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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蒙特梭利及全語言教育概念之 

華裔幼兒華語夏令營課程設計 

中文摘要 
 

關鍵字：華語文教學、教學設計、幼兒、蒙特梭利、全語言、僑教 

 

隨著亞洲勢力的興起，華語成為許多海外人士學習外語時的首選之一，

連帶使得對外華語教學以新興專業學科之姿受到空前的重視。然而在這波華

語熱潮裡，華裔下一代的中文教育卻相對顯得弱勢，尤其對於學齡前幼兒，

在現行中文學校的體制中，大多只是消極向下延伸。雖然已知學齡前階段在

人類語言發展中至關重要，但在僑教事務領域中卻尚未受到普遍的重視。 

相關研究指出，當幼兒進入後期語言發展後，無論在詞彙、語法、語義

各方面，均獲得進一步的成長，除了不斷接收新的語料，更將所習得的語言

重新統整，形成一個「再認識」的過程。然而在僑居地的大環境中，三到六

歲幼兒往往因為開始接受學前教育，受到主流語言的衝擊，致使華語能力的

發展停滯不前，甚至出現倒退的現象。 

本文特別關注這個時期華裔幼兒的語言發展，除探討相關文獻，亦蒐集

現行幼兒華語教材、華語夏令營等資訊，加以檢視分析。此外，更結合實證

觀察，並運用電話、電子郵件，與面談等多種方式，分別訪談學習者家長、

中文學校教師、具派外經驗之國內教師、華僑文教主管機關人員、學者專家，

以及國內幼教老師等不同對象，進行海外幼兒華語教育的需求與情勢分析。 

本文之課程設計融合蒙特梭利與全語言的教育觀，基於學習者中心、尊

重兒童的共同理念，結合利用兩者所長，一方面適應華裔幼兒語言程度參差

的特性，一方面增加幼兒與使用華語之同儕互動的機會，期能在提升華語程

度之外，引發幼兒持續的學習動機與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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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riculum Design of Preschool Chinese 

Summer Camp: Based Upon the Concepts of 

Montessori and Whole Language 
Abstract 

 
Keywords： Chinese teaching, curriculum design, preschool child, Montessori, 
Whole Language, overseas compatriot education 

 

As the rise of Asian economy, Mandarine Chinese has become the number 

one choice of many non-Chinese people when they consider to learn a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has therefore been thought 

highly as a new rising specialized field. Meanwhile, although most people know 

the importance of language development in preschool stage, the education of 

Chinese languge to young children has not been paid much attention to. 

Researches have shown that children get great improvement in all aspects 

of lexicology, syntax, and semantics when they get into the later stage of 

language development. However, overseas Chinese children often expereince a 

cessation of Chinese language development while receiving preschool education 

with the strong language. 

This research has made a study of the language development and education 

of overseas Chinese children of age 3-6. The curriculum design of preschool 

Chinese summer camp program which is based upon the concepts of Montesorri 

and Whole Language is made to bring continuous interest and motive. 

Need analysis and situation analysis have been done by literature review, 

obersvation, survey of current teaching materials and Chinese summer camp 

program in operation, and interviews with parents, Chinese school teachers, 

expatriate teachers, executive officer of overseas compatriot education, experts, 

and preschool teac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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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序論 
 

第一節 研究背景 
2003 年，中國文化大學華語中心首創華語夏令營活動，2007 年夏天，

台灣師範大學國語中心亦針對學齡兒童與青少年規畫了「海外小遊學家──

師大華語夏令營」，反應相當熱烈。營中除學習語言，也加入中國功夫、書

法、國畫等文化教學，以多元的活動設計增加課程的吸引力。 

同樣從 2007 年開始，美國聯邦政府撥款支持一項稱為「俄亥俄州 21

世紀語文路線圖」（Ohio Language Roadmap for 21st Century）的試辦計畫1，

除俄州外，同時擴大奧勒岡州及德克薩斯州等地的外語教學，讓學齡前幼兒

也有機會學習包括華語在內的多種外語。 

其中奧勒岡州更是早從 2005 年 9 月起，便在美國國防部「國家安全教

育計畫」（National Security Education Program, NSEP）的支持下，著手進行

所謂的「中文旗艦計畫」（Chinese Flagship Program），其主要目的即是讓中

文教育往下紮根，建構一個「K-16」（幼稚園到大學），十七年一貫的中文

教育學程。 

隨著亞洲勢力的興起，華語熱向下延燒是一個必然的趨勢，然而放眼國

內外，針對幼兒所規畫的專業課程仍是付之闕如。在大環境主流語言的強力

衝擊之下，許多定居海外的華人父母為了下一代的華語教育感到憂心忡忡，

而部分中文學校在缺乏專業師資與適當課程設計的困境中，不得不停留在制

式的教學模式裡，更造成孩子們對學習華語的興趣低落。 

風靡全球的熱潮與華人家庭所面臨的難處之間形成明顯對比，如此現

象，不但凸出了僑教事務方面可能的缺口，也充分顯示出各界對幼兒華語教

學設計的迫切需求。 

 

                                                 
1 參考網站資源：http://chineseflagship.osu.edu/ohiolanguagesummit/index.html。2009/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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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問題敘述 
現代父母養育子女，經常利用書籍或上網取經，筆者也透過這樣的方

式，結識了許多育有年幼子女的父母親，其中不乏定居海外的華僑或移民。 

這些家庭至少具有一半的中文背景，他們的孩子以華語為母語或母語之

一，在零到三歲的階段，聽、說方面的能力可與在華語地區成長的孩子相若。

然而到了三到六歲的階段，孩子對家庭以外的大環境接觸日多，加上進入幼

兒園後，受到同儕的影響，往往使得華語退居第二位，在口語上漸漸呈現被

其他語言取代的趨勢，令他們的父母親傷透了腦筋。 

而在讀寫能力的發展方面，由於拼音文字具有文字符號與發音互相結合

的特性，以及筆劃簡單的優勢，較令使初識讀寫的幼兒習得與接受；加上海

外幼兒缺乏豐富的中文環境，現代父母又少實際動筆，種種不利因素，使得

他們在漢字讀寫的學習過程中遭遇困難重重。 

海外的中文熱方興未艾，在這一波熱潮中，華裔孩子無疑占有先天的優

勢，然而他們往往因為學習動機的低落，造成中文路上的後繼乏力。筆者旁

觀這些家庭，發現華語對他們而言單純只是「家族的共同語言」，能與不擅

外語的長輩們直接溝通，是父母親對子女華語能力最基本的期望與要求。親

職作家汪培珽在〈海外華人孩子的中文能力，如何持續？〉一文中寫道：「你

每天跟孩子都是那些對話呢？『來吃飯啊』『再吃一口好不好』『吃完就是乖

寶寶呦』。喝，連小孩子都快聽不下去了。」2所言雖然誇張，但卻與實情相

距不遠。當孩子的年齡漸長，運用華語的環境與需求卻仍在原地停留，我們

又怎能期待他們對學習華語投入高度的熱忱呢？ 

在華人聚集的地區，利用假日時間將孩子送往中文學校就讀，是加強華

語教育的一個選擇。然而多數中文學校乃是同一地區的熱心家長集眾人之力

所興辦，其並非專業華語教學機構，教學時數又短，如何在時間、人力與資

源均相對有限的條件下有效引導孩子學習，且不令其視為額外負擔而心生抗

拒，仍是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 

《商業周刊》在其「全球小菁英拼中文」的專題報導中，引用波特蘭公

                                                 
2 引自汪培珽部落格：http://www.wretch.cc/blog/wangpeiting/9754841。2009/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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立學校「沉浸式教育」主任 Michael Bacon 的話說，華裔學生的中文，「其

實像瑞士乳酪一樣，中間有很多洞，得重新補救。」3追根溯源，當我們定

睛在三到六歲，這些正在建構包括語言在內的各項能力的孩子身上時，筆者

以為，創造除了家庭以外使用華語的環境、動機與需求，正是他們需要加強

或填補之處。 

 

第三節 研究目的與待答問題 
想要補救華裔學生華語能力的破洞，首先必需正視他們所處的環境、學

習方式和語言運用之間的關係。 

即使華語是本身的母語之一，華裔學生處於外語的大環境中，以當地的

主流語言和同儕溝通，更以之作為學習的媒介，久而久之，不但降低了生活

中華語的功能與應用層次，也使得華語能力缺乏成長與進步的空間。 

這樣的趨勢一旦確立，要重新扭轉過來並不容易。治本之道，當是從小

做起，在各項學習剛起步的時候，為孩童建立與外語相當的，學習華語，也

以華語學習、與人交通的環境。 

本文的研究目的，即在於結合蒙特梭利（Montessori）與全語言（Whole 

Language）的教學概念與其在幼教領域的經驗，針對學齡前幼兒規畫華語夏

令營活動，除了讓幼兒在其中自然接觸、使用華語，也以華語為媒介，進行

其他各項學習活動，鼓勵幼兒使用，培養習慣、興趣與成就感，為未來的學

習之路打下良好的基礎。 

在著手研究之前，首先將待答問題分類條列如下。 

 

一、 關於幼兒語言能力發展 
1. 三到六歲的幼兒語言能力及相關發展為何？ 

2. 這個階段的孩子需要什麼樣的語言教學？  

                                                 
3 《商業周刊》1057 期。2008 年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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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以華語為母語之幼兒的語言發展有何特性？  

 

二、 關於教學理念的應用 
1. 蒙特梭利與全語言在語言教學方面的共通點為何？ 

2. 兩者有何互補之處？ 

3. 兩者結合並用，在華語教學中能提供什麼？ 

 

三、 關於夏令營課程設計 
1. 幼兒華語教學設計的重點何在？ 

2. 夏令營的課程設計和一般中文學校有何異同？ 

3. 華語夏令營之教學成果應如何延續？ 

4. 其課程設計延伸發展的可能性如何？ 

 

在本文的後續章節中，將透過文獻探討、訪談分析等方式，以及從實際

進行課程設計的過程裡尋求解答。 

 

第四節 研究的重要性 
本節分從「對幼兒本身的重要性」、「對華人家庭與社會的重要性」，以

及「對於對外華語教學的重要性」三方面，闡明本研究的價值所在。 

 

一、 對幼兒本身的重要性 
三到六歲的學齡前幼兒是本文鎖定的目標，在人類的語言發展中，這是

一個至關重要的階段。 

相關研究指出，當幼兒進入後期語言發展後，無論在詞彙、語法、語義

各方面，均呈現所謂的「鐘擺現象」（參第二章第一節）。此一現象顯示幼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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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能力的進一步成長，除了不斷接收新的語料外，更將所習得的語言重新

統整，形成一個「再認識」的過程。經歷這個階段後的幼兒，在整個語言表

現上擁有完整的結構，明顯成為一個道道地地的母語者。 

本文特別關注這個時期華裔幼兒的語言發展，期能引起共鳴，藉由相關

研究的成果，在幼兒在開始大量接觸家庭以外的環境，逐漸依賴主流語言進

行人際溝通與學習的同時，豐富華語在他們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提升華語

的層次與地位，使得華裔幼兒的華語能力得以持續發展。 

 

二、 對華人家庭與社會的重要性 
維繫情感是語言的重要功能之一，對於海外的華人家庭與社會來說，語

言的這項功能尤其重要。 

透過適當的教學設計，可以增進幼兒對華語的興趣及能力，同時由於孩

子年幼，短期營隊的活動形式需要父母更多的關注，如此特性可望提升家長

的參與程度，增加親子之間的共同生活圈，擴充雙方以華語對話的範圍與可

能性，以期在家庭生活中延續活動所帶來的全新能量。 

本文中之教學設計，除可運用於華語夏令營外，亦可作為海外中文學校

常規課程規畫的範本，藉由教學觀念的轉變，扭轉長久以來的傳統教學模

式，促其在華語教育中能夠扮演更積極的角色。 

 

三、 對於對外華語教學的重要性 
語言習得可以發生在任何一個年齡層，然而不同年齡層的教學情況大異

其趣，不能一概而論。 

對於成年的學習者來說，學習一個新的語言可以依據學習目的（如商業

華語、旅遊華語）、學習期間（如密集班）、學習管道（如遠距課程），以及

學習者程度（如初級華語）之不同，而選擇不同的教學模式。然而對於稚齡

的幼兒來說，語言與生活之間的關係密不可分，以至於他們的學習無法用任

何一種分類加以區隔，唯有深入了解幼兒的發展與特性，才能提出適合他們

的教學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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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國博碩士論文資訊網中查詢華語文教學設計相關的論文，全數二十

八篇當中，只有一篇以七到十二歲的學齡兒童為教學對象4，至於針對學齡

前幼兒之教學設計則並無所獲。本文之研究除了提供幼兒華語教學一個可行

的方向與設計實例外，亦可補華語文教學設計相關領域研究之不足。 

 

第五節 研究範圍與名詞釋義 
 

本文專為華裔幼兒進行華語夏令營課程設計，研究對象包括不限所在地

區及語系的所有學齡前幼兒，並將活動開放給對華語有興趣之當地外籍孩童

參與。然而其為第二語教學之領域，則不在本文之研究範圍內。 

 

一、 蒙特梭利（Montessori） 
瑪麗亞‧蒙特梭利（Maria Montessori, 1870-1952）以醫學博士的背景，

在工作中接觸智能不足的兒童，經由實際觀察與研究，發展出以動手操作為

基礎的啟智教育法。 

其後藉由成立兒童之家（Casa）5，她開始研究正常兒童，並且發現其

所開發的啟智教育方法在正常兒童身上也同樣適用。透過觀察所得，蒙氏建

立了一套獨特的教學理念與教育體系，並且致力於推廣工作，開設國際訓練

課程。相關的國際組織包括 AMI（Association Montessori Internationale）與

AMS（American Montessori Society）6，每年在世界各地開辦多項師資訓練。 

                                                 
4 鄧巧如（2008）。「遊戲中學習」-7~12 歲兒童華語遊戲教學之活動設計。國立臺灣師範大學華

語文教學研究所碩士論文。 
5 「義大利文的 Casa 就和英文 Home 這個字一樣代表著神證的意義。『家』這個字包含家庭中的

愛，以及和親密的人更契合」（吳玥玢，2001，P. 67）。第一所兒童之家於 1907 年 1 月 6 日成立

於羅馬的聖佛羅倫茲區（San Lorenzo），瑪西街 53 號（Via dei Marsi, 53）（吳玥玢，2001，P. 57）。 
6 AMI 即國際蒙特梭利協會，1929 年成立於荷蘭阿姆斯特丹。AMS 為美國蒙特梭利學會，1960

年於美國紐約成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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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特梭利將人生中零到廿四歲的受教期每六年分作一個階段，其中零到

六歲因成長變動巨大，又可細分為零到一歲的 Nido，一到三歲的 IC（Infant 

Community），及三到六歲的兒童之家。 

以下引述蒙特梭利對幼兒教育及語言發展的看法： 

 

在生命的早期階段，教育即是用來協助開展兒童天賦的心理能力，這表示，

我們不能再沿用依賴講授的傳統教學方式了。（魏寶貝，2001，P. 11） 

 

兒童在成長過程中，自然而然學會父母的語言，但成年人學習語言，卻是一項

了不起的智能成就。（魏寶貝，2001，P. 13） 

 

我們準備了一個不需要任何直接教學，孩子便可從環境中自行吸收其中的文

化。這些孩子都來自社會底層的家庭，父母多為文盲，但他們在五歲之前都學

會了讀與寫，而且是在無人教導的情況下學會的。（魏寶貝，2001，P. 15） 

 

蒙氏的幼兒教育包含特殊的環境設計、教具與教法。受過訓練的教師在

教室中扮演的是引導者的角色，尊重並配合幼兒的自由意志與發展歷程，提

供合適的教具，以強化其各項技能的發展。本文參考蒙氏的語言教育，進行

相關教學設計。 

 

二、 全語言（Whole Language） 
全語言的主要代表人物為 K. Goodman。有別於傳統的觀念，就語言教

學而言，其中心思想在於將語言視為一完整體系來學習。 

 

視學習者為一完整的個體，在整體的情境中，以語言學習所有要學習的事物，

同時學習語言的全部。（李連珠，2007，P.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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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語言主張語言的發展是由整體到局部，這個觀點和全語言的另一主張

──意義是語言的中心是一體的兩面。（李連珠，2007，P. 59） 

 

在語言發展的任何階段……每一個人都必須在一個整體的情境、經驗

中，才能學會其中比較片段的語言成分或技巧。……想讓語言學習變得容

易，就必須幫助學習者從整體出發，再去注意語言的細節。（李連珠，1998，

P. 40-41） 

 

1970 年，紐西蘭教育當局以 Donald Holdaway 博士與其研究小組所提

倡自然學習理論，配合全語言教學觀，由紐西蘭及美國等地眾多資深幼教工

作者經過大量臨床教學與修正，發展成為一套完整的幼兒語言教學模式，包

含教師示範、師生共同討論、練習或角色扮演，以及表演或成果分享等四大

步驟，稱為全語言自然學習教室模式（the whole language natural learning 

classroom model）。7 

 

三、 幼兒 
本文中，幼兒指的是三到六歲學齡前階段的孩子，然而實際參與活動的

孩童年齡上限，則視當地學制而定。蒙特梭利曾說：「在第二子階段（三到

六歲）中，心智的型態雖然不變，但從某些方面而言，兒童已開始敏銳地接

受成人的影響。」（魏寶貝，2001，P. 33） 

三到六歲的幼兒對語言反應敏銳，但是並不適合密集的課堂教學，因此

環境與教學活動的設計顯得格外重要。本文中的教學設計，正是以環境規畫

為基礎，輔以適當的教學活動，引導幼兒透過與環境及同儕間的互動，逐步

建構屬於自己的「華語生活圈」。 

 

                                                 
7 參考陳淑琴（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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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夏令營 
本文中，夏令營相當於一般語言課程中的短期密集班。由於教學對象年

齡幼小，故以營隊活動方式舉行，課程時數可視情況定為半天或全天，但是

晚上並不留營過夜。 

考量三到六歲的幼兒可能已經進入學前體制就讀，以及教師參與活動的

時間限制，因此營隊宜於暑假期間舉辦。然而因應各地學制不同，亦可考慮

安排於其他長假進行，如歐洲地區的秋令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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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首先由了解幼兒語言發展切入，以便在此基礎之上，進行幼兒語言

教學相關課題之探討。最後再從蒙特梭利與全語言之經典著作著手，一窺兩

種教學理念之下的幼兒語言教育。 

 

第一節 幼兒語言發展 
本節回顧幼兒語言發展之相關研究，分為早期語言發展、影響語言發展

的因素，以及後期語言發展三個段落。 

 

一、 早期語言發展 
出生後的短短數年之間，幼兒的身心各方面都會產生巨大變化，在語言

上，不但變得聽說無礙，更逐步成為一個成功的讀寫者。在這段成長與學習

的歷程中，我們若想在適當的時機提供合適的輔助，首先必須了解幼兒語言

發展的過程及其中可能的影響因素。 

對初生的嬰兒來說，啼哭就是最基本的表達方式，許多細心的父母與照

顧者的確能從哭聲的變化中察覺嬰兒的需求，可見得啼哭其實已經具備相當

的溝通功能。除此之外，嬰兒也會發出一些不同的聲音，只是嚴格說來，這

些都不能算是真正的語言。據 Kaplan and Kaplan（1971）的研究觀察指出，

所謂的前語言階段（prelinguistic phase）從出生後一個月到周歲為止，持續

時間將近一年之久，這段時期內，共有四個特徵明顯的固定發展順序，依序

為啼哭期（crying）、咕咕期（cooing）、牙語期（babbling）和回聲期（echolalia）

（Kaplan and Kaplan , 1971）。 

到了周歲以後，幼兒的語言發展進入所謂的「系統語言發展」時期

（Kaplan and Kaplan , 1971），也就是真正語言發展的最初階段。此時幼兒所

發出的聲音種類變得比較有限，對照前述幾個時期，似乎已經跨進正式的語

音階段。（靳洪剛，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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更早一點的時候，牙語期的嬰兒其實已經能夠發出不同輔音和元音的組

合，但他們仍然必須經過一段時間的嘗試與練習，直到一歲左右，才能初步

掌握自己發出的聲音，開始有意義的語言學習。觀察不同語系的嬰幼兒語言

發展，孩子所能發出第一個的語音組合不外乎/pa/、/ba/、/ma/，因而全世界

幼兒對父母的稱呼幾乎也全出於這幾個音。根據 Jakobson（1968）的解釋，

類似這種由雙唇音/b/到開口度最大的元音/a/之組合差異最大的語音單位，

正是最容易發出的語音組合8，因而基於人類口腔結構與神經系統的發展，

這種放諸四海皆準的一致性，其實是一種極為合理的現象。 

比起各種語音組合，以華語或其他聲調語言為母語的幼兒更早學會的是

分辨聲調。舉國語的四聲為例，幼兒最先學會一聲和四聲，接下來依序是二

聲、三聲。到了兩歲半左右，幼兒通常已能充分掌握四個聲調的運用，但初

期仍會發生二、三聲的混淆現象，這種因學習變調規則所帶來的干擾，會隨

著純熟度的提升而自然改善。（鄭恆雄，1987） 

周歲左右的幼兒開始說出一些有意義的單字或單詞，並且用以表達一個

完整的意思，這便是所謂的「單詞期」。這個時期所發展的詞彙以名詞為最

多，內容以幼兒生活中經常接觸的人、事、物為主，例如「爸爸」、「媽媽」、

「狗狗」、「球球」等。 

在單詞期之後是所謂的「雙詞期」的階段，大約始於一歲半左右（靳洪

剛，1997）。此時幼兒開始將兩個字或詞組合在一起，形成一種電報式語言，

從而實現許多生活中所需的交際功能。由詞彙到句子，雙詞期的幼兒語言，

已經初步進入語義及語法的討論範圍。 

為衡量幼兒的語言發展，多數兒童語言專家採用的方法是計算平均句長

（mean length of utterances, MLU）。就英語而言，平均句長的計算方式是以

詞素為單位，但中文由於沒有形態變化，因此計算方式有兩種，一種以字、

一種以詞為單位（參考表二-1、二-2）。後者在統計之前必須先行分析，程

序繁複；前者的統計較為容易，但是疊字詞被重覆計算，因而使得所得結果

的準確性受到影響（靳洪剛，1977）。 

                                                 
8 即所謂「最大對比定律」（principle of maximum contrast）, Jacobson, 1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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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1 一歲半到六歲兒童含字量比例（引自朱曼殊，1991） 

年齡 

字數 

5 字以下 

句數（%）
6-10 字 11-15 字 16-20 字 20 字以上 總計 

1 歲半-2 歲 290（84） 48（14） 4（1.2）   342（100） 

2 歲-2 歲半 78（37.2） 112（58.3） 16（7.6） 4（1.9）  210（100） 

2 歲半-3 歲 27（21.9） 59（48） 29（23.6） 8（6.5）  123（100） 

3 歲-3 歲半 248（24） 670（55） 205（16.8） 30（2.4） 17（1.4） 1220（100） 

3 歲半-4 歲 256（15.4） 937（58） 344（20.7） 57（3.4） 33（1.9） 1663（100） 

4 歲-4 歲半 444（20） 1154（54.7） 420（20） 65（3.1） 26（1.2） 2109（100） 

4 歲半-5 歲 365（18.7） 1117（57.3） 382（19.6） 63（3.2） 22（1.1） 1949（100） 

5 歲-5 歲半 273（13.8） 1110（56） 440（22） 93（5.2） 64（3.2） 1980（100） 

5 歲半-6 歲 265（11.4） 1117（50.7） 665（28） 158（6.8） 66（3.8） 2321（100） 

 
表二-2 二到六歲兒童的平均句長（朱曼殊，1991） 

年  齡 2 歲 2 歲半 3 歲 3 歲半 4 歲 5 歲 6 歲 

平均句長 2.91 3.76 4.61 5.22 5.77 7.87 8.39 

 

理論上，幼兒的年齡愈大，語言發展程度愈高，平均句長也就愈長，然

而在表二-1 中，我們卻看到許多地方出現矛盾的現象。撇開疊字詞的影響

不談，筆者以為，幼兒在語言能力提升之後，懂得使用更精簡的句子來表達

同樣的意思，當是造成此一現象的重要因素之一。這裡的矛盾現象，指出了

使用平均句長來衡量幼兒語言發展的不足之處。 

 

二、 影響語言發展的因素 
幼兒如何習得語言？行為主義學者如 Skinner、Vygotsky 等人將觀察重

點放在環境的影響上。他們認為，幼兒的語言習得是一連串刺激與反應的結

果，最初源於模仿（imitation），繼而受到父母或照顧者的正增強（positive 

reinforcement），漸漸發展成為與成人相同的溝通模式。 

在與幼兒互動時，成人經常使用所謂的「兒語（babytalk）」或「母親的

語言（motherese）」（Gelman, 1978），這些語言的共通點是簡短、結構單純、

語速較慢、音調提高而誇張，並且經常強調其中的關鍵字。成人重複使用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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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的句子，不但能夠吸引幼兒的注意，也有助於他們的理解，如此自然產生

的行為與現象間接證實了行為主義的主張。 

不過另一方面，在幼兒的語言發展過程中，經常可見一些自創的詞彙或

句子，而這些自創詞句並非經由模仿得來，就傳統行為主義的觀點，並不能

對此現象提出合理的解釋。 

還有一個行為主義無法解釋的問題在於幼兒的早期語言發展的確依循

著一定的順序，且這種順序似乎是世界共通的。由於如此的觀察所得，加上

與成人相較，幼兒的語言發展速度既快，又具備某種內在規律性，使得

Chomsky（1965）等一干學者認定語言習得是人類與生俱來的生理現象及其

自然發展之結果，並由此而獲得「語言先驗派」（language nativism）之稱。 

先驗派認為人生而具有語言機制（Language Acquisition Device, LAD），

此一機制依循所謂的普遍語法（Universal Grammar）而行。而普遍語法又以

參數（parameter）的形式表現，幼兒只需接收一定的語料輸入，便可判斷某

種語言的參數為何，從而使自己在某一特定的語言的範圍中不斷獲得發展。 

另一方面，認知學派的心理學家從認知理論的觀點出發，把語言發展與

智力發展、處理信息能力等認知因素連結在一起，強調語言與思維在兒童發

展過程中有著密不可分的交互作用。其中著名的代表人物就是 Piaget。 

Piaget（1959）認為，語言最能反映出人生不同階段的思維，而認知的

發展又先於語言發展。根據他的說法，人類的語言源自於模仿，其本身是一

種武斷的符號系統（an arbitrary sign system）。隨著智力的發展，嬰幼兒在

出生後的兩年之間從手勢交際進入語言交際，而正式的語言最早即出現在出

生後的第二年。 

同屬認知學派，Vygotsky（1978）在語言發展的主張上與皮亞傑有著明

顯的不同。他將語言視為認知發展的工具，強調社會互動是兒童語言發展的

必要條件。 

語言是人類特有的溝通工具，而如此複雜的系統竟在生命的前幾年就大

致發展完成，這的確是一項令人驚訝的成就。歷來許多學者針對幼兒語言習

得提出他們的觀察所得與見解，各家看法固然不同，但其中都有一個共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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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那就是幼兒語言習得的方式與成人之間存在相當大的差異。 

在日常與幼兒的相處中，我們很容易察覺到環境對他們的語言所產生的

巨大影響，認知能力在語言發展上的作用與限制也顯而易見，至於孩子們自

創的語言表達方式，則往往給我們帶來驚喜。很明顯地，無論行為主義、先

驗或認知學派的理論都只是各自強調了某個部分，而未能完全解釋幼兒語言

習得的過程，因此在進行幼兒語言教學設計時，應力求兼顧各種可能，以達

到最大的成效。 

 

