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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泰國高中一年級華語

閱讀課程之行動研究 

中文摘要 
 

關鍵字： 泰籍學生、初級華語、閱讀教學、閱讀策略、行動研究 

 

自 1992 年起，泰國政府開放了全國各級學校的華語課程，現今學習華

語的學生人數超過 25 萬人，華語在泰國已成為繼泰語、英語之後的第三大

語言。但由於泰語本身是拼音系統所組成的文字，大多數的泰籍學生對於漢

字接受度非常低，所以華語閱讀已是泰籍學生公認的學習難點。 

本研究以泰國公立高中——暖武里女子中學（Satrinonthaburi School）

的 12 位高中一年級的泰籍華語初學者為研究對象，進行的行動研究。行動

研究中課程設計主要訓練學生華語閱讀的技能，從小範圍的漢字與生詞，到

中範圍的句子，最後再到大範圍的篇章與閱讀策略。經過一個學期（2012

年 11月至 2013 年 3 月）的研究歷程，研究對象的閱讀能力有明顯的成效。 

結果發現：漢字熟識程度影響學生的閱讀能力，教授漢字的比重順序應

為：筆順、部首部件和漢字結構；漢泰語法結構相似，但書寫方式不同，因

此在生詞斷句和句子斷句的練習時，泰籍學生較能清楚地掌握句子斷句，而

生詞斷句偏弱；在閱讀句子時會依賴生詞，而在短文、篇章時則會以句子、

或找尋關鍵字的策略來閱讀，且「語境」成為最大困難點；閱讀課程安排要

以學生學習過的相關文章進行成效較好，此外課程安排不單只是要教授策略，

且需透過鼓勵幫助消除學生的閱讀時的緊張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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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ce 1992, the Thai government has opened up all the levels of Mandarin 

Chinese courses in national public schools. Now there are over 250,000 students 

who are learning Mandarin Chinese. Mandarin Chinese has become the third 

major languages after Thai and English. Most of the Thai students have difficulty 

studying and reading Chinese characters because they are used to the spelling 

system in Thai language.  

This study is focused on the action research for the beginner Chinese learner 

and the subjects of this study are the 12 students in 10th grade who study 

beginner Chinese level in Satrinonthaburi School- a Thai Public High School. 

The main concept for this course design is to improve the subject’s reading skills: 

from Chinese characters to Chinese vocabularies, from Chinese sentences to 

paragraphs and reading strategies. After a semester - from November 2012 to 

March 2013 - the subjects of the study had great improvement in the reading 

skill.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subject's reading skills were affected by their 

understanding of Chinese characters. The teaching method of Chinese characters 

should start with Chinese stroke order, radicals of Chinese character then 

structure of Chinese character. The grammar in Thai and Chinese are similar 

however the way of writings are diverse. Therefore, when practicing the 

punctuation in words or sentences, Thai students do better in the sentences than 

 



 

 

     

words. When reading a sentence, they will look for the familiar vocabulary and 

when reading a paragraph or a chapter, their reading strategy is to look for the 

key words or familiar sentences.  This strategy leads to a challenge in 

understanding the content of the chapter for the subjects of the study. The 

outcome of the reading course is better when the subjects are familiar with the 

knowledge contained in the articles. The course design needs to focus on the 

reading skills but also minimize obstacles when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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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 

一 泰國華語歷史背景 

泰國（古稱暹羅國）與中國從元朝開始便有建交的紀錄，自古以來，中

國人因仕祿或是經商關係，很早便陸續移民到泰國定居，成為泰國少數民族

中人數最多的族（林明明，2011）。根據泰國人口統計員和政治評論員的粗

略計算，泰華人數大約為 250 萬到 400 萬不等，佔其總人口數的百分之八左

右（吳龍雲，2002）。而後的華語教育之發展便跟隨著這些中國移民者在泰

國萌芽發展起來。華語發展之初，只限於較小範圍的家庭或者寺廟內的學習

（朱拉隆功大學亞洲研究所中國研究中心，2008），一般皆是透過從中國來

的父母教授小孩學習華語，不過在當時的華語大多指國內的地方語言，並非

現今官定的北京官話（普通話）或是國語。數年之後，才漸漸從小範圍的家

庭寺廟教育，擴充到華人建立的中文學校，成為華語社區化發展。 

然而華語教育正要蓬勃發展時，1948 年卻因當時世界政局不穩、國家、

政治、族群等種種因素影響，泰國支持西方民主主義並反對共產主義，泰國

政府擔心中國共產黨藉由華語散佈共產思想，於是強烈明文禁止學習華語，

泰國的華語教育在 1950 到 1980 年代飽受限制。 

一直到 1990 年後，中國大陸國際地位提高，加上泰中（PRC）外交、

文化、經濟上的發展需要，因此解禁了管制了數十年的華教（修朝，2005）。

從 1992 年起，泰國政府開放了全國各級學校的華文課程，民間華文教育機

構也開始如雨後春筍般發展了起來，泰國教育部甚至計畫 2008 年之前，在

全國兩千所泰國中小學開設華文課程（泰國世界日報，2007），華文課程在

泰國地位大大提升。目前，華語在泰國已逐漸成為繼泰語、英語之後的第三

大語言（蔣尊國，2005），根據 2008 年紀錄，泰國在公、私立中學（不含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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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學習華語的學生人數約 25 萬人（朱拉隆功大學亞洲研究所中國研究中

心，2008），華語教育在泰國地位今非昔比。 

二 泰國華語教學現狀 

如上述研究，1992 年泰國政府決定在中學開設外語課，中文與其他語

言，如法語、日語、德語有著相同的等級。到了 1998 年，除了法語、德語、

日語等外語高考之正規選考科目，泰國教育部將「華語」列入高等學校入學

考試的外語選考科目，華語正式進入國民教育體系（林明明，2011）。 

泰國教育部積極推動並支持基礎教育階段的華語教學，特別是中學（初、

高中）階段，全國學校都加速擴充華語課程，因此泰國中學學生學習華語的

人口比例與其他教育階段相比，所佔的比例最高。 

然而，根據林瓘閩碩士論文《泰國華語文教學課程之行動研究》（2009）

的研究指出，現今泰國華語教育雖然大放異彩，但華語教學的實際效果卻不

盡理想。林明明（2009）並舉例指出問題所在，其一點便是：在泰國各種教

授華語的學校或是補習班中，初級班的學習者居多，而中級班的學習人數漸

減，到了高級班的時候人數更是寥寥無幾。有不少學校根本沒有能力開設華

語高級班的課程，有不少學習者在這樣的環境下學習了好幾年，也許是連續

好幾年的學習，也或許是斷斷續續的學習，但同樣的狀況是學習者總是在讀

初級華語或是中級華語的課程，一直在原地徘徊，華語能力的實際水平並未

提高。 

此外，研究者發現各層級學校所辦的華語課程，沒有有一定的延展性，

現階段泰國許多小學都開設華語課程，但各校規定課時不定，教學內容也大

不相同，有的學校有正式的教學課綱，學生華語程度高，但也有的學校的學

生只利用華語課程娛樂，學生華語程度偏低，以至於同年齡的小學生學習效

果參差不齊。等到他們畢業進入中學後，又面臨到同樣的問題，教師發現班

上學生華語程度不一，為了教學方便，有的教師便再從基礎教起，這樣的過

程一而再、再而三的一直延續到大學，以至於泰籍學生的華語程度無法大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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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的進步，而一直卡在初、中級階段。 

三 泰國華語課程大綱 

泰國公立學校中，部分學校選之定為「國際標準學校」（World-Class 

Standard School），這些學校的性質具有「代表性」，且可做為其他學校的榜

樣，並培養出符合國際標準的國家人才。這些國際標準學校根據《2008 年

基礎教育和課程大綱》（Basic Education Core Curriculum）為課程編寫標準，

其課程核心大綱的實施標準就是執行「八學習領域的教學」，而八學習領域

的教學其中包括（1）泰語（2）外語（英語為基本課程）（3）數學（4）科

學（5）社會學宗教學與文化學（6）健康與體育（7）職業與科技（8）藝術，

除此之外並提供補充科目和補充活動，另外，學校課程發展過程還要引進國

際化的教學內容。 

屬國際標準的教學內容包括，知識理論（Theory Of Knowledge: TOK）、

長篇文章（Extended-Essay）、世界教育（Global Education）和多元活動

（Creativity, Action, Service: CAS）。教師需要把這些知識要求納入在教學內

容上，最重要的是，國際標準除了要培訓學生這四項理論外，第二語言教學

也被歸為國際標準學校計畫的課程，而華語課程便是歸納在第二語言教學這

部分（林明明，2011）。 

  在國家課程大綱之下，各學校仍可有自己的學校課程大綱（School 

Curriculum），一般以華語為選修課程的學生，必須一週修習四節課時（兩

學分）的基本華語課程（Chinese 1, Chinese 2…），再加上補充課程（如：中

文聽說 Chinese Listening and Speaking、中文閱讀 Chinese Reading、中文會

話 Chinese conversation、中文讀寫 Chinese Reading and Writing、中文綜合

Thematic Chinese 等）兩節課時（一學分），共計六節課時（三學分）。然而，

各學校可依學生需求增加學習課時，總學習課時可為六到八不等，也是因為

如此，各校學習華語課時不一，學生程度也就參差不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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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泰國華語教材分析 

根據研究者在泰國多年的教學經驗及林瓘閩（2008）的研究發現，目前

泰國的華語課本教材五花八門，但並沒有正式規範統一的教材，現階段泰國

各地小學、中學（初、高中）大多都已開設華語課程，但並沒有正規的教材

使用，很多教師甚至自編教材，或是以列印講義或抄寫教材。 

依李謀《泰國華文教育的現狀與前瞻》（2005）研究指出，中國國務院

僑辦組織人力編寫的，針對亞洲國家華語教學的《漢語》（全五十冊），有不

少小學採用前幾冊，但此套華語課本高年級用的部分內容太難，幾乎無人採

用。而且此套教科書的內容不少思維仍以教授母語學習者的方式為出發點而

編寫，和泰國當地實際狀況相距甚遠。至於針對中學生的華語教材，2007

年泰國教育部基礎教育委員會和中國國家漢辦編寫了一套華語教材《體驗漢

語》，一套十八本，從初中一年級開始一直到高中三年級，是個完整的配套

教材，被大多數的公立學校採用，但教材內容大多缺法語法漸進式教學，時

難時易，相較於其他教材，《體驗漢語》較注重本地化原則，但仍有很多內

容已過時，不符合實際需要等等，此教材仍有許多缺點。 

第二節 研究動機 

一 閱讀漢字是對泰國學生的難點 

  華語教學中被外籍學生公認出最難的學習困難點有二：一是聲調，聲調

對於外籍人士尤其是其母語沒有聲調者，尤其難掌控。其二是漢字，「漢字

難學」是非漢字文化圈學習者的刻板印象（賴瑩玲，2011），意象式的漢字

錯綜複雜，許多文字大同小異，差異性不大，再加上對漢字結構的陌生，不

了解漢字結構的規律等等，導致於外籍人士學習困難。 

本研究的研究對象為泰籍學生，針對泰籍學生而言，因為泰語其本身也

具有五個聲調，所以聲調的學習對泰籍學生來說並不造成學習上的困擾，泰

籍學生對聲調掌握度也非常地高；相反的，由於泰語本身是拼音系統所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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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字，所以大多數的泰籍學生對於漢字接受度非常低，根據沈模衛、朱祖

祥（1995）研究表示，長期的拼音文字背景所形成的視覺習慣，使初學者尚

未建立起是和漢字學習的記憶能力，所以這無疑會對漢字的識記，造成一定

的影響。 

二 閱讀能力比聽說能力更需要透過學習 

一般而言，人們在成長過程中，隨著年齡的增長，便自然習得其母語的

「聽說」能力，但卻並非每個人都會「讀寫」能力，證明讀寫能力無法透過

自然習得，也因此比起聽說能力來說，「讀寫」能力更需要透過後天的教育

與學習。 

針對第二語言學習也是一樣的道理，舉例來說：一般外籍人士在台工作、

居住數年之後，因為受到環境的影響，或多或少能聽得懂中文並能使用簡單

中文表達，甚至有些已達到溝通無障礙的境界，然而，這些外籍人士要是沒

認真學習過「閱讀」及「書寫」能力的話，基本上仍稱得上是「華語文盲」。

以至於，相對與聽說而言，書寫並不是生理上自然習得的，必須透過學校或

是其他環境來學習（Grabe & Kaplan，1996），而我們身為華語教學的教師，

教授學生良好的華語閱讀能力則極為重要。 

三 華語文考試都需要閱讀能力 

現階段的全球性華語能力測驗考試：台灣的華語能力測驗（Test Of 

Proficiency—Huayu，簡稱 TOCFL(舊稱 TOP-Huayu)及中國大陸的漢語水平

考試（Hanyu Shuiping Kaoshi，簡稱 HSK），都必要靠紙筆考試完成，即使

聽力測驗也需要依靠紙筆作答，語法、閱讀的部分更是要倚靠漢字閱讀能力

才可回答。 

而針對泰國高等學校入學考試所設的「學術能力專業考試（Professional 

and Academic Aptitude Test）」，又稱「PAT」，其考試內容更全是紙筆測驗，

其閱讀部分又佔全試題中的百分之三十以上，意味著漢字閱讀能力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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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泰國華人仍需靠漢字來達到共識 

對於泰國而言，許多泰籍華人移民到泰國後，都只會說其地方方言，將

其地方方言變成他們的傳承語言。舉例來說：泰國南部海南人居多，大多使

用海南方言；泰國中部潮州人居多，大多也使用潮州方言，但所幸文字上的

相同，使得彼此之間能夠以「文字」進行溝通。也因此，更加強調了漢字的

重要性，漢字的學習及漢字的閱讀能力更應被看重才是。 

五 泰國學生在漢字閱讀程度的差異是教學面臨的難點 

華語教學不外乎聽、說、讀、寫四個基本方向，每個環節都影響甚大，

根據漢語水平考試（HSK）設定標準，初級華語者，在學習華語時數內，需

了解約 400 到 1200 個詞，而進入到中級華語，則需要習得約 1200 到 2500

個詞。然而學習的過程中，學生難免資質有所差異、用功程度不同等，學習

的成果也就大不相同，好的學生能藉由更多的漢字學習到更多的生詞，程度

較差的學生則只能原地打轉，這樣的結果，往往為教師在課程教學上的困難

點，一個班級的程度差異越大，教師所要付出的勞力也就越大。 

六 新課程和教材的需求 

  這幾年泰國興起華語熱，加上漢辦（中國國家對外漢語教學領導辦公室）

從 2006 年起，開始與泰國合作協商有關華語教學發展議題，兩國在華語教

育方面進行合作，例如派漢語教師志願者在泰國任教、編寫華語教材、提供

泰國學生和教師獎學金到中國進修或培訓等，華語教育在泰國卓越發展起來，

但是也由於泰國華語課程多為第二語言選修課程，學生不是「必須」要用華

語科目應考大學，所以泰國教育部單位並沒有制訂一套細項完整的華語課程

大綱。 

第三節 研究目的及待答問題  

根據行動研究的主旨，研究者在教學過程中發現出問題，並觀察初級華語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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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者的學習閱讀漢字的策略，對於這些策略所使用在漢字、句子、篇章上的

狀況，再來透過不斷地統合整理，來探討這些課程、策略是否能有效的幫助

學習者，最後針對他們設計出一套適合他們的良好閱讀課程。以下是本研究

希望達到的研究目的： 

（一）關於閱讀策略 

1如何有效地教授初級泰籍學生華語閱讀策略？  

2如何透過閱讀策略來閱讀華語句子？ 

3如何透過閱讀策略來閱讀華語篇章？真實情境的文章？ 

（二）關於課程設計 

  1如何設計出一套適合初級泰籍學生「漢字」方面的閱讀課程？ 

  2如何設計出一套適合初級泰籍學生「句子」方面的閱讀課程？ 

3如何設計出一套適合初級泰籍學生「短文、篇章」方面的閱讀課程？

第四節 研究的重要性 

泰民族和中華民族的交流一直是密不可分的，上述研究者也提到，現今

泰國社會中華民族已成為泰國少數民族中的最大族群，根據粗略統計，若把

具有中國血統及部分為中國血統的泰國國民和在泰國定居卻仍持有中國或

台灣護照的外籍人士放在一起，進行數略估計，泰國華人已佔泰國人數中百

分之八，並且影響著泰國的文化與經濟（吳龍雲， 2002）。所以在泰國，無

論是在首都曼谷或是在泰國中部、南部、北部、東北部都隨處可見中華文化

的影子。尤其是許多早期的華人店家也都以中文漢字做為店名，其中在泰國

最常見到以漢字做為招牌的就是「兩合公司」，「兩合」這個詞的意思就是只

雙方合作貿易。 

  此外，不僅僅是貿易部分，文化也深深影響著泰國。自二十世紀三十年

代以來已經獲得泰國國籍的那些華人，在當時的泰國政府採取的是較溫和的

「持續的文化同化方式」（continuum method of cultural assimilation）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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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中華文化並未被泰國社會完全同化（吳雲龍，2002），於是至今仍可見

到中式廟宇或是許多中國地方性的會館，像是客家會館、台灣會館、汕頭會

館等，而報章雜誌，像是《世界日報》，至今也都還在泰國發行著，其發行

量仍不可小覷。甚至每年的中國農曆新年（春節）、端午、中秋等，在泰國

各地更是盛大舉辦慶祝活動，連商場都會看到因節慶販售不同中國風味的物

品，許多有關中國節慶的物品，例如月餅上的包裝、春聯、紅包袋，衣服上

等，都隨處可見中國漢字的存在。 

因此，隨處可見的漢字讓泰國人對漢字的形體是不陌生的，但是泰籍人

士學習華語時，卻常常突破不了學習漢字的瓶頸，也因此影響了漢字閱讀的

能力，所以發展出一套適合泰籍學生的閱讀教學設計非常重要，並且從基礎

學習者開始訓練、培養其閱讀能力，使學習者從基礎開始就對漢字閱讀產生

極大的興趣，對於其以後學習華語的過程中的影響極有益處。最主要是可以

幫助在校學習者，使他們對漢字學習不感到恐懼，進而增加對華語的喜好，

最後能成功運用這樣的愛好，找到更多人生的方向。 

最後，希望研究結果可以提供教學者一個教學模式及教學內容的參考、

啟發，使無論在泰國或是在非泰國的環境之下，只要是非以華語為母語的華

語基礎學習者，都能得到良好的華語閱讀能力，也使教學者都能在面對此類

型學生時，設計出有系統或成就高的閱讀教學課程。 

第五節 名詞釋義 

一 初級泰籍學習者 

本研究中的「初級泰籍學習者」，指的是在泰國當地學習華語的泰籍學

生，這些學生部分具備華裔後代的身分，不過大多已屬三代以上，都已全然

不會說華語，家裡也沒有人使用華語或是任何中國方言溝通。除此之外，本

研究所提及的泰籍學習者設定為在泰國公立中學習修過 100 小時華語課程

的 15～16 歲的高中一年級學生，其華語能力到達基礎程度，可認得約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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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0個華語生詞。 

二 中文、華語、漢語 

「中文」是台灣或者中國大陸一般泛指中國人、華人所使用的口語或文

字用語。「華語」則是台灣針對非中國人、非以中文為母語者對外的中文教

學而言，也就是「不分華裔或外國人所學的中文」皆稱之為華語，而與華語

定義相同，中國大陸則都以「漢語」做為稱呼，對於「外國人學中文」的說

法，中國大陸稱之為「對外漢語」，台灣則以「華語文教學」稱之，主要的

意思都是 Teaching Chinese As a Second/Foreign Language。本研究則選擇以

「華語」來表述。 

三 閱讀課程 

本研究所設定的閱讀教學範圍分為四個部分：一、小範圍的，包括學習

者能認識所閱讀文章中「文字」、「詞彙」之意思；二、中範圍的，包括學習

者能夠理解文章中的「句子」、「斷句」和「句子和句子」之間的關係；三、

大範圍的，包括經由理解的前兩者的理解進而了解整篇「文章」內容，並找

出「中心思想」和「關鍵字」；四、利用閱讀訓練的幫助，使學習者能夠發

展出有效的「閱讀策略」。 

因為中文中的「讀」具有兩個意思，一是本文所說的「閱讀（Reading）」，

單經由眼通過腦而產生對文章的理解；其另一個意思則是，通過眼睛進入到

腦，再由口將所接收到的字句朗誦出來，此也稱之「讀（Read out）」。然而，

後者的「讀」並不需要理解其文章內容，只需要用口讀出字句即可。在此論

文中，研究者不在乎學習者是否能正確地將所接受到文章字句用口讀出，所

以發音正確與否也全面不計。此外，由於學校課程大綱之安排規定，所以本

閱讀課程中所使用的文字均以「簡體中文」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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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閱讀的目的，在於理解閱讀文本所要傳達的意涵，閱讀的過程是一項複

雜的內在心理活動。對華語文為第二語言的泰籍生來說，華語文的文字系統

在根本上跟泰文字的拼音系統有很大的不同，加深了學習者閱讀的困難。本

研究目的在設計出一套適合泰籍高中初學者的閱讀課程，所以本章節就針對

前人研究所得，深入探討整理歸納，以做為本研究的理論基礎。 

本章節共分為四節，第一節為「第二語言閱讀教學」；第二節為「華語

文閱讀的概念」；第三節為「漢泰語言之差異及對閱讀可能的影響」。 

第一節 第二語言閱讀教學 

一 第一語言及第二語言之閱讀 

根據喬印偉（2001）研究所提，第一語言（母語）閱讀的性質大多以陳

述性的知識學習為主，閱讀的目的也主要以獲取知識為主，第二語言閱讀的

性質則以程序性的知識學習為主，閱讀的目的則以提高第二語言的閱讀能力。

至於閱讀過程來看，閱讀前第一語言的學習者已具有豐富的知識背景，且能

用少量語言線索就能預測內容，閱讀過程中也容易對文本整體的理解，閱讀

速度快，自覺性強，能快速地從文本中找出文本所要表達的意思，並與本身

的觀點做結合，較快地證實或否定自己或文本上的觀點，最後閱讀後，能把

自己的新知識納入自己已有的網絡中，能輕鬆地完成閱讀後練習。整體來說，

第一語言的閱讀者閱讀的推斷能力強，理解能力也較高。 

而針對第二語言的學習者來看，閱讀前學習者對文本缺乏背景知識，且

很難對文本、讀物做出正確的預測，並且帶有一定的盲目性，等到閱讀中，

視覺感知以字詞為單位，常常逐字逐詞地對文本產生共鳴與理解，理解的過

程中，常常因文本的難易度、對語言的不熟悉而產生閱讀中斷。閱讀速度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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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與文本上所闡述的觀點無法輕易做結合，缺乏驗證觀點、修正判斷、否

定結論的能力，犯錯常是不自覺的，最後閱讀後，閱讀者常留在字面理解層，

信息零亂，練習時有錯誤，錯誤率較第一語言閱讀者較高，無法透過文本產

生出自己的判斷能力，對文本的理解準確率也低。 

由上可知，第一語言閱讀與第二語言閱讀技巧差異極大，無法用簡單地

用教母語孩子的閱讀方式教授第二語言學習者，而因此針對第二語言學習者

的閱讀教學需適性教學，教學過程中應時時分級，針對不同等級、不同需求

的學習者提供不同的閱讀技能培養。 

喬印偉（2001）把華語閱讀教學過程分為四個階段：初級、中級、高級、

超高級。初級階段的重點在掌握華語語音知識和簡單的句型語法，把跨大詞

彙訂為中高級閱讀的學習目標，但且不論分級，掌握一定的詞彙量和語法知

識是閱讀的基礎。 

二 閱讀的理解與意義 

廖鳳伶（2000）認為閱讀是一項複雜的心理歷程，其狹義的定義認為閱

讀是文字上的辨識，而廣義的定義為閱讀是日常生活中，讀者試圖了解以書

寫符號或符號所表達的意義。Alexander & Heathington（1988）認為閱讀是

一個有意義的過程，它的目的是在於獲得文章的意義。Alexander & 

Heathington（1988）提出的論點和 Gibson & Levin（1975）認為閱讀是從文

本中提取意義的過程的理念相同。仔細來說，這個文本範圍較廣，不僅包含

文字的資料，也包括圖畫、圖解、圖表或插圖等閱讀的書面材料，然後將這

些文本通過大腦進行吸收、加工，以理解其文字、符號、圖像所代表的意思，

這就是「閱讀」。當學習者參與社會活動面對世界現象時，總會先搬出原有

存於腦中的基模（schema），會先用這些基模去詮釋他所觀察到的現象，當

無法解釋或解釋的結果不滿意時，才會改變觀點或接受他人提出的觀點，對

自己的基模進行修正或重整（陳雅雪，2006）。從這些認知運作來看，顯示

學習者在接受外來觀點時，會將那些觀點以一組一組的訊息模式留存在腦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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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 

 此外，閱讀意義的生成，最主要的基本要素是讀者（reader）、作者

（writer）與文本（text），如圖二-1。為了認識真實的世界（word）存在的

事物，作者需透過文本來表達所要傳達的訊息，而讀者再藉由文本理解作者

想要表達的訊息，最後間接地透過文本（圖中虛線部分）認識世界裡所存在

的各種意義或現象。 

 

 世界（word）存在的事物 

                 

讀者（Reader）           文本（Text）         作者（Writer） 

 

圖二-1 閱讀意義的生成 

（資料來源：陳雅雪，2006，初級中文閱讀教學之行動研究。） 

閱讀的方法一般還分為：通讀、選讀、精讀，「通讀」就是大概地閱讀

過文章，得到大概的內容；「選讀」則是選擇性的閱讀，只針對感興趣的部

分閱讀；「精讀」又稱做「細讀」，顧名思義就是精確、反覆地閱讀，在腦海

中不停思考文章內容。 

三 閱讀的歷程與模式 

聽說讀寫四項技能中，閱讀是非常重要的技能，西方在研究閱讀理論的

發展上，比華語閱讀發展來得早，六十年代以前的研究方向認為閱讀需先掌

握基本的詞彙、句法，最終就可以理解文章。之後，從六十年代開始，認知

心理學、心理語言學等學科的加入，也影響了閱讀研究的角度，到了八十年

代，許多研究更著重於探討閱讀的認知歷程，對閱讀研究的發展越來越豐

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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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Gagne（1985）將閱讀理解歷程分為四個階段：解碼（Word 

decoding）、文意的理解、推論的理解、理解監控。解碼即是認字識義，而

文意的理解則是進一步的從文字中獲得此字的意義，接著再由推論的理解對

於文章內的概念做出更深層的解析，最後再由理解監控來檢視自己對文章的

理解程度，以期有效的面對目標。 

而閱讀的模式大致可歸為四種類型： 

（一）由下而上的模式（Bottom-Up Model） 

Gough（1972）提出「從下而上」的閱讀模式，Gough 主張閱讀應由文

章基層開始，是建立在認字基礎上，也就是從字詞解碼開始，一直到獲取意

義為止。閱讀過程是由最下層是字、詞、讀音所組合而成的，第二層是句子，

第三層則是意義。這個模式認為由文字主導，透過組合零碎的字，再進一步

理解句子和文章的意思，也就是一系列字下而上依次進行的過程。經 Gough

（1972）分析後的閱讀基本歷程如下： 

（1）辨識每個字的筆畫、字形 

（2）藉著這些筆畫和字形，對應出詞或詞組 

（3）繼續認出某些句子中的詞 

（4）搜尋記憶中的詞彙資料庫，試著將認出的詞或詞組與熟悉的字對

應起來 

（5）將對應出來的字或詞先留在記憶的緩衝區 

（6）從上下文推敲字義，辨認句型 

（7）提出與回答字面的問題 

（8）提出與回答推論性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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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述可知，Gough 認為閱讀理解是從認識最底部開始，閱讀者在認字、

認讀的過程中，有順序地將字、詞、句的意義建構起來，再隨著理解句子的

增加，透過句子和句子間的理解，最後理解段落的意義，再不斷地按照這些

步驟，將段落意義拼湊起來，進而理解整篇文章的意義。 

周小兵等（2008）更進一步解釋這種模式的內容，認為這種模式強調的

是語言基本知識的重要，如果沒有一定的字、詞識別能力，就無法進行閱讀。 

（二）由上而下的模式（Top-Down Model） 

在六十世紀末至七十世紀年代初時期，Goodman（1967）提出了一種閱

讀理論，認為閱讀是一種複雜的思維過程，涉及了思想和語言的交互作用，

用最少、最有效率的線索，猜中文章中的意義，閱讀過程是從眼睛提供視覺

刺激給大腦，到大腦建構出意義，並將此閱讀模式說成是「心理語言的猜測

遊戲」（psycholinguistic guessing game）。 

在這個閱讀模式中，閱讀者腦中已有先備知識（prior knowledge），此

先備知識包括世界、背景、語言知識等，而依賴這些先備知識，在閱讀一篇

文章時，不斷地形成假設，猜測下一段會出現什麼文字，進而對文本提出假

設，然後再從文章中找出各種證據來對自己的假設進行證實、分析，最後建

構出自己對文章的理解。此閱讀模式並不強調識字能力，而是選擇最少的線

索產生有效的猜測。 

由上而下的閱讀模式無需逐字、逐詞、逐句地理解，只要選擇其中一個

部分就行了，但相對的，這樣的閱讀模式忽視了閱讀中基本知識的作用，更

仔細來說，此閱讀模式強調篇章內容的理解比從理解字、詞、句到整個篇章

的重要，卻忽略了在理解過程中太多的疑難生詞會阻礙理解內容的重要性

（陳雅雪，2006）。 

（三）互動模式（Interactive Model） 

 Rumelhart（1977）提出的另一種模式，他認為訊息傳遞的方向可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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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部分到整體的，也可以從整體到部分的運作，閱讀是視覺訊息與非視覺訊

