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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美國華裔學生之漢字教學與

行動研究 
 中文摘要  

關鍵字：漢字教學、課程設計、華裔學生、教學策略 
 

近年來，全球興起華語熱，其中華裔學習者為數不少，針對傳承語言

學生的教學方式及內容逐漸受到學者們重視。華裔學習者普遍聽說能力優

於讀寫能力，漢字教學並為針對華裔學習者之教學重點之一，但是相關研

究仍缺乏。本研究之重點在於透過適性的教學模式，設計出一套具針對性

且適性華裔學習者之漢字教學課程，以提升學習者之漢字讀寫能力。 
本研究是以成長於美國地區，18歲至25歲來台學習中文之華裔學習者

為研究對象進行之行動研究，旨在針對華裔學生特殊的漢字學習需求設計

漢字教學課程。研究過程中，首先根據研究者先前之教學經驗並針對華裔

學習者的特徵及學習困難蒐集文獻資料並分析，其次通過問卷調查、測驗

與訪談，以了解華裔學習者之漢字學習需求。接著依照分析進行課程試驗

並實施教學課程，最後再針對課程試驗結果進行分析討論。 
根據試驗教學評估顯示，研究者使用所發展的教學策略於課程中確實

改善華裔學習者之漢字教學能力。本研究並根據教學成效提出了幾點教學

建議：(一) 針對中級程度華裔學習者之漢字教學策略方面:1.教學應以「溝

通」為首要目的，並融入與生活相關之真實材料，與實際生活結合。2.課
程中，應融入漢字筆畫與筆順之教學，以增進華裔學習者之漢字寫作能力，

並減少漢字寫作上之偏誤。3.針對華裔學習者之漢字教學應以詞彙為單位

進行教學。4.應重視部件教學，並於課程中加入更多相似部件的分析與比

較之教學內容。(二)針對華裔班之教學建議:1.做好學習者之需求分析。2.
課堂中及課後，應給予學習者更多個別指導的時間，以改善班級中學習者

差異大之問題。3.教學應以溝通為目的並將目的語生活環境中之實物融入

教學，如時間允許，可讓學生進行實地練習。4.熟悉教材及準備補充教材。

5.充分瞭解語言中心之課程規劃，並善加規劃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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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ction Research on Teaching 
Chinese Characters to Chinese 

Heritage Students from the United 
States 
Abstract 

Keywords: teaching of Chinese characters, curriculum design, heritage 
students, teaching strategy 

Learning Chinese has become a trend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majority of 
students being heritage learners. Most of the Chinese heritage students perform 
better on Chinese listening and speaking than on reading and writing. Many 
scholars believe that teaching Chinese characters is one of the main points in 
teaching Chinese heritage students. However, compared to the relevant studies 
about second language learners, the relevant studies concerning heritage 
students are only a few. Therefore, the main purpose of the study is to explore 
how to harness the linguistic advantages of heritage learners, and through 
appropriate teaching models, further enhance their Chinese character reading 
and writing skills.  

This study conducts an action research using subjects that are 18 to 25 
year-old Chinese heritage learners from America. The main purpose of the 
study is to design a most suitable and effective curriculum of teaching Chinese 
characters according to the special needs concerning Chinese character reading 
and writing of these heritage students. Based on the previous teaching 
experiences, first of all, information and previous studies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heritage learners and their learning difficulties are gathered and examined. 
Second, through questionnaires, writing tests and interviews, we analyze the 
special needs of the heritage learners. Based on the analysis results, a teaching 
curriculum suited to the needs of heritage students can then be designed and 
implemented. 

Under this pilot teaching assessment, properly designed teaching strategies 
will indeed improve the Chinese character reading and writing ability of the 
Chinese heritage learners. This study proposes the following suggestions 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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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ard to teaching: 1) Teaching Chinese characters to middle-level Chinese 
heritage students from America: (a) “Communication” should be the first 
priority concerning teaching; realia should be employed in teaching materials 
in order to combine teaching with real life; (b) Implementing teaching contents 
of basic and combined strokes of Chinese characters as well as Chinese stroke 
order to improve learners’ Chinese character writing ability; (c) Employ 
vocabularies and phrases as teaching units rather than single Chinese characters; 
(d) Implement more teaching on comparisons of similar Chinese character 
components as well as the components themselves; (e) In order to motivate 
learners’ learning interest as well as enhance the learning effect, choose 
properly and conduct some Chinese character games in teaching; 2) 
Concerning the teaching of Chinese heritage students: (a) Do need analysis of 
students; (b) During class and after class, individualize teaching in order to 
eliminate the difficulty raised by mixed classes of various learning 
backgrounds; (c) If there is enough class hour, take students to fieldtrips to 
practice learning; (d) Prepare extra teaching materials; (e) Schedule teaching 
according to teaching schedules of every individual instit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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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 

近年來，因著中國大陸經濟實力的崛起及全球化的趨勢，中文成為新

興的強勢語言。學習中文的人數大量上升，全球興起了一股「中文熱」。

在這股學習中文的熱潮當中，從小家庭移居海外的華裔學習者佔了不少的

比重，其中，又以移居美國的人數為最多。許擇昌(2001)指出，多數台灣

華裔美國人都要求子女學習中文，出發點在於認為語文的學習與文化的認

同有密不可分的關係。語言與文化的傳承向來為華人移民家庭所重視，華

人聚集地多所設立的中文學校目前呈現數目逐年增加的趨勢，華人移民對

其下一代母語教育的重視程度可見一斑。 
美國地區的華裔子弟數目正呈現逐年增長的趨勢。根據中華民國僑務

委員會的統計，兩岸三地的美國移民總人數自 1972 年至 2000 年為一百二

十二萬一千九百八十一人，和 1950 年代相較，增加了約 8.7 倍。根據美國

現代語言學會(The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於 2009 年的研究指出，在

美國大學中，選修中文課的人數呈現逐年增加的趨勢：於美國的高等教育

機構選修中文的人數自 1998 年以來增加了 38.2%，從 2002 至 2006 年增加

了 51%，從 2006 至 2009 年增加了 18.2%，目前達到六萬零九百七十六人。

全美中文學校聯合總會(National Council of Associations of Chinese 
Language Schools, NCACLS)的統計則指出，1995 年全美國的中文學校有六

百多所，學生人數共八萬兩千六百七十五人。2005 年初的統計資料顯示，

美國各地約有七百多所大學和兩百多所中小學開設中文課程，學習中文的

學生超過二十二萬人。其中，中文學校的華裔子弟占了三分之二的比重，

具有台灣移民背景的華裔學生約十萬人，中國大陸約六萬人。學習中文的

華裔子弟的人數在十年之間增加了約 50%，成長速度相當可觀。姚道中

(2008)的調查指出，在 2008 年美國的中文學校中，中國大陸創辦的中文學

校為 400 多所，分布於 41 州，共有七萬多個學生；而由台灣所創辦的中

文學校約為 1000 所，分布於全美，共有十萬多個學生。林秀惠(2005)的研

究指明，2008 年參加美國 AP 中文考試的學習者主要來自於中文學校。2007
年 5 月初的首次 AP 中文考試中，90%以上為華裔學習者。Mcginnis(1996)
也指出，在 SAT II 中文測驗當中，華裔考生同樣占了多數。以上數據皆顯

示了華裔學習者所佔全體華語學習者之比重及數量，及其逐年上升之趨

勢。 
由上可見，發展出一套針對華裔學習者且適性的課程設計，並提升華

裔學習者的學習效率和教學品質，即為近年來逐漸受到關注的研究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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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針對華裔學習者之教學法的研究仍為缺乏。學者並認為，華裔學習者

和一般的外籍學習者的學習特徵有顯著的差異，有獨立編班的需求(畢念平，

2009)。夏明菊(2003)指出，華裔學習者的學習動機是明確且強烈的，需要

一套具針對性及適性的教法。學者們對華裔學習者的評價及描述為讀寫能

力較差，聽力及理解力強、語感好；口語表現較一般外籍學習者流利、表

達能力強，但通常只侷限於日常生活口語表達，語言能力發展不均 (朱志

平 2009；吳建玲 1996；何寶璋，2000)。由上可見，研究出一套針對華裔

學習者之漢字教學法研究之重要性。 
華裔學生與非華裔學生在學習特徵方面存在者本質上的差異。站在華

語教學專業化的考量上，發展針對性高的相關研究，以供實際教學應用，

確有其必要性。然而現有的以中文為外語或第二語言的研究，多為針對一

般非華裔學習者的方面，針對華裔學生的教學法研究仍十分缺乏。 
根據研究報告指出，由於多數華裔學生在上課前就已具備不等的中文

聽說讀寫能力，所以若將這些學生與非華裔學生安排在同一個班級上課，

則容易造成學習與教學上的困擾，雙方都得不到理想的學習成果

(Christensen and Wu，1993；Shen，2003)。畢念平(2006)並指出，將華裔學

生和非華裔學生一併納入一般初級課程中，是一種與教學理念相悖的作法。

目前美國地區大學以上層級開設華裔專班的學校並不多，依據黃富玉(2009)
的統計，美國地區其他大學如普林斯頓大學、耶魯大學、賓州大學、史丹

佛大學、杜克大學、南加大、芝加哥大學、印地安那大學、卡內基美隆大

學、俄亥俄大學總計共有十四所大學開設華裔專班。謝天蔚(2004)指出，

加州大學(University of California)體系內的中文課程學生來源以華裔學生

為主，其中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的華裔學生多達 70%。開設的華

裔專班課程名稱為 Chinese for Advanced Beginners、Chinese for Heritage 
Students 或 Accelerated Chinese，但此華裔專班除了課程進度較開設給非華

裔學生的中文課程快之外，並無針對性的課程安排。另外，在教材方面，

《中文聽說讀寫 I、II》2、《實用漢語課本 I、II》受到最廣泛的採用，但

針對華裔學生的教材還是不足，表示華裔學生並沒有太多針對性的教材選

擇，只能與非華裔學生使用同樣的教材，華裔學生學習中文的權益尚有很

大的改進空間。 
在臺灣地區的華裔課程現況方面，總計有國立台灣師範大學進修推廣

部、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語中心及淡江大學語言中心三個語言中心開設華

裔班，其中淡江大學語言中心開設的課程為暑期班。國立台灣師範大學進

修推廣部海外華裔青年語文研習班由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舉辦，其課程宗

旨為增進海外華裔青少年語文能力，並認識中華文化及台灣多元文化。對

象為 14 歲至 24 歲居住於海外的華裔青年，每年約有 1000 名海外華裔青

年返國參加，其中國立台灣師範大學進修推廣學院之學員人數約佔全數的

一半，以 2009 年為例，預計招生名額為 1010 名，師大的名額為 480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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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最主要的教學單位。每年七~八月的海外華裔青年語文研習班暑期班於

淡江大學舉行，主要招收 14~18 歲之來自北美及歐洲的華裔青少年學生，

每年大約有 250 位學生。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語中心的華裔班課程名稱為

實用中文讀寫 I 及實用中文讀寫 II，主要教學目標為提升閱讀能力及寫作

能力。此課程為密集班，每週上課五天，每天 3 小時。教材方面，國立台

灣師範大學進修推廣學院海外華裔青年語文研習班於 2009 年前，均以《實

用視聽華語》、《遠東生活華語》為主，2009 年之後，初級班使用的教材初

級班為僑委會主編的《一百字說華語》及自編文化教材，分為聽說篇及讀

寫篇兩冊，中級班及高級班則同樣使用自編聽說、讀寫教材。淡江大學所

使用的教材為語言中心自編教材，針對對象為青少年。但因缺乏針對性之

教材及專業的教材編輯人員，所以教師常需自備補充教材，無論是在教學

方面或是在學習方面，均是個很大的問題。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語中心華

裔班使用的教材為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語中心出版之《實用中文讀寫 I》、
《實用中文讀寫 II》，此教材針對閱讀和寫作能力而編寫，輔助教材則由教

師自行視學習者之學習情形選用《實用視聽華語》及《遠東生活華語》或

自行編寫。然而華裔學習者需要的是針對性強的聽、說、讀、寫四技訓練，

目前聽說教材仍為缺乏。  

第二節  問題陳述 

華裔學習者在學習中文方面普遍存在著聽說能力優於讀寫能力，且漢

字讀寫能力普遍不佳的問題。孫懿芬(2008)、許依菡(2010)認為，由於華裔

學生的口語和讀寫能力存在著相當程度的落差，甚至於有口語能力到達高

級卻完全無法讀寫漢字的案例，因此讀寫能力以及漢字讀寫能力的加強可

說是華裔學生學習中文的主要目標。孫懿芬(2008)並於研究中提出，在課

程設置中，如將華裔學習者與非華裔學習者編於同一班級中，因基本能力

不同、需求不同會造成非雙方學習上的困擾，評量成績時會出現「評量不

公」的質疑。校方應提供合適學生的課程，但大多數學校及語言中心均受

到經費不足，資源不足，選課人數不足的限制而無法另外開設課程。這樣

的情形會降低華裔學生繼續學習的意願。華裔學生具有語言背景，需要的

是具針對性的聽說能力訓練及讀寫能力的加強，而非華裔學生則需要聽說

讀寫四種技能的訓練，因此需要專門為其開設的專班，以平衡其口語能力

和讀寫能力不平均的現象。 
上述之現況表明了目前的華語教學中，對於華裔學生的這塊領域，尚

有許多不足之處，需要相關的研究以補足。其中主要的問題如下： 

 



4 
 

一、針對華裔學生的相關研究尚不足 

在目前以中文為外語或第二語言的研究中，大部分的研究對象並沒有

區分族裔背景，只廣泛的定義為一般華語學習者，缺乏特別以華裔學生為

研究對象的研究。在文獻探討中，目前華裔學習者相關的研究多為現況調

查及教材編寫，針對教學法的研究實為缺乏，對教師的教學及華裔學生的

學習，進而到華語教學的專業化，均造成阻礙，也連帶地影響到其他的問

題。 

二、需要適性的教學設計 

華裔學習者普遍來說聽、說能力較讀、寫能力佳，漢字讀寫能力差。

在課堂中，應以提升其漢字能力為首重。朱志平(2009)指出，與其他學生

相比，儘管此群體內部語言水準不盡相同，華裔學生在學習漢語方面有明

顯的優勢，表現於三方面：(一)聽力理解能力強，(二)口語表達能力強，容

易進入課堂互動，(三)有一定的閱讀能力，借助語音理解閱讀材料的能力

較強。劉莉(2006)指出聽和說之技能為學習者已具備的語言能力，此兩項

技能能幫助他們的讀寫技能，並隨著讀和寫的能力的增強而增強。研究者

並認同孫懿芬(2008)的觀點：針對華裔學生之教學設計應以語言任務來擴

大學生語言的使用範圍，使其由消極的認知學習到積極的整體能力表達。

夏明菊(2003)並指出，華裔學生的學習動機與其人文背景、特殊需求、學

習習慣與學習方法等關係密切，對華裔學生學習漢語的積極性有著直接影

響。因此，充分了解華裔學生的特性及漢語學習動機，是提高華裔學生漢

語第二語言教學品質的重要環節，在課程設計方面，也需要一套適性及具

針對性之課程。 

三、需要專門的華裔專班及適性的教材 

由於華裔學生的口語能力和讀寫能力不均，因此特別需要專門為其開

設的專班，以得到合適的語言訓練。現有的華裔專班並沒有針對性的課程

安排，在教材方面也並沒有太多教材的選擇。若能在課程安排上及教材方

面應用相關的研究結果，必能使華裔學習者學習中文時得到更大的助益。 

第三節 研究目的與待答問題 

華裔學習者普遍聽說能力優於讀寫能力，漢字教學並為針對華裔學習

者之教學重點之一，但是目前相關之研究仍為缺乏。本研究之研究目的即

在於設計出一套具針對性之以華裔學習者為對象之漢字教學課程，透過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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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教學模式，以提升學習者之漢字讀寫能力。 
以下為研究者所提出之本研究的研究問題與研究目的： 
（一） 針對華裔學習者之漢字教學策略方面: 

1. 華裔學習者之學習需求和第二語言學習者的需求有何差異?  
2. 應於針對華裔學習者的讀寫課程中，設計哪些種類的漢字教

學活動? 
3. 如何善用學習者的語言與文化背景，設計漢字課程，並有效

提升華裔學習者的學習動機及學習成效? 
（二） 針對華裔班課程教學方面:  

1. 如何針對聽說能力發展不均、個別差異大的華裔班級中，於

課堂中設計課程活動，以提升華裔學習者之漢字能力? 
2. 教師應如何利用目標語學習環境，以設計漢字課程?  

 

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對象 

華人散布在世界各地，因其僑居國家之歷史、文化、經濟等因素與中

國文化皆不相同，所以華裔學習者因其僑居地的不同，本身也存在著極大

的差異。本研究的範圍僅限於美國的華裔學習者。 
Gambhir (2001)將傳承語言課程的學習者分成三類：第一類為「真的

初學者」，他們對目標語只有非常少或沒有接觸。第二類為「不是真的初

學者」，他們有目標語的知識和文化背景，在家中說目標語，但是讀和寫

的能力有限。第三類為「研究學生」，他們有明確的目標於研究傳承語言。

畢念平(2006)的研究中將華裔子弟依其母語分成兩類，第一類為母語是普

通話，但不識字，也不會寫字的學習者。第二類為母語是中國某種方言，

非普通話之學習者。本研究從華裔學生的華語能力來區分為兩種，第一種

類型是家中說華語，且上過當地中文學校或由父母教導中文，至大學階段

時仍具有聽說讀寫四種技能，且具備中級程度聽說技能，但四種技能發展

不均的華裔子弟。第二種類型是家中說華語，但是大學階段未受過任何中

文教育，僅有中級程度之聽說能力，但四種技能發展不均的華裔子弟。本

研究對象範圍包括具有中級程度聽說能力之華裔學習者，也就是第一種華

裔子弟中的第二、三類型的學生，學習動機有強弱之區分。而且以未接受

過或接受過極短時間(一年華語以內)正規大學中文課程的華裔學生為對象。

即為 Gambhir(2009)所定義之第二、第三種學習者，及畢念平之第一、二

類學習者。 
本研究的研究對象為台灣台北市一間國立大學(於本研究中，簡稱為 T

大)進修推廣部華裔班 18~25 歲之美國籍華裔學生，大部分學生均曾上過中

文學校，或曾在家接受父母的中文教育，少部分曾於大學修習華語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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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即以這些對象來進行研究。研究時程以一個學期為週期，共進行三

次行動研究。第一學期之教學試驗於位於新北市之私立 D 大學語言中心進

行，對象為十四至十六歲之美加暑期華裔班之青少年華裔學生，使用教材

為自編教材。第二學期為中級課程，於 2011 年七月於 T 大學進行試驗，

使用的教材為《發現華語新樂趣:聽說篇與文化篇》第七課至第九課。本研

究主要紀錄為第三學期之試驗，教學試驗於 2012 年七月進行，使用的教

材為《發現華語新樂趣:聽說篇與文化篇》第十六課至第十七課，對象是 T
大學進修推廣部華裔班 18~25 歲之美國籍華裔學生。 

第五節  研究之重要性 

本研究之重要性包含三個方面： 

一、作為華裔課程與教學方面，未來研究的發展基礎 

藉由本研究之研究成果，能發展針對華裔學生之聽說課程。雖然目前

在課程設計及教學法方面，已有不少的相關研究，但針對華裔學習者方面，

特別是華裔學習者之聽說課程之課程設計之研究，則為十分缺乏。經由本

研究的調查與分析，可望發展針對華裔學生之聽說課程，盼能對實際教學

應用提供參考之立論依據。 

二、促進華語教學之專業化 

華語教學如欲朝向專業化發展，必須結合理論研究與實際教學。本研

究的作用之一，為發展高針對性且適性之華裔聽說課程，使華語教師面對

華裔學生時，無論是開設專班或個人教學，均有課程設計的參考依據，教

材編寫也能考量到針對華裔學生的特性，進而促進華語教學的專業化。 

三、促進漢字教學之相關研究 

以學生為中心之教學，應視教學對象的特性，設計合適的教學方針與

教學活動。研究者盼能藉由本研究，探討針對華裔學生漢字教學之教學設

計，並能發展出一套能有效引起學習者學習動機之課程。盼能對日後相關

之研究發展打下基礎，使華語教師在面對實際上的教學時，能應用本研究

之研究結果於實際教學中，進行適性的教學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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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名詞釋義 

一、華裔 

依據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之定義，「華裔」、「華僑」、「華人」的定義

如下：「華裔」泛指在海外出生的中國人後裔，「華僑」指僑居在海外的國

民，「華人」即「華僑」加上歸化為外國國民的中國人。海外則指大陸地

區、香港及澳門以外之國家或地區。沿用上述定義，本研究之「華裔」限

定於在美國出生成長，或從小移居美國，且沒有在台灣、香港或大陸地區

受過國民教育的華裔子弟。其父母為台灣、香港或大陸地區的華人，而所

謂「華裔學生」(Heritage Chinese Learner)指除了學校中文課程以外，還在

家聽說中文，有學習華語的自然環境的華語學者。其一般受其家庭或社區

背景影響，口語能力流利並普遍高於其讀寫能力(Dai&Zhang，2008)。 

二、中級程度 

本研究定義之中級程度以 HSK(中國漢語水準考試)中級(6~8 級)為標

準，相當於 TOP 中等(3~4 級)程度，在台學習時數 480~960 小時，或是在

其他國家、地區學習 960~1920 小時，詞彙掌握量為 5000 個。本研究之班

級依據研究者任教之T大學進修推廣部華裔青年語文研習班的入學測驗結

果作為分等標準，於語言中心編為中級程度班級。入學測驗分為口試與筆

試兩部分，本研究採用此兩部分之入學成績。本研究之研究對象均參加過

此統一性的測驗，且測驗時間與進行研究時間相距在一個月內，故此成績

可反映出研究對象參與研究時的實際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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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分為五節，第一節為漢字教學相關文獻，第二節為漢字教學課程

設置，第三節為華裔學習者之相關探討，第四節為華裔學習者漢字學習問

題之探討，第五節為針對華裔學習者之教學法。 

第一節 漢字教學相關文獻 

一、 漢字構形教學策略 

葉德明(1990，2006)分析外籍生寫錯字偏誤情形，指出學習者書寫漢

字錯誤的原因為對漢字的組合特點不甚了解，誤用規則，或是運用片段規

則或過度類化而造成。並認為，漢字始於具象，並以圖形流傳其義。故在

漢字教學上，應特別強調介紹其視覺上特點，並提供給學習者明顯重要的

漢字認讀及書寫原則，以便在學習時容易掌握學習漢字之特點，並認為漢

字教學應循語文自然發展文字結構，並分析其邏輯。關於漢字構形教學的

方面，葉德明(1990)提出，漢字的獨體字與合體字共有十二種形式： 

:人、山、日   ⿰:好、他、林 

⿱:香、李、要   ⿲:謝、街、淋 

⿳:蓋、查、等   ⿴:回、因、固 

⿵:問、周、闖   ⿶:凶、函、幽 

⿷:匹、匠、匣   ⿸:床、房、病 

⿹:氣、司、可   ⿺:起、道、匙 

其他複雜的字，均以上述之形式重疊，如:椅、部、幫、隨、想、菇、

彎、圓。鄭繼娥(2001)並提出，進行漢字教學時，應分析字形、講清楚結

構、部件位置關係，以及分解組合的次序，以便學生形成明確的視覺表象，

掌握字形。除此之外，應該教給學生用空書法，即不用紙筆的書寫練習和

語言表述法去加強和鞏固學習結果。 

二、 部首教學策略 

葉德明(1990，2006)認為，部首主領漢字之語意範疇。部首具有重要

語義的資訊，為一種統御漢字意義的模式。中國大部分的文字結構可以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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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兩部分，即部首及其他字素(聲符或其他意符的遺跡)，凡是同部首的字，

字義都有關聯。 
黃沛榮(2003)從五個方面詮釋部首學習的先後順序：(1)整字的部首較

有優先學習價值。因為除了可當部首以外，也能即學即用，如：「木、目」。

(2)能組成較多漢字的部首優先學習。(3)該部首與現代人的生活密切相關，

則較有優先學習的價值。(4)構詞率高的整字部首優先學習。(5)優先學習較

常使用的部件。關於部首教學，我們也應當注意漢字部首有其教學之困難

之處。首先，葉德明(1990)認為部首的「位置」是造成學習者漢字偏誤的

原因之一。有的部首位置在上，有的在下，有的在左，有的在右等；有的

部首雖然是同一個部首，但在不同的變形也就放在不同的位置。這些特質

便常使學習者學習漢字時感到混淆。對於位置不規則的部首，需要靠教師

於課堂中解釋，以幫助學習者了解部首與字根的組合意義、組合關係、出

現位置及其組合之原則。再來，有些部首會與原字形不同，如：「人」→
「亻」、「手」→「扌」等。黃沛榮(2003)認為在進行部首的教學得必須說

明這些部首，好讓學習者分析該字的字意，也有助於漢字掌握的功能。 

三、 部件教學策略 

     黃沛榮(2003)認為，部件是介於筆畫與整字之間的單位。不同於部首

的是，部首強調字義的分類，而部件可視為漢字的零組件，所以一個部首

若依據不同的角度切分部件，可能包含兩個以上的部件，並提及部件教學

有助於漢字教學的原因有三：(1)化整為零，減少學習的障礙。(2)累進發展，

加強學習的效果。(3)區別筆畫，建立字形的標準。但部件教學也有其侷限

性：(1)把文字分解，顯得支離破碎。(2)某些字的部件，可能有不同的拆法。 
(3)部件多無名稱，教學困難。(4)部分文字違反筆順。(5)部分部件會造成

混淆。 
關於部件教學，李培元、任遠(1997)提出，教學中應分析合體字並化繁為

簡。現在使用的漢字絕大部分是合體字，合體字雖看起來筆畫多，但大部

分是由兩個或兩個以上的部件構成的。在教學中把合體字分析成幾個部件，

繁多的筆畫就分解成較簡單的了。教學實踐證明，相同的漢字，如果分析

成幾個不見的合體字，比不能分解的獨體字易寫。葉德明(1990，2006)並
提出，部件主領漢字閱讀與書寫特徵。「部」就是漢字的部首，「件」就是

字素。教漢字識別時，必須有系統地將同部首的漢字做有關聯的歸納，合

邏輯的說明，才能加深學習者漢字認知上文化的概念。黃沛榮 (2003) 提
出「字源」、「字根」與「部件」三個主要題材為漢字教學的途徑。賴明德

(2003)並提出「析部件」之教學法，認為部件是書寫的最小單位，它介於

「筆畫」和「偏旁」之間，可以小到筆畫，如筆畫「橫」、「豎」、「點」、「撇」，

大至偏旁如：「人」、「木」、「火」、「隹」。上述舉例之筆畫，在《說文解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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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書裡，都是最簡的文字。筆畫及偏旁兩者都是構成漢字的成分。分析部

件，主要是將部件視為漢字結構的零組件，也就是將漢字化整為零。它不

但可以比較漢字形體的結構，也可以使學習者組合出許多不同的字。純粹

以漢字形體構造的邏輯性而言，從其組合的規則和部首的位置，筆順的規

則而分析，對漢字教學仍然有一些幫助，但此「析部件」之教學法之侷限

在於只對字形組合的分析有助益，對字義和字音的探討卻無作用。而且部

件的分析，常因將一字析成數個最小的單位與該字的原始結構有所差異，

以致於令人徒增困惑。例如：「招」字《說文》解其形構為「從手，召聲」，

而就部件的方式，則析為從手、刀、口。賴明德(2003)提出明字根之教學

法，此教學法奠基於字源教學，學習者能通過明字根的方法學習到更多的

文字。在漢字的結構中，有許多不同偏旁(或部首)的字都含有相同的「字

根」(或稱為諧聲偏旁)，在教學時，運用掌握字根的原理，可以讓學習者

舉一反三，藉著字根之系統，習得一系列的文字。如：「句」字為彎曲義，

故凡用「句」作字根的字，如：拘、鉤、軥等字都含有彎曲的意思。 
楊忠諺(1999)提出，對於漢字部件的觀點，第一項就是教師應該謹慎

的處理一開始對學生辨識漢字的心理處理，使他們不會一開始就產生抗拒

心態。林月穎(2009)於其研究中提出，母語為拼音語言的學習者總是認為

漢字學習很難，但當他們了解漢字是若干部件組合而成的原則，漢字就變

得很容易學，甚至越學越有興趣。 

四、 筆畫教學策略 

    漢字教學應從基本筆畫教學到獨體字教學與筆順教學之教學策略(李
培元、任遠，1997)。在外國學生看來，漢字的筆畫十分複雜，但其實漢字

結構方正，筆畫平直，每一個字均由基本筆畫構成。張靜賢(2004)認為基

本筆形有橫、豎、撇、點、捺、提 6 種，加上25種派生筆形，共計31 種
基本比形。蘇培成(2001)認為，就語文教學和工具書檢索而言，應簡化為

「橫、豎、撇、點、折、提、捺、鉤」8 種筆形，之後再把「提」歸入「橫」；

「捺」歸入「點」；「鉤」歸入「折」。如此，漢字的基本筆形就只有「橫、

豎、撇、點、折」五種。李培元、任遠(1997)認為，掌握基本筆畫的寫法，

練熟這些基本筆畫，是辨認字形的開始，也是寫好漢字的第一步。因為獨

體字是由基本筆畫組成的，學習者在掌握了基本筆畫之後，就可以進一步

教筆畫簡單的、常用的獨體字，如「人」、「女」、「日」、「月」、「手(扌)」、
「水(氵)」。 
    黃沛榮(2005)提出，可運用於筆劃教學的工具有三：一、各筆劃圖形，

加以各比畫所出現的例字。二、靜態筆順圖形，較適合外籍學生為提供淺

色的底字。三、筆順動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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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筆順教學策略 

關於漢字筆順教學，蘇培成(2001)認為，筆順指的是書寫漢字時下筆

先後的順序。人們書寫時通常選擇最短的運筆路線，按照筆順規則寫字，

可以寫得迅速、美觀。在進行獨體字教學的同時，需將漢字的筆順規則教

給學生(李培元、任遠，1997)。基本的筆順規則為：先橫後豎，先撇後捺，

從上到下，從左到右，從外到內，先裡頭後封口，先中間後兩邊。筆順為

漢字形體結構的一個組成部分，為漢字使用者長期以來書寫漢字的經驗總

結。外國學習者常不按筆順規則寫漢字。在漢字課程中強調按筆順規則書

寫漢字，可以避免許多書寫上的錯誤。顧穎、楊文惠(2006)並指出，筆順

主要是解決書寫路徑的合理性、經濟性問題，也就是為了書寫的便捷。在

教學中則不應過分強調筆順的重要性，因規矩太多，恐怕會令學生頗費周

折。 

六、 字源教學策略 

黃沛榮 (2003) 指出：「透過字源來作解說，可以加深學生的印象，進 
而提升學習的效果」賴明德(2003)提出究字源之教學法，此教學法是以通

過漢字的字形結構，以明白該字的原始意義以及構字的道理，並多半用於

圖畫性或符號性較強的象形、指事或會意等文字。它的功能除能準確地達

成文字形、義的教學之外，其附加價值在於有助於對中國古代文化及社會

的理解。葉德明(1990，2006)並認為在教學中，應介紹漢字的社會觀念與

文化背景。文字是社會文化的產物，關係密不可分。文字書寫系統顯示出

該國的思想社會傳統。在教外國人學習該國文字時，教師必須注意介紹該

國傳統習俗蘊藏在文字中的文化內涵。漢字是我國古代文化的遺產。經過

五千年的進化，在形體上有很多的改變。歷經甲骨文、大篆、小篆、隸書、

楷書而至草書一系列的過程。清代《康熙字典》編撰的學者從一七一零年

至一七一六年，共收錄了四萬二千一百七十四個漢字。現代我們日常用字

雖只有四五千字，但我們仍然可從這些字的構造上看出我國傳統社會與哲

學思想的遺跡。有些字代表一個完整的觀念，讓我們了解祖先的思想。同

時，漢字書寫系統也記錄了日常生活中人們的生活經驗、思想，與風俗習

慣。例如： 
(1) 「賀」：部首「貝」代表財物，「加」是增加，向人祝賀喜事時，

贈送禮物錢財，不但表示敬意，也為對方增加財物，這種禮俗沿

用至今。 
(2) 「國」：「口」表示人民，「一」表示土地，「戈」是武器用以捍衛

國家，「囗」是國界，這些條件缺一不可，足以表示古人對於國

家組成的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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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只是一部分漢字結構的例子，在其中即可窺見我國傳統文化的特

