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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在學習華語的過程中，受到印歐語體系之影響，較多教學都採用「語文一體」

與「詞本位」的模式。這類型的教學模式是以「詞」作為教學基本語法單位，漢

字為附屬於詞彙教學下的書寫符號。然而，結合形、音、義於一體的漢字有其獨

特性，朱德熙(1985)、徐通鏘(2008)等語言學家主張以印歐語系的架構套用在華

語中是不恰當的。因此，在 20 世紀末出現了強調漢字特點的「字本位理論」。而

以字本位理論為基礎的字本位教學模式特色是突顯漢字的系統性，以漢字教學帶

動詞彙教學，透過組詞與擴詞來加強華語學習者的識字量與詞彙量。 

    字本位教學模式逐漸受到重視的同時，以字本位為基礎所編製之教材卻相對 

不足，內容編寫上也不夠完善(田峰，2012)。因此，本研究將融入教材編寫之概

念，透過集中識字、漢字分級、及趣味性等核心理念，編制一套適合華語文學習

者使用之字本位教材。此外，本研究將以國立師範大學進修推廣部華裔班的學習

者為研究樣本，實際進行字本位教學實驗，並考察學習者對於字本位教學模式之

反饋，以探討字本位教學模式對華語學習者之學習成效。研究結果顯示，字本位

教學模式與傳統的華語學習相比，確實有顯著的成效。此外，透過學習者的問卷

調查也發現，學習者相當認同此教學模式，例如：「能比較容易了解漢字」、「可以

更快理解結構複雜的漢字」、「幫助擴充我的詞彙量」等。 

 

關鍵詞：字本位教學模式，字本位教材，部件意涵理解，詞彙結構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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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bstractAbstractAbstract    

    Influenced by the Latin language linguistic structures, it is very 

likely to be going through word-based teaching approach while study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This teaching method considers“word”as 

the basic unit for teaching, while the Chinese characters would simply 

become written symbols subordinate to vocabulary learning. However, 

unlike Latin language, Chinese characters contain appearance, sound 

and meaning within one sinogram. Linguistic Ju(1985) and Xu(2008) 

indicated that using Latin language linguistic structure to explain 

Chinese is not suitable.”Sinogram Unit Theory”which emphasizes the 

importance of Chinese characters emerged in the end of 20
th
 centrury. 

And the sinogram-based teaching approach also tries to find an 

effective way to reinforce literacy skills and to expand vocabulary by 

emphasizing the systematic structures of Chinese characters. 

This study developed a sinogram-based teaching material for CFL 

learners. This study also carried out a teaching experiment to ethnic 

Chinese learners at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in order to 

observe learners’feedback and the effects from sinogram-based teaching 

approach. The study results showed that compared with original teaching 

approach, sinogram-based teaching approach did lead to a better 

outcomes and the learners also showed positive attitudes towards 

sinogram-based teaching approach. 

KeywordsKeywordsKeywordsKeywords: sinogram-based teaching approach, sinogram-based teaching  

          material, comprehension of radical meanings, comprehension 

of vocabulary stuc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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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    緒論緒論緒論緒論    

    本研究以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陳學志教授與應用華語系

林振興教授的團隊所編寫的華語文字本位教材為基礎，來實施字本位模式的教學

實驗，以檢視其教學成效，並提供實際的教學策略與建議。本論文共分為五章：

第一章為緒論，第二章為文獻探討，第三章為研究設計與實施，第四章為研究結

果，第五章為結論與建議。本章首先針對研究動機、研究目的、名詞解釋與研究

限制做闡述。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研究動機研究動機研究動機研究動機    

   隨著全球的華語熱潮，華語學習者也日趨眾多。然而，在華語學習中，漢字結

合形、音、義於一體，比起印歐語系中的表音文字而言複雜許多。因為在學習漢

字時，不僅要連結它的語音，有時還必須清楚其語義，使得華語學習者在學習過

程中遇到相當大的挫折。江新(2002)、王紅君(2007)、李大遂(2011)等人皆指出，

漢字對華語學習者是公認的一大難點與障礙。劉珣(2000)提到目前許多華語教師

普遍對華語教學的效果不滿意，但這樣的現象不能完全歸咎於華語本身的特點和

難點，或是學習者本身華語程度不佳等客觀原因。劉珣(2000)認為華語教師教學

效率不高根本原因可能在於尚未找到針對華語學習的規律，以及華語作為第二語

言教學體系還不完善等。 

    施正宇(2010)指出對外華語教學長期接受西方語言理論，主要影響在兩個方

面比較顯著：其一是「語法中心論」，把詞看作是句子結構的起點，忽略了「詞」

是由「字」構成，及其內部語義結構的特徵與規律；其二是「重語輕文」，片面突

出口語和詞彙語法教學。也就是說，對外華語教學大多仍是採用「語文ㄧ體」和

「詞本位」為理論原則的教學模式。其中，「語文ㄧ體」是指在同ㄧ門課用同ㄧ種

教材，既教語言又教文字；「詞本位」是指將詞作為基本語法單位進行教學。目前

海內外主要的華語學習教材，雖然沒有清楚標示其本位，但絕大多數皆是以「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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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出發點編制的教材(楊自儉，2008)。這些結果顯示，對外華語教學中把「詞」

當作教學基本單位已成為語言基本結構單位解讀的一種共識。 

    「詞本位」教學模式把詞作為基本語法單位，把漢字作為附屬於詞彙教學下

的書寫符號，因此學生難以對多字詞中的漢字形成獨立概念。呂必松(2003)舉例

說明，學習者學習了「唱歌」以後，腦中只有「唱歌」這個概念，而沒有「唱」

與「歌」兩個分開的概念；看到「歌唱」依然念成「唱歌」，看到「歌舞」會不小

心念成「唱舞」。或是我們將 study 翻譯成「學習」，但 study 並不能傳達「習」

字所包含的像是「溫習」、「練習」等意思。華語學習者也不明白為何「學習」與

「學問」兩詞不能一起學習(吳恩錫，2009)。「語文一體」、「詞本位」的教學體系

下就是教說什麼話，就教寫什麼字，沒有考慮到漢字的字型結構特點或是難易度。 

    上述的這些問題，都是因為對外華語教學受西方語言教學法的影響，把詞看

做教學的基本單位，在潛移默化中形成了漢外詞對譯，忽略了字本身的根本意義 

(楊自檢，2008)。「詞」是印歐語系中的基本單位，是從西方語言學中輸入的概

念，其內涵與「字」有重要的區別。針對長久以來中國語言學的研究路線，以及

對外華語教學中「漢字難學」現況的反思之下，20 世紀末開始出現了強調漢字特

點的「字本位」理論(張朋朋，1992；徐通鏘，1994；白樂桑，1996)，希望可以

還原「字」該有的面目，並且試圖為既有的「語文ㄧ體」、「詞本位」的教學模式

提出建議。 

    而近年來，針對字本位理論以及字本位策略教學，在中國已出現了不少的研

究內容（劉曉梅，2004；王駿，2006；陳萍，2006；張德鑫，2006；王紅君，2007；

陸檢明，2011），但以教學實驗來進行學習者學習成效評估的實證研究仍顯不足；

而在台灣的對外華語教學領域中，相關研究的著墨更是缺乏。此外，目前以字本

位概念所編寫的華語文教材只有白樂桑《漢語語言文字啟蒙》以及張朋朋的《新

編基礎漢語-集中識字》。因此，本研究將進行字本位教材的編寫，並採用此本自

編字本位教材來進行教學來檢視字本位教學模式的成效；希望能提供未來華語教

學在教學上的實質建議，並且幫助外籍學習者打破「華語難學」的舊有觀念，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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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漢字學習的門檻以提升漢字的學習成效，進而提高教師與學習者雙方的教學、

學習效率。 

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研究目的研究目的研究目的研究目的    

 本研究將透過教學實驗來檢視字本位教學模式，在對外華語教學中是否能 

獲得較高的效率。首先，在《漢語語言文字啟蒙》與《新編基礎漢語-集中識字》

的基礎之上，運用字本位的特色與概念、並加強前述兩本教材的不足之處，進行

字本位教材的編寫。接著透過前、後測驗成績比對的方式檢視學習者在此自編字

本位教材以及字本位教學模式之下，是否能獲得更高的學習成效；其中以部件意

涵理解以及詞彙結構理解等兩大能力作為檢視指標。同時，也將藉由問卷蒐集的

方式，來檢視學習者對於字本位教學模式的反饋以及意見。 

    具體而言，本研究目的敘述如下： 

一、 融入教材編寫之概念，透過集中識字、漢字分級、及趣味性等核心理念，

編制一套適合華語文學習者使用之字本位教材。 

二、 實際進行字本位教學實證研究，透過問卷調查與測驗結果進行字本位教學

模式之驗證。 

 

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名詞解釋名詞解釋名詞解釋名詞解釋    

壹壹壹壹、、、、字本位字本位字本位字本位    

    以「字」為漢語基本結構單位的語言研究思路稱為「字本位」。徐通鏘在 1994

年正式提出了「字本位」理論，認為字是漢語所特有的一種結構單位，印歐系語

言中沒有與此相當的結構。「字本位」理論是一種新的研究思路，其把字看為漢

語結構句法中的基本單位，企圖擺脫印歐語言的研究框架，嘗試更加貼近漢語特

點。 

貳貳貳貳、、、、字本位教學模式字本位教學模式字本位教學模式字本位教學模式    

    法國漢學家白樂桑在其編寫的教材《漢語語言文字啟蒙》中首次提出了字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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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教學模式的概念；在字本位教學模式下，漢字為教學的起點，強調由字擴充到

詞的能動式的學習過程；並透過漢字與詞彙的結構與理據性，來增進學習的效率。 

參參參參、、、、詞本位教學模式詞本位教學模式詞本位教學模式詞本位教學模式    

    相對於字本位教學法以「字」為基礎，詞本位教學法的基本學習單位則是「詞」，

詞彙的學習主要是建立詞形、詞音與詞義間的聯繫；而漢字附屬於詞彙教學之下，

漢字教學大多只說明筆順，而字義與字的構詞能力將不被強調。 

肆肆肆肆、、、、部件意涵理解部件意涵理解部件意涵理解部件意涵理解    

    漢字部件可分為表義、表音以及表義兼表音(李大遂，2004)，而本研究將著

重於表義部件。「部件義涵理解」也就是對於部件所代表的意義的理解能力；例

如部件「艹」帶有「草或植物」的意涵、部件「言」代表「與說話相關」的意涵

等部件基本知識的理解；並且進一步延伸到即使是未曾接觸過的漢字，但可藉由

其部件來推測該漢字所屬的類別，也就是「猜字能力」。 

伍伍伍伍、、、、詞彙結構理解詞彙結構理解詞彙結構理解詞彙結構理解    

    對於詞彙中的「向心詞」與「離心詞」結構的理解能力；例如理解「紅茶、

奶茶、烏龍茶」皆屬於某種「茶類」，而「花香、花蜜、花園」皆為與「花」相關

的詞彙；因此只要識得詞彙中的一核心字，便能透過此結構規則來推測該詞彙所

屬的類別，也就是「猜詞能力」。 

 

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    研究限制研究限制研究限制研究限制    

壹壹壹壹、、、、研究樣本方面研究樣本方面研究樣本方面研究樣本方面    

    王駿(2005)指出，理論上歐美學生對於字本位教學模式的敏感度會高於日韓

學生，也就是對歐美學生採取字本位的教學方式可能取得更明顯的效果。但由於

受限於客觀條件，本研究的實驗對象為國立師範大學進修推廣部的華裔學生，這

些學生大多具有漢字的背景知識，對漢字有基本程度的認識。同時，教學實驗分

別是在暑期與冬季華語夏令營的其中一時段進行，學生的學習動機與學習意願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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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有落差，也可能會對實驗結果產生影響。另外，班級由於採小班制，導致樣本

數量較少。因此教學內容將會視學生程度進行調整，另外在進行數據分析時也會

剔除無效的樣本，以維持實驗的信度與準確度。 

貳貳貳貳、、、、研究實施方面研究實施方面研究實施方面研究實施方面    

    字本位的教學在長期班中進行的成效應是較為明顯的(王駿，2005)，而此教

學實驗是在短期班中進行，教學時數為一週 2小時，為期四周總共 8小時。為了

在有限的時間內進行最有效率的教學，本研究在教學內容上將集中於漢字與詞彙

部分，而教學設計部分也會特別強調「漢字結構」、「詞彙結構」、「以部件擴字」、

「以字擴詞」等幾個重點的字本位教學手段，以徹底貫徹字本位教學模式的核心

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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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    文獻探討文獻探討文獻探討文獻探討    

            本章將針對「漢語中的本位理論」、「字本位理論」、「字本位教學模式」以及

「現行字本位教材探究」進行文獻的探討。在第一節將解釋本位之於語言研究的

重要性，並且針對百年來漢語語言學中的各種本位論進行整理；而第二節則是概

說字本位理論形成的背景以及其主要觀點，第三節探討字本位理論之於對外漢語

教學的應用研究，最後則是對現行的字本位教材進行內容分析。由於本文之文獻

大多源自於中國各學者的研究內容，因此在此部份的引用以及敘述上都將統一採

用「漢語」一詞，包括「漢語研究」、「對外漢語教學」等。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漢語中的漢語中的漢語中的漢語中的本位本位本位本位理論理論理論理論    

壹壹壹壹、、、、本位本位本位本位的定義的定義的定義的定義    

    90 年代以後，語言研究中的「本位」問題受到了很大的關注，前後也出現了

種種不同的本位理論。究竟何謂「本位」? 徐通鏘(1997)說明：「本位，這是研

究語言結構的理論核心，牽一髮而動全身。」因此，「本位」可以說是語言的基本

結構單位，是語言研究的基礎。而確定語言基本單位的客觀標準有三：其一是它

是現成的、拿來就能用；其二是它是離散封閉的，很容易和其相鄰的結構單位區

別開來；三是在語言社團中具有心理現實性，即使是沒受過教育的人也能憑直覺

從句子中將其識別出來 (徐通鏘，1999)。    

徐舉例來說，「整個漢語的研究，應該以『詞』作為基本單位，還是應該以

『字』作為基本單位?這個問題與其說是個語法問題，不如說應該是個語言類型

學的問題」。李宇明(1997)則指出：「尋找漢語語法的『本位』就是探索適合漢語

語法的研究方法和理論的一種重要體觀。」潘文國(2002)也強調：「本位，與其說

是個基本單位(basic unit)，不如說是個根本單位(fundamental unit)」。 

    如果綜合各學者所提出的不同的本位理論，可以發現對於「本位」的理解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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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學者並不相同。潘文國(2002)於《字本位與漢語研究》提到： 

   「本位」這個詞有三個意思：第一，可以指最重要、最根本的單位，作為語法

研究的出發點的單位；第二，可以指語法研究的基本單位，這種單位還可以不只

一個。譬如英語的語法基本單位就有語素、詞、短語、句子等；第三， 指得是語

言基本結構單位，語法研究的「基本粒子」。 

    潘文國(2002)說明，若是著重於「本位」的第一個定義，也就是從語法研究

的最重要單位和作為語法研究出發點的角度，有包括「句本位」、「詞組本位」、

「小句本位」、「詞本位」、「字本位」等等各種不同的本位理論；但倘若著重於探

究語言本身基本結構單位的第三個定義，則主要只有「詞本位」與「字本位」兩

個對立的本位理論。 

貳貳貳貳、、、、    各各各各本位本位本位本位理論理論理論理論概說概說概說概說    

在中國的漢語語法學研究歷史上相繼出現了許多不同的本位理論，李宇明 

(1997)表示，其中明確提出漢語語法本位概念、並且影響較大的包括：馬建忠 

的「詞類本位」、黎錦熙的「句本位」、朱德熙的「詞組本位」、徐通鏘的「字本 

位」以及邢福義的「小句中樞」。以上種種本位說都表現出各個學者在研究語法 

上所呈現的不同立場與語法觀，並且也與當時的時代背景、漢語研究背景有相 

當的關係，以下將做詳細說明。 

                在中國歷史上，1898 年馬建忠《馬氏文通》的出版首次將漢語帶上了世界語

言研究的軌道，它象徵著中國現代語言學的誕生。生當國勢積弱的清末馬氏急於

在漢語與歐洲各語言間尋找共同點，以拉丁語的理論框架進行漢語語法研究，企

圖提高漢語以及中華民族的國際地位。《馬氏文通》中並無說明其語法本位觀念，

但馬氏把字類(詞類)本位看作是「句讀」的基礎，因此後人將其歸納為「詞類本

位」。 

    接著，黎錦熙於 1924 年出版的《新著國語文法》一書中即明確聲明其「句

本位」的語法體系概念。馬氏當時所依據的是詞型變化相當複雜的拉丁文法，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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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研究的重點不得不落在詞法上，以詞類為本位是極其自然之事(潘文國,2002)。

然而 19 世紀末，形態已大大簡化的英語語法理論突破了拉丁語法，出現了句法

領先於詞法的思維。而黎氏的句本位概念也是從西方語法得到的啟示，模仿西方

語言理論先把一個句子分成若干成分，再分析各個成分的詞在句子中分別屬於什

麼詞類、擔當何種角色。 

     1981 年朱德熙首次提出了「詞組本位」，而在目前的語法教學以及語法研究

中，詞組本位仍然佔有一定的主導地位(蕭國政，1995)。關於詞組本位，朱氏認

為漢語的句子的構造原則跟詞組的構造原則基本一致，因此可以在詞組的基礎上

來描述句法，將各類詞組(主謂、動賓、動補、偏正、連動等等)作為抽象的句型

來研究，如果將各類詞組的結構都詳細描寫清楚，那整個句子的結構也就跟著清

楚了。具體來說，「他們去北極探險」、「去北極探險一定很有意思」、「去北極探

險的人一定是很勇敢的」等句子當中，「去北極探險」這個詞組無論是作為謂語、

還是作為主語、定語，其形式都一樣；由於漢語不像印歐語有型態變化，因此就

有可能在詞組的基礎上來描寫句法(聶治平，1997)。 

1994 年徐通鏘明確提出了字本位理論，徐主張應該以「字」為基礎進行句法

結構的研究。徐另外也論述了「字」和「詞」的關係，印歐語的語法結構以詞為

單位，而漢語中「字」是漢語中最小的結構單位，漢語中並沒有與 word 相當的

詞。 

 最後是 1990 年代中期出現的漢語語法學的新理論，是由邢福義(1995)所提

出的「小句中樞」概念。邢福義(1995)說明，「小句」指得是單句，句子中包括小

句和複句，但小句是複句構成的基礎，是最小的具有表述性和獨立性的語法單位。

漢語語法中的各級語法包括語素、詞、短語、小句、複句、句群、句子語氣，其

中小句所具有的語法因素最齊全，並且與各級語法間都有著直接聯繫關係，處於

漢語語法中的中樞地位。另外，小句中樞說承認了語氣在語法中的地位，強調句

子的表述性，使語法研究加入了語用因素，使語言研究走向言語研究 (潘文國，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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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所簡述的各個本位研究理論，整理於以下表 2-1。 

表 2-1  各本位理論研究之整理各本位理論研究之整理各本位理論研究之整理各本位理論研究之整理      

本位 時間  學者 本位理論 

詞類本位 1989 馬建忠 馬氏以拉丁語的理論框架進行漢語語法研

究，把詞類看作是「句讀」的基礎，後人將

其歸納為「詞類本位」。此後，漢語進入了世

界語言研究的軌道，其象徵著中國現代語言

學的誕生。 

句本位   1924 黎錦熙 黎氏的句本位概念模仿西方語言理論，先把

一個句子分成若干成分，再分析各個成分的

詞在句子中分別屬於什麼詞類、擔當何種角

色。 

詞組本位 1981 朱德熙 由於漢語不像印歐語有型態變化，因此可 

以在詞組的基礎上來描寫句法；如果各類詞

組(主謂、動賓、動補、偏正、連動等等)的

結構都詳細描寫清楚，那整個句子的結構也

就跟著清楚了。 

字本位 1994 徐通鏘 長久以來的各個理論皆源自於西方語言理

論的架構，然而印歐語的語法結構以詞為 

單位，而漢語中最小的結構單位應該為

「字」，主張不應該以印歐語的研究框架套用

於漢語中，強調「字」的定位。 

小句中樞 1995 邢福義 「小句」指得是單句，其具有的語法因素 

最齊全，並且與各級語法間都有著直接聯 

繫關係，是最小的具有表述性和獨立性的語 

法中樞單位。並且該理論承認了語氣在語法

中的地位，使語法研究加入了語用因素。 

     