三、 後期語言發展 
早期的幼兒語言發展遵循著普世共通的順序而行，然而到了成句的階

段，不同母語的幼兒語言習得過程開始出現分化，例如有形態變化之英語和

無形態變化之華語，其間就有相當大的差別。以下針對華語幼兒的發展進行

簡要敘述。9 

根據朱曼殊（1991）的研究，從單詞句過渡到完整句，華語幼兒需要經

歷幾個不同的階段。首先出現的是「簡單句階段」，這個階段的特徵在於此

一時期的幼兒極少使用修飾語。簡單的修飾語出現在兩歲到兩歲半之間，但

直到三歲左右，幼兒才能使用名詞性結構的「的」字句及把字句。 

當複雜的謂語句在口語中出現時，代表幼兒進入了「複雜單句階段」。

朱曼殊在研究中發現，二至六歲的幼兒語言中共出現三種類型的複雜單句：

連動句，如「小朋友看見了就去告訴老師」；兼語句，如「老師教我們做遊

戲」；另一種則是句中的主語或賓語裡面包含主謂結構，如「兩個小朋友在

一起玩就好了」。 

「複合句階段」從兩歲半開始，發展到五歲左右便可稱完備。這一時期

的幼兒可將兩個單句依邏輯關係排列在一起使用，特徵是缺少連詞，結構鬆

散（朱曼殊，1991）。從三歲到六歲，幼兒語言中的連詞會逐漸增加，但朱

曼殊指出，即使到了六歲，幼兒在複合句中使用連詞的情況仍不到總數的三

分之一。 

                                                 
9 參考靳洪剛（1997）及李宇明（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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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其研究，幼兒所使用的連詞多自「也」、「又」開始，慢慢加入「後

來」、「那麼」（在台灣地區可能是「然後」、「那」）。到了五、六歲時，一些

說明因果、假設、轉折、條件等關係的連詞陸續出現，如「因為」、「如果」、

「要不然」、「可是」等，少數成對連詞如「一邊……一邊……」、「要不……

就」也在此一時期出現於幼兒的口中。 

疑問句的發展可分一般疑問句和特殊疑問句兩方面來看。所謂一般疑問

句，包括句尾語調上升所構成的疑問句、句尾使用疑問助詞的疑問句，以及

句尾附加「好嗎」、「是嗎」等的否定疑問句。（朱曼殊，1991）此外，使用

「什麼」、「誰」、「什麼地方」、「什麼時候」、「怎麼」、「為什麼」等疑問詞的

疑問句，則屬於特殊疑問句。根據繆小春（1986）的研究，幼兒在三歲時對

「什麼」、「誰」、「什麼地方」，已可理解百分之七十甚至八十以上，但對於

「什麼時候」、「怎麼」、「為什麼」，直到四歲或四歲半時，還只有百分之四

十到六十的理解程度。對幼兒而言，「為什麼」在所有疑問詞中最為困難。 

否定句的發展在結構上可分為三種位置（朱曼殊，1991）：否定詞在句

首，如「不要車車」；否定詞在句末，如「糖糖沒有」；以及否定詞在句中，

如「小宇沒有狗狗。」最後一種習得較晚，在多重詞階段才會出現。 

關於華語幼兒的虛詞習得研究較少。靳洪剛（1997）舉張人俊和中國語

言發展協作組對二至六歲幼兒「上」、「下」、「裡」、「外」、「前」、「後」之理

解與表達的調查結果顯示，幼兒在三歲半時可掌握「裡」，四歲對「上」、「下」，

五歲對「後」、「前」、「外」、「中」已有概念，但是「左」、「右」兩個方位詞，

六歲幼兒仍然掌握得不好。 

華語幼兒方位介詞的習得曾由李向農（1992）以觀察法進行研究，結果

發現「從、往、到、朝、對、向、沿」等七個介詞在幼兒語言裡的出現順序

為：「到」（63%）、「從」（20%）、「往」（11%），其後是「對」、「朝」、「向」。 

幼兒對時態的理解以現在為中心，向過去及未來延伸發展。三到四歲理

解「正在」，五歲理解「已經」，六歲理解「就要」（朱曼殊，1991）。朱曼殊

（1991）調查幼兒對時間詞的理解與使用，歸納出三類時間詞的發展順序。

首先是表示動作順序的時間詞，三到四歲的幼兒能夠理解「先」、「後」、「同

時」；第二是表示時間階段及其順序的時間詞，四到五歲幼兒可理解「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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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明天」與其先後順序，但在同日之內的「早上」、「中午」、「下午」

等不同時段之順序則要再過一年才能理解，而「今年」、「明年」等較長時段

則要等到六歲半。 

根據靳洪剛（1997）引中國幼兒口頭語研究協作組對幼兒虛詞習得所進

行的調查報告顯示，二歲幼兒的虛詞占總詞彙量的 22.5%，其中語氣詞占總

量的 12.75%。 

由於本身育有一名三歲幼子，在本文研究期間，筆者亦對家中幼兒及其

同齡玩伴進行非正式的觀察，並以觀察所得與前人研究結果相互印證。經比

較後發現，文獻中的幼兒語言發展普遍趨緩，前文中提及許多四到六歲才能

理解的概念，如「為什麼」、「上」、「下」、「前」、「後」、「已經」等，在筆者

的實際觀察中，三歲左右的幼兒多已具備，有些甚至表達流暢，並且能夠精

準地使用說明因果、假設、轉折、條件等關係的連接詞。以下舉出一段真實

記錄，對話中的許寶剛滿三歲。 

 

媽媽：是誰咬你的鼻子？ 

許寶：寬寬。 

媽媽：寬寬為什麼要咬你的鼻子？ 

許寶：因為他搞錯了！他以為我是小白。 

媽媽：小白？ 

許寶：對呀，他說我是小白好可愛，可是我是湯瑪士耶！他搞錯了！ 

 

之所以出現如此落差，不排除是由於個別差異及取樣的不同，如城鄉差

別等環境因素所造成。而另一方面，對於左右方位及表示時間階段及其順序

的時間詞等，在本文的觀察中，則並無正確使用的發現，顯示出認知能力發

展在語言上的影響。 

幼兒在後期語言發展中經歷一連串重新組織及再認識的過程。靳洪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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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舉英語詞素（morphology）習得的研究為例10，英語母語幼兒在某

些規則的學習上，如過去式，雖然早期就能正確運用一些不規則的詞彙，像

是“broke＂（break 之過去式）、“went＂（go 之過去式），但後來進入規則

擴大化使用時期，幼兒會把不規則動詞也加以規則化，改用詞綴“ed＂而變

成“breaked＂、“goed＂，這種情況要到四到六歲才會回復正常。許多語

言學家對此現象做出解釋，認為幼兒在早期語言發展中所習得的詞彙並未經

過分析，“broke＂和“break＂是互相獨立而無關連的，等到他們逐漸理解

何謂過去式，便會產生所謂「規則擴大化使用」的現象，將所有動詞都予以

規則化，這使得不規則動詞必須經歷一個再認識的過程。 

類似的研究不止一端。Nelson and Nelson（1978）便將此一再認識的過

程，稱為幼兒語言發展過程中的「鐘擺現象」。 

鐘擺現象除了在詞彙習得中可以看見，在語法、語義的發展中也經歷同

樣的過程。這些關於「再認識」的研究顯示幼兒語言發展「是一個永恆的變

體」（靳洪剛，1997），前期與後期「不斷相互作用、相互彌補、相互促進」

（靳洪剛，1997）。 

 

第二節 幼兒語言教學 
本節分從幼兒遊戲與語言發展、幼兒的文學經驗與讀寫萌發，以及幼兒

雙語、第二語習得與語言教學等不同角度，引相關研究文獻，探討幼兒的語

言教學。 

 

一、 幼兒遊戲和語言發展 
遊戲是幼兒最早參與的社會互動之一，對於幼兒而言，與同儕遊玩、交

談的過程，往往是一種極佳的語言經驗。經由互相模仿、互相討論、互相修

正，幼兒不斷交換彼此的語言知識，他們有機會在情境裡學習新的詞彙，也

從中發展出更高的溝通技巧，即使是爭吵、告狀，都有助於加強語言的組織，

                                                 
10 Ervin, 1964; Cazden, 1968; Slobin, 1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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幫助他們學習如何協商，獲得更多關於會話的能力。 

常見的扮家家酒即是一種典型的幼兒遊戲。根據皮亞傑認知發展的理

論，二到七歲的幼兒正處於所謂的「運思前期」（preoperational stage），逐

漸展現出表象的（representational）能力，這種能力使得他們能夠假裝自己

是別人（或擬人的物），在遊戲中扮演不同的角色，並且進行與角色相應的

對話與行動。二到三歲的幼兒往往沉浸於獨角戲的個人世界中，三歲之後，

才會逐漸發展為多人共玩的社會戲劇遊戲（sociodramatic play）（黃瑞琴，

1993）。 

根據黃瑞琴（1993）引 Smilansky（1968）指出，在社會戲劇遊戲中，

幼兒不僅以所扮演角色的身分，在遊戲架構內對話，進行扮演的溝通（pretend 

communication），也必須偶而跳脫其所扮演的角色，在遊戲之外，針對遊戲

的各種細節互相協商，亦即後設溝通（metacommunication）。黃瑞琴（1993）

並引 Garvey（1977）之觀察分析，指出幼兒戲劇遊戲所包含的五種口語溝

通型式，包括 1.扮演的否定；2.扮演；3.遊戲信號；4.程序的或預備的行為；

5.扮演轉換的明白陳述。 

遊戲對幼兒的語言發展功不可沒，在學前教育中，教師應注意保留適當

的時間與空間，以便幼兒自由進行個別與小組活動，也可以融入其中，以不

露痕跡的示範、回饋與提問等方式，促成其在社交互動中自然建構語言經驗

與能力。 

 

二、 幼兒的文學經驗與讀寫萌發 
語言究竟如何習得？雖然行為主義論、先驗論、認知發展論等，各家看

法莫衷一是，但即使強調語言能力是人類自有本有的先驗論一派，仍不否認

嬰幼兒必須從外在環境取得足夠的材料，才能據以判斷所處的語言環境之參

數為何。 

關於幼兒文學經驗與讀寫萌發的研究，即是在肯定環境影響力的基本假

設之下展開。研究者不只發現文學經驗對幼兒的語言發展做出相當貢獻11，

                                                 
11 「在五歲之前有較多聽故事經驗的幼兒，在五歲時具有較多字彙與理解故事的能力（Leseman & 



第二章  文獻探討 

 19

也證實了幼兒的早期語言發展和正式入學以後的閱讀能力之間存在著密切

的關係12。 

圖書所提供的語言材料和日常對話不盡相同。在閱讀圖書時，即便我們

所讀的是一個貼近真實生活，或者脈絡分明引人入勝的故事，由於其抽離了

身在其中的情境，對於讀者（聽者），尤其是語言能力有限的幼兒而言，仍

然造成一定程度的距離感，在理解上較為困難。13因為這樣的特性，圖書中

使用的語言更為正式，且敘述完整，不像真實生活中的對話，經常是含糊、

簡略或較少修飾的，由於大量藉用情境的輔助，使得我們常在說話時忽略應

有的結構，在表達上也很可能並不連貫。 

適合幼兒的圖書可分為許多不同類型，包括韻文類的兒歌或念謠、敘述

性的故事，以及以說明文體呈現的知識性圖書等。透過閱讀圖書的文學經驗

與成人的適時引導，幼兒在語音方面得到更高的覺識14，學習更多的詞彙及

語言15，也藉著不同情節和主題的發展，學會解讀故事，從低層次的認知需

求（low levels of cognitive demand）進展到高層次的認知需求（high levels of 

cognitive demand）（謝孟岑等，2005，P. 2-17）。 

幼兒在文學經驗中獲得更多的語言發展，也因為接觸圖書和其他環境中

的文字，而產生所謂的「讀寫萌發」（Emergent Literacy）16。 

                                                                                                                                              
de Jong, 1998）」。謝孟岑等（2005），P. 2-10。 
12 陳淑琴（2005）引 Bulter et al.（1985），Wells（1985），Pikulski & Tobin（1989），Snyder & Downey

（1991），Crain-Thoreson & Dale（1992）。 
13 「口語的對話環繞著實際的事件（immediate events）（發生在現實生活中當下的事）和情境的

語言（contextualized language）。……文字，相反的，集中在非實際的事件（nonimmediate events）

（發生在過去或杜撰的事）和非情境語言（decontextualized language）（只能藉由文字來溝通）。」

謝孟岑等（2005），P. 2-19。 
14 「對韻腳和頭韻的敏感度與幼兒早期閱讀的成效，有顯著的正相關（Bowman, Donovan, & Burns 

2001; Bradley & Bryant et al. 1989）」陳淑琴（2005），P. 94。 
15 「那些會回答問題、會問問題，也能夠就孩子對故事的看法加以引申的父母，最能夠幫助還從

朗讀故事的經驗中獲得成長（Dickinson & Tabors, 2001）」。陳淑琴（2005），P. 84。 
16 「讀寫萌發的概念源起於紐西蘭的克蕾（M. Clay），克蕾於一九九六年紐西蘭的奧克蘭大學

（University of Auckland）所作的博士論文「萌發的閱讀行為」（Emergent Reading Behavior），

第一次使用了（Emergent Literacy, 簡稱 EL）這個名稱（Lancy, 1994）。」黃瑞琴（1997），P.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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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傳統觀點不同，讀寫萌發著重於幼兒是「在實際的讀寫經驗中學習和

發展讀寫（International reading Association, 1986; Mason & Sinha, 1993; Teale 

& Sulzby, 1989）」（黃瑞琴，1997，P. 13）。如同溝通成為口語發展的動力一

般，置身豐富文字環境裡的幼兒，也會因為觀察到文字在生活中的功能性，

逐漸累積其對文字的概念，在學習過程中，他們所扮演的是主動建構的角

色。根據國內的相關研究顯示，三到六歲的幼兒在接受正式讀寫教育之前，

對環境中的文字已經表現出高度的知覺（李連珠，1992、1995）。吳敏而（1993）

也在研究中發現，幼兒已知日常用品上的文字與物品本身有關，且能根據兩

者之間的關係猜認文字；四歲的孩童不但熟悉中文的閱讀順序，且已具備一

字一音與漢字整體結構的基本觀念。 

在閱讀方面，藉由文學經驗的積累，幼兒從個別注意圖書中的圖畫部

分，到形成口語故事，並逐漸將圖文結合，再慢慢把注意力轉移到文字上，

逐步發展出獨立閱讀的能力。黃瑞琴（1997）引楊怡婷（1995）之研究，將

幼兒在閱讀一本新書時所呈現的閱讀行為依序分成三個階段：1.看圖畫，未

形成故事；2.看圖畫，形成故事；3.試著看文字。 

在讀寫萌發的過程中，母語為拼音文字的幼兒往往能夠自然發展出拼讀

與拼寫的概念，但華語母語的幼兒對於讀寫卻另有不同的認知。林文韵

（2003）指出，其所觀察的華語母語幼兒並未如國外研究之結果，在初期即

對字母與發音之間的連結有所覺識，而是適應漢字一字一音的特性，將音節

與符號產生關連。 

 

三、 幼兒雙語、第二語言習得與雙語教學 
所謂的幼兒雙語指的是在幼兒五歲之前即習得兩種不同的語言。這兩種

語言必須沒有母語和第二語言之分，同時發展、同樣自然暴露，但在發展的

過程中，雙語不盡然是平行的，可能互有先後，也可能相互干擾。 

神經語言學家 E. Lenneberg（1967）在其著名的「關鍵期假說（the critical 

period hypothesis）」中，根據生物學的觀點，指出語言習得應在大腦左、右

葉分化完成之前進行，所得的效果最好。在關鍵期之後學習的語言，將無法

達到母語者（native speaker）的程度。至於這個關鍵期到底出現在何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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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nnerberg 認為是從兩歲開始，到青春期結束；但也有學者提出早在五歲之

前便已停止（Krashen, 1973）。 

Lennerberg 此一研究的焦點本為母語習得，但後來經常被引用在外語或

第二語言習得上，現今台灣幼教界過度強調美語學習的風氣，便直接受到關

鍵期理論的影響（陳淑琴，2003）。 

黃瑞琴（1993）引 Soto（1991）綜合一般人對幼兒學習第二語言的錯

誤觀念指出：1.幼兒學習第二語言除了發音以外，各方面表現均遜於成人；

2.幼兒若能自然處於第二語言的環境中，可能比成人精通更高層次的第二

語，但沒有研究證實第二語言學習的關鍵期，某些研究反而指出年長者的習

得速度較快；3.幼兒的第二語言習得過程複雜且途徑多元，不能孤立於幼兒

的文化學習之外。由以上所述不難看出，提前至幼兒期學習第二語言，唯一

獲得肯定的優勢中僅僅在於發音一項。此一優勢並且還得兼顧目標語的正確

輸入（accurate input）與足夠的暴露（enough exposure），唯有在這兩個條件

的充分配合之下，學習者才能從提早學習中真正獲益（陳淑琴，2003）。 

在第二語言的教學上，有所謂的雙語教育與外語教育之分，以台灣常見

的英語教學為例，即為「英語為第二語言（English as a Second Language, 

ESL）」及「英語為外國語言（English as a Foreign Language, EFL）」，兩者之

間的差異如表二-3 所示。 

美國外來移民的人口眾多，因此使得雙語教育成為幼兒教育中的一個重

要課題。這些語言的少數民族學生（language minority students）以其母語為

第一語言，英語為第二語言，由於英語能力有限17，在學習上出現不同程度

的阻礙，讓相關單位注意到雙語教育的重要性，遂以兩種語言並行的教學方

式，促進學生學業能力的提升。18 

美國的雙語教育實施方案包括浸濡式（immersion programs）與非浸濡

式（non-immersion programs）兩大類，而根據黃瑞琴（1993）引 Garcia（1980）

指出，後者在母語與目標語的過渡之間，由於對待兩者的態度不同，又可分

                                                 
17 即所謂的 LEP，Limited in English Proficiency。 
18 1968 年，美國總統 Johnson 簽署「雙語教育法案（the Bilingual Education 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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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英語為第二語言（ESL）及保持雙語（maintenance）兩種模式。雖然幾十

年的實施過程中，雙語教育在美國社會內部引發各種不同的意見，某些地區

甚至予以廢除19，但是其所發展出來的不同教學方案，在面對移居國外的華

裔族群之華語教育時，仍然值得我們參考。 

 

表二-3 雙語教育與外語教育之差異（蘇復興，1998，P. 56） 

 雙語教育（ESL） 外語教育（EFL） 

1.教育目標 單語主義或有限度之雙語能力 雙語主義、雙文化知識、雙讀寫能力 

2.實質功能 促進社會融合、文化調適，及對主流

語言及文化之認同感 

增進個人福祉及就業技能，培養國際

觀，卻除我族中心主義 

3.施教對象 以移民或英語非母語人士占大宗 非英語系國家之人民為主 

4.學習環境 語言刺激豐富，有充分之語言模範可

供諮詢 

語言刺激較為貧乏，通常以課堂教師

為語言模範 

5.學習動機 以融合性動機為主 以工具性動機為主 

6.目標語言在

教學上之特色 

第一語言及第二語言均充當教學媒

介 

以學生之第一語言為學習第二語言

之媒介，後者自成一門學科 

7.學習目標語

言之難易程度 

較簡易，所費之時間、心力較少，且

較有可能達到母語人士之水準 

難度較高，費時費力，且不易達到母

語人士之水準 

 

另一個值得借鏡的例子是加拿大。加國的英、法雙語教育始於 1960 年

代，由一群以英語為母語的家長發起，教學上以浸濡式為主，實施成效卓著。

學者歸納其成功的原因包括：1.英語及法語同為加拿大的強勢語言；2.家長

強大的信念支持；3.在早期的雙語環境中並未限制幼兒不得使用母語；4.教

師同時具備兩種語言能力；5.同儕之間學習背景相近（指第二語言之程度）；

6.其教學方式相當於在主流語言中學習。（劉豫鳳，2004） 

無論是雙語或第二語，從正面來看，學習不同的語言，除了作為溝通的

媒介，更可藉此窺得不同文化的內涵，因此在幼兒時期不妨以開放的態度嘗

試接觸。唯在實施雙語教育的過中，必須掌握以下的原則： 

了解幼兒學習時的個別差異，避免施予壓力。 

                                                 
19 1998 年，加州地區經由公民投票的方式通過廢除雙語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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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幼兒的溝通意願，避免強勢主導的談話。 

提供豐富的語言環境，鼓勵幼兒在互動中自然使用語言。 

重視幼兒已有的語言及能力，促進雙語與雙文化之間的交流。 

營造接納的教室氛圍，尊重不同文化與語言的幼兒。 

加強學校與家庭之間的聯繫，鼓勵雙語家庭分享其語言及文化。 

以非正式的觀察引導教學，並且盡量融入文化素材。20 

 

第三節 蒙特梭利之語言教育 
要談蒙特梭利的語言教育，首先應從了解蒙氏的兒童發展理論下手。 

瑪麗亞‧蒙特梭利在她長期的兒童觀察工作中，看到了兒童所具備的偉

大的建構能力。她說：「兒童並非毫無能力，需事事仰賴大人，他並不是個

需要我們去填滿的空瓶。相反的，是兒童創造了人，沒有一個人不是從兒童

成長過來的。」（魏寶貝，2001，P. 26） 

在這樣的中心思想之下，她特別強調尊重兒童，並提出所謂「吸收性心

智」（the absorbent mind），指出兒童與成人在智能上迥異的部分。 

 

可以說，我們是用心智來獲取知識的，但兒童卻是直接將知識吸收進他的心靈

生命。只要生命得以延續，兒童便能學會說母語。兒童體內進行著一種心智的

化學作用（mental chemistry），而我們，則只是接受者而已。大量感官印象湧

向我們，我們便將它們貯存在腦中，但我們與印象是分離的，就如同瓶子與所

裝的水，不會混在一起。然而，兒童卻能從事一種轉化。外界的印象並不只是

進到他的腦中，而且還構成他的心智，這些印象在兒童內部肉身化

（incarnation）。兒童利用在周遭世界發現的一切，創造自己的「心智肌肉」

（mental muscles）。我們特將這種心智能力稱為吸收性心智（The absorbent 

mind）。（魏寶貝，2001，P. 41） 

                                                 
20 整理自黃瑞琴（1993），P. 188-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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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特梭利的教育觀充分發揮了吸收性心智的概念，受過訓練的成人（即

導師，directress21）擔任的是引導與輔助的角色，除了經過設計的環境和教

具，學習的主權完全掌握在兒童自己的手裡。 

在吸收性心智以外，蒙特梭利還特別注意到幼兒發展的「敏感期」（the 

sensitive period）。這使得過去科學家在動物觀察中的發現，在人類的身上也

取得了印證。她說： 

 

每一個兒童都有一種內在的衝動，指引他去做一些重要的動作。做不來這些動

作的兒童，將會變成非常無助的。對於兒童將經歷的這些不同的狀態，成人並

無直接的影響力量。但如果兒童在敏感期間，未能依照其內在潛能去做一些特

定的動作，則他將失去習得某些特定能力的機會，且是永遠地失去。（李田樹，

2001，P. 83） 

 

根據其對嬰幼兒的觀察與研究，蒙特梭利提出九大敏感期，包括語言敏

感期、秩序敏感期、感官敏感期、細微事物敏感期、動作敏感期、社會規範

敏感期、書寫敏感期、閱讀敏感期、文化敏感期等。其中和語言學習有關的

語言敏感期為零到六歲，書寫敏感期為三歲半到四歲半，閱讀敏感期則介於

四歲半到五歲半之間。 

和大部分的語言學家一樣，蒙特梭利相信兒童的語言學習是自我生成

的。至於幼兒究竟如何習得語言？早在後來出現的環境論（即行為主義論，

the Behaviorist Theory）與先天論（the Nativist Theory）之前，對於兩大陣營

所提出的現象與解釋，蒙特梭利在觀察中均已給予相當的注意。 

在同一個篇章中22，蒙特梭利說：「我們相信，兒童確是『吸收』了語

言。」（魏寶貝，2001，P. 158）但也同時提到：「……母親並不教孩子語言。 

                                                 
21 吳玥玢（2001），P. 75。 
22 吸收性心智，第十章：語言之我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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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是自然而然發展出來的，如同一種自發的創造活動。」（魏寶貝，2001，

P. 159） 

雖然在理論上兩者兼容，但在實際做法上，蒙特梭利傾向於前者。她說：

「……兒童必須先聽到周遭人們使用的發音，然後才能加以模仿。」（魏寶

貝，2001，P. 169）因為如此，她在教學中特別注重環境的提供，不但配合

幼兒敏感期的出現，設計適當的工作23，在書寫的階段中，更運用預備性的

工作來協助幼兒發展書寫所需的肌肉動作與技巧。這樣的做法，充分結合了

其所提出的吸收性心智及敏感期兩大理論基礎。 

在蒙特梭利的教室裡，大部分的工作都是單獨進行的，其中原因之一，

正是因為每個孩子的敏感期出現時間各有先後，無法一概而論。然而語言領

域是少數的例外，除了個人的工作以外，也常融入團體工作設計，這當然和

語言作為溝通工具的本質脫不了干係。 

語言類的個人工作一般包括圖卡、模型、圖卡與模型配對、圖卡配對、

圖卡與文字配對、拼音板、筆順練習板、砂字板等。其中使用圖卡與模型的

工作通常出現在學語早期的階段，進行基礎的名詞教學時，可配合「三段式

教學法」來達成。 

所謂三段式教學法，是將一個物品或觀念名稱的學習區分為三個階段：

「命名」（這是○○）、「練習」（請給我○○），及「評估」（這是什麼？），

透過模型或圖卡的操作，確知幼兒對物品或觀念已經產生固定的記憶。（王

川華，2000） 

某些類別的名詞教學也可以考慮以團體工作的模式來實施。例如讓數名

幼兒圍坐成圈，以實物（如蔬果）傳遞的方式，藉著真實的接觸與觀察經驗，

和聽到的名稱緊密結合。在這類團體工作中，通常是以三段式教學法中的第

一階段「命名」為主。 

至於比較高階的工作，包括利用教具輔助發展的認、讀、拼、寫等技能，

以及一些經過設計的活動與遊戲，後者的主要目的，在於幫助幼兒的閱讀能

力得到更好的發展。 

                                                 
23 蒙特梭利稱活動為「工作」（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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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了工作與教具之外，蒙特梭利的教學特別注重環境設計，其教室布置

包括語言區在內，共分為五大領域24。雖然因應人事時地等不同需求，各個

教室之間的設置難免有所差異，但一般來說，語言區均以擺設語言類教具，

以及布置可供小團體使用的開放式閱讀角落為主。 

蒙特梭利對兒童的觀察主要專注於零到六歲，而在教學現場，這些孩子

們被區分為至少兩個年齡層，其中一開始成立的學校即為三到六歲的 Casa

（即兒童之家）。對於三歲之前與三歲之後的心智發展，蒙特梭利認為兩者

之間涇渭分明。 

 

三歲時，生命似乎重新開始，因為此時意識多采多姿地閃現。在無意識階段與

接踵而至的意識發展階段之間，似乎有著一條明顯的界線。在無意識階段，有

意識的記憶不可能存在，唯有在意識到臨後，我們才具備統整的人格，從而有

記憶的能力。（魏寶貝，2001，P. 238） 

 

三到六歲正是本文之教學設計中鎖定的年齡層。根據蒙特梭利的觀察所

得，這個時期的幼兒已從無意識（unconscious）的創造者成為有意識

（conscious）的工作者，在意識的「我」的支配之下，進行吸收與選擇，有

條理地操作，並能深入觀察，創造出自己的智能。 

從敏感期的角度來看，三到六歲的幼兒一方面預備進入閱讀與書寫的敏

感期，另一方面，也仍然處於語言敏感期中。蒙特梭利特別注意到他們在語

言能力上的精益求精，並且認為這是學習外語的好時機。 

 

從幼兒兩歲半起，就已經有了語言，但要到五歲才算完備，因為此時孩子不只

能正確用詞，而且句子的使用也合於文法。但他仍保留著特殊的敏感性（這一

                                                 
24 五大領域即日常生活教育（Daily life educating）、感官教育（The sense organ educating）、語言

教育（Language educating）、數學教育（Mathematics educating）、自然人文教育（Natural humane 

educa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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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我們稱為語言的敏感期），持續地促使孩子發音發得更準確，最重要的，

是擴展詞彙，讓用詞更為豐富。（魏寶貝，2001，P. 240） 

 

成人在長大以後才學外國語言比較困難。他們不能隨著另一種語言的發音很成

功的學習這語言，他們的外國腔調從來不會消失，而且常常會有文法上的錯

誤。（吳玥玢，2001，P. 497） 

 