色，代表了古代人們的思想及社會制度、生活方式、生活習慣。向外籍學

生解釋漢字的構造內涵，不但能使他們易於增進對漢字的認知，同時也帶

領他們認識中國悠久的文化。 
關於會意字與形聲字，李培元、任遠(1997)提出，在合體字的教學中，

值得注意的是我們能將會意字及形聲字教學結合。合體字有一些是由會意

字演化來的。在教學中利用會意字的演變進行分析，對學習者記憶漢字是

有幫助的。例如：雙木為「林」，表示樹木眾多，並列成林。月在日邊為

「明」。如此分析講解，可以幫助學習者將字形和字義聯繫起來，有助於

學習。 
在合體字與現代漢語中，數量最多的是形聲字。清《康熙字典》共收

集字 47035 個，其中形聲字佔 90℅，有 42300 個。漢《說文解字》中，形

聲字占總字數 9353 之 80℅，共 7679 個。在教學中對形聲字進行分析歸納，

不但可以幫助學習者認記字形，而且還有利於幫助學習者了解字形與字音、

字義的關係。如：請坐的「請」、清楚的「清」、感情的「情」、晴天的「晴」，

這些字的讀音均與聲符「青」的讀音相同，這些字的字義分別由形符的原

義「言」、「氵( 水 )」、「忄( 心)」、「日」顯示出來，這是用同一個聲旁「青」

歸納的例子。還可以用同一個形旁歸納，例如：「木」旁的字「板」、「椅」、

「樓」、「櫃」、「桌」等，都與「木」這個義類有關。學過一定數量的漢字

之後，不斷地利用聲符或形符歸類排列，可以引導學習者把學過的字連成

一串，溫故知新，加深印象。在教學中分析合體字，充分利用形聲字的構

成規律加以歸類，確實能在某種程度上化難為易，對漢字教學大有用處。

但我們也應當注意，有些形聲字中的聲符雖有標音的作用，但是我們必須

認識表音的獨體字，然後才能掌握此形聲字的讀音。如：須先了解「青」

怎麼讀，才能了解「清」與「請」的讀音。漢字仍然是表意文字，和拼音

文字是完全不同的。在教學中仍需十分注意。 

七、 詞彙教學策略 

漢字教學應以詞彙教學為教學策略。方師鐸(1970)認為雙音節詞彙在

現代口語中所佔數量為多數，其原因有三：(一)為了補救單音詞裡同音字

之語義混淆。(二)詞彙是從多音節的成語或複音詞節縮而來的，例如：「染

指於鼎」縮節成「染指」。(三)為了說起來較順口，增加的音節本身並不一

定有什麼明確的意思，例如：「蠅」說成「蒼蠅」、、「車」說成「車輛」。

這點固然是為了增加單音節中國畫聲律上的和諧，使說話動聽；而與詞義

擴張，避免同音的混淆也有關係。葉德明(1990，2006)提出，應以合詞教

學擴張語意之漢字教學策略，因中國文字為一字一音，看上去似乎為單音

節的語言，但在日常生活用語中多為雙音節以上的詞彙，漢語字典中也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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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詞排列其中。李培元、任遠(1997)同樣認為，教學中應將字與詞之教學

結合。大量的詞語是由一定數量的漢字組成的。作為表意的文字體系，每

個漢字既是一個音節單位，又是一個意義單位。凡能自由使用的就是一個

但因此，例如「筆」、「車」、「魚」等。這些單音詞又可以和很多其他漢字

組成複音詞，如：「鉛筆」、「毛筆」、「筆筒」；「火車」、「汽車」、「車站」

等。根據語言教學研究所的統計研究，1967-1980 年在國內使用的中小學

語文課本共二十冊，出現的詞語共18177個，而其中最高頻率的詞語共3817
個，僅僅是由 1900 個漢字組成的。也就是說，學生如果理解了 1500-2000
個常用漢字的意思，就可以借助這些漢字的子義去理解大量的新詞。當然

必須防止「望文生義」，如「大家」、「丟人」等，兩個單獨的字加起來並

不等於該詞的意思。但就培養學習者望文知義的能力而言，仍然相當重

要。 

八、 小結 

針對不同的學習對象與課程內容與目標，上述之漢字教學策略是非常

好的參考文獻，在漢字教學課程中，華語教師應針對不同程度、國籍、年

齡與學習需求的學習者，採用適當地教學策略融入教學中，以提升學習者

的學習成效與教學成效。 

第二節 漢字教學課程設置 

漢字教學於教學的總體安排中應放在什麼位置？在課程的何時教漢

字最為有利？以下根據石定果(1997)、孫德金(2006)、李培元、任遠(1997)
總結之過去五十年中對外漢語漢字課程主要之四種課程設置方式：(一)先
語後文(二)語文並進(三)拼音與漢字交叉出現(四)聽說課程與讀寫課程分

別設置，研究者將分項論述如下： 

一、 先語後文 

「先語後文」之教學法在1950年代對外漢語教學剛起步時廣為採用。

學習者在五、六個月內，只接觸拼音不接觸任何漢字，在掌握了幾百個生

詞之後才開始同時學習漢字。李培元、任遠(1997)認為，此課程設置雖然

在初學階段分散難點，但在後期學生學新詞時，既要學習新的漢字，又需

要同時補充學習舊的漢字，實際上是將難點集中，產生學習上的困難。一

開始只學習拼音的課文也其實易使學習者感到單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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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語文並進 

李培元、任遠(1986)指出，「語文並進」之課程設置為課程中先教漢字

的基本筆畫以及筆畫較少、構字能力較強的字素，字素即為構字部件，多

數是獨體字。從學習語法、課文開始，一方面訓練學習者的聽、說能力，

一方面要求學習者學習認漢字、寫漢字。此課程設置有以下優點：(一)漢
字較早教學，符合學習者之心理要求。(二)每天均衡地學習十幾個漢字，

比臨時大量學習要來記得牢固。(三)應將聽、說、讀、寫視為有機聯繫的

整體，彼此相互聯繫、促進。此課程設置也有以下缺點，主要在於漢字的

出現完全從屬於課文、單詞，不能有系統地針對漢字特性進行教學，如：

「謝謝」通常會出現於初級課程、課程的一開始。但作為組成「謝」的獨

體字「言」、「身」、「寸」在教學中卻不可能在生詞「謝謝」之教學順序之

前。學者如張朋朋(2004)提出，「語」「文」有著本質上的差異，在教學上

理應有所區隔。李等(1986)也認為，在課程中若是要符合兩者的特性，又

同時希望能有所成效，對於教學者及學習者兩方面來說，都是很大的負

擔。 

三、 拼音與漢字交叉出現 

    戴汝潛(1999)認為，漢字是形、音、義三者有機結合在一起的，具有

獨特性的文字，因此也決定了漢字識字方法的獨特規律。拼音和漢字交叉

出現是指生詞或課文內容只出現該課計畫出現的漢字，不在計畫內出現的

漢字以拼音標示的課程設置。這樣的方式可以有計畫地針對漢字規律安排

漢字出現的順序，也可以平衡「先語後文」和「語文並進」兩種方式(張欣

怡，1998)。學者們有不同的意見，如張朋朋(2004)則認為，「語」「文」有

著本質上的差異，在教學上理應有所區隔；李培元、任遠(1986)認為，實

際教學中，此拼音漢字交叉出現是不符合實際應用需要的，並有以下兩個

不易解決的問題：(一)組字能力很強的獨體字並不容易先出現於課程中，

因為它們有的不是常用詞，比方說「貝」字很難在「貨」字之前出現。(二)
常用詞中的合體字，如「張」，如果一定要等「弓」、「長」出現之後再出

現，學生只看到「張」字的拼音，而看不到漢字，也為此教學法的缺點。 

四、 聽說課程與讀寫課程分別設置 

李培元、任遠(1986)指出，此種課程設置的做法為前兩週的語音階段

只出現拼音，不出現漢字。課堂上除了教拼音之外，主要為聽說訓練。語

音階段結束後開始增加讀寫課，聽說課與讀寫課之比例為三比一。聽說課

教材開始以拼音為主，同時出現讀寫課上學過的漢字，沒有學習過的則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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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音代替，或用拼音為生字注音；聽說課後期的教材，則過渡到全部使用

漢字。讀寫課初期的教學重點是漢字，所用的單詞和句型都是聽說課學過

的，但教學內容不需要與聽說課完全一致。學習者在聽說課上已經掌握了

一定數量的單詞和句型，所以讀寫課用的句型與漢字，大有選擇的餘地。

後期的讀寫課則逐步過渡到大量閱讀和寫作訓練。 
李培元、任遠(1986)認為，此課程設置的優點為可以加強聽說訓練，

也能有計劃地出現漢字，但缺點為兩種課程需要緊密配合。張朋朋(2001)
則有不同的看法，認為漢字的認讀教學應該安排在有基本口語能力和書寫

能力的基礎上，教學過程中也應使用所認識的漢字和詞來編寫口語對話體

的課文或者具敘述性的散文當做學習的內容，所以這樣的教學雖然是聽、

說與讀、寫分置，卻仍環環相扣。 

五、 小結 

不論採用那種課程教學設置與教學策略，都應當從教學對象的實際需

求出發。研究者任教之語言班採用聽說課程與讀寫課程分別設置的課程設

置。但由於學習者均為短期來台學習之學生，通常較喜歡聽說課程，所以

讀寫課程的規劃是一大挑戰。如何於短短的六週時間，針對每一位學習者

的學習需求，有效率地進行讀寫訓練、加強學習者的漢字能力並引起學習

者的學習動機，不僅仰賴教學經驗，且需要許多專業知識及課程規劃。 

第三節 華裔學習者之相關探討 

一、 華裔學習者之學習特徵 

研究者將學者們(Wu，2008；Dai & Zhang，2008；吳建玲，1996；朱

志平，2009；王如音，2008；孫懿芬，2008；魏獻俊，1990；何寶璋，2000；
李嘉郁，2000)於文獻中所提及華裔學習者之學習特徵綜合整理，並分為七

個方面討論華裔學習者之學習特徵。 
關於華裔學習者的口說能力與聽力方面之學習特徵，在聽力方面，華

裔學習者之學習優勢為聽力好，理解能力強。(吳建玲，1996；朱志平，2009) 
但方言學習者則具有之聽力水平提升較慢的學習分面之劣勢(朱志平，

2009)。在口語方面，針對研究者之教學場域，即來台學習之華裔學習者，

方虹婷、郭芳君、孟慶明(2005)曾針對短期來台學習中文之華裔學習者做

過調查研究。研究結果發現，在台學習之華裔者的口語表達能力幾乎與母

語者無異。即使是初級班學生，除了漢字認讀能力薄弱外，對於生活常見

的主題，均能溝通無礙。吳建玲(1996)與朱志平(2009)於研究中提出，華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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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者之口說能力優勢表現於口語表達能力強；語感好，表現於口語能力

方面 (吳建玲，1996) ；表達能力佳、口語流利，容易進入課堂互動 (朱
志平，2009)。在課堂上，華裔學習者多期待較為真實、程度較高的口語片

語(Wu，2008)。王如音(2008)則認為華裔學習者具口語優勢，如其能有效

利用口語優勢，不僅對分詞段句、掌握句構有所幫助，也能幫助猜測與判

斷，有效克服閱讀時遇到的漢字障礙。孫懿芬(2008)與朱志平(2009)則認為，

華裔學習者可利用口語上的優勢以幫助寫作。其學習方面之劣勢則為方言

學習者，其正音困難。在語音的習得過程中，除了要克服母語干擾外，還

要克服方言的干擾。學習語音的難度往往大於一般二語學習者。(朱志平，

2009；吳建玲，1996) 
關於閱讀與寫作能力方面，在閱讀能力方面，王如音(2008)的研究發

現，「漢字輪廓」、「漢字代換」、「詞彙群組」和「口語協助」是華裔學習

者特有的中文閱讀策略。並建議華語教師在設計教學活動或教材時，需考

量到華裔學生「口語能力有助於掌握句構、語法規則，建立中文語感」的

特性。朱志平(2009)認為，華裔學習者在閱讀能力方面的優勢為有一定的

閱讀能力，借助語音理解閱讀材料的能力較強。但魏獻俊(1990)則認為，

有些華裔學習者因為沒有受過正規的中文教育，幾乎完全不能閱讀，此為

其閱讀能力方面之學習劣勢。在寫作能力方面，孫懿芬(2008)認為，華裔

學習的優勢在於在初級階段可能有書寫漢字的障礙，但是可以藉由於自身

的口語能力和電腦語音輸入法的幫助來跨越。朱志平(2009)提出，其在寫

作中有依賴口語能力的傾向，且越到高級階段越明顯。儘管語篇銜接方面

還算是流暢，但較少使用不熟悉的新詞語，導致一些表達抽象概念且在家

庭語言中很少用到的詞彙難以鞏固。 
在語法學習之方面，何寶璋(2000)認為，對第二語言學習者較為困難

的語法如：把字句，對初級華裔學習者基本上沒有問題。但其語法常受英

語影響，例如：但對「還是」和「或者」，「幫忙」和「幫助」這樣受英語

詞義影響的語法與詞彙，初級華裔學習者常常使用錯誤。 
關於文化學習的方面，華裔學習者是一特殊的教學對象群體，他們對

中國語言文化有一定的感性認識，在重大問題上有相應的感情傾向，為有

利於展開教學活動的潛在條件。(李嘉郁，2000) 吳建玲(1996)則認為大部

分華裔學生對中國近代和當代史知之甚少，對中國文化有所了解，但不深。

一些學習者停留在一知半解的求知狀態，有時候在學習中不易發揮正面作

用，會影響學習的態度。                                                                                                                 
最後，關於其他方面之學習優勢及劣勢，研究者將文獻中學者們之討

論整理如下:對漢語的理解和接受能力強(吳建玲，1996)；求知欲高(李嘉郁，

2000) ；對於未知的語言態度較坦然。由於經常處於多語言的環境下，常

接觸華語母語者，故習慣於面對無法完全理解的語言內容(Wu，2008) 。
學習方面之劣勢則為個別差異性大，語言能力發展不均。(Wu，2008；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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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玲，1996；畢念平，2006；Dai & Zhang，2008)並由於各項技能的不平

衡， 因而影響學習成績的全面提高。(吳建玲，1996) 
華裔學習者的學習目標是明確、強烈的，對教學內容和教學方式有特

殊的希望與要求(吳建玲，1996)。在學習者的特徵方面，整體而言，研究

者同意朱志平(2009)之觀點：與其他學生相比，華裔學生在學習漢語方面

的確有明顯的優勢。儘管群體內部各人語言水平不盡相同，但在進入漢語

課堂後，他們往往很快顯示出一定的語言水平上的優勢。吳建玲(1996)並
提到，以上所談到的華裔學生的優劣勢不是一成不變的固定因素，而是發

展變化的。在一定條件下，二者可以互相轉化。比如方言的影響是劣勢，

而一旦掌握了方言和普通話標準音的對應規律後，這種劣勢即可轉化為優

勢。如何發揮優勢，減少劣勢的負效應，對於華語教師來說，既是一個理

論問題，也是一個實踐問題。作為雙重文化的攜帶者，華裔學生在漢語課

堂上是否能恰當發揮優勢，成功避免問題，最終還取決於教師(朱志平，

2009)。華語教師如能在了解華裔學習者的整體學習特徵之後，並作好學習

者之需求分析，研究者認為，對於課程之規畫與進行，將會有極大之助益。 

二、 華裔學習者的學習動機 

Brown(1994)將學習動機融入性動機(integrative motivation)和工具性

動機(instrumental motivation)。融入性動機為學習者學習第二語言的目標是

融入使用該語言的社會，例：移民者。工具性動機：學習第二語言的目標

是以它為工具實現其他目標。例：工作、旅遊、閱讀文獻、了解其文化等。

Lambert(1972)和 Spolksky(1969)在實證研究的基礎上，認為融入性動機對

於學好第二語言更重要；但 Lukmani(1972)與 Kachru(1977)通過實證研究說

明有較強的工具性動力同樣可以學好第二語言。王振亞(2005)統整以上觀

點後，提出很可能在目的語環境中，有較強的融入性動機的學習者會取得

較好的第二語言學習效果；而在非目的語環境中，沒有融入性動機的學習

者如果有較強的工具性動機，同樣可以有好的學習效果之論述。Bailey(1986)
將動機分為內在性動機(intrinsic motivation)和外在性動機(extrinsic 
motivation)。內在性動機產生於對所做的事或所學的學科本身的興趣；外

在性動機則來自自身興趣以外，例如：使父母和老師滿意、為了找到好工

作等；並認為，不論是那種動機，最重要的是動機的強度。影響外語學習

動機的因素主要為社會因素。例：對外國語言的態度、對會外語的人的態

度、對外國文化的態度。學習效果也可能影響學習動機。Ellis(1994)提出

結果性動力的概念，認為學習效果好的學習者可能會增加學習動力強度，

更積極地學習。 
許擇昌(2001)認為華人移民要求子女學習中文的動機源於對原居地的

情感連結，這種文化傳承情結傳遞給下一代，成為華裔學生學習中文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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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驅動因素。王愛平(2000)的調查發現，抱持著「是華人就要學習漢語」

這一信念，並基於對自身的華人身分認同而產生對中華文化的認同，乃是

華裔學生的學習動機。Wu(2008)研究分析美國大學中華裔學習者學習華語

的動機，總結出三個主要類別：(一)未來的職業規劃、(二)尋根以及(三)個
人興趣，其中也有相當比例相互重疊，此結果顯示華裔學生學習華語的動

機仍不外乎出自對中國文化傳承的認同，及對於未來工作規劃的考量等。

黃富玉(2010)將學者們於文獻中所提出之華裔學習者之學習動機整理如

下： 
 

表 二-1 華裔學習者之學習動機 

整 

合 

型 

動 

機 

(1) 了解中國文化和自己的傳承文化。(Li，2005；Lu & Li，2008；
夏明菊，2003) 

(2) 重拾自己的傳承語言或是建立認同感。(Li & Duff，2008； 
Weger-Guntharp，2008) 

(3) 更加融入中國社群。(Wu，2008) 
(4) 父執輩的要求與作為華裔學習者，希望學會本應掌握的民族語

言。(夏明菊，2003) 
(5) 多與家人溝通。(Wu，2008)  
(6) 強烈的文化尋根意識。(吳建玲，1996；夏明菊，2003)  
(7) 對中國武術和中國朋友感興趣。(Weger-Guntharp，2008) 

工 

具 

型 

動 

機 

(1) 在未來能參與中國日益勃發的經濟體系，學習者受到日後工作

機會的 驅使遠勝於當下的學期成績的考量。(Li，2005) 
(2) 在未來的教育體制和機會中，是較佳的投資。(夏明菊，2003；

Li&Duff，2008) 
(3) 未來能從事與中國相關的文化交流、商貿經濟活動，或從事翻

譯等職業。(夏明菊，2003)  
(4) 為了交際而多學一種語言。(夏明菊，2003)  

  
黃富玉(2010)指出，根據以上的文獻可得知，大學中的華裔學習者學

習華語時，雖然並不一定兼具整合型和工具型學習動機，但是大都具有整

合型動機，是為了更了解中國語言、文化，建立認同感，以更融入華人的

社會。教學若是能夠朝此方向發展，應能提升學習者之學習成效。 
王振亞(2005)認為，要想讓學習者學好外語，就必須使他們保持很強

的學習動機。影響外語學習動機的主要原因是社會因素：對外國語言、文

化以及會此外語的人的態度等。但教師也可以採用一些方法加強學習者的

學習動機，比如編寫或採用趣味性強的教材，採用豐富有趣的教學方法，

包括多媒體教學等；或幫助學生意識到外語的廣泛用途，包括就業方面的

用途等；或和學生建立起和諧的人際關係，與盡量讓學生體驗學習使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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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的成功感等。夏明菊(2003)認為，華裔學生的學習動機與其人文背景、

特殊需求、學習習慣與學習方法等關係密切，對華裔學生學習漢語的積極

性有著直接影響。充分了解華裔學生的漢語學習動機是提高華裔學生漢語

第二語言教學品質的重要環節。因此，華語教師應熟練掌握教學技巧，充

分發揮學生的積極性，努力激發、維持學生的學習動機。 

三、 華裔學習者相關之第二語言習得理論  

S.C. Wang (1999:25-36)認為，適合華裔學習者的語言習得理論為第二

語言習得理論中之「文化適應假說理論」(Acculturation Theory)與「相應假

說理論」 (Accommodation Theory)。Schumann(1978)提出了文化適應假說，

認為學習者與第二語言文化的心理距離會影響其第二語言習得。語言習得

的過程被視為適應標的語文化的過程，第二語言學習者對標的語文化的適

應程度也決定了學習者對該標的語的掌握程度。文化適應為學習者與標的

語團體的社會和心理的結合，故學習者與標的語文化的「社會距離」與「心

理距離」為兩大影響第二語言習得的主要因素。社會距離為與群體相關之

因素，所謂「有利的」語言學習環境指的是社會距離縮短，形成學習者的

團體與目的語團體擁有平等的地位的狀態，學習者希望在目的語地區停留

較長的時間。心理距離為與個人有關的因素，包含語言文化衝擊、學習動

機、自尊心。若學習者未克服語言、文化衝擊，且的動機和自尊心不足，

則無法完全達到文化適應，也就不能真正地習得目的語。在社會與心理距

離過大的情況下，學習者的語言就會停留在初級階段形成洋涇濱化 1 
(Pidginization)。此假說將文化視為第二語言學習的重要因素。並且將標的

語社會、團體、個人心理因素皆納入考量，學習者是否接觸、接受該文化

對於學習成效有一定的影響。研究者認同此心理因素於實際教學中之重要

性，並同時建議教師於教學中，可適當融入目的語之真實語料於教學中，

能增進學習者於目的語環境之互動。 
Giles and Byrne(1982)提出的語言調節模式理論以社會心理學為基礎，

認為二語學習者對第二語言及其社會的態度認知會影響第二語言學習的

結果。Giles(1977)提出「相應假說理論」(Accommodation Theory)，此理論

主要對象探討族群間溝通、社會、心理的態度如何影響第二語言習得，並

認為學習動機、學習者認同感為重要影響學習的因素。二語學習者對族群

的認同在第二語言習得中非常重要。學習者在學習過程中評估互動的情境，

並不斷調整其言談內容，以減少或增加語言、社會差距。理論內容論述學

習者的學習動機為學習者自我族群地位認同的反射結果，其來自於自我在

社會群體間的認同感、族群與族群之間的比較、對目的語族群影響勢力之

看法，和與其他性別、宗教間之認同感。 
                                                       
1 Schumann(1978)提出洋涇濱化假說(Pidginization Hypothe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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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小結 

研究者認為「文化適應假說」與「相應假說」適用於華裔學習者。教

師在教學時也應嘗試拉近學習者與標的語文化社會、心理距離，藉以提升

學習者的語言能力；學習者若能對於其傳承語言較高的文化認同並能與族

群有密切的接觸，並能接受該語言團體的價值觀、行為模式，則有助於目

標語之學習。  

第四節 華裔學習者漢字學習問題探討 

一、 華裔學習者之漢字學習問題 

多數華裔學習者具有家庭背景環境，有利於其中文學習。但學者們對

於家庭背景是否對於華裔學習者之漢字學習有其助益，則抱持著不同的意

見。Ke(1998)、Xiao(2006)認為華裔學生的中文背景並無助於漢字學習。

Ke(1998)調查了一百五十位大學一年級中文學習者，其中八十五位為華裔

學習者，六十五位為非華裔學習者，並比較其漢字認讀能力。實驗結果發

現華裔學生的中文背景無助於其漢字認讀，但此研究並沒有進一步地篩選

受試者之語言學習背景，仍可能有其他影響因素。Xiao(2006)的實驗研究

結果發現，華裔學習者在聽力、口說、語法及句子結構上的掌握明顯優於

非華裔學習者，但在閱讀理解、詞彙以及寫字能力方面的表現則並無太大

差異。她認為華裔學生的家庭背景雖提供了口語練習的環境，對於歸納建

立中文語法規則、掌握句構兩方面有正向助益，但此聲音和意義的連結與

漢字的文字形式卻無法銜接，同時也受限於未能有足夠的表意文字系統知

識聯結，故無助於漢字的字詞習得，中文讀寫能力發展也因此受限。 
許多現有研究則支持華裔學習者的口語能力及家庭背景能幫助漢字

學習的論點。孫懿芬(2008)指出，儘管華裔學生在初級階段可能有書寫漢

字的障礙，但是可以借力於自身的口語能力和電腦語音輸入法的幫助來跨

越。王如音(2008)針對二十位華裔學習者進行了閱讀策略的研究。結果發

現在閱讀時，除了現有的閱讀策略以外，華裔學生使用「口語協助」、「詞

彙群組」、「漢字輪廓」、「漢字代換」等四種閱讀策略。漢字量也可能是華

裔學生閱讀程度進步的關鍵因素，而非上下文關係。朱志平(2009) 認為華

裔學習者有一定的閱讀能力，借助語音理解閱讀材料的能力較強；但這樣

的學習優勢會也造成他們過於依賴原有的口語詞彙，進入高年級以後讀寫

能力提升較為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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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小結 

依照研究者的教學經驗，華裔班之學習者通常具有聽說讀寫能力程度

不一的問題。由於父母親對於學習者學習中文的態度不一，會說方言的學

習者在家也有許多說中文方言的機會，故仍需要依照個別學習者的程度、

語言能力及學習動機調整教學方法及教學內容。當教學環境為在目標語之

國家時，可利用在目標語環境之優勢，使用各種方法將教學與生活結合，

如：在教學中可融入更多真實語料等，同時也引起學習者之學習興趣。 

第五節 針對華裔學習者之教學法 

S.C. Wang 與 N. Green(2001)提出除了語言本體知識的學習外，他們從

社會語言規範的角度提出看法，認為針對傳承語言學生，教師應有不同於

一般二語學習者的教學法。因為華裔學習者的背景各異，有些學習者更有

各種方言背景等。研究者將學者們提出針對華裔學習者之教學法分類討論，

並整理如下。 

一、 以學習者為中心 

Wu(2008)認為針對華裔學習者的教學應以學習者為中心，教師應扮演

引導者之角色，引導學習者達到課堂中之學習目標。學習者則扮演主動學

習的角色，並且能決定學習內容與方式。課堂中，教學可適度調整，以讓

學習者能學到對於他們最重要的部分。在課堂中，師生關係如同伙伴一般，

且共同達成教學、學習目標。由於華裔學習者仍有不同的學習背景、語言

背景與學習經驗，故在課堂中，華裔學習者也可藉由分享他們的背景和經

驗提供教師教學資源。Hendryx(2008)則認為，於課堂中，教師應視自己的

教學角色為引導者，在教學中保持彈性，且願意採用非傳統、多樣化的教

學方式，預測、重視學生學習的困難點。教師也應創造並使用更多有效的

教學策略以幫助學習者學習，並藉由熟悉華裔學習者的語言能力使得教學

更有系統性。由於華裔學習者的語言能力差別較大，甚至與一般標準語言

的使用有所差異，教師應檢視學習者口語與寫作的成果，充分了解學習者

已知的部分，並規劃教學內容。在課堂互動當中，教師也應給予學習者一

些額外的內容，以幫助其學習進步，符合 Krashen(1980；1981)的「i+1」
教學內容理念。 

二、 依據 5C 教學原則 

Wu(2008)認為，針對華裔學習者之教學應依據 5C 之教學原則。5C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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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準則是美國外語教學學會(ACTFL)所定的國家外語學習目標，其內容包

含溝通 (Communication)、文化(Cultures)、貫連(Connections)、比較

(Comparisons)、社區(Communities)，為一個完整的教學體系。這五項學習

目標充分體現了當今外語教育的新理念：運用外語進行溝通交際，從中體

驗多元文化，並將外語學習與其他課程的學習結合起來，從中獲取新知識。

學習者能比較語言、文化的特性，進而理解自己的文化於學習目標語的文

化。學習者也能將所學語言應用到多元文化的社區中進行互動，成為終身

的學習者。Wu(2004)指出，僅靠字彙和語法知識發展「溝通」的能力是不

夠的，學生應該發展知識和了解文化。關於文化，劉莉(2006)並認為對華

裔學生來說，教文化應該是一個中心點，教學應從文化切入。其和畢念平

(2006)均認為，許多華裔學生也想藉提高讀寫能力的同時，多充實一些中

國文化知識。教師可藉由閱讀練習方式讓學生了解中國文化。教學材料一

定要有豐富的文化內容。因為學生對中國文化都有一些了解，但又了解地

不夠。所以他們對了解中國文化特別有興趣。同時這個文化又與他們的個

人經歷有關，故從文化切入，是一個快捷有效的途徑。關於「溝通」之原

則，Wu(2008)認為此原則應為華裔學習者的主要目標，且從「貫連」中獲

取其他的知識，與其家庭和社區相連結，並認為依據此 5C 原則所設計的

課程，是著重於比較文化差異和中國語言的地域性差異，並於學習活動及

作業中中要求學習者學習者連結家庭和社區。 

三、 聽說讀寫之教學應相輔相成 

學者如畢念平(2006)、李玉芬(1997)均認為四項語言技能於教學中為

相輔相成之角色，但二者從不同點切入。畢念平(2006)於《有背景學生的

初級漢語課程與<中文聽說讀寫>》一文中，提出針對美國大學程度華裔班

教學之教學策略，應強調技能的結合，並認為於教學中將技能結合能達到

最好的教學效果。劉莉(2006)認為針對華裔學生之語言教學應始於閱讀教

學，因「聽」和「說」是他們已經具備的語言能力，此兩種能力可以幫助

他們學「讀」和「寫」，並隨著讀和寫的能力的增強而增強，並強調閱讀

與寫作教學的重要。李玉芬 (1997)則認為教學應始於聽說教學，終於讀寫

教學。教學中應藉著聽力喚起說話的能力，並藉著閱讀促進寫作的技巧；

這四項所有教學活動應以聽說開始，以讀寫終止，其並認為課堂以外的時

間建議學習者做大量的閱讀和寫作。 
關於閱讀教學方面，畢念平(2006)提出其教學法，認為閱讀教學能與

口說教學結合。教師應及早利用以學內容訓練閱讀敘述文體的文章，而不

應侷限在短句、單句的對話語體。其建議閱讀材料之語體為敘述體文章，

因其文章結構比單句複雜，可幫助學生提高閱讀能力；在閱讀之後，在教

學中更可成為口語討論的話體。閱讀文章內容包括已學之生詞語法。雖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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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文不同，但學生仍能利用所學以及本身已有的口語能力來發表意見、進

行討論。由於學生並不是在做機械式的口語練習，所以不會覺得沒有意思。

這些由閱讀引導的課堂口語練習之內容雖有一定的範圍與限制，但口語能

力較弱的學生也可利用所學內容加以發揮，而不至於有心理壓力。老師也

有機會糾正學生的發音和語法錯誤。Gambhir (2001)並指出，針對傳承語

言學習者有效的教學法能採「內容導向」的教學，因傳承語言學習者在閱

讀文本時，即使對於詞彙的理解能力仍不強，仍有能力理解其中的重點及

含意。學習者藉由此教學法，能增加使用語言的機會。 
關於寫作教學方面，李玉芬 (1997)提出，由於華裔學生的語言學習背

景各異，中文程度參差不齊，如何有效鞏固他們既有的口語能力，並從而

提高閱讀寫作的水平，便成為一件十分重要的課題，並認為教學能結合電

影、成語、和寫作，此始於說話、終於寫作的整體教學設計不但能為華裔

子弟的聽說讀寫奠定精深的基礎，更可促進他們對語言的豐富性有更切身

的體驗，進而培養實際掌握語文的能力。關於漢字書寫，畢念平(2006)認
為機械式的抄寫對不會寫漢字的學生有一定助益，如能在寫字練習中加上

不同技能的練習，將使教學效果一舉數得，並建議能將寫作教學與日常生

活結合。 

四、 語言之使用應為教學重點 

劉莉(2006)強調語言的使用，認為學習者使用語言的目的應為產生新

知識，創造藝術與文學與在真實社會環境中互動。畢念平(2006)認為教學

中應使用真實語料。於課程中，教師應按課文主題尋找適合學生閱讀的真

實材料，材料內容不應冗長且必須未經改寫。將真實語料融入教學中，可

讓學生盡早有機會接觸真實材料，不僅可提高學生興趣與自信，還能讓學

生逐步注意口語與書面語之不同，並認為漢字書寫練習如與學習者的個人

生活經驗結合，是很理想的練習漢字書寫的方式。 
Gallagher(1996)依據全語言教學原則為理論基礎，提出針對華裔學生

之教學法。Weaver(1990)認為，全語言教學原則(The Whole Language 
Approach)注重讀寫，並主張語文的技能和策略是在真實、完整的事件脈絡

