 

而且有事實的支持。

以不同的方式表達意見(討論、演說、寫劇本、寫詩)。

聆聽別人,並且比較不同的觀點。

提問,表示同意或者不同意時要有證據支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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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知道嗎?

大多數參考書(百科全書、

字典等等)都是以八年級的

閱讀水平編寫的。在細小

的空間內提供這麼多的資

訊,在沒有指導下,除了最

優秀的四至七年級學生之

外,同年級的其他讀者是無

法看得明白的。

在7歲到11歲之間,孩子開

始有邏輯地思考。



閱讀

單獨和集體閱讀。

有表情地閱讀。

談論他們閱讀過的書籍的人物、背景、主要觀點與細節。

理解他們閱讀的內容,並且以自己的話,重新陳述內容的觀點。

在他們閱讀的不同書籍之間建立關聯。

提出問題:作者寫了什麼,並且嘗試通過閱讀回答這些問題。

用自己的話,演繹他們所閱讀過的書本。

用閱讀取得資訊,並且從一個以上的來源尋找關於主題的資訊。

持久地自己閱讀。

寫作

為許多不同的目的而寫作:講故事、傳達資訊、描述人物的生活、營造詩意的形象。

寫故事,引起讀者的反應。

學習如何寫所有學科領域的東西,例如使用至少三個來源寫社會研究的報告。

學習語言在形式上的結構,例如:押韻與韻律。

學習寫作的規範結構,例如:段落。

您在家中能做些什麼?

說話與聆聽

與您的孩子談論學校、朋友和活動。

鼓勵您的孩子與人分享他的想法與感受。

聆聽您孩子的興趣、關心的事、喜歡與不喜歡的東西。要您的孩子說出他有這些意

見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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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

與您的孩子談論他(她)喜歡閱讀什麼書。讓您的孩子閱讀給您聽。

要您的孩子將正在閱讀的書與閱讀過的書作比較。

繼續閱讀給您的孩子聽。與您的孩子談論故事給他(她)什麼感覺,或者故事人物 

可能感到什麼。鼓勵您的兒子或者女兒預測接下來會發生什麼,或者就故事情節, 

提問「假如這樣會怎樣」的假設式的問題。

為您孩子提供符合他(她)興趣的書籍。要您的孩子記下喜愛的作者。

為閱讀與做家庭作業,騰出一個安靜的地方與具體的時間。給您的孩子鼓勵。

讓您的孩子作出深思的決定。例如:您們可以一起閱讀電視指南, 

並且決定觀看哪個電視節目。

鼓勵並且幫助您的孩子每年至少閱讀25本書。

寫作

給您的孩子提供寫作的地方,並且尊重這個空間。

鼓勵您的孩子寫不同形式的東西(例如故事和詩歌),並且使用繪畫與顔色將作品美化。

要您的孩子與您分享他(她)的寫作。

給您的孩子一本日記簿。讓您的孩子私下保管。

製作一份家庭通訊,與親朋戚友分享。要您的孩子寫通訊,並且安排他(她)「訪問」

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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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的書籍:3年級—5年級

這裏有一些這個年齡的孩子喜歡的書籍。您可能想閱讀其中一些給您的孩子

聽,您的孩子也可能想閱讀其中一些給您聽。

請您的圖書館員或者您孩子的老師推薦其他的好書。

您在什麼地方可以找到這些書籍?

• 您孩子學校的圖書館。

• 教室圖書館。

• 您家附近的公共圖書館分館。

作者 書名

alma Flor ada my name is maría Isabel
arnold adoff all the colors of the Race: Poems
Julia alvarez How Tia Lola came to (Visit) stay
avi Poppy
Judy Blume double Fudge
eve Bunting nasty stinky sneakers
Frances Hodgson Burnett The secret Garden
Beverly cleary Ramona 系列

andrew clements Frindle
The Janitor’s Boy

Roald dahl charlie and the chocolate Factory
The BFG

Pleasant despain The emerald Lizard: Fifteen Latin american Tales in english and spanish
Kate dicamillo Because of Winn-dixie

Tiger Rising
edward eager Half magic
Louise erdrich The Birchbark House
eleanor estes The Hundred dresses
Jack Gantos Joey Pigza swallowed the Key
Virginia Hamilton Zeely
James Howe Bunnicula
Johanna Hurwitz class clown
norton Juster The Phantom Tollbooth
c.s. Lewis The chronicles of narnia
Lois Lowry number the stars
Ken mochizuki Baseball saved us
Patricia macLachlan Journey