蒙特梭利教室的另一個特色是混齡教學，Casa 中的孩子年齡即為三到

六歲不等。 

 

在同一個教室中我們可以看到三個不同年齡的孩子。最小的孩子會對較年長孩

子的工作有興趣，他們跟大孩子學習。（吳玥玢，2001，P. 504） 

 

因為是混齡的團體，幼兒除了看到成人的示範，也透過同儕的互動，向

長者學習，並對幼者提供協助。基於這樣的特色，再配合個人工作的設計，

在蒙特梭利教室裡實施語言教育，程度上的參差不齊並不構成困擾。 

 

第四節 全語言之語言教育 
《全語言教育》的作者李連珠在書中開宗明義地說道： 

 

Whole Language（全語言）……是一個歷經長期涵育、多方挹注，幾經檢驗辯

證，理論、研究和實務交互支持結合而成的教育哲學觀。……也是美加地區一

個教育的草根運動。（李連珠，2007，P. 5） 

 

根據這樣的詮釋，全語言並非如字面上所見，單純只和語言教學有關。

之所以取「語言」二字為名，「一方面是因全語言體認語言在所有學習中所

扮演的媒介、整合性角色，另一方面也是全語言運動的形成歷史和草根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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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然。」（李連珠，2008，P. 8） 

誠然，全語言所涵蓋的範疇大大地超過了語言教學這個單一領域，然而

無論從哪一個面相來看，語言教學在全語言的教學觀裡都扮演了吃重的角

色。在全語言理論的建立上，參考了許多社會語言學和心理語言學的觀點，

閱讀、寫作與兒童文學等領域的相關研究，以及一些英語系國家的語言教育

政策，或涵容其中，或引以為借鏡，都成為全語言教學觀裡不可分割的重要

部分。 

一些著名的教育思想家如 Comenius、Pestalozzi 和 Dewey 等人對於語言

和學習的關係所提出的見解，很可能構成了全語言之語言觀的開端。全語言

以語言來統整各科學習的觀點，就與 Dewey 語言統合的看法相合。而另外

一位影響全語言之語言學習觀的重要學者是社會語言學家 Halliday（1980）

的論述，則是全語言的重要基礎。 

 

在一九七○年代，Halliday 從社會角度提出語言發展和語言使用的論述，建立

了全語言有關語言的內涵，其中有幾點形成了全語言重要的語言學習觀，特別

是他指出：1.語言是功能性的，功能是語言發展的動力；2.情境對語言使用和

學習具有影響力；3.語言學習是建立社會意符系統（social semiotic system）的

歷程；4.語言的學習（learning language）、以語言學習事物（learning through 

language）和語言知識的學習（learning about language），三者是同時發生的

（Halliday, 1980）。（李連珠，2007，P. 16） 

 

從以上這段引文中，已經可以看出全語言在教學中將語言視為一個完整

的體系，認為語言發展應透過實際的使用來達成，以及功能先於形式等主

張。心理語言學家 K. Goodman（1967）所提出的閱讀歷程理論和研究，更

從另一個角度為全語言的語言觀加入了建構的概念。李連珠（2007）闡述其

理念說：「他認為閱讀是意義建構的歷程，稱之為『心理語言上的猜測遊戲』

（psycholinguistic guessing game）（K. Goodman, 1967），在閱讀過程中，讀

者主動地取樣、預測、確認、或更正、再確認所預測，是讀者和文本及語言

之間的互動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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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全語言的語言觀，包括以下四點：一、語言是整體、不可分割的；

二、意義是語言的中心；三、語言必須要放置在社會和語言的情境中；四、

閱讀與寫作是動力的、建構的歷程。25而全語言的語言教學觀，則含括以下

六點：一、語言的發展乃透過實際的使用達成；二、語言的發展是從整體到

局部；三、語言功能的發展先於語言形式的發展；四、語言學習是建構語言

知識的歷程；五、語言學習是個社會性的歷程；六、語言學習是個賦權予學

習者的過程。26 

一方面受讀寫萌發（Emergent Literacy）概念的影響，全語言的教室在

布置方面充分利用語言及文字的元素，正如我們的生活環境裡充滿了各式各

樣的文字符號一樣，這些人為的布置，能讓幼兒自然接觸文字，習慣它們是

生活的一部分，而非刻意去學習。除此之外，全語言教室通常闢有圖書、書

寫等專門的區域，以鼓勵兒童成為小小閱讀者或作家。 

 

開放式的書架和舒適的座椅，是鼓勵幼兒積極參與圖書區的兩個必要條件。在

開放式書架上，圖書的封面朝向外，讓孩子能從視覺上選擇他們所要的書。為

了讓孩子閱讀圖書時能夠放輕鬆，舒適的座椅或椅墊是需要的。圖書區的物理

環境安排、設備和教材都要反映出下列這些意圖：這個區域不僅是提供孩子獨

立閱讀，同時也鼓勵個人和小團體聚集從事主動的學習和社會性參與。（薛曉

華，1997，P. 181） 

 

在全語言幼稚園中書寫區的安排，是要幼兒透過主動的參與來學習，並要求老

師在有意義的情境中觀察並與幼兒產生互動。基本的書寫區要能容納四、五個

學生，地點要接近藝術區或圖書區，而且要能提供多種書寫的工具和材料。（薛

曉華，1997，P. 144） 

 

一個全語言教師在教室中所扮演的角色，除了引導兒童發展、組織團體

活動以外，同時也是積極的示範者。幼兒從教師的身上看到或聽到口頭及書

                                                 
25 整理自李連珠，2007，P. 52-56。 
26 整理自李連珠，2007，P. 57-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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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語言使用的範本，有助於激發他們的模仿與創造。在態度方面，全語言教

師對於初學閱讀與書寫的幼兒所使用的語言，應該是珍視的，將它們與正確

用法之間的不同視為差異而非錯誤，重視幼兒語言的自我發展過程，不進行

無謂的糾錯，也不主動提供代言代寫等協助。 

全語言的倡導者 Goodman（1986）在他的經典著作 What’s Whole In 

Whole Language?中，曾指出語文之所以不容易學習，主要有四個原因：一、

從局部到整體的錯誤學習觀；二、不自然的技巧學習順序；三、錯置的焦點：

為學習語言而學習語言：四、無趣、無意義、與幼兒生活無關的課程。 

相對於此，他所提出五點促使語文容易學習的因素則分別是：一、相關

性；二、目標導向；三、意義性；四、尊重；五、賦予語文的使用權。 

在這些原則之下，全語言教師必須具備相當的規畫與組織能力，才能令

幼兒在主題性的遊戲或活動中接觸語言及文字，並且獲得充分發揮的機會。

表面上看來，全語言教學活動的設計與實施，似乎偏向以讀寫為重，但事實

上，無論是閱讀分享，或是常見的經驗圖表等，都包含了大量的聽、說互動，

這些部分，均可透過教師對團體時間的安排來進行。 

 

團體時間對孩子來說，就是說話時間、分享時間、格格笑的時間、或「聊些新

玩意」的時間。對老師來說，它是一個為孩子探究新主題、娛樂、給予新知，

以及啟發好奇心的時刻。（薛曉華，1997，P. 106。） 

 

幼兒透過在溝通歷程中的積極參與，來學習和老師或其他同學溝通。因此，團

體時間的安排，必須平衡「老師引導」的說話以及「孩子間」的談話，而老師

必須扮演示範的角色。（薛曉華，1997，P. 108） 

 

全語言教室中的團體活動雖然經過詳細的規畫，但由於參與其中的幼兒

提供各自不同的生活經驗，因此可能激發出超乎預期的火花。每一次的活動

進行，對教師和幼兒來說，都會是一個全新的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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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蒙特梭利、全語言與華語文教學 
本節引用相關文獻資料，分別討論蒙特梭利及全語言在華語文教學上的

應用。 

 

一、 蒙特梭利與華語文教學 
在蒙特梭利的幼兒園裡，教具是一個很重要的元素。許多幼兒發展歷程

中的必經階段，在精簡提煉之後，被設計成一個個的「工作」，由教師觀察

幼兒發展的進程，於合適的時點提供合適的教具，讓幼兒藉著一次又一次的

重覆操作，從熟練工作本身，進而完成發展，以達到自信面對真實生活的最

終目的。 

如此過程中，擔任引導者的教師與經過縝密設計的教具同樣重要，然而

語言作為溝通的工具，特別是其不斷變化的特性，很難加以形象化成為具體

的工作。因此在語言領域中，除了少數固定的讀寫工作可供反覆操作外，大

多需要教師視當時情況自行設計。 

蒙特梭利教育由歐洲開始向外推廣，因此語言領域最初的工作自然為適

應拼音文字而產生，如拼字板、砂字板等，都是幼兒學習字母拼讀與書寫的

極佳工具。這兩項工作應用在使用華語的幼兒身上，可轉化為注音或拼音的

操作練習。除此之外，一些為書寫而預備的小肌肉工作，如描摹、運筆的練

習等（參考王川華，2000），適用於各種文字系統，也相當適合三到六歲的

幼兒操作。 

在拼讀與書寫之外，華語教學中由於漢字系統與作為拼讀工具的注音或

拼音系統互相獨立，因此也可利用圖卡與字卡的組合進行漢字認讀練習。認

讀的過程中可以加上注音或拼音輔助，也可以完全以漢字配合實物圖卡來操

作。這部分的教具多半因應生活環境或教學主題，由教師設計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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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全語言與華語文教學 
陳希奇（1997）由全語言的觀點出發，指出華語文教學的實施可分為兩

種不同的環境，一是在使用華語地區進行華語教學，一是在非使用華語地區

進行華語教學。因應不同的教學環境，必須採取不同的措施。 

在使用華語的地區進行華語教學，本身已經符合全語言對「真正使用」

語言的要求。作為一個全語言教師，應當針對學習者的不同需求，將真實的

語言環境加以選擇與組織，使其成為有意義的情景而利於學習。由於具備真

實環境的條件，在使用華語的地區進行華語教學，不需局限在課堂之內，而

是可以無限延伸，以充分利用環境的優勢。 

至於本文之研究課題，則是屬於後者，在非使用華語地區進行華語教

學。由於真正使用的環境不多，在這些地區的全語言教師首要的工作便是創

造情景，使教學的內容對學習者產生意義，以收到學習的效果。 

特別是對於幼兒而言，抽象而脫離真實生活的學習並無意義。對照陳希

奇（1997）對於全語言與華語文教學的見解，本文以為，全語言教師在非使

用華語地區進行幼兒華語教學時，課堂內外所創造的情景，必須與幼兒的生

活緊密關連，方能達到預期的教學目標。 

 

第六節 小結 
透過文獻整合與探討，在本章的前半段中，我們從語言學的角度大致瀏

覽了零到六歲幼兒語言發展的全貌，知道本文的研究對象──三到六歲學齡

前幼兒的語言發展水平，特別是華語為母語之幼兒在語法習得上的一般進程

與順序。 

另一方面，藉著閱讀蒙特梭利與全語言兩種教育觀的經典著作，我們從

幼兒教育的角度出發，由教育現場的工作者長期而細心的觀察所得，看到幼

兒在語言教學上的需要。 

這兩種不同的切入角度，讓我們不得不重新思考幼兒語言習得的獨特

性，它與成人後，甚至和學齡兒童的學習模式都截然不同。因而幼兒的語言

教學也絕對不能只是同一系列教材的簡化或初級版，而是必須從幼兒的視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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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發，發展出適合他們所需的內容。 

首先在影響幼兒語言習得的因素方面，除了先天能力以外，還需注意環

境與認知的影響，因此在進行課程設計時，應提供多樣且充足的素材讓幼兒

觀察並模仿，如教師在口語方面的示範，以及適合各種程度的繪本等。由於

三到六歲的幼兒已經開始發展同儕關係，能夠進行多人共玩的遊戲，因此分

組活動與自由活動的組織也格外重要，特別是在混齡團體中的幼兒，透過彼

此的互動，通常能夠得到最快速有效的學習。此外，教師還應具備敏銳的觀

察力與規畫能力，能夠針對個別幼兒的需要給予適當的幫助，而這裡所謂的

個別需要，包括了先天語言能力的不同及後天的認知發展。 

蒙特梭利的教學在關照個別發展需求上有其特長，而全語言的教學則擅

長團體活動的規畫與帶領，在進行課程設計時，若能兼採兩者之長，對於幼

兒的語言學習必能提供相當大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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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由於設定對象為學齡前幼兒，「學習者中心」的理念必須高度被落實。

無論環境、工作或活動，本文所設計的內容只是以被動的角色提供作為選

擇，幼兒本身才是學習的主角，掌控著學習的步調，即便在團體活動之中，

他們仍然可以自主地決定參與程度的多寡。 

因此之故，華語夏令營的設計重點不在於列出鉅細靡遺的教案或大綱，

一般目標明確的課程計畫等形式也不完全適用。在整個研究過程中，必須採

用合宜的研究方法，以期所設計的內容符合實際需求，簡單地說，也就是盡

可能提高工作與活動被選擇的可能性，進而達到增進幼兒語言能力的目標。 

 

第一節 研究方法及研究過程 
本節說明本文之研究方法及其詳細過程。 

 

一、 研究方法 
本文之研究方法以「發展研究法」為主軸，而將此研究法應用在課程設

計上，其精神在於從前人累積之研究結果與具體實踐的經驗中，提煉出適用

的原則，以進行示範性的雛型製作。本文即據此理念，輔以「內容分析法」、

「調查研究法」與「觀察研究法」，結合學理探討與實際經驗，形成課程設

計之具體成果。 

其中「內容分析法」應用在學理探討方面。本文分從幼兒語言發展，以

及蒙特梭利、全語言與幼兒語言教育相關的部分著手，進行文獻蒐羅與分

析。「調查研究法」應用在需求分析及情勢分析的進行過程中，藉由面談、

電話及電子郵件訪談等多種方式蒐集相關資料並據以分析。「觀察研究法」

則運用於筆者本身利用環境之便所進行的非正式觀察，其所得結果雖然並未

經過系統化的整理，但可與前述兩種資料蒐集方法進行交叉證驗

（triangulation），因此亦具有相當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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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研究過程 
本文之研究過程包含研究主題發想、資料蒐集、資料分析，以及最後的

課程設計等步驟。 

研究主題的發想起於筆者本身的生活體驗。在華語文教學領域深造的同

時，由於亦在家庭中兼有母親的職分，因而接觸幼兒教育圈，並且透過網路

與實際生活中的經驗交流，發現許多華裔幼兒及其家長正面臨華語教育的問

題，進而形成初步課程設計的構想。 

確定研究主題之後，隨即開始蒐集文獻資料，以了解前人對於相關領域

的研究成果，並提供研究本身充分的理論基礎。本文除了從國立師範大學圖

書館、國立師範大學華語文教學研究所圖書室，以及國家圖書館、國立台灣

大學圖書館等地借閱相關書籍、期刊、論文等資料外，亦利用網路搜尋，從

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27、德國中文學校聯合會28、全美中文學校聯合總會29等

網站取得所需資訊。 

資料蒐集另外還包括以調查分析法所取得之訪談資料，以及藉觀察研究

法所累積之記錄。本文將此三部分資料加以整合分析，得出課程設計之方向

與原則，此即資料分析的步驟。 

雖然以學齡前幼兒為教學對象之華語文課程設計的前例難尋，但本文借

鏡學齡兒童及青少年之相關課程，亦有些許收穫。在最後一個步驟中，即以

前人經驗與其他資料分析之結果，結合蒙特梭利與全語言的教學理念，進行

實際的課程設計。透過主題式的環境呈現與活動規畫示例，形成一個以語言

為主軸的幼兒華語課程。 

 

第二節 需求分析與情勢分析 
為確定所設計之課程切合所需，需求分析與情勢分析在教學設計中占有

重要的地位。在著手設計之前，本文除了透過文獻探討，了解前人的研究成

                                                 
27 http://www.ocac.gov.tw/。2009/2/2。 
28 http://www.chinesischer-schulverband.de/?page_id=172。2009/2/2。 
29 http://www.ncacls.org/index.html。200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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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外，並且實際訪談各界相關人士，整合不同的意見，形成具體的方向。 

首先，在文獻探討方面，本文分從幼兒語言發展、幼兒語言教學，以及

蒙特梭利之語言教育、全語言之語言教育等不同層面，詳細了解三到六歲的

幼兒語言發展狀況。由於教學對象（即學習者）的年齡幼小，欲以訪談方式

進行系統性的直接對談，在實際執行上有所困難，因此相關的文獻探討，正

可用以替代學習者的需求分析及情勢分析。 

除了學習者以外，需求分析與情勢分析尚涵蓋許多不同的面向。本文透

過實際訪談的方式，邀約包括學習者家長、海外中文學校負責人、曾參與海

外華語營隊活動之教師、華僑文教事務主管機關、學者專家，以及幼教老師

等不同對象，以下分別敘述訪談方向及討論內容。 

一、學習者家長：家庭中的語言環境如何？對孩子的華語能力有何期

望？在孩子的華語教育上（曾）遭遇何種困難或壓力？希望得到什麼樣的協

助？是否對於當地中文學校的看法？ 

二、海外中文學校教師：中文學校的學生組成？學齡前幼兒的上課頻率

如何？中文學校的師資來源、使用教材，與教學方式為何？家長的期望與學

生學習動機如何？是否曾參與夏令營或類似的營隊活動？獲得哪些方面的

支援？活動經驗與成效如何？ 

三、曾參與海外華語營隊活動之教師：本身專長為何（語言、文化或其

他）？參與海外營隊活動的動機？如何得知相關訊息？外派教師之甄選條件

為何？是否提供行前訓練？所參與營隊的教學目標與對象為何？學員的年

齡組成如何？家長陪同上課的幼兒學習情況如何？活動後的個人感想？ 

四、華僑文教事務主管機關：僑委會目前提供學齡前幼兒的華語教學資

源為何？學齡前僑教的重要性如何？是否有針對學齡前中文教育推廣的計

畫？其形式為何？如何支持海外僑校自行規畫之活動及營隊？外派師資如

何徵得？條件為何？ 

五、學者專家：雙語平衡發展的條件？在不同語言的大環境中，母語教

育應如何加強？如何在缺乏文字環境的條件下，促進華語讀寫能力的發展？

對幼兒學習第二語言的看法？幼兒學習第二語，家長應抱持何種態度？蒙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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梭利及全語言在幼兒語言教育上的態度和長處？面對不同語言程度的幼

兒，教師應如何帶領團體活動？教室中有兩種語言時，教師的處理方式如

何？家長進入教室可扮演的角色？幼兒華語夏令營的建議時長與師生比？ 

六、幼教老師：蒙特梭利及全語言在幼兒語言教育上的態度和長處？面

對不同語言程度的幼兒，教師如何帶領團體活動？教室中有兩種語言時，教

師的處理方式如何？家長進入教室可扮演的角色？幼兒夏令營的建議時長

與師生比？ 

其中幼教老師的訪談主題多與學者專家相同，其主要目的在於了解對於

同樣的問題，學界看法與幼教工作者的經驗是否相符。 

 

第三節 資料蒐集方法 
本文的資料蒐集主要從相關文獻及實際訪談等兩方面著手，亦參照筆者

個人之非正式觀察。 

 

一、 相關文獻 
由於本文之研究內容係結合蒙特梭利與全語言之教學理念從事課程設

計，而兩者在理論方面的發展均有相當歷史，因此相關經典著作，如《吸收

性心智》（魏寶貝，2001）、《發現兒童》（吳玥玢，2001）、《童年之祕》（李

田樹，2001）及《全語言的「全」，全在哪裡？》（李連珠，1998）等書，是

文獻探討中第一個不可或缺的重要部分。 

值得一提的是，蒙特梭利和全語言的理論建立，同樣來自於教育現場豐

富經驗的累積，因而歷來關於兩者在實際教學應用上的研究亦所在多有。本

文分別針對兩個不同領域，蒐集學者專家與幼教老師在理論或應用方面所發

表的研究成果。其中如《幼兒語文教材教法─全語言教學觀》（陳淑琴，

2000），將國內幼教現場的實驗集結成書，內容豐富；《蒙特梭利教室的全語

言教學》（施淑娟，2003）雖然篇幅不長，但集作者對蒙氏幼教與全語言教

學活動研究之大成，頗具參考價值。此外，本文對於近年國內博碩士學位論

文中，以蒙特梭利或全語言之教學現場為觀察對象而進行的質化研究，也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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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加以關注，如《蒙特梭利語文教育與全語言教育對幼兒閱讀能力影響之研

究》（張筱瑩，2007）等，其中許多實例，都可以作為本文在課程設計方面

的參考。 

另一個必須下功夫的部分是幼兒語言發展的相關理論及研究成果，在這

個方面，本文蒐羅的對象橫跨心理學及語言學兩大領域，從不同學派的主張

中，整合出幼兒語言發展的脈絡。主要的參考書目包括《語言發展心理學》

（靳洪剛，1997）及《兒童語言的發展》（李宇明，1995）。 

在諸多文獻資料中，以華語為母語的幼兒語言發展相關研究相對缺乏，

除了以朱曼殊（1991）之研究為主的華語幼兒發展進程，可與筆者之觀察所

得相互印證，供課程設計之參考外，在華語讀寫發展方面，僅有少數小規模

的質化研究如《兒童語言發展──糖糖和甜甜的故事》（林文韵，2003）可

以視為代表。 

 

二、 實際訪談 
為充分了解各界對幼兒華語教學的實際需求，本文透過實際訪談的方

式，與包括學習者家長、海外中文學校教師、曾參與海外華語營隊活動之教

師、華僑文教事務主管機關、學者專家，以及幼教老師等不同領域之人士進

行直接溝通。 

對於這些不同的受訪對象，本文大多經由網路的管道搜尋、篩選，並進

行邀約。其中學習者家長包括兩個部分，首先是家有目標年齡層之幼兒的華

人父母，包括定居紐西蘭的 Maggie，英國的 Teresa，以及美國的 Ellen，其

次為曾有參加海外華語夏令營之經驗的學員家長，定居德國的 Yvonne。兩

者的來源均為曾在網路論壇或個人部落格發表相關言論，且同意進一步深入

訪談並授權在本文引用其發言者。由於邀約對象定居海外，因此這個部分的

訪談均透過電子郵件往來連繫。以下簡單敘述受訪對象背景。 

住在紐西蘭的 Maggie 有三個孩子，老大是女孩，五歲；老二和老三是

男孩，一個三歲九個月，一個六個月大（後者年齡太小尚未開始說話，以下

暫不討論）。Maggie 夫妻倆都是台灣人，小孩從小在中文環境（國、台語）

裡長大，不過兩個大的孩子上了幼兒園後，在家中也開始習慣以英語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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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resa 的先生是英國人，目前一家在英國定居。大兒子四歲，據媽媽表

示，語言能力似乎較同齡孩子差一些，小兒子快滿二歲，目前正在學說話（以

下暫不討論）。Teresa 家中的語言環境較為複雜，媽媽說國語，爸爸說英語，

婆婆說廣東話，回台灣時見到外公外婆，還要再加上台語。大兒子目前已上

幼稚園，在學校裡只說英語。 

Ellen 定居美國，有一個五歲的女兒。在家的時候，父母親都說中文，

也念中文童書給她聽，但由於大環境講英語，所以目前她使用中英語的機率

各半。Ellen 夫妻都是台灣人，他們十幾歲就到美國念書，畢業後在外商公

司工作，本身與華人生活圈沒什麼接觸。 

Yvonne 的先生是德國人，家中的語言環境是半德語半中文。她有三個

男孩，老大和老二是雙胞胎，十一歲，老三七歲。雖然 Yvonne 的孩子年齡

較大，但由於三個孩子甫於 2008 年秋假參加過當地的中文秋令營，因此她

的經驗特別值得參考。 

海外中文學校教師同樣包括兩個部分，德國萊茵台北中文學校的鄭伊雯

老師具有參與華語秋令營的經驗，美國賓州至善中文學校的黃文瑄老師則

否。為取得這方面的資料，本文除搜尋網路論壇外，亦參考各地中文學校聯

合會的網站資訊，透過電子郵件提出邀約，再以文字往返的方式逐步進行訪

談。其中鄭老師素有利用部落格記錄教學經驗的習慣，因此藉由部落格留言

互通訊息也成為間接訪談的一種方式。 

至於兩位受訪對象背景，黃文瑄老師曾任教於美國賓州至善學校，當初

是由學生家長的身分兼任老師，還曾擔任過該校的校長。據其表示，該校學

生從四到十六歲不等（preschool-9th grade），有中文背景的學生，包過台灣、

香港、大陸，以及越南馬來西亞等地的華僑，約占 80%；沒有中文背景的

學生，包括領養家庭和美國當地的孩子，約占 20%。 

鄭伊雯老師現任教於德國萊茵台北中文學校，本身也是學生家長兼任。

據其表示，該校的學生多為台商子弟，父母皆為台灣人與混血家庭大約各占

一半。德國萊茵台北中文學校於 2008 年秋季參與他校所主辦之秋令營活

動，鄭老師是帶班老師之一。 

在搜尋資訊的過程中，得知 2008 年暑假在德國恰有一系列的文化營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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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迴活動，係由僑務委員會提供師資，當地中文學校承辦。本文嘗試蒐集相

關訊息，幸而得到參與該活動之老師與家長的熱心協助，提供自身經驗作為

研究設計時的參考（海外教師與家長已如上述）。 

任教於台北市立麗山國民小學（美術科）的沈榮林老師曾有兩次擔任派

外文化教師的經驗，2008 年於德國舉行的秋令營活動，沈老師亦參與其中。

本文透過麗山國小網站連結到沈老師的部落格，經由留言後取得電子信箱地

址，再以電子郵件提出諮詢需求。沈老師非常熱心，回答問題詳細且深入，

對於本文了解派外老師的角色與需求相當有幫助。 

此外，對於營隊的主辦者僑務委員會，本文亦透過電話進行訪談。僑委

會第二處負責海外僑教相關事務，研究中專訪海外教育科榮幼娥科長，談到

僑委會的相關推廣作業，以及與海外中文學校之間的互動情況。藉由訪談的

內容，本文得以進一步了解僑委會在幼兒僑教方面的立場、規畫，與所能提

供的協助。 

在學者專家方面，本文設定之訪談人士包括具幼兒語言發展專長的國立

台灣師範大學人類發展學系張鑑如副教授，兼具蒙特梭利理論與實務經驗的

慈濟大學兒童發展與家庭教育學系施淑娟助理教授，以及對全語言有深入研

究的國立新竹教育大學幼兒教育學系林麗卿副教授，邀請三位就專業觀點談

到幼兒語言教學的做法與觀念。其中張老師係透過直接面談，施、林兩位老

師則以電話訪談進行。 

最後，對於幼教現場的老師，本文則透過財團法人蒙特梭利啟蒙研究基

金會與全語言領域之學者推薦，訪談包括阿布格蒙特梭利雙語小科學家幼稚

園的鄧曉雲老師及對全語言有豐富經驗的台中市立文心國民小學附設幼稚

園之高儀玲老師，前者直接面談，後者透過電話連繫。兩位老師均具備多年

幼教經驗其中鄧曉雲老師並在蒙特梭利啟蒙研究基金會中負責推動教務工

作，而高儀玲老師所設計之全語言教案深獲肯定，載於陳淑琴（2000）所作

之《幼兒語文教材教法》中。 

以上包括面談、電訪、電子郵件往來的所有訪談內容，本文在整理之後，

均經過訪談對象之再次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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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1 訪談對象背景 

身分類別 訪談對象 背景說明 

Maggie 定居紐西蘭，夫為台灣人 

三個孩子的母親（女，五歲；男，三歲九個月；男，六個月）

Teresa 定居英國，夫為英國人 

兩個孩子的母親（男，四歲、將滿二歲） 

Ellen 定居美國，夫為台灣人 

一個孩子的母親（女，五歲） 

學習者家長 

Yvonne 定居德國，夫為德國人 

三個孩子的母親（男，十一歲、十一歲、七歲） 

曾參加華語秋令營 

黃文瑄 曾任美國賓州至善中文學校教師及校長 中文學校教師 

鄭伊雯 德國萊茵台北中文學校教師 

曾參加華語秋令營 

派外教師 沈榮林 台北市立麗山國民小學美術科教師 

曾擔任派外文化教師 

僑教主管人員 榮幼娥 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第二處海外教育科科長 

張鑑如 國立台灣師範大學人類發展學系副教授 

專長幼兒語言發展 

施淑娟 慈濟大學兒童發展與家庭教育學系助理教授 

美國 AMS 3-6 歲蒙特梭利合格教師 

學者專家 

林麗卿 國立新竹教育大學幼兒教育學系副教授 

著有全語言的新思維—小小文字探索家 

鄧曉雲 美國 AMS 3-6 歲蒙特梭利合格教師 

阿布格蒙特梭利雙語小科學家幼稚園教師 

幼教老師 

高儀玲 台中市立文心國民小學附設幼稚園教師 

 

