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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國成人學習華語的概況 

與漢字教材編寫研究 
中文摘要 

 
關鍵字：漢字教材、漢字教學、泰國華語教學 

 

 對於泰國華語學習者來說，「漢字」是最難學習的部分。由於中文與泰文

的文字系統不同，加上缺乏正確的教學方式，使泰國學習者難以掌握漢字的

刑、音、義這的結合，造成漢字學習的困難。 

 近幾年來，泰國市場上有許多華語教材讓學習者可以自由選擇及購買來

學習，包括綜合教材（包含聽、說、讀、寫四個技能）、單獨教對話技能的教材

以及單獨教漢字的教材，其中漢字教材的數量及種類最多。 

 本研究的目的，希望從目前現有的漢字教材分析泰國漢字教學的現況，

找出教材的優缺點，對學習者有哪些影響或幫助，教師該怎麼使用教材進行課

堂活動，或者學習者能否可以自己學習漢字？ 

本研究之過程，首先做泰國漢字教學現況調查，利用問卷調查和訪談的方

式，瞭解泰國華語及漢字教學的情況。接著，將泰國市面上現有的華語教材，

針對漢字教學的部分更深入的探討泰國漢字教學的現況，分析教材的特色、編

寫原則、教學對象、教學法、教材的內容、編排方式及字詞選用的情形。 

最後，根據上述的研究結果，設計出針對泰國社會人士的漢字教材，並提

供教學建議，希望對泰國華語教學者及漢字教材編寫者有所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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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udy of Chinese Characters 

Learning Materials for Learners of 

Thailand 
Abstract 

 

Keywords : Chinese characters teaching materials, Chinese characters teaching,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in Thailand 

 

For Thai student, Chinese characters is the most complicated and hardest part 
in learning Chinese. Due to the big difference between Chinese and Thai writing 
system, It makes Thai students hard to understand the combination of “shape”, 
“sound”, and “meaning” of Chinese characters.  

In recent years, there are many self-learning textbooks available in Thai market, 
including comprehensive teaching materials (including listening, speaking,reading, 
and writing), Chinese conversation textbooks, Chinese character textbooks, and etc. 
Among these materials, the Chinese charactors textbooks are the most versatile and 
numerous.  

The purpose of this research is to analyze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s teaching from the existing Chinese textbooks and to find out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these textbooks. In addition, this research also indicates how 
these materials influence the students, how to use the teaching materials for classroom 
activities, or whether the students can learn by themselves? 

The process of this research starts from surveying Chinese character teaching 
in Thailand by giving questionnaires and interviewing teachers. After that Chinese 
textbooks and Chinese characters textbooks had been explored and analyzed. This 
research focuses on Chinese characters teaching,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eaching 
materials, design concept, target student of textbooks, teaching methods, teaching 
materials, choice of words, and etc. 

Finally, according to the above research results, the author has designed the 
Chinese character teaching materials for Thai people and provided the teaching 
sugges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 The author hopes this research will be useful for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s, Chinese textbook writers, and the other interested general 
publ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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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 
  

自 1992 年泰國政府與中國大陸建立關係後，泰國的華語教育也開始蓬勃

發展。當時，不只華人的後代學習華語，一般泰國人民也開始對華語有興趣。

所以從那時候到現在，學習的人數穩定的增加，華語一直很受歡迎。許多中小

學校將華語作為必修或選修課，幾乎每一所大學都有中文系。此外，曼谷和其

它城市華語補習班林立，書店販售各式各樣的華語教材。 

 根據研究者的調查，在泰國正規教育體制內的華語教學正逐步在提升，

如在師資部分，台灣和中國大陸每年皆派送以華語為母語者的教師到泰國，配

合當地老師授課；課程和教材方面，現在已經有專門為泰國學生設計的華語教

材，並要求每一所國立學校使用；測驗的方式也越來越一致。至於高等教育體

制，幾所大學開始將華語設為主修科目。在 1998 年，泰國教育部開放把華語當

作全國聯考的外語科目之一。至今，在泰國學習華語的人數增加百倍，根據泰

國教育部高等教育委員會 (Office of the Higher Education Commission) 的統計1，

從 2008 至 2009 年之間，在正規教育學校裡，學習華語的人數為 615,270 人。 

 在泰國，除了能在正規教育體制裡學習華語或出國留學之外，還有非正

規教育體制如「華語補習班」及私立華語中心，讓一般社會人士可以自由報名

去學習華語。2008 年，泰國朱拉隆功大學亞洲研究所中國研究中心的研究2指出，

在 2008 年 3 月至 6 月，全泰國總共有 77 間合法註冊的華語補習班，而還有許

多小型補習班未合法註冊。該研究指出當年有大概 49,790 人在補習班學華語，

還有 103,810 人透過網站、遠距教學系統、電視節目及衛星系統學習華語，所以

總共在非正規的教育體制學習華語的人士為 153,600 人，比在正規教育體制學習

華語的人多一倍。 

研究者觀察發現，泰國非正規教育，如坊間的華語補習班，各單位的課

程、教材、教學方式和師資來源，都是每個單位自己處理。使用的教材有的自

編，有的採用大陸或台灣的，還沒有一定的標準；課程也可以隨著學習者的需

求變動，比如只強調聽、說能力，不重視讀、寫，很彈性的配合學習者。 

																																																													
1	Retrieved	from	:	http://www.oknation.net/blog/sirinui/2012/06/03/entry-1		(2013	Oct	23)	
2	Retrieved	from	:	http://www.thaiworld.org/thn/thailand_monitor/answera.php?question_id=838	
(2013	Oct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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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著，由於科技的發達，現代的人不用出門也可以學習華語，除了以上

提到的教育體制之外，還有很多方法可以讓學習者選擇，例如：華語的電視教

學節目、錄影帶、線上教學、自學教材等等。而自學教材是最多人採用的學習

方法。根據研究者在曼谷市區的書店調查，可以將自學教材分為五種：華語綜

合教材、華語會話教材、漢字教材、商業華語、華語導遊手冊，其中漢字教材

是最多的。因為漢字對泰國學習者來講，可說是學習華語最困難的部分，所以

很多作者都希望編出對學習者最有幫助的教材。但是這麼多不同的教材，是否

真的對學習者有益呢？如果選用適合的教材，當然對學習有很大的幫助；但如

果選到不適合的教材，可能會造成學習上的錯誤，適得其反。 

 因此，本研究希望透過參考前人的文獻，到泰國實地調查與訪談，分析

泰國市場上現有的教材，最後設計出適合泰國學習者學習漢字的教材，提共給

以泰語為母語的學習者作為補助教材。 

 

第二節 研究動機 
  

對於泰國及非漢字文化圈國家的學習者來講，華語學習上最大的困難即

是「漢字」。仁景文在《漢語雜談》（2015）中談到為什麼泰國學習者會覺得

漢字難學？是因為漢字的書寫跟泰文完全不同，筆畫複雜，對泰國人來講，漢

字看起來像很抽象的圖，導致他們對漢字誤解。不過仁景文表示，其實漢字學

習是有系統的，不能只靠記憶死背，要了解它的系統、來源、結構、造字方法，

透過這些適當的教學方法，是可以有效學習的。 

但是根據研究者的調查，在泰國的漢字課程和教材還被視為華語課的次要

課程，大部分的教材和課程都以課文為主，而漢字教學只是隨著在課文出現的

生詞來教，課文提到什麼字就“順便”教與該字有關的漢字知識。研究者認為，這

種方法讓學習者無法掌握漢字整體的知識。 

現在，泰國市面上的漢字教材漸漸增加，大部分是練習簿，只有其中幾

本會提供漢字知識，但是也只提到幾點基本知識，沒有完整的介紹到漢字的結

構、來源、筆畫、筆順規則等。 

 研究者認為漢字學習非常重要，而不論是自學或教師授課，都要靠教材來

引導，所以選擇一本適合的教材，是學習漢字的重要關鍵。因此，本研究的目

的是在了解泰國漢字教學的現況下，分析目前在泰國市場上的華語漢字教材，

然後提供給教師和要學習漢字的人參考，希望對泰國華語教學有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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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目的與待答問題 
 

 本研究的研究目的是希望透過田野調查、訪問、分析資料和現有的教材，

了解泰國目前的漢字教學狀況，以及泰國學習者學習漢字的困難點，並找出適

合泰國學習者的教學方法及漢字教材。 

基於以上的研究目的，本研究的研究問題如下： 

一、 了解泰國目前的漢字教學狀況 

• 現在泰國華語教學狀況如何？ 

• 教師和學習者對學習漢字的看法如何？ 

二、 了解泰國學習者學習漢字的困難點 

• 泰國學習者學習漢字時常遇到的問題？ 

• 華語教師如何幫助泰國學習者解決漢字學習的問題？ 

• 泰國學習者自己解決學習漢字問題的方法有哪些？ 

三、 探討適合泰國社會人士學習者的教學方法 

• 泰國社會人士學習者學習漢字的特質如何？ 

• 泰國社會人士學習者學習漢字的需求如何？ 

四、 探究針對泰國人士的漢字教材 

• 在泰國常用的漢字教材有哪幾種？ 

• 為泰國學習者設計的漢字教材的內容應該如何？ 

 

第四節 名詞釋義 
 

一、泰國社會人士 

指一般泰國人民，以泰語為母語，不限年齡，非在正規教育體制內學習

華語的族群，本身對學習華語有興趣，學習華語的形式包括：家教、補習班、

自習、網路教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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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非正規教育 

 指正規教育以外的華語教學機構或學習方式，例如：補習班、家教、自

習、線上教學等。 

 

三、泰國學習者 

 指在泰國出生長大，以泰語為母語，而且生活在非使用漢語的環境裡，

不論是在學校、補習班或自己學習漢語的學習者。 

 

四、綜合教材 

指內容包含各種華語技能（例如：聽、說、讀、寫、語法、語用、漢字

等）訓練的教材。 

 

五、漢字教材 

 指專門提供漢字知識或訓練寫字技能的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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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泰國當地華語教學研究 
 

一、 泰國華語教學歷史 

從 1908 年開始泰國新一代的華語教學，為了傳授中華文化給泰國華人的

後代，中華會館建立泰國第一所華校「華益學校」，但是營運不久就關閉。後
來自 1911 年開始，泰國華僑社團持續創辦以方言為教學用語的華文學校，如
1911 年潮州會館建立《新民學校》，1913 年客家會館建立《進德學校》，1914
年廣東會館建立《明德學校》，1915 年福建會館建立《培元學校》，1921 年海

南會館建立《育民學校》等（Kussalasai，2005）。 
這段期間，來自中國大陸的華語老師，大部分是對政治有興趣的年輕人，

因此除了教授華語之外，華文學校也被利用為政治觀念傳授的地方。此外，這
些華僑學校只使用華語來教授所有的課，完全不教泰語。因此，1918 年泰國政

府頒布《民校條列》來管制華文學校，規定華文教師必須通過泰文考試才可以
任教，並教育學生忠誠於泰國。而 1921 年又頒布《強迫教育條列》，強迫華人
子弟學習泰文，華文教師必須進行泰文考試，有小學四年級的泰文程度才可以
任教（符翠蘭，2007）。 

1926 – 1932 年期間，雖然泰國的華文學校還在法律的限制下教學華語，
但是當時也有許多新華校大量的成立，泰國政府覺得華文學校越來越難控制。
直到 1932 年泰國發生政變，新的政府有其他更重要的事情要關心，所以華文學
校就沒按照教育條列，回去用華文教授所有的課（Kussalasai，2005）。 

1933 年泰國政府重新頒布《小學教育條列》規定中文只能作為一門外語
來教授，每週不能超過 6 個小時，有許多華文學校不接受此規定，因此這一年
100 多間被關閉（符翠蘭，2007）。 

1938 – 1940 年泰國政府強力實施民族主義政策，希望華人子弟融入泰國

社會（Siriwan W.,2012）,再加上泰國政府與日本同盟，因此 1941 年全泰國所有
華校都被關閉，因此，1941 – 1945 年是泰國華文教育最黑暗時期（符翠蘭，
2007）。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泰國政府管制華文學校的政策比較寬容了一些，1946
年泰國與中華民國政府建立外交關係，簽訂《中通友好條約》，過去被關閉的
華文學校紛紛恢復辦學，同時還創新了不少華文學校（符翠蘭，2007）。 

1948年泰國政府管理華文學校的政策又更加嚴謹，限制設立數量，並使

其無法發展。 如華校須遵照《民立學校條例》辦理註冊;每週授課時間不得超過 
10 個小時; 校主與校長必須是泰國人;華校須用泰國教育部編訂之中文課本 （符

翠蘭，2007）；華語教師的泰文程度要及格；限制華文學校的數量等（Siriwan 
W.,2012）。直到1955年，民校修改條例,不允許泰籍華人擔任華文學校校長（符

 



6	
	

翠蘭，2007）。  

1946 – 1975年台灣與泰國有正式外交關係。但到了 1958 年泰國發生軍事

政變,也改變了對華政策。所以從 1958 至 1972 年中泰兩國政府與民間的來往全

部停止,兩國關係也處於緊張的狀態。因此華校再一次受到打擊與嚴格地管理

（符翠蘭，2007）。 

1975年泰國與中國大陸正式建立外交關係，這時候泰國政府開始再次開放

華文教育，但是限制只開放小學的階段，中學階段還沒恢復華文教育（Siriwan 
W.,2012）。 

1992年泰國政府宣佈華語與其他外語一樣可以作為第二外語來教學，並

開放每一年級可以教授華文，到1998年甚至被列入高等教育聯考的外語科目之

一，自此算是泰國華語教學的新一代， 到現在已經有25年歷史。 

 

二、 泰國非正規教育之華語教學現況與問題 

  

從 1992 年至今，除了正規教育體制將華語列入為標準外語科目之外，非

正規教育體制外的華語教學也同步快速的發展。 

泰國的非正規教育之華語教學方式繁多，不論是華語補習班、家教、自

習教材、網路資訊、電視節目、ＤＶＤ、錄影帶等學習管道，在這種自由自在

的發展的情況下也引發出了一些問題 。 

Kulnaree Nukijrangsan（2008）在泰國的 Matichon 雜誌指出泰國非正規教育之華

語教學的問題可分為以下三個方面： 

 

（一） 課程方面：每間補習班可以自由的設計出自己獨特的課程，自訂上

課時間、學習目標及要點，但卻沒有一定的標準，而且還沒有標準

的評鑑方法。 

（二） 教材方面：大部分的補習班和學習者流行使用在中國大陸編的教材，

因為認為中國大陸的教材應該是最標準的，而卻忽略了中國大陸的

教材不是針對泰國學習者所編的，所以課文的內容可能不符合泰國

學習者的需求，尤其是文化及環境的部分。 

（三） 教師方面：在泰國，中文母語者的教師比泰語母語者教師受歡迎，
學習者都認為，與以中文為母的教師學習會學到比較標準的華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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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這卻產出溝通方面的問題。大部分的中國大陸老師不懂泰語，而
且對泰國人、語言、文化及習慣上並不瞭解，所以教課或解釋時沒
辦法讓學生能夠準確的瞭解課文的內容。另外，補習班徵聘中國大

陸教師的條件並沒有限定最低的學歷，只要是中文母語者就決定聘
請，所以這會減低教學的品質。 

 

三、 在泰國使用的華語教材現況 

Tawee Theerawongsearee (2008) 的調查指出，在泰國常用的華語教材大部

分是大陸和台灣的教育單位編寫的，簡體字和正體字皆有，教材的內容讓學習

者隨者教材的指示練習，大部分是重複練習和靠記憶的學習方法，讓學習者累

積字詞的數量，從一、兩個字到幾千個字，從短句到長句。這樣的教材讓學習

者覺得越學越難，所以很快就會想放棄，更何況是非正規教育的形式，學習者

可以自由選擇是否要繼續學下去。關於這些教材的內容，研究者有幾項以下的

觀點： 

因為是國外來的教材，兩國的當地文化不同，因此教材的內容自然的加

入外國人的想法，因為不熟悉中國人的文化，使泰國學習者難以理解，反而更

增加了學習負擔。 

教材的難度等級以生字的數量來分級，編輯者的目的是讓學習者慢慢累

積字詞的數量，但卻忽略了學習者的需求。因為社會人士的學習者含有不同職

業、年齡、學習目標，需要使用的字詞也不同，使得學習者發生「學到後面就

忘記前面」的問題，所以這種以字數來分級的教材不適合社會人士族群的學習

者。 

教材或課程的連續性，因為教材以字詞的數量來分級，使學習者必須要

記越來越多字，也就是說，如果學習者要繼續學到高階級，他們必須要記得前

面學過的字詞，不過在「學到後面就忘記前面」的情況下，讓他們無法繼續往

更高級學習，所以常常停止學習，或者一直重複學習同樣的內容。 

 