Baby
sharon Bell mathis sidewalk story
nicholasa mohr Felita
F. n. monjo The drinking Gourd: a story of the underground Railroad
Lensey namioka Yang the Youngest and His Terrible ear
Barbara Park skinnybo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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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書名

Katherine Paterson The Great Gilly Hopkins
andrea davis Pinkney alvin ailey
daniel Pinkwater The Hoboken chicken emergency
Karen e. Quinones miller Ida B.
Thomas Rockwell How to eat Fried Worms
cynthia Rylant missing may

every Living Thing
Louis sachar sideways stories from Wayside school
allan say Grandfather’s Journey
Jon scieszka Time Warp Trio 系列

Lemony snicket a series of unfortunate events 系列

Gary soto off and Running
Jerry spinelli maniac magee

crash
Geronimo stilton Lost Treasure of the emerald (The Rodent’s Gazette 系列)
mildred Taylor The Well

The Gold cadillac
Wendelin Van draanen sammy Keyes 系列

mildred Pitts Walter Justin and the Best Biscuits in the World
e.B. White charlotte’s Web
Laura Ingalls Wilder Little House 系列

Henry Winkler, Lin oliver The Hank Zipzer 系列

Richard and Judy dockrey Young african-american Folktales for Young Readers
Kazumi Yumoto The Frie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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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年級—8年級

少年人正嘗試弄清楚他們是誰,以及他們與其他人的關

係。他們的個性會反反覆覆,時而剛強,時而不安;時而

充滿自信,時而不肯定;時而外向,時而害羞,有時候這

種個性的反覆會每分鐘出現。家庭與學校可以支援他

們的發展,方法是讓少年人在一個安全、具挑戰性與公

平的環境中嘗試不同的個性。

少年人渴望新的觀點。他們通過將新的觀點與自己相

關聯起來進行學習:「這對我意味著什麼?」與「為什

麼這與我有相干?」大多數這個階段的年輕人開始思考

抽象的觀點,例如:「公平」與「獨立」。他們開始依

據自己找到的資訊而作出結論和預測。這種行為不是

以簡單劃一的情況出現:他們可能某一天發起保護環境

的運動,翌日就拒絕回收再利用。

這幾年是發展讀寫能力最重要的時期。在這個階段,青

少年需要發現自己的長處,以各種方式表達自己,將閱

讀和寫作與生活聯繫起來,使用語言理解他們的世界。

��   適用於我子女的讀寫技能

?您知道嗎?

有許多好的兒童與青少年

雜誌供您為孩子訂閱,孩

子喜歡收取郵件,並且喜

歡閱讀一些特別的東西。

許多這些雜誌在您區内的

學校或公共圖書館都可以

找到。

孩子與青少年在暑假期間

閱 讀 5或 6本 以 上 的 書

本,其得益與他們參加暑

期班是一樣的。

為樂趣而閱讀,增加閱讀

的理解力。

多閱讀可以改善拼寫。



在學校,年輕人可能:

說話與聆聽

學習仔細地聆聽和恭敬地對別人作出回應。

在整個校內時間,與同儕和老師交談。

從多個來源採集不同觀點的資訊。使用這些觀點並依據準確的證據,在某個問題上說

服聽者。

閱讀

閱讀每種類别的不同材料,包括:文學、資訊圖書、傳記與雜誌文章。

採取策略來理解他們在閱讀些什麼(例如:將新的觀點與他們已經知道的進行比較, 

總結觀點,或者理解作者的觀點)。

為了享受樂趣而閱讀。

評估他們閱讀的東西。(寫得好嗎? 寫得正確嗎? 作者提供了足夠的證據支持其 

主要觀點嗎?)

將他們閱讀的內容與他們已經知道的以及他們自己的經歷聯繫起來。

參加圖書俱樂部及利用其他機會,與其他學生分享他們對書本的看法。

寫作

寫每種類別的東西。

從書本上及將老師所說的內容做筆記。

將來自幾個不同來源的想法、資訊與觀點集中起來。

為不同的原因與聽眾而寫作,以此對文學作出反應,分享資訊、 

講故事或者說服某人。

修改寫作,製作經潤飾的作品。

透過展覽、學校報紙、寫作比賽、戲劇或者口頭報告,將寫作發表或者演繹出來。

適用於我子女的讀寫技能   ��



您在家中能做些什麼?