息共同作用的結果，同時顧及背景知識、推測文意的技巧，以及字彙語法知

識對文章的解碼作用（羅婷，2013），也就是說，閱讀是「由下而上」和「由

上而下」的兩種不同層次的處理方式在同時產生，讀者有時會由上而下預測

文意，有時也會由下而上對字詞進行解碼。像是積極的閱讀，乃是指閱讀者

對於文章有較多的先備知識，較容易形成假設，所必須依賴的文章線索較少；

而消極的閱讀，則指閱讀者缺乏對文章了解的先備知識，而不容易做出預測，

較依賴由文章所提供的訊息進行閱讀（Reutzel & Cooter，1996）。所以，此

模式的優點在於不論在任何層次的閱讀都可以使用，都能夠彌補其他層次的

不足，閱讀不僅可從最下層的「字」入手，也可從最高層的整體的「意思」

入手，而且因人而異，閱讀不僅是被動的理解文章涵義，而且更是主動的將

個人的經驗加入其中，使閱讀產生獨特的意義。 

而 Anderson（1999）觀察學生的閱讀後指出，互動的模式是最能描述

閱讀歷程的模式，第二語言的學習者閱讀時，有時使用由上而下的閱讀模式，

有時也使用由下而上的閱讀模式，而好的第二語言閱讀者是能夠有效結合由

上到下，以及由下到上閱讀歷程的人。（羅婷，2013） 

（四）建構統整模式（Construction-Integration Model） 

此模式認為理解文章的過程，是一種心理表徵不斷被建構與統整的循環

歷程，強調閱讀歷程是一種循環而非直線的運作過程。當閱讀者看到文章中

的字詞的時候，即對這一個字詞產生了一個解釋，而這一個解釋又會對於下

一個字詞產生期望，期望又會與下一個字詞相結合而成為命題，然後閱讀者

再統整段落中所有的命題，進而理解文章的意義（林佩欣，2004）。所以閱

讀的過程中一直透過解字、形成命題、統整三者不斷循環，直到閱讀者理解

文意為止，而此閱讀模式透過其循環作用也稱為「循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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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華語文閱讀的概念 

一  華語閱讀的重要性 

信世昌（2001）提到華語文的閱讀教學是一門極廣泛複雜的領域，以閱

讀的範圍而論，應包含了各種文體與體裁的篇章；以真實材料而論，凡是報

章雜誌、書籍課本、廣告啟示，乃至於中國餐廳的菜單都屬之。 

而針對華語文閱讀來說，從廣義面看，凡是漢字所組成的文本皆是可閱

讀的材料。在語言學習的聽說讀寫四項技能中，閱讀和聆聽是吸收外在訊息

的方式，儘管人類的經驗與思想可藉著口語交際而靠聽力去吸收，但是大量

而有系統的知識，仍保存於書面文本之中，仍須靠著閱讀的手段來吸取，因

此閱讀是吸收系統化知識的最主要方法。  

陳昌來（2005）提到，閱讀理解和聽力理解都是一個信息解碼的過程，

但閱讀理解的解碼對象是書面的文字符號，經由視覺傳遞信息。由此可見，

閱讀不是一個簡單、被動的接受信息的過程，而是一種多種因素、多項交流

及反應的複雜解碼過程。閱讀對華語為第二語言學習者來說，是一門相當重

要的技能，若能在進入閱讀的初始階段，將具備基礎的識字和詞彙掌握好，

有足夠的識字解詞的技能以後，對於更高階的閱讀，包括繁雜的文句、段落、

篇章等，才能夠順利克服。 

Pearson & Stephens（1994）兩位學者都認為閱讀是一種單純的知覺過

程，閱讀的方式是將書面的符號，轉換成口語碼，然後在轉換的過程中產生

了聲音和文字。閱讀是一種轉譯的過程，先是字的組成，然後再擴及到詞的

層級。在句子整合階段，必須將句子中的字或詞做有意義的斷句，同時將分

割好的字或詞做語法或語義上的分析，經過這一連串的歷程之後，才能了解

一個句子的意義，也才能從各有意義的句子中，將所有的意義整合。文章則

是由許多大小句子及段落所組成的，閱讀的目的就是要對這些段落所組成的

文章有所理解。因此，字句的理解，也就是為了理解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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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華語文做為第二語言閱讀的策略 

華語文做為第二語言的閱讀策略，至今已小有成果，但由於每位研究者

所研究的對象不同，其母語影響也不盡相同。雖然本研究主要是針對泰籍學

生，但對於其他語言的母語者如何以華語文做為第二語言閱讀策略的研究，

也相當值得參考。 

首先，信世昌（2001）提到，華語閱讀策略有分全面性的（Global）或

稱高層次語言的（Macro-linguistic level）閱讀策略，和局部性（Local）或

低層次語言的（Micro-linguistic level）閱讀策略兩種。高層次語言的閱讀策

略，是屬於段落篇章層級，強調如何將學習者的母語閱讀知識遷移於華語文

的學習上，而低層次的閱讀策略，屬於字詞語文句層級，強調在語言相異之

處進行訓練，而方塊漢字是中文的特色，也是來自拼音文字語言區的學習者

在初步接觸中文時，最感覺困難之處，因此學習漢字的策略也就相對重要。

至於，句子方面，中文文句是由一連串的字詞所組成，但是詞和詞之間並不

分斷，與拼音語言具有詞間空格的情形非常不同，因此教導外籍人士在閱讀

中文文句時如何分斷詞彙的策略，也就相形重要。 

此外，信世昌（2001）提到華語文的學習策略可分為三大類：第一類為

「中文特殊策略」，指基於華語文的特性所使用的特殊策略，例如：漢字的

部件策略，這策略只適用於華語文的漢字，而無法用於其他語言；第二類為

「跨語言的共通策略」，是指學習任何語言都能夠互通、使用的策略，如：

查字典策略，不論學習任何語言都可查字典；第三類則是「跨領域的策略」，

指各領域、各科目都可使用的策略，例如：發問策略，不只是學習語文而已，

學習其他知識也可採用。 

中文閱讀結構的層級可以分為五個，從低階到高階為：（1）漢字認知層

次、（2）詞彙認讀層次、（3）句子理解層次、（4）段落理解層次、（5）篇章

理解層次。然而，這五個階層並不是彼此截然劃分的狀態，其鄰近階層有其

重疊的情形，例如「單字詞」就是漢字與詞彙的重疊區域，句子和單獨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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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組短語的重疊區域等。 

羅婷（2013）強調閱讀策略的教學，仍必須以趨向全面性的策略及高層

次的篇章閱讀理解為最終目標，但對多數華語為第二語言學習者而言，使用

局部性策略的頻率，遠大於使用全面性策略，證明局部細策略對閱讀理解是

很重要的。 

胡志偉（1989）將華語閱讀分為四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是找出一段文句

是有哪些「意義單位」（meaningful units）所組成的。在這個層次裡，讀者

分析「字」（Word）的讀音和意義；第二個層次是組合一個句子的字，以了

解整句話的意義，讀者在此時所分析的是字與字之間的意義與文法上的關係；

第三個層次是分析一段或一篇文章的內容，而第四個層次則是在了解文章的

內容之後，讀者對這篇文章所產生的主觀判斷，例如文章寫得好不好，是否

認同其文章表述的內容等。前三層次大致與語文的結構相對應，然而第四層

次已屬於評量式的價值判斷，屬於鑑賞的範圍，不應與前三者混為一談，因

為這類評斷與鑑賞應不只發生於閱讀整篇文章，也包括對於用字遣詞與文句

修辭的評斷（信世昌，2001）。 

喬印偉（2001）將華語閱讀策略分為四個階段：初級、中級、高級、超

高級。初級階段主要在掌握語音及簡單的語法句型，而中、高級的閱讀策略

則是要透過大量的詞彙，才能完成整個閱讀歷程，所以也是一種由下而上的

閱讀模式。 

另外，葉德明和陳純音（1998），透過研究西方與日本學生閱讀中文時

所使用的策略，歸納出九類外籍生的華語文閱讀策略。第一類為「閱讀中文

遇到生詞使用的策略」，學習者所使用的策略有「查字典」、「跳過」、「從上

下文猜意思」、「跟學過的字聯想」四種策略；第二類為「記住新詞彙的策略」，

則有「練習造句」、「用字卡學習」、「想像或畫圖幫助學習」、「不斷復習」四

種策略；第三類為「閱讀中文不太懂時，重新閱讀」；第四類為「從句子中

找出關鍵字」；第五類為「閱讀中文不懂時，大聲朗讀」；第六類「根據已讀

 



針對泰國高中一年級華語閱讀課程之行動研究 
 

20 

     

的部分，預測未讀的部分」；第七類「以書寫的方式或在腦海中總結所讀的

東西」；第八類「圈選或畫出重點」；第九類為「以母語翻譯」。從以上的華

語文閱讀策略可看出，華語文閱讀策略大多集中於字詞解讀策略。 

Everson & Ke（1997）認為在正式教學進行閱讀時，學習者對該文章了

解越多，在進行閱讀時，依賴辨識個別漢字的機率就會相對地減少，所以鼓

勵教閱讀時，先提供文章的內容大意給學習者。因為對華語初學者來說，華

語閱讀教學面臨最大的問題，是如何培養熟練的漢字識別技能。華語閱讀者

常常一邊看文本，一邊圈出漢字，並且在漢字旁邊寫出拼音或意思，以便理

解華語句子或篇章的意義，但透過這樣解碼的過程十分緩慢且費力，對華語

閱讀理解上造成很大的負擔，相對出錯的情況也高，也很容易造成閱讀失敗。

而且閱讀者花太多注意力、時間在單個字形的特徵意義上，很容易影響整體

文本的辨義及速度。 

王如音（2008）認為中文「逐字辨識」的策略，是在初級閱讀的階段不

可或缺的主要策略。但當學習者有了一定的漢字、詞彙量基礎後，接下來要

把這些已知的字詞加以串連。而華語閱讀中，要了解華語一個句子的意思，

必須先能分辨句子中的字數不同的詞彙，再依據這些詞彙在句中所處的位置

辨認出其語法性質，最後才能正確地理解出句子的意思。華語文的閱讀，並

非是讓學習者一直逐字、逐句的解碼，而是要訓練學生到達一定的中文水準

之後，要通過整體的篇章閱讀，使學習者達到流利的閱讀能力，擺脫逐字辨

識解碼的習慣。 

三  漢字閱讀策略 

賴瑩玲（2009）認為漢字是聲、韻、調兼具的表意文字，常常會使外籍

學生，尤其是母語為拼音語言的學生感到視覺混亂，增加了其識記難度，最

主要是因為外籍學生對母語的長期使用中，已形成了牢固的視覺習慣，這種

習慣對漢字閱讀造成干擾。再進一步說，由單獨的漢字，進而到句子，最後

到篇章，華語閱讀對視覺感知要求很高，許多外籍學生無法消化，使他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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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漢字的最初階段舉步維艱。 

此外，漢字的構成極為複雜，是平面型交叉相疊排列，由上下、左右、

內外三種基本位置排列組合而成，筆畫較多的漢字，層次更為複雜，對於初

學華語、初識漢字者，眼中的漢字只是一堆毫無意義的抽象符號或圖畫，在

尚未建立適合漢字學習的視覺記憶能力前，需要經歷一個轉換過程。漢字本

身不帶聲音，需要靠識別字形來喚起字義，所以漢字的字形在視覺的短期記

憶中，佔了重要的作用，因此讀者的視覺習慣改變，增加了其閱讀的困難度。 

四  小結 

綜合上述的多位學者的理論與觀點，華語文閱讀教學的順序主要還是建

議從漢字開始，然後再到詞彙、篇章，讓學習者能夠從小範圍開始擴大至大

範圍。此外，還有知識內涵也是很重要的，因為對閱讀篇章的了解，部分還

是需靠學習者本身已具備的知識，這些知識不單單與語言相關，而是包含了

對世界的理解，以至於當學習者進行閱讀時，能夠與自身原有的知識、理解

能力做結合，從而與閱讀的文本產生共鳴。 

所以華語文的閱讀教學中，研究者除了教授漢字意義、詞彙意義、句子

意義之外，研究者也要教授文本中的相關背景知識。一個良好的華語教師不

單單使用語法教學、翻譯教學，來重視學生的語言能力，也要擴張學習者的

文化知識、生活常識，才能提高他們的推斷力。除此之外，教師在做閱讀教

學時，也應參考學習者本身的年紀、文化背景、社會知識、價值觀等來做教

學內容，才不至於閱讀的內容對學習者太遙遠、太難理解，進而失去了閱讀

的意義。 

第三節 漢泰語言之差異及對閱讀可能的影響 

人與人之間須溝通而產生了語言，各語言體系之間總有不同之處，我們

透過比較來研究語言間彼此的異同之處，最後利用語言學中的對比分析來幫

助學習，使學習者善用兩者語言中的正遷移來幫助學習，並且避免負遷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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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 

一  漢泰文字上的異同 

泰文字可透過其所表現的文字發音，算是「拼音文字」的一種。李金蘭

（2004）提到泰語是屬於表音文字中的輔音文字系統，泰文在記錄音節時，

是通過泰文字母的多向組配合來記錄的，一個音節的基本結構一般是由聲母、

韻母、聲調組合而成。聲母與韻母的拼法結構是由聲母充當「基字」，韻母

的位置是「套」在基字的前方、後方、前後方、上方、下方、上下方、前上

方、後上方、前後上三方等。泰語的聲調共有五個聲調：中平（第一聲）、

低平（第二聲）、降調（第三聲）、高平（第四聲）和升調（第五聲）。除了

中平（第一聲）用零標記之外，其餘各聲調都有符號標示，如：ไม ้（mai）。 

漢字是方塊文字，其特點是可不經聲音的轉錄而達成字義的效果，這是

拼音文字所未有的（葉德明，1990）。姚倩儒（2000）提到漢字的構字方法

講求字形、字音和字義三要素的統一，所以並無法說漢字是完全的表意文字。

而表音的部分，漢字透過漢字中的聲符提供語音線索，可讓學習者利用聲符，

做為判斷形聲字的線索，但是漢字中的聲符，僅僅扮演著提示發音的角色，

而不是真正的表示漢字百分之百的正確讀音。 

歸納以上得知，漢字是一種「形素」的方塊文字，它不僅能夠表示字的

義類，同時也可以提示字的讀音，而泰國文字則是以「音素」為基本單位的

拼音文字。 

曹淑貞（2013）也以「字」的延伸來提到華語文文字和泰文文字差異，

他說到，泰語算是多音節性語言，所不同的是華語的單音節，一個字就可以

表達一個意思，而泰語則一個或一個以上的音，才可表達一個意思。另外泰

語的外來譯語或姓名，因受限於聲調記號，有些「字」僅取其音，無任何意

義，也並非為泰文字。例如： 

華語—— 要（單音）   泰語—— 要（yak 單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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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樹（單音）       樹（dong mai 多音）  

  老師（雙音）      老師（kru 單音） 

  美人（雙音）      美人（khun sui 多音）  

謝鎮發（2007）對泰國學生辨識漢字的情況研究顯示，由於漢字是由形、

音、義三個主要部分組合而成的文字，而字形、字音和字義在漢字中都有其

鮮明的特點，跟世界上其他語言截然不同，對母語為拼音文字的學生，要掌

握漢字的字形、字音和字義，都不是輕而易舉的事情，泰籍學生也是如此。

針對漢字閱讀的字形、字音、字義來研究，發現泰籍學生的字形意識是明顯

最強的，其次是字音意識，最弱的是字義意識。而泰籍學生之所以對字形有

較強的意識，其中一個原因是學生從一開始學習漢字時，首先接觸到的就是

字形，而且傳統的漢字教學把重點放在字形的書寫上，以字形為主導，從而

使學生自然而然地建立起較強的字形意識。這一結果與華語為母語的兒童不

同，華語兒童總是先形成音義聯結，然後在學生教育開始以後，才開始有系

統地進行形音聯結和形義聯結的學習。 

謝鎮發（2007）還進一步透過研究分析，認為泰籍學生閱讀漢字的特點

為：泰籍學生對於漢字中的形聲字聲旁表音的意識較強，而對於漢字的表意

意識較弱，其意識形成的時間也相對較晚。起初，能根據字形相似來猜測字

義，後來逐步發展為能夠根據字形、各部件的結合或利用形旁義來推測出字

義的階段，但在閱讀的過程中，若遇到無法立即辨出其意義的字，泰籍學生

大多採取回避的方式。泰籍學生閱讀漢字時比較重視字形、依賴字形。 

二  漢泰句子結構的異同 

先從書寫方式說起，泰文句子結構是從左到右書寫，跟華語橫式書寫的

方式相同，部分較傳統的華語課本或是較早的中文書籍，才是從上到下，並

且從右到左排列的書寫模式。斷詞的部分，雖然泰語和英語一樣也是屬於拼

音文字，但英語詞彙與詞彙中間是有空格做區隔，如：I like Chinese，I、li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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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在英文句子中三個詞彙是有透過間隔區分的，若沒有空格而呈現

IlikeChinese 一般人是無法進行閱讀的，然而泰語卻和華語一樣，詞彙與詞

彙中間沒有空格，中文句子「我喜歡中文」裡的我、喜歡、中文三個詞彙是

緊連在一起，中間沒有區隔的，泰文這部分和中文也相同，ผมชอบภาษาจีน
（Pomchobphasacin）裡的 Pom（我）chob（喜歡）phasacin（中文）三個詞

彙中間也是緊連在一起，中間沒有區隔。所以句子呈現的方式上，華語和泰

語相同詞彙和詞彙的中間是沒有區隔的。 

短文中的斷句泰語和華語就不太相同了，首先，就標點符號而言，泰語

的標點符號使用與華語不太相同，尤其是「逗號」的使用，雖然泰語也有「，

（逗號）」，但泰語書寫一般以仍空格表示句讀。雖然有時仍可見到五句以下

的短文，從頭到尾不間隔的繼續下去，而較長的短文，則能見到句子和句子

間的空格，而因泰國人已具備熟習的閱讀泰文的習慣，所以並不會受到句子

和句子中間是否有間隔形式所影響。至於，中文書寫則是需要透過清楚且嚴

謹的標點符號，來貫穿全文，因為廣泛來說，在中文書寫中，標點符號也算

是漢字之一。魯迅曾說標點符號是「無聲的文字」，所以任何在華語文文章

中使用不正確的標點符號的，都可算書寫錯誤。 

再者，說到句子結構，根據世界語系分類來說，華語與泰語都歸屬于「藏

泰語系」中的「漢泰語族」。鄭東曉（2015）在〈淺談漢泰語言的共通性〉

中提到一般來說，華語與泰語的相近之處，主要之一便是「語法結構」，詞

序和虛詞是表達語法意義的主要手段，詞彙只有一種形式而沒有諸如複數、

詞性、詞格、時態等曲折變化。而泰語說話和書寫的順序，基本語序與華語

一樣，都是「主語─謂語─賓語（S-V-O）」結構，只有一個明顯的區別便是

修飾語在被修飾語之後，如形容詞應該放在名詞之後，副詞放在動詞之後，

如：bakka daeng（筆紅）指的就是「紅筆」，wing drew（跑快）就是華語的

「快跑」。此外泰語也和華語一樣，是具有量詞系統的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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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1 泰語語序 

基本語序：主詞─動詞─受詞─補語（SVO） 

介詞多為前置詞，即介詞置於其所支配的名詞前。 

形容詞、指示詞、數詞、關係子句等置於其所修飾的名詞之後。 

三  小結 

人類為了描述事物、表達情感，因而有了語言。語言在人與人之間的溝

通是非常重要的，而語言因社會、文化背景不同而各有差異，若相近的社會、

文化背景，對於事情的理解能力也趨於相同，而更能透過語言彰顯出來。 

綜合以上兩點，華語文書寫方式是從左到右，且漢字排列緊密，一個字

可能是一個語素，也可能是一個詞，增加了字詞辨別和切分的難度，而華語

的文章材料中，必有標點符號做為句子和句子間的連結。泰語是表音文字，

字形和語音的連結緊密，泰文排列較漢字更為緊密，一個字可能是一個語素，

也可能是一個詞，絕大多數使用空格做為句子和句子間的區隔。漢泰語法結

構相似，兩者間的句子結構都是以「主語─謂語─賓語（S-V-O）」結構，所

以泰籍學生在閱讀初級華語文文章時，比較不會受到語法、語序的影響，也

不容易產生混淆，而在閱讀的過程中，多半生詞的難易度決定學生是否可以

進行閱讀。 

總的來說，影響泰籍學生閱讀的因素有其「華語的程度」、「字的種類」

以及「字形結構」，而泰籍學生閱讀的困難點，是因文字差異性而影響的「生

詞」最難，因句子結構差異性而影響的「語法」次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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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章節主要是在說明本研究的研究方法及研究過程，共分四節。第一節

為「研究方法之選擇」；第二節為「研究流程與研究架構」；第三節為「研究

場合與對象」；第四節「蒐集資料方式」。 

第一節 研究方法之選擇 

  吳明清（1999）認為，選擇研究方法應考量下列三點：一、考慮研究方

法的目的性，二、考慮研究方法的可行性，三、考慮研究者本身的研究能力。

本研究的研究目標是在於泰籍學生的華語閱讀課程的研究發展，教師的閱讀

教學和學生的學習策略，以完成一套適合初級華語程度的泰籍學生，學習閱

讀的課程，所以本研究採用的研究法為：行動研究法（Action Research）、

文獻分析法（Documentary Analysis）、內容分析法（Content Analysis）以及

調查研究法（Survey Research）。以下分別說明之。 

一 行動研究法 

行動研究法，顧名思義就是將「行動」與「研究」結合為一，讓理論和

實務的差距縮短。蔡清田（2000）認為行動研究強調實務工作者的實際行動

與研究的結合，鼓勵實務工作者採取質疑探究和批評的態度，在實務中進行

反思，以改進實務工作，增進對實務工作的理解，並改善實務工作情境。所

以行動研究法，就是能夠在實際行動中找到改進並解決問題的方法。行動研

究的執行方式就是由實務工作者，針對工作場所中的特定問題進行研究，並

結合各方文獻資料以及專家的意見，採取有計畫、循序漸進的行動，來達到

解決實際問題的目的。 

至於教育上的行動研究，起於教室實務工作者，如教師、班級管理者等，

他們在教育工作中實際發掘一些問題，然後致力於行動與反思，在實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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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試驗想法，改善現狀，其最主要的目的是在改善實務，不是在產生知識，

而對教室實務工作者來說，是一種持續不斷的研究與努力實踐的過程，最後

再透過行動研究，來增加實務工作者的知識與專業。 

S. Kemmis（1982）提出行動研究的基本循環為：計畫、行動、觀察、

反省。實務工作者先尋找一個研究原因、問題，釐清問題或困難所在的情境，

然後發展行動策略並付諸實踐，過程中還要不斷反省、檢視行動，不斷地用

驗證、觀察、反省等循環過程，來檢視自己的行動研究是否成功，最後再公

開行動研究的結果。  

  研究者在泰國從事華語教學已有八年以上的教學經驗，時常遇到泰籍學

生在閱讀漢字、華語文文章方面的困擾，影響學生學習華語的信心與興致，

許多的華語教師也因這些學生的狀況而不知該如何教學，一直到今天都尚未

有很好的因應之道。而當身為教師的我們，想解決實際教學上所碰到的問題，

並且想試著實行一套新的想法，來看是否能夠幫助學生解決問題時，最有效

且最直接的就是進行行動研究。 

二 文獻分析法 

  文獻分析法是指根據研究者所想研究的目的，透過蒐集有關的資訊、調

查報告、早期研究內容等文獻資料，從而全面而精準地掌握所要研究問題的

一種方法。華語閱讀教學的相關研究已有相當程度的發展，而且華語閱讀課

程的設計的研究也有一定的數量，但是針對泰國的華語閱讀課程的研究則不

普遍，尤其是針對泰籍華語初學者閱讀課程研究更是少見。研究者首先先針

對各界文獻進行探討，像是閱讀教學理論、閱讀策略的研究資料、華語課程

設計的相關研究及漢泰語言差異等，以吸收前人寶貴的研究經驗，並以此建

立本研究的架構，再來用以確定研究問題的範圍，獲取相關研究領域的知識，

並為實際的教學設計取得充足的理論基礎。 

  本研究先構思出想探討的研究問題，然後針對台灣、中國、美國等各地

相關的專書、論文、期刊、雜誌、網頁蒐集相關文獻，整理分析歸納後，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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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參考依據，並與之後的內容分析法和調查研究法所得到的結果，互相融會

後，做為本研究的理論依據。 

三 內容分析法 

  研究者將蒐集並分析研究的學校，和一般公立中學現在所使用的華語教

材、書面資料等，主要採用內容分析法，分析其教學觀念、教材結構、單元

內容等，整理出其優缺點，目的是將分析之後的結果，運用至本研究的閱讀

教學課程中。同時研究者也從相關考卷、作業及問卷，來蒐集學生對初級閱

讀華語課程的學習困難處，和對於閱讀課程上完後的整體回饋意見、看法，

這些書面資料都是真實且重要的，是做為研究時非常好的第一手資料。 

四 調查研究法 

  調查研究法是指研究者以書面問卷或是在面對面訪談時，向受訪者提問

許多相關問題，並且把提出的問題記錄下來，做為資料分析。訪談過程中，

研究者及受訪者的提問及回答，都十分正確且客觀，並不會受到操弄或是影

響。 

  為了了解初級華語閱讀課程上的教學情況及需求，研究者也採用調查研

究法，以接觸、觀察、訪談的方式進行。訪談則分為兩個部份，一個為教學

者，另一個為學習者。針對教學者部份，研究者將約幾位具有豐富泰國公立

中學教學經驗的華語老師，親自和他們面談，研究者詢問他們對現今其學校

華語課程安排的現狀，所教授的華語教材的看法，以及針對學生的華語閱讀

課程上所遇到的困難，還有教學者們的需求等。針對學習者的訪談調查，是

根據問卷調查的內容再更深入訪談學生，並且訪問學生們在學習閱讀漢字、

句子、短文甚至篇章的學習過程，所遇到的困難和心得、學生們所運用的策

略，喜歡的閱讀課程教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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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流程與研究架構 

一 研究時程 

  泰國的公立中學每學期年度分為上、下兩個學期，每學期上課週數約

18～20 週不等，上學期的學期年度在每年的五月～九月間，下學期則為每

年的十一月～隔年三月。本研究將以 2012年下學期為研究時程，時間為 2012

年十一月～2013 年三月。 

  這些泰籍學習者在華語能力方面屬於初級，甚至有些學生為零基礎者，

於是需先接受約一學期（2012 年上學期）的基礎華語課程，使學習者具有

聽、說、讀、寫四方面的基礎華語能力，如：使用拼音的能力、基礎的閱讀

漢字能力、基本書寫漢字的能力、華語基礎對話能力、華語基礎語法能力，

以及認識 500～700 個生詞的能力等。經過 18～20週的基礎華語課程過後，

即開始進入研究階段，學習者一週有六節課的課時，每節課時 50 分鐘，一

個學期共 18～20週，總學習時數約為 108～120 小時左右，而研究者將利用

其中的 40～45 個小時，佔總數的三分之一的課時，來做閱讀課程研究分析。

最主要也是配合學校課程安排，學校高一下學期課程安排為華語基礎課程

（Chinese 2）四節課時，及閱讀課程（Chinese Reading）兩節課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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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研究架構 

  

 

 

 

 

 

 

 

 

 

 

 

 

 

 

 

 

 

 

 

 

  

 

 

圖三-1 研究架構示意圖 

（資料來源參考：林銘傑，2010，資訊融入鄉土教育之行動研究。） 

發現問題 

泰國學生在華語閱讀方面的困難，學習成效不佳，且容易 

影響往後學生學習華語的成效 

分析省思 

教學課程結束，進行華語閱讀課程教學的評量 

問題解決 無解決問題 

提出結論報告 

將相關教學及行動研究流程撰寫成報告，心得分享 

分析問題 

泰籍學生在華語閱讀方面的成績普遍較低 

尋求策略 

參考相關文獻，擬訂相關課程教學計畫 

行動解決 

第一階段：設定學習目標，並帶入前期準備教學 

行動解決 

第二階段：進行華語閱讀課程之行動研究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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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場合與對象 

一 研究學校的華語課狀況 

研究者所要研究的學校是泰國公立學校——暖武里女子中學

（Satrinonthaburi School），是泰國暖武里府（Nothaburi Province）最好的女

子中學，暖武里女子中學也是為此地區的國際標準學校（World- Class 

Standard School）之一。學校內設有初中部和高中部，初中部為 Matayom 1

～ Matayom 3，簡稱 M1、M2、M3，等同於台灣學制上的國一、國二、國

三；高中部則為 Matayom 4～ Matayom 6，簡稱 M4、M5、M6，等同台灣

學制的高一、高二、高三。而學校體制上分為一般課程（General Class）、

EP課程（English Program Class）和 IEP 課程（Inter-English Program Class），

班級數為 EP 課程各年級佔兩個班級數、IEP 各年級也是兩個班級數，而一

般課程則各年級則有六～八個班級數。 

（一）初中部 

此研究的學校，一般課程部的初中部從 2011 年第一學期起全面學習華

語課程，課程安排為初一至初三每週學習兩節課時的華語課程（每節課 50

分鐘，共 100 分鐘），每學期約 16到 20週，一年約 35至 38週。EP初中部

的華語課程安排則較早於一般課程部，從 2006 年第一學期起便有了華語課

程，課程時數與節數則與一般課程班級的相同，每週學習兩節 100分鐘的課

時。 

（二）高中部 

  此校的高中部則配合泰國教育部基礎教育委員會（General Education 

Commission）的課程大綱安排，於 2008 年開設華語課程，一般課程及 EP

課程皆設開設。而根據該校學校課程大綱（School Curriculum）設計，選修

華語課程的高一至高三生，每週必學習六節課時的華語課程（每節課 50 分

鐘，共 300 分鐘），每學期約 16～20週，一年約 35～38週。 

 



