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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泰國華語學習者之 

漢字教學網站設計研究 
 

中文摘要 
 
關鍵字：電腦輔助教學、教學設計、漢字教學、泰國華語學習者 
 

泰國華語學習者的學習過程中，漢字的掌握是其之最大問題與障礙。根

據資料與需求分析發現，在泰國的華語教學，因很多限制，而缺少了正確的

漢字教學。造成學習者對漢字的基本知識與掌握漢字的有效方法未有足夠地

了解。使其對漢字與漢字的學習有誤解與偏見。 

因而，本研究的主要目的為，藉由多媒體教材結合了網際網路的教學效

用，規劃出針對泰國華語學習者，具有漢字的教學效果的網站，為應付以上

所述的泰國漢字教學與學習的各種限制之輔助教學工具。 

本研究之過程，從蒐集相關的理論、資料以及泰國華語學習者與教師的

意見，再進行分析討論，並規劃出符合泰國華語教學現況以及使用者的需求

之漢字教學網站。之後製作網站範例，並進行應用的試驗，為測出所規劃網

站的使用效果。最後進行使用網站後的評鑑，作為檢討網站所規劃設計理念

的依據，並因應改進與提出其他建議。 

從網站範例應用試驗之前後測驗結果發現，不同漢語程度的學習者在使

用網站之後，其對漢字基本知識的理解度，以及對漢字與漢字學習意見皆有

正面的趨勢。漢字掌握度的前後測驗結果對比，亦有進步的趨勢，證明了網

站的規劃對不同華語程度的學習者，能有效率地提高其之漢字的了解度，減

少對漢字的恐懼以及有助於漢字的掌握。  

依據試驗受試者與泰國教師在使用網站後的網站範例評鑑結果發現，使

用者對網站的各種設計給予很高的評分，表示網站各方面的設計與使用效果

相當符合使用者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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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search of Designing 

Web-based Teaching Material of 

Chinese Characters for Thai Students 
 

Abstract 
 

Keywords ： Computer Assisted Instruction, teaching design, Chinese 

Character teaching, Chinese language learning - Thai student 

To Thai learners, the major problems and obstacles they face while learning 

Chinese are memorizing and writing Chinese characters. With referenced 

information and needs analysis,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re were several 

limitations causing Chinese language instructions inefficient. These limitations 

made Thai learners not comprehensively understood the basic knowledge of 

Chinese characters and the efficient Chinese learning and memorizing methods, 

this made the learners misunderstood and had bad attitudes to Chinese characters 

and Chinese characters learning.  

As a result, the main objective of this study is integrating instructional 

Multimedia and the Internet to plan and design efficient and appropriate Chinese 

teaching website as a learning assistant tool for Thai learners and solve above 

mentioned problems. 

The procedures of this research were started from collecting information 

and reviewing related theories and learners and teachers opinions. Next, the 

researcher did analysis, synthesis, planed and designed Chinese teaching website 

suited for the situation of Chinese study in Thailand and the needs of Thai 

learners. Then, the research developed a sample website and did pilot test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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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the website. The last step was doing the evaluation of 

the website in order to continuously improve the website and provide 

suggestions. 

From pre and post evaluation of the pilot website, the study found that for 

Thai learners from different levels of Chinese, the basic understanding about 

Chinese characters, the attitudes toward Chinese characters and Chinese learning 

were more positive. The comparison result shown the better memory of Chinese 

characters from pre and post tests, which proved that the website was efficient 

and it assisted Thai learners from different levels of Chinese had better 

understanding, reduced anxiety on learning Chinese Characters and supported 

Chinese characters memory.  

According to the website evaluation conducted by Thai learners and 

instructors who have used the website, the varieties of designs of the website 

were highly appraised and rated. That also indicated that the design and 

effectiveness of the website were corresponding to users' needs to a great ex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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การวิจัยเรื่องการออกแบบเว็บไซด                               
สอนตัวอักษรจีนเพื่อผูเรียนชาวไทย 

บทคัดยอ 
 

คําสําคัญ : คอมพิวเตอรชวยสอน  การออกแบบการสอน  การสอนตัวอักษรจีน  ผูเรียนภาษาจีนชาวไทย 
 