說話與聆聽

與您的孩子談論他(她)感興趣的事情,從音樂與電子遊戲到衣服。不要用教訓式的口

脗大發議論或者嘗試以聽起來過度「酷」的語氣,只是交談。

問您的孩子對一個問題的看法,並且聆聽他的答案。尊重他(她)的意見, 

但是期待他(她)告訴您這些看法的理由。

閱讀

鼓勵您的孩子閱讀和講故事給弟妹或者祖父母聽。

鼓勵他(她)為不同的目的而閱讀(例如:尋找有關某流行歌星或者某個體育活動的 

資訊)。

鼓勵您的孩子思考他(她)正在閱讀與寫作的意思。

與您的孩子談論他(她)正在閱讀的內容。問孩子問題, 

並且講述您自己有關閱讀方面的體驗。

常常帶您的孩子去圖書館。幫助他(她)選擇其能夠獨立閱讀的書籍。

鼓勵並且幫助您的孩子每年至少閱讀25本各種類型的書籍(小說與非小說)。

保留孩子喜愛的兒童圖畫,如果您唸初中的孩子喜歡重讀這些書籍,請您不要感到 

驚訝。

在家中營造一個閱讀空間,要有舒適的座位與有趣的閱讀材料,例如:小說、資訊圖

書、漫畫書、雜誌和報紙。

寫作

鼓勵您的孩子在日記中表達個人的想法與感受,並且尊重您孩子的隱私。

提供激發您孩子寫作的任何東西:安靜的地方,一本新的顏色簿、彩色墨水、寫作工具

 (電腦、字典、語錄書)或者背景音樂。

鼓勵您的孩子公開分享他(她)的作品,將它貼在冰箱上,給親戚或者朋友發一份作品,或

者在青年小組或家庭聚會中,閱讀/表演自己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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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的書籍:6年級—8年級

這裏有一些這個年齡的年輕人喜歡的書。六年級、七年級與八年級的學生仍然喜

歡聆聽別人朗讀好的書籍。他們也喜歡自己閱讀。

請您的圖書館員或者您孩子的老師推薦其他的好書。

您在什麼地方可以找到這些書?

• 您孩子學校的圖書館。

• 教室圖書館。

• 您家附近的公共圖書館分部。

作者 書名

Lloyd alexander The Book of Three
avi nothing But the Truth: a documentary novel
Joan Bauer squashed
ann cameron coli’bri
Lori m. carlson, editor cool salsa: Bilingual Poems on Growing up Latino in the united states 
alice childress a Hero ain’t nothin’ But a sandwich
sook nyul choi Year of Impossible Goodbyes
susan cooper The dark Is Rising 系列

Bruce coville Jeremy Thatcher, dragon Hatcher
chris crutcher Ironman
christopher Paul curtis The Watsons Go to Birmingham, 1963
nancy Farmer The House of the scorpion
anne Frank The diary of a Young Girl
Jean craighead George Julie of the Wolves
Virginia Hamilton The House of dies drear
s. e. Hinton The outsiders
madeleine L’engle a Wrinkle in Time
Lois Lowry The Giver
Robin mcKinley The Hero and the crown
nicholasa mohr el Bronx Remembered
Lillian morrison It Rained all day That night
Walter dean myers 145th street: short stories

scorpions
Beverley naidoo The other side of Truth
Linda sue Park When my name Was Keoko
Katherine Paterson Bridge to Terabithia
Gary Paulsen Brian’s Hunt
Richard Peck a Long Way from chicago
W. Rodman Philbrick Freak The mighty
Philip Pullman The Golden compass
Johanna Reiss The upstairs R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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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書名

Pam munoz Ryan esperanza Rising
Louis sachar Holes
Graham salisbury Lord of the deep
steve sanfield The adventures of High John the conqueror
William sleator oddballs: stories
Gary soto Baseball in april and other stories 
suzanne Fisher staples shabanu: daughter of the Wind
mildred d. Taylor Roll of Thunder, Hear my cry
Yoshiko uchida Journey Home
cynthia Voigt Homecoming
T. H. White The sword in the stone
Jacqueline Woodson miracle’s Boys
Laurence Yep The Lost Gar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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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年級—12年級

對大多數人來說,高中是個過渡時期,從發現在朋儕間的位置,到發現自己在這個

世界上的位置。高中學生需要發展成熟的讀寫技能,以便應付作為家庭成員、僱

員與公民所面對的挑戰。

在這個階段,年輕人會在他們所閱讀的內容與他們自己的生活之間找到有意義的

關聯。他們還將生活與校外寫作的原因聯繫起來:履歷、大學申請信和日記。

家庭與學校可以支援年輕人發展讀寫能力, 

透過給予他們:

選擇權:

當青少年有一些不同的選擇時,他們會更加積極地閱讀與寫作。他們喜歡選

擇自己的書來獨立閱讀,喜歡選擇自己的主題進行研究,喜歡選擇如何及在何

處分享他們的作品的想法。許多高中學生開始閱讀與喜歡看大人的書籍。

發言權:

年長的青少年公開表達自己的想法,期待他們的意見能夠被聽到和受到 

尊重。他們以各種方式表達自己,從交談到發表寫作。

社交互動:

年長的青少年最強而有力的讀寫體驗常常包括:與其他青少年交流,聆聽不

同的想法,恭敬地交換想法。

自信:

當青少年發展了讀寫技能,如一個有能力的個體,向世界表達自己時,他們會

感到自己很有價值,並且感到有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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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學校,青少年可能:

說話與聆聽

提問,重新陳述他們聽過的內容,並且陳述不同的觀點。

以支持的例證與事實,就所有的學科,演說口頭報告,並且陳述他們自己的觀點。

恭敬地聆聽他人。

與同儕談論看法。

擁有不同形式的說話經驗,從正式的討論到演講。

閱讀

閱讀各種學科領域的詩歌、非小說與小說。

閱讀以便發現新的觀點與思考方法。

探索與他們自己的生活、他們的愛好、他們的學術興趣有關的主題。

參加圖書俱樂部、文學小組及利用其他機會,談論書籍。

所有班級都透過閱讀來學習新的觀點。

評估他們閱讀的內容,決定這些內容是否沒有偏見、準確與完整。

使用圖表、圖解、表格、曲線圖獲得資訊。

推斷沒有直接在正文中陳述的意思。

寫作

作每種類型的寫作。

一起修改與編輯作品。

嘗試各種寫作的形式,例如:詩歌、故事、散文、信件、日記、劇本與研究報告。

先打草稿,然後在表達觀點與語言使用上進行修改,最後產生潤飾過的作品。

發表或者表演他們的寫作。

對不同的聽衆表達他們自己對重要問題的看法(例如:講述自己的故事、寫信給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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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在家中能做些什麼?

說話與聆聽

問您的孩子目前正在閱讀、聆聽與學習什麼。仔細聆聽他們的回答。討論家庭作業

的安排。

分享家庭故事。

指出報紙上有趣的新聞文章,與他們一起討論。

一起觀看電視節目,討論你們的反應。

閱讀

鼓勵您的孩子閱讀故事給弟妹聽,並且幫助他們使用互聯網搜集資訊。

鼓勵您的孩子每年閱讀並且理解25本書。

幫助您的孩子尋找問題的答案,這些問題既可以是個人的,也可以是學術的。

為家庭作業、閱讀與寫作,提供時間與空間。

肯定家中的每個人都有公共圖書館的借閱證,並且常常與家人一起去圖書館。

透過家庭作業、學校通訊、家長夜、拜訪老師,以及與您的孩子交談等方式,了解您

孩子的學校。

看您孩子正在閱讀的書,與他(她)一起討論,不要作出評論或者以長輩的口氣說話。

寫作

鼓勵您的孩子在日記中寫下想法、感受與體驗。尊重您孩子的隱私。

與您的孩子交換自己的寫作,一起分享想法、分歧與感受。

提供支援寫作的工具(電腦、紙張、筆、字典等參考書、類似詞典、語錄書)。

鼓勵公開分享寫作,例如:社區作文比賽、社區報紙,以及寫信給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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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的書籍:9年級—12年級

這裏有一些這個年齡的青少年喜歡的書。請您的圖書館員或者您孩子的老師推薦

其他的好書。

您在什麼地方可以找到這些書籍?

• 您孩子學校的圖書館。

• 教室圖書館。

• 您家附近的公共圖書館分舘。

作者 書名

douglas adams The Hitchhiker’s Guide to the Galaxy 
Isabel allende The House of the spirits 
maya angelou I Know Why the caged Bird sings 
James Baldwin If Beale street could Talk
octavia Butler Kindred
orson scott card ender’s Game 
sandra cisneros The House on mango street 
Robert cormier The chocolate War 
chris crutcher Whale Talk 
donald davis Listening for the crack of dawn
Buchi emecheta The Bride Price
Paul Fleischman Whirligig
ernest J. Gaines a Lesson Before dying 
donald R. Gallo, editor ultimate sports: short stories by outstanding Writers for Young adults
mark Haddon The curious Incident of the dog in the night-Time
Lorraine Hansberry a Raisin in the sun 
Terry spencer Hesser Kissing doorknobs
Will Hobbs Far north 
Khaled Hosseini The Kite Runner
Langston Hughes The collected Poems of Langston Hughes 
angela Johnson The First Part Last
John Krakauer Into Thin air 
Harper Lee To Kill a mockingbird 
ursula Le Guin The Left Hand of darkness 
anne mccaffrey dragonsong 
Frank mccourt angela’s ashes: a memoir 
Toni morrison The Bluest eye
Walter dean myers Bad Boy: a memoir