第三章 研究方法 

33 

 

  泰國高中部跟台灣相似，為了配合升大學所需，學生在從初中部進入高

中部時，就因個人因素分班，分為「數理班」和「文科班」。學生須學習除

了英文以外的第二外語，根據泰國教育部規定，申請大學入學考試，只提供

法語、德語、日語、華語四科做為高等學校入學考試的外語選考科目。 

  此研究學校的課程規劃則安排 EP課程及 IEP課程的數理班一週學習兩

節課時的法語課，文科班則一週學習六節課時的華語課；其他一般課程的文

科班，則可自行選擇進入日語班、法語班、德語班或是華語班，一週學習六

節課時的外語課程。 

表三-1 暖武里女子中學全校學習華語的班級表 

 EP IEP General Class 

M 

1 

Class 

1 

Class 

2 

Class 

3 

Class 

4 

Class 

5 

Class 

6 

Class 

7 

Class 

8 

Class 

9 

Class 

10 

  

M 

2 

Class 

1 

Class 

2 

Class 

3 

Class 

4 

Class 

5 

Class 

6 

Class 

7 

Class 

8 

Class 

9 

Class 

10 

  

M 

3 

Class 

1 

Class 

2 

Class 

3 

Class 

4 

Class 

5 

Class 

6 

Class 

7 

Class 

8 

Class 

9 

Class 

10 

  

M 

4 

Class 

1 

Class 

2 

Class 

3 

Class 

4 

Class 

5 

Class 

6 

Class 

7 

Class 

8 

Class 

9 

Class 

10 

Class 

11 

Class 

12 

M 

5 

Class 

1 

Class 

2 

Class 

3 

Class 

4 

Class 

5 

Class 

6 

Class 

7 

Class 

8 

Class 

9 

Class 

10 

Class 

11 

Class 

12 

M 

6 

Class 

1 

Class 

2 

Class 

3 

Class 

4 

Class 

5 

Class 

6 

Class 

7 

Class 

8 

Class 

9 

Class 

10 

Class 

11 

Class 

12 

註：M1～M3 一週學習 100 分鐘的華語課；M4～M6 一週學習 300 分鐘的華語課。 

在泰國國家課程大綱之下，各個學校仍有自己的學校課程大綱（School 

Curriculum），此研究學校所制定的華語課程，高中以後選修華語為副科的

學生，必須一週習修四節課時（兩學分）的基本華語課程（Chinese 1, Chinese 

2…）和補充課程（如：中文聽說 Chinese Listening and Speaking、中文閱讀

Chinese Reading、中文會話 Chinese conversation、中文讀寫 Chinese Reading 

and Writing、中文綜合 Thematic Chinese 等）兩節課時（一學分），共計六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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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時（三學分）。詳細的課程安排如表 3-2。 

表三-2 暖武里女子中學 EP 部門高中部的華語課程安排 

修課時程 基本華語課程（兩學分） 補充課程（一學分） 

高一上學期 Chinese 1 中文一 Chinese listening and speaking  中文聽

說 

高一下學期 Chinese 2 中文二 Chinese reading 中文閱讀 

高二上學期 Chinese 3 中文三 Chinese conversation 中文會話 

高二下學期 Chinese 4 中文四 Chinese reading and writing 中文讀寫 

高三上學期 Chinese 5 中文五 Thematic Chinese 1 綜合中文一 

高三下學期 Chinese 6 中文六 Thematic Chinese 2 綜合中文二 

二 研究對象條件設定 

  本研究的研究對象設定為此校高中一年級（Matayom 4），且選修華語

課為第二語言課程（簡稱副科）的學生。此類學生大多尚未接受過正式的華

語教學課程，若部份學習過華語的學生，其學習華語的時數總數也不超過

150個小時，並且課程大多為口語教學，主要以溝通和遊戲為主，學習者並

未正式學習華語讀寫的課程。而由於這些研究對象大部分尚未有系統地學習

過華語，於是研究者在進入閱讀教學研究以前，先教授三週（約 18個小時）

的拼音，再教授 16 週（約 100 小時）的基礎華語課程，使研究對象的華語

能力至大約可認得約 500～700 左右個的生詞、懂得基礎漢字、基本語法規

則等，使其研究者到達「基礎華語學習者」的程度。 

研究者以上述條件為研究對象，有以下幾點原因。一、研究者從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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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起，便在此學校教授華語課程，一直到 2014 年止，以此校為研究對象較

容易取得學生的樣本、學習狀況、學生資料及課程研究設計等。二、此「暖

武里女子中學」是泰國當地著名的公立學校，它的課程大綱、安排都與泰國

其他公立學校相同，以此校做為研究對象，將具有一定的指標性與參考價值。

三、研究者在 2009～2014 年間，每年都被安排教授此校 EP 部門的「高一

華語基礎課」（Chinese 1 & Chinese Listening and Speaking 和 Chinese 2 & 

Chinese Reading），雖然每年學生不同，但因學習程度相同，每年所發生的

學習情況也大同小異，所以研究者對研究對象的表現甚為了解。 

而為何研究者要研究華語基礎學習者呢？乃是華語基礎教育又是華語

教育中最重要的一環，影響後面的學習甚大，如果學習者沒掌握好基礎華語

課程，後面幾乎無法再跟上進度，相對地，若學習好的學生，則大多會持續

地好下去。對學習者的自信心以及對中文的喜好都具有極大的影響，於是，

研究者便以此群組的學習者做為研究對象。 

三 研究對象 

  研究者以 2012 學年度進入 EP 課程，並選修華語課程為副科的高一生

（Matayom 4）為研究對象，共十二位，因為了保護個人資料的緣故，研究

者將其受訪者從 A 至 L 編號，並附上研究者對其受訪者的評語，做為其基

本資料，如下表（表三-3），受訪者年紀約為 15、16歲，泰國籍，女生。 

表三-3 受測高一學生之背景 

受訪者編號 評語 

 A 對中文很感興趣，有些中文基礎 

 B 反應很快，很喜歡學習 

 C 很樂觀，學習態度正向積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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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學習態度謹慎 

 E 很喜歡中文，參加很多課外活動 

 F 對中文很感興趣，大學想讀中文系 

 G 十分用功，對中文感興趣 

 H 學習較不集中 

 I 有中文基礎，反應很快 

 J 學習方式謹慎且保守 

 K 上課時很熱情 

 L 用功型學生，喜歡中文 

 

第四節 資料蒐集方式 

本研究採綜合式分析，包括學生問卷、課堂觀察、文件分析及訪談： 

一 教學現況調查 

（一）華語教師訪談 

針對研究主題，首先研究者需要蒐集一些華語老師對於泰國華語閱讀教

學現況，研究者本身已認識數位在泰國華語界教學的老師們，但由於許多老

師的教學對象與研究者所需要研究的對象不符，像是部分老師是在泰國的國

際學校教書，國際學校本身各校的華語課程大綱、內容、教學目標等就不相

同，學制也不太相同，甚至學習者的背景也與研究者所需要研究的對象不同，

所以這部分的老師就無法提供研究者所需要的資訊。也像是部分華語老師雖

 



第三章 研究方法 

37 

 

然也在教授初級華語課程，但因為所任教的學校為泰國大學，大學生的心智

成熟度和學習動力、學習專注力也都和高中生不同，所以這部分的老師也無

法提供研究者所需要的資訊。 

回歸到研究者所要研究的泰國公立高中，研究者針對泰國暖武里

（Nothaburi, Thailand）內的著名的公立學校中，選取華語課程較出名的五

所學校，研究者先取得五所學校的中文部門聯絡資訊，然後以寫信和電話聯

絡對方表達，訪談目的，其中一所學校表示不方便，而另一所學校沒有回音。

因此研究者針對三所公立高中內的華語教師做訪談，而因為研究主題的關係，

研究者需要能夠較深入看出泰國學生在華語閱讀課程上的狀況與問題等，所

以研究者排除了在該校教授不到一年的華語老師，像是剛到泰國服務的大陸

志願者教師（中國漢辦分發），或是進入學校教書不到一年的仲介老師（多

為泰國當地大學與政府合作的項目分發）。最後，針對泰國華語閱讀教學現

況，研究者探訪了在泰國公立學校教授華語至少一年的老師們，並都教授過

初級華語、閱讀課程的三位老師，這三位老師的學校分別為 Sriboonyanon 

School、Pak Kert Secondary School、Wat Khemapirataram School，請他們針

對泰國公立學校初級華語學習者閱讀教學現況、與所面臨的困境加以闡述，

再加上研究者本身多年的教學經驗，最後整理出的內容，將於第四章第一節

討論。 

表三-4  訪談教師之背景 

編號 任教學校 該校教學經驗 

T1 Sriboonyanon School 2 年 

T2 Wat Khemapirataram School 3 年 

T3 Pak Kert Secondary School 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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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生問卷調查 

此外，針對學生所使用的教材做了［學習華語難度調查表］，問卷題目

於附錄一，根據聽、說、讀、寫四方面，寫出自己學習華語最困難的地方在

哪裡，並且具體說出原因。問卷中還有選擇題也有開放式回答問題，讓學生

能透過選項引導來選出、寫出自己在學習華語課程的過程中遇到的困難。  

全問卷共有 20 個問題，並將 20個問題翻譯成泰文，讓學生回答，學生

作答方式也可用泰文回答，讓學生得以用很輕鬆、不受到語言限制的方式寫

出答案。 

  研究者印製了 100 份的問卷，並透過以上三所公立學校的華語老師代發

問卷，發放對象為學習華語的泰籍學生，可為初學者也可以是學習一年以上

華語的學生。以不記名方式發放，有效問卷的回收僅有 73 份，最後透過問

卷題目，了解學習者學華語的各項學習策略，但針對閱讀部分發現學生學習

的困難之處，研究者將綜合上述的各項困難，於第四章第一節討論。 

二 學生學習成效蒐集 

（一）課室參與觀察法 

  觀察法為直接觀察學習者的學習行為、學習成效、學習態度及學習過程

中的困難等。為取得學生在教室學習中所獲得的成效，本研究採用課室參與

觀察法。本研究教學在暖武里女子中學高一的課室內進行，觀察時間分上下

學期，上學期從 2012年五月至 2012年九月，下學期從 2012年十一月至 2012

年二月止，課程為每週六節課時。 

 研究者在課室內既為教師，又為直接觀察者，且為完全參與者。觀察

學習者在課室內的學習動機、態度、反應能力、學習策略、心理狀態、行為

表現等等。這些觀察結果由研究者在課內觀察後記錄下來，成為研究的第一

手資料。此外，在每次課堂觀察中，學習者並不會感受到被觀察而影響學習

者的行為、反應，因此學習者所表現出來的表現及反應，都是最真實且具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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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度的研究資料。 

（二）問卷調查法 

  研究者在閱讀課程教學完後，會針對全班學生，在漢字閱讀與句子閱讀、

篇章閱讀等，進行問卷調查，此份問卷稱為［期末課程滿意問卷］， 並透

過問卷題目，了解學習者學的漢字學習、句子學習、篇章學習等學習策略，

發放方式採全班發放，全班 12 位學生。問卷內容共 40 個問題，並將 40 個

問題翻譯成泰文，讓學生回答，其問卷內容於附錄二。 

  從學生的問卷回饋中，可知道學生對於課程的安排喜好如何，也可以讓

學生利用問卷反思自己一學期的學習過程及內容，透過問卷讓學生整合，並

在問卷題目的引導之下，更能分析出學生自己對華語閱讀課程的優勢、弱點

在哪，並且也能透過問卷的選項，讓研究者得知其使用的各項學習策略。 

（三）書面材料的內容分析 

研究者蒐集學生的各項書面材料的內容而加以分析，有的是作業，有的

則是考試中的答案，也有課堂的講義、學習單等。根據這些書面材料分析學

生的學習漢字閱讀、句子閱讀、篇章閱讀等的正確點、錯誤點、困難點在哪，

依照正確、錯誤處分析學生對華語閱讀的掌握度為何，有時透過書面材料，

能夠發現學生是集體或個別的錯誤，是相當好的研究材料，最後，研究者再

藉由這些書面材料，加分析學習者對於華語閱讀所採用的學習策略為何。 

（四）學生訪談 

本研究除了以問卷調查方式蒐集資料以外，為了更多方面、更深入了解

學習者想傳達的意見，在學期末的最後一堂課的時候，研究者跟每位學習者

（如表三-3），共 12 人，進行面對面的個別訪談，每人訪談大致約 5～10分

鐘不等，並記錄下來做為研究使用。訪談記錄的方式，是研究者以書寫方式

記錄下來，並且在訪談過後將所有內容加以整理，而再將整理過後具有研究

意義的部分，在後面章節中提起。訪談過程以客觀輕鬆的態度訪談，因為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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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本身就是研究者，所以在訪談之前會先告知學生，訪談內容無關課堂成績，

也無關教師與學生關係，主要就是想讓學生以最真實的感受說出想法。 

訪談內容大致以［期末課程滿意問卷］（於附錄二）的內容再做更深入

的訪談，內容分為三點：一、針對整體華語閱讀課程的滿意度，課程的優缺

點，包括使用教材、學習內容、環境、課時長短、教學法等。二、請學生自

我評估其華語閱讀的能力高低，以及分析自我的原因說出學習生詞、句子、

篇章中哪部分的學習成就最高，以及在老師的教學之下最能夠掌握生詞、句

子、篇章中哪個部分。三、了解學習者的個人學習策略，和其使用的方法，

訪問、觀察他們所使用的華語閱讀中各項的生詞閱讀、句子閱讀、篇章閱讀

的策略和其學習成效的高低，成績是否有明顯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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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問題發現與教學對策調整 

 

  本章節最主要的是「問題發現」和「教學對策調整」，教育本身就需要

不斷地透過改革、創新，發現學習者學習困難的地方，再設計出一套適合他

們的課程設計，然而一份好的課程設計，必須先透過問題發現、需求分析，

多面向分析學習者學習的難點，綜合整理學習者的問題所在，才能正確地對

症下藥，幫助學習者得到更好的學習效果。所以，若是希望能夠改善泰籍學

生的華語文閱讀教學，必須要瞭解華語文閱讀教學現況中所面臨的問題，然

後依這些問題來找尋因應之道。 

  研究者針對幾所泰國公立學校中的高中部「華語課程教學現況」，進行

調查，發現大多數的學校的高中部都設有華語課程，而課程設計安排也都以

零程度開始教起，大部分的學校也都有 Chinese Reading（中文閱讀）的課

程，中文閱讀的重要性可見一斑。 

  然而，根據訪談三位也同樣任教於泰國公立高中一年以上的華語教師的

結果，我們歸納出目前華語文閱讀教學現況中，有一些共同面臨的問題，甚

至將學生透過［華語難度調查表］的問卷中自我分析對學習華語難處，節選

針對閱讀的部分，將其整理而分為兩部分，一、閱讀教學的困境之分析，二、

課程現況缺失之分析。 

 最後，本章節中的第三節則介紹教學調整對策之前期準備教學的課程設

計。 

第一節   泰籍高中生閱讀教學之困境 

一  漢字部分 

研究者跟他校受訪華語教師訪談後整理出，發現泰籍學生學習漢字具有

重重的困難點，因而導致漢字閱讀錯誤率高。研究者訪談過後歸納出以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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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並用研究者本身經驗為例子，其分析如下： 

（一）相似漢字和同音異字易造成混淆 

泰籍學生很容易將漢字整體視為「圖畫」而生硬、強制性地記憶，所以

常看到泰籍學生面對想不起來的字時，用畫畫的手感下筆，尤其是裡內結構

的字更是如此。 

而相似度高的漢字，如：「陪、部；先、失；大、犬、太；貝、見；半、

羊……」等，更是造成學生沉重的負擔，研究者就觀察學生作業及考試卷來

看，學生常犯以下錯誤：「我今天去*很（正確為『銀』）行換錢」（《漢語教

程一上第三課》）、「中午我去食*常（正確為『堂』）吃飯」（《漢語教程一上

第七課》），或是「跟朋友聊天兒或者收*友（正確為『发』）伊妹兒」（《漢語

教程一下第十六課》）等等。 

  再者，受訪教師也說漢字中的「同音字過多」也易造成泰籍學生誤用，

學生往往記住最常見的同音字，而在多處隨意運用，如：shì，「我去辦公*

是（正確為『室』）找老師」（《漢語教程一上第十課》），就是「是」、「室」

混用的例子；又如：「我媽媽在商店*公*做（正確為『工』、『作』）」（《漢語

教程一上第十五課》），這就是 gōng「公」、「工」和 zuò「做」、「作」誤用的

例子。除此之外，休「息」和練「習」、複「習」、預「習」（《漢語教程一下

第十六課》）中的 xí，也常造成學生混用。 

  研究者發現，這些「同音異字」的使用偏誤率，往往在基礎學習者上更

容易發現，隨著中文學時增加，其偏誤率會降低，但仍然無可完全避免，即

使在高級學習者上，偶而還是有會有此偏誤發生。 

（二）缺乏部件和部首的概念 

除了上述的問題外，部件與部首概念對泰籍學生已是十分的陌生，受訪

教師也表示，要讓學生弄懂部件和部首是不同的概念已經很不容易，而其中

許多相同的部首（或部件）卻有著不同的意思，而造成泰籍學生更加的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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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難（难）、對（对）、漢（汉）」，三字皆有「又」做為部件，卻無共同

性，造成學習者學習上的混淆。再看到，「是、音、間」，皆有共同部件「日」；

而「字、學、存」，皆有共同部件「子」，但此兩組字互相之間卻無共同性。 

  部首部分，由於部首分工過於細膩，有時泰籍學生無法掌握其漢字與部

首之間的相關點，如： 

「江、河／漢、沒」，前者的「江、河」可說是和「水」有明顯的相關

性，但後者的「漢、沒」由於文字隨世代變化，引申義已取代本義，如：「漢」

字的本義為是一條河川名（長江最大之流──漢水，又名漢江），但現今「漢」

字卻用來表達「漢族」之義，如：「漢語、漢人、漢文化」，使學生自然而然

將「漢」聯想成「中國」之意思。於是對泰籍學生而言，「漢」字根本已無

從和「水」相關點做連結。又如同：「沒」這個字，「沒」字的本義為 mò，

乃是指被水淹沒之意，但後來則引申為「沒」méi，表示「沒有、不具有、

不存在」及「動作和狀態的否定」，然而一直到現在「沒 méi」的廣泛使用

程度也已經遠遠大於本義「沒 mò」了。 

除此之外，研究者和訪談教師們也討論後認為，有些部首的部分功能接

近，易於使泰籍學生混淆，如常用部首中的：「口、言（讠）」。仔細來說，「吃、

喝、唱、問、哪」都從口部，表示發生動作的部位與口腔部位有關，然而「語、

誰、說、訴」也都間接或直接與口腔部位有關，例如：當詢問地方時使用「哪」

（從口部），詢問的對象為人則使用「誰」（從言部），對於此，泰籍學生就

會好奇為什麼後者不從口部，而若要進一步細說兩類的不同，又只會讓教學

變得更加複雜。 

（三）對象形文字形象具體化的認知不同 

  根據馬寧寧（2014）〈初級階段泰國學生漢字書寫偏誤個案研究〉，泰國

人在學習漢字時候，對表意的漢字表現極為陌生，他們很難從所看到的漢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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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形本身去理解該字所負載的意義。馬寧寧（2014）對自己學生詢問後的調

查結果顯示：81%的學生認為漢字是一種完全陌生的文字，很難掌握，並對

漢字產生畏懼感。 

  此外，研究者在泰國教授多年華語後發現，即使是漢字中的象形字，由

圖像演變而成的漢字，也會因泰籍人士和中國人對物品形象具體化的詮釋不

同，而導致對漢字中的象形文字理解有所差異，如：漢字中的「田」字，由

於古老中國（夏、商、周）時田地為井田制度，所以中國人的認知，一塊方

地切成四半為「田」地，中間為田埂，然而泰國並沒有這樣的歷史背景，於

是泰國人和中國人對於「田」字的形象理解不同，在教到「田」字並解釋意

思時，往往讓學生感到好笑；又如常用字「日、月」，泰籍學生對太陽和月

亮的理解不太相同，他們常常對於太陽中和月亮中存在的一點感到不解。 

即使是生活經驗中必見到的「山、水」，泰籍學生的對山與水的形象理

解也與中國人不大相同，研究者曾經讓泰籍學生畫出其心中理解山的樣貌，

每位學生所畫出的山都是饅頭山，一座高大的山，但就單單一座僅此，不像

中國人心中的山大多是高而挺拔的群山，以至於古人在造「山」字時，是將

三座群山具體形象化而造就成今日漢字的「山」字，而跟泰國人心中的山是

相去甚遠的。 

於是由此可知，所受環境知識背景不同，其對事物的連想也就有所不同，

相對地，對於象形文字的具體化也亦如此。 

（四）小結 

綜合來說，基於以上各個原因，漢字的相關學習就成了泰籍學生學習華

語的最大困難點，因為漢字是閱讀課程的第一步，所以漢字難學的問題就大

大影響了泰籍學生閱讀華語教材的的問題。 

二  閱讀句子、短文和篇章部分 

 上述說到泰籍學生對於漢字學習的困難點，第二部分乃要進一步地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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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籍學生對閱讀華語句子、短文和篇章部分的問題。研究者與其他華語老師

訪談後的分析如下： 

（一）句子中的斷句問題 

  初級泰籍學生在學習華語的過程中，對於漢字詞彙是由「單字」組成、

「雙字」組成或者「三字」組成而感到困惑，所以透過前期許多作業、練習

卷上看出，當給學生一個完整的句子，而再讓學生拆成為許多「詞彙」時，

學生進行的速度總是十分緩慢，充滿了許多的不確定感。很多時候，他們太

過小心，而將詞彙全都拆成一個字、一個字的樣式，教師 T2 表示，從進行

拼音打字練習時也可以看出，大多數的學生們趨向於一字、一字的選擇，如：

打「咖啡」時，若直接打「ka fei」，電腦則會自動選出「咖啡」二字，這時

候就只要按確認鍵就行了，但學生往往先打「咖」字，然後再打「啡」字。

而逐個單字、單字打的過程中，還需要花很多的時間在選出每一個正確的字

上，這是因為泰籍華語初學者不太會使用詞彙概念的結果，導致總是需要用

雙倍的時間才能打出老師所需要的詞彙。由此可知，初級的泰籍學習者較缺

少詞彙的概念，喜歡以單一字、單一字為主。  

  然而也有另一部份的學生則因華語詞彙絕大多數都是「雙字」組成的觀

念，在做拆詞彙時，刻意將句子拆成「雙字」，如：「明天下午我和同學去天

安門廣場」，而成為*「明天／下午／我和／同學／去天／安門／廣場／」；

又「你們現在在做什麼？」而成為*「你們／現在／在做／什麼？」其中「去

天」、「安門」和「在做」就可發現這樣的偏誤。 

  這樣的錯誤習慣會造成初級華語程度的泰籍學生在閱讀句子或短文時，

無法用正確的詞彙觀念來進行閱讀，而大多數是使用「單一字、單一字」或

是「雙字、雙字」的概念來進行閱讀，而被侷限在詞彙裡，無法廣泛地去看

句子的意思，最終思想也被卡在句子，甚至詞彙裡，而加深了對閱讀困難的

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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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短文、篇章的問題 

 在第二章文獻探討時曾提及到漢泰語言之差異，裡面也提及到由於華語

和泰語都屬於藏泰語族中的「漢泰語族」，因此泰語與華語兩者語言相似，

基本語序相同都是「主語─謂語─賓語（S－V－O）」結構，也因此泰籍學生

在閱讀華語文短文和篇章時，句型和語法並不會受到很大的影響，在整篇的

閱讀測驗時，影響學生最大的還是在於生詞部分。句子中唯一較明顯受到影

響的則是「修飾語」的位子，華語的修飾語在前，如：「紅色的筆、老師的

朋友」，「紅色」為修飾「筆」用，「老師的」為修飾「朋友」所用，而泰語

的修飾語則是在後面，於是在泰語中表達紅色的筆則為「筆紅色（pakka si 

daeng）」、老師的朋友則為「朋友的老師（phen khong khru）」。修飾語置前

後的差異，乃造成泰籍學生在做閱讀句子或篇章時，一個不小心，用閱讀泰

語的習慣閱讀華語，則就造成閱讀偏誤，尤其在兩者都為名詞時，如「老師

的朋友」就比「我的車」更容易造成學生的偏誤率，因為學生能從「我的車」

的句子中瞬間辦斷出「車的我」是錯誤的句子，但若兩者詞性接近時，學生

則不好判斷，於是閱讀的錯誤便會提高。 

 此外，從許多書面資料分析發現，泰籍學生在閱讀華語文文章時，十分

倚重「標點符號」，同樣的短文文章中，若沒有標點符號，就會造成學生視

覺閱讀上的困難，但若標上了標點符號，學生則能透過標點符號來劃分句子

的長短，所以從此也可得知，從短文、篇章上來說，泰籍學生閱讀華語文的

困難點和標點符號也息息相關。 

三  泰籍學生個性與習性的影響 

  性格問題也是影響學習的一個主要因素，整體來說，在 15、16 歲的年

紀，大部分的學生個性較急躁，再加上現代社會語音感官、媒體聲色刺激太

多，對於書面上的東西、篇幅較長的文章缺乏耐性，常常遇到看不懂的字就

自動放棄，無法靜下心來找出答案。此外，人們常用「ใจเยน็ （ๆJai Yen Yen）

來形容泰國人的個性，中文的意思就是「慢慢來、不急」等，從此也可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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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國民族性較為放鬆，泰國學生對學習課堂上新事物、新知識的積極性較低；

泰國民族性也普遍樂觀，大多數的學生對於讀不懂的漢字、不會做的題目也

較不以為意，認為終究會有畢業的一天。 

  再來，就個別來說，研究者在泰國任教多年觀察後發現，每位泰籍學生

在初三升高一時，都要面臨選組問題，得選擇數理組或是文組，普遍泰籍學

生會因為數理成績不好，且認為文科、語言學科比數理學科來得簡單，於是

最後選擇高中文科組就讀，而此時若學校開設的第二語言課有限，就會造成

這些學生並非自願性選擇華語科目，而是不得已、甚至感覺自己是被迫的，

而所以這部分學生從頭到尾也就對華語不感興趣，學習動機低，間接影響到

的學習成效自然也較低。再加上泰國公立高中沒有留級制度，以至於華語不

好的學生，並沒有危機意識，有些學生甚至是以完全不在乎的態度面對。 

  學校方面，研究者觀察並訪談了一些華語教師後發現的普遍現象，泰國

公立學校為了能讓自校的學生順利申請上好的大學，為校爭光，所以常常會

要求任教老師儘量給學生高一點的成績，而不在乎學生真實的程度如何，像

研究者所任教的學校，基本上就希望學生皆能得到 3（70 分）以上，如此賞

賜甜頭給學生，以至於部分學生對於華語課程，尤其是較為沉悶的閱讀課程

或是寫作課程時，學生的的學習態度就更加消極，因為學生知道，即使不認

真讀書一樣可以獲得基本的分數。 

四 現行教師的專業素質問題 

  泰國公立學校的華語教師分為「泰籍華語教師」與「以中文為母語的外

籍教師（可為台灣籍、中國籍或馬來西亞籍等）」。後者來源基本上分為三種，

一、各校自行應聘的華語教師，二、學校向中國漢辦（全名：中國國家漢語

國際推廣領導小組辦公室）申請來的華語志願者教師，三、學校和泰國大學、

地方政府合作派遣的華語教師。目前幾乎各所公立高中基本都用此三種方式

招聘外籍華語教師，但各校三種教師的比例不一。以下分別說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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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各校自行應聘的華語教師 

  各校自行應聘的華語教師大多沒有統一固定的規範，全看各個學校自行

的要求，各校對華語教師的條件不一，有些學校需中文或教育相關學習畢業，

有些學校則不要求，還有部分學校有外語能力、面試、試教等的要求，但也

有學校不要求的。 

  也因此各校的華語教師素質不同，有學生曾向研究者表示其所讀的學校

中的華語教師都是老一輩的華人，能說中文，但許多語法、句子對照課本卻

是錯誤的。而研究者和訪談教師們問起學校自行應聘的華語教師時，他們也

表示有些華語教師並非相關科系畢業。 

（二）漢辦志願者教師 

  根據中國漢辦網站資料顯示，中國漢辦在 2003 年派遣了首批志願者到

泰國，至今已 12 年。最早開始時，漢辦志願者派遣的華語教師素質不一，

可見到電腦系、物理系、歷史系等非對外漢語、中文、教育系畢業的學生，

或尚未畢業的研究生來授課，不過當時多半以學士畢業為主，只受過數次培

訓之後就送來泰國教華語，造成當時許多教師對於華語教學的專業認知極低。

近幾年來，參與漢辦外派志願者的人數增加，漢辦規定的條件也提高了不少，

現在漢辦志願者主要所學專業必為對外漢語、漢語言文學、外語、教育學、

歷史、哲學等，而外派對象也從在職教師、在學研究生、本科以上應屆畢業

生中招募選拔，可見漢辦志願者派遣越來越有制度。 

  然而，根據學生的問卷中可得知，許多學生對於漢辦志願者教師的教學

品質不甚滿意，與期待不符，最主要的原因是教師剛到泰國而造成的語言溝

通不良，沒有良好的教室管理，中泰觀念不同所影響的教學方式，教師待的

時間太短，教師一年更換一次的頻率太高，適應不良等等。 

（三）學校和泰國大學、地方政府合作派遣的華語教師 

  此項目派遣的華語教師跟上述漢辦派遣的教師最大不同在於，此項目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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遣的教師全是在泰國讀書，且泰語程度已達到能聽、能說、能讀、能寫的人。

