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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五五五五章章章章        兒童華語教材與認知發展兒童華語教材與認知發展兒童華語教材與認知發展兒童華語教材與認知發展 

    

    本章將針對華語為外語之兒童教材中的評量練習與兒童認知發展作一量化

的分析。第一節概述兒童華語教材中的評量練習與認知發展的關係。第二節則針

對研究的結果分析兒童的認知與其國別、語言、性別、年齡的關係。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現有現有現有現有對外華語對外華語對外華語對外華語兒童兒童兒童兒童教材評量練習教材評量練習教材評量練習教材評量練習評析評析評析評析    

                陳純音陳純音陳純音陳純音（1999） 歸類兒童英語教材之評量類型中可簡單分成四類：1.辨識

型（identification），2.配對型（matching），3.應用型（application），4.綜合型

（combination）。第一類的題目包括所謂的字母、語音、字彙、句型的圈選、上

色、畫畫等，第二類大多屬於音（或字）與圖、字與字、圖與圖及字與圖等配對、

連連看，第三類則在評量學生字彙與句型的應用能力（如：訪談、做書卡或故事

書等），第四類是聽說讀寫綜合的評量。 

    華語為外語之兒童教材中的評量練習基本上也包含了此四種類型，作為聽、

說、讀、寫等四個語言能力的訓練。但是，兒童華語教材也秉持漢字學習的特點，

也就是說，多了漢字書寫的練習。 

    本研究觀察兒童華語教材中的練習評量，有為了協助學習者鞏固語言能力的

練習。可是外語學習不能僅限於語言學習，Bialystok （1991）、Collier（1987，1989）

等強調學童需在學科知識環境中學習外語。 

    雖然目前的兒童華語教學還是以語言學習為主，但是在評量練習部分，有學

科知識補充的題型。這也可說是藉由語言學習而學習知識。而根據 Mayer（1981）

的知識分類，有語義知識（Semantic Knowledge）：是指一個人對世界的事實知識；

程序性知識（Procedural Knowledge）：意謂個體在特殊情境下所使用的算則，或一

系列的步驟；策略性知識（Strategic Knowledge）：指的是如何去學習、記憶以及

解決問題的一般性方法。所以而除了一般漢語的語言學習，兒童華語教材還含有

語義知識、程序性知識與策略性知識的評量練習。 

    關於知識性的學習，從認知發展的角度而言，也就是皮亞傑學派的論點分得

三種類型：即物理知識（physical knowledge）、數理知識（logical-mathematical 

knowledge）、與社會知識（social-arbitrary knowledge）。每一類型知識的攝取方式

固然不同，但是都與兒童的行動有關：物理知識是兒童直接從物體中攝取而得



華語為外語之兒童教材研究-以兒童語言發展及認知發展過程探討 

 

85 

 

的；數理知識係兒童從他對物體採取的行動而獲得的，與得自物體本身的特質不

同；社會知識則得自兒童與他人的交互作用。有關三者，Wadsworth（1978）分

別從定義、獲得方法、增強物、知識範圍舉例等項列表說明。 

 

表五-1：Wadsworth 對知識的區分 

    物理知識物理知識物理知識物理知識    數理知識數理知識數理知識數理知識    社會知識社會知識社會知識社會知識    

定義定義定義定義    
有關物體之物體特性

的知識 

抽象的知識 由人獲得的知識 

獲得方式獲得方式獲得方式獲得方式    

藉著對物體行動而發

現；物體是來源 

從對物體行動而發

明；行動是來源 

來自對人行動或與人

交互作用而獲得；人

是來源 

增強物增強物增強物增強物    物體 物體 他人 

知識範圍舉例知識範圍舉例知識範圍舉例知識範圍舉例    

大小、顏色、質料、

厚度、味道、音色、

彈性、密度 

數目、質量、區域、

體積、長度、種類、

次序、時間、速度、

重量 

語言、道德規則、價

值、文化、歷史、符

號系統 

     