The Beast
an na a step from Heaven
Gary Paulsen The Beet Fields 
ernesto Quinonez Bodega dreams
Robert alden Rubin Poetry out Lou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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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書名

marjane satrapi Persepolis
elizabeth schmidt, editor Poems of new York
dai sijie Balzac and the Little chinese seamstress: a novel
art spiegelman maus: a survivor’s Tale 
John steinbeck of mice and men 
J. R. R. Tolkien Lord of the Rings
Richard Wright Black B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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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知道嗎?

即使那些說自己喜歡閱讀

的年輕人,也常常因為忙

於運動、興趣小組、工作

與家庭作業,以至於中止

享受閱讀圖書的樂趣。許

多人通過閱讀他們感興趣

的雜誌文章作彌補。

除早期童年之外,腦部生

長與發育得最快的時間是

在少年期這幾年。

閱讀越多的人寫作越好。



有什麼特別的提示可以幫助我支援 
孩子的讀寫能力?

選擇「正好合適」的書

指導您的孩子:

閱讀書名。 

閱讀書本封面的描述。

查看目錄。

閱讀一兩頁。

問您的孩子:

您認為這本書寫些什麼?

這本書有趣嗎?

這是本正好合適的書,如果...

孩子對書本的主題感興趣。

孩子能夠每頁閱讀至少95%的單詞(除非有人將書本閱讀給孩子聽)。

這是本很難的書,如果...

孩子發現有五個或者更多的單詞他(她)不能閱讀 

 (除非有人將書本閱讀給孩子聽)。

孩子不能理解他(她)閱讀的內容。

適用於家長的閱讀提示

全國教育協會(national education association)
www.nea.org/readacross/parents.html

閱讀是根本(Reading is Fundamental)
www.rif.org/par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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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的孩子閱讀能力很差, 

您該怎麼辦?

不要驚慌!

有時候,孩子並不是那麼容易地學會閱讀的,您的孩子可能學得很差。您能夠做以

下一些事情,以幫助您的孩子。

• 請繼續閱讀給您的孩子聽。將閱讀變成定期的和充滿樂趣的家庭活動。

此外,以身作則地閱讀。讓您的孩子看見您及其他重要的成年人經常閱讀

書籍、雜誌及報紙。 

• 鼓勵您的孩子在家中閱讀。準備好有趣的閱讀材料,給您的孩子時間及提

供空間,讓孩子在家中閱讀。青少年閱讀得越多,就會閱讀得更好。 

• 幫助您的年幼子女從學校或公共圖書館挑選多種不同類別的閱讀材料。

這些可包括磁帶有聲書籍、小說、常識書、雜誌、漫畫書或兒童書。 

• 與您的孩子的老師討論,以便了解他們期

待您的孩子在學校做些什麼。

• 為您的孩子,尋找可能已有的課後輔導和

其他特別的協助(詢問老師、校長或家長

專員)。

• 利用社區組織提供的課後及暑期活動 

(查閱本指南背面的「家庭讀寫的社區 

支持」)。像公共圖書館的「暑期閱讀俱

樂部」,許多這類計劃都是免費的。

特別提示   ��

?您知道嗎?

在暑假期間,完全不閱讀

的孩子由於缺乏練習, 

會喪失多至 24%的閱讀 

能力。



激發您的孩子閱讀

家長如何鼓勵他們的孩子自己閱讀?