在研究者所研究的 Nothaburi（暖武里府）中，有兩間泰國大學做為派遣學

校，一為 Chulalongkorn University（朱拉隆功大學），一為 Ramkhamhaeng 

University（藍康恆大學）。兩校和當地暖武里政府合作，以專案方式派遣華

語教師到各校，該大學負責招聘教師、發薪、管理等，而招聘對象皆以在泰

國大學畢業、或正在就讀研究所的華語為母語人士為主。此項目最主要的就

是要彌補漢辦志願者不會說泰語的問題，所以這些仲介老師的泰語基本上都

達到能聽、能說、能讀、能寫的水準。 

  當然，解決了與學生溝通的問題，相對地，這項目派遣出來的華語教師

面臨最普遍的問題，就來自於學、經歷上的不足，他們有泰語系、企管系、

經濟系畢業等等，但就是沒有對外漢語系、中文系畢業的，所以他們對教學、

教法、教材等幾乎是一竅不通，再加上大多為應屆畢業生，所以也沒有實際

的教學經驗。 

（四）小結 

  不論是泰籍華語教師或是外籍華語教師，在師資上、教學經驗上都有部

分的瑕疵，以至於很多泰籍學生在學習華語上的成就不高，研究者想藉由閱

讀課程的設計，來提供並幫助這些華語教師，讓教師們能夠參考此課程來安

排出更適合泰籍初學者學華語的教學。 

第二節  華語閱讀課程現狀分析 

  泰國教育部規定，小學升中學，中學升大學，泰文和英文是必考科目，

起初華語不必考，一直到 1998 年後泰國教育部才可規定選華語為考試科目

（陳記運，2006）。基於上述原因，很多華語課程和教科書大多由學校或者

教師自己做主，以研究者的研究學校──暖武里女子中學（Satrinonthaburi 

School）為例，學校課程設計以北京語言大學出版的《漢語教程一上、一下、

二上、二下》為高年級學生（M4～M6學生，等同於台灣學制的高一～高三）

主要的教科書，其次搭配教師自編教材或漢辦與泰國基教委所編的《體驗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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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等。而《漢語教程》的內容背景大多以在中國的留學的留學生的生活為

主，第九課就教授到如何換錢，甚至天安門、北京語言大學等地，對在泰國

學習的本地學生感覺比較遙遠，而內容方面也大多強調語法結構，課文架構

大部分也以對話呈現，對於學生的閱讀能力幫助不大，一直到十四課後才有

配套的閱讀練習，但篇幅也都不大，主要也以課文內容改寫為主，對真正的

生活上的閱讀幫助不大。 

  最重要的是，影響高中學生學習華語的動機大多數以參加高等入學考試

華語科目為主，也就是「PAT」的華語科目考試，而此考試的閱讀題目非常

多，試題內容也相當古板且難，大多數的閱讀內容符合大陸國內所需，卻不

適合泰籍學生。如 2000 年的考試題目： 

「吃小灶」的意思是： 

1. 吃小灶燒出來的食品    

2. 吃許多營養品 

3. 特殊照顧補習功課 

4. 補習各種文化知識。 

此答案為「4. 補習各種文化知識」，這種考試不僅考閱讀能力，還考對

中國現狀需知，但大多知識並無法從現階段學校教程中獲得，我們雖要督促

泰國教育部檢討泰國 PAT考試的題型，但現階段我們仍沒辦法改變此現狀，

於是我們只好從高一基礎課程上，開始加強學生的閱讀能力，使學生能掌握

漢字閱讀技巧，循序漸進式地增加閱讀理解能力，以至於到了高三時能夠輕

易地掌握各項閱讀類型考試。 

所以這裡也呼應了第二章文獻探討眾多學者的觀點，再加強第二語言閱

讀技巧的同時，也必須要教授該語言的文化知識、生活常識，才能提高學生

的做閱讀時的判斷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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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前期準備教學的課程設計  

 本節所要介紹的是「教學調整對策之前期準備教學」，為了針對問題的

發現，及進一步提升學習的效果，在學習實施之前，教師和學生需要做好充

分的前期準備，本研究的前期準備教學最主要的就是在學生進入研究前，先

學一些與閱讀基本的相關內容，以幫助學生後期能夠更加快速的進入研究者

設計的課程裡。 

一 前期準備教學時程與對象 

本研究中的前期準備教學時程為 2012 學年度的上學期，也就是 2012 年

五月～九月進行，共兩週左右，大約 12～15 個小時的教學時數。由於學生

剛進入高中部學習，大多尚未接受過正式的華語教學課程，所以在上學期的

前三週（約 18小時的教學時數）須先教授拼音，包括拼音字母、拼音系統、

規則等。等到學生對拼音系統有個大概時，再進入此「前期準備教學」，此

前期準備教學主要也是較針對華語文「閱讀」方面所做的課程安排。前期準

備教學的內容則於下面第四節中細談。 

而此前期準備教學教授對象和研究對象相同，為暖武里女子中學

（Satrinathburi School）選修華語為副科的高中一年級 12 位學習者，其學生

資料已列於表三-3。 

二 前期準備教學的重要性 

研究者 2009 年進入暖武里女子中學教授華語課程起至 2014 年，每學年

度都被安排教授高一的華語課程，對高一學習者所面對的華語學習問題與障

礙皆有一定的瞭解，再加上與其他華語教師交流過後有共通的發現，基本上，

絕大多數的學習者在第一學期的學期表現皆較平均，仍未具有明顯的差異，

但到了第二學期以後，往往就會產生明顯的差異性。有的學習者可以學得很

好，有些學習者卻吸收不良，造成學習障礙。此兩者的學習差異更是影響了

學習者對華語學習的興趣，學習成就低的學生，一旦缺乏了學習的興趣，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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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使學習者對學習華語感到痛苦。但是，根據學校課程大綱規定，選修華語

為副科的學生，又必須學華語至高中三年級畢業，於是學習成就低、具有學

習障礙的學習者，就會進入一種學習上的惡性循環。 

然而，其中導致學習者中所產生的學習差異，最大因素來自於「漢字的

掌握」及「漢字閱讀能力」。很多時候，相同的華語題目，用口語測驗學生

回答正確無誤，但一旦用漢字變成文字敘述，很多學生就回答不出來了，所

以在此證明漢字閱讀能力和辨識能力，是影響學習者學習成果高低的一個關

鍵點。 

而研究者又更加認為「前期準備教學」是針對學習者進入漢字世界的第

一步，極為重要，為了培養學習者對漢字的「字感」，使學習者在正式進入

研究課時之前，已經具有基本的漢字架構原理，研究者提出了以下五點前期

準備教學的內容。 

三 前期準備教學的內容 

研究者針對泰籍學生的需求進行了分析後，為使教學之課程設計順利進

行，研究者以幫助學習者更容易學習漢字及漢字閱讀能力，特地針對以下五

點重點進行前期準備教學，本階段教學點在：漢字結構認識、漢字基本筆畫

（筆形）介紹、筆順、漢字的部首和部件學習、介紹漢字造字原則。 

（一）漢字結構認識 

如：獨體字、左右對稱字、上下合體字等、內外包體字等。先讓學生認

識漢字為「方塊文字」，然後提供 19 種漢字結構。 

1. 第一類漢字結構為「獨體字」，像是：人、山、日、中； 

2. 第二大類為「從外至內」的結構，如：回、因、國（国）或周、同（向

下開放）或區（区）、巨、臣（向右開放），這大類的漢字的結構需先完成外

部再進行內部。 

3. 第三大類為「左右結構」，如：行、好、紅（左右對稱）；或者，謝（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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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哪（左中右）；或者，沒（没）、佳、得（左、右上、右下）；又或者別、

封、部（左上、左下、右）等，這類左右類結構的漢字需先完成左側再完成

右側，若左側右側再分上下部分，則先完成上方部分後再完成下方部分。 

4. 第四大類為「上下結構」，如：要、星、者（上下均分）；或者，等、

受（上中下）；或者，筠、莉、宛（上、左下、右下）；又或者，楚、想、堡

（左上、右上、下），這類上下結構的漢字需先完成上方部分再完成下方的

部分，若此結構中又有左右部分，則先完成左部後再進行右部。 

（二）漢字基本筆畫（筆形）介紹 

先讓學習者認識六種基本筆畫，如：橫、豎、撇、點、捺、提，並一一

舉例，並讓學生多加練習，再來，讓學習者學習複合筆畫，如：橫折撇、橫

折折撇、豎折折撇、撇點、橫鈎、豎鈎等，也是舉例讓學生練習，並告訴學

生其中細微的差異處。 

（三）筆順教學 

設計泰語的筆順口訣（於附錄四）讓學生容易記住，筆順口訣有七項： 

1. 先橫後豎（如：十）； 

2. 從左到右（如：人）； 

3. 從上往下（如：三）； 

4. 先左側後右側（如：做）； 

5. 從外到內（如：月）； 

6. 先裡邊再封口（如：日）； 

7. 先中間再兩側（如：小）。 

讓學生依照順序熟記筆順口訣之後再舉例練習，反覆練習，再依次例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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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簡單的新字，如：大、生、上、林，請學生依照筆順口訣試寫練習新字，

然後，再進一步的給較難的生字，如：老師自身的名字——彭馨筠，或課本

中較後面的生詞，如：經、會、別、買等，並且觀察學生是否有正確掌握筆

順技巧。 

（四）漢字的部首和部件學習 

首先，先利用基本生詞「嗎、媽」和「他、她」教授部首「女」的概念，

再舉「媽媽、妹妹、姐姐」為例，讓學生認識「部首」，「部首」大多用來表

意，是漢字中的一個重要概念。緊接著再利用「你、他」教授部首「人」的

概念，利用「嗎、吃、喝」，教授部首「口」，再利用「酒、湯、河」來教授

部首「水」的概念。 

  部件教學的部分，則利用「按偏旁歸類」、「找出相同部分」、「組字和分

解字」等練習，讓學生掌握部件的概念。 

  1. 按偏旁歸類：銀、行、錢、給、紅、往、組，找出相同偏旁的部分。 

  2. 找出相同部分：少、你、小＝小，字、好、學、存＝子 

  3. 組字和分解字：職＝耳＋只，知＝矢＋口（組字）； 

          扌＋戈＝找，扌＋妾＝接（分解） 

（五）介紹漢字造字原則 

中國漢字博大精深，具有千年悠久的歷史，一般廣為人知的漢字造字法

稱為「六書」，乃是指象形、指事、會意、形聲、假借、轉注。 

  1. 象形：象形就是指根據造字者所看到的實體，具體地描寫出來，最

後再形成漢字，如：日、月、山、木等。教授時先教授泰籍學生象形字的概

念，然後舉例將實體畫出，日（太陽的形象）、月（上弦月的形象）、山（三

座山峰成群的形象）等，然後再逐步線條化，讓學生觀察其象形字演變的過

程，演變過程不宜過快，須一步一步叮嚀學生注視，不然容易讓學生摸不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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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物形體和後來漢字的相連性。 

  2. 指事：指事最主要的定義便是，用符號表示抽象事物。最好的例子

則是：上、下。「上」字中的橫線為一基準線，在其橫線上方的點，乃稱之

為上；反之，「下」也是如此，橫線為一基準線，在其橫線下方的點，乃為

下。教授泰籍學生時，先將基準線以橫線畫出，再用點指出要表達的抽象意

思，再將橫線上方之點，與橫線拉起，而呈現出上字；反之，先用橫線為一

基準點，再用點點在橫線下方，再讓學生自己連結形成下字，結束上字和下

字的演變形成過程後，再告知學生指事字的理論和概念。 

  3. 會意：會意字大多由兩個或者多個獨體字合成，所組成的字形和字

義合併起來而成一個新的表意文字。如：休，其意為休息，由人和木組合而

成，表示人在樹木旁側休息。 

  4. 形聲：形聲字佔漢字造字中的百分之八十以上，根據研究者多年教

學後的教學觀察得知，很多母語為拼音文字的學生對於漢字無法觀其外形而

知其發音感到困擾。而泰國語言也是屬於拼音文字系統的其中一種，所以對

於泰籍學生而言，他們也習慣於依賴其所見文字而發音，不知所見其漢字如

何發音，這也是泰籍學生學習華語的困難點之一。 

  於是，研究者在教授形聲字概念的時候，會強調漢字造字原則有半數以

上為形聲字，便是可以觀字而發音的，這樣可引起泰籍學生強烈的好奇心，

然後舉例說明，如，巴（發 ba 音），進而觀察「爸」字，因有巴部，所以「爸」

也發 ba 音；再舉例子二說明：馬（發 ma 音），進而觀察「嗎」和「媽」字

也皆發 ma 音，多舉諸如此類的例子說明，然後由此說明形聲字可觀形發聲

的造字規則。當然，介紹形聲字時，也順帶介紹形聲字的結構分析，形聲字

大多一邊為聲符，而另一邊為意符，聲符用來表音，意符用來表意，如：爸，

「父」為意符表意，「巴」則為音符表音；又如：媽，「女」為意符表意，「馬」

則表音符表「馬」音。 

  這種形聲字結構的概念大多對於泰籍學生而言仍過於抽象、模糊，但是

讓泰籍學生有個大致上的理解和概念，研究者認為已足夠了。此外，許多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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籍生對漢字都有錯誤的印象，認為漢字全然都是用圖象轉化而來的，但事實

上並非如此，其實象形字只佔漢字總數的 2%，就比例上說是非常少的，畢

竟有形體的東西有限，無形體的東西較多，像是表達情感方面的開心、痛苦、

悲傷或是抽象的物體，如：冷、熱、空氣等都無法用單一的圖像表現出來，

因此才需要再透過會意字、指事字來表達，也因此用六書的介紹來順便教導

一些觀念。 

  最後，六書中還有兩類為「假借」與「轉注」，研究者認為此兩者對泰

籍學生，尤其是華語初學者而言過難，不易理解，於是研究者不教授「假借」

與「轉注」此兩類造字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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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課程設計與教學實踐 

   

  前數章已按照教學發展的順序，討論有關閱讀教學的文獻、策略、研究

方法，並且經過了需求分析、前期準備教學等，本章節則要進入實際教學階

段，本研究是研究者經由系統化的規劃進行的閱讀課程，是針對泰籍初級華

語程度的學生所設計的，為期 18 週，本章將逐一介紹此教學實驗的課程大

綱設定、研究對象、研究時程、課程大綱、實施記錄、成效分析等。 

第一節 教學設定與課程大綱 

一 課程設計之原則 

  關於教學設計的過程，張祖忻等人（1995）都認為目前有許多不同類型

的理論模式，但基本上各種的理論模式都包括「四個最基本的要素」，那就

是：分析教學對象、訂定教學目標、選用教學方法、實施教學評量。研究者

則根據此四個要素，透過訪談華語教師，觀察學生所需，再加上教學經驗，

做為教學設計的參考。以下分別說明之。 

（一）分析教學對象 

  本研究的教學對象為泰籍公立高中一年級的學生，其華語程度都只有初

級程度，在家都不使用華語溝通。本研究的暖武里女子中學是公立學校中數

一數二的名校，且研究者在的部門是 EP（English Program）部門，EP部門

有別於一般課程部門的地方在於，EP 部門除了泰語課以外，其他科目全程

以英語授課，包括數學、歷史、科學、社會等科目，所以 EP 部門在做入學

招生時，學生們須接受英語能力考試，且要通過考試、具備某種程度的英語

能力才能就讀 EP 部門，所以整體而言，EP 部門的學生都具有一定程度的

英語能力。 

雖然並非英語好、華語就一定好，但是根據 Chamot & Kupper（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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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en & Oxford（1995）、O’ Malley & Chamot（1990）等多位學者研究指出，

良好的學習者傾向於使用較多的策略，並知道如何有效地使用策略，在使用

上也較其他學習者更為合適，並且能夠結合有效的策略，以達到語言工作上

的需求。所以研究者認為，本研究的教學對象已經具備運用數種策略技巧的

能力，且優於一般學習者，並能夠合宜地運用學習策略，十分利於在本行動

研究上的實際教學。 

很多學者、教師認為一套好的課程，是能夠同時用來教授程度不同和多

元背景的學生，此外良好的策略教學，也認為不應該設限課程授課對象，甚

至最好能做到一個班級有著各種不同背景的學生。而針對同一種族群的研究，

也有其優點，好處就是因研究對象的環境背景相近、個性態度相似，以至於

研究結果的正確率較高。 

（二）訂定教學目標 

  教師在課堂上講授的時間有限，所傳授的知識也有限，但學生對知識的

追求卻是無限的，一位好的老師最主要的是培養學生獨立學習的精神，以期

許學生在課堂外仍可自學，而華語閱讀教學最主要的目標就是培養學生具有

「良好的華語閱讀能力」，並能夠使用良好的閱讀策略，尤其是華語初級的

學生，一開始幫學生奠定了華語閱讀的基礎，並給了他們足夠的能力，相信

這樣就可使學生對於廣闊無邊的華語世界，有足夠的信心繼續走下去。 

  本研究最大的宗旨在探討泰籍學生在接受華語閱讀策略教學課程後，是

否能對華語閱讀各層面造成影響，而更能從漢字、生詞、句子、篇章得到閱

讀的技巧。本研究雖然只研究泰籍學習者，但相信能夠透過泰籍學生的模式

來觀察其他國家的外籍生學習閱讀課程的狀況，進而提供眾華語教師一個不

同教學方式的參考。 

（三）選用教學方法 

  為了引起學生學習的興趣與動機，本課程的設計的學習目標乃是能藉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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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的訓練之後，具備獨立閱讀華語文章的能力。現今普遍用在第二語言的

教學法有：文法翻譯法、視聽教學法、直接教學法、自然教學法、情景教學

法、團體教學法和整體行動反應法等。一般對「閱讀」課程的教學法大多採

用的是「文法翻譯法」，因為在閱讀教學中，都是以傳統的方式鼓勵「多讀」，

遇到看不懂的字句則是用查字典來取得意思，根據葉德明（1999）指出的華

語文教材、教學法、教學目標三項指導原則，文法翻譯法的教學目標乃是「為

了將來可以欣賞外文文學作品而做準備，並教授語法、翻譯，閱讀了解外語

和母語的異同。」此目標正好也與本課程研究目標相同，所以本研究的課程

也採用文法翻譯法。 

  然而，若課程中只使用一種教學法，也會容易造成學生失去學習的興趣，

於是教師也選擇「策略教學法」來做搭配。根據呂佩君（2007）的整理歸納，

策略教學不同於傳統教學，它不是按照既定的教材內容，將知識、技能直接

灌入學生的腦中，而是教師必須先察覺學生的障礙與需求，再針對其學習難

點進行協助，不管是直接教學或是間接引導都行，教師並不需要侷限在某種

教學取向，既不偏廢技巧或是策略學習，也沒有忽略閱讀意義和真實性的重

要。 

  於是，為了更加有效的使用策略教學法，研究者選擇用「整合策略教學」

和「直接策略教學」。「整合策略教學」，顧名思義就是將策略教學「融入」

正式課程中。因為在教學時，若能將策略與課文內容整合起來教授較為有效

且實際。專家 Chamot & O’Malley（1987）和 Wenden（1987）也認為將學

習策略融入課程中，能給學生當場練習的機會，並可以將所學的策略立即使

用在學習任務上，經過多次練習下來，當學生之後再遇到類似於學習任務時，

就能知道如何應用策略，相對的也就可以獲得較好的學習成效。另外，「直

接策略教學」的意思，就是教師在進行策略教學時，直接且明確地點出學習

目標與方式，立即告知學生策略訓練的價值、目的及進行方式，並給予相關

資料。採取「直接策略教學」這樣的方式，也較能讓學生真正懂得「策略」

的意思，是帶著比較清楚的目的性在學的，有助於學生在之後的學習路上能

夠知道如何運用。 

 



針對泰國高中一年級華語閱讀課程之行動研究 
 

60 

     

（四）實施教學評量 

  一個完整的教學是不能缺少評量的，因為評量對學習來說，是讓教師和

學生更能檢視自己在課程上的收穫多少，所以一個完整的課程設計勢必也要

包含評量。一般評量分為三類，分別為：「診斷性評量」、「形成性評量」和

「總結性評量」。主要的不同在於其目的性不同，「診斷性評量」在「教學前」

進行，主要是透過紙筆測驗、書面報告、作業、教師觀察等來評估出學生的

需要，找出學生已知道部分有多少，才能針對需求做課程計。「形成性評量」

則是在「教學中」進行，也是透過紙筆測驗、書面報告、作業、教師觀察等

得到立即的回饋，以用來引導學生完成任務和讓教師們針對問題與需求再做

課程調整的安排。最後一個「總結性評量」則是在「教學後」進行，目的是

用來評等級、評估學生的成果等，以準備下次教學。 

  本課程則皆包含以上三種評量，剛開始先透過之前學生的學習困難點、

作業、考試卷、教師觀察等找出學生的問題所在，而在課堂進行中，以學生

的相互討論、教師引導的模式進行，使研究者可提供立即的回饋，並且課程

結束後，配合學校考試週的安排，研究者也會再次測試學生對於閱讀文章的

理解程度。至於評量內容也是多元的，不同的測驗和非測驗的資料都可放置

檔案來做為評量，基本上檔案評量可分為二，一是學生展現成果相關的作品，

像是作業、寫短文等，二是和展現成果相關的行為，如閱讀技巧等。 

  所以，檔案評量的內容可包括：紙筆測驗結果、訪談記錄、學生學習反

思記錄、口頭報告、有系統的觀察學習單、作業、教師教學札記……等等。

本課程的目的乃是提升泰籍學生華語閱讀的能力，故本課程的評量多採用檔

案評量，以課堂觀察的方式、與學生互動的方式及透過學習單、紙筆測驗的

方式來評量。 

二  教學對象 

研究者所研究的對象是第三章所介紹過的暖武里女子中學 EP 部門，且

選修華語課為第二語言課程的高中一年級的學生12位。據教師詢問後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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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在進入高中之前，大多尚未接受過較有系統的華語教學課程，若部份學

習過華語的學生，其學習華語的時數總數也不超過 150個小時，並且課程大

多為口語教學，主要以溝通和遊戲為主。而由於這些研究對象大部分尚未有

系統地學習過華語，於是研究者在進入閱讀教學研究以前，先教授拼音，及

教授基礎華語課程，使他們的華語能力至大約可認得約 500～700 左右個的

生詞、懂得基礎漢字、基本語法規則等，使其研究者到達「基礎華語學習者」

的程度。 

三 教學時程 

泰國公立中學每學期年度分上、下兩個學期，每個學期上課週數約 16

到 18 週不等，上學期的學期年度約在五月到九月，下學期為十月底到隔年

二、三月。本研究將以 2012 年下學期（2012 年 10 月至 2013 年 2 月）為研

究時程。 

由於這些泰籍學習者在華語能力方面屬於初學者，甚至有些學生為零基

礎者，於是需先接受約一學期（上學期）的基礎華語課程，使學習者具有聽、

說、讀、寫四方面的基礎華語能力，如：拼音能力、基礎的閱讀及書寫漢字

能力、華語基礎對話能力、華語基礎語法和認識基礎生詞約 500～700 字的

能力等。經過 16 到 18 週（2012 年上學期）的基礎華語課程過後，就開始

進入研究階段。 

學習者一週有六節課的課時，一個學期共 18到 20 週，總學習時數約為

108到 120 小時左右，而研究者將利用其中的 40 至 45個小時（約佔總數的

三分之一的課時）也就是根據學校課程安排為「Chinese Reading 中文閱讀」

的課程來做閱讀課程研究分析。 

四 教學課程大綱 

  根據研究學校的學校課程大綱制定，高一下學期的學生應選修 Chinese 

2（中文二）兩學分，每週四節課時（每節課時 50 分鐘）和 Chinese Reading

（中文閱讀）一學分，每週兩節課時，兩科加起來共計三個學分，一週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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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課時。由於 Chinese 2（中文二）在學校課程大綱制定中算是「主要的基

礎華語課程」，而 Chinese Reading（中文閱讀）則算是「補充課程」，所以

研究者在設計閱讀的教學課程大綱時，以配合主課程 Chinese 2 （中文二）

來設計，配搭主課程的方式做閱讀練習，這樣才能讓閱讀課程和主要課程

相輔相成，學習效果也應能因此加倍。 

  本研究的閱讀教學設計主要以四個步驟進行： 

（一）小範圍的閱讀教學練習 

  包括學生能以所認識閱讀文章中的「文字、生詞（詞彙）」之意，也因

此研究者訓練學生藉由「部首、部件、偏旁」等，來幫助學生面對不熟悉的

字、詞時，能透過部首、部件來了解、猜測其意思。 

（二）中範圍的閱讀教學練習 

  學生能夠理解「句子」、「斷句」、「句子和句子」之間的關係，並且能夠

經由訓練使學生能夠快速了解句子中最主要傳達的中心語，和透過句子中詞

彙，句子前後的關係猜測出句子的意思。 

（三）大範圍的閱讀教學練習 

  透過前兩者的練習，進而了解「整篇文章」的內容、中心主旨、大綱等，

和透過關鍵詞彙、重要句子來幫助學生理解、正確的猜測中短文及篇章重

點。 

（四）有效的閱讀策略 

  最後，利用閱讀訓練，及閱讀策略的教授，使學生發展出有效的閱讀策

略，幫助學生在做簡單的華語閱讀時，能使用其閱讀策略增加其閱讀速度及

準確度。 

透過以上四的步驟，由小範圍的「漢字」進入中範圍的「句子」，再進

入大範圍「篇章」和最後的學習「有效的閱讀策略」。下表五-1為研究者列

出的課程大綱。研究者的大綱設計主要以一週一課設計，教學內容也以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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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教學循序漸進至中範圍教學、大範圍教學、及閱讀策略教學。 

表五-1課程大綱 

週次 日期 閱讀課程

教材 

教學內容 Chinese 2 的課

程內容 

第一週 

2012 

10/29~11/02 

第一課 說明本學期教學目標，介紹課程內

容。 

1 小範圍：六書、筆順、筆畫、部

首、部件等基本知識介紹、複習。 

2 小範圍：部首介紹（女／人／手

／水／木／口） 

3 小範圍：部件練習，找出部件， 

4 教授漢字組字與分解 

5 小範圍：詞彙教學 

《漢語教程》第

一冊 上 L.15

你們公司有多

少職員？ 

第二週 

11/5~11/9 

第二課 1 小範圍：部首、部件介紹教學（辵

（辶）示／走／金／刀／貝／心）

認識部件 

2 小範圍：教授漢字的組字與分解 

3 小範圍：詞彙教學 

 

第三週 

11/12~11/16 

第三課 1 小範圍：相近字、易混淆詞 

2 整理並複習地方詞 

3 中範圍：句子、斷句練習。 

《漢語教程》第

一冊 下 L.16

你常去圖書館

嗎？ 

第四週 第四課 1 小範圍：詞彙練習、詞的猜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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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9~11/23 2 中範圍：句子、斷句練習 

3 大範圍：從句子、文章中找出關

鍵字，練習文章（一）我們班有十

八個學生 

第五週 

11/26~11/30 

第五課 1 小範圍：漢字的組成與分解、字

詞的擴張 

2 整理並複習動作動詞 

3 中範圍：句子、斷句練習 

4 大範圍：閱讀文章（二）我是泰

國人 

《漢語教程》第

一冊 下 L.17

他在做什麼

呢？ 

第六週 

12/03~12/07 

第六課 1 中範圍：句子、斷句練習 

2 大範圍：閱讀文章（三）我喜歡

吃水果、（四）我們是同學、（五）

這是我的房間 

 

第七週 

12/10~12/14 

第七課 1 中範圍：句子、斷句練習 

2 大範圍：閱讀文章（六）那個舊

箱子是我的、（七）有一件我喜歡的

衣服要七百塊錢 

綜合複習 

第八週 

12/17~12/21 

 期中考週  

第九週 

12/24~12/28 

第八課 1 複習並整理「地方詞和動作」的

組合 

2 中範圍：句子、斷句練習 

《漢語教程》第

一冊 下 L.18

我去郵局寄包

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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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大範圍：閱讀文章（八）馬丁來

中國學漢語 

第十週 

12/28~ 

2013/01/04 

第九課 1 大範圍：閱讀文章（九）最近我

買了一輛自行車、（十）這是我全家

的照片、（十一）這是我的宿舍 

 

第十一週 

2013 

01/07~01/11 

第十課 1 大範圍：閱讀文章（十二）在上

海、（十三）我們學校有一個圖書

館、（十四）「彩虹」有七種顏色  

2 閱讀策略訓練 

《漢語教程》第

一冊 下 L.19

可以試試嗎？ 

第十二週 

01/14~01/18 

第十一課 1 大範圍：閱讀文章（十五）我們

學校的圖書館、（十六）今天是星期

日、（十七）很多中國人常常早睡早

起 

2 閱讀策略訓練 

 

第十三週 

01/21~01/25 

第十二課 1 大範圍：閱讀文章（十八）瑪麗

很喜歡中國書法、（十九）聽說這裡

的冬天很冷、（二十）現在電話 

2 閱讀策略訓練 

 