第二節 對外漢字識字教學理論 
 

一、 對外漢字教學原則 
 

對外漢字教學的原則與針對母語兒童的漢字教學不同，由於外國學習者，

尤其是來自非漢字圈文化的學生，一開始還沒有口語的基礎，加上文字系統的

不同，對他們來講，學習漢字是一個難關。學者提出了針對外國學習者的漢字

教學原則，讓我們可以參考及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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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參考了兩位學家的文章，他們從不同的角度提出漢字教學原則。 

孫德金（2006）的漢字教學原則分為兩項，一是遵循漢字認知規律的原

則；二是多項分流、交際領先的原則，各項原則還分為更詳細的內容，如下。 

1. 遵循漢字認知規律的原則 
1) 教學對象的確定：根據學生的特點採取不同的教學方法。 
2) 語音意識的培養：幫助學生形成漢字形音義三者結合的正確觀念。 
3) 教學漢字的選擇：在漢字教學不同的階段選擇不同的漢字，幫助學

生系統掌握漢字規律。 
4) 教學單位的編制：在漢字定量研究的基礎上，確定出一個綜合漢字

教學單位體系，分階段、分對象地開展漢字教學。 
5) 定性、定量研究：吸收與借鑑定性定量研究成果，形成自己的規範

體系。 
 

2. 多項分流、交際領先的原則 
 
表 二 -1  多項分流、交際領先的原則 

1) 學習主體的分流 
學生來源的分流 
學生性別的分流 

2) 學習方式的分流 

輸入與輸出的分流 
總量的分流 
漢字掌握的分流 

輸入時識記字義與

識記字音的的分流 

通過字形喚起字音，在喚起字義 
通過字形同時喚起字音字義 
通過字形直接喚起字義 

輸出時拼音與漢字的分流 
 

  

李香平（2006）從教學內容的角度提出以下漢子教學四項基本原則。 

一、 應教授規範漢字 
二、 處理好漢字與漢語教學的關係 
三、 盡量遵循由簡到繁、由易到難的順序 
四、 處理好認讀和書寫的關係 
 

從上述的文獻來看，兩位學者都提出從易到難、不同的階段教不同的漢字、

先幫學習者打好基礎，讓他們能掌握漢字的系統，隨著學習者的程度再增加更

高難度的漢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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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對外漢字教學方法 
 

漢字教學的方法眾多，每一種方法有不同的教學目標和效果。研究者認

為在這麼多的教學方法當中，並沒有哪一個教學法是最好或最有效的，重要的

是教師要根據不同的教學對象來選擇適合的教學方法。 

李香平（2006）將對外漢字教學法分為四大組： 

1. 利用字形的教學法，包括：字族識字法、偏旁識字法、部件識字法。 
2. 利用字音的教學法字，包括：聲韻同音識字法、同音異形識字法、同

音形近識字法。 
3. 利用字義的教學法，包括：語義場系聯法、語境系聯法。 
4. 利用漢字知識的教學法，包括：獨體字字形溯源法、字理識字法。 

 

周碧香（2014）將漢字識字教學法概分為以下四類： 

1. 分散式識字教學法 
2. 集中式識字教學法，包括：形聲字識字教學法、部首識字教學法、基

本字帶字教學法、韻語識字教學法。 
3. 理據識字教學法，包括：部件識字教學法、字理識字教學法、字源識

字教學法。 
4. 融合式識字教學法，包括：字族文識字教學法、綜合高效識字教學法。 

 

漢字教學方法介紹： 

1. 分散識字法：將生字分散到課文之中，在課文閱讀和理解文意之後安排
識字教學，從課文找出句子，從句子摘出新詞，再由新詞認識生字。 

2. 字族文識字法：構建字族有兩種方式，一種是以某個獨體字作為母字，
通過添加筆劃構成不同的漢字。 

3. 基本字帶字識字法：通過基本字加偏旁部首，引導學生利用熟字記憶生
字，同時啟發學生理解漢字的形義關係、形音關係、義音關係，建立形

音義的通一聯繫。 
4. 偏旁識字法：利用同一形旁系聯漢字教學，選用構字能力強的「形旁」，

我們利用這些形旁和聲旁能夠學習到大多數的形聲字，不過聲旁教學要
讓學習者了解聲旁表音的不同情況，避免過度依賴、盲目利用聲旁的表

音規律。 
5. 部件識字法：部件識字有兩種方法：第一種是部件組字法，教學策略是

先交一些筆畫比較簡單的成字部件作為基本字，再用這些基本字構成合
體字；第二種是部件拆分法：是將一個複雜的漢字拆分出獨體部件。 

6. 部首識字法：以部首為出發點，運用漢字可組合的特性，帶出更多同部
首字的教學，搭配同部首具有本義相似之特性，加強字義上的辨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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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聲韻同音字法：是利用漢語四聲別義別字的方法系聯同音字，一般在語
音教學和漢字教學初期進行，一方面練習了四個聲調，另一方面能讓學
生在初期建立聲調不同，字詞不同的概念。 

8. 同音異形字法：此方法系聯讀音完全相同而字形不同的漢字，有利於區
別同音字教學。 

9. 同音形近字法：將讀音相同或相近的同聲旁組成的形近字放在一起教學，
利用偏旁區別意義，辨別一同。 

10. 韻語識字法： 
11. 語意場系聯法：把意義上有關聯的字放在一起教學，讓學習者通過意義

的相聯進行聯想以鞏固學習內容。 
12. 語境系聯法：指的是通過詞語、句子、短文來系聯漢字的教學法，主要

是根據漢字教學的需求而設計。 
13. 獨體字字形溯源法：是利用古文字形的象形性特點來輔助漢字字形的方

法，雖然現代漢字的字形已經看不出像形的特點，但借助古文字形能非
常清楚地展示字形與字義的關係。 

14. 字理識字法：是利用漢字字形表義表音的特點，通過解釋漢字形體與意
義、讀音的聯繫的方法。 

15. 字源識字法：將字源運用於識字教學，透過漢字的本型來說明本意，強
化學習效果。 

 

三、 小節 
 

漢字教學方法眾多，挑選教學方法的時候要考量多方面的因素，包握教

學對象、教學目標、教學內容等。對於針對泰國學習者之漢字教學，泰國學習

者覺得最困難學習的是字形，因此研究者認為適合於泰國學習者的教學方法要

能提高學習者自行辨認的能力，例如：偏旁識字法、部件部首識字法、字源識

字法等等。 

 

第三節 對外華語教材理論 
 

 第二語言教材類型 
 

呂必松（1993）指出，教材要針對不同類型的課程編寫，根據不同的教學

類型、課程類型、教學對象以及教學原則，可以從這幾個角度將華語教材分成

這一下幾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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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從教學類型的角度分類：每一種教學類型都要求有專門的教材，因
此這種教材是根據教學類型而編寫的。 

（二） 從課程類型的角度分類：根據課程或課型專門設計的教材，例如：

綜合課語言教材、聽力和閱讀教材、文學閱讀、報刊閱讀等。 
（三） 從教學對象的角度分類：針對不同的教學對象編寫的教材，例如：

根據學習者的年齡，可以分為成人、小孩的教材；跟據學習者的稅
平等及，可以分為初、中、高級教材。 

（四） 從教學方法的角度分類：根據不同的教學方法和原則編出的教材，
例如：以結構為綱的教材、以功能為綱的教材。 

 
趙金銘（1997）重視對外漢語教材的宏觀結構設計，使其成為一個科學的體

系，覆蓋對外漢語教材的方方面面。例如： 

（一） 從不同的學習階段考慮，可以分為初、中、高級教材。 
（二） 從知識傳授的角度，可以分為語音、詞彙、語法、漢字教材。 
（三） 技能訓練的角度，可編寫說話、聽力、閱讀、翻譯教材等。 
（四） 以語言和文化對比為基礎，可以編寫給國別、母語、文化背景、

學習環境等不同的學習者使用的教材。 
（五） 用於特殊目的的漢語教材，如新聞報刊教材、外貌洽談教材、商

務往來教材等。 
（六） 速成強化漢語教材 
（七） 短期進修漢語教材 
（八） 兒童漢語教材 
（九） 個別教學漢語教材 
（十） 漢語隨意教材 
（十一） 帶地域性的鄉土漢語教材 
（十二） 漢語方言教材，例如：粵語教材、閩南語教材 
（十三） 廣播、電視漢語教材 
（十四） 遠程教學漢語教材 
（十五） 外國人學歷教育的系列教材 
（十六） 為華人、華裔及外國人在非漢語環境中使用的教材 
（十七） 有關對外漢語教學課程設置所需要的各類文化教材 

 

劉珣（2000）認為，對外漢語教材的類型可以從教學類型、課程類型、水

平等級、學習者特點、母語特點等不同角度來區分。劉珣從教材編寫的角度，

即教材如何編排教學內容來分為兩大方面討論，就是按照教材的體例來分以及

按照遵循的主要教學原則來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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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二 -2  劉珣之漢語教材分類 

按照教材的體例來分 

1.綜合型和分科型 
綜合型 書中包括了語音、詞彙、語法、漢字和聽說

讀寫內容。 
分科型 聽說課本、讀寫課本、聽力課本、說話課本

等。 

2.單課制和單元制 單課制 一課一個單元。 
單元制 由幾課內容或幾種技能訓練組成一個單元。 

3.直線式和螺旋式 
直線式 將語法點或句型，按照難易度排列順序。 

螺旋式 
將話題和句型結構，根據交際需要分成幾個

圈，每圈都將主要話題和句型結構出現一

遍，而圈與圈之間又逐步加深難度。 
按照遵循的主要教學原則來分 
1.課文型 以講授課文為主，通過課文學習語言結構和詞語。 
2.結構型 根據語法或句型結構的難易度和詞語的分布安排教材的

內容和順序。 
3.功能型 以功能為綱，根據常用度安排教學內容和順序。 
4.結構－功能型 結構與功能相結合，以結構安排為基礎，同時考慮到結

構所表達的功能，使結構應用於一定的功能。 
5.功能－結構型 在結構與功能將結合中，由功能占支配地位，在一定的

功能項目下教結構。 
6.話題型 以話題為綱安排教學內容，在話題中突出一定的功能和

結構，體現出綜合性。 
7.文化型 以為化知識為綱，結合語言教學編寫的教材。 
  

李泉(2004)在《對外漢語教學概論》，根據課程的類型將第二語言教材分

為以下表： 

 

表 二 -3  李泉(2004)第二語言教材分類 

教材類型 例子 
語言技能類教材 綜合技能訓練 精讀類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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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寫、聽說類教材 
專項技能訓練 口語、聽力、閱讀、寫作、 

翻譯類教材等。 
語言知識類教材 漢語語音、語彙、語法、漢字、漢語概論、 

古代漢語、漢語書面語教材等。 
文化知識類教材 中國歷史、哲學、文學、藝術、國情介紹之類教材等。 
特殊用途語言教材 商貿漢語、醫用漢語、旅遊漢語、外交漢語、 

工程漢語、科技漢語教材等。 
 

此外，李泉還強調以上四類教材，每一類都可以包含初、中、高等級，

可以運用不同的教學法原則來編寫，可以採用不同的編寫體例，也可以針對不

同的教學對象和教學手段來編寫。 

賈益民（2012）從幾個不同的角度來分區教材的類型，如從教學層次、教學對

象、教學階段、教學內容、行業語言、教學手段、語言教學性質等。以下為賈益民的

華文教材類型表： 

 

表 二 -4  賈益民的華文教材類型 

分類的角度 教材的類型 

1.按照教學層次分類 
學前教育華文教材、學歷教育華文教材、非學歷教育華文

教材 

2.按照教學對象分類 

年齡（幼兒、兒童、成人華語教材） 
學習性質（學習華文教材、華文師資教材） 
教學學制（全日制、半日制、課後制、周末制） 
學習時間（短期、長期、速成） 

3.按照教學階段分類 初級、中級、高級 

4.按照教學內容分區 

語言教材 

語言知識教材（語音、漢字、詞彙、語法、修

辭、語言知識綜合教材等） 
語言技能教材（口語、聽力、閱讀、寫作、翻

譯、語言技能綜合教材等） 

文化教材 
綜合性的中國文化教材 
專項的文化教材（書法、剪紙、武術、戲劇、

歷史、中國概況、中國社會、經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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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按照行業語言分類 
通用華文教材 
專門用途華文教材（商務、旅遊、醫學華語教材等） 

6.按照教學手段分類 紙版華文教材、多媒體、網路、電視、廣播華語教材等。 

7.按語言教學性質分類 第一語言教材、第二語言教材、雙語語言教材 

 

 第二語言教材編寫原則 
 

對外華語教材編寫的原則有許多位學者提出多種不同的說法，如呂必松

（1993）提出教材編寫六原則，劉珣（2000）提出交才編寫的五性，李泉

（2004）提出教材編寫的十大原則。三位學者提出的教材編寫原則，基本上有

大同小異。 

呂必松（1993）提出教材編寫六原則包括：實用性原則、交際性原則、

知識性原則、趣味性原則、科學性原則、針對性原則。劉珣（2000）提出的教

材編寫原則，基本上都與呂必松教授的六個原則相同，他在《對外漢語教育學

引論》書中將教材編寫的特點概括為「針對性、實用性、科學性、趣味性、系

統性」，除了「系統性」之外，其它都與前面兩位提出的編寫原則相似。 

李泉（2004）也提出對外華語教材編寫的十項原則，包括「定向原則、

目標原則、特色原則、認知原則、時代原則、與體原則、文化原則、趣味原則、

實用原則、立體原則」。其中「趣味原則」和「實用原則」與前面幾位學者提

出的原則差不多。研究者將三位學者提出的教材編寫原則整理出來如下面之表： 

 

表 二 -5  三位學者教材編寫原則 

 呂必松 (1993) 劉珣 (2000) 李泉 (2004) 

1 實用性 實用性 實用原則 

2 交際性   

3 知識性   

4 趣味性 趣味性 趣味原則 

5 科學性 科學性  

6 針對性 針對性 定向原則 

7  系統性  

8   目標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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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特色原則 

10   認知原則 

11   時代原則 

12   語體原則 

13   文化原則 

14   立體原則 

 

以下為三位學者提出的教材編寫原則的詳細內容： 

(一) 實用性原則：教學的內容必須是學習者需要的、常用的，因為這

可以啟發學習者的積極性，學習的效果就會跟著提高。至於教學

方法的實用性，就是採用易教易學的方法，學習者能夠容易的掌

握所學習的內容。 
(二) 交際性原則：指教學的內容和語言材料要能夠培養學習者的交際

能力，語言材料的組成要接近真實生活。 
(三) 知識性原則：就是學習內容要包含學習者感興趣的新知識，使學

習者不但能學到語言，而且還能增加知識。 
(四) 趣味性原則：就是教材內容和形式生動有趣，不會讓學習者感到

枯燥乏味。像課本上生動有趣的插圖和醒目的版面設計也可以提

高教材的趣味性。 
(五) 科學性原則：第二語言教材的語言要規範；有關知識的介紹要科

學；教學內容組織要符合語言規律、語言學習規律及語言教學規

律。 
(六) 針對性原則：要明確所編的教材適用於哪種教學類型、課程類型

以及對象等等。 
(七) 系統性原則：指的是教材內容在基本知識介紹和技能訓練要平衡協調、

有一定的章法。學生的課本、教師手冊、練習簿、單元試題個部分要分

工合理，互相呼應。 
(八) 定向原則：確定教材編寫的方向，例如確定針對哪種教學類型、編寫哪

一類教材、教學對象是誰、是何種等級等等。這項原則與呂必松教授提

出的「針對性原則」相似。 
(九) 目標原則：根據學習者的需求分析，如學習者的文化背景、學習目的、

學習時間、現有的基礎、將來運用目標語的方式及預期達到的水準。 
(十) 特色原則：編寫教材的特色原則是指以新理論和新觀念來支持教材的特

色與新意，並能達到實踐，使教材具長久使用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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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認知原則：考慮教學對象在語言習得過程中的認知因素，包括分析學習