三、 實證觀察 
本文之觀察所得乃是筆者於陪伴家中三歲幼子參與幼兒團體之同時，對

其與同學、玩伴之語言發展加以觀察，所形成之非正式記錄。 

上述所謂幼兒團體包括蒙特梭利園所（零到三歲混齡）、基督教會之兒

童主日學（一歲半以上至七歲以下混齡），以及同齡（二歲半至三歲）之玩

伴聚會。三個不同的幼兒團體除了混齡與同齡的差別外，其中兒童主日學開

放幼兒家長陪同，玩伴聚會一般均為親子共同參與，兩者的運作方式可與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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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梭利園所互相比較，作為本文課程設計時的參考。 

 

第四節 解決待答問題之過程 
學習者無疑是教學設計中至關重要的靈魂人物，而本文第一章所列出的

待答問題裡面，首先要釐清的便是在幼兒語言能力發展方面，三到六歲的幼

兒語言能力及相關發展為何？這個階段的孩子需要什麼樣的語言教學？以

華語為母語之幼兒的語言發展有何特性？ 

由於教學對象的年齡幼小，直接訪談之所得可能極為有限，因此本文採

取以下方式，間接達到需求分析的目的。 

首先必須從文獻的整合提煉著手。本文第二章的前半段整理前人對幼兒

語言發展及幼兒語言教學之相關研究成果，從「語言習得」的角度來認識這

個齡層的孩子；後半段分別就蒙特梭利與全語言兩種教學觀，從「幼兒教育」

的角度，探討兩者關於幼兒語言發展及教學的主張。 

無論從語言習得的角度也好，幼兒教育的角度也好，三到六歲的孩子確

實已經進入或準備進入所謂的「後期語言發展」階段，比起三歲之前，這是

更高的發展層次。由於語言本身結構的不同，以華語為母語的幼兒不僅在語

法習得上經歷不同的過程，在讀寫萌發的階段更是如此。本文除了透過文獻

探討，也藉由觀察所得及利用訪談的機會，嘗試釐清影響幼兒語言發展的因

素，以及華語為母語之幼兒的語言發展特性。凡此種種，均有助於我們了解

這個階段的孩子需要什麼樣的語言教學。 

其次，在教學理念的應用方面，本文致力於分析蒙特梭利與全語言在語

言教學方面的共通點為何？又有何互補之處？兩者結合並用，在華語教學中

能提供什麼？ 

蒙特梭利與全語言在幼教領域中各有所長，但同樣基於對幼兒的長期觀

察研究，兩者在語言教學方面的主張頗有共通之處。對於以上幾個問題，本

文除通過文獻探討加以剖析之外，也藉由與學者專家及幼教老師的實際訪

談，深入了解兩者在教學現場的應用，進一步提出互相結合與各自發揮的可

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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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我們必須找出幼兒華語教學設計的重點何在？夏令營的課程設計

和一般中文學校有何異同？以及華語夏令營之教學成果應如何延續？其課

程設計延伸發展的可能性如何？ 

首先我們必須了解，幼兒的學習方式非但與成人相異，與年紀較長的學

齡兒童也有所不同，因此在從事幼兒教學設計時，應該尊重並配合孩子的學

習方式。本文之所以借助蒙特梭利與全語言的教學方式及理念，其中一個主

要的原因，即是看重兩者在幼教領域的經驗與特長，透過文獻探討，與學者

專家、幼教老師的訪談分析，以及在不同幼兒團體中的觀察所得，更能掌握

課程設計的方向。 

夏令營不同於一般中文學校的常態性課程，其優勢在於時間密集，學習

者通常會有較明顯的進步；但對於年幼的學習者而言，上課時間較長，適應

的問題也相對較大。為了讓幼兒能夠放心投入學習與活動，除了考慮邀請家

長陪同外，本文在進行課程設計時，也將特別著重考量如何融入幼兒的生活。 

如上所述，由於夏令營課程密集的特性，學習者在活動期間經常性地處

於華語的大環境中，對於華語的使用頻率與敏感度自然容易提升。至於活動

過後，無論在家庭或中文學校裡，最重要的仍是營造友善而自在的華語環

境，使幼兒能夠自然地使用華語進行溝通與學習。這一方面可以經由家長在

活動期間陪同上課的經驗加以延續，一方面也需要當地中文學校的配合，汲

取活動中的教學經驗，據以作為學校課程的發展方向。在本文第四章中，透

過以不同身分參與同一活動30的數位訪談對象，我們可以看到一次完整的經

驗，而這些訪談對象對此活動的心得，正是極具價值的參考資料。 

 

第五節 保持信效度之方式 
本文保持信效度之方式基於兩點：研究者背景之適切性，以及內容之準

確度。以下分別說明之。 

 

                                                 
30 北萊茵 2008 台灣民俗藝術夏令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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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研究者背景之適切性 
筆者曾於 1993 年至 1995 年間，擔任國立成功大學語文中心中文組之中

文教師，先後教授十數個個人班。後於 2005 年進入國立師範大學華語文教

學研究所碩士班，2008 年初擔任日本早稻田大學語言參訪研習團之中文教

師，兼有華語文教學之理論與實際經驗。 

由於本身育有一名三歲、一名零歲幼子，筆者特別關注幼兒語言發展與

教學相關課題。因托育的緣故，筆者除接觸蒙特梭利教育外，更參與教師研

習活動，對於其他幼教理論亦多有涉獵。 

 

二、 內容之準確度 
為避免資料蒐集的過程中，因「方法的獨特性」（method specificity）所

造成的不足之處，本文在研究時盡可能採取「交叉驗證法」，以求提高內容

之準確度。 

所謂交叉驗證法，即「針對同一種假設，研究者採用超過一種的資料蒐

集方法來進行驗證」（潘明宏等，2003），故在著手蒐集資料時，本文以「內

容分析法」進行文獻探討，以「調查研究法」進行訪談分析，再加上「觀察

研究法」所取得之記錄作為補充，在內容之準確度上力求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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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幼兒語言教學實務 
本章檢視現行幼兒華語教材與資源，以及現有幼兒華語夏令營課程，並

且結合電話、電子郵件，與當面訪談等方式，分別與學習者家長、中文學校

教師、具派外經驗之國內教師、華僑文教主管機關、學者專家，以及幼教老

師等不同對象個別對談，以利進行海外幼兒華語教育的各方面需求與情勢分

析。 

 

第一節 現行幼兒華語教材與資源 
市面上目前通行的兒童華語教材為數不多，針對幼兒所編寫的教材由於

市場需求低，因此更加稀少，部分學校遂以國內出版之本國語文教材為藍

本，以降低難度或放慢進度的方式，配合海外幼兒程度進行教學。 

本節舉僑委會提供的《幼童華語讀本》網路版，以及康軒版國小本國語

文教材為例，對現行幼兒華語教材進行介紹與討論。此外，配合本文第五章

以中秋節為主題所設計之教學活動，在第三項中，亦將活動採用之繪本加入

討論。 

 

一、 幼兒華語教材 
《幼童華語讀本》分為中英文版與中西文版，而僑委會網站上所提供的

為前者。教材共分四冊，每冊十二課，其中包含二或三課的練習。在網路版

中，每課均分為課文導讀、延伸閱讀，及隨堂測驗三個部分，課文導讀附國

語注音31與英語翻譯，延伸閱讀與隨堂測驗則否。 

在內容方面，《幼童華語讀本》致力於貼近幼兒的生活，並且利用簡單

韻文的方式將課文加以組織。第一冊從認識自己開始，主題包括性別、認識

五官及手腳等身體器官的功能；第二冊圍繞家庭而發展，主題包括家庭成

員、角色與相互關係、日常生活，以及新年習俗；第三冊將人際關係擴大到

學校，從中引入各項幼兒經常從事的遊戲與活動，主題包括老師與同學、盪

                                                 
31 另有音標整合版、通用拼音版，及漢與拼音版的 PDF 檔案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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鞦韆、翹翹板，以及郊外旅遊所見所聞等；第四冊包含收拾玩具、招待與分

享、合作遊戲，以及小孩子所喜歡的動物主題。 

就內容主題來看，《幼童華語讀本》與其作為接近學齡孩子的讀寫教材，

不如運用於更為稚齡的幼兒，如二到三歲，加入更豐富的插圖，作為他們眾

多繪本選擇之一，將能更加配合學習者的認知發展。較大的孩子雖然具備較

高的讀寫能力，對於課文簡單的內容卻不見得感到興趣，在教學時必須加入

更多的輔助材料，以吸引學習者的持續關注。 

就課文難度來看，由於華裔幼兒的程度差異可能極大，因此該教材究竟

應該針對什麼年齡層使用，恐怕難有定論。而延伸閱讀的部分的內容與用詞

程度均甚高，應是提供教師參考使用，學生固然難以直接閱讀，若教師講解

時不加以適當轉化，多半也不易為學生所吸收。 

在詞彙方面，第一冊中已有如「聲音」、「畫圖」等筆劃較多的生詞，雖

然貼近幼兒生活，但除口語聽說之外，如果教師同時要求孩子學習讀寫，以

海外華裔幼兒的一般程度而言，幾乎是一項不可能的任務，就算是國內的孩

子，能夠部分認讀的估計也不多32。少數接近學齡的幼兒或許可以用注音拼

讀的方式自行閱讀課本內容，但由於它也並非一本以教授注音符號為主的教

材，因此在教學上的意義並不大。 

《幼童華語讀本》中的隨堂測驗以認知為主，孩子只要懂得課文內容，

就能輕易回答。然而這在實際教學上，面對不同年齡的幼兒可能出現不同的

問題，例如比較稚齡的孩子或許不懂得問答的形式與意義，較大的孩子又可

能視答案為理所當然，假設他們的口語能力原本就具相當程度，則這樣的測

驗內容恐怕難以達到其目的。 

若以《幼童華語讀本》作為實際教學的教材，本文建議應取其主題，合

併數課為單元，進行相關的教學活動設計。將學習的範圍擴大，以適合不同

的教學對象。 

事實上，不僅是《幼童華語讀本》，任何具有固定內容的教材應用在幼

                                                 
32 以康軒版國小本國語文教材為例，「聲」出現在第一冊（一上）第三課，列為認讀字，「畫」

為第二冊（一下）第九課之習寫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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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語言教學中都有相似的弊病，是以本文不擬設計教材，而是選取適當主題

從事課程設計。這是適應教學對象的特性而採取的對策。 

 

二、 康軒版國小本國語文教材 
康軒版國小國語教材共六年十二冊，本文所討論的範圍僅限於第一冊，

受德國萊茵台北中文學校等海外學校採用作為學齡前教材的部分。 

第一冊共計十課，主題分別為小河、白白的雲、小風鈴、門開了、爬山、

冬天的晚上、歡迎、小雨點、路燈、你喜歡我嗎。除了少數課文以家庭與親

情為訴求外，其他多以自然景物與擬人動植物等為主角，帶領學童討論包括

探索、包容與接納在內的各種主題。 

蘇文霖（2006）針對幼兒華語教材編寫歷程及使用情況進行探討與研

究，指出兒童教材編寫應該以基於以下原則：1. 主題式，單元性；2. 內容

有趣、可愛，能引起兒童興趣；3. 課文能朗朗上口；4. 教學內容應包含基

本語言學習要件，如筆順及部件等概念。 

從上述原則看來，康軒版的國小國語在主題上較為分散，缺乏單元性的

組織，不利於連續性的教學活動設計。而為了提升學童語法方面的知識，課

文均以白話散文寫成，逐課加入不同的句型，對於幼兒而言難度頗高，一方

面趣味性較低，一方面不易幼兒誦讀或記憶。雖然以國小教材實施於幼兒教

育時，可透過教師的改編降低其語言程度，但主題所隱含的認知程度不易轉

化，勢必成為教學上的一大難題。 

 

三、 繪本 
繪本並非專為教授語言而編寫的教材，但就蘇文霖（2006）所提出的兒

童教材編寫四點原則來看，卻能充分滿足前三項條件。 

為了引起小讀者的興趣，幾乎所有市面上的兒童教材都會加入適當的插

圖，然而其主體畢竟還是文字；至於繪本則是圖文並重，有些繪本甚至沒有

文字，完全以圖畫來說故事。 

事實上，對於語言程度不高的幼兒而言，圖的作用不只是故事內容的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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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種表達途徑，更可以用來補足語言難以解釋的部分，讓孩子對故事的理解

更為完整。老師或者父母在為年幼孩子說故事的時候，不論是否按照書中的

文字逐字閱讀，他們都能藉著圖畫的串連得到情節概念，同時也將所聽見的

語言加以連結，從中學習語言的各種形式。 

在本文第五章的課程設計中，運用繪本是教學過程裡很重要的一環。以

下舉《爸爸，我要月亮》、《十四隻老鼠賞月》，及《嫦娥奔月》為例，討論

繪本在夏令營課程中作為教材的可行性。 

（一）爸爸，我要月亮 

《爸爸，我要月亮》是一個充滿想像力的故事，故事中的主角小茉莉想

要跟月亮一起玩，所以請她的爸爸把月亮從天上摘下來。爸爸把一座長長的

梯子架在高高的山頂，爬到月亮上去，但是月亮這麼大，怎麼帶回家呢？ 

「月有陰晴圓缺」，說的本來是人生無常，但小女孩兒的願望卻因此得

以實現。月亮越變越小，終於小到可以讓爸爸帶回家陪小茉莉玩，但是帶回

家以後，它還是一天天變小，最後消失不見了！ 

消失不見的月亮回到了天上，每個晚上，它都會變大一點。最後一頁沒

有任何文字，只有一個又大又圓的月亮──就跟小茉莉一開始在窗邊看到的

一樣。 

本文中華語夏令營課程設計以中秋節為主題，而《爸爸，我要月亮》利

用簡單的故事帶出了月相變化的自然常識。折頁的設計讓書中反覆運用的

「好長」、「好高」變得非常具體，其他如「越來越小╱大」，也透過畫面巧

妙呈現，令學習者自然體會且印象深刻。 

（二）十四隻老鼠賞月 

「月圓人團圓」，中秋節是全家團圓的重要節日，而賞月則是最具代表

性的活動。《十四隻老鼠賞月》裡，藉著三代同堂的老鼠家庭合力搭建賞月

台，一家人團圓祈福、吃點心、聽故事的平凡內容，以平鋪直敘的方式，帶

領孩子們經歷一個歡樂溫馨的團圓夜。 

三十頁的故事裡，每幅圖片均以跨頁滿版的方式呈現，文字僅占據底下

的短短一行空間，比重不高，程度自然也較為簡單。然而豐富的畫面內容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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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許多可供討論的主題，從自然景色、天文常識，到上下的空間感，以及與

月亮有關的神話故事等，是一本相當適合作為主題式教學之教材的作品。 

（三）嫦娥奔月 

《嫦娥奔月》是一本以講述民俗節日由來為主題的繪本，不但使用的語

言程度較高，呈現出書面語的特色，而且其以文字為主、圖畫為輔的方式，

也比較適合較大學童閱讀。 

對幼兒講述此書，在用語方面需要經過相當程度的改編，例如「虛榮」、

「憂心忡忡」等，有些可以省略，有些則應替換更為簡單的口語用詞。在華

語夏令營中運用此書，除了讓幼兒知道節日的由來，熟悉傳統神話故事之

外，其所採用中國傳統風格的插畫，可達到讓幼兒在無形中進行文化接觸的

效果，書末附錄中的傳統習俗、兒歌說唱等，也可以作為教學活動的題材。 

 

第二節 現有兒童華語夏令營課程 
近年來，海外許多地方的中文學校利用長假期間舉辦華語夏令營活動，

而國內各大華語教學單位亦逐步跟進。本節介紹現有之兒童華語夏令營活

動，雖然目前並未見到針對幼兒所規畫的課程，但相關資訊仍具參考價值。 

 

一、 師大華語夏令營 
國立台灣師範大學國語教學中心成立逾五十年，具備堅強的師資陣容與

豐富的教學經驗，近十餘年來，更結合華語文教學研究所在第二語教學研究

方面的專業為其後盾。以如此背景舉辦華語夏令營活動，提出與 AP 學習接

軌的訴求，對華裔青少年（尤其美國）特別具有號召力。 

師大華語夏令營從 2007 年夏天起，已經累積兩年的實務經驗。2009 年

的招生仍以八到十五歲對華語有興趣之海外學童為對象，在為期四周的活動

期間內，每周一至周五於國語中心上課。下表四-1 為各班教學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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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1 師大華語夏令營各班教學目標33 

年齡層 級數 學習目標  

初級 拼音及日常用語，基本認字(可接受零程度) 

中級 日常自由表達及一般閱讀，可寫短句、短文 8 歲~11 歲 

高級 表達深度思想，可寫文章，強化 5C，與 AP 接軌 

初級 拼音及日常用語，基本認字(可接受零程度) 

中級 日常自由表達及一般閱讀，可寫短句、短文 12 歲~15 歲 

高級 國學常識，書面文，可寫文章，強化 5C，與 AP 接軌 

 

師大華語夏令營採小班教學（六至十二人），每班配置導師以及助教，

如此的低師生比，顯示其對於教師正確示範的重視。在分班方式上，除依語

言程度分級外，所有班級均以混齡的方式組成，與本文的構想相同。 

 

表四-2 師大華語夏令營活動日程34 

 Monday Tuesday Wednesday Thursday Friday 

9:00-10:00 

語言課 

Mandarin 

Course 

10:00-11:00 

語言課 

Mandarin 

Course 

語言課 

Mandarin 

Course 

11:00-12:00 
語言實驗室 

Lab 

語言課 

Mandarin 

Course 
語言實驗室 

Lab 

語言課 

Mandarin 

Course 

12:00-13:00 LUNCH 

13:00-13:30 

加強課(輔導)

Supplementary 

Course 

加強課(輔導)

Supplementary 

Course 

加強課 (複

習) 

Supplementary 

Course 

13:30-15:00 

加強課 

(主題教學) 

Group 

Learning 體育 

Sports 

社團時間 

Youth Clubs 

文化才藝 

Culture 

Exploration 

校外教學 

Field Trip 

                                                 
33 資料來源：2009 師大華語夏令營官方網站

http://chinese.mtc.ntnu.edu.tw:8080/culture/culture02/culture02-5/summer%20camp.html。2009/2/7。 
34 同註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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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表四-2 的活動日程可以看出，師大華語夏令營每日上午均為語言課

的時間，除星期五以外，下午也多安排加強課，其為語言密集班的性質相當

明顯。 

然而一方面為加強文化輸入，一方面由於教學對象為學齡兒童與青少

年，必須滿足他們對於動態活動的需求，因此營隊中設計捏麵人、功夫、扯

鈴、書法等活動，以帶領學童認識中華文化藝術。此外，更充分利用在華語

地區進行華語教學的環境優勢，加入運動、美術、科學等多元課程，與台灣

當地學童共同參與，促進自然交流，並且安排鶯歌陶瓷巡禮、糕餅博物館體

驗行等校外教學，增加學童實際文化接觸的機會。 

表四-3 補充說明師大華語夏令營之課程內容。 

 

表四-3 師大華語夏令營課程說明35 

類別 科目名稱 授課重點 

華語課 依程度及年齡分班，在 AP 學習的接軌上更搶先一步。

加強輔導 針對個人之需求做加強，如發音、聽力、打字、寫作…

等。 

語言課程 

語言實驗室 語言課程的延伸，著重多媒體與語言使用的結合，強化

學生使用不同工具的表達能力，如電腦寫作、電郵、資

料搜尋、投影片報告。 

文化課 除了傳統的文化課程，也會安排才藝或自然人文課程，

在中文環境中刺激學童多元智能發展。 如：功夫、扯

鈴、藍染、台灣美食、台灣茶藝、捏麵人、剪紙、舞龍

舞獅等等。 

文化才藝 

社團活動 體驗大學社團活動，與在地台灣學童一同上課。 

鶯歌陶瓷風情巡禮 

糕餅博物館體驗行 

故 宮 博 物 院 尋 寶

趣…等 

帶領學員放鬆身心，欣賞結合藝文、古蹟、資訊、美食

及天然美景的豐富之旅。讓學員由實際參訪，領略中華

文化及傳統藝術之美。活動將依實際情形，斟酌調整，

以符合實際需求。 

校外教學 

(暫定行程) 

台灣之旅 2 天 1 夜台灣之旅，驗收這三週來的學習成果。 

                                                 
35 同註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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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美國矽谷耀中國際學校華語夏令營 
1932 年，第一所耀中國際學校成立於香港，以中英雙語教育投入幼教

領域。七十多年來，該機構在香港本地繼續向上發展，加入小學、中學階段，

並且陸續在上海、北京等地建立分校，目前唯一的海外分校設於美國矽谷。 

矽谷分校提供包括學前及國小階段的中英雙語教育，而其於 2008 年暑

假推出的華語夏令營活動，則是針對國小一至五年級學童所設計，為期四周

的沉浸式華語課程。 

 

表四-4 矽谷耀中國際學校華語夏令營活動日程36 

Morning Session 

08:30-09:00 Morning Moves and Grooves 

09:00-10:30 Chinese Thematic Activities 

10:30-11:00 Snack & Outdoor Play 

11:00-12:00 Chinese Social Studies Exploration 

12:00-01:00 Lunch 

Afternoon Session 

01:00-01:45 Activity Areas 

01:45-02:00 Recess 

02:00-03:00 Activity Areas 

After Care (optional) 

03:00-04:10 Rotational Sports Activities 

04:10-04:45 Snack & Outdoor Play 

04:45-05:45 Chinese Cultural Activities 

05:45-06:00 Story Adventures 

 

該營隊採主題式課程設計，透過地理、人文、人際關係等不同領域的知

識，帶領學童從各種面向來認識活動主題──「海洋」。活動內容包括歌謠、

                                                 
36 參考網站資料：

http://www.ycis-sv.com/Pages/Academic/Template.aspx?docID=2513&style=Document&MenuID=92

。200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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烹飪、繪本故事、影片欣賞，以及美術與手工藝等，而除了室內課程以外，

營隊期間也安排兩次灣區（Bay Area）一帶的戶外活動，就近讓孩子們實地

認識海洋。 

表四-4 為該校華語夏令營的活動日程安排，每天上課的時間由早上八

點半到下午三點，三點以後還可參加三小時的「安親班」，對於希望加強接

觸華語或有實際困難的家庭來說，是一個相當貼心的選擇。 

以教學對象而言，耀中華語夏令營的學習者年齡層與師大的八至十一歲

組相當，但在課程安排上，相較於後者著重於語言課程的密集訓練，前者的

學習負擔明顯輕鬆許多。 

 

第三節 訪談主題與內容 
本節根據所有訪談記錄，依不同主題整理相關內容，以作為需求分析及

情勢分析之基礎。 

 

一、 幼兒華語教學現況 
幼兒可能在家庭或中文學校中接受華語教育。一般來說，家庭內的語言

教育除了從直接的聽說中自然習得外，最常使用的教材就是繪本。本文訪談

四位家長，他們均注意到應在孩子幼年時就開始提供中文的童書，雖然量有

多寡，但這些早期的文學經驗，對於幼兒的語言發展必有一定幫助。 

住在美國的 Maggie 對孩子的華語教育十分用心，除了繪本以外，她還

會給五歲的大女兒看字卡，有時也讓孩子看中文的卡通節目。 

所有訪談家庭中，Yvonne 的孩子年齡最大，三個都已進入中文學校就

讀，其中七歲的老三正在學習注音，十一歲的雙胞胎念的是台灣康軒出版的

二年級國語課本，亦即台灣學童八歲的程度。 

中文學校所提供的華語教育必須根據學生背景加以調整。曾任教於美國

賓州至善中文學校的黃文瑄老師表示，一般來說，具中文背景的家庭通常希

望加強孩子的認字及寫字，而台灣來的父母會要求教ㄅㄆㄇ，因為對孩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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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字及獨立閱讀很有幫助。學校方面則是希望聽說讀寫均衡發展，對高年級

的同學才會要求加強寫作。另依據學生背景，學校設有繁體字班與簡體字班。 

而來自非中文背景家庭的學生，若年齡差距不大的話，通常會集中在同

一班上課。這種班級的教學內容會特別加強介紹中華文化，對學生中文能力

的要求也寬鬆許多，以聽說及認字為主，並不強迫寫字。但奇怪的是，這些

孩子反而很愛寫，覺得中國的方塊字很美。 

德國萊茵台北中文學校的鄭伊雯老師認為該校對中文程度要求很高。他

們的教學內容大致與台灣相同，採用康軒版的國語教材，但把速度放慢，台

灣一個學期的課程，在德國教一年。 

因為在德國，所以老師一定要會德文，但除非必要，例如在解釋語法規

則時使用德文輔助，否則一般均要求純中文教學。 

該校設有幼幼班，但只收四歲以上的孩子，教材使用康軒第一課37，另

外加入老師的自備教材，內容以ㄅㄆㄇ教學為主。 

在師資上，兩位老師均表示以學生媽媽兼任為最多，也最受歡迎。至於

使用教材方面，台灣的小學教科書是選擇之一，例如前文提到的康軒版國

語，另外黃文瑄老師則談到在她任教時，繁體字班是以台灣僑委會提供的《華

語》為主，簡體字班則以中國暨南大學編的《中文》為主，另外再加上老師

自己選擇的補充教材，如課外讀物或手寫作業紙等。 

 

二、 幼兒華語能力 
一般而言，在全中文環境中成長的幼兒華語能力自然較強，但即使夫妻

雙方都是台灣人，孩子的華語能力仍然視父母期望或個別情況而有不同。 

例如本文所訪談的 Maggie 和 Ellen 兩位家長，前者對於孩子的華語能

力要求較高，希望聽說讀寫均能流利，因此她給五歲的大女兒提供文字方面

的教學，孩子雖然尚不能寫漢字，但已經開始學習辨認字卡。Maggie 談到

大女兒即將進入中文學校，她希望在中文學校中能夠加強書寫方面的學習。 

                                                 
37 康軒版本國語文教材參考本章第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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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定居美國的 Ellen 對孩子的華語能力期望一般，由於夫妻本身與華

人圈接觸不多，因此認為聽說無礙即可。雖然仍然期望孩子學會讀寫，但

Ellen 甚至不打算讓五歲的女兒進入中文學校，因為本身試聽過中文班以

後，覺得當地的師資與教法過於傳統，並不適合自己的孩子。 

在本文所有訪談家長的子女中，以 Maggie 家三歲九個月的男孩年紀為

最小。Maggie 提到，雖然家裡以中文環境為主，但是不同於姊姊在口語方

面雙語均稱流利，弟弟的英語能力強過華語，三歲半以後，中文能力才開始

突飛猛進。根據本文觀察，在外語的大環境中成長的幼兒，傾向與同儕使用

外語溝通，即使是家中手足仍然如此。在訪談家庭中，Maggie 與 Teresa 均

提到這樣的情況，筆者以為，這可能是造成第二個孩子（或更多）的外語能

力凌駕華語能力的原因之一。 

平均來說，語言環境單純的幼兒學語較快，以同樣年齡而言，他們在單

一語言的發展上程度較高。遠嫁英國的 Teresa 家中國語、英語、廣東語、

台語並用，根據她的觀察，四歲的大兒子語言能力似乎比同齡孩子弱一些。 

Yvonne 的家庭語言是半德半中，她的孩子由於年齡較大，且已進入中

文學校就讀，因此華語能力不差，七歲的老三已經開始學習注音。 

對於中文學校的教師來說，孩子的中文能力關係他們教學的方式，例如

黃文瑄老師便提到，若是學生父母都說中文，學生的聽說就不會有問題，老

師使用全中文教學時可以聽懂 90%；但若學生家裡沒有中文背景，老師就

需要用英文來教學，這些班級的進度會慢很多，可能一年下來只學個數字跟

顏色。 

 

