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材特色

主題圍繞日常生活

五種外語翻譯輔助學習

先聽說，後認讀以遊戲帶動學習

支援跨平台

近年，非華語學童日益增加，他們在
學習中文時需要多方面的支援，但   
切合其需要的中文教材十分匱乏，影響
學習效果。知識共享協會蒙「太古集團
慈善信託基金」撥款，製作了一套幫助
非華語幼兒學習中文的電子教材—
「愉快學中文」，幫助非華語學童提升
聽說讀寫的能力。這套教材也適合   
新來港學童使用，教師及家長可利用   
本教材輔導學童學習中文， 幫助他們 
融入社羣。

「愉快學中文」於 2017 年 2 月起免費供
各界使用，歡迎下載。

這套教材共有十個單元，適合幼稚園
低班至高班程度，能幫助非華語學童
積累基本詞彙，學會日常用語，提升
語文能力，促進人際互動交流。

單元編排循序漸進，配合學童的語言
能力發展及學習語文的特點，教師及
家長可因應學童的語文水平去選用。

即時核對及記錄答案

針對非華語學童的學習需要，採用以聽
帶說、以聽帶讀的方式學習；先聽說，
後識字和閱讀。

系統能記錄學童在活動中的答案，並可
自動核對，給予即時回饋，幫助導師
了解學童的學習表現及進度。

備有粵語錄音及五種語言翻譯(英文、
烏都文、印地文、尼泊爾文及泰文)，
詞語附筆順動畫，學習中文更輕鬆。

iOS、Android 及 Windows Desktop   
系統均可使用。

以主題貫串學習內容，切合學童的生活
經驗，幫助學童積累實用的中文詞彙。

透過多元化的互動遊戲，讓學童從愉快
的學習經驗中獲得語言知識和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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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一
打招呼
單元一
打招呼

‧認識禮貌用語
‧有禮貌地跟別人打招呼
‧簡單地介紹自己

單元二
水果的顏色
單元二
水果的顏色

‧認識水果的名稱
‧說出水果的顏色

單元七
健康寶寶
單元七
健康寶寶

‧認識有關衛生習慣的詞語
‧分辨良好的衛生習慣
‧培養注重衛生的態度，
 有良好的生活習慣

單元八
不同的職業
單元八
不同的職業

‧認識不同職業的名稱
‧說出自己想做的職業

單元九
我喜歡的玩具
單元九
我喜歡的玩具

‧認識不同玩具的名稱
‧模仿例子，詢問別人喜歡
 玩甚麼

單元八
我喜歡的玩具
單元十
學校生活真快樂

‧認識有關學校活動的詞語
‧模仿例子，說出自己喜歡
 的學校活動

單元學習重點

單元三
看看我自己
單元三
看看我自己

‧認識五官和身體部位的
 名稱
‧說出五官和身體部位的
 作用

單元四
動物真可愛
單元四
動物真可愛

‧認識常見的動物名稱
‧通過叫聲辨析不同的動物
‧模仿例子說話

單元七
動物真可愛
單元五
好吃的食物

‧認識食物的名稱
‧分辨「吃」和「喝」的
 用法
‧說出自己愛吃的食物

單元六
香港的交通二具
單元六
香港的交通二具

‧認識交通工具的名稱
‧說出交通工具所在的地方
‧模仿例子，說出自己乘
 甚麼交通工具上學

Open Knowledge Association Ltd.

知識共享協會有限公司 電話 : (852) 2191 1000    傳真 : 3706 5400    電郵 : enquiry@openknowledge.hk
網頁 : www.openknowledge.hk



Unit 1
GreetingsGreetings
Unit 1

• Identify the greetings words

• Use the greetings words 
 correctly

• Introduce his / her name

Learning Objectives

Unit 6
Transportation in HK

• Identify the name of
 transportation

• Recognize where the  
 transportation are

• Tell what transportation
 he / she takes to school

Unit 6
Transportation in H

• Identify good habits

• Differentiate good habits

• Develop good habits

Unit 7
Healthy Kids
Unit 7
Healthy ids

Unit 2
Colour of Fruits
Unit 2
Colour of Fruits

• Identify the name of the fruits

• Describe the colors

Unit 8
Occupations
Unit 8
Occupations

• Identify the name of  
 occupations

• Tell what occupations he /
 she likes to be

Unit 3
Look at Myself
Unit 3
Loo  at Myself

• Identify 5 sense organs

• Recognize the functions of  
 those 5 sense of organs

Unit 9
My Favourite Toys
Unit 9
My Favourite Toys

• Identify the name of toys

• Tell what toys he / she has

Unit 4
Lovely Animals
Unit 4
Lovely Animals

• Identify the name of the 
 animals

• Identify the animals by the   
 animals sound

• Tell what animals can do with  
 the help of pictorial clues

Unit 9
My Favourite Toys
Unit 10
Joyful School Life

• Identify the school
 activities

• Tell what is his / her favorite  
 activities in school

Unit 4
Lovely Animals
Unit 5
Delicious Food

• Identify the name of Food

• Differentiate the words "Eat"  
 and "Drink"

• Say which food is delici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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