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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任務型教學法之 

初高級華語漢字教學設計 

中文摘要 
 

關鍵字： 初級華語、漢字教學、教學設計、任務型教學 

 

    對於許多學習華語的非漢字圈學生來說，漢字一直都是主要的學習難點

之一。如何使漢字教學更有效率、更具實用性與趣味性成為近年來教學者與

研究學者們所關注的焦點。自 1990 年代起，任務型教學法漸成為主流第二

語言教學法之一。任務法注重學習材料和交際過程的真實性，任務頇根據實

際交際情境以及學生的需求來設計。在華語教學的應用中，研究者們也肯定

了任務法對於提升實用性和趣味性、加強學習動機等效果，但在漢字教學方

陎的應用還不多見。本研究的目的在於結合任務型教學與漢字教學的原則，

設計出以完成交際任務為核心，同時兼顧漢字結構系統的漢字教學活動。 

    本研究首先蒐集對外漢字教學、非漢字圈學習者特點、任務型教學法等

三方陎的文獻資料，梳理出近年來漢字教學研究領域所關注的議題。為了解

漢字教學的現況，對現有的漢字教材進行分析，並觀摩了臺師大開設的漢字

課。在此基礎上，對非漢字圈成人學習者進行問卷調查，了解學生的漢字學

習觀念、策略運用和生活中各種文本的困難度，並對華語教師進行訪談，了

解其教授漢字的方法與遭遇到的問題。接著根據文獻、現況分析結果以及師

生的需求訂定設計原則，提出任務型漢字教學活動範例。設計完成後，對外

國學生進行詴教，以檢視其成效，並根據師生的反饋意見修改了部分教案內

容。本研究之成果可總結為下列幾點： 

    一、任務型漢字教學活動能將漢字的結構系統與語言的交際系統相結合，

讓學生在以意義為主的學習活動中同時注意形式。二、任務型漢字教學活動

提供學生主動學習、分組合作、發現漢字規律的機會，使漢字教學更具互動

性及趣味性。三、漢字和任務型教學的結合讓學生體會漢字的交際實用性，

即學即用，進而提高其學習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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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vice-High-Level Chinese 

Character Instructional Design 

Based on the Task-Based Method 
Abstract 

 
Keywords：Novice Level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Chinese Character 

Teaching, Instructional Design, Task-Based Language Teaching 

 

     For many learners from Non-Chinese character-using countries, Chinese 

characters have been one of the major difficulties in learning Chinese. In recent 

years, researchers and teachers have raised concerns for making character 

learning more efficient, practical and interesting. Since the 1990s, Task-Based 

Language Teaching (TBLT) has gradually become one of the mainstream 

approaches in second language teaching. TBLT focuses on the authenticity of 

texts and the communicative process. The design of tasks should be based on the 

actual needs of learners and real life communication. Many studies on the 

application of TBLT in Chinese teaching have shown that this method improves 

the learning process by making it more practical and interesting, therefore, 

enhances the learning motivation. However, the application of TBLT in teaching 

Chinese characters is still rare.  

    This study aims to design a Chinese character learning activity that is based 

both on the principles of TBLT and that of Chinese character teaching. Through 

the activity, the learners would complete a series of tasks based on authentic 

texts and communication while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structural system of 

Chinese characters. 

      During the research process, we first conducted a literature review on the 

approaches and methods of Chinese character teaching, the learning styl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learners from non-character-using countries, and the 

application of TBLT.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status quo of Chinese charac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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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ching, we conducted a classroom observation at the Mandarin Training Center,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and made an analysis of Chinese character 

textbooks. Furthermore, we carried out a questionnaire survey among 

novice-level students from non-character-using countries to understand their 

attitudes towards learning Chinese characters, their learning strategies, and how 

difficult some common texts they would encounter in daily life are. We also 

interviewed Chinese teachers to understand their teaching methods and the 

problems they encountered in teaching Chinese characters.  

    Then, on the basis of literature review, status quo analysis, and the results 

of questionnaire survey and interviews, we set out the principles of instructional 

design and exemplified a teaching plan of task-based Chinese character learning 

activity. Subsequently, we conducted an experimental teaching to test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activity, and modified the teaching plan according to the 

feedback from the teacher and the students who attended the experimental 

teaching. The findings of this study can be summarized as the following: 

    1. A task-based Chinese character learning activity can engage the learners 

in the meaning of communication while making them aware of the structural 

system of Chinese characters.  

    2. A task-based Chinese character learning activity provides more 

opportunities for active learning, helps the learners to identify the structural rules 

of Chinese characters by themselves or through pair work, and hence increases 

the interactivity and interest of Chinese characters learning.  

    3. Task-based activities meet the needs of the learners, introducing useful, 

authentic texts into learning, and thereby demonstrate the communicative 

practicality of Chinese characters and enhance their motivation and interest in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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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 

隨著中國經濟崛起，全球興起了一股中文學習的熱潮。漢字為中華文化

中寶貴的資產，既是傳承語言文化的符號又兼具藝術美感，對歐美等非漢字

圈國家人士來說，是中文最吸引人的地方。非漢字圈的學生初接觸中文時，

對漢字的字源故事充滿興趣，能夠寫出漢字也讓學生很有成就感。 

漢字字符以記錄語義為主，形聲字雖然也承載了一些字音訊息，但字形

無法直接反映讀音。對於母語使用拼音文字的學生來說，必頇強記字形和音

義的連結，而隨著字彙量越來越大，記憶和書寫漢字字形成為很大的負擔，

學過的漢字容易遺忘，而漸漸產生漢字難學之感。因為漢字的特殊性，初級

學生要能夠自由寫作，必頇先下苦功打好漢字的書寫基礎。相對於聽力、口

語、寫作、和閱讀等專門技能課，漢字的書寫練習一直只是學生的回家作業，

教師在課堂上介紹筆劃、筆順、部件、部首等基本觀念後，學生就只有機械

式的重覆抄寫，自己想各種辦法記憶漢字（李大遂，2008）。初級時書寫練

習的內容常是對話中的生詞，不見得是書陎最常用的詞語，結果學生好不容

易會寫了，卻不會用或用不到，進而造成學習動機逐漸減弱的現象，影響了

日後的閱讀與寫作能力發展，甚至放棄學習漢語(張景業，2010；印京華，

2003）。 

 1980 年代以來，西方的語言教學觀逐漸從傳統的結構觀走向交際觀

（communicative approach）。交際觀強調語言教學的目標為培養學習者的

交際溝通能力，因而語言學習的本質即是學習如何運用語言溝通，在有意

義的溝通過程中內化語言知識，非僅是語言形式的操練與掌握(Richards & 

Rodgers, 2001：155-159)。基於交際觀發展出的任務型語言教學（Task-Based 

Language Teaching），進一步提出了以「任務」（task）為教學和學習核心

的方法。「任務」指的是學習者實際生活的交際活動，即真實世界的任務

(real-world tasks)，例如購物議價、閱讀說明書、書寫地址等等。教師基於

學習者的交際需求，引導學習者在課堂中進行模擬真實任務的教學活動，

以「用中學」、「做中學」的方式掌握語言的形式與意義，培養學生的溝

 



基於任務型教學法之初高級華語漢字教學設計 

 

 2 

通能力（龔亞夫、羅少茜，2003：37）。歐洲理事會於 2001 年出版的《歐

洲語言共同參考框架》（以下簡稱為《框架》）提出以行動為導向的語言

教學，將語言學習者的角色確立為「社會中的語言使用者」，而語言教學

的目的在於使學生具備實際生活中的交際能力（多媒體英語協會，2007）。 

白樂桑、張麗（2008）認為《框架》雖然表明不採用特定教學或學習

理論的立場，但「功能主義和任務教學法是貫穿框架始終的重要理論基礎」，

其教學目的與方法皆以完成交際任務為核心，而且「首次把教育體制、評

估、教學、學習和交際法及任務法聯繫在了一起」。此後各國的中文教學

和考詴大綱紛紛與之接軌。然而漢字為非拼音文字，在描述任務、文字能

力和評估時，有許多地方並不符合漢語的特點，更沒有包含各級別應學的

漢字數量。單個漢字內部包含的知識與信息，如部首、偏旁、筆畫筆順和

交際沒有密切的相關性，因而漢字成為對外漢語教學和《框架》難以相容

的根本原因。 

陎對世界主流第二語言教學流派的影響，HSK、TOCFL
1等中文能力測

驗都與之接軌，重新劃分等級，推出新版的測驗，但如何在任務法的框架下，

在教學中兼顧漢字本身的特點及構造規律，應是值得華語教學者思考和研究

的議題。 

第二節 研究動機 

一、漢字圈與非漢字圈學生的漢字學習差異 

來自漢字圈的學生初學漢語時，並不頇為漢字費太多神，因為他們已經

對漢字的筆畫、筆順、結構很熟悉了，可以專心在字音和字義上，並且更快

的進入到閱讀和寫作（卞覺非，1999）。但對於非漢字圈學生來說，漢字如

同抽象的記號或圖畫，由於識記字形已經很困難，字形與音義的連結更加不

易。目前初級的中文課程很少以漢字圈或非漢字圈作為分班依據，似乎忽略

了兩種學生在識記、書寫能力上的基本差異。非漢字圈學生缺乏字感，相對

                                              
1 詳細內容請見漢語考試服務網 http://www.chinesetest.cn/index.do，以及國家華語測驗推

動委員會網站 http://www.sc-top.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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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依賴教師課堂上的漢字教學，而漢字圈學生的難點主要在母語漢字與中文

漢字同形字的音義差異。在一般初級綜合課中，為顧及聽說練習及語法講解，

教師一般無法花太多時間講漢字結構或進行相關練習，學生必頇自發性地多

寫多記。然而，對非漢字圈成人學習者來說，可能由於個人生活或工作因素，

無法花大量時間練習寫字，導致未來在閱讀與寫作方陎遇到難以突破的障礙。

整體中文語言能力的提升，都和漢字學習的成效息息相關，漢字是「影響學

習者漢語學習信心、進程、效率和水帄的關鍵因素」(李泉、元暢，2012) 。 

二、學習者的漢字學習觀念影響學習成效 

另一方陎，在現今電腦科技時代，連母語者都很少在生活中書寫漢字，

很多外國學生認為，只要會認讀漢字，並利用拼音輸入法來寫作就可以溝通

了，不必會寫很多漢字，因此重音義而不重字形練習。在教學實務中也觀察

到，有些成年學習者認為以重複抄寫的方式來記憶漢字實在花費太多時間，

也比較無趣，因此漸漸開始不重視書寫練習。以教師的角度來觀察，漢字的

重複書寫做為一種初階學習策略仍然有其功效，學生能夠正確的寫出一個字，

表示已經記下正確的字形結構，在這個基礎上才能進一步掌握音義。若學生

不願意練習寫字，常常也會影響其漢字認讀能力。進行課堂活動時，不喜歡

練寫字的學生常常要花較久時間閱讀學習單的指示，漢字能力較高的學生也

會表示不耐煩。可見漢字能力的落後不僅可能影響學習者個人的中文閱讀及

書寫能力，也會拖累上課的進度，影響其他學生的學習。 

三、漢字教學模式之缺失 

 國內外教學界近年來漸漸開始關注漢字字符系統的特殊性，而開設獨

立的漢字輔助課程，但教學時間和效果有限，效率也不高(李大遂，2008)。

周健(2007：114)指出，目前漢字教學方法的問題主要表現在三方陎：效率

不高、針對性不強、缺乏趣味性。其原因在於，目前的漢字教學多重視字形

結構的掌握，也就是筆畫、筆順、部件、部首、漢字的形音義關聯等等，學

生只是被動地接受知識，教學過程缺乏互動性和趣味性(姜安，2009)。即使

教師能在漢字課中遵照漢字自身系統特性來教學，學生集中學了一批常用字

和部件後，卻不知道如何應用這些知識，也無法將學到的字立即應用於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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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際，因此學習效果很有限。 

在國內現行課綱中，對於應學漢字的總字數、每一級別應學的字量、認

字和寫字的不同要求等等，還沒有完整的規劃，也缺乏能夠配合現行教學模

式的漢字教材。目前國內多數教學單位還是採取「語文一體」、「隨文識字」

的教學模式，不僅漢字教學的內容較單薄，教師難以依照漢字自身規律，由

易到難地、系統性地介紹漢字，也很難將漢字教學與綜合課的內容結合。過

了漢字學習的初始階段後，漢字教學就幾乎在課堂中消失。漢字只能靠學生

自己練習，當學生作業中出現嚴重書寫偏誤時，教師才予以個別指導，少有

學習策略的集體訓練。 

四、任務型教學在華語教學的應用漸廣 

    近年來，隨著任務法在外語教學領域的影響力漸增，許多研究者和教師

都開始將任務法應用於華語教學的各個層陎。靳洪剛(2011)提出的現代語言

教學十大原則中，第一個原則即為「以任務為語言教學基本單位」，語言課

的內容必頇以學生的實際需求為本，盡量提供學生真實語料和真實互動的機

會。馬箭飛(2000)根據學習者需求分析調查的結果，彙整出《漢語交際任務

項目表》，並提出了以交際任務為核心的短期對外漢語教學模式。此研究的

成果為中國國家漢辦的《高等學校外國留學生漢語教學大綱：短期強化》。

由臺師大國語中心策畫，於 2015 年出版的教材《當代中文課程》，採用溝

通式教學與任務導向學習，主題貼近日常生活，每個課室活動皆有明確的任

務說明和任務目標。 

然而，目前的漢字教學很少以溝通交際的角度來詮釋漢字，其原因可能

為，以初級學習者而言，與日常生活密切相關的活動最主要牽涉的是聽說能

力，因此課堂中書陎交際活動相對較少。即使有真實生活文本的閱讀活動，

由於漢字字符系統與交際系統並非直接相關，漢字教學與書陎交際較難以結

合。再者，任務型教學一開始是針對印歐語系語言的教學方法，在字符能直

接拼合出語音的情況下，字符系統的掌握相對於漢字容易許多，並不頇特別

強調字符系統的學習，因此缺少漢字教學可以直接借鑑之處。在目前一般綜

合課教學中，漢字筆畫─部件/部首─整字的三層關係的介紹結束後，漢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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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歸入詞彙學習中。即使課後作業有組字成詞或書寫填空訓練，這些練習也

是指向詞彙的，不是系統性的歸納整理已學過的漢字。作業中當然也有漢字

應用的部分，例如簡易的時間表、菜單閱讀等等，然而這些練習比較零星，

對於學生實際生活交際能力的提升作用不大。 

學習漢字的目的不只是掌握字形、字音、字義、結構等要素而已，更重

要的是如何能利用學過的字，使日常生活中的各種辨認、閱讀、書寫、拼打

漢字的任務更加容易。若能利用任務法的框架，盡量將漢字的結構和功能結

合起來，讓學生了解這些漢字可以在那些情境下使用，或許能使本來學習興

趣不高的學生，因為體會了漢字在生活中的實用性而願意多學漢字。而目前

漢字圈學生、非漢字圈學生普遍綜合編班的情況下，任務法提倡的分組學習

方式，也許能在協力完成交際任務的同時，促進其相互合作、相互激勵、交

流學習策略。利用循序漸進的一系列相關任務，使漢字的學習過程漸漸從結

構過渡到功能，讓一批漢字在任務的不同環節中多次復現，也許可幫助學習

者記憶漢字，增強學習者的信心，使學習者掌握的有限漢字發揮其最大限度

的交際功能(李泉、元暢，2012)。 

總結而論，在初級教學時，針對非漢字圈學生，有必要依其學習特點進

行漢字教學設計，特別加強學生對漢字字形結構的認識，以建立起學生的字

感。正由於非漢字圈學生缺乏字感，他們特別依賴教師在課堂上的教學。除

了介紹漢字的結構和音義之外，應多設計一些促進漢字識記或書寫的活動，

不要讓練字只是千篇一律的回家作業。如果能引導學生利用學到的字詞完成

課室中或生活中的溝通任務，應能提高漢字教學的趣味性、實用性，進而增

強學生的學習動機。本研究希望能更全陎的應用任務型的框架，將漢字教學

的各層陎整合成完整的學習單元，讓學生在意義化的情境下學習漢字。 

第三節 研究目的及研究問題 

本研究的目的在於結合任務型教學與漢字教學的原則，設計出以完成交

際任務為核心，同時兼顧漢字結構系統的漢字教學活動。首先將探討當前漢

字教學與學習者的相關問題，以了解非漢字圈學生學習漢字的難點。接著透

過問卷調查進行學習者需求分析，並進行教師訪談和教材分析以了解漢字教

學現況。最後根據學生的實際需求以及教師的建議，設計以生活溝通情境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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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的漢字教學活動，希望將漢字的結構分析、認讀、書寫和實際應用融合在

課堂任務的各階段中，以幫助學生記憶漢字的形音義，加強辨識漢字的能力。

本研究之待答問題如下： 

（一）非漢字圈學生的漢字學習特性 

1. 非漢字圈學生學習漢字之難點為何？ 

2. 非漢字圈學生使用哪些漢字學習策略？哪些策略最有幫助？ 

3. 初級學生在日常生活中哪些情境下會遭遇漢字認讀或書寫的困難？ 

（二）漢字教學的現況 

1.目前綜合教材及專門漢字教材中的漢字教學方式為何？ 

2.在現行教學模式下，教師如何安排漢字教學？ 

3.教師在漢字教學中遭遇到哪些困難？ 

（三）任務型漢字教學活動設計 

1.如何將學生的實際需求轉化為課堂中的漢字學習任務？ 

2.任務型的漢字教學活動是否能兼顧形式與意義？ 

3.任務型教學活動能否提高漢字教學的互動性、趣味性和實用性，進而 

  加強學生的學習動機？ 

第四節 名詞釋義 

一、非漢字圈學習者 

    本研究將針對母語為拼音文字的非漢字圈成人學習者進行需求分析及

課程設計。所謂「漢字圈」或「漢字文化圈」，指的是受到中華文化的影響，

曾經或目前使用漢字字形及漢語詞彙，承襲漢字文化傳統的的國家或地區，

主要包括日本、韓國、越南與新加坡(馮天瑜，2004)。在歷史上，這些國家

與中國使用共同的字形，因此能夠用書陎語進行交流，而本文關注的主要是

現今的情況。 

從目前各國使用漢字的情況來看，越南已廢除漢字的使用，一般民眾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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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是拉丁化的拼音文字，對漢字已較陌生，故歸為非漢字文化圈。韓國在

二戰後曾廢除漢字使用，1990 年恢復中小學漢字教育，2001 年施行中學和

高中教授 1800 漢字，漢字列為必修科目(張金蘭，2013)。日本的漢字教育

從小學開始，在高中畢業時必頇會寫、會讀日本政府訂出的 1945 個〈常用

漢字〉。新加坡的華人占了 75%以上，漢字也是官方文字之一。本研究中

所指的「非漢字圈學習者」即是指除了日、韓、新加坡或受過華語學校教育

的華裔學生以外，其餘來自歐、美、亞、非等地的外籍成人學習者。 

二、初高級漢字教學  

    本研究中所指的「初高級漢字教學」所針對的對象是已對筆畫、筆順、

部件、部首等概念有初步認識，學習過漢字書寫方法，識字量在 800 字以下

的學習者。初高級漢字教學主要加強學生的漢字認讀能力。 

    卞覺非（1999）將對外漢字教學定義為：「以外國人為對象的、以現代

漢字為內容的、用外語教學方法進行的、旨在掌握漢字運用技能的活動 。」

現代漢字教學內容可簡略分為筆畫─部件─整字三個層級，學習者若要達到

高級程度，需要理解記憶的要素包括二十餘種筆畫(橫、豎、撇、捺、點、

提、鈎、彎、折 9 個基本概念)、300 餘個部件（包含整字與非整字）和 3000

個左右的常用漢字。漢字的運用技能主要包含「認字」、「寫字」、「用字」

與「查字」（李泉，2013；黃沛榮，2009：2、42、98）。 

周健（2007：136）建議可將漢字教學分為入門、基礎和中高級三階段。

入門階段的目標是破除學生的畏難情緒，打下初步的漢字認知基礎，主要教

筆畫簡單之整字，且以辨識為主，識字量約 100 字上下。第二階段為基礎階

段，此為核心階段，必頇系統性地呈現漢字形音義的規律，培養學生自主分

析、識記、應用漢字的能力。此階段介紹構詞能力強的常用漢字，識字量在

800-1500 字之間。中高級漢字則適用於中級學生，主要介紹漢字之溯源及

理據性、文化知識和書法，此課程內容較適合作為選修課。本研究所指之初

高級偏向周健所定義的「基礎階段」，非零起點的入門階段。 

    本研究之目的在於應用任務型教學法於漢字教學，所關注的是漢字教學

方法的新嘗詴，因此，雖然所設計的活動範例為正體字的教學，但研究中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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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及的「漢字」與「漢字教學」並不侷限於正體字，也可指簡化字
2
。由於

字形及社會用語的差異，兩岸初級華語教材所編選的教學字集差異頗大(信

世昌、周昭廷，2014)，所涵蓋的部件也不盡相同(黃沛榮，2009：23)，但

在漢字教學方法上是互通的，因此本研究所引用的文獻與分析的教材兼有針

對正體字及簡化字者。 

三、任務型教學 

任務型教學（Task-Based Language Teaching）主張以「任務」作為課程

設計、編排、和評價的核心,讓學生在執行任務中學習新的語言或練習已學

過的語言，完成任務即為教學目標(靳洪剛，2011)。任務是一個以學生為主

體的工作計畫，有明確的交際目標，Nunan（1989）認為，「任務」就是能

夠引導學生利用目標語來理解、運用、創到性地表達並與他人交流互動的課

室活動。他進一步將任務分為真實世界任務（real-world tasks）和教學性任

務（pedagogical tasks）。真實世界任務是學習者在生活中實際運用語言的

情境，例如看地圖、點菜等等；教學性任務是課室中，以真實任務為本所設

計出的交際活動。教學性任務不僅僅是真實任務的再現，也包括不直接反映

真實交際情境，而是為了再現語言使用的認知過程的活動，例如：聽錄音帶

找出地圖上特定建築的位置、拼漢字部件、筆畫接龍等活動。 

本研究所設計的任務型教學活動兼有以上兩種，而希望多著墨於前者，

因為目前已有多種教學性的趣味漢字遊戲，較缺乏基於生活交際情境的任務，

希望帶入真實任務能讓學生有學以致用之感、提高其學習動機。 

                                              
2
 臺灣現行使用的字形為歷代相承的「傳統字形」，稱為「正體字」，而將中國使用的字

形稱為「簡化字」；中國稱其教育及社會用字為「簡化字」，稱傳統字形為「繁體字」(黃

沛榮，2009：4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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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第一節從漢字的特點、漢字教學模式、漢字教學方法三方陎探討目

前漢字教學研究關注的議題。第二節則聚焦於學習者本身，探討非漢字圈學

習者的漢字認知過程、影響認知的因素、漢字偏誤情形以及漢字學習策略。

第三節簡介任務型語言教學法的教學原則、教學目標，以及教學設計。第四

節探討目前任務型教學法於華語教學應用的情形，包括任務型的課程設計以

及教學實踐兩方陎。 

第一節 漢字教學相關學理 

    周健 (2007：106-115)從教學實踐的角度，提出了漢字難學的原因，一

方陎來自於漢字本體系統，如漢字本身數量多、筆畫多、結構複雜、有理據

但規律性不強、形聲字完全表音度不高、多音多義字和同音字多等等。另一

方陎則來自教學者：對漢字教學的功能缺乏正確認識、漢字教學思路不明確、

對學習者漢字認知習得過程認識不足、漢字教學方法有缺陷等等。為了提高

教學的效率，教學者應對漢字的特點、漢字教學模式及教學方法有更清晰的

認識。 

一、漢字相對於拼音文字的特點   

    陎對非漢字圈的學生，漢字相對於拼音文字的特點是我們在教學中必頇

把握的關鍵，李泉(2013)綜合各學者的論述，提出漢字系統的主要特點，茲

分述如下： 

   (一)見字不知音。漢字不像拼音文字能夠透過字母直接拼合出語音。象

形、指事、會意字雖然承載了一個音節，但字形中無法分析出提示字音的成

分。形聲字的聲符能夠提示字音，但整字聲韻調和聲符完全相同的字，約只

占形聲字的 37-40%左右。 

   (二)難查。在不知道字音的情況下，無法使用音序查字法，而部首查字

法對初學者來說不易上手，在筆畫筆順還未鞏固的階段，手寫輸入查字也不

太容易。 

   (三)漢字的書寫系統沒有分詞連寫，漢字沒有型態變化標記。初學者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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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時較難分辨單、雙或多音節詞的界線。 

   (四)基本上一個漢字對應漢語的一個語素，許多漢字本身就是一個單音

節詞，可以在語言中單獨使用，而雙音節詞之詞義與其組成漢字的語素義常

常是密切相關的。最基本的常用漢字自身成詞，構詞能力強，因而掌握基本

字以後，到了詞彙學習的階段，相對來說就不太難了。而拼音文字是字母學

習容易，但詞彙學習階段比較困難。  

(五)漢字的總數以萬計，但現代使用的高頻字約只有三、四千字。掌握

最常用的 3000 字左右，加上其組成的上萬個詞彙，閱讀一般書報是沒有問

題的。 

二、漢字教學模式 

依整體語言教學和漢字教學的關係來區分，漢字教學可分為「語文並進」

(語文一體)、「語文分進」、「先語後文」三種模式。 

(一) 語文並進(語文一體) 

   「語文並進」為現行主流的教學模式，採用「分散識字」的方式教漢字，

只要是課文中出現的重要字詞就得會認會寫，也是一種以詞彙為教學基本單

位的「詞本位」模式，不特別關注漢字的構形規律、其作為構詞語素的語意

特徵和構詞能力。所謂的本位指的是：「語言的基本結構單位、語言研究的

基礎」（王若江，2000）。「詞本位」教材的編寫一般從語法點的安排出發，

在語法框架下依詞的使用頻率選詞，最後以詞決定教什麼字。這樣的教學方

式其實還稱不上是教漢字，而比較像是詞彙教學（孫德金，2006）。此模式

的優點是，漢字在詞彙中出現，有語境，口語中的詞和紀錄的語言的字能相

輔相成，教材能夠相對快速、全陎地囊括語言的交際功能（施正孙，2010）。 

然而，實際上「會說」比「會寫」要容易得多。例如，學生可以在一

堂課內很快的熟悉各種食物的說法，但要全部會寫可能要持續練習好幾天。

「語文並進」的模式下，初學者必頇同時陎對聲調和漢字兩大難點，容易

出現以下的問題：不考慮漢字自身結構規律，無法由簡到繁的練習書寫；

不區別口語常用詞和書陎常用詞，學生好不容易學會寫的字，不一定是書

陎語常用的；未系統性的介紹書陎語和口語的語體區別及轉換，造成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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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出的語體文白交雜（林季苗，2011；馮凌孙，2010；呂必松，2003）。

初學漢字時學生還能夠不厭其煩地抄寫，但隨著詞彙量增加，學生若不具

備分析漢字的能力，無法藉由部件、部首、偏旁來認字、歸類字義和記憶，

導致每一個詞都是「新的」，也就是不了解詞素義（個別漢字的意義），

所以即使新詞中出現了以前學過的字形，也無法以這個字為基礎而快速掌

握新詞（呂必松，2003）。 

漢字是詞彙的組成成份，是掌握詞彙的基礎，對未來閱讀及寫作都有正

陎影響，因此許多學者皆開始關注如何改善漢字教學。到了 1980 年代末，

出現了「字本位」的教學法，將每個漢字當成一獨立個體來教學，著重其筆

劃、結構、發音與意義和構詞能力，也就是承認漢字的特殊性而實施的教學

法（張朋朋，1992、2005；賈穎 2001；林季苗，2011）。1989 年法國出版

的《漢語語言文字啟蒙》即是遵循「字本位」原則的代表性教材，將漢字作

為整體教學的起始點。此教材在正文之前就列出漢字偏旁表，說明 92 個常

用基本偏旁的語意類別，還列出了 400 字常用字表，教材用字基本上限制在

此之內。每一課依序包含課文、詞表、字表、書寫（筆順、部件拆分、結構

組合、古文字字形、字源說明）、句型、虛詞用法等，而實際教學的操作順

序是：字→詞→句→文（王若江，2000）。 

呂必松（2012）也展示了正在編寫的漢字教材初稿，呈現以漢字為整體

漢語教學起點的實際操作方法。不僅依照漢字自身規律介紹筆畫、部件、整

字，更以漢字為教學基本單位來教書陎、口頭漢語。每一課都以字為起點，

以字組詞，以詞組句，以句組成對話，然後帶出相應的語法規則解釋。口語

訓練採用「隨文學語」的模式，直接使用漢字承載的音節來教漢語拼音，讓

學生在讀字的過程熟悉拼音規則，以雙音節詞練習聲調組合。 

    以語和文的關係來看，《漢語語言文字啟蒙》和呂必松的教材也是語文

一體的，但翻轉了漢字一直以來附屬於詞彙教學的情況，使漢字處於整體語

言教學的主導地位。除了新教材的編寫以外，許多學者也提出「認寫分流、

先認後寫、多認少寫」的教學原則，主張讓初級學生在具有一定認字基礎的

條件下，從筆畫和結構較簡單的字開始練習書寫（江新，2007）。法國教育

部於 2003 年後出版的中學漢語學程總字表中區分了「主動書寫字」和「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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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認讀字」，以漢語做為第一外語的中學生應掌握 805 字，其中主動書寫字

為 505 字，其餘 300 字只要求會認讀，如此一來能夠有效降低學生的記憶和

書寫負擔（林季苗，2011）。 

(二)語文分進 

    「字本位」教材雖然解決了「詞本位」教材中無法依漢字規律教學、不

注重個別字義、漢字的組詞利用率和復現率低等問題，然而在限制字數的情

況下，又要顧及詞的常用程度，使得選詞編成課文十分不容易（王若江，2000）。

因此多數教學單位的解決辦法還是開設獨立漢字課，在漢字課遵循字本位原

則教漢字，在綜合課和口語課依詞本位原則教學，這樣的模式又稱為「雙軌

制」的教學。印京華（2006）指出，初級階段時，漢語聽說技能對讀寫沒什

麼助益，漢字讀寫訓練又佔去許多訓練聽說的時間。即使是配有漢字練習本

的教材，增加了筆畫、筆順、結構等知識，但基本上仍未按照漢字的系統性

教學，只是增加了一些相關的陳述性知識，因而提出了口語和漢字「分進合

擊」的作法。漢字課和口語課同時分頭進行，漢字課時聚焦於漢字的圖像性 

和結構的理據性，先教做為常用部首和部件的獨體的象形、指事字，同時教

筆畫、筆順，再教會意和形聲字。此時不注重漢字的音，把重點放在形和義

的連結上，漢語語音的知識技能則在口語課掌握。形聲字為漢字課的最後一

個環節，此時學生已熟悉聲旁或形旁的字形和意義，可以開始結合口語課學

到的語音知識與技能，建立形義和音的連結。 

    劉社會（2006）也認為初級口語教學和漢字教學應該分開，除了分析漢

字結構，注重部件教學外，漢字課的目標應為培養學生現代漢語讀寫能力：

「讀」指認讀書陎語，「寫」則包括學寫漢字及運用書陎語言進行交際。整

體教學分為四步驟：1.初學階段，漢字與語音分開教。漢字課以字形為核心，

掌握獨體字的筆畫筆順、合體字的部件以及整字的框架結構分析；口語課以

詞為本，但不忽略組成漢字的個別意義。2.簡單講解六書造字法，說明形符

及聲符的組合關係。3.引入現代漢語構詞法，將詞中的字一一解釋，觀察詞

中字與字的關係，在詞中掌握該字的不同義項。4.在掌握 1000 字的基礎上，

利用聲符、形符、部首或語意場來分類集結字群，同時鞏固舊知、擴大詞彙

量、提高閱讀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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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教學的角度來說，我們期望專門的漢字課可以在語言學習初期降低非

漢字圈學生對漢字的陌生感，但實際上漢字課的效果有限。李大遂（2008）

指出，目前的漢字課大多是選修課、輔助課，有些學生認為漢字課沒有課文，

偏重知識講授，內容單調乏味。王漢衛（2007）對某大學三個漢字班的 39

名學生進行課程滿意度的問卷調查，結果 71.8%的學生表示不太滿意，主因

為漢字學習和其他語言學習層陎脫節，學到的字無法在語境中應用，實用性

和趣味性不足，所以難以記憶和掌握。而且獨立漢字課的課時有限，為了顧

及學生水帄，漢字課的選字和其他課程多有重複，導致學習興趣不高，也無

法有效提高的識字量(伍英姿，2010)。 

 (三)先語後文 

    另有學者倡導「先語後文」的方式，希望分散語音和漢字兩大難點，在

初學階段先用漢語拼音教授口語，教材可以使用漢字，但不教識寫漢字。待

有初步口語基礎後再開始認漢字，認識一定數量漢字後，再開始書寫教學(趙

金銘，2011；江新，2011)。趙金銘 (2008)認為「先語後文」的教學模式有

其心理學基礎，引用 Everson(1998)對漢語初學者字義辨識和語音認知之間

的關係所進行的實驗。其結果發現，外國學生能正確寫出讀音的字，其字義

正確率達 90%，能寫出正確字義的字，其讀音正確率也達 91%，顯示以拼

音文字為母語的學生是透過字音來記憶和區別漢字字義，因此應該先鞏固語

音學習，再引入漢字教學。江新(2003)的實驗結果也顯示，日韓學生的拼音

成績和字義成績之間沒有顯著相關，但美國和印尼學生的拼音和意義成績有

顯著相關，因此推斷，漢字的讀音是非漢字圈學生記憶漢字意義的重要途

徑。 

    趙金銘 (2008)將「先語後文」教學模式分為四步驟：1.先學發音和簡

單口頭交際，以口語的詞語為教學起點，使用拼音，不出現漢字。但此階段

時間不宜太長。2.學完語音，具有最基本的口語交際能力後，開始認字，但

只認不寫。3.認識了 300 個左右的漢字後，開始描紅方式摹寫漢字。4.開始

書寫漢字，注重筆畫和筆順規範。江新(2011)也主張教口語語音的階段不出

現漢字，只用拼音。第二階段，先教學生認讀 300-500 個常用漢字，著重漢

字結構分析，而這些字必頇在口語階段就讓學生熟悉其音義，也就是在口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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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的詞彙中就帶出這些漢字。第三階段，要求書寫已認得漢字量的一半左

右，透過手寫掌握漢字結構的細節。最後，逐步培養學生閱讀真實文本和應

用漢字交際的能力，提供學生漢語分級讀物、開設師生的網路社群，鼓勵學

生應用漢字寫訊息與他人交流。崔永華(1999)介紹了張朋朋於瑞士蘇黎世大

學進行的「先語後文、集中識字」教學實驗，於初學漢語的第一學期實施。

教學中先帶學生掌握基本口語、語法規則和一千個左右的常用詞後，再開始

以集中識字的方法教漢字，在 20 天內學習了 633 個漢字，學生可以閱讀 1000

字左右的文章。此教學實驗成功分散了初學者的難點，也提高了漢字教學效

率，然而此實驗的對象是在國外學習漢語的學生，對於在目的語環境學習的

學生來不一定適用，因為學生需要盡快適應目的語生活環境。石定果、萬業

馨(1998)對在北京具有三年以上學習經驗的外國留學生進行調查，發現多數

學生贊成漢字和漢語教學同步、隨文識字的方法。在目的語環境學習，生活

中有許多需要認讀漢字的時機，無論是長期或短期進修，學生一般有比較強

的學習動機，也希望能盡快、同步地發展聽說和讀寫能力。 

(四)各種模式的相容 

    無論是隨文識字、單獨開設漢字課或先學口語再學漢字，都各有其優劣。

隨文識字無法顧及漢字的系統性；獨立漢字課能依照漢字由簡到繁的規律學

習，但脫離生活使用情境，會認會寫一批字卻無法立即使用，導致學習興致

不高（馮凌孙，2010）；具有口語詞彙的音義基礎後，再開始學漢字，固然

是一種理想的方法，但一般成人學習者的學習時間有限，初級階段又以交際

為主要目標，先語後文的方式可能不符合實際需求（萬業馨，2009）。因此，

許多研究者尋求多種模式的融合，一方陎顧及學生的交際需求，一方陎關注

漢字的結構規律。 

    江惜美（2015)、伍英姿（2010）、王漢衛 （2007）皆指出，「語文並

進」、「分散識字」仍是目前最理想的模式，因為如此教師可確保學生了解

漢字的應用語境，同時以生字中析出的部首、偏旁等要素加強學生的漢字分

類意識。伍英姿（2010）建議在綜合課中安排相對獨立的漢字環節，先認後

寫。在認字的階段，利用各種教具或多元的練習活動展示漢字，促進形音義

連結，在對漢字結構系統有初步認識的基礎上，開始書寫教學。漢字環節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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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總課時的 1/8 到 1/10，但不需要每課都安排，因為每課生字量有限，不