根據 Mayer 與 Wadsworth 對知識的分類，兒童華語教材的評量練習可細分成：

一、須由從他人獲得的對世界事實的認識的語義知識（社會知識）；二、程序性

的需要演算數理的知識；三、對物體的認識物理知識；四、物理知識與社會知識；

五、程序性知識與物理知識。這些知識是在兒童學習華語時也會依附在教材中的

練習內，因為如同於體裁的多樣性，評量兒童學習華語的成效也需要多樣性，並

且融入相關的學科知識中-泰半與數學和推理的知識有關。本研究將兒童華語教

材多樣化的類型歸納成以下八種評量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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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程序性需演算數理的知識-1： 

如圖五-1 是需將每朵顏色不同的鬱金香上的數字須以花上的蜜蜂數

相同，兒童需運用到數學算式中的減法，即鬱金香上的數字減去花上

的蜜蜂數才能得到正確答案。因此： 

黃色的鬱金香上的蜜蜂數需再加上兩隻（3-1＝2）； 

紅色的鬱金香上的蜜蜂數需再加上兩隻（4-2＝2）； 

藍色的鬱金香上的蜜蜂數需再加上兩隻（5-3＝2）。 

 

    

    

    

    

    

    

    

    

    

    

    

    

 

 

 

圖五-1：兒童華語教材練習評量(1) 

（圖片來源：《美猴王漢語》A，頁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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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程序性需演算數理的知識-2：    

如圖五-2 是將圖片中所出現的物品與動物加總算總和，兒童需先有辨

識物品的能力以及數學運算中的加法能力，才能得到正確的答案。因

此： 

貓共有一隻； 

尺共有兩把； 

金魚共有三條； 

色筆共有八枝； 

糖果共有四顆； 

書共有七本。 

    

    

    

    

    

    

    

    

    

    

    

    

    

    

    

    

圖五-2：兒童華語教材練習評量(2) 

（圖片來源：《漢語樂園》1A，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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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對物體的認識物理知識-1：    

如圖五-3，兒童需要辨識物體的大小、長短、高低等物理特性，即具

有關物體之物理特性的知識。在同個物體中做比較，找出最大、最高、

最短的物品。因此兒童需圈選出： 

最大的蘋果； 

最小的書本； 

最高的大樓； 

最短的尺。 

    

    

    

    

    

    

        

    

    

    

    

    

    

    

    

    

 

圖五-3：兒童華語教材練習評量(3) 

（圖片來源：《漢語樂園》2B，頁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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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對物體的認識物理知識-2： 

如圖五-4，兒童需找出兩圖中的不同處。這也是對物體的特性認知的

體現。兒童運用認知物體的個別特徵，如大小、顏色、高低等在比較

兩圖的細微差別。因此，兒童需圈選出 B圖不同於 A圖的： 

蜜蜂的左右位置； 

棒球帽的前後位置； 

左眼的閉與眨； 

棒球衣上「K」標記左右位置； 

襯衫上條紋粗細差別； 

鞋底上顏色差異； 

滑板板緣顏色差異； 

滑板輪子顏色差異。 

 

 

 

 

 

 

 

 

 

    

    

    

    

    

 

圖五-4：兒童華語教材練習評量(4) 

（圖片來源：《美猴王漢語》B，頁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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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對世界事實認識的語義知識（社會知識）-1：    

如圖五-5，兒童須有對世界事實的認識，才能得知各種生物與其仰賴

維生的食物。這些語義知識是來自對人行動或與人交互作用所獲得，

換言之，兒童所獲得的社會知識是從其生活經驗中的體驗互動，或是

從他人的經驗中汲取。因此： 

青蛙吃蝴蝶； 

斑馬吃草； 

貓熊吃竹筍； 

松鼠吃松果。 

    

    

                                        

    

    

    

    

    

    

    

    

    

    

    

    

                                                            

圖五-5：兒童華語教材練習評量(5) 

（圖片來源：《美猴王漢語》A，頁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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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對世界事實認識的語義知識（社會知識）-2： 

如圖五-6，兒童須有各類食物的認知，並且區別之間的不同。這個區

辨是最具有概括性的上級類概念的辨別，而非基本類概念間的不同。

換言之，兒童需要知道食物，如蔬果類、飲料類、魚肉類等上級類的

不同，而非區別基本類，如玉米、可樂、豆子等在大小、顏色上的不

同。因此： 

玉米、可樂、豆子、番茄的不同是飲料類的可樂； 

豆子、馬鈴薯、玉米、牛奶的不同是飲料類的牛奶； 

馬鈴薯、稻穀、魚、玉米的不同是魚肉類的魚； 

稻穀、馬鈴薯、南瓜、蝦子的不同是魚肉類的蝦子。    

    