           การเรียนภาษาจีนกลางของผูเรียนชาวไทยนั้น การจดจําและเขียนตัวอักษรจีนเปนปญหาและ
อุปสรรคสําคัญในการเรียน จากการวิเคราะหขอมูลและความตองการ(Needs analysis)พบวาเนื่องจาก
ขอจํากัดหลายประการ ทําใหการสอนภาษาจีนในประเทศไทยขาดการจัดสอนตัวอักษรจีนที่ถูกตอง ทําให
ผูเรียนขาดความเขาใจที่เพียงพอตอความรูพื้นฐานเกี่ยวกับอักษรจีนและวิธีการเรียนรูและจดจําอักษรจีนที่มี
ประสิทธิภาพ อันเปนสาเหตุใหผูเรียนเกิดความเขาใจผิดและมีทัศนคติท่ีไมดีตอตัวอักษรจีนและการเรียน
ตัวอักษรจีน 
            ดังนั้นวัตถุประสงคหลักของงานวิจัยช้ินนี้คือ การนําคุณสมบัติของสื่อการสอนมัลติมีเดียผนวกเขา
กับคุณสมบัติของอินเทอรเน็ต มาวางแผนและออกแบบเว็บไซดสอนตัวอักษรจีนที่ท้ังมีประสิทธิภาพและ
เหมาะสมกับผูเรียนชาวไทย เพื่อเปนเครื่องมือในการเรียนตัวอักษรท่ีสามารถแกปญหาและขจัดขอจํากัด
ตางๆ ท่ีกลาวมาแลวขางตน 
           ข้ันตอนในการวิจัยนี้เริ่มจากการรวบรวมทฤษฏีและขอมูลตางๆ ท่ีเกี่ยวของ รวมท้ังรวบรวมความ
คิดเห็นของผูเรียนและอาจารยผูสอนภาษาจีนชาวไทย จากนั้นทําการวิเคราะหและสังเคราะหวางแผน
ออกแบบเว็บไซดสอนตัวอักษรจีนที่เหมาะสมกับสภาวะการเรียนภาษาจีนในประเทศไทยและสอดคลองกับ
ความตองการของผูเรียนชาวไทย จากนั้นจัดทําเว็บไซดตัวอยางและทําการทดลองใชงานจริง เพื่อทดสอบ
ประสิทธิภาพของเว็บไซดท่ีไดออกแบบ ทายสุดทําการประเมินผลหลังการใชงานเว็บไซด เพื่อใชเปนขอมูล
ในการปรับปรุงเว็บไซด และทําการปรับปรุงในลําดับตอไป พรอมท้ังใหคําเสนอแนะอื่นๆ 
           จากการทดสอบกอนและหลังการใชงานเว็บไซดพบวา หลังจากที่ใชงานเว็บไซดแลว ความเขาใจ
ดานความรูพื้นฐานของอักษรจีน ความคิดเห็นเกี่ยวกับอักษรจีนและการเรียนอักษรจีน ของผูเรียนชาวไทยที่
มีพื้นฐานภาษาจีนแตกตางกัน มีการเปลี่ยนแปลงในเชิงบวก ผลการเปรียบเทียบผลการทดสอบการจดจํา
อักษรจีนกอนและหลังการใชงานเว็บไซดก็มีแนวโนมท่ีพัฒนามากยิ่งข้ึน ซึ่งพิสูจนใหเห็นวาเว็บไซดท่ี
ออกแบบนั้นมีประสิทธิภาพชวยใหผูเรียนชาวไทยที่มีพื้นฐานภาษาจีนแตกตางกันมีความเขาใจตอตัวอักษร
จีนเพิ่มมากขึ้น ชวยลดความกังวลและหวาดกลัวในการเรียนตัวอักษรจีน และชวยในเรื่องการจดจําตัวอักษร
จีนได 
          จากผลการประเมินเว็บไซดหลังการใชงานของผูรวมทําการทดสอบและผูสอนชาวไทยพบวา 
ผูใชงานประเมินผลใหกับการออกแบบเว็บไซดในดานตางๆ เปนคะแนนที่สูง แสดงใหเห็นวาการออกแบบ
เว็บไซดในแตละดาน รวมท้ังประสิทธิภาพในการใชงานสามารถสนองความตองการของผูใชไดเปนอยาง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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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本章共分為四節。第一節為研究背景，為了解泰國目前漢字教學與學習

的大致情況，為本研究之起點與背景。第二節為研究動機與問題，闡明泰國

所面臨的漢字教學問題。第三節為研究目的，闡述本研究試圖要解決的問

題。第四節研究範圍與重要名詞解釋，定義本研究的主要內容與方向，以及

所使用的詞彙。 

 

第一節 研究背景  
泰國最早的華語教育為小學至高中華文學校。近代華文學校最早是於

1909 年創辦的華益學堂。1941 年，因受到太平洋戰爭的影響，泰國政府發

出禁止學習華語的政策，使泰國已無一所華校存在。戰後 1946 年至 1948

年，又出現華文教育活躍時期。1948 年之後亦因泰國政府的同化華人政策，

華文教育受到幾次的限制。直到 80 年代後，泰國政府對華校以外的漢語教

學，則採取放寬態度。如泰國數所著名的大學：朱拉隆功大學、法正大學、

藍甘杏大學、送卡大學開設了漢語課1。 

近年是泰國中文熱的時代。從各種企業的角度來看，來泰國投資的中國

大陸與台灣廠商的數量日月增多，同時，無數的泰國本地廠商亦希望能夠闖

進華語地區的市場。不少廠商必須熱烈地培養其相關人員之漢語能力。除

此，像是在泰國人力市場─具有中文能力人士─的需求變得越來越高。從教

育與研究方面來看，無論是語言、文化或高科技技術方面，正在開發的泰國，

皆以各華語地區國家為學習對象。就語言為資料所得的最佳工具，因而從事

研究相關方面的人士也必須必備其之漢語能力。 

泰國現任國王普密蓬，一直以來都非常關心泰國的教育，並認為在國家

各方面支援有限的情況之下，遠程教育是能夠推廣全國基本教育的有效途徑

之一。因此蓋崗翁皇宮學校 (Klai Kangwon Palace School) 在泰皇的支持

                                                 
1 朱玉鳳 (1997)。2007 年 10 月 20 日，取自 

http://cbs.ntu.edu.tw/gem_browse.php/fpath=gem/brd/education/K/F001002K&num=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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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開設了泰國唯一提供完整的衛星電視遠程教學。從 1995 年至今，透過