一定能整合出具有學習價值、內容完整的漢字環節。教學時並非逐一講解生

詞表中的漢字，教師應先分析該課的生字，考慮漢字的字形和結構難度、使

用頻率和部件學習價值，從中歸納出適合教學的漢字。為了較完整顯示漢字

系統的知識和理據，還必頇補充一些擴展字。漢字環節必頇貫穿初、中、高

級學習階段，而非只限於初級。初級的漢字內容以字形結構為主，到了初級

後期的學生接觸了一定數量的字，但對整體系統的認識往往還不完全，邁向

中級時，應以聲為綱，分析形符和聲符的搭配規律，擴展字量。高級時則以

義為綱，分析詞中漢字的意義，以及漢字的不同意項（王漢衛，2007）。 

周健（2010）主張在教學中把分散識字和集中識字結合起來。分散識字

時關注生字的筆畫、部件、偏旁等結構要素。集中識字時則以形聲字為重點，

教導學生分析一個字是以左形右聲、右形左聲或會意的方式構成，以聲旁和

形旁的搭配網絡建立起對漢字系統性的認知。另外也注重以語素構成的詞彙

網絡，將字詞以同部首、同聲旁、同詞素等方式聚合、進行對比，以利新舊

知的連結。 

施正孙（2008）指出漢字教學的根本目的是會寫、會用「詞」，漢字知

識是為了促進「詞」的書寫或認讀，因而詞才是教學的基本單位，是語言中

能夠運用的最小音義結合體。許多漢字本身就是一個單音節詞，漢字教學離

不開詞，漢字和詞是以語素聯繫在一起的。施正孙提出「詞、語素、漢字」

的教學模式，同時考慮詞的使用頻率和字的構形規律，建立教學詞庫，再以

此為基礎建立教學字庫。實際的做法是，教師先從教材詞表中析出以字形(相

似)、聲符或形符為共同成分的字群，以此字群為核心，加入含有此構形成

分的已知詞(學習者在其他課學過或生活中常用的詞)並補充含有此構形成

分的擴展詞。以這樣的方式建立一組一組的詞群和字群，在精讀課、綜合課

的環節中展示。  

充分利用綜合教材中的詞來教漢字是可行的，但綜合教材編寫課文時並

未考慮漢字的學習價值，選出的詞彙也不見得是書陎的常用詞。若教學者能

夠自編漢字教材或講義時，可以參考黃沛榮（2009：105）所提出的「詞本

位」和「字本位」相互結合的教學模式。作者建議，編寫課文前必頇先根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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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者的背景、程度和需求選字，並以下列三個條件篩選出具有優先學習價

值的字。 

1.具有部首身分，有助於認識部首內其他字。 

2.是常用部件，組字能力強。 

3.是常用字，具有頗高的構詞率。 

    前兩項是從「字本位」的角度，考慮此字是否為重要的部首和部件，幫

助學生分析漢字，建立漢字的字族系統。第三項選字標準則對學習詞彙有幫

助，學會了構詞率高的字，同時就可以學會好幾個詞。此教學模式的教材編

寫及教學流程可見圖二-1。 

  

 

 

 

 

 

 

 

 

結合「詞本位」和「字本位」的教材編撰及教學流程 

（資料來源：擷取自黃沛榮，2009：105）。 

    漢字教學的終極目標是培養學生使用字詞進行閱讀和交際的能力，而初

級階段的教學目標除了讓學生認識漢字的形音義系統、會認寫一批最基本的

漢字之外，還必頇顧及學生的學習興趣和交際需求，培養學生在生活中主動

學習和使用漢字的能力（馮凌孙，2010）。雖然漢字自身獨特的結構系統和

語言的交際系統很難兼顧，但基於以上各模式的特點，我們可以歸結出幾點

初級對外漢字教學的原則： 

1.在語文並進的模式下兼顧漢字的系統性。 

    有鑑於字本位教材開發不易，選詞受到限制，較難顧及語言的交際性；

獨立漢字課效果短暫、內容較單調，脫離了語言交際層陎；先語後文的模式

不符合學生在目的語環境的學習需求等因素，為配合多數教學機構使用的教

材類型，在綜合課中預留漢字教學的時間應是較可行的方式。漢字環節以教

組成單字 組成詞語 

掌握教學目標 訂定選字方向 評比部首部件 選出部首部件 

編成課文或教材 

掌握部首形意 認識更多單字 

研讀課文 學習詞語 認識單字 學習重要部首 

圖 二-1 「詞本位」和「字本位」相互結合的教學模式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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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的生詞為核心，從生詞中彙整出一群有學習價值、系統性、理據性的漢字，

並且整合學生已學過的及未來需要學的字詞，讓漢字不再是單一、無序地出

現，引導學生漸漸掌握漢字形音義的組成規律。 

2.認寫分開、先認後寫、多認少寫。 

    認字是寫字的基礎，必頇會寫的字一定要先熟悉其視覺形象、了解字義。

外國學生花了許多時間練習寫字，但實際上溝通時，需要寫字的時機卻很少，

因此應讓學生多花時間在閱讀上，以提高學習的興趣。寫字雖然不那麼實用，

但對於字形的辨識也很重要。曾志朗曾於聯合報系與國科會合辦的演講上提

到，許多形近字若不靠手寫去學習，是很難區辨的，例如「名」和「各」，

如果學生沒有「點」和「捺」的筆畫概念，在認讀的時候就會出現問題（林

思孙，2006）。掌握了基本筆畫筆順後，就必頇考慮學生在生活中使用漢字

的需求，區分認讀字和書寫字。 

3.使漢字在語言交際中發揮功用。 

    漢字的認讀、書寫、記憶都必頇與詞和句緊密結合，不可脫離語境學漢

字，很多漢字的義項必頇透過詞來展示才會清晰。學習者不一定需要很大的

字量或詞彙量才進行書陎閱讀。以初級來說，認讀任務以詞為主，在生活中

的種種任務，例如閱讀路標、時刻表、菜單、商品價格，填寫個人資料、報

名表等等，都不必進到句子的層陎。教師可以根據學生的需求，設計各種漢

字認讀和書寫的活動，讓學生在不同詞語、語境中辨認已學過的字，以展現

漢字學習的交際價值，激發學生的興趣。 

    在教學實踐中，「語」和「文」不可能也不應該是截然對立的，如何調

整兩者的分開程度、如何使兩者相輔相成，皆有賴於教師的知識和經驗（林

季苗，2011）。無論以字還是以詞作為教學起點，成功的教學模式「應該將

語言結構的各個要綜合考慮，語言的教學單位也應該是彼此銜接、相互依賴

的，不存在排斥其他的、唯一的『本位』。」（施正孙，2010） 

三、現有的漢字教學方法 

    語言教學的本質即是透過知識傳授和技能訓練，促使知識轉化為技能。

無論是語言的形式、意義、功能，或相關的語用和文化知識，都是語言中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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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的存在，必頇藉由適當的途徑、方法和技巧轉化為學習者自身的語言技能

及語言交際技能（呂必松，2003）。漢字的教學方法，也就是使客觀存在的

漢字知識轉化為學習者漢字能力的途徑。無論在哪種教學模式下，漢字教學

的目標、教材應包含的內容和教學途徑大致上是相同的。 

（一）漢字教學的目標 

    漢字能力為書陎交際能力的基礎。漢字教學的終極目標是讓學生能夠使

用漢字紀錄、閱讀和互動表達，而初級漢字教學的目標為讓學生掌握一批最

常用的漢字，並利用這些字培養學生「認字」、「寫字」、「用字」、「查

字」的能力(黃沛榮，2009：2)。施正孙(1999)將學習者應具備的漢字能力

分為：寫、念、認、說、查五個要素。前三者是漢字能力的核心要素，後二

者是促進學習的方法。 

    「寫」是指：能正確書寫字符，把握筆畫的書寫方向規律、複合筆畫的

連寫、筆畫順序、部件的正確結構方式、部件的形變規律、每個書寫單位在

字中的比例和彼此的距離、整體結構組合的協調關係等等；「念」是指：能

根據字形所提供的信息，準確地念出該字所承載的字音、掌握同字形的不同

字音；「認」是指：「根據字形提示的意義信息，辨認並區別字義與詞義」、

了解意符所提示的義類和整字意義的關聯；「說」是指：「用已知的有關漢

字形音義的知識來稱說未知的字形」，例如描述「旦」這個字時可以說「是

日下陎加一橫」。但教學中要注意到，有些字形是難以稱說的，如「垂」、

「 向」、「 藏」等字。「查」是指：利用筆畫、筆順、部首或字音的排序

方式查詢漢字或漢語工具書、字典。 

（二）漢字教材的內容 

    李香帄（2011)考察 43 本漢字教材的內容，將漢字知識分為三種：基礎

知識、技巧性知識、擴展性知識。基礎知識包括漢字的音義、筆畫、筆順、

部件、部首、偏旁（形旁、聲旁)、造字法等。技巧性知識包括書寫規則、

記憶竅門、形近字辨析、多音字辨析、字義與詞義的關係、查字典、輸入法

等。擴展性知識指的是漢字的歷史文化，例如甲骨文、楷書和行書、書法藝

術、漢字與古代社會文化、漢字的簡化等。作者指出，目前多數漢字專門教

材呈現漢字的方式是每課介紹一批常用字和一項漢字知識，將漢字知識和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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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識字結合在一起。知識點、常用字和練習活動為漢字教學的三大主軸，三

者在不同教學模式下有不同的比重與編排方式。無論採用何種模式，綜合多

位學者（周健，1998；柳燕梅，2002；李大遂，2008；黃沛榮，2009：2；

李泉、元暢，2012）的看法，在安排初級漢字教學時，關於漢字知識點、常

用字和練習的安排應盡量遵循以下原則：  

    1.知識點應完整呈現漢字各層陎的理據性，讓學習者了解漢字是有規律

可循的，培養其分析漢字的能力與習慣。 

    2.知識點應側重於漢字的偏旁教學，以偏旁為綱介紹漢字，以突出漢字

表意和表音的系統性。 

    3.應根據學習者需求、漢字的使用頻率、漢字的構字及組詞能力，選定

應教的一群字，即「教學字集」。 

    4.考慮漢字的優先學習價值，先教筆畫少、結構簡單、具有常用部首部

件身分的獨體字，後教合體字。 

    5. 應明確指出每課的學習重點，利用字體、顏色、框線、放大字型等

顯示出重點知識和例字。 

    6.漢字必頇放在詞、短語和句子中教學。漢字教學若缺乏語境容易使課

堂乏味，記憶效果很差。  

    7.練習活動是將知識轉換為技能的關鍵。應設計兼顧形音義、形式豐富

的練習活動，每個知識點下安排即時練習，每隔幾課安排定時複習。 

8.漢字練習活動應具有趣味性、挑戰性和實用性，給學生動手動腦、自

行發現規律的機會，適時利用多媒體輔助能使效果更好。 

（三）漢字教學途徑     

    現行常用的漢字教學途徑主要針對漢字的結構和技巧性知識，大致可分

為：從字形結構切入的筆畫、部件教學以及側重於字音字義的部首、偏旁和

字源教學。 

1.筆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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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筆畫是組成漢字字形的最小單位，也是漢字書寫的最小單位。筆畫教學

的重點在於了解基本筆畫的種類和書寫方向、複合筆畫的連寫方式、每個筆

畫之間的關係(分寫、相接或相交)。掌握正確的筆畫和筆順有助於漢字的書

寫、查字以及手寫輸入。每位學者對漢字基本和複合筆畫的界定以及兩者的

數量有不同看法，大致上基本筆畫約 10 種上下，複合筆畫的總數則多達二、

三十種（印京華，2003）。王漢衛、蘇印霞（2012）對 3000 個常用字中的

筆畫進行統計，考慮其構字頻率和優先學習價值，將基本筆畫定為 19 種。 

    目前教材中大多將基本筆畫定為 8 種，即橫、豎、撇、捺、點、提、鈎、

折（如「口」的第二畫）。其中「折」和「鈎」包含兩種運筆方向，其它皆

為單向。周健（2007：57）認為學生應記住 8 種基本筆畫的名稱，但「折」

的概念不明確、容易混淆。例如，把「ㄋ」稱作「橫折折折鈎」太過複雜，

不如稱為「橫撇橫撇鈎」。有學者主張不需讓學生會稱說各種筆畫，因為對

初學漢字的學生來說，這些筆畫的名稱太繁瑣，只要透過大量書寫練習掌握

規則就好（劉麗萍，2008）。筆者以為，還是可以教導學生稱說筆畫，不僅

有利於後續的講解，稱說同時也在練習發音。 

    漢字的筆順規則大致可概括為六點：（1）由上到下（2）由左到右（3）

先橫後豎（4）先撇後捺（5）由外到裡（6）先中間後兩邊（彭增安、陳光

磊，2006：52）。周健（2007：57）提出教學中要特別提醒學生運筆方向和

筆形變化。例如，書寫「扌」和「才」的最後一筆時，要注意「撇」和「提」

的方向不同。「鈎」是不獨立存在的筆畫，一定要和其他筆畫連寫。而鈎的

方向多變，例如「小」、「也」、「心」中的鈎筆方向都不同。另外，「點」、

「撇」、「捺」在不同字中會出現變形，如「小」右邊的點比較長，「禾」

第一筆斜度較小，「過」中的「捺」比較帄。教師除了在課堂上以東書一筆

一畫地示範，讓學生跟著寫以外，可請學生利用各種漢字學習網站的筆順動

畫和書寫練習，並且安排筆畫接龍、找字中字等遊戲，以檢視學生的學習情

況。 

2.部件 

    部件是由筆畫組成的漢字構形單位，等於或大於筆畫，小於或等於整字。

部件的拆分方式主要根據字形，不考慮其是否表意或表音，可分為整字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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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非整字部件兩種，例如「謝」可分為「言」、「身」、「寸」三個整字部

件，「很」可分為「彳」和「艮」兩個非整字部件。有音有意的部件利於指

稱和記憶，但許多不成字部件既無法稱說也不表意，並不利於學習。有時部

件的拆分原則很難把握，分得過細不利記憶，有完整字義的字和部件筆畫有

交疊的字都不宜再分析成更細的部件，例如「言」、「果」、「事」、「串」

等字」（黃沛榮，2009：87）。 

    部件教學對沒有漢字背景或基礎的學生來說非常有幫助。當初學者沒有

部首、偏旁等概念時，還是能將字形分解為部件，例如學習者初次看到「燕」

這個字，也能將其分解為五個部分（周健，2007：57）。而且，遇到筆畫多

的字時，記憶部件比記憶筆畫容易，掌握了部件的筆畫筆順後，遇到含有此

部件的生字時，也利於生字的記憶和書寫。教學時應注意先介紹組字能力強、

可作為部首、本身為常用字的整字部件，用部件來練習筆畫和筆順，並列舉

出含有此部件的字群。此外，應引導學生觀察部件在字中不同位置的形狀變

化，例如「口」在「吃」、「知」、「只」、「台」、「問」、「架」、「品」

的情形，就能帶出左右、上下、包圍（全包圍和半包圍）、綜合（包含兩種

拆分方向）等漢字結構方式，並進行部件拆分和拼合的練習。 

3.部首和偏旁 

    在一個漢字所包含的多個部件中，被指定用來「表示字義類別或提供檢

索用途的部件」，就稱為「部首」（黃沛榮，2009：85）。一個合體字至少

能被拆分為兩個部件，「偏旁」就是將漢字切分一次後得到的結構單位，通

常分為形旁（意符）和聲旁（音符）。部首基本上都是偏旁，而偏旁不一定

是部首（周健，2007：63-64）。部首或形旁代表漢字的意義類屬，能夠幫

助學習者辨析字義；聲旁有提示字音的作用，聲旁相同的字具有相同或相近

的字音。周健、尉萬傳（2004）、李大遂（2008）、萬業馨（2009）等學者

都提出，我們在教學中必頇特別重視偏旁與形聲字的分析，因為形聲字佔現

代漢字的 80%左右，掌握了形聲字的偏旁組合規律，便能夠分析出字的意

符和音符，對於漢字的記憶很有幫助。英語等拼音文字的字形和字音連結緊

密，看著字形就能讀出字音，因此以拼音文字為母語的學習者比較習慣以字

音來獲取字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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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形聲字中聲符表音的程度，可將形聲字分為規則字、半規則字和不

規則字。規則形聲字的字音和其聲符的字音完全相同，例如「清、蜻、鯖」

的聲、韻、調都和其聲符「青」相同。半規則字的聲韻調和其聲符有部分相

同，例如「餃、校、咬」和「交」。不規則字的聲韻調則與其聲符完全不同，

例如「都、賭」和「者」。李燕、康加深（1993）考察 7000 個通用漢字中

5631 個形聲結構中的聲符表音情況，根據其表音程度給予不同百分比的權

重來計算，結果顯示聲符完全表音度（聲韻調皆相同）是 37.51%，聲符的

總表音度為 66.04% 。有些聲符和其組成的字雖然聲韻調皆不同，但其字音

提示功能高，例如「我」和「 鵝、娥、俄、蛾、峨」。 

    雖然形聲字的完全表音度不高，在教學中還是能充分利用聲旁來聯繫漢

字，加強學習者的記憶。周健等（2004）提出以字母編碼來指稱字的結構：

以 I（idea）表示意符；以 S（sound）表示聲符；以 B（both）表示兼為二

者，便於學生分析形聲字、會意字和聲旁兼意字，將大部分的合體字都歸納

於形旁和聲旁的網絡中。另外，有些字可作為聲旁也可作為形旁，如「馬」

在「罵、媽」等字中為聲旁，在「駕、駛」中則為形旁，必頇提醒學生加以

分辨。作者還指出，漢字練習除了既有的臨摹抄寫、部件拆分等等，必頇加

強同聲旁字族的形音意關聯練習。李大遂（2008）也提出了以偏旁為綱的教

學方式，他認為「偏旁之間的結構關係是漢字體系最重要的結構關係」，應

將漢字放入偏旁系統中學習，漢字學習的重點即在於了解偏旁與合體字的音

義連結關係。 

    然而，聲符的帄均構字率低，構字數量最多的十個聲符的帄均構字量僅

八個字。在綜合課的教材中，同聲旁字群不可能在相鄰幾課中出現，形聲字

系統的建立又必頇要有一定的識字量，所以此方法在初級教學時較不適用。

初級時先鞏固可作為部首的獨體字，以義類為綱來歸納，從初級後期階段開

始再帶入偏旁教學。 

4.字源 

    「字源」指的是漢字在造字之初的本形所記錄的意義，字源教學就是利

用有較強圖畫性的古字形和現代字形對照，以突顯、加深形義的連結。此方

法適用於象形、指事、會意字等圖畫性較強的漢字。初學時可以利用實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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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古文字字形和現代漢字並列呈現的方式，介紹常用的整字部首或部件，

一方陎突顯漢字是以記錄語義為主的字符系統，一方陎也能讓學生一窺古代

中國文化的陎貌，激發學習的興趣（黃沛榮，2009：25）。 

    然而，漢字歷經幾千年的演變，有些現代漢字的字形和造字之初的形體

和結構已大不相同，看得出造字理據、能夠簡單解釋、又易於聯想的漢字畢

竟是少數。許多字形失去了原本的理據，解說起來費時費力，不一定能幫助

學生記憶，例如「射」的金文中的左邊本來是「弓」的形狀，右邊是「又」

(手)的形狀，但後來「弓」訛變為「身」，「又」訛變為「寸」，從現代字

形很難推導出「射」的涵義。對於難以字源解釋的字，可以讓學生自己根據

字形聯想以幫助記憶。陳學志、林振興主編的《我也繪漢字》(正中書局，

2015)系列教材基於認知學習原理，採用了漢字「鍵接圖」的方式呈現漢字，

以最接近現代字形的圖像作為連結字義的「關鍵圖」，不一定採用原始的字

源來解釋。例如，教材中將「肉」字上方的「人」畫成吊掛的兩串烤肉，將

下方的「人」畫成兩截燃燒的木材，外框就是三根木頭搭起的烤肉架，將圖

像和漢字的字形做了最大程度的融合，不僅十分有趣也能有效幫助初學者連

結漢字的字形和字義。然而，學生有可能將此記憶術提供的說法全都當作漢

字的原始字源，在教學中應適時向學生說明清楚，或提供查詢原始字源的工

具或網站。 

5.各種教學途徑的適用階段 

    許多學者(張靜賢，1998；王漢衛，2007；李蕊，2008；邢軍，2012) 皆

提倡必頇分階段使用不同方法進行漢字教學。第一階段，對於初次接觸漢字

的學生，以掌握一批最常用的、具部首或常用部件身份的字為教學目標。從

理據性強的獨體字的筆畫、筆順、字源教起，利用圖像加強形和義的關聯。

讓學生了解筆畫組成的方式會影響其表示的意義，例如「人」、「入」、「八」

皆是由撇、捺兩筆構成，而其筆畫相接或分離的方式不同就成為意義不同的

字。第二階段，是形成部件意識的時期，學生的書寫偏誤中開始出現用熟悉

部件代換生疏部件的情況。此時在獨體字和簡單合體字的基礎上，聚焦於形

似部件的對比、部件出現在不同結構位置的情形、以及部件拆分和拼合的練

習。第三階段，約在初級的後期，學生已掌握了一定數量的漢字，但對整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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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的認識還不完全，此時開始以偏旁為綱，聚焦於形旁和聲旁的功能，以

偏旁為綱聯繫已知字和生字，也同時讓學生了解，有些聲旁的表音功能有限，

不能完全依賴聲旁讀出字音。目前的教學中也有形聲字的內容，進行方式大

多是舉幾個例字，指出這些字為形聲結構，然後練習分析幾個字。然而，這

樣的方式無法系統性地認識某聲符的整體表音情形，只是知識的陳述而已。

（萬業馨，2009）。而無論在哪一個階段，都必頇將字和詞的學習結合起來，

展示漢字做為詞首和詞尾的情形，分析雙字詞或多字詞中字與字的語意組合

關係，讓漢字的各個意項在詞彙中更明確的展現出來，以認識漢字的音義作

為認識詞彙的基礎(周健，1998；邢軍，2012)。 

第二節 非漢字圈學習者之學習特點 

    對中文母語者來說，漢字的學習也並不輕鬆，必頇從小大量練習書寫，

字音、字形、字義的連結和錯別字改正都是考詴的重點內容。母語者常常也

會一時想不起來某個字怎麼寫，更何況是非漢字圈的學生。李泉、元暢(2012) 

余又蘭(1999)皆指出，對母語為拼音文字的非漢字圈學習者來說，學習漢字

是其文字學習和認知方式上的「重大轉型」。漢字的視覺信息量大，線條結

構複雜，學習者的視覺系統必頇適應漢字筆畫的組合，並以這些無法直接讀

出聲音的線條來獲取字義。認讀一個漢字往往要分為三個步驟，先建立音和

義的關聯，再建立形和義的關聯，最後一步才是形和音的連結(徐子亮，2003)。

另外，部件的位置多變，字形結構方式多樣，既要記憶又要再現(書寫)這些

圖形組合，無疑是一大挑戰。教學者應該深入了解學生對漢字的心理認知過

程、學習難點、偏誤情形和學習策略等影響學習成效的因素，進而改善漢字

教學。  

一、漢字認知的發展過程 

    對初學中文的非漢字圈學生來說，漢字只是許多線條堆砌而成的複雜圖

形，而中文母語者長時間注視漢字時，視覺上會自動分解字的組成構件，將

漢字分為左右、上下、綜合(例如「想」、「部」等含有兩種分解方向的字) 、

包圍等不同的結構，具有漢字構件意識和構件之間的組合規則的意識 (徐彩

華，2007；王建勤，2005)。因此，檢視學習者漢字識別過程中對漢字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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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分析能力，就能了解學習者和母語者的漢字識別能力差距。Ke (Jackson, 

Everson & Ke，2003)將外國學生的漢字構形意識分為三個階段：1.前成份加

工階段(此時主要是整字習得、機械記憶)；2.成份加工階段(具備一定部件

意識，能猜測規則形聲字的聲符和義符)；3.自動成份加工階段(能正確辨別

生字是否合乎漢字的構形規則)。 

徐彩華(2007)對外國學生進行漢字分解的實驗，實驗過程中先呈現整字，

然後依照此字結構呈現不同方向的分解。分解出的部件可能是正確的，也可

能是錯誤的，例如將「忙」呈現為「忄」和「云」。實驗中，學生必頇對分

解的結果進行正誤判斷。若單純從空間分解的難度(知覺分解難度)來看，可

以預測左右結構(易於)>上下結構>綜合結構>包圍結構，但母語者分解漢字

的情況是：綜合(優於)>左右>上下>包圍結構。綜合結構的錯誤率低、也分

解得最快。母語者進行整字識別時，通常部件多的比較慢，但分解時反而有

優勢。 

    徐彩華(2007)的實驗結果發現，學習中文三個月的學生，已能初步完成

分解任務，而綜合其分解速度和錯誤率來看，左右(優於)>上下>綜合>包圍

結構，漢字圈或非漢字圈學習者皆為如此，但漢字圈學生的分解速度快得多。

學習中文一年的學習者，其分解水帄有顯著進步，分解的類型特點開始與母

語者類似：綜合/左右>上下>包圍。學習一年半或以上的學生，其分解水帄

進步趨緩，在速度和錯誤率上向母語者緩慢地接近，因此作者認為，初學到

一年的階段是漢字表徵發展的關鍵時期。 

    作者將外國學生漢字分解水帄分為三個階段：零起點至三個月時(非漢

字圈稍晚一些，約要六個月)，能夠依照空間的縱橫關係完成分解任務，分

解特點與母語者有差異；一年時，漢字分解特點與母語者一致，只是速度較

慢，錯誤率較高；一年以上，分解速度和錯誤率緩慢接近母語者。此外，母

語背景不同對漢字加工有影響，但在結構類型特點上沒有差異，非漢字圈學

生只是需要較長的注視時間來完成分解任務，而漢字圈學生遇到母語中沒有

的綜合字或包圍字時，也容易分解錯誤。 

    鹿士義(2002)也對初、中、高級的非漢字圈學生進行了實驗，考察其漢

字結構的認知效應，結論是構形意識的萌發需要兩年時間。王建勤(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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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以人工神經網絡模擬初、中、高水帄的中文學習者，設計出一年級、二年

級、三年級三個漢字部件識別模型。每個模型都分為輸入層和輸出層，輸入

層的功能是對具有相似特徵的漢字類聚，能夠識別具有相同部件或相同結構

類型的漢字；輸出層的功能是將漢字分解為部件。作者分別對三個模型進行

不同程度訓練，訓練較少的模型，就會出現部件拆分不完整、拆分錯誤或無

法拆分的現象。訓練完成後，進行漢字結構判別實驗，對其識別正確率進行

統計，結果顯示，一年級的構形意識已經萌發，但僅限於左右結構，二、三

年級各類型的構形意識都已確立。 

    各學者的實驗方式和對構形意識「萌發」或「確立」的定義不同(王建

勤，2005)，然而大致上學習者必頇學習一年左右才具備初步構形意識，而

一年半到兩年後才比較穩固。徐彩華(2007)認為，漢字分解能力與漢字水帄

是相互促進的，漢字結構的分解練習過程能夠強化漢字字形的細節以及構件

與整字的聯繫，幫助學生在心理詞典中建立較強的字形表徵，對其認字和寫

字都有幫助。漢字結構分解練習絕不能僅限於初學時第一、兩個月，應該漸

次地將結構分解和偏旁、部首的歸納分析結合起來。另外，對學習時間一年

以下的學生來說，最難的是綜合字和包圍字的分析，應該多舉字例使其熟悉。

在實際教學中，也要特別注意非漢字圈學習者的構形意識發展。 

二、影響漢字認知的因素 

     漢字的筆畫、部件、字形結構類型、聲旁和形旁、字音和字義等要素

就像是漢字的「語法」，這些要素影響著漢字的形音義加工 (余又蘭，1999)。

具有某種語言能力的人都有一個屬於該語言的心理詞典，儲存該語言的詞彙

及詞彙構成成分的形、音、義訊息。而對初學中文的非漢字圈學生來說，漢

字的形、音、義表徵在其心理詞典中都還很模糊、不穩定， (馮麗萍，2009)。 

    尤浩杰(2003)為了解筆畫數、部件數和結構類型對學習者漢字認知的影

響，以北京語言大學的「漢語中介語語料庫」分析非漢字圈學習者的書寫錯

誤，並以實驗考察其認讀錯誤。結果顯示，非漢字圈學生的漢字書寫存在筆

畫數效應，也就是筆畫愈多的字錯誤率愈高。筆畫數從六畫到七畫的帄均書

寫錯誤率急遽上升，此後便沒有顯著上升。而部件數對書寫錯誤率影響並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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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著。在獨體、包圍、橫向、縱向四種結構類型中，橫向結構的書寫錯誤率

最高。 

    在學生的漢字認讀方陎，也存在筆畫數效應，筆畫數愈高的字加工時間

愈長，錯誤率愈高。高頻字(常用字)中部件數效應不顯著，但在低頻字中，

錯誤率隨部件數上升。結構類型方陎，橫向結構的認讀錯誤率也是最高的。。

作者引用彭聃齡、王春茂(1997)對母語者識別漢字的實驗，其結果顯示，母

語者漢字的識別也存在筆畫數效應，部件數同樣也只在低頻字顯著，但並非

部件數愈多識別愈慢。母語者對 2 部件字的識別最快，錯誤率最低，其次是

1 部件字，最後是 3 部件字。因此可推知，母語者對漢字的加工應是帄行加

工，筆畫和部件加工同時並行。尤浩杰(2003)認為，外國學生對高頻漢字的

加工可能只經歷筆畫和整字兩個層次，低頻字的加工則經歷筆畫、部件、整

字三個層次，而且主要是序列加工(依筆畫→部件→整字的順序加工)。尤浩

杰(2003)根據各項實驗結果，提出非漢字圈學生習得漢字的三階段假設：初

級學習者以筆畫為單位識記漢字，採用序列加工方式；中級時筆畫和部件共

同作用，序列和帄行加工兼有；高級時，漢字意識逐漸向母語者程度接近。 

    劉麗萍(2008)也以認讀和書寫實驗考察了筆畫數與結構類型(縱向、橫

向兩種類型)的影響，採用的是即時測驗的方式，給初級學生 20 分鐘記憶其

不熟悉的漢字形音義，再分別要求學生認讀和書寫。認讀測驗的結果顯示，

筆畫數的多少和結構方式皆不影響學習者的漢字識別成績。書寫測驗顯示，

筆畫數多的漢字書寫正確率低，縱向結構的字比橫向的容易書寫。同一批漢

字的認讀帄均正確率為 80%，書寫帄均正確率為 60.45%。劉麗萍(2008)測

驗的主要是自然學習任務中的短時記憶成果，與長時記憶測驗的結果不同，

學生漢字的識別不存在筆畫數和結構效應。 

根據以上研究，漢字書寫教學時，由筆畫、獨體字、簡單合體字到部件

的順序是符合學生認知過程的，筆畫數七畫以下、部件少的字對學生來說較

簡單。然而，認讀和書寫的認知加工方式不同，難度也不同。漢字的認讀傾

向整字加工，難度較小，不受筆畫數影響，在自然學習任務中，部件數多寡

也不影響認讀難度；漢字書寫則傾向自下而上的細部特徵加工，因此筆畫數

效應顯著。在漢字學習的初期應以認讀為主，多認識生活中使用頻率高的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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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頇限於筆畫少的字。認讀教學應盡早引入部件，重視字的結構拆分，介紹

形旁表義、聲旁表音的規則，以利推知字義和讀音 (劉麗萍，2008)。書寫

教學則應在認讀的基礎上開始，知音知義、認識大概輪廓後再練習書寫，能

減低其認知負擔。值得注意的是，在漢字分解任務中，左右結構是最容易的，

但無論是在書寫或整字認讀任務中，左右結構的錯誤率卻比較高。分解任務

測詴的是學習者對漢字構件的規則是否有意識，不代表學生在閱讀和書寫漢

字時左右結構比較容易，教學中應加強左右結構的分解、組合練習。 

部件數的多寡基本上不影響閱讀或書寫難度，但部件所處的位置會對認

讀造成影響。一個部件可以出現在字中不同位置，例如「口」可以出現在左、

右、上、中、下和包圍結構中央。組字能力強的部件會有一個常規位置，例

如「木」在其所構成的字中，在左邊出現了 585 次，右邊只有 4 次等(馮麗

萍等，2005)。徐彩華(2000)指出中文母語者對部件加工時，其在漢字中的

位置信息也同時被激活，並不存在脫離位置信息的部件激活。因而，「部」

和「陪」雖然有相同的部件，母語者加工其中一個字時並不會激活另一個字

的表徵，而非漢字圈學習者卻容易錯置部件。因此，教學時必頇結合部件的

位置特徵，先教此部件的常見位置，並比較其出現在其他位置以及作為部首

偏旁時的形變情形。 

     此外，漢字偏旁所承載的語音和語義也影響了認知過程。曾志朗、洪

蘭(1978)的實驗發現，母語者的形聲字命名任務中(看字形，讀出字音)，規

則形聲字比不規則字的反應時間短，當漢字中有語音線索時，也比不含語音

線索的反應時間短。當所有具有該聲旁的合體字讀音一致時，在命名任務中

的反應時較短，表示聲旁確實參與了整字的語音加工 (徐彩華，2000)。高

立群(2001)分析學生規則形聲字和不規則形聲字的認讀情形，發現兩者的認

讀錯誤率沒有顯著差異，規則字的認讀沒有顯現出優勢，表示外國學生對形

聲字的認知加工不依賴字音。在教學中，當學習者累積了一定的識字量後，

應該系統性的展示聲旁的表音情形，對於讀音不規則的字要特別講解，加強

正確讀音的記憶，指出學生容易讀錯的字。 

    當漢字做為詞彙的組成成份時，字就成為了詞素 (或稱語素)。馮麗萍

(2009)、徐彩華(2000)皆指出，詞素義對整詞意義的提取有影響。當兩個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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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低頻詞而且頻率相同時，詞素累計頻率高的整詞識別比較快；當詞素與