    

    

    

    

    

    

    

    

    

    

    

                

    

圖五-4：    

 

圖五-6：兒童華語教材練習評量(6) 

（圖片來源：《漢語樂園》A，頁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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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物理知識與社會知識： 

如圖五-7，兒童需要知道各個物品的物理特性，並藉由與他人的互動

與教導知道何種物品，如衣物類可放入衣櫥內。所以此評量練習是包

含物理知識與社會知識的學習，因此，兒童需了解何種物品可放入衣

櫥並且著色： 

襪子； 

長褲； 

短褲； 

裙子； 

手套； 

帽子； 

外套。    

    

    

    

    

    

    

    

    

    

    

    

    

    

    

    

    

圖五-7：兒童華語教材練習評量(7) 

（圖片來源：《美猴王漢語》2A，頁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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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策略性知識與物理知識： 

如圖五-8，一系列的故事性圖片，兒童注意到圖片裡物體的缺少，依

序編排事物的發生先後順序。雖然無數理運算，但是兒童需利用邏輯

推理的能力，系列性的編排圖片的次序。因此圖片的順序為： 

一、 兔子很高興地提著籃子出門採第一個香菇。 

二、 再採第二個香菇時，第一個香菇掉了。 

三、 兔子想著回家有香菇湯可以喝的時候，更多香菇掉在路上。 

四、 兔子回到家時，發現籃子破了一個大洞，香菇都不見了。 

                                            

    

    

    

    

    

    

    

    

    

    

    

    

    

    

 

圖五-8：兒童華語教材練習評量(8) 

（圖片來源：《美猴王漢語》A，頁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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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的在兒童華語教材中評量練習，不單單只是華語語言知識的測驗，甚至

語言成分的練習少於兒童知識的檢驗。兒童所賦有的知識並非是單純由華語習

得，而是已經透過母語得到符合其年齡應有的認知能力。因此，了解在 7 歲至

12 歲兒童（具體運思期）的認知能力，對於兒童華語教學是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依照 Piaget 對具體運思期的兒童所擁有的認知能力是有以下的特點： 

 

保留保留保留保留::::兒童了解某一系統的內部，無論如何變化（非增加或減少量的改變，

如改變物體的長度與寬度）該系統的若干特性（如物體的數量），維持不變。

由此可見保留與可逆性的密切關係。Piaget 也證實「保留因而須被認為運思可

逆性的結果」。又根據皮亞傑研究25的結論指出，保留能力乃是自然發展，非

在學校學習而得的，因為沒有機會入學的人，也可經由實際生活的經驗，獲

得相同的認知發展。兒童的各種保留能力的發展，也有順序。液體保留的能

力，Ginsburg and Opper（1979）表示，須至 6 歲、7 歲始能具備；質量保留

的能力，Piaget and Inhelder（1941）要到 7 歲、8 歲才可完成；至於重量與體

積保留能力，Piaget and Inhelder（1966）則分別在 9、10 歲及 11、12 歲左右，

方能具有。 

 

系列系列系列系列::::系列（seriation）亦稱排列次序（ordination），係指具體運思期兒童處

理物體差異時，能按照大而小或從小而大的次序排列，建立其間不同關係的

能力。系列包括兩方面，其一為在一系列物體間的內在對應（ intrinsic 

correspondence）；其二為某系列與另一系列物體間的外在對應（extrinsic 

correspondence）或系列對應（serial correspondence）。各種系列能力的獲得，

也是按照順序而發展的典型年齡。兒童最先獲得的是排列長度次序的能力，

約在 7 歲左右，相當於具體運思期的開始；其次是重量次序排列的能力（即

將同樣大小但重量不同之物體排列的能力），約在 9 歲獲得；至於體積系列

的安排能力，須俟 12 歲左右始能具備。 

                                                        
25
 Piaget 著名的典型保留實驗有液體保留任務，即將兩個形狀相同且裝滿等量液體的杯子，將

一杯的液體注入兩個形狀相同但較小的容器中，向兒童問到，兩杯較小容器的液體的總和是否

等同於大容器中的液體；質量保留任務係提供兒童兩個泥球，把其中之一滾成香腸狀或扁平狀，

以測量兒童是否仍承認其不變；尚有關於重量與體積保留的任務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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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類種類種類種類::::當兒童確能分類（classification）時，便能協調並區分「種類」（class）

