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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施玉惠之國小英語教材評鑑指標 

評鑑指標評鑑指標評鑑指標評鑑指標 

一一一一、、、、教材整體評估教材整體評估教材整體評估教材整體評估 

1.1  符合英語科課程綱要之目標及原則理念。 

1.2  符合國小階段以聽、說為主，讀、寫為輔之大原則，並兼顧各年級之分段能力指

標。 

1.3  內容編選以學生興趣、需求與年齡層為依歸。 

1.4  活動設計符合溝通式教學觀，並涵蓋基本語言溝通功能（如：打招呼、介紹、問

路、購物等）。 

1.5  各年級及各單元間之教材均有良好之銜接。 

1.6  教材難易符合學生程度。 

1.7  教材分量與授課節數配合。 

1.8  教材有系統、循序漸進；採螺旋向上、反覆練習之模式。 

1.9  教學設計能激發學生主動參與，並養成正確的英語學習方法與態度。 

1.10 教材中使用之英語文正確、自然、流暢。 

1.11 主題生活化、多樣化，並涵蓋中外文化習俗之介紹。 

1.12 內容避免性別、種族、文化歧視及刻板印象。 

1.13 體裁多樣化，包括對話、故事、短文、歌謠、韻文、表格、菜單等。 

1.14 價錢合理。 

1.15 配套完整，附有教具、輔助教材。 

1.16 出版社提供相關服務，如教材使用說明會及教學研習會等。 

二二二二、、、、語言成分語言成分語言成分語言成分：：：：字母字母字母字母、、、、發音發音發音發音、、、、字字字字彙彙彙彙、、、、句型句型句型句型 

 

2.1  字母教學之步驟與方法適當合宜。 

2.2  發音教學活動適切，且配有錄音帶或 CD 可供練習。 

2.3  提供適宜之字母拼讀法（phonics）練習。 

2.4  教材中出現之字彙主要選自課程綱要所提供之常用 1000 字參考字彙表。 

2.5  字彙透過有意義、真實的情境加以介紹及練習。 

2.6  句子長短適宜，結構屬於基本、常用句型。 

2.7  句型練習多樣化，以有意義、溝通式的練習為主，機械式的練習為輔。 

2.8  字彙、句型反覆出現，適時融入後續教材複習。 

2.9  活動設計生動活潑，且字母、發音、字彙、句型各語言成分間做適度的整合練習。 

三三三三、、、、語言能力語言能力語言能力語言能力：：：：聽聽聽聽、、、、說說說說、、、、讀讀讀讀、、、、寫及綜和應用能力寫及綜和應用能力寫及綜和應用能力寫及綜和應用能力 

3.1  聽、說、讀、寫教材之分量符合國小階段以聽、說為主，讀、寫為輔之原則。 

3.2  活動設計生動活潑、以溝通為導向，提供真實語言應用的情境。 

3.3.  提供適量且生活化、多樣化之聽與說練習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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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配合國小分段能力指標，涵蓋簡易閱讀及書寫練習活動。 

3.5  除聽、說、讀、寫個別能力之訓練外，並提供語言綜和應用之練習。 

3.6  提供有趣的歌謠、韻文、遊戲，以強化語言能力之習得，並激發學習興趣。 

四四四四、、、、編印設計編印設計編印設計編印設計 

 

4.1  版面設計清爽、美觀，說明清楚，使用方便。 

4.2  插畫清晰、優美，且與主題、活動內容配合。 

4.3  字體大小適宜，印刷清楚、不傷眼力。 

4.4  紙質良好，裝訂牢固。 

五五五五、、、、教學指引教學指引教學指引教學指引 

 

5.1  提供清楚明確的單元教學目標、教學方法和活動說明。 

5.2  提供實用、有趣的補充活動、以及歌曲、遊戲等資料。 

5.3  提供課文相關的文化背景和教學參考資料。 

5.4  提供習題解答或參考答案。 

5.5  提供多元評量模式及參考範例。 

六六六六、、、、學生習作學生習作學生習作學生習作 

 