第十四週 

01/28~02/01 

第十三課 1 大範圍：閱讀文章（二十一）今

天是瑪麗的生日、（二十二）爸爸媽

媽你們好 

2 大範圍：閱讀真實材料（二十三）

飛飛的課表 

3 閱讀策略訓練 

《漢語教程》第

一冊 下 L.20

祝你生日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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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週 

02/04~02/08 

第十四課 1 大範圍：閱讀文章（二十四）中

國有十二生肖、（二十五）我想跟朋

友一起去台灣旅行 

2 大範圍：閱讀真實材料（二十六）

王媽飯館 

3 閱讀策略訓練 

 

第十六週 

02/11~02/15 

第十五課 綜合複習，複習期末考範圍 

1 大範圍：閱讀文章（二十七）那

一天去學校上課 

2 大範圍：閱讀真實材料（二十八）

找工作／打工 

3 閱讀策略訓練 

綜合複習 

第十七週 

02/18~02/22 

 期末考週  

第十八週 

02/25~03/01 

 1 訪談 

2 問卷 

 

  以上表五-1 所提到的閱讀文章第一篇～第二十八篇將附於附錄三。文

章篇名全以每篇文章的第一句句子而來。 

第二節 教學課程設計、內容 

  研究者依照閱讀課程大綱，將其閱讀課程十五課中的其中兩課寫出其教

學教案。表五-2 為第一課的課程設計，表五-3 則為第八課的課程設計，選

出此兩課最大的原因在於，第一課在介紹小範圍中的「漢字組字與分解」的

教學過程，而第八課則是在介紹中範圍的「句子分解」，大範圍中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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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學過程。提供此兩課的課程設計，就可研究者的教學流程，而其他時間

也依循此模式進行。此外，由於課程的安排與需求，研究者的課程以「簡體

中文」教授之，所以以下課程設計內容的例子均以簡體字為例。 

表五-2 閱讀教學第一課之課程設計 

課程名稱 Chinese Reading（中文閱讀） 

單元名稱 閱讀教學第一課 

教材配合 《漢語教程》第一冊上 L.15 你們公司有多少職員？ 

教學時數 兩堂課，每堂 50 分鐘，共 100 分鐘。 

教學資源 練習卷、部首表 

教學對象 1. 程度：初級 

2. 人數：12 位 

3. 背景：泰國公立高中一年級泰籍學生，女。 

教學目標 能懂漢字結構、漢字基本筆畫（筆形）、筆順、部首和部件、漢字

造字原則（六書）概念 

能懂基本部首：女／人／手／水／木／口 

熟悉部件 

能夠利用部首部件猜測詞彙意思 

利用部首部件幫助記憶漢字 

週次 單元名稱 教學流程 時間 教學目標 教具 

一 閱讀教學

第一課 

課程介紹： 

課程目標、上課方式、各單

元的概述、作業、活動等。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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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舉十個常見的漢字（你、

好、妈、很、银、爸、小、

国、月、寄）用來複習漢字

結構、筆順、部首和部件的

概念。 

2. 讓學生圈畫出這十個字結

構區塊並試寫，透過學生回

答得過程，觀察學生對基本

概念的熟悉程度。 

3. 以「你、月、国」三字帶

領筆順，並複習筆順技巧。 

10 懂得漢字結

構、漢字基

本筆畫（筆

形）、筆順、

部首和部

件、漢字造

字原則（六

書）概念 

字卡 

練習卷 

  部首介紹 

1. 用類歸法介紹部首並解釋

該部首意思，舉三～五個字

為例。 

女：妈、妹、妳、姐 

人：你、他、们、位 

水：游、泳、海、洗、汉 

手（扌）：打、提、找、换 

口：吗、问、喝、吃 

木：木、林、树、橘、椅 

2. 搭配圖解說明「女、水、

口、木」的意思。 

20 懂得基本部

首： 

女／人／手

／水／木／

口 

 

女、水、

口、木造

字演變圖

解 

  休息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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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件訓練 

1. 用漢字中相同部件加以塗

描方式理解部件概念。 

门：们、问、阅、简 

工：江、左、貢、差、功 

方：放、访、房、游、旅 

口：如、吃、合、和、唱 

2. 找出下列每組漢字中相同

的部件： 

＿＿：字、好、学、孩、存 

＿＿：你、少、示、孙、尘 

＿＿：友、对、没、汉、假 

＿＿：否、杯、还、坏、歪 

＿＿：现、视、览、觉、观 

3. 利用小組方式，將下列漢

字按照偏旁歸類。 

银、行、钱、杯、菜、往、

橘、德、茶、英 

金： 

彳： 

宀： 

艹： 

20 

 

 

熟悉部件並

懂得如何運

用部件 

練習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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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部件組字和分解 

組字： 

扌+妾=_____ 扌+奂=_____ 

扌+丁=_____ 

分解： 

酒=_____+______ 

信=_____+______ 

银=_____+______ 

 

  解釋部首和部件的概念不同 

1. 部首是具意義的部分，往

往為此漢字的本義來源，部

件只是組成漢字的其中一個

部分。 

2. 一個漢字中，部首只有一

個，部件有很多個。 

3. 舉「游、海、放、寄、做、

信、话、语、给、资」為例。 

 

10   

  1. 搭配本日學的部首選數個

學生尚未學過的生詞，並讓

學生猜測詞彙意思。 

阿姨、姑姑、菇、婚姻 

20 能夠利用部

首部件猜測

詞彙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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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提、 

呼吸、叫、告诉、 

森林、树、休 

  中文閱讀課程進行到第九週時，已超過整學期課程的一半，所以教學也

已將「小範圍」的漢字教學部分，進入到了「中範圍」的句子和「大範圍」

的篇章，下面表五-3 的課程設計主要是針對華語閱讀中的「句子」分析和

「篇章教學」的教學流程。 

表五-3 閱讀教學第八課之課程設計 

課程名稱 Chinese Reading（中文閱讀） 

單元名稱 閱讀教學第八課 

教材配合 《漢語教程》第一冊下 L.18 我去郵局寄包裹 

教學時數 兩堂課，每堂 50 分鐘，共 100 分鐘。 

教學資源 練習卷、PPT 

教學對象 1. 程度：初級 

2. 人數：12 位 

3. 背景：泰國公立高中一年級泰籍學生，女。 

教學目標 複習生詞 

藉由詞的斷句過程，進而分析學生對詞的理解能力。 

藉由句子的斷句過程，進而分析學生對句子的理解能力。 

能懂得文章的意思、生詞、語法，並從中學會閱讀策略與技巧。 

 

週次 單元名稱 教學流程 時間 教學目標 教具 

 



針對泰國高中一年級華語閱讀課程之行動研究 
 

72 

     

九 閱讀教學

第八課 

暖身，分組競賽輪流說出地

方詞和動作詞，不可重複

（如：郵局、學校、銀行、

書店；去、在、看、買等。） 

10 複習生詞  

  1. 給從課文中截出的「句子」

做斷詞練習。 

句子一：我去邮局寄包裹顺

便去书店买一本中文书。 

句子二：一会儿玛丽来找我

你顺便替我买几张邮票和一

份青年报吧。 

句子三：明天一个外贸代表

团去上海参观我去给他们当

翻译。 

句子四：坐飞机去还是坐火

车去。 

2. 觀察學生斷詞的掌握度，

並一起訂正。 

20 藉由詞的

斷句過程

進而分析

學生對詞

的理解能

力。 

字卡 

練習卷 

  利用課文「短文」做斷句練

習。 

L18：一个外贸代表团来中国

明天他们要去上海参观我跟

他们一起去给他们当翻译我

们坐飞机去八号回来我对玛

丽说帮我浇一下儿花行吗玛

20 藉由句子

的斷句過

程進而分

析學生對

句子的理

解能力。 

練習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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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说行没问题。 

2.觀察學生斷句的掌握度，並

一起訂正。 

  休息 10   

  1 課文相關短文閱讀練習。 

L18 文章（八）：马丁来中国

学习汉语。他认识很多新朋

友，有老师、医生、公司职

员，还有各国的留学生。他

们常常一起听音乐，一起说

汉语，一起吃中国饭。上星

期马丁的姐姐来中国了。马

丁要跟姐姐去上海、杭州旅

行，他给姐姐当翻译。他们

想坐火车去，这样可以看更

多的地方。 

2 以口語問答的方式讓學生

回答文章相關問題，老師

問，學生答。觀察學生理解

文章程度的多寡。 

文章中的主角是谁？ 

马丁是哪国人？ 

马丁来中国做什么？ 

马丁有兄弟姊妹吗？ 

20 能懂得文

章的意

思、生詞、

語法，並從

中學會閱

讀策略與

技巧。 

練習卷 

P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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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丁姐姐来了吗？ 

他们要去哪里玩？去了吗？ 

他们要怎么去？ 

马丁常跟朋友一起做什么？ 

马丁朋友都是学生吗？ 

马丁的姐姐会说汉语吗？为

什么？ 

  閱讀教學 

1. 讓學生自行找出［文章八］

中陌生的生詞，並猜測其意

思。 

2. 根據學生猜測生詞的意思

方向，引導式地告訴其生詞

意思。 

3. 針對不懂的語法句型說

明。 

4. 回家作業，請學生回家將

［文章八］翻譯，並背生詞。 

20 能懂得文

章的意

思、生詞、

語法，並從

中學會閱

讀策略與

技巧。 

練習卷 

PPT 

第三節 教學實施過程記錄 

一 漢字方面的教學記錄 

（一）筆順部分 

在前期準備課程（2012 年五月～九月）時的前兩週（12～15 時數）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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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過漢字結構、漢字基本筆畫（筆形）、筆順、部首和部件、漢字造字原

則。在這部分主要是做概念性的複習。複習過程中學生對於漢字結構（如上

下結構、左右結構、外包結構等）的概念十分清楚，學生都能立即正確分辨

出漢字結構，對學生來說是為最簡單的部分。 

  再者筆順方面，因研究者前期前期準備課程時，已經再三強調筆順的重

要性，而且進行正式中文課「一到十課」時，每個漢字也都仍有一筆一畫的

帶筆順，所以學生對筆順也大致沒有問題，但仍有少部分的學生，受到泰文

筆順的影響，偶而還是有「由下到上」、「從右到左」的筆順出現，而在當下

立即糾正時，學生本身也會自我察覺。 

  課堂的教學過程及記錄如下二例： 

  例一： 

  師：請大家寫「话」。 

  學生 A 寫舌字的「口」部時，最後一筆從右到左。 

  師：ㄟㄟㄟ。 

  學生 A 自我發覺，「啊！寫錯了，要從左到右」，立刻擦掉重寫。 

 

  例二： 

  學生 E 寫多少的「多」，第一筆從下到上。 

  師：你寫錯了唷！ 

  學生 E：喔～對！是從上到下。 

 

  若老師請學生寫的漢字教複雜，學生的筆順正確率便會降低。如：翻、

试、瓶、料等。 

  舉「翻」字做例子，寫「翻」字時，「翻」字左側上「釆」的正確率降

低，各種寫法都有。而當學生寫「料」字時，「料」字的「米」部有人會先

寫「十」，再加左上、右上、左下、右下四點，「斗」的部分也有些寫「十」

再補兩點的錯誤寫法。「瓶」字的「瓦」的部分較複雜，錯誤率也偏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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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學生遇到較無法辨識的一些漢字筆形，也會影響學生筆順的正確

度，如：乐，「乐」的第一筆是由右到左，因為是從上往下的斜撇，但學生

會因無法察覺而將「乐」的第一筆寫成從左到右的橫筆。又如：手機的「手」、

看書的「看」、幫助的「帮」第一筆也都是從上往下的斜撇，但學生常將第

一筆寫成橫筆而成為「三」。 

  例： 

  教師：你覺得你的「看」（指學生寫錯誤的「看」）和老師的「看」有什

麼不一樣？ 

  學生 A：一樣啊！ 

  教師：再看仔細一點。 

  學生 A：上面不一樣，第一筆應該是歪歪的。 

  教師：很好，那要怎麼寫呢？ 

  學生 A：（拿起筆來）從上往下寫。 

 

  「狗」的「犭」部也會背寫成「扌」部，或是「犭」與「扌」的綜合寫

法，而導致寫「犭」部時，最後一筆寫成如同「扌」部的提筆。 

  學生若遇到相似的筆形，也會影響筆順的正確度，如：「觉、学」與「常、

赏」的上面部分是不同的，「觉、学」上面是左兩點＋右一撇，而「常、赏」

上面則是中間先寫一小豎，再左右各一撇。 

 

（二）筆形部分 

  筆形方面，班上學生對基本筆形分為兩組，一組是很能記住老師教授的

筆形並應用，另一組無法精確掌握筆形，以至於仍以一筆一筆完成，需要老

師多次提醒，但後者的改善程度不高。 

  例一：「口」字的第二筆橫豎合筆為，但仍有一半的學生會拆成橫「一」、

豎「丨」兩筆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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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二：「备」字的「夂」部分，第二筆為「又」，但很多學生仍會寫成兩

筆變成「攵」。 

  例三：「比」字的左側部分的第二筆為「豎提」，但很多學生會寫成「豎」、

「提」為兩筆。 

 

  細微部分的筆形錯誤，如：「现」、「球」、「玩」等的「王」部分做為部

首時，最後一筆需為提筆，不能再寫成豎筆的「王」，但學生無法觀察到此

細微的差異。 

  又如：「月」部，「朋」、「有」中的「月」部，第一筆的筆形是有弧度的

線條，但學生常常寫成直豎的筆形。「所」、「斤」、「太」也是相同，微弧度

的筆形，學生常誤寫為「直豎」的筆形，雖然教師並不會因此就認不出那些

漢字，但筆形的錯誤還是會影響漢字整體的正確度。 

  筆形中的錯誤還有，相似度太高造成的使用錯誤，最常見的就是「贝」

和「见」，將「见」寫成「贝」的，如「现」、「规」、「视」；將「贝」寫成「见」

的，如：「贵」、「页」、「顶」、「财」、「则」等字。 

  還有運用自己記憶模式而導致錯誤的筆形，如：答、篮、节、等。竹字

頭的漢字，學生常以英文字母的「K」來幫助記憶。 

  例： 

  師：（請學生上台寫「篮球」） 

  學生 C：（思考中） 

  其他學生打暗示：「就是有三個 K的」。 

  學生 C：「喔～會了！」寫出「篮」字。 

  師：「竹」和「K」不一樣喔，是這樣（示範竹的寫法）。下次再寫成 K

我會算你寫錯喔！ 

  學生 C：好！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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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如以「月」做為「那」的左邊部分，從測驗卷中可發現，學生慣於把

「那」字的左邊部分也成「月」，而成為「月阝」。 

  例： 

  師：（問學生）你為什麼「那」寫成「月阝」呢？ 

  學生 A：因為是「月亮」，比較好記。 

  師：你知道那不是「月」嗎？ 

  學生 A：看起來很像。 

  師：可是它不是月亮啊。 

  學生 A：好吧！那我要寫「那」。 

（三）部首部分 

  部首是整個漢字構思和歸類的原則，能掌握部首的概念後，就能幫助學

生猜測漢字的意思。由於部首過多，加上泰籍學生對部首需求不高，於是研

究者針對課本《漢語教程》常出現的部首來進行教學，其教授的部首有：女、

人、手、水、木、辵（辶）、示、走、金、刀、贝、心。課室的教學過程及

記錄如下二例： 

  例一 

  師：旁邊有「女」的字有哪些？ 

  學生：「妈妈」、「姐姐」、「妹妹」… 

  學生 B：還有「ta」 

  師：哪一個 ta? 

  學生 B：（衝到前面拿筆，在白板上寫）「她」 

  師：（寫下「他」）這個「他」和這個「她」有什麼不一樣？ 

  學生 B：「她」是 girl，「他」是 boy。 

  師：（在黑板上寫下「阿姨」、「妇人」）請問，這兩個跟什麼有關？ 

  學生：（猶豫一下……）女 

  師：好！我們看「阿姨」，你們覺得「阿姨」是……？媽媽的姊妹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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媽媽的兄弟？ 

  學生：媽媽的姊妹。 

  師：為什麼呢？ 

  學生：因為有「女」。 

  師：（指「妇人」）你們覺得這個是年紀較長女人還是男人呢？ 

  學生：（大笑！）哈哈哈！女人！ 

  例子二： 

  師：「钱」和「银行」的「银」都有個「金」部，所以「金」和金屬有

關（手指金屬類的東西）。 

  學生 B：錢是紙做的。 

  師：可是古代的時候，錢是金屬做的，就跟你們的硬幣是一樣的。有什

麼字有「金」部？（示意學生翻書找） 

  學生：「锻炼」、「钟头」、「眼镜」 

  師：（畫出鐘、眼鏡）這都跟「金屬」有關，一個是大鐘，以前沒有時

鐘，都是有人定時去敲鐘來報時，進而演變為「时钟」、「钟头」跟時間有關。

「眼镜」就是指眼睛上戴的（手指眼鏡），旁邊這都是金屬做的。 

  師：锻炼，就是像打造金屬、打造刀一樣訓練自己，然後啞鈴（畫啞鈴）

訓練身體，現在就說是訓練身體、運動。 

（四）部件部分 

  學生一開始對部件概念不熟悉，所以決定直接從做練習開始，先發下「描

出相同的部件」的練習單，而由於研究者教學時，均採用簡體字，所以練習

單也是以簡體字呈現，如： 

艹 茶、草、英、菜、花 

口 知、吃、問、呢、只 

氵 酒、汽、法、泳、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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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一開始有點不知所措，紛紛提問如何進行，等到老師解釋過後，學

生便快速的完成練習單的所有題目，而且覺得簡單。 

  於是進行第二部分「將漢字按照偏旁歸類」和「找出漢字中相同的部件」

的練習，一樣是發下練習單，讓學生去做，透過書寫、歸納理解部件概念。 

   银、行、钱、往、德、很、苹、得、客、铅、钟、字、安 

  钅 （银、钱、铅、钟） 

  彳  

  宀  

 

＿＿＿＿＿：字、好、學、孩、存 

＿＿＿＿＿：你、少、示、孙、尘 

＿＿＿＿＿：友、对、沒、汉、假 

  學生在這部分也做得很好，只有少部分的學生舉手提問如何做練習卷，

大多數都可以透過練習卷的題目得知老師要學生做的重點在哪。大多數的學

生在短時間內做完，且正確率很高，只是在寫不熟悉的漢字時有點緩慢。問

他們知道「部件」的概念了嗎？他們都回答「懂」。 

  之後在課堂上測試學生部件概念的課堂記錄如下： 

  例一： 

  師：（手拿字卡「外」，用手遮住「卜」）這在哪兒見過？ 

  學生 C：「多」 

  師：你說對了！ 

  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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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師：（手拿字卡「银行」，「银」這個字跟什麼很像？ 

  學生一起回答：「很」。 

  師：對！ 

  例三： 

  師：hai（还）有的 hai裡面是什麼？ 

  學生 B：（馬上舉手）是「不」。 

  師：中文課的「课」怎麼寫？告訴我。 

  學生 B：「话」的左邊，「水果」的果。 

（四）漢字組字與分解 

  透過課堂上集體練習組字與分解的練習卷，讓學生更清楚認識部件組合

概念，而因為教學的關係，所以練習單還是一樣均以簡體字呈現，如： 

 马 子 且 生 也 台 

女 （妈）      

 

喝 慢 知 

（口） （曷）     

  閱讀漢字教學有三階段，第三階段為「漢字組字與分解」，經過前面兩

階段的循序漸進的練習之後，學生已能掌握部件概念，做組字和分解的練習

非常輕鬆，只是大多數漢字學生記憶的時候是以整體漢字來記，一時給學生

部件要學生組時，學生下筆前皆需思考一下，等到一組合完之後，發現是學

過的字的時候，就會有恍然大悟的感覺。 

  例： 

  師：「妈妈」的左邊「女」＋「學生」的「生」是什麼？ 

  學生（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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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師：拿筆寫寫看。 

  學生：（寫出「姓」但有些學生還是沒有察覺是什麼字。） 

  師：這是什麼字？ 

  部分學生：「姓？」（也有學生說「好」） 

  師：（寫出姓）這是「姓」，「你姓什麼」的「姓」，有人說是「好」（在

白板上寫），這是一個「子」，這是「好」，這是「姓」（手指兩個字）。 

  師：再來一題試試看。左邊一個人，站著的人喔！右邊一個「本」，一

本書的「本」，是什麼字？ 

  學生：（試寫）是「体」。 

  師：那一個人，一個木呢？「杯子」這字的左邊。 

  學生 A：老師，我不會寫「杯子」。 

  學生 D：（看著寫出來的「休」）這是什麼字？我沒學過。 

  學生 B：是「休」。 

  師：「休」在哪裡學過？ 

  學生 B：休息。 

  師：對了！「休」和「体」一樣嗎？ 

  學生：不一樣，中間差了一橫。 

  師：（用手蓋住休字的人部）這是什麼？ 

  學生：木。 

  師：（用手蓋住体字的人部）這是什麼？ 

  學生：本。 

  師：很好。這就是部件不同，字也就不同。 

  研究者從課堂觀察中發現得知，「組字和分解」的過程可以幫助學生從

另一種角度去學習漢字。 

  在閱讀漢字的教學過程中，比較受到限制的是，學生大致能懂得部件的

概念，但是對於部件的讀法，如「想」是由「木」、「目」、「心」組成，學生

只能說出「木」和「心」，雖然想表達「目」，但是不知道該怎麼表達，由於

識字能力不夠，加上又非以華語為母語的人士，所以在敘述每個部件的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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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學生來說是困難的。但整體而言，經過反覆練習後，學生已能清楚掌握部

件的概念。 

二 句子、斷句方面的教學記錄 

  葉德明（1997）曾提及由於中文書寫單位是「字」，但意義單位卻是「詞」，

在這樣的衝突下，中文閱讀的單位是以「字」或以「詞」為單位將會影響中

文閱讀的理解與速度。信世昌（2001）也提到，中文閱讀中對於文句中之字

詞組合的判斷，是文句閱讀首要解決的問題，若能夠先辨識句子中的詞彙組

合結構，即使句中仍有部分生字生詞，也都能大致領略或推測全句的意思。

因此由上可知，斷句練習有助於幫助學生的閱讀能力，讓學生藉由詞、句子

的斷句過程進而分析學生對詞和句子的理解能力，是一種值得發展的閱讀策

略訓練。 

  學生的斷句練習教學過程及實例如下：首先，篇章的斷句練習分為兩部

分，一、利用學生已學習過的生詞重新篇寫成文章，讓學生做生詞斷句後，

再做句子的斷句。二、以學生即將學習的下課課文內容編寫成文章，並讓學

生做生詞斷句及句子斷句。 

（一）生詞斷句部分 

  先給學生已學過的一般短句做生詞斷句，大部分的學生都能掌握生詞的

概念，少部分的學生以「字」為單位，如： 

（1）「照相照得很好」，會分成「照／相／照／得／很／好」； 

（2）「我和他們是中學同學」，會分成「我／和／他／們／是／中／學

／同學」。 

經由詢問，學生 G 告知因為她覺得有小學、中學、大學，所以她覺得應

該是小、學，中、學，大、學這樣分詞，有你們、我們、他們、朋友們，再

加上受到泰語直譯的影響，所以學生認為*「他／們是」應該分開的。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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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以「詞」為概念時，不必過於細分，學生 G 犯這類錯誤的頻率則大幅

減少。 

  給學生尚未學習過的短句讓他們練習，對於專有名詞，如人名、地名、

專有名詞，學生分詞的錯誤率較高，如： 

  （1）「江平家在東城離我家比較遠」，有的學生把*「江／平家／在東／

城離／」這樣分詞，或者分成「江／平／家／在／東／城」。又如： 

（2）「記者李淑美覺得在學校工作很有意思」，分成*「記／者李／淑美

／」。 

  在接觸三個字的生詞時，分詞錯誤率較高。即使是學過或是尚未學過的

句子斷生詞，錯誤率都偏高，如： 

  （1）「今天辦公室的李老師來找我」，其中辦公室分成為*「辦／公室」

或「辦公／室」，李老師分為「李／老師」。 

  （2）「我們的學校是一所大學校」。其中「大學校」分為*「大學／校」。 

  （3）「電視台想請留學生去表演漢語節目」。其中「電視台」分為*「電

視／台」，「留學生」，分為*「留／學生」。 

  （4）「他希望能去大使館當秘書」。「大使館」分為「大使／館」「大／

使館」或者和後面詞句斷成*「大使／館當／秘書」。 

  （5）「站在校門口等我的是爸爸」。其中「校門口」分為「校／門口」

或是「校門／口」。 

  四個詞出現在句子中的機率較少，所以學生接觸的機會也較少，導致錯

誤率較高，然而四個詞雖分詞不大正確，但大多趨於兩字＋兩字方式切法。 

如： 

  （1）「我們預祝江平成功祝他一路平安」。其中「一路平安」被分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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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平安」居多。 

  （2）「我們同學好久不見了」。「好久不見」被分為「好久／不見」。 

  （3）「見面以後高興得又說又笑」。「又說又笑」被分為「又說／又笑」。 

小結生詞斷句的部分，以上從中可以發現： 

  一、學生對中文詞彙的理解大多是在「二字詞」，所以多以兩個字、兩

個字的切割方式來分生詞居多，遇到三字詞，除非是學過的生詞，不然一般

都會以兩字、一字或一字、兩字的分法來分。 

  二、「三字詞」的切法大多是受到新舊詞的影響，像是「電視台」、「留

學生」因為學生先學到了「電視」和「學生」，所以當看見「電視台」和「留

學生」這些新生詞時，學生會先切成「電視／台」、「留／學生」。 

  三、「四字詞」的切法就是針對學生的習慣性「兩個字」「兩個字」來分

詞。 

  至於從學生表現上來說，學習較差的學生因為對生詞的熟悉度不夠，所

以做練習時對生詞分斷的態度較為謹慎、小心，花得時間也較久，但其正確

率也都高於七成，表示對生詞的掌握度仍有一定的水準。 

（二）句子斷句的速度訓練 

  研究者透過句子斷句的速度訓練，讓學生能夠透過訓練，能快速地用眼

睛掃過一句子時就能看出句子和句子之間的關係。由於學生之前沒受過這樣

的訓練，所以學生一開始時有點狀況外，速度也有快有慢，學習好的學生很

快的就可以把句子斷句斷好，學習較差的學生要花的時間則較久。課堂觀察

紀錄如下： 

（第一次做完句子斷句訓練時） 

  師：「覺得難嗎？」 

  學習較好的學生們回答：「不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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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較差學生們則回答：「有一點難。」 

  第一次做句子斷句是用學生生詞斷句的相同文章，在學生斷完「生詞斷

句」後，再讓學生再進行「句子斷句」練習。文章內容如下： 

今天辦公室的李老師來找我他說電視台想請留學生去表演漢語節目問我願

不願意去我說我不行我漢語說得不太好很多發音都不準也不會表演節目我

對老師說瑪麗行瑪麗學得很不錯你讓瑪麗去吧老師問我瑪麗願意去嗎我說

你跟她談談我想她可能願意 

  由於大部分斷句練習題目，來自於未學過而即將要學的課文中節選出來

的，所以學生斷句的正確與否，是根據課文斷句而做為答案的依據。透過學

生的練習卷中得出一些結果：「時間詞」的影響，部分學生會將句子「今天

辦公室的李老師」，斷成「今天，辦公室的李老師」，將放置句頭的時間詞斷

句出來，研究者認為，學生是受到英語的影響才習慣把「置在句頭前的時間

詞」自行斷句出來。 

  斷句文章內容範例二： 

今天上課的時候老師問大家畢業以後打算做什麼工作同學們都說了自己的

打算愛德華文章寫得不錯還喜歡攝影照相照得很好他想當一個記者李美淑

覺得在學校工作很有意思想當老師瑪麗想當律師麥克漢語學得很好他打算

當翻譯山本想到父親的公司工作羅蘭對秘書工作感興趣她希望能去大使館

當祕書 

  上述的「將句首時間詞斷詞出來」外，時間詞中「的時候」後面也是泰

籍學生斷句的困惑處，如：「今天上課的時候老師問大家」，正確應該在「的

時候」後面斷句，而成「今天上課的時候，老師問大家」，但學生常視為同

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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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斷句文章範例三： 

今天我去江苹家了我和江苹是中學同學她是我的好朋友也是我們全班同學

的朋友她學習非常努力是我們班學習做好的學生她會玩兒還常常幫助別人

老師很同學都很喜歡她 

  而「也」，也是影響句子斷句的點，如：「很多發音都不準也不會表演節

目」、「她會學習也會玩兒」。多數學生「也」字前不斷句而成「很多發音都

不準也不會表演節目」、「她會學習也會玩兒」，而正確的斷句應為「很多發

音都不準，也不為表演節目」、「她會學習，也會玩兒」。在這些句子中「也」

字前面須斷句，但學生習慣於「我是泰國人，他也是泰國人」或「我也喜灣

吃水果」這類似的句型，所以造成「也」字前面沒有斷句。 

  斷句文章範例四： 

見面以後高興得又跳又笑玩得很愉快我們預祝江苹成功祝她一路平安我說

一定要常來信啊江苹說一定跟她說再見的時候她哭了我也哭了回家的路上

我想我們常常說再見但是有時候再見是很難的 

  此外，「說」、「問」、「想」這些表達狀態、動作的詞也是造成泰籍學生

斷句的偏誤點，如：「我說我不行」、「老師問我瑪麗願意去嗎」、「我想我們

常常說」、「我對爸爸說我不喜歡」、「我說一定要常來信啊」、「江苹說一定」

等，學生都會將這些句子視為同一句，而不會斷成「我說，我不行」、「老師

問我，瑪麗願意去嗎」、「我想，我們常常說」、「我對爸爸說，我不喜歡」、「我

說，一定要常來信啊」、「江苹說，一定」。 

  經過幾次句子斷句練習之後，研究者開始訓練學生句子斷句的速度，老

師計時，讓學生在有限制的時間內完成句子的斷句，學習較差的學生大多因

為有時間限制，反而做題時更大膽去做，做出來的速度在限時範圍內，其正

確率也都在七成以上。整體來說，句子斷句仍有一定的規範，像是本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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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句規範，就是根據課文的斷句答案為依據，只是隨著每個母語者「用句習

