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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第三第三第三章章章章        文獻探討文獻探討文獻探討文獻探討    
     

    本篇旨在探究討論關於兒童語言發展以及認知發展的相關文獻。在論及兒童

語言發展與認知發展之前，先由華語教材編寫的通用原則開始著手，隨後進入兒

童華語教材編寫的特性。兒童華語教材編寫的特性即為針對兒童的語言發展及認

知發展過程，因而探討兒童語言發展以及認知發展的相關文獻，之後將認知發展

理論與實際兒童華語語言材料貫之。最後，探討與教材評量有關的研究與理論。 

    又本研究期望有一指標性標準，評鑑兒童華語教材，所以相關的評鑑原則也

將探討之。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華語教材與兒童教材華語教材與兒童教材華語教材與兒童教材華語教材與兒童教材    
  

教材與教育思想、教學原則、教學方法、學習理論和實踐有著直接的關聯，

是各種教學理論、途徑、方法和手段的體現，也是教與學的重要資源和依託，決

定了教與學的基本方法，是教學成敗的關鍵。（陳冰冰，2004） 

    以下就華語教材的理論原則，兒童英語教材及兒童華語教材做論述： 

 

一一一一、、、、華語教材通用理論原則華語教材通用理論原則華語教材通用理論原則華語教材通用理論原則    

    蕭桂林蕭桂林蕭桂林蕭桂林（1995）以教學設備現代化、教師運用現代化的教學方法、建構現代

化的課堂教學結構之「三個面向」理論，堅持聽說讀寫綜合訓練原則並且遵循學

習心理過程，及信息的收發過程，提出明確教材編寫的指導思想。 

    呂必呂必呂必呂必松松松松（1995）提出實用性、交際性、知識性、趣味性、科學性和針對性六

項教材編寫原則，為教材的內容和語法提供了正確的指導原則，強調學習者認知

的心理過程和重視應用。認為語言的學習目的是應用，並且強調以學生為中心的

理念，認為教材的設計應該針對學生的需要。 

葉德明葉德明葉德明葉德明（1999）對華語教材的設計主張，應該朝著整體語言（Whole Language）

的方向，並從學習者的認知過程，配合上聽說讀寫的自然順序，再加上教學的策

略作為編書的原則。    

盧毓文盧毓文盧毓文盧毓文（2000）提到內容取材要因時制宜、因地制宜，配合教學目標；內容

安排要能主次明確，素材篇幅長短則視課程需要；詞彙採高頻用字優先編寫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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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施仲謀施仲謀施仲謀施仲謀（2000）提到語言的學習應培養學生能適當地掌握語言表達和交際的

普遍性規律。普通化教材編寫的指導思想應朝向結構、功能、文化三者的結合，

而以語言能力為核心。 

王姿人王姿人王姿人王姿人（2000）提到教材編纂的四課要點：教材情境化、教材生動化、增加

交流活動、設計課外教學活動。 

 

表三-1：教材評論的基本架構 

理論提出者理論提出者理論提出者理論提出者 教材理論教材理論教材理論教材理論 與教材製作相關性與教材製作相關性與教材製作相關性與教材製作相關性 

蕭桂林蕭桂林蕭桂林蕭桂林 

1. 現代化。 

2. 聽說讀寫綜合運用。 

3. 遵循訊息接受原理。 

指引：引導教師教學法運用配合。 

輔助教材：應善用媒體以加強信息輸

入。 

呂必松呂必松呂必松呂必松 

1. 重視實用性、交際性、知識

性和趣味性、科學性。 

2. 注重話語的過程。 

3. 以學生為中心，注重語言學

習的合理。 

4. 教材針對性。 

內容：是學生需用、常用的，有啟發

性。 

詞彙：常用。 

語法：有系統性、科學化。 

練習：注重運用能力的訓練。 

 

葉德明葉德明葉德明葉德明 

1. 應整合語言需求趨勢。 

2. 以學生為中心。 

3. 重真實意義。 

4. 聽說讀寫並重。 

5. 使學生有整體交流。 

6. 重視學習步驟和認知過程。 

7. 考慮教學者的策略並配合教

學法。 

編排次序：引導課文內容（先對整體

了解再到語言單位，再作生詞、句型、

功能語法、練習）。 

內容：符合學生現學現用的目的。 

練習：包括團體互動。 

盧毓文盧毓文盧毓文盧毓文 

1. 提高學生學習動機。 

2. 培養學生自學能力。 

3. 運用教材教法新知、工具及

高科技產品。 

內容取材因地制宜。 

內容安排主次明確，詞彙教學系統

化，並以高頻用字優先。 

輔助工具：練習手冊、錄音帶。 

施仲謀施仲謀施仲謀施仲謀 

1. 語言結構、功能、文化三者

融合並重。 

2. 聽、說、讀、寫循環訓練。 

3. 多媒體教材配合。 

內容：有系統、組織，與教學重點相

連貫。 

題材：以交際語境為組織中心。 

課文：總量適當、各類文字比例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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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姿人王姿人王姿人王姿人 

1. 教材情境化。 

2. 教材生動化。 

3. 增加活動交流。 

4. 加入課外教學活動。 

1. 附情境圖片於課文旁。 

2. 利用圖片、表格、線條替代成串的

文字解說。 

3. 設計活動單元，促進師生互動。 

4. 安排課外教學、實地演練。 

（資料來源：陳燕秋（2000）。台灣現今華語文教材評估與展望台灣現今華語文教材評估與展望台灣現今華語文教材評估與展望台灣現今華語文教材評估與展望。。。。師範大學華語文教學

研究所碩士論文，P74-75） 

 

以上為各個學者對成人教材編寫的大原則。其中葉德明所揭示的重真實意義

與重視學習步驟與認知過程，王姿人在關於教材相關製作上也提出附情境圖片於

課文旁以及利用圖片等代替文字解說，皆可為兒童華語教材為依歸。 

兒童的發展是為一動態過程，不論是語言發展，亦或是認知發展都也其階段

性。又對外兒童華語教材的學習者是處於 Piaget 認知發展過程中的具體運思期，

真實情境與真實語境是符合處為具體運思期學習者的學習模式。 

    此外，在教材編寫的過程中，應確認教材所適用的學習階段，葉德明葉德明葉德明葉德明（2002：

24-25）提出華語四個學習階段教材編寫，其中對於屬於零起點的初學者之學習

階段重點的建議如下： 

 

    第一學習階段：教材可利用每天生活所接觸到的情景為教學重新，以生活的

文化背景為目標，訓練學生聽說讀寫的基本能力。語法基本句型在三十五個左

右，詞彙最多不超過漢字八百個上下，合詞二千個左右。 

 

     兒童因為其發展能力不同於成人，因此在教材的編寫上可以真情實境呈

現，訓練兒童華語聽說讀寫的基本能力，在實際面來說聽說的能力之比重會多於

讀寫。語法基本句型與詞彙的份量也需要調整。 

 

二二二二、、、、兒童英語教材理論兒童英語教材理論兒童英語教材理論兒童英語教材理論原則原則原則原則    

    對於兒童語言教材編寫理論，張玉玲張玉玲張玉玲張玉玲（1999）提出兒童英語教材的編寫十項

要點：一、配合教學目標；二、配合學生之學習興趣及需要；三、以內容或主題

來引導必要的單字或句型；四、結合語言技巧活動；五、適當之單字；六、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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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話、朗文、歌曲、圖片故事、及現代英語短文；七、附有活動本或習作本；八、

印刷清晰、字體大、且圖片生動；九、其他輔助教材；十、價錢等其他評量因素。 

    Garin & Redman（1986）則提出選擇單字的四項原則：常出現的單字、和文

化有關的單字、配合學生之語言程度的單字、及教室英語之單字。Lin（1998）

以初級兒童英語教材宜採用出現頻率高的單字，至於單字數目，可以隨著學童的

語言程度及學習進度遞增。 

     Foster（1990）兒童階段的語法特徵是句法、語法較簡單，語義概念是不複

雜的，表達時不需用太多字彙、太難的詞彙、或複雜語法知識。由於兒童是在生

活情境中學母語，因此，兒童學英語也應該是語言依附在社會情境中，學簡易、

符合年齡、知識與經驗背景、與生活情境有關的內容。兒童英語所溝通的內容通

常會較簡單，不需要較複雜的句型，也不需要較有深度的語彙來表達語義。（引

自石素錦，民 88） 

    施玉惠施玉惠施玉惠施玉惠、、、、朱惠朱惠朱惠朱惠美美美美（1999）提出「教學以學生為中心」論點。即國小英語教學

應以學生為中心，上課活動的設計，應根據兒童特質，將其喜歡的活動帶入英語

教室中。 

    Moon（2003）則以兒童的興趣、兒童的認知概念程度、認知能力激發程度、

針對此活動所需要的語言程度、學童的語言需求，即是否有助於兒童發展有效溝

通所需要的語言及技巧，為編製兒童英語教材為首要。 

    