者識別語法結構和能力的能力、對語言現象的歸納概括能力等等。 
(十二) 時代原則：教材的內容應該符合時代的潮流，教材編寫所涉及的種種面

向應該要展現出知識、觀念及學習法的更新，並能反映出編寫教材的薪

水準，以達到時代發展變化的需要。 
(十三) 語體原則：教材中使用的語體要明確，充分體現該語體特徵或屬性的典

型課文、詞彙、語法等語言材料和表達方式。讓學習者能掌握各種語體

的特點和使用規律，協助學習者能根據不同的溝通內容、目的、場合，

來選擇恰當的語言材料和表達方式。 
(十四) 文化原則：教材設計編寫應恰當地選擇和安排文化點，以提升學習者在

跨文化溝通時的具體情境中處裡文化差異的能力。 
(十五) 立體原則：教材的設計和編寫應該包括練習冊、教師用書、課外讀物、

教具、影音，光碟等。 

 

 

 漢字教材編寫原則 
 

柳燕梅（2002）提出有利於識記漢字的漢字教材編寫原則，包括漢字教材的

整體內容選取原則及具體操作的編寫原則。整體內容的選取原則分為四項： 

(一) 有理性原則：將學習漢字的規則介紹出來，使學習者認識到漢字字型
是有理性存在著的，並不是一些筆畫或部件的隨意組合。 

(二) 趣味性原則：增加漢字教材的趣味有兩種方法，一種是把字放在詞、
短語、句子中；另一種是開發漢字本身含有的趣味。 

(三) 明確性原則：明確的指出學習、記憶的目的和任務。如：一、給出明
確的“學習任務指示＂；二、作為重點的例字，可以多次重複出現；三、
用一些物質手段強調，如加大字號或選用突出的顏色等。 

(四) 練習的豐富性和循環性原則：要求教材中的練習豐富，能夠調動眼、

耳、口、手、腦多個器官，安排各種讀、寫、聽、說的綜合練習。此
外，最為理想的是循環性複習，比如地 6 課重點複習第 1 課的漢字，
第 7 課重點複習第 2 課的漢字。 

 
 教材評估相關研究 

 
適當的教材必須要有適當的標準來評估，為了提高編寫教材的效率，研

究者參考了以下的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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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泉（2004）提出教材評估有兩個原則，信度原則及效度原則。信度原

則要求評估體系的建立及標準的具體運用要適用、準確；效度原則要求評估體

系的建立及其具體標準的確立要適合教材的類型及其應有的要求。 

 

趙金銘（2005）認為評估教材應該從以下四方面實現突破： 

 

一、 有無前期準備工程是編好教材的重要條件。 
二、 教材中必須含有一定數量的可背誦材料。 
三、 對口語作出科學的界定，重新認識對話，在教材語言的推敽上下功

夫。 
四、 教材中要注意人類文化通感，不可一味弘揚中華文化。 

 

在以上分析的基礎上趙金銘做出教材評估表，分為九個項目：前期準備、

教學理論、學習理論、語言、材料、練習編排、注釋解說、教材配套及其他，

總共有 55 項評估項目。每一項分為Ａ、Ｂ、Ｃ、Ｄ四個等級。1-45 項Ａ為 4 分、

Ｂ為 3 分、Ｃ為 2 分、Ｄ為 1 分，46-55 項Ａ為 2 分、Ｂ為 1 分、Ｃ為 0.5 分、

Ｄ為 0.25 分。前 45 項滿分為 20 分，後 10 項滿分為 20 分，總滿分為 200 分。

累計得分 170 分以上者為優秀教材，150-169 分之間者為良好教材，120-149 分

之間者為一班教材，119 分以下者為較差的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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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章主要分為三節；第一節為本研究採用的研究方法包括「文獻分析

法」、「調查研究法」以及「內容分析法」；第二節說明本研究的研究流程與

架構；第三節介紹各項蒐集的資料來源，包括訪談及問卷受試者資料、泰文版

的漢字教材等。 

 

第一節 研究的方法 
 

本研究採用的研究方法為：文獻分析法、調查研究法、內容分析法。 

1. 文獻分析法（Documentary Analysis） 

    研究者首先參考前人研究過的相關文獻，整理出大陸和台灣的對外漢字教學

方法的理論、對外教材編寫原則、對外華語教材的類型及針對泰國當地人士的

相關的漢字教學研究。 

2. 調查研究法（Survey Research） 

    為了解泰國現況的漢字教學，研究者採用問卷與訪談來進行調查。問卷調查

的對象為泰國社會人士的華語學習者，以隨機抽樣的方式詢問。問卷內容包括

學習者的學習背景、對學習華語的看法、學習者個人學習的方法與態度，及學

習者對學習漢字的想法。希望能進一步了解泰國學習者之困難點和他們的學習

需求。 

    訪談的研究對象則是在泰國教華語的老師，包括泰國、台灣以及中國大陸的

教師，他們或是泰國國立學校的教師，或大學教授、華語補習班老師，以及家

教老師。訪問的內容包含教師對漢字教學的想法、泰國學生常遇到的問題、老

師的解決方式、選用教材的原則等等。希望能更深入了解泰國漢字教學的現況，

現有的問題，及可能選擇的解決方法。 

3. 內容分析法（Content Analysis Research） 

    這部分研究者會針對現在泰國市面上的泰文版華語教材、漢字教材及書籍，

進行分析比較，包括教材的設計理念、內容與編排方式、練習題形式以及教材

的特色與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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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過程 
  

本研究的流程，首先，設定研究方向與範圍，接著參考相關文獻，再進

行教師訪談、問卷調查及教材分析，統計所得到的結果後規劃教材的架構，並

實際設計出一課教材之範例。各階段的說明下： 

1. 文獻探討 

研究者參考的文獻分為三大部分探討，包括「對外漢字教學」、「泰國

漢語及漢字教學」、「對外漢語教材編寫」相關的文獻。 

對外漢字及漢語教學與教材方面，大部分蒐集自華語教學及語言教學專

書、期刊；泰國漢語及漢字教學方面，研究者參考泰國大學與華語教學相關的

碩士、博士論文。 

2. 現況調查 

為了瞭解泰國目前漢語及漢字教學情況，研究者採用質化及量化研究方

法。質化研究方面，進行華語教師訪談，訪談內容關於教師們的實際教學經驗，

尤其是漢字教學的部分；量化研究方面，研究者設計出問卷，主要題目在於瞭

解泰國學習者對於學習漢字的想法。此外，為了更多瞭解泰國的漢字教學情況，

研究者將市場上有的漢字教材來進行評估與分析。 

3. 教材設計 

從上述文獻探討、問卷調查、教師訪談及教材分析得到的結果，設定出

教材編寫原則，包括教學目標、教學理念、教學對象、教學內容等，並實際設

計出一課教材範例。 

4. 結論與建議 

最後，總結出研究的結果，提出未來可以發展的方向與建議，討論研究

過程遇到的限制等。 

以下圖三-１為本研究的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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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三-1  研究流程 

 

 

設定研究方向與範圍 

文獻蒐集與探討 

現況調查 

教師訪談 教材分析 問卷調查 

統計調查結果	

分析所得到的資料 

提出教材設計原則	

結論與建議	

編寫教材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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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資料蒐集 
 
 本論文收集資料的方式分為三種方法，包括：教師訪談、問卷調查、教材分析。

以下為詳細內容。 

 教師訪談 
訪問對象為在泰國任教的華語教師，共７位，教學背景分為非正規教育

體制（補習班、家教）４位（代號為 T1-4），國立大學２位（代號為 T5-6），

高中學校１位（代號為 T7），其中兩位來自台灣，一位來自中國大陸，４位為

泰國國籍。 

至於進行訪問的方式，T1-4 及 T6 以當面訪問的方式進行，而 T5 及 T7 
透過電子郵件訪問。詢問的問題關於老師們的教學經驗，在教學上遇到的困難，

學生的學習行為，老師對漢字教學的意見，以及漢字教學的經驗。 

訪問的資料與問卷統計結果整理為各方面的需求項目進行分析。以下為

訪談受試者背景資料： 

表 三-1   教師訪談－受試者背景資料 

編號 國籍 母語 年齡 教育 教學經驗 服務單位 

T1 中國大陸 華語 50 歲 學士 20 年 華語補習班 

T2 台灣 華語 52 歲 學士 5 年 華語補習班 

T3 台灣 華語 64 歲 教育藝專 20 年以上 華語補習班 

T4 泰國 泰語 25 歲 學士 2 年 家教 

T5 泰國 泰語 37 歲 博士 10 年 公立大學 

T6 泰國 泰語 32 歲 碩士 3 年 公立大學 

T7 泰國 泰語 23 歲 學士 1 年 公立國中學校 
 

 問卷調查 
問卷的題目為「泰國社會人士學習華語與漢字之現況與困難」，內容分

為五個部分，第一部分為學習者背景資料統計，第二部分為學習者對學習漢語

的看法，第三部分為學習者的學習和複習的情形，第四部份為學習者對學習漢

字的看法，第五部分讓學習者填寫他們如何練習寫漢字（除了課堂練習和作業

之外）。第二到第四部份，個選項以五級積分法來計算，非常不同意為 1 分，

不同意為 2 分，普通為 3 分，同意為 4 分，非常同意為 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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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卷以隨機抽樣的方式發送，透過網路社群（臉書）在跟華語學習有關

的群族裡發問卷連結，讓對華語有興趣或正在學習華語的人自由點入作答。作

答的人數總共 288 人，來自泰國各地，年齡 22-65 歲。詳細的背景資料如以下

的表格： 

表 三-2  問卷調查－學習者背景資料  

總人數 288 人 

性別 
男 女 其他 

61 225 2 

年齡 
22 - 35 歲 36 - 49 歲 50 – 65 歲 66 歲以上 

229 45 14 0 

教育程度 
中學以下 中學 專科 學士 碩士 博士 

3 14 5 174 88 4 

除了泰語

之外會使

用的語言 

中文 英文 其他 

197 161 31 

學習中文

時間 

1 年以下 1 -  2 年 3 – 5 年 6 年以上 

50 64 101 73 

學習形式 
（複選） 

語言中心 私人家教 自學教材 網路資訊 其他 

195 47 119 93 64 

學習目的 
（複選） 

工作需求 做生意 就學需求 旅遊 興趣 其他 

150 53 103 75 168 12 

中文程度 

HSK Level 1-2 HSK Level 3-4 HSK Level 5-6 沒考過 

11 47 75 144 

TOCFL Band A TOCFL Band B TOCFL Band C 其他 

3 4 2 2 

 

問卷回收完畢後，針對各題目資料進行統計為量化研究的資料，再與訪

問的結果整理為各方面的需求項目進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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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材分析 
本研究分析的教材共 5 本，分析範圍設定於在泰國出版的教材，而且是是

市場上普遍使用的教材，學習者容易取得到，可當作自習教材。本研究挑選來

分析的教材分為兩種，包括綜合教材級漢字本位教材，書名如下： 

（一） 2 本綜合教材： 
《初級漢語》、《初級漢語：簡體字版》。 

（二） 3 本漢字本位的漢字教材及練習簿： 
《筆畫練寫》、《漢字好好玩》、《識部首，寫漢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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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需求分析	
 

根據上述文獻探討的結論，泰國學習者學習華語最主要的難點在於「漢

字」，泰國人覺得漢字很難懂、難寫又難記，因此筆者做了問卷調查及教師訪

談，以進一步了解泰國華語教學的現況，以及學習者對華語和漢字的看法。此

外，也想要了解學習者的學習與複習的行為，哪些因素對學習有利，和學習的

障礙。本研究著重在學習者對華語及漢字的感受與需求，找出問題的來源，進

而分析現在市面上的教材是否符合學習者的需求。 

本章研究主要分為三節，包括學習者問卷調查結果統計，教師訪談結果
分析及泰國的漢字教材分析。 

 

第一節 泰國學習者對漢語及漢字學習的意見調查 
 

本節主要以學習者對漢語一漢字學習為主，為了更多了解學習者學習漢

字的狀況，筆者設計出問卷，內容分為四大部分，包括：「泰國學習者對學習

漢字的意見」、「泰國學習者的學習漢複習漢字的態度」、「泰國學習者學習

漢字的難點語解決方法」、「泰國學習者在課外練習漢字的方法」。 

 

一、 泰國學習者對學習漢語的意見 
首先，筆者要先了解學習者對學習漢字的想法，他們覺得漢語是否重要？

他們學習漢語的心態如何？問卷內容及統計出來的結果如下： 

 

表四 -  1  問卷調查－學習者是否覺得漢語重要 

問題 同意度 百分比 

漢語很重要 

非常不同意 0.00% 
不同意 0.00% 
普通 8.33% 
同意 42.71% 

非常同意 48.96% 
總平均數 4.4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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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題問學習者的想法，他們覺得漢語是否重要？百分之 48.96 的人答

「非常同意」，及百分之 42.71 的人答「同意」，總平均數高達 4.4083，表示，

泰國學習者認為學習漢語非常重要。 

 

表四 -  2  問卷調查－學習者覺得漢語很難 

問題 同意度 百分比 

漢語很難 

非常不同意 1.74% 
不同意 4.51% 
普通 35.07% 
同意 40.28% 

非常同意 18.40% 
總平均數 3.6955 

 

這一題問學習者是否覺得漢語難學？百分之 40.28 答「同意」，但也有百

分之 35.07 答「普通」，雖然大多數的受試者認為漢語很難，但是覺得普通的人

數也算很高，這可能要根據他們的學習經驗來判斷。從這一題的統計結果來看，

筆者認為，也許漢語本身沒有我們想像中的那麼難，但是因為學習者遇到不同

的學習環境、教師、教材、教學方法等因素，使學習者對學習漢語的印象有所

不同。 

 

表四 -  3  問卷調查－學習者是否覺得漢語很有趣 

問題 同意度 百分比 

學習漢語很有趣 

非常不同意 0.35% 
不同意 4.17% 
普通 20.83% 
同意 42.71% 

非常同意 31.94% 
總平均數 4.0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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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 -  4  問卷調查－學習者是否決定要一直學漢語下去 

問題 同意度 百分比 

決定要一直學 
漢語下去 

非常不同意 0.35% 
不同意 2.78% 
普通 16.32% 
同意 33.68% 

非常同意 46.88% 
總平均數 4.2422 

 

 雖然大多數的學習者認為漢語難學，但是上述兩題表示，他們覺得漢語

很有趣，而且會決定要一直學下去，兩題的總平均數都高於 4。 

 

表四 -  5  問卷調查－學習者是否覺得漢語無聊 

問題 同意度 百分比 

漢語很無聊 

非常不同意 43.75% 
不同意 32.99% 
普通 17.71% 
同意 4.51% 

非常同意 1.04% 
總平均數 1.8720 

 

 為了確定受試者認真作答，筆者故意設計反方向的題目。這一題問受試

者是否覺得漢語很無聊？超過一半的人回答「不同意」及「非常不同意」，相

符於前面兩題的答案，表示學習者有主動想要學習的心態。 

 

二、 泰國學習者的學習和複習態度 
 

 這部分著重在學習者的學習和複習漢語的態度，包括他們在日常生活中

使用漢語的機率、複習作業和練習的時間等，詳細的內容和結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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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 -  6  問卷調查－學習者日常生活中使用漢語的頻率 

問題 使用率 百分比 

平常使用率 

非常低 17.71% 
低 22.22% 

普通 22.22% 
高 19.44% 

非常高 18.40% 
總平均數 2.9931 

 

 本題目問學習者在日常生活中使用漢語的頻率，這一提的答案分散，但

是整體來看大多數的人的使用頻率還是偏低，百分之 22.22 的人答「不同意」及

「普通」。這可能是因為社會人士學習者的工作、生活需求等因素多元，尤其

是在泰國學習是非華語文化圈的環境，因此，大部分的人大致上有較少機會使

用中文。 

 

表四 -  7  問卷調查－學習者是在課外會找機會練習漢語 

問題 頻率 百分比 

主動找機會練習漢語 

非常低 5.21% 
低 10.42% 

普通 26.04% 
高 30.56% 

非常高 26.74% 
總平均數 3.6434 

 

 以上的題目問學習者是否會在課堂外的時間主動找機會練習漢語，統計

出的結果表示，大部分的學習者會自己主動找機會練習中文，回答「同意」的

人有百分之 30.56，回答「非常同意」的人有百分之 26.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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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 -  8  問卷調查－學習者複習作業的機率 

問題 頻率 百分比 

作業複習頻率 

非常低 14.93% 
低 27.08% 

普通 33.68% 
高 15.28% 

非常高 9.03% 
總平均數 2.7716 

 

本題目問學習者複習作業的時間，大多數的人（33.68%）回答「普通」，

但是其他答案偏向「不同意」，表示泰國社會人士學習者複習作業的時間不多。

這可能是因為這一群族的年齡大部分是上班族，而是因為工作繁忙，所以有比

較少的時間複習作業。 

 