中發展出來的，課堂中的學習是與學習者完整的生活經驗統整在一起的，

且透過學習者完整的生活經驗增進其完整的學習。研究者謹將 Gallagher 
(1996)提出之教學法之重點摘錄如下:1.著重於得到學生家長的支持:教師

應建議家長在家中提供中文環境，在家和孩子說中文。2.改進課室環境：

在教室內布置跟語言和文化有關的材料。3.課程中需發展聽說能力訓練：

課程應包括口語訓練的活動，如：報告、討論等，作業中應包括聽說練習。

在課堂環境中，教師應堅持學生在教室中應說中文。4.建立學習者的信心：

教師可指定學習者可以獨立完成的功課。例如：在未學習過的詞彙後提供

 



24 
 

解釋，學習者可以試著自我閱讀。5.介紹學習者多樣化的學習資源：如戶

外郊遊、拜訪博物館，及例如書法、茶道等可在課室內進行之文化活動。

6.將中文學習融入於生活中，成為生活中使用之語言：教師應設計在課堂

外使用中文的機會，並鼓勵學生使用中文來互動，如：卡片、信件寫作等

活動。 

五、 將科技融入教學 

李玉芬(1997)認為，教學應與科技結合，學習者必須經常性地參與班

內電腦網路的溝通與討論。劉莉(2006)也認同應將科技融入教學，教師應

要求學習者使用電腦及網路主動獲取新知識，參與獲得新知識的過程中，

並從中獲得自我認同及主動思考，例如：教師應指定學習者自行閱讀中文

網站作報告等。Wu(2008)並提出，將電腦科技融入教學有以下益處：互動

性、重複性、易監控性、易取得性、方便性、個人化、娛樂性。科技的使

用能夠加強華裔學習者之閱讀理解能力、寫作能力與漢字學習。學習者在

學習中使用電腦進行練習，優點為練習和提供反饋，教師也能省下不少的

時間，學習者也能有更多練習的機會。 

六、 小結 

研究者認為於針對華裔學習者之漢字教學中，學習仍應以學習者為中 
心，並依循 5C 教學原則進行教學。聽說讀寫之教學的確應相輔相成，但

因課程重點是為漢字課程，讀寫能力所佔之比重將難免會大於聽說能力訓

練所佔之比重。依據研究者之教學經驗，學習者因於目的語國家學習，普

遍喜愛能實際應用上課所學之內容，故課程中語言之使用應以溝通為目的，

如劉莉(2006)所言，學習者使用語言的目的應為產生新知識與在真實社會

環境中互動。研究者也認同畢念平(2006)之建議，教學中應使用真實語料。

關於將科技融入教學，研究者認為，於漢字課程中，能適當將科技融入教

學，如使用 powerpoint 以及筆順動畫等。華語教師仍應依課程需要，調整

各部分教學之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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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章分為五節，第一節說明研究方法的選擇，第二節為研究時程與步

驟，第三節是研究對象，第四節為蒐集資料方法，第五節為資料處理方式

及分析架構。 

第一節 行動研究法 

本論文採用行動研究法，論文之發展目標為發展出一套適合中級程度

美國華裔學習者的漢字課程。根據 Elliot(1991)和 Taylor(1996)對行動研究

的主張，行動研究是為改善本身的教學實務，並透過自己實際行動的反省

所做的研究。「研究者即教學者」，「研究者即行動者」，研究者從自我教學

經驗所遭遇的困境中，進行反省改進，並配合實際教學狀況，在研究過程

中同時也促進個人教學的成長，以達到教育的目標。    
     鄭敏、陳鳳蘭(2000) 認為，教學行動研究不僅可以增強教師對教學

過程的自我意識，提高自我評價、自我更新的能力，更利於促使理論與實

際教學結合，形成以理論指導教學，以實驗印證教學理論的機制。本研究

中採用行動研究法，在實際行動中找到改進並解決研究問題的方法2010年
7月，研究者初次於D大暑期美加青少年華裔營任教時，於教學過程中發現

華裔學生雖聽、說能力較讀、寫能力強，但普遍漢字書寫能力差之特性。

在請教同事們並查找文獻之後，發現文獻中並無一套針對華裔學生漢字能

力教學之適性之教學法。有鑒於此，在往後任職於D大進修推廣部華裔班

時，研究者欲找出一套適性的教學法以應對此教學上之需求。和同事研討

並參考許多文獻之後，研究者於往後之教學中一次又一次地嘗試著改進教

學，並嘗試著發展出一套適性的教學方法及教學策略，並促成本行動研究

之契機。 
本研究參照 Kemmis(1988)的行動研究模式，行動研究流程圖如圖三

-1。研究者於 2010 年於 D 大教學時，首先進行第一輪教學並發現問題，

並在在教學後首先將進行文獻探討，閱讀相關文獻和歸納出華裔學習者的

特點及其學習上之需求。再來，將經由以往之教學經驗及學習者之困難點

設計課程，並於 2011 年於 T 大進行教學試驗。以上均為前導試驗(pilot 
study)。研究者觀察並記錄學習者之學習歷程及反省教學之過程，並加以

改進，於 2012 年七月至八月進行正式實驗。其研究步驟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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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三-1 本研究之行動研究模式與研究流程圖 
(參考並修改自 Kemmis(1988)之行動研究模式) 

首次行動步驟 
(2010.7-8) 

討論、協商 
探索機會 
評估可行性 
檢查限制 

一般設計 

第二次行動步驟 
(2011.7-8) 調整 再思考、反省、討論 評鑑 

再計畫、了解學習 

修正一般設計 

第三次行動步驟 
(2012.7-8) 

調整 再思考、反省、討論 評鑑 

再計畫、了解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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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步驟與時程 

一、 研究步驟 

本研究依據行動研究之研究步驟進行研究。研究者於 2010 年 7 月至

2010年 8月)於D大暑期美加青少年華裔班進行教學，進行首輪行動研究，

並於教學中與教學後針對加以討論並檢驗教學過程與成效。之後並於 2011
年 7 月至 2011 年 8 月進行第二輪行動研究，於 T 大進修推廣部進行教學。 

T 大進修推廣部海外華裔青年語文研習班之華語課程為密集班課程，

以六週為一學期，為本研究紀錄之第三輪行動研究。研究者於一學期為主

要行動研究時程，並於 2012 年 7 月至 8 月中進行試驗。研究者以三個星

期為單位，將課程分為前半學期與後半學期。前半學期以研究者在教學時

遇到的問題加上先前之教學經驗，進行讀寫課程設計，並於 2012 年 7 月
初至 7 月中進行試驗，試驗班級有十二位學生。經過三週之前導試驗，從

教學成效和學生反饋中修正課程，並依照系統化的教學步驟進行下一階段

課程之教學設計，於 2012 年 7 月底至 8 月中，進行後半學期之教學實施，

從中檢驗並印證研究者之教學設計及教學理念。 
受限於華語教學研究所論文大綱提出之年限，研究者無法將在華研所

入學前(2010 年 7 月至 2010 年 8 月)之第一輪行動研究、碩一暑假(2011 年

7 月至 2011 年 8 月)之第二輪行動研究紀錄下來，僅紀錄提出大綱之後之

語言中心之學期(2012 年 7 月 4 日至 2012 年 8 月 10 日)之實驗行動研究，

並加以討論並檢驗教學過程與成效。 

二、 蒐集資料並探討相關文獻 

研究者於本研究中首先進行此步驟，針對會聽說，但是讀寫能力較弱

的華裔學生，蒐集相關之文獻資料，並進行整理分析。華裔學習者的學習

特徵和一般第二語言學習者不同，因此，蒐集針對此類學習者之相關文獻

資料、閱讀並分析學者們所做之研究結果，實為必要，且能幫助研究者進

一步了解華裔學生在漢字教學方面之需求及學習特徵。此部分之文獻閱讀

研究同時也將為課程設計打下理論基礎。 

三、 進行前導試驗 (Pilot Study) 

研究者於 2010 年 7 月於 D 大以及 2011 年 7 月於 T 大，各進行為期

六週之第一與第二輪之課程前導試驗。為求更符合華裔學習者之學習需求

並達到教學與學習目標，研究者在進行文獻探討後進行課程設計，同時進

行前導試驗。藉著前導試驗檢視所設計課程的成效，並進行檢討與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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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仔細之檢討與改進後，研究者重新設計系統化、更符合學習者需求之課

程。 

四、 依前導試驗設計教學課程 

研究者進行前導課程試驗，以了解學生實際需求及教學情形。於第一

輪以及第二輪之前導試驗結束後，研究者即針對前導試驗中所進行之課室

觀察、教學札記、學生訪談錄音、問卷調查等蒐集之資料，進行系統化且

完整之課程設計。 

五、 教學實施並評估教學成效 

在設計出一套符合聽說能力強於讀寫能力之華裔學習者的課程之後，

研究者於 2012 年 7 月底至 8 月初於 T 大進修推廣部海外華裔青年語文研

習班進行正式教學。教學對象雖然與前導試驗的對象背景相同。在教學實

驗過程中，研究者均先就設計好的教學內容進行教學，並隨時針對學習者

之學習需求調整。教學試驗各階段均隨時蒐集相關資料，作為研究結果分

析之憑據資料。 

第三節 研究對象之選取 

本研究是以學習華語的華裔學生為對象，皆為研究者在 T 大進修推廣

學院華裔青年語文研習班教授之學生。T 大進修推廣學院華裔青年語文研

習班之課程安排為短期密集班，每位學生在上課前須經過分班測驗。此分

班測驗一般分為聽、說、讀、寫四部分，測驗學習者之中文能力，並依照

測驗結果進行分班。 
T 大進修推廣學院之華語教師可以選擇課程級別，但不能挑選學生。

整體來說，研究對象的語言能力和學習目標皆一致。本研究之研究對象一

共十一名，學習者均為美國籍，均符合本研究定義之華裔學習者。學生姓

名以代號稱之，學習者相關背景資料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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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三-1 研究對象背景資料表 
學生

代號 
性別 國籍 家中使用語言情形 學習背景 

S1 女 美國 和家人大部分時間說中文和廣

東話 
大學中文課 9 個月 
 

S2 女 美國 和家人有一半時間說中文 中文學校 6 年 
每週 3 小時 

S3 女 美國 不和家人說中文，但聽得懂中

文 
中文學校 5 年 
每週 3 至 4 小時 

S4 女 美國 和家人說廣東話 中文學校 4 年 8 個月 
每週 6 小時 

S5 女 美國 和家人說廣東話 中文學校 5 年 
S6 男 美國 和家人大部分時間說中文 中文學校 9 年 
S7 男 美國 和家人大部分時間說中文 中文學校 4 年 
S8 男 美國 和家人有一半時間說中文 中文學校 4 年 

每週 1 小時 
S9 男 美國 不和家人說中文，但聽得懂中

文 
中文學校 10 年 
大學中文課 6 個月 

S10 男 美國 不和家人說中文，但聽得懂中

文 
中文學校 3 年 
每週 1 小時 

S11 男 美國 和家人有一半時間說中文 大學中文課 1 年 

第四節 蒐集資料之方法 

一般行動研究主要採質性研究方法。本研究之資料蒐集方法為教學觀

察、教學札記，另輔以問卷、訪談、書面資料紀錄如學生作業等。茲分述

如下： 

一、 教學觀察與教學札記 

在本研究中，研究者同時為教師及觀察者，並於每日之教學札記中詳

實的紀錄教學內容、教學活動及學生之反應。某些重要之教學內容以錄音

方式記錄，便於日後研究用，並能詳細、具體的紀錄學生於課堂中之學習

情況。因本研究在教材與課程進度上需依照學校規定之外，研究者在課程

設計、教學內容、教學活動均必須全權負責。為了避免教學上之缺失與盲

點，研究者並邀請三位現任於美國、加拿大、義大利中文學校之現任華語

教師進行兩次之課室觀查，並給予教學建議及回饋。 
教學札記為研究者於每日課後之觀察記錄。內容包括(一)教學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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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課室觀察(三)教學上遇到之問題及教學建議，共計十份。以下舉一實例

說明： 
 

J_20120705 教學札記 第一週 
日期: 2012/7/5 
(一)教學內容 

今天是第一堂課，因學生需於第三天上課確認班級，所以今天的課

程重點為第十六課的漢字。今天向學生解釋了漢字的構形，共教了五種

構形，以漢字為例：你、辦、居、過、花。教導學生有能力辨認漢字的

結構。 
同學練習寫漢字時，我從旁進行糾錯。從學生的錯誤中，補強並加

強。例：「收」的右邊部件「攵」，許多學生寫成「右邊無突出」。「時」

的右上角部件和另一生字「待」相同，我以不同顏色筆標出並教他們，

如此，一次可以學兩個漢字。 
(二)課室觀察 

依據我的觀察和與聽說課教師的電話溝通，我們一致認為這班大部分

學生較安靜，不特別「活潑外向」，但都很乖巧。有了更多的課堂互動與

話題後，發現他們漸漸喜歡開口，主動回答老師問的問題。從回答中，

發現他們的造句很口語。一些學生下課後會問我上課不懂的問題，我覺

得非常好。 
我非常高興有幾位學生下課後主動來問許多與上課內容有關問題。這

是之前的學生不太會的。例: 字形「時」的右邊部分，學生詢問之前一直

如此寫(右上部件應為「士」但學生寫成「土」)，也請我幫忙看他是否寫

得正確。參照今天上課內容，我告訴他錯誤之處，進行對比分析。學生

會開始注意字寫得對不對。 
母語方面，有三位同學和家裡的父親或母親說廣東話與潮州話。訪談

會訪談學生對說「華語」、「英語」的態度。 
上課口頭調查中，發現覺得中文字難的十三位學生中約六位。進一步詢

問，兩位學生說閱讀難，一位說寫字難。其他三位學生因為安靜而沒有

說話。之後訪談再補充這部分。 
(三)教學上遇到之問題及教學建議 
今天課後批改學生作業時，發現他們漢字書寫問題就是寫得太快，筆畫

潦草。明天上課時會告知此位學生放慢寫字的速度，字才會漂亮。有位

學生學過日文，字寫得非常好。大部分學生都寫得不錯。 
 
研究者在進行教學實驗時較常使用自問自答的方式，以加強思考並釐

清教學上遇到之問題，助於行動研究教學實驗內容之改進。以下為研究者

擬定及研究中之思考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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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今日教學內容為何?  
(二) 學生反應為何? 
(三) 教學上遇到什麼樣的問題?學生有何反應?  
(四) 下次我應如何改進? 
(五) 這樣的教學策略有什麼意義? 
(六) 教學上的困難與限制為何? 

二、 問卷 

本研究之問卷分為期初問卷及期末問卷兩種，採封閉式與開放式題型。

期初與期末問卷均發放十二份，回收十二份，並加以統計整理。研究者參

考其他相關論文中之針對學習者背景調查之問卷，編製成問卷，並請三位

學生填寫，之後並加以修正。期初問卷於課程之第一天於課堂中說明並發

放，調查學習者之基本資料、曾修習之中文課程之時間、學習漢字之困難

點，以對學生學習背景、來台學習中文動機與學習上之需求作一統整分析。

期末問卷於課程之最後一天發放，採封閉式與開放式題型，調查學習者對

於課程內容、課堂活動及教材之滿意度等，及對整學期課程之建議。 

三、 訪談 

本研究之訪談分為兩部分：正式訪談及非正式訪談。在正式訪談部分，

研究者於期中及期末對學生進行約二十分鐘的個別訪談。期初訪談共訪談

十一位學生，期末訪談共十二位學生。訪談內容分為(一)學習情況(二)文化

課程(三)生活適應三部分，訪談目的為了解學習者之學習情形、生活適應

情形，及進一步調查學習者對於課程之意見及學習上的困難點。由於研究

者於課程中擔任導師，需於期中及期末進行學生訪談，故訪談結果需簡要

記錄於華裔青年語文研習班之導師訪談記錄本中供語言中心記錄存檔。訪

談時間為期中考前與期末考後，當天課程結束後之中午休息時間。訪談時

研究者均於訪談前徵得學生同意，之後全程錄音以蒐集訪談資料。訪談大

部分使用中文，為使研究不受學生中文能力的限制，研究者並允許學生使

用英文表達。非正式訪談是於課間及課後時，學生對於課程內容、作業內

容或成績等有問題而主動找研究者談話之內容，此訪談內容採事後回想法

記錄於教學札記中，學生於自然環境中表達意見，故能更接近學生之真實

想法與意見。 

四、 書面資料紀錄 

書面資料記錄分為六部分：(一)學生作業簿，共十一本。(二)考試測

驗，含期中測驗十一份與期末測驗十一份，與小考十次，共一百一十份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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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測驗。(三)課堂練習，含五次課堂練習學習單，共五十五份。(四)學習單，

共兩份學習單，合計二十二份。(五)學生反思札記，合計二十二份。(六)
研究過程整理之學生評估表，共十一份。每份資料均影印一份以保存供研

究參考。學生作業為研究者於每日課後指定作業，並於課後批改，課餘時

給予學生個別建議。課堂練習：為課堂上所作之漢字練習。學生反思札記

為每周周末之指定作業，要求學生以英文或中文寫下本週課程之學習心得，

供研究使用。 

第五節 資料處理方式與分析架構 

在行動研究之課程實驗進行中，每一份資料均經蒐集、整理、分析，

整個過程不斷重覆循環，直至研究完成。研究者將每一份資料加以編碼並

寫上日期，分類儲存放製於檔案夾以及筆記型電腦檔案夾中，並列印二份

存檔。資料處理分析之方式說明如下： 

一、 資料處理方式 

本研究所蒐集到的資料，若屬於可判別之學生個人資料，如:問卷(Q)、 
作業評量(H)、小考考卷(T)、訪談錄音(I)、期中與期末考(E)、上課講義與

練習單(P)、學生反思札記(L)、參訪學習單(LS)、前測與後測之抄寫練習

(TEST1、TEST2)等，將學生依照學號排序編(如:S1_Q1_20120706，
S2_E1_20120716，S3_L1_20120719 等)，寫上日期，再歸個人檔；至於無

法判別之個人資料，如：學生評估表，則加以編號(如: S1_CLS6_1，
S3_CLS6_2 等)；另外，像一些文件紀錄如教師教學札記(TJ)、教學週誌(TW)、
教學日誌(TD)、導師輔導記錄表(CONSR)、教學 powerpoint 檔案(PPT)、教

學大綱(OUT)以及課室錄音(R)和教學過程錄影等，除了編號外，也詳細寫

上日期(如:TJ_20120706)，以便在撰寫研究報告時能系統化歸類分析。 

二、 資料分析架構 

本研究主要採用歸納法及描述分析法進行資料分析。研究者首先發現

問題，再從問題中提出假設並提出解決方案，並進行試驗教學研究，最後

提出可行之教學策略。 
 

第六節 研究效度的建立 

本研究採用三角檢證法檢驗研究之效度。研究過程中採用多種且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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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的方法、資料、觀察者與理論，以檢驗教學內容、教學策略、資料來

源、資料蒐集策略、研究分析等效度。文獻探討為理論之驗證，研究者於

此部分經由探討學者們之研究結果，將本身之教學經驗與結果與學者之研

究進行驗證與對話。研究者並將初步的分析結果或報告大綱拿來與其他研

究者(即為華語教師、T 大進修推廣部之同事、研究者華研所同學，以及研

究者之指導教授)討論，以便獲得校正與啟發，及校正研究者的分析與解釋。

研究並利用各種不同的方法進行驗證，如問卷調查、實際訪談、教學札記、

學生作業、課堂錄音與錄影、學生課堂學習單等以蒐集不同來源和型態的

資料，以減低研究者的偏見；資料間也可進行交叉檢核，提升研究之可靠

性。經由資料的持續比較，將內容作分析與回顧省思，是為資料之驗證。

以上部分，均為理論與研究者實際教學之實務對話。本次教學行動研究之

效度建立過程如下圖所示： 
 

 
 
 
 
 

(理論與研究者實務對話) 
 
 
 
 
 
 
 

 
                                    
 
 
                                          

 
(理論與研究者實務對話) 

            
 
 
 
圖 三-2 研究者研究效度建立構成圖 (參考修改自甄曉蘭，2003) 

文獻探討 
(理論的檢證) 

多元資料來源 
(方法的驗證) 

研究者反省性對話討

論(人的檢證) 
 

問卷訪談 
教學觀察 
教學錄影 
內容分析 
回顧省思 

資料持續比較 
(資料的驗證) 

問卷訪談 
教學觀察 
教學錄影 
內容分析 
回顧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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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教學困難點及問題發掘 

本章第一節說明研究者初次與第二次於兩所大學語言中心之華裔班

教學時，於教學過程中所發現的問題及挑戰；第二節為針對本研究者參與

者之學習需求分析；第三節為華語教師對於華裔學習者之看法，最後為本

章總結。 

第一節 教學上之困難點 

一、 針對美籍青少年華裔學習者教學之困難點 

研究者於進入華研所就讀前，即 2010 年之暑假時，曾任教於 D 大語

言中心暑期美加青少年華裔班，此為研究者之初次華語教學經驗。D 大語

言中心位於台北市市中心，但 D 大之校本部位於新北市；D 大之暑期美加

青少年華裔班與 T 大之華裔班共同均為僑委會承辦之課程。研究者於此首

次之教學中首次發現問題，並促成此研究之契機。在 D 大語言中心暑期青

少年華裔班之教學過程中，研究者遇到了以下問題： 

（一） 教材方面之問題 
研究者於 D 大青少年華裔班任教師使用之教材為 D 大語言中心之自

編教材，教材之編輯者為研究者負責班級所屬中高級班之負責人，且為 D
大語言中心之華語教師。語言中心對於教學進度有統一的規劃，教材與教

學可說是息息相關，密不可分。實際教學之後，研究者經與幾位同事討論

後，共同發現教材有許多缺失，如：生詞缺乏例句、生詞偏難、句型練習

偏難等問題。但此教材也有優點，如：教材主題與生活相關，如：去唱卡

拉 ok、於茶館品茶(中國茶道)等，學生於上課時通常反應漢字難學習，但

普遍覺得課程有趣不枯燥。基於前述所提到教材上之問題，研究者與幾位

同事皆認為，應編輯補充教材並使用於教學中，或參考相關教材，並適時

於教學中使用。但研究者於準備課程時，花了許多時間參考許多華語教材

後又發現相關參考教材難以覓得。除參考基本語言中心常用之教材如：《今

日台灣》、《實用視聽華語》、《遠東生活華語》、《實用中文讀寫一》、《實用

中文讀寫二》、《A Plus Chinese 1》、《A Plus Chinese 2》等教材並取部分應

用於教學中，研究者與其他班級之華語教師討論之結果仍為需要視課程內

容編輯相關之補充教材，如閱讀教材等。研究者與課後備課時雖與華語教

師交流補充教材，但教師備課量及編輯補充教材之負荷仍大，此為教材方

面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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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課程安排方面之問題 
D 大華裔班之聽、說、讀、寫課程均由同一位教師負責，此方面之課

程設置不同於 D 大華裔班之課程設置。這樣的課程設置有其優點，即教師

可全面了解並掌握學習者之學習情況。與 T 大之課程設置之共同缺點為課

時長，每日課時為四小時。因需於早上八點至十二點上課，每個星期約有

一至兩天，語言中心於下午也安排三個小時的中文課時。學習者常覺得上

課時間太長。如何安排課程內容，並維持學習者的學習興趣、上課精神，

又同時兼顧學習成效，是華語教師的一大考驗。 

（三） 班級內學習者個別及整體聽說讀寫能力差異大之問題 
因著家庭環境及中文學習背景的不同，華裔學習者普遍存在個人的聽、

說、讀、寫四個技能能力差異大。班級內也存在著學習者彼此程度差異大

的問題，但大體而言，大部分學習者口語能力及聽力普遍優於讀寫能力。

於本章後之教師訪談內容及問卷中，多位華語教師也重複提到此教學上普

遍存在之問題。研究者於 D 大之首次教學過程中，研究者首次發現了華裔

學習者聽說能力與讀寫能力差異大的問題。根據研究者於課中之觀察，中

級與中高級華裔學習者的中文口說非常流利，可說接近母語者，但普遍對

於漢字有畏難的情緒。但學生們整體而言乖巧且貼心，故雖然備課量非常

大，研究者仍非常享受整個教學過程。但在研究者之後針對大學程度之華

裔學習者之教學中，此問題仍普遍存在。 

（四） 漢字教學方面之困難 
研究者於 D 大教學時，發現大部分的學習者均對漢字的書寫及閱讀帶

著「畏難」的情緒；而同時研究者也於教學過程與教學中之觀察、與學習

者相處及課後之訪談中發現，學習者若漢字能力不佳，且又對於漢字帶著

畏難情緒，如此連帶地必然會影響到其他技能之學習，例如詞彙的閱讀於

記憶、如何將詞彙應用於句型、口說中等。漢字學習是中文學習之重要的

一部分。若想將中文學習得好，不一定需要會寫漢字，但一定至少需要能

讀好漢字。劉莉(2006)也指出，聽和說之技能為學習者已具備的語言能力，

此兩項技能能幫助華裔學生的讀寫技能，並隨著讀和寫的能力的增強而增

強，故加強讀寫能力，同時也能對聽說能力的增強有助益。故經過此次暑

期班之教學，研究者常思考如何設計出一套針對且適性之針對華裔學習者

之漢字教學課程設計與教學法。 

二、 針對美籍華裔學習者教學之困難點 

研究者於次年，即 2011 年暑假，開始任教於 T 大進修推廣部華裔班，

擔任此語言中心之華語教師。此暑期班所教之班級為大學程度之美籍華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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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者。與研究者於 D 大任教之青少年華裔班之華裔班比較之下，這群學

習者的程度相同，年齡不同，為 18～25 歲之大學程度學習者。以下為研

究者與教學中所遇到之問題以及研究者所做的改進及如何改進之分析探

討： 

（一） 教材方面之問題及如何改進 
T 大語言中心的教材明顯優於 D 大。研究者於擔任華語教師之課餘，

同時參與教材《發現華語新樂趣—聽說篇》與《發現華語新樂趣—讀寫篇》

之編輯。此教材之長處為課程主題與生活息息相關，如：《發現華語新樂

趣—讀寫篇》第十六課主題為打工及應徵工作、十七課主題為生病與就醫、

第三課主題為台灣小吃等，研究者與研究者之同事討論後一同認為，學習

者普遍對於此教材的反應與學習成效均有不錯的成果。但研究者發現教材

中仍存在著一個問題—即教材中並沒有漢字教學的單元。於 T 大教學時，

研究者於教學時仍參考其他教材，以吸收其他教材的優點，及多加參考其

漢字教學部分的教學內容。主要參考教材為師大國語中心所編輯之《實用

中文讀寫一》、《實用中文讀寫二》，以及北京語言大學出版社劉洵所編輯

之《實用中文讀本》第一冊以及第二冊之漢字教學單元部分。研究者於此

T 大 2011 年暑期班中實施了一次自編教材以及漢字課程，學習者均有不錯

的反應。經研究者加以改進之後，是為本研究之教學實驗之漢字教學內

容。 

（二） 課程安排方面之問題及如何改進 
T 大雖已開設華裔專班，課程安排為較具針對性之聽說、讀寫課程，

並編寫具針對性之華裔聽說、讀寫教材，但研究者在教學中於課程設計與

實際教學上仍時常遇到一些困難，但研究者仍於教學中，除了認真準備課

程之外，力求突破，並欲解決這些教學上所遇到之問題，力求教學之完善。

於 T 大任教時，主要遇到之教學之困難點有二：第一、因著課程安排的緣

故，使得華語教師們難以互相交流。和一般任教於大學之華語課程的不同

之處為，在 T 大進修推廣部華裔班的教師們，由於常使用不同教材，故難

有 powerpoint 與補充教材的交流。教師與教師之間，也常因教學內容及進

度的不同，故較常獨立備課。此外，語言中心雖給予華語教師教學進度，

但教師保有較大的自主權，可以自己設計課程內容。在T大的教學過程中，

較需要獨立備課，但於兩週一次之備課會議中，也常能與其他教師交流並

討論。第二、與 D 大相似的課程設置，但在 T 大，華語教師同時需任教聽

說與讀寫課。對於華語教師而言，如何設計能引起學習者學習興趣，又顧

及學習成效的課程，即為課程設計中，需好好解決的問題。 

（三） 班級內學習者個別及整體聽說讀寫能力差異大之問題及如何改進 
研究者任教於 T 大於 D 大時，均遇到班級內學習者個別及整體聽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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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寫能力差異大之問題。訪談其他華語教師的結果，與綜合學者們的文獻

後發現，這是華裔學習者的普遍清醒。朱志平(2009)指出，與二語學習者

相比，華裔學習者之群體之內部語言水準雖具差異性，但華裔學生在學習

漢語方面仍有明顯的優勢，表現於三方面：(一)聽力理解能力強，(二)口語

表達能力強，容易進入課堂互動，(三)有一定的閱讀能力，借助語音理解

閱讀材料的能力較強。如何利用這些特性，設計出一套適性之課程，即為

研究者認為教學中之重要的課題。研究者並認為，如同夏明菊(2003)所言，

充分了解華裔學生的特性及漢語學習動機，是提高華裔學生漢語第二語言

教學品質的重要環節。故在教學中，研究者對於每一位學習者，務求了解

其語言能力、學習需求及學習特徵，並在課時或課後加以有個別輔導的機

會。 

（四） 漢字教學方面之困難 
T 大進修推廣部暑期華裔班的學生均為 18～25 歲之大學生，少數為

研究生。研究者於教學時發現，相較於 D 大，T 大華裔班大部分的學習者

均對漢字的書寫及閱讀同樣帶著「畏難」的情緒，但較 D 大學生強度稍若。

研究者認為，是因著年齡的關係，大學程度之學習者的個性均較為獨立自

主，但也有可能或許如同教師 T7 於訪談及問卷調查結果中所言，美國籍

學生個人主義較強，對於學習會造成影響(T7_Q_20120706)。研究者於教

學過程觀察發現，大部分美籍大學程度學生漢字能力仍不佳，學習者個人

之聽說能力仍普遍優於讀寫能力，班級中之內部也仍然具差異性，此為教

學中之挑戰。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目前針對華裔學習者，或針對華裔學習者之漢

字學習或教學法之相關研究仍為不足。研究者於設計課程及準備課程時常

欲參考資料，但找遍資料及文獻後發現，目前實在缺乏能讓研究者參考之

以(美籍)華裔學生為研究對象之教學法或課程設計研究，目前華裔學習者

相關的研究多為現況調查及教材編寫。在此研究之研究過程之文獻探討中，

研究者首先參考針對一般二語學習者之漢字教學論文以及現有之針對漢

字教學之專書；再來，研究者依照實際教學設計課程內容。經過於 D 大及

T 大次實施之後，為本研究之教學內容呈現。研究者深深期盼本研究能促

進華語教學的專業化，並能對實際教學於研究有所助益。 

第二節 參與者背景與需求分析 

一、 學習者之背景資料統計 

從需求分析問卷及學期中、學期末兩次訪談中綜合分析本班級中十一

 



38 
 

位學生，研究者歸納出下列幾項此次教學試驗班級學生具有之特徵： 
 
表 四-1 學生背景資料 
學生 性

別 
國籍 年

齡 
中文學習

背景 
中文方

言背景 
主修科系 其他外語能

力 
S1 女 美籍華裔 21 大學一年 廣東話 國際關係系 英文、中

文、日文、

西班牙文 
S2  女 美籍華裔 19 中文學校

六年 
台山話 傳播系 英文、中

文、西班牙

文 
S3  女 美籍華裔 20 中文學校

五年 
廣東話 國小教育系 英文、中

文、西班牙

文 
S4  女 美籍華裔 24 中文學校

四年八個

月 

無 商業系 英文、中文 

S5  女 美籍華裔 20 中文學校

五年 
無 經濟系 英文、中

文、法文 
S6  男 美籍華裔 21 中文學校

九年 
無 經濟系 英文、中

文、西班牙

文 
S7  男 美籍華裔 19 中文學校

四年 
無 經濟系 英文、中

文、西班牙

文、法文 
S8  男 美籍華裔 18 中文學校

四年 
無 電腦工程系 英文、中文 

S9  男 美籍華裔 20 中文學校

十年、大

學六個月 

無 英文系 英文、中

文、西班牙

文 
S10  男 美籍華裔 21 高中三年

(每週一小

時) 

廣東話 水利工程系 英文、中文 

S11  男 美籍華裔 21 大學一

年、在家

父母從小

教導 

無 傳播系 英文、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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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研究者之分析: 
 