三、 對幼兒華語教學的經驗 
黃文瑄老師累積多年教學經驗，她表示，學中文對大部分學生來說是課

外的負擔，往往因為有其他活動而中斷。比方說踢足球的時間跟中文學校時

間相衝突的話，學生會選擇去踢足球，而家長也不忍心要求孩子放棄他的興

趣，來上他不怎麼喜歡的中文課。當然，碰到學校有大考，學生也會為了準

備學校的考試而放棄中文學校的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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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老師認為若要學生學好中文，第一當然是要引起他們的動機。因此她

比較希望中文學校能往「語文補習班」的方向移動，吸引有興趣來學習，而

不是被父母硬逼著來的學生。 

此外，她也認為師資是影響學習意願很重要的因素，有經驗、有素養的

老師才能吸引學生。若能解決經費問題，或許可吸引更多專業的老師至中文

學校教學。 

鄭伊雯老師則認為，雖然學生們都是因家長要求而到中文學校學習，但

習慣以後，他們都很喜歡來學校交朋友，與朋友會面，同儕關係對於提高學

生到校學習的意願頗有幫助。 

鄭老師另有參與當地華語秋令營的經驗，相關內容整合於以下第四點。 

 

四、 幼兒華語短期營隊經驗分享 
為提供海外華僑子弟親身體驗中華文化的機會，德國福爾摩沙中文學校

於 2008 年舉辦台灣民俗藝術夏令營。參與活動的除了主辦學校外，還包括

鄰近地區的數間中文學校。師資方面由僑委會選派三位專業文化老師巡迴教

學，內容包括民族舞蹈、手工藝、民間雜耍、功夫等文化課程。 

本文除訪談其中教授民俗藝術，平時任教於台北市立麗山國民小學的沈

榮林老師外，也透過網路搜尋，邀請參與萊茵台北中文學校營隊的學生家長

Yvonne 及該校鄭伊雯老師，請他們就各自的角度分享五天四夜營隊活動的

經驗。 

身為家長的 Yvonne 談到，參與這次的營隊的主要目的讓孩子體驗文

化，在包括民俗藝術、民俗舞蹈，以及中國功夫三個部分的課程中，她個人

認為功夫與手工藝兩個項目的收穫都很大，而或許因為她的孩子都是男孩，

因此對功夫格外感興趣。 

Yvonne 認為來自文化面的刺激能夠增加學習趣味與成就感，讓孩子學

習語言不感枯燥，因此對華語教育相當有幫助。而未來若有類似活動，她建

議增加木偶戲等戲劇類的項目。 

參與營隊工作的鄭伊雯老師表示，各地中文學校的老師所擔任的是各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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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師兼輔導長，台灣來的老師負責上課，他們負責管理學生與整個活動的行

政部分。而八歲以下的孩子因為年幼，必須有家長陪同參加。 

根據鄭老師的說法，活動前當地教師和派外教師幾乎不可能有機會做任

何協調溝通，因為台灣選派的老師不只教授一個營隊，而是在各校間進行巡

迴，因此到了當地立刻得要開始上課。對當地學校來說，也要等到上了課以

後，才能知道師資的優劣。 

至於營隊活動是否對當地的華語教育產生衝擊？鄭老師認為，這是屬於

學生的課外文化活動，對於例行教學的刺激不大。 

沈榮林老師在該營隊中負責民俗藝術領域的課程，他在 1995 年便加入

海外文化教師行列，曾前往泰國南部合艾市教授民俗藝術一個半月的時間。

這次參與派外教師，是由僑委會發公文到各校，各校教師自由報名並提出相

關教學資料，經書面審核與面談通過後錄取聘用。整個派外教學工作係從

2008 年七月初至八月中，合計三十五日，在歐洲三國九個駐站進行。 

據沈老師所知，僑委會針對海外僑團需求徵選各相關師資，行前辦理說

明會，但並不提供職前訓練。他認為這是因為派外師資在國內均已具備教學

經驗與能力，而且大部分以具有海外教學經驗者為優先的緣故。 

筆者問及家長陪同上課的情況如何？沈老師舉德國杜塞道夫的親子班

為例，一班二十多位小朋友及十位左右家長一起協助上課，他的帶課方式是

以孩子為前提，請家長提供語言及細微技巧的協助，但收領用具及環境整潔

還是由孩子自己動手。孩子操作與創作期間，沈老師會利用機會與家長們進

行兒童美育的經驗交換，讓課程中的參與者能夠各取所需。他認為這種方式

的成效相當良好，很受家長及孩子們的好評。 

沈老師表示，國內早已推行的活潑式教學、活動化設計、多元化評量，

以及採結構式設計的教學流程，可讓上課過程緊湊、有趣，非常能符合海外

僑民需求。由於教學內容與方式已具經驗，因此對他而言，最大的挑戰在於

語言與文化的差異，尤其歐洲國家語言不一，部分專業性內容的介紹必須以

較淺顯文字說明，或者由當地老師提供協助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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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對幼兒華語夏令營課程設計的建議 
（一）關於教學目標 

談到對幼兒語言教學的建議，首先就教學目標來說，具多年蒙特梭利經

驗，也曾旅外教學的鄧曉雲老師表示，以美國為例，華裔幼兒到了三到六歲

的階段，在美語方面的發展通常已經相當穩固，中文程度則是參差不齊，聽

的理解或許沒有太多障礙，但能不能說得流利，就要看各家父母平時的要求

如何。 

由於沒有中文的大環境，在幼兒夏令營中要求學會讀寫是比較困難的。

但如果環繞一個主題進行課程設計，活動結束後希望他們能夠懂得相關詞

彙，這應該不難做到。 

本文在課程設計中擬藉助蒙特梭利與全語言兩種教育觀，對此，國立新

竹教育大學幼兒教育學系林麗卿副教授以其對全語言的了解談到，全語言的

教學相當適合學齡前的孩子，但是它強調長期的浸淫與接觸，並從讀寫萌發

的角度來看待孩子的語言發展，因此在短期的活動中，不見得能看到明顯的

效果。 

但她又說，如果華語夏令營的教學目標在於提升幼兒學習華語的動機，

那麼跟全語言的觀點就非常契合。因為全語言重視語言經驗的功能與意義，

提供豐富的素材，能引發更多真實的動機。 

（二）關於蒙特梭利與全語言教學觀的應用 

本文所訪談的兩位幼教老師各自從蒙特梭利和全語言的教育談到對孩

子語言發展的影響。鄧老師認為蒙特梭利講究尊重兒童，經常給予他們充分

表達的空間，因此蒙特梭利的孩子口語表達能力（指母語）往往特別凸出，

說起話來組織分明，頭頭是道。 

高儀玲老師則認為全語言的長處在於透過環境呈現，讓孩子們自然產生

動機，其結果同樣可以讓孩子的表達能力高度發展。 

此外施淑娟老師指出，蒙特梭利並不特別強調某一個領域的教學，語言

方面固定的教具也不多，之所以能夠幫助孩子發展，除提供素材與情境外，

重點應該是它講究結構和步驟的特性。而這一點在「寫」的方面格外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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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關於混齡教學 

幼兒華語夏令營採取混齡教學，這在蒙特梭利教室本是常態，而據林麗

卿老師表示，全語言也有一些混齡的教室，不過差距通常比較小。她特別指

出，三歲孩子與五歲孩子在使用語言時的動機大不相同，且年齡愈小的孩

子，愈不容易直接觸發，因此在混齡的教室中，活動的設計、使用的媒介等

都需要更為多元，以照顧不同年齡孩子的不同狀況。 

高儀玲老師則認為全語言教育相當適合混齡教學，但當年齡差距較大

時，例如三歲與六歲，在討論的進行與活動操作上就會比較困難。她表示雖

然沒有實際的經驗，但可以肯定是，在這樣的條件下，三歲孩子的收獲想必

很大。 

（四）關於師資 

談到師資問題，不同專業背景的老師各有不同的看法。張鑑如老師認為

應該特別著重教師對當地孩子語言能力的了解，而如果教學團隊中有國內選

派的教師，建議在活動正式開始前，應該施予適當的職前訓練。至於師生比，

為能充分照顧所有學生的語言需求，張老師認為宜盡量提高。 

慈濟大學兒童發展與家庭教育學系的施淑娟助理教授對於蒙特梭利教

育素有專長，她建議在師資方面，應由合格且富經驗的蒙特梭利教師來擔

任。師生比採一般 CASA 的比例，1：12 到 1：15 即可。但同樣從事蒙特梭

利教育的鄧曉雲老師則特別關注針稚齡幼兒的適應問題，對於華語夏令營這

類短期活動，她建議可將師生比略為提高，約 1：10 左右。 

擅長全語言教育的林麗卿老師也認為合格的幼教老師是最好的選擇。因

為第一，合格的幼教老師比較不會落入制式的教學中，同時也能了解並同理

孩子的反應。而高儀玲老師則特別強調職前訓練的重要，她認為如果要採用

全語言的教學模式，事前應該提供相關的師資訓練，否則即使是合格的幼教

老師，若缺乏實施全語言的經驗，仍然無法掌握這樣的教學方式。 

筆者在訪談時提出以國內幼教老師搭配國外中文學校教師組成教學團

隊的構想，老師們對此均表贊同，林麗卿老師並且表示，如果這樣的計畫能

夠付諸實行，國內大專院校的幼教科系學生也可以是合適的人選。林老師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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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國內一般幼托園所的師生比約在 1：15 上下，可視情況調整到 1：10

左右，但也不宜過高。 

（五）關於活動期間 

對於夏令營活動的期間長短，由於幼兒在適應上的需求較高，一般而

言，老師們均認為應盡可能拉長。而鄧老師在考量活動設計與教學負擔後，

認為以一到兩個禮拜為宜。此外，張鑑如老師指出，如果夏令營的教學目標

在於引發動機，那麼重點不在活動長短，活動結束之後如何延續所得的成

果，才是真正重要的事。 

（六）關於教學內容 

老師們對於活動中教學所使用的語言看法高度一致，認為由於對象為稚

齡幼兒，需特別考慮孩子的理解能力與接受程度，不必堅持使用目標語教學。 

而在內容方面，國立台灣師範大學人類發展學系張鑑如副教授指出，幼

兒的語言教學不宜加入太多的技巧訓練，應以故事、兒歌，或文化入手，加

強主題式的設計。 

另外，她表示，注音符號或拼音只是讀寫的工具，當幼兒遇到不認識的

字，或剛開始嘗試以書寫方式來表達的時候，這兩種工具就可以派上用場。

但是在讀寫發展的過程中，它們都不是必需的，尤其在進入認讀的階段時，

幼兒經常可以直接辨認國字，不需注音或拼音的輔助。 

至於拼音系統，張老師認為由於與其他語言的符號相近，在國外的環境

中教導幼兒使用拼音，可能出現混淆的情況，但同樣具有海外教學經驗的鄧

曉雲老師則認為不至於如此。 

鄧老師對注音符號教學的必要性有類似看法，她認為以國內的環境而

言，注音符號的教學絕對是必要的，因為未來入學以後，孩子們要使用字典，

注音符號是最容易上手的查詢方式。但是海外的幼兒不見得有這種需要，畢

竟注音又是另一套符號系統，只要可以順利進入讀寫的階段，無論學與不學

都無所謂。 

高儀玲老師從全語言教室中孩子的讀寫發展歷程提出她對注音符號教

學的看法。她認為讀的部分，孩子們可以直接認讀國字，寫的部分，像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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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圖表上，也可以用畫圖的方式來表達，重點不在教與不教，而是在於孩

子本身有沒有讀寫的動機。 

林麗卿老師除研究全語言外，對蒙特梭利教育也有相當涉獵。她特別提

到蒙氏的教室有注音拼讀的教具，初學讀寫的孩子可以藉由這樣的方式表達

很多東西，但是從學習語言的歷程看來，進入閱讀階段以後，孩子大可以從

可預期的故事內容中逐步認讀文字，學習注音符號並非必經的過程。 

（七）關於家長陪同 

鑑於國外針對年幼孩童所舉辦的短期營隊多半開放家長陪同，本文在訪

談時也特別請教老師們對於家長進入教室的看法。其中施淑娟老師及林麗卿

老師或注重孩童之間的互動，或考慮到家長對於教學進行可能帶來干擾，因

此建議僅在活動初期陪同適應即可，其後應適時退出。 

張鑑如老師和鄧曉雲老師則從活動設計的觀點切入，認為無論家長陪同

與否均可採取對應做法，若開放家長進入教室，則活動難度可視情況提高，

並增加親子互動部分的設計。 

 

第四節 需求分析結果 
本節根據以上三節之內容，總結海外幼兒華語教學之需求分析。 

首先我們應該理解，三到六歲的幼兒不是大人的縮小版，對於學習，幼

兒自有其不同的方式與需求，並非使用同樣的教材教法、降低難度或放慢速

度，就足以應付的。針對幼兒的學習特性，在教學設計上，我們必須更加注

意整體環境的營造，使學習內容完整、相關而有意義，並在學習過程中給予

充分的尊重。 

其次談到的是學習者家長，他們對孩子華語程度的要求，代表了華人家

庭的普遍期望。 

年輕一代的新移民中，有不少人是因為學生時代出國留學，畢業後找到

當地的工作，而在海外落地生根。他們的下一代自幼在家庭中接觸華語，但

由於大環境使用其他語言，因而華語能力往往到達一定程度後即停滯不前。 



 

 62

事實上，這樣的能力很可能已經足以進行簡單的口語溝通，以實際需求

而言，似乎不需再花額外的時間與心力去加強學習。但一方面由於父母親對

於母語傳承的期待，一方面因為祖父母輩的外語能力有限，且往往仍在華語

國家或地區定居，因此在這些家庭中，對於孩子華語能力，往往要求聽說讀

寫流利，一般而言均高於實際溝通使用的需求。 

另外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是，這些孩子在逐漸成長之後，對外融入主流

語言的環境中，使得華語交流在實際生活裡成為一個孤島，通常只局限在孩

子與父母或雙親之一的中間，甚至連對同胞手足都習慣以當地語言溝通，以

至於華語能力日漸衰退。雖然母語能力本來就該來自家庭，但身為家長，除

了照顧孩子的身心發展外，還要負擔起母語教育的全責，在心力或時間有限

的情況下，難免將此重責大任移轉到中文學校教師的身上。 

靠著熱心華語傳承的家長之力量，在許多華人聚集的城市促成了中文學

校的產生。許多孩子們在家長的要求下，利用周末的時間到中文學校學習華

語；而在師資方面，由於經費有限，也多半由家長兼任。這種集體的力量，

在華人圈中具有一定的影響，孩子們的華語程度，即使到了家庭之外，仍然

受到相當的關注。 

然而由於缺乏專業師資，不少中文學校的教學方式仍然停留在教師本身

就學時期的經驗，對於學齡前的幼兒階段，則只是消極地向下延伸。如何提

高學習者的動機？是現階段中文學校教師所面臨的重大挑戰。 

每年暑假期間，從國內遴選派外教師前往各地進行語言或文化的短期教

學，在僑教工作上是已經行之有年的方式。這些接受外派的教師在國內均有

相當的教學經驗，比起業餘兼任的海外教師來，專業能力較強，教學方式也

更為新穎。他們在教學上所面臨的難題通常在於本身語言能力不足，或是對

於海外學生的華語能力了解不夠，而這些問題大多可透過當地中文教師的協

助，獲得適當的解決。 

僑務委員會是國內負責海外華語教育推廣的主管機關，上述派外教師的

遴選作業，即由僑委會於調查各地需求後執行。站在推動海外華語教育的第

一線，僑委會一方面獎勵教材研發與相關研究計畫，一方面也嘗試串連各地

中文學校，促成教學經驗分享。然而就實際層面來看，僑委會所扮演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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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處於被動地位，亦即接收到國外需求的訊息，再採取相應措施加以配合。

而對學齡前幼兒華語教育的重要性，由於尚未受到普遍的重視，因此僑委會

本身也並未形成任何具體方針或計畫。 

在學術界中，無論是兒童語言發展或幼兒教育領域的學者，均同意幼兒

期在人類語言發展上是重要且獨特的，並認為學齡前幼兒的華語教育不但有

其需求，而且深具挑戰性。由於學習者的語言能力與年齡各自不同，雖然可

以透過同儕互動彼此幫助，但如何照顧個別學習者的需求，恰如其分地觸發

動機，將是教學設計上的最大難點。 

由於設定對象為稚齡幼兒，教學方式與成人迥異，學者們一致指出，短

期的營隊活動不易看到明顯成效，如何長久延續活動所引發的學習動機，才

是教學設計之外的重點。此外，也有學者表示，海外教學在師資方面的要求

高、挑戰大，因此希望能為國內幼教系所的學生爭取相關實習機會。 

專為幼兒所設計的教學活動，除了著重教學方式與內容之外，如何建立

關係、處理各種突發狀況，更是不可忽略的實際問題。在師資來源方面，兩

位接受本文訪談的老師均表示富有經驗的幼教工作者絕對是不貳之選，在各

方面條件均能配合的前提之下，她們一致認為，活動期間維持愈長，孩子們

的收獲愈大。 

以下列表簡單總結海外幼兒華語教學之需求分析。 

 

表四-5 海外幼兒華語教學需求分析 

 需求分析結果 

學習者 1. 非制式的教學 

2. 有意義的學習 

3. 真實的動機與需求 

4. 可使用華語的環境 

學習者家長 1. 孩子的華語能力聽說讀寫皆流利 

2. 孩子對家庭與民族的認同及向心力 

3. 引發孩子主動學習的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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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四-5 海外幼兒華語教學需求分析 

海外中文學校教師 1. 學生的華語能力聽說讀寫皆流利 

2. 華人文化傳承 

3. 引發學生主動學習的動機 

4. 有效的教學法 

具派外經驗之國內教師 1. 華語或華人文化之推廣 

2. 增廣個人見聞 

華僑文教主管機關 1. 擴展與海外中文學校的配合 

2. 僑教推廣向下紮根 

學者專家 1. 幼教系所學生的實習機會 

國內幼教老師 1. 教學經驗之累積 

2. 增廣個人見聞 

 

第五節 情勢分析結果 
本文之幼兒華語夏令營的教學設計，採用的是在幼教領域中發展已久且

成效卓著的蒙特梭利與全語言教育觀，然而運用在引發動機，進而鞏固母語

發展的單一目標上，尚屬首例，因此對於可能牽涉的各個層面會產生如何的

影響，在實際著手設計之前，均應詳加考慮。以下即綜合本章所有相關內容，

進行海外幼兒華語教學之情勢分析。 

首先討論社會因素。三到六歲的幼兒對家庭的依賴仍深，他們的語言教

育應該分從家庭與學校兩方面來看。 

在海外華人家庭裡，大部分的父母在面對孩子時，都能盡量以華語為

主，但如果父母雙方有任何一人非以華語為母語，在全家共處的家庭時間

裡，當地語言就會成為唯一的溝通工具。當孩子逐漸成長，進入學校以後，

在家庭之外的時間，他們以環境中的主流語言結交同儕、接觸新的事物，如

果此時父母不能持續致力於提升孩子的華語能力，他們很難不向強勢語言的

一方靠攏。誠如親職作家汪培珽在其網誌文章《海外華人孩子的中文能力，

如何持續？》38中所說：「語文教育不是一蹴可及的事。尤其如果您的理想

是『聽說讀寫』都要行。這個工作，父母如果沒有心理準備要一肩扛起，成

                                                 
38 參考：http://www.wretch.cc/blog/wangpeiting/9754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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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機會微乎其微。」 

然而現實的狀況是，大部分的華人父母陷於不進則退的困境中，很難靠

一己之力讓孩子的華語能力繼續提升，於是中文學校便成為他們最大的支持

力量。根據本文的了解，中文學校的教學方式大多傾向於傳統，在缺乏幼兒

教育專業素養的條件下，學齡前幼兒使用的是學齡兒童的教材，接受的是由

下而上的語言技巧訓練，往往使得孩子們對華語的學習興趣低落。 

基於幼兒學習特性的不同，在訪談學者專家的過程中，本文所提出的教

學設計理念得到相關領域學者的一致認同，而所接觸的家長，也多深刻體會

到孩子們對於適當教學方式的需求，足見幼兒華語教學改革的必要性。然而

教學理念的落實需要多方面的條件配合，其中專業師資尤其重要。就現實層

面來看，短期活動較易付諸實行，如欲促成長期的改變，則需由中文學校主

動提出需求，再由僑委會相關單位代辦師資訓練，而中文學校現有師資的意

願將是關鍵所在。 

再談課程發展因素。針對學齡前幼兒所舉辦的海外華語夏令營，至今尚

無前例，本文中的教學設計只是一個嘗試與芻議，所有環境與活動的構想，

均參考幼兒語文教育相關文獻、學者專家與富相關經驗之幼教老師的意見。

相較於現階段海外幼兒所接受的華語教育，本文所採取之教學模式理當更為

切合學習者所需，但若欲實際執行，仍需視各地中文學校之接受與配合程

度、預算範圍，以及當地情況等，由負責帶領課程之教師團隊隨時進行調整。 

海外中文學校經營不易，其師資來源多局限於非語言教學專業背景的學

生家長，他們很可能一人身兼教師、家長，與學校股東等多重角色，因此無

論校方欲推動改革或籌辦時，仍需特別尊重教師的意見，以尋求支持。單就

舉辦幼兒華語夏令營而言，由於師資可由國內以外派方式支援，因此較無問

題。站在學校的立場，舉辦活動可以為學校進行宣傳，吸引更多的學生，甚

至是當地的外籍學生就讀；但在場地布置及教具準備等硬體方面，一般中文

學校的條件可能並不合適，需要向外租借或考慮其他可行方案。 

在教師因素方面，如上所述，中文學校的現有師資一般均以具相當學歷

的家長為主，這些老師雖是母語者，但大多缺乏語言教學專業背景，而加入

教學團隊的動機，則多半源於身為華人家長的使命感。本文透過訪談過程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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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了解，的確有少數教師執著於傳統的教學觀，但大部分的老師們都願意透

過各地中文教師協會等管道，參與研討活動，接受在職訓練，增進語言教學

的專業能力，並與來自其他學校的教師交換教學經驗。 

由於華語熱的影響，中文學校教師現在面臨更大的挑戰，對於以華語為

第二語教學的專業訓練需求日增，但在學齡前幼兒的語文教育這個區塊，根

據僑委會主管人員表示（參本章第四節），目前除了菲律賓與馬來西亞以外，

並未接收到其他地區有此需求。幼兒語言教學是完全不同的領域，教師必須

熟悉幼兒語言發展歷程，並累積相當的實務經驗，才能具備帶領幼兒團體所

需的技巧。在沒有專任師資的情況下，舉辦短期活動雖然可能刺激現職教師

的教學活化，但若欲將幼兒華語夏令營中的教學方式引進常規課程，對於現

有中文教師無疑將是一大負擔。 

對於學齡前的幼兒來說，生活的每個部分都是學習，而獨立於生活以

外、有形的技巧訓練，則不但無意義且效果不彰。本文採取蒙特梭利與全語

言的教育觀，由幼兒本身來主導學習的過程，在學習動機方面，自然較傳統

課程更強。唯夏令營的活動期間較短，而幼兒通常需要在適應環境之後，才

能投入於學習之中，如何幫助孩子融入新的環境與團體，將是活動初期的工

作重點之一。 

最後談到課程採納因素。幼兒華語夏令營只是一個短期的活動，正如本

章第三節中鄭伊雯老師的看法一樣，參加夏令營是學生們的課外活動，並不

影響正常教學。雖然相較於例行課程，夏令營豐富多元的活動方式應當更能

引發學習者的興趣與動機，但其長處必須由常規課程吸收並加以延續，才能

看到真正的效果。 

從目前一般中文學校學齡前幼兒的教學概況來看，如欲引進這樣的教學

方式，除了硬體設備需加以改變或添購外，還需指派專任師資，施予幼兒語

言發展及教學的相關訓練，並且依據各校情況自行設計教學內容，很可能會

造成學校與教師相當的負擔。 

以下列表簡單總結海外幼兒華語教學之情勢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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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6 海外幼兒華語教學情勢分析 

 情勢分析 

社會因素 優：提高學習者的興趣與動機，增加文化及語言認同 

缺：長期投入不易 

課程發展因素 優：採用適合幼兒發展的教學觀 

缺：至少需中文學校與僑教主管機關互相配合 

學校因素 優：為學校進行宣傳，吸引學生就讀 

缺：場地及教具等需另行籌備 

教師因素 優：觀摩專業幼兒語言教學，刺激教學活化 

缺：若欲改變例行課程教學方式，將造成極大負擔 

學習者因素 優：主動建構學習，符合幼兒發展需求 

缺：活動期間較短，適應期所占比例大 

課程採納因素 優：引發學習者的興趣與動機 

缺：短期活動成效不明顯，且延續不易 

 

第六節 小結 
由需求分析與情勢分析的結果看來，推動幼兒華語夏令營的意義不只是

單方面地促進幼兒華語教育的改革，造福海外華裔幼兒與其家庭，另一方

面，更能藉此達成海外中文教師與國內派外教師的經驗交流，使其在教學上

有所提升。 

此外，由於結合幼兒教育及語言教育兩個不同的領域，幼兒華語夏令營

透過實際推動與操作所帶來的經驗，對於學界而言亦具有實證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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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課程設計 
夏令營的舉辦期間多在每年七、八月，接近這個時段的傳統節令包括端

午節、七夕，與中秋節等，其中端午已過，七夕的情愛主題與幼兒生活相距

較遠，因此中秋節當是較為合適的選擇。 

以節令為主題，其文化意義涵蓋生活中許多層面，並且可與當地的實際

狀況進行文化比較。對幼兒而言，不但可以浸淫在文化的氛圍中，同時也非

常貼近真實生活。 

本章即嘗試以中秋節為主題，進行為期兩週的幼兒華語夏令營課程設

計。其中一到六節說明課程設計的構想與原則，第七節為教學評鑑，第八節

為課程設計示例。 

 

第一節 教學對象 
幼兒華語夏令營之主要教學對象為定居海外、三到六歲之華裔幼兒。對

於這些孩子來說，華語是他們的母語或母語之一。一般而言，到了三歲以上

的年紀，日常生活中的基本溝通應該不成問題。然而每個家庭的語言使用情

況不一，再加上三到六歲又正值進入學前教育體制的時期，容易受到大環境

中主流語言的影響，因此，華裔幼兒在華語習得的發展上程度互異，也可能

出現停滯不前，甚至是迴避使用的現象。 

除了華裔的孩童之外，幼兒華語夏令營也可接受對華語或中華文化有興

趣之外籍家庭的適齡幼兒。這些孩子不以華語為其母語，無論是否具備華語

基礎，參加夏令營活動，與眾多華裔幼兒在以華語為主的環境中相處，都是

他們接觸第二語言的大好機會。 

由於教學對象的年齡幼小，考量其對環境的適應力，幼兒華語夏令營將

視情況開放家長陪同參加。除了特別設計的親子活動之外，以華語為母語之

家長，在教室中偶而可以兼任助理教師的角色，非華語母語之家長，則以親

子共學為主。唯家長陪同的目的在於幫助幼兒融入新的環境，因此在整個活

動期間，應該逐步嘗試抽離，促使孩子獨立與人互動，方能提高學習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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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教學目標與教學內容 
設計幼兒華語夏令營的目的，是為了增加幼兒暴露於華語環境中的機