三、 泰國學習者對學習漢字難點與解決方法 
 

這部分的問卷關於，學習對漢字的想法以及學習漢字的心態如何？詳細

的內容及統計結果如下面之表： 

 

表四 -  9  問卷調查－學習者覺得漢字是必要的 

問題 同意度 百分比 

學習漢字是必要的 

非常不同意 0.69% 
不同意 0.35% 
普通 10.76% 
同意 29.86% 

非常同意 58.33% 
總平均數 4.4498 

 

由於有些研究提出，現在的漢語學習者不想學習漢字，只要學會話、聽

力就夠了，不需要花時間去學漢字，因此，筆者設計這一題的原因是想要知道

泰國學習者的想法。結果他們認為學習漢字是「非常重要的」，百分之 58.33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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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選擇「非常同意」（學習漢字是必要的），另外百分之 29.86 的人也答「同

意」。表示，對泰國學習者來講，漢字教學還是一項不可忽略的課程。 

 

表四 -  10  問卷調查－學習者覺得筆順的重要性 

問題 同意度 百分比 

筆順很重要 

非常不同意 4.17% 
不同意 4.51% 
普通 18.06% 
同意 33.68% 

非常同意 39.58% 
總平均數 4.0035 

 

本題目問學習者關於他們的漢字知識，百分之 73.26（選答同意加非常同

意的人）的人知道筆順的重要性，這表示在泰國的教師和教材非常注重筆順教

學。 

 

表四 -  11  問卷調查－學習者覺得漢字很複雜 

問題 同意度 百分比 

漢字很難理解 

非常不同意 7.29% 
不同意 20.83% 
普通 38.19% 
同意 24.31% 

非常同意 9.38% 
總平均數 3.0830 

 

如同表四-2，關於學習漢語及漢字是否很難的問題，學習者的答案分散，

最多人（百分之 38.19）答「普通」，選答負面與正面的答案也差不多，表示，

大部分的學習者沒有覺得漢字太過難以了解，可能是其他因素如：教學環境、

教師、教材等，影響到他們的學習。 

以下從表四－12 到表四－16，問卷內容關於學習者學習漢字的經歷，詳

細的內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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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 -  12  問卷調查－學習者經常對相近的漢字搞混 

問題 同意度 百分比 

我經常搞混形似近的漢字 

非常不同意 2.78% 

不同意 12.15% 

普通 32.64% 

同意 33.33% 

非常同意 19.10% 

總平均數 3.5433 
 

 本提問學習者是否常常對相近的漢字搞混？百分之 33.33 的人同意，加上

百分之 19.10 的人答「非常同意」，表示此問題是泰國學習者常遇到的難點之一。 

 

表四 -  13  問卷調查－學習者能大概猜出漢字的意思，雖然我不知道它怎麼發音 

問題 同意度 百分比 

我大概能猜出漢字的意思， 
雖然我不知道它怎麼發音 

非常不同意 9.72% 
不同意 13.89% 
普通 23.61% 
同意 40.63% 

非常同意 12.15% 
總平均數 3.3218 

 

從以上的表四－13 來看，百分之 40.63 的人覺得自己能夠猜出漢字的意義，

雖然他們不知道該漢字的發音。這表示大部分的學習者對漢字的象形有一些基

本的概念，我們可以考慮往這方面的漢字教學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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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 -  14  問卷調查－學習者知道漢字的基本結構 

問題 同意度 百分比 

我知道漢字的基本結構 

非常不同意 11.46% 
不同意 13.54% 
普通 28.47% 
同意 27.08% 

非常同意 19.44% 
總平均數 3.3010 

 

表四 -  15  問卷調查－學習者認識常用的部首 

問題 同意度 百分比 

我認識常用的部首 

非常不同意 11.46% 
不同意 17.01% 
普通 28.82% 
同意 28.47% 

非常同意 14.24% 
總平均數 3.1765 

 

表四－14 及表四－15 的內容指出，泰國學習者對漢字的基本結構和部首

還不太有把握，最多人選擇的選項為「普通」，表示他們在「大概知道，但不

是很清楚」的情況下，所以這兩個方面的教學還需要再加強。 

 

表四 -  16  問卷調查－學習者覺得學習部首讓我更容易地認字 

問題 同意度 百分比 

學習部首 
讓我更容易地認字 

非常不同意 3.82% 
不同意 6.60% 
普通 27.43% 
同意 36.81% 

非常同意 25.35% 
總平均數 3.7370 

 

 



33	
	

從這表四－16 的統計結果來看，多於一半的人覺得部首對漢字學習有幫

助，學習部首讓他們更容易認字，所以教師應該更注重部首的教學。 

 

表四 -  17  問卷調查－學習者覺得練習漢字最有效的方法是多次重複寫 

問題 同意度 百分比 

我認為練習漢字最有

效的方法只有多次重

複寫 

非常不同意 6.94% 
不同意 9.38% 
普通 29.86% 
同意 27.78% 

非常同意 26.04% 
總平均數 3.5709 

 

 這一題的內容是學習者對於練習寫漢字的觀點，雖然最多百分比的人選

「普通」，但是選「同意」及「非常同意」的人加起來為百分之 53.82。表示，

大部分的人認為只有重複練習寫才是練習漢字最好的方法。但其實練習漢字有

多種多樣。因此，教師或教材必須要提共學習者多樣的練習方法，讓他們可以

選擇適合自己的學習況或時間的練習方式，增加他們的學習效率。 

 

四、 學習者在課外練習漢字的方法 
 

這部分的資料來源是問卷的最後一項目，讓學習者自己填寫們平常用來

練習漢字，或是他們認為是最有效的方法。受試者的答案，總共有 247 位回答

這個項目，其他沒填寫意見。筆者整理所有的答案之後，得到 22 個不同的答案，

依序最多人使用的方法列出以下的表： 

 

 

 

 

 

 

 

 



34	
	

表四 -  18  問卷調查－學習者在課外練習漢字的方法 

順

序 
學習者在課外練習漢字的方法 人數 百分比 

1 看華語電影、連續劇、動畫卡通、電視節目時讀中文字幕。 58 23.48% 

2 一邊聽華語歌，一邊看歌詞。 37 14.98% 

3 不斷的重複練習寫漢字。 36 14.57% 

4 看中文小說、報紙、漫畫、文章。 31 12.55% 

5 通過聊天程式與母語者朋友聊天。 16 6.48% 

6 練習分解漢字部件。 9 3.64% 

7 看日常生活中周遭遇到的漢字，例如：華人店家的牌子。 8 3.24% 

8 遇到不認字的漢字時查字典。 8 3.24% 

9 查詢漢字部首 7 2.83% 

10 經常找機會使用中文 7 2.83% 

11 製作字卡，貼在家裡的牆壁上、家具或常看到的地方。 6 2.43% 

12 搜尋該漢字從古代的演變。 5 2.02% 

13 使用手機或平板電腦裡面的華語教學程式(APP)。 4 1.62% 

14 將日常生活中遇到的事情來練習造句子。 3 1.21% 

15 看多媒體的華語教材。 3 1.21% 

16 自己搜尋漢字學的知識 2 0.81% 

17 練習寫毛筆 2 0.81% 

18 常常在空中劃出想到的漢字 2 0.81% 

19 使用五筆輸入法 1 0.40% 

20 寫中文日記 1 0.40% 

21 玩漢字遊戲 1 0.40% 

 總人數 247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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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 

一、 學習者本身對學習華語有興趣，而且會主動找機會複習，但是因為學習

環境和時間的關係讓他們有比較少的機會可以使用和練習華語。 

二、 大部分的學習者不覺得漢語太過於難學習，但是因為其他因素影響到學

習者對漢語及漢字的困難比例，例如：學習環境、教師、複習時間、使

用頻率等。 

三、 學習者知道漢字基本知識例如：部首、筆順等的重要性，但是大部分的

學習者還沒辦法掌握得很好，可能是因為教師或他們使用的教材沒有注

重漢字本位基本知識的教學。 

 

第二節 泰國教師訪談 
 

本節主要討論在泰國任教的華語教師，對漢語及漢字教學的看法、經驗、

遇過的困難及解決的方法。本研究的受試者是在泰國有至少一年漢語教學經驗

的教師，包含一位中國大陸籍、兩位台灣籍及四位泰國籍的，服務單位如公立

大學、私立大學、公立國中學校、漢語補習班以及家教等。訪問的內容關於教

師們的教學經驗，尤其是漢字教學的部分，筆者訪問的問題如下列： 

一、 您認為，為什麼有越來越多泰國人學習漢語？ 

二、 對您來說，漢語教學最難的地方是？學生最難懂是？怎麼解決？ 

三、 您認為泰國學生的學習障礙是什麼？ 

四、 您對於成人與小孩的學方法有哪些不同？使用什麼方法？ 

五、 您認為學習漢字重要嗎？有些成人學者不想學漢字，只想學會話，

您會同意他嗎？您會不會鼓勵他們學習漢字？ 

六、 您怎麼讓學生複習課文？除了作業之外還有其他的嗎？ 

 

以下，筆者會一一討論所得到的訪問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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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您認為，為什麼有越來越多的泰國人學習漢語？ 

 

經過參考前人的研究發現，泰國學習者學習華語的主要原因是中國經濟

發達的關係，他們認為，學習華語可以幫助他們找到好的工作，或者可以跟中

國人做生意。在泰國的華語教師也都這麼認為： 

T1老師表示：「中國經濟越來越好，很多人覺得中文會很有用」 

T2老師表示：「由於中國市場的崛起，帶動「華語熱」，提高學習華語的興

趣。」 

T3老師表示：「現在中國的經濟非常強大，他有一個帶頭的作用，所以說中國
的經濟在世界上占了一個很大的地位，所以中國對世界的經濟

影響非常大，已經超越美國，成為世界的第一位，所以很多人

想跟中國人做生意，所以他必須要懂中文」。 

T4老師表示：「因為中國人越來越有錢，他們喜歡來泰國旅遊，但是大部分的
中國人不會講泰語，會英語的泰國或中國人也不多，所以泰國

人必須要學中文。」 

因此，現在泰國的華語教學都以商業華語為目標，教學內容以會話、聽

力的技能為主，以閱讀、書寫為次，更不用說漢字教學了，因為學習漢字要先

花一段時間去了解和練習，剛開始學還沒有實際交際的功能，因此常常被忽略

了。 

不過，根據上一節的問卷調查，最多人數選答學習漢語的目的是「興

趣」，第二個排行才是「工作因素」。 

 

表四 -  19  學習者的學習目標 

學習目的 
（複選） 

工作需求 做生意 就學需求 旅遊 興趣 其他 

150 53 103 75 168 12 

  

除了有「工作」和「就學」需求的學習動機之外，其實以「興趣」為動

機的學習者比前面兩個需求還要高。以興趣為出發點的學習者，會對目的語言

更深的知識較有興趣，有主動想要學習的心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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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對您來說，漢語教學最難的地方是，學生最難懂是？怎麼解決？ 

 

根據參考過多位學者的研究之後，大部分的研究指出，漢字是漢語教學

最難的部分，因此筆者設計出這一題來問問教師的想法，以及向他們請教解決

的方法。 

T1老師表示：「我認為對於泰國學習者來說，最難的是漢字，學生最難懂的是
一些抽象的詞語，尤其是比較高階級的詞、使用率比較少的詞，

泰國學生的習慣是會透過泰文取理解漢字的意義。」 

T3老師表示：「我個人覺得，中文難學的地方，第一，中國的字非常的多，字
多，詞再加上來更多，他們覺得為什麼有那麼多的字，他們覺

得恨複雜，而且常常覺得混擾，又有些字外觀形狀很相近，他

們會搞錯。第二，中文有很多同音異字，還有很多是同字異音

（破音字），而且每一個音意思完全不一樣，所以他們會覺得

為什麼有那麼多字要記，泰文都沒有那麼多字，可是中文字這

麼多，所以一開始就把他們嚇到了，自己就先覺得沒辦法學，

所以慢慢地就退縮了。」 

T4老師表示：「我覺得教學最難的部分是漢字教學中的筆順教學，當初學生不
懂為什麼要按照筆順來寫字，為什麼不能像畫圖一樣把所有的

筆畫畫出來就行了。不過我還是逼他們按照筆順規則寫，多次

重覆練習之後，學生會自己發現筆順的好處」。 

T5老師表示：「對相近的漢字搞混，記不得筆順，寫字時會亂寫。」 

 

大部分的華語教師都認為漢字是華語最難進行的學科，因為漢字的系統

與泰文系統相差很大，本身有複雜性，又有很多同音字、破音字，使泰國學習

者難以掌握。 

以下為受試者解決漢字難學的方式： 

T1老師表示：「我會教會每個漢字的意思，例如：一個詞是兩個漢字構成的，
我就把這兩個字先分開解釋，然後把它合起來在解釋這個詞的意

義。」 

T2老師表示：「只能多做練習。」 

T3老師表示：「除了多練習，還要多接觸中國人。」 

T4老師表示：「讓學生多次練習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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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5老師表示：「我會寫給學生看，讓他們跟著寫。」 

從上述教師們解決漢字教學的方法來看，只有 T1 老師盡量讓學習者以理

解的方式來學習漢字，其他未都讓學習者靠記憶來學習，如多次練習或跟著老

師寫。 

 

(三) 您認為泰國學生的學習障礙是什麼？ 

 

泰國社會人士學習者的學習障礙主要在於「時間」，因為這族群的人大部

分都是上班族，工作繁忙，沒有時間複習作業或練習語言技能。 

T1老師表示：「成人，工作忙，沒時間。」 

T2老師表示：「語言方面是語法，其他因素是時間和體力。」 

T4老師表示：「記不得，沒時間練習。」 

也有一些學生，想要在很短的時間內學到很多東西，反而造成自己學習

的障礙： 

T3老師表示：「有些人很急著要把中文學會，想要很快就會說，可能是工作或
時間的關係，可是在這麼短的時間內要把中文學會的不可能的，

因為中文的字、詞、語詞非常多。」 

此外，T3 老師還提到泰國學習者的學習態度： 

T3老師表示：「泰國人不太能夠忍受長時間的練習，比如說在上課的時候泰國
學生不喜歡開口說中文，都習慣等著老師教，等老師教這句怎麼

說。」 

最後，T6 老師認為是學生本身不認真學習： 

T6 老師表示：「大部分遇到學生記不住漢字的問題是因為他們自己不願意復習、
練習寫漢字，認真複習寫作業的學生通常是沒有問題的，所以我

要常常鼓勵他們多練習，但如果他們真的不願意就只好讓他們自

己選擇。」 

這些學習障礙，其中只有時間因素，是教師和編寫教材的人可以幫忙想

辦法來幫助學習者的，讓他們可以在時間有限的情況下提高學習的效率。而 T3
和 T6 老師提到的學習障礙，是學習者本身的學習態度，教師只能鼓勵他們，引

發他們對學習華語的興趣，讓他們想要主動學習和練習華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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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您對於成人與小孩的學方法有哪些不同？使用什麼方法？ 

 

泰國社會人士學習者，大部分是成人，成人的學習方法與認知與小孩差

別很大，為了更了解成人學習漢字的特點，研究者詢問教師們的看法，請他們

談自己的教學經驗。 

首先，筆者認為 T1 及 T4 老師提出的意見值得我們思考。 

T1老師表示：「成人用理解再加記憶，小孩用記憶再加理解。」 

T4老師表示：「教小朋友主要讓他們背生詞，可以先不用全部都懂，因為有時
候連泰文他們也還聽不太懂，但是小孩記憶力好，所以就讓他們

先靠記憶來學習；而大人要靠理解為主，用聽寫的方式讓他們複

習，如果一開始學生能記得那些字，之後就不容易忘記。」 

T1 和 T4 老師認為成人學習漢語的優勢是理解能力比小孩強，所以我們可

以提供較多語言的知識，讓他們先了解目的語言的特質，對於日後學習到更高

階級會有幫助。 

 成人學習華語的另一個特點是，他們有自主權，也就是說，他們自己可

以選擇要學還是不要學華語，有學習的目標，不像小孩子被父母強迫，這個特

徵有其優缺點。它的優點是，成人自己決定要學習華語時，表示他對華語有興

趣，有一定的學習目標，這樣們會有主動學習的態度；但缺點是，一旦他們在

學習上遇到困難，對華語的興趣降低了，就會很容易放棄學習華語，如 T3 老師

所表達的。 

T3 老師表示：「大人有自主權，要學中文的人通常是有目的，可能是工作要求，
不過大人缺乏被動的力量來強迫他學，萬一耐心不構，他會越來

越沒有興趣。」 

成人與小孩各有各的學習特徵，如果我們適當的利用此優點，應該會對

學習者有很大的幫助。 

 