慣」的不同，句子斷句的規範也就有所不同，若學生斷句的地方，也是母語

者可接受的範圍內，那麼基本上都可以算是斷句成功。 

  小結以上泰籍學生句子斷句的狀況： 

  一、學生句子斷句的句子較長，整篇文章有的學生只斷了五處而已，對

於句子斷句十分謹慎，研究者認為主要是受到泰語影響，泰語句子往往可以

很長一段後再斷句，所以學生也能接受長句子才斷句。 

  二、而斷句處則受到其他語言，如英語、泰語的影響，而有些斷句習慣

養成。 

  三、此外，初級華語程度的學生對於語言中「語境」較無法掌握，很多

時候需要透過上下文的語境、情感等因素才能決定要不要斷句，目前對學生

而言，只能靠背誦規則或學習經驗的累積。 

三 文章方面的教學記錄 

（一）課文相關文章部分 

  一開始先以學生學過的課文相關內容的文章做為閱讀練習，然後文章下

面附問答題，或是選擇題。如果是學生學過的生詞內容的相關文章，學生做

起來正確率很高，學生成就感很高。 

  觀察紀錄後發現，學生對直述的題目正確率很高，但對於需要推理出答

案的題目，錯誤率就會增高。以下是課堂中練習時的測驗卷上，分析出來的

例子。 

例： 

上個星期，我收到了哥哥寄來的全家人的照片， 哥哥順便告訴我，弟弟的生日

快要到了。我看了信，才想起來下個月二十五號是弟弟十八歲的生日。因為我只

比弟弟大一歲，所以兩個人常常一起學習、一起玩兒，姐弟的感情很好。於是，

 



第五章 課程設計與教學實踐 

89 

 

我決定買一個生日禮物送給弟弟，我覺得老師新買的《漢英詞典》很不錯，所以

我打算也去買一本送給弟弟。 

1. 我收到了什麼東西？ 

2. 我是男生還是女生？ 

3. 我常和弟弟一起做些什麼事？ 

4. 我大概是幾歲？  

5. 我為什麼要買《漢英詞典》送給弟弟？  

上述五題題目，正確比率為如下： 

題目 第一題 第二題 第三題 第四題 第五題 

正確率（百分比） 83% 8% 50% 25% 67% 

 2 人答錯 

10 人答對 

11 人答錯 

1 人答對 

6 人答錯 

6 人答對 

9 人答錯 

3 人答對 

3 人答錯 

8 人答對 

  根據文章其正確的答案如下： 

  1. 我收到了什麼東西？全家人的照片。 

  2. 我是男生還是女生？女生。 

  3. 我常和弟弟一起做些什麼事？一起學習、一起玩。 

  4. 我大概是幾歲？18、19歲。 

  5. 我為什麼要買《漢英詞典》送給弟弟？因為弟弟的生日要到了。 

  第二題「我是男生還是女生？」只有一位學生 A 回答正確（女生），甚

至事後詢問他，他都表示是用猜的。其實答案可從「姐弟的感情很好」中的

「姐弟」看出「我」為一名女生，「姐姐」、「弟弟」兩個生詞學生皆已學過，

但是卻不熟悉「姐弟」的組合，而造成找不到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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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題「我大概是幾歲？」可根據「我只比弟弟大一歲」和「下個月二

十五號是弟弟十八歲的生日」推論出姐姐大概是 19 歲。這題的正確率也偏

低，因為對於要花兩步才能推論出答案的問題，學生的錯誤率都極高。反觀

第一題「我收到了什麼東西？」答案為「哥哥寄來的全家人的照片」或「全

家人的照片」皆可，正確率就高達 80%以上，可見看文章直接對應就能找

出答案的題目，答對率相當地高。 

（二）課外文章的部分 

  課文相關文章練習完之後，研究者就會開始讓學生練習課外文章，最主

要的目的是要讓學生跳脫課本內的詞彙，讓學生能夠更多樣式、多方面的接

受中文閱讀。不過研究者發現，若是課外文章，泰籍學生往往看到文章中有

不會的生詞，就開始浮躁，甚至開始要放棄，抱怨老師出得題目太難，或是

不滿地大聲喊叫說「不會做、看不懂」，而將這種不滿情緒影響到別的同學

身上，導致全班同學無法進行閱讀文章，即使題目並非想像中的難，但是學

生通常無法靜下心來作答，而導致錯誤率很高。 

  所以針對訓練泰國學生的閱讀問題，首先要解決學生心理問題，老師先

建立學生對「閱讀測驗」的正確觀念，閱讀文章時，並非需要每個字句都懂

其意思，而且正常的閱讀文章，也不可能是全篇每個字句都剛好是學生懂的

生詞及句子，學生必須先認知這件事情，閱讀測驗也不是只是為了考試，而

是將來要活用在生活上，所以無需太過情緒化、太過功利地看待這件事。學

生在經過老師的勸說之後，在做閱讀文章時的情緒浮動則較小，有少數幾個

還是很容易激動、不滿，但都是屬於個人，也已經不會將情緒影響在他人身

上。 

  解決完學生情緒之後，重點是教授學生閱讀技巧、閱讀策略，做閱讀測

驗時，要先看整篇文章講的重點，若文章中遇到不懂的生詞，跳過，或是以

上下文猜測其意思，閱讀文章最主要的是通篇的理解，而非逐字逐句、鉅細

靡遺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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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學生在《漢語教程》第一冊上的第十五課〈你們公司有多少職員〉

中學了顏色，所以研究者在 PAT（學術能力專業考試，全名為 Professional and 

Academic Aptitude Test）中文歷年考題中找了一題顏色相關的文章，並修改

了一點內容，做為課外的閱讀文章練習。內容如下： 

“彩虹”有七種顏色，分別是紅、橙、黃、綠、藍、靛、紫。“橙”就是橘子的

顏色，“靛色”就是藍色和紫色混在一起的顏色，它一般比藍色深，但比紫色淺。

在泰國很少看到彩虹，只有在下雨以後，馬上又出了太陽，才比較容易看到。 

  教學的過程中，研究者先請學生說出文章第一眼看到的是什麼？很多人

都表示「顏色」、「紅色」、「黃色」、「藍色」等，表示他們已經能抓出重點。 

  師：什麼是彩虹？ 

  學生：Rainbow 

  師：從哪裡看出來？ 

  學生：顏色、七個顏色。 

  師：請問，在泰國常常看到彩虹嗎？ 

  學生：不。 

  師：從哪看得出答案？ 

  學生：手指「泰國很少看到彩虹」。 

  師：請問，什麼時候比較容易看到彩虹？ 

  學生：雨。 

  師：請指出答案。 

  學生：「在下雨以後」。 

  師：不夠完整。 

  學生 F：我知道，手指「在下雨以後，馬上又出了太陽」。 

  師：最後一題，請問，什麼是「靛色」？ a) 跟藍色一樣深 b) 紫色

比靛色淺 c) 跟藍色和紫色很像的顏色 d) 橘子的顏色，請你們寫下答案，

先不要告訴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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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想了很久） 

  師：「“靛色”就是藍色和紫色混在一起的顏色，它一般比藍色深，但

比紫色淺。」，所以是(D)嗎？ 

  學生：不是。 

  師：a)是「跟藍色一樣深」，「一樣」是什麼意思？ 

  學生：same，所以不是 A。 

  師：b) 紫色比靛色淺，可是內容是靛色比紫色淺，你們覺得一樣嗎？ 

  學生：（有的思考，有的回）不一樣。 

  師：所以是 c) 跟藍色和紫色很像的顏色。請問，什麼是「很像」？ 

  學生：same same but different. 

  帶領完整篇文章的大綱之後，請學生圈出不懂的生詞，然後詢問學生針

對不懂生詞的意思做猜測，所猜測出來的答案都是正確的，表示學生已可以

針對上下文做生詞意義的正確推測，而且還讓學生了解，若有不懂的生詞，

也不會影響理解通篇文章的大綱。 

  起初先帶領學生一起做閱讀文章練習，會讓學生心裡上較為不緊張，一

兩次之後，再讓學生自行做閱讀文章練習。以總結、回答問題、回答選擇題

或是翻譯的方式，檢測學生對整篇文章的理解程度，效果都不錯。透過這樣

練習的方式，學生也能掌握閱讀華語篇章的技巧與策略。 

  此部分訓練學生的閱讀策略有以下幾點策略， 

一、 回憶內容：研究者在每次教授完閱讀篇章之後，研究者會以是非

的陳述句引導學生回憶其閱讀文章的內容。 

二、 分析文章內容：請學生解釋整篇文章的重點主軸，並給予學生一

～三個主要句式、內容，請學生分析。 

三、 從上下文猜出語意：研究者將指出幾個詞彙，讓學生透過上下文

猜出語意並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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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閱讀真實材料部分 

  研究者根據學生的課表做些更改，做了一份新的課表，給學生做為閱讀

教材，因為是以學生生活中最常接觸到的課表更改的，所以也算是真實材料

的一部分。  

例一： 

〈飛飛的課表〉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8:00-9:00 
泰文課 自然課 中文課 自然課 數學課 

9:00-10:00 
泰文課 英文課 音樂課 自然課 美術課 

10:00-11:00 
音樂課 英文課 英文課 數學課 美術課 

11:00-12:00 
午休 午休 午休 午休 午休 

12:00-13:00 
社會課 中文課 泰文課 英文課 社會課 

13:00-14:00 
社會課 中文課 數學課 英文課 泰文課 

14:00-15:00 
中文課 體育課 數學課 體育課 泰文課 

  先從與學生相關的課表開始，語文課（英文、中文、泰文）因為都已經

在前面教授過了，所以學生對這幾門課目都已掌握了，這點對初級學生很重

要，如果整篇內容是他們都不會的，學生便會抗拒，學習效果也不好，最好

的方式就是讓學生從已知的部分推到未知的生詞。所以過程中研究者請學生

先圈選出不會的生詞。 

  很多學生圈選出「語文課」類以外的詞，老師巡視發現，部分學生已知

「午休」的意思，但是部分學生還不懂。 

師問：請問「午休」是什麼？ 

部分學生回答：「lunch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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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為什麼？ 

學生 D、F：因為 12:00-13:00，而且每天都有。 

學生 A：因為有「午飯」的「午」。 

師：還有呢？ 

學生 B：沒有「課」字，所以不用學。（全班笑） 

  從上面知道，學生能利用所提供的閱讀內容，用不同的方法找出答案。

但是也還是有限，對於「自然」、「社會」、「音樂」等，學生就仍想不出答案，

只能流於猜測。 

例二： 

王媽飯館 

紅燒魚 350 

炒四季豆 120 

開陽白菜 120 

紫菜蛋花湯 150 

宮保雞丁 200 

番茄炒蛋 120 

醬爆牛肉 200 

炒麵 (小) 80 (大)150 

炒飯 (小) 80 (大)150 

白飯 一碗 20 

啤酒 85 

可樂 30 

水 15 

茶 30 

  再來，研究者取最常出現在真實生活中的「菜單」做為閱讀題目。因為

學生華語程度的只屬於基礎程度者，所以所選擇的真實素材不宜過難，菜單

乃是其中較簡單且普遍率很高，所以研究者，上網找了一些中文菜單，加以

改編一下。教學過程時，先教食物分類「牛肉、豬肉、雞肉、魚、菜、湯」，

再請學生圈出關鍵字，所得結果大致如下： 

  大部分的學生能掌握到關鍵字，「豆」字沒學過，所以學生無法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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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師：「豆」字長得這樣，（在白板上畫豆子的樣子）。 

  學生：「Thaw（泰語的『豆子』）！」 

  師：「長得像嗎？」（手指漢字） 

  學生：「（大笑），不像！」 

  師：「真的不像？」 

  部分學生：「好啦！有點像」。 

  師：「所以豆是哪一類」？ 

  學生：「菜」類。 

  緊接著問到「紫菜蛋花湯」怎麼分類，有的學生分為「菜」類，有的分

為「蛋」類，還有的分為「湯」類。這時研究者用漢語語法「修飾語在前，

中心語在後」來告訴學生，此句的中心語為「湯」，所以最主要的關鍵字應

為「湯」，而非「菜」或「蛋」。 

  此外，學生還對「炒」字感到好奇，因為出現很多次。 

  師：「炒」的左邊是什麼？（遮住右邊） 

  學生：「火」。 

  師：「會用到很多『火』的煮菜的方式是什麼？」 

  學生：「thxd（泰語的『炸』）」。 

  師：「炸」之外的呢？因為沒有「炸飯」、「炸麵」吧？（全班笑） 

  學生：「pad（泰語的『炒』）」。 

  這時學生 D 又問：「是因為「火少少」嗎？ 

  師：可以這樣連想。 

 

第四節 學習成效分析、討論 

  研究者在研究時程的最後一週（第十八週），學生參加完期末考後進行

問卷調查，問卷內容翻譯成泰語，於附錄，共 40 題題目，發給全班共 12

人，回收 12 份。問卷為記名問卷，教師回收問卷後，再一一根據問卷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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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學生，做更深入的了解。問卷和訪談內容整理後如下： 

一 漢字部分 

（1）你覺得漢字最難的是什麼？  

 記住發音 記住字形 記住意思 其他 

人數 5 2 5 0 

百分比(%) 41.7 16.7 41.7 0 

（2）你上課以前知道漢字「基本筆畫（筆形）」（如：點、撇、捺等）嗎？  

 不知道 聽過，但不太清楚 知道 

人數 5 6 1 

百分比(%) 41.7 50 8.3 

（3）你覺得「基本筆畫（筆形）」對記住漢字有幫助嗎？  

 很有幫助 有一定的幫

助 

普通 沒太大幫助 完全沒幫助 

人數 5 5 1 1 0 

百分比(%) 41.7 41.7 8.3 8.3 0 

（4）你上課以前知道漢字有「筆順」（如：由上到下、從左到右等）嗎？  

 不知道 聽過，但不太清楚 知道 

人數 4 6 2 

百分比(%) 33.3 50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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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你覺得「筆順」對記住漢字有幫助嗎？  

 很有幫助 有一定的幫

助 

普通 沒太大幫助 完全沒幫助 

人數 2 9 1 0 0 

百分比(%) 16.7 75 8.3 0 0 

（6）你在上課以前知道有「部首、部件」（如：水部、口部、人部等）嗎？  

 不知道 聽過，但不太清楚 知道 

人數 6 6 0 

百分比(%) 50 50 0 

（7）你覺得「部首、部件」對記住漢字有幫助嗎？  

 很有幫助 有幫助 普通 沒有幫助 完全沒幫助 

人數 3 5 4 0 0 

百分比(%) 25 41.7 33.3 0 0 

（8）你上課以前知道漢字「漢字結構」（如：獨體字、左右對稱字、上下合

體字等）嗎？ 

 不知道 聽過，但不太清楚 知道 

人數 6 6 0 

百分比(%) 50 50 0 

（9）你覺得「漢字結構」對記住漢字有幫助嗎？ 

 很有幫助 有幫助 普通 沒有幫助 完全沒幫助 

人數 6 6 0 0 0 

百分比(%) 50 5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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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你上課以前知道漢字「漢字造字原則」（如：象形字、會意字、形聲

字等）嗎？ 

 不知道 聽過，但不太清楚 知道 

人數 4 7 1 

百分比(%) 33.3 58.4 8.3 

（11）你覺得「漢字造字原則」對記住漢字有幫助嗎？ 

 很有幫助 有幫助 普通 沒有幫助 完全沒幫助 

人數 1 6 5 0 0 

百分比(%) 8.3 50 41.7 0 0 

（12）你覺得漢字教學，哪個最有幫助？ 

 筆形 筆順 部件、部首 漢字結構 漢字造字原則 

人數 0 8 2 2 0 

百分比 0 66.6 16.7 16.7 0 

（13）你用什麼方法來記住漢字？（複選） 

 
利用部

首、部件 

故事聯

想 

反覆書

寫 

強硬背

誦 

利用聲

音 

自製生

字卡 

用圖像

記憶 

其他 

人數 10 10 6 7 4 12 7 0 

百分比 17.9 17.9 10.7 12.5 7.1 21.4 12.5 0 

  因為漢字是影響華語閱讀能力的第一個環節，從學生的問卷可知，對於

泰籍學生而言，漢字最難的並非是它的字形，也不是發音，而是在於透過漢

字出來所要表達的意思。所以需透過有效的方法來幫助學生，有系統地建構

出對漢字的熟悉度，以免造成學生流於圖像式的記憶或是反覆的書寫。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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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觀察發現圖像式記憶花的時間較多，且又容易忘記，但可惜的是，一般不

懂如何去掌握漢字閱讀技巧的學生，都會淪落於圖像式的記憶，而反覆的書

寫，若沒有掌握方法，一味的反覆書寫也是無法將漢字記牢的，所以需要搭

配漢字策略來幫助學生記憶漢字。 

  透過學生的訪談回饋，得知筆順、筆形、部件部首、漢字結構、造字原

則等方面的教學，都能夠有效的讓泰籍學生加強對漢字的記憶，學生通過學

習後，都認為這些方式都對漢字閱讀有幫助，是個很好的閱讀策略。但若更

更深入一步探討學生喜歡用何種策略時，就會發現，對泰籍學生的漢字閱讀

來說，他們較能接受的策略為筆順→部首、部件和漢字結構。至於漢字造字

原則，學生也提及到，看教師講解時覺得很有意思，但是應用在自己學習認

識漢字有限，是最不喜歡的學習策略。 

二 生詞部分 

（1）你覺得生詞最難的是什麼？  

 記住發音 記住字形 記住意思 記住排列

順序 

記住字數 其他 

人數 1 2 9 0 0 0 

百分比(%) 8.3 16.7 75 0 0 0 

（2）你在上課以前知道「生詞斷句」嗎？  

 不知道 聽過，但不太清楚 知道 

人數 10 2 0 

百分比(%) 83.3 16.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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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你覺得「生詞斷句」對閱讀句子有幫助嗎？  

 很有幫助 有幫助 普通 沒有幫助 完全沒幫助 

人數 8 2 2 0 0 

百分比(%) 66.6 16.7 16.7 0 0 

（4）你覺得生詞教學，哪個最有幫助？  

 相近字 組字 分解 推測詞彙意思 生詞斷句練習 

人數 0 1 1 5 5 

百分比 0 8.3 8.3 41.7 41.7 

（5）你用什麼方法來記住生詞？（複選） 

 漢字推

敲 

強硬背

誦 

偏旁部

首、部件 

故事聯

想 

自製生

字卡 

用圖像

記憶 

其他 

人數 10 8 6 2 8 7 0 

百分比 24.3 19.6 14.6 4.9 19.6 17 0 

  生詞是漢字閱讀中很基本的元素，許多專家都認為華語教學都應以教

「生詞」為主，而非以「字」來教學，主要原因是漢字中的「字」不一定是

具有意思的，但「詞」就一定具有意思，所以教授「詞」的重要性遠遠大過

於「字」。此外，就閱讀模式來說，提倡閱讀是「從下而上」的模式者就是

認為閱讀應由文章基層開始，而且建立在認字基礎上，也就是要從字詞開始

向上讀到句子，最後才到文章的全貌。 

  研究者透過一連串的教學，讓學生學習到閱讀生詞的策略，學生在之前

完全沒有接觸過句子斷句找出生詞的練習，但接受度很高，幾位學生透過訪

談也表示，句子斷句練習真的有幫助，多做幾次的句子斷句練習後，在閱讀

華語文章時，就會順著平常句子斷句的習慣去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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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也表示學習透過單一漢字、部首篇旁來猜測生詞的意思也很有趣，

但猜測的錯誤率還是很高，所以若遇見不懂的生詞，學生所使用的策略大多

還是閃避，或靠前後語詞推測的策略。 

三 句子部分 

（1）你覺得閱讀句子最難的是什麼？  

 語法、句型結構 生詞意思 語境 其他 

人數 4 5 3 0 

百分比(%) 33.3 41.7 25 0 

（2）你在上課以前知道「句子斷句」嗎？  

 不知道 聽過，但不太清楚 知道 

人數 6 5 1 

百分比(%) 50 41.7 8.3 

（3）你覺得「句子斷句」對閱讀句子、篇章有幫助嗎？  

 很有幫助 有幫助 普通 沒有幫助 完全沒幫助 

人數 2 4 5 1 0 

百分比(%) 16.7 33.3 41.7 8.3 0 

（4）你覺得句子教學，哪個最有幫助？  

 句子斷句 語法、句型結

構解釋 

造句 圈選出重點 猜測法 其他 

人數 3 3 2 2 2 0 

百分比 25 25 16.7 16.7 16.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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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你用什麼方法來閱讀句子？（複選） 

 大聲朗

讀 

圈選出

重點 

以母語

翻譯 

從前後

字詞推

出內容 

推論法，

心中先預

設內容 

用語法、

句型結構

來分析 

其他 

人數 8 8 12 10 6 7 2 

百分比 15 15 22.7 18.8 11.4 13.3 3.8 

  閱讀訓練最大的目標就是閱讀篇章，句子就是其中很重要的角色，因為

篇章就是透過句子和句子之間的串起而產生的。對於泰籍學生而言，若是只

是閱讀句子的話，他們則非常依賴生詞和語法結構，所以在句子層面上，學

生認為生詞和語法、句型結構為他們學習的困難點。訪談學生的結果得知，

因為句子過短的情況下，無法透過上下文來判斷出未知生詞的意思，所以導

致常常其中一個生詞不懂，就弄不懂整個句子的意思，十分沮喪。而語法、

句型結構雖然也是學習難點之一，但學生也表示，除了句子語法的變化度較

高，不然也還是可以理解句子大意。 

  句子閱讀策略分析的部分，學生常用母語翻譯為其策略，研究者認為學

生在初級階段還是很依賴母語之外，另一個原因是因為閱讀課程本來就需要

透過介質來傳達，比較需要用到自己的母語。此外，學生也認為透過句子斷

句的策略能夠幫助自己在閱讀文章時，能夠更能掌握句子和句子之間的關係，

學生認為句子斷句和語法、結構解釋的幫助是一樣高的。學生在訪談中還表

示，做句子斷句練習時的後半，因為研究者開始給他們時間上的限制，所以

他們更大膽地去做，也是很好的幫助，讓他們閱讀句子、文章時，不再只是

一個一個字慢慢地去閱讀，能夠掌握了速讀的閱讀策略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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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篇章部分 

（1）你覺得閱讀篇章最難的是什麼？ 

 語法、句型結構 生詞意思 語境 通篇理解 其他 

人數 2 1 5 4 0 

百分比(%) 16.7 8.3 41.7 33.3 0 

（2）你覺得閱讀篇章教學，哪個最有幫助？ 

 生詞解釋 逐句翻譯 圈選出重點 猜測法 根據上下文

推論 

其他 

人數 3 5 2 1 2 0 

百分比 25 41.7 16.7 8.3 16.7 0 

（3）你覺得看課文相關的文章，對你的中文閱讀能力有幫助嗎？  

 很有幫助 有幫助 普通 沒有幫助 完全沒幫助 

人數 6 4 1 1 0 

百分比(%) 50 33.3 8.3 8.3 0 

（4）你覺得看課文以外的文章，對你的中文閱讀能力有幫助？  

 很有幫助 有幫助 普通 沒有幫助 完全沒幫助 

人數 6 4 1 1 0 

百分比(%) 50 33.3 8.3 8.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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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你在上課以前知道「閱讀策略」嗎？  

 不知道 聽過，但不太清楚 知道 

人數 10 2 0 

百分比(%) 83.3 16.7 0 

（6）你覺得「閱讀策略」對中文閱讀有幫助嗎？  

 很有幫助 有幫助 普通 沒有幫助 完全沒幫助 

人數 5 4 2 1 0 

百分比(%) 41.7 33.3 16.7 8.3 0 

（7）你用什麼方法閱讀中文篇章？（複選）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大聲朗讀 9 13.1 推論法，心中先預設

內容 

4 5.8 

關鍵字找大意 7 10.1 從已讀的部分，推出

未讀的部分 

10 14.5 

以母語翻譯 12 17.4 反覆閱讀 10 14.5 

從上、下文推出內容 6 8.7 其他 3 4.3 

以字詞為中心來閱讀 8 11.6 
 

  

  根據上面有關閱讀篇章的問卷內容所發現，大部分的學生覺得閱讀課文

以內或以外的東西有很趣，並且對閱讀能力有明顯的幫助，覺得沒有幫助的

學生是因為覺得閱讀太難，加上對閱讀極不感興趣，才會覺得沒有幫助。閱

讀篇章時，泰籍學生最常使用的閱讀策略仍是屬於「翻譯策略」，此現象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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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出初級第二語言學習者，仍十分依賴母語與教師。再者是「反覆閱讀」、「從

已讀的部份，推出未讀的部分」策略。 

  閱讀篇章的最困難點以從句子的生詞和語法、句型結構轉到「語境」，

因為閱讀句子時，句子較短，所能提供的線索只能透過生詞，但當閱讀短文、

篇章時，能提供線索的不再只是生詞，而是句子和句子，或是文章中的關鍵

字、所要表達的主題情況等，所以生詞與語法、句型結構反而就不再是這麼

重要了。反而是衍伸到「語境」的部分，需要透過內容猜測文章所要表達的

主題情況，或是另一種隱藏在背後的意義等，所以就初級泰籍學生而言，語

境乃是閱讀篇章最要加強訓練的地方。 

五 整體部分 

（1）你對「中文閱讀課程」？ 

 非常滿意 滿意 普通 不滿意 非常不滿意 

人數 7 3 2 0 0 

百分比(%) 58.4 25 16.7 0 0 

（2）你覺得「中文閱讀課程」，最實用的地方是？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漢字介紹 2 16.7 閱讀課內文章 4 33.3 

詞彙猜測 0 0 閱讀課外文章 1 8.3 

生詞結構、斷句 2 16.7 閱讀策略 1 8.3 

句子結構、斷句 0 0 其他 0 0 

（3）你覺得「中文閱讀課程」，最不實用的地方是？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漢字介紹 0 0 閱讀課內文章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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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彙猜測 5 41.7 閱讀課外文章 0 0 

生詞結構、斷句 0 0 閱讀策略 2 16.7 

句子結構、斷句 3 25 其他 2 16.7 

（4）你覺得「中文閱讀課」帶給你什麼幫助？（複選）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不再害怕閱讀中文 8 21 願意以後閱讀中文時

使用學過的策略 

6 15.8 

願意主動閱讀中文 8 21 相信自己有能力理解

中文閱讀的內容 

6 15.8 

學會自己解決閱讀

中文遇到的問題 

8 21 其他 2 5.4 

（5）你覺得「中文閱讀課」中，老師的教法有什麼優點？（複選）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良好的引導 10 15.9 具有教學熱忱 5 7.9 

循序漸進的教法 8 12.7 教學態度健康 4 6.4 

同學提問能給予回應 7 11.1 具有豐富知識與經驗 5 7.9 

上課秩序良好 5 7.9 能用泰語解釋 12 19 

教學活潑生動 3 4.8 其他 4 6.4 

（6）你覺得哪一個階段對你閱讀理解能力有最大的幫助？  

 漢字 生詞 句子 篇章 閱讀策略 

人數 2 3 0 6 1 

百分比(%) 16.7 25 0 50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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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者的大部分學生上完一個學期的閱讀課程後，覺得整體來說，閱讀

課程有很大的幫助，覺得「普通」的學生是因為覺得漢字很難、華語閱讀很

難，即使這次懂了，下次遇到別的句子、篇章也還是一樣不懂，所以覺得幫

助不大。但值得高興的是，透過循序漸進地教授學生閱讀華語的策略，從小

範圍的漢字開始，到中範圍的生詞、句子，到最後大範圍的篇章、閱讀策略，

研究者最看重的部分乃是大範圍的篇章和閱讀策略的部分，而從學生的回饋

中也發現，經過訓練以後他們覺得閱讀篇章的理解能力大提升。至於閱讀策

略，學生並不認為很有幫助，原因是因為學生們還不太理解閱讀策略的意義

及使用方式。 

  此外，研究者訪談時問學生認為課外閱讀內容和真實材料哪一個比較有

意思？其回答統計如下： 

 課文相關的閱讀 真實材料的閱讀 

人數 10 2 

百分比(%) 83.3 16.7 

  泰籍學生們覺得研究者提供的真實材料比課外閱讀還難，原因是因為課

外閱讀還可以根據前後文猜出其意思，但是真實材料給的線索較少，如果真

的看不懂關鍵字，也沒辦法理解全文了。 

  教師教法的部分，由於學生強烈的依賴母語翻譯，且閱讀教學需要常常

使用翻譯教學法，所以學生認為教師是否能說學生的母語為閱讀教學中的一

個極為重要的因素。在建議方面，學生在與研究者面談時也表示，教學過程

較過於沉悶，教學活動也希望能夠更加活潑，甚至希望教學時數可以再少一

點，或是閱讀文章內容可以不要這麼多，放慢點速度較能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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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主要的目的，如同第一章所說，旨在發展出一套針對泰國高中