    詞類本位、句本位、詞組本位等都是為了解決語言結構的問題而提出的，而

小句中樞概念則是在語言和言語兩個領域中，為解決語言結構和語言運用的問題

而提出的一種本位學說。然而這些本位論顯現出漢語的語法研究長期以來一直以

「詞」為出發點，直到 20 世紀末所出現的「字本位」理論，肯定了漢語中「字」

的獨特性，從字出發來建立漢語的語法體系，提供了ㄧ種漢語研究的新思維。    



 

10 
 

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字本位理論字本位理論字本位理論字本位理論    

壹壹壹壹、、、、字本位理論的提出字本位理論的提出字本位理論的提出字本位理論的提出    

    被譽為「現代語言學之父」的索緒爾(Saussure)建立了結構主義語言理論，

開啟了現代語言學的大門；結構主義語言理論認為，文字只是紀錄語言的符號，

也就是文字是將語言記錄到紙上的東西，而這一說法對中國的漢語研究影響深遠。

20 世紀中國的語言學家將此西方的語言理論奉為圭臬，特別是「馬氏文通」以後，

漢語研究的現代化就是不斷與西方接軌。 

語言學家們百年來嘗試利用詞、詞組、句子等語法單位為漢語建立起不同的

理論體系，包括從黎錦熙的句本位到朱德熙的詞組本位等等。儘管「馬氏文通」

以來漢語研究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時期，但所有的理論都是源自於西方，中國的

語言學研究從一開始就陷入了印歐語研究的格局，用印歐語的眼光來看漢語，把

印歐語所有而漢語所無的東西強加給漢語(朱德熙，1985)。此與西方語言學的結

合是以犧牲漢語的特性為代價的，而漢語研究也由「語法中心」取代了傳統的「文

字中心」(潘文國，2002)。 

    然而當時中國的語言學家們忽略了索緒爾在討論此問題時，強調該理論「只

限於表音體系，特別是只限於今天使用的以希臘字母為原始型的體系」，也就是

明確區分了世界上的兩種語言體系，一種是以漢字為代表的表意文字，一種是以

拉丁字母為代表的表音文字(趙敏，2005)。索緒爾其實早提出了漢字之於漢語的

重要性，「對漢人來說，表意字和口說的詞都是觀念的符號；在他們看來，文字就

是第二語言。」(Saussure，1916)因此 90 年代以後，語言學家們開始反思過去

近百年來的漢語語言學研究，試圖擺脫「馬氏文通」以來西方語言學的影響，建

立出屬於漢語研究自己的理論體系。語言學家們發現，長久以來的研究往往以印

歐語的結構為參照點來看漢語的結構，結果反而是模糊了漢語的特點，遠離了漢

語的「字」這一基本結構單位(徐通鏘，2008)。 

語言學家們開始在漢語與印歐語間做比較探索，發現漢語研究傳統與印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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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傳統的結合出現了三個矛盾點，一是基本結構單位不同，漢語是字，而印歐

語是詞和句；二是研究的核心內容不同，漢語重語義的研究，主觀因素會影響語

義的解釋，而印歐語重語法的研究，講究型態變化的規則；三是漢語重視覺的「形」

的研究，漢字佔有重要的地位，而印歐語重視聽覺的「音」的研究。漢語長久以

來的研究傳統是從文字、音韻、訓詁三方面來研究字的構造規則，字的語義突出；

傳統研究不談句子成分或詞類劃分，並非前人缺乏語法概念，而是漢語的結構本

身適合以字為基礎的研究(田志軍、彭有明，2010)。因為漢語沒有型態變化，不

具有印歐語類型的語法概念。 

許多語言學家在 70 年代便提出了接近於現在「字本位」的觀點，包括呂叔

湘(1963)指出，漢語裡的「詞」之所以不容易歸納出一個令人滿意的定義，就是

因為本來沒有這樣一種現成的東西；趙元任(1975)則認為，印歐語言中的word(詞)

這一級單位在漢語裡沒有確切的對應物，說英語的人談到 word 的大多數場合，

說漢語的人說到的則是「字」，但這並不意味著「字」的結構性與英語的 word 相

當；而石定果(1994)也強調對漢語而言，文字是存在特殊性的，漢字也應視為漢

語的要素之一，由於印歐語所使用的拼音文字只是單純記錄其音系的符號，因此

建立在印歐語系上的語言學通常把文字排除在語言的要素之外，而只強調語音、

詞彙、語法。 

     雖然當時的這些論述並不詳細，但都成為當今學者的重點引用對象，並且也

顯示出語言學家們對漢語特點做了再認識的新突破，發現了字在漢語中的地位，

並且意識到漢語的字與印歐語的 word 呈現不完全對應性。接著以徐通鏘、潘文

國為代表的語言學家們以字為基點，建立起適合漢語研究的理論框架―「字本位」

理論，企圖從印歐語的眼光轉換成漢語本身的眼光，從漢語本身出發為漢語研究

找一條新的路子。 

    從本質上來看，漢語是以語義為中心的；語義決定語音、語法，語義就是語

言的內容，根據內容來決定形式。字本位理論將「字」作為語言研究的本位，漢

語研究應該從字而不是從詞出發，而這個「字」的定義就是作為一個形音義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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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的「漢字」。徐通鏘(1994)表明，把「字」看成漢語句法的基本結構單位，而把

「詞」視為次要地位來考慮，這是漢語語言學觀念的一大轉變。因為「詞」是印

歐系語言的一種基本結構單位，漢語的「詞」是從西方語言學中輸入的概念，其

內涵與「字」有重要的區別。字是漢語的基本結構單位，漢字的特點是聽覺單位、

書寫單位、結構單位形音義於一體，它既是「看」的也是「說」的，與只是「看」

的拼音文字的性質有原則上的區別(徐通鏘，2008)。 

    潘文國(2002)也強調，字本位所主張的「字」不僅是個「語法結構基本單位」，

而且是個「語言結構基本單位」，用「字」來進行研究的不僅是語法問題，更是整

個語言問題，包括語音、語義等各個層面，「20 世紀給我們的一個深刻教訓是必

須還漢字應有的地位，必須尊重漢字作為漢語『第二語言』的地位和特色。」 

貳貳貳貳、、、、字本位理論字本位理論字本位理論字本位理論的主要觀點的主要觀點的主要觀點的主要觀點    

    字本位學說是 20 世紀末出現的一種全新的漢語語法理論，於 1994 年由徐通

鏘所正式提出，之後經過多次修正，而其他學者也陸續建立其對於字本位理論的

研究觀點與理論體系。語言學家們重新思考了對於漢語中基本單位的認識，試圖

為字的定義提出解釋。雖然各大家對於一些關鍵概念的界定和核心論點的表述上

不盡相同，但其基本思想都一樣，就是肯定「字」在漢語中的地位。 

一、「字」的定義   

    「字」是漢語最小的句法結構單位，是含有意義的一個音節構成「一個字、

一個音節、一個概念(意義單位)」的一一對應的結構格局(徐通鏘，1994)；「字本

位」所主張的「字」，不僅是個「語法結構基本單位」，而且是個「語言結構基本

單位」(潘文國，2002)。印歐系語言是語法型語言，它的基本結構單位是「詞」

(word)，而漢語是語義型語言，它的基本結構單位則是「字」。而漢語中的「字」

與印歐語中的 word 是不完全對等的單位。英語最小的語法單位是 word(詞)，word

由 morpheme(語素)構成，而 morpheme 由 syllable(音節)構成；漢語最小的語法

單位是「字」，字以音節和漢字為標記，「字」以上不存在相當於英語 word 的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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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字」以下也不存在相當於英語 morpheme 的單位，由此可見漢語的字在英語

中找不到完全的對應物(楊自檢，2008)。   

    以往的漢語研究把印歐語「詞」的概念套用於漢語結構當中，然而 word 的

概念在漢語中是不對等的；第一，印歐語中 word 的突出特點是其語法性，可以

進行詞類的劃分，而漢語的詞是以語義規律為基礎，是無定的，難以進行詞類劃

分，第二，word 是離散、現成的單位，而漢語中這樣的單位是「字」，漢語中的

詞稱為「固定字組」或許更合適 (徐通鏘，1994)。這即是朱德熙先生(1985)所

說的「把印歐語所有而漢語所無的東西強加給漢語」，使漢語研究偏離了「字」的

基本結構單位。 

二、字組的擴充與構詞 

    「字」的特點是結構簡明、語法功能模糊、表義性突出；而單字意義的特點

則是抽象、廣泛、模糊，只有透過與另一個字的組合才能使其意義具體化。例如

「打」這個字包括「施加力量，使客體的狀態發生變化」，等各種模糊的字義，這

些模糊的字義為字的組合提供了廣泛的可能性，包括「打敗、打擊、打開、拷打、

拍打……」等；而這些詞組部份會逐漸固定化，則稱做為「詞」。 

    徐通鏘確立了漢語語義句法的結構單位序列為「字、詞、塊、讀、句」；「字」

為基本結構單位，「詞」為固定性字組，「塊」則不是固定性字組，是根據實際交

際情況而臨時組織起來的字組，「讀」是語意未完而在語音上能稍作停頓的結構

單位，最後「句」則是能表達完整意思的結構單位。同時，徐通鏘也提出了漢語

字組的構詞法，如二字組當中兩個字在語義上是相互依持、相互制約的；其中的

一個已知字叫核心字，核心字在前的叫向心字組，而核心字在後的叫離心字組。

譬如以上述的「打」作為核心字： 

      向心字組：打擊、打開、打敗，打散… 

      離心字組：拷打、拍打、敲打、扭打… 

   核心字將其具有的概念借助於另一個字，藉由組合來表達新概念。因此漢語

可以用少量的字組合生成大量的詞彙。楊自檢(2008)也提出，這種「字族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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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語詞彙編碼機制造就了「舊字新組合」的模式，字族的研究有利於新詞語的教

學；即使新的詞語不斷出現，漢字卻沒有增加，增加的只是字的組合，而這種組

合甚至是有規律的。 

三、語句結構 

    而在語句結構上，漢語也表現出與印歐語的結構差異。印歐語強調句子結構

的研究，注重「形合」的生成規則，重點在詞的型態變化，整理出各詞類劃分與

句子之間的關連性；而漢語的句子則是重視「意合」，話者的意圖等主觀因素的

參與影響語句的表達，因此難以用詞類劃分與主語、賓語、謂語等結構來有效解

釋漢語語法規則。相對於印歐語是「主語-謂語」的結構框架，適合解釋漢語語法

結構的框架為「話題-陳述」(topic-comment)，其中「話題」是陳述的對象，而

「陳述」是對話題的性質、特徵、狀態等作描述；因此漢語也被歸納為「注重話

題(topic-prominent)的語言」，印歐系語言則被劃分入「注重主語(subject-

prominent)的語言」。 

    楊自檢(2008)指出了字本位理論的三個主要特色。第一是字本位理論首次提

出語言研究的共性：基本單位問題。字本位認為每一種語言都存在一種基本單位，

也就是最小的語法單位。這一基本單位，在印歐語中是「詞」，在漢語中是「字」。

「詞」和「字」在印歐語和漢語中，各自都是其語音、詞彙、語法、語用等研究

的交匯點。抓住了這一基本單位，也就是「本位」，就等於抓住了語言研究的「綱」。 

    第二個貢獻是字本位理論首次真正提出語言的「生成」問題。字可以生成詞

語和句子，以「治」為例，其可以與其他的字組成句子，如「這病沒治了」、「你

怎麼治不了他」；也可以與其他字組成詞組，如「治理」、「治病」、「整治」等，靈

活的使用字可以構造出無限豐富的詞彙。 

    最後是字本位理論強調語言動態研究。主張「詞本位」的人致力於將漢語中

的詞定型化，但結果就限制了漢語在使用過程中的靈活度。楊自檢(2008)舉例說

明：如果給「桌子」定型成一個詞，就無法解釋為何說「書桌」而不是「書桌子」；

那如果讓「書桌」一詞也定了型，又會碰到「方桌」、「方桌子」兩者都能使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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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況。如果這些全都定型為不同的詞，會使得詞的數量極為龐大。因此，如果能

把漢語的基本單位確定為「字」， 就能解釋漢語動態的組織過程。 

    「字本位」理論只是想還原「字」的本來面目，使「聽」與「看」相結合(徐

通鏘，2008)。「字本位」理論是一種語言學理論，而不是文字學理論。「字本位」

的語言學性在於它是與「詞本位」相對的，它希望解決的不只是就字論字的問題，

而是包括整個漢語的組織規律和漢語研究方法論的問題(楊自檢，2008)。因此，

字本位理論的研究內容不單只是解決漢語中的漢字問題，而是包括整個漢語的組

織結構以及漢語研究方法論的大概念。 

参参参参、、、、字本位理論的字本位理論的字本位理論的字本位理論的評論評論評論評論    

    字本位理論出現使得漢語研究從印歐語的眼光轉到漢語的眼光，是語言本體

論上的改革，潘文國、楊自檢等人都是字本位理論的支持者，繼徐通鏘後也建立

了自己的字本位研究體系。然而相對的，由於字本位理論對漢語語言學當中許多

習以為常的常識問題提出了挑戰，因此遭受到的反對也不少。 

    曾寶芬、彭澤潤(2009)對於潘文國(2002)的字本位觀點提出了嚴厲的反對，

認為其為違背科學的言論，「把剛步入詞本位的科學道路上帶回字本位對於字的

矇昧認識的歷史中去」。楊自檢(2008)自己也承認字本位研究本身確實存在著問

題，由於「詞」的概念已深入人心，字本位理論造成新概念和新術語的出現，較

不容易讓人接受，同時也容易造成學術溝通上的困難和誤解。施正宇(2010)則表

示，如何看待漢語基本結構單位的問題，在字、詞、語素及其相互關係在學術界

仍存在著不少的爭論。同時，關於徐通鏘的字本位理論當中「字」的定義，王紅

君(2007)也指出其兼指了四種含義；字是語音的單位(音節)、語彙的單位(語素)、

文字的單位(方塊字)、語音語彙文字三位一體的單位，定義界定不明。 

    陸儉明(2011)發表了其對於字本位理論的三個質疑點，第一，徐通鏘多次強

調「『字』是漢語社團具有心理現實性的結構單位，因此漢語句法的基本結構單

位是『字』」，此為字本位理論的重要依據，但卻未提出證明。第二，擺脫印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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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縛的切入點不是基本單位，而是句法研究思路。第三，字本位理論在解決漢語

語法難題的優越性尚未看得到。 

    另外，陸儉明(2011)指出，學術界實際存在兩種不同性質的「字本位」之說；

其一便是徐通鏘提出的字本位理論，也就是認為「字」是漢語的基本結構單位，

而語素、詞等都是印歐語的東西，不適合漢語；其二則是白樂桑於法國教材中所

提及的針對對外漢語教學的字本位概念。陸儉明表達對於字本位教學思路的肯定

之意，認為其可以幫助解開漢字之謎並有利於漢語學習。宋作豔(2008)也認同，

字本位理論促進了對外漢語教學的改革，進而使得以字作為本位進行詞彙教學的

教學模式受到廣泛的重視與討論。 

    關於字本位理論，目前首要問題是理論的確立和體系的完善(潘文國，2002)，

但字本位教學法在對外漢語教學中的應用以及成效已確實受到肯定。潘文國

(2002)指出，現在許多教師越來越重視透過分析部件、講解部首、以形聯繫幫助

學生系統性的掌握漢字組字規律，這其實都已是字本位原則的實踐應用，只是尚

未從理論上來認識。字本位教學法的特點、以及目前採用字本位教學法的研究內

容將於下一小節做綜述。 

 

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字本位字本位字本位字本位教學模式教學模式教學模式教學模式之研究之研究之研究之研究    

    語言的理論研究，歸根究底要為語言的實踐服務。王若江(2000)表示，「本

位論」不僅是個理論問題，也是一個實際的應用問題。在語言教學中，「本位論」

體現在兩個層面上，一是對語言基本結構單位的確認，其二是教學方法，而教學

方法勢必以確認基本結構單位為前提。而關於字本位理論，潘文國(2002)強調，

字本位理論不是一種純理論的探討，它的出發點和最終目的就是希望能為語言實

踐服務。字本位理論的出現強調字在漢語中的重要地位，也代表了對漢語特點的

重新認識，如果涉及到對外漢語教學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以字本位理論為基礎

的「字本位教學模式」也進而受到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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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學模式」是教學理念的具體化，是構成課程、教材選擇、指導教學活動

的一種計畫或方式(王紅君，2007)而在對外漢語教學當中，教學模式的研究體現

在課程設計上，並且主要圍繞在如何處理「語」和「文」的關係以及漢字問題上

(鐘梫，1979)。王紅君(2007)指出，字本位理論的提出使學習者開始思考語和文

的關係，語和文的關係也影響到對外漢語教學該採用何種模式進行，彼此間是密

不可分的。而本節將針對字本位教學模式的定位與特色、關於字本位教學模式的

評論、目前字本位教學模式的研究成果進行整理。 

壹壹壹壹、、、、字本位教學模式字本位教學模式字本位教學模式字本位教學模式    

一、字本位教學模式的定位 

    對外漢語教學中目前佔主流地位的是詞本位教學，大多數的對外漢語教材也

都以詞為出發點。針對長久以來的對外漢語教學模式，早在 90 年代便有學者開

始有所警覺。呂必松(1999)指出，「語言教學的路子必須與所教語言的特點相一

致。漢語教學的路子應當根據漢語的特點來決定。但長期以來，對外漢語所採用

的教學路子，基本上是印歐系語言教學的路子。」呂必松(1999)提到的印歐系語

言教學路子指得是「詞本位」教學，也就是把「詞」作為基本語法單位進行教學，

而漢字教學將附屬於詞彙教學之下，導致漢字在教學實踐、理論研究方面均落後

於詞彙和語法(臧婷，2012)。 

    法國漢語教學專家白樂桑(1997)對此現狀也指出，對外漢語教學正面臨著危

機： 

 

大部分的教材沒有抓住漢語教學中最根本的問題(即怎樣處理『字』這一

語言教學單位)，無論在語言學和教學理論方面，還是在教材的編寫原則

和課程設置方面，不承認中國文字的特殊性以及不正確處理中國文字和

語言所特有的關係，正是漢語教學危機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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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國白樂桑於 1989 年在其所主編的漢語教材《漢語語言文字啟蒙》(以下簡

稱《啟蒙》)中，首次提出了「字本位教學模式」這一漢語教學方法。「字本位教

學法」作為一種教學原則，其和漢語本位研究中的「字本位」理論之間最大的共

同點是「字」為最基礎的單位，它是理論系統的基點，也是教學的起點(楊自檢，

2008)；「字」是漢語教學的起點和核心，並且在漢字教學中重視字的理據性以及

從字到詞的擴展性 (盛譯元，2011)；漢字的特點是形、音、義等三個訊息濃縮

在一個方塊字裡，漢字的獨立性和自由性都很強，這也是漢字作為表意文字與拼

音文字最大的不同之一(王媛媛，2012)。把這樣的「字」作為基本語法單位進行

教學，便是「字本位」教學。 

二、字本位教學模式的特點 

(一)漢字教學 

    由於漢字內部存在於部件的結構與組合，已有研究證明指出，在中文詞彙的

辨識上，對於「視覺空間」的敏感度(visual-spatial awareness)高於對於「音

覺」的敏感度(phonological awareness)，顯示比起拼音文字，漢字的閱讀需要

較多的字形處理(orthographic processing)過程(Siok, W. T., Spinks, J. A., Jin, 

Z., & Tan, L. H., 2009; Tan, L. H., Spinks, J. A., Eden, G. F., Perfetti , C. A., & Siok , 

W. T., 2005);而在閱讀結構複雜的漢字合體字時，也會先經過部件拆解的認知過

程(Ding, G., Peng, D., & Taft, M., 2004)。 

   漢字結構複雜，但其內部仍然存在系統性；漢字的系統性體現在形、音、義三

個方面，包括漢字的表意偏旁、表音偏旁等(李大遂，2004)。為了善用、並凸顯

漢字的系統性與規則性，楊自檢(2008)也提到，漢字教學應先教筆劃較少的獨體

字，筆劃較複雜的獨體字及合體字放在後面教，並且突出部件與漢字結構規則。

同時利用以部件帶字的方式，不僅可以從字的字形和表意的部件來形成漢字形義

的概念，辨識漢字的單位不是筆畫而是部件，也可以減少書寫錯誤(陳學志，2011) 

    李大遂(2004)認為，教學首先要突顯漢字的系統性，將擴大識字量作為漢字

教學的重要內容；更重要的除了將一個個漢字與與其形音義聯繫起來之外，還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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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把單個漢字與其所構成的詞組、甚至句子聯繫起來，把字放到不同的語境中，