(五) 您認為學習漢字重要嗎？有些成人學者不想學漢字，只想學會話，您會同

意他們嗎？ 

 

由於筆者看過幾篇文章提出，有些學習者只想要學習會話的技能，只希望

能用華語講話溝通，不需要學習讀和寫的技能，所以漢字對他們來講也不重要，

只要快速地學會聽和說就夠了。因此，筆者設計此問題來問問教師們對這個話

題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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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訪談之後發現，每一位教師都認為漢字非常重要，漢字教學是必要的，

而且也會鼓勵學習者學漢字。 

T1老師表示：「很重要，因為漢字可以幫助理解的。」 

T2老師表示：「學習漢字重要，我會鼓勵他們學習，因為要會說（聽），也表
示腰會讀（認字）或甚至謝，才能真正把語言學好。」 

T4老師表示：「我不同意學生不學漢字，學習漢字讓我們可以學習到語言更深
的知識，如果不學漢字我們就只能學到老師所教的東西。」 

從教師們的答案可見，漢字教學是非常重要的。但如果學習者不願意學呢？

對於教師應該怎麼鼓勵學生學習漢字的問題，以下為教師們的看法。 

T3 老師表示：「如果有機會，要讓學生知道中國字的簡單，讓他有機會去接觸，
如果學會寫字了，他就很難忘記中文了，因為寫字可以幫助記

憶。」 

T4老師表示：「我會先跟學生解釋漢字的重要，如果他們還堅持不要學漢字也
不強迫，就先他們會話，到了一個程度他們自己會發現漢字的重

要。」 

從訪談的資料加上前一節的問卷統計結果證明，教師和學習者都認為漢字

教學非常重要。 

 

(六) 您怎麼讓學生複習課文或練習寫漢字？除了作業之外還有其他活動讓學

習者能有機會多運用到漢語嗎？ 

 

複習和練習對學習語言最很重要，會直接影響到學習者的學習成果。上

一節的問卷調查統計出學習者自己在課堂外複習漢語或漢字的方法，我們看到

了學習者們多種多樣的練習方法。本題目筆者想更多了解教師們對課外複習的

看法，因此設計出這項問題，以下為教師們的看法。 

T1老師表示：「只能跟學生強調複習的重要性，可是沒辦法逼迫他們去做。」 

T3老師表示：「上課的時候在課堂上複習上次學過的詞，讓學生造句或回答問
題。」 

T4老師表示：「用隨堂考的方式來讓學生複習」 

T7老師表示：「讓學生想像漢字為圖片。」 

上述，教師們的答案指出，除了課堂上的練習活動、作業、或隨堂考試

之外，通常教師們不會另外多要求學習者在課外的時間練習，因為怕變成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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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負擔，所以只會用鼓勵的方式，或者把握上課的時間設計課堂活動，讓學

習者在上課的時候多練習運用華語。 

 

小結： 

一、 泰國社會人士主要的學習障礙是「時間」，因為這一群人大部分是上班

族，工作繁忙，上課之外的時間沒有時間練習華語。因此教師們要找辦

法，讓學習者能在有限的時間內學會華語。 

二、 成人學習第二語言的特點是「理解能力」比小孩高，所以我們可以提共

他們多一點語言的知識，讓他們從理解開始，之後再找時間練習各項的

技能。 

 

第三節 教材分析 
 

 本節分為兩個部分，分別介紹兩種泰文版的華語教材，第一節為華語綜

合教材，第二節為漢字教材。本研究總共分析 5 本教材，分為 2 本綜合教材及 3
本漢字教材。 
 

 綜合教材 
 

（一）、《初級漢語》 

圖四 -  1  《初級漢語》－ 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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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書的作者是任景文，由泰國 SE-EDUCATION 出版社在 2001 年第一次

出版，後來再修訂的好幾個版本，筆者拿來分析的版本為 2012 年的版本（最

新）。此套書總共有２冊，分為《初級漢語》（一）與（二），每一冊提供對

話錄音光碟，教材的內容使用泰語和漢語說明，使用的字體為簡體字。 

以下分別介紹此書重點: 

1. 編寫原則 

 這套教材的作者認為，對外漢語教材編寫的兩個最重要的原則是「由易

到難，急用先學」，所謂的易與難，指的是目的語與學習者的母語相同或相差

的部分。另外，各國的語言環境不同，在學習和使用漢語時，「急用」的內容

當然不同。作者認為，泰國人學習漢語的優勢為漢語與泰語存在著更多的相同

或相似之處，比如在時態的表達、詞序、量詞的使用和構詞法等方面，都有驚

人的相似。因此，這套教材利用泰語相近漢語的優勢，設計出針對泰國學習者

的教材。 

 

2. 教學對象 

 針對泰國華語學習者，包括在學校、補習班或自學的學習者。 

 

3. 教材內容 

 教材的第一本，前面幾頁先用泰文和中文介紹漢語的基本知識，包括：

漢語拼音介紹、漢語拼音聲韻母拼合表、漢語文字系統簡介、漢字筆畫表、漢

字筆順規則表、教材的使用說明、詞類簡稱表。 

 《初級漢語》兩本加起來共 50 課，除了第一課為數字和語音教學之外，

從第二課開始，每一課的組成部分為「生詞、課文、注釋、語法、練習、常用

偏旁、筆順表」。針對上述的組成部分詳細介紹如下： 

1) 生詞：每一刻的開始先列出課文內會出現的生詞，並註明詞類，提供

漢語拼音及泰文翻譯。另外，雖然這套教材主要是教簡體字的，但是

生詞的部分也會提供繁體字讓學習者做為參考。 

2) 課文：以對話的方式進行，內容模仿日常生活中的場合，例如：問候、

自我介紹、遇到新朋友、旅遊、問路、問時間等等。從第二課到第二

十課的課文提供漢語拼音，但是從第二十一課開始就沒有再提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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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注釋：說明課文中需要多加解釋的地方，例如：標點符號的用法、用

語等等。 

4) 語法：從第三課開始，每一課教 1-3 個語法點，用中、泰文說明語法的

功能、意義，並且提供相關例句。 

5) 練習：每一課的練習題非常豐富且多元化，但大致上每一課會練習語

音辨別、聽寫、閱讀短語，造句、改正錯句、編寫對話、口頭回答問

題、中翻泰練習等等。此外，教材的後面幾頁還提供練習題的正確答

案。 

6) 常用偏旁表：每一課後面的部分會介紹常用的偏旁，同時提供象形字

圖、偏旁名稱、意思及其作用，最後還舉出例字。（每一課介紹的偏

旁與該課的生詞或課文無關。） 

7) 筆順表：每一課的最後一頁附上該課生字的筆順表。 

  

4. 漢字教學 

 這套教材使用「語境系聯識字法」進行漢字教學，每一課的第一部分先

列出該課要上的生詞，接著再以課文來展示那些字詞的用法。除了生詞和課文

之外，課本的前面先介紹關於漢字學的基本知識，包括漢字的來源，構字方法，

筆順及筆畫列表。另外，在每一課的最後一頁還提供常用偏旁和該課的生字筆

順表。筆者認為，這套教材的作者非常重視漢字教學。 

 

5. 討論 

 《初級漢語》這套教材的特色是注重全方面聽、說、讀、寫的技能，提

供多種練習題，各方面的能力都會練習到。語法教學的部分用中、泰雙語解釋，

方便母語者老師進行教學，也可以讓學習者自讀自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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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初級漢語：簡體字版》 

 

圖四 -  2  《初級漢語：簡體字版》封面 

 

 

此書的作者是 Phunnapha Sirimongkolsakul，由 MIS 出版社在 2013 年出版。

全書總共 232 頁，全書使用泰語解釋說明，並提供影音光碟。 

以下分別介紹此書重點: 

1. 編寫原則 

此教材有紙本教材和教學影片，主要是讓學習者從影片學習，以紙本教

材為參考書，影片提供的課文與紙本教材相同，但是影片裡會有語音詳細的解

釋課文，讓學習者能更容易理解。 

教學對象 

 這本教材以泰國零起點學習者為對象，設計為自習教材。 

2. 教材內容 

 《初級漢語：簡體字版》的紙本教材分為四大部分，包括：漢語拼音介

紹、課文、補充生詞、練習題解答。另外，這套教材還附上影音教學光碟片，

教學內容與紙本教材同步，但是會有語音更像戲的解釋課文。 

 以下為教材各部分的詳細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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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漢語拼音列表及語音教學，附上漢語拼音列表，聲調列表及拼寫規則，

這部分只在紙本教材提供，光碟裡沒有提供語音示範。 

2) 課文：全書分為十課，一課一個主題，列出跟該主體相關的句子，提

供中文字、漢語拼音、泰語拼音及泰語翻譯。課文的 10 個主題為：

「問候、家庭、自我介紹、數字、日期、時間、日常生活、喜歡與曾

經做的事、的…、食物」。 
 
課文以中、泰文句子對照的方式來進行教學，如下圖： 

 

圖四 -  3  《初級漢語：簡體版》－ 課文 

 

 

3) 生詞：列出課文裡出現的生詞，並附上漢語拼音、泰語拼音及泰語翻

譯。 

4) 語法：解釋課文用到的語法點，數量根據課文提到的。 

5) 發音：這部分更深的提供語音學知識。 

6) 漢字：提供象形漢字，並提供漢語拼音、泰語拼音、泰文翻譯、圖片

和古代字體的演變，每一課提供 3-4 個字，與課文的內容無關。 

7) 練習：每一課提供三種練習提，主要是填寫漢語拼音，翻譯句子，填

空或造句。教材的後面附上正確答案。 

8) 筆順表：課文的最後一頁為該課生詞的筆順表。 

9) 補充生詞：第十課結束後，教材的後面幾頁還另外提供補充生詞，生

詞按照意義來分類，例如：職業、顏色、形狀、服裝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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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漢字教學 

此教材比較重視口語會話的能力，漢字教學並沒有特別強調，只有在課

文內附上象形漢字的演變，及課文後面提供筆順表。 

 

圖四 -  4  《初級漢語：簡體版》－漢字演變圖 

 

 

4. 討論 

這套教材較適合於想要快速學習漢語會話的學習者，課文的內容提供非

常多日常生活中常用的句子和詞彙，但是漢字方面，這本教材幾乎沒提到漢字

相關的知識，只有提供古代漢字的演變，並沒說明這只是漢字其中的一種，不

是每個漢字都可以用圖片來解釋的，這可能會誤導學習者對漢字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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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漢字教材與練習本 
 

（一）、《識部首寫漢字》 

 

圖四 -  5  《識部首寫漢字》－ 封面 

 

 

這本書的作者是 Prajit Pomarin，由 Tongkasem 出版社在 2012 年出版的，

全書共 52 頁。 

 

1. 編寫原則  

強調部首教學，讓學習者了解漢字的意義、來源、筆順，希望有助於加

強學習者的讀和寫的能力。這本教材以部首為核心，按照部首提供例子字詞

讓學習者練習，同時也學到一部份常用的漢字。 

 

2. 教學對象  

泰國漢語初級學習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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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識字教學法 

此教材使用集中識字法的部首識字教學法，透過部首來教跟該部首相關

的字詞。 

 

4. 教材內容  

這本教材教 49 個部首，每一個部首用泰文說明該部首的意義、用法以及

說明可以放在漢字裡面的哪個位置，此外還附上部首的名稱，例如：「三點

水、言字旁、寶蓋頭」。 

每一個部首提供三個跟該部首相關的例子，全都是兩個字構成的詞，並

附上漢語拼音。每一個例子，除了有英、泰文翻譯翻譯之外，還提供插圖。

練習寫的部分有筆順列表，而且還提供每個字的畫數，最後為練習寫的空格。 

除了以上之外，前後封面內頁有附上漢字筆畫名稱表和漢字部首名表。 

 

5. 字詞選用情形 

《識部首寫漢字》挑出 49 個常用以及構字能力強的部首為重點，每一

個部首提供 3 個二字詞，全書總共有 147 個漢字。筆者將這 49 個部首與張朋

朋(2003)列出的 116 常用部首表相比，發現有 48 個相同的部首，而此教材的

其中一個「見」字，沒被列入張教授的常用部首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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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 -  6  《識部首寫漢字》－部首與例字列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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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 -  7  《識部首寫漢字》－部首與例字列表二 

 
 

 

 



51	
	

6. 討論 

這本教材適合當作為補充教材，可以提供關於漢字的基本知識，加強識

字與書寫的能力。關於透過部首來教學漢字的方法，學習者能夠簡單的猜測

漢字的意義，有助於認字和幫助記憶。不過，此教材只提供了基本筆畫列表，

在每一個例子也有筆順表，但是卻沒有詳細的說明漢字筆順的基本規則，所

以學習者只能按照例子來記，沒辦法應用在其他漢字上面。另外，筆者認為，

這本教材應該多加介紹漢字結構圖，因為在解釋部首的部分已經有提到該部

首可以放在漢字的哪個位置，但是使用者可能想像不出所謂的位置，筆者認

為，光用文字說明上、下、左、右還是不夠的。  

 

（二）《漢字好好玩》 

 

圖四 -  8  《漢字好好玩》－ 封面 

 
 

此書的作者是 Thawiya Wannawiroj，由語言與文化出版社在 2013 年 8 月

出版。全書總共 6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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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分別介紹此書重點: 

1. 編寫原則  

為了打好基礎，這本教材介紹漢字的來源、字形、筆畫種類、筆順規則

及漢字的結構，如果學習者對漢字有這些基本知識，日後會對學習有幫助。 

2. 教學對象  

一般對漢字有興趣的漢語初學者。 

3. 識字教學法 

主要是提供與漢字有關的知識，作為日後學習構成字、詞、句子的基礎。 

4. 教材內容  

這本教材採用泰文和簡體中文 

1) 漢語拼音與泰文字母發音的對照表，因為泰語的文字系統是拼音文字，

再加上泰文裡面的發音豐富，雖然沒有完全跟華語相同，但是大部分可

以找出類似的音，所以這本教材就直接採用泰語文字來標出中文的發音。 
2) 用泰文講解漢字的歷史和由來，介紹造字的方法（六書的其中四種：象

形、指事、會意、形聲），此外還列出常見的字型（篆書、隸書、楷書、

草書、行書），讓學習者做為參考，最後簡單的介紹正體字和簡體字的

基本知識。 
3) 介紹十種基本筆畫，包括：「點、橫、豎、提、捺、撇、折、鈎、彎、

斜」，每一種筆畫提供泰語說明並提供四到五個的例子。 
4) 筆順規則，先以泰文說明筆順的好處及練習筆順的方法，接著再一一介

紹八種筆順的規則，每一種規則會有五個練習字，同時提供筆畫順序、

畫數、練習格、漢語拼音、泰文翻譯及繁體字（若有）。 
5) 漢字結構，這本教材把漢字的結構分為十四種，包括：左右結構、上下

結構、左中右結構、上中下結構、右上包圍結構、左上包圍結構、左下

包圍結構、右下包圍結構、上三包圍結構、下三包圍結構、做三包圍結

構、全包圍結構、單體結構、特殊結構。每一種結構提供例子，並跟筆

畫規則的部份一樣附上筆畫順序、畫數、練習格、漢語拼音、泰文翻譯

及繁體字（若有）。 
6) 介紹書法用品，包括：筆、紙、墨、硯的種類及用法。 
7) 漢字遊戲，主要是讓學習者練習筆畫和複習筆順的知識，後面還提供正

確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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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字詞選用情形  

這本教材總共包含 142 個漢字，按照要教的筆畫、筆順及筆畫規則而選

出作為例子。以下是這本教材的漢字列表: 

筆畫： 

一、 點：「头、办、火、雨、丸」 
二、 横：「一、三、十、不、上」 
三、 豎：「中、申、出、由、曲」 
四、 提：「冰、地、我、虫、习」 
五、 捺：「人、长、木、天、八」 
六、 撇：「千、帅、衣、么、父」 
七、 折：「风、山、也、凸」 
八、 鈎：「水、了、队、弓、小」 
九、 彎：「家、豕、猫、没、乱」 
十、 斜：「弋、飞、九、找、城」 