（一） 全部學生均為 18 至 24 歲之美籍華裔學生，學習者的平均年齡約為 20.3

歲。 
（二） 大部分學生均上過中文學校(S2、S3、S4、S5、S6、S7、S8、S9)，少

部分在高中(S10)和在大學修過中文課程(S1、S9、S11)，其中一位學生

父母在家從小教導中文，並沒有上過中文學校，但大學修過一年中文

課程(S11)。 
（三） 近三分之一學生具有方言背景(S1、S2、S3、S10)，方言口語程度不同。

這些具有方言背景的學生，在家也常有機會和家人說方言。 
（四） 許多學生有學習其他外語的經驗(S1、S2、S3、S5、S6、S7、S9)，其

中最多人曾修習西班牙文(S2、S3、S6、S7、S9)，其次為法文(S5、S7)
和日文(S1)。 

二、 學習者之學習動機與需求調查 

（一） 華裔學習者之學習動機與需求  
    研究者於問卷以及訪談中，調查學習者之學習動機與需求，結果列表如下： 
 
表 四-2 學生學習需求調查 

 來台學習中文原因 期望老師給予什麼協助？ 
S1  因為小時候跟媽媽說中文。

(INT1_S1_20120716) 
 

我希望老師可以告訴我簡體繁體，還

有學更多聽和說，也學更多詞彙。

(INT1_S1_20120716) 
S2  因為我是中國人。不僅父母希望

我學中文，我自己也希望能學中

文。(INT1_S2_20120716) 

希望我可以寫中文字寫得比較快。因

為我是左撇子，所以筆順方面也有一

些問題。 
(INT1_S2_20120716) 

S3 因為我常常來台灣，我不懂很多

東西，所以我想學中文。雖然父

母要我學中文，但是我在家都沒

有機會講中文，所以我希望多學

一點中文。(INT1_S3_20120716) 

我想要學習中文的讀和寫，還有想要

更多了解中文字的意思。

(INT1_S3_20120716) 

S4 學中文對找工作很有幫助。因為

畢業唸研究所前來亞洲國家旅

行，順便練習中文。我是自己希

希望在寫的方面能學更多。

(INT1_S4_20120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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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各項訪談內容，研究者歸納分析本次教學試驗班學習者之學習需

求分析如下： 

望能學習中文而來台灣學習中文

的。(INT1_S4_20120716) 
S5 我學中文，因為父母要求我學中

文。(INT1_S5_20120716) 
希望學習怎麼說，還有學習更多新辭

彙。(INT1_S5_20120716) 
S6 因為我覺得學中文可以做生意，

回台灣也可以講中文，也可以用

中文和別人溝通。 我覺得我是中

國人，所以要講中文。是父母要

求我學中文的。 
(INT1_S6_20120716) 

希望自己各方面都進步，希望自己以

後可以完全用中文溝通，不需要用到

英文。(INT1_S6_20120716) 

S7 我是為了來看我在台灣的女朋

友，所以應父母的要求而來台灣

學中文的。但我覺得來 OCAC 學

到的東西還是比外面學得多，因

為小時候去中文學校學的東西都

忘得差不多了。因為我的興趣比

較在音樂上面，比較懶惰學中文 
比較不會自己學中文。

(INT1_S7_20120716) 

沒有特別需要甚麼協助。

(INT1_S7_20120716) 

S8 因為我覺得中文的文化很特別。

還有，我的爸爸是台灣人，從小

希望我唸中文和學習中文。

(INT1_S8_20120716) 

希望學習怎麼說，還有學習更多新辭

彙。(INT1_S8_20120716) 

S9 我要學中文，因為我要學我媽媽

的母語，還有我覺得中國文化有

意思。我很喜歡每一個漢字都代

表一個意思，如果我學會部首，

就可以猜意思，但我還是覺得漢

字很難。(INT1_S9_20120716) 

希望能知道漢語拼音或者ㄅㄆㄇ

ㄈ，也希望知道基本的漢字。

(INT1_S9_20120716) 

S10 因為學中文對於找工作有幫助。

(INT1_S10_20120716) 
希望能知道怎麼聽、說，知道怎麼用

句子。(INT1_S10_20120716) 
S11 因為父母希望我來學中文。

(INT1_S11_20120716) 
希望自己各方面都進步，希望自己以

後可以完全用中文溝通，不需要用到

英文。(INT1_S11_20120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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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學習動機 

研究者首先整理上述之分析，發現學生普遍學習動機較弱，學中文的

原因是「因為父母要求」而來台學中文的有四位：S5、S7、S11、S6。在

訪談中特別指出是「自己希望學習中文」，學習動機較強的學生有三位：

S2、S3、S4。許多學生的學習動機是因為身為華裔而學中文：如認為因為

自己是中國人，所以需要懂中文的學生有二位： S2、S6 。認為學中文的

原因是因為「中文是父母的母語」的學生有二位：S1、S9。動機為學中文

是認為學中文能「對找工作有幫助」的學生有二位：S4、S10。訪談時提

到學中文的原因是因為「回台灣時可以用到中文」的有二位：S3、S11。
訪談時特別提到對中國文化有興趣而學習中文的學生有一位：S8。 

關於華裔學習者為什麼學習中文？又為什麼來台學習中文？以來台

學習者為例，針對本班之學習者，研究者於學期中第三週進行了一次深入

的訪談，並將訪談結果分為三類主要的學習動機：(一)族裔因素及家庭因

素學習動機(二)工具性動機與(三)對中文有學習興趣，喜歡中國文化。研究

者之分類大致與第二章文獻探討中，Wu(2008)研究分析美國大學中華裔學

習者學習華語的動機總結出之三個主要類別：(一)未來的職業規劃、(二)
尋根以及(三)個人興趣相同，研究者之訪談結果並符合 Wu 所提出之在這

些學習動機之中，其中也有相當比例相互重疊。首先關於族裔因素及家庭

因素學習動機，華裔學習者常因著「是中國人，就要學習中文」此一單純

的族裔因素學習。上述的這類學習者大部分為因著父母要求學習而學習，

但父母要求中又分為學習者有興趣學習及學習者無興趣學習兩類。 
 

「我學習中文，因為我小時候跟媽媽說中國話。」

(S1)(INTL1_S2_20120716) 
 
「T：S2，你為什麼學習中文呢？ 
  S2：因為我是中國人，呵呵！  
  T: 爸爸媽媽要你學的嗎？ 
  S2: 要，我自己也要。嗯！(微笑)」 (S2)(INTL1_S2_20120716) 
 

S2 為一個總是帶著笑容的女生。雖然是為父母所要求學習，但她學

習中文的態度佳。雖然她覺得寫漢字不容易，但通常均帶著積極的態度學

習，是一位非常棒，學習態度非常好的學生。另一類的學習者是因著探親

之因素： 
 
「S7:我不是為了中文課來台灣的，我是為了女朋友(註:女朋友在台灣，

是台灣人)，所以我媽叫我來上中文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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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所以是因為父母親的原因學中文嗎? 
S:嗯，還好啦! 我覺得來這裡上中文課學到的東西還是比外面學得多，

因為小時候去中文學校學的東西都忘得差不多了。因為我的興趣比較在

音樂上面，比較懶惰學中文，比較不會自己學中文。」

(S7)(INTL1_S7_20120716) 
 
「S3:(我學中文)因為我想學唸跟寫，特別是唸。我要學唸，因為我常常

來台灣，我不懂很多東西。 
T:父母要你學中文的嗎? 
S3:對，我爸爸媽媽要我學的，可是我在家都不講中文。」

(S3)(INTL1_S3_20120716) 
 

也有部分學習者具有 Brown(1994)提出之工具性動機，即學習具工作

取向之目的。如 S6 於訪談中所言： 
 
「S6：我學習中文，因為我覺得可以做生意，回台灣也可以講中文，也可

以跟別人講話。我覺得我是中國人，所以要講中文。我覺得我的中文已經

很不錯了，但是還是在中文課學到很多新的東西。」

(S6)(INTL1_S6_20120716) 
 

再來，關於對中文有學習興趣，喜歡中國文化的學習者，根據研究者

的教學經驗，這類學習者的學習態度通常非常好，再加上家庭背景之助力，

漢字能力及學習成效通常也較佳。以下為訪談內容之摘錄： 
 

「我學中文，因為我覺得中文的文化很特別，還有爸爸是台灣人，從小

希望我唸中文、學習中文。」(S7)(INTL1_S7_20120716) 
 
「S9:我要學中文，因為我要學我媽媽的母語，還有我覺得中國文化有  
意思。我很喜歡每一個漢字都代表一個意思。如果我學會部首，就可 
以猜意思，但還是覺得漢字很難。 
T: 你可以用一些策略。 
S9:對! (微笑)」 
 

在教學前與教學時，華語教師若能了解學習者的學習動機及學習需求，

對於課程的進行與規劃會有非常大的幫助。 
最後關於學習中文於將來可以應用於那一方面，於訪談中，全部的學

習者於訪談中均認為學習中文對於找工作有幫助。因著學習者的年齡層的

關係，重點大多放在找工作上，及對其如何有助益。學習者同時也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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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中文可以用在與家人溝通，及可以來台(探親)時使用。學習者的回答整

理如下： 
 
「S1：學習中文可以用在去台灣和買東西。可以買東西。也可以找工作。」

(S1)(INTL2_S1_20120804) 
 
「S2：工作方面，和與家人溝通。」(S2)(INTL2_S2_20120804) 
 
「S4：旅行的時候，像現在在台灣旅行，或中國等說中文的地方。在美國的

話，跟家人可以說話，說中文，嗯，『老一點』的家人。去工作的話有時候

也可以翻譯。覺得(中文)很有用。在美國工作時例如：報稅，會用中文。用

中文的機會很多。」(S4)(INTL2_S4_20120804) 
 
「S5， S6：在家裡、全世界。對未來的幫助都有，像找工作吧。」 
 (S5)(INTL2_S5_20120804) (S6)(INTL2_S6_20120804) 
 

    「S7：講話的時候。對未來找工作也有幫助。因為我的姊姊朋友他會很多 
    不一樣的 language，她現在在美國的銀行上班，需要在很早的時候上班， 
    跟很多中國很有錢的 businessman 像 Foxcomm 連絡。…覺得用中文的機會 
    很多。」 (S7)(INTL2_S7_20120804) 
 

「S8：我喜歡知道父母小時候的一切。(學中文)對未來找工作也有幫助，找

工作會用到、找工作可以多很多機會。但中國以後一定會強，美國已經是主

導一段時間了。」(S8)(INTL2_S8_20120804) 
 
「S9：在飯館，跟父母吃晚飯的時間說中文。找工作會用到。」 
 (S9)(INTL2_S9_20120804) 
 
「S10：為了未來。對未來找工作也有幫助。」(S10)(INTL2_S10_20120804) 
 
「S11：中文很重要，是世界上最重要的語言。中國和台灣是很重要的國家。

中文很有用，像在美國的時候，有些人不知道怎麼說英文，那我是中國來的，

我可以幫他們。」(S11)(INTL2_S11_20120804) 
 
基於探親因素的學習者 S3，經研究者分析訪談後，也發現，其同樣

學習中文的諸多因素中，也包含著工作因素： 
 
「S3：我覺得我以後要當老師，要當小學一年級的老師，會教全部的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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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要升大學三年級。我媽媽是帶小孩的，我去年來兩個禮拜教英文，在台

中。」(S3)(INTL2_S3_20120804) 

2. 學習需求 

綜觀所有的學習者，能夠發現幾乎所有的學習者都希望課堂中，教師

能幫助其提升口語能力以及增加新詞彙，「溝通」為首要學習目的及需求。

班上學習者語言能力的程度不同，仍有程度較差的學習者希望學習「怎麼

用句子」(S10)，也有學習者表示希望能在基礎方面多加強，加強對拼音系

統的了解，也希望加強基本的漢字讀寫，如漢字「他」(S9)。 
在漢字學習方面，學習者班級內部的程度差異大。關於漢字學習，有

一位學習者(S1)先前學習的是簡體字，並沒有學過簡體字，故希望能加強

繁簡字的辨異。有一位學習者(S2)因為是左撇子的緣故，所以筆順方面也

有一些問題，希望能加強筆順。有一位學習者只希望能加強基本的漢字讀

寫學習，如漢字「他」(S9)。但也有學習者表示希望能加強漢字書寫的速

度：「希望我可以寫中文字寫得比較快。」(S2)也有學習者是希望能在漢字

「寫的方面能學更多」(S4)。 

三、 學習者在美國學習與使用中文情況之分析 

(一) 華裔學習者的中文學校學習背景分析 

許多美籍的華裔學習者於小時候接受過中文學校的教育。研究者於訪

談中訪談上過中文學校的學習者，欲了解從幾歲開始上中文學校，學了多

久，及對於中文學校的看法。訪談結果為大部分上過中文課程之華裔學習

者對於中文學校及課程的態度為偏中立之觀感，並認為其於中文學校的學

習有其限制。如 S7， S8， S6。但 S2 表示喜歡中文學校的文化活動。訪

談重點內容摘錄如下： 
 

  「我覺得在中文學校學的會有限。我五、六歲很小的時候曾去過中文學 
    校，但覺得學的會有限，後來就不學了，我覺得年紀太小會不喜歡學 

       中文。六七年級的時候，我就在別的機構上中文課。」         
       (S8)(INTL1_S8_20120716) 
 

  「T：之前在美國上過中文學校嗎？ 
   S7：嗯，小時候上過中文學校。(之後並對中文學校並沒有特別表示什麼 
    意見。)」(S7)(INTL1_S7_20120716) 
 
  「從幼稚園到九年級，差不多在中文學校學習十年，高中在學校上了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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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課。」(S6)(INTL1_S6_20120716) 
 
其中 S6 從幼稚園起即學習中文，一直到高中畢業，總共學習了十三

年中文，其為一總是認為教學內容太為簡單，故學習態度不太佳的男學生。

S6 總共受了十三年的中文教育，其中大部分都是父母要求之下學習，難怪

其學習動機會不佳。但在課程中，經由與其他同學於課堂中語言中心舉辦

的歌唱比賽活動及生活中的互動中，他與同學們相處地越來越為融洽，故

在課堂中，最後期末的訪談中，對於大部分的學習內容等，漸漸地均有相

當正面之回應及表現，令研究者感到欣慰。中文學校的一些課程活動也會

讓學習者喜歡學習中文，如 S2 所言： 
 

       「T：之前在美國上過中文學校嗎？ 
        S2:五歲到十八歲，可是我十歲到十五歲就不想學中文，所以有去，可 
          是沒有學東西。 
        T:喜歡學中文嗎?為什麼? 
        S2:喜歡。好玩，我的老師會教我怎麼做中國菜：包子、餃子、蔥油餅。 
           (開心地笑)」(S2)(INTL1_S2_20120716)  
 

其他沒有上過中文學校的學習者的學習背景及情形分別如下：沒有上

中文學校，但小學及中學階段曾在學校修習中文課程(S1)、在家受教育

(S8)。 

（二） 同儕對於中文的態度分析 
研究者想知道，在同儕之間，同儕對於中文學習或語言本身有什麼樣

的態度。華裔學習者的同儕之間，不是中國人的朋友覺得中文是怎麼樣的

語言？部分學習者提及，同儕認為中文是很有用的語言： 
 

      「S1 、S7：很有用的語言。做生意的時候可以用。」 (S1_INT2_20120804)    
       (S7_INT2_20120804) 
 
      「S7: 我的朋友有些人會說很有用。」(S7_INT2_20120804) 
 

部分學習者如 S2、S3、S4 的朋友們，則認為中文是一種很難學習的

語言： 
 
      「(他們認為中文是)很難的語言。」(S2_INT2_20120804) 
 
      「他們覺得中文很難。可是他們都沒有會學。」(S3_INT2_20120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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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覺得知道一點中文很厲害。因為他們平常沒有第二語言。」  
       (S4_INT2_20120804) 
 

再來為其他較為中立的意見，例如： 
 

      「我覺得他們會說它只是一個別的語言。因為當他們談到西班牙文、拉丁   
        文、法文，他們會覺得這只是一個語言。除了這些朋友，我的朋友覺得 
       法文很有意思、很有趣，也很浪漫。」(S9_INT2_20120804) 
 
      「他們覺得字很像，他們覺得說中文的時候字也很像。 
       (S11_INT2_20120804) 

（三） 在美國課外使用中文的機會分析 
關於華裔學習者在美國課外使用中文的機會，研究者於訪談問題中想

了解，整體而言，華裔學習者平常時在美國，除了中文課以外，有哪些機

會使用中文？大多數的學習者認為，只有到說中文的國家如中國、台灣，

才會有說中文的機會。如 S2， S3， S5， S7。再來，S1 與 S2 皆表示，

下課之後沒有機會說中文，或沒有練習中文的對象： 
 

      「沒有人。大家都說廣東話。下課時也沒有人跟我說。」 
        (S1)(INTL1_S1_20120716) 
 
      「以前上過中文課時說中文。沒有那麼多機會說中文。」 
        (S2)(INTL1_S2_20120716) 
 
      「機會比較少。但如果等待到機會我會直接用。」 
        (S11)(INTL1_S11_20120716) 
 

S9 與 S4 則認為使用中文的機會蠻多的，但主要是因為父母會與他們

使用中文溝通。此外，與報稅、餐廳點餐、大學學生活動等，皆有使用中

文的機會： 
 

      「在美國，在飯館、跟父母說話，或許像一些大學的活動，比方說夜市活 
        動。」(S9)(INTL1_S9_20120716) 
 
      「S4：我在和媽媽說話時，不想讓別人知道我們說什麼時用中文。在美國  
         工作時例如報稅會用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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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 你覺得用中文的機會多不多? 
      S4: 很多。」(S4)(INTL1_S4_20120716) 
 

最後，研究者於訪談中，想了解學習者於美國學習中文時，平時課外

是否會自己學習中文？如果有，則是什麼時候，學習哪些內容？而令研究

者感到意外的是，除了喜歡學習中文、有積極態度的 S2 回答「一點」

(S2_INT2_20120804)及 S8 回答：「如果有時間的話會。」(S8_INT2_20120804)
之外，其餘其他學習者全數回答不會(S1，S5，S6，S9，S11)，其中學習態

度非常不佳，但在課程中有許多進步的 S11 更表示：「我希望有機會。」 

第三節 學習者對於漢字書寫情形之調查分析 

本節的研究內容為研究者對本行動研究實驗班級之華裔學習者實施

調查之結果分析，我們從當中獲得研究資料數據，並加以探討和分析，分

析的資料對象為本研究參與者，並作一分析及歸納，以做為課程規劃之參

考依據。 

一、 漢字書寫測試 

研究者欲了解本實驗班上學生之漢字書寫能力，故於第一天上課時，

影印《實用中文讀寫》第一冊教材中第三課課文，於課堂中給予學習者十

五分鐘，進行抄寫練習。文章共 126 個字。漢字書寫偏誤分類標準按照鄧

守信、洪于惠、張文嫻、盧俊宏(2007)2做的漢字偏誤類型漢字偏誤數據資

料庫建立之文獻，以下列十一種情形為偏誤判別標準：缺省、增補、代換、

錯位、鏡像、分合、出頭、變形、合字、簡化、形似字等。說明如下： 
 

一、 變形：在標準字的書寫中部件的大小不經意被放大、縮小或扭曲。 
二、 代換：標準字中某部件被書寫成其他部件來取代。 
三、 錯位：該部件未被書寫在標準字中正確位置。 
四、 分合：一個標準字中的部件被書寫連在一起或是其中一個部件被  

書寫分開。 
五、 缺省：該字中筆畫或部件被遺漏書寫。 

                                                       
2鄧守信、洪于惠、張文嫻、盧俊宏等人於民國九十六年六月做的漢字偏誤類型漢字偏  
 誤數據資料庫建立的研究調查，從國內多所華語文教學中心，台灣師範大學國語中心  
 (MTC)、台灣大學國際華語研習所（ICLP）、台灣大學文學院語言中心中文組（CLD）、  
 扶輪社（Rotary Club）取得各國籍學生的漢字語料並進行篩選，研究裡找出各項偏誤字  
 情形。本處參考羅敏誠(2011)之論文，使用此研究調查，進行漢字偏誤類型分析。 
 

 



48 
 

六、 形似：文字被書寫成形狀相似，但卻又無法被辨識的字。 
七、 出頭：標準字中筆劃該書寫出頭，卻沒書寫完成；或是不應寫出 

頭，卻寫出頭的字。 
八、 增補：筆劃被書寫完成後又再被重複書寫，形成不確定性的筆劃。 
九、 簡化：書寫過程被簡化筆劃，將筆劃連接或是一筆寫完多數筆劃， 

形似草寫或是符號化過程。 
十、 部件錯誤：標準字中部件筆劃增多或減少，形成其它之部件。 
十一、 合字：將二或三個字寫在同方格中，產生連接關係如同一個字。 
十二、 鏡像：依鏡像原理，將文字如同鏡中倒影般寫出，成為與標準字

左右相反的字或是上下顛倒的文字。 
十三、 母語遷移符號化：受到該國語文書寫習性的影響，書寫時將標準

字體看成類似的文字寫法而將其符號化，為語文中的母語遷移。 
 
茲將十一位學習者個別之偏誤率 3統計如下： 

 
表 四-3 學習者第一次漢字抄寫練習之成績與偏誤率 
學生編號 成績 偏誤率(％) 排名 
S1 77 23.02% 7 
S2 73 26.98% 8 
S3 79 20.63% 6 
S4 92 7.94% 1 
S5 57 42.85% 9 
S6 56 44.44% 10 
S7 85 15.08% 3 
S8 85 15.08% 3 
S9 83 17.46% 5 
S10 87 13.49% 2 
S11 52 48.41% 11 
      

研究者於測驗一開始時，同樣給予每一位學生二十分鐘的時間此外，

研究者均告知學生應抄寫文章中之繁體字，除了學生 S11 無法在時間內將

測驗完成之外，其餘學生均於時間內完成抄寫練習。以簡體字為主要學習

之漢字的學生 S1 在過程中全程以繁體字完成抄寫練習，故學生 S5 仍以簡

                                                       
3 每一個漢字偏誤之判別，均經由研究者與其他兩位畢業自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研究所華語教師共

同判別為漢字偏誤。在此感謝黃沛榮教授與葉德明教授給予之意見，將部分漢字偏誤之判別加以

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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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字進行抄寫練習。故判別偏誤時，因研究者已先行告知，故研究者將 S5
書寫之繁體字對應之簡體字先行於此練習中判定為偏誤來計算，而造成 S5
有較多偏誤之情形。 

二、 部件拆解情況調查 

研究者於第一天上課時，讓學生將以下的漢字做部件拆解，此拆解練

習測驗之目的為探討學生對漢字部件的認知情形。 
研究者使用之範例字如下 : 你、變、累、問、類、明、過、儲。 
 

表 四-4 部件拆解失誤率   
範例字 你 變 累 問 類 明 過 儲 
拆解失

誤率 
0.45 0.36 0.81 0.36 0.27 0.18 0.18 0.18 

(偏誤發生率 : 取至四捨五入到小數點後第二位。) 
 

拆解錯誤及偏誤發生情形以「累」和「你」二字最高，「變」與「問」

字共同排第三位。測驗中之漢字沒有字無發生偏誤情況。以下為偏誤拆解

練習之偏誤範例： 
 
表 四-5 部件拆解偏誤範例 

1 

 

2 

 

以字義為拆解部件之首要重點 拆解錯誤，過度拆解部件 
3

 

4

 

拆解過程中有缺漏，例如：「糸」 過度拆解部件 
5 

 

6  

 
將漢字進行拆解後，缺漏部件中之部分 拆解正確，但部件筆畫書寫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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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8 

 

部件中的部分缺漏，「糸」的下半部分缺

漏。 
拆解錯誤 

9 

  

10 

 
拆解錯誤，過度將部件拆解成更小部分，

且內部有缺漏 
拆解錯誤，並誤植為另一個可獨立成

為部首的部件 
11 

  

12  

 
拆解正確，但將部件增添筆劃 拆解錯誤 
13 

 

14 

  

部件內部筆畫缺漏，如「大」應為「犬」 拆解錯誤，完全無拆解 
      

偏誤資料顯示，學生對這一部分的部件拆解概念上缺乏完整的認知，

出現拆得太細或是拆得不夠完全的情形。學生大致上將部件概念掌握得不

錯，但部件中時常有缺漏或是增添筆劃，或是將部件拆解得過小；或有時

受到注音符號的影響，將其作為辨認部件之首要策略。研究者認為大部分

之學習者對於部件均具認知，但由於對於筆劃不一定熟悉，故產生缺漏或

是增添筆劃的錯誤。學習者與學習者同時也仍存在差異性。此部分結果符

合研究者先前之教學經驗及對於華裔學習者漢字書寫中常見錯誤之觀

察。 

三、 華裔學習者之漢字書寫偏誤分析 

研究者根據前述鄧守信、洪于惠、張文嫻、盧俊宏(2007)之漢字資料

庫中之偏誤類型，於教學試驗過程後分析並整理教學實驗期間，學習者之

作業、小考、學習單以及課堂練習中常見之漢字偏誤，並加以分析歸類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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誤之類型，茲將學習者之偏誤整理如下表： 
 
表 四-6 漢字偏誤與分析 
1 

  

2 

 

3 

 
變形 變形、部件錯誤 變形、代換、形似 
4 

 

5 

 

6 

 

變形、代換、形似 變形、代換  變形、形似 
7 

 

8 

 

9 

 
變形、形似 變形、簡化、錯位 變形、簡化 
10 

 

11 

 

12 

 

變形、出頭、增補 變形、缺省 變形、錯位、分合 
 

13 

 

14 

 

15 

  
變形、代換 變形、 增補 變形、出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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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17 

 

18 19 

  

部件錯誤、變形、形似 變形、簡化、增補 變形、代換、增補 
20 21 

 

22 23 

 

24 25 

 
簡化；變形、代換 
 

變形；缺省  代換、出頭；變形 

26 27 

 

28 

    

29 

 

變形；變形、增補、錯位、

部件錯誤 
代換 代換、分合、簡化  

30 

 

31 

 

32 

  
代換、部件錯誤、變形  代換、出頭 (睡眠的眠) 代換、部件

錯誤 
33 

 

34 

 

35 

 
代換、缺省、形似 代換、部件錯誤、變形 部件錯誤、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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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37 

 

38 

 
部件錯誤  部件錯誤、簡化  缺省 
    

     研究者整理分析之後，發現在本班級之華裔學生書寫漢字範例中，較

容易發生的偏誤是變形(0.33%)、代換(0.19%)、部件錯誤(0.12%)、簡化

(0.08%)、形似(0.08%)，增補(0.067%)也均為常見，再來是缺省(0.053%)、
出頭(0.053%)、分合(0.04%)與錯位(0.04%)。鏡像、合字、母語遷移符號化

的偏誤情形未在樣本中出現。除此之外，華裔學習者學生習寫漢字也容易

將一字中同時有多項偏誤。研究者綜合分析後，認為學生未能正確書寫漢

字的情形可分為下列幾項： 

 
一、 筆畫書寫未到位，常將漢字筆畫書寫過長或過短。 
二、 筆畫遺漏或增加。 
三、 筆畫之間書寫有簡化或結合之情形。 
四、 對於出頭或未出頭之書寫情形掌握不明確。 
五、 未能實際而清楚的記住漢字筆順的基本概念，並應用與漢字書寫  

中。 
六、 不能掌握熟悉部件之形狀大小。 
七、 不能掌握漢字構形中各部件之大小比例。 
八、 代換使用先前學習過之簡易部件於形近之部件。 
九、 部件的遺漏。 
十、 增添多餘部件。 
十一、 部分部件被符號化。 
十二、 因為對漢字書寫之不確定，常重複書寫同一筆畫。 
 

而研究者認為造成以上偏誤現象的可能原因為： 
一、 缺乏漢字的基礎練習課程。 
二、 練習筆畫書寫機會少，並缺乏針對筆畫之練習。 
三、 對於漢字筆順之概念不清楚。  
四、 對於漢字部首的意義不夠了解。 

 



54 
 

五、 重複練習抄寫漢字的練習並不能有效幫助正確美觀地書寫漢字。 
六、 對於漢字的構形結構比例不夠清楚，概念也不夠正確。 
七、 受注音符號影響，部件常有書寫偏誤。 

 
此外，華裔學習者另一常見之漢字偏誤為「將漢字誤寫成同音字」，

如例 26 與 27 中之漢字，真「*得」應為真「的」，此為一寫作及漢字書寫

中常見現象，應為受到家庭背景因素及本身口語能力較佳之影響而漢字寫

作。王如音(2008)於研究中提出，華裔學習者常於閱讀中使用口語協助策

略。研究者認為，於漢字書寫中，如遇到同音字時，有些華裔學習者同樣

也使用此策略，進而造成同音字之漢字書寫偏誤。 

第四節 華語教師對華裔學習者之評價分析 

根據研究者之教學經驗，華裔學習者之諸多學習特徵一般而言大致符

合第二章文獻探討中所描述之華裔學習者之特徵。為求精確，及為求印證

研究者之思考方式及印證研究者之教學經驗，研究者使用問卷，並使用訪

談加以輔助，訪問了七位華語中心之華語教師，希望能蒐集資料加以分析。

問卷採開放式問卷，並輔以訪談。訪談教師之教學背景如下： 
 

表 四-7 華語教師教學背景資料 
編號 教學年資 國內外教學經驗 教授華裔專班的經驗 
T1 5 年 國外 1 年，國內 4 年 3 年 
T2 4 年 國外 1 年，國內 3 年 1 年 
T3 21 年 國外 4 年，國內 17 年 2 年 
T4 9 年 國外 3 年，國內 6 年 8 個月 
T5 2 年 國外 1 年，國內 1 年 1 年 
T6 15 年 國外 3.5 年，國內 11.5 年 2 年 
T7 14 年 國外 5 年，國內 9 年 4 年 

 
針對(一)漢字閱讀能力(二)漢字寫作能力(三)學習態度(四)學習動機

(五)整體評價(六)教學難點等六方面部分，研究者將問卷中及訪談中華語教

師對華裔學生之看法，整理如下表： 
 
表 四-8 華語教師對華裔學生之評價分析 

知識和能力 華裔學生之特點 
(一)漢字閱讀能力 一定不如口語，但學生之間的閱讀能力差異很大。

(T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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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程度之別，有很大差異。(T6) 
較一般同樣口語程度的非華裔學生差。(T1，T2) 
容易的較看得懂，但複雜句因人而異。(T3) 
可能略優於外籍學習者，但需要大量練習將形音結

合。(T5)  
學習快，但不積極。(T7) 

(二)漢字寫作能力 較一般非華裔學生有連貫性。(T1，T2) 
若華語說得好則文字表達能力也較好。(T3) 
與他們的英文寫作能力有關，但常因漢字能力，而

無法展現應有的能力。(T4) 
需要指正其在結構書寫上的弱點，例如漢字的方

正。(T5)  
通常弱於口語能力。(T6) 
落差大。(T7) 

(三)學習態度  看人。(T1， T2) 
有的極佳，有的極差。(T4) 
得看是自願與否，並且與國籍相關。(T3) 
若被父母逼迫往往會有消極甚至有敵意的態度。

(T5)  
多數極為認真，少數程度很高者僅為拿學分，較不

嚴謹。(T6) 
有些人仍是只想說，並不想寫、認。(T7) 

(四)學習動機 因人而異。(T1，T2，T7) 
有強有弱。(T4) 
找工作，或為認同中華文化，或被迫學習。(T3) 
動機差異甚大，有積極也有相當被動的學生。(T5)  
多數動機強。(T6) 

(五)整體評價 聽說優於讀寫(T1，T2)  
差異性大，其學習態度與家庭背景及生長國家有頗

大關聯。(T3) 
差異性大，若有動機且口語不錯的，漢字書寫進步

得很快。(T4，T5)  
認真，樂於參與課程活動，但也害怕書寫功課太

多。(T6) 
美國籍學生個人主義較強，影響學習動機。(T7) 

(六)教學難點 詞彙量無法拓展。(T1，T2)  
學生不夠活潑，不夠積極，愛抱怨，自視高。(T3) 
美籍學生個人主義較強，影響學習動機。(T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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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父母逼來學習的學生，因沒有動機，所以對於枯

燥的漢字練習沒有興趣。(T4)  
學生的注意力和動機提升，另外是要學生願意花時

間練習書寫漢字。(T5)  
學生通常會記不清楚筆順，並有缺漏筆畫，或者誤

植部件，如何讓學生不會疏漏筆劃是較難處。(T6)  
 
這幾位華語教師對華裔學習者的分析，大致符合文獻中學者們(Wu，

2008；Dai & Zhang，2008；吳建玲，1996；朱志平，2009；王如音，2008；
孫懿芬，2008；魏獻俊，1990；何寶璋，2000；李嘉郁，2000)於文獻中所