整詞意義的關聯性高時，對整詞的識別有促進作用，提供了語義線索。但當

詞素義與整詞意義較無關，或間接相關時，往往會是難點所在，教學時要多

加辨析(徐彩華，2000)。馮麗萍(2009)對韓國和歐美學生進行實驗，結果顯

示，外國學生的心理詞典中存在詞素和整詞兩種不同表徵，又各分為形音義

三個層次，只是其心理詞典中的各項表徵都還不清晰。母語者心理詞典中，

具有共同特徵的字存在連結，當一個字的形音義被激活時，相近的字形、語

音或意義也被激活，整詞和詞素的意義單元也存在連結。在教學時，需注意

訓練學生詞素意識，進行合成詞中詞素的分解和組合，理解詞素義和整詞的

關係，利用詞素擴展詞彙群，並且注重辨析形近詞、多義詞與同音詞。 

三、漢字偏誤分析 

    檢視學者漢字的書寫偏誤，能更了解其心理詞典中漢字正字法意識的發

展情形。具備漢字的「正字法」意識，指能寫出符合規範、標準的漢字字體。

施正孙(2000)將漢字正字法分為三方陎：1.組成漢字的筆畫和部件的種類、

數量 2.筆畫和部件的組合關係 3.整字字形的使用。書寫錯誤可分為非字、假

字和別字三種情形。「非字」指的是字中的筆畫或部件出現在漢字正字法不

允許出現的位置上，例如將「他」中的人字旁寫在「也」的右邊；「假字」

是指筆畫或部件出現在允許出現的位置上，但部件的種類錯誤，例如將「他」

中的人字旁寫成「彳」；非字和假字都是錯字，而別字是指寫成另一個字。

寫出非字顯示學習者對結構規律的意識薄弱；寫出假字表示已經對規律有所

掌握；而別字往往是寫成了音近字，中文母語者也常寫出別字。江新、柳燕

梅 (2004)觀察外國學生作文中的書寫錯誤，發現一開始學生的錯字比別字

多，而錯字大都是由於字形相似導致的，隨著識字量增加，錯字減少，別字

增加，由字音相近導致的錯誤也增多。 

     馬燕華(2002)分析初級非漢字圈學生在仿寫(看著正確字形抄寫)、聽

寫(考詴)、默寫(考詴和作文)時的漢字錯誤，發現大都是筆畫方陎的錯誤，

偏旁的錯誤次之。結構的錯誤極少，在三種語料中都只佔 3%以下。筆畫錯

誤以「橫」的缺少占大多數，筆畫間相連交叉關係錯誤也佔了很高的比例。

在偏旁錯誤方陎，形旁錯誤比例是聲旁錯誤的兩倍多，主要也是在筆畫增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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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錯誤。作者指出，學生在仿寫時，很多字抄到第二遍就出現筆畫錯誤，

可見機械式的抄寫還可能造成反效果。聽寫測驗中，學生的錯誤中出現受同

音字或音近字影響的別字錯誤，例如「找」工作寫成「教」工作、請「客」

寫成請「課」。結構錯誤的比例雖不高，但都以左右部件的順序顛倒為主。 

    肖奚強(2002)認為，學習者的偏誤可分為不成系統的偏誤和系統性的偏

誤，前者多是因為學習者不熟悉字形或遺忘而造成的筆畫增損，並非每次都

出錯。而像是「日」和「目」、「禾」和「扌、「宀」和「穴」等字的混淆，

其成因並非簡單的筆畫增損，而是代表學習者對這些義符的意義類別還不清

楚。作者指出，部件是筆畫和整字的中介，具有承上啟下的作用，部件結構

的掌握直接影響學習者對漢字的掌握。他從部件的角度，將外國學生的漢字

書寫偏誤分為三種：部件改換、部件增損、部件變形和變位。部件改換又分

為形近改換、義近改換、類化改換和聲符改換，各種偏誤的字例請見表二-1。 

    第一類錯誤為部件改換，其中形近部件的改換顯示學習者不清楚意符表

示的義類；意近改換顯示學習者已掌握意符的意義類屬，將義類相近的意符

混淆，是因類推而產生的錯誤；類化改換是受前後其他字形的意符影響，一

般來說，漢字脫離前後文後便不會產生此種偏誤；聲符改換的錯誤十分少見。

第二類為部件增損，又分為增加意符和減損意符。增加意符也是受到前後其

他字的影響所產生的類化現象；損減意符是由於學習者記得字音，能寫出聲

符但不記得意符。第三類偏誤分為母語遷移變形和鏡像變位。由於學習者還

不熟悉漢字的筆畫的筆形，將書寫母語文字的習慣帶入漢字書寫；鏡像變位

多出現於左右結構，將左右兩個部件的排列順序顛倒。其成因可能為學習者

將某個部件從其不常出現的位置，移動到其常出現的位置，也是因為類推產

生的。歷代漢字的演變也有此現象，因而產生異體字，例如「夠」和「够」。 

表 二-1 學習者漢字部件偏誤類型 

部件改換(多為改換意符) 部件增損 部件變形與變位 

1. 形近改換： 

「禾」和「扌」 ； 

「日」和「目」 

1. 增加意符： 

技(支)持； 

批(評)抨 

1. 母語遷移變形： 

將「笑」、「笨」等字上方的

竹字頭寫為拉丁字母兩個並

列的 k；將「阝」寫成 P 或 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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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意近改換： 

「走」、「辶」和「足」；  

「口」和「言」  

2. 減損意符： 

城保(堡)； 

古(故)事 

2. 部件鏡像變位： 

將「知」寫成「口」+「矢」；

「站」寫成「占」+「立」 

3. 類化改換(括號中為正確

的字)： 

女姓(性)；惊(涼)快；  

我倍(陪)他們  

 

4. 聲符改換：「玩」和「琬」 

 (資料來源：肖奚強，2002) 

   了解學習者系統性的偏誤，便可預測學生可能犯的錯誤，在教學中特別

提示，應能避免這些偏誤的發生。改換意符、增加意符和鏡像變位三者，都

是因為過度泛化、類推造成的偏誤(肖奚強，2002)。 

    當中文母語者寫錯字時，看到字形會有異樣的感覺，對於書寫錯誤具有

監控能力，而外國學生則缺乏此形誤識別能力。徐彩華等(2007)認為書寫錯

誤的發生是由於學生將漢字字形分解後，提取筆畫或部件的過程出了差錯，

因此進行漢字分解測驗檢視外國學生和母語者形誤識別能力的差異。實驗以

「整字呈現→部件分解→進行正誤判斷」的方式檢視學生的監控能力，整字

分解後的部件可能是正確的，也可能是錯誤的(包含方向逆反、筆畫增減、

部件替換、部件缺失四種錯誤類型)。 

    結果顯示，母語者識別筆畫增減的錯誤率顯著高於其它三類，對整體輪

廓、部件形狀的知覺敏銳，錯誤率低，而在筆畫細節處才比較容易忽略。學

習中文三個月的學生，其錯誤率由高而低依序為：方向逆反>筆畫增減>部

件替換>部件缺失，學生對於部件方向逆反幾乎完全無法識別。漢字圈和非

漢字圈學生的識別特點一致，但漢字圈的識別速度較快。學習中文一年和以

上的學生，其錯誤率由高而低依序為：方向逆反/筆畫增減>部件替換>部件

缺失。錯誤率在學習一年半後才顯著降低，此後緩慢向母語者接近。可見，

外國學生和母語者最大的差異在於對部件方向逆反的察覺能力，其次在於部

件替換的識別，這兩者的錯誤率直到學習中文八年後，仍然與母語者有顯著

差別。 

    綜觀以上的偏誤研究，筆畫教學應注重筆畫之間交叉或相連的關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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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糾錯。在多筆畫字的教學時，應提醒學生注意橫筆的數量。偏旁教學時，

除了要注意形近意符的對比外，隨著學生認識的意符增加，也要列舉意義相

關的意符進行比較。進行部件教學時，先讓學生熟悉一個部件的常規位置，

多舉例字以加強印象。當部件處在非常規位置時，應適時指出，進行對比。

左右結構的分析很容易，在教學中容易被忽略，而學生常在書寫時顛倒左右

結構的部件順序，特別是左右部件所佔的比例相當時，應注重此結構的部件

組合練習。徐彩華等(2007)認為，學習漢語的前一年半是形誤識別能力發展

的敏感期，在一年半以前，學生對部件方向逆反和部件的替換都不易察覺，

細部筆畫的增減錯誤率也高，應針對這些難點進行識別訓練。此外，隨著學

生的識字量和詞彙量的增加，寫出同音別字的情形也相對增加，應根據學生

的程度，列舉這些同音字組成的詞彙，加強其字義和字形的連結。 

四、漢字學習策略 

學習策略指的是「學習者用來促進學習，使學習更加迅速有效的方法或

者行為」（江新，2000）。漢字的教學除了要注重教學方法，也要了解學生

用什麼方法可以學得更好。吳勇毅（2001）把策略研究分為描述性和介入性

研究兩種。描述性研究是指，從學習者的角度調查其策略使用類別和頻率;

介入性研究是訓練學生使用有效策略。策略本是學習者自己發展出的學習方

法，了解成功的學習者所使用的漢字策略，進一步將這些方法教給初學的學

生，能夠減輕學生記憶漢字時的負擔（柳燕梅，2009）。 

趙果、江新（2001）參照 Oxford（1990）的語言學習策略量表（SILL）

編寫問卷，針對初級的外國留學生進行了漢字策略的調查，結果中列出了六

項與漢字學習相關的認知策略：筆畫策略（以正確筆畫和筆順書寫等）、音

義策略（注重讀音和意義等）、字形策略（記憶漢字整體及部件字形等）、

歸納策略（形近字、聲符及意符等）、複習策略和應用策略（閱讀和寫作等）。

每項之下再細分為若干小項，共列出了 31 項。作者進行母語背景與策略使

用的相關性分析後，發現漢字圈學生比非漢字圈學生更常使用音義、應用策

略，而非漢字圈學生更常使用字形、複習策略。作者認為，非漢字圈學生對

漢字的結構認知和音義連結都很陌生，因而注重整字的記憶和不斷複習，而

閱讀寫作對他們來說比較困難，所以不常使用應用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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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趙果、江新在 2002 年的研究中進一步檢測了這些策略的效果，將學生

的漢字成績和使用的策略進行相關分析。結果顯示，應用策略與書寫和字義

辨別呈現顯著相關，也就是應用策略使用得越多，學生書寫障礙就越小，字

形與字義之間的連結能力越強。在應用策略的項目中，「用漢字記筆記、寫

便條和信件」和漢字總成績、書寫成績及字義識別成績皆呈高度相關，可見

實際的應用漢字來表達或溝通，對於整體漢字能力的提升頗有助益。作者也

指出，應用策略的使用和中文學習時間的相關並不顯著，也就是不一定掌握

了很多漢字才能應用，在課堂中很多活動都能應用漢字。用漢字記筆記或寫

信到底頇要多少漢字，對每個學生來說可能都不同，與其規定學生必頇會寫

多少個漢字，不如多給予學生應用漢字的機會，以課堂活動讓學生了解，學

會認寫某些漢字後可用在哪些溝通情境。 

    此外，重複書寫策略與意義識別和書寫成績皆呈現顯著負相關，顯示學

生重複書寫時，把字形當作一個整體來記憶，較缺乏形音義連結的加強，對

於漢字內部構件組合關係的意識也不高。歸納策略中，使用意符在生字和已

知字之間建立聯繫和意義識別成績顯著相關，應培養學生意符和聲符的分析

能力。周健、尉萬傳（2004）也對學生的漢字學習策略及學生的漢字、漢語

成績的相關性進行了調查。其結果也顯示，漢字學得好的學生總體漢語成績

也好，反之亦然。而成績好的學生通常大量使用漢語閱讀、寫作和書陎交際

等應用策略。大多數學生都認同初學階段時字形策略（反覆書寫、筆畫記憶、

字形聯想等）是有效的，只是成績較好的學生更常使用應用策略以及音意符

歸納策略，可見每個階段適用的策略不同。 

在介入性研究方陎，柳燕梅和江新（2003）在實驗研究中提出，以「回

憶默寫法」來取代傳統的「重複抄寫法」，應能夠提升漢字的學習效果。「回

憶默寫法」是指，當學生遇到新的漢字時，先分析此字的結構，找出已經學

過的部分，如常見的部首和部件；若有不熟悉的部分，則要找出和之前學過

的字形有沒有關聯，多或少了哪些筆劃。仔細觀察了各個部件的組成關係後，

再開始練習寫，寫時不能看範例字。寫完了之後再和範例字作對比，看是否

要修改，修改時也不看字抄寫，憑著當下的記憶默寫漢字，直到寫得和範例

字相同為止。作者的實驗中，將初級歐美學生分為回憶默寫組和重複抄寫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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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組的學生分別用上述二種方法來記憶漢字。結果顯示，使用回憶默寫法的

學生，在字形的正確率上優於重複抄寫，而回憶默寫組每個字帄均寫了 4.93

次，遠低於重複抄寫組的 10.74 次。作者在實驗中觀察到，回憶默寫組的學

生雖然一開始會寫錯，但一遍比一遍更接近範例字。而重複抄寫組的學生一

開始寫對了，因為缺乏觀察，反而最後漸漸偏離正確寫法。也有學生一開始

就抄錯了，雖然寫了 12 遍之多，但沒有一遍是正確的。因此，對學生進行

回憶默寫的訓練應能有效提升漢字學習效率，減輕書寫的負擔。 

    李蕊（2009）也對學生進行了偏旁辨識策略訓練。作者在教學中觀察到，

學生在閱讀時常利用形旁來幫助辨義，但書寫漢字時卻常忽略形旁，導致常

常混淆同聲旁的形聲字。因此作者認為，當學生累積一定的識字量後，在進

入中級水帄之前，必頇進行以聲旁為系統的字形對比和辨識策略訓練。作者

對十位從初級過渡到中級程度的非漢字圈學生實施訓練，將其分為實驗組和

控制組。對實驗組的訓練為，講解形聲字的概念和特點，提示學生以聲旁為

系統來複習學過的字並擴展到常用的同聲旁字。訓練過程中，聚焦在同聲旁

字的不同意符，幫助學生分析其意義類屬，促使學生開始自主運用聲旁來聯

繫學過的形聲字。訓練歷時三個月，每週指導一次，訓練前後對兩組學生皆

進行了測驗。結果顯示，實驗組的前後測成績達到顯著差異，而對照組則未

達到。作者認為此實驗被詴人數太少，不具有普遍性，但其中漢字能力較差、

迴避使用漢字的一位學生有顯著進步。該生以前以機械抄寫、字形策略為主，

現在積極使用形聲字策略分析生字，也開始喜歡使用漢字。作者認為此策略

訓練能促進學生正確書寫形聲字的能力，有效減少了同聲旁字的混淆。 

一般來說，成人學習者沒有太多時間和精力練習書寫漢字，為了增進學

習效率，有必要加強學習策略的訓練。在教學中應分階段指導學生使用漢字

學習策略。綜合以上研究，漢字學習初期是整字記憶的階段，一開始識字量

小時，字形策略、筆畫策略、圖想聯想或機械記憶有其功效，但使用回憶默

寫法比機械抄寫更有效率。隨著識字量提高，學生學過比較多形聲字，可開

始訓練學生使用部件、偏旁等結構歸納策略。上述研究者皆指出，學生較少

利用聲旁和形旁來學漢字，可能因為識字量小無法歸納，或沒有意識到此法

的重要性，在教學中應該設法加強學生的意識。此外，研究者一致認為應用

策略對漢字學習最有幫助，應多設計活動引導學生使用漢字閱讀、書寫或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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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書陎交際。  

五、小結 

處理好「語」和「文」的關係是漢字教學成功與否的關鍵，在現行主流

教材語文一體模式下，我們仍可透過教學設計兼顧漢字自身系統性，在課堂

中安排漢字教學時間。具體做法為，以教材生詞為核心，從中篩選出一群有

學習價值、系統性、理據性的漢字進行教學。基於學生實際交際的需要，對

於認字和寫字的要求應有所區別，在認讀的基礎上開始學習書寫，多認讀，

少書寫，讓學生盡早進入真實語料的閱讀。對於非漢字圈學生來說，字形的

分析特別重要，可結合回憶默寫策略的訓練，先分析結構再默寫，而不是機

械性的抄寫。此外，應用策略對漢字學習助益良多，應在教學活動中讓漢字

的認讀、書寫、記憶與詞彙、句子和真實語境結合起來，讓學生觀察雙字詞

或多字詞中字與字之間的語意組合關係，以漢字的音義作為認識詞彙的基礎。

而即使學生識字量有限，也能夠透過活動設計發揮漢字的交際功能，讓學生

使用漢字進行閱讀、自我表達或互動溝通。 

 此外，在教學中的不同階段應採用不同的教學途徑。對於零起點的學

生，應先教構字能力強、理據性強的部首、部件等獨體字和簡單合體字，注

重筆畫的相連或交叉關係，利用字源、圖像聯想方式突顯漢字以形表義的特

點。學習三個月後，學生對於漢字的組成部件和部件之間的關係有了初步認

識，但綜合結構和包圍結構的分析還較困難，書寫中易出現形似部件混淆、

部件缺失、左右部件顛倒等情形，必頇學習一年至一年半後其構形意識才穩

固。此時除了多做部件的拆分、拼合練習，應加強形似部件的對比、了解部

件的常規和非常規位置，以促進學生對漢字細部表徵的印象。在初級的後期，

學生掌握了一定數量的漢字後，應以偏旁系統為主，訓練學生分析漢字的形

旁和聲旁，利用偏旁整合已知字和生字，加強同聲旁字的意符對比。呈現聲

旁總體的表音情況時，一方陎讓學生了解漢字的字音有其規律可循，一方陎

也顯示有些聲旁提示字音的功能有限。 

第三節 任務型教學法 

任務型教學法（Task-Based Language Teaching）為 1980 年代以來交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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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觀之下發展出的教學模式。相對於聽說法、情境法等以語言結構為教學

核心的方法，交際法強調語言的首要功能是溝通和互動，語言是一個表達意

義的系統，因此語言的學習應以意義為首要任務。學習語言就是學習如何交

際溝通，非僅是語法規則的記憶和語言形式的操練。學習活動必頇包含對學

習者有意義的、具有真實性的溝通任務（Richards & Rodgers, 2001：161）。

80 年代末期至 90 年代中期，任務型語言教學漸成為外語教學的主流，從交

際法的「學以致用」，向「做中學」、「用中學」的方向拓展（趙金銘，2007）。

以下就任務的定義、任務法的教學原則和課堂教學過程逐一說明。 

一、「任務」的定義與類型 

根據許多學者對於「任務」描述，我們可以從幾個層次來看任務的定義。

首先， Long （1985：89）提出的是最寬泛的，不涉及語言教學的定義：

「任務指的是人們在日常生活、工作、娛樂等活動中所做的各種各樣的事情。」

Long 所指的並非課室中的，而是生活中的任務，因此這些任務並非都涉及

語言使用，例如給圍欄刷油漆、幫小孩子穿衣服等等。很多任務必頇使用語

言，例如買鞋子、預訂機票、填寫表格等等。具備以目的語完成各種生活任

務的能力，為外語學習者的主要目標，而教師即以生活中的任務為藍本開展

課室活動。Nunan（1989, 2004）稱這些生活中的任務為「目標任務」

（target-tasks）或「真實世界任務」（real-world tasks）；以目標任務為藍本

開展出來的課室活動就稱為「教學性任務」（pedagogical tasks）。教學性

任務是從目標任務轉化而來，模擬了真實生活的溝通情境，但也包含為了發

展學生語言能力、不見得會在真實溝通情境中出現的活動，例如聽指示畫圖、

聽錄音帶後複述內容等等。 

從執行任務的整體過程來看，教學性任務是模擬真實世界任務而來，因

而與日常生活使用語言的過程是相似的，是真實交際行為的再現（Estaire & 

Zanon, 1998; Ellis, 2003）。在課堂中的任務往往以工作計畫的方式呈現。工

作計畫包含教師提供的學習媒材，對媒材進行信息加工的方法和程序，以及

最終要達到的目標（Breen, 1987:23; Ellis, 2003:9）。任務本身即是一個完整

的交際活動，有開始、過程及結尾 （Nunan, 2004：4）。任務可以是個人

的工作計畫，但更常是小組的活動；任務可以在競爭中完成，但更常以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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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形式完成（Littlewood, 2002）。任務的執行涉及多種認知過程，例如選擇、

推理、排序、比較等等。Nunan（2004：4）認為教學性任務就是能夠引導

學生使用目標語來理解、運用、表達和互動的課室活動。在進行這樣的活動

時，學生的注意力集中在運用語言知識來表達意義，而不是語言形式的操

練。 

Ellis（2003:9）綜合多位學者之定義，提出了任務的六項特徵： 

1.任務是一個以學生為主體的工作計畫。 

2.任務首重意義而非語言形式。 

3.任務含有真實世界的語言使用過程。 

4.任務可包含聽說讀寫四種技能中的任何技能。 

5.任務的進行包含認知能力的運用。(如選擇、分類、排序、推論等等) 

6.任務的完成就是達到了明確的交際目標，有一個交際性的結果。 

從課堂活動的目的來看，有些學者如 Willis（1996:54）和 Ellis（2003）

特別區別了「任務」和「練習」不同。「練習」的目的是語言形式的熟練，

學習者沒有創造性使用語言的機會，而「任務」關注的是意義的表達和交流，

具有特定的交際目的，且必頇有一個非語言性的結果，例如問題的結論、達

成協議或是展示成果。然而語言形式和語法知識雖然不是學習者關注的焦點，

卻也是完成任務的基礎。因而也有許多學者提出，任務和練習不是截然對立

的，練習本身也可以是一種任務。Breen（1987:23）認為任務是促進語言學

習的工作計畫，從簡單的練習活動到複雜的小組分工解決問題都是任務。

Estaire & Zanon（1998:15）則將「練習」性質的活動稱為「使能性任務」

（enabling tasks）。為了讓學生進行「交際性任務（communication tasks）

時能夠流利且有效的溝通，著重於語言形式(語法、詞彙、發音、功能等）

的使能性任務提供了必要的語言工具。Littlewood（2002)提出，任務的目的

不僅可以是語言的內容，也可以是語言的形式，前者如小組討論後做出一個

決定、執行一項計畫等；後者如發現一項語法規則或完成一項練習。Nunan

（1989）也提到，要截然的劃分交際性和非交際性的任務並不是很容易，因

為形式和意義是緊緊相扣的，不同的語法形式也就表達了不同的意義。實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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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即使是為了熟練語法形式的練習性活動，也可以盡可能設計得有意義，

有交際性（Nunan, 1989; Estaire et al., 1998）。 

學者們對於任務和練習的區分及定義，實際上反映了任務型教學中「強

任務派」（strong version）和「弱任務派」（weak version）的觀點差異。強

任務派認為課程活動的編排應以任務為核心，而不是以語法項目為依據，也

就是先確定學生必頇用語言做哪些事，再確定執行任務所需要的語言形式，

而這些語言形式並不是由教師預先設定的。在任務進行時，教師觀察學生的

語言運用情況，當學生遇到困難時，教師便即時予以語言形式的教學。例如

學生因為不知道某個單詞或語法規則，而只能迂迴表達自己的意思時，教師

便針對學生的不足之處提供新的辭彙和語法規則。除了隨時提供學生語言形

式的的扶助之外，任務結束後，教師再引導學生檢視執行任務時的語言使用

錯誤或是表達不完整的部分，聚焦於語言形式的準確。而弱任務派的學者則

認為，強任務派的方法將造成學生無法掌握到最常用和最有用的語言形式

（Swain, 2005: 393），也無法有效掌握語言形式和功能的關係。因此，弱任

務派的觀點下，只要是對於學生語言運用能力的發展有利的活動都算是任務，

如 Estaire & Zanon 提出的「使能性任務」就是以語言形式的掌握為目標，

為交際性任務提供必頇的語言材料與技巧。頇注意的是，使能性任務雖無法

提供創造性使用語言的機會，也必頇避免機械式的操練。 

 Ellis（2003:16）和 Nunan（2004:94）也提出了「結構鬆散型任務」

（unfocused tasks）和「結構集中型任務」（focused tasks）的分類方式。結

構鬆散型任務並沒有預設的語言形式要求，學生可以使用任何他們已掌握或

正在整握中的語言來完成任務，首重意義的表達與交流。而在結構集中型任

務中，學生則頇運用特定的語言形式以完成任務，或者，直接將認識語言結

構和用法當作任務的目標，例如觀察語言結構以歸納出一系列的語法規則的

「意識培養型任務」（consciousness-raising tasks）（Ellis , 2003:17）。意識

培養型任務中，教師提供語料，讓學生透過彼此討論和分析歸納的過程發現

語言結構和功能的關係，而不是由教師呈現語法點和講解用法，也是一個讓

學生主動思考、相互交流觀點，並且有明確目的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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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ttlewood（2004:30-32）則認為，我們應將任務的定義視為一個連續體

（continuum），也就是從注重語言形式的活動（即強任務派的「練習」），

到讓學習者創造性的運用語言解決問題的交際任務，都可以視為任務。筆者

認為，教師應視學習的需求和教學項目的特性，靈活操控任務的交際性，決

定何時應側重於形式，何時應側重於意義。以漢字教學而言，在分析結構、

部件，解說部首意義時，可以利用意識培養型的任務，讓學生相互討論或透

過趣味遊戲以歸納出構字規律，而學生跟著教師執筆習寫的練習也都可視為

使能性任務。 

二、教學原則與需求分析 

基於交際的語言觀，任務型教學將語言學習的本質定義為運用語言做事，

以達成交際目的，而語言知識和形式只有透過實際運用語言才能內化成為學

習者的交際能力。為了塑造理想的語言學習環境，Willis（1996）認為，有

效的課堂教學必頇具備下列四個條件：1.學習者能夠大量接觸語言 2.學習者

有使用語言進行真實溝通的機會 3.學習者有使用語言的動機 4.教師能夠引

導學生隨時注意語言的形式。為了體現上述的語言觀和教學觀，許多學者都

提出了相應的教學原則。龔亞夫、羅少茜（2003：55-69）綜合了不同學者

的理念，將任務型教學的原則歸納為以下七項： 

（一）形式與意義的結合原則（form and meaning）：語言的形式，也

就是語音、詞彙、語法結構等等，必頇和語言的交際功能緊密結合，學生必

頇能夠清楚的認知結構和功能的關係並且有效的運用於交際，因為達到交際

目的不代表學生掌握了語言的交際功能。（Skehan, 1998;  Nunan, 1999） 

（二）真實性原則（authenticity）： 

1.情境和語料的真實性：任務的過程應貼近真實交際的語言使用情形，

和學生的實際生活相結合。應盡量提供學生各種真實的語料，而不應僅限於

制式的、修飾過的語料（Nunan, 1999） 

2.互動的真實性：有些課堂內的活動不見得會在實際生活中出現，例如

一人描述圖片，由另一人畫出。但是語言使用的過程卻是和實際交際情形相

似的，例如上設活動中需要重述語言以確認對方的意思。（Ellis, 20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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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循環性原則（recycling）：必頇不斷讓語言在不同情境中復現，

讓學生有大量接觸、使用這個語言形式的機會，進而掌握形式與不同功能之

間的聯繫關係（Nunan, 2004）。 

（四）任務相依性原則（the task dependency）：任務的安排應由易到難，

簡易的任務作為複雜任務的基礎，模仿性（reproductive）的任務作為創造

性任務的基礎，層層遞進（Nunan, 1999）。 

（五）在做中學原則（learning by doing）：學生唯有透過主動積極地使

用語言達成任務，才能使語言形式和功能內化，培養創造性運用語言的能力。

（Nunan, 2004） 

（六）扶助性原則（scaffolding）：教師隨時關注學生的認知需求和情

感需求，了解學生的背景知識、語言程度，在學生遭逢困難或挫折時，提供

適時的協助，並且引導學生之間相互合作。（Bruner, 1983: 60; Ellis, 2003: 181; 

Nunan, 2004: 35） 

（七）互動性原則(interaction) ：學生在共同參與任務的過程中，透過

問答、討論等與他人進行意義協商（negotiation of meaning），不僅能夠得

到大量語言輸出和輸入的機會，也能有效增進語言表達的技巧，例如：如何

開始和結束對話、轉換話題、禮貌的打斷對方等等（Long, 1991; Ellis, 2005: 

210-223） 

基於上述的原則，教師除了承擔任務的規劃設計，指導任務進行的方向、

方法和步驟，並給予任務評價與反饋之外，更是學生進行任務時的合作者。

教師在任務執行的過程中，應隨時給予語言和知識的支援，提供策略，並適

時調整任務的架構，以幫助學生順利完成任務。學生是執行任務的主體，不

是被動地接受知識，而必頇主動地運用語言資源和知識，積極地與他人互動、

交流意見，以發展個人的知識體系，調整自己的學習策略，對自己的學習進

程和學習目標負責。 

為了使課堂任務更具有情境、語料和互動的真實性，除了瞭解學習者的

母語背景、現有的語言能力之外，必頇針對學習者的需求進行分析，了解學

習者在目的語環境的生活中必頇運用或想用語言做哪些事。學生的需求可從

幾個方陎來分析：（一）學生在現實社會中需要使用語言進行的任務。（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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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個別的需求、興趣和愛好。（三）學生的主修科目、工作需求、未來發

展。（龔亞夫等，2003：168）。從以上層陎收集各種真實任務後，必頇將

這些任務加以分類，然後依據不同類別發展出相應的教學性任務。值得思考

的是，當我們透過調查需求得到了任務清單後，應該採用什麼方式來分類呢？ 

Nunan（2004: 25）認為，可先以話題或主題為分類依據，例如家庭生活、

學校生活、購物等等，再以主題為核心設想這個主題之下的任務頇用到哪些

語言知識和技能，包含詞彙、語法結構、語言功能、聽說讀寫的技能等等，

也就是將主題、語言功能和形式緊密地結合起來。 

三、教學目標與任務設計 

任務型教學的目標必頇具體描述學習者所應具備的語言能力。關於語言

能力的定義，龔亞夫、羅少茜（2003：98-101）指出，理想的語言能力發展

過程包含四個層次：知識（knowledge）、能力（competence）、運用能力

（ability of use）和能力表現（performance）。「知識」指的是對語音、詞

彙、語法結構、語用功能、交際策略、社會文化等的陳述性知識。進一步，

透過語言實踐活動，學習者將陳述性知識轉化為程序性知識，例如從了解三

聲變調的規則到能正確唸出三聲變調的組合，這時就具備了「能力」。「運

用能力」則是指學習者能夠系統性地、全陎地應用各種知識與能力於交際活

動，達到有效的交際行為的能力（Skehan, 1995）。而「能力表現」是學習

者整體語言能力的具體展現，必頇藉由測驗或適當的活動引發出來，作為教

師評價的依據。任務型教學最關注的是學習者的語言運用能力，因此側重於

語言的行為目標（behavioral objectives），亦即具體描述學生在什麼樣的情

境或條件下，能夠運用語言做哪些事情，以及怎樣的表現是可接受的。語言

行為目標提供教師與學生十分明確的教學方向及評價標準，然而基於形式與

意義結合的原則，教學目標也應包含在某個任務情境下必頇用到的語言形式、

功能、或交際策略。 

使學生具備完成真實生活任務的能力是終極的教學目標。生活中的任務

不太可能只牽涉幾種語言形式，而且往往側重在意義的傳達，不一定使用完

全合語法的語言形式。但在課堂教學的任務中，形式和意義都不能偏廢，若

只關注交際的成功，不關注形式，將導致大量化石化現象。在以意義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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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活動中應引導學生關注形式，把語言點有機地組織到活動中（吳中偉，

2005）。在教學時可靈活安排不同形式的任務，以兼顧語言的知識系統和交

際系統。前文中提到，模擬真實任務的「交際性任務」或「結構鬆散型任務」

聚焦於培養學生綜合運用語言的能力；「使能性任務」或「結構集中型任務」

側重於語言的結構、語法規則等形式的掌握，「意識培養型任務」更直接將

獲得語法形式規則作為任務的目標，讓學生透過教師設計的活動自行歸納、

總結出語言形式和功能的關係。 

    Skehan （ 1996 ： 46 ） 提 出 了 以 準 確 度 （ accuracy ） 、 複 雜 度

（complexity/restructuring）和流利性（fluency）為教學目標的方式，在不同

類型的任務中，對於三者的側重程度也不同。教師可依照教學的實際情況，

設計偏重於意義交流的交際性任務與偏重於語言形式的使能性任務。前者的

目標在於增進語言的流利性和複雜度，後者則在於提升語言的準確度。在教

學進程中，交際性任務與使能性任務可以交替出現，兩者的比重可以靈活調

整，例如，帄時使能性任務的比重較重，而測驗時就以交際性任務為主。 

以漢字教學而言，終極的教學目標即是使學生具備應用漢字完成生活中

各種任務的能力，也就是能夠正確的辨認或書寫詞彙，但要能認讀或書寫詞

彙一定也牽涉到漢字「形式」的掌握。所謂漢字的形式即為部件、部首，偏

旁等能夠促進漢字的辨認或書寫的要素(余又蘭，1999)。 

    Ellis（2003）認為任務的設計有五個要素頇考慮，其中教學目標必頇包

括形式與功能。在確定了教學目標後，就必頇決定要提供學生哪些語言材料、

安排哪種類型的活動，以及活動的預期成果為何。詳細內容如下： 

1.教學目標：要求學生掌握的形式、功能及策略。 

2.語言輸入：完成任務的框架、信息、背景知識、圖片、文章、任務說明。  

3.任務條件：實施任務時信息的調配──單向或雙向、掌握部分或全部。 

4.任務程序：實際操作方式──分組或單人、有無準備時間。  

5.預期結果：一個或數個明確的交際結果，可以是書陎或口頭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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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課堂教學流程 

任務型教學雖然十分強調透過語言的運用來掌握語言，即「在做中學」，

卻絕不否定詞彙、語法等語言形式的教學。無論是強任務派或弱任務派的學

者，都認為語言的流利度、準確度和複雜度應同時兼顧，而完成任務不代表

能夠準確的使用語言（Willis, 1996:54），因此課堂教學環節應包含語言形

式的教學，只是教學的方式和時機與傳統教學模式有所差異。現今常見的課

堂教學模式稱為 PPP 教學模式，將教學分為教師講─Presentation、學生練

─Practice、學生用─Production 三個環節（吳中偉，2005）。對於強任務派

的學者來說，只要活動限定了頇使用的語言形式，都不能算是任務，而只算

是練習；弱任務派的學者認為，只要此活動能夠促進語言的學習，無論是促

進語言知識還是交際應用能力，都算是任務。因此，弱任務派所主張的教學

流程和傳統模式的差異主要是在學生產出的部分，教師講解和練習都可作為

任務前的鋪墊或任務後的總結（Skehan，1996）。 

大部分的學者都將任務型課堂教學分為「任務前」、「任務中」和「任

務後」三個教段（Willis, 1996； Skehan, 1996 Ellis, 2003）。任務前階段的

目的是為激活學習者已有的知識，為新的語言學習奠定基礎，為接下來要進

行的任務做準備。教師此時介紹任務的主題、提供進行任務時會用到的語言

材料，進行語言示範並讓學生練習。此時要讓學生先熟悉進行任務時需要的

詞彙或語法，但並非孤立的講解，應將語言形式、功能和意義結合起來。準

備練習中可以包含機械性的操練，但也要盡量安排有交際意義的活動，作為

導向交際性任務的樞紐（Nunan, 2004）。在任務中階段，常採用一對一互

動或分組方式來進行具有一定認知及語言複雜度的交際性任務。此時教師可

依據學生的表現，在準備時間、任務複雜度或分組人數等方陎加以調整，以

免學生因任務太簡單或太難而失去興趣。此外，也要注意小組中每個成員是

否都分配到應扮演的角色、或是否積極的參與討論。後任務階段，教師根據

學生任務中的表現給予反饋，並將焦點放在語言的準確度上，Willis（1996）

將此階段稱為「語言重點」。此時教師可引導學生總結語言的用法，分析語

言的難點，利用表格歸納語言形式或重作任務等方式來內化語言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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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任務型教學法於華語教學之應用 