的集中性（intension）與外延（extension）兩種重要素質。具體運思前期，兒

童是受到物體外形之屬性，而為分類的依據，具體運思前後期的兒童不僅能

運用結合性原理以及可逆性原理來做分類，因此他們已能充分掌握全體與部

分的關係，自然處理種類內涵（class inclusion）的問題。 

 

數目數目數目數目::::Piaget 論及數目時，與數目保留（number conservation）有相當大的相關。

依據 Piaget 的見解，兒童於獲致數目概念前，須先建構以物體的質為基礎的

一與一對應（one-to-one correspondence）的概念26。而此一與一對應的概念，

可延伸至基數的（cardinal）概念。具體運思期的兒童，因為已有保留與可逆

的概念，不受外形的改變而產生變化，所以已可掌握基數與序數的概念。此

外，基數與序數的發展乃是並排發展，前者由種類觀念衍生而得，後者是從

邏輯的次序關係中發展而成。總言之，數目概念的獲得，乃是綜和種類內涵

與次序關係（relationship of order）兩者而成。 

 

    對照上述八種類型的評量練習，除了練習八，練習一、練習二與數目的認知

能力有關；練習三與系列的認知能力有關；練習四與保留的認知能力有所相關；

練習五、六、七則與種類的認知能力有關。所以，面對具體運思期的兒童，其認

知能力影響著華語教材內評量練習的答題能力。因此，語言能力與認知能力需先

釐清，以便華語教師更能掌握學習者的語言能力，並且對症下藥。 

    下一小節呈現此八種類型的評量練習在母語為華語和母語為捷克語 7 至 12

歲兒童的答題成效並探討之。 

 

 

 

 

 

 

                                                        
26
 此「一與一對應概念」對應的例子有「木偶與木仗問題」，即兩系列等量的物體，系統的長度

或次序容有不同或相逆，但是數量仍舊相同。另外延伸的典型例子為「花與瓶問題」，即兩系列

的元素，彼此不再形成對應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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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第二第二第二節節節節        對外華語對外華語對外華語對外華語兒童兒童兒童兒童教材評量練習量化結果教材評量練習量化結果教材評量練習量化結果教材評量練習量化結果 

        

    此小節針對施測對象在國別、語言、性別、年齡的差異，探討與認知發展有

所相關的兒童華語教材中評量練習的答題成效的關係。 

 

一一一一、、、、研究對象研究對象研究對象研究對象    

    以隨機抽象的方式，在台灣的一所公立小學，與捷克的兩所公立小學，以每

個年級三十個施測者為基準，所以共有一到六年級，也就是以七歲到十二歲的初

級教育的學童為研究對象。 

    母語為華語之台灣 7-12 歲學齡兒童共有 188 個，其中男學生共有 95 人，女

學生共有 93 人。分年級來看，一年級的學生有 28 人，二年級的學生有 31 人，

三年級的學生有 31 人，四年級的學生有 31 人，五年級的學生有 31 人，六年級

的學生有 36 人。 

    母語為非華語之捷克 7-12 歲學齡兒童共有 205 個，其中男學生共有 108 人，

女學生共有 97 人。分年級來看，一年級的學生有 46 人，二年級的學生有 31 人，

三年級的學生有 38 人，四年級的學生有 32 人，五年級的學生有 30 人，六年級

的學生有 28 人。 

 

表五-2：台灣 7-12 歲施測兒童人數總表 

年級年級年級年級 一年級一年級一年級一年級 二年級二年級二年級二年級 三年級三年級三年級三年級 四年級四年級四年級四年級 五年級五年級五年級五年級 六年級六年級六年級六年級 總數總數總數總數 

性別性別性別性別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人數人數人數人數 14 14 16 15 16 15 14 17 15 16 20 16 95 93 