6.1  習作份量及難易度適當。 

6.2  習作類型多樣、有趣，並配合聽與說之練習。 

6.3  習作能夠強化學生課堂之所學之內容和語言能力。 

七七七七、、、、教具與輔助教材教具與輔助教材教具與輔助教材教具與輔助教材 

 

7.1  附有錄音帶 CD，且品質優良，發音正確、清晰、說話速度適宜，重音、語調、節

奏自然流暢。 

7.2  備有閃示卡、圖卡、投影片、情境圖、布偶或紙偶等視聽教具，且大小適宜，使

用方便。 

7.3  備有其他多媒體教材（如：錄音帶或電腦教學軟體），且內容品質優良，具有提升

學習興趣及成效之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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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葉錫南之英語教科書評鑑 

評鑑指標評鑑指標評鑑指標評鑑指標 

一一一一、、、、課程目標課程目標課程目標課程目標 

 

 1-1 教材編寫符合英語科課程綱要之總目標，兼顧認知、情意、策略及文化等層面。 

 1-2 教材編寫配合國小階段之分段能力指標。 

 1-3 教材編寫涵蓋聽說讀寫四項技能，初期以聽說為主，讀寫為輔；並強調語言應用的

情境和功能。 

 1-4 各課或各單元之教材或教學活動具明確之教學目標，且適合學習者之心智發展。 

二二二二、、、、學習內容學習內容學習內容學習內容  

 

 2-1 英語文正確、自然、流暢，標點符號亦正確適當。 

2-2 教材中之字彙宜盡量出自課程綱要所提供之常用 1000 字參考字彙。 

2-3 每單元之認識和應用字彙量合宜。 

 2-4 句型結構及文法觀念限基本、常用者。 

 2-5 兼顧聽說讀寫基本能力的培養與整合運用。 

 2-6 內容取材與活動設計符合學生的興趣、需求與年齡層。 

 2-7 主題及體裁多樣化，涵蓋基本溝通功能（如：打招呼、介紹、問路、購物等）。. 

 2-8 內容與活動設計涵蓋兒童階段日常生活中之基本溝通功能（如：打招呼、介紹、問

路、購物等）及教室用語。 

2-9 內容主題避免性別、種族、文化歧視及刻板印象，反映多元文化。. 

2-10 教材內容實用、生動、活潑有趣。 

三三三三、、、、內容組織內容組織內容組織內容組織 

 

 3-1 教材編寫與活動設計符合溝通式教學理念。 

 3-2 各年級以及各單元間之教材內容組織符合銜接性、順序性之原則。 

 3-3 教材有系統、循序漸進，且採螺旋向上、反覆練習之模式。 

 3-4 教材份量與難易符合一般學生程度，並預留彈性空間，可依學生程度增刪調整。 

3-5 生字、句型、溝通功能等語言素材，縱向銜接良好。由易而難，循序漸進，並反

覆出現，適時融入後續教材復習。 

 3-6 生字、句型、溝通功能等語言素材，橫向銜接良好，充分整合運用。 

 3-7 聽說讀寫各項語言技能橫向銜接良好，能設計活動讓學生充分綜合應用四項技能。 

四四四四、、、、教學實施教學實施教學實施教學實施 

 

 4-1「辨認」(recognition)與「運用」(production)兩類的教學活動，前後安排得宜。 

 4-2 發音教學活動適宜﹐且配有錄音帶或 CD 可供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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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提供適宜之字母拼讀法練習活動。 

 4-4 透過有意義、真實情境介紹及練習字彙。 

 4-5 句型練習多樣化，以有意義、溝通式的練習為主，機械式練習為輔。 

 4-6 活動設計以溝通為導向﹐提供應用語言的真實情境。 

 4-7 提供適量的歌謠、韻文、遊戲等以激發學習興趣，提升學習效果。 

五五五五、、、、輔助措施輔助措施輔助措施輔助措施  

 

5-1 提供適切的教學活動說明。 

5-2 提供實用、有趣的補充活動或文化背景參考資料。 

5-3 持續研究教材內容及實施方式，定期更新，並提供雙向溝通管道。 

5-4 提供發音正確清晰、重音語調自然流暢的配套錄音教材。 

5-5 配合教學內容提供活潑有趣、具教學效果的教具。 

六六六六、、、、出版特性出版特性出版特性出版特性 

 