    由兒童英語教材編寫的要點可看出針對兒童心理與生理之成熟度的不同而

著墨之論點，根據兒童特質、兒童認知概念程度、認知發展程度給予語言學習及

進度遞增。因此了解兒童特質與兒童認知概念程度、認知發展程度是編製兒童語

言教材不可或缺的理論基礎。甚至施玉惠施玉惠施玉惠施玉惠、、、、朱惠朱惠朱惠朱惠美美美美（1999）更提出國小英語教師

應了解外語習得之基本理念及兒童學習心理。 

    英語為第二語言之學習風潮行之多年，兒童英語學習也早於兒童華語學習，

其相關教材編寫與兒童學習英語之理論皆可為兒童華語學習為借鏡。但是華語有

其獨特性，近年來對兒少華語學習的理論與論點正如雨後春筍般的蓬勃發展，開

始受到相當的矚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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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兒童兒童兒童兒童華華華華語教材理論語教材理論語教材理論語教材理論原則原則原則原則    

 華語為外語之兒童教材如前一章節所言，除了目前坊間的教材數量不敷廣大

市場的需求，教材的品質也是參差不齊，因此，了解整體教材編寫理論基礎，雖

泰半的理論是以成人的學習者角度編纂之，但是教材編寫的通性可茲應用，並且

列入屬於兒童發展的特性，以期界定合適兒童華語教材之評定準則為首要。 

 

    李潤新李潤新李潤新李潤新（2006）從整體的面向論，兒童華語教材應遵循以初步掌握合運用華

語為導向，以培養初級的、簡單的聽、說、讀、寫交際技能為基本目標。教材編

寫的內容不應限於學校、課堂、家庭的三角範圍，應包含貼近他們生活和認知能

力的認識自然、保護環境、社會風俗、人類文明、倫理道德，中外文化等廣泛的

話題。教材應更強化科學性、針對性、同時也仍要注重趣味性、娛樂性、活動性。

話題的故事性要強，啟發性要大，適宜他們表演。體裁應更多的採用兒童故事、

兒童歌謠、稍長一些的童話、寓言、成語故事和古詩等。插圖同樣也是很重要的。 

     

陳曦陳曦陳曦陳曦（2006）則提出兒童對外華語教材的針對性提出以下幾點： 

 

1. 形式生動鮮明形式生動鮮明形式生動鮮明形式生動鮮明、、、、利於感知利於感知利於感知利於感知：在認知活動中，少兒的求知慾很強，對新鮮

事物感到興趣，有追求、探索的傾向，表現出喜歡參與或從事某些學習

活動的意向，但由於認知能力的限制，他們往往對學習活動形式本身的

興趣大於學習內容。尤其學前的幼兒和小學生的思維處於具體形象水

平，對於抽象程度較大的教材理解有困難。 

2. 嚴格把握難度嚴格把握難度嚴格把握難度嚴格把握難度：教材的教學要求只有符合學生已有的心理水平或狀態的

實際，才能被學生所反應而轉化為需要，教材只有適合於學生知識經驗、

年齡特點、個性特徵及當時的心理狀態等實際情況，才能達到應有的作

用。 

       在編教中安排教材的內容時要考慮其難度、性質、組織等的適度，也就

是說，要符合少兒接受能力。 

3. 課文內容貼近少兒生活課文內容貼近少兒生活課文內容貼近少兒生活課文內容貼近少兒生活：在編寫課文內容時，應根據少兒的日常生活實

際場景選取語言材料。課文內容的編排，既要體現語言知識的有機結合

與語言學習的循序漸進，同時也要體現少兒認知心理由淺入深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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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啟蒙為主啟蒙為主啟蒙為主啟蒙為主，，，，注重功能注重功能注重功能注重功能：作為一種啟蒙教育，少兒華語教學應立足少兒掌

握地第一語言口語的基礎上，從聽說為主，組織設計生動活潑的漢語學

習活動，讓少兒在活動中學，在環境中學，在娛樂中不知不覺自然習得。 

5. 面向海外面向海外面向海外面向海外，，，，因地制宜因地制宜因地制宜因地制宜：現今大陸出版的對外華語教材，通用型教材多，

而缺乏為某一類學習者的特殊學習目的而編寫的教材。今後少兒對外漢

語教材的編寫，應從側重於「如何教」轉向更多地考慮學習者「如何學」。

因此能否滿足海內外少兒漢語學習者的需求，就成為評估少兒對外華語

教材的重要標準之一。 

 

    即使並無直接提及關於兒童心理認知的重要性，但是兒童華語教材根據李潤

新與陳曦的論點，如「應包含貼近他們生活和認知能力」、「由於認知能力的限

制」、「體現少兒認知心理」等詞句，兒童認知與學習特徵是兒童華語教材必須側

重的要點，亦可說兒童認知是為編寫兒童教材的基礎指導原則。 

  彭俊彭俊彭俊彭俊（2006）亦從兒童語言發展的角度揭示兒童華語教材編寫的原則。幼兒

語言的發展是積少成多、由簡到繁的習得過程。歸納起來，在語音、詞彙、句法

和語用方面，幼兒的語言習得表現出下列規律：語音上表現為由易到難、詞彙上

表現由少到多、語法上表現由不完整到完整、語用上表現為由不完善到完善。因

此幼兒華語教材要緊扣幼兒的語言習得多方面、多層次的漸進內容，並且依據幼

兒的年齡特徵，將語言教學內容、原則和方法，融會於生動有趣的訓練活動之中。 

   

    兒童華語教材應視教學對象之心理與生理發展，如語言發展和認知發展等過

程配合之，使教材更有針對性、更貼近學習者的需求，以學習者為中心為考量。

因此以下就兒童的語言發展與認知發展進行深入的探討。     

 

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語言發展與認知發展語言發展與認知發展語言發展與認知發展語言發展與認知發展    
 

Mann & Sabatino（1994）認知發展是知的過程或行動、過程的結果、知識。

認知發展亦可稱為智慧發展。認知發展涵括語言發展及智力發展。 

    Piaget（1972）就主張認知的發展，在人類有機體位於非常核心的位置，且

與語言的發展有賴於認知的發展。因為 Piaget 認為，語言能力不能獨立於認知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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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之外，語言能力是認知結構的一部分，人腦中的先天機制不是語法知識的，而

是一種認知潛能。 

                Bloom（1978）指出語言發展的解釋有賴於對語言認知基礎的解釋：兒童所

知道的概念與知識，將會決定他們學習講話和理解訊息的程度。 

    Wanner（1982）在他們對兒童語言研究的評論中也指出： 「兒童逐漸開始學

習語言的時機似乎是當他們開始具備有對外在世界事物分類的解釋能力時……，而學習

者是以個人對世界認知的主觀方式來決定語義和字彙之間的連結。」    

 

    語言發展與認知發展為一體兩面的能力，然而認知發展為語言發展的關鍵，

因此，在進行兒童華語教學時，教材所呈現的語言內容，也應符合兒童的認知發

展過程。 

    以下，首先切入兒童語言發展的過程與所習得語言素材。 

 

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兒童語言發展兒童語言發展兒童語言發展兒童語言發展    
    

Santrock （2006）語言的基本要素包括語言的內容（語義 semantics）、形式（語

音 phoneme）、語態（morpheme）、文法規則（syntax）及使用（語用 pragmatics），

均須健全發展才能順利達成溝通的目的。不管任何語言，其發展均遵循一定的基

本模式。但語言發展的正常範圍廣，在發展速率上或型態上也有相當大的個人差

異，且各種語言間因特性不同也有差異存在。 

    兒童語言的發展又稱語言習得，指的是兒童對母語的產生、理解和獲得能力

的發展，主要是指兒童對母語的聽和說的能力發展。整體而言，語言發展是有階

段性的，並且是持續性的。兒童習得母語是時時刻刻不停歇的，而且發展的掌握

順序為由小到大、由簡入繁。 

    表二-2 可與桂詩春桂詩春桂詩春桂詩春（1985）呼應。桂詩春注意到，兒童的語言發展大體經

歷四個階段：在 1 至 1 歲半的時候，兒童開始模仿周圍的語言，學用一些單詞表

達意思。大約 1 歲半開始，兒童的語言迅速發展起來，出現了質的飛躍，會說的

「話」從一個詞增至兩個詞。兒童能夠把單詞連接起來說。到 2 歲半至 3 歲之間，

兒童語言中的語法關係複雜起來，表示語法關係的一些功能詞，如冠詞、連詞、

介詞等開始出現，用於連接單詞，組成較複雜的句子。此時，兒童一般能夠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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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的言語，說話的流利程度明顯提高。在這以後，也就是語言發展的後期階段，