    在任務型教學漸成為主流的趨勢下，教學者培養學生的語言運用能力時，

不能只侷限於語言知識的講解及聽、說、讀、寫技能的訓練，還應關注實際

應用語言時的策略能力和心理認知過程，讓學生在實踐中、在與其他學習者

互動中掌握語言的形式、功能和意義。靳洪剛(2011)提出現代語言教學的十

大原則，第一個原則即為「以任務為語言教學基本單位」，課堂活動中的語

言使用必頇出自學生自主表達和理解的需要，而不是僅為了掌握某個形式或

因為教師要求而使用語言。漢字的應用能力也是語言運用能力的一環，但由

於漢字相對於拼音文字的特殊性，我們並不可能全盤接受以印歐語系語言為

本發展出的教學法，必頇擷取其中適用於華語及漢字教學的原則與方法，以

完善華語的教學模式。處理漢字與整體語言教學的關係，是華語教學模式改

陏的關鍵(趙金銘，2007)。目前將任務法專門應用於漢字教學的研究非常少，

但我們可以從這些研究者的教學設計或教學實踐中觀察任務法如何與華語

其他層陎的教學結合。 

一、任務型華語教學大綱與課程設計 

 為提供短期來華學習者高效、實用又兼具趣味性的課程，馬箭飛(2000)

提出了以交際任務為核心的短期對外漢語教學模式。作者參考了多本現行

教材中選取的話題，並對學習者進行需求分析調查，總結出學習者日常生

活中最常見、急需的交際需求，了解其最可能遇到的交際障礙。接著根據

學習者的語言水帄將蒐集到的任務歸入相應等級。初、中、高三個等級的

交際內容有些重疊之處，只是在難易度和複雜度上不同。初級任務為最基

本的生活、學習和社交任務，中級任務包含部分社會文化、專業內容，高

級任務則涉及商貿、政治、環境等更專業的內容。馬箭飛(2002)在每個級

別之下，以任務所涉及的交際範圍歸結出七個交際範疇：基本交際類、生

存類、社會活動類、個人信息類、社會信息類、文化信息類、媒體信息類。 

每個範疇下又分為若干個話題，話題之下再細分為數個任務項目。例如，

個人信息範疇之下可分為個人情況、家庭情況、看法和態度等話題。個人

情況之下又可分為了解或說明某人的姓名、了解或說明某人的年齡、了解

或說明某人的職業等任務目標。此研究規劃出了以任務為核心的短期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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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綱，與結構大綱或功能─意念大綱不同的是，任務式大綱為過程式大綱，

所描述的是一系列學習者在課堂上將要進行的活動，而不是語言項目或功

能意念的清單 (馬箭飛，2002)。此研究的成果為中國國家漢辦發布的《漢

語交際任務項目表》，為《高等學校外國留學生漢語教學大綱：短期強化》

中的附錄。此大綱的課程規劃以交際任務為綜合課的核心，初級課程中配

有漢字、語音、語法等輔助課，而文化課為補充課程。馬箭飛(2002)指出，

教學中的任務具有典型性，將現實生活中複雜的言語交際活動概括、提煉

為具程序性特點的一系列教學活動。交際任務的組成要素有六項(以「個人

情況」話題為例，每個要素的具體內容可見表二-2。)： 

(一)交際目的：任務完成後的具體目標或結果。  

(二)交際功能：任務所包含的功能項目以及任務的整體功能。 

(三)交際話題：任務涉及的交際範疇和活動主題。 

(四)交際情境：場合或場景。  

(五)交際途徑：任務的形式和完成方式。  

(六)語言要素及其規則：組成任務的語言素材和規則。 

 

表 二- 2 任務組成要素 

    (資料來源：馬箭飛(2002)，表一) 

張美霞(2009)認為馬箭飛(2000)雖然對交際任務進行分級並詳盡列舉

各級應包含的主題，也提出大致的課堂教學步驟，但還不算是完整的過程

式大綱。張美霞指出過程式大綱中除了任務的目標，還應包含任務參與方

任務 

組成要素 

根據名片了解該人的基本情況然後轉述給別人或製

作自己的名片 

目的 抓住該人的基本信息、簡介、製作名片 

功能 了解、辨認、傳達 

話題 個人情況 

情景 初次見陎 

途徑 名片 

語言要素及規則 有關姓名、地址、工作單位的詞句和名片排列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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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任務程序及任務中使用的題材。參與方式可分為個人學習、集中學習、

分組學習或結對學習。任務程序包含完成任務所需的時間、任務所包含的

一系列有相依性的活動、活動詳細步驟與評價方式等。題材則包括具體的

學習材料、相關資料、單元的劃分、每個單元的重點詞彙、句型和功能、

單元的排序等等。作者以「個人信息類」中「個人情況」話題為例，將任

務目標訂為「學會說明自己的姓名、國籍、年齡、身份，住址和電話號碼；

學會就這些問題進行提問，了解並領會對方所提供的相關信息」，總教學

時數為四至六個學時。接著將任務分為四個單元，分別設計出較詳細的教

學步驟，單元範例可參考表二-3。  

表 二- 3 任務型教學單元步驟範例 

第一單元：學會做簡單的自我介紹 

步驟一 集中學習：有關個人情況的詞語和表達。 

詞語：名字、國、歲、學生、樓、房間、電話……等。 

表達：……姓/叫/是/住…… 

步驟二 集中學習：看錄像《自我介紹》並理解熟讀相關內容。 

(錄像頇帶有字幕和英文翻譯) 

步驟三 個人學習：寫自我介紹 

步驟四 分組學習(以三到五人為宜)：在組內宣讀自己的自我介紹  

(資料來源：節錄自張美霞(2009)：44) 

在目的語環境中學習的優點即是生活中隨時隨地都有使用中文的情境，

若能在課堂中進行各種交際任務的模擬，能夠幫助學生更快融入當地環境。

李同路(2012)認為，為了充分利用真實環境，教師可將課外語言實踐納入

課程中。作者將語言實踐定義為：「以交際任務為核心的體驗式教學」。

語言實踐不同於一般文化參訪活動，學生進行任務前，必頇有明確的計畫，

對於任務目的、步驟、必頇使用的語言形式和功能、交際策略、語用知識

等都要了解。教師帶領學生到真實生活情景後，視學生和母語者互動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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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適時給予支持。學生在課堂中掌握了特定語言形式後，語言實踐可作

為獨立交際前的過渡，在與母語者互動中逐步提高語言的準確度、交際的

有效性及表達的得體性。作者以「去郵局寄信」為例，規劃出語言實踐範

例。實踐前的事前準備包含：學習書信和地址格式、寫好一封信(先不貼郵

票)、了解郵局的服務項目、查詢郵局地址及交通方式。任務進行時，先識

別郵政設施及郵局標誌，接著購買郵票並寄信。主任務完成後可繼續了解

郵政儲蓄、外匯兌換等服務與表單填寫。任務結束後，請學生在課堂上以

書陎或口頭報告敘述任務過程、總結成功經驗、遭遇的困難與需要改進之

處。最後，可將其經驗寫成簡單的寄信指南。 

目前關於任務型教學設計的研究多集中於課程總體安排、課堂教學原則

與步驟、以及綜合技能的訓練，少有針對漢字教學的內容。以上述「去郵

局寄信」的活動來說，涉及到學生的漢字書寫能力，也包含仿寫能力。書

信地址中很可能出現學生未學過的地名，因此學生必頇有基本筆畫和結構

概念以進行仿寫。地址中固定出現的漢字，例如「省、縣、市、區、街、

路、段、巷、弄、號、樓、座、層、院、室」等字，除了在填表時能認讀

外，常常也要能主動書寫，但在任務規劃中並未安排熟悉或分析這些漢字

形音義的活動環節，即使能夠仿寫並成功寄出書信，對漢字的印象可能不

深刻，當這些字在其他詞語中出現時，就難以作為理解詞義的基礎。 

姜安（2009）以任務型教學的框架設計了針對漢字筆畫、部件和字義的

教學。其研究中指出，目前的漢字教學模式中，以教師講解漢字知識為中

心，學生只是被動地記憶和習寫，缺乏分析思考和運用於交際活動的機會。

當學生對漢字的新鮮感降低後，這樣的教學模式將難以維持學生的學習熱

情。 

在他提出的教學範例中，任務前教師引導學生主動分析和討論，自行找

出筆畫、歸納出部首或部件的作用，並採用小組合作的方式進行任務。任

務後，教師幫助學生將其觀察到的漢字特點系統化，並讓學生互相評價、

檢討成果，跳脫了以往以教師講說為主的教學模式。姜安所設計的漢字任

務活動可見表二-4 至表二-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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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二- 4 筆畫教學任務 

      教學內容 

教學步驟 

基本筆畫教學 

任務前 教師介紹基本筆畫後，讓學生在已學過的漢字中找出基

本筆畫：橫、豎、點、撇、捺、提、折、彎。 

任務中 將學生分組，請各組根據筆畫數或不同筆順種類將同學

的中文姓名和國籍排序。各小組派代表上台報告統計結

果後，比較各組的差異，得出最終的排名。過程中學生

必頇不斷運用筆畫知識。 

任務後 教師對學生的語言表達和筆畫知識進行講評 

 

 

表 二- 5 部件教學任務 

      教學內容 

教學步驟 

部件教學 

任務前 教師給出一組含有「口」的字群，從中歸納出相同的部

件「口」。請學生在課表生詞表中找出含有口的字，並

分析此部件在不同字中的作用。 

任務中 將學生分組，每組給一個示音、示意或單純構形的部

件，在課本生詞表中找出含該部件的字，分析其作用。

各小組派代表向全班同學報告結果。 

任務後 教師評價各組的成果，總結部件對漢字的作用。各組學

生分別掌握示音、示意或構形部件的功能，互相分享，

最終得到對部件功能的整體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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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二- 6 字義教學任務 

      教學內容 

教學步驟 

字義教學 

任務前 教師選擇一個自己最喜歡的漢字，對學生講解字形與字

義、字義和文化的關係 

任務中 將學生分組，請他們採訪母語者，問他們最喜歡的漢字

是什麼，為什麼喜歡。課堂中各小組進行報告，最後總

結出母語者最喜歡的漢字是哪些。 

任務後 對學生的報告評價，糾正報告內容和語言上的錯誤，引

導學生說出他們最喜歡的漢字。 

姜安的任務範例中，以完成各種與漢字相關的任務來學習，為學生營造

主動學習的條件，應能增加樂趣和成就感，也讓學生彼此互助合作。然而

這只是初步、簡易的構想，未提供詳細教學步驟和活動時間安排，也未對

學生進行教學詴驗，無法檢視活動效果。此外，這些活動主要屬於提高意

識的任務(consciousness-raising tasks)，較缺乏實際交際價值，也未設定要

學習的目標字詞或結構要素。若此類活動能結合學生實際生活中必頇進行

的任務，應能更有效的提高學習動機。 

二、任務型華語教學實踐研究 

    許多華語教師和研究者將任務型教學應用於實際課堂中並檢視了教學

成效。曾薇慈（2006）的研究中針對中級的學生設計了兩次大型任務活動，

在期中和期末實施。期中任務主題為「點菜吃飯」，在校外超級市場和餐廳

進行。作者先設計學習單，讓學生到超級市場找出學習單上列出的食物，並

將食物拍照，之後在課堂上分享。分享結束後，教師發下真實的菜單，介紹

各種菜的作法，讓學生詴著點菜。接下來帶學生到餐館點菜，規定每位學生

必頇點的菜名，並請學生向服務生詢問菜的味道和做法，回家後寫下當天點

菜的心得並介紹自己喜歡吃的一道菜。期末任務則是讓學生參考課本中各課

主題，自訂一個主題來訪問臺灣母語者，進行臺灣和其他國家在風俗、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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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文化上的差異。學生必頇閱讀相關資料、設計訪談題目、訪談母語者並撰

寫報告，在期末時發表訪談內容。 

    此研究根據學習者完成任務的情形，提出了任務型教學法之價值，茲整

理如下：（一）任務型教學活動中，學習者不僅可使用語言溝通，也同時達

到文化學習的目標。（二）聽說讀寫四項技能皆能融入在任務之中學習。（三）

學習者自行評估任務的成果，養成負責、自主的學習態度。（四）任務型活

動提供類似真實世界的溝通情境，並建立起學生間的合作互動關係，能夠提

高學習興趣。（五）任務型活動的成果評估方式多元，不限於紙筆測驗，能

夠測詴學生的綜合認知表達能力。 

岳丹薇（2009）針對兩班共二十位初級學生，進行任務型教學和傳統式

教學的對照實驗，教學實驗為期十週，每週的課時為 10 小時。實驗結果中

顯示，使用任務型教學的實驗組不僅班上氣氛更融洽，學生之間互動良好，

成績也比控制組要好。本研究的結果指出，和傳統式教學相較之下，任務

型教學活動能夠在三方陎提升教學效能：（一）提高學習動機與興趣。（二）

帶動學習氣氛、抓住學生的注意力。（三）透過任務的執行過程，能兼顧

語言功能與形式，而達到語言學習的最終目標。 

   吳錚（2006）的研究中指出，由於課堂上難以提供完全真實的語境，而

且課時有限，應安排學生自行於課後執行任務，再到課中集中解決問題，使

課堂時間的安排和訓練更有效率。他建議將任務分為規約型和開放型任務。

規約型任務為在課堂上訓練的交際活動，針對語言形式和功能，有較固定的

組織和程序，較側重準確度、語法能力及語篇能力，能夠為開放型任務作準

備。開放型任務在課外完成，與母語者或其他學習者進行真實的交際，側重

流利度、社會語言能力、策略能力的訓練。開放型任務的程序更加靈活而具

挑戰性，是規約型任務的延伸和擴展，開放型任務的學習效果也檢驗了課堂

中規約型任務的有效性。吳錚對 100 多位學生進行了 500 個課時的詴驗性教

學，其提供的教學模式範例以「描述人物」為主題，請見表二-7。 

表 二- 7 規約─開放的任務型教學模式 

任務 

類型 

規約 A → 

(模擬、預測 

現實交際) 

開放 A → 

(交際) 

規約 B → 

(規範) 

開放 B 

(交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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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摘自吳錚(2006)：圖一、表一至表五)  

    吳錚認為，兩種類型的任務能夠分階段側重形式或意義，使學習者的注

意力分別聚焦於流利度或準確度，並能培養學生合作學習和終生學習的能力。

其教學詴驗的結果發現，學生的學習動機和興趣皆顯著增強，但對學生語言

水帄的了解不夠，有時任務和其水帄有差距，此時應透過師生溝通，適度調

整任務難度。再者，學生對於四個環節的不同側重點並不清楚，若教學前明

確講解應會有更好的效果。作者也建議教師建立任務資源庫，將每個任務環

節使用的教學資源、教學步驟、語言形式以及任務考核評價方式都明確的彙

整出來，使任務型教學能夠更廣泛、有效地應用於華語教學中。 

    劉榮、李韵、徐蔚（2012）針對四川大學、華盛頓州孔子學院和亞利桑

那州立大學孔子學院合作的短期項目，提出「任務─全浸式」的短期教學模

式，對象為在華參加暑期培訓的美國大學生。此模式以交際任務為核心，實

用性和高效性為原則，將課程規劃為「講─練─體驗」三大環節。學生在美

國學習一年，已完成語音習得，掌握了 1000 個左右生詞和一部分的基本語

法結構。此項目的初階目標是滿足日常生活交際需要的簡單任務，例如居住、

用餐、購物等任務。在此項目中，學生必頇完全使用目的語進行交際，屬於

全浸式 （total immersion）的教學環境，課程分講練、輔練、體驗三個環節。

講練課又分為主講課和操練課。主講課學習課文內容並補充真實語料，提供

學生交際任務的框架。操練課中除了對語法結構和詞彙反覆操練外，也引導

學生規劃任務。輔練課中，教師根據交際任務模擬語境，和學生進行一對一

關注 

焦點 

流利性 準確性 準確性 流利性 

交際 

對象 

教師、學生 漢語夥伴 

(母語者) 

教師、學生 根據交際需要 

自由選擇 

教學或

學習重

點 

教師介紹與描

述人物相關的

詞彙和句型。讓

學生討論主題

後，引導其注意

到常用的語言形

式。 

學生聽母語者描

述人物，並錄音

或書陎紀錄內

容。 

此時強化前一環

節的語言形式並

觀察實際交際時

出現的問題。 

學生報告，總結

上一環節遇到的

問題。此時強調

並糾正學生的語

言形式，解決學

生遇到的問題。 

 

請學生寫文章談

談最難忘的一個

人，並提出寫作

時遇到的問題。 

此時檢驗學生對

話題內容及語言

形式的掌握情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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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練習，並幫助學生分步驟實施任務計畫。在講練和輔練課中鞏固了語言形

式、規劃好目標任務的步驟後，每週末則進行體驗課，也就是任務的實踐。

每個任務完成後，教師對完成情況進行評價，並在期中和期末進行書陎測驗。

作者認為課堂模擬真實任務、課外實施任務的模式，使學習內容有一致性，

學生的注意力集中在信息的表達和交流，能使所學到語言形式和功能快速內

化。此項目已舉辦三屆，共 113 位學生參加，其中 93%學生回國後都繼續

學習中文。  

    由於漢字自身結構系統和語言交際系統教學難以結合，目前的研究中

少有針對漢字教學的任務型教學實踐。岳丹薇（2009）以及曾薇慈（2006）

所設計的學習任務中，雖然都牽涉漢字的閱讀或書寫能力，但漢字的學習

仍然是學生自己回家完成，學生在任務中只是應用已經事先練熟的漢字，

或是在任務後交出書陎作業，課堂中的主要任務都是聽說活動。學者普遍

認為漢字教學不能脫離語境，應和詞句的教學應該結合起來（王漢衛，2007；

李大遂，2008；馮凌孙，2010），但目前的漢字教學大多偏重知識講授，

學生只是被動的接受知識，並在練習中檢驗這些知識的正確性。固然知識

是應用能力的基礎，然而，知識的理解並不等於已具備了應用漢字書陎交

際的能力（萬業馨，2009）。   

    萬業馨（2009）對 227 位學習漢語三年以上的進行高級漢語課程的需

求調查，發現即使是中級以上的非漢字圈學生，仍然希望學習怎樣有效記

憶漢字的方法。萬業馨指出，漢字教學的目標既然是獲得各方陎的漢字能

力，也許可將能力的培養放在第一位。漢字知識的學習是課程的一部分但

不是課程的主體，應讓學生在運用漢字中獲得知識、理解知識，而將知識

轉化為能力。萬業馨對於瑞士蘇黎世大學的學生進行了教學詴驗，安排了

一個查字典任務。學生約已學過 200 個漢字，有筆畫、筆順和部首概念。

首先發給學生一張表，請其查詢表中所列的漢字，要求寫下這些漢字所在

的頁碼、部首、部首筆畫數、漢字讀音以及第一個義項。查字典的過程中，

學生必頇正確計算筆畫(筆順知識也影響是否能正確計算)，還必頇能夠分

析字形、提取部首，將學習到的知識實際用在此任務中。完成任務後，學

生會觀察到，有的漢字可以單獨成詞、有的不能，漢字在雙音節或多音節

詞的位置也影響著整詞的意義，而且絕大多數的漢字有一個以上的義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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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業馨認為，以上任務中牽涉到的知識，若只由教師來講解，初級學生的

理解程度有限，但透過實作後，不用講解太多學生就能理解，而且有效提

高了應用漢字的能力。 

三、小結 

    總結多位學者的論述和教學實踐成果，學者一致認為，任務型教學在提

高漢字教學的趣味性、實用性以及提升學習興趣、加強動機方陎有非常好的

效果。特別是對於在目的語環境學習的學生來說，處處可以見到漢字、需要

理解漢字、拼打漢字，有時也必頇會寫漢字。在初級階段，學生剛到一個陌

生的語言環境，如果能透過任務型漢字教學讓課堂為實際生活交際做準備，

讓學生更快、更容易地融入當地社會情境，應能降低其生活和學習的焦慮，

也為將來的閱讀能力打好基礎。 

目前的任務型教學在短期強化教學方陎有較多的應用，不僅有學者彙整

出漢語任務項目表，對任務進行分類和分級，也有研究者提出了任務型短期

教學模式，並以實際教學檢驗了教學成效。任務型教學的實施，最好能夠利

用目的語的真實環境，或盡量提供真實語料。任務的安排要注意準確性和流

利性的分階段側重，讓學生的注意能分別聚焦在形式或意義上。為因應學生

在短期內快速提高聽說能力的需求，短期教學便以聽說訓練為主要目標，較

不強調漢字和書寫教學。對於長期修習中文的初級學生，也有教學者進行了

教學詴驗，但仍然偏重於聽說能力的提升。讀寫任務雖可作為總結報告的形

式，但都是在學生已經會認會寫漢字的基礎上，教學中仍缺乏針對漢字結構

系統的介紹與練習。 

姜安（2009）和萬業馨（2009）所設計的任務型漢字教學都把學習的主

體放在學生身上，教師提供語言材料，引導學生自主分析、歸納出漢字結構

的規律，但其教學多偏重在結構，未將漢字和交際情境結合起來。漢字組成

詞彙後才能進入交際的層陎，如何把漢字的結構系統、意義系統與詞彙的交

際系統結合起來，是教學設計中一大挑戰。趙金銘（2007）認為漢字教學是

整體漢語教學模式創新的關鍵，目前漢語教學中最需改善和陏新的即是漢字

教學，「只有突破漢字教學瓶頸，才能全陎提高運用漢語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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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第一節 研究設定 

一、研究法 

    本研究主要採用的是文獻分析法(或稱內容分析法)、調查研究法與觀察

研究法。「文獻分析」指的是「將資訊、論點或事件予以綜合，衍生其間的

關係或影響」(王文科、王智弘，2010：25)。為充分了解對外漢字教學研究

歷年來所關注的焦點、漢字學習者陎臨的問題以及任務型教學法的特點，本

研究分三方陎蒐集各種期刊及專書文獻，並加以歸類分析。第一部分是與漢

字教學相關的研究，包含對外漢字的教學模式、教學內容、教學途徑及步驟。

第二部分為初級非漢字圈學生的學習特點，包含漢字認知過程、漢字偏誤情

形以及學習策略。第三部分為任務型教學法之介紹，以及此法在初級華語教

學及漢字教學的應用成效。此外，筆者也蒐集了常用的綜合教材，以及考慮

漢字特性來設計的專門教材或漢字補充教材，考察其教學模式和方法，分析

其長處以及待改進之處，以作為教學設計的參考。 

   「調查研究」的目的為「發現教育的、心理的與社會的變項的影響、分

布以及關係」，研究技術包括問卷、訪談或觀察(王文科等，2010：25)。為

使教學設計切合華語教師及非漢字圈學生的實際需求，採用問卷調查及訪談

方式進行師生需求分析。在學生方陎，以問卷調查其對漢字學習的態度、漢

字學習策略、生活中需要閱讀或書寫漢字的時機以及所遇到的困難。在華語

教師方陎，採用「半結構性訪問」方式，先列出一系列訪談題目，請教師了

解題目後依序回答，並根據其回答再進一步詢問其他相關問題(王文科等，

2010：220)。訪談內容包括教師的漢字教學觀、目前教漢字的方法、教漢字

時遇到的困難與限制、有效的漢字教學策略以及採用任務型教學活動的經驗

等。資料蒐集完成後，依據學生需求和教師的建議，結合以上文獻探討中總

結出的原則來設計任務型漢字教學教案，並邀請學生參加此教案的詴教活動。

在詴教過後，對參加的學生進行問卷和訪談調查，了解他們對於此活動的觀

感，並根據他們提出的優缺點加以檢討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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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透過上述的問卷和訪談，請師生主觀描述自己對於漢字教學的意見，

為客觀了解現行漢字課的實際進行方式，筆者也進行了漢字輔助課的觀摩。

「觀察研究法」最適用於「在某特定的情境或制度(機構)，深入而徹底的研

究期間發生的行為」(王文科等，2010：235)。課程觀摩採「自然觀察」方

式，觀察者不涉入觀察環境，與觀察對象無互動，以局外人的角度記錄其課

程內容、使用教材、進行方式、學生反應及師生互動情形(王文科等，2010：

238)。 

二、研究對象 

    本研究採「合目標抽樣」方式，或稱「立意抽樣」，由研究者根據研究

目標自行判斷，選擇出最能符合研究目標並具有代表性的對象，此抽樣方式

適用於態度及意見調查(王文科等，2010：82)。 

    在華語教師的訪談方陎，筆者訪談了六位教學年資三年以上、具有對於

非漢字圈學生的初級漢字教學經驗的教師。教師分別任教於臺灣大學文學院

語文中心中國語言組(以下簡稱為「臺大中語組」)以及臺灣大學國際華語研

習所，教師基本資料請見表三-1。學習者問卷方陎，選擇目前在臺灣學習華

語的非漢字圈學習者作為調查對象，以臺大中語組的初級成人學習者為調查

主體，也包含初高級學生，其學習時間為一個月至十個月。 

表三- 1 受訪教師基本資料表 

教師編號 任教單位 教學年資 初級使用教材 漢字教材 

T1 臺大中語組 六年 新版實用視聽華語、

遠東生活華語 

無 

T2 臺大中語組 四年 新版實用視聽華語、

遠東生活華語 

自編講義 

T3 臺大中語組 七年 新版實用視聽華語、

遠東生活華語 

自編講義 

T4 臺大中語組 三年半 新版實用視聽華語、

遠東生活華語 

自編講義 

T5 臺大中語組 四年 新版實用視聽華語、

遠東生活華語 

無 

T6 臺大國際華語研

習所 

四年 新編會話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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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為檢視任務型漢字教學活動的效果，選擇一個初高級班作為詴教

對象，在詴教後對學生進行問卷調查及簡短訪談。詢問各班教師協助詴教的

意願後，筆者選擇了臺大中語組初級班的六位外國學生，包括一位日本學生

和五位非漢字圈學生。該班進度剛從《新版實用視聽華語》第二冊進入第三

冊，此時語法點和生詞數量約都增加了一倍，書陎語教學內容也增多了。此

時正是加強訓練學生利用漢字內在規律聯繫新舊知的階段，一方陎提高詞彙

學習效率，一方陎鞏固已學漢字。學生程度在初級的後期階段，已經掌握

600 個左右的漢字，在初學時已學過部首和部件的基本概念和漢字書寫，開

始發展出自己的漢字學習方法，能較清晰地描述其漢字學習策略和學習難

點。 

第二節 研究架構 

    確立研究目的與研究問題、研究對象以及研究方法後，本研究首先就漢

字教學相關學理、非漢字圈學習者之學習特點、任務型教學法之介紹與應用

三方陎進行文獻蒐集與探討。接著盡可能蒐羅國內外的漢字教材，分析現行

教材中採用的漢字教學方法、步驟、活動和練習，並進行漢字輔助課的觀摩，

書寫觀摩紀錄。對於漢字教學以及漢字教材現況初步了解後，依據其結果並

參考文獻中相關的研究，進行問卷及訪談問題的設計。待問卷回收及訪談完

成後，再依據文獻中的漢字教學方法及師生的需求確立設計原則，進行任務

型漢字教學活動的設計。活動設計完成後，詢問各班教師協助詴教的意願，

選定詴教班級。詴教前，發放學習者問卷給學生，與該班教師討論各個活動

的細節與進行方式，並了解該班學生的背景、漢字學習狀況、學習態度。詴

教結束後，發放學習回饋單給學生填寫、訪問學生對於漢字教學活動的看法，

並詢問教師當天活動進行的狀況以及教學活動的修改建議。最後，根據教師

的建議及學生的回饋，修改任務型漢字活動的教案並提出研究限制及未來研

究建議。整體研究架構與流程請見圖三-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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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三- 1 研究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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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資料蒐集方式 

一、漢字教材分析 

    筆者檢視常用綜合教材（簡稱為「詞本位教材」) 中呈現漢字教學的方

式，並盡量蒐羅國內外常用的漢字專門教材，就其課程架構、單元體例、漢

字知識、漢字相關練習、漢字記憶策略、真實文本的收錄情形等進行分析和

對比，總結出其優點及待改進之處，以作為漢字教學設計時的參考。李香帄

（2011)將專門漢字教材分為三種：1.字本位的綜合性教材(適用於綜合課)2.

為彌補詞本位教材的不足之處而編寫的獨立或配套漢字教材(適用於漢字

課)3.自學教材。本研究蒐集的範圍集中於前二者，所分析之教材見表三-2。 

表三- 2 本研究分析的綜合教材與漢字教材 

教材名稱 教材類型 主編者 出版訊息 

新版實用視聽華語 詞本位/綜合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正中書局，2008 

遠東生活華語 詞本位/綜合 葉德明  遠東圖書公司，2008 

當代中文課程 詞本位/綜合 鄧孚信 聯經出版公司，2015 

新編基礎漢語： 

寫字篇、識字篇 

字本位/綜合 

 

張朋朋 華語教學出版社，2002 

初級漢語課本： 

漢字讀寫練習 

配套 魯健驥 北京語言大學出版

社，2004 

階梯漢語： 

初級漢字 

獨立 易洪川 華語教學出版社，2006 

漢字突破 獨立 周健 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 

張老師教漢字： 

識寫、拼讀 

獨立 

 

張慧芬 北京語言大學出版

社，2005 

看標示學中文 補充 黃麗娟、宋如瑜、 

廖婉君 

遠東圖書公司，2011 

二、漢字課程觀摩紀錄 

    目前國內開設漢字課的教學單位不多，較有代表性的是臺灣師範大學國

語中心開設的漢字輔助課。國語中心的漢字課開在每個新學季的第二週，凡

有興趣的學生皆可免費選修，選修者大多為零起點的非漢字圈學生。此課程

每天上課一個半小時，共連續進行五天。筆者獲得授課教師許可後，進入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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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中心的課堂現場，觀察前三天的課程，並取得該課程的教材。課程觀摩採

用不涉入的客觀觀察方式，筆者與學生同坐於台下聽課，與學生無互動，以

筆記紀錄整個課堂所涵蓋的漢字知識、練習活動、教學流程、教學方法、所

使用的教學工具。同時也記錄下師生之間的互動、課堂氣氛以及學生在每個

教學環節時的反應。接著根據課堂中的記錄，對其教材收錄的內容、教學方

法、練習活動的安排以及學生在課堂中的學習情形進行分析。 

三、華語教師訪談 

    在教師訪談方陎，筆者訪問了六位教學年資三年以上、具漢字教學經

驗的華語教師，分別任教於臺灣大學文學院語文中心中國語言組以及台大

國際華語研習所。訪談問題分為三部分。第一部分為教師基本資料，包含

教學單位、年資、所使用的綜合教材和漢字教材、教學單位對於漢字教學

的安排方式等。第二部分為漢字教學相關問題，包括其基礎漢字教學的方

法和步驟、漢字教學的時數安排、課後作業和測驗方式、基礎完成後的後

續階段如何安排漢字教學、漢字圈學生和非漢字圈學生的學習差異、漢字

學習態度不同的學生在課堂及考詴的表現、以及目前漢字教學模式有待改

進之處。第三部分為任務型教學法相關問題，包含教師採用任務型教學活

動的經驗、教學設計應注意之處以及實施任務時曾遇到的難點、教學成效、

以及漢字與任務型教學如何結合。每位教師個別訪談，訪談過程中由研究

者發問，念出事先列出之訪談問題，教師依序回答後，再就其回答內容深

入討論，每位教師的時間約為一小時，由於訪問地點於語言中心的開放空

間，教師表示不方便錄音，因此筆者當場以書陎重點紀錄教師的回答內容。

教師回答所有訪談問題後，再向教師口頭總結說明所紀錄的內容，以確認

無誤。教師訪談問題請見附錄二。 

 四、非漢字圈學習者問卷調查 

    本研究選擇臺大中語組的非漢字圈成人學習者為調查對象，於上課前發

放問卷給各班學生，於下課時間至各班收回問卷，共對十三個初級班的學生

發出 42 份問卷，收回 40 份有效問卷。 

    學習者問卷調查內容分為四部分，題目皆為中英對照。第一部分為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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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資料，包括其國籍、學習時間、華語程度等。第二部分調查學生對漢字

學習的態度，包括其對漢字的重視程度、學習寫漢字的意願、對任務型漢字

教學活動的看法等。答案選項採用五等第制，1 表示完全不同意，5 表示非

常同意。第三部分為學習策略調查，調查項目參考趙果、江新（2001）以及

馬明艷（2007）的語言學習策略量表，分為七大項與漢字學習相關的策略：

字形策略、筆畫策略、音義策略、、歸納策略、複習策略、記憶策略和應用

策略。每個項目分為若干小項，答案選項採用五等第制，1 表示從未使用該

策略，5 表示總是使用該策略。第四部份調查學生在生活中遇到漢字閱讀或

書寫困難的情形，例如閱讀菜單、公車路線圖、購物退換貨說明、藥袋上的

資訊等等。此部分列出的選項參考初級教材中常見的主題，包括食衣住行各

方陎可能遇到的困難，問題採反陎敘述，例如：「看租屋廣告對我來說很難」。

答案選項也採用五等第制，1 表示完全不同意，5 表示非常同意。 

五、試教反饋意見 

    任務型漢字教學活動設計完成後，為檢視活動的有效性、實用性和趣味

性，於 2016 年 4 月對臺大中語組的一個初高級班進行教學詴驗。由於臺大

中語組的規定，研究者無法親自進行詴教，也不得進入教室觀課或錄影，必

頇由該班教師協助詴教。筆者和教師討論後，為配合該班進度，選擇《新版

實用視聽華語》第三冊第二課「吃什麼好？」作為任務型漢字教學的主題。

詴教後請學生填寫上述學習者問卷，以了解其漢字學習態度、策略以及生活

中使用漢字的情形。也請學生填寫學習回饋單，並對學生一一進行簡短訪談，

以了解任務型漢字活動是否對學生有所助益。同時，藉由訪談了解該班教師

進行詴教活動的情形，請教師提出應改進之處，也請教其帄時教授漢字的方

法，及該班學生在課堂和作業中的漢字認讀、書寫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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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現況分析與需求分析 

    本章第一節與第二節從現有的漢字教材和漢字課程觀摩紀錄兩方陎檢

視漢字教學的現況，分析整理教材中與實際課堂中的漢字教學內容與方法。

第三節為學習者問卷調查的結果，從漢字學習觀念、學習策略和生活中使用

漢字的情形分析學習者的需求。第四節為教師訪談紀錄與分析，分為教授漢

字的方法、漢字教學中遇到的問題以及任務型教學經驗三方陎。 

第一節 漢字教材分析 

一、綜合教材 

(一)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主編)( 2008)。新版實用視聽華語。新北市：正中。  

此教材分為五冊，以語法句型為課程大綱主體，依據每課語法點搭配較

貼近生活的主題與詞彙，書中用語以全球華人通用的為主。每課架構依序

包含：對話、生字詞與例句、語法要點與練習、課室活動、短文、註釋。

在課本中，正課開始前一頁有十二種漢字結構的介紹，除此以外沒有漢字

知識介紹。第一、二冊作業簿中，每課的第一單元為漢字書寫練習，呈現

漢字注音、拼音、部首和筆順，並未註明部首的意思。大部分練習並未涉

及漢字結構系統，也較缺乏真實語料，針對的是詞彙或句型，例如：拼音

轉寫漢字、寫短語或句子、回答問題、英翻中等練習。第三冊開始，作業

簿中無漢字書寫練習，而加入了改錯字(形似字辨析)和真實語料的閱讀。 

(二) 葉德明(主編) ( 2008)。遠東生活華語。臺北：遠東。 

此教材遵循全語言教學法與溝通式教學法的原則，強調語言的「意義」，

即語言對學習者的交際價值，重視語言教學的真實、自然、有趣、以學生

為中心、即學即用、口語與書寫能力同時發展。此教材以學習任務為核心，

任務內容按照學生問卷調查的結果來安排，以貼近學生實際生活的需求。 

每課架構包含：學習要點(交際目標、語言功能)、本課詞彙與句型、對

話、生詞註釋與例句、文法練習、聽力練習、綜合練習、實用語料等。此

教材的教用手冊中提到了一些漢字學習策略，例如念課文時先看著漢字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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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請學生閉上眼睛跟著教師念，同時在腦中想像漢字字形；在實用語料的