生一年級的華語閱讀課程設計。研究問題包括： 如何有效地教授初級泰籍

學生華語閱讀策略、如何透過閱讀策略來閱讀華語句子、如何透過閱讀策略

來閱讀華語篇章、如何設計出一套適合初級泰籍學生「漢字」方面的閱讀課

程、如何設計出一套適合初級泰籍學生「句子」方面的閱讀課程、如何設計

出一套適合初級泰籍學生「短文、篇章」方面的閱讀課程。 

  本章節的第一節將針對上述的研究問題跟據研究內容、課程設計做出

「研究結論」，第二節「研究限制」，第三節則是「對未來研究發展之建議」。 

第一節 研究結論 

一 關於閱讀策略 

  根據前面許多學者表示可知，華語的閱讀策略仍是以「由低階到高階」、

「由下而上」、「由漢字到句子、篇章」、「由片面到全面」等的順序進行較適

合學習者學習。所以本研究安排的初級華語閱讀的課程，也是以最基本的「漢

字、生詞」，再到「句子」，最後到「短文、篇章」，而這樣的課程安排，學

生也表示由簡入難、循序漸進的感覺，符合學生對華語閱讀課的期望。 

  而從各細項的閱讀策略來說，漢字部分：研究者透過教授筆順、筆形、

漢字結構、部首部件、漢字造字原則等知識教學學生對漢字的熟識度，從中

可得知：漢字熟識程度影響泰籍學生的閱讀能力，所以必須有系統的教授筆

順、筆形、漢字結構、部首部件、漢字造字原則等知識，以用來幫助學生運

用這些策略記憶漢字，但比重順序因以筆順、部件部首、漢字結構，三者為

主；筆形和漢字造字原則為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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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個為句子部分。泰語語法結構跟漢語結構相似，都是主語－位語－

賓語（S-V-O）結構，因此在斷句練習時，泰籍學生能較清楚地掌握度句子

意思。但是相對地，而生詞斷句就偏弱，乃是因為泰語是拼音文字，與華語

不同，華語生詞裡的字與字之間又過度緊密黏結，常讓泰籍學生無法掌握漢

字生詞的字數變化，而造成斷句錯誤，最多的錯誤是四字詞，再來是三字詞。 

  不過在多加幾次訓練之後，泰籍學生也可以透過「生詞斷句」和「句子

斷句」的閱讀策略來閱讀句子或文章。此外，泰籍學生在閱讀句子時仍依賴

生詞，並且最常使用「翻譯」策略，當然也會使用「圈出關鍵字」、「透過部

首部件猜測」等其他策略來幫助閱讀句子。 

  而就篇章來說，在大篇幅文章的理解上時，起初泰籍學生較無法清楚掌

握通篇文章意思，但經過反覆運用閱讀策略後，包括找出關鍵字、根據上下

文推斷，句子斷句等閱讀策略等，甚至還用限制閱讀時間的方式來訓練學生

閱讀的速度與正確度，在這些策略的教授下，學生對於閱讀能力有明顯的成

效。 

二 關於課程設計   

  關於華語閱讀課程上的安排，本研究所設計的課程安排，學生都表示相

當有幫助。漢字、生詞、句子、篇章的課程就同上面閱讀策略的教授相似。

課程設計也應循序漸進，內容方面由簡入難的方式安排，以課文相關方面出

發，然後再做課外延伸，所給學生閱讀的華語文文章，篇幅方面也應由少入

多，漸進式地讓學習者慢慢習慣對漢字閱讀的量，進而達到有效地學習。 

  短文、篇章的課程安排上，主要透過句子斷句練習、從文章中找出關鍵

字、從上下文推出文章大意等，讓部分學生已會用以句子、句子和句子連結

或找尋關鍵字等策略來閱讀文章。而在最後問卷調查及訪談學生中，學生仍

表示華語閱讀篇章部分，「語境」成為最大困難點，所以課程設計就需多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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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閱讀「內在涵義的技巧」也就是「語境」的技巧。這部分就和讀者自己

本身內在的知識多寡息息相關了，而研究者所說這些知識不單單與語言相關，

而是包含了對世界的理解，以至於當學生進行閱讀時，能夠與自身原有的知

識、理解能力做結合，從而與閱讀的篇章產生共鳴，所以課程設計、選擇閱

讀文章時，也要設計以貼近學生生活狀況的文章才是。 

  最後，閱讀課程安排最好以學生學習過的相關文章進行成效較好，以學

生學習過的百分之六十～八十生詞做底，再增加百分之二十～四十不認識的

新詞做陪襯寫出文章，或是將已學過課文內容重新篇寫，這樣的課程設計讓

學生在閱讀時很有熟悉感，而成就感因而能引出學生想閱讀的心情。因為針

對泰籍學生的心理層面來看，由於高中一年級泰籍學生，正值青春期，個性

本來就比較浮躁，若一眼掃過，不認得的生詞過多，學生就會失去閱讀的耐

心。而另一種情況則容易因陌生的閱讀文本而感到焦慮、緊張，甚至放棄閱

讀，在語言課程的安排上，不單只是要教授閱讀策略，且需增強學習者的學

習抗壓力，多以鼓勵、引導的方式來使學習者心態放鬆，尋求安定。 

第二節 研究限制 

  本研究旨在了解華語閱讀策略教學的課程，是否有助於提升泰籍學生華

語閱讀理解能力，然而在研究過程中，仍基於多種原因，有許多不易克服的

研究限制，如： 

一 教學師間限制 

  本研究的教學時間是一個班，一個學期的課程，但其研究對象本身一週

就有六節的中文課，其中 Chinese Reading（中文閱讀課）則佔了兩節（三

分之一的中文課），學校的中文課程中主要的基礎華語課程以 Chinese 2（中

文二）為主，而其本身已有其進度，閱讀課本身為補充課程，但仍使用兩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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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兩套教法，學生課程量相當大，負擔量過大，尤其是閱讀課程，因閱

讀課較主課難，且閱讀本身課程名稱較不吸引學生，所以導致學生後繼無力，

常常上課時仍沒把上次的內容完全消化完畢，或還在消化主課內容時，就要

接受新的閱讀課程的內容。 

二 研究者的限制 

  本研究為行動研究，而教育上的行動研究，最大的特點就是研究者兼教

學者的身分，所以在教學過程中，研究者不但要進行教學，而且還時不時要

觀察學生的反應與回饋，雖然透過觀察學生的反應，可以了解研究者的教學

設計是否合適，但是在教學當下，研究者常常專心在教學上，或是課堂活動

的進行等，沒法當下立刻將學生的反應記錄下來，而下課後研究者再根據上

課內容，將教學內容做回顧，但卻往往是憑印象記錄，難免有時會有缺漏。

此外，研究者是教學經驗豐富的華語教師，但較缺乏從事系統性研究的工作，

研究方法也許不夠嚴謹，而對於研究者和教學者的身分轉換，難免有時會模

糊不清。至於在教學專業裡，要直接涉入於有感情、有情緒的師生互動，即

使研究者都以客觀心態來進行研究與教學，但還是很難完全地隱藏感情和情

緒。 

三 研究對象的限制 

  本研究的對象共 12 個人，因為是學校課程安排下的學生，所以學生數

量、學生程度並無法做選擇。雖然這些學生在老師認定下仍屬於零基礎者，

課程從最基本的開始教起，但其實未必是全零基礎者，雖然程度落差不大，

但難免還是有點程度區分，態度跟學習習慣也有不同，除此之外，有些學生

有在外面補習中文，使得部分學生對課堂教授的內容理解較高，研究對象的

個人變動細項仍有一定的差異。 

  就性別方面，由於研究的學校為女校，所以也無法針對性別為因素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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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面討論，不同性別所造成的研究結果，勢必也不相同。人數方面，十二

位學生對語言教學來說，是很理想的教學人數，學生和師生互動機會較大，

每個學生上課所學習到的時間，老師投注的時間相對也較多，但是對於研究，

可能數量太少，所以若可增加研究數量，將可使研究更具多樣性。 

  另外，因本研究是針對在學的泰籍高中生所進行的行動研究，所以其實

課程上受到外在干擾的因素更大，像是各式校內活動，如：運動會、校內話

劇比賽、校外教學、園遊會、水燈節、科學展覽、泰皇慶祝活動等，有時課

程時數受到影響，有時則是學生心態受到影響，前者課程時數減少，使課程

無法順利按照計畫進行，後者則是會讓學生無心上課，參與感降低，這也是

本研究所面臨的限制之一。 

四 課程設計上的限制 

  在課程設計上，因研究者每次的教學內容都是觀察學生學習狀況後，將

閱讀課程做小幅度的微調，最終都以當天課程安排而製作練習卷發放，學生

對課程安排較無法有完整性的接收，若能將整學期的課程安排與計畫事先編

排成冊，讓學生有上「一門科目」的感覺，會讓學生更積極。此外，受到教

學時間的限制，學生不容易建立完整的閱讀策略與觀念。而從大方向來看，

課程也較於是中文課程上的設計，而忽視了須將課程與學校和社會的脈絡緊

緊連在一起。 

  在閱讀真實文本的教學練習較少，因為學生對真實文本的理解能力較低，

真實文本變化性太大，應用方面也較多，由於高中生尚未出社會，對於社會

接觸也較少，所以對一些真實文本理解不夠，造成學生挫折感較高，學生學

習興趣偏低。華語閱讀能力最高目標便是閱讀真實文本，然而在對於初學者

而言，以及以考大學為導向的高中生而言，真實文本的部分，包含其內容、

數量、課程的安排上則需多加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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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對未來研究發展之建議 

一 教師課程安排方面 

  可多加配合學校學年度的活動，適時結合年度活動所需，設計補充教學，

讓學生參與校內活動（如：運動會、園遊會、泰皇慶典、話劇比賽等）時可

搭配中文閱讀做連結，寓教於樂，使學生學習起來更快樂。此外，也可組織

校內「中文藝能科競賽」，讓朗讀、寫字成為其中的一項競賽內容，透過校

內活動，讓學生不單單覺得中文只是課堂上的學習，也可以是活動、遊戲，

很多時候透過比賽，會讓學生更加有動力在課後的準備上，一張中文閱讀單

也許就能夠激發學生自我的學習動力，因為為了取得名次而做朗讀的練習，

不僅可以增進閱讀漢字的能力，也能夠因為一直閱讀句子、文章而增加學生

對華語文篇章的語感，也因此讓學生的學習更多元化。 

二 學校課程安排方面 

  華語教學最大目標，就是在培養學生聽說讀寫的四大能力，在教導學生

的閱讀能力之外，同時也要繼續發展口語表達能力，以四項能力均衡為主。 

課程安排方面，學校課程安排是以基本華語課程為主要科目（如：Chinese 1, 

Chinese 2…），而以閱讀科目為補充課程，補充課程佔中文課的三分之一（基

本華語課程一週四節課時，補充課程一週兩節課時），每學年開課課程不相

同，大多是以中文聽說(Chinese Listening and Speaking)、中文閱讀(Chinese 

Reading)、中文會話(Chinese conversation)、中文讀寫(Chinese Reading and 

Writing)、中文綜合(Thematic Chinese)等課程為主，但補充課程皆安排在一

學年（兩學期）內上完，並沒有連續性，就會造成只是段落式的學習，一學

年的閱讀課對於初學者來說太少，如果能將閱讀課程增加為一學年半（三學

期），甚至是兩學年（四學期）的課程，對於學生勢必更能掌握中文閱讀的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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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科技教學方面 

  世界日新月異的發展，科技也不斷地發達，將科技融入現代的各項教學

都是一種趨勢，像是利用影片播放、打字、或線上斷句、重組句子等來增加

教學的便利性、多樣性、活潑性，華語教學也不例外，而尤其是閱讀教學，

如果學生長時間只透過書寫方式、紙筆方式來做練習，勢必就很容易造成倦

怠，所以若可搭配「科技」教學，一定能大大增加學生學習華語閱讀課程的

興趣。而且，除了教室環境外，教師還可以將學習材料放在網路平台上，或

是介紹適合學生學習的網路、網頁，讓學生能夠透過電腦閱讀各類材料，靠

著網路和科技的便利性，而真正做到「走到哪、學到哪」的精神。再加上研

究者從學生訪談間，可以聽出學生是喜歡使用電腦來學習的，最主要的還是

電腦與網路、科技的便利性，所以若以後的華語閱讀課程設計，能多搭配一

些科技輔助，相信這將會是令學生喜歡學習的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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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華語難度調查表］ 
 

親愛的同學們： 

  我是在 Satrinonthaburi School（暖武里女子中學）教中文的漢語老師，

這是一份關於漢語學習的問卷調查［華語難度調查表］，共 20 題，希望你們

能夠抽空填寫一下，讓我能藉此問卷來研究泰籍學生學習漢語的現狀及所遇

到的困難，並透過你的回饋，我將用來反思我們的教學內容並改進，讓我們

中文老師的漢語教學內容設計、品質可以更加提升。 

  十分感激！ 

彭老師 2011 

＿＿＿＿＿＿＿＿＿＿＿＿＿＿＿＿＿＿＿＿＿＿＿＿＿＿＿＿＿＿＿ 

1. 你現在就讀幾年級？M1, M2 M3, M4 M5, M6 

2. 你學漢語多久了？不到一年 一年～三年 三年以上 

3. 你現在所用的漢語教材是什麼？＿＿＿＿＿＿＿＿＿＿＿＿＿＿ 

4. 你喜歡你現在所用的教材嗎？不喜歡 普通 喜歡 

5. 承上，為什麼？＿＿＿＿＿＿＿＿＿＿＿＿＿＿＿＿＿＿＿＿＿ 

6. 你一星期上多少節的中文課？1-2 節 3-4 節 5-6 節 

7. 你覺得這樣的節數如何？太多 普通 太少 

8. 你覺得漢語課中最難的是哪個部分？（單選）聽 說 讀 寫 

9. 承上，為什麼？＿＿＿＿＿＿＿＿＿＿＿＿＿＿＿＿＿＿＿＿＿ 

10. 你覺得漢語課中比較難的是哪個部分？（複選）漢字 生詞 

語法 口語 聽力 發音 其它＿＿＿＿ 

11. 你覺得「中文閱讀」難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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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難 不太難 普通 有一點難 很難 

12. 「中文閱讀」難的地方在於？（複選） 

漢字 生詞 句子 篇章 其它＿＿＿＿ 

13. 你覺得「中文聽力」難嗎？ 

不難 不太難 普通 有一點難 很難 

14. 「中文聽力」難的地方在於？（複選） 

發音 聲調 速度 語氣 其它＿＿＿＿ 

15. 你覺得「中文說話」難嗎？ 

不難 不太難 普通 有一點難 很難 

16. 「中文說話」難的地方在於？（複選） 

發音 聲調 速度 語氣 其它＿＿＿＿ 

17. 你覺得「中文寫作」難嗎？ 

不難 不太難 普通 有一點難 很難 

18. 「中文寫作」難的地方在於？（複選） 

漢字 生詞 句子 篇章 其它＿＿＿＿ 

19. 你現在學習漢語最大的困難是什麼？（請詳述）＿＿＿＿＿＿＿＿＿

＿＿＿＿＿＿＿＿＿＿＿＿＿＿＿＿＿＿＿＿＿＿＿＿＿＿＿＿＿＿＿＿＿

＿＿＿＿＿＿＿＿＿＿＿＿＿＿＿＿＿＿＿＿＿＿＿＿＿＿＿＿＿＿＿＿＿ 

20. 對漢語課有什麼建議和期許？（請詳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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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2［華語難度調查表／泰語問卷］ 

นกัเรียนท่ีรักทุกคน 

ขา้พเจา้คืออาจารยส์อนภาษาจีนโรงเรียนสตรีนนทบุรี 

แบบสอบถามชุดน้ีเป็นแบบสอบถามท่ีจดัท าข้ึนเพ่ือส ารวจความยากง่ายเก่ียวกบัภาษาจีน รวม 20 ขอ้ 

หวงัวา่นกัเรียนทุกคนสามารถสละเวลาตอบแบบสอบถามชุดน้ีดว้ยความจริง 

เพ่ือน าผลจากแบบสอบถามชุดน้ีวเิคราะห์ความยากง่ายของการเรียนภาษาจีนและส ารวจอุปสรรคจากการเรียนภาษา

จีนของนกัเรียนชาวไทย เพ่ือประโยชน์สูงสุดในการออกแบบปรับปรุงการเรียนการสอนใหดี้ข้ึนในอนาคต 

  ขอบคุณเป็นอยา่งสูง 

อาจารยเ์ผิงซินหยนุ 2011 

＿＿＿＿＿＿＿＿＿＿＿＿＿＿＿＿＿＿＿＿＿＿＿＿＿＿＿＿＿ 

1. คุณเรียนระดบัชั้นใด？ม.1, ม.2 ม.3, ม.4 ม.5, ม.6 

2. คุณเรียนภาษาจีนมานานเท่าใด？ไม่ถึง 1 ปี 1 ปี ถึง 3 ปี มากกวา่ 3 ปี 

3. ปัจจุบนัคุณใชแ้บบเรียนใดในการเรียนภาษาจีน？＿＿＿＿＿＿＿＿＿＿＿＿ 

4. คุณชอบแบบเรียนท่ีคุณใชใ้นปัจจุบนัน้ีหรือไม่？ไม่ชอบ ธรรมดา ชอบ 

5. จากขอ้ 4 เพราะเหตุใด？＿＿＿＿＿＿＿＿＿＿＿＿＿＿＿＿＿＿ 

6. คุณเรียนภาษาจีนก่ีคาบต่อสปัดาห์？1-2คาบ 3-4คาบ 5-6คาบ 

7. คุณมีความคิดเห็นวา่คาบเรียนภาษาจีนของคุณมากนอ้ยเพียงใด？มากเกินไป ธรรมดา 

ไม่นอ้ย 

8. คุณคิดวา่ส่ิงใดยากท่ีสุดในการเรียนภาษาจีน？（เลือกไดข้อ้เดียว）ฟัง พดู อ่าน 

เขียน 

9. จากขอ้ 8 เพราะเหตุใด？＿＿＿＿＿＿＿＿＿＿＿＿＿＿＿＿＿＿ 

10. คุณคิดวา่ส่ิงท่ียากท่ีสุดในรายวชิาภาษาจีนคือขอ้ใด？（เลือกซ ้ าได）้ตวัอกัษรจี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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ค าศพัท ์ ไวยากรณ์ สนทนา การฟัง การออกเสียง อ่ืน ๆ ＿＿＿＿ 

11. คุณคิดวา่「การอ่านภาษาจีน」ยากหรือไม่？ 

ไม่ยาก ไม่ค่อยยาก ธรรมดา ยากนิดหน่อย ยากมาก 

12. 「การอ่านภาษาจีน」มีขอ้ยากตรงจุดใด？（เลือกซ ้ าได）้ 

ตวัอกัษรจีน ค าศพัท ์ ประโยค บทความ อ่ืน ๆ ＿＿＿＿ 

13. คุณคิดวา่「การฟังภาษาจีน」ยากหรือไม่？ 

ไม่ยาก ไม่ค่อยยาก ธรรมดา ยากนิดหน่อย ยากมาก 

14. 「การฟังภาษาจีน」มีขอ้ยากตรงจุดใด？（เลือกซ ้ าได）้ 

การออกเสียง วรรณยกุต ์ ความเร็ว อารมณ์ อ่ืน ๆ ＿＿＿＿ 

15. คุณคิดวา่「สนทนาภาษาจีน」ยากหรือไม่？ 

ไม่ยาก ไม่ค่อยยาก ธรรมดา ยากนิดหน่อย ยากมาก 

16. 「สนทนาภาษาจีน」มีขอ้ยากตรงจุดใด？（เลือกซ ้ าได）้ 

การออกเสียง วรรณยกุต ์ ความเร็ว อารมณ์ อ่ืน ๆ ＿＿＿＿ 

17. คุณคิดวา่「เรียงความภาษาจีน」ยากหรือไม่？ 

ไม่ยาก ไม่ค่อยยาก ธรรมดา ยากนิดหน่อย ยากมาก 

18. 「เรียงความภาษาจีน」มีขอ้ยากตรงจุดใด？（เลือกซ ้ าได）้ 

ตวัอกัษรจีน ค าศพัท ์ ประโยค บทความ อ่ืน ๆ ＿＿＿＿ 

19. อุปสรรคท่ีส าคญัท่ีสุดในการเรียนภาษาจีนของคุณคือส่ิงใด？（โปรดอธิบาย）＿＿

＿＿＿＿＿＿＿＿＿＿＿＿＿＿＿＿＿＿＿＿＿＿＿＿＿＿＿＿ 

20. คุณมีขอ้เสนอแนะหรือมีความคาดหวงัใดต่อรายวชิาภาษาจีน？（โปรดอธิบาย）＿＿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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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期末課程滿意問卷］ 

 

親愛的同學們： 

  我們這學期上了 Chinese Reading（中文閱讀），課程結束之後我想藉由

問卷來更了解你們學習的成效與問題。希望你們能誠實回答下面的問題，讓

我可以反省，幫助我為將來的課程做更好的調整。 

  十分感激！ 

                         彭老師 

＿＿＿＿＿＿＿＿＿＿＿＿＿＿＿＿＿＿＿＿＿＿＿＿＿＿＿＿＿＿＿ 

 

1. 你對《漢語教程》第一冊上／下，這兩本書？非常滿意 滿意 普通 

不滿意 非常不滿意 

 

2. 你覺得《漢語教程》第一冊上／下，對你最有幫助的地方是？（複選）漢

字 生詞 語法 內容 課文有拼音 有練習題 有英文解釋 無 

其他 

 

3. 你覺得《漢語教程》第一冊上／下，最不實用的地方是？（複選）漢字 

生詞 語法 內容 課文有拼音 有練習題 有英文解釋 無 其他 

 

4. 你對「中文閱讀課程」？非常滿意 滿意 普通 不滿意 非常

不滿意 

 

5. 你覺得「中文閱讀課程」，最實用的地方是？漢字介紹 詞彙猜測 生

詞結構、斷句 句子結構、斷句 閱讀課內文章 閱讀課外文章 閱讀策略 

其他＿＿＿＿＿＿＿＿＿＿ 

 

6. 你覺得「中文閱讀課程」，最不實用的地方是？漢字介紹 詞彙猜測 

生詞結構、斷句 句子結構、斷句 閱讀課內文章 閱讀課外文章 閱讀策

略 其他＿＿＿＿＿＿＿＿＿＿ 

 

＊漢字部分  

7. 你覺得漢字最難的是什麼？記住發音 記住字形 記住意思 其他 

 

8. 你上課以前知道漢字「基本筆畫（筆形）」（如：點、撇、捺等）嗎？不知

道 聽過，但不太清楚 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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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你覺得「基本筆畫（筆形）」對記住漢字有幫助嗎？很有幫助 有幫助 

普通 沒有幫助 完全沒幫助 

 

10. 你上課以前知道漢字有「筆順」（如：由上到下、從左到右等）嗎？不知

道 聽過，但不太清楚 知道 

 

11. 你覺得「筆順」對記住漢字有幫助嗎？很有幫助 有幫助 普通 

沒有幫助 完全沒幫助 

 

12. 你在上課以前知道有「部首、部件」（如：水部、口部、人部等）嗎？不

知道 聽過，但不太清楚 知道 

 

13. 你覺得「部首、部件」對記住漢字有幫助嗎？很有幫助 有幫助 普

通 沒有幫助 完全沒幫助 

 

14. 你上課以前知道漢字「漢字結構」（如：獨體字、左右對稱字、上下合體字

等）嗎？不知道 聽過，但不太清楚 知道 

 

15. 你覺得「漢字結構」對記住漢字有幫助嗎？很有幫助 有幫助 普通 

沒有幫助 完全沒幫助 

 

16. 你上課以前知道漢字「漢字造字原則」（如：象形字、會意字、形聲字等）

嗎？不知道 聽過，但不太清楚 知道 

 

17. 你覺得「漢字造字原則」對記住漢字有幫助嗎？很有幫助 有幫助 

普通 沒有幫助 完全沒幫助 

 

18. 你覺得漢字教學，哪個最有幫助？筆順 漢字造字原則 部件、部首 

筆形 漢字結構  

 

19. 你用什麼方法來記住漢字？利用部首、部件 故事聯想 反覆書寫 

強硬背誦 利用聲音 自製生字卡 用圖像記憶 其他＿＿＿＿＿ 

 

＊生詞部分  

20. 你覺得生詞最難的是什麼？記住發音 記住字形 記住意思 記住

排列順序 記住字數 其他＿＿＿＿ 

 

21. 你在上課以前知道「生詞斷句」嗎？不知道 聽過，但不太清楚 知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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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你覺得「生詞斷句」對閱讀句子有幫助嗎？很有幫助 有幫助 普通 

沒有幫助 完全沒幫助 

 

23. 你覺得生詞教學，哪個最有幫助？相近字 組字 分解 推測詞彙

意思 生詞斷句練習 

 

24. 你用什麼方法來記住生詞？漢字推敲 強硬背誦 偏旁部首、部件 

故事聯想 自製生字卡 用圖像記憶 其他＿＿＿＿＿＿＿ 

 

＊句子部分  

25. 你覺得閱讀句子最難的是什麼？語法、句型結構 生詞意思 語境 

其他＿＿＿＿ 

 

26. 你在上課以前知道「句子斷句」嗎？不知道 聽過，但不太清楚 知

道 

 

27. 你覺得「句子斷句」對閱讀句子、篇章有幫助嗎？很有幫助 有幫助 

普通 沒有幫助 完全沒幫助 

 

28. 你覺得句子教學，哪個最有幫助？句子斷句 語法、句型結構解釋 

造句 圈選出重點 猜測法 其他＿＿＿＿ 

 

29. 你用什麼方法來閱讀句子？大聲朗讀 圈選出重點 以母語翻譯 

從前後字詞推出內容 推論法，心中先預設內容 用語法、句型結構來分析 

其他＿＿＿＿＿ 

 

＊篇章部分  

30. 你覺得閱讀篇章最難的是什麼？語法、句型結構 生詞意思 語境 

通篇理解 其他＿＿＿＿ 

 

31. 你覺得閱讀篇章教學，哪個最有幫助？生詞解釋 逐句翻譯 圈選出

重點 猜測法 根據上下文推論 其他＿＿＿＿ 

 

32. 你覺得看課文相關的文章，對你的中文閱讀能力有幫助嗎？很有幫助 

有幫助 普通 沒有幫助 完全沒幫助 

 

33. 你覺得看課文以外的文章，對你的中文閱讀能力有幫助？很有幫助 有

幫助 普通 沒有幫助 完全沒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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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你在上課以前知道「閱讀策略」嗎？不知道 聽過，但不太清楚 知

道 

 

35. 你覺得「閱讀策略」對中文閱讀有幫助嗎？很有幫助 有幫助 普通 

沒有幫助 完全沒幫助 

 

36. 你用什麼方法閱讀中文篇章？大聲朗讀 關鍵字找大意 以母語翻譯 

從上、下文推出內容 以字詞為中心來閱讀 推論法，心中先預設內容 從

已讀的部分，推出未讀的部分 反覆閱讀 其他＿＿＿＿＿＿＿＿ 

 

＊整體  

37. 你覺得「中文閱讀課」帶給你什麼幫助？不再害怕閱讀中文 願意主動

閱讀中文 學會自己解決閱讀中文遇到的問題 願意以後閱讀中文時使用學過的

策略 相信自己有能力理解中文閱讀的內容 其他＿＿＿＿＿＿ 

 

38. 你覺得「中文閱讀課」中，老師的教法有什麼優點？良好的引導 循序

漸進的教法 同學提問能給予回應 上課秩序良好 教學活潑生動 具有教

學熱忱 教學態度健康 具有豐富知識與經驗 能用泰語解釋 其他＿＿＿ 

 

39. 你覺得哪一個階段對你閱讀理解能力有最大的幫助？漢字 生詞 句

子 篇章 閱讀策略  

 

40. 你對「中文閱讀」課程有什麼建議嗎？（請寫下）＿＿＿＿＿＿＿＿＿＿＿

＿＿＿＿＿＿＿＿＿＿＿＿＿＿＿＿＿＿＿＿＿＿＿＿＿＿＿＿＿＿＿＿＿ 

 

非常謝謝！ 

 

  

 



針對泰國高中一年級華語閱讀課程之行動研究 
 

128 

     

附錄二-2［期末課程滿意問卷／泰語問卷］ 

 

นกัเรียนท่ีรักทุกท่าน 

ในเทอมน้ีเราไดเ้รียนวชิา Chinese Reading (ภาษาจีนเพ่ือการอ่าน) เพือ่ส ารวจความเขา้ใจและปัญหาหลงัการเรียน 

หวงัวา่ทุกคนจะใหค้วามร่วมมือในการตอบแบบสอบถามชุดน้ีดว้ยความเป็นจริง 

เพ่ือการพฒันารายวชิาน้ีใหดี้ยิง่ข้ึนในอนาคต 

ขอแสดงความขอบคุณอยา่งสูง 

                         อาจารย ์เผิง ซิน หยนุ 

＿＿＿＿＿＿＿＿＿＿＿＿＿＿＿＿＿＿＿＿＿＿＿＿＿＿＿＿＿＿＿ 

 

1. คุณรู้สึกอยา่งไรต่อแบบเรียน “ฮัน่หยูเ่จ้ียวเฉิง” ฉบบัท่ี ๑ เล่ม ๑ และ ๒ พอใจอยา่งยิง่ พอใจ ธรรมดา 

ไม่พอใจ ไม่พอใจอยา่งยิง่ 

 

2. คุณรู้สึกวา่แบบเรียน “ฮัน่หยูเ่จ้ียวเฉิง” ฉบบัท่ี ๑ เล่ม ๑ และ ๒ มีส่วนช่วยคุณในดา้นใดมากท่ีสุด？