6-1 版面設計勻稱、美觀，圖文位置配置合宜。 

 6-2 插畫、相片及圖表清晰、美觀，有效反映或支援主題與活動內容。 

6-3 字體大小適宜，印刷清楚，不反光、不傷視力。 

6-4 紙質良好﹐裝訂牢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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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3：Miekley ESL Textbook Evaluation Checklist 

Textbook Selection Checklist 

A. Content 

 

i. Is the subject matter presented either topically or functionally in a logical, 

organized manner? 

ii. Does the content serve as a window into learning about the target language 

culture (American, British, ect.)? 

iii. Are the reading selections authentic pieces of language?  

iv. Compared to texts for native speakers, does the content contain real-life issues 

that challenge the reader to think critically about his/her worldview? 

v. Are the text selections representative of the variety of literary genres, and do 

they contain multiple sentence structures? 

B. Vocabulary and Grammar 

 

i. Are the grammar rules presented in a logical manner and in increasing order of 

difficulty? 

ii. Are the new vocabulary words presented in a variety of ways (e.g. glosses, 

multi-glosses, appositives)? 

iii. Are the new vocabulary words presented at an appropriate rate so that the text 

is understandable and so that students are able to retain new vocabulary? 

iv. Are the new vocabulary words repeated in subsequent lessons to reinforce their 

meaning and use? 

v. Are students taught top-down techniques for learning new vocabulary words? 

C. Exercises and Activities 

 

i. Are there interactive and task-based activities that require students to use new 

vocabulary to communicate? 

ii. Do instructions in the textbook tell students to read for comprehension? 

iii. Are top-down and bottom-up reading strategies used? 

iv. Are students given sufficient examples to learn top-down techniques for reading 

comprehension? 

v. Do the activities facilitate students’ use of grammar rules by creating situations 

in which these rules are needed? 

vi. Does the text make comprehension easier by addressing one new concept at a 

time instead of multiple new concep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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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 Do the exercises promote critical thinking of the text? 

D. Attractiveness of the Text and Physical Make-up 

 

i. Is the cover of the book appealing?  

ii. Is the visual imagery of high aesthetic quality? 

iii. Are the illustrations simple enough and close enough to the text that they add to 

its meaning rather than detracting from it? 

iv. Is the text interesting enough that students will enjoy reading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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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4：《漢語樂園》語音編寫呈現 

教教教教        材材材材    《《《《漢語樂園漢語樂園漢語樂園漢語樂園》》》》    

韻母 

a, ai, ao, an, ang 

o, ou, ong 

e, ei, en, eng 

i, ia, ie, in, ing 

u, ua, uo, ui, un 

ü, üe, ün 

聲母 

b, p, m, f, d, t, n, l, 

g, k, h, j, q, x,  

zh, ch, sh, r,  

z, c, s,  

聲調 與元音與輔音一同出現四個聲調。 

 

附錄 5：《美猴王漢語》語音編寫呈現 

教教教教        材材材材    《《《《美猴王漢語美猴王漢語美猴王漢語美猴王漢語》》》》    

韻母 

a, o, e, i, u, ü, 

ai, ao, an, ang 

ou, ong,  

ei, en, eng 

ia, ie, iu, ing 

ua, uo, ui, un 

üan, üe, ün 

聲母 

b, p, m, f, d, t, n, l, 

g, k, h, j, q, x,  

zh, ch, sh, r,  

z, c, s, 

聲調 與元音與輔音一同出現四個聲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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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6：《嘻哈說唱學漢語》語音編寫呈現 

教教教教        材材材材    《《《《嘻哈說唱學漢語嘻哈說唱學漢語嘻哈說唱學漢語嘻哈說唱學漢語》》》》    

韻母 無 

輔音 無 

聲母 無 

 

附錄 7：《輕鬆學漢語》語音編寫呈現 

教教教教        材材材材    《《《《輕鬆學漢語輕鬆學漢語輕鬆學漢語輕鬆學漢語》》》》    

韻母 

a, o, e, i, u, ü, 

ai, ei, ui,  

ao, ou, iu,  

ie, ue, er,  

un, ün,  

an, en, in,  

ang, eng, ing, ong,  

輔音 

b, p, m, f, d, t, n, l, 

g, k, h, j, q, x,  

zh, ch, sh, r,  

z, c, s, 

y, w 

聲母 
與元音與輔音一同出現四個聲調，並且以身體圖示四聲變

化。 

 