兒童不但使用語法，而且察覺到語言的規則系統，意識到哪些表達法是對的，哪

些是錯的。兒童不僅能夠運用語言談論眼前的事物，而且還能談論以前發生的事

情，也能談論他們將來打算要做的事情，甚至談論一些實際上不存在的事情（如

講故事）等等。 

 

表三-2：兒童語言發展階段總表 

 兒童語言發展早期階段 

（0歲~1 歲） 

第一階段（出生~3 個月） 簡單發音階段 

第二階段（4~8 個月） 連續音節階段 

第三階段（9~12 個月） 學話萌芽階段 

第四階段（1 周歲以後） 系統語言發展階段 

兒童語言發展中期階段 

（1歲~3 歲） 

1 歲~1 歲半 單詞階段 

1 歲半~2 歲 雙詞階段 

2 歲半~3 歲 詞過渡句子形式 

兒童語言發展後期階段 

（4 歲~10 歲） 
早期語言結構的充實擴大與語義語法的再認識過程 

 

    兒童的語言發展並不是一蹴即成，因此成就兒童在幾年之內就能掌握母語的

原因，是各方語言學者所積極探究的，主要有以下論點： 

                        

                Skinner（1957）的經典著作《Verbal Behavior》提出語言行為建構的行為主義

模式。根據 Skinner 的觀點，語言行為理論是其「操作制約操作制約操作制約操作制約」（operant conditioning） 

理論
13
的拓展。操作制約所指的是在制約過程中，有機體產生反應或操作後，不

需要特別的刺激，此反應或操作可藉由增強來維持。語言行為和其他行為一樣，

是被結果所控制。 

                                                        
13操作制約（operant conditioning）又稱工具性制約（instrumental conditioning），原理創始者為

史金納（B. F. Skinner），最著名的實驗依據為史金納箱的大白鼠壓桿實驗。其實驗原理為將老鼠

關進箱內，箱內設置一個桿子，老鼠肚子餓在內探索掙扎，誤觸了桿子食物掉出來，接下來老

鼠肚子餓時就會四處探索，在之中又誤觸了桿子，經過多次的探尋，老鼠漸漸知道當他觸碰桿

子，就會有食物掉落，只要它肚子餓就會去壓桿，老鼠因為食物的增強，進而不需要到處探索，

就知道去壓桿取得食物，老鼠在實驗中學會了壓桿這動作。由於老鼠按槓桿的反應中，按壓槓

桿變成了取得食物的手段或工具，故稱之為「工具制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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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omsky（1965）宣稱語言天賦的存在。他以此來解釋為何兒童能在那麼短

的時間內精通母語，儘管語法規則具有如此高度抽象的本質。根據 Chomsky 的說

法，這項天賦的語言知識是收錄在一個黑色小盒子裡，即「語言習得語言習得語言習得語言習得機制機制機制機制」

（Language Acquisition Device, LAD）14。 

 

    Bloom（1976）、Piaget（1972）、Slobin（1971, 1986）的研究著眼於第一語言

習得與認知發展之間的關係。語言的發展必須以最初的認知發展為基礎，並通過

同化（assimilation）與適應（accommodation）過程–用熟悉的形式去理解不熟

悉的話語（言語理解），用熟悉的結構去創造新的用法（言語產生）。Piaget 以為，

個體的認知結構和認知能力既不是環境加強的，也不是人腦先天具有的。它來源

於主體與客體之間的相互作用15。主體作用於客體的活動和動作是一切知識的泉

源。 

 

    Vygotsky（1962, 1978）宣稱社會的相互作用，透過語言，是認知發展的先決

條件。思考和語言被看成是兩個一起發展、不同認知的操作。Vygotsky（1978）

提出「潛在發展區潛在發展區潛在發展區潛在發展區」（zone of proximal development）是指兒童的實際認知能力和潛兒童的實際認知能力和潛兒童的實際認知能力和潛兒童的實際認知能力和潛

在發展層次之間的範圍在發展層次之間的範圍在發展層次之間的範圍在發展層次之間的範圍。所以為了使兒童能夠到達其潛在發展區，Wood、

Bruner 、Ross（1976）根據 Vygotsky 所認為人類的認知發展過程是經由「內化」

或「行動的遷移」，將社會意義及經驗轉變成個人內在的意義，提出「鷹架理論鷹架理論鷹架理論鷹架理論」

（Scaffolding Instruction）：即兒童內在的心理能力之成長有賴成人或能力較強的同

儕協助，而這種協助應該建立在學習者當時的認知組織特質上。 

     

    Skinner 所代表的是後天學習外因論，認為兒童習得母語是刺激與強化的因

素；Chomsky 則是先天學習內因論的代表，認為語言是一天賦，兒童皆有習得母

語的裝置；Piaget 是代表認知相互作用論，認為母語的習得與兒童對所處世界的

認知能力有關；Vygotsky 所代表的是社會相互作用論，認為兒童母語習得需要與

                                                        
14

 McNeill（1966）描述 LAD 具有四項天生遺傳的語言知能：一、分辨語音和環境中其他聲音

的能力；二、組織和分類語言資料的能力，此分類隨成長而日益精細；三、認為某一特定語言

系統是可能的，但是其他種類的系統則不可行的知識；四、能夠由己獲得的資料不斷對發展中

的語言系統進行評估，以建構最為簡單的系統。 
15
 Piaget 學說中主體（subject）為人，而客體（object）為外在環境。因此主體與客體之間

的相互作用即為人與外在環境之間的相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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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人（社會）互動與協助，以達到其「潛在發展區」。 

    綜觀以上四種語言發展理論，研究者歸納出融和四種理論的母語習的過程：

兒童習得母語必有一個機制，此機制因與外界互動而有所認知，因為想要與他人

溝通，藉由成人的刺激與強化，並且得到成人的協助。所有因素相互交織下，兒

童最終習得母語，見圖二-1。 

 

 

 

 

 

 

 

 

 

 

圖三-1：兒童習得母語機制 

     

以下分述兒童語言發展中語音、詞彙、語法中的語言素材與相關理論的應用。 

 

一一一一、、、、語音發展語音發展語音發展語音發展：：：：    

    Skinner（1976）的著作《About Behaviorism》中的「強化依隨強化依隨強化依隨強化依隨」（Contingent 

Reinforcement）的概念16。其一，個體偶然發生的動作個體偶然發生的動作個體偶然發生的動作個體偶然發生的動作。。。。如嬰孩偶然發出如嬰孩偶然發出如嬰孩偶然發出如嬰孩偶然發出【【【【m】】】】聲聲聲聲，，，，

母親就笑著來抱他母親就笑著來抱他母親就笑著來抱他母親就笑著來抱他，，，，撫摸他並答應他等撫摸他並答應他等撫摸他並答應他等撫摸他並答應他等。。。。反應和強化之間只是一種時間上的關反應和強化之間只是一種時間上的關反應和強化之間只是一種時間上的關反應和強化之間只是一種時間上的關

係係係係，，，，並非並非並非並非「「「「目的目的目的目的」」」」或或或或「「「「意志意志意志意志」」」」的作用的作用的作用的作用。。。。     

    Chomsky（1965）認為天賦的語言知識是收錄在一個黑色小盒子裡，即「語語語語

                                                        
16
強化依隨是指強化的刺激緊跟在言語行為之後，其有兩個主要的特點：一、最初被強化的是個

體偶然發生的動作。如嬰孩偶然發出【m】聲，母親就笑著來抱他，撫摸他並答應他等。反應和

強化之間只是一種時間上的關係，並非「目的」或「意志」的作用。二、強化依隨的程序是漸

進的。若要兒童學習一個複雜的句子，不必等待他碰巧說出這句話以後才給予強化，只需他所

說的稍微接近那個句子就給予強化，之後再加強更接近該句的話語，通過這種逐步接近的強化

方法。兒童最終能學會非常複雜的句子。 

鷹架理論 

刺激強化 

認知

能力 

語言

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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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習得機制言習得機制言習得機制言習得機制」（Language Acquisition Device, LAD）。McNeill（1966）描述 LAD 具有

四項天生遺傳的語言知能，其一為「分辨語音和環境中其他聲音的能分辨語音和環境中其他聲音的能分辨語音和環境中其他聲音的能分辨語音和環境中其他聲音的能力力力力」。 

     

    因為幼兒本有分辨語音的裝置與受到刺激與強化的結果下，而誘發幼兒語音

的發展。 

    Oller and Eilers（1982）指出兒童獲得不同語言具有極其類似的發音規律。這

種類似性可以如下研究結果看出，說印度文、英文、日文、阿拉伯文、瑪雅文及

珞文的兒童經歷了類似咿呀學語的過程。 

 