 筆順： 

一、 從上到下，從左到右：「一、交、容、星、是」 
二、 先橫再豎：「十、干、丰、下、半」 
三、 先完成主體再串成一氣：「聿、弗、串、电、中」 
四、 先撇再捺：「人、文、更、又、英」 
五、 從中到左再右：「水、半、乖、承、永」 
六、 從外圍到內在封口：「回、国、困、圆、围」 
七、 先寫左邊的豎在封口：「口、日、昌、自」 
八、 底子為最後寫：「道、过、近、建、廷」 
九、 先完成主體再加點：「玉、求、甫、术、哭」 

結構： 

一、 左右結構：「汉、打、体、姐、林」 
二、 上下結構：「安、笔、字、要、节」 
三、 左中右結構：「湖、街、树、做」 
四、 上中下結構：「爱、喜、寄、密」 
五、 右上包圍結構：「句、可、习、司」 
六、 左上包圍結構：「床、病、房、屋、厕」 
七、 左下包圍結構：「远、起、毯、尴」 
八、 右下包圍結構：「斗」 
九、 上三包圍結構：「同、问、周」 
十、 下三包圍結構：「击、画、凶」 

 



54	
	

十一、 做三包圍結構：「医、匹、巨、区」 
十二、 全包圍結構：「园、四、图、因」 
十三、 單體結構：「丈、甲、且、我」 
十四、 特殊結構：「坐、夹、爽」 

6. 討論 

這本教材很完整的提供關於漢字的基本知識，筆者認為非常適合當作漢字

教學的輔助教材，或學習者也可以自己練習，因為書內用泰文詳細的解釋每一

個項目。 

 

（三）《筆畫練寫》 

 

圖四 -  9  《筆畫練寫》－ 封面 

 
 

此書的作者是 Weerachart Wongsajja，由 Trissadee 出版社在 2009 年出版，

全書共 3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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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編寫原則  

這本教材主要著重在基本筆畫教學，讓學習者先認識漢字的各種筆畫，

為了讓學習者能掌握漢字的結構，從漢字最小的單位開始學習，作為日後學

習更高階級的基礎。 

 

2. 教學對象  

泰國初級華語學習者。 

 

3. 識字教學法 

傳統筆畫筆順教學法，讓學習者從漢字最小的單位開始，再透過筆畫解

紹該筆畫組成的漢字。 

 

4. 教材內容  

此教材的主要內容是介紹漢字的筆畫和筆順，第一部分用泰文介紹筆順

規則，同時舉出例字和該字的筆劃順序表；第二部分介紹 28 種筆畫，並提

供例字及例字的翻譯。 

 

5. 字詞選用情形  

選用的字以要介紹的筆劃為主，每一個筆畫只提供一個字為例子，全書

介紹 28 種筆畫，所以總共也只提共了 28 個漢字，而這 28 個字全都是日常

生活中常用的字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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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 -  20  《筆畫練寫》－ 筆畫與字表 

筆畫 例字 筆畫 例字 

 
头 

 
课 

 
衣 

 
铅 

 
牛 

 
飞 

 
看 

 
吸 

 
火 

 
汤 

 
虫 

 
球 

 
狗 

 
饭 

 
钱 

 
四 

 
心 

 
儿 

 
皮 

 
出 

 
水 

 
传 

 
阳 

 
妈 

 
扫 

 
车 

 
月 

 
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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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討論 

此教材先讓學習者熟悉漢字最小的單位「筆畫」，有利於日後的漢字學習，

同時也可以熟悉筆順的規則。此書提供的漢字較少，提供的漢字只是當作筆畫

練習的，整本只有 28 個詞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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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教材設計	
 

第一節 泰國社會人士漢字教材的編寫原則 
 

一、 編寫的理念 
 
本教材的編寫理念為，先用泰文介紹漢字完整的知識，不論是基本筆畫、筆順

規則、漢字的來源、造字方法、部件與部首等相關知識，讓學習者對漢字有基本的概

念，初步了解漢字的系統和來源，才不會覺得漢字很陌生或很難學，然後在利用泰國

常見的中文標示及店家招牌來當作練習及教學的材料，解釋該字的來源、結構、意義，

讓學習者漸漸地吸收及熟悉漢字的特性． 
根據問卷調查的結果，大部分的學習者有主動學習和練習的態度，但是經常沒

有時間複習功課及漢字，所以筆者認為，利用他們日常生活中常遇到的漢字來當做練

習的材料，讓他們可以隨時隨地練習認字，也培養他們觀察周邊漢字的習慣。 
 

二、 教學方法與原則 
 
本教材結合了字理識字教學法、字源識字教學法及部件教學法．在每一課挑出

招牌上常見的漢字來解釋，分析該字的造字方法，該字的結構、部首與部件，另外提

出與該字有關的其他漢字作為參考，讓學習者更多了解該字的意義及用法。 
 

三、 教學對象 
 

本教材的教學對象定為 TOCFL 第二級以上的泰國學習者，已經學習過至少一

年的漢語，會讀漢語拼音。由於這本教材只提供漢字知識，並沒有實際交際的功能，

因此使用者需要先認識一些基礎的漢字，然後以這本教材為補助教材，加強學習者認

識漢字的能力。 
 
 

四、 教學目標 
 
本教材的教學目標是為了加強學習者認字的能力，對漢字的系統有基本的概念，

讓學習者熟悉漢字的結構，能夠自己分析及認識日後遇到新的漢字。 
此外，本教材利用泰國常見的標示與店家招牌來當作的目標是希望學習者能提

高複習漢字的機會，讀完這本教材之後，出外看到這些招牌也能隨時隨地練習漢字，

遇到新的字也可以應用本教材提供分析漢字的方法來猜測所遇到的漢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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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教學內容 
 

本教材分為兩大部分，第一部分為漢字知識，以泰文介紹漢字的基本知識，內

容包括漢字基本筆畫、筆順規則、漢字的來源、造字方法、部件與部首等。 

第二部分為漢字教學與練習，教材的內容利用泰國常見的中文標示和招牌上的

漢字來當作教學的材料，經過筆者的搜集與分析之後發現，泰國常見的中文標示及招

牌可分為六種，因此本教材的教學單元也按照招牌的種類來分成六個主題，包括：一

般店家招牌、警告標示、餐館與菜單、寺廟與景點、機場與其他交通工具，銀行。 
在漢字教學的部分，筆者會從招牌照片裡面挑出常見或常用的漢字來解釋該字

的來源，單字以及構成詞以後的意義，舉出與該字相關的例字及用法．最後在每一課

最後的部分提供練習活動。 
下列為每個主題的範例照片： 
 

1) 一般店家招牌 
 
圖五 - 1  一般店家招牌 

 

 
 

2) 警告標示 
 
圖五	-	2	警告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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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餐館與食物 
	

圖五	-	3	餐館與食物	

 

 
 
 

4) 寺廟與景點 
	

圖五	-	4	寺廟與景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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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機場與交通工具 
	

圖五	-	5	機場與交通工具	

 

 
 
 

6) 銀行 
	

圖五	-	6	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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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內容大綱 
 
本教材的教學內容分為六個主題，一課一個主題，按照招牌及標示的種類分別，

以下為每一課的內容及生字列表： 
 

表五	-		1		教材內容大綱	

單元 主題／內容 練習的生字 

漢字知識 

漢字的來源 

（用泰文介紹） 

漢字基本筆劃 
漢字筆順規則 
漢字造字方法 
漢字結構 
部件與部首 
文字方向 

第一課 
店家招牌 

金行/五金行  金、鐘、錶、貿、易 
酒店 中、國、大、酒、店 
藥行 藥、行、局、房 
有限公司／兩合公司 有、限、兩、合、公、司 

腳底按摩 腳、底、按、摩 
常見的店名 成、興、發、利、財、德、福、順 
練習 1 填寫部首 
練習 2 從店名招牌猜商品（選答題） 

第二課 
餐館與食物 

木瓜沙拉 木、瓜、沙、拉 
咖啡店、泰式奶茶 咖、啡、泰、式、奶、茶 
麵、水餃 麵、水、餃 
魚翅、燕窩 魚、翅、燕、窩 
雞油飯 雞、油、飯 
海鮮、烤蝦 海、鮮、烤、蝦 
餐館 餐、館、食 
練習 1 拆開部件 
練習 2 填寫菜單 

第三課 
銀行 

泰京銀行、匯商銀行 泰、京、匯、商 
鐵士古銀行 鐵、士、古 
泰納昌銀行、渣打銀行 納、昌、渣、打 
農業合作銀行、 
泰華農民銀行 

農、業、作、華、民 

儲蓄銀行、京都銀行 儲、蓄、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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盤谷銀行、大城銀行 盤、谷、成、銀、行 
練習 1 提供漢字填寫漢語拼音 
練習 2 提供漢語拼音填寫漢字 
  

第四課 
寺廟與景點 

出口、入口 出、入、口、門 
大人、小孩 大、人、孩 
購票處 購、票、處 
佛寺、廟 佛、寺、廟 
四面佛、玉佛寺、龍蓮寺 四、面、玉、龍、蓮 
華僑報德善堂 華、僑、報、善、堂 
練習 1 填寫部首 
練習 2 看象形字圖寫出現代漢字 

第五課 
機場與 
交通工具 

約見點 約、見、點 

行李領取 行、李、領、取 

國際、國內、海關 際、內、海、關 

出境、入境大廳 境、廳 

機場輕軌 機、場、輕、軌 

登機門、轉機櫃檯 登、機、轉、櫃、檯 

練習 1 填寫部件 
練習 2 利用提供的部件構成學過的漢字 

第六課 
警告標示 

小心地滑 小、心、地、滑 
注意安全 注、意、安、全 
請脫鞋 請、脫、鞋 
保持乾淨 保、持、乾、淨 
禁止攝影 禁、止、攝、影 
請勿亂丟垃圾 勿、亂、丟、垃、圾 
練習 1 填寫部件 
練習 2 在標示牌子上填入缺少的字 

總練習 
1.列出指定部首的漢字 
2.漢字謎語 
3.利用提供的部件構成學過的漢字 

練習題解答 
生詞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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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教材設計範例 

 

ลองทายกนัดู : 先猜猜看 

 
 

 

 

 

 

1	

2	

3	

4	猜猜看，這些是什麼店？ 

ลองทายดวูา่... 

ป้ายเหล่านี3  เป็นร้านอะไร? 

1). 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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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 เป็นอกัษรแสดงความหมาย เส้นขีดที>ทบัตรงกลางสี> เหลี>ยม แสดงความหมายว่า “ตรง

กลาง”  國 ส่วนประกอบ囗 หมายถึงอาณาเขต 戈 หมายถึงอาวุธ ส่วน 口 ที>อยู่ด้านใน 

หมายถึงประชากร เมื>อทุกตวัมารวมกนั ประชาชนใชอ้าวุธเพื>อปกป้องอาณาเขต อาณาเขต

ดงักล่าวจึงมีความหมายว่า “ประเทศ” นั>นเอง คาํว่า 中國 มีความหมายตรงตวัว่า “ประเทศ

ศูนยก์ลาง” เป็นคาํที>ชาวจีนใชเ้รียกชื>อประเทศตนเอง เพื>อแสดงถึงการเป็นศูนยก์ลางความ

เจริญดา้นอารยธรรม 

（中文翻譯：「中」是指示字，四方塊中間有一條線表示「中間」的意

思。「國」字的「囗」表示土地，「戈」是武器，裡面的口表示人口或

คาํศพัทจ์ากป้าย 
 คาํศพัท ์ Pinyin คาํแปล 

1 中國 Zhōngguó ประเทศจีน 

2 大 Dà ใหญ่ 

3 酒店 Jiǔdiàn โรงแรม 

一、โรงแร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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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所以每個部件加起來的意思是「人民用武器來保護自己的土

地」，也就是「國家」的意思。「中國」的意思是「中央之國」。） 

2. อกัษรส่วนประกอบ酉 ในอกัษร酒 มีลกัษณะคลา้ยไหเหลา้ เมื>อนาํมารวมกบัส่วนประกอบ
氵（水）จึงมีความหมายว่า นํ3 าในไหเหลา้ หรือหมายถึง “เหลา้” นั>นเอง คาํว่า 酒店 หาก

แปลความหมายจากตวัอกัษรแบบตรงตวั เราอาจจะเขา้ใจผิดเป็น “ร้านเหลา้” ได ้เพราะ 酒 

แปลว่า เหลา้ ส่วน 店 แปลว่า ร้าน เนื>องจากที>พกัคา้งแรมในสมยัก่อน หรือที>เรารู้จกักนัว่า 

“โรงเตีTยม” นอกจากจะทาํหนา้ที>เป็นโรงแรมแลว้ ยงัเป็นร้านอาหาร และร้านเหลา้ไปในตวั

ดว้ย เหตุนี3 จึงเป็นคาํที>เรียกรวมกนัมาจนแยกไม่ออก แต่ในภายหลงัไดก้าํหนดความหมาย

เฉพาะไป ว่าหมายถึงโรงแรม นอกจาก酒店 แล้ว ก็ยงัมีอีกหนึ> งคาํ ที>มีที>มาที>ไป และมี

ความหมายเดียวกนั นั>นกคื็อ 飯店	(Fàndiàn)  

（中文翻譯：「酒」字之「酉」的形象像瓶子，與「氵」（水）在一起

指「瓶子裡的水」，意思就是「酒」。「酒店」如果我們從每個字直接

翻譯的話可能會誤會為「賣酒的店」或「酒吧」，但其實酒店的意思是

旅館，因為古時候的旅館也賣酒和飯，因此古代的人也稱旅館為酒店，

除了酒店之外，「飯店」也是旅館的意思，由來也跟酒店相同。） 
 

 

 

Zhōng 
กลาง, ตรงกลาง 

หมวดคาํ 丨 

โครงสร้าง แบบเดี>ยว  

4 ขี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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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ó 
ประเทศ 

หมวดคาํ 囗 

โครงสร้าง ลอ้มรอบ ⿴ 

11 ขีด 
 

                  
 

 

Dà 
ใหญ่ 

หมวดคาํ 大 

โครงสร้าง แบบเดี>ยว  

3 ขีด 
 

                   

 

 

Jiǔ 
 

เหลา้ 

หมวดคาํ 酉 

โครงสร้าง ซา้ยขวา ⿰ 
10 ขี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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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àn 
 

ร้าน 

หมวดคาํ 广 

โครงสร้าง ลอ้มครึ> งเดียว ⿸ 
8 ขี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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คาํศพัทจ์ากป้าย 

 คาํศพัท ์ Pinyin คาํแปล 

1 藥 Yào ยา 
2 行 Háng 1. หา้ง / ร้าน 
   2. แถว 

3 局 Jú 1. ร้าน 

   2. สาํนกังาน / สถานี (เช่น สถานีตาํรวจ) 

4 房 Fáng บา้น 

5 藥房 Yàofáng 

ร้านขายยา  藥局 Yàojú 

 藥行 Yàoháng 
 

二、ร้านขายย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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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คาํว่า 藥 เป็นอกัษรผสมระหว่างส่วนประกอบ艹 (艸) กับ 樂 ตวัอกัษร艹 เป็นอกัษร

แสดงหมวดหมู่ (部首) ที>สื>อความหมายถึง พืช ผกั หรือสมุนไพร ส่วน 樂 แปลวา่ ความสุข 

ดงันั3น พืชที>คาํใหเ้รามีความสุข หายเจบ็หายไข ้จึงหมายถึง “ยา” หรือสมุนไพรนั3นเอง 

（中文翻譯：「藥」是艹 (艸) 與 樂合成的字。艹是部首，表示跟草類

植物有關的意思；樂是快樂的意思，吃了會快樂的草就是能幫助我們治

病的「藥」。） 
2. คําว่า 行 เป็นคําพ้องเสียง เมื>ออ่านออกเสียงว่า Xíng จะมีความหมายว่า “เดิน” หรือ 

“สามารถทาํได”้ แต่ในความหมายเกี>ยวกบัร้านคา้นี3  จะอ่านออกเสียงว่า Háng ซึ> งออกเสียง

ใกลเ้คียงกบัคาํว่า “ห้าง” ในภาษาไทย ตวัอย่างเช่น 茶行 (ร้านขายใบชา) 金行 (ร้านขาย

ทอง) ดว้ยเหตุนี3  เราจึงพบเห็นคาํนี3ไดบ่้อยมาก บนป้ายชื>อร้านตามทอ้งถนน  

（中文翻譯：「行」是破音字，唸 Xíng 的時候是「行走」或「行不

行」的意思；唸 Háng 的時候是「排行」或「行業」的意思，在招牌上

的「行」是行業的行，發音接近泰語的 “ ห้ า ง ”（Hàng），是店家的意

思，例如：茶行、金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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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ào  