總人數總人數總人數總人數 28 31 31 31 31 36 188 

 

表五-3：捷克 7-12 歲施測兒童人數總表 

年級年級年級年級 一年級一年級一年級一年級 二年級二年級二年級二年級 三年級三年級三年級三年級 四年級四年級四年級四年級 五年級五年級五年級五年級 六年級六年級六年級六年級 總數總數總數總數 

性別性別性別性別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人數人數人數人數 22 24 15 16 18 20 21 11 15 15 17 11 108 97 

總人數總人數總人數總人數 46 31 38 32 30 28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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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施測方法施測方法施測方法施測方法    

    為了減少語言的干擾，每個題目都是以施測者念讀的方式做施測，而語言的

選擇是以施測對象的母語做表述，換言之，台灣學生以華語為理解及思考的工

具，而捷克的學生以捷克語為理解及思考的工具，以期將兒童的認知能力在干擾

最少的呈現。 

 

三三三三、、、、國別語言量化統計結果國別語言量化統計結果國別語言量化統計結果國別語言量化統計結果    

    以各練習評量而言，台灣學生與捷克學生在同一年級對於八個題目的統計數

據，一年級的第一題達到顯著差異（4.571>3.84）、二年級的第二題達到顯著差

異（4.014>3.84）、四年級的第八題達到顯著差異（5.131>3.84）、六年級則在第

三題（8.122>3.84）、第五題（10.922>3.84）、第六題（7.001>3.84）達到顯著差

異。 

    在低年級的部分，捷克學生的計算能力和台灣學生有所差異，如減去蜜蜂數

（第一題）與加總物品（第二題），然而差異不大。 

    在中年級部分，唯一的差異是在第八題，也就是故事性圖片順序排列，這是

關於兒童的注意到細節與邏輯推理的能力，也是台灣學生的表現較捷克學生好。 

    在高年級部分，六年級的捷克學生在比較物體大小、高低、長短的部分、區

別種類，以及種類特性的延伸的掌握也不如台灣學生。可能之因，或許是隨機抽

象的誤差大於常態。 

表五-4：台灣與捷克兒童在各題表現的卡方分配（chi-square）統計數據 

    一年級一年級一年級一年級    二年級二年級二年級二年級    三年級三年級三年級三年級    四年級四年級四年級四年級    五年級五年級五年級五年級    六年級六年級六年級六年級    

第第第第 1111 題題題題    4.571*
27

 1.0206 1.874 1.335 3.001 3.401 

第第第第 2222 題題題題    1.952 4.014* 1.500 1.672 0.838 1.872 

第第第第 3333 題題題題    0.392 0.084 0.276 2.623 0. 8.122* 

第第第第 4444 題題題題    0 1.26 0.809 0 3.595 0.479 

第第第第 5555 題題題題    0.131 0.257 0.002 1.353 1.983 10.922* 

第第第第 6666 題題題題    0.131 0.007 0.109 3.050 2.522 7.001* 

第第第第 7777 題題題題    0.004 0.037 0.032 0.238 0.448 0.663 

第第第第 8888 題題題題    0.008 0.016 1.919 5.131* 0.011 0.273 

                                                        
27
 星號「****」代表達到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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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由全部八個評量練習而言，台灣學生與捷克學生在同個年級（年齡層）

的差異並無達到顯著差異。所以對於富有認知能力的練習評量，是不受國別以及

母語的影響，這也印證兒童習得的認知能力與其國別與母語背景並無相關。 

 

表五-5：台灣與捷克兒童在整體表現的卡方分配（chi-square）統計數據 

    一年級一年級一年級一年級    二年級二年級二年級二年級    三年級三年級三年級三年級    四年級四年級四年級四年級    五年級五年級五年級五年級    六年級六年級六年級六年級    

台灣台灣台灣台灣 vsvsvsvs....捷克捷克捷克捷克    0.705 0.050 0.030 0.043 0.610 2.120 

 