附錄 8：《快樂兒童漢語》語音編寫呈現 

教教教教        材材材材    《《《《快樂兒童漢語快樂兒童漢語快樂兒童漢語快樂兒童漢語》》》》    

韻母 

a, o, e, i/yi, u/wu, ü/yu, 

ai, ei, ao, ou, an, en,  

ang, eng, er, ya, ye,  

yao, you, yan, yin, yang,  

ying, wa, wo, wai, wei,  

wan, wen, wang, w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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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g, yue, yuan/ üan 

yun/ ün, yong 

聲母 

b, p, m, f, d, t, n, l, 

g, k, h, j, q, x,  

zh, ch, sh, r,  

z, c, s, 

聲調 
與元音與輔音一同出現四個聲調，並且以另一章節介紹漢

語聲調的特性。 

 

附錄 9：兒童華語教材親屬稱謂詞呈現 

教教教教                                                    材材材材    親屬稱謂詞親屬稱謂詞親屬稱謂詞親屬稱謂詞    

《漢語樂園》 爸爸、媽媽、哥哥、姐姐、弟弟、妹妹（1B）
1
 

《美猴王漢語》 爸爸、媽媽、哥哥、弟弟、姐姐、妹妹（2A） 

《嘻哈說唱學漢語》 
爸爸、媽媽、哥哥、姐姐、弟弟、妹妹、爺爺、奶奶、

叔叔、阿姨（1） 

《輕鬆學漢語》 

爸爸、媽媽、妹妹、哥哥、姐姐、弟弟、爺爺、奶奶、

外公、外婆（1） 

兄弟姐妹、叔叔、姑姑、阿姨、舅舅（2） 

《快樂兒童漢語》 
爸爸、媽媽（1） 

哥哥、姐姐、弟弟、妹妹（2） 

 

附錄 10：兒童華語教材一般指人名稱呈現 

教教教教                                                    材材材材 一般指人名詞一般指人名詞一般指人名詞一般指人名詞    

《漢語樂園》 
醫生、工人、農民、警察、司機、廚師、職員（2B） 

音樂家、科學家、畫家、作家、演員、運動員（2B） 

《美猴王漢語》 司機、老師、警察、郵遞員、廚師、學生（3B） 

《嘻哈說唱學漢語》 司機、孩子、朋友、聖誕老公公、男生（1） 

《輕鬆學漢語》 老師、學生、小朋友、同學（1） 

《快樂兒童漢語》 老師、學生（1） 

 

                                                        
1此編號為教材的冊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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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1：《漢語樂園》指物名詞呈現 

教教教教                                            材材材材    類類類類        別別別別    詞詞詞詞                            彙彙彙彙    

《漢語樂園》 

器官名稱 眼睛、鼻子、頭髮、耳朵、嘴、臉（1A） 

食物名稱 

可樂、水、果汁、茶、牛奶、咖啡（1B） 

米飯、餃子、包子、麵條、春捲（1B） 

巧克力、餅乾、冰淇淋、糖、薯片、三明治、

漢堡（3A） 

梨、西瓜、香蕉、鳳梨、蘋果（3A） 

衣物名稱 
毛衣、外套、裙子、褲子、襪子、帽子、鞋、

手套（2B） 

交通工具 

名稱 

輪船、飛機、火車、汽車、自行車（3B） 

動物昆蟲 

名稱 

動物、狗、兔子、鳥、金魚、貓、馬、猴子、

熊貓（2B） 

植物名稱 樹、花、河、草（2B） 

自然現象 

名稱 

春天、夏天、秋天、冬天（3A） 

學科名稱 漢語、英語、體育、歷史、地理、數學（3B） 

器物名稱 
桌子、椅子、電視、沙發、燈、床（1B） 

本子、書、橡皮、尺子、筆、書包（1B） 

地點名稱 

車站、公園、超市、郵局、商店、圖書館（2A） 

客廳、廚房、花園、臥室、書房、陽台、衛生

間（2A）學校、書店（3B） 

運動名稱 游泳、乒乓球、籃球、網球、棒球、滑冰（3A） 

 