• 給予他們閱讀書本的選擇。青少年可能更喜歡資訊圖書、雜誌、報紙、

笑話、漫畫書和繪圖小說,以至小說。

• 認識到閱讀有許多不同的方式。忙碌的青少年可能會瀏覽雜誌,停下來閱

讀標題,查看圖片,偶爾會閱讀整篇文章。這種閱讀形式非常有樂趣,並且

常常使他們産生更進一步閱讀的興趣。

• 與他們談論他們正在閱讀的東西。讓他們分享他們剛學會了的新觀點。

• 每天閱讀給他們聽。讓他們看到您與其他成年人為了享受樂趣而自己 

閱讀。

• 鼓勵您的孩子閱讀已經改編成電影與電視節目的書。問他們書本與電影

有什麼不同。

• 請圖書館員幫助他們挑選「至愛的書」,以便從圖書館借閱這些書。青少

年常常因為朋友推薦了書籍而激發閱讀的興趣。

• 鼓勵他們閱讀對主題感興趣的書。許多年輕人更喜歡與實際生活相關的

書。他們喜歡有目的地閱讀,而不是簡單的為了樂趣而閱讀。

• 幫助您的孩子設定閱讀的目標和挑戰,並且達到這些目標。年輕人喜歡在

短期目標上取得成功。

• 為青少年提供機會閱讀有大量圖像的書。許多圖書館提供各種令人感愉

快的繪圖小說、圖解資訊圖書、圖畫書,這些書對青少年讀者都很吸引。

• 鼓勵您的孩子閱讀不同種類的書,包括:詩歌、短篇小說、傳記、回憶

錄、散文、歷史小說和小說。

��   特別提示



讀寫能力與科技

科技為家庭提供了新的機會一起學習與玩樂,同時也為支援家庭讀寫提供了 

新的機會。

電視/錄影帶/電影

當觀看電視或者電影時,您可以透過以下方式支援

讀寫: 

• 與孩子一起觀看,問孩子問題,以便查看孩

子是否理解。

• 鼓勵孩子提問自己的問題。

• 談論節目中的觀點。

• 像電影評論家一樣分析您看了的內容, 

與其他的電影比較,給予有關該電影或錄

影帶質素的意見。

• 將節目與孩子已有的經歷關聯起來。

錄音書

磁帶或者cd有聲書籍可以在圖書館和書店找到。你可以在汽車上、火車上或者任

何可以擺放唱機的地方傾聽錄音。

在公共圖書館可以找到一些以電子化形式不斷增加的書籍(電子書)。利用家庭電

腦可以借閱並且閱讀到這些電子書。

andrew Heiskell Braille and Talking Book Library有一個郵購書籍的計劃,該計劃免郵資投

遞成千上萬的有聲書籍和布萊葉盲人點字法書種的書籍。由於失明、視力受損、

因身體殘障而不能捧住書本或者不能翻頁,或者因為器官運作不良而産生閱讀障

礙(例如:「誦讀困難症」),而導致對閱讀標準印刷材料有困難的紐約市與長島的

居民,不論年紀,都有資格獲得這些服務。詳細資訊,請參閱本指南「家庭讀寫的

社區支援」部分,取得andrew Heiskell Braille and Talking Book Library的聯絡資訊,或者與

您的公立圖書館或學校圖書館聯繫一下。

特別提示   ��

?您知道嗎?

「美國兒科學會」(american 
academy of Pediatrics)說,將

學前兒童一天觀看受監督

的電視時間限制在一個小

時之內。

直至大約五歲,兒童玩舊

式玩具比學習使用電腦遊

戲更加重要。



在互聯網上尋找資訊

許多資訊可以透過互聯網獲取,但是,不是所有的資訊都是準確與可靠的。

您可以幫助您的孩子從互聯網上獲得有質素的資訊: 

• 利用您的公共圖書館借閱證,使用網上資源 

(例如:雜誌文章與百科全書)。

• 幫助您的孩子想出最好的字眼,搜尋某個主題的資訊。

• 鼓勵您的孩子查找不同的觀點與多個不同來源的資訊。

• 幫助您的孩子評估找到的資訊及對其提出疑問:

是誰寫的? 為了什麼而寫?

是事實還是觀點? 

作者是否說出他(她)是如何知道事實的? 

這資訊是否與就這主題而找到的其他資訊一致?

• 留意您的孩子在電腦上所看的內容。如果您自己對使用互聯網了解 

不多,請您的孩子教您他們已經學會了的東西。

• 使用為幫助兒童在互聯網上搜尋資訊而設計的網站:

ask Jeeves for Kids www.ask.com 
Kids click! www.kidsclick.com
Kids.net.au www.kids.net.au
Yahooligans kids.yahoo.com

• 使用推薦其他安全並且適合兒童的網站的網站。

awesome Library www.awesomelibrary.org 
Berit’s Best sites for children www.beritsbest.com 
Great Web sites for Kids www.ala.org/greatsites 
Kids Konnect www.kidskonnect.com/

��   特別提示



通過互聯網交流

互聯網提供了許多人與人之間交流的機會。年輕

人常常在放學後發電子郵件給他們的朋友,並且與

他們的朋友在網上聊天。確保您的孩子以安全、

適當的方式使用互聯網,這一點是很重要的。這些

規則對您的孩子使用手機也同樣重要。

• 知道您的孩子在網上與誰聊天

• 確保他(她)沒有公開個人資訊

• 確保您的孩子只使用適當的聊天網站

特別提示   ��

?您知道嗎?