描述之華裔學習者之學習特徵。關於漢字閱讀能力以及漢字寫作能力，值

得注意的是大部分的華語教師認為，華裔學生在學習態度與學習動機方面，

個體差異性大。在教學難點方面，華語教師認為，學習者的學習容易受到

學習動機與學習態度的影響，這一點符合研究者的教學經驗，也是研究者

所認為的華裔學生與一般二語學習者的不同及特別之處。最後，值得注意

的是，教師的評價會因著教學經驗的不同，而有不同的看法。 
 

小結 
     經由本章之教學困難點及問題探討，我們能更深入地了解華裔學習

者之漢字學習之特點及需求所在，經由華語教師之對於華裔學習者之評價

分析，我們也能更深一層地了解華裔學習者課堂表現之整體輪廓。以上部

分之探討，將作為接下來漢字課程之設計與進行之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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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行動實行—教學設計與實施 

漢字教學為此次行動研究中教學的主軸，研究者的主要教學內容仍

以漢字讀寫為主。黃沛榮(2003)提出「漢字教學」的重點，是要加強學生

在漢字「辨識」、「書寫」、「使用」三方面的能力；研究者並以此為課程設

計之基準。依據研究者的教學經驗，華裔學生雖普遍聽說能力優於讀寫能

力，但漢字能力普遍不佳，且在課程中缺乏一系統性的介紹。有基於此，

研究者希望藉由此次行動研究之教學，研究發展出一套適合華裔學習者的

漢字教學課程。研究者從「系統化」的角度來思考課程內容之設計，參照

之前之相關實驗設計研究，設計出下述的課程內容，將於以下七節分別論

述之。 

第一節 漢字構形教學 

一、 漢字構形教學之憑據 

對於以英語為母語的美籍華裔學習者而言，根據研究者之教學經驗以

及根據訪談與問卷中華語教師所言，漢字普遍他們對來說看起來非常複雜，

認讀、記憶均不易；同樣地，他們對於漢字的書寫普遍也有同樣的認知。

有鑒於此，研究者希望本漢字教學課程內容課程設計中之教學內容設計能

有效減少學習者在漢字認讀方面之心理負擔，使其不再有畏難之情緒。 
葉德明(2010)認為，漢字具「邏輯性」，於教學中分析漢字字形能幫助

學習漢字。鄭繼娥(2001)並認為，進行漢字教學時，應分析字形、講清楚

結構、部件位置關係，以及分解組合的次序，以便學生形成明確的視覺表

象，掌握字形。關於漢字教學的步驟的先後順序，研究者認為，首先應將

複雜的漢字首做分類，同時也希望在課程的一開始，能降低華裔學習者的

學習焦慮，故將葉德明(2010)提出之「部件法」應用於課程一開始之漢字

教學內容中。如第二章文獻探討中已探討之文獻摘錄，葉德明(2010)提出

「部件法」，將漢字分成十二個基本構形，並認為其功用能加強學習者在

視覺空間上之記憶，在經過如此的規律排列後，漢字在視覺的空間上有很

明顯的特徵，清晰可見，有助長記憶之功效，並對學習者了解意符之間的

關係，甚至文化內涵，都有幫助。研究者並此十二個基本構形使用於教學

中。 

二、 漢字構形教學之實施 

研究者在本研究之教學內容，受限於課時及語言中心教學進度之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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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使用隨文識字法規劃教學內容，配合指定教材教學之文章以選用漢字教

學所需漢字，並使用 powerpoint 教學。此外，在此部分之教學中，研究者

出了進行漢字構形的教學之外，也融入部件的概念於教學中。部件是組成

漢字的基本元素，對部件進行分析活動，可以協助學習者掌握漢字的結構，

及其造字過程，對於分辨字形相近的漢字很有幫助。 

第二節 漢字部首教學 

一、 漢字部首教學之憑據 

     葉德明(1999，2006)認為部首主領漢字的語義範疇。部首為教學中重

要的一部分，因為凡是同部首的字，字義都有關聯。且部首具有重要語義

的資訊，為一種統御漢字意義的模式。 
 

二、 漢字部首教學之實施 

     研究者於本部分之漢字部首教學中，主要以部首的字形、字源、字

音、字義和組字方式幫助認字，部首教學範例及教學範例之漢字選自 T 大

語言中心之自編教材《發現華語新樂趣—讀寫篇》之第十六、十七課。並

使用 powerpoint 進行教學。研究者之教學內容，大部分為研究者自行編輯，

部分參考劉洵所編輯之《新實用漢語讀本》第十三課之漢字部首查字法單

元。 

第三節 漢字筆畫教學 

一、 漢字筆畫教學之憑據 

在漢字筆畫教學的部分，此部分又分為漢字基本筆畫教學與漢字複合

筆畫教學兩部分。李培元、任遠(1997)之漢字教學策略中提出，漢字教學

應先教基本筆畫。研究者認同其觀念，並把筆畫教學放在教學課程中的第

二部分，因為大部分之華裔學習者認為，漢字的筆畫十分複雜。但其實漢

字結構方正，筆畫平直，每一個字均由基本筆畫構成。掌握基本筆畫的寫

法，練熟這些基本筆畫，是辨認字形的開始，也是寫好漢字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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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漢字筆畫教學之實施 

研究者於本試驗課程之教學內容均參照劉洵所編輯，北京語言大學所

出版之《新實用漢語讀本》第一冊與第二冊中之漢字教學單元所編輯，漢

字範例均來自於 T 大語言中心之自編教材《發現華語新樂趣—讀寫篇》，

及《新實用漢語讀本》第一、第二冊之各漢字教學單元部分之範例。本研

究中之基本筆畫教學內容包括《新實用漢語讀本》第一冊第一課漢字教學

單元中所列之漢字的六種基本筆畫，即為點、橫、豎、撇、捺、提。複合

筆畫則參考《新實用漢語讀本》第五課、第六課之漢字教學單元中所列之

五種漢字複合筆畫，即橫鉤、橫折、橫撇、橫折鉤以及豎鉤五種複合筆畫。 

第四節 漢字筆順教學 

一、 漢字筆順教學之憑據 

根據研究者的教學經驗及於先前教學經驗中個別指導學習者之教學

過程中之觀察華裔學習者常不清楚筆順的概念，也造成了許多漢字的偏誤。

筆順為漢字形體結構的一個組成部分，為長期以來書寫漢字之依據。研究

者參考李培元、任遠(1997)之漢字筆順教學策略，課程規劃為在進行課文

生詞中漢字教學與生詞教學的同時，將漢字的筆順規則教給學生。 

二、 漢字筆順教學之實施 

研究者之教學內容同樣參照劉洵所編輯之《新實用漢語讀本》第一冊

第三課之漢字教學單元編輯，使用其漢字教學單元中之基本筆順規則教學

內容：先橫後豎(horizontal before vertical)、先撇後捺(downward-left before 
downward right)、從上到下(from top to bottom) 、從左到右(from left to right)，
從外到內(from outside to inside) 、先裡頭後封口(outside before inside before 
closing)，先中間後兩邊(middle before two sides)，並於教學中使用

powerpoint 教學。 
 

 



60 
 

第五節 象形字教學 

一、 象形字教學之憑據 

本次之教學實驗課程為一暑期短期密集班，課程只有六週，且受限於

教學進度，研究者漢字字源方面主要以六書中之象形字教學為主，但於教

學中會提及形聲字之概念。本部分之象形字教學基於賴明德(2003)之「究

字源」之漢字教學策略，透過漢字的字形結構，以明白該字的原始意義以

及構字的道理，透過此部分教學能準確地達成文字形、義之教學，並有助

於學習者對中國古代文化、社會的理解。葉德明(1999，2006)並認為，文

字是社會文化的產物，關係密不可分。文字書寫系統顯示出該國的思想社

會傳統，故進行對外漢語之漢字教學時，教師必須注意介紹該國傳統習俗

蘊藏在文字中的文化內涵。 

二、 象形字教學之實施 

在此部分的教學中，研究者之教學內容，部分參考劉洵所編輯之《新

實用漢語讀本》第二冊第十五課之漢字教學單元編輯。研究者並使用上海

美術電影製片廠於 1984 年所製作之影片「三十六個字」為教學內容，並

配合李淑珍、蕭惠帆(2010)所著之《101 個教中文的實用妙點子》中之象形

字圖畫遊戲進行遊戲教學活動。教學目的為引起學習者之學習興趣，教學

目標為使學習者確實了解象形字之圖畫特徵與意義。 
 

第六節 漢字遊戲教學 

一、 漢字遊戲教學之憑據 

     黃沛榮(2003)認為，進行漢字教學時，若能於教學中融入語文遊戲，

教學效果會更為顯著。研究者為求課程活動之多樣性及欲引起學習者之學

習動機，希望以不同漢字遊戲來複習課程，並幫助學習者漢字之記憶與學

習。 

二、 漢字遊戲教學之實施 

     本研究中漢字遊戲教學的設計參考李淑珍、蕭惠帆(2010)所著之《101
個教中文的實用妙點子》一書，並依照課程需要，使用漢字遊戲「米田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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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賓果遊戲」及「象形字圖畫」於課程中，其中「米田找字」遊戲為

課外補充複習，「賓果遊戲」為生詞複習，「象形字圖畫」為象形字教學活

動，以符合課程之需求。 

第七節 詞彙教學 

一、 詞彙教學之憑據 

漢字教學仍應以詞彙為單位，教學應以意義及溝通為首重。李培元、

任遠(1997)提出漢字教學應將「將字與詞之教學結合」作為漢字教學策略，

並認為大量的詞語是由一定數量的漢字組成的。作為表意的文字體系，每

個漢字既是一個音節單位，又是一個意義單位。凡能自由使用的就是一個

漢字。但這些單音詞漢字又能和很多其他漢字組成複音詞。學生如果理解

了常用漢字的意思，就可以借助這些漢字的子義去理解大量的新詞。 

二、 詞彙教學之實施 

研究者於本研究中詞彙教學之內容為 T 大語言中心之自編教材《發現

華語新樂趣—讀寫篇》之第十六、十七課詞彙。在教學中，並同時使用教

學中之漢字，複習以上教學單元之內容，如：漢字構形、筆畫、筆順等。 

三、 小結 

研究者在參考文獻，進行理論與實務的對話之後，思考並改進教學內 
容，並設計出本章所述之教學內容。下一章將詳細敘述、紀錄並呈現整個

漢字教學教學行動的執行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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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教學行動的執行過程 

研究者在確立了教學目標並進行了完整的教學設計之後，在本次行動

研究中，進一步做教學實施，以了解教學實況及教學成效。在教學過程中，

除記錄學生的學習成果，也觀察他們的學習歷程，成為研究者教學反思的

依據，最後，再以問卷及個別訪談來深入了解學習者對課程的反應及回

饋。 

第一節  綜合語言課程設計重點及實施方法 

根據學習者的需求調查分析結果發現，許多學生都希望能提升口語能

力。但研究者在此次課程中教授的是漢字讀寫課程，聽說課程為另一位教

師負責，使用的教材為同一套教材的讀寫篇。為了顧及語言中心的課程要

求，所以研究者的主要教學內容仍以漢字讀寫為主，聽說課程為輔。 
漢字教學為此次行動研究中教學的主軸。依據研究者的教學經驗，華

裔學生雖普遍聽說能力優於讀寫能力，但漢字能力普遍不佳，且在課程中

缺乏一系統性的介紹。基於此出發點，研究者希望能藉由此次行動研究之

教學，研究發展出一套適合華裔學習者的漢字教學法。研究者從「系統化」

的角度來思考課程內容之設計，參照之前之相關實驗設計研究，設計出下

述的課程內容。 

第二節  教學大綱與教案之擬定 

T大進修推廣部規定每位華語教師在上課前二週必須撰寫繳交教學大

綱，且每日教學後並需撰寫教學日誌，紀錄每日之教學進度。由於每一個

班級是由兩位教師分別負責聽說、讀寫課程，每班之兩位教師固定每週一

次召開班級教師會議，藉以討論學生之學習情形及教學情形。此外，每兩

個星期固定舉行一次教師共同教學會議，會議中討論教學、教材，商討教

學進度等問題，教師們並共同分享、交換與討論教學過程中之補充材料等，

並共同研討教學。 
研究者針對本次行動教學之中級課程所擬定之教學大綱皆按照授課

時程、教材內容及學生學習背景擬定。本學期共有六週，共教授兩課，共

五十六個課時。主要教學內容為課文對話、詞彙教學、漢字構形、漢字基

本筆畫、漢字複合筆畫、筆順教學、象形字教學、部首教學、部件對比分

析等部分。學習評鑑方式包括：考試、作業及出席紀錄。整學期有一次期

中考、一次期末考；每課有三次測驗，及課堂上的學習單練習。作業則是

除了寫生字、詞之外，還有選擇性繳交之學習反思札記，為加分作業，學

 



63 
 

習者可紀錄課堂學習心得。研究者於研究中不規定要求太多作業，但仍注

重課堂之聽寫考試。這麼做的用意為希望鼓勵學習者學習，並能預留時間

預習、複習課文內容。 
課程教案大綱形式如下表，實施過程將於本章第二節詳述。 

 
表 六-1 第十六課課程教學大綱 
教材名稱 《發現華語新樂趣— 讀寫篇》 班級人數 十一人 
教學對象 T 大美籍華裔學生，經過程度分班測驗而分至中級程度班級者 
教學單元 第十六課 打工真辛苦 
授課日期 101 年 7 月 5 日至 101 年 7 月 16 日(每天四小時，共天) 
授課時數 共 21 小時，早上授課為四小時，下午授課為三小時，第六堂課之

前兩個小時為第十六課期中考，後兩個小時教授第十七課 
教學目標 1. 口說能力：能使用本課之生詞及句型，討論自己的打工經驗 

2. 閱讀能力：習得本課生詞，並能閱讀本課之課文、生詞，並能

使用生詞正確造句。 
3. 寫作能力：習得本課生詞，並能正確書寫本課生詞之漢字。 
4. 漢字知識：(一)能分辨漢字字形(二)能了解並書寫漢字基本筆畫 

教學方法 視實際課堂情況決定，以詞彙教學、漢字教學，及溝通式教學及合

作學習法為主 
使用教具 Powerpoint、自編補充教材及自編教具 
教學資源 電腦教學設備、網際網路 
單元內容 詞彙 

對話(一)、對話(二) 
句型練習 
課室活動 
問題與討論 

教學過程 第一堂課：學生自我介紹、第十六課生詞(一)第一至第十四個生詞 
第二堂課：對話(一)及對話練習、生詞(一)第十五至二十三個生詞、

中文文章漢字抄寫練習  
第三堂課：生詞(一)部分聽寫評量、對話(一)複習、漢字構形 PPT、
生詞(二)第一至第七個生詞、漢字遊戲「米田找字」 
第四堂課：生詞(一)第一至第九個生詞與(二)第一至第七個生詞聽

寫評量、漢字基本筆畫(一)及學習單、生詞(二)第八到第十六個、

句型練習：句型(一)難怪、句型(二)非 V 不可。 
第五堂課：生詞(一)八至十六聽寫評量、生詞(二)第十七至二十二

個生詞、句型(三)句型(四)、句型(五) 
第六堂課(兩小時)：第十六課期中考 

評鑑方式 聽寫測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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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表現及課堂練習 
每週學習反思札記 
作業評量 
整體表現 
期中測驗評量 

 
表 六-2 第十七課課程教學大綱 

教材名稱 《發現華語新樂趣— 讀寫篇》 班級人數 十一人 
教學對象 T 大美籍華裔學生，經過程度分班測驗而分至中級程度班級者 
教學單元 第十七課 小心別感冒 
授課日期 101 年 7 月 19 日至 101 年 8 月 6 日 
授課時數 共 28 小時，每日授課時數均為四小時 
教學目標 1. 口說能力：能使用本課之生詞及句型於日常生活中生病之情境

與去醫院看診之情況 
2. 閱讀能力：習得本課生詞，並能閱讀本課之課文、生詞，並能

使用生詞正確造句。 
3. 寫作能力：習得本課生詞，並能正確書寫本課之漢字。 
4. 漢字知識：象形字教學、部首教學、複合筆畫教學與部件對比

分析 
教學方法 視實際課堂情況決定，以詞彙教學、漢字教學，及溝通式教學及合

作學習法為主 
使用教具 Powerpoint、自編補充教材及自編教具 
教學資源 電腦教學設備、網際網路 
單元內容 詞彙 

對話(一)、對話(二) 
句型練習 
課室活動 
問題與討論 

教學過程 第一堂課(兩小時)：期中考第十六課部分檢討與複習、第十七課生

詞(一)第一至第六個、對話(一)前半 
第二堂課：生詞(一)第十七至二十三個生詞、漢字遊戲「賓果遊戲」

複習生詞(一)第一至第六個生詞、生詞書寫練習 
第三堂課：生詞(一)部分第十七至二十三個生詞聽寫評量、對話(一)
複習、象形字教學 PPT、漢字遊戲「象形字與圖畫」、第十七課課

文(一)、句型(一)～句型(三) 
第四堂課：部首教學 PPT 與部首教學學習單、生詞(二)、對話(一)。 
第五堂課：部首教學 PPT、基本筆畫複習、複合筆畫教學、複合筆

畫練習、對話(二)、生詞(二)第十一至十六個生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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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堂課(兩小時，前兩小時為教師團觀摩與試教)：生詞(二)第一

至第十六個生詞聽寫測驗、作業檢討、綜合部件對比分析。教師團

觀摩試教兩小時。 
第七堂課(課程總復習)：第十七課生詞小考、生詞中之錯誤率高之

部件對比分析、部件與部首複習、部件作業檢討、部首學習單練習、

漢字結構(全)、文章漢字抄寫練習。 
第八堂課(兩小時)：第十七課期中考 

評鑑方式 聽寫測驗 
課堂表現及課堂練習 
每週學習反思札記 
作業評量 
整體表現 
期中測驗評量 

 

第三節  教學試驗的實施 

本研究之教學試驗之實施內容及過程分為漢字構形、漢字基本筆畫、

漢字複合筆畫、象形字教學、部首教學、部件對比分析等部分。研究者之

詳細教學過程及教學技巧，將分述於各小節中。 

一、 漢字構形教學 

關於漢字教學的步驟的先後順序，研究者認為，首先應將複雜的漢字

首做分類，同時也希望在課程的一開始，能降低華裔學習者的學習焦慮，

故將葉德明(2010)提出之「部件法」應用於課程一開始之漢字教學內容中。

葉德明(2010)提出「部件法」，將漢字分成十二個基本構形。並認為其功用

能加強學習者在視覺空間上之記憶，在經過如此的規律排列後，漢字在視

覺的空間上有很明顯的特徵，清晰可見，有助長記憶之功效，並對學習者

了解意符之間的關係，甚至文化內涵，都有幫助。 
研究者在本研究之教學內容，受限於課時及語言中心教學進度之需要，

故使用隨文識字法規劃教學內容，配合指定教材教學之文章以選用漢字教

學所需漢字，並使用 powerpoint 教學。 
漢字構形部分分為兩堂課，為課程一開始的第一天及第二天的課程內

容，實際教學共約兩小時。課程中漢字教學之課程內容為漢字的構形，共

教了五種構形，教學目標為使學生有能力辨認漢字的結構。在第一堂課中，

因學生需於第三天上課確認班級，所以當日的課程重點為第十六課第(一)
部分的生詞及漢字教學。由於教學為第一堂課，漢字結構教學 powerpo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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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中的漢字，大部分取自於初級程度之漢字如：「你」，和第十六課生詞

如「居然」的「居」、「辦法」的「辦」，以及「過程」的「過」和漢字「花」。

以下為第一個結構至第三個結構的課程教學紀錄： 
 
T：好，看完第十六課的一些生詞之後，我們一起看一些中文字的 structure。我 
   們一起看 powerpoint。第一個 structure 是⿰。比方說我們常常用，也最簡單 
  的漢字「你」，分成兩部分。板書示範一次，「你」這個字的 structure(⿰)分成 
  兩部分：左邊 A 和右邊 B。中文字是很有趣的，它其實沒有那麼難。它其實只 
  有幾種 basic structure，我們今天一起會來看。 
S2：老師，比方說「打」這個字的 structure 也是這個 structure 嗎？ 
T：對！很好，就是這個 structure。再來，我們看剛剛第十六課生詞中「辦法」 
   的「辦」。板書示範一次，這個 structure 有幾個部分？ 
S：(三分之二學生回答)三。 
T：很好。這個 structure(⿲)分成三部分：左邊 A、中間 B 和右邊 C。(板書畫上 
   結構的圖，及在下面標上 A、B、C)再來我們看第三個 structure。生詞「居然」 
   的居。它也是分成兩個部分，看看這個 structure 跟第一個、第二個 structure 
   的結構有什麼不一樣？ 
S8：(舉手)一把二包住了。 
S9：(舉手)老師，一在二的外面。 
T：很好！這個就是「居然」的「居」的 structure。 
(TJ_20120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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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六-1 漢字構形教學(一)powerpoint 範例 
      
     研究者並將當日實際之教學實況記錄於教師教學札記中： 
 

今天的課程重點為第十六課的漢字與漢字的構形，教學目標教導學生有能

力辨認漢字的結構。同學練習寫漢字時，研究者從旁進行糾錯。從學生的錯誤中，

補強並加強。例：「收」的右邊部件「攵」，許多學生寫成「右邊無突出」。「時」

的右上角部件和另一生字「待」相同，我以不同顏色筆標出，並教他們，如此，

一次可以收學兩個漢字之效。 
依據研究者的觀察和綜合與聽說課教師的溝通討論結果，我們兩位老師一

致認為這班大部分學生的特點為較為安靜。不特別活潑外向，但都很乖巧。在這

兩堂課程中與他們有了更多的課堂互動與話題後，發現他們漸漸喜歡開口，主動

回答問題。從回答中，也發現他們的造句有較為口語化的現象。在上課中稍微進

行了一點口頭調查，發現覺得中文字難學生有約六位。進一步詢問，兩位學生說

閱讀難，一位說寫字難。其他三位學生因為安靜而沒有說話。 
非常令研究者高興的是在這兩堂課中，有學生下課後主動來問許多與上課

內容有關問題，這是之前的學生不太會的，我很開心學生會開始注意字寫得對不

對。第三個課時之後，有三位學生(S2、S7、S9)下課後問問題，我覺得非常好。

例: 字形「時」的右邊部分，學生 S2 詢問之前一直如此寫(右上部件應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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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學生寫成「土」)，也請我幫忙看他是否寫得正確。參照今天上課內容，我告

訴他錯誤之處，並進行對比分析。(TJ_20120705) 
 
在第二堂課的教學中，研究者在教完第十六課之(一)(二)部分後進行

教學。教學使用 powerpoint，教學內容由字延伸到詞。這一部分的教學主

要分成三個步驟：(一)fully controlled mode：教師主要控制教學部分，主要

為漢字構形知識方面之教學。(二)semi-controlled mode：採取半控制，以漢

字結構引導學生從課文生詞中思考符合此結構之漢字。(三)free mode：教

師引導學生自由思考曾經學過的漢字中符合結構之漢字，並舉例。 

 

     (fully controlled mode)              (semi-controlled mode)      
 

 
 
     (semi-controlled mode)                   (free 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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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ully controlled mode)              (fully controlled mode)      

 
          (free mode)                       (free mode) 

 
     (fully controlled mode)              (semi-controlled 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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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mi-controlled mode)                   (free mode) 

圖 六-2 漢字構形教學(二)powerpoint 範例 
 

二、 部首教學    

 部首教學的部分，除了進行幾個常用的部首之教學之外，研究者嘗

試將教學利用 powerpoint 的圖片，將部首、漢字與生活及實物做聯結。以

下為部首(一)口部 4與(二)人部 5之 powerpoint 與教學實況紀錄： 
 

                                                       
4口部之 powerpoint 圖片，於 2014 年 8 月 24 日參考網路，下載自網址：

http://blog.staffnurse.com/wp-content/uploads/mouth.jpg。 
 
5人部之 powerpoint 圖片，於 2014 年 8 月 24 日參考網路，下載自網址：

http://photocdn.sohu.com/20080522/Img257019657.jpg； 
 
其他部首如：目部之 powerpoint 圖片，於 2014 年 8 月 24 日參考網路，下載自網址：

http://ts3.mm.bing.net/th?id=HN.608009769850111978&amp;pid=15.1&amp;H=112&amp;W=160和
http://imge.mypsd.com.cn/d/%E7%9F%A2%E9%87%8F%E5%9B%BE%E5%BA%93/%E7%9F%A2%E9%8
7%8F%E4%BA%BA%E7%89%A9/%E5%85%B6%E4%BB%96/k/jpg/b68-3hs7sha-eps%20(822).jpg ； 
 
水部之 powerpoint 圖片，於 2014 年 8 月 24 日參考網路，下載自網址：

http://www.marywagstaff.com/uploaded_images/IMG_4179-713006.JPG 。 

 

http://blog.staffnurse.com/wp-content/uploads/mouth.jpg
http://photocdn.sohu.com/20080522/Img257019657.jpg
http://ts3.mm.bing.net/th?id=HN.608009769850111978&amp;pid=15.1&amp;H=112&amp;W=160
http://imge.mypsd.com.cn/d/%E7%9F%A2%E9%87%8F%E5%9B%BE%E5%BA%93/%E7%9F%A2%E9%87%8F%E4%BA%BA%E7%89%A9/%E5%85%B6%E4%BB%96/k/jpg/b68-3hs7sha-eps%20(822).jpg
http://imge.mypsd.com.cn/d/%E7%9F%A2%E9%87%8F%E5%9B%BE%E5%BA%93/%E7%9F%A2%E9%87%8F%E4%BA%BA%E7%89%A9/%E5%85%B6%E4%BB%96/k/jpg/b68-3hs7sha-eps%20(822).jpg
http://www.marywagstaff.com/uploaded_images/IMG_4179-713006.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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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六-3 部首教學 powerpoint 範例 

（一） 部首口部之教學紀錄  (教學時間：十分鐘)  
T： 今天我們要一起看「部首」。中文字很難對不對？不容易，但是如果你學會 
   部首的話，就會變得簡單一點。For example，「吃」、「喝」、「吵」。請看一次(板 
   書示範將三個字寫一次)。 
S6：原來(如此)、原來(如此)。 
   吃東西的時候(示範吃東西的動作)用到嘴巴，喝水的時候(示範喝水的動作) 
   用到嘴巴，吵架的時候用到嘴巴，他們屬於口部，有口的意思。有沒有問題？ 
S：(許多學生搖頭)沒有問題。 
T：那麼，學部首有什麼用呢？你可以查字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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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第一個部首，跟我們學過的 vocabulary 有關的，口部。一起念一次：口部。 
S：口部。 
T：這一個字(指著 powerpoint 上口字的象形字演變字體)，是以前中國的字，現 
   在變成了口。這個口字是 pictographic Chinese character，象形字。一起念一 
  次，「吃」。「吃」東西時需要用到嘴巴。好，我們看「咳嗽」。 
S：「咳嗽」。 
T：什麼是「咳嗽」？ 
S6：cough。 
T：對。S1，念一次「喉嚨」。(指著 powerpoint 上的內容) 
S1&全體同學: 「喉嚨」。 
T：一起唸一次，「喉嚨」。 
S：「喉嚨」。 
T：再來看「名字」的「名」，口部在下面，有沒有？「哪」字，口部在左邊。好， 
  誰還可以告訴我，口部有哪一些字？S4、S9，口部有什麼字？上台寫寫看。 
  (學生討論)(幾位學生主動上台寫下幾個屬於口部的漢字) 
S2：謝謝的「謝」。 
T：謝謝的「謝」，對，它有一個口。它不是口部，它是言部喔。 
S1：朋友的「友」可以嗎？(將「友」字寫在黑板上) 
T：朋友的「友」？  
S1：(搖頭)。 
S2：右邊的「右」。 
T：(在黑板上寫下「右」字)。對，它是口部的。 
S10:「叫」。 
T：Okay，「叫」是口部。叫的時候會用到嘴巴。 
S7：「只要」可以嗎？ (S7 平常上課不是很認真，但是討論的時候非常積極地參 
   與。) 
T：上來寫寫看。 
S7：它是一個口，然後下面有一個「X」。(上台，將「只」字寫在黑板上) 
S8：只有。 
T：喔！可以，「只有」的「只」。 
S8：只有的「只」，口很大！ 
S9: (舉手)Tongue。 
T：舌頭的「舌」，對。(將「舌」字寫在黑板上)。所有的字都是跟嘴巴有關。「叫」 
  也有。謝謝的「謝」沒有，謝是言部，說話的意思。 
(教學結束) 
(REC_20120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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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部首人部之教學實況記錄：  (教學時間：十分鐘) 

T：第二個部首是「人」。一起看一下這個字( )，這是以前的「人」字，人也

是 pictographic，象形字。(研究者演示：身體左側，手並彎曲成如 的樣子)就

像這樣。今天教的部分很重要，它可以幫助你們學漢字。 
T：再來，「他」。 
S：(全班一起複誦)「他」。 
T：「們」。 
S：(全班一起複誦)「們」。 
T：一起寫一次。(教師和學生一起用右手面對黑板把人部在空中寫兩次。) 
T：你們還知道哪些字是人部？Vocabulary 裡面的請假的「假」，是人部。休息的  
 「休」，S1，是什麼部首？ 
(S1 似乎需要花較長時間思考，因為之前在美國學的是簡體字。) 
S1:(小聲回答)人。 
T：對。「人」要休息，是人部。S7、S9，你還知道哪一些字是人部嗎？ 
S7：知道！  
T：很好。找找看學過的字好了，S9、S11、S2 知道嗎？ 
S7：可以讓我想一下…(約三十秒後)值班的「值」。 
T：很好！S2 找找看、S11 找找看，我們學過的字，哪些字有人部？ 
S11：啊，找找看….. 找找看人部。(開始翻課本) 
(S11 也為學習態度較不佳的學生，但也很認真地參與此課堂討論) 
(學生上台寫人部的漢字) 
T：這邊是這樣寫。 
S11：只要寫就好了嗎？ 
T：對，寫一個。 
S11：(寫了「使」字)。 
T：對，(示範筆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S11：好，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再寫一次)。 
T：很好。 
T：很好。(使用 powerpoint 教學)我們現在練習看一些沒有學過的字。 
   這邊哪一些字屬於人部，誰可以告訴我？S2，找找看，那一些字屬於人部？ 
   (將以下 powerpoint 上的字於板書上標號：A—介；B—供；C—午；D—今； 
   E—例；F—氣。) 
T：這個字唸「介」，這個字唸「供」，再來是中午的「午」、今天的「今」、例子

的例，再來是生氣的氣。A 是人部嗎？ 
S7:不是。 
T：A 是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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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8:為什麼？ 
T：因為它上面有人部喔！ 
S8、S9：原來。(其他學生點頭) 
T：B 是嗎？ 
S：是。 
T：C 是嗎？ 
S：不是。 
T：D 是嗎？ 
S：(學生們想了一陣子)不是。 
T：E 是嗎？ 
S11：(搖頭)。 
T：E 也是人部喔！ 
S11：為什麼？ 
T：看它的左邊，有人部。 
S11:(點頭)嗯！ 
T：F 是嗎？ 
S：不是。 
(教學結束) 
(REC_20120727) 

三、 漢字筆畫教學 

（一） 基本筆畫教學 
筆畫教學為本研究之重要部分。李培元、任遠(1997)認為，大部分之

華裔學習者認為漢字的筆畫十分複雜，但其實漢字結構方正，筆畫平直，

每一個字均由基本筆畫構成。如能掌握基本筆畫的寫法，練熟這些基本筆

畫，是辨認字形的開始，也是寫好漢字的第一步。研究者首先進行基本筆

畫之教學，之後再進行複合筆畫之教學。此部分之基本筆畫教學內容包括

六種基本筆畫：點、橫、豎、撇、捺、提。以下為筆畫教學所使用之 powerpoint
內容，以及基本筆畫「點、橫」之教學實況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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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六-4 漢字基本筆畫教學 powerpoint 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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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基本筆畫「點、橫」的教學實況紀錄：  
 