附錄 12：《美猴王漢語》指物名詞呈現 

教教教教                                        材材材材    類類類類        別別別別    詞詞詞詞                            彙彙彙彙    

《美猴王漢語》 

器官名稱 
頭、眼睛、耳朵、鼻子、嘴、手、腳（1B） 

尾巴、肚子（3A） 

食物名稱 
香蕉、蘋果、橙子、梨、西瓜、桃（1A） 

雞肉、湯、漢堡包、米飯、麵條、牛排（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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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汁、麵包、牛奶、雞蛋、香腸、水（2A） 

黃瓜、西紅柿、青椒、胡蘿蔔、洋蔥、土豆（2B）

烤鴨、春捲、餅、餃子、炒飯、炒麵（3A）草

莓、葡萄、芒果、鳳梨、檸檬（3A） 

冰淇淋、糖果、巧克力、餅乾、熱狗（3B） 

衣物名稱 
褲子、毛衣、裙子、襯衫、鞋、襪子（1B） 

衣服、帽子、眼鏡、圍巾、手套（2A） 

交通工具 

名稱 

飛機、汽車、輪船、自行車、火車、摩托車（1B） 

動物昆蟲 

名稱 

老虎、熊貓、猴子、大象、袋鼠、長頸鹿（1A） 

鳥、蜻蜓、蝴蝶（2A）馬、豬、狗、牛、兔子

（3A） 

植物名稱 花、草（2A） 

自然現象 

名稱 

星星、雲、樹、月亮、太陽、山、星星（1A） 

春天、夏天、秋天、冬天（2B） 

學科名稱  

器物名稱 

尺、筆、本子、橡皮、書包、書（1A） 

冰箱、洗衣機、電視、燈、電腦、電話（1B） 

毛巾、牙刷、杯子、牙膏、鏡子、香皂（1B） 

床、櫃子、沙發、椅子、桌子（2A） 

門、窗戶、窗簾、花瓶、茶壺（3A） 

盤子、碗、筷子、叉子、刀子、勺子（3A） 

地點名稱 公園、車站、花園、運動場、學校（3B） 

運動名稱 棒球、乒乓球、籃球、網球（3B） 

 

附錄 13：《嘻哈說唱學漢語》指物名詞呈現 

教教教教                                        材材材材    類類類類        別別別別    詞詞詞詞                            彙彙彙彙    

《嘻哈說唱學漢

語》 器官名稱 

身體、頭、肩膀、膝蓋、腳指、眼睛、耳朵、

鼻子、嘴、手、口、頭頂（1） 

尾巴、下巴、指甲（2） 

食物名稱 蘋果、柿子、椰子、巧克力、牛奶、水果（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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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蕉、西瓜、葡萄、橘子、檸檬（2） 

衣物名稱 衣（2） 

交通工具 

名稱 

火車（1） 

動物昆蟲 

名稱 

老虎、松鼠、雞（1）金魚、貓（2） 

植物名稱  

自然現象 

名稱 

天、地、土、日（1）山、石頭（2） 

學科名稱  

器物名稱 

樓梯（1）椅子、眼鏡、鏡子、東西、剪刀、

橡皮、紙巾、面紙、紙、電話、球、桌、聖誕

樹、禮物（2） 

地點名稱 

溜滑梯、學校（1）香港、上海、廣州、九龍、

南京、北京、西安、蘭州（2）公司、小學、

中學、大學（2） 

運動名稱  

 

附錄 14：《輕鬆學漢語》指物名詞呈現 

教教教教                                        材材材材    類類類類        別別別別    詞詞詞詞                            彙彙彙彙    