互聯網的網址甚至可以在

您瀏覧該網站前已告訴您

許多內容。 最後三個字母

是第一個的提示:.com意

味 著 這 是 「 商 業 」 網

站,.gov意味著這是政府

機構擁有的網站,.edu意
味著「教育」,並且通常

是 學 校 或 者 是 大 學 網

站,.org意味著這是非牟利

網站,例如:圖書館、慈善

團體或者其他組織。



有什麼可以找到的資源 
可以幫助我?

家庭讀寫的社區支援

您並不孤單。許多社區資源提供計劃,支援青少年的發展與讀寫,這些資源包括:

圖書館、博物館、康樂部門、公園、藝術與青少年計劃,以及社區組織。

暑期活動特別重要,因為這些活動幫助學生鞏固他們在這個學年學會的東西。公

共圖書館贊助暑期閱讀計劃,包括提供推薦書目、活動與流動圖書館這類擴展計

劃。如要獲悉更多有關暑期公共圖書館的計劃與鼓勵子女閱讀的家長提示的資

訊,請聯絡公共圖書館(參閱以下部分)。

許多機構與組織能夠幫助您找出適合您家庭的讀寫活動。

機構 提供的服務

Andrew Heiskell Braille and Talking Book Library
40 West 20th street
new York, nY 10011
212-206-5400
Tdd 212-206-5458
24小時電話留言信箱 212-206-5425

電子郵件: ahlbph@nypl.org 
或者網址: talkingbooks.nypl.org

一家服務全面的圖書館, 

為五個行政區所有年齡的 

視力受損與有學習缺陷的 

讀者提供服務。

Brooklyn Public Library(布碌崙有60家分館)

718-230-2100

brooklynpubliclibrary.org
http://www.brooklynpubliclibrary.org/kids/
http://www.brooklynpubliclibrary.org/teens/

全面的圖書館服務。

暑期閱讀計劃。

書目。

成年人的英語作為 

第二語言課程。

成年人讀寫計劃。

��   資源



機構 提供的服務

 「青年與社區發展局」家庭讀寫計劃 

DYCD Family Literacy Programs

www.nyc.gov/html/dycd/html/services-literacy-
programs.html

覆蓋紐約全市的計劃, 

這些計劃滿足家長與孩子的

讀寫需要。

學習作領導(Learning Leaders)
212-213-3370

http://www.learningleaders.org/resources/links.php

為家長與孩子提供讀寫計劃

與資源的資訊。

讀寫援助中心(The Literacy Assistance Center)
212-803-3300
www.lacnyc.org

家庭讀寫資源(FamILY LITeRacY ResouRces)
www.lacnyc.org/resources/familylit/ 
familylit.htm#directory

適合成年人與家庭讀寫的服

務與刊物。

幫助孩子與家庭找到免費的

讀寫計劃。

讀寫熱線電話(Literacy Hotline)
212-803-3333(免費撥號)

熱線電話24小時提供服務

為成年人與離校青少年轉介

免費的課程: 

- 高中同等學歷證明。

- 基礎教育。

- 就業準備。

- 職業訓練。

- 英語作為第二語言。

紐約市教育局

圖書館服務辦公室(office of Library services): 
212-374-0781
家長參與辦公室(office of Parent engagement): 
212-374-2323

http://schools.nyc.gov/Parents/

為家長提供紐約市學校的 

資訊。

資源   ��



機構 提供的服務

紐約市青少年與社區發展局 

(NYC Department of Youth  
and Community Development)
dYcd服務

212-442-6006

www.nyc.gov/html/dycd/home.html

青少年計劃。

紐約市政府的其他服務。

紐約公共圖書館  (在曼哈頓、布朗士和史丹頓島有

85家社區分館與4家研究圖書館)