表三-3：咿呀學語階段發音相似性一覽表 

各語言共有的語音各語言共有的語音各語言共有的語音各語言共有的語音    各語言均無的語音各語言均無的語音各語言均無的語音各語言均無的語音    

p 

b 

m 

c 

j 

f 

v 

（資料來源：靳洪剛，1997，語言獲得理論研究語言獲得理論研究語言獲得理論研究語言獲得理論研究，頁 34） 

 

Jakobson（1962）提出兒童獲得語音是以語言中的對比音為基礎一對一地獲

得的。這種對比音獲得的順序是語言獲得的一種普遍規律。而且嬰兒早期的語言

似乎遵循「最大限度區分規律最大限度區分規律最大限度區分規律最大限度區分規律」（principle of maximum contrast）。這一理論認為最

易獲得的音多數是區別最大的音，如完全和口的/p/跟完全開口的元音/a/出現最

早。 

    由 Oller and Eilers 與 Jakobson 的研究得知，兒童不論何種語言系統，皆有一

定的發展規律。 

華語的語音傳統上分為聲母、韻母和聲調三個部分。 

朱智賢朱智賢朱智賢朱智賢編（1990） 輔音呈「先後先後先後先後跳前跳前跳前跳前、、、、擠向中間擠向中間擠向中間擠向中間」的部位發展趨勢。「開始

輔音集中在小舌、咽喉等發音器官后部，後來跳出雙唇輔音；接著后部音推向舌

根，雙唇音后展到唇音；在后便是舌輔音的發展階段。鼻音、擦音和塞音發展較

快，塞擦音和送氣音發展較遲。」元音的一般發展趨勢是：「舌面先於舌尖，不

捲舌先於捲舌，不圓唇先於圓唇，低先於高，前先於後」。 

劉兆吉劉兆吉劉兆吉劉兆吉等（1980）兒童較難掌握的聲母，對照漢語拼音是/z/, /c/, /s/, /zh/,/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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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r/,/n/,/l/。而韻母一般較易掌握，只是/o/和/e/易混，/en/,/eng/, /ing/,/weng/,/iong/

等鼻音結尾的韻母容易發得不準確。 

Li and Thompson（1981）實驗結果表明，單詞階段初期，陰平及去聲就出現

了。到了單字階段中後期，陰平及上聲也都出現了。到了雙字及多字階段上聲連

續變調開始出現。Li and Thompson 認為中國兒童之所以很早就能掌握四聲是由於

學習控制聲門聲調比控制發音容易。 

Tse（1978）發現只要聲調正確，即使發音不正確，嬰兒也可能得知正確的

反應，聲調在語言獲得初期較語音在感知上更為重要 。 

     漢語的語音發展，據 Li and Thompson 的研究，漢語兒童的聲調發展是優於

聲母、韻母。再者，聲母與韻母的發展是從「先後跳前、擠向中間」的順序發展，

就因如此，所以/z/, /c/, /s/等位於口腔中間部位的聲母，就較難掌握。 

    兒童在發展語音時，因同時也與身旁的環境互動，因此兒童在發展語音時，

也在發展詞彙。 

 

二二二二、、、、詞彙發展詞彙發展詞彙發展詞彙發展    

     Nelson（1973）研究了 18 個兒童的語言初期的頭 50 個字，發現早期的字彙

中充滿了規律性。在單詞階段占比例最大的一類是普通名詞（51%），第二類是

專有名詞（14%），第三類是動詞，比例與第二類接近，第四類為形容詞（9%），

第五類為社交詞彙（8%），第六類功能詞僅佔 4%。 

    而兒童初期詞彙的獲得可歸納為感知與功能兩種主要的理論： 

       Clark（1973）提出兒童的早期詞彙的獲得是基於物質的感知特點：如顏色、

形狀、大小、聲音、味覺及材料。兒童最終要學會如何將物質的基本感知特性與

其他物質的概念區分開來，正確地把這些詞分門別類出來。 

    Nelson（1974,1978）提出兒童的早期詞彙的獲得是基於事物的功能意義：如

兒童運用外型與功能兩方面去辨認新物質，但是，一旦兒童有機會玩弄這些東

西，功能特性起了更大的作用。因此 Nelson 聲稱兒童最初形成的單字概念是基於

功能，然後才包括其他物質的特性。 

    Clark 與 Nelson 的詞彙獲得理論是，兒童根據感知或是功能的概念區分詞彙，

並且學習之。 

 Rosch, Mervis, Gray, Johnson & Boyes-Braem（1976）指出許多分類多具有階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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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亦即某一層類別中的所有例子，必定是另一層類別的例子（表二-4）。（1）

非常普遍的為超基礎層次（the superordinate level）；（2）非常特殊性的隸屬層次（the 

subordinate level）；以及中等普遍性的基礎層次（the basic level），其中基礎層次具

有最大的區辨效度。 

 

表三-4：Rosch et al 超基礎層次、基礎層次與隸屬層次的實例 

超基礎層次超基礎層次超基礎層次超基礎層次    基礎層次基礎層次基礎層次基礎層次    隸屬層次隸屬層次隸屬層次隸屬層次    

傢俱 椅子 邊桌 

動物 鳥 金絲雀 

食物 蔬菜 蘆筍 

工具 鐵鎚 大頭釘鎚 

交通工具 汽車 蓮花跑車 

（資料來源：林美珍，1996，兒童認知發展兒童認知發展兒童認知發展兒童認知發展，頁 301） 

 

     Rosch et al 驗證了兒童習得詞彙的概念，最早是掌握了詞彙高區辨效度的特

徵，也就是習得了基礎層次的詞彙。因此兒童習得詞彙不僅是操縱語音，更是要

了解詞彙本身的概念（語義）。 

 Slobin（1971, 1986）將認知理論應用於兒童語義的習得上，在論證中指出

所有語言裡，語義的學習依賴認知發展，而此發展的順序取決於語義的困難度而

非結構的困難度。語言發展的兩大指標牽涉到功能和形式兩個層次： 

 

一一一一、、、、    在功能層次上在功能層次上在功能層次上在功能層次上，，，，語言的發展是跟著概念的形成和溝通能力同步成長語言的發展是跟著概念的形成和溝通能力同步成長語言的發展是跟著概念的形成和溝通能力同步成長語言的發展是跟著概念的形成和溝通能力同步成長，，，，並並並並

和天賦的內在認知架構能力結合運用和天賦的內在認知架構能力結合運用和天賦的內在認知架構能力結合運用和天賦的內在認知架構能力結合運用。。。。    

二二二二、、、、    在形式層次上在形式層次上在形式層次上在形式層次上，，，，語言的發展是跟著知覺和訊息處理的能力同步成長語言的發展是跟著知覺和訊息處理的能力同步成長語言的發展是跟著知覺和訊息處理的能力同步成長語言的發展是跟著知覺和訊息處理的能力同步成長，，，，並並並並

和天賦的文法知識能力結合運作和天賦的文法知識能力結合運作和天賦的文法知識能力結合運作和天賦的文法知識能力結合運作。。。。     

    

    舉例而言，「媽媽」一詞對於兒童的功能層次上，在經過兒童現有的「語義語義語義語義

特徵特徵特徵特徵」（Semantic Features）機制的處理後，是為一〔+女性〕、〔+親密〕、〔+不可替

代〕等語義之認知架構，而後在形式層次上在訊息處理上，運用樞紐語法將「媽

媽」作為一開放詞，在經過知覺等感官處理後賦予施事、受事、稱呼等結合語法

之語義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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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rey（1978）以為學會一個詞彙等於是要儲存大量的訊息， 

1. 知道這是一個詞。 

2. 知道它所屬的詞類（如名詞、動詞）。 

3. 知道它所屬的次類別(subclass；如可數名詞、不及物動詞等)。 

4. 知道它的語義特性，例如 drink 的語義特性表示有一個施事者，另一個語

義特性是它的受詞是液體的東西。 

5. 知道這個詞在孩子的概念系統(system of concepts)中的地位，例如，單詞

stone 就可以和孩子自己已有的「物質」概念結合。 

6. 知道它和孩子已學會的其他單詞間的關係。例如 bigger 和 big 有關。 

 

    兒童習得詞彙是一件龐大的工作，一個看似簡單的「字」竟然需要多重難度

高處理過程，正是因為如此繁瑣的過程，兒童能夠控制並且運用之，甚至若是交

際作用大的詞彙，兒童習得的效率也相對較高。 

    孔令達孔令達孔令達孔令達、、、、陳長陳長陳長陳長輝輝輝輝（1999）曾指出：「兒童在習得各種語言成分時，其習得時間的

早晚不僅受該語言成分語義理解難度等因素的制約，而且與該語言成分在交際中的作用

與地位有關-作用越大，越具有不可替代性，優先習得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正如同兒童習得詞彙並不只限於語音，並且延伸至語義特徵，更有詞彙句子

化的結構，也就是有語法的產生。最後完成語音-語義-語法三面一體的語言知識

獲得。 

     