《輕鬆學漢語》 

器官名稱 
眼睛、嘴巴、頭髮、鼻子、耳朵、臉、手、腳

（1）牙齒、手指、肚子、腿（2） 

食物名稱 

水果、蘋果、香蕉、葡萄、西紅柿、西瓜、草

莓、蔬菜、胡蘿蔔、黃瓜、土豆、青菜、快餐、

熱狗、漢堡、可樂、果汁、三明治、薯條、麵

包、零食、糖果、巧克力、薯片、冰淇淋（1） 

雞蛋、牛奶、炒飯、米飯、湯、炒菜、麵條、

牛肉、羊肉、豬肉、義大利麵、香腸、比薩餅

（2） 

蛋糕、肉、雞肉、豬肉、牛排、火腿肉、香腸、

中餐、西餐、沙拉、酸奶、奶酪、李子、橘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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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菜、西蘭花、芹菜、蘑菇、西紅柿、青菜、辣

椒、北京烤鴨、白菜豬肉餃子、菜肉餛飩、粽

子(4) 

衣物名稱 

校服、襯衫、裙子、褲子、毛衣、大衣、汗衫、

牛仔褲、外套（1） 

連衣裙、襪子、皮鞋、涼鞋、外套、帽子、圍

巾、手套（3） 

交通工具 

名稱 

渡船、地鐵、自行車、校車、火車、電車、巴

士、出租車、飛機（2） 

動物昆蟲 

名稱 

動物、狗、貓、馬、魚、寵物、鳥、大象、老

虎、獅子、烏龜（1） 

長頸鹿、大猩猩、河馬、斑馬、熊、鼠、牛、

兔、龍、蛇、羊、猴、雞、豬（2） 

長頸鹿、小蟲子、毛毛蟲(4) 

植物名稱  

自然現象 

名稱 

天氣（3） 

月亮、季節、春天、夏天、秋天、冬天、氣溫 

(4) 

學科名稱 漢語、數學、科學、美術、體育、音樂（2） 

器物名稱 

書包、書、本子、文具盒、鉛筆、蠟筆、尺子、

橡皮、捲筆刀、日記本、練習本、課本、彩色

筆、剪刀、固體膠（1） 

房間、床、衣櫃、書桌、椅子、電腦、電視機、

沙發、書架、床頭櫃、空調、檯燈（2） 

東西（3） 

書架、冰箱、空調、花瓶、暖氣片、鬧鐘、相

框、牙刷、牙膏、洗髮液、浴液、梳子、杯子、

碗、筷(4) 

地點名稱 
家、臥室、客廳、浴室、廚房、書房、餐廳、

廁所、陽台、花園（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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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操場、禮堂、體育館、電腦室、圖書館、

教室、美術室、音樂室、游泳池、小賣部、停

車場（2） 

樹屋、大馬路（3） 

西班牙、新加坡、澳大利亞、義大利 

超市、飯店、醫院、玩具店、便利店、兒童服

裝店、火車站、遊樂園(4) 

運動名稱  

 

附錄 15：《快樂兒童漢語》指物名詞呈現 

教教教教                                        材材材材    類類類類        別別別別    詞詞詞詞                            彙彙彙彙    

《快樂兒童漢語》 

器官名稱 

頭、眉毛、頭髮、耳朵、臉頰、嘴巴、臉、鼻

子、眼睛、脖子、肩膀、肚子、手、屁股、肚

臍、腿、角、膝蓋、身體（1） 

食物名稱 
蘋果、香蕉（1）方便麵、飯、西瓜、番茄、

果汁、麵包、雞蛋、披薩（2） 

衣物名稱 鞋子（1）    

交通工具 

名稱 

車子、公共汽車（2） 

動物昆蟲 

名稱 

貓、小狗、鼠、牛、虎、兔、龍、蛇、馬、羊、

猴、雞、豬、大象（1） 

植物名稱  

自然現象

名稱 

冬天、春天、夏天、秋天、天空、雲（1） 

學科名稱  

器物名稱 書包、帽子、照像機、書、鉛筆、錢（1） 

地點名稱 
學校、家（1）教室、公園、麵包店、書店、

餐廳、北京、百貨商場（2） 

運動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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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6：兒童華語教材代名詞之呈現 

教教教教                                                材材材材    類類類類                    別別別別    詞詞詞詞                        彙彙彙彙    