ยา 

หมวดคาํ 艸  

โครงสร้าง บนล่าง ⿱ 

19 ขีด 
 

               
 

 

Háng  
 

หา้ง / ร้าน 

หมวดคาํ 行 

โครงสร้าง ซา้ยขวา ⿰ 
6 ขีด  

              

 

 

Fáng 
 

บา้น 

หมวดคาํ 广 

โครงสร้าง ลอ้มครึ> งเดียว ⿸ 
8 ขี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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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ú 
 

ร้าน / สถานี สาํนกังาน 

หมวดคาํ 尸 

โครงสร้าง ลอ้มครึ> งเดียว ⿸ 
7 ขี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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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金 นอกจากจะมีความหมายในตวัเองว่า “ทอง” แลว้ ยงัเป็นส่วนประกอบของตวัอกัษร ที>

แสดงความหมายเกี>ยวกบั “โลหะ” หรือ “แร่ธาตุ” ต่างๆ อีกดว้ย เช่น 鐵 (Tiě) = เหลก็ / 銀 

(Yín) = เงิน / 銅 (Tóng) = ทองแดง เป็นตน้ 

（中文翻譯：「金」除了自己本身是金的意思，這個字還能當部首，表

示與金屬有關的意義例如：鐵、銀、銅等。 

คาํศพัทจ์ากป้าย 

 คาํศพัท ์ Pinyin คาํแปล 

1 金 Jīn ทอง 
2 鐘 Zhōng ระฆงั / นาฬิกา (แขวนผนงั) 

3 錶 Biǎo นาฬิกาขอ้มือ 

4 五金行 Wǔjīn Háng ร้านโลหะภณัฑ ์

5 貿易 Màoyì การคา้ขาย 

三、ร้านทอ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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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คําว่า 鐘 และ  錶 ต่างก็ มีอักษร  金 เป็นส่วนประกอบอยู่ทางด้านซ้าย  เพื>อแสดงถึง

ความหมาย ที> เกี>ยวกบัโลหะ เพราะ ระฆัง และนาฬิกา ต่างก็ทาํจากโลหะ ขณะที>ส่วนตวั

ประกอบที>อยูด่า้นขวา คือ 童 และ 表 เป็นส่วนประกอบที>แสดงเสียง 

（中文翻譯：鐘和錶都以金字為部首，表示與金屬有關的意思，因為鐘

和錶都是由金屬的材料做成的，而右邊的童 和 表是標音的部件。 
3. 五金行 คือร้านขายโลหะภณัฑ์ ซึ> งสินคา้สําคญัๆ คือโลหะ 5 ประเภทดว้ยกนั ไดแ้ก่  金 / 

銀  / 銅 / 鐵 / 錫 (Xī) ดีบุก  

（中文翻譯：五金行是泰國很常見的店家，重要的商品為五種金屬商

品，包括：金、銀、銅、鐵、錫，因此稱為「五金行」。） 

 

 

Jīn  
 

ทอง 

หมวดคาํ 金 

โครงสร้าง บนล่าง ⿱ 
8 ขี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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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ōng  
 

ระฆงั / นาฬิกา  

หมวดคาํ 金 

โครงสร้าง ซา้ยขวา ⿰ 
20 ขีด 

 

                 

 

 

Biǎo  
 

นาฬิกาขอ้มือ 

หมวดคาํ 金 

โครงสร้าง ซา้ยขวา ⿰ 
16 ขีด 

 

              

 

 

Mào  
 

คา้ขาย 

หมวดคาํ 貝 

โครงสร้าง บนล่าง ⿱ 
12 ขี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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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ì  
 

ง่าย / แลกเปลี>ยน 

หมวดคาํ 日 

โครงสร้าง บนล่าง ⿱ 
8 ขี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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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ตัวอักษร 月 ที> เป็นส่วนประกอบของอักษร 腳 เป็นอักษรที>ลดรูปมาจาก 肉 (Ròu) ที>

แปลวา่เนื3อดงันั3นเราจึงพบตวัอกัษรนี3 ไดบ่้อย ในคาํศพัทที์>เกี>ยวขอ้งกบัอวยัวะในร่างกาย เช่น 

肩膀 (Jiānbǎng) = หวัไหล่ / 脖子 (Bózi) = ลาํคอ / 肚子 (Dùzi) = ทอ้ง เป็นตน้ 

（中文翻譯：腳字的月部是肉字的簡略字，意思是肉，因此我們常常在

與肉或器官有關的字遇到它，例如：肩膀、脖子、肚子等。） 
2. ตวัอกัษร 扌 เป็นอกัษรที>ลดรูปมาจาก 手 ที>แปลว่า มือ 扌 มกัจะเป็นส่วนประกอบของ

คาํศพัทที์>มีความเกี>ยวขอ้งกบัการใชมื้อเช่น打 (Dǎ) = ตี / 拍 (Pāi) = ตบ / 排(Pái) = จดั

แถวเป็นตน้ 

（中文翻譯：扌是作為偏旁的手，通常在與用手有關的字出現，例如：

打、拍、排等。） 

คาํศพัทจ์ากป้าย 

 คาํศพัท ์ Pinyin คาํแปล 

1 腳 Jiǎo เทา้ 

2 底 Dǐ ฐาน / ดา้นล่าง 
3 按 Àn กด 

4 摩 Mó ถู / สมัผสั 

5 腳底按摩 Jiǎodǐ ànmó นวดฝ่าเทา้ 

四、ร้านนว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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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ǎo 
 

เทา้ 

หมวดคาํ 肉 

โครงสร้าง ซา้ยขวา ⿰ 
11 ขีด 

 

             
 

 

Dǐ 
 

ฐาน / ดา้นล่าง 

หมวดคาํ 广 

โครงสร้าง ลอ้มครึ> งเดียว ⿸ 
8 ขีด  

              
 

 

 

 

 

 

 



80	
	

 

Àn 
 

กด 

หมวดคาํ 手 

โครงสร้าง ซา้ยขวา ⿰ 
8 ขีด  

              
 

 

 

Mó  
 

ถู / สมัผสั 

หมวดคาํ 手 

โครงสร้าง ลอ้มครึ> งเดียว ⿸ 
15 ขี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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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คาํวา่ 文 มีความหมายเกี>ยวขอ้งกบัตวัอกัษร และภาษา ตวัอยา่งการนาํมาประกอบเป็นคาํที>

เราจะพบเจอไดบ่้อย เช่น 泰文(Tàiwén) = ภาษาไทย / 中文(zhōngwén) = ภาษาจีน / 

英文(yīngwén) = ภาษาองักฤษ 

（中文翻譯：文是象形字，是文字或語言的意思，例如：泰文、中文、

英文等。） 

คาํศพัทจ์ากป้าย 

 คาํศพัท ์ Pinyin คาํแปล 

1 書 Shū หนงัสือ 

2 文 Wén ตวัหนงัสือ / ตวัอกัษร / ภาษา 

3 具 Jù เครื>องใช ้

4 文具 Wénjù เครื>องเขียน 

五、ร้านหนงัสือ และเครื>องเขยี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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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คาํวา่ 具 เป็นอกัษรภาพ  >  >  >  >   หมายถึงขา้วของเครื>องใช ้ตวัอยา่ง

การผสมเป็นคาํอื>นๆ เช่น 餐具 (Cānjù) = อุปกรณ์ทานอาหาร / 面具 (miànjù) = 

หนา้กาก 

（中文翻譯：具是象形字  >  >  >  >   是器物的意思，例

如：餐具、面具等。） 
 

 

 

Shū  
 

หนงัสือ 

หมวดคาํ 曰 (Yuē) 

โครงสร้าง บนล่าง ⿱ 
9 ขีด  

              
 

 

Wén 
 

ตวัอกัษร / ภาษา 

หมวดคาํ 文 

โครงสร้าง แบบเดี>ยว  
4 ขี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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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ù  
 

เครื>องใช ้

หมวดคาํ 八 

โครงสร้าง บนล่าง ⿱ 
8 ขี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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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คาํวา่ “บริษทัจาํกดั” ในภาษาจีน กใ็ชค้าํที>แปลมาตรงตวัวา่ 有限公司 ซึ> งใชว้างต่อทา้ยชื>อ

ของบริษทั ดงัที>เราจะเห็นไดบ่้อย ตามป้ายกิจการต่างๆ 

（中文翻譯：「有限公司」這四個字是我們最常見的了，這四個字的

意思可以直接翻成泰文的 “บริษทัจาํกดั” ，放在公司名字的後面。） 

คาํศพัทจ์ากป้าย 

 คาํศพัท ์ Pinyin คาํแปล 

1 有 Yǒu มี 

2 限 Xiàn จาํกดั 

3 兩 Liǎng สอง (จาํนวน) 

4 合 Hé ร่วม / รวมกนั 

5 公司 Gōngsī บริษทั 

六、บริษทัและหา้งหุน้ส่วนจาํก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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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兩 ใชใ้นกรณีที>ตอ้งการบอกตวัเลขเป็นจาํนวน เช่น 兩個、兩年 เป็นตน้ ส่วน 二 นั3น 

ใชเ้มื>อพดูถึงการนบัเป็นลาํดบัที> หรือเป็นการนบัตวัเลขธรรมดา 

（中文翻譯：兩與二是我們常常用錯的字，兩用於表示數量的時候，

吼面可以加量詞例如：兩個、兩年等；二用於表示一般數目或順序，

例如：第二、二手等。 
 

 

 

Yǒu 
 

มี 

หมวดคาํ 有 

โครงสร้าง บนล่าง ⿱ 
6 ขีด  

              
 

 

 

Xiàn  
 

จาํกดั 

หมวดคาํ 阝(阜) 

โครงสร้าง ซา้ยขวา ⿰ 
9 ขี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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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ǎng 
 

สอง (จาํนวน) 

หมวดคาํ 入 

โครงสร้าง บนล่าง ⿱ 
8 ขีด  

              
 
 

 

Hé 
 

ร่วม / รวมกนั 

หมวดคาํ 口 

โครงสร้าง บนล่าง ⿱ 
6 ขีด  

              
 
 

 

Gōng 
 

ร่วม / ส่วนรวม 

หมวดคาํ 八 

โครงสร้าง บนล่าง ⿱ 
4 ขี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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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ī 
 

ดาํเนินการ 

หมวดคาํ 口 

โครงสร้าง ลอ้มครึ> งเดียว ⿹ 
5 ขี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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คาํศพัทจ์ากป้าย 

 คาํศพัท ์ Pinyin คาํแปล 

1 成 Chéng สาํเร็จ /  กลายเป็น 

2 興 Xīng เจริญ / รุ่งเรือง / ยกสูงขึ3น 

3 發 Fā แผข่ยาย / แจกจ่าย / รํ> ารวย 

4 利 Lì คม / ประโยชน ์

5 福 Fú ความผาสุก / โชค / สิริมงคล 

6 德 Dé คุณธรรม 

7 財 Cái ทรัพยสิ์น / เงินทอง 

8 順 Shùn เป็นไปตามทิศทาง / คลอ้ยตาม / สมปรารถนา 

七、คาํที>นิยมนาํมาตั3งชื>อร้า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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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éng 
 

สาํเร็จ /  กลายเป็น 

หมวดคาํ 戈 

โครงสร้าง แบบเดี>ยว  
6 ขีด  

              
 

 

Xīng 
 

เจริญ / รุ่งเรือง / สูงขึ3น 

หมวดคาํ 臼 

โครงสร้าง บนล่าง ⿱ 
16 ขีด 

 

              
 

 

Fā  
 

แผข่ยาย / แจกจ่าย 

หมวดคาํ 癶 

โครงสร้าง บนล่าง ⿱ 
12 ขี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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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ì  
 

คม / ประโยชน ์

หมวดคาํ 刀 

โครงสร้าง ซา้ยขวา ⿰ 
7 ขีด  

              
 

 

 

Dé  
 

คุณธรรม 

หมวดคาํ 彳 

โครงสร้าง ซา้ยขวา ⿰ 
12 ขี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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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ú  
 

ความผาสุก / โชค 

หมวดคาํ 礻(示) 

โครงสร้าง ซา้ยขวา ⿰ 
13 ขีด 

 

              
 

 

Cái  
 

ทรัพยสิ์น / เงินทอง 

หมวดคาํ 貝 

โครงสร้าง ซา้ยขวา ⿰ 
10 ขีด  

              
 

 

 

Shùn  
 

เป็นไปตามทิศทาง /  

คลอ้ยตาม 

หมวดคาํ 頁 

โครงสร้าง ซา้ยขวา ⿰ 
12 ขี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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เขียนเติมส่วนประกอบของตวัอกัษรดงัต่อไปนี3  

1) นวด    按摩 

2) เทา้    腳 

3) นาฬิกาขอ้มือ   錶 

4) ยา    樂 

5) การคา้    貿易 

 

ร้านต่อไปนี3 น่าจะเป็นร้านอะไร? 

1) 茶行 
a. ร้านขายเนื3อ 

b. ร้านขายทอง 

c. ร้านขายใบชา 
2) 飯店 

a. ร้านอาหาร 

b. ร้านขายขา้ว 

c. โรงแรม 
3) 豬腳飯 

a. ขา้วขาหมู 

b. ขา้วคอหมูยา่ง 

c. ขา้วมนัไก่ 

 

กิจกรรมทบทวนทา้ยบ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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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結論 
 

 了解泰國目前的漢字教學狀況 
 

（一） 現在泰國華語教學狀況如何？ 

目前在泰國對華語有興趣的人越來越多，而且隨著科技發展，這幾年來

也有更多學習華語的管道，學習者可以自由選擇學習的方式，例如：透過網

路、自學教材、華語教學電視節目等。 

現在，學習華語不像以前一樣只能在正規教育學校或語言補習班學習，

但是華語在慢慢的融入到泰國人的生活，除了中國大陸經濟發展的因素外，這

兩三年來，有越來越多中國、台灣、香港的旅客到泰國旅遊，因此使泰國人民

有更多機會遇到華語母語者，也有更多機會在日常生活使用到華語。 

 

（二） 教師和學習者對學習漢字的看法如何？ 

本研究經過教師訪談及學習者問卷調查之後發現，泰國學習者及華語教

師都認為漢字非常重要，是學習漢語不能避免的事。但是在實際教學上以及教

育機構的課程卻沒有真正的強調漢字教學。 

從教師訪談結果得知，在學校或補習班任教的教師必須要按照學校規定

的課程和教材來進行教學，必須要在限定的時間內教完指定的內容，若指定的

課程或教材沒有特別強調漢字教學，教師也只能隨著教材出現的字來教，沒有

時間特別介紹漢字完整的知識。 

因此，目前泰國漢字教學的情況還是要靠教師和學習者本身自己找機會

加強這方面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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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解泰國學習者學習漢字的困難點 
 

（一） 泰國學習者學習漢字時常遇到的問題？ 

 泰國學習者學習漢字的問題，通常是因為泰文和漢字的系統相差很多，在
泰國學習者的認知，大多數的人還認為學習漢字全都要靠記憶，要將漢字五千

多個字都記起來才能讀懂中文，這是一般泰國人對漢字的刻板印象，變成學習

者學習漢字的心裡障礙，這是華語教師和華語教材編寫者必須要突破的第一關。 

 

（二） 華語教師如何幫助泰國學習者解決漢字學習的問題？ 

從教師訪談的資料，教師會針對學習者有問題的字特別解釋或分析，例

如將該字的部件拆開來解釋，或利用漢字的象形字圖來讓學習者參考該字的來

源，大部分的教學方式是只針對學習者有問題的字，其他的就按照教材教，在

黑板上示範寫筆畫順序，也有幾位教師只強調學習者多練習、多重複寫字，並

沒提供其他認字的方法。 

 

（三） 泰國學習者自己解決學習漢字問題的方法？ 

泰國學習者練習漢字及解決學習漢字的問題有多種多樣，最多人使用的

練習方法，第一是看中文電視劇然後一邊看字幕，第二是一邊聽中文歌一邊看

歌詞，第三是多次重複寫。看電視劇字幕及看歌詞可以讓學習者同時練習到漢

字型、音、意的關聯，多次重複寫字當然對學習漢字有幫助，但是比較花時間，

學習者若工作一繁忙就沒缺少練習的機會了。 

 

 探討適合泰國社會人士學習者的教學方法 
 

（一） 泰國社會人士學習者學習漢字的特點為何？ 

泰國社會人士學習者大部分是成人族群，而成人學習者的優勢是理解能力

比小孩子強，因此在教學上應該先從理解開始，可以先提供跟目的語或要教學

的內容有關的資訊或相關知識，讓他們先對教學內容有基本概念，再進行其他

方式的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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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泰國社會人士學習者學習漢字的需求如何？ 