三三三三、、、、語法語法語法語法    

                Chomsky（1965）以為儘管語法規則具有如此高度抽象的本質，兒童卻能在

那麼短的時間內精通母語，此因為語言天賦的存在。但此天賦需要外在的機制啟

動之、豐富之，並且逐漸展現此能力。 

Brown （1973）、、、、Bowerman（1973）認為兒童的早期語言並不具備語法概念，

而只表達一定的語法關係。表達其語法關係是以格語法之語義為基礎，Bowerman

以為格語法之語義關係沒有語法關係那麼抽象，因此較易為兒童掌握。    

朱曼殊朱曼殊朱曼殊朱曼殊（1991）歸類出在兒童早期語言單詞階段有以下三個特點：一、和動

作緊密結合；二、意義不明確，語音不清晰。成人必須根據說話的上下文猜測；

三、詞性不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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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5：單詞語言中的語義關係 

語法關係語法關係語法關係語法關係    例句例句例句例句    

稱呼 「爸爸」，看著爸爸時。 

表示意志 「媽」，看看母親，看看奶瓶。 

施事 「爸爸」，聽到爸爸回來了。 

受事 「娃娃」，一邊把娃娃扔到地上。 

行動 「拿拿」 

狀況 「掉」，指著扔掉的東西。 

所有 「媽媽」，指著媽媽的鞋。 

地點 「床床」，被大人放在床上。 

（資料來源：靳洪剛，1997，語言獲得理論研究語言獲得理論研究語言獲得理論研究語言獲得理論研究，頁 47） 

 

    表二-5 兒童在單詞階段就應用有限的詞義與人溝通，但是卻強烈地依靠語

境，並且需要自我的解釋才能讓詞義更富有意義，讓他人了解其溝通目的。之後，

進入雙詞階段。 

  兒童在 1歲半開始進入雙詞階段，此雙詞階段的特性為句子只有實詞沒有虛

詞，但雙詞期的詞序具有一定的規律性。    

                McNeil（1970）提出的樞紐語法（pivot grammar）17是為兒童語言的初期語法

（約略是 18 個月大）。通常在兒童最初說的兩個字所組成的句子中，可以觀察到

兩個不同的詞類，而不是隨意兩個字的組合而已。以句法意義端看 McNeil 的論

點，McNeil 的結構是表面形式，卻無法闡述雙字詞間的語法關係和語義關係。 

    Bloom（1970）、Brown（1973）、Brown & Cazden & Bellugi（1969）均認為兒

童在語言發展初期就已具有一定的語法系統，諸如主語、賓語、名詞、動詞等語

法概念。因此儘管兒童早期語言只能表達兩個字或詞，但只要仔細檢查雙詞的上

下文就可知道雙詞句具有較語言形式更複雜的意義。這種運用情境及其他非語言

                                                        
17
McNeil（1970）用中心詞結構說解了這一時期的幼兒句子。他說：「對從語言剛開始出現一定

構造的一歲半幼兒那採集到的語言進行分佈分析，就會發現至少會出現兩組的單詞，一組由使

用頻率高的少數單詞組成-p（中心）組，另一組是使用頻率低由多數單詞組成的-o（開放）組。

p 組的單詞（中心詞）絕大部分和 o組的單詞（開放詞）組合出現，決不會單獨出現，而且也

不會出現 p 組單詞組合的現象。另外，在 o 組新單詞增加迅速，在 p 組新單詞增加速度緩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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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解釋兒童雙詞句的方法被 Bloom 稱為是對兒童語言的「豐富解釋豐富解釋豐富解釋豐富解釋」（rich 

interpretation）。 

                    Brown（1973）對兒童語法關係之觀察加入語義，以華語的例句呈現。 

 

表三-6：Brown 雙字期兒童語言的語義關係 

語法關係語法關係語法關係語法關係    例句例句例句例句    

稱呼 是媽媽 

要求添加 還要狗狗 

不復存在 沒有貓貓 

施事+行為 媽媽看 

行為+受事 看燈燈 

施事+受事 媽媽鞋鞋（媽媽拿鞋鞋） 

行為+地點 不坐椅 

擁有者+擁有物 奶奶襪襪 

物質特性 大貓貓 

指示詞+施事 那個妹妹 

（資料來源：靳洪剛，1997，語言獲得理論研究語言獲得理論研究語言獲得理論研究語言獲得理論研究，頁 51） 

 

    隨著年齡的增長，雙詞的訊息載量已不足以讓兒童所滿足，因此在兩歲半

後，兒童出現電報句的語法階段。 

    電報句階段是雙詞句階段的擴展，這一階段的語句仍然比較簡略，主要是一

些傳遞信息的關鍵詞，但是，已有成人語法的雛型。如，開始建立句子的基本模

型（S-V-O）的主謂賓結構；句子表義較為複雜化與明顯化，即在雙詞階段，兒

童說話的參照點是「此時此地」（Now and Here），而電報句階段開始出現對過去

發生的事件和將要發生的想像性事件進行談論（李宇明，1995）。 

    其後，進入兒童語言發展後期階段，即早期語言結構的充實擴大與語義語法

的再認識過程。 

    兒童後期的語言獲得以 Nelson and Nelson（1978）所指出的「鐘擺現象鐘擺現象鐘擺現象鐘擺現象」論

點做一綱要的總結：無論是詞彙發展還是語法發展，語法再認識過程都具有普遍

規律。最初新的結構或新詞彙是做為相互聯繫的成分應用的。當兒童開始意識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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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的語法關係，他們往往將這種關係擴大到所有的語言形式上。當這一分析在

應用中呈現為明顯錯誤時，他們開始返回原路，進一步分析限定語法關係的應用

範疇。這種曲折前進的獲得過程即是兒童語言發展過程中「鐘擺現象鐘擺現象鐘擺現象鐘擺現象」，即語言

獲得像鐘擺一樣一來一去，並不是直線上升，只有到了一定程度，兒童才能將語

言融會貫通，正確使用。 

 

    兒童的語言發展之階段通性，也同華語兒童的語言發展： 

    朱曼殊朱曼殊朱曼殊朱曼殊（1991）指出，中文兒童從單詞句、雙語句到完整句的過渡中，需要

經歷幾個不同的階段：1.簡單單句階段；2.複雜單句階段；3.複合句階段。 

    關於兒童漢語中的動詞、方位詞、形容詞等的語言發展也有階段性。 

    孔令達孔令達孔令達孔令達等（2004）對動詞的研究： 

    動作動詞（1:0）18＞趨向動詞（1:1）＞心理動詞（1:2）＞存現動詞（1:4）

＞能願動詞/判斷動詞（1:6）＞使令動詞（2:0）。 

                孔令達孔令達孔令達孔令達等（2004）對形容詞的習得研究為： 

    外部特徵、性質評價、機體感覺形容詞（2:0）＞品性行為、事件情景形容

詞（2:6）＞情緒感覺形容詞（3:0）＞社會生活形容詞（4:6）。 

                孔令孔令孔令孔令達達達達等（2004）對方向詞的研究： 

    裡、上（2:0）＞外、下（2:6）＞前、後（3:6）＞中、旁（4:0）＞左、右（4:6） 

 

    語言發展的階段性除了生理因素的發展外，更重要的關鍵則為兒童的認知發

展，此認知發展部分將在認知發展一節中再論述。 

    由語言知識中的語音、詞彙、語法的歸納下，筆者認為兒童習得母語是遵循

一定的規則發展，這個規則會因個人的因素產生些許的差異，但是大體上，語言

發展必然經歷階段性是符合於每個兒童習得每個語言。 

    然而語言發展並非單方運作，而是依附於兒童的對外界事物的認知發展，所

以認知發展對兒童學習語言的重要性是不容置疑。關於兒童的認知發展，主要的

論述者為 Piaget。 

     以下，本論文進入與語言發展息息相關的兒童認知能力。 

 

                                                        
18

 此代表一歲零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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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四四四四節節節節        兒童認知發展兒童認知發展兒童認知發展兒童認知發展    
 

 Piaget 認為「知識本質是透過外在操作及內在思想發展而來」（Piaget & Inhelder, 

1969）。認為兒童認知發展包含四個階段，即感覺動作期、前運思期、具體運思

期和形式運思期。此四個階段循序發展，且每個階段都是下個階段的基礎。 

 