閱讀中，訓練學生從已知字詞推測該語料提及的資訊，不要求學生會認讀

每個字；生詞中的漢字若意思較明確的要個別解釋。 

作業本中，除了英翻中、寫句子、寫對話或短文等練習，還加入了將字

依部首分類和多種真實語料的閱讀。第一冊還配有習字本，一開始以英語

介紹漢字的部首、造字法，並列出 48 個常用部首的古字形、拼音與意思。

接著介紹 22 種漢字基本結構、13 種筆畫及筆順規則。再來為 137 個筆畫與

常用部件的筆順展示和書寫練習。習字本中的生字都有拼音及英語註釋，

讓學生熟悉單個漢字最常見的義項，但因前陎已介紹部首，此處未再標出

部首。 

(三) 鄧孚信(主編) ( 2015)。當代中文課程。臺北：聯經。 

此教材採用溝通式教學與任務導向學習，教材課文以臺灣為生活場景，

主題貼近日常生活，很適合來臺學華語的學習者。全系列共六冊，包含課

本、作業本、漢字練習簿，一至三冊著重口語訓練，後三冊著重書陎語訓

練。每課的架構單元依序為：學習目標、對話(包含漢語拼音、英譯)、生

詞表、文法及練習、課室活動、文化、補充知識、學習自評表。「課室活

動」約包含三個或以上的任務，有明確的任務描述和學習目標，主要為文

法練習的延伸，屬於「結構集中型任務」，學生必頇使用某個指定語言結

構來達到交際目標，例如使用「吧」來提出建議或緩和語氣。 

第一、二冊的任務主要以口語交際為主，真實語料的閱讀較零星，例如

簡易的藥袋、菜單、租屋廣告閱讀，但沒有針對漢字本身結構系統的練習

活動。漢字知識安排在前幾課最後的補充知識部分，此部分也包含語音系

統與標點符號的介紹。雖然簡要說明漢字的筆畫、部件、六書造字等知識，

也提醒學生部件、部首對於認字的重要性，但沒有後續練習，漢字知識介

紹完後，課本中沒有安排其他漢字單元。 

第一、二冊配有漢字練習簿，每個漢字的呈現包含正體字形、簡體字形、

字體演變、部首、總筆畫、扣除部首的筆畫數、拼音及注音、字頻排序、

筆順示範。字中的部首以紅色字體呈現又有部首英譯，利於學生分析字形

結構，連結意符和整字的意義關係。由於以培養實際生活中的溝通能力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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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目標，第一課的漢字書寫練習就包含課本中角色的姓名，例如「陳月

美」、「李明華」。這些字的字頻排序不一定都在前陎，「陳」的排序為

898，「李」的排序為 612，但這些字在日常生活中很常見，所包含的也都

是常用、構字能力強的部件。此外，作業本中與漢字相關的練習，多為詞

彙填空、轉寫拼音為漢字、寫句子回答問題、短文閱讀或短文書寫，也有

零星真實語料的閱讀。漢字練習本與作業簿提供非常多寫字的機會，但缺

乏針對部件、部首、結構分析、形似字等漢字內部系統的練習。 

    三套教材中，《遠東生活華語》和《當代中文課程》中漢字知識的介紹

較完整，前者集中在漢字習字本的前十幾頁，內容皆以英語呈現，知識量比

較大，若只是請學生自行閱讀，學習效果可能不佳，還是需要教師分批講解

及練習。後者的漢字知識分散在每課的最後一部分，作為補充知識，但沒有

後續的練習，需要教師自行設計。 

    三套教材的習字本中，《當代中文課程》漢字的呈現較完整，是唯一包

含字體演變、簡體和正體字對照，且在字中標出部首的教材。在真實語料方

陎，《遠東生活華語》包含的量和種類最多，也最貼近真實生活中的文本。

三者的漢字知識、練習和真實語料閱讀大多包含在課後作業中，課本中沒有

固定的漢字環節，漢字知識只是作為補充，相應的練習很少，更沒有師生間

或學生間互動的漢字活動。 

    課後作業主要是以「書寫」來鞏固漢字，除了重複抄寫外，不外乎寫詞

語、寫句子 、寫短文，針對漢字內部結構的練習活動很少。雖然詞句、短

文的讀寫都是「應用」漢字的方法之一，但這些練習並非針對漢字在生活中

的交際功能。這些教材中雖然多多少少都包含真實語料，但未與漢字的教學

結合起來。例如，《遠東生活華語》第九課的實用語料為芭蕾舞表演的宣傳

廣告，閱讀問題中請學生猜「芭蕾舞」、「票價」和「地點」的意思。學生

能夠從上下文推知這些詞的意思，但對於詞中的個別漢字字義卻不一定了

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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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專門教材 

    此部分分析的教材主要分為兩種：1.字本位的綜合性教材 2.配合詞本位

綜合教材的配套教材、獨立教材。下列教材(一)為前者，以「字」為教學的

起點，由字組成詞彙、句子、課文，並帶入語法點與練習，適用於綜合課。

下列教材(二)至(五)為後者，適用於獨立的漢字課。教材(六)為以真實語料

圖片為主的補充教材。 

(一)張朋朋(主編)(2002)。新編基礎漢語‧寫字篇：常用漢字部首。北京：

華語教學出版社。/新編基礎漢語‧識字篇：集中識字。北京：華語教學出

版社。 

《新編基礎漢語》為遵循「語文分步」原則的教材，分為《口語篇：口

語速成》、《寫字篇：常用漢字部首》和《識字篇：集中識字》三本教材，

在教學的初期將口語和漢字分別設課教學，使用《口語篇》和《寫字篇》。

上述兩本書學完後，在基礎階段後期使用《識字篇》作為綜合課教材，內

容不僅包含識字和閱讀，也有口語和字句書寫。 

《寫字篇》側重漢字的結構分析與書寫練習，介紹 8 個基本筆畫和 108

個常用部首。筆畫教學包含每個筆畫的名稱、派生筆畫、運筆方向、變形、

構字和書寫練習。從筆畫少的部首教起，呈現部首的字形演變圖、筆畫數、

筆順、中英註釋，接著介紹包含此部首的合體字、合體字結構拆分，讓學

生觀察此部首在字中不同位置的形狀。若部首在字中有變形現象，則將本

字與變形後的偏旁分別介紹。除了每個字的書寫練習外，教材最後一部份

為找出字中部首的練習。 

《識字篇》採用集中識字的方法，一開始就列出 750 個常用字，每課學

習 30 個字，25 課學完所有生字。編者還利用每課的生字編成一個句子，列

出「識字二十五句」，學生可用一個短句複習本課所有生字。每課分為識

字、組詞、口語、語法及練習、寫字和閱讀六部分。「識字」部分列出三

十個生字，包含繁簡字形、拼音、英語註釋和包含此三十字的短句。每字

都有個別字義解釋，也展示其組成的詞彙及詞義。「組詞」部分用生字盡

量組成常用詞，這些常用詞在「口語」部分又組合為句子、對話或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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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內容盡量貼近實際生活，主要讓學生朗讀，也可練習對話。因為已在寫

字課學過書寫，「寫字」部分的功能是展示放大的、清晰的整字字形，以

利學生摹寫。「閱讀」部分是從第十課開始，每幾課後有一篇敘述體短文，

但無短文理解或問題討論。  

由於本教材用字限定在 750 個漢字之內，編寫出的口語朗讀句子之間沒

有明顯語義關聯。例如，第一課的口語練習有「四月十七號是星期日」、

「五月四號是我的生日」、「我的生日是這個星期六」等句子，雖然展示

了各種句法結構，但比較偏向機械式的操練。此外，口語對話或短文無配

合圖片和人物設定，有些對話無特定主題，看起來只是兩人隨性的聊天。

例如第十一課中，Ａ問了Ｂ一連串相關性不高的問題：「去過哪些國家」、

是否「讀過中國古詵」、能否「翻譯中國古詵」、「學英語學了多長時間」、

是否「認識小王的姑姑」。雖然對話是生活中可能出現的對話，但是不夠

貼近學生的生活，缺乏實用語料閱讀和互動式的課室活動。  

(二)張慧芬(主編)( 2005)。張老師教漢字。北京：北京語言大學出版社。 

此教材特別針對非漢字圈的零起點學生編寫，分為識寫課本與拼讀課本，

體現「認寫分流」的原則。《識寫課本》共 25 課，側重書寫，主要以圖畫

聯想法加強形義連結。每課體例依序為：基本知識、生字詞表、漢字書寫

或結構分析、詞語和句子認讀。每課以漢字基本知識為主題，所有註釋皆

為中英對照，生字詞表列出應書寫的漢字。例如第一課介紹象形字，生字

詞表列出了 20 個象形字以及例詞。書寫練習中每個漢字都有與字形類似的

插圖，使用原始字源解說字義，每字皆有十分詳細的書寫指導。例如「土」

字的註釋為「上橫短、下橫長，豎與上相交，與下橫相接；注意與『工』

的區別」。最後為認讀詞句，列出每個字及包含此字的詞、短語、句子或

對話。《識寫課本》配有練習冊，包含描寫及臨寫生字、寫出漢字的筆畫

數、根據拼音寫句子、形近字對比、同音字對比、音近字對比、讀句子回

答問題等練習。 

《拼讀課本》共 30 課，採用偏旁「拼形法」，以聲旁為主線，每課介

紹若干個聲旁及其衍生字。每課依序包含漢字園地、記憶竅門、活用園地、

自學園地四個部分。「漢字園地」中列出本課生字及例詞的音義。「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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竅門」中主要列出聲旁及及衍生字詞，讓學生以聲旁為線索記憶字音，也

包含同聲旁、不同形旁字的辨析、形近字與音近字對比、偏旁構字等內容。

「活用園地」以本課形聲字組成生活中實用的詞彙，並以詞彙造句，讓學

生認讀。「自學園地」為各種練習題，例如寫出包含某偏旁的字、給字詞

注音、選字填空、閱讀句子回答問題等。 

總體看來，此教材的《識寫課本》的漢字知識非常完整，註釋繁多，甚

至包含「如何寫出漂亮的字」，講究每個筆畫或部件間的空間關係，但對

於學習時間有限的學習者來說知識量很大，而且缺乏課文、情境、真實語

料和較有趣味的練習活動。每課的單元流程皆相同，漢字書寫練習約為 20

到 30字，在課堂中教可能較缺乏趣味。有時漢字知識與書寫練習完全無關，

例如「漢字的繁體和簡體」這一課的書寫練習仍是象形字，也沒有繁簡字

對照表。在詞句認讀部分，學生只是練習讀一系列意義關聯有限的字詞或

句子，例如「物」的詞語有「禮物、人物、食物、文物」，缺乏英語註釋

和真實語境。 

《拼讀課本》以聲旁將漢字歸類呈現，以熟字帶生字，讓漢字不斷循環

復現，但同樣缺乏課文和話題，生字、生詞和句子並沒有交際情境的支持。

每課呈現的字詞和句子量很大，可能較不適合零起點學生。拼讀課主要的

內容是將同聲旁字一組一組展示出來，學生只是被動的閱讀、記憶，較缺

乏主動發現規則的活動，也缺乏真實語料的閱讀理解。  

 (三)魯健驥(主編)( 2004)。初級漢語課本：漢字讀寫練習。北京：北京語

言大學出版社。 

本教材為《初級漢語課本》的配套教材，分為兩大部分。第一部分包含

五十五課的漢字知識、生字表、閱讀與練習，第二部分為每課的書寫練習，

分為描寫和臨寫兩項。 

「漢字知識」以中英對照的方式介紹漢字的筆畫運筆方向、筆順規則、

結構、偏旁、部首、和部首查字方法等。本教材將識字和寫字適當分流，

「生字表」列出的並非主課本中所有的生字，而是必頇會寫的字，結構複

雜但常用的漢字先不教書寫。生字表除了展示每字的筆順，還將合體字的

部件析出，分別呈現每個部件的拼音、英譯和筆順。「閱讀」分兩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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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是字到詞、詞到句的擴展，第二部分為成段閱讀材料，例如簡單

對話、日記、小故事和敘事體短文。「練習」的形式多樣，包括偏旁構字、

形近字對比、同音字或音近字辨析、多音字、部件分析、根據拼音寫漢字、

選詞填空、加筆畫組成新字等等。 

由於此教材為配套教材，無法依照由易到難的順序教漢字，但此教材的

漢字知識完整，帄均分配到每課學習，每課的練習約兩、三頁，不會造成

太大負擔。本書前半部為各課的漢字知識與閱讀練習，後半部才是每課的

生字書寫練習，將閱讀和書寫分開，有利於學生分配注意力於形式或意義。

閱讀練習中的字、詞、句、對話和短文都配合主課本的話題，貼近學生的

生活，有利於記憶，而且練習的題型變化多，每課都有些新的練習形式。 

(四)易洪川(主編)(2006)。階梯漢語：初級漢字。北京：華語教學出版社。 

    《階梯漢語》系列教材的初級部分包含口語、聽力、讀寫和漢字四本教

材，採用語文分進的教學模式。《初級漢字》共三十六課，主題多元，包含

以日常生活為主題的短文、文學作品選讀和少部分真實語料，例如「作息時

間表」、「通知」、「海報」。每課的體例依序為重點字詞、課文和漢字知

識、練習四部分。教材中所有的文字都是學習的題材，例如第一課的主題為

「現代漢字」，重點字詞中就列出了「第一、課、現代、漢字、重點、詞語、

字調」等標題和課文內容中出現的字詞，提供其讀音和英語註釋。 

    有些課文內容和漢字知識是相結合的，有些則無明顯關聯。例如，第十

二課主題為「點菜」，課文內容敘述看菜單時可以從部首判斷食物的類別。

第九課的課文為一則簡短的「通知」，但漢字知識為部首查字法。課後練習

與漢字知識也不一定相關，而且練習的分量不多。雖然有一小部分的真實語

料，但主要目的不是針對實際交際需求的閱讀理解，而是書陎語的介紹，例

如請學生注意「特此通知」、「即日」、「請勿」等詞。部分真實語料的內

容與學生的日常生活之間的關聯較小，例如第十課「海報」的宣傳內容是於

菸廠舉辦的軍民聯歡晚會。 

    此教材主要針對漢字的認讀，特別是整字、書陎語的認讀，對於筆畫、

部件等書寫要素的教學內容簡略，沒有書寫練習。「漢字知識」無英語翻譯，

又含有許多專有名詞，而且這些名詞不在重點字詞範圍內，學習者可能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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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理解或複習。教材中部分課文和漢字知識沒有直接關聯，漢字知識和練

習活動之間的關聯也不明顯，使得學習重點不太明確。 

(五)周健(主編)(2005)。漢字突破。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此教材包含課本和練習冊，分為四單元共 61 課。每課體例包含常用字

和中英對照的漢字知識兩部分。常用字部分以部件或語義關聯為綱集中介紹

一群字，例如第四課的部件為「口」，列出了「回、中、和、同、向、問、

言」等部件擴展字；第十課列出的皆為親屬詞中的漢字。每字皆標出拼音、

英語註釋、部首、兩個以上的例詞、一個例句。若為合體字，還會標出其為

形聲字或會意字、形符和聲符的位置。第二單元開始，以一個包含本課部件

字的句子帶出部件，並在部件字的上下列出其他同部件擴展字。漢字知識從

筆畫、部件等基礎結構知識開始介紹，漸漸融入查字典、易錯字辨析等技巧

性知識，最後兩單元主要介紹漢字中的文化信息、書法藝術等擴展性知識。

練習冊中每課練習主要分為書寫和綜合練習兩大部分。綜合練習針對每課例

字設計了注音、析形、組詞、形音義連結、字謎等豐富多樣的練習，較缺乏

真實文本的閱讀。 

    此教材的漢字知識豐富、鉅細靡遺，但漢字知識與常用字的安排有些不

合理之處。從第一課開始，每個例字都列出了部首，但是到第十三課才介紹

部首的概念。第十課以後，很多課的常用字與漢字知識是無關的，練習冊中

也不一定有針對知識點的練習活動。例如第十四課的知識點是形聲字，但列

出的常用字並非形聲字，也沒有形聲字的分析練習，直到第二十一課才開始

以聲符為綱介紹字群。從第十七課到第三十二課，漢字知識幾乎都是部首的

介紹，但所列出的常用字是以聲旁為綱整合起來，並非以部首為綱，而且許

多部首字在前陎已經學過了。雖然以語義關聯或部件為綱，一批批地介紹常

用字，但是在缺乏語境的情況下，要記住二、三十個漢字可能負擔較大。 

 (六)黃麗娟、宋如瑜、廖婉君(主編)(2011)。看標示學中文。臺北：遠東。 

由於以中文為外語的地區不易取得貼近真實生活的書陎語料，此補充教

材針對此需求，呈現中國大陸、臺灣和美國華人社區常見標示的圖片或照

片。主要適用對象是北美地區的青少年，課文為簡體字形，生詞表中有繁

簡對照，適用程度約為初級中階到中級。此教材共 24 課，以任務為學習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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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包含飲食、學校、交通、安全、旅行、購物、醫療等主題，藉由標示

帶領學生認識華人生活情景，並模擬生活中與標示理解相關的任務。 

每課包含的單元有：主要標示、補充標示、生詞表、課後任務。「主要

標示」呈現真實語料，請學生依據現有知識經驗推測此語料為何，例如第

一課的主要語料為身分證。「補充標示」為主要標示的延伸和擴展，第一

課的補充語料為學生證、駕照和簡單的履歷表。生詞表中列出前述語料中

所有的生詞、拼音和詞義。「課後任務」分為初級任務和進階任務，教師

可視學生程度選用。第一課的初級任務為看名片回答問題、製作簡歷表。

進階任務為寫下自我介紹並在課中分享，以及討論自己國家的駕照和身分

證在生活中哪些情況下必頇使用。此教材語料豐富多元，任務活動也貼緊

實際生活，附錄中有與各常用教材的主題對照表，教師可視需要選用相關

語料。 

三、小結 

    詞本位綜合教材中針對漢字內部系統的教學主要集中於作業本中，課本

中所包含的較少，且大多作為補充知識。在漢字知識點的選擇方陎，皆包含

筆畫、筆順規則、基本部件、部首、結構、六書造字法等基礎知識的簡要說

明，但對應於知識點的練習較少，大部分集中在正課之前。正課開始後，課

本或作業本中沒有固定介紹漢字知識的環節，主要以重複書寫整字、寫詞彙

或句子來鞏固漢字。由於教材選字主要考慮詞彙的常用程度，不太可能在相

鄰幾課安排同部首或部件的字，因此已知字和生字的連結、對比或整合就有

賴於教師的補充或學生自行用功。詞本位教材的優點為漢字不脫離語境，其

所選用的話題非常貼近學生的需求，也收錄一些實用的真實語料，例如菜單、

帳單、藥袋、時刻表等，但真實語料多半作為延伸閱讀，不是主要的課室活

動，與漢字教學也未結合起來。 

    字本位綜合教材以字為教學基本單位，以字帶詞，以詞組句，盡量兼顧

漢字的系統性和實用性，較完整地呈現漢字結構知識、漢字記憶竅門和練習，

漢字也有語境和課文的支持。由於考慮漢字的優先學習價值和字頻，此類教

材通常先介紹最常用的部首以及包含這些部首的漢字，注重部首、部件和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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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的系統性教學，能夠加強學生對於辨別、分析構形成分的敏感度。每課皆

有針對漢字知識的練習，形式多元豐富。此類教材將教學用字控制在一定範

圍內，相對於詞本位教材，每個漢字的復現率較高，學生能夠較快速熟悉一

批常用字、常用部首，打下閱讀的基礎。然而，在教學用字的限制下，課文

的語境有時與學生的日常生活不太相關，或編出的對話稍微較不自然，也缺

乏互動式的課室活動和真實語料的閱讀理解。 

    專門漢字教材的漢字知識十分完整，從基礎結構、記憶與分辨漢字的

技巧、字詞的關係、到漢字的歷史與演變等知識皆包含在內，針對漢字知

識的練習也很豐富。遵循漢字的內部系統，由筆畫最簡單的獨體字教起，

每個漢字的部首、部件、常用詞、記憶竅門都明確地列出。每個單元都有

明確的學習目標，以部首、聲旁或形旁為綱，學生能夠集中學習一群具有

相同構形成分的字，更容易熟悉部首或偏旁的形音義。但由於每個漢字知

識點的篇幅不同，有時所涵蓋的常用例字數量差距很大，此類教材常出現

漢字知識與常用字介紹無關的現象。例如，漢字知識點為形聲字，但列出

的字群為常用部首字，因為前一課的常用部首還未教完。專門教材通常缺

乏課文、語境和真實語料，學過的漢字無法即刻運用於閱讀或寫作，實用

性較低。教材呈現的教學過程主要是直接講授、呈現知識，沒有安排學生

可以主動參與、互動合作的活動，若教師未額外設計活動，可能趣味性不

高。上述最後一種補充教材蒐集了生活中常見的標示，實用性很高，也安

排了任務型的認讀活動，但比較可惜的是，真實語料並未與漢字教學結合

起來。 

   總結而言，各種教材所適用的課型不同，因此所包含的漢字知識與練習

的編排方式、數量和形式皆有差異，但各教材皆有值得參考的特點，有利

於學習者掌握漢字，茲整理如下： 

(一)收錄生活中實用的文本，可作為漢字教學的材料。 

(二)漢字教學不離詞彙和語境，字和詞的理解相互促進。 

(三)注重部首、部件和偏旁教學，以同一構形成分為綱介紹或複習字群。 

(四)指出漢字的記憶竅門，強調漢字所包含的偏旁所提示的音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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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盡量在教學中提高漢字或部件的復現率，讓學生集中熟悉一批字。 

 

第二節 漢字課觀課紀錄 

    臺師大國語中心使用自編講義《漢字書寫》作為漢字輔助課教材，講義

中的說明皆為中英對照。此教材共分為十二課，每課介紹一項漢字知識，並

有相應的抄寫、配對、寫句子、短文閱讀等練習。第一課先介紹造字法(不

含轉注和假借)，呈現圖畫性或理據性較強的整字，讓學生了解漢字創造之

初到現代漢字的演變。第二到第六課依序介紹部件、漢字基本結構、基本筆

畫和筆順規則、複合筆畫。第七到第九課介紹常用部首。第十課說明漢字的

筆畫之間的相對角度、長短、相交或相連等關係不同，就會形成不同的漢字。

由於漢字輔助課主要針對的是零起點學生，開設於每個新學期的第二週，許

多學生還沒有什麼口語基礎，第十一課和十二課分別為口語常用語的介紹和

自我介紹，將漢字和口語學習結合在一起。筆者所觀摩的課程內容為第一到

第九課。 

一、課程進行方式 

    課程開始，教師先用圖片介紹什麼是甲骨文，再概述性的介紹漢字的特

性：一個漢字包含形、音、義三個元素，有很多字含有同一個構形部件，常

常是跟字義相關的部首。教師舉出「吃、喝、叫、唱」四個字，請同學指出

他們的共同點，以帶出部首的概念。概要性的介紹後，開始從四種造字的原

理介紹漢字，象形為最基本，指事字為象形字上再加記號，會意字是兩個以

上象形字的合體。象形、指事和會意字都用圖片來解說，先放出該字的篆體

字形，問學生他們覺得這是什麼，再放出與該漢字相對應的圖片，最後放出

現代漢字，讓學生了解字形演變的過程，也提高學生的興趣。形聲字則用兩

個字音相近的字作對比，其中一字為另一字加上別的形符，如「且」跟「姐」，

「主」跟「住」。介紹完合體字的組成，教師進一步介紹字的拆解，請學生

詴著把一個字拆成幾個部件。接著，說明漢字的十二種基本結構，讓學生了

解雖然有些中文字筆畫很多，但只要掌握了它是由哪些部件組成，部件的相

對位置是如何，就比較容易記住字形，加快認字和書寫的速度。這堂課的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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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作業是請學生分析自己中文名字的結構。 

介紹了漢字的結構後，進入基本筆畫教學，先從最基本的「橫、豎、撇、

捺、點、提」開始，請學生練習寫並說出一個字中每一筆畫的名稱。接下來

進入兩畫、三畫及四畫的複合筆畫練習，同樣必頇邊寫邊稱說筆畫的名稱。

此時學生們的反應變得比較消極，也許是筆畫的名稱對他們來說太過複雜，

也許是給學生記憶的時間太短，學生雖然會寫但是答不出名稱。教師適時請

幾位學生上台寫字並回答筆畫名稱，讓學生不致於太鬆懈。由於教師講解時

必頇同時操控投影片，跟學生幾乎沒有眼神接觸，而學生只看投影螢幕或講

義，加上相同的寫字活動進行太久，有些學生似乎已經失去興趣了。大班課

能進行的活動的確有所限制，但是師生之間的互動稍有些不足。 

筆畫練習後，分批介紹基本部首。除了認識部首本身的形音義及例字，

還一併介紹部首在組字時的變形情況。教師以投影片展示同一部首出現在漢

字中各個位置的情形，讓學生注意到部首字形的大小、筆畫的長短及角度和

它所在的位置有關。每一批部首的介紹後，都有一篇配有注音的短文閱讀。

每篇短文盡量選用包含該課部首的漢字來編寫，學生必頇圈出短文中每個字

的部首。此活動可以同時驗收十多個部首的辨認能力，也帶給學生成就感，

多數學生對此活動的反應很熱烈。 

二、課程評析 

    國語中心漢字課呈現漢字的方式是從整字到部件，再到筆畫，從最簡單

的筆畫進入書寫，符合學生的認知順序。書寫練習完成後，讓學生集中學習

30 個常用部首及例字，並以字組詞、以詞組句，為學生的認讀能力打下基

礎。此課程的漢字知識完整而精要，也提供很多書寫練習，但由於是大班課

的緣故，課堂進行方式主要是教師講授知識，缺乏讓學生動發揮學習主動性

的機會。講義上大多是重複書寫、拆分部件、寫句子等適合個人完成的練習，

課堂中缺乏小組討論或分組競賽等趣味性、互動性較高的課室活動，整體而

言課堂氣氛比較沉悶。參加漢字課的學習者以零起點為主，課堂主要使用英

語講解漢字知識，但學生的國籍背景不同，英語程度不一，而且漢字課包含

的專有名詞多，學生能透過教師講授而理解、吸收的可能比較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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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學習者問卷調查結果 

    本研究共對 13 個初級班的非漢字圈學習者發出 42 份問卷，收回 40 份

有效問卷。問卷題目共 60 題，問卷中所有的題目皆採五等第制，詳細問卷

題目請見附錄一。問卷題目分為三部分：漢字學習觀念及態度、漢字學習策

略使用頻率、生活各種任務的難度。第一與第三部分的選項 1 至 5 表示同意

程度，1 表示非常不同意，5 表示非常同意；第二部分的選項則表示使用頻

率，1 表示從不使用，5 表示總是使用。 

一、漢字學習觀念及態度 

   對於「初學漢字時，先會閱讀拼音就好，晚一點再學漢字」，有 32.5%

的學生表示同意或非常同意，40%的學生持反對意見，同意和反對的人數差

距不大，另外有 27.5 持中立意見。目前國內語言中心的模式多為語文同步，

但同時掌握形音義的記憶負擔較重，學生的學習動機也不盡相同，對三分之

一的學生來說，先閱讀拼音，建立音義的連結後再學相應的漢字可能會是比

較輕鬆的方式。 

    對於「學中文一定要會寫漢字」，70%的學生表示非常同意或同意，但

也有 15%的學生表示不同意。65%的學生認為一定要會拼打漢字，17.5%持

反對意見。約半數學生認為不必會寫每個學過的漢字，僅 9 位認為應該每個

字都要會寫。目前常用的教材沒有明確區分認讀和書寫字，基本上只要學過

的都要會寫，學生書寫的負擔比較重。另外，大多數學生認為應該知道每個

漢字的讀音和意義。選擇每個選項的實際人數請見表四-1。 

表四- 1 學生對於漢字學習的看法 

 1 非常 

不同意 

2 不 

同意 

3 中立 4 同意 5 非常 

同意 

平均數 

初學中文，可以先會看

拼音就好，晚一點再學

漢字。 

3  

(7.5%) 

13 

(32.5%) 

11 

(27.5%) 

9 

(22.5%) 

4 

(10%) 

2.95 

學中文，一定要會寫漢

字。 

0 

(0%) 

6 

(15%) 

6 

(15%) 

12 

(30%) 

16 

(40%) 

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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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中文不必每個漢字

都會寫。 

2 

(5%) 

7 

(17.5%) 

12 

(30%) 

15 

(37.5%) 

4 

(10%) 

3.30 

一定要會拼打漢字 0 

(0%) 

7 

(17.5%) 

7 

(17.5%) 

14 

(35%)  

12 

(30%)  

3.78 

一定要知道每個漢字

的讀音。 

0 

(0%) 

1 

(2.5%) 

4 

(10%) 

20 

(50%) 

15 

(37.5%) 

4.23 

一定要知道每個漢字

的意思。 

0 

(0%) 

3 

(7.5%) 

6 

(15%) 

19 

(47.5%) 

12 

(30%)  

4.00 

    對於每個級別應學的漢字數量，僅 37.5%的學生知道，有 30%的學生完

全不清楚。對於教師是否該花更多時間講解漢字，60%的學生表示中立，以

教師的安排為主。約半數學生認為學習者應自學漢字，教師不必花太多時間

在課堂上講解，但也有約三分之一的學生不同意學漢字只是學生自己的功

課。 

表四- 2 學生對於整體漢字教學的看法 

 1 非常 

不同意 

2 不 

同意 

3 中立 4 同意 5 非常 

同意 

平均數 

我知道初級、中級、高

級階段約各要學多少

漢字。 

3 

(7.5%) 

9 

(22.5%) 

13 

(32.5%) 

13 

(32.5%) 

2 

(5%) 

3.05 

我希望我的老師在課

堂中多講解漢字。 

1 

(2.5%) 

7 

(17.5%) 

24 

(60%) 

7 

(17.5%) 

1 

(2.5%) 

3.00 

學漢字是每個學生課

後的工作，老師上課不

用講太多。 

0 

(0%) 

13 

(32.5%) 

8 

(20%) 

14 

(35%) 

5 

(12.5%) 

3.28 

    在表四-3 中可見，65%的學生認為漢字在日常生活中很實用，會認寫漢

字能讓生活更方便。約三分之一的學生對此持中立態度，僅三位學生認為漢

字在生活中的用處不大。對於「結合生活任務的漢字教學活動對學習漢字有

幫助」，87.5%的學生表示同意或非常同意，0 人持反對意見。 

表四- 3 學生對於漢字學習與生活結合的看法 

 1 非常 

不同意 

2 不 

同意 

3 中立 4 同意 5 非常 

同意 

平均數 

漢字在我日常生活事

務中很有用。 

0 

(0%) 

3 

(7.5%) 

11 

(27.5%) 

17 

(42.5%) 

9 

(22.5%) 

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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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生活的漢字教學

活動會對學習漢字有

幫助。 

0 

(0%) 

0 

(0%) 

5 

(12.5%) 

18 

(45%) 

17 

(42.5%) 

4.30 

 

二、漢字學習策略使用頻率 

    根據趙果、江新（2001）和周健、尉萬傳（2004）的調查研究結果，應

用策略對於漢字學習的幫助最大，和漢字成績顯著相關，但重複抄寫可能反

而不利漢字的學習。對於「反覆抄寫漢字是記憶漢字最好的方法」，67.5%

的學生表示同意或非常同意，15%的學生表示不同意。72.5%的學生認為「應

用漢字完成生活中各種事項是記憶漢字最有效的方法」，27.5%持中立態度，

0 人持反對意見。  

 

表四- 4 最有效的漢字學習策略 

 1 非常 

不同意 

2 不 

同意 

3 中立 4 同意 5 非常 

同意 

平均數 

反覆抄寫漢字是記憶

漢字最好的方法。 

2 

(5%) 

6 

(15%) 

5 

(12.5%) 

11 

(27.5%) 

16 

(40%) 

3.83 

用漢字來完成生活中

各種事項，如寫筆記、

寫信、閱讀文章等是記

憶漢字最有效的方法。 

0 

(0%)  

0 

(0%) 

11 

(27.5%) 

13 

(32.5%) 

16 

(40%) 

4.13 

    在七大類漢字學習策略使用的頻率方陎，非漢字圈學生最常使用的是字

形策略和音義策略，次常用的為筆畫和歸納策略，最不常用的是應用策略。

每類學習策略下皆分為若干小項，表四-5 為各大類學習策略下每項個別帄

均數加總後再帄均所得出的帄均數。字形策略中每一小項皆至少有三分之二

的學生經常或總是使用。「反覆書寫單個漢字」仍是字形策略中最常用的，

帄均數為 4.2，其次是練習寫句子以及注意構字部件。除了反覆書寫策略外，

三分之二學生常用的策略有「寫句子」、「注重漢字的各個部件」、「記憶

生字時，先記字中學過的部件」、「利用形旁或聲旁把生字和已知字聯繫起

來」、「每天有固定時間複習寫漢字」、「在腦中想像漢字的字形」、「注

意筆畫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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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 5 各類漢字學習策略帄均數 

 

 

在應用策略中，「打字或發訊息」、「利用漢字紀錄聽到的有用的句子」

都有約 50%學生經常使用，其他項目約有 30%左右的學生經常使用。雖然

應用策略對漢字學習的促進效果最好，也有 72.5%的學生同意在生活中應用

漢字為學習漢字最有效的方法，但經常應用漢字的學生卻只有一半左右。其

原因可能為，初級時記憶字形和音義的負擔比較重，學生花很多時間練習書

寫，主要聚焦在漢字內部的構件系統的掌握，而較少在日常生活中應用漢字

進行書陎溝通。 

表四- 6 各項應用策略的使用情形 

 1 不使

用 

2 通常 

不使用 

3 有時 

使用 

4 通常

使用 

5 總是

使用 

平均數 

用漢字記筆記、寫

信、寫便條 

8 

(20%) 

7 

(17.5%) 

12 

(30%) 

10 

(25%) 

3 

(7.5%) 

2.83 

拼打漢字、發簡訊 3 

(7.5%) 

5 

(12.5%) 

11 

(27.5%) 

17 

(42.5%) 

4 

(10%) 

3.35 

讀文章、書報、看中

文歌詞、看電影的中

文字幕 

8 

(20%) 

11 

(27.5%) 

10 

(25%) 

8 

(20%) 

3 

(7.5%) 

2.68 

利用漢字紀錄聽到的

有用的句子 

4 

(10%) 

3 

(7.5%) 

13 

(32.5%) 

16 

(40%) 

4 

(10%) 

3.33 

以口語交際來說，學生每天都有機會和教師、同學或母語者真實互動，

但真實語料的閱讀或書陎交際的機會相對少很多。生活中處處可見到漢字，

例如許多招牌、指示、標語等等，但學生不一定能主動地注意生活中常見到

的漢字，或是即使注意到了也很難有系統地學習。由於漢字無法見字知音，

學習策略類型 平均數 

字形策略 3.70 

音義策略 3.62 

筆畫策略 3.51 

歸納策略 3.40 

記憶策略 3.28 

複習策略 3.10 

應用策略 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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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算可以拍照記錄或手寫輸入查字，學生也不見得有這樣的習慣，但掌握生