把識字教學與詞句教學做結合。也就是在教字的基礎上教詞，以漢字教學帶動詞

彙教學，擴大學生識字量的同時也能擴大詞彙量。 

(二)詞彙教學 

 字本位教學模式體現在詞彙的教學上時，注重的是「以字擴詞」積極的學習

過程。詞本位在語言學習中強調詞彙量，對外漢語教學在編寫教材時也模仿外語

教材：課文、單詞等強調詞彙的複現率(潘文國，2002)。相反的，以「字」為本

位就會以字的複現率、積極的構詞能力為出發點；以控制字數為前提，將原本被

動的因詞記字的順序轉變為主動的因字組詞，使字的記憶為一種由小到大、擴展

式的能動過程(王若江，2000)。而學生掌握了ㄧ定數量的漢字，就意味著可以生

成好幾倍的新字組(王媛媛，2012)。 

    王駿(2006)同時也強調字本位教學必須要認識漢字的形、音、義特性，在詞

彙教學中充分利用核心字表義的作用，透過「組詞」與「擴詞」的方式提高效率，

並且可以適度的區分對漢字文化圈的學生以及歐美學生的教學。盛譯元(2011)認

為字本位教學法應以漢字為綱，尤其在初級的階段，漢字應做為一個獨立的形、

音、義結合的單位讓學習者學習；既然漢語的學習要從漢字著手，那在教學過程

中就需依照難易程度、構詞能力、使用頻率為漢字做分級。 

   综合以上，可將字本位教學法的性質特點列為以下主要三點： 

1.漢語教學應從漢字入手，重視漢字特色，突顯漢字部件與結構。 

2.漢字學習由簡入繁，實施漢字分級。 

3.詞彙教學重視內部理據性，減少機械式記憶。 

    「詞本位」的教學模式是以「詞」為基本學習單位，學習雙字詞和多字詞主

要是建立詞形、詞音與詞義的聯繫，不專門介紹漢字的形音義；學單詞不必講字

形，只需講音義結合，即使講字形，也只要講一筆一劃怎麼寫。相對的，在「字

本位教學模式」下的學習過程，則包括以下五點(潘文國，2002；楊自檢，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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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以「字」為基本教學單位，學習漢字就是直接學習漢字的形、音、義；由漢  

  字到字組，主要是建立字義與字組義的聯繫。 

2.詞語教學是成體系的，以一個個的字為中心可以形成一個個字族，用以字帶  

  詞的方式提高學習詞彙速度。 

3.由於多數漢字有表義、表音功能，漢字的理據性有助於對漢字的理解和記 

  憶。 

4.漢字可以分析為部件，部件可以分析為形位，而形位都是有意義的。可以透 

  過對漢字的逐層剖析來掌握漢字。 

5.符合漢語的特點，也符合成年人對漢字和字組的認知規律，能迅速的擴大字 

  組量。 

    字本位教學法把「字」看成是漢語教學的起點，重視漢字本身的系統性。具

體的方法主要體現在漢字教學與詞彙教學兩個部份，強調漢字本身的結構與系統

性，利用以偏旁帶字的方式擴大釋字量；同時也注重詞彙內部的理據性，抓住核

心字，再透過以字帶詞的方式提高詞彙習得的效率、減經學習者的記憶負擔，並

且希望在一定程度上幫助學習者培養出自行推導詞義的能力。 

貳貳貳貳、、、、字本位教學模式字本位教學模式字本位教學模式字本位教學模式的的的的評論評論評論評論    

一、字本位與詞本位教學模式的評論      

    施正宇(2010)指出，對外漢語教學發展至今，一直是以詞彙和語法點為中心

進行教學。編寫教材時先設計語法點的先後順序，然後在此框架下，按照使用頻

率安排詞彙的教學順序；進而形成課文、生詞注釋、語法點、練習的編排模式，

不特別講解漢字作為「字」的特點。「詞本位」模式的教材編寫把詞看作漢語教學

的單位，忽略了詞當中「字」的語義特徵以及構詞能力，而在處理字詞關係上，

遵循的是以詞定字的原則。假設第一課教的是「你好、謝謝、再見」這三句話，

就同時要教「你、好、謝、再、見」這 5 個字。雖然這三句話很簡單，但漢字卻

相對複雜，造成初學者從一開始就產生了漢字難學的心態(呂必松,2003)。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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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外漢語教學當中，由於「漢字壁壘」造成了整體教學效率不高，聽說能力和讀

寫能力總是不平衡(張德鑫，2006)。 

     王紅君(2007)也具體說明，「詞本位」教材在教「雨傘」時只會直接翻譯成

umbrella，而不會分別出現關於「雨」和「傘」的解釋，也不會說明這兩個字組

合的理據性，所見到的每一個詞都是新的。但在「字本位教學模式」之下，「下

雨」和「雨傘」的觀念是被結合在一起的，學生學習過的「衣服」、「鞋子」等詞

彙都可再重新構詞成為「雨衣」、「雨鞋」等具系統的詞群。 

    法國字本位教材《啟蒙》出現以後，張朋朋於 1992 年發表了《詞本位教學法

與字本位教學法的比較》一文，使得對外漢語教學界針對兩種教學法展開辯論。

張朋朋(1992)指出，長久以來的教學方式，也就是「詞本位教學法」是套用教拼

音文字語言的方法，未必適合用來教漢語；對外漢語教學宜採用由漢字入手的方

式，先講清楚單個漢字再擴展成多個詞，培養學生自行推導生詞詞義的能力。潘

文國(2002)明確指出該以字擴詞的概念；詞語教學以字為中心形成一個個詞群，

如「英語、法語、成語」以及「語言、語法」等等；詞本位教學下詞彙是個別、

孤立的，以字帶詞才可以大大提高學習的速度。 

    然而另一方面，盛譯元(2011)針對此種詞群概念提出了質疑的觀點：盛認為，

透過同義、反義、近義、上下義等不同的語義關係教授詞語，是詞本位教學中早

已實施的方法，詞本位教學下的詞彙並不是孤立的： 

 

含有相同漢字的詞語，如果意義上有關聯 (多為近義關係)，就能形成所謂

的字族；但如果意義聯繫不大，則很難如此。比如「東方、西方、南方、

北方」很容易形成字族，但「前方、藥方、平方」卻很難，因为這三個詞

中的「方」意義互不相同。……另一方面，意義關係的一組詞, 不一定要

含有相同的漢字。比如，「桌子、茶几、沙發、書架」(類義關係)，「水果、

香蕉、橘子」(上下義關係)，「容易、困難」(反義關係)等等。在字本位的

框架裡，這些詞語是聯繫不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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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本位理論上，「字本位」與傳統的「詞本位」直接對立；然而在對外漢語教

學當中，「字本位」與「詞本位」或其他的教學法不應該是相互牴觸、排斥的。施

正宇(2010)指出，對外漢語教學界關於本位的探討，主要圍繞在字本位與詞本位

教學法展開，但至今尚未看到關於本位及各種教學法的嚴格界定與客觀描述。然

而事實上，任何一種成功的語言教學都不可能停留在語言結構的某一級單位上，

而是要將其中的各個要素综合起來，語言的教學單位也應該是彼此銜接、相互依

賴的。 

二、字本位與詞本位教學模式的兼容     

    漢語當中，字和詞之間存在密切的關係，不管是字本位教材還是詞本位教材，

都既包含字的內容，也包含詞的內容。字本位提倡者楊自儉(2008)也強調：「不

追求教學法的唯一性，包容一切適用的教學原則和教學方法。」提倡字本位，不

一定要打倒詞本位，兩者是可以相互兼容的 (劉頌浩，2006)。 

    「字本位教學模式」重視漢字、重視從字到詞的擴展，然而對於交際中的意

義關注不夠；相對的，「詞本位教學模式」重視詞語本身，重視詞在交際中的應

用，但不側重於漢字的學習(楊自檢，2008)。因此單有「字本位」解決不了語言

教學的問題，在表達語意和交際的過程中也需要透過詞彙以及句子(王紅君，

2007)。 

    然而，使漢語能力提升到高級階段，漢字的閱讀書寫能力仍是重要關鍵。楊

自檢(2008)認為，如果不學習書面漢語，口頭漢語的提高就會受到限制；學好了

書面漢語，才能真正學好口頭漢語，也才能全面提高漢語學習的效率。王紅君

(2007)透過自身的教學經驗也發現，漢語的學習很多時候需借助文字材料，不學

漢字的學生的漢語水平會長久停留在初級階段，想要有進一步的提高很難。 

    在教學實踐過程中，王駿(2005)也強調權衡「字」和「詞」的重要性：   

       

      在對外漢語詞彙教學中採取「字本位」的方法是大有必要的，但是具體貫 

      徹到什麼程度，卻要根據實際情況來決定。……實際的語言交際情況複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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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只講字不講詞，意味著學習者在最初的幾個月不會具備任何的交際 

      能力。……成功的教學，必然是必須權衡常用性和單字能產性之後，兩相 

      妥協的產物。 

    王駿(2006)又再明確指出，字本位教學模式與其他教學法的配合，「比重」

的問題也很重要。在實際教學當中，受限於教材、課型、日韓學生為主的客觀情

況，通常不允許字本位得到徹底的貫徹。但如果在漢字、詞彙教學等，局部中按

照字本位的思路來進行，也能獲得相應的積極效果。 

    「字本位教學模式」提出的目的是使學習者加強對「字」的意識，使漢語教

學能按照漢字自身的特點與體系進行教學(王紅君，2007)。而「字本位」與「詞

本位」兩種教學模式其實各存在優缺點，同時在漢語學習的不同階段、不同教學

部分也需要彼此互相配合。詞本位重視交際，強調先詞後字；而字本位重視漢字

個體，強調先字後詞。在詞本位教學法的框架下，漢語初學者容易對漢字產生畏

懼；然而只講字而不重視詞的應用，學習者的交際能力將受限制。漢語學習的過

程中，漢字教學與詞彙教學是彼此離不開的；詞彙教學中應重視漢字的讀寫、漢

字形音義以及詞彙組成結構的訓練，漢字教學的目的應是提高詞彙教學的效率，

進而促進學習者聽說與讀寫能力的協調發展 (王國慶、陳香，2011)。 

參參參參、、、、字本位教學字本位教學字本位教學字本位教學模式模式模式模式之之之之研究研究研究研究成果成果成果成果    

    此部分共整理出 7篇採用字本位教學模式來進行教學實驗的研究報告，除了

內容中明確標示採用「字本位」教學手段的研究之外，這裡也一併納入雖然沒明

指出來，但其實際上已體現了字本位概念來進行教學的研究文章。 

    可以看到文章內容主要針對「漢語詞彙」以及「漢字」等兩大部分進行教學

實驗研究，這也是字本位所強調的兩大核心；研究報告的結果當中，接受字本位

教學模式後的學生，其在詞彙水平、識字及書寫能力上皆獲得提升，在漢語詞彙

與漢字的教學中導入字本位模式的學習成效是有目共睹的。字本位教學實驗相關

的研究，詳見下表表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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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字本位教學實驗相關的研究論文列表字本位教學實驗相關的研究論文列表字本位教學實驗相關的研究論文列表字本位教學實驗相關的研究論文列表 

作者 年份 類型 標題 研究重點 

王駿 2006 博論  字本位與認知法的對外漢語教學 漢語詞彙 

陳萍 2005 碩論  漢語語素義對留學生詞義獲得的影響 

 研究 

漢語詞義 

王若竹 2011 碩論  結合字本位理論對泰中級漢語詞彙教 

 學設計 

漢語詞彙 

韓濤 2011 碩論  字本位理念的對外漢語初級階段精讀 

 課詞彙教學模式設計探究 

漢字 

詞彙 

臧婷 2012 碩論 「部件教學法」在漢字教學中的應用 漢字 

王駿 2005 期刊  在對外漢語詞彙教學中實施「字本位」 

 方法的實驗報告 

漢語詞彙 

李大遂 2011 期刊  中高級漢字課教學新模式實驗報告 漢字識字 

     

    根據字本位理論的思想，詞本位的詞彙教學是基於印歐語的特點，而字本位

教學則是基於漢語的特點。長久以來的對外漢語教學受到西方思想的影響，形成

了每詞對譯的教學與學習模式，造成重複記憶增加，特別學生對於「離合詞」這

樣較靈活的結構難以理解(王駿，2005)。由於沒有系統的詞彙教學，學生看不清

漢語詞彙的規律，不了解詞彙與漢字之間的關係，造成學習和記憶詞彙的困難 

(賈穎，2001)。 

    在實際的教學過程當中，而賈穎(2001)提出了具體的教學建議，若是進行「商

店」一詞的教學，「商」與「店」可以分別帶出「商業、商人、商品、商場」與「書

店、鞋店、肉店、藥店」；這些詞彙學生可以根據自己的能力和需求自由吸收，重

點是使學生透過系統性的詞彙展示了解構詞的方法、對詞彙的理解更深刻，並且

培養語感。王駿(2005)也針對構詞能力較強的漢字進行詞彙擴展，充分利用漢字

的理據性。 

    除了詞彙以外，漢字部分也是對外漢語教學的另一重點，同時也是一大難點；

然而長期以來漢字教學的內容單薄，也存在系統性不足的情況(李大遂，2011)。 

字本位教學模式下的漢字課突出系統性，主要體現在兩大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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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漢字本身的知識，包括漢字造字法、漢字結構等漢字的可析性。 

二、部件的形、音、義特徵，以表義與表音偏旁為綱擴展字族的教學，進而提高  

    認記漢字的速度和質量。 

    其具體作法包括重視獨體字的教學，並以獨體字帶動合體字的學習，先學習

成字能力強的部件等等，強調透過分層次的方式來記憶漢字。(崔永華，1997；李

大遂，2011；臧婷，2012) 

    而王駿(2006)指出，特別針對非漢字文化圈的學習者，在各個學習階段可實

施字本位教學法，並且也具體提出了教學建議。包括：在起點階段只進行漢字筆

畫、部首、常用獨體字等少量的漢字教學；起點階段結束後，教材與教學需重視

以字帶詞、以詞組句的訓練，並降低字詞的比例，培養學習者對字的意識以提高

讀寫能力。可以看出，每個教學研究的實驗對象背景、學習者程度、學習領域都

不盡相同，然而在字本位教學策略的實施上，皆掌握了以下兩點原則： 

一、重視漢字本身的意義與結構特色。 

二、抓出核心字並強調從字到詞的擴充。 

    如上述，字本位教學中強調從字到詞的擴充，而在多篇報告中研究者也都採

用了此種教學方式；例如：王駿(2005)與韓濤(2011)不約而同利用核心字「風」

進行詞彙擴展的教學，包括「風車」、「風箏」、「風險」、「風趣」、「風格」等詞。

然而其實可以看到除了「風車」與「風箏」之外，其餘的詞彙雖帶有「風」字，

但其詞彙意義與「風」的原義已有差距。因此進行教學時也必須視學習者的程度

而做適當的調整，若是針對初級的學生，核心字原義已被淡化的詞彙建議可先暫

緩教學，以免造成學習者的負擔。 

    而目前字本位教學模式相關的研究報告模式主要分為兩種：其一是實際進行

字本位模式的教學，並實施前後測以測試學習者的學習成效；其二是針對某一特

定學習族群或學習項目，提供字本位模式的具體教學流程建議。上述 7篇相關研

究論文的報告項目整理於以下表表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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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字本位字本位字本位字本位教學研究報告之內容項目整理教學研究報告之內容項目整理教學研究報告之內容項目整理教學研究報告之內容項目整理    

類型 標題 測驗 

實施 

問卷 

實施 

數據 

分析 

試卷 

提供 

教學 

內容 

具體 

教案 

博論 字本位與認知法的對外漢語教

學 
o x o x △ x 

碩論 漢語語素義對留學生詞義獲得

的影響研究 
o x o o o x 

碩論 結合字本位理論對泰中級漢語

詞彙教學設計 
x o x x o o 

碩論 字本位理念的對外漢語初級階

段精讀課詞彙教學模式設計探

究 

x x x o o o 

碩論 「部件教學法」在漢字教學中 

 的應用 
x x o o △ x 

期刊 在對外漢語詞彙教學中實施

「字本位」方法的實驗報告 
o x o x △ x 

期刊 中高級漢字課教學新模式實驗

報告 
x x o x △ x 

    

    透過上表的整理可以看出，儘管在中國的對外漢語教學學界中已有數篇的字

本位教學模式的實驗研究論文，但目前尚未出現完整的研究報告。另外，對外華

語教學中的字本位模式所適合的學習族群、各個不同的程度該如何導入字本位教

學法、字本位教學法與其他教學法的兼容等等，都是需要再延續探討的部分。 

 

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    現行字本位教材探究現行字本位教材探究現行字本位教材探究現行字本位教材探究    

壹壹壹壹、、、、《《《《漢語語言文字啟蒙漢語語言文字啟蒙漢語語言文字啟蒙漢語語言文字啟蒙》》》》    

    目前，眾多研究者一致公認的字本位教材是法國學者白樂桑與張朋朋所共同

編寫的《漢語語言文字啟蒙》(以下簡稱《啟蒙》)，於 1989 年在法國出版。在

《啟蒙》中，字的重要性得到充分的強調，整個教學過程以字為主，把字義的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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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和字的層層詞放在最突出的位置，語法、課文、練習等內容被邊緣化(劉頌浩， 

2006)。 

    教材的一開始便將重點放在漢字上，首先介紹了漢字的基本筆畫；接著排列

了 92 個部件偏旁，並且逐一介紹各個偏旁代表的意義；另外也列出了 400 字字

表。根據作者白樂桑的統計，這 400 個字佔一般閱讀資料中常用漢字的 66.27%，

同時教材的用字也不超出這 400 字的範圍。《啟蒙》的編寫共有四大單元，除了

第一單元為兩課的準備課程之外，其外三個單元皆包含了六課。每一課的編寫順

序如下： 

課文：口語對話、敘述短文(包括印刷體與手寫體) 

生詞表：按照詞性排列，並附上漢語拼音與語義解釋 

漢字表：包括當課所出現的字的漢語拼音、字義、以及該字所擴展的詞 

漢字記憶策略：顯示漢字的筆順，並拆解漢字的部件做字源的說明 

語法：講解句型的語法並提供例句 

應用：句型的替換練習 

文化：介紹中國的文化 

    每一課的一開始為課文，接著介紹生詞的詞性、讀音、詞義，接下來是針對

漢字部分做了包括讀音、字義、組詞、書寫等介紹，最後才是語法與文化介紹。

教材中針對漢字部分除了展示手寫筆順之外，也提供了部件拆解與大量的字源說

明，詞彙也皆由這些漢字擴展而來。同時，以「字」為本位編寫就會以字的複現

率、與構詞能力為出發點，字詞比例也比一般詞本位教材高(王駿，2006)。強調

用一定的漢字，積極的學習更多的詞彙。 

    雖然劉頌浩(2006)認為《啟蒙》當中的「課文、生詞表、運用」等部分仍以

詞為基本單位，該教材也並不缺乏詞本位的內容，但《啟蒙》在教學內容的編寫

以及教學順序的安排上皆是以漢字為出發點，在界定上還是將其視為字本位教材。 

   《啟蒙》的編寫基礎是來自於常用漢字當中使用頻率最高的 400 的字，教材

中的 1586 個詞彙也都是從這 400 個漢字所延伸出來的。王若江(2000)根據「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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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水平詞彙與漢字等級大綱」對這些字詞做了分析，發現這 400 個漢字當中 93.5%

都屬於甲級字，而這些字所帶出的詞彙中卻有 35%為超綱詞。同時，教材中關於

詞彙的語境運用以及解釋等部分也相對的不足。可以看出，《啟蒙》在編寫時對

於字的重視程度高於詞，優先考慮的是漢字的使用頻率，而不是詞頻。因此字本

位教學法較無法控制詞彙等級，根據常用字所擴展的詞與根據常用性所選擇的詞

是不一致的。 

貳貳貳貳、、、、《《《《新編基礎漢語新編基礎漢語新編基礎漢語新編基礎漢語》》》》    

    由張朋朋所編寫的《新編基礎漢語》系列教材中貫徹了「語文分開、口語先

行」的思想；張朋朋指出，如果口語的內容用漢字書寫，也就是「語文一體」的

方法，將不利於學習者學習口語的發音，漢字會成為學習的「絆腳石」。而整套教

材以技能一共分為以下三冊： 

口語篇：《口語速成》 

寫字篇：《常用漢字部首》 

識字篇：《集中識字》 

    《口語速成》一冊是以詞本位為基礎，教材中不要求漢字的掌握，重點是訓

練口語中詞彙、句子的使用，尤其特別重視對詞彙與句型的高複現率練習，讓學

生透過反覆操練來快速掌握口語；《常用漢字部首》則是專門針對漢字做剖析，

包括漢字的筆劃、部首、到結構、成字等，以部首為綱、以結構組合為核心讓學

生掌握漢字的書寫規律和構字規則；最後的《集中識字》主要訓練識字能力，但

也涉及口語與寫字的技能，為後期階段所使用的帶有複習性質的綜合性教材。後

兩冊分別側重於寫字與閱讀技能，便是完全以字為本(田峰，2012)。整套教材很

大的特色是把語和文分開，張朋朋(2001)說明：「使用這套教材，初學者先學習

《口語速成》和《常用漢字部首》，學完後再學習《集中識字》，就像吃西餐一樣，

一道菜一道菜來，循序漸進。」 

   根據張朋朋，《新編》的教學設計主要遵循以下四點原則： 



 