四四四四、、、、性別量化統計研究結果性別量化統計研究結果性別量化統計研究結果性別量化統計研究結果 

    關於性別的層面，在同一個年級（年齡層）下，男女的表現都無顯著差異，

見表五-6。雖然心理學家使用許多認知測驗（包括語言測驗）來探討兩性差異

（McGlone, 1978, 1980）等，而一般的結論是，女性在語言技能、算術計算、某些

視知覺等作業上比男性要好。視知覺作業中包括一組相似的圖形中找出兩個完全

相同的項目，如題型四。男性比女性擅長的包括：某些視知覺測驗（找出一個較

大的圖形裡的一個小部分）、空間測驗（在腦海裡旋轉一個圖形）、數學推理問

題，如題型八。但是以本研究中認知能力的部分，卻是無差異。 

     此外，加入國別與語言的因素，性別對於認知能力的影響也是無顯著的差

異，見表五-7。 

 

表五-6：男學生與女學生在各題表現的卡方分配（chi-square）統計數據 

    一年級一年級一年級一年級    二年級二年級二年級二年級    三年級三年級三年級三年級    四年級四年級四年級四年級    五年級五年級五年級五年級    六年級六年級六年級六年級    

第第第第 1111 題題題題    2.284 1.021 0.464 0.3449 1.771 0.831 

第第第第 2222 題題題題    0.150 0.043 0.002 0.0675 0.001 0.413 

第第第第 3333 題題題題    0.005 0.759 0.013 0.3782 0.521 0.004 

第第第第 4444 題題題題    0.045 0.457 0.050 0.0137 0.158 0.010 

第第第第 5555 題題題題    0.478 0.029 0.400 0.0024 0.063 0.273 

第第第第 6666 題題題題    0.124 0.570 0.543 0.2490 0.122 1.092 

第第第第 7777 題題題題    0.044 0.342 0.238 0.0700 0.264 0.718 

第第第第 8888 題題題題    0.012 1.960 0.437 0.0097 0.088 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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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7：男學生與女學生在整體表現的卡方分配（chi-square）統計數據 

    一年級一年級一年級一年級    二年級二年級二年級二年級    三年級三年級三年級三年級    四年級四年級四年級四年級    五年級五年級五年級五年級    六年級六年級六年級六年級    

男生男生男生男生 vsvsvsvs....女生女生女生女生    0.000 0.080 0.036 0.002 0.067 0.085 

台灣男學生台灣男學生台灣男學生台灣男學生    

vvvvssss....    

捷克男學生捷克男學生捷克男學生捷克男學生    

0.198 0.038 0.002 0.001 0.635 1.588 

台灣女學生台灣女學生台灣女學生台灣女學生    

vvvvssss....    

捷克女學生捷克女學生捷克女學生捷克女學生    

0.550 0.010 0.035 0.094 0.095 0.527 

 

五五五五、、、、年齡量化統計結果年齡量化統計結果年齡量化統計結果年齡量化統計結果 

    認知能力是隨著年紀的增長而增長，雖然 7-12 歲的兒童都處於具體運思期，

但是也有年齡的差距。因此討論可逆性、守恆、連續性、分類等具體運思期的能

力，對評量練習的結果必有助益。 

    統計的結果顯示，第四題與第八題的表現與其他題型的差異較大。也就是，

對於比較兩圖片的不同處以及故事性的邏輯推理，各個年級的學童的答對率都偏

低。而其他的題型表現，答對率則都在百分之七十以上。圖五-9 為題型、年級、

答對率的圖表呈現，表五-8則以數據呈現（低於 70%答對率以藍色呈現）。 

 

 

 

 

 

 

 

 

 

 

 

圖五-9：題型、年級、答對率的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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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8：題型、年級、答對百分比的統計數據 

    一年級一年級一年級一年級    二年級二年級二年級二年級    三年級三年級三年級三年級    四年級四年級四年級四年級    五年級五年級五年級五年級    六年級六年級六年級六年級    

第第第第 1111 題題題題    0.887 0.871 0.889 0.947 0.973 0.854 

第第第第 2222 題題題題    0.878 0.895 0.903 0.931 0.962 0.893 

第第第第 3333 題題題題    0.943 0.988 0.953 0.944 0.992 0.910 

第第第第 4444 題題題題    0.481 0.583 0.583 0.633 0.695 0.701 

第第第第 5555 題題題題    0.791 0.831 0.844 0.909 0.893 0.883 

第第第第 6666 題題題題    0.875 0.827 0.953 0.913 0.959 0.887 

第第第第 7777 題題題題    0.905 0.915 0.923 0.918 0.941 0.893 

第第第第 8888 題題題題    0.395 0.468 0.504 0.516 0.643 0.680 

 