T：今天我們要來一起看的是漢字的基本筆畫。第一個筆畫是「點」，一起唸一次 
 「點」。 
S：(全體學生一起複誦一次)「點」。 
T：我們一起用手練習一次，拿起手來，一起寫一次筆畫「點」。 
S：(全體學生一起用手於空中寫一次筆畫「點」) 
T：(指著 powerpoint 上面的漢字筆畫「火」)你們知道這個字怎麼唸嗎？ 
S5、S9：火。 
T：很好！這是火，fire。看到它的第一個筆畫了嗎？這是筆畫叫什麼名字，誰可 
   以告訴我？ 
S1、2、3、10：「點」。 
T：很好！再來我們一起看第二個筆畫「橫」。一起唸一次，「橫」。 
S：(全體學生一起複誦一次)「橫」。 
T：注意寫「橫」的時候，要從左邊到右邊，from left to right。注意，橫是 horizontal。 
T：我們一起用手練習一次，拿起手來，一起寫一次筆畫「橫」。 
S：(全體學生一起用手於空中寫一次筆畫「橫」) 
T：我們一起寫一次「十」這個字。拿起手來，寫寫看。 
S：(全體學生一起用手於空中寫一次漢字「十」) 
T：有沒有問題？ 
S7：老師，所以，「十」的這個「橫」，不能從右邊，寫到左邊這樣子嗎？ 
T：很好的問題。對！一定要從左邊到右邊，from left to right。很重要。 
好，我們一起看一次「火」和「十」這兩個字。注意看，這兩個字是怎麼寫的喔！ 
(播放「火」和「十」兩個字的筆畫，學生觀賞) 
(教學結束) 
 

研究者上課所使用之 Powerpoint 之教學內容之設計，參考劉洵編輯之

《新實用漢語讀本》繁體版第一課之漢字教學單元進行編輯。其中研究者

將目標教學之筆畫於漢字中出現之部分，均以紅色標出，以達視覺上清楚

辨認之效果。教學內容引入筆順的概念，但不強調，因之後會於教學單元

中獨立為一單元講解。研究者使用之教學輔助網站(一)為 D 大華語教師介

紹研究者使用之教育部常用國字標準字體筆順學習網

(http://stroke-order.learningweb.moe.edu.tw/home.do)，此為教學中，研究者

使用之以電腦動畫示範漢字筆畫與筆順之網站。筆順與筆畫均能重複播放，

且速度適中，為電腦動畫，可省去手寫板書示範之麻煩，十分適合使用於

漢字教學課程之中。(二)新北市國小教育局自編一到六年級生字簿

(http://eword.ntpc.edu.tw/)，教師可依序連續輸入三十個字以內的生字，並

列印成講義或作業本，供上課教學或回家作業使用。研究者使用此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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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作上課練習之講義，讓學習者於上課中練習。因華裔班學生個別差異大，

故研究者並於課堂教學中，給予學習者約十分鐘完成講義上之漢字練習，

研究者並個別糾正每一位錯誤並講解，以達到個別指導之效果。講義並於

下課後交還於研究者批改，下次上課時發還於學生。教學過程，謹摘錄教

學札記中之紀錄如下: 
 
今天的教學重點為漢字的六個基本筆畫。這樣的教法，原先較無學習動機

的學生漸漸能主動問問題，比方說原先沒有甚麼學習動機的 S6 同學，居然能主

動問漢字「八」右邊「捺」的寫法，為甚麼老師寫的和 powerpoint 上的「八」不

太一樣。平常較不愛發問的 S7 同學，也問為何漢字「面」老師的寫法和課本上

的印刷不同。我很喜歡這種上課氣氛的改變—學生可以從被動轉成主動，消極的

學習態度轉成積極的學習態度。同時，我發現學生其實不太愛學習，讓他們自己

寫，老師再糾錯的練習時間是非常重要的，上課時可以考慮加多這樣的時間。 
(TJ_ 20120712) 
 

 
圖 六-5 筆畫教學中漢字筆畫與筆順之教學網站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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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複合筆畫教學 
複合筆畫教學部分則參考《新實用漢語讀本》第五課、第六課之漢字

教學單元中所列之五種漢字複合筆畫，即橫鉤、橫折、橫撇、橫折鉤以及

豎鉤五種複合筆畫。在這一部分之教學中，研究者首先先簡單結合漢字筆

順規則之概念以複習基本筆畫，再開始複合筆畫部分之教學，並引導學生

結合之前所學之漢字，思考活用教學內容。以下為教學實況紀錄，以及研

究者設計之於教學使用之 powerpoint： 
 
第一部分：複習基本筆畫教學(教學時間五分鐘) 
 
T：好，接下來我們再看一些 combined Chinese strokes。上次我們看了第一種，

現在我們要一起看第二種。上次我們一切學了一些 Chinese strokes，記得嗎？上

次學的那些。上次我們一起學過，一起唸一次(加上手勢)：點、橫、豎、撇、捺、

提。 
T：再看一次喔，「點」。從左邊到右邊，還是右邊到左邊？  
S6：從左邊到右邊。 
(S6 為平常上課不認真，態度較不佳的學生，但是今天上課時卻很認真地回答。) 
T：很好。「豎」，從上到下還是從下到上？ 
S8、S9、S10：從上到下。 
T：很好，從上到下。再來「捺」，看這個箭頭「↙」的方向(使用 powerpoint 上
的紅點指向箭頭)。 
 
第二部分：複合筆畫教學部分(教學時間二十五分鐘) 
 
T：好，剛剛複習的是上次教的部分，今天看 combined characters。第一個，「橫 
  勾」。(發下講義)一起唸一次「橫勾」。拿起你的手，我們一起寫一次「橫勾」。 
  (教師與學生一起面向黑板寫此複合筆畫「橫勾」。)一，二。這個筆畫也是 
 「horizontal before vertical」。 
(學生個別於練習簿上練習) 
T：好，第二個，一起唸「橫折」，是這樣寫的，「橫折」。大家，手一起來寫一次。 
S：(教師與學生一起面向黑板寫此複合筆畫「橫折」。) 
T：一，二，(示範「橫折」)。誰可以告訴我什麼字有「橫折」？ 
S2：書。 
T：「書」嗎？很好。(轉向黑板，板書示範寫「書」字)。「書」的這(手指右上之

橫折筆畫部分)一部分有「橫折」。還有誰可以告訴我什麼字有「橫折」？ 
S8：中。 
T：非常好。再來，「橫撇」。S3，橫撇會寫嗎？ 
S3、S7、S8: (點頭)，嗯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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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上來寫寫看橫撇。 
S3：(上台寫筆畫橫撇)。 
T：很好。有什麼字有橫撇？S9，有什麼字有橫撇？ 
S9：(專注地看著教師並回答)又。 
T：很好。可以上來寫一次「又」嗎？剛剛我們一起複習的 vocabulary 裡面，那 
  一個 vocabulary 有橫撇？ 
S2：(微笑地回答)「發」。 
T：很好，「發」(板書示範寫「發」字)。 
T：好，再來，「橫摺勾」。一起練習一次，(筆畫)一、二、三，下面有一個「勾」 
   喔。S6，你會不會寫「橫摺勾」？ 
S6：好(上台寫板書)。 
S5：S5 會不會寫？上台寫一次。 
S5：好(上台寫板書)。 
T：很好。注意一下這邊(筆畫摺與筆畫勾交會之處)。好，練習的部分都寫好了 
   嗎？再來是「豎勾」。 
S：(全體學生唸)「豎勾」。 
T：(板書示範寫「豎勾」)。都會寫嗎？一起寫一次，(筆畫)一，二。S2，你會不 
   會寫？先寫一次「豎勾」，再寫一次「丁」字。(粉筆交給 S2)。 
S2：(點頭)(手指 powerpoint)這個字？(上台寫「豎勾」與「丁」字)(丁字中間部 
    分突出來了，但由於學生 S2 是左撇子，所以難免會有一點小部分的漢字偏 
    誤。) 
T：對。這邊上面是這樣，再寫一次！ 
S2：重複寫一次。 
T：好！ 練習部分先寫五個字，寫寫看喔。好，今天先上到這裡，下課。 
(教學結束) 
(rec_20120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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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六-6 漢字複合筆畫教學 powerpoint 範例 

 

四、 漢字筆順教學 

研究者基於先前之教學經驗及分析學習者之作業後發現，多數華裔學

生常常不清楚漢字筆順的順序，這樣的情形連帶地也會影響漢字書寫正確

與否。筆順教學雖然對於二語學習者來說是屬於初級課程的一部分，但如

為針對華裔學習者之漢字教學，則為相當必要的部分，故在課程中，研究

者安排了筆順教學的部分，結合漢字構形概念，進行此部分之教學。課時

約為一小時。以下為教學實況之逐字稿紀錄： 
                 
T：第一個規則是「Horizontal before vertical」。 The first rule is for example,「十」。 
  第一先寫筆畫「橫」，再寫筆畫「豎」。For example，「十」。這個字比較簡單。 
  再來第二個規則是「downward left before downward right」。比方說「人」，我 
  們不先寫右邊的部分，再寫左邊的部分；正確的是先寫左邊的部分，再寫右邊 
  的部分。(板書示範兩次)比方說「打」(寫板書，並在旁寫上漢字構形⿰，並且 
  在⿰左邊的部分下面標 A，右邊部分標 B)。你會先寫 part A 還是先寫 part B？ 
S7：(舉手) A。 
T：對，先寫 PART A。好，再看一次好嗎？(板書示範)先寫左邊，再寫右邊。 
   今天教的是一些補充的知識。 
T：再來第四個，先寫上面，再寫下面。比方說「只」(板書示範一次)，先寫上 
   面，再寫下面。 
T：好，再來，第五個規則，從外面到裡面。這是我們剛剛看到的生詞「臉」(板 
   書示範一次)，跟臉很像對不對？但是「臉」的左邊的部分(板書)和「月」字 
   不一樣喔，請看一次：「月亮」的「月」。先寫外面，再寫裡面。「月」字裡面 
   一定要是筆畫「橫」，horizontal。(板書示範一次) 
T：再來，第六個，如果你看到「口」這個標記的漢字的時候，你要先寫外面， 
   然後把裡面包起來。這個字是「國」，country 的意思，國家的國。(板書示範

 



81 
 

一次) 
S3、S5、S10：原來是這樣子。(全體學生於練習簿上練習) 
T：(板書示範一次)最後一個筆畫把整個字包起來。好，最後一個，「先寫中間，    
   再寫外面」。(板書示範 powerpoint 上的漢字「小」。)(全體學生於練習簿上練 
   習) 
T：好，這些今天教的部分，可以幫助你寫漢字。好，有沒有問題？ 
S：沒有。 
(教學結束) 
(rec_20120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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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六-7 漢字筆順教學 powerpoint 範例 

 

五、 象形字教學 

關於象形字教學的部分，分成兩部分，即影片觀賞及象形字漢字遊戲。

研究者首先播放上海美術電影製片廠於 1984 年所製作之影片「三十六個

字」6，此影片將三十六個象形字漢字圖像化及影片化，敘述一個農夫及

兒子的家庭故事。研究者將影片錄成檔案，上課時使用電腦與多媒體投影

播放。以下為影片之截圖： 

                                                       
6 影片網址為：https://www.youtube.com/watch?v=9zXJ53auNy0。網址若失效，則可使用關鍵字

「三十六個字」於網路上搜尋此影片。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9zXJ53auNy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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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六-8「三十六個字」影片截圖  

 
象形字教學之第二部分，研究者選擇李淑珍、蕭惠帆(2010)所著之《101

個教中文的實用妙點子》中之象形字圖畫遊戲進行遊戲教學活動。活動同

樣分成兩部分：第一部分為單個象形字圖畫活動，第二部分為多個象形字

之故事活動。教學目的為引起學習者之學習興趣，教學目標為使學習者確

實了解象形字之圖畫特徵與意義。以下為遊戲之教案： 
 
遊戲名稱 象形字遊戲－漫畫文字 

教學目標 促進認字聯想能力、增進學習興趣 

教材 白紙、圖畫紙、易聯想具體物件之漢字(象形文字) 
教學步驟 
 
 
 
 
 

1.發給每位學生一張白紙及一個漢字(象形字)(研究者使用「三

十六個字」影片中出現過的漢字。)。  
2.學生得利用其想像力將文字轉為圖畫。 
3.選五位同學上台發表。  
4.請同學選擇五個以上的象形字，構成一幅圖，畫在圖畫紙

上，並編一個故事。 
5.請每一位同學上台發表。 

表 六-3 象形字遊戲－漫畫文字教案 

 (修改並引用自李淑珍、蕭惠帆(2010)《101 個教中文的實用妙點子》，p.79) 
 

象形字教學之實際教學試驗教學情形，研究者摘錄教學札記如下： 
 

     今天的課程進行了象形字教學。在這堂課中，我播放了三十六個字的影片，

之後並進行象形字遊戲。影片播放了兩次，有 2 位學習者表示看過了，為 S6 及

S7。但 S2，S8，S9 在下課後告訴我，他們很喜歡這部影片。影片播放完之後，

進行的是漢字遊戲。首先，我發下給每一位白紙，並讓他們每個人抽一個漢字(已
事先使用電腦打字，並印出於 A4 的紙上)。之後我給他們約三分鐘的時間，將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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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漢字畫成圖畫。並請五位學生發表。最後，再請他們選擇五個以上的漢字，並

畫成圖畫並編成故事，最後請每一個學生用三分鐘發表。學生發表的結果相當不

錯。S11 本來上課不太認真聽講，但是故事編得很有創意。S8、S6 與 S9 也有不

錯的表現。但 S1 都還是靜靜的。S2 維持一貫的笑容及課堂中的好表現。和今天

並有四位教師團的中文學校教師來課堂上進行觀課，他們分別為年齡皆大約為

35 歲、40 歲、45 歲及 17 歲。其中 17 歲的老師為 45 歲老師的女兒，來自義大

利羅馬，35 歲的老師來自於加拿大溫哥華，40 歲的老師來自於美國華盛頓州。

這四位老師觀課後，我們一起用了語言中心準備的午餐，並針對上課進行討論。

他們表示，於課堂中學到了很多教學技巧。之後他們會有兩小時的教學示範，也

想使用我於課堂中使用的遊戲教學策略，讓課堂變得活潑有趣。他們也認為我們

班學生的漢字寫得很好，這點令我感到欣慰！他們也認為學生的口語說得不錯。 
(TJ_W2_20120711) 

六、 漢字遊戲教學 

在課程中，為了複習所學過之漢字，以及引起學習者的興趣，研究者

使用了數個漢字遊戲，作為主要教學內容之輔助。以下分項討論研究者在

此次教學中使用之漢字遊戲： 

（一） 米田找字 
     此漢字遊戲主要配合基本筆畫教學。在上課時發現，由於教材為讀

寫教材，所以上起來較為嚴肅，從上課氣氛感覺得出來，之前教聽說課時，

由於有較多的口說活動，上課氣氛較為輕鬆。所以帶學生玩了漢字遊戲「米

田找字」。以下為此漢字遊戲之教學步驟與教學目標： 
 
遊戲名稱 米田找字 

教學目標 加強辨字能力。 

教材 白紙、筆。 
教學步驟 
 
 
 
 
 

1.在白板的中間畫上米田。(示例如圖六-9) 
2.發給每位學生一張白紙。 
3.告訴學生圖中有很多漢字需要用偵探眼尋找，請他們分別寫

下找到的字。 
4.計時五分鐘，時間到請學生輪流上台來寫一字。 
5.核對每一個在白板上的字，在自己紙上劃掉相同的字。 
6.最後看誰還有字，剩最多字的就是贏家。 

  表 六-4 漢字遊戲－米田找字教案 

 (修改並引用自李淑珍、蕭惠帆(2010)《101 個教中文的實用妙點子》，p.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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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六-9「米田」示例 

 
以下引述教學札記中所記錄之教學紀錄實況： 

    這個遊戲每位學生都玩得很開心，今天還藉由此遊戲說明了漢字「中」的

「豎」筆畫，上下比例是「1:1」。當一組學生寫出了許多不存在的字如「工(上
下的「橫」長度寫成相同)」、「月(寫成「肉」部)」等，檢討時我問學生們：「這

是什麼字啊?」時，學生都笑得很開心。這個遊戲對於讓學生在 T 大學習繁體字

也有幫助，在很輕鬆的氣氛下，可以鼓勵寫簡體字的學生寫繁體字。我認為這個

漢字遊戲真的能對學生的學習有許多正面的幫助，也可消除學生對於漢字的心理

壓力，學習也能變成一件快樂的事。  (TJ_W2_20120711) 
 

在先前之教學中，研究者曾多次使用此漢字遊戲輔助教學。學習者普

遍對此教學活動反應佳。研究者在實際使用此漢字遊戲進行教學後，歸納

此漢字遊戲可達到下列教學目標：(一)教導學習者辨別筆畫組成相似之漢

字之能力。(二)有效引發學習者部件組字之思考。(三)藉由觀摩學習，擴大

學習者之漢字量。(四)使學習者對漢字產生興趣。 

（二） 賓果遊戲 
此漢字遊戲配合複習教材第十七課生詞。研究者於上課之前，複印了

3x3、4x4、5x5 的方格於 A4 的紙上，並於遊戲進行時發給學生。以下為

此漢字遊戲之教學步驟與教學目標： 
 
遊戲名稱 賓果遊戲 

教學目標 複習生字讀寫、增進詞彙熟悉度 

教材 賓果紙、筆 
教學步驟 
 
 
 
 
 

1. 在同一張紙上，依學生程度，事先準備好印出給學生 3x3
或 4x4 或 5x5 的賓果格子三組。  
2.依格子數發給學生 9-25 個字的生字或限定範圍於某課生字。 
3.請學生將指定的字寫入三組格子中，位置皆不同，以製造不

同連線機會。  
 
白 小 王 
中 人 手 
大 的 花 

 

 
手 王 的 
小 大 白 
花 人 中 

 

 
的 小 人 
中 花 手 
白 王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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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學生交換互相訂正，錯字畫 X，使其變成連線阻礙。 
5.學生輪流喊字，三組同時玩，任一組成功連線的人就是贏家。 
備註： 
1.格子大小要依照學生的年齡；格子數要依照學生的程度或學

習目標而定。 
2.另可指定不同的賓果矩陣，依序填入不同課的生字，例：在

第一組格子寫入第一課生字，第二組格子寫入第二課生字，以

此類推。 
表 六-5 漢字遊戲－賓果遊戲教案 

(修改並引用自李淑珍、蕭惠帆(2010)《101 個教中文的實用妙點子》，p.53) 

（三） 象形字圖畫遊戲  
此遊戲為象形字教學之第二部分，已於象形字教學部分中詳述。 

七、 詞彙教學 

漢字教學雖為本研究之重點，並以詞彙教學為重點，教學注重以意義

為單位。許多華裔學習者以詞彙為學習漢字之主要單位，他們普遍認為詞

彙的擴增非常重要，將詞彙擴充視為一學習策略。 
根據研究者之前於 D 大與 T 大教學之經驗，中級華裔學習者的聽力

與口說能力較佳，所以如進行詞彙教學，相較於一般二語學習者，教師一

般能感到得心應手並輕鬆許多。學習者首先要求學生於每一堂課課前預習，

主要預習生詞部分。再來，研究者於上課中針對詞彙中之漢字部分進行分

析與教學。以下為實際教學紀錄，以第十七課生詞「照顧」、「關心」之教

學過程為例，教學時間約為十五分鐘： 
 
T：請一起唸一次，生詞「照顧」。 
S：(全班一起複誦)照顧。 
T：誰可以用照顧來造句？S7，請試著用照顧來造句。 
S：我媽媽小時候「照顧」我。 
T：好，非常好。漢字都會寫嗎？不要寫錯喔。(板書示範一次筆順) 
T：再來，生詞「關心」。 
S：(全班一起複誦)關心。 
T：如果你是學生，你會「關心」什麼事情？想一想。 
S6：考試。 
T：很好。還有呢？如果你是媽媽，你關心什麼事情？S6，如果你是媽媽，你關 
   心什麼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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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6：弄東西吃。 
T：可以。好，「關心」看一次喔(板書示範其筆畫及所屬漢字構形)。好，有沒有 
   問題？ 
S：沒有。 
T：OK。 
(教學結束) 
(rec_20120801) 
 

於教學過程中，研究者會示範生詞之筆順，並練習與複習本教學試驗

中第一部分漢字構形之辨別。在詞彙的使用方面，研究者於教學中會給予

語境，並帶入生活中常用之話題，並使學習者造句。 
  

 



88 
 

第四節  教學試驗結果之分析與省思  

一、 對教學活動之分析與省思 

經過了一學期的教學及行動研究的歷程，研究者在資料搜集完畢與與

整理完畢之後，在接下來的部分，將就各部分之教學活動分析探討。 

（一） 對於漢字構形教學之分析與省思 
為了了解學習者對於漢字構型教學的學習成效，在教學之後，研究者

於漢字構形教學教學完的下一堂課，做了一個測驗練習。測驗題目與測驗

結果如下： 

 
圖 六-10 測驗練習題目以及學生作答範例(S3_PRA1_20120711) 

 
   表 六-6 漢字構形測驗成績           
學 
生 

S1 S2 S3 S4 S5 S6 S7 S8 S9 S10 S11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正

確 
數 

9/9 9/9 9/9 9/9 9/9 9/9 9/9 9/9 9/9 9/9 8/9 8.9
1/9 

0.3
02 

 
在此測驗中，研究者要求學習者勾選出與漢字相對應之漢字的構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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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題並給予三個答題選項。於此針對漢字構形的測驗中，全班均得到滿

分，只有一位學習者(S11)有一題錯誤，顯示出學習者有很好的學習成效。

此題的平均數為 8.9，標準差為 0.302。 
除了測驗結果之外，我們也可以由學習者於教學札記中的教學反饋中

得知教學成效。由學生們在教學札記裡給予之教學反饋中，可看出學習者

認為漢字構形教學具有(一)能加強對漢字記憶及(二)更容易理解漢字意義

的優點，並認為漢字構形對於漢字學習很有幫助： 
 
     「學習漢字構形很有幫助，因為它可以把數以千計的漢字分類成更   
       小的類別，也分成了更容易理解的漢字。」 (S2)(L1_S2_20120712) 
 
     「這些中文字被分成數個部分，也幫助我更容易記憶這些漢字。…我進步 
       了非常多。」(S7)(L1_S7_20120712) 
 
     「學習漢字的構形(也)讓我們記憶漢字的意義，還有記得為什麼一些漢字 

是由一些更小的漢字組合出來的。這個方法對於將一些複雜的漢字分解 
為數個簡單的漢字有助益，對於了解漢字的意義和字源也有幫助。」  

(S6)(L1_S6_20120712) 
 

「漢字構形…..是學習中文重要的學習內容。」(S10)(L1_S10_20120712) 

（二） 對於筆畫教學之分析與省思 
關於對於筆畫教學之分析與省思的方面，首先，研究者於期末問卷中，

想了解學習者在來 T 大上中文課前，是否已經知道基本筆畫的名稱： 
 
表 六-7 你在來 T 大上中文課前，就已經知道基本筆畫的名稱了嗎？ 

是 否 
7 4 
63.64% 36.36% 

 
有 63.64%(7 位)的學習者，在修習本此教學試驗之中文課程之前，就

已知道基本筆畫的名稱；其他的 36.36%(4 位)的學習者則完全沒有基本筆

畫的概念。在前述之 63.64%(7 位)的學習者中，研究者基於前兩次之教學

經驗，認為華裔學習者的學習背景不一，許多學習者也會對於漢字的知識

或研究者教學之部分課程內容有先備知識，雖然他們已經知道基本筆畫的

名稱，但也不一定對於基本筆畫部分熟悉。而在第四章第二節對於學習者

所作之需求分析當中，多位學習者提到希望於課程中，課程能對於幫助漢

字的記憶有幫助。研究者接下來於此問卷題目中，想了解學習者認為，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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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筆畫教學對於記憶漢字的幫助程度： 
   
 表 六-8 你覺得漢字筆畫教學對你記憶漢字有幫助嗎? 
非常有幫

助 
有幫助 只有一點

幫助 
完全沒幫

助 
平均數 標準差 

0 人 6 人 5 人 0 人 2.55 0.522 
0.00% 54.55% 45.45% 0.00% 

 
關於課程是否達到此成效及成效如何，此項之平均數為 2.55，標準差

為 0.522，顯示出漢字筆畫教學對於學習者之記憶漢字仍有一定的成效。

54.55%的學習者(6 位)覺得漢字筆畫教學對記憶漢字「有幫助」，45.45%(5
位)的學習者認為「只有一點幫助」。的確，研究者也認同，單單漢字筆畫

教學對於幫助學習者對於漢字之記憶，成效不會太過於顯著，需要再加入

漢字構形等教學內容。 
研究者分析統整學生於學習札記中以及與第一次訪談中針對基本筆

畫教學的訪談部分後，分析結果為大部分學習者對於筆畫教學有正面積極

的回應。分析依據之學習者之反饋在此紀錄如下述： 
 

「基本筆畫…是學習中文重要的學習內容。學習基本筆畫可以將學習中文 
變得更簡單，也不會讓我們不小心寫到一個不存在的筆畫。知道筆畫的順

序是從左到右或是從右到左，可以加速我們寫漢字，因為通常漢字是從左

寫到右的。」(S10)(L1_S10_20120712) 
 
    「藉由認識這些基本筆畫，我寫漢字的能力進步了，因為我現在知道這些 

基本筆畫是字的不同的部分，而不單單是使用筆再額外揮動一筆而已。… 
我對於漢字的基本知識也增加了。」(S2)(L1_S2_20120712) 

 
    「我今天學的基本筆畫，比方說：一、火…怎麼正確地寫好多字。 我 

覺得學基本筆畫有意思。我然後就可以正確地寫字。我本來寫字有困難， 
可是我現在就知道基本筆畫。…..我覺得我有進步『看』(意：漢字的閱讀 
進步了)。」(S5)(L1_S5_20120712) 

 
    「我覺得學習筆順滿有用的，因為以前我沒有老師的時候，都要自己去網 
      路上查。有老師的話我不用麻煩去網路上找。」 
      (S7)(INTL1_S7_20120716) 
 

學生 S6 則認為，學習基本筆畫的優點為除了能對於寫字的速度增加

之外，也能增進漢字的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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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認為學習基本筆畫幫助我寫漢字的速度變快了很多，也幫助我更容易   
      記憶漢字。…..我覺得目前為止在課堂上，我對於漢字的記憶進步了。我 
      也能直接使用在課堂中的漢字與詞彙在我課堂以外的會話中。」 
      (S6)(L1_S6_20120712) 
 

但有些學生如 S8，在已過修習之中文課已經學習過基本筆畫，這部

分是在研究者的預期之內。此位學生已經知道大部分的基本筆畫，但令研

究者感到欣慰的是他也希望能繼續學習更多： 
 
     「我已經知道所有的基本筆畫和漢字中大部分的筆順，但我之前並不知道 
       每一個不同的筆畫的名字，除了點、橫和捺。我希望能夠學更多我所不 
       知道的筆順知識。我覺得筆順能表現繁體中文的語言與文化，是一個很 
       重要的部分。」(S8)(L1_S8_20120712) 
 

但包含 S8 在內，共有四位學生(S8、S3、S6 與 S9)在第一次訪談中，

對於筆畫教學對於漢字的幫助表示較中立的意見。其中 S3、S6 與 S9 表示

先前已學過漢字筆畫： 
 
     「T： ….覺得學習筆畫呢? 
      S8：我覺得筆畫對我來說很重要，但或許對其他人沒有那麼重要。」 

(S8)(INTL1_S8_20120716) 
 

    「S9：我覺得我已經寫得很好，所以我沒有哪方面需要進步。可是我覺得我   
         現在開始照著練習簿的範本寫還不錯。有時候我寫字不會寫得非常正 
         確，但是看到比較難的字，不知道對的辦法寫。 
     T：那麼上課就可以問老師。 
     S9：我可以懂，但沒辦法一下子就記起來。  
     T：那麼就可以從課本裡面學。 
     S9：對，所以我找課本。 
     T：那你覺得如果有不會的字或看起來比較難的字，我教你們的筆畫會幫助 
       你寫，對不對？ 
     S9：對。 
     T：你覺得老師上課教的筆畫和漢字構圖對學漢字有幫助嗎? 
     S9：我覺得還好。因為很容易懂，所以我不知道那個東西有沒有用。  
     T 但是你覺得上 T 大的中文課之後漢字部分進步了對不對？  
     S9：對。 
     T:所以課程對漢字學習還是有幫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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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9:對。」(S9)(INTL1_S9_20120716) 
 

也有兩位學習者 S3 與 S6，認為本來他們就已經學過筆畫了，所以對

於此部分之教學保持較為中立的態度。但是研究者認為，S3 的漢字寫得不

錯，但 S6 的漢字整體而言較為潦草，故筆畫與筆順教學實為必要： 
 
    「其實我覺得(學習筆畫)還好，因為我已經知道(筆畫)。 」 
     (S3)(INTL1_S3_20120716) 
 
    「T:學筆畫有沒有幫助? 
      S6:我本來就知道筆畫了。 
     T:字形部分學過嗎? 

      S6:我也已經知道了。…..我覺得我的中文已經很不錯了，但是還是學到很 
      多新的東西。 
      T:覺得讀漢字方面的進步是? 
      S6:覺得本來不知道的字，學了就知道。」(S6)(INTL1_S6_20120716) 

（三） 對於筆順教學之分析與省思 
研究者想了解，學習者認為「筆順」教學對於記憶漢字的評分程度。

故於期末問卷中，設計了以下問題：  
 
表 六-9 你覺得「筆順」教學對你記憶漢字有幫助嗎? 
非常有幫

助 
有幫助 只有一點

幫助 
完全沒幫

助 
平均數 標準差 

2 4 3 2 2.55 0.905 
18.18% 36.36% 27.27% 18.18% 
       

我們可以看到，大部分的學習者認為筆順教學對於記憶漢字是有助益

的。研究者將選項「非常有幫助」計四分，「有幫助」計三分，「只有一點

幫助」計為兩分，「完全沒幫助」計為一分，得出此題的平均數為 2.55，
稍微高於平均值；標準差則為 0.905。關於「筆順教學」是否對本試驗班

之學生記憶漢字有幫助，佔最大比例的學習者選擇「有幫助」，佔 36.36%，

有 4 位。認為「只有一點幫助」的學習者占 27.27%，有 3 位。選擇最高分

「非常有幫助」及最低分「完全沒幫助」的學習者則各佔 18.18%，各 2
位。 

在教學札記中，有兩位學生特別表示他們對於學習筆順的看法。S7
認為筆順能幫助他更正確地學習漢字；S8 則覺得筆順能表現(繁體)中文的

語言與文化，是學習內容中很重要的部分。研究者引述學生之反思札記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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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我以前就已經知道….漢字中大部分的筆順。我希望能夠學更多我所不知 
      道的筆順知識。我覺得筆順能表現繁體中文的語言與文化，是一個很重要 
      的部分。」(S8)(L1_S8_20120712) 
 
    「這週，我們學了幾種中文字和他們的形式。今天我們學了幾種漢字筆順， 
      像：撇、捺、豎。這幾種漢字筆順幫助我更正確地學習了漢字。…在這兩 
      週的課程我進步了非常多。」 (S7)(L1_S7_20120712) 

（四） 對於象形字教學之分析與省思 
絕大部分的學習者對於此課程之象形字教學抱持著正面的回應，如下

研究者於學習者所實際書寫之學習札記可見： 
 
    「我學習到漢字是從圖片來的，而不(只)是人假造出來的字。 在看到這些    
      字如何演變出來之後，漢字應該會變得更容易記憶。我們學到的這些內容 
      是有幫助的，因為我現在更了解中國文化還有一些特定漢字背後的真正意 
      義。」(S3) (L2_S3_20120803) 
 
    「我學的新字我覺得學習象形字是很重要的。因為我們學習了象形字，我 
      們讀漢字的能力增加了，我們也可以開始學會認這些從圖畫演變的漢字， 
      其中我認為最有趣的是『馬』和『魚』。也學到了關於風景和氣候的相關 
      故事，包括的漢字有『林』和『木』。這幫我更了解中國文字的組成。我 
      認為這個影片非常具啟發性，也讓我們學到很多知識，同時也非常有趣。 
      我覺得這個影片設計得很聰明，我也很享受學習這些影片中的漢字的過 
      程。」(S5) (L2_S5_20120803) 
 
     「本週我們學習更多關於漢字和漢字來源的學習內容。我們上課時看了 
       一個影片，關於不同的漢字也關於他們如何和現實生活中的物體相關。」  
      (S7)(L2_S7_20120803) 
 
     「本週上課的重點是在中國文字是如何組成的。像埃及的古文字「象形文 
       字」一樣，古代中國文字至少也很像這些文字各自所代表的物件。 
       比方說： 

 門：這個代表中文『門』意義的漢字『門』，和西方影片中的『門』

很像。 
 木：這個中文意思是『木頭』的漢字『木』，長得很像十二月聖誕節

大家都很尊崇的松樹。很多樹加起來就是『森』林(中文的意思是『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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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的原因就很好懂了。 
 石：代表『石頭』意義的漢字是『石』，我們可以很簡單的了解它的

意思，如果我們看到它的古代形式(石頭，旁邊是學生 S8 畫的石頭

的圖片)，這個石頭看起來是非常無法穿透的。」 
(S8)(L2_S8_20120803) 

 
其中，學生 S3 並認同漢字作為中國文化的一部分，並肯定教學內容： 
 

     「我們學到的這些內容是有幫助的，因為我現在更了解中國文化還有一些   
       特定漢字背後的真正意義。」(S3) (L2_S3_20120803) 
 

關於教學中所播放之象形字教學影片《三十六個字》，大多數學習者

也有相當正面的反饋，以下為摘錄於學習者書寫之學習札記之反饋： 
 
     「我學的新字我覺得學習象形字是很重要的。因為我們學習了象形字，我 
       們讀漢字的能力增加了，我們也可以開始學會認這些從圖畫演變的漢字 
      ，其中我認為最有趣的是『馬』和『魚』。也學到了關於風景和氣候的相 
      關故事，包括的漢字有『林』和『木』。這幫我更了解中國文字的組成。 
      我認為這個影片非常具啟發性，也讓我們學到很多知識，同時也非常有 
      趣。我覺得這個影片設計得很聰明，我也很享受學習這些影片中的漢字的 
      過程。」(S5) (L2_S5_20120803)  

 
     「本週我們學習更多關於漢字和漢字來源的學習內容。我們上課時看了一 
       個影片，關於不同的漢字也關於他們如何和現實生活中的物體相關。」  
      (S7)(L2_S7_20120803) 
 

但班上也有 2 位學習者 S6 與 S8，於教學札記中，提到之前已經看過

了這個象形字教學的影片，其中 S6 表示已經看過許多次，覺得無聊。但

雖然他們已經看過此影片了，共同的是兩位學習者仍然一致給予此影片一

定程度的肯定，認為可以應用此影片與初級、初中級的學習者觀看。不過，

研究者倒是認為，這部影片滿有趣的，適合各個程度的學習者觀看，能加

強對於象形字的概念。S6 與 S8 的教學札記引用如下： 
 
     「昨天的漢字象形字影片，令我想到了一些我熟悉的漢字，但有一些字在 
       看完影片後，沒有深入地進入我的記憶。我從影片中學到了『雲』這個 
       字，然後就這樣。 我之前看過了這個影片幾次，所以昨天影片中有的這 
       些字我已經很熟悉了。我覺得可能應該要再作一個新的影片以讓學生學 
       習更多，這會是必要的。我覺得這個影片滿無聊也不有趣。但我覺得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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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給程度更低的學生看這部影片，我認為這是必要的。」 
       (S6)(L2_S6_20120803) 
 
     「雖然我已經在以前上過的課中知道這些關於象形字的知識了，我還是很 
       喜歡這部影片和上課中的活動帶給我的關於這些知識的回憶。我覺得經 
       由這些知識的回憶，我可以很容易地教程度較低的學生學習漢字。」 
       (S8)(L2_S8_20120803) 

（五） 對於部首教學之分析與省思 
  表 六-10 你在來 T 大上中文課前就知道「部首」了嗎? 