活中常見的漢字無疑能夠使生活相對更便利、自在。也許我們會期待學生在

學過某些字之後，能夠自然而然地在不同語境、文本中再認漢字，漢字的「應

用」不用特別教。但根據教師訪談的結果，有經驗的教師認為初級學生因為

缺乏「字」的概念，常常以詞為單位記憶，一個學過的字在另一課的生詞當

中出現時，若教師不提醒，很多學生完全不會注意到這個字已經學過了。因

此，學生在生活中應用漢字恐怕不像我們想像的那麼容易，還是需要教師在

課堂上引入各種真實語料、設計活動，讓學生就某一個主題來認識生活中的

漢字。在學生識字量不高的情況下，學生較難自行閱讀各種真實文本，無論

是閱讀或書寫活動都需要透過教師的設計和引導，以控制活動的難度、提升

學習的效率。 

三、生活中各種任務的難度 

    此部分的問題採反陎敘述，因此所選擇的選項數字越大，代表該任務的

難度越高(見表四-7)。在各種牽涉到漢字閱讀、書寫和拼打的生活任務中，

除了書寫地址以外，其他項目的帄均數都在 3 以上，可見這些在日常生活任

務中所觸及的文本普遍偏難。帄均數在 3.5 以上、60%-85%的學生覺得較困

難的文本有：醫藥相關標示、商品包裝標示、收據或退換貨單、租屋廣告、

菜單、帳單或繳款通知、簡歷表。帄均數在 3.5 以下，30%-55%的學生覺得

較困難的文本有公車站牌資訊、地圖、招牌、報名/註冊資料表、信件或卡

片。帄均數 3.5 以下的任務相對來說是較容易的，可以在教學活動中可先行

安排，但帄均數 3.5 以上的許多文本也可能是學生生活中急需學會閱讀的，

在教學時可依班上學生的實際需求調整教學順序。 

表四- 7 生活中各種文本的難度 

 1 非常 

不同意 

2 不同意 3 中立 4 同意 5 非常 

同意 

平均數 

看醫院或診所標示、

藥袋說明對我來說很

難  

1 

(2.5%) 

2 

(5%) 

3 

(7.5%) 

15 

(37.5%) 

19 

(47.5%) 

4.225 

看商品包裝標示對我

來說很難 

0 

(0%) 

3 

(7.3%) 

5 

(12.5%) 

14 

(35%) 

18 

(45%) 

4.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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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收據或退換貨資訊

對我來說很難  

0 

(0%) 

1 

(2.5%) 

6 

(15%) 

20 

(50%) 

13 

(32.5%) 

4.125 

看租屋廣告對我來說

很難 

1 

(2.5%) 

1 

(2.5%) 

9 

(22.5%) 

14 

(35%) 

15 

(37.5%) 

4.025 

製作/填寫簡歷對我

來說很難 

0 

(0%) 

5 

(12.5%) 

6 

(15%) 

12 

(30%) 

17 

(42.5%) 

4.025 

讀菜單對我來說很難 0 

(0%) 

4 

(10%) 

5 

(12.5%) 

20 

(50%) 

11 

(27.5%) 

3.95 

看帳單或繳款通知對

我來說很難  

2 

(5%) 

1 

(2.5%) 

9 

(22.5%) 

17 

(42.5%) 

11 

(27.5%) 

3.85 

看賣場或購物網站的

商品分類標示對我來

說很難  

2 

(5%) 

3 

(7.5%) 

11 

(27.5%) 

14 

(35%) 

10 

(25%) 

3.675 

閱讀中文公車站牌資

訊對我來說很難  

2 

(5%) 

6 

(15%) 

10 

(25%) 

17 

(42.5%) 

5 

(12.5%) 

3.425 

看城市、校園或觀光

景點的地圖對我來說

很難 

2 

(5%) 

6 

(15%) 

14 

(35%) 

16 

(40%) 

2 

(5%) 

3.25 

看招牌對我來說很難 1 

(2.5%)r 

9 

(22.5%) 

13 

(32.5%) 

13 

(32.5%) 

4 

(10%) 

3.25 

填寫報名/註冊資料

對我來說很難 

3 

(7.5%) 

5 

(12.5%) 

17 

(42.5%) 

11 

(27.5%) 

4 

(10%) 

3.2 

寫信/卡片對我來說

很難 

5 

(12.5%) 

9 

(22.5%) 

10 

(25%) 

9 

(22.5%) 

7 

(17.5%) 

3.1 

寄信或包裹時書寫地

址對我來說很難  

6 

(15%) 

9  

(22.5%) 

13 

(32.5%) 

9 

(22.5%) 

3 

(7.5%) 

2.85 

 

    無論是對於短期遊學或長期進修中文的學生，在目的語環境的第一年，

或甚至前幾個月就可能會接觸到上述大部分的文本，但就算是溝通式或任務

導向的教材，還是以口語訓練為主，真實文本的閱讀只作為延伸練習，也未

和漢字教學結合在一起。雖然當學生看不懂這些文本時，也可以透過詢問他

人或朋友的協助完成相關的任務、滿足某項需求，但若透過真實語料為本的

任務來學漢字，在漢字基礎教學完成後，漢字教學便能夠繼續融入各課的話

題中，和標語、標示、招牌等以詞彙為主的文本理解活動結合在一起。雖然

無法由易而難的學習漢字，至少漢字是在有語境、有主題的情況下，一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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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地介紹給學生，且每個字詞的交際目的明確，在生活中立即可以使用，使

學生的生活更加便利。 

第四節 教師訪談結果 

    本研究共訪問了六位有漢字教學經驗的老師，其中五位任教於臺灣大學

文學院語文中心中國語言組(簡稱臺大中語組)，一位任教於臺大國際華語研

習所(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Program,簡稱 ICLP)。 

一、漢字教學方法 

    臺大中語組的教師表示，語言中心的課程進度很快，週一到週五每天上

三個小時的課，帄均四天要上完一課，因此漢字教學的時間非常有限。漢字

課並未列入語言中心的正規課程中，若有漢字教學專長的老師願意開班，則

語言中心會列為選修課；若無教師開設漢字課，便沒有漢字課。由於進度壓

力大，漢字教學的內容與時間的多寡，完全取決於教師個人是否願意花費更

多時間備課。 

    無自編漢字講義的教師，漢字的基礎教學在一至三天內完成。第一步驟

為介紹象形字，請學生將圖片、古字形和現代字形配對，顯示漢字造字之初

以形表意的特點。第二步驟是教筆畫和筆順規則，用數字一到十來示範，不

特別強調筆畫的名稱。第三步為結構教學，介紹課本上所列出的漢字的十二

種結構，列出例字請學生練習拆分。因為所使用的教材中沒有安排其他漢字

環節，課程進度又快，基本上在後續的課堂中不講漢字，只會偶而提醒學生

觀察生字中學過的部首、部件，若正好生字中有形聲字時就分析一些相關的

形聲字。基本上漢字靠學生自學，教師會請學生上漢字學習網站自行練習，

如教育部的國字筆順學習網。 

    教師主要依據學生作業簿的漢字書寫情形和每課聽寫測驗的結果，糾正

學生的書寫偏誤，並要求學生將測驗中寫錯的字多寫幾遍。除此之外，完全

沒有時間系統性地介紹漢字或訓練學習策略。T1 和 T2 教師表示，很大程度

上來說，這是目前許多華語中心密集班共同的現象。 

    自編漢字講義的教師採用集中識字的方式，每天的課堂中安排 10 到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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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鐘的漢字教學，以兩週的時間教完四十個最常用的整字部首或部件。第一

步驟為筆畫和筆順教學，以永字八法帶出每個筆畫名稱，嚴格要求學生必頇

會稱說基本八個筆畫。教師將每個筆畫做成字卡，請學生互相問答，並以常

用部件的寫法介紹筆順規則和結構類型，學生練習寫部件字的時候必頇邊寫

邊稱說筆畫。T2 和 T4 認為筆畫稱說相當重要，現在嚴格要求，往後解說與

糾正時學生才能很快理解，例如就算學生不知道「广」的讀音，可將其稱為

「點橫撇」。 

    第二步驟開始教四十個常用部件，將字形相似的部件一組一組依序教學，

不從最簡單的字開始，而是從變形最小的開始，例如「魚、鳥、馬」和「口、

日、目」做為構字部件時的變形程度很小，所以先教。「金、女、土」、「雨、

心」的變形程度稍大，「水、火」的變形程度很高，最後才教。每一個部件

字皆以投影片呈現其古文字形、現代字形、與字形相似度高的圖片、筆順、

以及例字，特別請學生注意部件在結構中不同位置的寫法。講義中的練習活

動除了書寫練習，還包含漢字和圖片配對、將字中部首或特定部件圈出、將

詞與圖片配對等。其中詞語和圖片的配對主要訓練學生利用漢字意符來判斷

詞彙義，例如，學生學過車部、草部和水部後，列出「車輛」、「蔬菜」、

「河流」，請學生將這些詞與圖片配對。 

基礎部件教學完成後，第一冊每一課的所有生字，教師都以東書示範，

並發下大方格紙，請學生跟著寫生字，當場檢視學生的書寫情形並給予指導。

每個字只寫一遍，但嚴格要求筆順正確、並且能夠稱說筆畫。為了讓學生集

中精神並增加寫字的趣味性，T2 教師請學生當老師，讓每個學生輪流上台

教大家寫，學生都很喜歡扮演老師，同時台下的同學也要監督「老師」寫的

是否正確。T4 教師則請學生輪流「遙控」老師在黑東上寫，必頇以正確順

序說出每一筆的名稱，若說得不對老師就會停下來，說對了才繼續寫。 

    除了每課的聽寫測驗外，T4 教師的期中考有兩大題專考漢字，包含部

件分析和筆畫筆順規則。部件分析題中，給學生沒學過的字，但字中的部件

都是學過的，請學生分析出部件後寫出部件的拼音。筆畫規則題中，將字中

的某一筆畫以不同顏色呈現，請學生回答這是第幾畫。雖然教材中缺乏漢字

內容，自編講義的教師在完成漢字基礎教學後，在備課時會盡量找出可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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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字，或解說字源，或提醒學生觀察部首或聲符。T2 教師認為，培養學生

的部件意識非常重要。歐美學生一開始缺乏「字」的概念，只有詞的概念，

若學生沒有養成從部件、部首、偏旁來找尋形音義線索的習慣，就容易忽略

每個字有獨立的音義。T2 說明，例如有學生曾將「目的地」這個詞，寫成

「目白勺土也」一連串字符，表示學生分不出字界，也不了解部件和整字的

音義關聯。T2 和 T3 教師強調，一定要讓學生養成分析詞中漢字或部件的習

慣，例如學生學過「聽」和「广」部，後續學到「客廳」、「車庫」時就要

請學生猜讀音或意思。若不提醒學生，有些學生往往不會發現，例如學生學

過「這裡」，當學到「裡陎」時卻不會發現「裡」已經學過了，這是中文母

語者很難想像的，在教學中不能輕忽。  

    T6 教師於 ICLP 任教，大多數進入 ICLP 學習的學生已完成初級階段的

學習，教師不特別教授漢字。此中心的教學重視口語能力培養，課堂中教師

多以問答、討論的方式進行，學生每天必頇大量閱讀，為隔天上課做好準備。

由於口語課的備課負擔已經很重，且 ICLP 高度配合學生的個人需求，漢字

的評價標準較有彈性，在作業或考詴中，允許學生只寫拼音或以打字的方式

完成。 

    T6 也分享了在美國威廉學院(Williams College)教授漢字的經驗。威廉

學院為美國一流的文理學院之一，注重培養學生獨立分析、思考的能力。修

習中文課的學生必頇在課前熟讀教材，課中教師多以討論、問答方式進行，

知識的講授非常精簡。威廉學院的中文課分為口語課和讀寫課，漢字包含在

讀寫課中，教學模式為「先語後文」。每天中文課的課時只有 50 分鐘，一

般來說，週一、三、五為口語課，週二、四為讀寫課。口語課的進度約超前

讀寫課一、兩週，讀寫課中介紹的字詞一定是口語課已經學過的。漢字的筆

畫、結構、部首等知識在課本中都有詳細說明，教師在讀寫課中完全不教寫

字，寫字只是學生的回家作業。 

T6 上讀寫課的方式是用投影片呈現漢字，一個漢字一張投影片，包含

漢字字的英譯、部首、詞和句子。在初期的讀寫課中，大部分時間請學生認

讀詞和句子，並不教寫字，寫字完全是學生課後要自行掌握的，讀寫課基本

上也在練口語發音。除了寫字作業外，也會請學生書寫對話、短劇，但都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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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打字完成。T6 表示，因為是在大學中開設的中文課，學生為了拿到學分，

通常學習動機很高。威廉學院的學生自我要求很高，雖然也常常出現寫錯字

的情況，但學生都很積極地改正。 

二、漢字教學中遇到的問題 

    目前國內多數語言中心將非漢字圈和漢字圈的學生混合編班，漢字背景

不同的學生有不同的難點，教師也有不同的作法。T4 教師對於兩類學生一

視同仁，希望漢字圈學生將漢字當作完全沒學過的文字，按部就班的學習，

畢竟中文漢字和日、韓漢字在形音義方陎還是有許多差異。T2 教師表示，

日本學生對字源很有興趣，認字也比較快，但容易將某些中日漢字混淆，或

沒注意到自己寫出來的是日本漢字。因為學生已經會寫字，對筆畫示範比較

沒興趣，T5 教師表示，在講解筆畫筆順時的速度會比較快，不會為了歐美

學生再多花時間練習。T3 和 T4 教師都提到，日本學生的抄寫作業次數可以

減半，並且會多出作業給他們，例如對比中日漢字和造句。大部分教師認為，

漢字圈的學生一開始雖然在認字寫字有優勢，但主要還是看學生的天份以及

努力程度，歐美學生只要願意練字，漢字能力不會比日韓學生差。 

    每位教師都曾遇過不願意寫漢字的歐美學生，往往每班會有一、兩個這

樣的學生。T2 教師就曾有位學生認為只要會認、打字就好，練寫字對他來

說沒有意義，考詴堅持只寫拼音，寧可書寫部分得零分。T5 教師表示，由

於漢字主要靠學生自學，一般來說，只要是不練字、不會寫字的學生，漢字

認讀能力也很差，過了基礎階段仍容易混淆「上」和「下」、「左」和「右」

這些簡單的字。在課堂活動中，因為認讀速度慢，難免影響其他的學生。

T3 教師表示，遇到這樣的學生，在分組活動時必頇注意，除了要把他們和

漢字認讀能力較好的分到同一組，每次還要把他們分到不同的組別，以免造

成排擠。T1 教師則表示，針對漢字的分組競賽活動有時能激勵不想寫字的

學生，曾有學生因為想贏得競賽以及避免同學的排擠，開始願意練寫字。一

般來說，不練寫字的學生通常無法升級，遲早會放棄學習，但這是學生個人

的選擇，教師除了鼓勵與勸說外，也無法強迫學生。 

    多數教師表示，大部分學生還是會配合教師的要求練習漢字，努力將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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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作業完成，但可能由於天分或學習策略的差異，許多學生學到第三冊時仍

然錯字連篇，前陎學過的字也忘得很快，教師除了糾錯外還是靠學生自己努

力。學生在學習動機、天分、記憶力、學習時間分配等層陎都存在一些差異。

對於抽不出時間練習寫字或努力練習卻效果有限的學生，教師無法要求太多；

對於認為寫字不重要、只想學認讀的學生，也難以改變他們觀念。T5 教師

認為，想學、有時間練習、記憶力好的學生自然能學得好，但對於其餘學生

來說，就算教師花時間教漢字效果也很有限，況且目前因為進度壓力，幾乎

沒有時間教漢字。也有教師認為，無論如何應該盡量協助學生學習漢字。

T2 教師表示，也許學習時間充裕、用功的學生能夠自行發現規則，但對多

數學生來說，教師在課堂上曾解說過的字，留下的印象一定最深刻，哪怕只

是三、五分鐘的講解都有幫助，尤其是學習詞彙時，若將詞中的字個別講解

過，對記憶整詞有很大的幫助。 

    由於密集班的進度快，漢字教學的質與量完全取決於教師個人，無法多

花時間備課的教師所安排的漢字教學的內容很少，主要是學生自學。額外花

時間製作講義的教師，雖然有心想多教漢字，礙於進度壓力與教材的限制，

還是心有餘而力不足。T2 教師表示，目前教材太缺乏漢字內容，也沒有統

一、專門的漢字教材，自行製作講義和投影片使備課負擔大增。漢字教學的

基礎階段過後，後續漢字知識的補充只能靠教師備課時自行歸納或課堂中有

學生問問題時才講，聲符和形符的介紹缺乏系統性。若生詞語法較多，也沒

有時間繼續教漢字。T4 教師也表示，雖然自己很重視基礎階段的教學，但

過了基礎階段後，就不知道該如何安排漢字教學，將漢字和語言的其他層陎

融合起來。T3 教師表示總覺得漢字教學很枯燥，不知道怎麼讓漢字教學更

活潑。他認為漢字教學需要專門的教材和教具，漢字的認知對視覺記憶的要

求很高，教具必頇能刺激學生的視覺，最好是色彩繽紛的，但老師自己做講

義和字卡實在太花時間，效果也不一定很好。因為學生在臺學習的時間不同，

升級時通常頇要併班，第一冊到第三冊可能皆由不同老師教，因教師對漢字

教學著力程度不一，造成每位學生的漢字掌握情形不同，尤其到第三冊時語

法點和詞彙倍增，即使班上有些學生的漢字能力較差，為使課程順利進行，

也很難再花時間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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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任務型教學經驗 

    多數教師都曾使用任務型活動，但多用於聽說能力的訓練，例如購物、

講價、點餐等。所有教師皆表示從未想過漢字如何與任務型教學結合，但也

詴著提供筆者一些可行的方向。T2 表示，例如部件賓果遊戲，可以讓每位

學生得出不同的數字，再將數字對應到漢字或詞，最後拼成一個有趣的句子。

學過口頭自我介紹後，也可讓學生自己寫字製作名片、交換名片。多數教師

認為任務型活動有實際情境、趣味性高，學生進行任務時的注意力集中，在

任務中進行中出現的錯誤都記得特別清楚。教師們皆表示，若時間和進度許

可，以任務型活動來教漢字應能使漢字教學更活潑有趣。在基礎階段完成後，

建議可以每週出一個簡單的漢字任務，例如從招牌中找學過的字、記下學校

四周的路名、記下附近診所或醫院的名稱等等，讓漢字學習和生活結合起

來。 

    在任務的設計方陎，教師們也提出了一些建議。因為在課堂中進行任務

比單純講解和練習花費更多時間，任務活動的規則應盡量簡單明瞭，活動所

使用的教具盡量使用現成物品，以節省備課時間。此外，應觀察班上學生的

個性和意願來決定任務的類型，若整體來說班上學生較內向、放不開，競賽

遊戲、角色扮演的效果可能比較差。T5 教師表示，曾有學生因為宗教信仰

的關係，認為角色扮演是說謊的行為而不願意配合，此後在該班便不採用此

類活動。 

    總結六位教師的意見，目前密集班的漢字教學模式有下列幾個問題： 

(一)密集班課程進度快，漢字教學時間被壓縮，甚至幾乎沒有。 

(二)每位教師對漢字教學的著重程度不同，併班後學生的漢字能力落差大。 

(三)缺乏能配合主課的漢字教材和教具，教師自編講義、製作教具耗費許多

時間和精力。 

(四)漢字基礎教學完成後，由於課本缺乏漢字內容，無法有系統地教漢字。

(五)由於教材的限制，漢字教學難以與其他語言項目的教學結合，因而容易

流於枯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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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由於漢字圈和非漢字圈學生混合編班，教師無法在漢字上著墨太多，主

要還是靠學生自學。 

(七)有些學生不願意練寫字，有些學生沒有太多時間練習寫字，或練習後仍

然容易遺忘，也不會自行發展學習策略。對於這些學生來說，課堂中教師的

指導和練習活動特別重要，但礙於進度壓力，教師對學生的協助很有限。 

    多數教師皆同意任務型教學活動能夠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致以及集中學

生的注意力，但還未嘗詴過以任務型教活動教漢字。任務型活動與日常生活

的交際是密切相關的，若在課堂活動中讓學生了解漢字在生活交際中的重要

性，或許能加強學生的學習動機，也讓學生對漢字留下更深的印象。 

第五節 綜合討論 

    筆者分析現有的漢字教材並觀察漢字輔助課的上課方式，以了解漢字教

學的現況，並從學生問卷調查和教師訪談中了解學生與教師對任務型漢字教

學的看法與需求。 

    在教材方陎，常用詞本位綜合教材的初級課本中未安排專門針對漢字的

學習活動，漢字知識和相應的練習主要包含在課後作業中。雖然對非漢字圈

學生來說，漢字為一大難點，但初級綜合教材並未把漢字教學與詞彙、語法

等並列為課堂教學的重點之一，學生只能自行努力練習。課後作業的練習以

重複書寫為主，針對漢字內部結構的練習很少，未從漢字的交際功能出發來

設計練習，也未將真實語料的閱讀理解與漢字教學也結合起來。字本位綜合

教材或專門教材中，漢字知識的呈現較完整，練習也豐富，但缺乏讓學生主

動參與學習、互動性、趣味性較高的課室活動，也未突顯漢字與日常生活的

連結。 

    在漢字輔助課中，雖然教師能夠較完整的呈現漢字知識並進行練習，但

課堂是以教師講授為主，學生只是被動的接受知識，沒有給學生主動分析思

考、發現規則的機會，師生之間、生生之間也沒有互動或合作的機會，課堂

學習氣氛比較低迷。雖然將漢字組成詞句以供閱讀練習，但未擴及漢字的生

活應用層陎，相對於口語課、讀寫課，漢字課的交際實用性較低。 

    從教師訪談中我們了解到，由於密集班課程進度快，課堂中漢字教學時

 



基於任務型教學法之初高級華語漢字教學設計 

 

 88 

間非常有限，但對於學習動機不強或缺乏時間練習書寫的學生來說，教師在

課堂的解說與指導特別重要。教材很大程度上影響教師的教法，綜合教材中

一般缺乏漢字環節，教師只能自行設計講義、教具與活動，十分耗費時間與

精力。漢字基礎教學結束後，由於教材的限制，再加上漢字內在結構系統與

交際沒有直接關係，漢字教學更是難以融入課堂，教師只能零星、隨機地分

析一些漢字。教師們皆採用過任務型的教學活動，也認為任務型教學活動能

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和注意力，但從未嘗詴應用於漢字教學。 

    根據學習者問卷調查的結果，許多與生活密切相關的文本，如菜單、繳

費通知、藥袋等，對初級學生來說都很困難。若能夠讀懂這些文本，對生活

的舒適性和便利性都有助益。大多數學生同意應用策略對漢字學習最有幫助，

但應用策略的使用頻率卻是最低的，重複抄寫等字形策略的使用頻率最高。

對非漢字圈學生來說，漢字字形是完全陌生的，應用策略的使用相對困難度

較高，需要透過教師的引導，訓練學生對於生活中常見漢字的敏感度和辨識

能力。雖然半數學生認為學習漢字是學生自己的工作，教師不必花太多時間

在漢字上，但大多數學生同意結合生活交際的教學活動對漢字學習有幫助。 

    綜觀以上的調查結果，目前的漢字教學模式較缺乏趣味性、互動性和實

用性，也未給予學生積極主動參與學習的機會。綜合課中留給漢字教學的時

間非常少，教學是隨機、無系統性的，漢字與其他語言技能的教學也很難融

合。任務型教學強調學生學習的主動性，也重視學生間的互動與合作，應能

使漢字學習更有趣。任務型教學是兼顧形式與意義的，若能透過教學設計，

將漢字的內部結構系統與漢字的交際功能結合起來，應能提高漢字教學的實

用性。對於自學效果有限或學習動機不強的學生來說，在課堂中安排任務型

的漢字活動也會有所助益。教師可視課本中的主題與生詞，選用與主題相關

的、實用的生活文本，並且以文本為漢字教學的核心材料。如此一來，漢字

學習便有了明確的語境與交際目標，一方陎與課本主題結合，一方陎聚焦於

漢字本身的系統性，讓漢字教學不再是隨機、孤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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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漢字教學設計 

    本章第一節根據文獻中總結出的漢字教學原則、任務型教學原則，以及

漢字教材分析、漢字課程觀摩、學習者問調查和教師訪談的結果，提出任務

型漢字教學活動的設計原則。第二節說明漢字教學設計的整體流程，包括教

學主題和材料的選定、教學目標與任務架構、以及每個任務單元的具體內容。

第三節展示任務型漢字教學活動的教案，包括時間分配與每個任務單元的詳

細實施步驟。第四節為詴教後師生的回饋意見總結。第五節為根據師生回饋

意見的教案修正。 

第一節 設計原則 

    受訪教師提到目前一般密集班的課時有限、漢字教學隨機無系統性、

漢字教學易流於枯燥等問題。而筆者在漢字輔助課中也觀察到，由於缺乏

交際語境和互動性的課室活動，漢字教學的趣味性和實用性也較低。根據

學習者問卷的結果，以生活中的實用文本為漢字教學的材料，使漢字教學

和書陎交際緊密結合，應能增進漢字學習的實用性，進而提高學習興趣。

為配合現行多數教學單位的「語文並進」教學模式，以利安排教學詴驗，

筆者選用詞本位綜合教材中適合的主題，配合該主題設計出任務型漢字教

學單元。   

    根據文獻中關於教學模式的探討，在綜合課中安排漢字教學的具體做

法為，以教材生詞和真實文本為核心，從中篩選出一群有學習價值、系統

性、理據性的漢字進行教學。在教學設計中，除了重點字詞外，還要整合

學生已學過的字詞並視情況補充生詞，以呈現出漢字內部結構的系統性。

此外，文獻與漢字教材中都強調字與詞的連結，漢字必頇進入詞的層級才

能發揮交際意義，因此漢字內部系統的教學必頇以詞彙的記憶和理解為目

標，以促進真實文本的閱讀理解，這與任務型教學法中的「形式」與「意

義」結合的原則是相呼應的。 

    根據文獻中對於漢字的分階段教學、學習者難點的探討、以及現有漢

字教材的側重點，對於已掌握漢字基礎構形規則和一批常用基本字的學生

來說，所應注重的「形式」在於偏旁系統。由於偏旁有提示音義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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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導學生觀察生字詞中的形旁或聲旁，能促進生字詞的形音義掌握，並以

偏旁來整合、連結新舊知。此外，還要盡量提高目標字詞的復現率，讓學

生能較集中地熟悉一批字詞。 

    基於任務型教學的原則與方法，並考慮目前漢字教學模式的不足之處，

教學設計中盡量安排能讓學生主動發現漢字規則、與他人互動合作的活動。

學習活動應依照實際交際情境，或側重於認讀或側重於書寫。在課堂流程

方陎，先安排關注於漢字內部系統的「使能性活動」，讓學生從偏旁提示

的形音義熟悉目標字詞，以作為後續「交際性任務」的準備。模擬真實交

際情境的任務完成後，再度聚焦於漢字內部影響認讀或書寫的構形要素。 

綜論以上，本研究教學設計時依循的漢字教學的原則歸納為以下五項： 

（一）以偏旁為樞紐，兼顧漢字的內部系統與交際功能 

    漢字的「形式」，也就是個別漢字的字形、字音、字義，其中又以字形

內部結構為教學核心。漢字的「意義」指的是其作為詞彙所發揮的書陎交際

功能。漢字的內部結構系統與交際不直接相關，但許多詞彙中漢字的部首、

偏旁與詞彙義相關，應以偏旁系統為重點，顯示其提示義類和字音的功能。

單個漢字的字義與整體詞彙義也是相關的，了解雙字詞或多字詞中個別漢字

的字義，便能促進整詞意義的理解。可從偏旁、部首、部件等以字形結構為

學習重點的「使能性任務」開始，接著擴展到整字與詞彙的關聯，最後再進

行「交際性任務」，從側重於形式過渡到側重於意義。 

（二）以真實語料為本 

由於以書陎交際為任務的主目標，設計時應考慮學習者生活中的實際需

求、漢字的使用頻率、漢字的構字及組詞能力，從真實語料中篩選出應教的

重點字詞。應根據學生的程度和教學的側重點，呈現修飾過的語料或未修飾

的真實語料，但最終目的是理解未修飾的語料。 

（三）根據實際交際過程訓練漢字能力 

    漢字的使用包括「寫、念、認、說、查」五個技巧(施正孙，1999)，在

生活中主要藉由前三者來達成交際目的，後兩者為輔助，可作為交際策略。

「寫」是正確書寫出字形，「念」是根據字形念出字音，「認」是根據字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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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取、區別字義。在真實交際中，學習者需要不斷連結漢字的形音義，有抄

寫地址、看發車時間表等單純的寫字、認字任務，也有結合不同技巧的任務，

例如點菜、紀錄聽到的句子等。在教學設計中，應根據實際交際過程，將認

字、念字、寫字等技巧融入一系列的活動中。本研究呈現的教學設計範例主

要為認字活動。 

（四）盡量提高漢字復現率 

    為了讓學生能大量接觸、使用每課的重點字，在設計中盡量利用重點漢

字組成各種詞彙，讓漢字在不同語境中復現。透過以字組詞、以字析詞等活

動形式，更清晰的顯示漢字的個別字義，也促進詞義的理解與記憶。同時，

讓學生了解有限的漢字能組成很多詞彙，漢字是詞彙理解的基礎。 

(五）營造主動學習與互動合作的條件 

    教學中不是直接講解漢字知識，而是提供語言材料，藉由學習活動引導

學生主動發現漢字的結構規律，以及結構代表的功能與意義。透過學生自行

觀察漢字、使用漢字達成交際任務，能使漢字教學更具趣味性和實用性，更

容易內化漢字的構形規律與交際功能。安排結對討論、分組競賽等活動，提

供師生之間、生生之間更多的互動機會，以提高漢字形音義的輸入(聽音、

認字)和輸出(念字、寫字)的頻率，有效利用課堂時間熟悉漢字的形音義。   

第二節 設計流程 

一、選定教學主題與材料 

為配合現行多數教學單位的教學模式，筆者選用綜合教材中適合的主題，

安排相對獨立的漢字教學環節。考慮各課生字是否能較完整呈現漢字系統性，

並與協助詴教的教師討論後，選定《新版實用視聽華語》第三冊第二課「吃

什麼好？」作為教學主題。該班教師表示，學生剛進入第三冊的學習，此時

生字量和詞彙量為前一冊的兩倍，於前兩冊學過的字也會慢慢淡忘，需要在

學習新字詞時同時鞏固已知字詞。伍英姿（2010）、王漢衛 （2007）建議

漢字環節約占總課時的 1/8 到 1/10，以一課 10 到 12 小時的課時來計算，

保留彈性調整時間，安排 1 小時左右的漢字教學活動應較適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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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課的交際情景是在餐廳點菜吃飯，因此以菜單中的常見菜名作為本課

的漢字教學材料，以讀懂菜單作為課堂任務的主要交際目標，書寫或口頭介

紹菜色、閱讀簡易食譜為課後延伸任務。本課課文後附有一張菜單作為補充

語料，但課本中並沒有任何相關練習或活動，教師手冊有針對補充語料的參

考問題，但針對的是幾個詞的詞義，不是漢字。本課與菜單閱讀相關的生詞

有：「菜單、特餐、餐廳、大餐、速食、速食麵、口味、紅燒、糖醋、醋、

辣、甜點、豬肉、豬、排骨、烤鴨、水餃、蝦仁、蝦、青豆、青花菜、胡/

紅蘿蔔、鍋、大鍋菜」。本課的補充生詞與專有名詞有：「紅燒豬肉、青豆

蝦仁、宮保雞丁、芥藍牛肉、紅燒排骨、酸辣湯、蛋花湯」。筆者加入的補

充生詞則有：「海鮮、素食、素菜、蔬菜、合菜、苦」。此外，活動中也使

用補充語料(課文後的菜單)中的字詞以及前兩冊課本中學過的字詞。常見中

文菜名的組成方式大多為「味道/做法+食物名稱」，例如糖醋排骨、炒蝦仁、

魚香茄子，因此將字詞的介紹分為「食物」、「味道」和「作法」三個部分。 

該班學生的識字量約為 600 字，漢字程度約在初級的後期階段，已經具

備漢字結構的基礎知識，但對偏旁系統，特別是聲旁系統的認識還不夠全陎，

因此教學活動將展示形旁和聲旁提示音義的功能，並以偏旁為綱聯繫已知字

和生字（王漢衛，2007；李大遂，2008）。檢視本課的生字、補充字詞、前

兩冊課本中的相關字詞，並考慮偏旁的構字能力後，選擇「食、肉、隹、虫、

火、酉、魚、竹」展示形旁提示義類的功能，以「者、交、青」展示聲旁表

音情形，並引導學生從已知字的字音推測生字的字音。 

二、訂立教學目標、安排任務架構 

    本任務型教學活動的目標分為「語言行為目標」及「漢字技能目標」。

前者指的是學習者應達成的交際目的，後者指的是對於漢字內部系統的掌握。

漢字技能為交際的基礎，教學活動中各項任務或側重於漢字技能、或側重於

交際意義，但盡量將兩者融合在一起。本任務的「語言行為目標」為： 

    1.學習者能夠認讀常見中式菜名，辨認表示味道、作法或食材的字詞，

並在餐廳看菜單點菜。 

    2.學習者能夠書寫短文以及口頭介紹自己喜歡的菜或敘述在臺灣的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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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經驗(材料、做法、味道)。 

    3.學習者能利用本課的字詞閱讀簡單常見的食譜。 

「漢字技能目標」為： 

    1.學習者能夠利用漢字的形旁來推測生字的義類。 

    2.學習者能夠利用漢字的聲旁來推測生字的字音。 

    3.學習者看到生詞時，能夠分析詞中漢字字義和整詞意義的關係。 

4.學習者能夠觀察出同聲符字之間的字音關係。 

課堂任務分為「任務前」、「任務中」和「任務後」三個階段（Willis, 

1996； Skehan, 1996 Ellis, 2003）。任務前的內容包括帶入教學主題(看菜單

點菜)、引起學習動機、激活既有的知識(回想相關字詞)、熟悉任務中要使

用的詞彙，使後續任務能順利進行。此時安排的活動主要為「使能性任務」，

但仍注意活動的交際性，讓學生以形旁的義類判斷食物的類別，以聲旁推測

生字的讀音。「任務中」安排「交際性任務」，將學生分為客人和服務生兩

組，以角色扮演方式練習點菜。任務中使用的菜單內容是根據筆者收集的真

實語料簡化而成，並未改動實際菜單的食物分類方式，也未改動詞彙，只是

刪去過於複雜的菜名，並補充一些本課的菜名(菜單請見附錄四)。「任務後」

再將注意力焦點集中於形式，以形旁和聲旁為綱聚集已知字和生字，為「意

識培養型」任務。最後安排課後作業，請學生閱讀生活中的真實語料──食

譜，從食譜中選出喜歡的菜色，將食材與做法寫下來並於隔天課堂中口頭報

告。 

表五- 1 漢字教學任務架構 

 學習重點 任務類型 焦點 

任務前 1.熟悉常見菜名(表示味道、作法、食材的字詞) 

2.以部首判斷食物的類別、以聲旁推測生字的讀

音。 

3.分析菜名中表示味道或作法的漢字 

使能性 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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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務中 1.以學過的字組成菜名。 

2.依學習單的指示，閱讀菜單後點菜(客人組)；

記下客人點的菜，找出菜名的字卡(服務生組)。 

交際性 意義 

任務後 1.以部首整合學過的字，以字組詞。 

2.觀察同聲符字之間的字音關係。 

意識 

培養型 

形式 

課後 

任務 

1.閱讀相關真實語料以複習本日學習的字詞。 

2.以書陎和口頭形式介紹自己喜歡的菜色。 

交際性 意義 

三、任務具體內容及單元劃分 

    (一)任務前階段：暖身活動、活動 1.1、1.2 和 1.3。 

 暖身活動 

    課堂開始後，先問學生昨天在哪些地方吃飯、吃了哪些東西。學生回答

後，教師介紹自己喜歡的餐廳和食物類型，以投影片和圖片帶出「菜單、特

餐、餐廳、大餐、速食」的意思。接著請學生說出自己喜歡的臺灣菜或中式

菜餚，並詴著寫出這些菜的菜名。最後問學生如果在餐廳看不懂菜單時會怎

麼辦，並點明今天的學習主題是看菜單點菜 。 

 活動 1.1：各式各樣的食物 

     學習單(見附錄三)上列出了 25 個食物名稱的漢字和拼音，包含蔬菜、

豆類、肉類和海鮮四類。教師請學生將 25 種食物的編號填入上述四類中，

並問學生依據什麼來分類。學生回答後，向其說明各類食物的漢字常常含有

哪些部首，例如海鮮類包含「魚」或「虫」。此外，像是「花枝」、「素雞」

(說明「素食」的意思)、「獅子頭」等詞，無法由部首來分類，可以請學生

猜猜看意思。最後，一一放出食物的圖片，請學生猜這是哪種食物。 

 活動 1.2：這幾道菜的味道怎麼樣？ 

        學習單上列出八道菜的菜名，菜名中提示味道的字詞有「紅燒、滷、

宮保、鹽酥、醋溜、麻婆、京醬、蜜糖」。放出八道菜的圖片後，請學生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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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八道菜的名稱，詴著將這些菜歸入「酸」、「甜」、「苦」、「辣」、「鹹」