一一一一、、、、認知發展理論概念認知發展理論概念認知發展理論概念認知發展理論概念：：：：    

                基模基模基模基模（Scheme, Schema）：認知的結構單位，是一個或一組觀念（idea）、態度

（attitude）、信念（belief）、動作（action），隨著認知的增長，基模在質與量上逐

漸相互整合成較大較高層次的知識系統。 

                順應順應順應順應（Adaptation）：個體是知者（the knower），環境是被知者（the known），

順應是知的過程（the knowing process）。亦即個人與環境互動時，透過順應來認識

及控制環境。順應包含同化順應包含同化順應包含同化順應包含同化（assimilation）與調整與調整與調整與調整（accommodation）兩種過程。

同化（Assimilation）：當外在環境產生刺激，個體以他已存的認知結構進行核對

來處理新訊息，亦即改變外在事物來順應現有，此為同化過程。調整

（Accommodation）：當外在環境產生刺激時，個體可能將已存的結構做修改或增

加新的認知結構，亦即改變原有的認知結構來處理環境中的事物，此為調整過程。 

                平衡化平衡化平衡化平衡化（Equilibration）：係指同化與調整兩種順應過程之間的平衡狀態，在

發展的歷程中，個體會不斷地遭遇環境的新刺激，致使個體產生矛盾及失衡，而

需重新對刺激做出合適的順應，才能使心智獲得平衡，因此平衡化是個體平衡化是個體平衡化是個體平衡化是個體知知知知識發識發識發識發

展的基展的基展的基展的基本原則本原則本原則本原則。 

 

二二二二、、、、認知發展理論階段認知發展理論階段認知發展理論階段認知發展理論階段：：：：    

    感覺動作期感覺動作期感覺動作期感覺動作期（Sensorimotor Stage, 0-2 歲）：嬰兒運用出生後具有的視覺、觸覺

及基本反射能力來認識外在環境，主動追求新奇事物，並經此創造出更多的基

模。運用同化及調整的過程，從本能的反射動作到有目的的活動，嬰兒逐漸地增

加其順應與控制環境的能力。因手觸為真手觸為真手觸為真手觸為真（hands-on）的認知方式，使早期嬰兒

對於看不見的東西即認為消失不存在。稍長至一歲左右，嬰兒會尋找從眼前消失

的物體，這表示已開始發展物體恆存（object permanence）的概念，即嬰兒開始了

解人或物雖然暫時不見，但仍然存在的道理。在感覺運動期將結束時，嬰兒能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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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記憶來模仿動作，稱為延後模仿延後模仿延後模仿延後模仿（deferred imitation），也有包括語言在內的表象表象表象表象

功能功能功能功能（symbolic function）出現，即開始對事物建立符號（symbol），而在下一階段

前運思期會有更顯著的發展。 

    前運思期前運思期前運思期前運思期（Preoperational Thought Stage, 2-7 歲）：此階段兒童會運用不同的心

智符號思考事物，逐漸以語言來表達思想，具有豐富的想像力，仍無法分辨事實

與幻想，僅憑直覺來判斷事物，又可分為概念前階段（2-4 歲）及直覺階段（4-7

歲）。其特徵如下： 

                自我中心自我中心自我中心自我中心（egocentrism）：兒童以自我的觀點著眼，無法從他人的角度看事物，

以為自己是現實中的中心人物。 

                萬物有靈觀萬物有靈觀萬物有靈觀萬物有靈觀（animism）：認為任何物體都具有生命，並能夠從事人類活動。 

                象徵遊戲象徵遊戲象徵遊戲象徵遊戲（symbolic play）：假裝或想像的遊戲，其內容與現實混合。 

                不可地性不可地性不可地性不可地性（irreversibility）：無法回溯一件事件的動作或情境，思想過程不合

於邏輯。 

                知覺集中知覺集中知覺集中知覺集中（perceptual centration）：集中注意於事物的一面，而忽略事物的其

他層面；甚至因而對事物有錯誤的判斷。 

    具體運思期具體運思期具體運思期具體運思期（Concrete Operational Stage, 7-11 歲）：此學齡階段兒童的思考特

徵已能從熟悉的經驗及具體的情境作推理的思考，他們了解相關（relation）的概

念，能依照物體兩種或兩種以上的特徵來分類（classification），也具有序列

（seriation）的概念，即依既定的原則來排列物體的順序。此期兒童較能從多方面

去思考事物，而不再僅憑直覺或片段的觀察來下結論，上一階段的知覺集中特徵

也由去集中化去集中化去集中化去集中化（decentration）所取代。思考具可逆性思考具可逆性思考具可逆性思考具可逆性（reversbility），因而此階段

兒童均以具備了守恆守恆守恆守恆（conservation）的概念。係指某物體的特徵（無重量），不

會因另一方面的特徵（如形狀）改變而有所改變。除重量守恆概念外，尚包括數

目、長度、體積、容積等守恆概念。 

    形式運思期形式運思期形式運思期形式運思期（Formal Operational Stage, 11 歲以上）：此期包括青少年至成人期，

主要是對抽象事物的思考。此階段青少年的思考越趨成熟，它們可將各種不同的

變數（如屬性、種類）做不同的組合。這些組合也許與事實不符或不存在，然而

在邏輯上卻是可能的，故又稱為假設演繹推理（hypotheitc-deductive reasoning）的

思考，其特色即在運用符號（symbols）工具，依命題的邏輯來思考（propostional 

reasoning）。形式運思期使人類智慧發展得以超越具體的現實世界，帶來了無限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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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的思想空間，雖然人類在 11 歲左右即開始具有此潛能，但並非人人都能充分

地加以開發利用，有些人到青少年晚期才達到，有些人在其一生中都未發展

（Piaget, 1972）。 

 同語言發展，認知發展也有其階段性，並且所有的兒童都以相同的次序階段

進展，各個階段的成功都基於前面階段之完成。表二-12 為分列式呈現 Piaget

的四個期別與其特徵。 

 

表三-7：Piaget 的認知發展階段 

期別期別期別期別 年齡年齡年齡年齡 特徵特徵特徵特徵 

感覺動作期 0-2 歲 

1. 憑感覺與動作認識外界事物 

2. 由本能性的反射動作到目的性的活動 

3. 具有物體恆存之概念 

4. 開始建立符號系統 

前運思期 2-7 歲 

1. 以自我為中心 

2. 能使用符號代表事物 

3. 萬物有靈論 

4. 知覺集中，無法看到事物的全面 

5. 直覺式思考模式 

具體運思期 7-11 歲 

1. 能以具體的情境作為推理的思考 

2. 具備序列及分類的能力 

3. 能理解可逆性的道理 

4. 能理解守恒的概念 

形式運思期 11 歲以上 
1. 能作抽象思考 

2. 能以假設驗證推理的科學方法來解決問題 

（資料來源：李淑杏等，2009，人類發展學人類發展學人類發展學人類發展學，頁 16） 

 

    表二-12 為 Piaget 提出的一系列的認知發展階段，每一系列都與個性發展及

認知發展相關。被劃分的這些階段也分別探討兒童在這些階段的進步，可以看到

他們從完全以自我為中心、對周圍環境一無所知的嬰兒發展成能運用邏輯、語

言，並用智力操縱環境從而認識世界運行的少年。 

      最後以一大面向梳理 Piaget 的認知發展理論。李丹李丹李丹李丹（1991）將 Piaget 的認

知發展分為四個階段，以下就兒童對直覺行動思維、具體形象思維和抽象概念思

維來了解： 



                                                                           第三章 文獻探討 

                                                                                

37 

 

 

1. 直覺行動思維：此時期相當於 Piaget 認知發展階段中的感覺動作期，從出

生到幼稚園小班，屬於行動的思維、手的思維，是一種直覺性行為。 

2. 具體形象思維：此期兒童有分類、次序運作、數目概念的結構、及空間

和時間的運作等。 

3. 抽象概念思維：使用概念，通過判斷、推理的思維形式達到對事物本質

特徵和聯繫的認識過程。 

 

兒童自小學開始，就逐步從以具體形象思維為主要形式過渡到以抽象概

念思維為主要形式。即兒童思維發展的一般趨勢為： 

1. 從歷程概括的演變來看，一般認為是從動作概括向表象概括，再向概念

概括發展。 

2. 從歷程反映的內容演變來看，是從反映事物的外部聯繫、現象到反映事

物的內在聯繫、本質；從反映當前的事物到反映未來事物的發展。 

  

三三三三、、、、語言發展與認知發展語言發展與認知發展語言發展與認知發展語言發展與認知發展實證實證實證實證    

     Piaget（1972）就主張認知的發展是在人類有機體位於非常核心的位置，且

與語言的發展有賴於認知的發展。Bloom（1976）指出語言發展的解釋有賴於對

語言認知基礎的解釋：兒童所知道的概念與知識，將會決定他們學習講話和理解

訊息的程度。Bickerton 更直接支持 Piaget 的認知發展階段論也出現在語言中。換

言之，按階段地在某一發展時段，人類會「蹦」出某些語言特質。 

     除了宏觀的認知與語言之間的關係外，微觀的對兒童語言發展的角度上，

Weir（1962）記錄孩子練習的獨特方式。他發現他的孩子晚上睡前會有一長段的

喃喃自語。這樣的喃喃自語在兒童身上其實很常見，這個練習的目的是和語言「玩

耍」。但是六歲兒童語言使用方面的改變顯示其他種類的認知成長。幼兒大聲對

自己說話亦對他人說話，而較大兒童則大都將此種對話內在化並使用它作為計畫

與表徵的目的。Piaget & Inhelder、 Gleitman 和 Wanner
19、Slobin

20皆有相關的研究，

                                                        
19
 Gleitman 和 Wanner（1982）在他們對兒童語言研究的評論中也指出：「兒童逐漸開始學習語

言的時機似乎是當他們開始具備有對外在世界事物分類的解釋能力時……，而學習者是以個人

對世界認知的主觀方式來決定語義和字彙之間的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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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明語言與認知的關係是密不可分的。 