泰國學習者需要加強漢字完整的知識，要理解漢字的系統及結構，以提高

認字及記字的能力。 

之前許多學校及補習班只強調說話的技能，減少漢字教學的份量，可能是

因為不想造成學習者的學習壓力，怕漢字太難會讓學習者不想繼續學中文，但

其實這卻造成學到更高階級的學習障礙。 

 

 探討泰國市場上現有的漢字教材 
 

（一） 在泰國使用的漢字教材有哪幾種？ 

在泰國出版的漢字教材數量多，但是一般都是漢字練習簿，差別在於教

學的內容，挑選漢字的方式，及教學方法。從筆者在市面上調查漢字教材的結

果發現，目前泰國現有的漢字教材可以從教學方法的角度來分為三種，包括：

部首識字教材、筆畫筆順教材、象形字教材。 

 

（二） 為泰國學習者設計的漢字教材的內容應該如何？ 

筆者認為，為泰國學習者設計的漢字教材；第一要提供漢字全方面的知

識；第二，挑選教學的內容要與應該提供一些與泰國有關的漢字，是泰國學習

者必須要知道的字，例如：泰國、曼谷、泰國地名或節日等。 

 
第二節 研究限制 
 

 訪談受試者數量及訪談方式 
由於選寫論文期間筆者人在台灣，回泰國的時間有限，因此搜集教師訪談

的資料不足，有幾位教師不方便約時間當面訪談，只能利用電子郵信回答問

題，這樣透過文字溝通的方式有時候讓得到的資料不夠完整，有幾位教師沒有

回答完問題，或者不明白筆者所要問的題目所以回答離題了。這可能是筆者寫

信的內容不夠完整，也是筆者需要改進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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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評析教材的範圍 
 

本研究評析教材的範圍只定為在泰國出版的教材，而且是市面上較普遍，

一般自習學習者容易買得到的教材，但是實際上在學校或華語教學單位使用的

教材範圍廣泛，還會使用到台灣和中國大陸的教材。由於筆者的時間有限，因

此設定的範圍只控制在泰國出版的教材。若能擴廣範圍，分析到其他國家的教

材，應該能看到泰國漢字教學更全面的情況。 

 

 編寫教材的照片有限，無法到實際地點拍攝 
 

由於設計教材期間筆者在台灣，因此搜集中文招牌及標示的階段無法到實

際地點去拍攝，只能透過網路找圖片，拜託在泰國的朋友幫忙拍攝，及透過 
Google Map 網站搜尋照片，因此得到的照片數量不足，畫質不佳，而且蒐集到
的字量和範圍有限，沒有完全蒐集到在泰國真正常見的漢字。 

 
第三節 未來研究建議 

本研究還有許多不足的地方，在此提出建議，讓對泰國漢字教學或漢字教

材編寫有興趣者作為參考，希望對後續研究有幫助。 

 

 擴大評析教材範圍 
 

由於在泰國使用的教材範圍很廣，本研究只評析到其中一部分而已，建議

對這方面有興趣的研究者評析來自其他國家的教材，應該可以更完整的了解泰

國學習這使用漢字教材的情況。 

 

 更詳細的調查泰國的中文招牌和標示 
 

本研究設計的漢字教材所收集到的中文招牌和標示只限制在網路能搜尋的

到的照片，但實際上還有很多地方以及很多種類可以收集的到，如果有時間到

泰國街上去逛街或有機會特地去下找，應該會收集到更多種類，更多有用的漢

字，也對泰國學習者更有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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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計多媒體教材 
 

由於筆者對電腦科技的能力有限，因此本研究設計的教材設定為紙本教材，

但如過能利用現代科技設計成多媒體教材，或著是線上教材軟體，應該會有更

多學習者使用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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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趙金銘（2005）的教材評估表 

序

號 
評估項目 

得分 
A B C D 

1 
前

期

準

備 

對學習者的需求有調查了解     

2 依據現行的某種教學計畫、課程大綱進行編寫     

3 依據大綱對詞彙總量及其分布進行控制     

4 覆蓋大綱所規定的語言點     

5 依據大綱確定功能意念項目且分布合理     

6 

教

學

理

論 

以某種語言理論為基礎，如結構主義或功能意念     

7 體現或側重某種教學法原則，如聽說法或交際法     

8 使用該教材可完成既定的教學目標     

9 正確處理語言知識的傳授和語言技能的培養     

10 聽說讀寫各項技能訓練比重均衡，並有重和訓練     

11 按照語言技能編排教學內容     

12 既注意表達正確又注意表達得體     

13 語言能力與交際能力並重     

14 

學

習

理

論 

以第二語言學習心理過程為理論基礎如行為主義     

15 教材內容與學習者的需求相一致     

16 內容編排符合學習者的學習心理過程     

17 語言水平與學習者的基礎相符     

18 語言內容與學習者以前所學相銜接     

19 注意學習者的情感因素對學習的影響     

20 

語

言 

每課生詞輛適當，重現率充分     

21 句子長短適度     

22 課文篇幅適中     

23 課文與會話語言真實、自然     

24 口語與書面語關係處理適當，是真正的普通話口語     

25 所設語境自然、情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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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材

料 

課文內容符合外國人、成年人、有文化的人的心態     

27 課文題材涵蓋面廣，體裁多樣     

28 課文的內容深淺難易排序得當     

29 從開始就有背誦的材料     

30 課文有意思，給學習者以想像的餘地     

31 內容無宣傳、無說教、無強加於人之處     

32 教材的文化取向正確無誤     

33 

練

習

編

排 

練習覆蓋全部的教學內容     

34 練習有層次：理解性－機械性－活用性練習     

35 練習類型多種多樣，每個練習都很短     

36 各項練習之間具有內在聯繫     

37 注意表達練習，練習項目具有啟發性     

38 練習的量足夠     

39 練習編排遵循“有控制－較少控制－無控制＂原則     

40 練習兼顧到各項語言技能的訓練     

41 
注

釋

解

說 

淡化語法，少用概念和術語，加強交際     

42 語言現象的注釋簡明、扼要     

43 外文翻譯準確，具可讀性     

44 注重詞的用法及使用條件的說明     

45 例句精當，可以舉一反三     

46 

教

材

配

套 

有教師手冊及參考用書，方便教師，起導向作用     

47 有學生練習冊     

48 各單項語言技能訓練教材配套     

49 有清晰音像材料，可供視聽     

50 有階段復習材料及總複習材料     

51 有相關的測試練習     

52 

其

他 

開本合適，使用方便     

53 插圖數量適當，與內容配合緊密     

54 版面活潑新穎，吸引學習者     

55 教材內容使用不同字號編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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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問卷 

您好！ 

我是國立台灣師範大學華語文教學系暨研究所的學生。為了進一步的了解泰

國漢語及漢字教學的狀況，我製作了這份問卷，請您大約花十分鐘填寫。這份問

卷採不記名方式，所得資料將僅供學術研究之用，請放心作答。 

您的回答非常寶貴，不但有助我們對泰國學習漢語之狀況的瞭解，亦可提供

日後相關單位培訓華語老師時作為參考。我們非常需要您的幫忙，並謝謝您百忙

之中抽空填寫這份問卷。 

 敬祝 

  學習進步、萬事如意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華語文教學系暨研究所 

邱佩佩 敬上 

西元  ２０１５年 ４月 １日 

แบบสอบถามเรื>อง  
“สถานการณ์และอุปสรรคปัญหาในการเรียนอกัษรจีนสาํหรับบุคคลทั>วไปในเมืองไทย” 

 แบบสอบถามนี3 จดัทาํขึ3นโดยนกัศึกษาปริญญาโท สาขาวิชา การสอนภาษาจีน มหาวิทยาลยัครู

แห่งชาติ ไตห้วนั มีวตัถุประสงคเ์พื>อศึกษาถึงสถานการณ์การเรียนการสอนภาษาจีน และอุปสรรค

ปัญหาในการเรียนอกัษรจีนของผูเ้รียนกลุ่มบุคคลทั>วไปในเมืองไทย  
 คาํตอบของท่านจะถูกเก็บไวเ้ป็นความลบั และจะใชเ้พื>อการศึกษาทางวิชาการเท่านั3น งานวิจยั

ฉบับนี3 จะสําเร็จลงไม่ได้ หากไม่ได้รับความอนุเคราะห์ในการตอบแบบสอบถาม  ผูจ้ ัดทําจึง

ขอขอบพระคุณเป็นอย่างสูงสําหรับความร่วมมือ และความกรุณาในการเสียสละเวลาเพื>อตอบ

แบบสอบถามมา ณ โอกาสนี3 
ขอแสดงความนบัถือ 

น.ส.ณกมล  บรรจงว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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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資料 ขอ้มูลทั>วไป : 

1. 性別 เพศ : □ 男 ชาย  □ 女 หญิง  □ 其他 อื>นๆ..................  
2. 年齡 อาย ุ: □ 22-35 歲 ปี □ 36 – 49 歲 ปี □ 50 – 65 歲 ปี  

□ 66 歲以上  □ 66 ปีขึ3นไป 
3. 教育程度 การศึกษา :  

□ 中學以下 ตํ>ากวา่มธัยมศึกษา □ 中學 มธัยมศึกษา □ 專科 ปวช. / ปวส.  
□ 學士 ปริญญาตรี   □ 碩士 ปริญญาโท □ 博士 ปริญญาเอก 

4. 除了泰語之外，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的語言 
ภาษาที>ใชใ้นการทาํงาน หรือในชีวติประจาํวนั (นอกเหนือจากภาษาไทย) 
□ 中文 จีน  □ 英文 องักฤษ □ 其他 อื>นๆ โปรดระบุ............................ 

5. 學中文多久？ ระยะเวลาที>เรียนภาษาจีน 

□ 1 年以下 ตํ>ากวา่ 1 ปี  □ 1-2 年 ปี  □ 3-5 年 ปี   

□ 6 年以上 6 ปีขึ3นไป 

6. 學習的形式（可多選）รูปแบบการเรียน (เลือกไดม้ากกวา่ 1 ขอ้) 

□ 語言中心 สถาบนัภาษา (โปรดระบุ..............................................) 

□ 家教 เรียนตวัต่อตวั  

□ 自學教材 ศึกษาจากหนงัสือดว้ยตนเอง (โปรดระบุชื>อหนงัสือ.................................) 

□ 網路資訊 เรียนทางสื>อออนไลน ์เช่น Facebook, Web page, web board  

7. 學習目的 วตัถุประสงคใ์นการเรียน  

□ 工作需求 ทาํงาน □ 做生意 ทาํธุรกิจ  □ 就學需求  ศึกษาต่อ 
□ 旅遊 ท่องเที>ยว  □ 有興趣 ความสนใจ  □ 其他 อื>นๆ โปรดระบุ............ 

8. 中文程度 ระดบัความรู้ภาษาจีน (HSK / TOCFL) 
□ 沒考過 ไม่เคยสอบ 
□ 漢語水平考試 HSK ระดบั................... 級 
□ 華語能力測驗 TOCFL ระดบั...............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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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根據您的意見，勾圈適合的選項。 
１＝非常不同意、２＝不同意、３＝普通、４＝同意、５＝非常同意 

โปรดทําเครื1 องหมายกากบาท X ลงในช่องที1 ตรงกับระดับความคิดเห็นของท่าน 

ระดับ 1 = น้อยที1 สุด  2= น้อย   3 = ปานกลาง   4 = มาก   5 = มากที1 สุด 

對學習漢語的看法 
ทศันคติโดยรวมต่อการเรียนภาษาจีน 

1. 
現在漢語很重要。 

ภาษาจีนมีความสาํคญัในยคุปัจจุบนั 1 2 3 4 5 

2. 
漢語很難。 

ภาษาจีนเป็นภาษาที>เรียนยาก 1 2 3 4 5 

3. 
學習漢語是一件很有趣的事。 
ภาษาจีนเรียนแลว้สนุก 1 2 3 4 5 

4. 
我快樂的學習漢語。 

ฉนัเรียนภาษาจีนอยา่งมีความสุข 1 2 3 4 5 

5. 
我決定要一直學漢語下去。 

ฉนัตั3งใจจะเรียนภาษาจีนต่อไปเรื>อยๆ 1 2 3 4 5 

6. 
學習漢語很無聊。 

ภาษาจีนน่าเบื>อ 1 2 3 4 5 

學習和複習態度 

พฤติกรรมการเรียน และการทบทวนบทเรียน 

8. 
我在日常生活中使用漢語。 
ฉนัมีโอกาสไดใ้ชภ้าษาจีนในชีวติประจาํวนั 1 2 3 4 5 

9. 
我經常找機會在課堂外練習漢語。 

ฉนัพยายามหาโอกาสฝึกภาษาจีนนอกหอ้งเรียน 1 2 3 4 5 

10. 

我經常試著認出日常生活中遇到的漢字。（如：牌

子、店名等） 

ฉนัมกัจะสนใจอ่านป้ายหรือขอ้ความภาษาจีนที>พบเจอตามสถานที>

ต่างๆ 
1 2 3 4 5 

11. 
遇到新的字的時候，我會自己查出它的意思。 

ฉนัมกัจะคน้ควา้ความหมายของคาํศพัทใ์หม่ที>ไม่รู้จกัดว้ยตนเอง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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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我經常有時間複習課文。 

ฉนัมีเวลาในการทบทวนบทเรียนอยา่งสมํ>าเสมอ 1 2 3 4 5 

13. 
我覺得我的漢語能力越來越進步。 

ฉนัรู้สึกวา่ภาษาจีนของฉนัพฒันาขึ3นเรื>อยๆ 1 2 3 4 5 

14. 
我對自己的學習的進度感到滿意。 

ฉนัรู้สึกพอใจกบัพฒันาการในการเรียนของตนเอง 1 2 3 4 5 

15. 

當我學到課本的後面幾章，我還記得前面的課文的生

詞。 
เมื>อเรียนถึงบททา้ยๆ เล่ม ฉนัยงัสามารถจาํคาํศพัทใ์นบทเรียนแรกๆ 

ได ้
1 2 3 4 5 

對學習漢字的看法 

ทศันคติเกี>ยวกบัการเรียน “อกัษรจีน” 

16. 
學習漢字是必要的。 

การเรียนตวัอกัษรมีความจาํเป็นในการเรียนภาษาจีน 1 2 3 4 5 

17. 
漢字太複雜了，很難了解。 

ตวัอกัษรจีนมีความซบัซอ้นมากเกินกวา่จะเขา้ใจ 1 2 3 4 5 

18. 
我經常對相近的漢字搞混。 

ฉนัมกัจะสบัสนในการเขียนตวัอกัษรจีนที>มีลกัษณะใกลเ้คียงกนั 1 2 3 4 5 

19. 
我知道比順的重要性。 

ฉนัรู้ถึงความสาํคญัของการเขียนลาํดบัขีดใหถู้กตอ้ง 1 2 3 4 5 

20. 

我能大概猜出某些漢字的意思，雖然我不知道它怎麼

發音。 
ฉนัสามารถเดาความหมายของตวัอกัษรจีนบางคาํได ้แมจ้ะอ่านออกเสียง

ไม่ไดก้ต็าม 
1 2 3 4 5 

21. 
我知道漢字的基本結構。 

ฉนัรู้วา่อกัษรจีนมีโครงสร้างหลกัอยา่งไร 1 2 3 4 5 

22. 
我認為練習漢字最有效的方法只有多次重複寫。 

ฉนัคิดวา่วธีิการจาํอกัษรจีนที>ดีที>สุดมีแค่การคดัซํ3 าๆ หลายๆ ครั3 ง

เท่านั3น 
1 2 3 4 5 

23. 
我認識常用的部首。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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ฉนัรู้จกัอกัษรหมวดหมู่ต่างๆ (รากศพัท)์ ที>ใชบ่้อย 

24. 
學習部首讓我更容易地認字。 

การเรียนเกี>ยวกบัอกัษรแต่ละหมวดหมู่ช่วยใหฉ้นัจาํคาํศพัทไ์ดง่้าย

ขึ3น 
1 2 3 4 5 

除了課本內的練習題和老師交代的作業，您還使用什麼方法複習漢字？（可用中或泰

文作答） 
ท่านใชว้ธีิการใดในการฝึกเขียนอกัษรจีน ที>นอกเหนือจากการทาํการบา้น หรือแบบฝึกหดัจากบทเรียน  
(ถา้มี / ตอบดว้ยภาษาไทยหรือจีนกไ็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