29 
 

一、教學初期把「語」和「文」分開。 

二、先進行口語和漢字字形教學，後進行識字閱讀教學。 

三、閱讀教學應以識字教學打頭。 

四、識字教學要和口語、閱讀教學相結合。 

  具體的作法是初期的口語教學主要借助漢語拼音來進行，對漢字不做要求， 

讓口語教學變得容易。而漢字教學則另編教材，從筆畫、部首、結構切入以進行

有系統性的教學。另外，漢字的認讀教學則安排在後期，因為先具備口語和漢字

書寫的技能可以對識字教學起促進作用。而在識字階段，課本以「字」作為教學

的基本單位，用「以字組詞」的方式快速提高學習者的識字量和閱讀能力。 

    前兩冊是專門注重口語以及漢字的技能性教材，作為後期階段所使用的第三

冊《集中識字》則是綜合性教材。《集中識字》和《啟蒙》做法一樣，一開始便列

出了字表，教材共包含了 750 個常用字；每課有 30 個漢字以及 1 個短句，每個

短句是由當課的 30個漢字所組成。《集中識字》每課的內容結構共分為以下部分： 

一、識字 

    每一課由「識字」部分開始，選字原則是高頻字或構詞能力強的字，也會介

紹字音與字義。為了方便學習者記憶 30 個孤立的新漢字，教材中將每課的 30 個

漢字編寫成一個短句子，讓學習者透過認讀和背誦來強化記憶。 

二、組詞 

    每課第二頁的左側是組詞，其是在識字的基礎上用字組詞，羅列的 30 個詞

彙為常用詞。 

三、口語 

    口語部分的頁面編排在第二頁組詞的右側，口語課文圍繞日常生活交際的內

容來編寫，並且包含當課新學的組詞。  

四、寫字 

    由於學習者在前面階段已具備基本漢字書寫能力，在第三冊教材中則是將所

教學的漢字清晰的呈現出來；因此在第二頁的最下面將當課的新漢字用大字體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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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以便摹寫。 

五、語法 

    當課出現的語法或句型在此部分透過句型結構分析、語法解釋、例句的方式

做說明。 

六、練習 

    每課的最後附有練習部分，透過選擇題的方式測試學習者是否已理解當課所

教學的語法與詞彙。 

七、短文閱讀 

    從第十課起每隔幾課會穿插一篇短文閱讀，其目的一是複習所學的漢字，二

是由漢字進行到短文閱讀，這也是識字教學的最終目標。 

參參參參、、、、《《《《啟蒙啟蒙啟蒙啟蒙》》》》與與與與《《《《新編新編新編新編》》》》的評論的評論的評論的評論    

    《啟蒙》最受讚許的地方便是學字少、組詞多的學習方式，《啟蒙》只以 400

個漢字為教學起點，卻組出了 1586 個詞，其字詞比例接近 1:4，詞彙數量比一般

的教材多出了兩三倍。一般的漢語教學在初級階段學習漢字的任務很艱難，通常

每一個詞就同時學一個新字。相對的，以字為基礎則是以控制字數為前提，將原

本的因詞而記字的順序轉變成因字而組詞的過程 (王駿，2006)。另外，田峰(2012)

則指出《啟蒙》教材中的一個別具特色的地方是「滾雪球」的設計，每三課會出

現一個「滾雪球」的單元，其作為一個複習章節，利用前面所學過的漢字、詞彙、

語法等編寫成一段敘述體課文。這個單元也反映了整套教材的思想，即透過漢字

的重現與組合，讓學生像「滾雪球」一樣掌握漢語。 

    相對於《啟蒙》是一本單一型的教材，《新編基礎漢語》則是一套系列教材，

全套三冊的教材分為口語課和漢字課，漢字課又再分了寫字和識字的技能。三本

教材各有側重點，相對獨立卻又互相關聯，在整體上形成一個循序漸進的教學系

統。《新編》在總體上延續了《啟蒙》的思想和特色，企圖從根本上解決漢字難學

的問題，但《新編》有了更大的突破和創新，就是以重點技能不同的三冊教材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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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現分步教學的模式。例如：《口語教學》適合歐美學生作為短期速成的教材，而

《常用漢字部首》適合作為長期教學的輔助教材 (王駿，2006；田峰，2012)。 

《啟蒙》是一本較完全的字本位教材，其教材內容選擇主要只顧慮字的常用

度，始終把「漢字教學」作為起點與核心；而《新編》在編寫上則有意識的兼顧

常用字與常用詞，內容編寫也區分開了字本位與詞本位教學。(田峰，2012)綜合

以上，關於這兩本教材的結構內容與特色可以整理於下表表 2-4 與表 2-5： 

表 2-4 字本位教材字本位教材字本位教材字本位教材《《《《啟蒙啟蒙啟蒙啟蒙》》》》與與與與《《《《新編新編新編新編》》》》的結構比較的結構比較的結構比較的結構比較 

教材名稱 漢字量 教材本位 結構 內容 

《啟蒙》 400 字 

 

字本位 

 

單一綜合教材 1.課文 2.生詞 3.漢字 

4.語法 5.文化 

《新編》 

 

750 字 

 

詞本位 

字本位 

《口語速成》 1.對話課文+詞表 

2.句型練習 3.語法 

  《常用漢字部

件》 

1.部首介紹 2.部首字

形 3.部首構字 

   《集中識字》 1.字表 2.短句 3.組詞 

4.口語 5.語法  6.練

習 7.短文閱讀 

    

表 2-5 字本位教材字本位教材字本位教材字本位教材《《《《啟蒙啟蒙啟蒙啟蒙》》》》與與與與《《《《新編新編新編新編》》》》的特點的特點的特點的特點 

 《漢語語言文字啟蒙》 《新編基礎漢語》 

漢字教學 「字」是形音義的結合體，教材

一開始便列出漢字偏旁表，並

說明偏旁意義，強調漢字是由

小到大、由部件組合而成的邏

輯概念。 

  延續《啟蒙》注重字形的特色， 

  從筆劃入手，以部首為綱，以構 

  件組合為核心進行漢字教學。 

教材本位 「字」為教材編寫的出發點。   口語教學以「詞」為起點，漢字 

  教學以「字」為起點。 

內容選擇 漢字常用頻率為優先選擇基

準。 

  綜合考慮漢字與詞彙的常用頻 

  率來選擇漢字。 

字詞比例 字詞比例高，用 400 個字組合

出 1586 個詞。 

  字詞比例較低，用 750 個字帶出 

  900 余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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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寫思想 掌握核心字，以字構詞。   語文分開，集中識字。 

     

    雖然《啟蒙》與《新編》突破了傳統的語法框架，實現了以字為核心的教

學思想，有效的組織字、詞、句到文化的教學，並且在漢字的教學上也比一般

教材更為強化，但在教材編寫上仍有不足之處 (王駿，2006；田峰，2012)。 

    例如，《啟蒙》中雖然挑選出了 400 個常用漢字，但生字表中的漢字仍舊沒

有依循由易到難、由簡到繁的順序出現；而每一課結束後幾乎沒有安排練習，教

師必須具有很強的課程設計、安排教學步驟的能力；最後教材的重點雖然不是語

法，但淡化語法並非要完全放棄語法，一些如「把」字句、各種補語等固定的語

法結構，透過重複性的練習還是有幫助的。 

    而《新編》同時也存在著缺點，包括：第二冊《常用漢字部首》體例過於單

一，單純學習部首與漢字課堂容易流於單調；第三冊《集中識字》的 25 課中共

容納了 750 個漢字，造成每一課的內容過多，為了要安排進全部的內容，反而犧

牲了字詞比。根據生詞表的統計，字詞比例只有 1:1.2，遠低於《啟蒙》的 1:3.97；

最後一點是由於過於壓縮內容，導致複現率、語言的生動性等教材編寫的基本要

求大打折扣。 

    字本位教學要進一步發展，首先最重要的是字本位教材的編寫水平，但可以

看到無論是《啟蒙》或《新編》都還不是完善的字本位教材。字本位教學的核心

理念便是高度重視漢字的特點，包括漢字的造字法和構成規則、以及漢字的構詞

性；同時教材在編寫時也控制所選的漢字數量(田峰，2012；王凡凡，2012)，如

《啟蒙》用 20 課的篇幅教了 400 個字，平均每課 20 個字，而《新編》則用 25

課帶出 750 個字，平均每課是 30 個字。最後，字本位教材同時也須吸取其他教

學法的優點與長處，適當的將字本位與詞本位做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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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第五節第五節第五節    小結小結小結小結    

    字本位理論作為對外漢語教學界中的一股新思想，有贊成的聲音，也有批評

的聲音；然而就目前情況而言，字本位相對於詞本位，其發展歷史仍短，而且字

本位支持者內部對於字的定義描述也不盡一致。同時，目前對外漢語教學的框架

是以詞為本位所建構起來的，字本位只是在有限的領域內對詞本位提出了質疑，

因此字本位的研究與實踐仍有待進一步加強 (劉頌浩，2006；王凡凡，2012)。 

    「字本位」和「詞本位」的差別並不是在於先學字還是先學詞，也不是語文

分離或是語文一體，字本位教學法強調的應該是詞彙教學中對單個漢字的重視，

並非排斥詞彙的學習。楊月蓉(2010)指出，漢字教學最終仍離不開詞彙，甚至可

以說漢字教學的目的還是為了加速詞彙的學習。「字本位」與「詞本位」在對外漢

語教學中應該是可以相互兼容的；劉頌浩(2006)也強調，從教學多樣性的角度出

發，應該把字本位和詞本位看成是眾多教學方法中的兩種，它們有不同的優勢和

側重點。 

     綜合上述，本研究將透過文獻探究來編寫字本位教材，並在此字本位教材

的基礎上設計字本位教學模式之教案，實際進行字本位教學以驗證其教學成效。

目前，字本位模式教學實驗的相關研究多集中於漢字及詞彙部份，然而其內容仍

有許多不足之處；包括未提供完整的教材內容與教案設計、不具備數據的佐證、

未實施前後測驗或問卷調查等。本研究將補足目前文獻之不足之處，讓字本位模

式教學實驗的研究能再往前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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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    研究設計與實施研究設計與實施研究設計與實施研究設計與實施    

    在字本位教材編寫完成後，本研究在國立師範大學進修推廣學院的華裔班分

別進行了兩次的教學實驗，具體方式為於實驗組採取字本位策略的教學模式，而

對照組只接受一般的華語教學課程。進行兩次教學除了增加樣本數之外，同時也

藉由第一次教學來檢視教學內容的適當性，於第二次教學做適當的調整。而實驗

的教學內容以國立師範大學進修推廣學院自編的華語文字本位教材為基礎，詳細

的教材內容與教學方式將於第二小節做說明。本章共分為四節，包括：研究流程

與樣本描述、字本位教材設計與編寫、課程設計與教學策略研發、研究工具。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研究流程與樣本描述研究流程與樣本描述研究流程與樣本描述研究流程與樣本描述    

壹壹壹壹、、、、研究流程研究流程研究流程研究流程    

一、暑期班教學實驗 

    本研究首次於 2013 年 7 月至 8 月間的暑期華裔班級進行教學，時間為期四

週、每週各 2小時，而課程前與課程後將同時於實驗組與對照組分別進行前測與

後測。此次教學除了蒐集樣本數之外，同時也藉此機會檢驗教材內容是否合適、

以及課程設計的成效如何。暑期班的教學中發現，許多學習者有排斥書寫中文的

傾向，導致雖然具備基本的閱讀能力，但在漢字書寫、或需要自主辨識正確漢字

的時候仍然會遭遇困難；因此於第二次的冬季班教學中則多鼓勵、並增加讓學習

者練習書寫漢字的機會。 

二、冬季班教學實驗 

    本研究的第二次教學實驗同樣於國立師範大學進修推廣學院的冬季華裔班

進行，實驗時間從 2013 年 12 月至 2014 年 1 月,教學時間同樣為四週共 8小時。

除了同樣針對實驗組與對照組進行前後測驗之外，本次的教學實驗中還另外針對

實驗組實施問卷調查，以便進一步了解學習者的學習方式以及對字本位教學模式

的態度與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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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華裔班級並非長期班，受限於授課時間無法做長期的觀察；因此為了提

高實驗的信度，課程內容將集中於漢字與詞彙的教學，希望學習者能在短期內有

系統、有效率的接觸漢字與詞彙。其具體教學內容包括漢字部件教學、以部件帶

字教學、以字帶詞教學；同時課程中也會穿插漢字的書寫練習、活動以及課文閱

讀。下圖圖一為本研究的研究流程步驟，而圖二為教學進行的流程步驟： 

 

 

 

 

    

                                                                                    

    

    

    

                                                                                                                        圖一圖一圖一圖一 研究流程    

    

    

    

    

    

    

          

    

    

    

圖二圖二圖二圖二    教學流程    

    

前後測驗、問卷調查 

教學實施內容 學習效果檢視 

漢字部件教學 

以部件帶字教學 

以字帶詞教學 

漢字書寫練習 

練習活動 

課文閱讀 

後測、(問卷) 

暑期班教學實驗 

字本位教材編寫 

前後測驗 

冬季班教學實驗 

前測、(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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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貳貳貳、、、、研究樣本描述研究樣本描述研究樣本描述研究樣本描述    

             本研究的實驗對象為國立台灣師範大學進修推廣部的暑期以及冬季華裔班

的學生，學生的組成主要包括英語母語者(美國籍、加拿大籍、澳洲籍、紐西蘭

籍)、西班牙母語者(巴西籍、哥斯大黎加籍)、法語母語者、以及泰語母語者。在

兩次的教學中，皆分為實驗組與對照組。暑期華裔班的實驗組人數為 16 人，對

照組為 15 人；而冬季華裔班的實驗組與對照組人數皆為 16 人。華裔學生們大多

具備良好的華語溝通能力，唯獨識字以及漢字書寫能力偏弱，因此透過字本位教

學模式的實施，來檢測實驗組與對照組在漢字以及詞彙上的學習效果差異。 

 

第二第二第二第二節節節節    字字字字本位本位本位本位教材教材教材教材設計與編寫設計與編寫設計與編寫設計與編寫    

    本教學實驗所採用的字本位自編教材為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

學系陳學志教授與應用華語系林振興教授的團隊所共同編寫，本教材的安排以部

件為中心，擴展出字群與詞彙，並且利用當課目標部件字再編寫成課文，最後並

提供漢字記憶術以及句型的替換練習讓學習者參考。以下將詳細說明本字本位教

材的編寫標準、單元設計以及教材特色。 

壹壹壹壹、、、、字詞選擇字詞選擇字詞選擇字詞選擇標準標準標準標準    

                    根據字本位教學法的集中識字概念，由語料庫交叉比對篩選出 1040 個漢字

作為教材編寫的基礎，本教材的用字也皆控制在這 1040 個常用字範圍內。1040

字庫的篩選是源自於陳學志教授所帶領的「基於漢字字彙知識之教學模式發展與

數位教學平台建構」的研究計畫，透過中央研究院現代漢語語料庫詞頻統計、

TOFCL 初等詞彙、漢語水平考試（HSK）大綱的甲級字表、法國中文字表 804 個字

等字詞表交互比對產生。另外，教材中所羅列的詞彙，其選詞標準為華測會頒布

的「華語八千詞」中，「基礎」、「初級」、「進階」範圍內的詞彙。 

本教材一共編寫了 20 課，共包含了 34 個部件。下表表 3-1 為教材中所羅列

的部件與字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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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自編字本位教材之部件與字群列表自編字本位教材之部件與字群列表自編字本位教材之部件與字群列表自編字本位教材之部件與字群列表    

 課數 標題 部件 部件字群 

1 這是我的家人 女父 女奶她如安妹姑姐姓姜姨娜娟婆媽 

爸爺 

2 你想認識誰 言 言信計記討訪許設這評詞試詩話語認說誼諒請

課誰論講謝識譯讀 

3 我記錯日期了 日月 日早但明是星昨借時晚晴間影醒錯韓簡 

月有朋期 

4 一起去吃飯吧 口飠 口加可古台吃回別吧咖和或阿亮哇哥啡問喝喜

嗎點歡 

食飯飲飽餃餅餓館 

5 去淡水旅行 氵 水汁汗江沙汪決沒汽泳河法油流洗海涼淡清淇

淋深淨游湯渴淼漂漢潔澡灑灘 

6 我住在森林旁

邊 

木 木床李杏材村果林杰桌桃茶梯梅椅棵森棋楊樓

樹櫃 

7 建仁的民宿 亻 人仁夫他代休住你夜信便保們候修假偉健宿價 

8 銀錶多少錢? 貝金 貝負員責貨費貴買實績賽寶贏 

金鉛銀錶錯錢鋼鐘 

9 茶花開得真美 艹竹 芳花芬苦英草茶華菜蕉藥蘋 

竹笑筷算簡籃 

10 院子前切西瓜 刀阝 刀分切份別利到前剛留剩愉超 

那阿院部都陪郵鄉陽 

11 請勿亂丟垃圾 土广足 土丟地在圾坐周垃坪社堅基都程園塊達境 

庭座 

足跑跟跳踐踢踏 

12 把握時間打掃 扌 手打托把折拉招抱拖抬按拿接捷掃掛推排掌握

換揚搭搬擁操擊擠擦 

13 你看病了嗎 月疒 肉肝肚育肩肯胖胃背胡消能散腰腸腳腦厭膀腿

臂膽臉 

病疼痛瘦療 

14 努力打太極 又囗 又友反努沒服假最飯亂極慢瘦餐雙 

四因回國園 

15 吃來來湯包 勹十 包易狗的約場揚湯跑陽踢 

午汁早來苦乾許朝準韓 

16 宴請賓客 宀 它字安完定官宜空室客害家宴容院寄宿寒富察

演管賓寫誼館擦賽 

17 百元歡樂遊 儿隹車 元光先克完況玩虎亮祝酒院統號境說燒 



 

38 
 

集誰蕉應離雙雞顧歡觀 

車軍推連暈準輔輛繫 

18 遊遍全世界 辶人 迎近送迷退這通連造途進運遊道達遇過遍遠適

導隨還 

今介合來命念界愉會領輸險驗 

19 好想談戀愛 忄 心忙志快忽念怪怕怡性思急怎恨悔情悶惠愉嗯

意感想愛態慢德慧應懂懇聰聽戀 

20 約會好緊張 糸 係紅紀約紹細組終結絡給經綠緊網維緒練線緩

總織繫繼續變 

    

貳貳貳貳、、、、單元設計單元設計單元設計單元設計    

    本教材的內容編寫一共分為 7個單元，包括識字、課文、組詞、漢字、漢字

記憶術、漢字小知識、以及句型練習。每一課以「漢字」作為開始，首先羅列出

當課目標部件所帶出的字群，接著是利用當課目標部件字群所編寫而成的「課文」，

而針對當課所介紹的漢字，也一一擴展出詞彙形成「組詞」單元，以下做分項介

紹。 

一、識字 

    為識字(一)的「核心識字」與識字(二)的「一般識字」；「核心識字」為當課

目標部件字群，而課文中的目標部件字群以外的其他漢字則置於「一般識字」。

識字表會呈現繁簡體字、漢語拼音、字義英文說明、該字在當課課文中所帶出的

詞彙。 

二、課文 

    分為三個部分，分別是對話型課文、短文課文以及短文課文的手寫體版本，

也附有漢語拼音註記。課文內容充分利用該課的目標部件字群，同時也注重內容

的生活化、通順度與邏輯性。 

三、組詞 

    是由第一單元的識字表所延伸而來，因此同樣也分為由核心識字所擴展出的

組詞(一)，與由一般識字擴展出的組詞(二)。詞彙難度控制在「華語八千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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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階級範圍內，並且在詞彙挑選上也帶入了離心詞、向心詞的概念。 