會，創造可使用與自然學習的環境，進而引起孩子的學習動機。在活動之中，

我們提供的是一個家庭以外，孩子能夠藉華語與同儕溝通的機會。簡而言

之，幼兒華語夏令營的教學目標不在於語言技巧的傳授與訓練，而是提升幼

兒用華語溝通的意願，鼓勵其以華語為媒介，進行社交活動，學習新的事物，

以期在活動結束之後，幼兒的華語能力亦能持續而穩定地自然發展。 

本文的課程設計以中秋節作為活動主軸，從文化的角度切入，貫串整個

教學活動的進行。參與活動的幼兒於夏令營結束後，除了熟悉中秋節的由來

與神話傳說，對於中秋節的習俗、活動，以及月亮的周期變化等，均可達到

一定程度的認識與了解。以華語為母語的幼兒，視其年齡及語言能力之高

低，應能以華語表達或理解相關內容。 

除了圍繞主題所進行的活動以外，華語夏令營也將其他與幼兒日常生活

相關的事物納入教學內容中。 

由於三到六歲的幼兒發展已經逐漸脫離完全的自我中心，能夠與同儕合

作，進行各種活動及遊戲，因此社交溝通所需的語言，將是教學內容的一大

重點。諸如邀請夥伴一同遊戲、商討遊戲規則，以及進行常見遊戲所需的語

言等，孩子們在華語夏令營活動期間，將學習如何以華語為媒介與他人溝

通，而老師們在這方面所扮演的角色，除了視情況提供協助外，也將利用參

與遊戲或帶領團體活動的時間，做出正確的示範。 

對於華語能力較低的幼兒，則在個別接觸時逐步加強其表達的能力與意

願，從滿足自身要求的生活自理等內容開始，慢慢擴展到與同儕的交流。 

我們希望在活動中幫助每個孩子建立以華語溝通的能力與意願，這主要

指的是口語上的聽與說，但在個別及小組活動中，均提供豐富的讀寫素材，

教師可視孩子的程度與需求，隨時加入讀寫等書面語言的示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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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教學方法與課程安排 
華語夏令營中所採用的教學方法結合了蒙特梭利與全語言的教育觀。全

語言係以語言來統整所有領域的教學，正適合以增進華語能力為主要目標的

營隊活動；而蒙特梭利的工作設計能夠依個別發展之不同，透過反覆操作，

幫助幼兒熟習相關事物與技巧，並且善用混齡的團體，藉由同儕互助達成交

流與溝通。兩者在尊重兒童自主發展的理念上高度一致，若能互相配合，對

於提升幼兒的語言能力，特別是主動建構的學習動機，將有相當大的助益。 

基於幼兒學習與發展的特性，無論採取何種教學方法，短期間都很難看

到具體的成效。但在華語夏令營中，仍將致力於提供豐富的語文環境，依幼

兒個別的程度不同，華語能力高者可向讀寫發展，能力低者也可藉由環境的

刺激，提升其對中文字的認知與敏銳度。在所有教學方法當中，這是最容易

由短期活動轉為長期運用的一點。 

在課程安排方面，考量三到六歲幼兒可能已經進入學前教育體制就讀，

華語夏令營將視各地情況，於暑假或秋假期間進行。此外，由於幼兒對環境

適應一般需要較長的時間，為增加其投入的程度，活動規畫應至少持續兩周

為宜，不足兩周的活動，應考慮改採親子班的形式，開放家長全程陪同。 

在地點的選擇方面，則以海外華人聚集的地區為優先，就近向當地幼稚

園所、國小或中文學校商借場地，再依課程需要進行布置，其中尤以幼稚園

所為佳。 

 

第四節 師資組成與教師及學習者角色 
幼兒的語言教學不在於技巧訓練，只要發音清晰、讀寫正確，都能成為

孩子的良好示範。因此，幼兒華語夏令營在師資方面將不以語言教學專業為

考量，而是著重於教師對幼兒發展的了解與豐富現場經驗。 

本文參考既有之海外華語夏令營運作模式，將從國內甄選具備蒙特梭利

三到六歲教師資格或全語言教學經驗之合格幼教老師，作為幼兒華語夏令營

的師資主力，另外再以當地中文學校的教師與之配搭，以照顧不同語言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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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的需求。兩地選派的教師應於活動之前充分溝通，一方面使幼教老師了

解當地學生的語言使用概況，另一方面，也讓中文學校的教師熟悉蒙特梭利

與全語言教室運作的情形。 

在蒙氏的兒童之家裡，師生比可為 1：12 至 1：15，國內一般幼稚園所

也在 1：15 左右，然而基於華語夏令營的活動特性，為提高幼兒向成人學習

正確語言的機會，課程中的師生比將設定為 1：10，並視情況調整，例如當

報名的外籍幼兒比例較高時，助理教師的數量便應隨之增加；而若陪同參加

之家長人數較多時，助理教師的數量便應適時減少，以避免環境中成人比例

過高，有礙孩子之間同儕互動的發展。 

除了個別示範及團體活動時間以外，教師均站在引導或旁觀者的地位，

鼓勵幼兒以華語互動，僅在需要的時候介入，提供該情境下可使用的語言。

因應幼兒的語言能力不同，為順利達成雙向溝通，教師需具備相當之外語能

力，但在口語表達時，仍以華語為主，並加強情境與肢體語言作為輔助。 

在幼兒華語夏令營的教室中，幼兒是主動建構的學習者，也是所有學習

活動的主角，除團體活動時間外，每個孩子均可依據其自由意願，選擇自己

感興趣的方式來進行學習。從尊重幼兒語言經驗的立場出發，活動中並不禁

止其他語言的使用，但無論孩子們的程度高低，在團體時間裡，負責主教的

老師一律以華語帶領幼兒從事各項活動與學習。非以華語為母語或程度偏低

的幼兒，可由助理教師或陪同參加之家長在不影響整體活動進行的前提下提

供協助。 

 

第五節 教學環境設計 
為滿足孩子們的活動所需，依照幼兒身量設計的幼托園所，具備尺寸合

適的桌椅、矮櫃，以及盥洗設備等，當是舉辦幼兒華語夏令營時租借場地的

首選。本節說明配合活動主題及以語言教學為中心的環境設計重點。 

 

一、 豐富的語文環境 
提供豐富的語文環境是全語言教育的特色之一，而在缺乏中文環境的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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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僑居地推廣華語教學，更不能忽略環境因素給幼兒帶來的刺激。 

布置一個豐富的語文環境，首先可從環境中的標示著手，像是教室內各

個區域的名稱，如閱讀區、數學區等，或是廁所、洗手台等場所的指標，都

可以用圖文並列，再輔以注音或拼音符號的方式加以標明，讓幼兒透過每日

活動的自然接觸，逐漸熟悉這些文字的形貌。此外，為了共同整理環境的需

要，教室中應該準備一些方便幼兒使用的清潔工具，這些在蒙特梭利教室中

列為日常生活領域之教具的工具，都應該在陳列處加上明顯的標示，讓幼兒

從這些貼近生活的物品開始，建立對漢字的概念及敏銳度。 

其次，在全語言教學活動中，為閱讀討論及教唱兒歌所需，教師常會製

作一些大書或掛圖。這些大型教具除了在團體活動時段可以派上用場，一天

中的其他時段，也可以將它們展示出來，讓幼兒自由運用。 

多為孩子準備書寫的素材，也是全語言教室裡常見的布置技巧。在華語

夏令營中，除了把重點放在口語溝通外，我們也可以運用這樣的方式，鼓勵

孩子們利用書面來進行表達。三到六歲的孩子書寫能力可能極為有限，尤其

是中文的方塊字。教師當然不需要強調書寫方面的教學，但仍然可以在活動

中透過自然的示範，引發幼兒模仿的動機，讓他們或寫或畫，逐漸進入書面

溝通的領域。 

值得注意的是，讀寫萌發必須經過長時間的浸淫，在短期之內未必能夠

看到什麼成效。因此，當幼兒華語夏令營的活動結束之後，無論在家庭或中

文學校裡，家長和教師仍應以同樣的原則，為孩子提供一個豐富的語文環境。 

 

二、 配合主題的教具提供與設計 
教具是蒙特梭利教學中極重要的工具之一，利用個人工作的形式，教師

可以依據個別幼兒的發展階段，提供合適的教學輔助。 

在語文領域裡，除了常見的注音符號拼字版、砂字版，以及一些可供練

習運筆及描繪的嵌板以外，多數的語文教具需要教師自行製作研發。配合幼

兒的程度，教師所設計的教具及工作應以口語能力的提升為主要目的，其次

可以考慮增進幼兒對漢字認讀及注音或拼音的拼讀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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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1 注音符號拼字板 

 

 

圖五-2 注音符號砂字板 

 

除了語文領域以外，在中秋節的主題之下，運用於蒙特梭利工作的教具

還可以包括月相變化掛圖、月曆磁鐵組或萬年曆等。前者可以幫助幼兒認識

月球的周期變化，後者則能針對年齡較大的孩子，提供初步的曆法概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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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3 月相變化掛圖 

 

  

圖五-4 月曆磁鐵組、萬年曆 

 

如果沒有現成的教具，教師也可以自製月相變化圖卡，或者安排幼兒回

家後每晚觀察月相，並且參考全語言教室的運作方式，於隔日分享時製作經

驗圖表代替。至於陽曆與陰曆的對照，則不妨以一般的日曆或月曆來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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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強調語文教育區域 
每家幼托園所的環境均有所不同，但幼兒華語夏令營既以華語教學為活

動重心，便應視現有場地的條件，特別強調語文教育區域的設計。例如其中

閱讀、書畫，以及戲劇等和語言發展關係密切的項目，均可考慮設置獨立區

域，作為加強布置的重點。 

閱讀區應該是華語夏令營裡最重要，也是占地最大的區域，它必須足以

容納所有的孩子，以利閱讀討論等團體活動的進行。布置的方式可以依教師

的教學習慣改變，但至少必須具備幾項功能，包括：讓說故事、聽故事的人

與閱讀者都能舒服坐下的地方，可陳列大書、可懸掛歌詞掛圖，並且提供豐

富的童書繪本，讓孩子們自由取閱。 

配合營隊活動的主題，教師可以多蒐集一些與月亮有關的繪本，除了提

供幼兒在教室裡閱讀外，也可鼓勵孩子們把書借回家，增加親子共讀的機

會。與月亮有關的繪本書單，可參考附錄二。 

書畫區主要提供幼兒書寫及繪畫的各式素材，同時也可陳列與讀寫能力

有關的教具。至於硬體方面，除了工作用的小桌椅外，建議不妨放置一個畫

架，並且設計一個可供展示幼兒作品的地方。 

除了閱讀和書寫以外，角色扮演也是一種可以讓幼兒充分發揮語言能力

的遊戲，不只是遊戲內容本身，遊戲以外的溝通協調，在在需要透過適當的

語言來進行。在戲劇區裡，教師可以提供一些扮家家酒的道具，也可以設置

一個簡單的戲台，製作一些與營隊主題相關的戲偶，使活動主題得以藉由遊

戲的方式自然延伸。 

 

第六節 教學活動設計 
幼兒華語夏令營以兩周為期，每周六天，每天以一個上午的時間，進行

一些固定的活動。這些固定的活動包括了：簽到與個人活動、團體活動、閱

讀討論、分組活動、分享、環境整理與戶外活動、說故事與準備回家等。 

其中第一個星期為適應環境所需，家長可視情況陪同參加，但到了第二

個星期，則建議讓孩子獨立參與。此外，每逢星期六，均邀請家長進入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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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將團體活動與閱讀討論合併為一個時段，以利安排親子活動。 

每個時段的活動內容分別說明如下： 

 

一、 簽到與個人活動 
幼兒華語夏令營中，雖然將大部分的焦點放在口語溝通的能力上，但仍

然希望孩子們經由頻繁的接觸，對中文字產生更明確的概念，簽到就是一個

很好的例子。 

簽到是一天的開始，也是全語言教室中常見的例行活動。在整個營隊活

動開始的第一天，教師可以利用這個時段，帶領每對親子製作一張孩子的姓

名卡。首先請家長在姓名卡的正面以楷體寫下孩子的中文名字（若孩子會寫

自己的名字，由孩子來寫更好），背面貼上事先提醒準備的孩子照片。這些

姓名卡的材質可以是木製、塑膠，或至少是可以護貝的紙張，製作完成後，

請孩子將它們一律背面朝外，插在置於教室入口處的簽到板上。 

從第二天開始的每天早上，教師都會預先將姓名卡正面朝外放置，孩子

們陸續到達教室後，先找到自己的名字，再將卡片翻轉過來，背面向外插入

簽到板中，如此便完成了簽到的手續。39透過這樣的活動，不但可以幫助孩

子認識自己（與他人）的名字，教師也可以利用卡片製作與使用的過程，觀

察孩子們的語言程度。哪些孩子已經能夠書寫？哪些孩子對自己的名字還不

熟悉？這些訊息有助於教師隨時調整教學的內容。 

完成簽到進入教室以後，幼兒會需要一點調適的時間，這段時間裡，他

們可以自由選擇教室裡的教具，經教師指導後從事個人活動，也可以跟老師

或同儕交談。 

 

二、 團體活動 
團體活動開始的時候，教師先以一首選定的兒歌或念謠將孩子們召集在

一起，此後營隊期間的每一天，團體活動都將由同樣的一首歌謠來啟動。 

                                                 
39 姓名卡與簽到板的設計參考陳淑琴，2000，P.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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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天的這個時段裡，教師向幼兒及陪同參加的家長說明這次夏令營

的主題。由於中秋節的一切活動都是圍繞著月亮而展開的，因此孩子們在營

隊中要學習一些有關月亮的知識。 

月亮的外觀每個月都會呈現周而復始的變化，但是這些變化必須在晚上

才看得到。活動期間，教師邀請每對親子利用晚上一起觀察月亮的變化，並

且鼓勵孩子用畫圖等任何方式加以記錄。今天的月亮和昨天有什麼不一樣？

今天觀察的時間或地點和平常是否有什麼不同？為什麼？你看到哪些星

星？天空中的雲很多嗎？或者今天天氣不好，根本沒看到月亮？你和媽媽╱

爸爸一起看月亮的時候，聊了些什麼？這些與觀察有關的細節，從第二天

起，都可以在早上的團體時間中提出來與大家分享。 

隨著對環境、教師與同儕熟悉度的增加，幼兒們分享的內容可能一天比

一天複雜，以至於他們不見得能夠完全以華語表達。在活動過程中，教師不

必限制幼兒所使用的語言，但應選擇適當的時機，以華語簡要地為孩子口頭

翻譯或整理他們所分享的內容。此外，也可以在孩子發表的同時，利用經驗

圖表記錄並展示他們所分享的內容，讓幼兒看到口語被文字化的過程。 

值得注意的是，營隊期間每一天的團體活動應盡量依循相同的模式進

行，讓可預期的流程幫助於幼兒熟悉並投入其中。 

 

三、 閱讀討論 
利用閱讀討論時段，教師先帶領大家唱一首與月亮有關的兒歌。唱歌的

同時，在後方的牆壁或黑╱白板上展示歌詞的內容，這些歌詞應該附有注音

或拼音符號，如果幼兒已經學過注音或拼音的，就可以自己嘗試拼讀。除此

之外，建議教師也能搭配歌詞設計一些簡單的動作，不必要求每一個幼兒都

跟著模仿，而是利用具體的動作幫助幼兒理解與記憶。 

接下來，閱讀的故事也與月亮這個主題有關。活動剛開始的幾天，可以

先選擇一本由外語翻譯成中文的簡單繪本故事，例如艾瑞‧卡爾的《爸爸，

我要月亮》，或是彼得‧霍拉賽克的《月亮微笑了》。以上兩本推薦繪本廣受

好評，孩子們很可能已經耳熟能詳，只是不見得聽過中文的版本，教師可以

利用幼兒對故事本身的熟悉度，更快地切入故事內文，並且不需要做太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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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釋。在兩種語言版本及圖文對照之下，幼兒將會更容易獲得其中的關鍵

詞，而在往後幾天開始講述中秋節由來的時候，這些關鍵詞的累積將會產生

一定的幫助。 

在正式開始閱讀故事之前，教師可以先嘗試拋出幾個問題，例如展示書

本的封面，請孩子們猜猜看故事的內容和什麼有關？這些問題的答案可能很

簡單，但卻有助於教師了解孩子們的口語能力與表達意願。 

為孩子說故事的方式沒有一個定則，可以是先將主導權完全掌握在教師

手中，再轉移到學生的身上，亦即先示範後參與（討論），如 Holdaway 的

自然學習教室模式（Natural Learning Classroom Model）40，也可以運用幼兒

既有的知識與經驗（即基模），在討論、分享及預測故事發展的輕鬆氛圍下

自由展開，然後再完整地重述一遍41。 

在華語夏令營中，幼兒的平均口語能力較國內的孩子為低，故前者可能

是比較合適的方式，然而教師仍然可以視孩子們的反應狀況，決定每天的閱

讀討論時段如何帶領。 

幼兒樂於重覆的學習，而反覆操作也的確能使他們得到更深入的學習效

果，因此同一本故事可以連續讀個好幾天，而每一天的閱讀討論時段，都可

以由熟悉的故事和新加入的故事組合而成。面對可能進入讀寫萌發階段的孩

子們，閱讀的時候應該盡量利用現成或自製的大書，並且盡量照著原文或是

教師們商議後改編的內容閱讀42。否則，對於語言能力不足的幼兒來說，變

化不定的詞彙或句子極可能造成學習的障礙與干擾。 

 

四、 分組活動 
分組活動是讓幼兒根據自己的意願，自由選擇從事各種學習活動的時

間。從一早進入教室到現在，個人活動時段著重於幼兒的個別操作練習，團

體活動與閱讀討論時段以大群體的方式進行，直接互動多存在於幼兒和教師

                                                 
40 參考陳淑琴，2000。P. 47-51。 
41 參考林佩蓉，1999。P. 97-100。 
42 如果書中的文字難度較高，教師可以在事前加以簡化，並將改編後的內文貼在大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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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間，孩子之間則為間接性的互動居多。到了分組活動時段，幼兒可以依據

教室中所布置的不同區域，或者找到自己的好朋友，選擇感興趣的工作、遊

戲，自由發展同儕間的溝通與合作。 

在這個時段，教師不需要直接參與或介入幼兒的活動，而是遊走各個區

域，了解孩子們的互動情況，許多社交使用的語言，都可以在這個階段由教

師經觀察需要後從旁提供。此外，分組活動也是教師評量幼兒語言能力及表

現的好機會，除了軼事記錄，教師還可以收集幼兒的各種作品，為每個孩子

成立個人檔案。 

 

五、 分享 
在分組活動的時間裡，幼兒分成許多不同的小團體，各自進行他們感興

趣的活動，而分享時段則提供他們一個成果發表的時間。 

在教師的引導下，幼兒可以自行決定他們分享的方式，可能是拿出繪畫

的成品，可能談談他們在角落裡讀了什麼書、玩了什麼遊戲，也可能是邀請

大家一起到某個角落裡，看看他們堆積木的成果，甚至示範一齣短短的戲劇。 

分享時段開始的時候，教師同樣以一首兒歌召集分散在各個角落的幼

兒。過程進行中，教師應鼓勵大家踴躍發言，也歡迎其他幼兒針對主角的發

表內容提問。利用空檔，教師可以偶而穿插翻譯或提要整裡，但不應以糾錯

的態度限制孩子使用的語言或指出偏誤，以免影響幼兒表達的意願。 

 

六、 整理環境與戶外活動 
經過一個早上的室內活動以後，在進行戶外活動前，教師將利用一點時

間，邀請幼兒一起協助整理環境。在操作上，可以由教師列出需要清潔整理

的項目，然後協助分組，也可以讓幼兒以志願的方式，選擇自己想要負責的

工作。 

整理環境是學習生活用語的好時機。許多我們在日常生活中常用的物

品、擺設等，都可以利用這個時段呈現，由於情境真實，幼兒將能很快習得

新的詞彙或短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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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潔的工作完成後，孩子們就可以自由到戶外活動。這個年紀的孩子需

要大量的體能遊戲，以運動他們的大肌肉，而活動中非正式的自然溝通，也

有助於孩子們熟悉社交所需的語言。 

 

七、 說故事與準備回家 
最後的時段，教師仍然以一首兒歌將大家召集在一起，為孩子們講一些

輕鬆的故事，讓經過戶外時間、情緒浮動的幼兒安靜下來，等待父母接他們

回家。 

說故事時間和團體閱讀不同，教師不妨選擇一些與主題無關的簡單故

事，不必太過講究過程與方法，也歡迎由家長來帶領，分享他們喜愛的故事。

除了安定孩子的身心外，如果能夠引起幼兒對故事內容的興趣，讓他們主動

借書回家，增加家庭中親子共讀的時間，就算達到了說故事的最大功效。 

見到家長的時候，利用一點時間說說孩子在活動中的表現，並且提醒晚

上要進行月亮觀察，以準備第二天與大家分享。夏令營雖只持續兩周的時

間，但即使營隊結束後，這個觀察的活動仍然應該繼續，讓孩子們完整看到

月亮變化的周期。 

 

八、 親子活動 
夏令營在星期一到星期五之間，完全以幼兒為主來設計學習活動，到了

星期六的上午，營隊則邀請家長進入教室，將團體活動和閱讀分享的時間結

合起來，進行與主題有關的親子活動。 

親子活動的選擇可以食物備置為優先考量，這在蒙特梭利的教室裡是一

項常見的工作，它不僅有助於日常生活教育的落實，也融入了感官（食物的

味覺、嗅覺、觸覺等）、數學（量的分配、數數等）、語言（食物的名稱）、

文化（不同飲食文化的分享、各種食物食材的認識）各方面的教育，是蒙特

梭利五大教學領域的結合。對於華語夏令營來說，尤以後兩者是活動的重點

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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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語言教學方面來說，食物備置的活動有一個好處，那就是食材名稱不

需經過翻譯，幼兒只要看到實物，就能直接學習。此外，在動手製作的過程

當中，教師可以大量運用定式或短語，如：「請幫忙」，「請把……給我好嗎？」

「先……再……」等，透過情境與實際動作的示範，孩子自然能夠理解。 

在第八節的課程設計示例裡面，本文規畫第一周為柚子帽，第二周進行

月餅（蛋黃酥）製作。兩個活動當中，柚子帽可以發揮孩子的創意，並且於

活動之後放在教室裡成為展示品；而製作好的月餅除了自己食用或分送親友

外，也可以在活動當天的晚上舉辦賞月晚會，邀請其他家人一起參加。 

帶領幼兒做食物備置活動需要經過詳細的計畫，每一個程序都應從幼兒

的能力出發來考量，方便幼兒使用的器材也要事先預備妥當。因應每個孩子

的年齡與發展不同，實際進行活動時，不需限定哪些步驟由孩子、哪些由家

長動手，而應該對每個步驟都提供清楚而詳細的示範，盡量讓孩子親自操

作，不足的部分，再由家長視情況隨時從旁協助。 

以下列表整理教學活動項目以及其所應用的理念： 

 

表五-1 幼兒華語夏令營教學活動與應用理念 

教學活動 應用理念 

簽到 全語言 

個人活動 蒙特梭利 

團體活動 全語言 

閱讀討論 全語言 

分組活動 全語言 

分享 全語言 

環境整理與戶外活動 蒙特梭利 

說故事與準備回家 全語言、蒙特梭利 

親子活動 蒙特梭利 

 



 

 82

第七節 教學評量 
在幼兒華語夏令營中，學習者的語言能力與年齡方面均有差距，進行教

學評量的目的與功能，主要在於提供教師以為活動期間規畫或修改教學內容

與方式的參考，其次則在於針對幼兒學習情形提供家長回饋，並可作為未來

類似活動或相關課程發展的依據。 

以 Richards（2001）對教學評量目的的分類來看，幼兒華語夏令營的教

學評量同時兼有以解說為目的（accountability-oriented），以及以課程發展為

目的（development-oriented）兩種意義。基於前述目的，加上學習者年幼等

因素，幼兒華語夏令營的教學評量應結合形成性評量（formative evaluation）

與總結性評量（summative evaluation）兩種形式，前者一方面滿足課程發展

所需，一方面給予家長即時回饋，後者則提供相關各界，作為日後課程發展

的參考。 

在評量方式方面，幼兒語言學習的狀況可採軼事記錄（anecdotal 

records）、檢核表（checklists）、視聽媒體記錄（audio-visual media records），

和學生學習檔案式評量（student portfolios）等合併運用（陳淑琴，2001）。

以下分別討論四種評量方式在幼兒華語夏令營中的操作與使用時機。 

 

一、 軼事記錄 
軼事記錄即教師對幼兒學習行為的客觀記錄，在記錄的時候，教師應該

忠實呈現事件的原貌。以下即為筆者所記錄的一段真實對話： 

 

許寶拿著一台藍色 156 走進學校，子平上前觀看。 

平：這是什麼車啊？ 

寶：這是藍色的 156。 

平：它的門可以打開嗎？ 

寶：不可以，它的門是假裝的。但是它可以跑得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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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了事件本身，如有需要解釋說明的地方，應該另闢欄位加以敘述，此

外，教師也可以針對事件本身註明對幼兒語言發展程度的評估。以上述事件

為例，完整的軼事記錄之評量，可用表格方式表示如下： 

 

表五-2 軼事記錄表 

記錄者：楊可玉     日期╱時段：2008.8.4╱簽到  

姓名 事件 說明 語言發展評估 

許寶 

子平 

許寶拿著一台藍色 156 走進學校，

子平上前觀看。 

平：這是什麼車啊？ 

寶：這是藍色的 156。 

平：它的門可以打開嗎？ 

寶：不可以，它的門是假裝的。但

是它可以跑得很快。 

1. 許寶和子平是「車

友」。 

2. 交談後，子平搶

車，許寶大哭。 

許寶： 

 

子平： 

……    

 

軼事記錄表以班級為單位，但以上表格僅適合在教室內隨時記錄使用，

當一則軼事牽涉超過一名以上的幼兒時，教師需另外謄錄在個人軼事記錄的

表格上，以便分別歸檔。 

 

二、 檢核表 
不同於軼事記錄隨機的性質，使用設計適當的檢核表可以讓教師進行計

畫性的觀察，並且節省人力與時間，對幼兒的學習發展狀況進行有系統的評

估。以下是針對華語能力所設計之口語及讀寫能力檢核表的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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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3 口語檢核表 

 

表五-4 讀寫檢核表 

 

使用檢核表時，可以將班上的幼兒分成數人一組，每位教師一次針對一

組進行評估，使每個孩子都有同樣接受觀察的機會。教師收集評估後的結

果，再分別歸入個別檔案中。 

記錄者：        日期：  

 聽
懂
關
鍵
詞 

聽
懂
句
子 

能
說
出
關
鍵
詞 

能
說
完
整
句
子 

能
唱
完
整
首
兒
歌 

習
慣
以
華
語
表
達 

   

至曦          

鼎翔          

國翊          

郁晴          

怡安          

          

記錄者：        日期：  

 對
閱
讀
有
興
趣 

閱
讀
時
注
意
文
字 

認
識
注
音
或
拼
音 

拼
讀
注
音
或
拼
音 

認
識
自
己
的
名
字 

認
識
別
人
的
名
字 

認
讀
國
字 

對
書
寫
有
興
趣 

讀
出
自
己
所
寫
內
容 

會
寫
注
音
或
拼
音 

會
寫
自
己
的
名
字 

會
寫
其
他
國
字 

握
筆
姿
勢
正
確 

至曦              

鼎翔              

國翊              

郁晴              

怡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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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視聽媒體記錄 
每天的七個時段中，團體活動及閱讀討論等時間，由於教師處於主導者

或積極參與的地位，因此不克進行軼事記錄或使用表格檢核，此時便可運用

視聽媒體，直接記錄幼兒的學習行為與過程。 

這種評量方式必須在事後另外分析，因此較為費時費力，但它的好處是

真實完整，可以一再重現以便進行深入的分析探討，也可以提供回饋，讓教

師有機會觀察自己的教學是否適當，或者有何需要改進之處。（陳淑琴，2001） 

 

四、 學生學習檔案式評量 
由教師收集以上三種評量方式的資料，加上保存幼兒在活動中的作品，

為每一個孩子建立個別檔案，便是所謂學生學習檔案式的評量。除了以上的

資料之外，個人檔案中也可以包括家長訪談記錄或問卷調查結果等。 

由於幼兒華語夏令營是一個短期的營隊活動，在活動之前，教師更應事

先對每一個參與的孩子進行認識與了解。事前了解的方式不外乎在營隊正式

開始前舉辦茶會或晚會活動，利用機會與家長及孩子面談，或是在報名時預

先發出問卷，請家長填答後繳回等。無論面談或使用問卷調查，均應設法取

得幼兒基本背景、在家或就學時的語言使用概況，以及家長對幼兒華語能力

的期望等基本資訊，以作為教師安排實際教學內容的參考。 

營隊活動之中，除了利用每日接送時間簡短交換一些與幼兒相關的訊息

以外，也可利用通知單或聯絡簿等方式，隨時與家長保持密切聯繫。營隊結

束後，可以比照前例，安排一個輕鬆的茶會、晚會，製造面談的機會，或者

設計問卷調查，並且附上教師對幼兒語言能力的評估。如此一方面可與家長

溝通幼兒在營隊中的學習情形，一方面也能了解孩子在家中的語言使用狀況

是否有何改變，徵詢家長對該營隊或未來舉辦類似活動的建議，甚至提供家

長未來在家進行華語教育的可行方法之相關意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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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節 幼兒華語夏令營課程設計範例 
本節以中秋節為主題，提出幼兒華語夏令營之課程設計範例。 