    最後，在顯著差異部分，第四題、第五題與第八題在一年級與六年級的答題

表現有顯著的差異。換言之，在兩圖中找細微差別、種類的延伸與配對、邏輯的

推理等題型，六年級（12 歲）的學習者應具體運思期的發展已進入尾聲，甚至

進入下一個階段的形式運思期，因而此認知能力已趨成熟。而在數目加法與減

法、比較物品的大小、物品的區別分類，則在低年級就已具備，而非學生學習上

的難點。 

 

表五-9：各題型在年級表現的卡方分配（chi-square）統計數據 

第第第第 1111 題題題題    第第第第 2222 題題題題    第第第第 3333 題題題題    第第第第 4444 題題題題    第第第第 5555 題題題題    第第第第 6666 題題題題    第第第第 7777 題題題題    第第第第 8888 題題題題    

1.363 0.013 1.306 4.334* 7.353* 2.127 0.032 3.998* 

 

啟示與小啟示與小啟示與小啟示與小結結結結    
     

    語言發展與認知發展的關係是密不可分的。華語為外語之兒童教材除了肩負

華語教學的任務，更藉由華語及提升兒童的認知發展能力。殷紅博殷紅博殷紅博殷紅博（1998）的研

究認為在語言中的訓練下，如描述事物的功用，可以培養兒童對事物價值的了

解，及培養兒童正確表達出事物功用的能力。這樣兒童學會了從功用上去認識事

物，使他們的思維方法得到了發展；又如，事物的發展總是有一定的原因和順序

的。訓練兒童描述事物發生的原因和順序，能較訓練兒童思維邏輯性和思維的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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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 

    因此，華語教材中的評量練習即是以促進兒童認知發展能力編寫了除了單純

考察語言知識外，更將測驗的形式融入認知能力的題型，增加認知學習的挑戰性

與互動性。 

    經由本研究可得知，兒童的認知發展與其國別、語言、性別無明顯的顯著差

異，但是與其年級（年齡）的差異有所不同。年齡較大的兒童在認知方面的發展

成熟度較高，因此學語言時越能運用認知過程、策略、技巧來幫助學習。Ervin-Tripp

（1978）的研究印證年齡較大的兒童在雙語學習上比年齡較小的要來得有效。

Ervin-Tripp 的研究結果，也印證於本研究的量化統計結果。 

    在教學過程中，華語施教者可了解兒童在年齡上的認知能力不同而造成學習

成效的差異，如找細微差別、種類的延伸與配對、邏輯的推理等題型，國小中、

高年級學生的掌握度高於低年級的國小學童。 

 運用在語言學習上，認知能力的形成28與語言成分的關聯為，首先，分類的

能力是指學習者能夠在一組或是一群的事物中，觀察其相類似的屬性，並加以組

織成為同一大類，如辨認句型結構能力。其次，區辨能力是指辨識不同種類事物

屬性的能力，如區分不同的字、詞、句和觀念。再者，概念形成是學習概念的過

程，它包括了解、摘取事物屬性，將之抽象化，並且把這些抽象化屬性的概念，

廣泛應用在每一種相似的事物上，如將語言資訊取樣、假設、測試等抽象化、通

則化的過程。最後，聯想階段是將相關概念加以組合聯想，如推論相關或屬性不

明顯的概念，並將之結合在一起，運用這四種認知過程，才能將語言的資訊長期

穩定存放在大腦中以備取用。 

 因此，面對認知能力較為成熟的學童，石素錦石素錦石素錦石素錦（1992）的研究就指出國小中、

高年級學生，概念形成所需花費的時間已經比較短，高年級學生學習語言時可以

學習一些句形變化，或主動、被動等的語詞次序變化，也可從嚐試與錯誤中，歸

納出部分的語言知識和規則，教師可適時給予正確回饋。 

  

 

 

                                                        
28
認知能力的形成有四個階段：1. 分類（grouping）、2. 區辨（differentiation）、3. 概念形成（concept 

formation）、4. 聯想（associ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