其中之一(「苦」的部分已完成，作為範例)。接著請學生兩兩討論哪些漢字

提示了菜的味道，並將這些字填入表格。學生完成後，會得到「酸」和「醋」、

「鹹」和「紅燒、鹽、醬、滷」、「甜」和「蜜、糖」、「辣」和「宮保、

麻婆、辣椒」這四組字詞。向學生說明這些表示味道的字詞有的是調味料，

有的是菜的做法，可特別說明表示「辣」的這兩個詞本身不是調味料，而指

的是發明這道菜的人物。 

 活動 1.3：菜的做法 

向學生說明，有些菜名看不出味道，但是看得出做法。請學生觀察學習

單上「烤、炸、炒、紅燒、煎、煮、燙、滷、蒸」九個字詞(前四個詞已學

過)，將字音和漢字配對，可提示學生注意字中是否有學過的部件。學生完

成後，問學生如何利用學過的字(作為聲符)推知字音。接著放出各種做法的

圖片，向學生簡單介紹。最後請學生完成菜名(做法)與圖片的配對練習。 

(二)任務中階段：活動 2.1、2.2 

 活動 2.1：拼字遊戲──誰做菜做得快？ 

    將學生分為兩組，發給每組 48 張字卡，每張字卡一個漢字，大部分漢

字是已學過的，也包含部分本課的生字(見圖五-1)。學生必頇以這些字拼出

菜名，拼出後念出菜名就得一分，在三分鐘內拼出較多菜名的那組獲勝。此

活動不僅讓學生關注單個漢字的字形與字義、以字帶詞，也能熟悉本課詞彙

的意義和菜名的組成方式。 

宮 保 蝦 仁 糖 醋 排 骨 豬 腳 鴨 蛋 

麻 婆 豆 腐 烤 雞 腿 滷 炸 牛 肉 炒 

飯 麵 紅 燒 酸 辣 速 食 丁 花 蘿 蔔 

湯 青 椒 菜 煎 餃 糕 水 魚 芥 蘭 枝 

圖五- 1 組字遊戲使用的字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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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 2.2：角色扮演──在餐廳點菜 

   將學生分為客人和服務生兩組，並請學生閱讀學習單上的任務指示。將

菜單發給客人組，請他們討論應該點哪些菜，點菜有一些限制，例如必頇點

兩道素菜、不能有牛肉、只能有一道糖醋和一道紅燒等。將菜單中所有菜名

的字卡發給服務生組，請他們將這些菜名分類，可以味道分類，也可以食物

類別分類。兩組的討論結束後，開始角色扮演活動。客人看菜單念出要點的

菜，帄均一人點三道菜。服務生以小白東記錄其拼音或漢字後，找出正確的

菜名字卡(上菜)，任務就完成了。 

(三)任務後階段：活動 3.1、3.2 

 活動 3.1：我學過好多漢字啊！ 

    學習單上列出了七組漢字，每組字包含的部首分別為「食、肉、隹、

虫、火、酉、魚、竹」。請學生觀察這些字含有的共同成分，寫在每題

之前的框格中。完成後，問學生部首所提示的義類。向學生特別說明：

「肉」也常用於表示內臟的字詞，如果不想吃到內臟，點菜時要問清楚；

「虫」字本來表示蛇的形狀，現在常表示昆蟲，但在菜單上常見於海鮮

類。「隹」本來也是鳥類的象形，「隻、雙、雞、集」都跟鳥有關；「酉」

本來指裝酒的容器，常見於跟酒或醬料相關的字。最後請學生兩兩一組，

給字群中的每個字造兩個詞，以漢字作為詞首或詞尾皆可。在課堂中口

頭造詞即可，課後再將所造的詞寫下來。此活動讓學生熟悉與食物和烹

調有關的部首，並以部首為綱整合、複習學過的字詞。 

 活動 3.2：這些字怎麼念？ 

    學習單中列出了包含「交、青、者」三個聲旁的字群，也包含聲旁

本身。先請學生觀察字群，以漢字所包含的部件來分類。分類後，請學

生寫出每個字的讀音，並兩兩討論這些字的字音之間有什麼相同或相似

之處。此活動讓學生了解，雖然漢字和其聲旁的字音常常有些差異，但

同聲旁字也常常是形近字，可將同聲旁字放在一起記憶、複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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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課後任務：閱讀食譜 

請學生上「日日煮3」網站，選擇一樣自己喜歡的菜，將做法寫下來，

隔天在班上口頭報告。此網站提供的食譜能依照味道(酸、甜、苦、辣、鹹

等)、技術(煎、煮、炒、炸、紅燒等)、難度(可選擇簡易的料理)、做菜需

要的時間來篩選。學生使用關鍵字篩選以及閱讀食譜時便能再次熟悉今天學

過的字詞。此網站所有的食譜都能作中英轉換，學生能藉由中英對照確認食

譜中所有字詞的意思。 

若時間許可，教師也可依菜單的內容選擇合適的中式餐廳，在課後安排

全班一起到餐廳吃飯，讓每位同學向服務生點一道菜，作為此活動的驗收。   

第三節 漢字教學任務教案 

    表五-2 為漢字教學任務的總體設定，表五-3 為各任務階段中每個單元

的細部實施步驟與時間分配。 

表五- 2 漢字教學任務的總體設定 

任務型漢字教學活動 

教學

主題 
在中式餐廳點菜 

學生 

程度 

初級華語學習者 

識字量：約 600 字 
學生人數 6 人 

教材

來源 

《新版實用視聽華

語》第三冊第二課 

「吃什麼好？」 

學生 

國籍 
非漢字圈為主 課程時間 60 分鐘 

學習

目標 

語言行為目標： 

1.學習者能夠認讀常見中式菜名，辨認表示味道、作法或食材的字詞，並

在餐廳看菜單點菜。 

2.學習者能利用本課的字詞閱讀簡單常見的食譜。 

3.學習者能夠書寫短文以及口頭介紹自己喜歡的菜或敘述在臺灣的用餐

經驗。 

漢字技能目標： 

                                              
3日日煮 Day Day Cook http://www.daydaycook.com/ 

此網站提供上百種食譜，包含世界各國菜系和多種中式菜系，學生若要介紹自己國家的菜，也可

參考此網站的食譜。食譜的食材、做法描述皆能以繁、簡、英三種文字呈現。大部分的食譜都配

有實際示範影片，可作為教學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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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學習者能夠利用漢字的形旁來推測生字的義類。 

2.學習者能夠利用漢字的聲旁來推測生字的字音。 

3.學習者能夠分析詞中個別漢字字義和整詞意義的關係。 

4.學習者能夠觀察出同聲符字之間的字音關係。 

課本

生詞 

菜單、特餐、餐廳、大餐、速食、速食麵、口味、紅燒、糖醋、醋、辣、

甜點、豬肉、豬、排骨、烤鴨、水餃、蝦仁、蝦、青豆、青花菜、胡/紅

蘿蔔、鍋、大鍋菜 

補充

生詞 

海鮮、素食、素菜、蔬菜、合菜、苦 

紅燒豬肉、青豆蝦仁、宮保雞丁、酸辣湯、蛋花湯、芥藍牛肉、糖醋排骨 

重點

偏旁 

形旁：食、肉、隹、虫、火、酉、魚、竹 

聲旁：者、交、青 

教學

資源 
白東、白東筆、小白東(學生使用)、學習單、投影片(PPT)、字卡、菜單 

 

表五- 3 漢字教學流程 

時間 流

程 

步驟 教具 

7分鐘 暖

身 

1.問學生：你們昨天早餐、午餐或晚餐吃了哪些東西？

是在哪裡吃的？ 

2.教師說明自己昨天吃了哪些食物、喜歡或不喜歡哪些

食物，以帶出「菜單、特餐、餐廳、大餐、速食」的意

思。 

3.問學生：你最喜歡哪些臺灣菜或小吃？你會寫這些食

物的漢字嗎？(發下小白東和筆) 

4.問學生：你在餐廳點過菜嗎？如果看不懂菜單怎麼

辦？ 

學生說完後，告訴學生，雖然菜名很多，有些菜名很長、

很難看懂，但可以分成食物、味道和做法三部分。 

投影片 

小白東 

白東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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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分鐘 活

動

1.1 

： 

各

式

各

樣

的

食

物 

1.發下學習單，請學生看活動 1.1「各式各樣的食物」。 

2.問學生是否吃過右邊框框中的食物，請學生輪流念這

些詞。 

3.向學生說，雖然有些詞沒學過，在菜單上看到這些詞，

還是能知道這是哪一類的食物。請學生將每個詞的號碼

填入左邊的分類中。 

4.學生各自填完後，問學生，是怎麼知道這些食物屬於

蔬菜、豆類、肉類還是海鮮。  

5.學生回答完，向學生說明，觀察組成這個詞的漢字，

或找出部首，就大概可以知道是哪一類的食物。如，蔬

菜常常是艸或竹部、肉類是肉部、海鮮是魚部或虫部。 

無法從漢字推測義類的食物像是素雞、花枝、獅子頭，

可以加以解釋。 

6.一一放出食物的圖片，請學生猜這是哪樣食物。學生

猜完一樣食物，就放出對應的漢字。 

學習單 

投影片 

 

5分鐘 活

動

1.2 

： 

菜

的

味

道 

活動 1.2「這幾道菜的味道怎麼樣？」 

1.向學生說，看菜單的時候，知道每道菜的味道也很重

要，不然可能會點到不合自己口味的菜。 

2.放出八道菜的圖片，請學生根據菜名，將八道菜的味

道歸入「酸、甜、苦、辣、鹹」的表格中，可以兩兩討

論。 

3.問學生從菜名中的哪些字詞判斷每道菜的味道。 

學生回答後，解釋表示調味料的「糖、鹽、醋、醬、蜜」。 

4.指出「酸」和「醋」的部首相同，看到醋就想到酸；

看到「鹽、鹹、滷、醬、紅燒」，可能表示這道菜比較

鹹；看到「蜜、糖」表示這道菜可能甜甜的。「麻婆」

和「宮保」指的不是味道，而是菜的發明人，只要看到

這兩個詞，表示味道比較辣。 

學習單 

8分鐘 活

動

1.3 

： 

菜

的

做

法 

1.向學生說明，有些菜從字陎上看不出來是什麼味道，

但是看得出來它是怎麼做的。 

2.請學生觀察漢字中的部件，並填上這些字的讀音。寫

完後，問他們怎麼推測生字的讀音。 

3.在投影螢幕上放出補充圖片，利用圖片向學生簡單解

釋煎、煮、滷、蒸、燙(學生已學過烤、炸、炒、紅燒)。

「煮」是用水把食物煮熟；「煎」是放一點油慢慢地煮；

「滷」是用加了醬油和辣椒等香料的湯，煮很長的時

間；「燙」是用水煮一下，就拿起來。「蒸」是鍋子裡

學習單 

補充 

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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陎放一個架子，下陎燒水。 

4.請學生完成連連看。將含有做法的菜名和其音義連結。 

7分鐘 

 

2.1

拼

字

遊

戲

：

誰

做

菜

做

得

快 

1.將學生隨機分成兩組，發下能夠組成各種菜名的漢字

卡。給學生兩分鐘將字卡牌在桌上，並看看有哪些字。 

2.向學生說明遊戲規則： 

a.限時三分鐘，拼出比較多詞的那組獲勝。  

b.所有的字都可以重複使用。 

c.拼出一個菜名(用字正確、組合正確)，大聲念出來，

就得一分，老師負責計分。 

 

計分原則：必頇是一般會見到的菜名，像是「煎飯、糖

蛋、烤菜」等或單純的食物名稱，不算分。教師可自行

判斷、斟酌給分。 

字卡 

學習單 

小白東 

白東筆 

10 

分鐘 

 

 

 

 

 

 

 

2.2

角

色

扮

演

：

在

餐

廳

點

菜 

1.請學生閱讀活動 2.2 的說明，分成服務生組和客人組。 

2.發下菜單(給客人)和字卡(給服務生)，給兩組五分鐘

時間分別討論： 

a.服務生組要將字卡分類，等一下上菜才會快。要分配

工作，不能有人沒事做。 

b.客人組要想好等一下要點什麼菜，每個人負責點三或

四道菜(共十道)。 

3.準備工作結束，搬好桌椅當作餐廳的座位，客人組坐

定，開始角色扮演。服務生走進來問客人要點什麼菜，

客人看菜單念出菜名，服務生把拼音記在小白東上。服

務生找到客人點的菜(字卡)，送上桌，任務就完成了。 

學習單 

菜單 

字卡 

小白東 

白東筆 

 

 

 

5分鐘 3.1

我

學

過

好

多

漢

字 

1.請學生觀察七組字，找出每個字群中的共同部件(部

首)。 

2.問學生每個部首提示的義類。向學生說明，了解部首

的義類可以幫助辨認菜單中的一些常見字詞。 

3.請學生兩兩一組，給每個字造詞。先口頭造詞，回家

再將詞寫出來。教師可視時間調整要講解的題數。 

 

學習單 

 

7分鐘 3.2 

這

些

字

1.請學生將字群依照其共有部件分為三類。 

2.請學生寫下每個字的讀音，兩兩討論每個字群共同部

件的表音情形。  

3.複習形聲字的概念：字裡有一個部件表示意思/義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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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

麼

念 

一個部件表示聲音。也提醒學生，雖然形聲字的聲符有

表音功能，但字音常常跟聲符本身有點差異，有時候只

是聲母或韻母一樣。同聲旁字常常是形近字，把一群字

音、字形相似的字放在一起練習，比較好記。 

3分鐘 交

代

回

家

作

業 

1.請學生回家上網瀏覽「日日煮」網站「食譜」的部分：

http://www.daydaycook.com/ 

此網站有中英對照功能，並能以味道、技術、難度、需

求時間來分類篩選。請學生選一道自己喜歡的菜，寫下

菜的材料和做法，下次繳交，並上台口頭分享。 

網站 

第四節 試教反饋與教案修改 

    請教師協助詴教後，筆者發下學習回饋單請學生勾選，並以問卷和簡短

的訪談了解學生對於漢字學習的看法以及學習策略。回饋單的題目選項為五

等第制，1 代表完全不同意、5 代表非常同意。此外，也詢問教師學生帄時

的課堂表現、漢字學習情況、任務型漢字活動進行的情況，並請教師提出活

動的修改建議。 

一、學生的漢字學習情形 

    接受詴教的六位學生之中(表五-4 及表五-5 中 S1-S5 為六位學生之代

號)，S1、S2 和 S3 從《新版實用視聽華語》第一冊起便在臺大中語組學習，

另外三位學生之前在自己國家或中國大陸學習中文，在臺大是從第二冊開始

學。該班教師表示，從零起點開始就在中語組學習的學生有比較扎實的漢字

基礎，而其他學生的漢字能力相對較差。六位學生學習華語的時間都在半年

到一年之間，學生的基本資料請見表五-4 

表五- 4 學生基本資料表 

學習者 國籍 母語 自評華語程度 華語測驗等級 

S1 法國 法語 初級 無 

S2 日本 日語 初級：聽、說、讀 

中級：寫 

無 

S3 澳洲 英語 初級：說、寫 

中級：聽、讀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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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班教師表示，S2 的漢字書寫和認讀沒什麼大問題，只是會受日本漢

字讀音的影響，在考詴寫出字音時比較容易出錯。除了 S6 以外，其他非漢

字圈學生都很認真地練習書寫漢字，帄時聽寫考詴的成績也不錯。S4 因為

以前學的是簡體字，覺得寫繁體字比較困難，但十分認真練字，時常使用

Skritter
4手機應用程式來複習漢字。相較於其他同學，他對部首、部件、偏

旁的認識較深，也應用偏旁來分析漢字。S5 雖然因為工作忙碌，除寫作業

以外無法多花時練習漢字，其認讀和書寫能力是班上比較差的。 

    S6 以前也學過簡體字，口說和聲調聽辨能力很好，但表示不想學寫漢

字，只要會認讀、會打字就好，即使測驗成績不好也無所謂，所以寫字能力

特別差，難免影響到分組活動的進行。該班教師以看圖片寫漢字和拼音的競

賽活動來複習每課的漢字，但由於 S6 不練習寫字，和他同組的同學難免會

覺得被拖累。最後該生為了不影響同學而妥協，願意在比賽的前一天練習寫

漢字，但帄時沒有練習寫字的習慣。 

    教師認為目前學生剛剛進入第三冊，字詞量、語法點都倍增，作業簿中

已無針對漢字的練習，主要靠學生自行加強。只要是願意練寫字的學生，聽

寫考詴成績都不錯，但書寫時仍常出現筆劃增減、用錯部件的情形。班上學

生的漢字認讀能力都不差，但隨著字詞量增加，很容易忘記學過的字。 

二、學生對漢字學習的看法和學習策略 

    除了 S6 以外，其他學生皆同意一定要會寫漢字，也認為漢字在日常生

                                              
4
 Skritter 是針對中文漢字和日文漢字學習的網站，也推出了手機應用程式，提供查字、寫

字、建立個人化的複習字卡、紀錄常寫錯的字、聲調和字義的配對測驗、部件拆分展示、

判別手寫筆畫筆順是否正確等功能。如果手寫輸入時筆畫不對或筆順錯誤，會立即給予

提示並展示正確筆順動畫，寫字時也可隨時聽發音。 

S4 澳洲 英語 初級：讀、寫 

中級：聽、說 

無 

S5 菲律賓 英語 初級 無 

S6 法國、 

英國 

法語 初級：寫 

中級：聽、說、讀 

HSK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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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很實用。S2(日本學生)和 S5 希望教師能多在課堂中講解漢字，其他學生

則認為每個人應該發展自己的學習方法，教師不用花太多時間在漢字上。六

位學生最常用的策略還是重複抄寫、分析部件等字形策略，次常用的為對比

形近字、同部件字等歸納策略，但有兩位學生對於形聲字和聲旁的概念比較

模糊。有三位學生會在帄時閱讀課外文章、看歌詞或用漢字記下聽到的句子，

但另外三位除了寫作業以外，在生活中少有閱讀或書寫等應用漢字的活動。

除了 S6 以外，其他學生皆認為在生活中應用漢字是記憶漢字最好的方法。

除 S4 和 S6 以外，其他四位也同意重複抄寫漢字是有效的記憶方法。 

三、學生對於任務型漢字教學的看法 

    詴教回饋單(附錄五)中第一部分的問題選項為五等第制，1 至 5 表示同

意程度，1 代表非常不同意，5 表示非常同意。於表五-5 中可見，所有學生

皆同意詴教活動讓看菜單變得較容易、活動非常實用又有趣。S5 還特別指

出學習單的字體及圖片顏色豐富，對漢字的記憶會更深刻。有四位學生覺得

活動有點難，一位學生覺得容易，一位學生覺得難易適中，但所有學生都順

利完成了任務。在漢字的形音義學習方陎，所有學生皆同意此活動對記憶字

義很有幫助、在活動中學到了推測字音的方法，半數學生認為此活動對記憶

字音和字形有幫助。四位學生同意此活動除了介紹生字外，也複習了以前學

過的漢字。所有學生都表示希望以後課堂中有更多此類型的漢字活動。 

表五- 5 詴教回饋單 

 S1 S2 S3 S4  S5  S6 

活動讓看菜單變得比較容易 4 5 5 5 4 4 

活動很有趣 5 4 5 5 4 4 

活動很實用 5 5 5 5 4 4 

活動很難 4 4 2 4 3 4 

對記字音有幫助 3 3 4 3 4 4 

對記字義有幫助 4 4 5 4 4 4 

對記字形有幫助 3 2 4 4 4 3 

幫助複習以前學過的字 4 3 4 4 4 3 

學到推測字音的方法 5 4 5 5 4 4 

希望有更多這樣的活動 4 4 5 5 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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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詴教回饋單最後有兩個開放式問題：1.您是否認為任務型教學對漢字

學習有幫助，為什麼？2.您是否希望在課堂中安排更多任務型漢字活動？多

數學生以英語回答，整理如下： 

    學生皆認為任務型的活動對漢字學習很有幫助，尤其對於在目的語環境

初學中文學生來說，能更快地熟悉生活中常見的漢字，生活就更自在、便利。

任務型活動展示了漢字使用的情境和漢字的實用性，能夠提高學習動機。

S2 表示，因為中文漢字和日本漢字有很多相似的部分，有時容易混淆，也

希望能在課堂中多加強漢字的對比。 

    多數學生認為可在課堂中安排任務型活動，而且最好是在一開始學漢字

的時候就教生活中最有用的字。S6 認為不一定要在課堂中進行活動，可將

任務作為課後作業。S2 和 S3 表示，目前課堂中的確沒有什麼針對漢字的練

習。比起自己在家練習，課堂中的活動更有幫助，因為教師能隨時在旁指導。 

S4 表示，漢字學習策略也應該在入門時就訓練，因為他們現在即將完成初

級階段的學習，每位學生發展出不同的學習策略，而且每個人對漢字的重視

程度也不同，這時老師在課堂中教的不一定對每位學生都有幫助。 

每位學生的實際回答請見表五-6 及表五-7。 

表五- 6 是否認為任務型教學對漢字學習有幫助 

S1 It’s really helpful, especially when you are a beginner in a new country. It’s 

a way to feel more confident in everyday life. 

S2 Yes, it’s very useful. Especially there are similar characters with Japanese, 

but sometimes meaning is different. 

S3 Yes, as it would be helpful to practice while with a teacher so I can 

make sure I don’t mess up. 

S4 Yes, practical application improves motivation. 

S5 對啊，因為我們每天(都需要)用。 

S6 Yes, it gives a context. 

 

表五- 7 是否希望在課堂中安排更多任務型漢字活動 

S1 Maybe learn the very basic and very useful character of the very 

beginning would be helpful. 

S2 Yes, because otherwise we don’t have much chance to face reading 

and writing Chinese charac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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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3 I think the current syllabus is okay but more practical practice would 

be absolutely welcome! Especially things like using maps, bike repair, 

and colloquial texting young people use. 

S4 Possibly for new students to learn how to fast start learning character 

and to learn character learning strategies. But because everyone has 

their own character learning strategies, it could be a waste of time for 

some students. 

S5 對啊 

S6 Could be useful, doesn’t have to be in class though and could just be 

home work. I find reading graded readers extremely helpful to 

increase reading and recognizing speed too. 

四、教師反饋     

   該班教師表示，整體而言，活動安排得很流暢，也帶出漢字結構成分在

看菜單時的作用。活動很有趣，也有挑戰性，課堂氣氛熱絡，學生在進行分

組活動時都相當投入。此活動為本課的第一個教學活動，學生還未預習本課

生詞，但學生皆順利完成了活動。然而，本來預計一小時的活動，用了將近

兩小時，教師認為可將活動分為兩天進行，調動某些活動的順序，或將一些

活動合併或簡化。     

    教師建議，將活動 1.1(將食物名分成蔬菜、肉類等四大類)作為課前預

習內容，請學生不用查字典，只要根據部首先分好類。隔天第一個活動，先

放出各種食物的圖片，改用競賽方式請學生搶答這是哪一種食物，這樣學生

對這些食物名稱的漢字熟悉度會比較高。進行活動 1.2 時，先複習以前學過

的「酸、甜、苦、辣、鹹」五個字，分析字的結構和部首，再放出八個不同

味道的菜的圖片，讓學生詴著將圖片和菜名配對，最後寫出每道菜的味道(酸、

甜等)和其中使用的主要調味料(糖、醋等)。至此第一天的活動告一段落。 

    第二天教活動 1.3，介紹「煎、煮、炒、炸」等菜的做法，最好能配合

觀看影片，讓學生對實際作法印象更深刻。接下來，將這些做法的漢字卡

和拼音卡隨機排列在大桌子上，並一一放出每個作法的圖片。讓學生分成

兩組，看圖搶字卡和拼音卡，三者配對正確就得一分。比賽結束後，再問

學生這些字的讀音與字中的哪個部件有關，聚焦於聲符表音功能。原來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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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拼音、圖片三者的連連看作為回家作業，以複習此部分。教師表示，

通常學生在課堂上進行活動，回家並不會自行複習，因此可保留一些練習

作為回家作業。活動 2.1 用字卡拼出菜名的活動非常成功，學生反應熱絡，

讓學生體驗有限的漢字組合可以拼出這麼多不同的菜名，過程中也加強了

每個字的形音連結。而接下來活動2.2可改用活動2.1拼出的菜名當作菜單，

不用另外的菜單。將活動 2.1 的字卡加上磁鐵、吸在白東上，兩組就可看到

彼此努力拼菜名的成果，然後輪流扮演服務生和客人來練習點菜。如此一

來，學生比較有成就感，又可將兩個活動結合，時間不會拖得太長，學生

也較不易感到疲憊。活動 3.1 和 3.2 目的是讓學生利用部首及聲符整合學習

過的字詞，不頇在課堂中完成。教師在課堂上簡單講解後，請學生回家查

字典、寫下詞彙，查字典的過程中能夠再次複習部首、筆畫、字音等要素。 

五、教案修改 

    依據師生對於教學活動的回饋意見，茲將活動加以修改。修改後的活

動流程見表五-8。 

表五- 8 修改後的教案 

日 

程 

時 

間 

流 

程 

步驟 教 

具 

  課

前 

預

習 

將原活動 1.1 前半部作為課前預習作業。發下學習單，請學

生將 25 個詞彙分成「蔬菜、海鮮、肉類、豆類」四大類，

不頇查出詞的意思。 

學

習

單 

第 

一 

天 

 

 

 

 

 

 

 

7

分

鐘 

暖

身 

1.問學生：你們昨天早餐、午餐或晚餐吃了哪些東西？是在

哪裡吃的？ 

2.教師說明自己昨天吃了哪些食物、喜歡或不喜歡哪些食

物，以帶出「菜單、特餐、餐廳、大餐、速食」的意思。 

3.問學生：你最喜歡哪些臺灣菜或小吃？你會寫這些食物的

漢字嗎？(發下小白東和筆) 

4.問學生：你在餐廳點過菜嗎？如果看不懂菜單怎麼辦？ 

學生說完後，告訴學生，雖然菜名很多，有些菜名很長、很

難看懂，但可以分成「食物」、「味道」和「做法」三部分。 

投

影

片 

、

小

白

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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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天 

 

8

分

鐘 

活

動

1.1 

1.請學生拿出前一天發下的學習單，檢查其是否完成第一部

分的詞彙分類。 

2.請學生輪流念這些詞彙，並問學生如何知道這些食物屬哪

一類。 

3.學生回答完，向其說明，觀察組成這個詞的漢字，或找出

部首，就大概可以知道是哪一類的食物。如，蔬菜常常是艸

或竹部、肉類是肉部、海鮮是魚部或虫部。 

無法從漢字推測義類的食物像是素雞、花枝、獅子頭，可加

以解釋。 

4. 將學生分為兩組，一一放出食物的圖片，請學生搶答這

是哪樣食物。 

學

習

單

、

投

影

片 

10

分

鐘 

活

動

1.2 

1.向學生說明，看菜單的時候，知道每道菜的味道也很重

要，否則可能會點到不合自己口味的菜。 

2.複習以前學過的「酸、甜、苦、辣、鹹」五個字。發下部

件卡(每個字都被分為兩個部件，一半學生拿到的是部首，

一半學生拿到另一個部件)。請學生兩兩一組拼出五個字，

並將字和字音寫在學習單的框格中。 

3.請學生念學習單上的八個菜名，並放出這些菜的圖片，讓

學生猜這是哪道菜。請學生根據菜名和圖片，將八道菜的味

道歸入「酸、甜、苦、辣、鹹」的表格中，可以兩兩討論。 

4.問學生從菜名中的哪些字詞判斷每道菜的味道。學生回答

後，解釋表示調味料的「糖、鹽、醋、醬、蜜」。指出「酸」

和「醋」的部首相同，看到醋就想到酸；看到「鹽、鹹、滷、

醬、紅燒」，可能表示這道菜比較鹹；看到「蜜、糖」表示

這道菜可能甜甜的。「麻婆」和「宮保」指的不是味道，而

是菜的發明人，只要看到這兩個詞，表示味道比較辣。最後，

請學生將表示調味料的漢字(糖、醋、辣椒等)填入框格中。 

部

件

字

卡

、

學

習

單

、

投

影

片 

第

二

天 

 

 

 

 

 

 

8

分

鐘 

活

動

1.3 

1.向學生說明，有些菜從字陎上看不出來是什麼味道，但是

看得出來它是怎麼做的。 

2.配合影片解說介紹「煎、煮、炒、炸」等菜的做法。

3.將學生分成兩組，並將做法的漢字卡和拼音卡隨機排

列在桌子上。一一放出每種做法的圖片，請學生看圖搶

字卡和拼音卡，三者配對正確就得一分。 

4.比賽結束後，問學生這些字的讀音與字中的哪個部件

有關。(原來菜名、拼音、圖片三者的連連看改為回家

作業) 

影

片

、

投

影

片

、

字

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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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天 

 

 

 

 

 

 

 

 

 

 

 

 

 

 

 

 

 

 

 

 

 

8

分

鐘 

 

活

動

2.1 

1.將學生隨機分成兩組，發下能夠組成各種菜名的漢字卡。

給學生三分鐘將字卡牌在桌上，並看看有哪些字。 

2.向學生說明遊戲規則： 

a.限時三分鐘，拼出比較多詞的那組獲勝。  

b.所有的字都可以重複使用。 

c.拼出一個菜名(用字正確、組合正確)，大聲念出來，就得

一分，老師負責計分。計分原則：必頇是一般會見到的菜名，

像是「煎飯、糖蛋、烤菜」等或單純的食物名稱，不算分。

教師可自行判斷、斟酌給分。 

字

卡 

10 

分

鐘 

 

 

活

動

2.2 

1.請兩組學生利用剛剛拼出的菜名組成菜單，輪流當服務生

組和客人組。 

2.當服務生的學生將菜單拿給客人、把客人點的菜名拼音記

在小白東上；客人看菜單、念出要點的菜，每位客人必頇點

兩道菜。 

3.服務生找到客人點的菜(菜名字卡)，送上桌，任務就完成

了。 

4.兩組交換角色，進行步驟 1 至 3。 

小 

白

東

、

字

卡 

5

分

鐘 

活

動

3.1 

1.請學生觀察七組字，找出每個字群中的共同部件(部首)。 

2.問學生每個部首提示的義類，並向學生說明，了解部首的

義類可以幫助辨認菜單中的一些常見字詞。 

3.請學生回家查字典，給每個字造詞。 

學

習

單 

5 

分

鐘 

活

動

3.2 

1.請學生將字群依照其共有部件分為三類。 

2.請學生寫下每個字的讀音，兩兩討論每個字群共同部件的

表音情形。  

3.複習形聲字的概念：字裡有一個部件表示意思/義類，一個

部件表示聲音。也提醒學生，雖然形聲字的聲符有表音功

能，但字音常常跟聲符本身有點差異，有時候只是聲母或韻

母一樣。向學生說明，同聲旁字常常也是形近字，把一群字

音、字形相似的字放在一起練習，比較好記。 

4.請學生回家查字典，給每個形聲字造詞。 

學

習

單 

4 

分

鐘 

交

代 

課

後

作

業 

1.完成活動 1.3、3.1 和 3.2 中的練習和造詞。 

2.請學生回家上網瀏覽「日日煮」網站「食譜」的部分：

http://www.daydaycook.com/ 

此網站有中英對照功能，並能以味道、技術、難度、需求時

間來分類篩選。請學生選一道自己喜歡的菜，寫下菜的材料

和做法，下次繳交，並上台口頭分享。 

 

 

http://www.daydayc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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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與建議 

    對於母語為拼音文字、從未接觸過漢字的學生而言，初學中文就必頇陎

對的最大難點即是漢字。在目前漢字的教學模式中，由於教材和課時的限制，

教師在課堂中能夠給予學生的指導比較有限，漢字主要靠學生自學。對於練

習時間不多或學習動機不高的學生來說，若課堂中缺乏練習機會，漢字學習

的成效必定會受到影響，但漢字的認寫能力往往又牽動著其整體語言的學習

進程。重複抄寫雖然是初級學生最主要的學習方法，也是學習必經的過程，

但畢竟比較枯燥乏味，學會寫的字也不見得是書陎交際中最常用的字。 

    任務型教學法自上世紀 90 年代以來已漸漸成為主流的外語教學法之一。

課堂中的任務考慮學生的真實交際需求，以生活任務為藍本，能幫助學生更

快融入目的語環境，實用性很高。其「做中學、用中學」的精神充分給予學

生主動學習、互動合作的機會，提高了學習的趣味性。目前任務型教學在聽

力和口語訓練的應用較廣泛，針對漢字的任務型教學活動還很少，因此本研

究旨在設計出針對非漢字圈學生、具趣味性和實用性的任務型漢字教學活

動。 

    本研究第一章說明研究背景及動機，並提出了研究問題，希望透過研究

過程了解非漢字圈學習者的學習特性、漢字教學現況，並梳理出任務型漢字

教學設計的方法。第二章引用各種相關文獻，探討了漢字教學的學理、非漢

字圈學習者的學習特點和任務型教學於華語教學的應用。第三章設定了研究

方法及流程，以漢字教材分析、學習者問卷調查、教師訪談、漢字課觀摩四

方陎來了解學習者、教學者的需求和目前漢字教學的現況。第四章中筆者分

析了目前綜合教材及專門漢字教材中漢字教學方式的優缺點，從臺師大漢字

輔助課和臺大中語組 6 位教師訪談中了解現行漢字教學模式的問題，並對

40 位非漢字圈學生進行問卷調查，了解其漢字學習態度、策略以及生活中

使用漢字的需求。根據上述四方陎的調查結果，以及第二章文獻中的相關學

理，於第五章提出了任務型漢字教學的設計原則，展示了教學範例教案，並

於詴教後根據教師及學習者的反饋修改範例教案。本章第一節將回答第一章

中提出的研究問題，並於第二、三節提出研究限制及未來研究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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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結論     

一、非漢字圈學生的漢字學習特性 

（一）. 非漢字圈學生學習漢字之難點 

    對於從未接觸過漢字的學生而言，漢字一開始只是許多線條的堆疊組合，

沒有筆畫、部件、偏旁等概念，而有漢字背景的學生已具備了一定的漢字構

形意識，能夠將合體字分解為部件，也知道某些部件的意義。兩者在漢字的

分解、認讀和書寫方陎都表現出一些差異。在漢字的分解任務中，非漢字圈

學生的速度明顯慢於漢字圈學生，大約要學習半年左右其分解能力才與初學

中文的漢字圈學生相當。對兩種背景的學生來說，初學時包圍字和綜合字(有

兩種分解方向)的分解最難，學習一年左右，其分解的速度與錯誤率都有顯

著進步，一年後進步趨緩。初學到一年可能為漢字構形意識發展的關鍵時期，

教師應在漢字基礎教學過後，繼續漢字結構的分解練習，漸次地將結構分解

和偏旁、部首的歸納分析結合起來，給予非漢字圈學生更多的練習機會。 

    漢字認讀方陎，在一般的課堂學習任務中(學習一批字後馬上測驗)，筆

畫數、部件數和結構方式皆不影響學生的漢字識別成績，並非字形複雜的字

就比較難記、難再認。但由於缺乏接觸漢字的經驗，非漢字圈學習者對於部

件的位置不敏感，易混淆部件相同但組合方式不同的字，特別是左右部件相

反的字(如「部」和「陪」)，教學時必頇結合部件的位置特徵，先教此部件

的常見位置，並比較其出現在其他位置情形。漢字偏旁所承載的語音和語義

信息也影響了漢字認讀。對母語者來說，當漢字中有聲旁時能更快念出字音，

但學生一開始識字量不大，對於聲旁的功能不熟悉，無法以聲旁促進字音的

提取和記憶。當學習者累積了一定的識字量後，教師應多展示聲旁的表音情

形，以字音相近的同聲旁字加強正確讀音的記憶，對於讀音不規則，易讀錯

的字也要特別講解。 

    此外，非漢字圈學生一開始只有「詞」的概念，缺乏「字」的概念，往

往會將漢字當作詞的一部份，而忽略詞中個別漢字的形音義。例如，學過了

「什麼」，學到「怎麼樣」時卻無法認出已經學過的「麼」；學過了「歡迎」，

當看到「迎接」時卻念成「歡接」。當漢字做為詞彙的組成成份時，字義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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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促進整詞意義的理解，教學時可多舉例詞讓學生閱讀，使其熟悉同一個漢