四、漢字 

    對該課的部件與目標部件字群做漢字結構分析，包括一開始為部件意義的英

文說明，並加上圖像聯想圖以加深記憶，之後每個漢字分別呈現筆順、部件拆解

以及結構位置圖。 

五、漢字記憶術 

    術從目標部件字群中挑選出若干漢字，透過有趣的口訣，或圖像、意義的故

事聯想，提供學習者一個輕鬆、快速記憶漢字的小策略。 

六、漢字小知識 

    供包括漢字結構、相近漢字比較、趣味漢字遊戲等等的內容，讓學習者更加

了解漢字特色。 

七、句型練習 

    課文中擷取出關鍵的語法點，在此提供語法的說明以及句型的替換練習。由

於語法並非本教材的教學重點，在句型練習部份注重實用性以及可替換性。 

參參參參、、、、教材特色教材特色教材特色教材特色    

    為了改善現有字本位教材的不足之處，本字本位教材除了延續《啟蒙》與《新

編》中以有限的字擴展出詞彙的編寫理念之外，同時也加強了漢字與詞彙的複現

率、考慮詞彙的等級與使用頻率，並注重教材的趣味性。其具體作法包括： 

一、以部件為綱，透過部件帶字的方式將同部件的漢字做有系統、有關聯的歸納， 

   使學習者對於漢字能夠形成系統性的概念。 

二、在不同的課文、或是句型練習當中重複使用教過的漢字與詞彙，提高複現率   

    以達到反覆練習的效果。 

三、課文可分為家庭、食物、運動、休閒、節慶、身體健康等主題，內容貼近生   

    活並盡量呈現多元化。 

四、除了課文內容之外，在漢字記憶術、漢字小知識的單元中，透過漢字記憶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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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訣、練習活動等補充內容帶出教材的趣味性。 

     具體教材內容參照附錄一，其擷取的為教材中的第五課。 

    

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課程活動設計課程活動設計課程活動設計課程活動設計與教學策略研發與教學策略研發與教學策略研發與教學策略研發    

     此次教學實驗的總課程時數為 8 小時(一共四週)，由於時間有限，教學內

容集中於識字、漢字書寫、詞彙三大部分。除了注重漢字與詞彙知識的傳授之外，

會安排小型任務以提供學生練習的機會，並且也會給學生較大自由度的活動，如

分組討論、競賽、發表等。下圖圖二為課程進行步驟原則： 

 

 

  

 

 

圖圖圖圖三三三三 課程進行步驟 

 

    字本位教學模式將會套用於圖三中前段的「部件」、「字群」、「詞彙」部份，

強調以部件帶字、以字帶詞一系列的系統性學習；並且透過分組或是個人的活動、

以及作業和小考的方式來達到鞏固和練習；最後希望讓學生提升識字、漢字書寫

能力，並且能夠實際運用。 

壹壹壹壹、、、、教學教學教學教學內容內容內容內容    

     部件的教學部份每週進度為 2個部件，四週共包括「女」、「飠」、「口」、「氵」、

「木」、「艹」、「竹」、「言」等 8 個部件。教學進行的方式，首先會讓學生了解部

件的意涵以及該部件的變形部件，視該部件的字群數量多寡，每個部件將會帶出

字群，之後再以這些字分別擴展出詞彙。下表表 3-2 為四週當中所進行教學的部

件字與詞彙。 

 

部件 字群 詞彙 
活動 

練習 

識字 

書寫 

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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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教學部件與字群表教學部件與字群表教學部件與字群表教學部件與字群表    

部件 字群 詞彙 

女 

 

 媽、姐、妹、姨、姑、奶、婆、 

 她、姓、婚(共 10 個) 

 媽媽、姐妹、阿姨、姑姑、奶奶、外婆、 

 結婚 

氵(水)  汁、流、汗、沙、灘、海、油、 

 汽、渴、游、泳、淨、湯、洗、 

 澡、淇、淋(共 16 個) 

 果汁 

 流汗 

 乾淨 

 沙子、沙灘 

 海邊 

 汽水、汽油、汽車、加油、加油站 

 游泳、游泳池、泳衣、泳帽、游泳圈 

 洗澡、洗手、洗衣服 

 冰淇淋、冰棒、冰塊、冰沙、冰箱 

口  吃、喝、吹、問、咖、啡、問、 

 嘴(共 6 個) 

 嘴唇、嘴巴、問題、咖啡 

 

飠(食)  飯、飲、飽、餓、餃、餅、餐 

 (共 7 個) 

 飯盒、飯廳、飯碗、炒飯、燴飯、稀飯 

 飲料、水餃 

 餅乾、月餅、蛋餅 

 早餐、午餐、晚餐 

 餐廳、飯廳、客廳、大廳 

艹  花、草、菜、茶、苺、蘋、蕉、 

 葡、萄(共 9個) 

 花瓣、花園、花蜜 

 櫻花、梅花、菊花 

 草地 

 做菜、白菜、青菜 

 紅茶、奶茶、綠茶 

 草莓、蘋果、香蕉、葡萄 

木  林、森、樹、樓、梯、梅、椅、 

 桌、床、櫃(共 10 個) 

 森林 

 樹葉、樹幹、樹根 

 樓梯、電梯、手扶梯 

 梅子、梅花 

 椅子 

 桌子、書桌、餐桌、圓桌 

 櫃子、書櫃、鞋櫃、衣櫃 

竹  籃、筷(共 2個)  籃子、籃球、筷子 

言  訪、討、論、語、說、話、試、 

 詩、詞、記、計、請、讀、課、 

 訪問、討論 

 語言、英語、西班牙語、日語、法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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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譯(共 16 個)  說話、電話 

 考試、試穿 

 詩詞、歌詞 

 忘記、日記 

 計算、計算機、設計、設計師 

 讀書 

 上課、下課、課本 

 翻譯 

     

    由於受限於教學時數，四週的教學內容將從自編的字本位教材中做部分擷取。

其中，鎖定以上 8 個部件的原因有二；其一是這 8 個部件皆出現在教材的前十

課，程度設定較為簡單，其二是這 8個部件的義涵較為明顯，做為教學目標字學

習者容易理解。另外，自編教材中的「識字」單元包括兩個部份：(一)含當課目

標部件的漢字(二)一般漢字；但課程當中將只教學含目標部件的漢字，並且再從

中挑選與部件代表意義關聯性較高的字。例如：教材當中，「口」字部件擴展出的

字群也羅列了「喜」、「哥」、「點」等字，然而這些字的字義與「口」所代表的「嘴

巴」意涵之關連性較低，因此不列入目標字的教學範圍。而詞彙的擴展教學部份，

除了教材中的「組詞」單元之外，也會按照學生程度另做補充。 

貳貳貳貳、、、、教學教學教學教學原則與策略原則與策略原則與策略原則與策略    

    由於教學對象為華裔學生，比起完全的外籍學習者將對漢字較為熟悉、語言

表達接收能力也很高，因此課程中除了老師的教授之外，也會採取鼓勵學生思考、

輸出的模式。課程當中以強調部件的方式進行漢字教學，並且加強對於漢字意義

的理解；接著採以字帶詞的方式進行教學，幫助學生建立字組的概念。字本位課

程的重點在於以「字」的教學促進「詞」的教學，幫助學生減輕記憶負擔，使學

生在學習漢字以及字組的過程中能舉一反三，達到擴大詞彙量的目標。而所有字

群、以及詞彙的教學將緊扣該部件所代表的意涵。除了字本位教學法的核心概念

「突顯漢字特性」之外，本研究的課程設計也採取以下七點原則與教學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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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採取循序漸進的教學方式 

    首先解釋部件所含的意義以建立偏旁部件概念，接著系統性的帶出含有同樣

部件的字，最後構詞性較強的字再擴展詞彙群的教學。 

二、漢字教學融入圖像聯想與形聲概念 

    部分的漢字教學，會加入象形字圖性聯想或是形聲等概念，以幫助學生記憶

以及系統化。例如「口」、「氵」、「艹」、「森林」等字皆結合圖像聯想進行教學；

另外再以「言」字部件為例，PTT 先呈現未含「言」字部件的字，如「平、方、

式…」，接著再加上「言」字部件變成「評、訪、試…」，使學生了解到漢字中形

聲字的概念。 

三、識字為主、寫字為輔 

    因授課時間有限，漢字教學原則為識字為主、寫字為輔，主要希望學生能大

量並且有系統的認識漢字。只是在課程進行當中，發現讓學生進行漢字書寫練習

可以有效提升集中力與學習動機，同時也有部分學生的書寫筆順較為混亂，因此

其中仍穿插漢字書寫的練習。 

四、強調詞彙內部結構的理據性 

    教學對象皆為華裔學生，學習者雖然識字以及漢字書寫能力較弱，但熟悉大

部分的詞彙，因此教學時會強調詞彙的結構，目的希望可增強學習者的猜詞能力，

利用已知的漢字來推論詞義。具體方式如：「飯盒、飯碗、飯桌」與「炒飯、稀飯、

燴飯」兩組詞，學習者唯一認識的字只有「飯」一字；但希望學習者能夠了解核

心字「飯」在前代表與「飯」相關的詞彙，而在後代表某種類型的「飯」，這也是

徐通鏘先生所提及的「離心詞」與「向心詞」的概念。 

五、採啟發性的互動式教學 

    課堂中將盡量誘導學生嘗試主動思考而非老師直接進行教授。具體方式如：

展示一張有樹與草地的公園圖片，請學生思考本次上課所要教學的部件為何；部

件意義解釋完之後，在進行漢字教學之前，先讓學生思考有哪些字包含該部件；

構詞能力較強的字讓學生說出有哪些詞彙包含該漢字；展示一張有人在加油站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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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的圖片，讓學生說出此張圖片中包含的詞彙有哪些，同時一併帶入「汽油、汽

車、加油、加油站」等一系列相關性高的詞彙等。 

六、實際運用 

    在活動過程中引誘學生實際運用學習過的漢字與詞彙，具體方式包括：(一)

課文的對話與朗誦，以檢視學生是否在閱讀時已能識得學習過的漢字；(二)造句

以及編故事活動，讓學生利用詞彙卡上的詞彙來自由產生符合邏輯的語句或故事。 

七、重視課程趣味性 

    課程每一段落穿插包括團體以及個人的活動，幫助學生透過不具壓力的方式

練習，並達到鞏固、運用的目的，也希望提高課程的趣味性。 

參參參參、、、、課程課程課程課程設計設計設計設計    

    老師進行教學時將全程以 PPT 為主，預計教學的部件與漢字可以清楚的呈現

在大銀幕上；進行詞彙教學時，相關的詞彙也可與圖片一併展示，讓學生一目瞭

然。除了 PPT 之外，也會提供學生作業單或字卡等紙本資料作為輔助。而學生的

學習方式包括個人練習、小組討論以及小組活動。課程的進行將大致遵循以下步

驟：部件意義說明、字與詞彙的擴展、漢字書寫練習、字卡練習、課文閱讀、活

動練習。 

一、部件意義說明 

    課程的最一開始會說明各部件所代表的意涵，部件是課程的起點也是核心，

在部件之後的字群與詞彙群的教學都將緊扣該部件。部件說明的方式除了直接解

釋意思之外，也適當的融入象形圖像聯想，同時也會一併介紹該部件的變形部件。

(如「水」與「氵」、「食」與「飠」) 

二、字與詞彙的擴展 

    說明部件以後，將進行字群的教學，擴展出來的字群將緊扣該部件所代表的

意思。由於單一個漢字是意義模糊的，必須將字放到詞彙中，其意義才會凸顯出

來；因此每個字確認學生已認識其形與音後，會緊接的帶出包含該字的詞彙。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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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件、字進行到詞彙的教學時，再帶入向心詞與離心詞的概念，擴展出更多相關

的詞彙。 

三、漢字書寫練習單 

    在該部件所帶出的字與詞彙教學完成之後，將發下漢字書寫的練習單以加強

記憶，並提高學生的集中力。每個部件會練習 5-6 個漢字，練習單上會呈現筆順

以及提供框格以便練習，詳細則參照附錄二。 

四、詞彙卡練習 

    視時間會穿插詞彙卡的練習，練習目的包括檢視學生的識字以及書寫能力。

詞彙卡練習為兩人一組的活動，詞彙內容為該次課程中所教學過的詞彙，詞彙卡

的正面為漢字，而背面為拼音與注音。進行方式為其中一人先以正面(漢字面)呈

現給對方，並要求對方看著唸出卡上的詞彙；所有詞彙結束後，再翻到背面的拼

音，要求對方看著拼音寫下正確的漢字。兩人都輪流完後便算活動結束。若結束

後尚有時間，則再利用詞彙卡進行造句練習；讓學生抽出兩張詞彙卡，並利用兩

個詞彙完成一個句子。 

五、課文閱讀 

    在學生掌握了教學目標漢字與詞彙之後，接著讓學生閱讀並練習字本位教材

中的對話與短文部分。每篇對話與短文皆融入了大量的當次教學部件所帶出的漢

字，由於華裔學習者在語句意義的理解上皆無太大的問題，因此主要讓學生再從

語句中掌握詞彙的使用，並且嘗試閱讀較長的語句與文章，以建立自信心。 

六、活動練習(附錄三、四) 

    每個部件、字群、詞彙群的一系列教學進行完成之後，皆會透過進行活動來

做複習，並希望可提高課程的趣味性。部件「氵」所進行的活動為「詞彙填空」，

此為個人活動，每人將拿到一張作業單，需按照題目提示來分別填入直的與橫的

詞彙，以完成整張作業單。由於學生的閱讀識字能力仍有限，因此將由教師來朗

誦題目。而答案皆為包含部件「氵」的詞彙。(詳細檔案參照附錄三) 

    而部件「口」與「飠」的部分則是進行「組字遊戲」的分組活動；「我肚子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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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渴，我去飯館吃餃子、喝飲料，吃得好飽。」這個混有「食」、「水」、「口」等

部件字的句子，將當中的學習目標漢字拆解，例如將「渴」拆解成「氵」與「曷」，

將「飯」拆解成「飠」與「反」，以此類推。讓學生 3人分組拼湊出被拆解開的漢

字，最後完成一個句義完整的句子。 

    在第三週的課程結束之前，為了做前三週教學內容的複習，所進行的活動是

「漢字賓果」。「漢字賓果」的活動單為一 9x11 的方格，方格內包含三週課程當

中所學習過的漢字，以及部份同偏旁不同部件的混淆字。21 個目標字做成籤，每

位學生輪流抽出籤後必須說出該漢字的部件為何，並且用該漢字造一個詞，如：

「這個字是『女』字旁，這個字是『結婚』的『婚』」。其餘學生聽到後，在活動

單上找出該字，並將該方格塗黑。方格內全部的目標字完成後，將完成一個笑臉

的圖案。(詳細檔案參照附錄四) 

    在最後一週所進行的總複習活動是「抽籤完成任務」。首先，每位學生會獲

得一張字卡，字卡上的字為四週中所教學過的字。老師指名一位學生上前抽出一

張字卡，抽出後方式相同必須說出「這個字是『女』字旁，這個字是『結婚』的

『婚』」，於是擁有「婚」字卡的學生需再上前抽籤回答問題。回答完問題的學生

再抽出下一張字卡，以此方式輪完所有的學生。而抽籤回答的問題類型包括：請

寫出五個有「木」的字、請用「課」造出三個詞、請用「說話」、「餐廳」、「吃飯」

想一個小故事…等等。 

    課程進行方式主要按照以上模式，透過教師講解、學生思考、學生運用、練

習活動的步驟來完成整個學習過程，其中也會視時間做教學的調整。 

 

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    研究工具研究工具研究工具研究工具    

壹壹壹壹、、、、前後測驗前後測驗前後測驗前後測驗    

    前測與後測的出題範圍主要來自課程當中進行教學的八個部件字，同時也

會有衍伸性的題目。兩次測驗的題目模式相同，主要檢視學習者是否理解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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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義、是否能識別正確字型、以及是否能具備詞彙結構以及推論詞義的能

力，測試項目可分為「部件意涵的理解」以及「詞彙結構的理解」兩大能力，

兩大部分各 15 題，每題答對計 1分，總分則為 30 分。前後測的試題內容參照

附錄六與附錄七，以下表 3-3 做試題設計的說明。 

 

表 3-3 前前前前後測題型後測題型後測題型後測題型 

檢測項目 能力向度 題型 題數 

部件意涵的理解 識字能力  一、根據拼音選出正確的漢字 

 二、閱讀漢字選出正確的詞義 

10 題 

5 題 

詞彙結構的理解 詞彙能力  三、選出與其它三者類型不同的詞彙 

 四、根據提供的詞彙線索選出正確的詞義 

10 題 

5 題 

 

一、部件意涵的理解 

    此部分主要測試學習者對於部件意涵的理解力，題型分為兩大部分。第一大

題為根據拼音選出正確的漢字，此大題的目標字皆為課堂中教學過的字，選項干

擾包括同偏旁不同部件的字、字形相似的字或是字音相同字型不同的字。具體的

題目內容如下： 

(   )我喜歡的運動是﹝lán 球﹞。 a.藍  b.監  c.籃  d.襤 

    第二大題為看漢字選出正確的詞義，此大題的詞彙在課堂中皆未進行過教學，

但詞彙中所包含的部件為課程教學內容，目的是希望學習者透過對於部件意涵的

理解來推論詞彙的意思。具體的題目內容如下： 

(   ) What do you think is the meaning of ”楓樹”?  a. thunder  b. maple  c. bottle 

二、詞彙結構的理解 

    此部分主要測試學習者對於詞彙結構的理解力，題型同樣分位兩大部分。第

三大題的作答方式為選出類型與其它三個選項不同的詞彙，題目設計是利用向心

詞與離心詞的詞彙結構概念。此大題中詞彙中的核心字皆為課堂中教學過的字，

但詞彙則包含未教學過的詞彙。具體的題目內容如下： 



 

48 
 

(   ) a. 平底鞋   b. 布鞋   c. 鞋帶   d. 跟鞋 

     四個選項當中 a、b 與 c 都是鞋子的種類，唯獨 c 不屬於鞋子的類別，因此

正確答案為 c。 

    而最後一大題為透過題目所提供的詞彙線索來選出正確的詞義，此大題同樣

是利用向心詞與離心詞的概念，希望學習者推論出題目詞彙的意思。具體的題目

內容如下： 

甜點(dessert)、甜蜜(to be sweet)、呼拉圈(hula hoop)、圓圈(circle)   

(   ) What is “甜甜圈”?  a. cake  b. doughnut  c. peach 

貳貳貳貳、、、、學習模式與課程回饋學習模式與課程回饋學習模式與課程回饋學習模式與課程回饋調查調查調查調查    

 本研究在第二次的教學實驗當中，分別在課程開始前與課程結束後各進行一 

次的問卷調查，課堂前問卷的目的主要是為了瞭解學生對於漢字與詞彙的認知以

及學習方式，而課堂後問卷為學生對於課堂的反應與回饋，並且了解學生對字本

位教學模式的態度。完整的問卷內容參照附錄八與附錄九。 

    課堂前問卷的內容針對學習者對於漢字與詞彙結構的認知程度、漢字與詞彙

的學習策略等做調查，內容可分為以下五個部分： 

一、對於漢字與詞彙結構的認知 

二、學習漢字與詞彙時，對於其內部結構的認知程度 

三、漢字的學習策略 

四、詞彙的學習策略 

五、促進學習的方式 

    而在所有課程結束後所進行的問卷目的則是了解學習者對於課程活動的反

應、以及對於課程中所採用的字本位教學模式的想法。 

參參參參、、、、字本位教材字本位教材字本位教材字本位教材    

    本研究以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陳學志教授與應用華語系

林振興教授的團隊所共同編寫的華語文字本位教材為基礎進行教學，實際教學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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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採用了教材中的 8 個部件、76 個核心識字以及三課課文閱讀。完整教材課文

內容參照附錄八。 

肆肆肆肆、、、、教案教案教案教案    

          四週字本位課程的教案內容包括：具體的教學內容、教學進行步驟、教學目

的以及教學工具，教案內容參照附錄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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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    研究研究研究研究結果結果結果結果與討論與討論與討論與討論    

    根據前述之研究方法所獲得的結果將於本章作綜述，包括第一節為施測結果

的描述，而第二節為問卷結果描述。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施測結果描述施測結果描述施測結果描述施測結果描述    

壹壹壹壹、、、、研究研究研究研究樣本樣本樣本樣本    

    本研究的施測樣本為國立台灣師範大學進修推廣部暑期以及冬季華裔班的

學生，學生皆按照華語文能力高低進行分班。兩次的教學實驗一共有兩個實驗組

與兩個對照組，為了分析方便需求，於本文中將以 A、B、C、D 作為四個班的代

號。其中 B、D 兩班實施字本位教學，共 31 位樣本，其中的有效樣本為 30 位；

而 A、C 兩班樣本則實施一般華語文教學，共 32 位，其中的有效樣本同樣為 30

位。 

表 4-1  實驗樣本描述實驗樣本描述實驗樣本描述實驗樣本描述 

教學模式 班級 人數 有效樣本    無效樣本 

字本位教學 
B 16 

30          1 
D 15 

一般華語教學 
A 16 

30          2 
C 16 

 