 

一、 課程時間 
於暑假期間擇定兩周，每周一至周六上午 8：30～12：00。 

為配合中秋節活動主題，較理想之課程時間宜安排在農曆之上半月，亦

即課程結束時的月相應為滿月。 

 

二、 地點 
擇一海外華僑聚居之地區，在其鄰近區域搜尋合適之幼托園所，商借並

布置為上課場地。 

 

三、 對象 
三歲以上至學齡前之華裔幼兒。 

活動人數以三十名為上限，滿十五名即增加一班。 

 

四、 課程目標與內容 
本文依據蒙特梭利之五大教學領域，透過表格的方式整理幼兒華語夏令

營的教學目標與內容，詳見次頁表五-5。 

 

五、 師資 
由僑委會自國內選派國語發音正確，且具蒙特梭利或全語言教學經驗之

合格幼教老師各一名，擔任營隊中的主教老師。 

此外，另由主辦當地中文學校徵求兩名帶班之助理教師，以輔佐課程之

順利進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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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5 幼兒華語夏令營之教學目標與內容 

教學目標 

1. 知道中秋節的由來 

2. 知道中秋節的習俗 

3. 認識中秋節相關詞彙 

4. 社交溝通的語言 

5. 生活自理的語言 

 

領域 教學內容 領域 教學內容 

日
常
生
活
教
育 

1. 生活自理 

2. 環境整理 

3. 同儕互動 

數
學
教
育 

1. 應景食物的形狀 

2. 為大家分配食物 

語
文
教
育 

1. 中秋節的神話 

2. 與月亮有關的繪本故事 

3. 與月亮有關的詩詞：靜夜思 

4. 與中秋節或月亮有關的童謠 

5. 與日常生活有關的童謠 

6. 角色扮演：中秋故事改編戲劇 

人
文
教
育 

1. 陽曆與農曆： 

你的農曆生日是幾月幾號？ 

2. 天文常識與觀察： 

月亮的周期變化 

感
官
教
育 

1. 中秋節的主題布置 

2. 中秋節的應景食物：月餅、柚子

3. 賞月活動的準備 

4. 月餅製作 

 

六、 環境設計 
（一）閱讀區環境布置 

製作以下與主題相關之詩詞、念謠或歌謠之掛圖，並附注音符號，懸掛

於閱讀區供團體活動或分組活動時使用。 

 

《月ㄩ
ㄝ
ˋ姐ㄐ

ㄧ
ㄝ
ˇ姐

․
ㄐ
ㄧ
ㄝ
》 

月ㄩ
ㄝ
ˋ姐ㄐ

ㄧ
ㄝ
ˇ姐

․
ㄐ
ㄧ
ㄝ
，多ㄉ

ㄨ
ㄛ變ㄅ

ㄧ
ㄢ
ˋ化ㄏ

ㄨ
ㄚ
ˋ，初ㄔ

ㄨ一ㄧ二ㄦ
ˋ

，黑ㄏ
ㄟ麻ㄇ

ㄚ
ˊ麻ㄇ

ㄚ
ˊ， 

初ㄔ
ㄨ三ㄙ

ㄢ四ㄙ
ˋ

，銀ㄧ
ㄣ
ˊ鉤ㄍ

ㄡ樣ㄧ
ㄤ
ˋ，初ㄔ

ㄨ八ㄅ
ㄚ九ㄐ

ㄧ
ㄡ
ˇ，似ㄙ

ˋ

龍ㄌ
ㄨ
ㄥ
ˊ牙ㄧ

ㄚ
ˊ， 

十ㄕ
ˊ

一ㄧ二ㄦ
ˋ

，半ㄅ
ㄢ
ˋ邊ㄅ

ㄧ
ㄢ瓜ㄍ

ㄨ
ㄚ，十ㄕ

ˊ

五ㄨ
ˇ

銀ㄧ
ㄣ
ˊ盤ㄆ

ㄢ
ˊ高ㄍ

ㄠ高ㄍ
ㄠ掛ㄍ

ㄨ
ㄚ
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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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ㄓ
ㄨ
ㄥ秋ㄑ

ㄧ
ㄡ夜ㄧ

ㄝ
ˋ》 

中ㄓ
ㄨ
ㄥ秋ㄑ

ㄧ
ㄡ夜ㄧ

ㄝ
ˋ，亮ㄌ

ㄧ
ㄤ
ˋ光ㄍ

ㄨ
ㄤ光ㄍ

ㄨ
ㄤ，家ㄐ

ㄧ
ㄚ家ㄐ

ㄧ
ㄚ戶ㄏ

ㄨ
ˋ戶ㄏ

ㄨ
ˋ賞ㄕ

ㄤ
ˇ月ㄩ

ㄝ
ˋ忙ㄇ

ㄤ
ˊ。 

擺ㄅ
ㄞ
ˇ果ㄍ

ㄨ
ㄛ
ˇ餅ㄅ

ㄧ
ㄥ
ˇ，燒ㄕ

ㄠ線ㄒ
ㄧ
ㄢ
ˋ香ㄒ

ㄧ
ㄤ，大ㄉ

ㄚ
ˋ家ㄐ

ㄧ
ㄚ一ㄧ

ˋ

起ㄑ
ㄧ
ˇ拜ㄅ

ㄞ
ˋ月ㄩ

ㄝ
ˋ亮ㄌ

ㄧ
ㄤ
ˋ。 

分ㄈ
ㄣ紅ㄏ

ㄨ
ㄥ
ˊ柿ㄕ

ˋ

，切ㄑ
ㄧ
ㄝ
ˋ蛋ㄉ

ㄢ
ˋ黃ㄏ

ㄨ
ㄤ
ˊ，賞ㄕ

ㄤ
ˇ罷ㄅ

ㄚ
ˋ月ㄩ

ㄝ
ˋ亮ㄌ

ㄧ
ㄤ
ˋ入ㄖ

ㄨ
ˋ夢ㄇ

ㄥ
ˋ鄉ㄒ

ㄧ
ㄤ。 

乘ㄔ
ㄥ
ˊ火ㄏ

ㄨ
ㄛ
ˇ箭ㄐ

ㄧ
ㄢ
ˋ，逛ㄍ

ㄨ
ㄤ
ˋ月ㄩ

ㄝ
ˋ宮ㄍ

ㄨ
ㄥ，看ㄎ

ㄢ
ˋ看․

ㄎ
ㄢ嫦ㄔ

ㄤ
ˊ娥ㄜ

ˊ

和ㄏ
ㄢ
ˋ吳ㄨ

ˊ

剛ㄍ
ㄤ。 

 

《靜ㄐ
ㄧ
ㄥ
ˋ夜ㄧ

ㄝ
ˋ思ㄙ》  作ㄗ

ㄨ
ㄛ
ˋ者ㄓ

ㄜ
ˇ：李ㄌ

ㄧ
ˇ白ㄅ

ㄞ
ˊ 

床ㄔ
ㄨ
ㄤ
ˊ前ㄑ

ㄧ
ㄢ
ˊ明ㄇ

ㄧ
ㄥ
ˊ月ㄩ

ㄝ
ˋ光ㄍ

ㄨ
ㄤ，疑ㄧ

ˊ

是ㄕ
ˋ

地ㄉ
ㄧ
ˋ上ㄕ

ㄤ
ˋ霜ㄕ

ㄨ
ㄤ。舉ㄐ

ㄩ
ˇ頭ㄊ

ㄡ
ˊ望ㄨ

ㄤ
ˋ明ㄇ

ㄧ
ㄥ
ˊ月ㄩ

ㄝ
ˋ，低ㄉ

ㄧ頭ㄊ
ㄡ
ˊ思ㄙ故ㄍ

ㄨ
ˋ鄉ㄒ

ㄧ
ㄤ。 

 

此外，閱讀區亦提供與活動主題相關之繪本，如表五-5 所列，並擇其

中兩本製作大書，除在每周閱讀討論時間使用外，亦陳列供幼兒自由使用。 

 

表五-6 中秋節與月亮主題繪本書單 

書名 作者 出版社 

月亮微笑了 彼得．霍拉賽克 信誼 

爸爸，我要月亮 艾瑞‧卡爾 信誼 

月光溜冰場 林小杯 天下雜誌 

月亮晚安 馬格麗特‧懷茲‧布朗著，黃迺毓譯 信誼 

月亮，生日快樂 法蘭克‧艾許 上誼 

十四隻老鼠賞月 岩村和朗 漢聲雜誌 

米飛賞月 迪布納 格林 

小莉的中秋節 李億培著，邱敏瑤譯 上誼 

吳剛砍桂樹 文：林良，圖：龔雲鵬 國語日報 

嫦娥奔月 文：方素珍，圖：林鴻堯 國語日報 

月餅裡的祕密 文：蔡惠光，圖：曹俊彥 國語日報 

公主的月亮 文：詹姆斯．桑伯，圖：馬克‧西蒙德 

譯：劉清彥 

和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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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空間規畫 

下圖五-5 為單一班級之空間規畫示意圖。 

 

 

圖五-5 空間規畫示意圖 

 

（三）語文教具設計 

例一：中秋節的應景食物，口語練習 

材料：藤籃內放置與中秋節應景的真實食物：月餅、柚子、柿子43等。 

第一階段操作示範： 

1. 教師從籃中次序取出月餅、柚子、柿子，放在桌上，說：「這是月餅。」

「這是柚子。」「這是柿子。」 

2. 教師問：「月餅在哪裡？」「柚子在哪裡？」「柿子在哪裡？」請學生

                                                 
43 真實食物應供應新鮮品，操作時可當場食用。 

開
放
式
書
架 

語
言
教
具 

大書與掛圖展示 

個人置物櫃     清潔用具

閱讀＋團體活動區 

書畫用具 

書畫＋個人工作區 

戶
外
活
動
區 

戲偶與道具 

積木 

積木區 

戲劇區 

科學區 

人文教具 

洗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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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出相應之食物，並引導回答：「○○在這裡。」 

3. 教師拿起月餅，問：「這是什麼？」待學生回答後，教師說：「請把月

餅放回籃子裡。」柚子、柿子亦同。 

第二階段操作示範： 

1. 教師從籃中取出月餅，說：「這是月餅，它是黃色的。」 

2. 教師從籃中取出柚子，說：「這是柚子，它是綠色的。」 

3. 教師從籃中取出柿子，說：「這是柿子，它是紅色的。」 

4. 教師拿起月餅，問：「這是什麼？」待學生回答後，再問：「它是什麼

顏色？」引導學生回答：「它是黃色的。」柚子、柿子亦同。 

待學生熟練後，第二階段示範可套用不同句型，如「這是月餅╱柚子╱

柿子，它吃起來甜甜╱酸酸的。」向學生介紹這些食物的各種特性。 

直接目的： 

1. 知道中秋節有何應景食物及其中文名稱。 

2. 以簡單的定式進行口語問答。 

間接目的： 

1. 知道中秋節應景食物的外觀與味道等特性。 

 

例二：中秋節的應景食物，漢字認讀 

材料：教師預備三組圖卡：第一組為月餅、柚子、柿子等中秋節應景食

物圖案，圖案旁印有小字，顯示其名稱（含注音或拼音）；第二組同樣為食

物圖案，但不顯示名稱；第三組卡片上，則只有顯示名稱的文字（含注音或

拼音）。示範時，以有中隔之托盤放置兩組圖卡，左邊為第一組或第二組，

右邊為第三組。 

第一階段操作示範： 

1. 教師從第一組卡片中依序取出印有月餅、柚子、柿子等食物圖案及名

稱的卡片，由左至右排成一列，同時介紹：「這是月餅╱柚子╱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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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教師從第三組卡片中取出一張，和圖案組卡片中的文字一一比較，並

說出「一樣」或「不一樣」。 

3. 當找到一樣的卡片時，教師說：「一樣。」並將卡片放在相應的食物

圖案卡片下方。其餘亦同。 

4. 邀請幼兒完成配對。 

第二階段的操作方式，左邊放置第二組卡片，右邊放置第三組卡片，其

餘同上。 

直接目的： 

1. 知道中秋節有何應景食物及其中文名稱。 

2. 中秋節應景食物名稱的漢字辨識認讀。 

間接目的： 

1. 注音符號或拼音之拼讀。 

 

七、 教學活動設計 
（一）每日作息安排 

幼兒華語夏令營之每日作息安排如下所示： 

 

表五-7 幼兒華語夏令營每日作息表 

活動內容 時間 

星期一～星期五 星期六 

08:30-09:00 簽到與個人活動 簽到與個人活動 

09:00-09:20 團體活動 

09:20-10:00 閱讀討論 

親子活動 

10:00-10:30 分組活動 分組活動 

11:00-11:20 分享 分享 

11:20-11:40 環境整理與戶外活動 環境整理與戶外活動 

11:40-12:00 說故事與準備回家 說故事與準備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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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學計畫 

幼兒華語夏令營雖以學習者為中心，但在其中某些特定時段，如團體活

動與閱讀討論，仍可事先安排教學計畫，並視執行情況隨時調整。 

 

表五-8 幼兒華語夏令營教學計畫（第一周） 

時段 

日程 

團體活動 閱讀討論 其他 

第一天44 1. 參與營隊成員介紹 

2. 環境介紹 

3. 說明月相觀察活動進行

方式 

《爸爸，我要月亮》 

教師示範+幼兒參與 

1. 簽到與個人活動時

段，由教師帶領每對

親子製作姓名卡。45 

2. 進行環境整理前，由

幼兒自行選擇負責

項目，教師示範工具

使用方式。 

第二天 1. 月相觀察結果分享討論

2. 經驗圖表製作 

3. 邀請幼兒分享前一天課

餘時間的生活見聞 

《爸爸，我要月亮》 

教師示範+幼兒參與 

《月亮微笑了》 

教師示範 

 

第三天 同第二天 《爸爸，我要月亮》 

教師示範＋角色扮演 

《月亮微笑了》 

教師示範+幼兒參與 

 
 

第四天 同第二天 《爸爸，我要月亮》 

成果發表 

《月亮微笑了》 

教師示範＋幼兒參與 

 
 

第五天 同第二天 《月亮，生日快樂》 

教師示範＋幼兒參與 

 

第六天 親子活動：柚子帽  

                                                 
44 第一天至第五天開放家長陪同，但不強制，且應視幼兒適應狀況逐漸嘗試抽離。第六天及第十

二天進行親子活動，邀請每位幼兒由一名家長陪伴參與。 
45 參考本章第六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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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9 幼兒華語夏令營教學計畫（第二周） 

時段 

日程 

團體活動 閱讀討論 其他 

第七天 同第二天 《十四隻老鼠賞月》 

教師示範+幼兒參與 

 

第八天 同第二天 《十四隻老鼠賞月》 

教師示範+幼兒參與 

《嫦娥奔月》 

教師示範 

 

第九天 同第二天 《十四隻老鼠賞月》 

教師示範＋角色扮演 

《嫦娥奔月》 

教師示範＋幼兒參與 

 
 

第十天 同第二天 《十四隻老鼠賞月》 

成果發表 

《嫦娥奔月》 

教師示範＋幼兒參與 

 
 

第十一天 同上 《吳剛砍桂樹》 

教師示範＋幼兒參與 

 

第十二天 親子活動：月餅製作 最後一天晚上可安排親

子賞月活動 

 

其中閱讀討論的執行方式採 Holdaway 自然學習教室模式（參考陳淑

琴，2000，P. 47-51），依循教師示範、幼兒參與（討論）、角色扮演練習，

及成果發表四個步驟。唯考量華裔幼兒的語言程度，特別加強教師示範及幼

兒參與的部分，每周僅以一本繪本進行角色扮演練習及成果發表，其餘則以

提供戲劇區素材的方式，讓幼兒在分組活動的時間內自由運用。 

 

（三）親子活動範例：月餅（蛋黃酥）製作 

一、 活動人數：每個孩子由家長一名陪同，家長加幼兒不超過三十人。 

二、 直接目的：親子合作，製作中秋節應景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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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間接目的： 

1. 學習食材、應用工具、製作流程等相關用語用法。 

2. 揉、擀、包、搓等手部動作練習。 

3. 均勻等分，時間、溫度掌握等數學觀念建立。 

四、 工具：適合幼兒使用的擀麵棍數支、大鋼碗 2 個、塑膠刀 1 支、保

鮮膜、烤盤、刷子數把、烤箱、噴瓶、小碗、分蛋器。 

五、 食材預備： 

1. 油皮：中筋麵粉 400 公克、糖粉 75 公克、奶油 150 公克、溫水

180 公克，各以大小合適之器皿盛裝。 

2. 油酥：低筋麵粉 500 公克、奶油 280 公克，各以大小合適之器

皿盛裝。 

3. 餡料：烏豆沙罐頭 2 個、鹹蛋黃 30 個，蘭姆酒少許。 

4. 雞蛋 2 顆。 

六、 油皮油酥製作： 

1. 在大鋼碗中，用手將油皮材料充分混合。 

2. 揉成光滑柔軟的麵團後，蓋上塑膠袋鬆弛 15 分鐘。 

3. 在另一大鋼碗中，用手將油酥材料混合均勻。 

4. 將油酥及醒好的油皮以塑膠刀各分成 30 個小塊。 

5. 將油皮用手壓扁壓平，包上油酥。 

6. 將包好的油酥皮用擀麵棍從中心朝上下擀成長橢圓形的牛舌

狀，再從上往下將油酥皮捲起來，收口朝上，再重覆擀開、捲

成圓柱狀。 

7. 擀好一個個油酥皮，用保鮮膜蓋上，再鬆弛 10 分鐘即完成。 

七、 內餡 

1. 鹹蛋黃排好放在烤盤，以噴瓶裝蘭姆酒噴灑薄薄一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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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以攝氏 180 度低溫烘烤，烤到冒出油泡，取出放涼。 

3. 裹上豆沙後搓成圓球狀即為內餡。 

4. 將內餡包在油酥皮內。 

八、 烤蛋黃酥 

1. 融化後的奶油刷在烤盤內，排上蛋黃酥。 

2. 以分蛋器將雞蛋的蛋黃分離後打散，用刷子在每個蛋黃酥上刷

上薄薄一層。 

3. 烤箱預熱後，以上火攝氏 150 度、下火 165 度烤 25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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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章 結論與建議 
第一節 結論 

本節一一回顧第一章所列之待答問題，並且嘗試提出解答。 

 

一、 關於幼兒語言能力發展 
在幼兒語言能力發展方面，本文所欲解答的問題包括：1. 三到六歲的

幼兒語言能力及相關發展為何？2. 這個階段的孩子需要什麼樣的語言教

學？以及 3. 以華語為母語之幼兒的語言發展有何特性？ 

從文獻探討中，可以看到三歲的幼兒已經具備相當的口語能力，並於四

歲左右開始進入後期語言發展的階段（靳洪剛，1997）。在口語上，這一方

面代表著他們具有更強的組織能力，可以發展較長的篇章，進行複雜的討

論；另一方面，他們也對所習得的內容加以重整，期間可能出現原先所沒有

的偏誤，然而就在這樣來回擺盪的過程中，幼兒一步步提升了他們對語言的

掌握。 

在此同時，幼兒對其所處的文字環境反應愈來愈敏銳，即使不經正式的

讀寫教學，在豐富文字環境下的幼兒，仍能對文字產生一定的覺識。 

比起三歲之前，三到六歲的幼兒對於同儕互動有更大的需求，藉由一些

社會性的遊戲與活動，他們的溝通技巧不斷精進。就這一點而言，Vygotsky

（1978）在語言發展上的主張無疑是正確的。 

幼兒的語言教學不能抽離真實的生活與情境，有條有理地灌輸語言知識

並不能幫助他們的語言能力有所增長。面對稚齡的孩子，語言教學必須兼顧

生活與樂趣，無論口語或書面語，他們都必須沉浸在豐富且真實的目標語環

境中，才能自然地建構與習得。 

有別於早期語言發展，不同母語的幼兒語言習得在進入後期語言發展的

階段後，因應各自母語的語法結構特徵而出現分化。 

根據前人研究結果，三歲以上以華語為母語之幼兒的語言發展，在肯定

句方面，能夠使用名詞性結構的「的」字句、把字句，以及包括連動句、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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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句及複雜的謂語句在內之複雜單句，並且開始懂得將兩個單句依邏輯關係

排列使用，從三歲到六歲，幼兒語言中的連詞逐漸增加。 

疑問句中，特殊疑問句的發展較遲。幼兒對疑問詞的理解是先「什麼」、

「誰」、「什麼地方」，後「什麼時候」、「怎麼」、「為什麼」，對幼兒而言，「為

什麼」在所有的疑問詞中最為困難。 

否定句方面，以出現在句中的形式習得最晚。 

比較特別的是，雖然漢字六書中以形聲為大宗，但根據林文韵（2003）

的研究結果，華語為母語之幼兒並不如母語為拼音文字的孩童，能夠自然發

展出拼讀與拼寫的概念，而是適應一字一音的特性，將音節與符號產生關連。 

 

二、 關於教學理念的應用 
在教學理念的應用方面，本文所欲解答的問題包括：1. 蒙特梭利與全

語言在語言教學方面的共通點為何？2. 兩者有何互補之處？3. 兩者結合並

用，在華語教學中能提供什麼？ 

蒙特梭利和全語言之教育觀同樣強調尊重兒童，教學傾向於學習者中

心。而在實際應用上，前者常以不同領域的區分進行環境安排與設計，讓幼

兒依照自己的興趣與意願選擇不同的工作；後者由教師所組織的團體活動明

顯較多，雖然在角落式教學的安排上，同樣賦予幼兒選擇的權利，但前者的

自由度明顯更高。 

從影響語言學習的因素來看，兩者均善用環境的力量，然而蒙特梭利的

教學似乎傾向於認同 Piaget（1959）強調認知發展的觀點，因而更為關注個

別的學習者；而全語言則偏向 Vygotsky（1978）重視社會互動的看法，教學

活動主要以團體方式進行。兩者若能結合並用，正可以補彼此之不足。 

特別是在華裔幼兒的華語教學中，一方面由於家庭背景不同，即使是同

齡的學習者，程度仍然可能存在極大差異，因此可以蒙特梭利的工作設計配

合個別發展加強練習；另一方面，他們缺乏華語環境與使用華語之同儕，而

在全語言教學以語言來統整的各種團體活動當中，當能得到相當大的滿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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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關於夏令營課程設計 
在夏令營課程設計方面，本文所欲解答的問題包括：1. 幼兒華語教學

設計的重點何在？2. 夏令營的課程設計和一般中文學校有何異同？3. 華語

夏令營之教學成果應如何延續？4. 其課程設計延伸發展的可能性如何？ 

無論在何種教學中，學習動機向來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尤其對於幼

兒的學習活動，「寓教於樂」絕對不只是一句口號，如何引起動機才是教學

的首要之務。是以幼兒華語夏令營的教學目標不在於語言技巧的傳授與訓

練，而在提升幼兒用華語溝通的意願，鼓勵其以華語為媒介，進行社交活動，

學習新的事物，以期在短期營隊結束之後，幼兒的華語能力亦能持續而穩定

地自然發展。 

一般中文學校的教學均以能力為指標，而最容易在入學之初將學生依能

力加以分級的方式即是分齡。然而海外華裔幼兒的華語能力因應不同家庭的

語言背景組成與使用頻率而有極大差異，並不能單純根據年齡判斷，因此混

齡教學雖然有其複雜之處，卻能藉著不同年齡、不同身心發展、不同語言能

力的幼兒互動，達到自然學習的效果。 

本文之夏令營課程設計即在混齡的基礎上，提供一個完整的主題，活動

內容跨足多種領域，並且不設定某一特定能力範圍為目標，使不同語言能力

與身心發展的學習者，可以在同樣的主題下汲取適合自己的內容。 

透過語言教學活動的設計，本文提供一個兼顧學習樂趣、成就感與教學

目標的模式，期能改變傳統語言教育的觀點與限制。然而引起動機後，如何

持續是更大的問題，以現階段而言，要延續華語夏令營的教學成果，必須得

在中文學校的架構下進行。 

在環境方面，各地學校可視其現有條件，合數間較小的教室及室外廊道

等區域，分區加以布置。而在課程安排上，可依不同節令選擇適合的主題，

或配合當地民情進行文化比較，取數星期至一個月的時間為一個循環，設計

不同的活動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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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發展之限制 
本文之研究進行到課程設計為止，由於教學對象年幼，而且定居海外，

故在試教上受到較大的限制。以現階段僑教推廣與實施的情形來看，若欲進

行試教，必須由各地中文學校主動擬定計畫，並視需要向僑委會申請經費及

師資方面的協助，也就是說，主要關鍵在於中文學校本身的意願。 

至於中文學校對於相關活動的意願高低，一方面受市場需求，亦即學生

家長意見的影響，一方面也受到本身條件，如師資及場地問題的牽制，因此

並不單純。放眼未來，或許要期待華語熱繼續加溫，才能連帶使得華裔幼兒

的華語教育受到更多的重視。 

在進行文獻探討的過程裡，由於針對以華語為母語之幼兒語言發展的研

究相當缺乏，許多地方必須仰賴國外之研究成果以為參考，在語言特性不同

的情況下，一方面使得課程設計本身的難度提高，一方面也把教學實施的大

部分重擔轉移到教師的身上。除了對於幼兒發展與行為的了解外，教師在面

對不同年紀、語言程度也參差不齊的幼兒時，其反應與掌控的能力，將對教

學品質產生莫大的影響。 

課程設計中關於師資團隊的組成，本文採取兩種不同的來源，一是由國

內甄選具蒙特梭利資格或具全語言教學經驗的合格幼教老師，另一邊則是當

地中文學校現有的師資。在短期營隊的前提下，如此組合所耗費的各方面成

本相對較低，然而僑居地使用的語言不一而足，國內選派的幼教老師即使得

以全程使用華語教學，在面對幼兒以當地語言進行溝通時，仍需具備相當的

理解能力。對於通行英語以外的國家或地區，是否能夠徵得條件合適的師

資，將成為影響活動推廣及成敗的一大因素。 

 

第三節 對於相關研究之建議 
對於有志從事相關研究者，本文建議可考慮以下研究方向： 

第一，採質化研究的方式，尋求一至數間海外中文學校的長期配合，首

先對該校的學生背景組成、師資組成，乃至於教學的各個層面進行深入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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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再針對其需要進行個別之課程設計，並取得完整的試教經驗。 

第二，同樣採質化研究的方式，尋求有意願舉辦幼兒華語夏令營，並能

夠吸收營隊中的教學方式，對其現行之常態課程進行改革的海外中文學校，

以及願意配合長期追蹤學習情況之學生家長，以了解課程改革的可行性、所

面臨的實際問題與解決方案，以及最重要的，對於學習者學習成果所產生的

影響。 

第三，以需求分析、實證觀察為基礎，並蒐羅相關文獻資料，進行以華

語為第二語之幼兒語言教學的課程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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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訪談記錄 

 

一、 Maggie╱紐西蘭 
（一）您孩子的性別、年齡？ 

老大：女，五歲；老二：男，三歲九個月；老三：男，六個月。 

（二）您孩子目前的語言能力及使用概況？ 

小孩在家一律說中文，不過，當小朋友在玩的時候，他們常會以英文溝

通。我們會要求他們盡量說中文。 

老大：語言能力良好，不論是中文或英文都說得很流利。可辭彙部分，

還需要加強。目前他還不會寫中文，希望今年二月開始上中文課後，他能學

習得很順利。 

老二：很慢才開始說話，英文說得比中文好一些。三歲半以後，中文進

步得很快。 

老三：還沒開始說話。 

（三）您孩子平時所接觸的語言環境？ 

孩子在家裡說國語、在幼兒園說英文。 

（四）家中或學校提供何種形式的中文教育？是否採用特定教材？ 

目前在家裡，我偶爾會給姊姊看中文字卡。看課外讀物與卡通時，都以

中文為主。因此小朋友使用中文的機會很高。 

今年二月開始，姊姊要去上小學與中文課。中文課是額外補習的。老師

同樣是台灣人，有提供教材，跟著台灣小學使用的課本上課。 

（五）您對孩子中文能力的期望？ 

我是希望他們聽、說、讀、寫都很不錯。可，爸爸與我的想法不一樣，

他不希望我強迫小孩學習中文。覺得小孩會說中文就好了。 

（六）對於目前所在環境之中文教育，無論機構、教材、教法與師資等

各方面，您有何看法及意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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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裡，我們有來自台灣移民的老師，自己開班授課。也有華僑協會開