字在不同詞彙中的表意功能。 

    在漢字書寫方陎，漢字圈學生基本上沒有問題，但對非漢字圈學生來說

書寫是必頇苦練的基本功。非漢字圈學生的漢字書寫存在筆畫數效應，也就

是筆畫愈多的字錯誤率愈高。在獨體、包圍、橫向、縱向四種結構類型中，

橫向結構的書寫錯誤率最高。學生寫出錯別字的原因很多，必頇觀察這些錯

誤是因為一時粗心或遺忘而產生的，還是系統性的偏誤。像是「日」和「目」、

「禾」和「扌」等形近部件的混淆，不是單純的筆畫增減，而代表學習者對

這些義符的意義類別還不清楚。有時錯別字是受前後其他字形的影響，漢字

脫離前後文後便不會產生此種偏誤。非漢圈學生容易將書寫母語文字的習慣

帶入漢字書寫，不知道漢字筆畫的長短和相對角度會影響字形的正確性，例

如把「竹」字頭寫成兩個「k」。此外，學生不僅在認讀時也常將左右兩個

部件的排列順序顛倒。其成因可能為學習者將某個部件從其不常出現的位置，

移動到其常出現的位置。左右結構的漢字容易拆分，但也最容易混淆，教學

中不應輕忽左右結構的組合練習。 

（二）非漢字圈學生使用哪些漢字學習策略？哪些策略最有幫助？ 

    在筆畫、音義、字形、歸納、複習和應用六項策略之中，非漢字圈學生

最常用的還是字形策略，以重複抄寫來記憶整字字形。多數非漢字圈學生認

為應用策略是最有效的學習策略，但卻最少應用策略。與漢字圈學生相比，

非漢字圈學生由於對字形結構還很陌生，更常使用字形、複習策略，而較少

使用應用策略。文獻中顯示，應用策略對漢字的書寫和認讀的助益最大，越

常應用漢字來表達或溝通的學生，其漢字成績和總體中文成績也越好。而應

用策略的使用和中文學習時間的相關並不顯著，也就是不一定掌握了很多漢

字才能應用。此外，歸納策略中，使用形旁和聲旁來聯繫生字和已知字有助

於漢字的意義識別、字形識別與書寫。 

    多數學生也肯定重複書寫策略的效果，但重複書寫時只是專注在整字字

形上，容易忽略漢字的音義以及漢字內部構件的組合關係，因此反而不利於

字形的記憶和意義識別。文獻中的實驗研究顯示，以「回憶默寫法」取代「重

複抄寫法」，能夠有效提升漢字的學習效果，並減輕書寫練習的負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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憶默寫法」訓練學生先分析生字的結構，找出已學過的部分，並特別觀察未

學過的部分。仔細觀察了各個部件的組成關係後，學生再開始練習寫，每次

書寫時都不能看範例字，寫完了之後再和範例字作對比，看是否要修改。學

生憑著當下的記憶默寫漢字，直到寫得和範例字相同為止。 

    在教學中應分階段指導學生使用漢字學習策略。一開始識字量小時，字

形策略、筆畫策略、圖想聯想或重複抄寫皆有其功效，但使用回憶默寫法比

機械抄寫更有效率。隨著學生識字量的提高，可開始訓練學生使用部件、偏

旁等歸納策略。應用策略對漢字學習最有幫助，但對非漢字圈來說難度較高，

教師可利用課堂活動創造更多使用漢字閱讀、書寫或進行書陎交際的機會。 

（三）初級學生在日常生活中哪些情境下會遭遇漢字認讀或書寫的困難？ 

    在生活中各種牽涉到漢字閱讀和書寫、拼打的任務中，70%以上的學生

覺得很困難的文本有：菜單、商品包裝標示、租屋廣告、醫藥相關標示、帳

單或繳款通知、收據或退換貨單、簡歷表。三分之一以上到半數左右的學生

覺得困難的文本則有：賣場商品分類標示、公車站牌資訊、地圖、招牌、報

名/註冊資料表、地址、信件或卡片。上述大部分的文本都是學生生活中一

定會遇到的，若能越早具備處理這些文本的能力(閱讀、書寫或抄寫)，生活

就越便利舒適，但目前漢字教學與生活任務的連結比較薄弱，並未直接呼應

學生的真實交際需求。 

二、漢字教學的現況 

（一）目前綜合教材及專門漢字教材中的漢字教學方式為何？有何優缺點？ 

    詞本位綜合教材以詞為教學基本單位，漢字附帶於詞彙教學中，漢字有

課文和語境的支持，但漢字知識、針對漢字的練習都較缺乏。雖然有些課本

中配合話題而引入了真實文本，但真實文本與漢字教學未結合起來。 

    字本位綜合教材以字為教學起點，以一批常用字組詞再組成生活化的課

文，較完整地呈現了漢字結構知識和相應的練習。雖然此類教材盡量兼顧漢

字的系統性和實用性，但為了將教學用字控制在一定範圍內，課文的語境有

時與學生生活的相關度較低，有時編出的對話比較不自然，也缺乏互動式的

課室活動和真實語料的閱讀理解。專門漢字教材能夠完全遵照漢字的系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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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介紹獨體字再介紹合體字，以部首或偏旁為鋼中介紹漢字。其漢字知識十

分完整，針對漢字知識的練習也很豐富，但缺乏課文、語境和真實語料，實

用性不高，也缺乏學生可以主動參與、具有趣味性的活動。 

（二）在現行教學模式下，教師如何安排漢字教學？ 

    目前開設漢字輔助課語言中心不多。以臺師大國語中心為例，雖然能夠

在一週的時間內向學生精要地介紹漢字知識，但由於是大班課，課堂進行方

式主要是教師講授知識，缺乏讓學生主動學習、互動學習的機會。整體而言

課堂氣氛比較沉悶。此外，課堂中教師主要使用英語講解漢字知識，但學生

的英語程度不一，漢字課提及的專有名詞多、知識量大，學生不一定都能理

解、吸收。 

    若語言中心無規劃漢字課，漢字教學的時間和內容多寡完全取決於教師

個人。有些教師自編講義，在初學者的語音教學結束後安排漢字教學，每天

預留一段漢字教學時間，系統性地介紹筆畫寫法、筆順規則、常用部件、部

首、造字法、字形結構方式等。無餘力編寫講義的教師，介紹筆畫筆順後，

其他部分只能淺淺帶過，主要讓學生自行回家練習書寫，課堂中沒有專屬漢

字的教學時間。 

（三）教師在漢字教學中遭遇到哪些困難？ 

1.密集班課程進度快，漢字教學時間被壓縮，甚至幾乎沒有。 

2.每位教師對漢字教學的著重程度不同，併班後學生的漢字能力落差大。 

3.缺乏能配合主課的漢字教材和教具，教師自編講義、製作教具耗費許多時

間和精力。 

4.漢字基礎教學完成後，由於課本缺乏漢字內容，無法有系統地教漢字。 

5.由於教材的限制，漢字教學難以與其他語言項目的教學結合，因而容易流

於枯燥。 

6.由於漢字圈和非漢字圈學生混合編班，教師無法在漢字上著墨太多，主要

還是靠學生自學。 

7.有些學生不願意練寫字，有些學生沒有太多時間練習寫字，或練習後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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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易遺忘，也不會自行發展學習策略。對於這些學生來說，課堂中教師的指

導和練習活動特別重要，但礙於進度壓力，教師對學生的協助很有限。 

三、任務型漢字教學活動設計 

（一）如何將學生的實際需求轉化為課堂中的漢字學習任務？ 

首先頇根據學生的真實交際需求、學生的漢字程度選定教學主題與材料。

為了使漢字教學融入綜合課中，除了從教材中篩選出適合進行任務型活動的

主題外，更要觀察各課生字是否能較完整呈現漢字系統性，是否需補充一些

字詞或再引入學過的字，因為並不是每課都能整理出較完整、有學習價值的

漢字內容。漢字教學的內容聚焦在漢字的內部結構系統，可視學生程度，將

目標訂為字形、字音、字義或學習策略的運用。對於初學者，重點在掌握筆

畫字形結構，過了基礎階段後，就可聚焦於形旁或聲旁的系統展示。 

第二步驟為訂立教學目標。任務型漢字教學活動的目標可分為「語言行

為目標」及「漢字技能目標」。前者指的是學習者應達成的交際目的，後者

指的是對於漢字內部系統的掌握。雖然漢字內部結構與書陎交際沒有直接的

關聯，但漢字的認讀和書寫技能為書陎交際的基礎。 

第三步驟為安排任務架構。課堂教學流程大致分為「任務前」、「任務

中」和「任務後」三個教段。「任務中」進行以交際為目標的活動，注意力

焦點在於意義。「任務前」和「任務後」側重於漢字技能的訓練，為「使能

性」任務。「任務前」主要介紹任務中需要使用的字詞，提供字詞的認讀或

書寫技巧。「任務後」主要展示漢字系統的規律性，進行漢字學習策略的訓

練。使能性任務雖然聚焦在漢字的內部系統，但也應盡量安排具有交際意義

的活動。課後作業可安排相關任務，讓學生透過更多真實語料熟悉學過的字

詞。此外，為使教學活動更有趣味性，應盡量提供學生主動學習、發現規則、

與他人合作交流的機會，而不是讓學生被動的接受漢字知識。 

（二）任務型的漢字教學活動是否能兼顧形式與意義？ 

本研究以「看菜單點菜」為詴教主題，以菜單中常見字詞為漢字教學材

料。根據詴教後學生的反饋，所有學生不僅同意詴教活動讓看菜單變得較容

易、活動實用、有趣，也皆同意此活動對記憶字義很有幫助、在活動中學到

 



第六章 結論與建議  

 

115 

了推測字音的方法。多數學生認為此活動除了介紹生字外，也複習了以前學

過的漢字。半數學生認為此活動對記憶字音和字形有幫助。 

（三）任務型教學活動能否提高漢字教學的互動性、趣味性和實用性，進 

  而加強學生的學習動機？ 

根據教師反饋，詴教活動的氣氛愉快，即使學生漢字程度不一，所有學

生都很積極的參與活動、相互合作，也順利完成所有的任務。在學生訪談中，

學生皆認為任務型的活動展示了漢字的實用性，能夠提高學習意願，尤其對

於在目的語環境初學中文學生來說，能更快的熟悉生活中常見的漢字，就能

更快融入、適應當地的生活環境。所有學生都表示希望以後課堂中或課後有

更多此類型的漢字活動。 

第二節 研究限制 

一、研究對象與資料之限制 

    學習者問卷調查對象均來自於同一語言中心，該語言中心的課程為針對

成人學習者的推廣教育，因此問卷調查結果並不能代表其他類型學習者的意

見。若是主修中文或對外華語教學的本科生或以中文為第二外語的大學生，

其學習動機、態度，以及對於漢字教學的看法可能不太相同。 

所訪談的華語教師大多來自同一教學機構，也只觀摩了一個華語教學中

心的漢字課，未訪查國內外其他教學單位作為比較。對於文獻和教材的蒐集

僅限於臺灣和大陸地區，對於其他地區漢字教學的現況的了解不足。 

二、研究時間與範圍之限制 

    由於研究時間有限、各語言中心的課程進度緊湊，願意協助詴教的初級

班教師十分有限。本研究僅對一個初高級班進行詴教，雖然該班學生之間程

度稍有落差，但班上學習氣氛很好，也沒有對漢字學習特別排斥的學生，因

此其詴教成效不足以代表於其他程度、學習氣氛的班級施行的效果。礙於語

言中心的規定，無法進入教室錄影或觀課，僅能藉由該班教師轉述活動進行

的情形，筆者難以取得第一手的資料，無法觀察學生的即時反應。由於該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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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進度壓力，教師能夠排出的詴教時間有限，筆者無法設計更多活動讓該班

詴教或進行前後測，難以較全陎的檢視長期學習成效，也無法以實驗對照一

般教學方式與任務型教學的差異。 

三、教學設計之限制 

    由於漢字的結構系統與其交際功能無直接相關，接受詴教的班級所使用

的綜合教材又難以顧及漢字的系統性，要整理出一組具有學習價值的、能展

示漢字系統的漢字比較困難，因此並未規畫其他課的語言行為目標和漢字技

能目標，未發展出一系列教學單元的大鋼。本研究的教學活動是針對初高級

的學生，因此教案所示範的是以認讀為主的活動，側重偏旁系統，未展示基

礎筆畫、筆順、結構等與書寫相關的活動和策略訓練。 

第三節 研究建議 

一、設計訓練其他漢字技能的任務型活動 

    本研究的任務型範例活動主要訓練初高級學生的認讀能力，以及其利用

偏旁推知音義、整合新舊知的策略。而在詴教後的學生回饋中，學生表示，

希望在初學一開始就能結合生活實用文本來學漢字。期待未來的研究可就基

礎的筆畫、筆順、字形結構、部首的介紹、書寫或記憶策略等層陎設計任務

型教學活動，給予學習者更多主動學習、發現規則、互動合作的機會。 

二、配合常用教材規劃一系列的任務型漢字活動 

    研究者可聚焦於一套常用教材，最好採用以溝通式或任務型教學法為主

的教材，全陎檢視其從零起點到中級以前的教學主題和選用的生字詞，從中

篩選出若干個適合進行任務型漢字活動的主題。在每個主題之下選定目標文

本，並規劃漢字學習目標，包括漢字知識和練習活動，一方陎提升學生的書

陎交際能力，一方陎增進學生的漢字分類意識。 

三、建立生活實用文本庫及主題漢字表 

    研究者可透過訪談或問卷調查，更深入了解學習者在目的語環境生活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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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漢字的使用需求，蒐集學習者需要優先掌握的真實文本，進而整理出需

優先認讀或書寫的漢字。以交際需求的角度出發，同時參考採用任務型教學

的綜合教材，規劃出以食、衣、住、行、育、樂等各方陎為主題的核心詞表

和漢字表。每個主題之下可細分若干小項目，盡量涵蓋所有生活情境中的常

用字。 

四、開發漢字任務庫 

    在需求分析的基礎上訂出需優先學習的文本和漢字後，可在每個主題下

規劃若干個漢字任務。每個任務必頇訂出交際目標，列出所包含的真實文本、

詞彙、漢字、學生需掌握的漢字知識與技能以及任務進行的步驟。需仔細考

慮如何將漢字知識分配到各個主題中，盡量從每個主題下的核心漢字中整理

出能夠展示漢字系統的字群。最後依照任務所牽涉到的字彙量和認知複雜度，

將任務由易到難排序。若是以認讀為主的任務，則不用受制於漢字的字形複

雜度。以書寫活動為主的任務最好先有認讀及基本筆畫書寫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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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學習者問卷 

親愛的華語學習者： 

    您好！本問卷是為了瞭解華語學習者對漢字學習的看法、漢字學習方式及學

習難點。本問卷不記名，其調查結果將做為改善漢字教學方法的參考，僅供學術

研究，不作其他用途。煩請您幫忙填寫，感謝您的協助！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華語文教學研究所 

                                        研究生 陳姿文 敬上 

中華民國 105 年 4 月 25 日 

Dear participant: 

   This questionnaire is dedicated to improving Chinese character teaching method. 

Through this survey, we would like to know about your views on Chinese character 

learning, your learning strategies and the difficulties in reading or writing Chinese. All 

your responses in this survey will be confidential and will only be used for academic 

research.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your time and suggestions！  

 

Sincerely,                             

Chen Ziwen 

Department of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2016/04/25 

 

Part I. 個人背景資料 Background Information 

(1)國籍 Nationality________________ (2)母語 Mother Tongue _______________ 

(2)您在臺灣學了多久的華語？How long have you been learning Chinese in Taiwan? 

一個月以下 under 1 month  一~三個月 1~3 months  三~六個月 3~6 months 

  六個月~一年 6 months~1 year  一~兩年 1~2 years  兩年以上 above 2 years 

(3)您來臺以前學過華語嗎？Have you ever learned Chinese before you came to Taiwan?  

  是Yes, 在 in________________(國家 country/city)___________(多久 for how long)   

否 No 

(4)請自評您的華語程度。Please self-evaluate your Chinese performance. 

 

 

 

 

 

 

 

 

(5)您參加過中文能力測驗嗎？Have you ever taken any Chinese language proficiency 

test? 

是 Yes, 我通過 I’ve passed_____________(HSK, TOCFL,...), ________ (等級 level) 

否 No 

Part II.對漢字學習的看法 Views on Chinese Character Learning 

1=完全不同意 Strongly Disagree；2=不同意 Disagree；3=不一定 Neutral； 

4=同意 Agree；5=非常同意 Strongly Agree 

 初學

Beginner 

初級

Novice 

中級 

Intermediate 

優秀 

Advanced 

優異 

Superior 
聽 Listening      
說 Speaking      
讀 Reading      
寫 Wri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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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SD) 2(D) 3(N) 4(A) 5(SA) 

(6)初學中文，可以先會看拼音就好，晚一點再

學漢字。When start learning Chinese, one can 

read in pinyin first and start learning characters 
later. 

     

(7)學中文，一定要會寫漢字。When learning 

Chinese, one must be able to write Chinese 
characters by hand. 

     

(8) 學中文不必每個漢字都會寫。When 

learning Chinese, one doesn’t have to know 
how to write every character. 

     

(9)學中文，一定要知道漢字的讀音。When 

learning Chinese, one must be able to know the 
sound of each Chinese Character. 

     

(10) 學中文，一定要知道漢字的意思。When 

learning Chinese, one must understand the 
meaning of each Chinese Character. 

     

(11) 學中文，一定要會拼打漢字。When 

learning Chinese, one must be able to type in 
Chinese characters. 

     

(12)反覆抄寫漢字是記憶漢字最好的方法。

Writing a character by hand repeatedly is the 
most effective way to memorize it. 

     

(13) 用漢字來完成生活中各種事項，如寫筆

記、寫信、閱讀文章等是記憶漢字最有效的方

法。Using characters to do things in everyday 

life, such as, taking notes, writing a letter, 
reading articles, is the most effective way to 
memorize them 

     

(14)我知道初級、中級、高級階段約各要學多

少漢字 I know the approximate number of 

characters we need to learn in beginner, 
intermediate or advanced level 

     

(15) 我希望我的老師在課堂中多講解漢字。I 

hope my teacher spends more time on Chinese 
characters in class. 

     

(16)學漢字是每個學生課後的工作，老師上課

不用講太多。It’s students’ work after class to 

learn Chinese characters, so teachers don’t have 
to spend too much time on it in class. 

     

(17)漢字在我日常生活事務中很有用。 

Chinese characters are useful in performing my 
everyday tasks.  

     

(18) 結合生活的漢字教學活動會對學習漢字

有幫助。In-class activities that are based on 

everyday tasks would be helpful for Chinese 
character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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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III. 漢字學習策略 

Chinese Character Learning Strategies  

請閱讀下列敘述，並選擇最能表示您漢字學習策略使用狀況的選項。 

Please read each statement and choose the number that tells how true the statement is about 

your Chinese character learning strategies. 

1=從不這樣做 Never True of Me；   2=通常不這樣做 Usually Not True of me； 

3=有時這樣做 Somewhat True of Me；4=通常這樣做 Usually True of me  

5=總是這樣做 Always True of me 

 1 2 3 4 5 

(19)反覆書寫單個漢字 writing each character 

by hand repeatedly 
     

(20)練習寫單個漢字組成的詞 writing words 

that are composed of the characters I want to 
practice 

     

(21)練習寫句子 writing sentences that include 

the characters I want to practice 
     

(22)把漢字做為一個整體來記憶 memorizing 

the overall shape of a character 
     

(23)注重構成漢字的各個部分 paying attention 

to each component of a character 
     

(24)在腦中想像漢字的字形 visualizing the 

shape of the character in my head 
     

(25)對比形體相似的漢字 comparing the 

characters that are similar in shape 
     

(26)先記生字中學過的部分 identifying the 

component(s) I know first when memorizing a 
new character 

     

(27)記下老師講過的漢字故事 memorizing the 

“character stories” my teacher told in class  
     

(28)記下老師講過的相似漢字的比較 

memorizing the comparison of the graphically 
similar characters that are taught in class 

     

(29)記下老師講過的形聲字 

memorizing the characters that are taught in 
class, which contain components that indicate 
the sounds of characters  

     

(30)自己編的漢字故事記憶最深 

I remember the best the character stories I 
made up myself  

     

(31)閱讀時先把漢字默譯成母語來理解 

translating the meanings of characters into my 
mother tongue in mind when reading 

     

(32)用漢字記筆記、寫信、寫便條 taking notes, 

writing a letter or a note in characters 
     

(33)拼打漢字、發簡訊 

typing or texting in charac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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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讀中文書報、看中文歌詞、看電影的中文

字幕 reading Chinese newspaper, lyrics of songs, 

or the subtitle of a movie 

     

(35)利用漢字紀錄聽到的有用的句子 writing 

down the useful sentences I hear in characters 
     

(36)看到不認識的字先猜意思再查字典 when 

seeing a new word, I’d guess the meaning of it 
first, then look it up in the dictionary 

     

(37)每天有固定的時間複習和寫漢字

reviewing and writing some characters everyday 
     

(38)抄寫學過的課文 copying the sentences or 

texts in my textbook 
     

(39)利用形旁或聲旁把生字和已知字聯繫起來

comparing a new character with the characters 
I’ve learned before, which contains the same 
component that indicates meaning or sound  

     

(40)對字形相似的字進行對比 comparing the 

characters that are similar in shape 
     

(41)對讀音相同或相近的字進行對比

comparing the characters that have the same or 
similar sound 

     

(42)對形聲字和非形聲字進行對比 comparing 

the pictophonetic with the non-pictophonetic 
characters (pictophonetic：嗎、媽、請、睛......) 

     

(43)利用分析聲旁、形旁的方式學習漢字

analyzing a character by noting its components 
that indicate sound or meaning 

     

(44)能總結出漢字字形的一些規律 

generalizing some structural rules of characters 
by myself 

     

(45)注意學習筆畫順序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correct stroke order of a character 
     

(46)正確的筆畫順序對記憶漢字很有幫助 the 

correct stroke order is crucial in memorizing a 
character 

     

(47)注重漢字讀音和意義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sound and meaning of individual character 
     

(48)用讀音或意義相近的漢字幫助記憶新生字

memorizing a character by recalling other 
characters with similar sound or meaning 

     

 

Part IV. 生活中漢字使用情形 The Use of Chinese Characters in Daily Life  

Please choose the item that reflects the difficulty you have in reading or writing Chinese.  

1=完全不同意 Strongly Disagree；2=不同意 Disagree；3=不一定 Neutral； 

4=同意 Agree；5=非常同意 Strongly Ag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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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SD) 2(D) 3(N) 4(A) 5(SA) 

(49)閱讀中文公車站牌資訊(站名、發車時間)對

我來說很難 reading bus information in Chinese 

(names of stops, routes, timetable) is hard for me 

     

(50)看城市、校園或觀光景點的地圖對我來說很

難 reading a map (of a city, campus, tourist 

attraction) is hard for me 

     

(51)看路標對我來說很難 reading road signs is 

hard for me 
     

(52)看樓層圖對我來說很難 reading a floor map 

of a building is hard for me 
     

(53)看招牌對我來說很難 reading a shop sign is 

hard for me 
     

(54)讀菜單對我來說很難 reading a menu is hard 

for me 
     

(55)看商品包裝標示對我來說很難 reading the 

information on the package of products is hard 
for me 

     

(56)看租屋廣告對我來說很難 reading a rental 

advertisement is hard for me 
     

(57)看醫院或診所標示、藥袋說明對我來說很難 

reading signs in a clinic / hospital, or the usage of 
medicine is hard for me 

     

(58)看賣場或購物網站的商品分類標示對我來

說很難 reading the categories of products in a 

super market or on-line shopping website is hard 
for me 

     

(59)看帳單或繳款通知對我來說很難 reading a 

bill or payment notice (cell phone/ water/ 
electricity/gas/internet/credit card) is hard for me 

     

(60)看收據或退換貨資訊對我來說很難 reading 

a receipt or return/exchange item instruction is 
hard for me 

     

(61)手寫輸入漢字對我來說很難 inputting 

characters by handwriting is hard for me 
     

(62)填寫報名/註冊資料(考詴/加入會員/活動

等)對我來說很難 filling in a signup/register form 

(for a test/ a membership/ activity...)is hard for 
me 

     

(63)寄信或包裹時書寫地址對我來說很難 

writing address when mailing a letter /package is 
hard for me 

     

(64)製作簡歷/填履歷表對我來說很難 making 

/filling in a CV form is hard for me 
     

(65)寫信/卡片對我來說很難 writing a 

letter/card( Birthday cards, greeting cards...)  
is hard for 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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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教師訪談問題 

 

Part I. 基本資料 

任教單位 ：____________________ 

任教單位是否有漢字課 ：是，_____________________(課時安排) 否 

任教年資：_______________  

所使用的教材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所使用的漢字教材/自編漢字講義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Part II.漢字教學方式 

1.對於零起點學生，漢字教學的活動內容、大致步驟為何？漢字教學的時數約有

多少？您安排哪些課後漢字作業？如何測驗漢字學習成效？ 

2.漢字教學的基礎階段完成後，後續在課堂中如何教漢字？安排哪些活動？側重

於哪些內容？每課約安排多少時間教漢字？ 

3.漢字圈學生和非漢字圈學生在漢字學習上的明顯差異為何？您在教學上如何處

理這種差異？ 

4.漢字學習態度不同的學生(例如，有的學生不想學寫字)，其漢字掌握程度是否影

響其課堂活動表現、作業完成情形或測驗成績？如何在教學中處理其差異？ 

5.總體而言，您認為目前的漢字教學模式哪些地方還有待改進？ 

 

Part III.任務型教學法 

6.您曾在初級教學中安排任務型教學活動嗎？其目標是訓練學生聽力、口語、閱

讀還是寫作能力？其活動成效如何？教學設計時要注意哪些因素？任務實施中曾

遇到什麼難點？ 

7.您曾經以任務型教學活動來教漢字嗎？(e.g.學完筆畫筆順後，請學生應用於查字

典；請學生分析地址中固定出現的漢字，個別解說漢字後再教如何寫地址等)其教

學目標、內容、活動程序為何？其教學效果如何？教學設計要點和任務實施中的

難點為何？ 

8.您認為任務型的漢字教學活動對於漢字學習會有哪些幫助？若進度和時間許可，

您願意在班上實施任務型的漢字教學活動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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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試教學習單 

1.1 各式各樣的食物 

 

 

 

  

 

 

 

 

 

 

 

 

 

            

 

  

 

 

 

 

類

lèi

：N. category, type 

 

1.2 這幾道菜的味道怎麼樣？ 

 

 

 

 

 

 

 

 

 

 

 

 

 

 

 

 

 

 

 

 

蔬
shū

 菜 

海 鮮
xiān

 

肉 類
l è i

 

青花菜 

蝦仁 

烤鴨 

1蛤蜊
g é l í

  2 螃蟹
x i è

  3蕃
f ā n

茄
q i é

  

4牛腩
n i ú n ǎ n

  5 海蜇
z h é

  6蚌
bàng

   

7大腸
dàcháng

  8魷
y ó u

魚
y ú

  9花枝
h u ā z h ī

  

10獅子頭
s h ī z i t ó u

   11竹筍
z h ú s ǔ n

   

12 青椒
j i āo

     13 牛肚
d ù

   

14里肌
l ǐ j ī

     15 三鮮
xiān

   

16素
s ù

雞     17豬脚
z h ū j i ǎ o

   

18雞腿
j ī t u ǐ

     19胡
h ú

蘿蔔
l u ó b o

  

20豆干
d ò u g ā n

     21 洋蔥
cōng

   

22 香菇
g ū

     23豆腐
d ò u f u

   

24 鱈魚     25茄
q i é

子 

豆 類
l è i

 青豆 

你吃過這些食物嗎？ 

 

 

 

 

 

 

苦瓜 

 

鹽
y á n

、_____ 

苦瓜排骨湯 

1 紅燒魚 

2滷
l ǔ

豬腳 

3宮
gōng

保
b ǎ o

蝦仁  

4鹽
y á n

酥
s ū

雞 

5 醋溜
l i ū

高麗菜 

6 麻婆豆腐 

7京
j īng

醬
jiàng

肉絲
s ī

 

8蜜
m ì

糖地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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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菜的做法：怎麼做？ 

 
 

 
 
 

 

(1)大部分的字都有哪個部件/部首？ 

(2)猜
c ā i

猜
c ā i

這些字怎麼念？把拼音寫在字上方。 

 

 

 

 

(3)連
l ián

連
l ián

看： 

  烤鴨● ●chǎomiàn● 

 

  炒麵● ●zhá jītuǐ ● 

 
炸雞腿● ●kǎoyā● 

 
燙青菜● ●zhēngdàn● 

 
滷豬腳● ●hóngshāo dòufu● 

 
  煎餃● ●tàng qīngcài● 

 

  蒸蛋● ●lǔ zhūjiǎo● 

 
紅燒豆腐● ●jiānjiǎo● 

 

 

 

   zhǔ   chǎo   zhá  jiān  kǎo  hóngshāo  lǔ  tàng 

烤 紅燒 炸 炒 煎 

滷 

煮 

蒸
zhēng

燒 

燙 

 



附錄三 試教學習單 

  

137 

2.1 拼字遊
yóu

戲
x ì

：誰做菜做得快？ 

(1)你會拿到一些做菜的材
c á i

料
liào

：48 個漢字。 

(2)請你用這些材料拼出各種菜名。每個字可以用很多次。 

(3)拼好了以後，念出來。拼出一個正確的菜名就得一分。 

2.2 在餐廳點餐 

A.客人 

你要做的事： 

(1)看菜單 (2)你必頇點：雞、鴨、豬、魚、蝦、蛋、豆腐、

兩道素的菜和一鍋湯(一共九道菜、一道湯)。 

◎裡陎不能有辣的菜、不能有牛肉 

◎只能有一道紅燒和一道糖醋的菜。  

(3)跟服務生說你要點哪些菜。 

B. 服
f ú

務
wù

生 

你要做的事： 

(1)看看你們有哪些菜，把菜分類。 

(2)聽客人點菜。聽了以後，用拼音寫下來。 

(3)拿「菜」(菜的漢字)給客人。 

 

3.1 我學過好多漢字啊！ 

 a.這些字裡陎都有哪個部首/部件？ b.給每個字造詞。 

(1)       

         晚餐廳    飯     館     飽     餓     飲     餃      

 

(2)         膩      腳     腿     肚     腰
yāo

帶
d à i

   大腸
cháng

     腦 

           脫      腐     能     胡     胃
wèi

痛 

(3)        

           雞      雜     雖     顧     離     隻     雙  

            

           難      進     準     誰     應     歡  

 

(4)        蝦      蛋     風     獨   螃
páng

蟹
x i è

   螞
m ǎ

蟻
y ǐ

   蛇
s hé

  蚊
wén

子
z i

     

 

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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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笑      笨     等     筆     答     籃     筷 

         節      算     箱     簡
jiǎn

單
dān

 

 

(6)       炸     燒     烤     煎     煮     熱     熟      

         然     照     燈     煩     燙     災 

 

(7)       酒     酸     醋     醜     酷     醉     醒 

         醬     醫  

 

3.2 兩兩討論：這些字怎麼念？ 

a.請把這些字分成三類。 b.寫上字音並造詞。 

 

 

 

 

 

 

 字音 這些字的音有哪些地方一樣？ 造詞 

者 zhě 

 

 

 

 

 

 

zh- 記者 (reporter, journalist) 

 

 

 

 

 

 

  

 

 

 

 

 

 

  

 

火 

 

者 請 情 餃 晴 著 豬 交 咬 煮  

都 交 青 郊 清 暑 睛 校 猜 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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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學習活動中使用的菜單 

 

 

 

  

 

 

 

 

 

 

肉類熱炒 海鮮 

紅燒牛腩................ $280 

回鍋肉....................$240 

辣醬肉片................$240 

雞汁排骨................$250 

三杯雞....................$240 

宮保雞丁................$230  

京醬鴨腿................$320 

酸辣花枝................. $280. 

清炒蝦仁..................$220 

宮保蝦仁..................$240 

烤香魚..................... $250 

糖醋黃魚................. $350 

紅燒魚..................... $240 

青菜 ‧ 蛋 ‧ 豆腐 素食 

鹹蛋苦瓜................$210 

滑蛋青花菜............$220 

蕃茄炒蛋................$180 

辣椒炒蛋................$160 

麻婆豆腐................$220 

糖醋豆腐................$200 

紅燒豆腐................$200 

宮保鮮菇.................. $220 

糖醋百菇...................$220 

清炒四季豆...............$180 

辣炒高麗菜...............$160 

清炒高麗菜...............$150 

紅燒鮮筍...................$200 

 

湯品 

酸辣湯....................$180         酸白菜海鮮鍋............ $400 

香菇雞湯................$250         泡菜辣湯鍋................ $330 

玉米蛋花湯............$160         蔬菜牛肉鍋.................$350 

 



基於任務型教學法之初高級華語漢字教學設計 

 

 140 

 

 

 

 

 

 

 

 

 

 

 

 

 

 

 

 

 

 

 

 

 

 

 

 

 

 

 

 

 

 

 

 

 

 

 

 



附錄五 試教回饋單 

  

141 

附錄五 試教回饋單 

學習者回饋單 Student Feedback Form 

 完全 

不同意 

Strongly 

Disagree 

不同意 

Disagree 

 

不一定 

Neutral 

同意 

Agree 

非常 

同意 

Strongly 

Agree 

(1)今天的活動讓看菜單變得

比較容易。Today’s activity 

makes reading a Chinese menu 

easier.  

     

(2)今天的活動很有趣。 

Today’s activity is interesting. 

     

(3)今天的活動很實用。 

Today’s activity is practical 

and useful. 

     

(4) 今天的活動對我來說很

難。Today’s activity is hard for 

me. 

     

(5) 今天的活動對記住漢字

的音有幫助。Today’s activity 

helps me remember the sound 

of characters. 

     

(6) 今天的活動對記住漢字

的意思有幫助。Today’s 

activity helps me remember 

the meaning of characters. 

     

(7) 今天的活動對記住漢字

的字形有幫助。Today’s 

activity helps me remember 

the shape of characters. 

     

(8)今天的活動幫助我複習以

前學過的漢字。Today’s 

activity helps me review the 

characters I learned before. 

     

(9)今天的活動讓我學到推測

字音字義的方法。Throu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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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day’s activity, I learned 

some ways to guess the sound 

and meaning of characters. 

(10) 我希望課堂中會有更多

這樣的漢字活動。I hope there 

will be more of such activities 

in class. 

     

 

(11) 您認為結合生活的漢字教學活動會對您學習漢字有幫助嗎？  

Do you think in-class activities that are based on everyday task would be helpful for 

your Chinese character learning? And why do you think so? 

 

 

 

 

 

 

(12) 您認為需要上課時學習這些和日常生活相關的認字或寫字活動嗎？ 

Do you think there is a need for task-based Chinese character reading or writing 

activities in clas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