貳貳貳貳、、、、字本位測驗表現描述字本位測驗表現描述字本位測驗表現描述字本位測驗表現描述    

一、 測驗信效度  

(一) 信度估計 

    本研究以內部一致性信度（Cronbach’s α）作為檢定測驗內每題試題的一致

性指標，分別針對全體測驗內容、部件意涵理解以及詞彙結構理解等部份分別進

行測驗信度估計，結果如表 4-2 所示。研究結果顯示本研究研發之字本位測驗信

度相當不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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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測驗信度測驗信度測驗信度測驗信度 

測驗類型 試題數 人數 測驗信度 

字本位測驗 30 60 0.905 

部件意涵理解 15 60 0.863 

詞彙結構理解 15 60 0.828 

 

(二) 效度檢驗 

    本研究邀請華語文學科專家，共同商議擬訂建立評量內容之雙向細目表，並

依據評量架構的比例命題。最後，透過內容效度檢驗測驗內容是否具有代表性，

且是否足以代表潛在的母群試題，藉由專家學者依據本身在學科上之專業知識，

進行試題內容與形式之審查。是故，本研究測驗效度之檢驗是以邏輯判斷方式進

行，也就是專家效度。 

二、 字本位學習測驗表現描述 

(一) 整體測驗描述 

     本研究自編一套字本位學習測驗，分別於課堂前與課堂後實施。測驗題目

一共 30 題，每題 1 分，滿分為 30 分。在下表表 4-3 中可看到，接受字本位教學

者與接受一般華語教學者在課程之後，整體成績上皆有進步，但接受字本位教學

者的進步幅度大於只接受一般華語教學者；前者的答對題數從 12.5 題進步到

18.23 題，而後者的答對題數從 9.7 題進步到 11.33 題。 

表 4-3  字本位教學前後測成績之描述統計字本位教學前後測成績之描述統計字本位教學前後測成績之描述統計字本位教學前後測成績之描述統計 

教學模式 人數 前測成績 後測成績 

平均數（標準差） 平均數（標準差） 

字本位教學 30 12.5（6.37） 18.23（4.67） 

一般華語教學 30 9.7（6.92） 11.33（6.68） 

 

(二) 評量向度表現描述 

    前後測驗內容一共包含部件意涵理解以及詞彙結構理解兩大項目，題目各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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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題。表 4-4 為接受字本位教學的學習者和只接受一般華語文教學的學習者，

分別在部件意涵理解與詞彙結構理解兩項目的成績表現。其結果顯示，在字本位

教學模式之下，部件意涵理解部分的答對題數從 7.10 題進步到 9.90 題，而詞彙

結構理解部分的答對題數從 5.40 題進步到 8.27 題；相對的，在一般華語文教學

之下，部件意涵理解部分的答對題數從 5.77 題進步到 6.53 題，而詞彙結構理解

部分的答對題數從 3.93 題進步到 4.80 題。可以看到四週課程結束之後，在詞彙

結構理解項目中出現較大的成績落差。 

表 4-4  字本位教學前後部件意涵與詞彙結構理解之描述統計字本位教學前後部件意涵與詞彙結構理解之描述統計字本位教學前後部件意涵與詞彙結構理解之描述統計字本位教學前後部件意涵與詞彙結構理解之描述統計 

教學模式 
部件意涵理解部件意涵理解部件意涵理解部件意涵理解 詞彙結構理解詞彙結構理解詞彙結構理解詞彙結構理解 

前測 後測 前測 後測 

字本位教學 7.10 9.90 5.40 8.27 

一般華語教學 5.77 6.53 3.93 4.80 

 

三、 字本位學習測驗單因子共變數分析結果 

為了瞭解學習者進行字本位教學之學習的成效，本研究分為實驗組及控制組

兩班，各 30 位華語學習者。實驗組進行以字本位為主要之教學法的漢字學習，

控制組則進行一般華語教學之學習，兩組於實驗結束後都接受自編的華語學習成

就測驗，以作為華語學習成效之依據。 

    本研究運用單因子共變數分析（ANCOVA）的統計方法，以學習者華語學習

成就測驗成績為共變量，學習者所接受字本位教學法為自變項，分析兩種不同的

華語學習對學習成效上產生的差異。共變數的分析需先進行組內迴歸係數的同質

性考驗，以瞭解不同組別的自變項受共變項的影響是否相同。經統計分析結果顯

示，本研究的自變項符合組內回歸係數同質性的基本假定，表示此自變項適合進

行共變數分析。由於受限篇幅關係，本文省略組內回歸係數同質性檢定的結果，

僅列出共變數分析檢定後的結果，如表 4-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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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 不同教學法對華語學習成效之共變數分析結果不同教學法對華語學習成效之共變數分析結果不同教學法對華語學習成效之共變數分析結果不同教學法對華語學習成效之共變數分析結果    

變項 人數 

學習成效 

F P 
平均值 標準差 

調整後

平均值 
標準誤 

字本位

教學 
30 18.23 4.67 18.07 0.59 

22.36 0.000 
一般華

語教學 
30 11.33 6.68 11.49 0.59 

 

    此教學實驗經過測驗的信效度檢驗，顯示此實驗的數據來源皆可靠；同時也

進行了共變數(ANCOVA)分析，以排除前測時學習者自身的華語能力所帶來的影

響，並證明後測時有出現顯著效果。 

 

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問卷問卷問卷問卷結果描述結果描述結果描述結果描述    

                於第二次的教學實驗中，課堂前與課堂後於實驗組實施了問卷調查，課堂

前問卷的實施目的為了解學習者習慣的學習方法；而課堂後問卷主要是檢視學習

者對於四週課程的意見、以及對字本位教學模式的回饋。關於問卷的結果，以下

將分別作闡述。 

壹壹壹壹、、、、學習模式學習模式學習模式學習模式問卷問卷問卷問卷調查調查調查調查    

    學習模式問卷在課程開始前實施，其目的在於了解學生到目前為止，在學

習漢字與詞彙時的學習方法和策略，其中共得到有效問卷 14 份(無效問卷 1

份)。首先針對「漢字與詞彙的結構」，了解學生的認知以及學習方式，作答人

數分布如下所示。 

 Yes. and it 

helps 

leaning   

Yes. But it 

doesn’t help 

learning  

No. and 

no help 

either 

你覺得漢字的結構是否有規則可循? 

Do you think there are rules for the 

 

10 

 

4 

 



 

54 
 

structures of Chinese characters? 

你覺得詞彙的結構是否有規則可循? 

Do you think there are rules for the 

structures of Chinese vocabularies? 

 

9 

 

5 

 

 

 usually sometimes never 

學習新生字時，你會先觀察字型結構嗎? 

When learning a new character, will you observe 

the structure of the character first?  

 

5 

 

8 

 

1 

你會自己歸納出字型結構規律嗎? 

Are you able to conclude the structural rules of 

Chinese characters by yourself? 

 

2 

 

10 

 

2 

你會將包含相同字的詞語一起記憶嗎? 

Do you memorize vocabulary words by grouping 

them together with other words which use the 

same Chinese characters?  

 

1 

 

7 

 

6 

你會自己歸納出詞語的結構嗎? 

Are you able to recognize and understand the 

structural rules for Chinese vocabulary by 

yourself?   

 

1 

 

9 

 

4 

    

    以上可以發現，達三分之 2 的學習者都認為漢字與詞彙皆有規則可循，並且

肯定該結構規則有利於學習，其規則包括漢字的字形結構、詞彙的構詞結構等等。

然而，在學習過程中，實際上善用漢字與詞彙結構規則來記憶的學習者卻非多數，

甚至絕大部分的學習者都不常利用「離心詞」、「向心詞」的概念來歸納出詞語的

結構、亦或是將包含相同字的詞語聯繫在一起記憶。 

    接下來的部份是針對學習漢字時所採取的策略做詢問： 

  usually sometimes never 

單純反覆練習 

Simply practice over and over to memorize 

9 4 1 

利用漢字的部件記憶 

Memorize by recognizing the radicals or 

components in Chinese characters 

2 7 5 

 和圖片做聯想  8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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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ociate the Chinese characters with a picture 

 和同部件的字做聯想 

Associate with the characters having the same 

radicals or components 

 

2 

 

6 

 

6 

     

    關於學習漢字的策略，有超過三分之 1的人從來不曾利用部件與圖像聯想的

方式來學習漢字，同時也不曾把具有同部件的漢字歸類在一起記憶。而約三分之

2的學習者習慣透過單純反覆練習的方式以達到記憶。 

    最後也詢問了學習者那些方式對於詞彙學習的幫助較大，直接展示該詞彙的

實物圖片、直接提供該詞彙的意思翻譯、以及先理解詞彙中的字義在進而明白詞

義等策略皆能幫助學習；然而其中透過圖片達到視覺刺激以便記憶的策略，是大

多學習者認為助益最大的方式。 

      Helps a lot Helps a little No help 

展示實物圖片 

 showing a picture or a real object  

7 7  

詞彙直接翻成母語 

 Translating the vocabulary to your mother 

language directly 

 

5 

 

7 

 

2 

理解詞彙中的字義進而明白詞義 

Understanding the meaning of each character 

first then comprehending the vocabulary  

 

5 

 

7 

 

2 

    

貳貳貳貳、、、、課程回饋課程回饋課程回饋課程回饋問卷問卷問卷問卷調查調查調查調查    

    課堂後所實施的問卷為學習者對於四週課程的回饋反應調查，同樣也收回有

效問卷 14 份。除了提供表格以便勾選之外，同時也要求學習者描述自己的想法。

第一部分針對「部件意義解釋」與「以部件帶字」的上課方式，是否對學習「漢

字」有所幫助? 

 Helped a lot Helped a little No help 

部件意義解釋 11 2 1 

以部件帶字 1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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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行漢字教學之前，先針對每個部件做意義說明的教學方式，學習者的意見

包括：「教學方式有趣而且清楚」、「比較容易了解漢字」、「我對於部件有一個比

較清楚的概念了」、「幫助我辨別出不同意思的字」、「很相似的漢字中其實是有規

則的」、「當我遇到結構複雜的漢字的時候，我可以更快理解」等。而以部件帶字

的教學方式，學習者認為： 

「讓漢字書寫更容易了」、「同時學習到部件相關的不同漢字」、「幫助我理解屬於

同一類別的漢字」等。 

    接著是針對詞彙學習的部分，大部分的學習者也認為幫助很大： 

       Helped a lot  Helped a little No help 

 以字帶詞 11 3  

 包含同字的詞一起教學 12 2  

 詞的結構分析 10 3 1 

      

    意見包括「很有幫助，這四堂課當中我學習到的比其他的課程更多」、「學習

到更多詞彙」、「幫助擴充我的詞彙量」等，另外由於上課步調較緊湊，因此也有

學習者表示「很實用，可是沒有足夠時間寫筆記」。 

    接著為學習者對於課程中進行過所有練習活動的想法，其中被認為幫助學

習最大的是「詞彙卡練習」、「漢字書寫作業單」以及「抽籤任務活動」；此三個

練習活動皆是可以立刻、並且直接複現學習過的漢字與詞彙，同時這三個也都

是需要書寫漢字的活動。 

      Helped a lot Helped a little No help 

 (a)詞彙卡練習 10 4  

 (b)漢字書寫作業單 9 4 1 

 (c)口&食 組字遊戲 6 7 1 

 (d)詞彙拼圖遊戲 word puzzle 6 6 2 

 (e)漢字 BINGO 7 5 2 

 (f)抽籤任務活動 9 4 1 

 (g)課文會話練習 8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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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關於學習者針對每個課程活動的想法，將另外整理於下表。其中可以看

出學習者偏好能夠直接達到練習、複習的活動，而較為延伸性的活動雖然可增

添趣味性，但學習者認為其對於學習上的幫助有限。 

課程活動 學習者意見 

(a)詞彙卡練習 1. 幫助記憶 

2. 透過有趣並且享受的方式學習。 

3. 我覺得很有趣。 

(b)漢字書寫作業單 1. 很好，因為我可以一步一步練習寫。 

2. 幫助記憶 

3. 我可以學習如何寫這些漢字 

4. 幫助我了解筆順。 

(c)口&食 組字遊戲 1. 無法理解每一個字的意思 

(d)詞彙拼圖遊戲 word puzzle 1. 有趣，但不是很實用。 

2. 太難了! 

(e)漢字 BINGO 1. 讓學習有趣。 

2. 有趣，幫助我們識字。 

(f)抽籤任務活動 1. 讓學習有趣。 

2. 讓我複習學習過的字。 

(g)課文會話練習 1.進行的速度有點快，但我可以學習到詞彙。 

2.幫助閱讀。 

3.是很好的練習。 

4.幫助我的發音。 

5.我可以知道如何使用這些詞彙。 

    

最後的問題為經過四週的課程，是否使學習者在往後的學習中會嘗試與以

往不同的策略，以及四週的課程中對於華語學習的哪些層面幫助較大。 

      yes sometimes no 

 學新生字時我會先觀察其部件 6 8  

 嚐試猜測詞的意思  8 6  

 

      5 4 3 2 1 

幫助記憶漢字書寫 9 4 1   

幫助識字 7 5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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幫助一起記憶同類型的詞彙 6 6 2   

可以比較快掌握新的漢字 3 6 3 2  

可以比較快掌握新的詞彙 2 8 2  2 

     

    在透過部件意義解釋、漢字結構介紹、漢字筆順書寫練寫等教學活動之下，

三分之 2 以上的學習者相當肯定其有助於加深漢字書寫的記憶；同時大多數學習

者也認同其可幫助識字、並且幫助記憶包含相同漢字的詞彙。然而關於「掌握新

漢字或新詞彙」等字本位所推倡的「推測詞義能力」部分，學習者認為在四週課

程的學習之後，其幫助仍然有限。 

    對於漢字與詞彙的學習策略，有許多學習者仍習慣透過最傳統的「書寫」來

達到記憶的效果。有學習者表示：「我單純就是一直寫」、「我個人在學習漢字時，

基本上就是一直寫，直到我把它們記下來」；也有學習者在課程後覺得最能幫助

記憶的學習過程是：「先了解每個部件的意義、接著重複書寫練習、最後把字和

詞彙放到句子裡面來實際運用」，其中也再次提到了書寫練習的部分；另外由於

上課內容大多以 PPT 方式呈現，加上課程流程較為緊湊，因此也有學習者表示「希

望每堂課可以拿到詞彙相關的講義，可以讓我學習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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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    結論與未來研究方向結論與未來研究方向結論與未來研究方向結論與未來研究方向    

    本章主要根據研究成果做結論的歸納，並且給予未來研究者相關建議。其內

容分為兩部分：第一節為結論，第二節為未來研究方向，以提供字本位教學相關

的後續研究做為參考之用。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在對外華語教學中，漢字的部分始終是學習的一大難點，而字本位理論以及

字本位教學模式的出現皆是為了解決「字」的問題。目前，以字本位概念為基礎

所編寫的教材僅有《漢語語言文字啟蒙》與《新編基礎漢語-集中識字》，然而這

兩套教材在編寫上也仍存在著不足之處。字本位教學模式的積極效用已逐漸被認

識，但相對的，在字本位教材編寫以及字本位教學模式的建構方面卻尚未跟上腳

步，使得字本位教學在進一步的實踐上仍無法有效率的配合。 

    因此，本研究參考過去之文獻，運用字本位的概念與特色以進行字本位教材

的編寫；同時在內容設計上，特別注重漢字分級、詞彙分級、集中識字以及內容

趣味性等問題。同時，本研究以此自編字本位教材為基礎，於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的華裔班實際進行兩次字本位教學模式的華語文教學，其中實驗組與對照組的有

效樣本合計皆為 30 人，透過教學實驗以探究字本位教學模式的成效以及學習者

對於字本位模式的反饋。在教學過程中，特別強調循序漸進、系統性的學習策略；

具體方式包括：以部件帶字、以字帶詞、部件教學融入圖像聯想、強調詞彙結構

內部的理據性、採用啟發式的教學、注重課程趣味性等等。本研究所編制的教材

以及研究結果，可做為未來字本位教學上所使用的工具，提供國內外相關研究參

考。 

    透過以上的研究設計與施測結果，本研究初步獲得以下結論： 

一、 接受字本位教學的實驗組與接受一般華語文教學的對照組在課程結束後

皆有成績上的進步，但實驗組整體表現的進步幅度優於對照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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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不論是實驗組或對照組，學習者在詞彙結構理解項目上的表現皆差於部件

意涵理解。由於學習者只要掌握部件意涵，便能快速類推其他同部件字群；

然而詞彙結構需要再透過進一步的分析，因此短期內的學習效果可能較無

部件的顯著。 

三、 對照組在詞彙結構理解項目的表現特別差強人意，其原因推論是因為學習

者未接觸到大量的詞彙之前，較難自主發現、並歸納出詞彙的內部結構，

因此若沒透過老師的協助，對於詞彙結構的理解能力偏低。 

    而透過學習者的回饋問卷分析，關於學習者的學習模式可獲得以下結論與教

學建議： 

一、 大多數學習者皆認為漢字與詞彙內部的結構、以及漢字與詞彙之間皆有規

則可循，並且肯定此規則有利於學習；然而在學習過程中實際善用該結構

規則來記憶的學習者卻為少數。其原因可推論為學習者自行掌握、歸納出

規則較為困難，而無法進一步利用；因此教師在教學上應強調漢字與詞彙

的結構特點，以協助學習者快速抓出其結構規則。 

二、 學習者對於字本位教學模式抱持正面的態度，其反饋意見包括：「我學習到

更多詞彙」、「幫助擴充我的詞彙量」等；而對於課程的進行方式也表示：

「讓學習變得更有趣」。 

三、 學習者一致肯定，藉由圖片的刺激能加強漢字記憶的效果。其具體作法包

括圖像聯想融入部件、象形字、會意字的教學。 

四、 為了有效提高學習者的識字量，教學策略包含識字為主、寫字為輔。但透

過此次的教學觀察以及學習者反饋，發現仍有許多學習者已習慣透過「重

複的漢字書寫練習」來記憶漢字，而且漢字書寫練習可達到提升學習者集

中力、提供學習者有「完成感」的學習成就感等效果，因此建議課程中仍

可適當穿插漢字的書寫練習。 

    



 

61 
 

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未來研究方向未來研究方向未來研究方向未來研究方向    

    目前為止，字本位模式應用於對外華語教學上的相關實驗仍然相當缺乏，而

以字本位教學模式為基礎的教學策略、活動設計、甚至是教材開發，也都是值得

繼續探究的課題。關於字本位教學模式的後續研究方向，其建議包括教材編寫、

教學實驗設計兩大部分。 

壹壹壹壹、、、、教材編寫教材編寫教材編寫教材編寫    

    本研究所採用的華語文字本位教材內容較適合有華語文能力基礎的學習者， 

若是完全的初階學習者，在課文的理解恐較為吃力。未來在字本位教材的編寫上，

可再按照不同學習者的程度，分級開發各個程度所適合的教材以及適合進行教學

的內容。 

貳貳貳貳、、、、教教教教學學學學實驗設計實驗設計實驗設計實驗設計    

一、研究對象與期間 

    受限於客觀因素，本研究的實驗對象為華裔學生，而教學時間總共只達 8 小

時。未來在實施教學實驗時，可嘗試以無漢字背景的學習者為研究對象，同時拉

長教學期間以及增加課程密集度，不僅學習者對於字本位策略的敏感度較高，也

可以更準確的檢視字本位教學模式所帶來的成效。 

二、教學設計 

    目前大部分的字本位教學皆是採取強調漢字部件結構、以字帶動詞彙的教學

策略；除此之外，本研究在教材中提供了趣味漢字小活動，教案中也包含了增加

趣味性的活動。未來在進行字本位教學之際可一併使用的教學策略、以及更具多

元化的教學活動等等，皆是需繼續思考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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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附錄附錄附錄一一一一  華語文字本位教材課程內容華語文字本位教材課程內容華語文字本位教材課程內容華語文字本位教材課程內容（（（（第五課第五課第五課第五課）））） 

第五課第五課第五課第五課        去淡水旅行去淡水旅行去淡水旅行去淡水旅行    

Lesson 5 Traveling to Tamsui 

 識字識字識字識字((((一一一一))))    

1 
*水 shuǐ    water 河水 river,汽水 soda 

2 
*汁 

zhī juice 果汁 fruit juice   

3 
汗 

hàn sweat / perspiration 流汗 to sweat  

4 
*江 

jiāng Jiang(surname)/river 江淼淼(name)  

5 
*沙 

shā sand / sth. granulated 沙灘 sandy beach  

6 
汪 

wāng Wang(surname) 汪漢深(name) 

7 
*決 jué decision/ resolution 決定 to decide 

 

8 *沒 
méi not (have) 沒辦法 can do nothing about it 

9 
*汽 

qì steam / vapor  

10 
*泳 

yǒng to swim 游泳 to swim  

11 
*河 

hé river   

12 
*法 fǎ way/method/law  

 

13 *油 
yóu oily/greasy   

14 
*流 

liú to flow    

15 
*洗 

xǐ to wash / to bathe 洗澡 to take a 

bath 

 

16 
*海 

hǎi ocean / sea 海邊 seaside/ 

beach 

 



 

68 
 

17 
*涼 

liáng cool / cold 冰涼 ice-cold  

18 
淡 

dàn tasteless/ weak 淡水 Tamsui  

19 
*清 

qīng clear /pure 清潔 clean  

20 
淇 

qí    

21 
淋 lín 

to sprinkle/to drip/to 

pour  

  

22 
*深 

shēn to be deep   

23 
*淨【净】 

jìng clean 乾淨 to be clean    

24 
*游 

yóu to swim   

25 
*湯【汤】 

tāng soup    

26 
*渴 

kě thirsty   

27 
淼 

miǎo a flood    

28 
*漂 

piào elegant / drift 漂亮 beautiful  

29 
*漢【汉】 

hàn Han ethnic group   

30 
潔【洁】 

jié clean   

31 
*澡 

zǎo bath   

32 
灑【洒】 

să sprinkle/spray/spill   

33 
灘【摊】 

tān beach / shoal   

 識字識字識字識字((((二二二二))))    

1 
*旅 

lǚ trip/ travel 旅行 to tra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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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行 xíng 

to walk/ to go/ to 

travel/ to be 

permitted 

 

3 
*邊【边】 

biān side/ edge/   

4 
*乾【干】 

gān dry / clean   

5 
*辦【办】 

bàn to do / to manage   

6 
*鐵【铁】 

tiě iron (metal) 鐵蛋 iron egg  

7 
*蛋 

dàn egg   

8 
*魚【鱼】 

yú fish 魚丸湯 fish ball soup 

9 
丸 

wán ball /pill  

10 *過【过】 guò 

a suffix indicating 

completion of an 

action, or completion 

of an action as an 

experience     

  

11 
*冰 

bīng ice 冰淇淋 ice 

cream 

 

12 
*果 

guǒ fruit   

13 
*出 

chū to come out 出來 to come 

out 

 

14 
*快 

kuài quickly  

15 
*多 

duō many / much / more   

16 
*買【买】 

mǎi to buy   

17 
*帶【带】 

dài to carry / to l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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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文課文課文課文    

 

汪漢深：我今天去了淡水海邊。 

Wāng Hànshēn: Wǒ jīntiān qù le Dànshuǐ hǎibiān. 