（สามารถเลือกไดห้ลายขอ้）ตวัอกัษรจีน ค าศพัท ์ ไวยากรณ์ เน้ือหา แบบเรียนมีพินอิน 

มีแบบฝึกหดั มีค าอธิบายภาษาจีน ไม่มี อ่ืน ๆ  

 

3. คุณรู้สึกวา่แบบเรียน “ฮัน่หยูเ่จ้ียวเฉิง” ฉบบัท่ี ๑ เล่ม ๑ และ ๒ ไม่มีประโยชน์ในดา้นใดมากท่ีสุด？

（สามารถเลือกไดห้ลายขอ้）ตวัอกัษรจีน ค าศพัท ์ ไวยากรณ์ เน้ือหา แบบเรียนมีพินอิน 

มีแบบฝึกหดั มีค าอธิบายภาษาจีน ไม่มี อ่ืน ๆ  

 

4. คุณมีความรู้สึกอยา่งไรต่อรายวชิา 「ภาษาจีนเพ่ือการอ่าน」？พอใจอยา่งยิง่ พอใจ ธรรมด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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ไม่พอใจ ไม่พอใจอยา่งยิง่ 

5. คุณรู้สึกวา่รายวชิา「ภาษาจีนเพ่ือการอ่าน」มีประโยชน์ท่ีสุดในขอ้ใด？แนะน าตวัอกัษรจีน 

การเดาค าศพัท ์ โครงสร้างค าศพัท ์ โครงสร้างประโยค บทความในบทเรียน 

บทความนอกบทเรียน เทคนิคการอ่าน อ่ืน ๆ ＿＿＿＿＿＿＿＿＿＿ 

 

6. คุณรู้สึกวา่รายวชิา「ภาษาจีนเพ่ือการอ่าน」ไม่มีประโยชน์ท่ีสุดในขอ้ใด？แนะน าตวัอกัษรจีน 

การเดาค าศพัท ์ โครงสร้างค าศพัท ์ โครงสร้างประโยค บทความในบทเรียน 

บทความนอกบทเรียน เทคนิคการอ่าน อ่ืน ๆ ＿＿＿＿＿＿＿＿ 

 

＊ตวัอกัษรจีน  

7. คุณคิดวา่ตวัอกัษรจีนยากท่ีสุดในส่วนใด？การจดจ าเสียง การจดจ ารูป การจดจ าความหมาย 

อ่ืน ๆ ＿＿＿ 

 

8. ก่อนเรียนคุณรู้จกั「เส้นขีดพ้ืนฐานต่าง ๆ 」（เช่น เต่ียน เหิง เผี่ย น่า）หรือไม่？ไม่รู้จกั 

เคยไดย้นิแต่ไม่แน่ชดั รู้จกั 

  

9. คุณคิดวา่ 「เส้นขีดพ้ืนฐานต่าง ๆ 」มีส่วนช่วยในการจดจ าตวัอกัษรจีนหรือไม่？ช่วยไดม้าก 

มีส่วนช่วย ธรรมดา ไม่ค่อยมีส่วนช่วย ไม่มีส่วนช่วยเลย 

 

10. ก่อนเรียนคุณรู้วา่ตวัอกัษรจีนมี「ล าดบัขีดการเขียนต่าง ๆ 」（เช่น จากบนลงล่าง จากซา้ยไปขวา）หรือไม่？

ไม่รู้จกั เคยไดย้นิแต่ไม่แน่ชดั รู้จกั 

 

11. คุณคิดวา่ 「ล าดบัขีดการเขียนต่าง ๆ 」มีส่วนช่วยในการจดจ าตวัอกัษรจีนหรือไม่？ช่วยไดม้า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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มีส่วนช่วย ธรรมดา ไม่ค่อยมีส่วนช่วย ไม่มีส่วนช่วยเลย 

 

12. ก่อนเรียนคุณรู้วา่ตวัอกัษรจีนมี「ส่วนประกอบของภาษาจีน」（เช่น ส่วนประกอบ 水 ส่วนประกอบ

口 ส่วนประกอบ 人）หรือไม่？ไม่รู้จกั เคยไดย้นิแต่ไม่แน่ชดั รู้จกั 

13. คุณคิดวา่ 「ส่วนประกอบของภาษาจีน」มีส่วนช่วยในการจดจ าตวัอกัษรจีนหรือไม่？ช่วยไดม้าก 

มีส่วนช่วย ธรรมดา ไม่ค่อยมีส่วนช่วย ไม่มีส่วนช่วยเลย 

 

14. ก่อนเรียนคุณรู้วา่ตวัอกัษรจีนมี「โครงสร้างตวัอกัษรจีน」（เช่น โครงสร้างบนล่าง โครงสร้างซ้ายขวา）

หรือไม่？ไม่รู้จกั เคยไดย้ินแต่ไม่แน่ชดั รู้จกั 

 

15. คุณคิดวา่ 「โครงสร้างตวัอกัษรจีน」มีส่วนช่วยในการจดจ าตวัอกัษรจีนหรือไม่？ช่วยไดม้าก 

มีส่วนช่วย ธรรมดา ไม่ค่อยมีส่วนช่วย ไม่มีส่วนช่วยเลย 

 

16. ก่อนเรียนคุณรู้วา่ตวัอกัษรจีนมี「ทฤษฎีการประดิษฐต์วัอกัษรจีน」（เช่น เซ่ียงสิงจ้ือ สิงเซิงจ้ือ ฮุ่ยอ้ีจ้ือ）

หรือไม่？ไม่รู้จกั เคยไดย้ินแต่ไม่แน่ชดั รู้จกั 

 

17. คุณคิดวา่ 「ทฤษฎีการประดิษฐต์วัอกัษรจีน」มีส่วนช่วยในการจดจ าตวัอกัษรจีนหรือไม่？ช่วยไดม้าก 

มีส่วนช่วย ธรรมดา ไม่ค่อยมีส่วนช่วย ไม่มีส่วนช่วยเลย 

 

18. คุณคิดวา่การเรียนการสอนเก่ียวกบัตวัอกัษรจีน ส่วนใดมีประโยชน์มากท่ีสุด？ล าดบัขีด 

ทฤษฎีการประดิษฐต์วัอกัษรจีน ส่วนประกอบของตวัอกัษรจีน เส้นขีด โครงสร้างตวัอกัษรจีน  

 

19. คุณใชว้ธีิการใดในการจดจ าตวัอกัษรจีน？จดจ าส่วนประกอบของตวัอกัษรจีน เช่ือมโยงเร่ืองรา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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คดับ่อย ๆ ซ ้า ๆ  ท่องจ า จดจ าเสียง ท าบตัรค า ใชรู้ปภาพ อ่ืน ๆ ＿＿＿＿＿ 

＊ค าศพัท์  

20. คุณคิดวา่ส่วนท่ียากท่ีสุดของค าศพัทคื์ออะไร？จดจ าการออกเสียง จดจ ารูปร่างของค าศพัท ์

จดจ าความหมาย จดจ าล  าดบัการเรียง จดจ าจ านวน อ่ืน ๆ ＿＿ 

 

21. ก่อนเรียนคุณรู้จกั 「ค าศพัทแ์ละวรรคตอน」หรือไม่？ไม่รู้จกั เคยไดย้นิแต่ไม่แน่ชดั รู้จกั 

 

22. คุณคิดวา่ 「ค าศพัทแ์ละวรรคตอน」มีส่วนช่วยในการอ่านหรือไม่？ช่วยไดม้าก มีส่วนช่วย 

ธรรมดา ไม่ค่อยมีส่วนช่วย ไม่มีส่วนช่วยเลย 

 

23. คุณคิดวา่การเรียนการสอนเร่ืองค าศพัท ์ส่วนใดมีประโยชน์ท่ีสุด？ค าศพัทค์วามหมายใกลเ้คียง 

กลุ่มค า ความหมาย การเดาความหมายศพัท ์การฝึกแบ่งวรรคตอนค าศพัท ์

 

24. คุณใชว้ธีิใดในการจดจ าค าศพัท์？จดจ าตวัอกัษรจีน ท่องจ าอยา่งหนกั 

ส่วนประกอบปู้ เจ้ียนเพียงผาง การเช่ือมโยงเร่ืองราว สร้างบตัรค าศพัท ์ จดจ าดว้ยภาพ อ่ืน ๆ ＿

＿＿＿＿＿＿ 

＊ประโยค  

25. คุณคิดวา่ส่วนท่ียากท่ีสุดเร่ืองประโยคคืออะไร？ไวยากรณ์ โครงสร้างประโยค 

ความหมายของค าศพัท ์ บริบท อ่ืน ๆ＿＿＿＿ 

 

26. ก่อนเรียนคุณรู้จกั 「ประโยคและการแบ่งวรรคตอน」หรือไม่？ไม่รู้จกั เคยไดย้นิแต่ไม่แน่ชดั 

รู้จ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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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คุณคิดวา่ 「ประโยคและการแบ่งวรรคตอน」มีส่วนช่วยในการอ่านหรือไม่？ช่วยไดม้าก 

มีส่วนช่วย ธรรมดา ไม่ค่อยมีส่วนช่วย ไม่มีส่วนช่วยเลย 

 

28. คุณคิดวา่การเรียนการสอนเร่ืองประโยค มีส่วนช่วยในดา้นใด？ประโยคและวรรคตอน 

การอธิบายโครงสร้างประโยค การแต่งประโยค การจบัใจความส าคญั การคาดเดาความหมาย 

อ่ืน ๆ ＿＿＿＿ 

 

29. คุณใชว้ธีิใดในการอ่านประโยค？อ่านออกเสียงเสียงดงั หาค าส าคญั ใชภ้าษาแม่แปล 

ดูค าประกอบ คาดเดาเน้ือหาจากค าส าคญั  วเิคราะห์โครงสร้างประโยคไวยากรณ์  อ่ืน ๆ  

＊บทความ  

30. คุณคิดวา่การอ่านบทความท่ียากท่ีสุดคือส่ิงใด？โครงสร้างประโยค และไวยากรณ์ 

ความหมายของค าศพัท ์ บริบทเน้ือหา ความเขา้ใจตลอดเร่ือง อ่ืน ๆ ＿＿＿＿ 

 

31. คุณคิดวา่การเรียนการสอนการอ่านบทความ มีส่วนช่วยในการอ่านท่ีมากท่ีสุดคือ？

การอธิบายความหมายของค าศพัท ์ การแปลประโยค การจบัใจความส าคญั การคาดเดาความหมาย 

บริบทความ อ่ืน ๆ ＿＿＿＿ 

 

32. คุณคิดวา่การอ่านบทความท่ีเก่ียวขอ้งกบับทเรียน ช่วยเพ่ิมความสามารถในการอ่านของคุณหรือไม่？

ช่วยไดม้าก มีส่วนช่วย ธรรมดา ไม่ค่อยมีส่วนช่วย ไม่มีส่วนช่วยเลย 

 

33. คุณคิดวา่การอ่านบทความนอกบทเรียน ช่วยเพ่ิมความสามารถในการอ่านของคุณหรือไม่？

ช่วยไดม้าก มีส่วนช่วย ธรรมดา ไม่ค่อยมีส่วนช่วย ไม่มีส่วนช่วยเลย 

 

34. ก่อนเรียนคุณรู้จกั 「เทคนิคการอ่าน」หรือไม่？ไม่รู้จกั เคยไดย้นิแต่ไม่แน่ชดั รู้จ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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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คุณคิดวา่「เทคนิคการอ่าน」มีส่วนช่วยในการอ่านภาษาจีนหรือไม่？ช่วยไดม้าก มีส่วนช่วย 

ธรรมดา ไม่ค่อยมีส่วนช่วย ไม่มีส่วนช่วยเลย 

 

36. คุณใชว้ธีิอะไรในการอ่านบทความภาษาจีน？อ่านออกเสียงเสียงดงั หาค าส าคญั 

ใชภ้าษาแม่แปล ดูความสัมพนัธ์ของแต่ละยอ่หนา้ ดูค าประกอบ คาดเดาเน้ือหาจากค าส าคญั 

คาดเดาเน้ือหาท่ียงัไม่ไดอ่้านจากเน้ือหาท่ีอ่านแลว้ อ่านซ ้าหลายคร้ัง   อ่ืน ๆ ＿＿＿＿＿＿＿＿ 

＊ภาพรวม  

37. คุณคิดวา่รายวชิา「ภาษาจีนเพ่ือการอ่าน」ช่วยคุณในดา้นใด？ไม่กลวัการอ่านภาษาจีนอีกต่อไป 

เร่ิมอ่านส่ิงพิมพจี์นดว้ยตวัเอง สามารถแกปั้ญหาท่ีพบจากการอ่านภาษาจีนดว้ยตนเองได ้

สามารถใชเ้ทคนิคจากการเรียนในหอ้งไปใชจ้ริงในการอ่านภาษาจีน 

เช่ือวา่ตนเองมีความสามารถในการเขา้ใจเน้ือหาจากการอ่านภาษาจีน อ่ืน ๆ ＿＿＿＿＿＿ 

 

38. คุณรู้สึกวา่การสอนของอาจารยใ์นรายวชิา「ภาษาจีนเพ่ือการอ่าน」มีจุดเด่นและขอ้ดีอยา่งไร 

การน าเขา้สู่บทเรียนอยา่งดี สอนเป็นขั้นเป็นตอนจากง่ายไปหายาก 

สามารถใหค้  าตอบต่อนกัเรียนท่ีถามไดช้ดัเจน ล าดบัขั้นตอนในการสอนดี สอนอยา่งมีอรรถรสเร้าใจ 

มีความเป็นครูสูง  ทศันคติในการสอนที่ดี มีประสบการณ์และความรู้อยา่งดี 

สามารถใชภ้าษาไทยอธิบายได ้ อ่ืน ๆ ＿＿＿＿ 

 

39. คุณคิดวา่ขอ้ใดเป็นปัจจยัหลกัท่ีมีส่วนช่วยในการอ่านของคุณไดดี้ท่ีสุด ตวัอกัษรจีน ค าศพัท ์

ประโยค ความเช่ือมต่อของประโยค เทคนิคการอ่าน 

 

40. คุณมีขอ้เสนอแนะอยา่งไรต่อรายวชิา 「ภาษาจีนเพ่ือการอ่าน」（โปรดเขียนอธิบาย）＿＿＿＿＿＿

＿＿＿＿＿＿＿＿＿＿＿＿＿＿＿＿＿＿＿＿＿＿＿＿＿＿＿＿＿＿＿＿＿ 
 

ขอบคุณนกัศึกษาทุกคนเป็นอยา่งสู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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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閱讀文章內容］ 

 

（一）我們班有十八個學生，分別來自美國、英國、法國、日本、韓國和泰國。

我們有兩個老師，張老師教我們綜合課，王老師教我們聽力課和閱讀課。我們學

習很努力，上課認真聽老師講，下課以後自己寫漢字、做練習。我們還常常跟中

國朋友練習說漢語。老師說我們都是好學生。 

（二）我是泰國人，我的中文名字叫做李美。我家住在泰國的暖武裡，離曼谷不

遠。我現在在北京語言大學學習漢語。我有一個朋友叫瑪麗，她是美國人，她也

有中文名字，她的中文名字就叫陳瑪麗。我們都是留學生，我們來中國已經三年

了。 

（三）我喜歡吃水果，最喜歡吃的水果就是蘋果了。在日本有很多的蘋果，富士

蘋果非常有名。在泰國也有很多水果，像是榴槤、山竹、紅毛丹都是泰國特有的

名產。榴槤吃多了，聽說對身體不好，因為會上火。我覺得什麼東西都一樣，不

可以吃太多，也不可以都不吃。 

（四）我們是同學，都在臺灣大學學習漢語，剛開始來臺灣時很怕自己的中文不

好，現在已經習慣了。我每天都在家做練習、複習課文、預習生詞，有空的時候

還跟臺灣朋友一起去買東西。我覺得臺灣的東西很不錯，尤其是電腦，臺灣的電

腦又好又便宜，我很喜歡。學習漢語我覺得漢字最難，其他發音、語法，我都覺

得不太難，我每天都練習寫漢字，每個字都寫二十遍以上。 

（五）這是我的房間，我跟我的朋友住。她是德國人，我們的房間不太大。這個

舊箱子是我的，那個新的是我朋友的。她的衣服很多，我的不太多。這些書、詞

典是她的，那些是我的。我們的房間不錯，你覺得怎麼樣？ 

（六）那個舊箱子是我的，新的箱子是同屋的，房裡的衣服也不都是我的，有的

是我的，有的是我同屋的，桌上的漢英詞典是我老師給我的。我們四個人住一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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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大家相處得很愉快。和我最好的同屋叫做王書蘋，她媽媽是教授，所以她很

會念書，昨天是她的 17 歲的生日，我買了生日蛋糕送她，和她一起慶生，她非常

開心。 

（七）有一件我很喜歡的衣服要七百塊錢，爸爸覺得太貴了，所以爸爸不想買給

我，可是我真的很喜歡那件衣服，我就去跟媽媽說，媽媽說要是我這次英語考試

考了九十分她就買給我。可惜的是，我最後只考了八十八分，差了兩分，我非常

難過。爸爸看到我難過的樣子，就跟媽媽說，媽媽說差兩分沒關係，盡力就好，

九十分跟八十八分一樣好。於是媽媽就買了那件衣服給我，我現在天天穿在身上。 

（八）馬丁來中國學習漢語。他認識很多新朋友，有老師、醫生、公司職員，還

有各國的留學生。他們常常一起聽音樂，一起說漢語，一起去中國餐廳吃飯。上

個星期馬丁的姐姐來中國了，馬丁要跟姐姐去上海、杭州旅行，他給姐姐當翻譯。

他們想坐火車去，這樣可以看更多地方的風景。 

（九）最近我買了一輛自行車，這輛自行車是藍色的。我每天都騎它去上課。明

天我要跟我的朋友們去天安門，我們幾個打算騎車去。去完天安門，我們還打算

去吃北京烤鴨，很多朋友一起吃烤鴨，一定會很有意思，東西也會變得特別好吃。

我們預計早上八點出門，然後下午五點回到學校。 

（十）這是我全家的照片。我家有六口人：爸爸、媽媽、哥哥、姐姐、弟弟和我。

我爸爸是大學老師。媽媽不工作，她在家做家務。我姐姐是醫生，他在一家醫院

工作。我哥哥是律師。我和弟弟都是學生，弟弟是中學生，我是大學生。我在臺

灣大學念法文系，我將來希望有一天能夠去法國留學。 

（十一）這是我的宿舍。房間不太大，不過很乾淨、挺整齊的，是吧？我的同屋

是個義大利人。他也在這兒學習漢語。我倆都喜歡看書，他喜歡看雜誌，我喜歡

看小說。你看，這些雜誌都是他的，那書架上的小說都是我的。這本“靜靜的小河”

是我剛買的，朋友介紹這本小說很好看，所以我也想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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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在上海，很多大商店裡都可以買到法國、義大利、美國、日本的衣服，

好看的衣服真多，紅紅綠綠的，你真不知道買哪一件好。這些商店的衣服都很貴。

在一些小商店裡有很多中國生產的衣服，樣子也很好看，各種顏色的都有，也很

便宜。在這些小商店裡買衣服，可以試，還可以問售貨員：「可以便宜一點兒嗎？」

你可以花不太多的錢買到很好看的衣服呢。 

（十三）我們學校有一個圖書館。圖書館很大，有很多書。每天都有很多人去那

兒看書、借書、還書。我也常常去那兒查資料，我正在寫一篇文章，是關於中國

歷史的。這是我第一次用漢語寫文章，明天就要交給老師了，可是我還沒寫完，

只寫了一半而已，看來今天晚上要熬夜了。 

（十四）「彩虹」有七種顏色，分別是紅、橙、黃、綠、藍、靛、紫。「橙」就是

橘子的顏色，「靛色」就是藍色和紫色混在一起的顏色，它一般比藍色深，但比紫

色淺。在泰國很少看到彩虹，只有在下雨以後，馬上又出了太陽，才比較容易看

到。 

（十五）我們學校圖書館裡有兩個閱覽室，一個是報刊閱覽室，一個是圖書閱覽

室。圖書閱覽室裡有很多書：語言、歷史、經濟、哲學等等。報刊閱覽室裡的報

紙和雜誌也不少，中文的、外文的都有。每天都有很多老師和學生去閱覽室看書、

看報、看雜誌，我也常常去那兒。 

（十六）今天是星期日，馬丁起床後問山本“你今天要做什麼？”山本想了一下，

說：“今天要做的事很多。上午我要寫信，寫閱讀課作業，預習星期一的語法和

生詞。下午我去郵局寄信，還要去銀行換錢，然後去書店買一本『日漢詞典』，晚

上去看朋友。”馬丁說：“今天你真忙！我下午跟你一起去郵局買報紙，然後我

回宿舍看報紙、聽音樂。” 

（十七）很多中國人常常早睡早起。他們六點半起床，七點吃早飯，八點上班。

上午工作四小時，中午十二點一刻吃午飯。午飯後休息一會兒，下午工作四個小

時。下班後很多人去商店、市場買菜，然後回家做飯，晚飯在七點左右。晚飯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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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常常看電視、看書、看報、聊天兒，很多人十點半左右睡覺。 

（十八）瑪麗很喜歡中國書法，她覺得書法太有意思了。每星期一和星期五下午

有書法課。上課的時候，她總是認真聽、認真練。下課之後，只要一有空她也會

繼續練習，她還常去看書法展覽。她說“練書法可以幫助我學習漢語，幫助我學習

漢字，還能幫助我瞭解中國文化。” 

（十九）聽說這裡的冬天很冷，我還沒有羽絨服呢，想去買一件。麥克說，有一

家商店，那裡的衣服又好又便宜。我說，明天我們一起去吧。麥克說：「對不起，

明天我要去機場接朋友，不能跟你一起去。」我說：「沒關係，我可以自己一個人

去。 

（二十）現在電話、手機很普及，很多時候，一通電話就可以交代事情。因此人

們寫信也就越來越少，我說的“信”是指用手寫的那種信，不是指電子郵件。現在

人因為太常用電腦打字，所以書寫能力越來越差，很多漢字都寫不出來或是寫錯

字、把漢字用錯地方。 

（二十一）今天是瑪麗的生日。她第一次在中國過生日。朋友們打算為她開一個

生日晚會。瑪麗請張華也參加。晚會在瑪麗的宿舍舉行。朋友們送給瑪麗一些禮

物：安娜給瑪麗一本詞典，山田給瑪麗一塊手表，田中給瑪麗花，張華給瑪麗一

隻小玩具猴，他說瑪麗是 1992 年出生的，這一年是猴年。瑪麗很喜歡大家送給她

的禮物。她請朋友們吃生日蛋糕，朋友們唱「生日快樂歌」，祝瑪麗生日快樂。 

（二十二）爸爸、媽媽：你們好！ 

我來臺灣一個多月了。剛有點習慣這裡的生活。我們的學校不大，但是學生很多，

我們的系就有一千多個學生。我們星期一到星期五都有課，有綜合課、聽力課和

閱讀課。我最喜歡閱讀課，閱讀老師教我們認識漢字、寫漢字。漢字很有意思。

剛開始學習漢語的時候，我覺得漢字差不多都一樣，太難寫，太難記了，但是我

現在我不這麼想了。我每天都練習寫漢字，我已經會寫 300 多個漢字了。爸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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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知道嗎？我還會用電腦“寫”漢字呢。用電腦寫漢字特別簡單也特別方便。下

次有機會我再寫給你們看。 

祝你們身體健康！愛你們的女兒 小如 

（二十三） 

〈飛飛的課表〉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8:00-9:00 泰文課 自然課 中文課 自然課 數學課 

9:00-10:00 泰文課 英文課 音樂課 自然課 美術課 

10:00-11:00 音樂課 英文課 英文課 數學課 美術課 

11:00-12:00 午休 午休 午休 午休 午休 

12:00-13:00 社會課 中文課 泰文課 英文課 社會課 

13:00-14:00 社會課 中文課 數學課 英文課 泰文課 

14:00-15:00 中文課 體育課 數學課 體育課 泰文課 

（二十四）在中國有十二生肖，它們是「鼠、牛、虎、兔、龍、蛇、馬、羊、猴、

雞、狗、豬」，泰國和中國一樣也有生肖，如果你問「你屬什麼的？」就是在問他

是在「哪個動物年出生的」，我是屬狗的，我爸爸是屬豬的，我媽媽是屬老鼠的。

我還有一個哥哥是屬羊的。對了！我的老師也是屬狗的，所以我的老師大我十二

歲，我今年十六歲，我的老師就是二十八歲。 

（二十五）我想跟朋友一起去台灣旅行，我們打算去台北、台中、台南。台北因

為有個「北」字，所以台北是在台灣的北部，台中就是在台灣中部，而台南就是

在台灣的南部。聽說這三個地方非常漂亮，朋友告訴我可以跟旅行團一起去，旅

行團可以給我們導遊，可以給我們翻譯，……可是我更想自己去，那樣可以看更

多的地方，還可以練習漢語，認識很多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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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六） 

王媽飯館 

 紅燒魚 350 

 炒四季豆 120 

 開陽白菜 120 

 紫菜蛋花湯 150 

 宮保雞丁 200 

 番茄炒蛋 120 

 醬爆牛肉 200 

 炒麵 (小) 80 (大)150 

 炒飯 (小) 80 (大)150 

 白飯 一碗 20 

 啤酒 85 

 可樂 30 

 水 15 

 茶 30 

（二十七）那一天去學校上課，休息時候我對大家說：找個時間大家一起出去玩

玩吧。不到五分鐘，十幾個人都想去。我們還請老師當我們的隊長。十月三日這

天，我們來到了天安門廣場集合，十幾個人都到了。天安門廣場人很多，我們玩

了差不多兩個小時，照了很多相。上午九點半，我們就離開天安門去了頤和園。

頤和園這天來玩的人也不少，大家都很開心。快到中午，我們就去了一家飯館吃

飯，吃了很多好吃又便宜的中國菜，大家一直聊天兒聊個不停。雖然玩了一天，

可是大家一點兒也不覺得累。 

（二十八）找工作／打工 

飯館幫忙 中國飯館 一人 一個小時 100 塊錢  

需要會騎自行車或摩托車 

英語老師 數名 需要美國人或是英國人 會說漢語更好  

一個小時六百塊錢起 

公司職員 幫忙打字、接電話、收發信件  能說英語、漢語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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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月一萬五千～兩萬塊錢 

翻譯 會漢語、泰語 要接旅行團 帶中國人來泰國玩、買東西  

早上九點到六點 一次一千 

售貨員 喜歡衣服、喜歡和別人聊天兒 工作時間下午兩點～晚上九點 

一個月一萬八千塊錢 

圖書館館員 幫忙借書、還書、找書 一個小時七十塊錢  

在北京語言大學圖書館 留學生也可以 

商店職員 賣咖啡、賣麵包、賣水果等 數學很好 以前做過更好  

一個月七千塊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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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泰語筆順口訣］ 

กฎการเขียนตัวอกัษรจีน： 

1、ตวดัซา้ยก่อนตวดัขวา ： 人 八 入 

2、เส้นนอนก่อนเส้นตั้ง：十 王 干 

3、จากบนลงล่าง：三 竟 音 

4、จากซา้ยไปขวา：理 利 礼 明 湖 

5、จากนอกเขา้ใน： 问 同 司 

6、เขียนจากขา้งนอกเขา้หาขา้งใน เสร็จแลว้ค่อยปิด：国 圆 园 圈 

7、กลางก่อนสองฝ่ัง：小 水 

 

ล าดับการเขียนอักษรจีนน่ารู้ ต้องจดจ า： 

 จากบนลงล่างเป็นหลกั，จากซา้ยมาขวาตอ้งจ า。 

 บนล่างซา้ยขวาประกอบกนั，ใจเยน็ ๆ ค่อย ๆ เขียนทีละชั้น； 

 เส้นนอนเส้นตั้งทบักนัเขียนเส้นนอนก่อน，

เส้นตวดัซา้ยและตวดัขวาทบักนัเขียนเส้นตวดัไปทางซา้ยก่อน； 

 ตรงกลางโผล่ เขียนตรงกลางก่อน①，บนขวามีจุด ค่อยเติม②； 

 บนหุม้ล่าง ใหเ้ขียนจากนอกเขา้ใน③，นอกหุม้ใน 

ใหเ้ขียนจากในออกนอก④； 

 ลอ้มกรอบสามดา้น ลากเส้นนอนบนเป็นอนัดบัแรก 

ปิดทา้ยดว้ยเส้นด่ิงหกั⑤， 

 มี 囗 ลอ้มรอบตอ้งลากเส้นล่างสุดเป็นเส้นสุดทา้ย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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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ท่องจ า ฝึกหดั ฝึกฝนจนช านาญ แลว้จากจ าจะกลายเป็นไม่จ  า 

ท าจนไหลล่ืนเป็นธรรมชาติ 
 

หมายเหตุ： 

① ค  าท่ีตรงกลางโผล่ออกมา，เช่น“山”、“小”、“办”、“水”、“承”

等。 

② ค าท่ีบนขวามีจุด，เช่น“犬”、“尤”、“戈”、“龙”、“成”等。 

③ ค าท่ีบนหุม้ล่าง，เช่น“冈”、“同”、“网”、“周”、等。 

④ ค าท่ีล่างหุม้บน，เช่น“凶”、“画”、“函”、“幽”等。 

⑤ ค าท่ีหุม้กรอบสามดา้น，เช่น“区”、“匹”、“巨”、“医”等。 

⑥ ค าท่ี 囗 ลอ้มรอบปิดทุกดา้น，เช่น“四”、“回”、“园”、“国”

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