《漢語樂園》 
人稱代名詞 我、你、他（1A）你們、我們（1B） 

指示代名詞 這、那（1B） 

《美猴王漢語》 
人稱代名詞 我們、我（3A） 

指示代名詞 這（3A） 

《嘻哈說唱學漢語》 
人稱代名詞 我、你、她、他、我們、你們、他們（1） 

指示代名詞  

《輕鬆學漢語》 
人稱代名詞 我、你、她、他、我們（1） 

指示代名詞 這、那（1） 

《快樂兒童漢語》 
人稱代名詞 我、你（1） 

指示代名詞 這、那、這裡、那裡（1） 

 

附錄 17：兒童華語教材形容詞詞彙整體呈現 

教教教教                                                            

材材材材    
類類類類                    別別別別    詞詞詞詞                        彙彙彙彙    

《漢語樂園》 

外部特徵 

性質評價 

機體感覺形容詞 

長、短、大、小、高、矮（1A） 

 

暖和、冷、涼快、熱（3A） 

情緒感覺形容詞  

《美猴王漢語》 

外部特徵 

性質評價 

機體感覺形容詞 

大、小（2B）漂亮（3A） 

多、少（3A） 

渴、餓、困、累（3B） 

情緒感覺形容詞 高興、難過（3B） 

《嘻哈說唱學漢語》 

外部特徵 

 

性質評價 

機體感覺形容詞 

大、中、小、高、平、乾淨、老（1）

快、慢、漂亮、帥、美麗、新（2） 

對、好吃（1）甜（2） 

 

情緒感覺形容詞 舒服、奇怪（2） 

《輕鬆學漢語》 
外部特徵 

 

瘦、大、胖、小、高、長、短、圓（1）

淺、深（2）遠、亂(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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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質評價 

機體感覺形容詞 

可愛（2）好看、難吃、好吃(4) 

矮、冷、熱、累、(3)渴、飽、餓、

涼快 (4) 

情緒感覺形容詞 高興(3) 

《快樂兒童漢語》 

外部特徵 

性質評價 

機體感覺形容詞 

差、長、短（1）小、大（2） 

活潑、漂亮（2） 

熱、冷（1）累（2） 

品性行為 和藹、強壯、兇（1） 

情緒感覺形容詞  

 

附錄 18：兒童華語教材量詞詞彙整體呈現 

教教教教                                            材材材材    類類類類        別別別別    詞詞詞詞                            彙彙彙彙    

《漢語樂園》 
名量詞 個（3B） 

動量詞  

《美猴王漢語》 
名量詞 個（兩）（2B） 

動量詞  

《嘻哈說唱學漢

語》 

名量詞 個、隻（兩）、架（1）棵（2） 

動量詞 次、遍（2） 

《輕鬆學漢語》 

名量詞 口、個、條、（兩）間（1）顆（2）隻、種、

節(3) 

動量詞  

《快樂兒童漢語》 
名量詞 個（兩）（1）張、輛、樓、本、枝、隻（2） 

動量詞  

 

附錄 19：兒童華語教材方位詞與時間詞整體呈現 

教教教教                                            材材材材    類類類類        別別別別    詞詞詞詞                                    彙彙彙彙    

《漢語樂園》 
方向詞 上、下（2B）左、右、前（3B） 

時間詞 春天、夏天、秋天、冬天（3A） 

《美猴王漢語》 

方向詞  

時間詞 
現在、早上、中午、晚上（3B） 

春天、夏天、秋天、冬天（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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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嘻哈說唱學漢

語》 

方向詞 底、上、中、下、右、左、前、後、裡、外（1） 

時間詞 今天（2） 

《輕鬆學漢語》 

方向詞 
裡、中（1）前、後、上、下、裡、外、左、

右、附近、底(4) 

時間詞 
昨天、今天、明天、上午、中午、下午(3) 春

天、夏天、秋天、冬天(4) 

《快樂兒童漢語》 

方向詞 上、下、裡、外、左、右、前、後（2） 

時間詞 
冬天、春天、夏天、秋天（1） 

明天、昨天、今天（2） 

 

附錄 20：《漢語樂園》動詞整體呈現 

教教教教                                            材材材材    類類類類                別別別別    詞詞詞詞                                    彙彙彙彙    