江淼淼：淡水漂亮嗎？ 

Jiāng Miǎomiǎo: Dànshuǐ piàoliàng ma? 

汪漢深：漂亮，沙灘也很乾淨。 

Wāng Hànshēn: Piàoliàng, shātān yě hěn gānjìng. 

江淼淼：可以游泳嗎？ 

Jiāng Miǎomiǎo: Kěyǐ yóuyǒng ma?  

汪漢深：沒辦法。這是給你的鐵蛋和魚丸湯。 

Wāng Hànshēn: Méibànfǎ. Zhè shì gěi nǐ de tiědàn hé yúwántāng. 

江淼淼：謝謝。你渴不渴？ 

Jiāng Miǎomiǎo: Xièxie. Nǐ kě bù kě? 

汪漢深：我喝過冰涼的汽水和果汁了。 

Wāng Hànshēn: Wǒ hēguò bīngliáng de qìshuǐ hé guǒzhī le. 

(Miaomiao knocked over the soup~) 

江淼淼：哎呀，湯灑出來了，好油！ 

Jiāng Miǎomiǎo: Āiya, tāng sǎ chūlái le, hǎo yóu! 

汪漢深：快去洗澡吧！ 

Wāng Hànshēn: Kuài qù xǐzǎo ba!  

� 

 

汪漢深去淡水海邊，看到乾淨漂亮的河水和清潔的沙灘。他流很多汗，可是沒辦法游

泳。決定買冰涼的果汁、汽水和冰淇淋。還帶了鐵蛋和魚丸湯給江淼淼。 

Wāng Hànshēn qù Dànshuǐ hǎibiān, kàndào gānjìng piàoliàng de héshuǐ hé qīngjié de shātān. 

Tā liú hěnduō hàn, kěshì méibànfǎ yóuyǒng. Juédìng mǎi bīngliáng de guǒzhī、qìshuǐ hé 

bīngqílín. Hái dài le tiědàn hé yúwántāng gěi Jiāng Miǎomiǎo . 

 

� 

 

汪漢深去淡水海邊，看到乾淨漂亮的河水和清潔的沙灘。他流很多汗，可是沒辦法游

泳。決定買冰涼的果汁、汽水和冰淇淋。還帶了鐵蛋和魚丸湯給江淼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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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詞組詞組詞組詞((((一一一一)))) 

水水水水    水果 shuǐguǒ (fruit)；熱水 rèshuǐ (hot water) 

沙沙沙沙    沙發 shāfā (sofa) 

沒沒沒沒    
沒有 méiyǒu (have not/ not)；沒關係 méiguānxì (no problem)；沒問題

méiwèntí (no problem) 

汽汽汽汽    汽車 qìchē (automobile / car) 

泳泳泳泳    游泳池 yóuyǒngchí (swimming pool) 

法法法法    

法國 Fǎguó (France)；辦法 bànfǎ (method)； 

語法 yǔfǎ (grammar)；方法 fāngfǎ (method) 

油油油油    

醬油 jiàngyóu (soy sauce)；★汽油 qìyóu (gasoline)； 

★加油 jiāyóu (to refuel/ to make an extra effort/ to cheer sb on) 

洗洗洗洗    洗手間 xǐshǒujiān (toilet)；洗衣機 xǐyījī (clothes washing machine) 

海海海海    海洋 hǎiyáng (ocean / sea) 

涼涼涼涼    涼快 liángkuài (to be cool) 

清清清清    清楚 qīngchǔ (to be clear) 

湯湯湯湯    湯匙 tāngchí (soup spoon) 

漢漢漢漢    

漢堡 hànbǎo (hamburger)；漢語 hànyǔ (Chinese)； 

漢字 hànzì (Chinese character) 

灘灘灘灘    ★海灘 hăitān (beach) 

組詞組詞組詞組詞((((二二二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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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旅旅旅    
旅館 lǚguǎn (hotel) 

行行行行    
自行車 zìxíngchē (bicycle)；不行 bùxíng (to be not permitted) 

邊邊邊邊    

這邊 zhèbiān (here)；那邊 nàbiān (there); 

旁邊 pángbiān (side/ by the side of) 

乾乾乾乾    
餅乾 bǐnggān (cookie) 

辦辦辦辦    
辦公室 bàngōngshì (office)； 

怎麼辦 zěnmebàn (what now ?) 

蛋蛋蛋蛋    
蛋糕 dàngāo (cake)；雞蛋 jīdàn (hen’s egg) 

過過過過    

過來 guòlái (to come over)；過去 guòqù (to go over)； 

過年 guònián (to celebrate the Chinese New Year)； 

經過 jīngguò (to pass by) 

冰冰冰冰    冰塊 bīngkuài (ice cube)；冰箱 bīngxiāng (refrigerator) 

果果果果    
蘋果 píngguǒ (apple) 

出出出出    
出國 chūguó (to go abroad)；出去 chūqù (to go out/ to leave) 

快快快快    
快樂 kuàilè (to be happy)；趕快 gǎnkuài (quickly / hastily) 

多多多多    
多少 duōshǎo (how much/ how many)；許多 xǔduō (many)；差不多

chàbùduō (about / alm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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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ograms  

        

水水水水 

shuǐ 

water 

 

 

 

“水”, the character for water, imagine the vertical line is a rock you 

just threw into a pool. The rock flies downward and splashes water 

and bubbles in all directions. 

 Component “水”is also a semantic radical. The definitions of 

derivational characters of “水” are related to “liquid” or “water” 

directly or indirectly. “氵” is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component 

“水”. All of its derivational characters, the semantic radical “氵” is at 

the left part of vertical separation, such as: 汁, 冰, 汗, 江, 沙.  

水水水水 water  
  

 水 
 

汁汁汁汁  

juice  

  

 氵+十   

汗汗汗汗  

sweat/ 

perspiration 

 

  

 氵+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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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江江江  

Jiang(surna

me) 

/river 

 
  

 氵+工   

沙沙沙沙  

sand / sth. 

granulated 

 

  

 氵+少    

汪汪汪汪 

Wang(surna

me) 

 
  

 氵+王 �wáng  

決決決決  

decision/ 

resolution 

 

  

 氵+夬   

沒沒沒沒  

not (have) 
 

  

 氵+   

汽汽汽汽  

steam / vapor  

  

 氵+气� qì  

泳泳泳泳  

to swim 
 

  

 氵+永�yǒng   

河河河河 ri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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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氵+可   

法法法法  

way/method/ 

law   

 
  

 氵+去  

油油油油  

oily/greasy  

  

 氵+由�yóu   

流流流流  

to flow 
 

  

 氵+   

洗洗洗洗 

to wash /to 

bathe 

 

  

 氵+先   

海海海海  

ocean / sea 
 

  

 氵+每  

涼涼涼涼  

cool / cold  

  

 氵+京  

淡淡淡淡  

tasteless/ 

weak  

 
  

 氵+炎   

清清清清 

pure/ clear 
 

  

 氵+青� qīng  

淇淇淇淇   

 
 

  

 氵+其�qí  

淋淋淋淋  

to sprinkle/to 

drip/to pour   

 
  

 氵+林林林林�lín   

深深深深 to be 

deep 
 

  

 氵+   

淨淨淨淨  

clean 
净净净净    

  

 氵+爭  

游游游游  

to swim 
 

 
 

 氵+   

湯湯湯湯  

soup 
汤汤汤汤    

  

 氵+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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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漢字記憶術有趣的漢字記憶術有趣的漢字記憶術有趣的漢字記憶術    

 

 

渴渴渴渴  

thirsty 

 

 

  

 氵+曷   

淼淼淼淼 

a flood /  
 

  

 水+水+水 
 

漂漂漂漂  

elegant / drift 
 

  

 氵+票� piào   

漢漢漢漢  

Han ethnic 

group 

汉汉汉汉    
  

 氵+   

潔潔潔潔  

clean 
洁洁洁洁 

  

 氵+絜�jié   

澡澡澡澡  

bath 
 

  

 氵+喿�zào   

灑灑灑灑        

sprinkle/s

pray/spill    

洒洒洒洒    

  

 氵+麗� sǎ 
 

灘灘灘灘  

beach/shoal 
摊摊摊摊 

  

 氵+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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汁 juice 氵+十 

十 shí 

 “十”means “ten” .“十” is the “ t ” in ten! 

十滴水成汁 

Ten drops of water becomes juice. 

沙  

sand / sth. 

granulated 

氵+少 

少 shǎo  a little while; few; fewness; little 

水少見沙 

You will see sands when there’s little water.  

法  

way/ 

method / 

law   

氵+去 

去 qù  get rid of; remove 

要移除水災，需要想辦法。 

If you want to remove a flood of water, you need to think of a 

way to do it.  

油 

oily/greasy 

氵+由 

由 yóu   by; through; from 

油就是由油田(oilfield)中抽出的液體 

Oil is the liquid drained from oilfields.  

海 ocean / 

sea 

氵+每 

每 měi  each; every 

每滴水都要回歸海洋 

Every drop of water will return to the ocean eventually. 

淡 

tasteless/ 

weak  

氵+炎 

炎 yán  flame 

用水把火焰澆熄一些，火就淡(weak)了 

If you pour some water onto the fire, the fire will be weak. 

淋  

to 

sprinkle/to 

drip/to 

pour 

氵+林 

林 lín  forest; woods 

用水淋樹林 

Pour water on the for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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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字小知識漢字小知識漢字小知識漢字小知識    

相信大家都注意到「水」，在不同的部件位置，變成了不同的形狀。 

水，單獨成字是「水」，而在成為合體字的部件之一，隨著部件位置的不同，可能維持

原有的形體「水」，也可能變形成「氵」。 

As you can see the component “水” transforms at different parts of a character. The character 

“水” is an individual character for water. Yet, when it is a component of a compound 

character, it may appear to be “水” or “氵” according to the part it is at. 

例如:「水」字作為漿字的部件，部件位置在上下結構的下方，為了整字的和諧美觀，

「水」字變扁。而作為江字的部件，部件位置在左右結構的左方，「水」字就變窄，產

生了像這樣的部件變形: 以符合漢字的比

例。 

For example, the component “水” at the bottom of character “漿” is flatten for the beauty of 

the character as a whole. The component “水” at the left of character “江” is  thinner  (e.g.: 

) to meet the propor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s. 

淼  

a flood 

水+水+水 

三水成淼 

Three drops of water is a flood.  

漢  

Han ethnic 

group 

氵+ (廿+中+土+人) 

漢人就是有水有草的中土人 

Han people are the people living in the middle earth where 

there is water and grass.  

澡  

bath 

氵+喿 

喿 zào    

“喿” means birds chirping and refers to “be noisy”. Three birds together in a 

tree and opening the mouths to chirp, it is really noisy! 

洗澡沖水的聲音很大 

It is noisy when you pour water when having a b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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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最主要產生部件變形的原因是為了合體字的美觀和結構平衡。 

In general, the reason for component transformation is for the balance and the beauty of the 

compound charac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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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常見的變形部件其他常見的變形部件其他常見的變形部件其他常見的變形部件::::    

Other common transformations of components::::    

部件 

Component 

變形部件 

Transformed component 

帶變形部件之例字及結構關係 

Structural relation of the word that 

carries a transformed component 

火 

 

熱 rè   

heat/hot 

 

手 

 

提 tí   

to bring up/to carry  

 
刀 

 

割 gē   

to cut off/to mow 

 
人 

 

 

兒 ér   

child /non-syllabic diminutive 

suffix  

 

休 xiū   

to rest/ to have holi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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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字小測驗漢字小測驗漢字小測驗漢字小測驗    

基本上，漢字的部件和變形部件有既定的漢字結構位置。 

Generally, the components and the transformed components of Chinese characters have their 

fixed positions in the characters.  

 

例如: 

水  氵。 

「氵」一定出現在漢字左右部件結構的左方。「水」一定出現在漢字上下部件結構的下

方 

For instance,  

水  氵。”氵”is always at the left part of a character with vertical-separation structure, while 

“水”is always at the bottom a character with horizontal-separation structure. 

 

你能不能幫以下的部件和變形部件: 火 灬 手 扌 刀 刂 人 儿 ，找到它們應該出現

的位置呢?  

Can you help us to find the rightful places for the following components and transformed 

components: 火 灬 手 扌 刀 刂 人 儿?  

 

 

 上方 

 

 

左方 

氵 

 右方 

 下方 

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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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字小知識漢字小知識漢字小知識漢字小知識    

當漢字左邊偏旁是「氵」的字，如:江.河.湯，這些字的部首被稱為「三點水（氵）」，

而漢字左邊偏旁是「冫」的字，如:冰，這個字的部首被稱為「兩點水（冫）」。 

The component “氵” at the left of characters such as “江.河.湯” is called  “three-dot water”; 

the component “冫” at the left of characters such as “冰” is called  “two-dot water” . 

「兩點水」和「三點水」的筆劃差別不大，是不是讓你感到有些混淆了呢?  

There is barely a stroke difference between “two-dot water” and “three-dot water”. Does it 

make you feel confused?  

其實古時「氵」本來是「水」，只是經過長時間的簡化書寫和為協調漢字結構美感的修

改，後人把「水」寫成「氵」，「冫」則是由「冰」字簡化而來的。 

In ancient times, “氵” were meant “水”. Yet, due to the simplification and modification for 

structural beauty of Chinese characters, people eventually wrote “水” as “氵”. As for “冫”, it 

is a simplified component derived from “冰”.  

而帶有「氵」的漢字大多數字義都和「水」和「液體」有直接或間接的關聯，帶有「冫」

的漢字大多數字義都和「冰」和「寒冷」有直接或間接的關聯。 

Therefore, Chinese characters with “氵” are mostly related to “water” or “liquid ”

directly or indirectly, while Chinese characters with “冫” are mostly related to “ice” or 

“cold” directly or indirectly 

下列兩張圖片分別帶有包含「兩點水」和「三點水」的詞彙，請你猜猜圖片的意思並且

寫出來。 

The two pictures below depict the phrases containing Chinese characters with “two-dot water” 

and “three-dot water” respectively. Please guess at the meanings of the pictures and write it 

down in the right column.  



 

83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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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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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型練習句型練習句型練習句型練習 Applications    

 

一、給 

 A verb means to give. 

 (1)我給江淼淼果汁。 

我給汪漢深飲料。  老師 

姐姐 

哥哥 

書 

鐵蛋 

咖啡 

(2)這是給你的魚丸湯。 

這是給你的鐵蛋。 

 

 你 

妹妹 

江淼淼 

汽水 

咖啡 

果汁 

二、 V 不 V 

A Verb not Verb question structure. 

你渴不渴? 

你 餓不餓? 你 

你 

你 

他 

這 

去 

吃  

喝 

是 

是 

 

 

 

江淼淼 

你的書 

三、過 

A suffix indicating completion of an action as an experience. 

我喝過冰涼的汽水和果汁了。 

我吃過鐵蛋。 

 

 吃 

去 

喝 

餃子 

淡水 

魚丸湯 

  
我沒吃過鐵蛋。 去 

看 

喝 

淡水 

電影 

魚丸湯 

 

 

  



 

85 
 

附錄附錄附錄附錄二二二二    漢字書寫練習單漢字書寫練習單漢字書寫練習單漢字書寫練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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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附錄附錄附錄三三三三    詞彙填空詞彙填空詞彙填空詞彙填空    

 

   魚  丸 
   c 

 
 5. 

  
 7    d 

   匙   發   

  6果       
f 

 
 

      
 

   去 
1 

 邊 
 2 

    
   a 

        

 國  
 4.    b 

 衣  服  
3.    e  

 

  
 

      
 

直： 

a 巴黎在哪一個國家? 

b 妹妹喜歡在浴室裡一邊(     )一邊唱歌。 

c 我不會用筷子，我只會用(      )吃飯。 

d 蘋果、西瓜、香蕉、葡萄都是(     )。 

e 一種用來冰食物的箱子。 

f 髒的相反是? 

 

縱： 

1 我喜歡爬山也喜歡去(     )邊玩水。 

2 是一種人在水裡的運動。 

3 夏天我喜歡吃香草和巧克力口味的(    )。 

4 衣服髒了，我要(   )衣服。 

5 它有很多的沙子，它的顏色是灰白色的。 

6 用水果做成的飲料。 

7 可樂、雪碧、芬達等有氣泡的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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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附錄附錄附錄四四四四    漢字賓果活動單漢字賓果活動單漢字賓果活動單漢字賓果活動單    

    

☆ 她 他 ☆ 流 木 樹 木 ☆ 

沙 海 汗 客 餅 ☆ 花 問 題 

馬 媽 餐 廳 乾 淨 桌 茶 紅 

電 梯 子 嗎 ☆ 女 子 ☆ 水 

☆ 水 果    樓 菜 餃 

飽 湯 ☆    渴 洗 飯 

游 ☆ 沙 灘 ☆ 遊 泳 手 婚 

咖 啡 非 餓 口 燥 果 ☆ 冰 

姊 草 床 ☆ 書 洗 汁 奶 淇 

妹 汽 喝 椅 櫃 澡 森 林 淋 

☆ 水 姓 子 子 ☆ 林 食 ☆ 

 

 

☆ 她 他 ☆ 流 木 樹 木 ☆ 

沙 海 汗 客 餅 ☆ 花 問 題 

馬 媽 餐 廳 乾 淨 桌 茶 紅 

電 梯 子 嗎 ☆ 女 子 ☆ 水 

☆ 水 果    樓 菜 餃 

飽 湯 ☆    渴 洗 飯 

游 ☆ 沙 灘 ☆ 遊 泳 手 婚 

咖 啡 非 餓 口 燥 果 ☆ 冰 

姊 草 床 ☆ 書 洗 汁 奶 淇 

妹 汽 喝 椅 櫃 澡 森 林 淋 

☆ 水 姓 子 子 ☆ 林 食 ☆ 

 

Happy New 

Year!!! 

Happy New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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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附錄附錄附錄五五五五    四週課程之教案表四週課程之教案表四週課程之教案表四週課程之教案表    

教學目的 教學內容 教具 

第一週第一週第一週第一週((((女女女女、、、、氵氵氵氵))))    

了解部件意

涵、認識相關

漢字與詞彙 

 

1.解釋部件「女」的涵義。 

  請學生分組想出「家族稱謂」當中，哪些含有部件

「女」? 