    此外以關鍵期的角度而論，Piaget 認知發展觀點與語言習得的關鍵期間互有

獲得強而有力的支持。一般而論，兒童習得第二外語的關鍵期是在青春期，即大

腦完成側化之前。而此對等於 Piaget 認知發展理論中的最後一個階段，形式運思

期之前。 

    推溯至兒童呱呱墜地之時，他們即以他們所擁有的能力認識此世界所有的人

事物，並且盡其所能嘗試與外界交際語溝通，語言，他們發現是最佳工具。 

    下論以 Piaget 的認知發展觀點，配合孔令達孔令達孔令達孔令達等（2004）實際兒童語言發展語

言材料的統整，洞悉認知發展與語言發展的關係： 

 

1.1.1.1.主體與客體之間的相互作用主體與客體之間的相互作用主體與客體之間的相互作用主體與客體之間的相互作用    VS VS VS VS 名詞意義習得名詞意義習得名詞意義習得名詞意義習得    

    Piaget 認為，兒童認知的發展是在探索客觀世界的過程中，通過主體的同化

和順應取得自身與環境的動態平衡，從而適應客體，使主體的認知結構和認知操

作獲得系統化的發展。 

    例如，兒童在反覆匹配之後，能夠認識爸爸、媽媽與其他人物的區別，而將

爸爸、媽媽作為自己父母的專稱。兒童在同化和順應的相互作用下，獲得對客體

的初步認識，即達到平衡。兒童通過不斷建構自己的認知結構，不斷打破平衡和

取得新的平衡，使認知水平得到發展，從而習得相關的指人名詞或指物名詞的典

型意義。 

 

2.2.2.2.區分主客體關係區分主客體關係區分主客體關係區分主客體關係 VS VS VS VS 方位詞習得方位詞習得方位詞習得方位詞習得    

    一歲的兒童開始把自己和周圍的客體區分開來，產生了自我意識。之後隨著

主體與他人和外界環境相互作用的增多，這種意識有了發展，兒童不僅對自己的

面部特徵形成了較為穩定的圖式，而且認知了自己的身體的諸多特徵。在此基礎

上，當兒童的認知能力進一步發展時他們就能把自身的前後部位區分開來，並在

與成人和大齡兒童的交往中把他們和「前」、「後」方位的理解只侷限於自身的前

                                                                                                                                                                            
20
 Slobin（1971, 1986）在論證中指出所有語言裡，語義的學習依賴認知發展，而此發展的順

序取決於語義的困難度而非結構的困難度。語言發展的兩大指標牽涉到功能和形式兩個層次：

（1）在功能層次上，語言的發展是跟著概念的形成和溝通能力同步成長，並和天賦的內在認知

架構能力結合運用。（2）在形式層次上，語言的發展是跟著知覺和訊息處理的能力同步成長，

並和天賦的文法知識能力結合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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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部位。 

 

3.3.3.3.「「「「思維自我中思維自我中思維自我中思維自我中心化心化心化心化」」」」VS VS VS VS 方位詞方位詞方位詞方位詞、、、、指示代詞習得指示代詞習得指示代詞習得指示代詞習得    

    兒童的空間知覺包括長度、寬度和高度三個維度，主體對於空間位置的表徵

是從以自我為中心開始的，然後逐漸發展出能以他物為中心。年幼兒童受「思維

自我中心化」的影響，在進行方位辨別時首先選擇自身作為參照基準。在成人的

言語、動作雙重示範和不斷強化下，兒童通過自己的反覆練習逐步獲得對一些方

位的「固化」理解。 

    指示代詞的參照點涉及到對空間位置的把握，說話者必須考慮到自己及表達

對象所處的位置。早期兒童對空間未知的認知上不穩定，難以判斷空間上的遠指

和近指，語言心理上受自我中心話的束縛，話題未能擺脫此時此地的情景，遇到

在眼前的或熟悉的事物大都選擇這來表達。Piaget 曾指出，前運思期階段兒童不

能站在別人的角度，用別人的觀點來看待事物。 

 

4.4.4.4.具體形象思維具體形象思維具體形象思維具體形象思維 VSVSVSVS 形容詞形容詞形容詞形容詞、、、、動詞習得動詞習得動詞習得動詞習得    

     感覺運動期是兒童認知發展的起點。兒童憑藉著看、摸、聽、聞等方式來

了解關於物體的知識。視覺、聽覺、觸覺、味覺、嗅覺、空間等知覺等，在出生

後不久就已發生發展。可見，最早出現的認知能力是對物體外在特徵和機體內部

刺激的感知能力。正因為這兩種感知能力出現最早、發展最快，所以，在形容詞

的習得中，外形形容詞和機體感覺形容詞出現得最早。 

    動作動詞表是最具體的「行」的概念，趨向動詞表示空間位移的概念也比較

具體，心理動詞次之，心理的行為，從廣義的概念來看，它也表示行為，它們顯

示了動詞動態的一面。而存現動詞描述了物體存在的狀態，判斷動詞是對事理的

判斷，凡此種種，它們又顯示了動詞靜態的一面。越具體，動性越強的概念和現

象，兒童越容易把握，他們就會優先習得與這些概念相對應的詞類。 

      

     以上是由認知發展觀點搭配語言習得的內容，尤其以詞彙為主，但 Wellman 

& Gelman（1998）指出，許多概念是以一個以上的基礎架構來呈現，例如，人類

就是心理、生物和物體實體的結合。因此，Wellman & Gelman 建議，這種必備的

概念多重性（conceptual multiplicity）將協助於比較，形塑、顯現和創造新概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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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另外，孩童在任何一個架構中也使用至少兩個層次來分析，其中一個層次

捕捉表面現象（針對屬性來對照），另一個層次則突破較深的層級（根據關係來

對應）。所以，兒童習得詞彙不是單一搭配單一認知發展觀點，是以整體認知發

展影響兒童的語言發展。 

    

    在華語教學的範疇，施教者所提供給學習者的除語言學習外，也須重視附加

於語言中的意義學習與記憶力，尤其本論文的學習者是以兒童為研究對象。兒童

對於有意義的符號、象徵、動作等在對等於其認知結構的方式聯結後，才能以同

化與調適等歷程與其已有的認知結構建立關聯性，之後在新知識與新認知結構取

得平衡時，兒童的認知結構與學習活動才能產生互動，最後鞏固新認知結構。 

     不論是語言發展亦或是認知發展，面對學習者為是時時刻刻都在成長的學

童，施教者都必須清楚掌握學習者的現有的能力與其潛力。又因為本論文是以華

語為外語的兒童教材為基調，語言發展與認知發展理論及實踐都應與現有的兒童

華語教材結合，因而教材的評量與應用也是施教者所應側重的章節。 

 

第第第第五五五五節節節節        教材評量教材評量教材評量教材評量    
      

    評量（evaluation）是運用科學方法和技術，蒐集有關學生學習行為及其成就

的正確可靠資料，再根據教學目標，就學生學習表現情形，與以分析、研究和評

斷的動態過程。 

     Sutherland（1997）引 Nunan 對「評量」的定義所說的，「評量」是我們用來

判定一個學習者技能和知能程度的一系列過程（“a set of processes through which we 

make judgments about a learner’s level of skills and knowledge“）；換言之，教師不應是

評量為武器，讓學生敬畏其所教之科目，而應藉由評量來判斷學生是否以學習到

授課之重點，進一步提升其知識與技能。Sutherland（1999）在他的報告中談到

Scottish Office Education Dept. 對「評量」的定義是一種教師可藉由訊息之取得而

對學生做專業判斷的方法（“the means of obtaining information which allows the teacher 

to make professional judgments about pupils‘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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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評量如 Sutherland（1999）所言可達到以下幾個目的： 

1. 評估學生進級學習之潛力； 

2. 確認學生之學習進度； 

3. 開發學生之學習潛能； 

4. 診斷學生之學習困難； 

5. 調適學生個人之功課； 

6. 給予學生學習方式之回饋。 

    而且教師亦可從評量得到以下的回饋： 

1. 修正教法之效度； 

2. 評估教材之適度； 

3. 適整教案之進度。 

    