212-340-0906

www.nypl.org
kids.nypl.org
teenlink.nypl.org

全面的圖書館服務。

暑期閱讀計劃。

書目。

成年人的英語作為 

第二語言課程。

成年人讀寫計劃。

課後教育夥伴 

(Partnership for After School Education 簡稱

PASE) 
212-571-2664

www.pasesetter.com
http://www.cmap.info/netmaps/pase/pasemap.asp

1200個適合所有年齡 

青少年的課後計劃。

顯示課後計劃地點的地圖。

皇后區公共圖書館(皇后區有63家分館) 

718-990-0700

www.queenslibrary.org
www.kidslinq.org
www.teenlinq.org

全面的圖書館服務。

暑期閱讀計劃。

書目。

成年人的英語作為 

第二語言課程。

成年人讀寫計劃。

聯合教師公會打電話請老師答疑 

(UFT Dial-A-Teacher)
212-777-3380, 星期一至星期四下午4時-7時

為學生與家長而設的家庭 

作業援助。

�0   資源



一些全國組織透過其網站提供非常有幫助的資訊。

書目

美國圖書館協會(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
適合兒童的書目

www.ala.org/ala/alsc/alscresources/booklists/booklists.htm

適合少年的書目

www.ala.org/yalsa/booklists

適合家長的刊物

交流所的閱讀、英語及傳播的家庭資訊中心(Family Information Center of the 
Clearinghouse on Reading, English & Communication)
reading.indiana.edu/www/indexfr.html

國際閱讀協會(International Reading Association)
網站上有英語與西班牙語顯示的家長所需的資源

www.reading.org/resources/tools/parent.html

閱讀是根本 (Reading is Fundamental)
適用於家長幫助孩子喜愛閱讀的資源

www.rif.org/parents/

美國教育部

特別適用於家長

www.ed.gov/parents/landing.jhtml

學生取得成功的工具

www.ed.gov/parents/academic/help/tools-for-success/index.html

 「有教無類」家長指南

www.ed.gov/parents/academic/involve/nclbguide/parentsguide.html

資源   �1



英語學習生的資源

全國雙語教育協會 (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Bilingual Education)
www.nabe.org/education/index.html

全國英語資源交換所 

(National Clearinghouse for English Language Acquisition)
雙語/英語作為第二語言的資源:適用於英語能力不足學生與其家庭的讀寫資源

http://www.ncela.gwu.edu/spotlight/1_parents.html

全國家庭讀寫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Family Literacy)
西語裔家庭學習協會(Hispanic Family Learning Institute)
http://www.famlit.org/site/c.gtJWJdmQIse/b.1697307/k.415c/ 
Hispanic_Family_Learning_Institute.htm

紐約市教育局

schools.nyc.gov/offices/eLL/default.htm

��   資源



小朋友!
紐約市公共圖書館

布碌崙公共圖書館   紐約公共圖書館   皇后區圖書館

邀請所有剛出生到12歲的孩子 

申請一張借閱證!

如果您的子女已經有一張借閱證,那非常好! 這樣他(她)毋需申請一張新的借閱證。

如果您的子女從來沒有借閱證,或者丟失了借閱證,請填妥以下的申請表(請清楚填寫): 

子女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子女出生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月/ m o n T H    日/ d a Y    年/ Y e a R  

街道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公寓單位號碼 _________ 區或市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州  ___________  郵編號碼 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地址/郵寄地址(如果與以上地址不同):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或監護人: 
請仔細閱讀以下部分,並在A或B旁的橫線上打勾,然後簽名。

本人特此准予我的子女擁有一張借閱證。本人同意對孩子選擇閱讀的材料負責,並且對使

用本申請獲得的借閱證所招致的圖書館的 

損失負責。

a.___ 我的子女12歲或者以下,他(她)可以借閱青少年/成年與兒童閱讀材料。

B. ___ 我的子女只可以借閱兒童閱讀材料。

姓名(請清楚填寫)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簽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布碌崙公共圖書館    718-230-2100    www.brooklynpubliclibrary.org
紐約公共圖書館(曼哈頓、布朗士與史丹頓島)    212-576-0031    www.nypl.org

皇后區圖書館    718-990-0705    www.queenslibrary.org

   請將填妥的表格交予您本區的圖書館,同時附上身分證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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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立學校新視野」 

於1989年成立, 

為最大的教育改革機構, 

致力於改善紐約市的兒童在 

公立學校接受的教育質素。 

新視野與政府部門及私人機構 

合作,制訂課程和政策, 

激發教學和學習, 

以及提高學生的成績水平。

neW VIsIons FoR PuBLIc scHooLs
320 West 13th street • new York, nY 10014
電話 212-645-5110 • 傳真 212- 645-7409
www.newvision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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