班（不過老師常換，不固定）因此，我選擇自己開班授課的老師，風評蠻好

的。現在也有許多來自大陸的老師，在教授中文。因為他們是教簡體，所以

不考慮。 

（七）您在孩子的中文教育上是否遭遇任何困難？希望得到哪一類的協

助？ 

目前還沒深刻感受到哪方面的困難...因為還沒真正開始。 

不過，常聽到許多父母說：小孩學中文，最討厭的就是寫字。他們覺得

中文字很難寫，筆劃又多，很不喜歡。 

（八）您認為舉辦華語夏令營活動，理想的時間與期間長短為？（如暑

假，為期一周或兩周等） 

暑假的時候，為期兩週。（可我們這裡的暑假是台灣的寒假耶，我就以

自己居住國家的假期為主，來回答你囉。） 

（九）您認為舉辦華語夏令營活動，理想的地點為？（華語地區如大陸、

台灣，或海外） 

以方便性來講，當然是在目前居住的國家舉辦。若考慮效果，會希望在

華語地區舉辦（大陸或台灣）這樣小朋友的感受，應該會比較深刻吧。 

（十）其他相關經驗、建議或疑問： 

怎麼培養小孩對中文的興趣，才能誘發他們學習中文的動力吧。我是這

麼覺得啦！ 

 

二、 Teresa╱英國 
（一）您孩子的性別、年齡？ 

老大 4 歲，老二 22 個月，皆是男生。 

（二）您孩子目前的語言能力及使用概況？ 

老大的語文能力和同年紀的小孩差一點點，老二正在學說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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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您孩子平時所接觸的語言環境？ 

媽媽說國語，爸爸說英語，婆婆說廣東話，回台灣時再加台語。 

（四）家中或學校提供何種形式的中文教育？是否採用特定教材？ 

因住國外，所以學校只有說英文，家中則有大量的中文繪本，目前正考

慮是否買特定的中文教材。。 

（五）您對孩子中文能力的期望？ 

最好聽說讀寫都會。 

（六）對於目前所在環境之中文教育，無論機構、教材、教法與師資等

各方面，您有何看法及意見？ 

其實我目前仍找不到中文教材。 

（七）您在孩子的中文教育上是否遭遇任何困難？希望得到哪一類的協

助？ 

這次回台，發現我姪子（快六歲），會自己拼注音而把故事念出來，我

也希望以此入門教我兒子，但卻不知如何下手（應該說不知如何生動活潑地

教他），希望有這方面的資訊。。 

（八）您認為舉辦華語夏令營活動，理想的時間與期間長短為？（如暑

假，為期一周或兩周等） 

暑假，二星期。 

（九）您認為舉辦華語夏令營活動，理想的地點為？（華語地區如大陸、

台灣，或海外） 

台灣。 

（十）其他相關經驗、建議或疑問： 

我發現我家老大和小朋友只說英文，連回台灣和表哥表弟也說英文，我

想是因為大部分的時間在英國，和小朋友都說英文，所以在他認知中，和小

朋友就是說英文，所以環境很重要，華文夏令營是否會以全中文的方式呈現

呢？ 



 

 109

 
三、 Ellen╱美國 

（一）您孩子的性別、年齡？ 

女生，五歲。 

（二）您孩子目前的語言能力及使用概況？ 

中英各半。 

（三）您孩子平時所接觸的語言環境？ 

父母親說國語。 

（四）家中或學校提供何種形式的中文教育？是否採用特定教材？ 

家中講國語，有念中文童書給她聽。 

（五）您對孩子中文能力的期望？ 

能聽能講。 

（六）對於目前所在環境之中文教育，無論機構、教材、教法與師資等

各方面，您有何看法及意見？ 

（七）您在孩子的中文教育上是否遭遇任何困難？希望得到哪一類的協

助？ 

（八）您認為舉辦華語夏令營活動，理想的時間與期間長短為？（如暑

假，為期一周或兩周等） 

（九）您認為舉辦華語夏令營活動，理想的地點為？（華語地區如大陸、

台灣，或海外） 

我得要把（六）（七）（八）（九）一起回答。我不知道妳有沒有待過美

國？我老公和我是十幾歲來美國念書的，這樣的留學生，基本上和到美國念

graduate school 的人很不一樣，後者因為來美國時比較已經「人格成形」，

通常他們會比較 attached to 華人生活圈，而我家是兩個都在外商工作，並沒

有華人社會的生活圈，而且 for many reasons (too long to state) 我們沒有把妹

妹送去中文學校，所以，對於（六），其實因為沒有經驗，所以我並沒有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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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看法和意見呢。 

因為如此，所以我對妹妹的中文程度的 expectation 非常低，因為低，

所以我當然沒有碰到什麼「困難」，而我也沒有想過需要什麼具體的協助咧。

這是問題（七）。 

Well，問題（八），先說我不知道我會不會送妹妹去華語夏令營，因為

如果不跟進度送她去中文學校, 而卻光送她去夏令營，在程度分班上她很可

能會以十歲的年齡比方說只能上六歲的班，這樣就會很無聊。所以 chances 

are 我有點懷疑我會送她去 at all。 

所以，妳可以想像，我對於（九）真的就沒有意見了！ 

 

四、 Yvonne╱德國 
（一）您現在家中的語言環境如何？  

我家，父德文，母中文。 

（二）您的孩子年齡為？目前中文能力如何？您對孩子的中文能力有何

期望？ 

老大們（雙胞胎）十一歲，老三七歲。兩個大的目前中文程度是上台灣

康軒二年級的課本，聽說讀寫皆可。老三正在學ㄅㄆㄇ的拼音。 

（三）在孩子的中文教育上是否（曾）遭遇何種困難或壓力？若答案為

是，希望得到什麼樣的協助？ 

對學習中文的難處，當然在中文學校上課都是周六，所以小孩較辛苦，

還要寫作業。 

期望的幫助沒有哩，因為國外的環境本來就是德語為主，中文還是很弱

勢的。 

（四）您的孩子是否正接受中文教育？您對當地中文學校（常態課程）

的看法？ 

我們一直持續上中文學校，辦學很認真，已經很欣慰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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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您此次參與夏（秋）令營的孩子年齡為？家長是否陪同參加？ 

三隻都上秋令營，媽媽陪同兼工作人員。 

（六）該營隊是否全程使用中文？孩子的接受度如何？ 

全程用中文，學生都無問題，只有德國小孩需要翻譯。 

（七）您認為該營隊對孩子的中文教育有何幫助？ 

增加趣味感與成就感，增加文化面的刺激，讓學語言不只是枯燥的一面

而已。 

（八）營隊中孩子最感興趣的活動是？您認為收穫最大的活動是？ 

功夫與手工藝，二者收穫很大。 

（九）您對類似活動是否有何建議？ 

增加木偶戲等戲劇類會更有趣的。 

 

五、 黃文瑄老師╱美國賓州至善中文學校 
問：貴校的學生背景組成？來自中文家庭與非中文家庭的比例？ 

答：學校裡的學生從 4～16 歲（preschool-9th grade），有中文背景的學

生，包過台灣、香港、大陸，以及越南馬來西亞等地的華僑，約占 80%；

沒有中文背景的學生，包括領養家庭和美國當地的孩子，約占 20%。 

問：對於不同能力與背景的學生，教學內容與方法是否有所區別？ 

答：隨年齡、家庭背景的不同，各班學生的中文能力也有所不同。若是

學生父母都說中文，學生的聽說就不會有問題，老師使用全中文教學時可以

聽懂 90%；但若學生家裡沒有中文背景，老師就需要用英文來教學，這些

班級的進度會慢很多，可能一年下來只學個數字跟顏色。 

一般來說，具中文背景的家庭通常希望加強孩子的認字及寫字，台灣來

的父母會要求教ㄅㄆㄇ，因為對孩子的認字及獨立閱讀很有幫助。學校方面

則是希望聽說讀寫均衡發展，對高年級的同學才會要求加強寫作。另依據學

生背景，學校設有繁體字班與簡體字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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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來自非中文背景家庭的學生，若年齡差距不大的話，通常會集中在同

一班上課。這種班級的教學內容會特別加強介紹中華文化，對學生中文能力

的要求也寬鬆許多，以聽說及認字為主，並不強迫寫字。但奇怪的是，這些

孩子反而很愛寫，覺得中國的方塊字很美。 

問：您任教學校的師資來源？是否採用特定教材？ 

答：學校老師大多由家長兼任，也有在當地學校念研究所的學生，經由

家長推薦來學校任教的。繁體字班的教材是以台灣僑委會提供的《華語》為

主，簡體字班以中國暨南大學編的《中文》為主，另外再加上老師自己選擇

的補充教材，如課外讀物或手寫作業紙等。 

問：學生的學習動機如何？ 

答：學中文對大部分學生來說是課外的負擔，往往因為有其他活動而中

斷。比方說踢足球的時間跟中文學校時間相衝突的話，學生會選擇去踢足

球，而家長也不忍心要求孩子放棄他的興趣來上他不怎麼喜歡的中文課。當

然，碰到學校有大考，學生也會為了準備學校的考試而放棄中文學校的作業。 

學生若要學好中文，第一當然是要引起他們的動機。我比較希望中文學

校能往「語文補習班」的方向移動，吸引有興趣來學習，而不是被父母硬逼

著來的學生。 

此外，我認為師資是影響學習意願很重要的因素，有經驗、有素養的老

師才能吸引學生。若能解決經費問題，或許可吸引更多專業的老師至中文學

校教學。 

 

六、 鄭伊雯老師╱德國萊茵台北中文學校 
問：貴校的學生背景組成？來自中文家庭與非中文家庭的比例？ 

答：我們學校的學生多為台商子弟，父母皆為台灣人與混血家庭大約各

占一半。 

問：對於不同能力與背景的學生，教學內容與方法是否有所區別？ 

答：學校對中文程度要求很高，教學內容大致與台灣相同。我們採用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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軒版的教材，但把速度放慢，台灣一個學期的課程，我們教一年。 

因為在德國，所以老師一定要會德文，但除非必要，例如在解釋語法規

則時使用德文輔助，否則一般均要求純中文教學。 

問：您任教學校的師資來源？是否採用特定教材？ 

答：學校的師資均具備台灣大專畢業的學歷，以學生媽媽最受歡迎。 

問：學生的學習動機如何？ 

答：雖然學生們都是因家長要求而到中文學校學習，但習慣以後，都是

來學校交朋友，與朋友會面的。 

問：您任教學校中學齡前幼兒的學習情況？使用教材與教學方式如何？ 

答：我們的幼幼班只收 4 歲以上的孩子，教材使用康軒第一課，另外加

入老師的自備教材，內容以ㄅㄆㄇ教學為主。 

問：學校是否曾舉辦夏令營或類似的營隊活動？ 

答：我們並未主辦類似活動，但曾參與他校主辦的營隊。 

問：當地教師在活動中扮演的角色？活動前是否與派外教師充分溝通？ 

答：我們算是營隊裡的工作人員，擔任各班的導師兼輔導長。台灣來的

老師負責上課，我們就管理學生與整個活動的行政部分。 

活動前和派外教師幾乎不可能有機會做任何協調溝通，老師來了就要上

課，上了課我們也才知道師資的好壞。像今年的老師素質很高，但去年有的

老師上課就不是那麼認真。 

問：活動經驗與成效如何？是否刺激您本身對教學的想法？ 

答：這是屬於學生的課外文化活動，對於例行教學的刺激不大。 

 

七、 沈榮林老師╱台北市立麗山國民小學 
問：參與海外營隊活動的動機？如何得知相關訊息？ 

答：此訊息的緣由是僑委會發公文到各校，由各校教師自由報名，提出

相關教學資料，經書面審核與面談通過後錄取聘用。民國 84 年我參加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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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教師行列，於 4 月初至 5 月中，合計一個半月前往泰國南部合艾市進行

民俗藝術教學。今年則於 7 月初至 8 月中合計 35 日前往歐洲三國 9 個駐站

點教授民俗藝術。 

問：派外教師之甄選條件為何？是否提供行前訓練？ 

答：僑委會針對海外僑團需求徵選各相關師資，就我所知，暑期班的師

資有民俗藝術、書法、水墨畫、民族舞蹈、國術、民俗體育、舞龍、舞獅及

其他等；文化教師則有華文教師師資。行前會辦理說明會，但是沒有行前訓

練，因為這些師資都已具備教學經驗與能力，而且大部分以具有海外教學經

驗者為優先。 

問：當地學校是否指派教師協助課程進行（例如提供語言支援）？ 

答：以這次我歐洲一組的教學經驗而言，本組除了我的民俗藝術外，還

有民俗舞蹈和武術，三位老師的教學需求不同，當地給予的協助也會不一

樣。民俗舞蹈和武術多以動作教學為主，所以僅需要 CD PLAYER，地板教

室或室外空地；民俗藝術則須視學員年齡大小給予語言及技術上的支援。 

問：所參與營隊的教學目標與對象為何？ 

答：僑委會海外教師教學目標是協助推動海外僑界文化活動，並傳揚臺

灣多元文化；教學對象以海外僑胞子弟為主，但也因應當地僑團需求會開設

成人班、親子班等，當然，在行有餘力之下，更歡迎外國朋友一起參加。 

問：學員的年齡組成如何？由家長陪同上課的幼兒學習情況如何？ 

答：學員依各地分組方式不同而有開班的差異，但多以親子班（6 歲以

下）；幼兒班（6 歲以下）；兒童班（6-12 歲）；青少年班（12-18 歲）；成人

班（18 歲以上）為分組模式。 

以德國杜塞道夫的親子班而言，一班 20 多位小朋友及 10 位左右家長一

起協助上課，我上課的方式仍以孩子為前提，家長多提供的是語言及細微技

巧的協助，但是，收領用具及環境整潔還是由孩子自己動手為主；孩子操作

與創作期間，則與家長們進行兒童美育的經驗交換，讓這節課程的參與者各

取所需，成效良好，受到家長及孩子們的好評。 

問：您認為類似活動對海外華人家庭的意義及幫助為何？ 



 

 115

答：誠如本活動的目的為推動海外僑界文化活動及傳揚臺灣多元文化，

在兩項目的皆達成之下，還能藉由此活動讓僑界家庭共同參與，建立共同話

題與記憶，在這次的過程中，有親子檔、夫妻檔、祖孫檔、全家福的各種組

合，從參與學員的回饋得知活動對他們具極大意義，也期盼再次辦理。 

問：外派教學對您來說的最大挑戰是？如何運用國內教學經驗？ 

答：派外文化教師工作對我個人而言，教學內容與方式已具經驗，尤其

國內早已推行的活潑式教學、活動化設計、多元化評量、採結構式設計教學

流程，讓上課過程緊湊、有趣，很能符合海外僑民需求。至於最大挑戰仍應

是語言與文化的差異，歐洲國家仍多以各國語言為主，部分專業性內容介紹

則以較淺顯文字說明。 

問：活動後的個人感想與獲得？ 

答：對我個人而言，這次的活動除了增廣見聞，結交許多熱情的朋友外，

也在諸多向度引發許多省思與想法。在教學方式方面，可比較國內外的差

異；教育哲學方面，有助於思考多元學習與潛能開發、因材施教的落實；另

外還有身教應重於言教的教學態度等，對我來說都是很好的體驗。 

 

八、 榮幼娥科長╱僑務委員會第二處海外教育科 
問：僑委會目前提供三到六歲的華語教學資源為何？ 

答：目前僑委會所提供的資源主要是教材，包括網路上的《幼童華語讀

本》，以及國內出版的教材如康軒版《國語》等。若海外中文學校提出申請，

均可以一人一本的方式足量提供。 

問：學齡前兒童在僑教中的重要性？是否有針對學齡前華語教育推廣的

計畫？何種形式？ 

答：目前海外的華語教育仍以學齡兒童，也就是小學的階段為主。學齡

前的教育僅視各地需求向下延伸，因此並未針對此年齡層擬定相關計畫。 

問：海外中文學校對於學齡前華語教育的需求如何？如有完整規畫，僑

委會是否給予相關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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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如果學校方面有任何需求或規畫，都可以向僑委會提出申請，在預

算範圍內，我們會盡力提供協助。 

目前為止，只有菲律賓與馬來西亞兩地曾提出學齡前師資培訓的需求，

僑委會方面均可協助辦理。 

問：派外師資如何徵得？條件為何？如有需求，是否可考慮遴選幼教老

師參與海外教學活動？ 

答：僑委會有兩個單位負責徵求派外師資，海外教育科負責華語教師，

社會教育科負責文化教師，每年均於調查海外學校需求後，視情況辦理相關

作業。 

在華語教師這方面，過去是直接行文各級學校，取得推薦名單，但近年

來的華語熱使得海外學校對於師資的要求產生改變，因此從今年開始，僑委

會便與各校華研所合作，徵求以華語為第二語的師資，以因應國外的需求。 

至於是否遴選幼教老師派外進行短期教學，可視海外學校的需求決定。 

 

九、 張鑑如副教授╱國立台灣師範大學人類發展學系 
問：幼兒語言課程設計的重點？ 

答：幼兒的語言教學不宜加入太多的技巧訓練，應以故事、兒歌，或文

化入手，加強主題式的設計。 

問：注音符號或拼音在幼兒華語讀寫發展上的重要性？ 

答：注音符號或拼音是讀寫的工具，當幼兒遇到不認識的字，或嘗試以

書寫方式來表達的時候，這兩種工具就可以派上用場。但是在讀寫發展的過

程中，它們都不是必需的，尤其在進入認讀的階段時，幼兒經常可以直接辨

認國字，不需注音或拼音的輔助。 

值得注意的是，拼音系統由於與其他語言的符號相近，在國外的環境中

教導幼兒使用拼音，可能出現混淆的情況。 

問：家長進入教室可扮演的角色？ 

答：若家長本身的母語就是華語，在教室中便可擔任類似助教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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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非華語母語家長的定位則是親子共學，營隊中可多設計一些親子活動，

使家長能夠參與其中。 

問：面對不同語言程度的幼兒，團體活動應如何進行？ 

答：除了透過助理教師的配搭，對語言能力較差的幼兒提供協助以外，

在混齡的環境中帶領團體活動，也可善用同儕的互助，使活動能夠順利進行。 

問：幼兒華語夏令營的師資考量？建議時長與師生比？ 

答：在師資方面，應該特別注重教師對當地孩子語言能力的了解。如果

其中有國內選派的教師，建議在活動正式開始前，應該施予適當的職前訓練。 

夏令營的長短不是重點。如果教學目標在於引發動機，那麼活動結束之

後如何延續所得的成果，才是真正重要的事。 

為了能夠充分照顧所有學生的語言需求，師生比宜盡量提高。 

問：課堂中有兩種不同語言時，教師如何應對？ 

答：在幼兒的語言能力許可的情況下，教師當然可以盡量使用華語。但

為了使溝通順利進行，不必堅持使用單一的語言，否則就像說中文的孩子突

然進入全美語幼稚園一樣，很容易出現所謂的「靜默期」（silent period）。 

 

十、 施淑娟助理教授╱慈濟大學兒童發展與家庭教育學系 
問：蒙特梭利在幼兒語言教育上的態度和長處？ 

答：蒙特梭利並不特別強調某一個領域的教學，語言方面固定的教具也

不多，之所以能夠幫助孩子的發展，除了提供素材與情境外，重點應該是它

講究結構和步驟的特性。這一點在「寫」的方面格外明顯。 

問：面對不同語言程度的幼兒，在團體工作上的帶領？教室中有兩種語

言時，教師的處理方式？ 

答：可由助理教師協助進行。如果有特別需要，不妨使用不同的語言幫

助溝通與了解。 

問：家長進入教室可扮演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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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家長可於一開始陪同進入教室，幫助孩子適應環境。待孩子能夠接

受之後，便可逐漸抽離。 

問：幼兒夏令營師資考量？建議時長與師生比？ 

答：師資方面，建議由合格且富經驗的蒙特梭利教師來擔任。師生比採

一般 CASA 的比例，1：12 到 1：15 即可。 

問：華語教學設計重點？ 

答：既然是華語夏令營，當然要加強語文區的布置。由於蒙特梭利的語

言教具種類有限，因此教師本身需具備教具研發與設計能力，以便配合主題

進行設計。 

 

十一、 林麗卿副教授╱國立新竹教育大學幼兒教育學系 
問：全語言在幼兒語言教育上的態度和長處？ 

答：全語言的教學相當適合學齡前的孩子，但是它強調長期的浸淫與接

觸，並從讀寫萌發的角度來看待孩子的語言發展，因此在短期的活動中，不

見得能看到明顯的效果。 

如果華語夏令營的教學目標在於提升幼兒學習華語的動機，那麼跟全語

言的觀點就非常契合。因為全語言重視語言經驗的功能與意義，提供豐富的

素材，能引發更多真實的動機。 

問：在混齡教室中實施全語言教育需特別注意之處？教師是否需堅持使

用目標語言進行教學？ 

答：全語言也有一些混齡的教室，不過差距通常比較小。3 歲孩子與 5

歲孩子在使用語言時的動機大不相同，且年齡愈小的孩子，愈不容易直接觸

發，因此在混齡的教室中，活動的設計、使用的媒介等都需要更為多元，以

照顧不同年齡孩子的不同狀況。 

因為是以華語教學為目標的活動，因此老師盡量以中文帶領是合理的。

不過教師使用語言的重點應該在於提高孩子接觸目標語的比例，而為了達成

良好的互動，不應排斥在必要時加入外語的解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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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家長進入教室可扮演的角色？ 

答：除非是年齡很小的孩子，例如學步兒（toddler），否則一般來說，

並不建議 3 歲以上的幼兒家長陪同參加。萬一家長對於老師設計活動或帶領

的方式不夠了解，有時反而會造成干擾。 

如果必須由家長陪同，那麼就要在活動設計上做一些調整，例如增加親

子共讀的時間等。 

問：幼兒夏令營的師資？建議時長與師生比？ 

答：合格的幼教老師當然是最好的選擇。因為第一，合格的幼教老師比

較不會落入制式的教學中，同時也能了解並同理孩子的反應。以國內幼教老

師搭配國外中文學校教師的方式相當理想，如果這樣的計畫能夠付諸實行，

我認為國內大專院校的幼教科系學生也可以是合適的人選。 

活動的時間當然是愈長愈好，兩個月的效果一定比一個月大，但實際上

還是要視活動內容的設計而定。國內一般幼托園所的師生比約在 1：15 上

下，可視情況調整到 1：10 左右，但也不宜過高。 

問：注音符號（或拼音）在華語讀寫發展上的必要性？ 

答：從實務的觀點來看，在台灣的孩子由於入學後的需求，所以一定得

學會注音符號，但就廣義的語言使用而言，國字才是真正通用的文字系統，

使用注音符號的時間是過渡而短暫的。 

蒙氏的教室有注音拼讀的教具，初學讀寫的孩子可以藉由這樣的方式表

達很多東西，但是從學習語言的歷程看來，進入閱讀階段以後，孩子大可以

從可預期的故事內容中逐步認讀文字，學習注音符號並非必經的過程。 

 

十二、 鄧曉雲老師╱阿布格蒙特梭利雙語小科學家幼稚園 
問：華語幼兒夏令營合理的教學目標？ 

答：以美國來說，華裔幼兒到了三到六歲的階段，在美語方面的發展通

常已經相當穩固，中文程度則是參差不齊，聽的理解或許沒有太多障礙，但

能不能說得流利，就要看各家父母平時的要求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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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沒有中文的大環境，在幼兒夏令營中要求學會讀寫是比較困難的。

但如果環繞一個主題進行課程設計，活動結束後希望他們能夠懂得相關詞

彙，這應該不難做到。 

問：蒙特梭利在幼兒語言教育上的態度和長處？ 

答：蒙特梭利的教育把許多孩子成長發展必經的過程設計成工作，透過

反覆的操作與練習，讓孩子們從中熟悉。相對於口語，書面語是具體且可操

作的，因此在第二語教學中，蒙特梭利的孩子在認讀方面具有明顯的優勢。

至於口語，由於蒙特梭利的教學並不禁止母語的使用，因此相較一般標榜全

美語的幼托園所，蒙特梭利的孩子在口語上反而弱了一些。 

談到母語的發展，情況又不相同。因為蒙特梭利講究尊重兒童，經常給

予他們充分表達的空間，因此蒙特梭利的孩子母語的口語能力往往特別突

出，說起話來組織分明，頭頭是道。 

問：注音符號的教學是否必要？ 

答：以國內的環境而言，注音符號的教學絕對是必要的，因為未來入學

以後，孩子們要使用字典，注音符號是最容易上手的查詢方式。但是海外的

幼兒不見得有這種需要，畢竟注音又是另一套符號系統，只要可以順利進入

讀寫的階段，無論學與不學，或者採用大陸的拼音，都是可行的辦法。 

問：面對不同語言程度的幼兒，在團體工作上的帶領？教室中有兩種語

言時，教師的處理方式？ 

答：必要的時候可以用孩子熟悉的語言來說明。如果有助理教師互相配

搭，則以固定的語言表達為宜。 

問：家長進入教室可扮演的角色？ 

答：有家長在身邊的時候，孩子們與同儕的互動當然減少，但由於教學

對象的年齡偏低，對短期營隊活動的適應力較差，因此是否開放家長進入教

室，可由活動設計者考量決定。 

若家長陪同，則活動期間可以較長，活動設計時也可將難度提高，讓家

長來協助孩子進行。若家長不陪同，則活動期間宜短，並把難度降低。假設

營隊持續兩個禮拜，也可考慮第一個禮拜陪同，第二個禮拜不陪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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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幼兒夏令營的師資？建議時長與師生比？ 

答：為了照顧幼兒可能出現的各種狀況，師資方面建議由富經驗的幼教

老師擔任。活動期間以一到兩個禮拜為宜。由於幼兒需要較長的適應期，所

以夏令營的活動期間不宜太短。若開放家長進入教室，可望稍微減輕適應上

的問題，但另需考量的是家長是否有足夠的時間陪同參與。 

針對稚齡幼兒的短期活動，建議將師生比略為提高，約 1：10 左右。 

 

十三、 高儀玲老師╱台中市立文心國民小學附設幼稚園 
問：全語言在幼兒語言教育上的態度和長處？ 

答：全語言教育透過環境的呈現，讓孩子們自然產生動機，這樣的孩子

在表達能力方面的發展特別凸出。 

問：在混齡教室中實施全語言教育需特別注意之處？  

答：全語言教育相當適合混齡的教室，但若年齡差距較大，例如 3 歲與

6 歲，在討論的進行與活動操作上就會比較困難。這方面我沒有實際的經

驗，但可以肯定是，在這樣的條件下，3 歲孩子的收獲想必很大。 

問：家長進入教室可扮演的角色？ 

答：我贊成家長陪同，家長是很好的人力資源。 

問：幼兒夏令營的師資？建議時長與師生比？ 

答：合格的幼教老師當然是最適合的，因為他們了解孩子的發展與經

歷，知道如何解決問題。此外，如果要採用全語言的教學模式，事前應該提

供相關的師資訓練，否則即使是合格的幼教老師，若缺乏實施全語言的經

驗，仍然無法掌握這樣的教學。 

時間方面當然是愈長愈好。因為要在教室中運用全語言教學，許多方面

需要長時間的累積、觀察與培養。如果只有一、兩個禮拜的時間，可能看不

出什麼成效。 

問：注音符號（或拼音）在華語讀寫發展上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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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在全語言的教學中，其實不見得需要注音的輔助。讀的部分，孩子

們可以直接認讀國字，寫的部分，像是在經驗圖表上，也可以用畫圖的方式

來表達，重點在於孩子本身有沒有讀寫的動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