《漢語樂園》 

動作動詞 

坐、安靜、舉手、看、喝、吃（1B）當游泳、

打、滑冰、唱歌、畫畫兒、玩、跳舞、看、

要（3A）有
2
、做、吃飯、上網、睡覺、洗澡、

寫作業、往、走、坐、去、旅行、騎、送（3B） 

趨向動詞 來（3A） 

心理動詞 想、喜歡（2B） 

能願動詞 會（3A） 

判斷動詞  

存現動詞 有（2B） 

使令動詞  

 

附錄 21：《美猴王漢語》動詞整體呈現 

教教教教                                            材材材材    類類類類                別別別別    詞詞詞詞                                    彙彙彙彙    

《美猴王漢語》 
動作動詞 

喝、吃、戴、穿（2A）畫畫、寫字、看書、

聽音樂、睡覺、作遊戲（2B）走、跳、跑、

坐、拍、站、爬山、騎車、唱歌、跳舞、划

船、跑步、有（3A）打、游泳、滑冰、買（3B） 

趨向動詞 來（3A） 

                                                        
2
 此為擁有之義，如我有書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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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理動詞 想、喜歡（2B） 

能願動詞 會（3A） 

判斷動詞 是（3B） 

存現動詞 有（2B） 

使令動詞  

形式動詞 下雨、下雪、閃電、颳風、晴天、陰天（2B） 

 

附錄 22：《嘻哈說唱學漢語》動詞整體呈現 

教教教教                                            材材材材    類類類類                別別別別    詞詞詞詞                                    彙彙彙彙    

《嘻哈說唱學漢

語》 

動作動詞 

聽、寫、說、有、看、閉、放、要、著急、

注意、得、洗、吃、打、看見、數、讓、換、

停、對、喝、走（1） 

上課、下課、拼、跑、開、往、拍、推、拉、

藏、舉、放、聞、嘗、照、病、洗手、剪、

敲、幫、打開、拿、祝、躲、穿、爬、唱歌、

逛、跳舞、用、借、捶、擦、寫、畫、貼、

疊、收拾、叉腰、打、等（2） 

趨向動詞 來、到、上、下、去（1） 

心理動詞 愛、知道（1）怕（2） 

能願動詞 會、可以（2） 

判斷動詞 是（1）當（2） 

存現動詞 在（1） 

使令動詞 請、喊（1） 

形式動詞  

 

附錄 23：《輕鬆學漢語》動詞整體呈現 

教教教教                                            材材材材    類類類類                別別別別    詞詞詞詞                                    彙彙彙彙    

《輕鬆學漢語》 動作動詞 

有、穿、養、吃（1） 

出生、帶、學、說、開、關、上學、起床、

回家、放學、洗澡、睡覺、做作業、看書、

看電視、玩電腦遊戲、坐、上班、騎、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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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滑冰、跳舞、唱歌、畫畫、拉小提琴（2） 

住、戴、工作、見、幹活、刷牙、跑步、溜

滑梯、盪鞦韆、拍皮球、捉迷藏、過、哭、

跳、開(3) 

生病、頭痛、咳嗽、發燒、感冒 

幹、問、帶、買、長大、做、給、打針、洗

頭、洗澡、梳頭、養(4) 

趨向動詞 去、上（2）到(4) 

心理動詞 喜歡（1）愛、想（2） 

能願動詞 會（2）可以(3) 

判斷動詞 姓、叫、是（1）屬（2） 

存現動詞  

使令動詞  

形式動詞 下雪、刮風、下雨、化(3) 

 

附錄 24：《快樂兒童漢語》動詞整體呈現 

教教教教                                            材材材材    類類類類                別別別別    詞詞詞詞                                    彙彙彙彙    

《快樂兒童漢語》 

動作動詞 

放假、開始、站、坐、念、寫、唱（1）要、

叫
3
、游泳、彈琴、用、讀書、喝、吃飯、看

電視、睡覺、去、買、生病（2） 

趨向動詞 起來、下（1） 

心理動詞 喜歡、討厭（1） 

能願動詞 會（2） 

判斷動詞 是、叫（1） 

存現動詞 在（2） 

使令動詞 請（2） 

形式動詞  

 

                                                        
3
 此為發出聲音之義，如小貓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