是 否 
8 3 

72.73% 27.27% 
 

關於學習者在來 T 大上中文課前是否已有「部首」之概念，研究者對

於此問題感到非常地好奇，故於問卷中安排此題目。此題之結果為絕大多

數 72.73%的學習者回答是，(8 位)，而 27.27%(3 位)學習者回答否。但研

究者同樣認為，學習者雖知道此概念，但仍對於本身是否將此概念是否掌

握得好，實需由華語教師認定之。  
 

表 六-11 你覺得「部首」對你記憶漢字有幫助嗎？ 
非常有幫助 有幫助 只有一點幫助 完全沒幫助 平均數 標準差 

4 人 3 人 3 人 1 人 
2.91 0.786 

36.36% 27.27% 27.27% 9.09% 
 
關於學習者認為「部首」此一學習單元是否對於記憶漢字有幫助，學

習者於此部分的填答，各項也頗為分散。研究者將選項「非常有幫助」計

四分，「有幫助」計三分，「只有一點幫助」計為兩分，「完全沒幫助」計

為一分，計算結果得出平均數為 2.91，高於平均值 2.5，顯示出此部分之

教學對於漢字記憶是有幫助的。此題之標準差為 0.786。認為非常有幫助

的占 36.36%，有 4 位學習者。而認為有幫助與只有一點幫助的學習者，則

各占 27.27%，各有 3 位填答。認為完全沒幫助的學習者，則有 1 位學習者

填答。 

（六） 對於漢字遊戲教學之分析與省思 
研究者於期末問卷中，想了解學習者認為漢字遊戲對於學習漢字的幫

助，故設計問卷題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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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六-3 你覺得「漢字遊戲」對你學習漢字有幫助嗎? 
非常有幫助 有幫助 只有一點幫助 完全沒幫助 平均數 標準差 

0 人 5 人 5 人 1 人 
2.36 0.674 

0.00% 45.45% 45.45% 9.09% 
      

在漢字遊戲教學的部分，研究者將選項「非常有幫助」計為四分，「有

幫助」計為三分，「只有一點幫助」計為兩分，「完全沒幫助」計為一分，

計算結果得出平均數為 2.36，略低於平均值 2.5，此題之標準差並為 0.674。
認為有幫助與只有一點幫助的學習者，各佔 45.45%，各有 5 位填答。認為

完全沒幫助的學習者只有一位填答，而沒有學習者填答非常有幫助。 
在漢字遊戲中，研究者將特別將「賓果遊戲」提出來討論。關於此漢

字遊戲，研究者於教學札記中，曾就教學情況寫道：「學習者 S7、S1、S6，
甚至平常表現好的 S2 的反應不是很好，認為在短時間內抄寫太多次很累。

可能是給的格子數太多了，學生也不喜歡一次寫太多字。」(TJ_ 20120720)
故研究者如為漢字書寫的漢字遊戲，需注意抄寫練習之比例。雖然對於教

學者而言，能複習所學單字，並換一種測驗方式，不失為一種使教學方法

多元化之教學法，但對學習者而言，於短時間大量抄寫漢字，對於普遍認

為書寫漢字困難的華裔學習者而言，是一件不容易的任務。研究者建議，

教師如欲採用漢字書寫類的漢字遊戲，需注意抄寫練習的份量是否過重。

學習者 S4 也於訪談中提出，希望老師可以使用獎品獎勵遊戲中表現好的

學生。研究者認為，此方式也不失為一種可參考之教學可使用的技巧。進

行遊戲後，教師可適當獎勵學習者。 

 
圖 六-11 S5 的賓果遊戲學習單範例 (S5_PRA2_20120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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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對於詞彙教學之分析與省思 
詞彙教學實為針對華裔學習者之教學的重要部分。研究者分析期中及

期末之訪談之後，發現華裔學習者普遍將詞彙的擴充視為一種學習策略使

用。在接下來呈現的問卷結果部分，令研究者感到有趣且與研究者本來預

測結果不同的是，大部分學生認為，詞彙是教材中最實用的部分。研究者

在研究之訪談中發現，大部分的學習者希望能擴充詞彙，進而於在台學習

的時間，有更多練習口說的機會。漢字多以詞彙為意義單位，而非單個漢

字。故研究者建議於教學時，應以詞彙為單位進行教學，進而達到溝通的

目的。 
關於期末問卷題目中研究者所設計的題目以詢問學習者教材中的哪

一部分對於學中文最有幫助，本班學生的作答情形如下： 
 

表 六-13 你覺得教材《發現華語新樂趣》的哪一部分對你學中文最有幫助?  
詞彙 有拼音/注音標示 造句 對話 活動 

9人 2人 0 0 0 
81.82% 18.18% 0.00% 0.00% 0.00% 

(單選) 
 

關於學習者自評教材《發現華語新樂趣》的哪一部分對學習者學習最

有幫助的方面， 高達 81.82%的學習者(9 位)選擇詞彙，其餘的 18.18%部

分(2 位)學習者選擇詞彙的拼音／注音標示。造句、對話、教材中的活動三

個選項則沒有學習者選擇。可見詞彙教學之重要性。 
 
表 六-14 你覺得在 T 大的中文課，哪一方面進步最多？ 

詞彙 讀 寫 聽 說 
寫漢字

的能力

及速度 

記憶中

文筆順 
其他 
內容 

9 人 7 人 7 人 5 人 5 人 3 人 2 人 0 
23.68% 18.42% 18.42% 13.16% 13.16% 7.89% 5.26% 0.00% 

(複選) 
 

關於學習者認為本學期在 T 大的中文課，哪一方面進步最多？此題為

複選題，最多學習者填答之選項為詞彙，23.68%(9 位)，其次為讀與寫，

各為 18.42%(7 位)。再來為聽力與口說能力，分別占 13.16%(5 位)、寫漢

字的能力及速度，占 7.89%(3 位)與記憶中文筆順，占 5.26%(2 位)，其他

內容方面則沒有學習者填答。此題的作答情形也顯示，詞彙教學為針對華

裔學習者教學之相當重要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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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對於整體教學成效的分析與省思 
研究者欲了解於學期之第一天，研究者給予學習者所作的文章抄寫練

習，學習者於學期末是否會有同樣的偏誤率，是否經由一學期的教學中，

會有所進步，以做為整學期之整體教學成效分析參考。故研究者於學期末，

學習者歷經共六星期的課程之後，再次讓學習者做了一次抄寫測驗。研究

者是於課程的最後一天，期末考之前的最後一堂課，於課堂中花了十五分

鐘做此測驗。測驗結果如下： 
 
表 六-4 第二次文章抄寫測驗之測驗結果 

學生編號 成績 偏誤率(％) 排名 
S1 90 9.52% 7 
S2 79 21.42% 10 
S3 88 11.90% 8 
S4 96 3.97% 1 
S5 69 30.95% 11 
S6 95 4.76% 4 
S7 94 6.35% 5 
S8 96 3.97% 1 
S9 91 8.73% 6 
S10 96 3.97% 1 
S11 81 19.05% 9 

 
研究者將第一次與第二次漢字抄寫練習前後比較，並將學習者分為三

類，並同時舉四位學習者為例。研究者分類的第一類學習者為課程試驗實

施前後，有大幅度進步的學生，如 S11 及 S6，首先以 S11 為例： 

(S11_TEST1_20120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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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11_TEST2_20120806) 

圖六-12 S11 的第一次與第二次文章抄寫練習比較 
 

研究者將班上 11 位學習者文章抄寫練習前後進行了比較，發現大部

分的學習者均有大幅地進步，其中以 S11 的進步幅度最大。S11 為一動機

及學習態度皆差的學生，是因父母而來台學習中文的。研究者規定繳交的

學習札記雖為加分作業之性質，但全班大部分學生均繳交，約有 90％的繳

交率，但他一次也沒有繳交。S11 上課中也常不認真聽講，對於作業的態

度也非常不認真，期中期末考也均為班上的最後一名；他的漢字書寫得也

不好，但令研究者感到欣慰的是，他對於學習中文的態度在一個學期之後

漸漸地有轉變，漢字書寫能力也有大幅度的進步。在第一次抄寫練習中，

S11 是唯一一個沒有完成的，全班在規定的時間內都寫完了，他是唯一一

位沒完成的，也只完成了一半。但在第二次抄寫練習時，S11 和全班同學

一起完成了抄寫練習。雖然於第一次抄寫測驗中，S11 為全班的最後一名，

但第二次抄寫練習中，一向每項測驗中均為最後一名的 S11，居然進步為

全班第九名。從第一次練習的 52 分，偏誤率 48.41%，進步到第二次練習

的 81 分，19.05%偏誤率，偏誤率減少了 29.36％，真是有大幅度的進步!
以下為 S11 的期末考考卷，一份學習單以及一份作業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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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13 S11 的期末考考卷 (S11_E2_20120806) 

 



101 
 

 
 

圖六-14 S11 的作業簿範例(S11_H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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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15 S11的學習單作業範例(S11_LS2_20120726) 

 

     由 S11的期末考考卷(S11_E2_20120806)，我們可以看出，S11並不是

非常認真地對待期末考試。而研究者在翻閱了 S11的作業之後，發現 S11大

部分均沒有繳交作業，也不太在乎成績。研究者選出的範例(S11_HW)為 S11

唯一三份繳交的作業之其中寫得最認真的一份，由此範例，我們可以得知，

如果 S11認真寫作業，還是能有不錯的成績。由 S11的學習單作業

(S11_LS2_20120726)可看出，S11不是非常認真地寫作業，常敷衍了事，認

為作業有寫就好了，想必是因為父母要求學中文的緣故。研究者將每一位學

習者的作業簿於期末均影印了一份。 

     研究者於期末訪談時，訪問了 S11的學習動機，及對中文的學習態度，

謹將逐字稿摘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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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你覺得學中文可以用在哪一些方面，有哪些幫助? 

S: 中文很重要，是世界上最重要的語言。中國和台灣是很重要的國家。 

T: 學中文對你的未來有幫助嗎? 

S: 有。像在美國的時候，有些人不知道怎麼說英文，那我是中國來的，我可以幫

他們。 

S: ….你喜歡學中文嗎? 

T: Yeah，我喜歡，我喜歡。                      

T: 你覺得你的中文好不好?          

S: 還好。 

T: …上中文課之外，你還會自己學中文嗎? 

S: 我希望我有機會。 

T: 平常有哪些機會說中文? 

S: 機會比較少。但如果等待到機會我會直接用。 

T: 你覺得中文難不難學? 

S: 我不要說中文很難，只是要花比較多時間。  

T: …你一直都很喜歡學中文嗎？ 

S: 我覺得很重要。 

T: 隨著時間的改變 有沒有越來越喜歡中文? 

S: 我不要說我越來越不喜歡，我希望以後自己可以完全明白中文。」 

(INTL2_S11_20120806) 

 

     雖然根據課堂上之觀察，研究者認為 S11 上課態度很差，常常不專心，

小考、期中與期末考的表現與其他同學比較而言，均為班上的最後一名，期

初訪談時，放了研究者的鴿子，沒有接受訪談。但在期末訪談時，研究者看

到其態度上的轉變，S11能說出「我不要說我越來越不喜歡，我希望以後自

己可以完全明白中文。」、「Yeah，我喜歡，我喜歡(學中文)。」、「我希望有

機會(上中文課之外，還會自己學中文)。」，再加上其漢字抄寫練習的大幅

進步，研究者認為，本次的教學試驗的確對於 S11有幫助。 

     接下來，我們舉 S6為例，並呈現實際範例與說明。在漢字抄寫練習方

面，和 S11相同的是，S6的抄寫練習第一次與第二次前後均有非常大的進

步：從第一次練習的 56分，偏誤率 44.44%，全班倒數第二名(S11為倒數第

一名)，進步到第二次練習的 95分，全班第四名，只有 4.76%的偏誤率，偏

誤率減少了 39.68％，真是有大幅度的進步，令研究者感到訝異，但也十分

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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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6_TEST1_20120705) 

 

(S6_TEST2_20120806) 

圖六-16 S6 的第一次與第二次文章抄寫練習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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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6及 S11均為負責同一班級之聽說課老師之前教過的學生，這兩位學

生均非方言學生，聽說課的華語教師於課務會議時，特別提出此兩位學生均

為所謂的問題學生，不太好教。其中，S6的學習背景如第四章中所提及，從

幼稚園起即學習中文，一直到高中畢業，總共學習了十三年中文，其為一總

是認為教學內容太為簡單，故學習態度不太佳的男學生。他總共受了十三年

的中文教育，其中大部分都是父母要求之下學習，難怪其學習動機不佳。但

在課程中，經由與其他同學於課堂中語言中心舉辦的歌唱比賽活動及生活中

的互動中，與同學們相處地越來越為融洽，故在課堂中，最後期末的訪談中，

對於大部分的學習內容等，漸漸地均有相當正面之回應及表現。如 S6於訪

談中所言，他學習中文的動機是做生意，且他認為自己的中文已經很不錯

了。茲摘錄訪談內容及 S11的學習單範例如下: 

 

「我學習中文，因為我覺得可以做生意，回台灣也可以講中文，也可以跟別

人講話。我覺得我是中國人，所以要講中文。是父母要求我學中文的。我覺

得我的中文已經很不錯了，但是還是在中文課學到很多新的東西。我希望自

己各方面都進步，希望自己以後可以完全用中文溝通，不需要用到英文。」 

(INT1_S6_20120716)  

 
圖六-17  S6學習單作業範例(S6_LS2_20120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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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18  S6作業簿範例(S6_HW) 

 

    從 S6的學習單作業範例(S6_LS2_20120726)與作業簿範例(S6_HW)，我

們可以看到 S6的字跡大部分是潦草的，但 S6對待作業的態度都還算可以。

研究者發現，將漢字「草寫化」的情形普遍存在於本班學生之中。嚴棉(1985)

指出，對於(初級)華裔學習者而言，母語的日常書寫字母都是草寫的

(cursive)，所以一旦要他們握筆桿畫橫線或直線是很吃力的事，並非我們

想像地那麼容易，若能從一開始學習之初就慢慢訓練，將不會感到太辛苦。

以上的文獻解答了研究者的疑惑。研究者同意上述之觀點，即對於初級學習

者應及早訓練漢字筆畫與筆順，而對於中級程度班級的教學而言，教師於課

堂也同樣能夠加強漢字筆畫與筆順等的概念與練習，以減少偏誤。 

      研究者分類的第二類學生為成績較優秀之學習者，測驗前後的偏誤率

相差幅度不大，如 S2，S4，S8與 S9，研究者在此以 S2為例分析。S2屬於

班上較為優秀的學習者，她在各方面如：聽說讀寫能力、作業練習、學習單、

期中期末考、課堂表現等，各方面均有良好的表現，並有良好的學習態度，

是一個總是帶著微笑，又很聰明的來自加州 UCLA的學生。以下為 S2的第一

第二次抄寫練習掃瞄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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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2_TEST1_20120705) 

 
(S2_TEST2_20120806) 

圖六-19 S2 的第一次與第二次文章抄寫練習比較  
 

 

 



108 
 

 

     S2於第一次練習的成績為 73分，偏誤率為 26.98%，是全班的第 8 名，

第二次練習的 79分，偏誤率 21.42%，全班第 10名。因著全班許多位學生都

進步了，所以排名稍微下降，但整體而言，偏誤率減少了 5.56%，仍然有進

步。研究者十分稱讚 S2的學習態度及聰慧，但在教學過程中，仍然重視全

班的每一位學習者。另外，有趣的是，S2於訪談中提及她是左撇子，所以

S2提及她對於筆順有時覺得較難掌握。S2總是認真地學習和寫作業，我們

也可從課程開始的第一星期，S2的學習單作業，看出她認真學習的態度： 

 

 
圖六-20 S2學習單作業(S2_LS1_20120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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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者分類的第三類學生為有簡體字背景的學生，但也有大幅度的進

步，例如 S5。S1與 S5之前學習中文均使用簡體字，研究者在此以 S5為例

說明。S5 為女學生，來自加州。個性溫柔安靜。之前學習中文使用簡體字。

在漢字抄寫練習中，S5在學期中開始的第一堂課所做的第一次抄寫練習，還

不會使用繁體字抄寫。她大概能認繁體字，但抄寫只能使用簡體字。但在第

二次抄寫練習中，與第一次抄寫練習的成績相比較，前後有非常大的進步。

S5於第一次練習的成績為 57分，偏誤率 42.85%，第二次抄寫練習則進步到

69分，偏誤率 30.95%，偏誤率大幅度的減少了 11.90％。以下為其第一次與

第二次抄寫練習之結果: 

  

 
(S5_TEST1_20120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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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5_TEST2_20120806) 

圖六-21 S5 的第一次與第二次文章抄寫練習比較  
 

 

(八)對於教學活動未來改進的分析與省思 

      關於對於教學活動未來改進的分析與省思，於期末問卷中，研究者欲

了解學習者認為哪一個教學活動或教法最有趣，也最能幫助學習中文，以及

學習者希望研究者在課堂中再增加哪一些課程內容或活動，與是否有其他建

議。問卷採用開放式題型讓學習者填答，問卷結果如下： 

 

13.你覺得哪一個教學活動或教法最有趣也最能幫助你學習中文?請寫原因。 

 

「句型和詞彙複習，因為幫助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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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教學，實際練習。」 

「考試，因為需要知道意義才能記得。」 

「白板上的漢字遊戲，因為讓你動腦想出字。」  

「電影，因為很有趣。」 

「因為我需要學習新的詞彙。」 

「課程中的互動還有主動的參與是最好的，因為可以增進學習合作、參與的機會。」 

「團體的遊戲活動，因為有互動。」  

「能應用中文於基本生活中像點餐或問路，因為我覺得越常用的中文會越簡單。」 

「有趣最重要。有趣是關鍵。」  

 

問卷中學生自然填答之問卷結果顯示，學生認為在教學中，「互動」為

首要的部分，其中又以「課堂中的互動」(2位) 與「能應用於真實生活中的

實際互動練習」(2位)為主，其中 S9更認為越常用的中文會越簡單；兩位學

生提到漢字遊戲有趣並能幫助學習，兩位學生並提到在教學活動中最重要的

是「有趣」，S5更提出電影很有趣，能幫助教學。值得一提的是，兩位學生

認為教學中，詞彙的教學與複習活動是有趣且對學習有幫助的。其中有一位

學習者並認為研究者於此教學實驗所進行的測驗如聽寫等，對於學習有幫

助，因為「考試重要，需要知道意義才能記得」。  

關於學習者希望老師在課堂中再增加哪一些課程內容或活動，與是否有其他

建議，此題學生的填答結果如下： 

 

14&15.你希望老師課堂中再增加哪一些課程內容或活動？是否有其他建議? 

 

「有趣的。」 

「希望越來越好玩，不希望有很慢且無聊的課程。也希望能有更多校外教學。」 

「希望能更多校外教學，實際練習我們所學的。」 

「有獎品的比賽，最好是更多同儕之間的比賽。」 

「希望(在課堂中)有更多精力和互動。」 

「請加入更多的互動遊戲！ 」 

「希望老師可以解釋的電影裡的詞彙。也希望教多一點日常生活中的中文，像點

餐、問路、買日常生活用品。」 

「(其他建議部分為)希望調整整個營隊的生活作息。」  

 

學生們在此部分問卷的回饋中，同樣提到希望能多增加以互動為主的

教學活動、「有趣的」學習活動(2位)，與增加校外教學的機會(2位)，以實

際練習所學(1位)。關於其他建議部分，學生普遍在第一次和第二次訪談中

提到希望能有更多調整的營隊的生活作息管理部分，有一位也在此問卷之其

他建議部分特別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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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對於學習評量測驗之分析與省思 

（一） 對於平時小考測驗之分析 

     關於平時之小考測驗的方面，研究者之規劃均以聽寫測驗為主，研究者

認為，針對華裔學習者之教學，小考與作業應緊密地相輔相成，互相幫助。

依據研究者的觀察，華裔學習者一般來說，不太喜歡有太多的作業。尤其 D

大、T大暑期班之來台學習之華裔學生，因屬短期班之學習，也部分帶有暑

期遊學之性質，故更有如此的現象。因此，研究者於本試驗課程期間，規劃

了聽寫測驗之小考類型。此測驗之重點有二：(一)與平時作業緊密結合：學

習者的回家作業內容，大部分均為聽寫測驗之內容。研究者於每日課程結束

時，均清楚地於黑板上書寫指定之作業內容，清楚地告訴學生，故學生不會

有不知道明日考試內容之困擾。研究者規定之作業及測驗之主要目標也是讓

學習者更熟悉漢字，這點學生們也都相當地清楚。經研究者於此一學期中，

對於學習者於課堂中對於聽寫練習及作業之反映之觀察，學習者普遍喜歡少

的作業量，而對於平時之聽寫小考，也普遍會練習之後再考試。此套平時聽

寫測驗之實施有不錯之成效。重點(二)為研究者於每次的小考之後，均分別

請同學上台書寫小考內容之詞彙，並花大約十分鐘之二十分鐘，與全班共同

檢討學習者書寫之錯誤之處。此一教學法，研究者於 D大、T大教學時均使

用，並有良好之教學成效，大部分學生都喜歡觀察同儕寫的漢字，並感到好

奇，也喜歡上台書寫漢字。此為平時考試之聽寫形式之兩個優點。 

 

（二） 對於期中考與期末考評量之分析 

      研究者於首次於 D大之青少年華裔班教學時，與同一程度班級之同事

共同商討期中與期末測驗之題型，並於 T大時教學時，沿用此題型。主要題

型為(一)聽寫測驗(二)句型定式造句，使用填充形式(三)造句，均依照教材

內容出題。但於此次教學中，研究者想試試看不同類型的測驗方式，故於此

次期中考，研究者所出之題型為(一)聽寫(二)讀拼音或注音寫出漢字(三)寫

出拼音或注音；期末考則為寫出詞彙之英文解釋，共有二十題。研究者想於

此次研究中試驗不同的測驗題型之原因為，依據研究者之觀察，學習者並不

喜歡太多的考試，故想研發更為明確且能對於漢字教學更具針對性的考試題

型。學習者普遍認為考試較為輕鬆，不會有太大的負擔。 以下為全班的期

中考的測驗分數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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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六-16 期中考測驗分數結果 

學 
生 

S1 S2 S3 S4 S5 S6 S7 S8 S9 S1
0 

S1
1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分

數 
73 98 89 86 96 86 80 92 10

0 
10
0 

15 83.
18 

24.
17 

 
     期中考之題型分為(一)聽寫(二)讀拼音或注音寫出漢字(三)寫出拼音或

注音。學習者有一小時的作答時間。平均分數為 83.18，其中最高分滿分 100
分的有兩位學習者(S9，S10)，90 分至 99 分之學習者有三位學習者(S2，S5，
S8)，80 分至 89 分有 S3，S4，S6，S7 四位學習者，70～79 分的有一位學習

者(S1)，最低分為 S11，分數位於 10～19 分區間。下表為期末考的測驗分數

結果: 
 
表六-17 期末考測驗分數結果 

S1 S2 S3 S4 S5 S6 S7 S8 S9 S10 S11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100 97.
5 

100 100 95 100 100 100 100 100 37.
5 

93.
64 

18.
69 

 
     關於期中考與期末考之分數之比較，大部分學習者在期末考之分數上

均有許多進步。期末考於課程的最後一天舉行，時間為一小時。期末考之題

型為寫出詞彙之英文解釋，共有二十題，一題五分，主要測驗對於所學之詞

彙意義之了解，範圍為第十七課。共有八位學習者得到滿分(S1，S3，S4，
S6，S7，S8，S9，S10)，再來九十分至九十九分區間有兩位學生，即 S2 與

S5。S11 同樣拿到了測驗的最低分值，位於三十分至三十九分區間，為最低

分。 
 

（三） 對於平時作業的分析 

     Dai & Zhang(2008)從調查中提出華裔學習者的社會特徵表現在三個方

面：首先，傾向擁有較多同樣文化背景的朋友，其次是在多元文化的社會交

際場合與人互動時，華裔學生通常能夠意識到彼此間行為模式的細微差異，

因而調整或轉換自己與他人的互動模式，最後，源於華裔學生本身文化特徵

的某些特質常以複雜而矛盾的形式共存，比方說個性外向、課堂上敢於表達

意見，卻也懂得謙虛；又比如說他們不會主動質疑權威，例如：直接指出教

師的錯誤，但卻可能對作業負擔太重或考試太難提出抗議等等。研究者於教

學中的確見到如上述之情形。研究者於D大之青少年華裔班教學時，給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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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之作業均為每個生詞抄寫十次左右。但研究者於T大時教學時，認為平時

作業可以減少重複書寫之次數，如此一來，可以減輕學習者之負擔，故研究

者將改成抄寫三次。雖然研究者所出的作業看似較少，但研究者改為重視課

堂之聽寫測驗，並重視於聽寫測驗之後，全班同學一起檢討漢字之時間。 

     關於作業中之造句等其他練習方面，研究者於此次教學試驗中並無使

用，但研究者於 D大之青少年華裔班教學及於 T大之首次教學時，於每次的

作業中，均挑選三至四個左右之較常用之詞彙，並要求學習者造句，批改之

後發還給學生。但於此次教學中，研究者因想試著減少學習者的作業量，故

並沒有如此實行。但研究者仍認為，使用詞彙造句是對於華裔學習者來說，

非常好的作業練習。於下次進行教學時，研究者會考慮再次使用於作業題型

中，讓學習者有更多練習詞彙的機會。 

 

（四） 對於學習單作業與課堂使用之學習單之分析 

關於兩次配合校外教學之學習單作業，此為語言中心要求教師配合校 

外教學所出之學習單作業，主要為寫作練習。學習單(一)動物園校外教學之

學習單為聽說課教師所編寫，故出題方式研究者不加以討論。學習單(一)科

教館學習單為研究者負責編寫，故研究者試著將與日常生活聯結，故於此學

習單中，嘗試讓學習者以日記形式完成寫作作業。研究者認為，如欲將校外

教學活動與寫作活動結合，實在不容易。 

     關於課堂中所使用之學習單設計方面，Gallagher(1996)於其針對華裔

學習者之教學法中，提出應將中文學習融入於生活中，成為生活中使用之語

言：教師應設計在課堂外使用中文的機會，並鼓勵學生使用中文來互動，如：

卡片、信件寫作等活動。研究者於先前於 D大、T大之教學中，在學習單與

課堂活動的設計中，曾設計明信片寫作等練習，學習者對於能於課堂練習中

寫信給家人均感到開心，大部分做過此練習的學生都認為這是一個有趣的寫

作練習。研究者認為，像這樣能實際應用課堂中所學，並與實際生活聯結的

寫作練習，是適合華裔學習者的寫作練習。此外，研究者並建議，於寫作練

習或是課堂之閱讀練習中，學習單之設計能融入更多真實語料，且由於每一

位學習者的漢字能力不同，若是時間許可，應給予學習者更多的個別指導時

間。 

三、對於教材部分之建議與分析 

    關於學習者對於教材部分之分析於建議，研究者於期末問卷中提出問題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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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六-18 你對教材《發現華語新樂趣》的滿意度如何?  

非常不

滿意 

不滿意 普通 滿意 非常滿

意 

平均數 標準差 

1人 6人 4人 0 0 2.27 0.65 

9.09%  54.55%  36.36% 0.00% 0.00% 

 

     在關於對於教材滿意度的部分，研究者將選項「非常有幫助」計四分，

「有幫助」計為三分，「只有一點幫助」計為兩分，「完全沒幫助」計為一

分。此題之平均數為 2.27，標準差為 0.65，顯示出學習者對於此本教材的

滿意度大約為普通。沒有學習者填答非常滿意與滿意兩部分。而有 54.55%(6

位)的學習者填答不滿意，36.36%的學習者填答普通(4位)，1位學習者填答

非常不滿意。再來為第二個題目及學習者的回答： 

 

表 六- 19你覺得教材《發現華語新樂趣》的哪一部分對你學中文最有幫助?  