2.介紹含有部件「女」的家族稱謂。 

【練習：家族譜】 

核心字教學結束後，用「家族譜」的呈現方式讓學生填上

正確的稱謂。 

3.介紹除了家族稱謂之外，含部件「女」的字。 

PPT 

了解部件意

涵、認識相關

漢字與詞彙 

 

1.解釋部件「氵」的涵義。 

  PPT 展示含有部件「氵」的詞彙之圖片，包括「汽

水」、「流汗」、「游泳」…等九個詞彙的圖片，並給予學

生提示其字含有「氵」，請學生先嘗試寫出漢字。 

2.介紹含有部件「氵」的字，並且以字帶詞，介紹詞彙； 

  同時並讓學生自行訂正先前所寫下的字。 

PPT 

練習活動以加

強記憶 

 

【練習：詞彙卡】 

詞彙卡內容為此次課程中所教學過的詞彙(包含「女」字

旁與「氵」字旁詞彙)，正面為漢字，而背面為拼音或注

音。兩人必須輪流完成識字與書寫部分便算活動結束。 

【練習：詞彙卡造句】 

請學生分別在「女」字旁與「氵」字旁詞彙字卡中分別各

抽出一張，以抽中的兩張字卡完成一個句子。 

字卡 

第二週第二週第二週第二週((((口口口口、、、、飠飠飠飠))))    

複習 【練習：詞彙填空】 

詞彙填空為個人活動，每人將拿到一張作業單，因學習者

識字能力仍有限，因此按照教師的指示以及唸誦題目，進

而寫下正確答案。文字填空的解答皆為「氵」字旁詞彙。 

詞彙填空活

動單 

 

了解部件意

涵、認識相關

漢字與詞彙 

 

1.解釋部件「口」的涵義，並介紹含「口」字部件的字與 

  詞彙。 

2.解釋部件「飠」的涵義，並介紹含「口」字部件的字與 

  詞彙。 

PPT 

 

 

 

 

加強書寫能力 

【練習：漢字作業單】 

漢字教學完成之後，學生須完成漢字書寫的作業單，每個

部件包括五至六個漢字，作業單上也會呈現筆順。 

漢字作業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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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習活動以加

強記憶 

 

【練習：詞彙卡】 

以同樣的方式兩人一組進行「口」字與「飠」字部件的字

卡練習。 

【練習：組字遊戲】 

將「我肚子餓、口渴，我去飯館吃餃子、喝飲料，吃得好

飽。」混有「食」、「水」、「口」等部首的句子中的學習目

標漢字拆解，例如將「渴」拆解成「氵」與「曷」，將

「飯」拆解成「飠」與「反」，以此類推。讓學生 3人分

組將被拆解開的漢字完成一個完整的句子。  

 

字卡 

 

 

漢字拼圖 

 

檢視識字能力 【練習：課文對話】 

請學生輪流唸出由「口」字與「飠」字部件的漢字所編寫

而成的課文對話，以達到複習與檢視的效果。 

PPT 

第三週第三週第三週第三週((((艹艹艹艹、、、、木木木木))))    

複習 【練習：聽寫競賽】 

學生每三人一組，老師將唸出教學過的詞彙，學生輪流將

聽到的詞彙寫在白板上。 

白板 

了解部件意

涵、認識相關

漢字與詞彙 

 

1.解釋部件「艹」的涵義，先請學生討論哪些字包含該部 

  件，並介紹含「艹」字部件的字與詞彙。 

2.解釋部件「木」的涵義，先請學生討論哪些字包含該部 

  件，之後再介紹含「木」字部件的字與詞彙。 

PPT 

 

加強書寫能力 

【練習：漢字作業單】 

漢字教學完成之後，學生完成漢字書寫的作業單。 

漢字作業單 

 

檢視識字能力 【練習：課文對話】 

請學生輪流唸出由「艹」字與「木」字部件的漢字所編寫

而成的課文對話。 

PPT 

練習活動以加

強記憶 

 

【練習：詞彙卡】 

以同樣的方式兩人一組進行「艹」字與「木」字部件的字

卡練習。 

字卡 

 

複習 【練習：漢字賓果遊戲】 

漢字賓果的活動單為一 9x11 的方格，方格內包含三週課

程當中所學習過的漢字，以及部份同偏旁不同部件的混淆

字。21 個目標字做成籤，每位學生輪流抽出籤後必須說

出該漢字的部件為何，並且用該漢字造一個詞；規則為

「這個字是『女』字旁，這個字是『結婚』的『婚』」。其

餘學生聽到後，在活動單上找出該字，並將該方格塗黑。

全部的目標字完成後，將完成一個笑臉的圖案。 

 

漢字賓果活

動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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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週第四週第四週第四週((((竹竹竹竹、、、、言言言言))))    

了解部件意

涵、認識相關

漢字與詞彙 

 

1.補充介紹與「艹」相似的部件「竹」，介紹含「竹」字

部件的字與詞彙。特別讓學生分辨「籃」與「藍」的差

異。 

2.解釋部件「言」的涵義，並介紹含「言」字部件的字與 

  詞彙。 

PPT 

 

加強書寫能力 【練習：漢字作業單】 

漢字教學完成之後，學生完成漢字書寫的作業單 

漢字作業單 

檢視識字能力 【練習：課文對話】 

請學生輪流唸出由「言」字部件的漢字所編寫而成的課文

對話。 

PPT 

總複習 【練習：抽籤任務】 

每位學生獲得一張字卡，字卡上的字為四週中所教學過的

字。老師指名一位學生上前抽出一張字卡，抽出後方式相

同必須說出「這個字是『女』字旁，這個字是『結婚』的

『婚』」，擁有該字卡的學生再上前抽籤回答問題。回答完

問題的學生再抽出下一張字卡，以此方式輪完所有的學

生。 

抽籤回答的問題類型包括： 

請寫出五個有「木」的字、請用「課」造出三個詞、請用

「說話」、「餐廳」、「吃飯」想一個小故事…等等。 

漢字卡與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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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附錄附錄附錄六六六六        前測試題前測試題前測試題前測試題    

 

一一一一、、、、請請請請思考部件的意義並思考部件的意義並思考部件的意義並思考部件的意義並選出正確答案選出正確答案選出正確答案選出正確答案 

Please select the correct answer while considering the meaning of each radical.    

1.  (     ) 媽媽的姊妹叫﹝阿 yí﹞  a.夷  b.姨  c. 嬝  d.咦 

2.  (     ) 房間整理得很﹝乾 jìng﹞ a.境  b.凈  c. 爭  d.淨    

3.  (     ) 我要和同學﹝tǎo lùn﹞作業。 a.討倫  b.討輪  c.討論  d.討淪          

4.  (     ) 天氣很熱，我一直﹝流 hàn﹞。 a.汗  b.汪  c.漢  d.干 

5.  (     ) 中國人用﹝kuài 子﹞吃飯。 a.快  b.楧  c.筷  d.瑛  

6.  (     ) 老師：大家有﹝wèn 題﹞嗎?  a.悶  b.關  c.間  d.問 

7.  (     ) 我喜歡的運動是﹝lán 球﹞。 a.藍  b.監  c.籃  d.襤 

8.  (     ) 肚子好﹝è﹞，我們去吃飯吧!  a.俄  b.娥  c.蛾  d.餓 

9.  (     ) 我的姊姊已經﹝結 hūn﹞了。 a.婚  b.昏  c.惛  d.涽  

10.. (     ) 請問﹝電 tī﹞在哪裡?  a.梯  b.悌  c.涕  d. 挮 

 

二二二二、、、、請請請請思考部件的意義並思考部件的意義並思考部件的意義並思考部件的意義並選出正確答案選出正確答案選出正確答案選出正確答案 

Please select the correct answer while considering the meaning of each radical. 

1.  (    ) What do you think is the meaning of “烹飪”?   

                                    a. cooking  b. gardening  c. hiking 

2.  (    ) What do you think is the meaning of ”萵苣”?  a. beer  b. lettuce  c. steak 

3.  (    ) What do you think is the meaning of ”液體”?  a. rock   b. wood  c. liquid 

4.  (    ) What do you think is the meaning of ”楓樹”?  a. thunder  b. maple  c. bottle 

5.  (    ) What do you think is the meaning of ”吶喊”?  

                                    a. to shout  b. to jump  c. to point at 

 

三三三三、、、、請找出類型與其他三者不同的詞彙請找出類型與其他三者不同的詞彙請找出類型與其他三者不同的詞彙請找出類型與其他三者不同的詞彙 

    Please select one which belongs to a different category than the other 3.     

Example)  a. 英語   b. 日語   c. 西班牙語   d. 日本 

A, B and C all mean a kind of language (a: English, b: Japanese, c: Spanish), while D  

means “Japan”. Therefore, the correct answer should be D. 

   

1.  (       ) a. 衣櫃   b. 櫃子   c. 書套   d. 書櫃  

2.  (       ) a. 平底鞋   b. 布鞋   c. 鞋帶   d. 跟鞋 

3.  (       ) a. 餐桌   b. 罐子   c. 矮桌   d. 桌子 

4.  (       ) a. 花瓣   b. 花香   c. 蜂蜜   d. 花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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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 a. 樹齡   b. 樹枝   c. 樹根   d. 伐樹 

6.  (       ) a. 手扶梯   b. 升降梯   c. 電視   d. 電視 

7.  (       ) a. 蔥油餅   b. 喜餅   c. 油飯   d. 捲餅 

8.  (       ) a. 蠟像   b. 原子筆   c. 蠟筆   d. 鉛筆 

9.  (       ) a. 對話   b. 笑聲    c. 笑話   d. 會話 

10.. (       ) a. 烏龍茶  b. 綠茶  c. 紅茶  d. 茶壺 

 

四四四四、、、、 請請請請從提示詞彙中從提示詞彙中從提示詞彙中從提示詞彙中選出正確答案選出正確答案選出正確答案選出正確答案。 

    Please infer the correct meaning from the vocabulary hints given above. 

 

   Example) 雨傘(umbrella)、帆布鞋(sneakers)、高跟鞋(high heels) 

            What is “雨鞋”?  a. rain shoes   b. boots  c. thunder 

   From the given vocabularies”帆布鞋” and “高跟鞋”, we can infer that “鞋”  

Refers to any kind of “shoes”. The question vocabulary”雨鞋” has one same 

Character”雨” with “雨傘”. Therefore, we can infer that “雨鞋” would be a  

kind of shoes related to “rain”. The correct answer will be A.  

         

1.  冰塊(ice cube)、冰咖啡(ice coffee)、冰箱(refrigerator)、沙子(sand)、沙灘(beach) 

    (    ) What is “冰沙”?  a. beach sport  b. popsicle  c. smoothie 

2.  甜點(dessert)、甜蜜(to be sweet)、呼拉圈(hula hoop)、圓圈(circle)   

    (    ) What is “甜甜圈”?  a. cake  b. doughnut  c. peach 

3. 懲罰(to punish)、帳單(bill)、註冊單(registration slip) 

    (    ) What is “罰單”?  a. receipt  b. fine  c. violation ticket 

4. 香料(spice)、香皂(scented soap)、水族館(aquarium)、水龍頭(faucet) 

    (    ) What is “香水”?  a. juice  b. perfume  c. sauce 

5. 逆時針(counterclockwise)、逆光(backlighting)、暴風(storm wind)、刮風(to be windy) 

    (    ) What is “逆風”?  a. to be against the wind  b. Typhoon   c. k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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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附錄附錄附錄七七七七    後測試題後測試題後測試題後測試題    

 

一一一一、、、、請請請請思考部件的意義並思考部件的意義並思考部件的意義並思考部件的意義並選出正確答案選出正確答案選出正確答案選出正確答案 

Please select the correct answer while considering the meaning of each radical. 

1.  (      ) 媽媽的媽媽叫﹝外 pó﹞  a.波  b.坡  c.破  d.婆 

2.  (      ) 我的房間裡有一個很大的﹝衣 guì﹞ a.瞶  b.饋  c.櫃  d.貴  

3.  (      ) 在圖書館請小聲﹝說 huà﹞。 a.化  b.話  c.乱  d.託          

4.  (      ) 請在這裡寫下你的﹝xìng 名﹞。 a.姓  b.性  c.泩  d.殅 

5.  (      ) 中國人用﹝kuài 子﹞吃飯。 a.快  b.楧  c.筷  d.瑛  

6.  (      ) 我想要去海邊﹝yóu 泳﹞。 a.遊  b.游  c.放  d.斿 

7.  (      ) 我家在十﹝lóu﹞。 a.嘍  b.僂  c.樓  d.髏 

8.  (      ) 我吃了好多東西，肚子好﹝băo﹞。 a.飽  b.包  c.苞  d.枹 

9.  (      ) 我喜歡﹝hē﹞咖啡。 a. 渴  b.褐  c.曷  d.喝 

10.. (      ) 我每天晚上睡覺前﹝洗 zăo﹞。 a.躁  b.燥  c.操  d.澡 

    

二二二二、、、、請請請請思考部件的意義並思考部件的意義並思考部件的意義並思考部件的意義並選出正確答案選出正確答案選出正確答案選出正確答案 

Please select the correct answer while considering the meaning of each radical. 

1.  (     ) What do you think is the meaning of ”蘿蔔”?  

                                       a. sauce   b. shrimp   c. radish 

2.  (     ) What do you think is the meaning of ”池塘”?  a. tunnel   b. pond   c. park 

3.  (     ) What do you think is the meaning of ”柵欄”?  a. fence  b. light   c. wall 

4.  (     ) What do you think is the meaning of ”吼叫”?  a. to jump  b. to yell  c. to boil 

5.  (     ) What do you think is the meaning of “餛飩”?   

                         a. a kind of dumpling    b. a kind of fish   c. a kind of tea  

                                    

三三三三、、、、請找出類型與其他三者不同的詞彙請找出類型與其他三者不同的詞彙請找出類型與其他三者不同的詞彙請找出類型與其他三者不同的詞彙 

    Please select one which belongs to a different category than the other 3.  

Example)  a. 英語   b. 日語   c. 西班牙語   d. 日本 

A, B and C all mean a kind of language (a: English, b: Japanese, c: Spanish), while D  

means “Japan”. Therefore, the correct answer should be D.  

 

1.  (       ) a. 樹葉   b. 茶葉   c. 樹幹   d. 樹根 

2.  (       ) a. 冰塊   b. 冰沙   c. 沙子   d. 冰棒 

3.  (       ) a. 青菜   b. 空心菜   c. 波浪   d. 波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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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 a. 計算機   b. 相機   c. 洗衣機   d. 計算紙 

5.  (       ) a. 冰箱   b. 烤箱    c. 烤肉   d. 箱子 

6.  (       ) a. 炒飯   b. 稀飯   c. 炒菜   d. 燴飯 

7.  (       ) a. 菊花   b. 花蜜   c. 蘭花   d. 玫瑰花 

8.  (       ) a. 客廳   b. 飯盒   c. 飯廳   d. 餐廳 

9.  (       ) a. 高腳椅   b. 椅子   c. 罐子   d. 木製椅 

10.. (       ) a. 花瓶   b. 植物園   c. 公園   d. 花園 

 

四四四四、、、、 請請請請從提示詞彙中從提示詞彙中從提示詞彙中從提示詞彙中選出正確答案選出正確答案選出正確答案選出正確答案。 

    Please infer the correct meaning from the vocabulary hints given above. 

 

   Example) 雨傘(umbrella)、帆布鞋(sneakers)、高跟鞋(high heels) 

            What is “雨鞋”?  a. rain shoes   b. boots  c. thunder 

   From the given vocabularies”帆布鞋” and “高跟鞋”, we can infer that “鞋”  

Refers to any kind of “shoes”. The question vocabulary”雨鞋” has one same 

Character”雨” with “雨傘”. Therefore, we can infer that “雨鞋” would be a  

kind of shoes related to “rain”. The correct answer will be A.  

 

1.  懲罰(to punish)、 存款(savings)、繳款(payment) 

    (     ) What is “罰款”?  a. violation ticket   b. fine   c. jail 

2.  問題(question)、問路(to ask for directions)、考卷(test paper)、折價卷(coupon) 

    (     ) What is “問卷”?  a. examination  b. certification  c. questionnaire 

3.  救命(to save one’s life)、保護(to protect)、消防車(fire engine)、卡車(truck)   

    (     ) What is “救護車”?  a. surgery   b. ambulance   c. siren 

4. 違反(to violate)、違背(to disobey)、法律(law) 

    (     ) What is “違法”?  a. criminal    b. to get arrested   c. to be illegal 

5. 雨傘(umbrella)、帆布鞋(sneakers)、高跟鞋(high heels) 

    (     ) What is “雨鞋”?  a. rain shoes   b. boots  c. thunder 

6. 地板(floor)、地址(address)、震動(to shake)、震驚(to astonish) 

    (     ) What is “地震”?  a. earthquake  b. ground  c. tunn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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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附錄附錄附錄八八八八    課堂前問卷課堂前問卷課堂前問卷課堂前問卷    

 

國籍 Nationality: __________________   年齡 Age： ___________ 

 

1. 請在適合的選項處做記號。Please make a check. 

 Yes. and it 

helps leaning  

Yes. But it 

doesn’t help 

learning  

No. and no help 

either 

你覺得漢字的結構是否有規則可循? 

Do you think there are rules for the 

structures of Chinese characters? 

   

 

(If no, please skip No.7) 

你覺得詞彙的結構是否有規則可循? 

Do you think there are rules for the 

structures of Chinese vocabularies? 

   

 

(If no, please skip No.7) 

2. 請在適合的選項處做記號。Please make a check. 

 usually sometimes never 

學習新生字時，你會先觀察字型結構嗎? 

When learning a new character, will you observe the 

structure of the character first?  

   

你會自己歸納出字型結構規律嗎? 

Are you able to conclude the structural rules of 

Chinese characters by yourself? 

   

你會將包含相同字的詞語一起記憶嗎? 

Do you memorize vocabulary words by grouping 

them together with other words which use the same 

Chinese characters?  

   

你會自己歸納出詞語的結構嗎? 

Are you able to recognize and understand the 

structural rules for Chinese vocabulary by yourself?  

   

3. 在學習漢字時，你使用的策略是： 

  Strategies you use while learning Chinese characters. 

 usually sometimes never 

單純反覆練習 

Simply practice over and over to memorize 

   

利用漢字的部件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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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morize by recognizing the radicals or components 

in Chinese characters 

 和圖片做聯想 

Associate the Chinese characters with a picture 

   

 和同部件的字做聯想 

Associate with the characters having the same 

radicals or components 

   

其他 other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在學習詞彙時，你使用的策略是： 

   Strategies you use while learning Chinese vocabulary. 

   usually sometimes never 

每個詞單獨記憶 

Memorize each vocabulary individually 

   

包含相同字的詞語一起記憶 

Memorize vocabulary words which contain the same 

characters at the same time 

   

歸納出詞語的系統 

Find rules within the structure of the vocabulary  

   

 其他 other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你覺得以下方式對於詞彙學習&記憶的是否有幫助? 

Do you find the following vocabulary-learning & memorizing strategies helpful? 

      Helps a lot Helps a little  No help 

展示實物圖片 

 showing a picture or a real object  

   

詞彙直接翻成母語 

 Translating the vocabulary to your mother language 

directly 

   

理解詞彙中的字義進而明白詞義 

Understanding the meaning of each character first 

then comprehending the vocabulary  

   

 

Thank you for your co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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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附錄附錄附錄九九九九    課堂後問卷課堂後問卷課堂後問卷課堂後問卷    

1. 你覺得這次課堂中老師的上課方式是否對學習漢字(Chinese Character)有幫助? 

      Helped a lot Helped a little No help Why? 

 部件意義解釋     

 以部件帶字     

2. 你覺得這次課堂中老師的上課方式是否對學習詞彙(Vocabulary)有幫助? 

      Helped a lot Helped a little No help Why? 

 以字帶詞     

 包含同字的詞一起教學     

 詞的結構分析     

3. 你覺得這次課堂中的活動對於你學習幫助大嗎? 

      Helped a lot Helped a little No help Why? 

 (a)詞彙卡練習     

 (b)漢字書寫作業單     

 (c)口&食 組字遊戲     

 (d)詞彙填空活動     

 (e)漢字 BINGO     

 (f)抽籤任務活動     

 (g)課文會話練習     

4. 你覺得上完課以後，對於你在學習中文上有什麼影響? 

      yes sometimes no 

 學新生字時我會先觀察其部件    

 嚐試猜測詞的意思     

5. 你覺得這四次上課的方式幫助你哪方面的中文學習? 

      5 4 3 2 1 

幫助記憶漢字書寫      

幫助識字      

幫助一起記憶同類型的詞彙      

可以比較快掌握新的漢字      

可以比較快掌握新的詞彙      

你還希望有怎樣的上課方式，可以幫助你學習漢字&詞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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