    教學評量可分為「形成性評量」（formative evaluation）和「總結性評量」

（summative evaluation）兩種。前者係在教學過程中，就教師的教學情形與學生的

學習表現加以觀察和記錄，通常採用評定量表為工具，進行非正式的評量；後者

係在教學活動之末或結束之後，以定期考試或測驗的方式考察教師的教學成果與

學生的學習成就，通常採用標準化學科測驗及教師自編課堂測驗為工具，進行正

式的評量。茲將上述兩種評量方式加以比較如表二-14： 

 

表三-8：形成性、總結性評量之比較 

比較項目比較項目比較項目比較項目    形成性評量形成性評量形成性評量形成性評量    總結性評量總結性評量總結性評量總結性評量    

功能 

提供學生進步的回饋資料，指出

教學單元結構的缺陷，以便實施

補救教學。 

在某一教學單元、課程或學期之

末，就學生們的學習成就進行評

量，決定其成績的等第、及格與

否。 

時間 教學進行中。 教學之末。 

評量重點 

認知方面的行為表現，學習態

度、方法和習慣。 

一般以認知行為為主，但有些科

目也涉及技能、情意方面的學學

成果。 

工具類型 為教學需要而特別設計的評量 期末或教學單元結束時的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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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評定量表、作業及其共同

訂正、口頭考問、實際演示。 

（資料來源：簡茂發，1990，教學評量原理與方法。出自：國民小學學習成就評量理國民小學學習成就評量理國民小學學習成就評量理國民小學學習成就評量理

論與命題示例彙編論與命題示例彙編論與命題示例彙編論與命題示例彙編。頁 5） 

 

    對於語言方面的教學評量，楊玉笙楊玉笙楊玉笙楊玉笙（2006）提出語言測驗與語言教學關係密

切，當外語教學從結構式操練轉向溝通交際能力的培養，測驗方法也有所變革；

要提升對外漢語教學品質非提升測驗品質不可，並且將對外漢語測驗中的語法測

驗分為：對比測驗法、結構測驗法、功能測驗法，以及邏輯推論測驗法。 

    楊玉笙楊玉笙楊玉笙楊玉笙（2006）檢視教材習題，由於教材需協助學習者建構新的語言知識與

習慣，側重知識、理解的練習無可厚非。因此，測驗題除了題型應多樣化外，測

驗考察的認知層次也必須朝向應用、分析提升，一方面增加學習的挑戰性，另一

方面也提高測驗題與受試者之間的互動性。 

    綜上，華語為外語之兒童教材，其中的習題可為形成性評量的一類，雖然楊

玉笙所提及的語言測驗是專屬於語法測驗，兒童教材中的練習評量秉持考察語言

知識外，更想將測驗的形式多元化，增加學習的挑戰性與互動性。然而評量的目

的之一是確認學生之學習進度，但是兒童的認知能力是一動態正在發展的系統，

所以了解兒童的認知心理過程，對於診斷學生之學習困難，無論是在語言上，抑

或是認知發展上與開發學生之學習潛能皆有助益。 

    語言發展與認知發展理論及實踐與兒童華語教材的結合度，需一客觀的指標

評比，因此，以下將論及教材評審文獻與語言發展及認知發展理論之聯結，並且

根據教材評選的準則檢驗現有的兒童華語教材。 

 

第第第第六六六六節節節節        教材評選教材評選教材評選教材評選    
 

     兒童華語教材在教材編寫上，近年來有李潤新、陳曦等研究，但在教材審

用上，卻無相關之論述。因此本研究建基在語言發展與認知發展理論上，應用教

材評選準則，評述對外華語兒童教材。 

     教材評審之原則理念與課程設計、教材編寫及教材評審流程中的關係，大

致如圖二-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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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3：課程設計、教材編寫、及教材評審流程 

（資料來源：施玉惠，2000：國小英語教材之評審——資格審 VS 選用審。出自：第第第第

十七屆中華民國英語文教學研討會論文集十七屆中華民國英語文教學研討會論文集十七屆中華民國英語文教學研討會論文集十七屆中華民國英語文教學研討會論文集。頁 215。） 

 

    施玉惠（2000）綜合 Cunningsworth（1995）、Grant（1987）、Sheldon（1988）

等教材評估準則歸納三大面向： 

課程綱要訂定/修訂 

需求分析 

教材編寫 

教材資格審 

教材選用審 

使用後評估 

部訂教科書審查 

規範及編輯指引 

校訂教材評選指標 

教材使用後評估指標 

教材使用/試用 

教學目標研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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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教材須符合學生之興趣、需求、程度、與社會文化背景。 

（2） 教材須符合課程綱要，反映教學目標。 

（3） 教材編纂須根據外語習得理論與最新外語教學方法。 

 

     因而提出英語教材之編輯必須貫徹應與課程的三大目標：(1)培養學生基本

的英語溝通能力；(2)培養學生學習英語的興趣與方法；(3)增進學生對本國及外

國文化習俗之認識。可見英語學習，除了增進語言能力，促進對文化的了解也是

十分重要的。 

 

    關於教材審查之部分本研究參考施玉惠（2000）的九年一貫英語科教科書審

查歸21、葉錫南（2007）的英語教科書評鑑表22、Miekley（2005）ESL Textbook Evaluation 

Checklist
23等三種以英語為外語之教材之評鑑標準。施玉惠的評鑑表包括七項：(1)

教材整體評估；(2)語言成分：字母、發音、字彙、句型；(3)語言能力：聽、說、

讀、寫及綜合應用能力；(4)編印設計；(5)教學指引；(6)學生習作；(7)教具與輔

助教材；葉錫南的評鑑表分為六項：(1)課程目標；(2)學習內容；(3)內容組織；

(4)教學實施；(5)輔助措施；(6)出版特性；Miekley 則有(1)Content；(2) Vocabulary 

and Grammar； (3)Exercises and Activities；(4) Attractiveness of the Text and Physical 

Make-up 等四項。 

 

    因為於對外兒童華語教材乃是一新興領域，所以應有一教材評選的模式提供

教學者亦或是編製教材者為參照。其中施玉惠的評鑑表是為「國小英語教材」所

評審設計的，較適用於本論文的研究範圍。因此以施玉惠的評鑑規準為基礎，融

合葉錫南與 Miekley 之標準。 

 

 

 

 

                                                        
21

 見附錄一 
22

 取自網站 http://php.hceb.edu.tw/~fdt/modules/newbb/dl_attachment.php?attachid=1170246681&post_id=155 

   見附錄二 
23

 見附錄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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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示與小啟示與小啟示與小啟示與小結結結結    
    

    研究者認為對外兒童華語教材探討-以語言發展與認知發展的兩層面研討，

可先由相同理論架構通盤考量，之後專述語言發展與認知發展的細則。因為語言

發展聯繫實際的語言材料，因此論述兒童華語教材時，配搭實際兒童華語語言發

展的相關研究論證之，並且以一評審模式審核之。關於認知發展的討論，也是先

以認知發展中階段理論細則呈現之，與兒童華語教材中的相關評量練習搭建，經

由評量問卷的發放與整理，梳理認知發展與兒童華語教材的關聯度。最後，將以

語言發展與認知發展兩層面之教材評量和兒童華語教材，點、線、面的建構為一

體三角的關係。 

 

(一) 語言發展之點： 

—  語言發展的理論：先天論、經驗論、認知論、交互作用論。 

—  語言發展的實證：語音、詞彙、語法等言語活動。 

 

    （二）認知發展之點： 

—  認知發展理論概念：基模、順應、平衡化。 

—  認知發展階段理論：感覺動作期、前運思期、具體運思期、 

                   形式運思期。 

—  具體認知發展歷程：保留、系列、種類、數目。 

 

    （三）語言發展與認知發展之線： 

     —  語言發展實證配以認知發展理論，洞悉認知發展與語言發展關係。 

 

 

    （四）兒童對外華語教材與語言發展之線： 

     —  以現有的兒童對外華語教材論以語言發展的理論與實證。 

 

    （五）兒童對外華語教材與認知發展之線： 

     —  將現有的兒童對外華語教材之練習評量以認知發展的理論與實證進行  

         論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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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兒童對外華語教材、語言發展及認知發展之面： 

              因為教材是牽動教師、學生、教學方法的環節，所以兒童教材對

於掌握兒童的語言發展能力，與兒童時時刻刻在成長發展的認知發展

的緊密度是本研究想要探求並且評析之部分。 

綜上，本研究是一種用以達成了解兒童華語教材、語言發展、認

知發展目標的工具和方法，而不是目的本身。透過對於兒童華語教

材、語言發展、認知發展的認識，提供教學者評選編製教材的參考，

並且清楚兒童的能力，之後以豐富的學習情境與適切的輔導，使兒童

學習華語的潛能得以充分發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