詞彙 有拼音/注音

標示 

造句 對話 活動 

9人 2人 0 0 0 

81.82% 18.18% 0.00% 0.00% 0.00% 

(單選題) 

      此部分的問卷結果可見詞彙於教材中之重要性。學習者的分析結果一

方面令研究者感到訝異，但一方面也是在研究者的預料之中。關於學習者自

評教材《發現華語新樂趣》的哪一部分對學習者學習最有幫助的方面， 高

達 81.82%的學習者(9位)選擇詞彙，其餘的 18.18%部分(2位)學習者選擇詞

彙的拼音／注音標示。造句、對話、教材中的活動三個選項則沒有學習者選

擇。關於為何如此填答，研究者採開放式題型。以下為學習者的填答原因： 

 

「讓我們可以很簡單地在句子裡使用字彙，也很幫助我們記憶。」(詞彙) 

「學到詞彙的意義和讀寫。」(詞彙) 

「學到詞彙的意義。」(詞彙) 

「我懂越多詞彙的話，我在聽中文或讀中文時懂得越多。」(詞彙) 

「增進我的詞彙。」(詞彙) 

「因為是新的字。」(詞彙) 

「音調和發音幫助我們說詞彙和對話。」(音調與發音) 

「因為我都跟父母和我的女朋友說中文。」(音調與發音) 

「日常生活用到的中文。」(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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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怎麼說或『看』中文字的話，很難學或查更多資訊。」(拼音／注音標示) 

 

      整體而言，研究者認為這本教材是一本不錯的教材。T大語言中心的教

材明顯優於D大。研究者於擔任華語教師之課餘，同時參與此教材之編輯。

此教材之長處為課程主題與生活息息相關，如：第十六課主題為打工及應徵

工作、十七課主題為生病與就醫、第三課主題為台灣小吃等，研究者與研究

者之同事討論後一同認為，學習者普遍對於此教材的反應佳。唯一研究者認

為需改進的部分為教材中並沒有漢字教學的單元，並期待在日後的教材中看

到此部分的內容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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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研究結論 

依據研究者的教學經驗，華裔學習者之漢字讀寫能力普遍不佳，研究

者盼能藉由本次之行動研究，研究出一套具針對性且適合華裔學習者之教

學法。研究者此次的教學行動研究經過發現問題、針對問題進行假設、再

次設計課程教學內容、實際教學檢驗，並最後進行反思分析及修正等教學

歷程後所得到的結果，確實達到改善研究者教學上之困境，及完成當初研

究的目的。以下之結論為研究者針對來台學習之美國華裔學習者班級從事

中文教學時，提出可參考採用之教學策略。 

一、 針對中級程度華裔學習者之漢字教學策略 

     針對中級程度華裔學習者，研究者提出幾點漢字教學策略建議如下: 

（一） 教學應以「溝通」為首要目的，並融入與生活相關之真實材料，

與實際生活結合 
經過此次之行動研究及分析檢討教學成效之後，研究者認為，在針對

中級程度華裔學習者之漢字教學中，應以「溝通」為首要目的；在漢字教

學中，應首重「意義」。在課堂中可以融入更多之真實性語料如：餐館點

餐之菜單、招牌、求職履歷等於教學內容中，達到溝通與實用性之目的。 
研究者於本次之行動研究課程試驗中，依照語言中心之教學進度教學，

並嘗試將傳統之漢字教學途徑融入課程設計實施內容。但在分析課程試驗

結果之後，研究者發現單單進行漢字教學途徑之教學例如：筆順、筆畫、

部件、漢字構形等，雖對於華裔學習者的漢字學習有所幫助，但課程變得

較為知識化、較為不活潑。關於寫作教學，研究者在先前之教學中曾在課

程中設計讓學習者更多使用漢字書寫溝通的機會，如：給父母書寫書信的

練習、明信片書寫練習等練習。在教學內容中，也曾使用真實語料如菜單

等，於之後之教學中，學習者均有不錯的反應，多表示喜歡上述之教學活

動。研究者將於之後的教學活動再次將以溝通為目的之寫作練習融入教

學。 

（二） 課程中應加入漢字筆畫與筆順之教學，以增進華裔學習者之漢字

寫作能力，並減少漢字寫作上之偏誤。 
根據研究者之教學經驗，以及在分析學習者的漢字偏誤之後發現，華

裔學習者許多的偏誤是由於不熟悉漢字筆畫及筆順而造成的。研究者並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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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華裔學習者的漢字偏誤，大部分來自於在漢字教學基礎階段，未能將

筆形、筆順與筆畫的組合關係嚴謹而視而衍生出來的偏誤，且不斷覆現。

筆畫是漢字最基本的構形單位，每一筆畫對於漢字的書寫都具有舉足輕重

的重要性。施正宇(1999， 2008)指出在筆劃的收筆、落筆之間，尋求書寫

的最短距離，是筆順規則的幾何依據；依合理的筆順規則書寫方塊漢字，

為培養快速、準確地識別、感知漢字能力的前提。不過也有的學者對筆順

的要求持保留的態度，顧穎、楊文惠 (2006)指出筆順主要是解決書寫路徑

的合理性、經濟性問題，是為了書寫的便捷性。然而在教學中過分強調筆

順的重要性是得不償失的，因為規矩太多，恐怕會令學生頗費周折。故研

究者認為，在漢字課程中適時地加入或複習漢字筆畫與筆順之教學實為必

要，以增進華裔學習者之漢字寫作能力，並減少華裔學習者漢字書寫上之

偏誤。 
 

（三） 針對華裔學習者之漢字教學應以詞彙為單位進行教學，而非以單

個漢字為單位 
經由二次於期中及期末之個別訪談，研究者發現，華裔學習者將詞彙

的擴充視為一學習策略使用。大部分學生也認為，詞彙是教材中最實用的

部分。王如音(2008)在針對華裔學習者之閱讀策略研究發現，「口語協助」

為華裔學習者使用之閱讀策略之一，使用其本有之口語能力以協助其閱讀，

是他們常使用之閱讀策略，不僅對分詞斷句、掌握句構有所幫助，也能幫

助猜測與判斷，有效克服閱讀時遇到的漢字障礙；研究中同時並建議華語

教師在設計教學活動時，需考量到華裔學生「口語能力有助於掌握句構、

語法規則，建立中文語感」的特性。在研究之訪談中，也發現，大部分的

學習者希望能擴充詞彙，進而於在台學習的時間，有更多練習口說的機會。

漢字多以詞彙為意義單位，尤其是雙音節詞彙，而非以單個漢字為意義單

位。故研究者建議於教學時，應以「詞彙」，尤其是雙音節詞彙為單位進

行教學，進而達到溝通的目的。 

（四） 應重視部件教學，並於課程中加入更多相似部件的分析與比較之

教學內容 
宋業瑾與賈嬌燕(2003)於《對外漢語詞彙及詞彙教學研究》專書中，

將漢字的特點概括如下：(一)字數繁多：漢字的數量大，學習和使用漢字

較表音文字為困難。(二)漢字的字形結構複雜：漢字的基本筆畫有橫、豎、

撇、點、折五種，基本筆畫加上變化筆畫可以組合成數百形體各異的獨體

字，而獨體字跟獨體字組合，又可以生成數以萬計的合體字。(三)漢字的

讀音與字形的聯繫，相較於表音文字而言，較為不緊密：形聲字雖為漢字

的絕大多數，但到今天形聲字的聲旁已多數不能準確表音。(四)形象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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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性強的特質：在視覺方面，漢字為方塊字，具圖像性，同時也帶著表

意功能。對人的視覺刺激比表音文字強許多，且易使人產生聯想。的確，

對於以英語為母語的學習者來說，漢字字數繁多，字形結構也複雜，看似

不易學習；但漢語的詞是由單字而組成，於英語等西方語言相比較，沒有

型態上，亦或是時態上的變化，故仍有其學習方面之優勢。研究者認為，

華語教師可試著歸納漢字中存在之規律性。針對華裔學習者之教學，基於

中級程度的華裔學習者對於漢字已有一定的書寫及閱讀概念，華語教師可

試著歸納其規律性，將相似的部分加以比較。研究者於課程中也嘗試過如

此的教學方式，學習者普遍有不錯的反應。 

（五） 課程中應適當地選擇及融入漢字遊戲，以引起學習者的學習興趣

及加強學習成效 
黃沛榮(2003)認為，於漢字教學中使用漢字遊戲，能增進學習成效。

研究者也認為，依據課程內容需要，選擇適合之漢字遊戲並使用於教學中，

能引起學習者的學習動機並幫助學習。但漢字遊戲有許多參考書籍，大部

分的參考書籍也是針對於第二語言學習者所編寫的。身為華語教師，該如

何選擇適合教學內容及對象之漢字遊戲呢？研究者有以下三點建議：(一)
優先選擇能複習及延伸學習的漢字遊戲：以研究者於教學試驗過程中使用

之「米田找字」漢字遊戲為例，依據研究者於先前之教學經驗及此次之課

程教學試驗之試驗結果，發現大部分學習者喜歡此遊戲，因能複習及延伸

學習，及能在課堂及遊戲中有許多的互動。(二)如為漢字書寫的漢字遊戲，

需注意抄寫練習之比例：依據研究者於先前之教學經驗及此次之課程教學

試驗之試驗結果，以研究者於教學試驗過程中使用之「賓果遊戲」漢字遊

戲為例，雖然對於教學者而言，能複習所學單字，並換一種測驗方式，不

失為一種使教學方法多元化之教學法。但對學習者而言，可能需要於短時

間抄寫大量的漢字，對於普遍認為書寫漢字困難的華裔學習者而言，是一

件不容易的任務，故研究者建議，如為漢字書寫的漢字遊戲，需注意抄寫

練習之比例。(三)進行遊戲後，教師可適當獎勵學習者：於期末訪談中，

研究者訪問學生對於漢字遊戲的建議。有一位學習者 S4 提出，可使用獎

品方式獎勵。研究者認為，此方式也不失為一種可參考之教學可使用的技

巧。 

二、 針對華裔班之教學建議 

根據研究者之教學經驗，華裔班教學之最大挑戰在於兩方面(一)班級

內之學習者之語言能力程度差異大以及(二)學習者之學習動機各異。研究

者認為，華語教師在規劃華裔班課程時，需要熟悉教材、準備教學內容，

並有以下幾點教學建議。茲將教學建議分述如下： 

 



120 
 

（一） 做好學習者之需求分析 
華裔學習者的學習動機各異。夏明菊(2003)認為，華裔學生的學習動

機與人文背景、特殊需求、學習習慣與學習方法等關係密切，對華裔學生

學習漢語的積極性有著直接影響。因此，充分了解華裔學生的漢語學習動

機是提高華裔學生漢語第二語言教學品質的重要環節。在教學方面，需以

學習者為中心。因著班級內班級內之學習者之語言能力程度差異大之緣故，

華語教師必須做好需求分析，以充分掌握每一位學習者的學習背景及學習

上之需求，達到「因材施教」之目的，對課程之規劃與教學也會有極大的

幫助。 
研究者綜合第二章文獻探討及在研究中所做的需求分析結果，歸納來

台短期學習華語之華裔學習者之學習動機大致有下列幾類： 
1. 認為自己是華裔子弟，需要會說中文而學習中文。這類學習者佔華裔

學習者之多數。 
2. 因著父母的要求，而學習中文。因著父母希望兒女學習中文，進而傳

承中國文化，不忘了家族的中國文化。這類學習者通常為非自願學習，

學習動機較低落，在短期來台學習之華裔學習者中佔的比例也頗高。 
3. 認為學習中文對未來找工作有幫助而學習中文。夏明菊(2003)認為，

此雖為功利動機，但其中作為華人後裔， 希望學會本應掌握的民族語

言上。其中雖然不乏功利動機， 即學好漢語， 將來從事與中國相關

的文化交流、商貿經濟活動， 或從事翻譯、漢語教師職業等。但更多

體現為一種與中華民族密切相聯的血緣關係動機。 
4. 自己喜歡中文，而學習中文。依研究者之教學經驗及教學觀察，這類

學習者之學習動機較強，學習成效也較佳。 
5. 因著常需要回台灣之緣故，需要使用中文，所以學習中文。這類學習

者的學習動機強弱各異，也佔學習者的少數。 
華裔學習者的學習動機在本質上和一般二語學習者的學習動機，如：

未來找工作需要而學習中文、因為對中國文化感到興趣而學習中文等學習

動機，有著本質上的差異。這點是華語教師在教學前需要注意，並在課程

設計、實際教學上需隨之調整。 

（二） 在課堂中及課後，華語教師應給予學習者更多個別指導的時間，

以改善班級中學習者差異大之問題 
根據研究者之教學經驗，華裔班教學之最大挑戰在於兩方面(一)班級

內之學習者之語言能力程度差異大(二)學習者之學習動機各異，有不同的

學習動機。華語教師在實際進行課程教學時，針對班級內之學習者之語言

能力程度差異大的問題方面，可於課堂練習中，給予練習時間，並於此練

習時間中，給予學習者個別指導。在課後，可記錄學習者於作業方面常有

之偏誤，並個別指導學生，或統一於課堂中提醒學生。針對學習者之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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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機各異的方面而言，研究者建議教師能在課後更多地與學生溝通，了解

學習者生活、來台學習原因、學習中文動機等，與學生成為朋友般的角色，

如此能對於教學必能產生正面的效益。 

（三） 教學應以溝通為目的，並將目的語生活環境中之實物融入教學。

如課堂時間允許，可讓學生進行實地練習 
在課堂以外，研究者任教之語言中心希望華語教師每學期帶學生進行

一到二次的戶外教學，一次約四小時。訪談中之學習者 S2、S6、S7 均提

到，十分喜歡校外教學活動。建議學習者如有在目的語國家學習之機會，

華語教師可利用此機會，將課程中所學與實際生活結合，讓學習者練習課

程中所學內容。 

（四） 熟悉教材及準備補充教材 
雖在目的語之環境教學，學習資源及教學資源均容易取得，但如訪談

過之華語教師 T6 所提及，因教材之不足，上課仍常使用《實用視聽華語

一》、《實用視聽華語二》、《遠東生活華語一》、《遠東生活華語二》等其他

教材作為補充教材使用。目前現有之針對華裔學習者出版之教材種類尚不

豐富，網路上也缺乏相關之資訊。華語教師需熟悉現有之教材，以便在課

程中需要補充教材時利用之。以研究者之本身教學經驗來說，研究者任教

於第一所語言中心時，在備課時，因著常找不到程度、內容可相對應之已

出版之補充教材，所以課後常花許多心力製作上課使用之補充教材講義。

在平日課前準備課程內容時，研究者也常常與其他華語教師交流，共同研

討並交換所製作之補充教材及上課使用之補充影片內容。雖然其他華語教

師教的班級程度不一定相同，但講義、教學活動、教學法常可通用。故研

究者建議華語教師在準備教學時，可多與其他華語教師交流教學資源，並

討論教學內容，在備課方面及教學方面將會有極大之助益。 
在教學中，因著學習者學習背景的不同，教學時常需注音與拼音並列，

這點在編寫補充教材時需特別注意。華語教師在教學中常需製作補充教材，

故在製作補充教材時，教師需注意個人電腦安裝教學所需要之中文拼音、

注音等軟體及確認印表機能印出拼音及注音系統標示。網路上可下載之軟

體，也須注意其到期之期限，並經常更換或購買電腦軟體。 

（五） 充分了解語言中心之課程規劃，並善加規劃課程 
研究者任教之語言中心規定，每一個班級均需參與學期中之華語歌唱

比賽和學期末之華語話劇比賽，華語教師也需在課堂中指導學生準備比賽

之內容。雖然這兩種比賽常占用許多課堂時間，但在課堂中口頭訪問學生，

學生均普遍表示喜歡參與這兩項活動。研究者認為，華語教師應鼓勵學生

學習，引起學習者之學習動機也是教學中重要的一部分。學習華語是多方

面的，可多利用這兩項比賽之準備過程，適當地引起學習者之學習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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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限制 

研究者在教學過程中，許多方面仍有其限制。在此將本研究之研究限

制簡要敘述如下： 

一、 研究者方面的限制 

研究者身為教學者與研究者，教學中以教學為重。本研究中之教學內

容雖經研究者經由文獻探討及研究者先前之教學經驗二者經過詳盡設計

而成之試驗，但仍為實驗階段，故具有試驗之性質。由於研究者身兼教學

者與觀察者，在課堂教學活動之觀察方面，無法像第三者一樣在旁觀察每

一個細節及學習者之反應，必有未臻完美之處。由於研究者的教學資歷尚

淺，在研究假設及課程設計方面難免不全，在研究中也難免有研究者主觀

之看法與解釋，此為研究者方面之限制。 

二、 研究場域方面的限制 

本研究中探討之教學方法、教學成效、教學情境僅針對來台學習中文

之以英語為母語者之美國華裔學習者及華裔方言學習者。對於其他國家、

以其他語言為母語、不同文化背景之學習者，不適於將此研究之結果進行

比較並討論。本研究之進行時間單位為一學期(2012 年 7 月 4 日至 2012 年

8 月 10 日)，故研究內容之撰寫主要也以此期間為單位，並評估該學期之

教學內容、過程及成效，之後並無涉及後續追蹤研究。 

三、 研究時程方面的限制 

受限於華研所論文大綱提出之年限，研究者無法將在華研所入學前

(2010 年 7 月至 2010 年 8 月)之第一輪行動研究、碩一暑假(2011 年 7 月至

2011 年 8 月)之第二輪行動研究紀錄下來，僅紀錄提出大綱之後之語言中

心之學期(2012 年 7 月 4 日至 2012 年 8 月 10 日)之實驗行動研究，並加以

討論並檢驗教學過程與成效。此為研究時程方面之限制。 

四、 研究材料方面的限制 

研究者任教之語言中心對於教學有統一的教學進度，故研究者在研究

進行時必須按照語言中心之統一進度及教學時程授課。雖然研究者準備了

許多教學內容及教學講義，但由於授課時數之限制，故只能選擇精華之部

分教學，故難免無法面面俱到、顧慮周全。此外，語言中心在學期中舉辦

歌唱比賽，學期末並舉辦話劇比賽。華語教師均需在課堂上帶領學生練習、

 



123 
 

決定比賽內容等，故占用了許多課時。此也為一大教學內容方面之限制。 

五、 研究主題方面的限制 

研究者此次行動研究之目的為探討華裔學習者漢字教學上的策略與

方法。研究者採取行動研究為研究方法，首要之因為研究者在許多次的教

學中，發現了許多問題，並盼因著行動研究的分析、歸納、探究，而發展

出一套適合之教學策略，並解決所發現的問題。在華語教學的範疇中，在

針對華裔學習者之教學方面，確實仍存在著許多教學上的問題及可研究之

議題。但受限於研究者之時間、能力，因而無法在本研究中更深入且全面

地探討其他美國華裔學生教學上的問題，及教學上因應之策略。 

第三節 未來研究方向 

研究者在進行本次行動研究前，曾教過不同國籍、年齡、程度之華裔

班學生，故深深感到華裔班教學之挑戰性。本次行動研究雖能作為相關研

究的踏腳石，但在許多方面仍有不足。關於針對華裔學習者之漢字教學之

相關研究發展，以下幾點是研究者認為可供未來相關研究參考之建議： 

一、 針對不同背景華裔學習者採用之教學策略 

華裔學習者學習中文的人數日漸增長，學習者的背景也日漸多元化。

以 T 大進修推廣部華裔青年語文研習班來說，就有專門針對泰籍華裔學習

者、南美洲華裔學習者、美加華裔學習者所開設的專班。在各班級內，也

有許多方言背景之學習者，因此，華語教師在教學時，在許多方面，如：

教學法、教學策略、課程設計、教學活動，甚至學習者之文化背景、母語

等，都需有所因應，才能稱為專業之華語教師。目前華語教學界針對不同

國籍之華裔學習者之研究及方言背景之學習者之研究仍不足，因此是為未

來研究之議題與方向。 

二、 針對不同程度華裔學習者之漢字教學策略 

在現有之研究中，已有許多針對以英語母語者或以其他語言為母語者

之漢字教學研究，但針對華裔學習者之研究仍缺乏。而不同程度及不同國

籍的華裔學習者，所需要的漢字教學策略也不同，譬如初級程度之華裔學

習者，雖為初級，但在聽力方面已有些背景，故不能將針對一般二語學習

者之漢字教學策略應用於教學中。高級程度之華語學習者，雖具有優秀之

口語能力，但漢字詞彙仍需要擴充、筆順等仍可能有偏誤。而不同母語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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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裔學習者，需要之教學策略也不同。故發展針對不同程度、國籍及不同

需求的華裔學習者之漢字教學策略實為教學研究上之需求。 

三、 發展適合華裔學習者之漢字教學教材 

華裔學習者有其獨特的學習背景與學習需求。目前雖有一些針對

18~24 歲之大學華裔學習者出版之教材，如：《實用中文讀寫一》、《實用中

文讀寫二》、《A plus Chinese 1》、《A plus Chinese 2》及語言中心之自編教

材等，但教材本身在漢字教學方面均仍不夠豐富，教師往往在教學過程中

需要製作許多補充教材，以因應教學上之需求。未來在教材方面，可發展

並編寫能提升華裔學習者之漢字閱讀寫作能力之具針對性之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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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附錄一、期初學習者需求分析問卷 

漢字課程期初需求分析問卷 
Needs Analysis Questionnaire of Chinese Characters Reading and Writing Class 

 
學習者背景 Learner Background 
 
1. 姓名 Name： ___________ (中文 Chinese) _____________ (英文 English) 
2. 年齡 Age：__________________ 
3. 國籍 Nationality： _________________ 
4. 母語 Mother Tongue： _________________ 
5. 教育程度 Education：______________ 主修 Major：__________________ 
6. 使用中文的背景：Chinese background 

 我和家人大部分時間都說中文 I speak Chinese with my family all the time 
 我跟家人有一半的時間說中文 I speak Chinese with my family half the time 
 我很少跟家人說中文 I seldom speak Chinese with my family 
 我跟家人說或廣東話或其他中國方言 I speak Cantonese  

or other Chinese dialects with my family 
 我只聽中文，但跟家人不說中文 I listen to Chinese, but I don’t speak  

Chinese with my family 
 其他______________ Others 

7. 學中文的時間 Chinese learning background 
 從來沒學過中文 I have never learned Chinese before 
 家裡(父母/親戚教) _____年______個月 (每週______小時) 
At home (taught by parents/relatives) ____ year _____month(s)  
(___hour(s)/week) 
 在學校或中文學校 _____年______個月 (每週______小時)  
At school or in Chinese school  
 大學 _____年______個月 (每週______小時)  
University  
 大學以後 _____年______個月 (每週______小時)  
After University 
 其他 ______________ Others 

8. 在美國，我主要學 簡體字 繁體字 兩種都學過  
    In the US, I mainly learn Simplified Chinese Traditional Chinese Both  
9. 除了中文，你還學過其他語言嗎?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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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ther than Chinese, have you learned other languages before? yes no 
你還學過哪些語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What other languages have you learned before?  
 
漢字學習歷程 Chinese characters learning experience 
 
10.  你認為在來T大的中文課之前，自己對漢字掌握得多好？ How do you 

evaluate your Chinese characters reading and writing ability before coming 
to the Chinese class? 

非常不好     不好     普通   還不錯   非常不錯   
    very bad        bad        average   good      very good 
 
11. 你覺得你現在對於漢字的學習有哪些問題？(可複選) 
What difficulties do you think you’re encountering now? (one or more than one 
answers) 
認為漢字難寫 Chinese characters are difficulty to write for me. 
無法記憶漢字 It’s difficult for me to remember Chinese characters. 
少寫或多寫筆劃與/或部件 I sometimes write less or more strokes or Chinese 
character components than needed. 
將部件寫在不正確的位置 I sometimes write the Chinese character components 
in the incorrect places. 
不了解部件的大小的比例 I don’t understand the ratio of the Chinese character 
components 
我不知道正確的漢字筆劃 I don’t know the correct stroke order  
其他 Others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3. 請回想一下，以前你學中文的時候，老師除了解釋漢字的寫法 (筆劃、筆順) 

外，老師會不會介紹漢字的其他知識？老師介紹得如何？ (可複選) 
Reflect your previous Chinese learning experiences. Did your teacher 
introduce other details of Chinese characters, other than the strokes and total 
stroke numbers of Chinese characters?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his/her 
teaching? How are you satisfied with the teaching? 
沒有介紹                                               
  The teacher didn’t introduce anything other than strokes 
介紹該漢字的來源、故事                                 
  The teacher introduced the stories of the Chinese characters 
介紹該漢字部件                                         
  The teacher introduced the components of the Chinese charac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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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行字形相似漢字的對比                                 
  The teacher compared and analyzed some similar Chinese characters 
指出學生常有的偏誤，如：多、少寫筆劃、部件大小比例不正確 
  The teacher pointed out the common mistakes, such as additional or lack of  

strokes, incorrect ratio of the Chinese character components 
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Others 
 

14. 當碰到難記的漢字，你的教師是否告訴你如何記住那些漢字？如何？你對那

些內容的滿意度如何？(可複選) 
When you encountered some Chinese characters that are difficult to 
remember, did your teacher tell you how to remember the Chinese 
characters? How did she/he tell you?  
沒有，只是讓學生自己去找學習的方法                     
  No. My teacher only let the students find their learning methods. 
告訴學生字的來源或結構，如：漢字是從圖像演變出來的    
  My teacher taught the students the origin and the structure of the Chinese  

characters,such as: the Chinese characters are derived from pictures. 
為學生講解展示漢字的演變                               
  My teacher showed us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Chinese characters 
告訴學生其他的技巧，如：建議把字看成可關聯到字義的圖畫 

My teacher showed us other techniques, such as seeing Chinese characters as  
pictures that are associated with the meaning of the Chinese characters.                              

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Others 

15. 你覺得你自己本身用來克服難掌握漢字的最有效的技巧為何？ 
   What strategies do you use in learning Chinese characters that you think are  

difficult to read or write? 
抄寫抄得更多 Write it again and again 
單純應用課堂上老師指導的方法於其他字 I apply the methods my teachers 
taught me and apply them to other characters I learn, too. 
自己判斷那個字或者字的各部分長得像什麼，再找辦法將發音和意義給連

接起來 I judge by myself how the characters look like, and find a way by myself 
to link the pronunciation and meaning 
其他 other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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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期末問卷 

中文課期末問卷 
 

1. How are you satisfied with the textbook? 
very satisfied satisfied average not satisfied very unsatisfied 
 

2. Which part of the textbook do you think that helps you learn Chinese most? 
(single choice) 
vocabulary  syntax practice (making sentences) dialogue there’s 
pinyin/zhuyin next to the vocabulary there are activities on the textbook 
there are extra reading passages Other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Please tell us why you think that this part of the textbook is most practical or 

helpful in learning Chines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Which part do you think that is impractical or not useful in the textbook?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Why?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Did you know the name of the basic strokes in Chinese characters before coming 

to OCAC?   
yes no 
 

6. How do you think that the course unit of “basic and combined strokes of Chinese 
characters” helps you remember the Chinese characters? 
 Very helpful  helpful  only a little helpful  totally unhelpful 

 
7. Did you know the name of the stroke order in Chinese characters before coming 

to OCAC? 
yes no 

 
8. How do you think that “stroke order” helps you remember the Chinese 

characters? 
 Very helpful  helpful  only a little helpful  totally unhelpf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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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Did you know the “radicals” in Chinese characters before coming to OCAC? 
yes no 

 
10. How do you think that learning Chinese radical helps you remember the Chinese 

characters? 
 Very helpful  helpful only a little helpful totally unhelpful 

 
11. How do you think that the Chinese games in class helped you learn Chinese? 
 Very helpful  helpful only a little helpful totally unhelpful 

 
12. Which are of the following do you think that you have improved most in OCAC ? 

(you can choose more than one answer) 
 Vocabulary  To remember the way to write Chinese characters  
The ability and the speed about writing Chinese characters  listening 
speaking reading writing Others _____________ 
Because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3. Which activity or teaching method/content do you think that is interesting and 
helpful to you in learning Chinese? 
I think that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ecause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4. Which kind of activities or teaching content do you think that the teacher can 
do/add in clas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5. Other suggestion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Please answer the following question regarding your views on learning Mandarin 
Chinese: 
 

16. When learning Mandarin Chinese, one must understand the meaning and can 
read the characters. 
 strongly agree agree neutral disagree strongly disagree  
Why?Please explain: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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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When learning Mandarin Chinese, one must be able to pronounce every 
character. 
 strongly agree agree neutral disagree strongly disagree  
Why?Please explain: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8. When learning Mandarin Chinese, one must be able to write the characters. 
 strongly agree agree neutral disagree strongly disagree  
Why?Please explain: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9. When learning a new character，how many times must you write the character in 
order to remember it? Please explain your method of learning Mandarin Chinese 
characters in detail. 
Answer: I need to write it _______ times, and my method i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Thanks so much for your hel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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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教師問卷 

針對中級美國華裔學習者之漢字教學行動研究 教師問卷 
 
親愛的受訪者，您好！ 
 
此份問卷是為了了解目前台灣針對華裔學習者之漢字教學情況，此份調查僅供

研究用，請您安心填寫！感謝您的合作！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華語文教學研究所 研究生 葉佳恩 敬上 

 
Part I  
1. 性別： □男 □女  
2. 服務單位：______________ 
3. 年齡： □21~25 歲 □26~30 歲 □30~35 歲 □35~40 歲 □40 歲以上 
4. 教學年資：______年  
5. 教授華裔班年資：□ 6 個月~1 年以下 □ 1~2 年 □ 3~5 年 □ 6 年以上 
6. 教授華裔班時使用之教材：______________ 
7. 是否有國外教學經驗？ □有 □無 
若有，在哪個國家？任教多久？____________ 
 
Part II  
請就以下各個學習及教學層面，簡短描述您於教學過程中對美籍華裔學生之看

法： 
知識和能力 華裔學生之特點 
1.漢字閱讀能力 
 

 

2.漢字寫作能力 
 

 

3.學習態度  
 

 

4.學習動機  
 

 

5.整體評價  
 

 

6.教學難點  
 

 

辛苦了！謝謝您，十分感謝您的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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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第一次訪談逐字稿(S2) 

INT1_S2 逐字稿 
 
T: 覺得在 T 大都還好嗎? 是第一次來 T 大學中文嗎? 
S2: 嗯! 
T: 你為什麼學中文? 
S2: 因為我是中國人，呵呵(微笑)! 
T: 爸爸媽媽要你學的嗎? 
S2: 要，我自己也要。嗯! 
T: 喜歡學中文嗎? 
S2: 喜歡。 
T: 為什麼? 
S2: 因為如果我不喜歡我就不會學了，呵呵呵(微笑)! 
T: 以前上過中文學校嗎? 
S2: 有。 
T: 喜歡上中文學校嗎?  
S2: 喜歡。 
T: 幾歲開始上中文學校? 
S2: 五歲到十八歲，可是我十歲到十五歲就不想學中文，所以有去，可是沒有學 
  東西。 
T: 中文學校是禮拜天上嗎? 
S2: 禮拜六早上。 
T: 覺得中文學校好玩嗎? 
S2: 好玩，我的老師會教我怎麼做中國菜:包子、餃子、蔥油餅。 
T: 好厲害。 
T: 你住在美國的哪裡? 
S2: 加州的洛杉磯。 
T: 你覺得 OCAC 的中文課哪一個部分你覺得最有趣? 
S2: 聽，說，因為住的地方沒有那個多中國人。所以我寫跟讀沒有聽說那麼好。 
T: 你覺得筆劃等上課內容對你寫和讀中文有幫助嗎? 
S2: 有。 
T: 想要老師多上一些什麼東西? 
S2: 沒有，都很好。 
T: 你覺得寫字部分哪裡需要加強? 
S2: 記得，因為會學字但是會忘記。 
T: 在大學有沒有上中文課? 
S2: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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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覺得漢字遊戲 games 有趣嗎? 
S2: 有啊! 
T: 為什麼?  
S2: 因為要讓我們用很多字。 
T: 希望上課多玩一些遊戲嗎? 
S2: 嗯! 
T: 好，會多加一點遊戲。 
(訪談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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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第二次訪談逐字稿(S11) 

INTL2_S11 逐字稿  
 
T: 你覺得學中文可以用在哪一些方面，有哪些幫助? 
S11: 中文很重要，是世界上最重要的語言。中國和台灣是很重要的國家。 
T: 學中文對你的未來有幫助嗎? 
S11: 有。像在美國的時候，有些人不知道怎麼說英文，那我是中國來的，我可

以幫他們。 
S11: 你喜歡學中文嗎? 
T:  Yeah，我喜歡，我喜歡。                      
T: 你覺得你的中文好不好?          
S11: 還好。  
T: 你覺得你的中文哪一方面比較好，哪一方面比較不好? 
S11: 我覺得聽、說還不錯。 
T: 和爸爸媽媽說中文嗎? 
S11: 我跟媽媽說中文，跟爸爸說英文。 
T: 現在有上中文課嗎? 
S11: 現在沒有，以前有。 
T: 上中文課之外，你還會自己學中文嗎? 
S11: 我希望我有機會。 
T: 平常有哪些機會說中文? 
S11: 機會比較少。但如果等待到機會我會直接用。 
T: 你覺得中文難不難學? 
S11: 我不要說中文很難，只是要花比較多時間。 
T: 你不是中國人的朋友覺得中文怎麼樣的語言?  
S11: 他們覺得字很像，他們覺得說中文的時候字也很像。 
T: 他們覺得中文是很有用的語言嗎? 
S11: 一半一半。有些人會說很有用。 
T: 你一直都很喜歡學中文嗎？ 
S11: 我覺得很重要。 
T: 隨著時間的改變 有沒有越來越喜歡中文? 
S11: 我不要說我越來越不喜歡，我希望以後自己可以完全明白中文。 
T: 對自己學中文有什麼要求? 
S11: 我希望自己以後可以完全用中文，不需要用到英文。 
T: 說中文時感覺怎麼樣? 
S11: 當然有口音，可是我希望慢慢會淡起來。 
T: 喜歡漢字遊戲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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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11: 還好。 
T: 覺得來 T 大進步了嗎?漢字讀寫進步了嗎? 
S11: 有，都有。 
T: 吃的部分還好嗎? 
S11: 嗯，還好。 
T: 和六班相處得好嗎? 
S11: 很好。 
T: 文化課都好嗎? 
S11: 有時候還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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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學習者反思札記 (S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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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七、學習者反思札記 (S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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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八、學習者反思札記 (S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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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九、學習者反思札記 (S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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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課堂練習(S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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