衛星，在 14 個泰國 UBC 有限電視頻道，為全國 24 個小時直播每天在教室

教學的畫面及錄播其他有關教學的節目。目前至少有 3000 所學校與其他教

育機構正在使用，算是一個很龐大的教育系統。至於漢語的教學是從 1998

年 6 月開始正式播出，至直 2005 年 6 月已經進入了全面發展階段。從一開

始只是一個星期一個小時的「興趣課」，慢慢成為如法語、日語般可選修的

第二外語課程。(鄧小琴，2005) 

就隨著泰國各種企業之工作市場及各方面研究的需求，除了早前已有華

語課程的教學機構外，其他教學機構近年來也逐漸地開設華語課程。從泰國

華語文資訊網 2006 年所蒐集到的泰國中文系，共有 32 系所；曼谷以外地

區之中小學校，共有 92 所 (大多部分為私立華僑學校) ；國籍學校共 30

所；私立華語中心共 8 個2。 

2007 年 5 月份，泰國教育部之義務教育委員會3，首次進行泰國正式中

文教科書的發表會。規定從該學年開始，以這一套的教科書為小學、初中及

高中中文課程的主要教科書。 

泰國教育部之義務教育委員會指出，目前在泰國的漢語教學越來越受大

家的矚目與熱烈的興趣。從早先，曼谷外府的國立小學至高中學校，不到

40 所有漢語課程，但在 2007 年已有 350 所學校開設了漢語教學。私立學校

亦從往年只有 200 所學校實施漢語教學，2007 年已增加至 480 所學校。若

包含了在曼谷的 91 所學校，泰國 2007 年共有 900 所已開設漢語課程。該機

構另指出在 2008 年的預設，應該有 400 至 500 所學校開始開設漢語課程4。 

就從泰國政府發表正規的泰國中文教科書後，原來已有漢語為自由選修

課的少數小學至高中學校，也開始調整漢語課程為選修的第二外語。泰國

2008 學年度，多數從來沒有漢語課程的小學、初中及高中便開始開設中文

教學，並視其如英文般地位的第二語言教學，從小開始學起。以上述明顯看

                                                 
2 2006 年 12 月 10 日，取自：http://tcsl.ntnu.edu.tw/thai/m44.html 
3 สํานักงานคณะกรรมการการศึกษาขั้นพื้นฐาน (สพฐ.)  
4 ผูจัดการรายสัปดาห  Manager weekly 2007 年 5 月 31 日，取自：

http://toodcheefha.exteen.com/category/chinese/page/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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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從泰國普通老百姓至政府機關均重視漢語的教學與學習。 

第二節 研究問題與動機 
一、泰國學生漢字學習的問題 

隨著漢語學習的普及化現象，泰國人接觸漢語的機會越多，學習漢語的

問題越明顯。對泰國學習者而言，雖然一部分語法有所差別，但是以大致的

語言型式、單音節語言等方面，使兩種語言之語法有幾分相似。而學習漢語

的最大問題則在於「漢字」。在泰國人的概念裡，漢字是難寫、又難記。此

點是學習漢語者的最大障礙。 

鄧小琴 (2005) 指出無論漢字的筆劃順序及漢字結構的和諧，皆是泰國

學生學習漢字的難點。因泰國文字是拼音文字，泰國學習者對表意文字的漢

字，總是感到陌生。就以其在泰國華新蓋崗翁皇宮學校經驗為例：那裡的學

生較習慣看有拼音格式的漢語教材，缺少漢字閱讀的主動性。寫漢字時也常

常有隨機的錯誤，而錯誤情況有因人而異。 

因而，本研究將要探討，所造成泰國學習者漢字學習問題的因素，包括

漢字本身因素、學習者本身的因素、泰國漢字教學方式及教材內容的設計，

並試圖解決該問題的方法。 

 

二、泰國華語教學很少進行漢字教學 
泰國大多的漢語教學課程皆以語法與會話為主。一開始為學生解說、練

習漢語拼音內容，大約了解漢語的發音後，再進行課文內容的教學。至於「漢

字教學」部分，似乎都沒有放入真正教學的時間裡。最常看到的「漢字教學」，

只是為學習者大概的講解筆劃之基本書寫規則，再交代學生回家時按照教材

或教師提供的靜態筆順自行摹寫。如此漢字教學所看到的結果是學生雖然回

去練字，知道筆劃、筆順的規則，知道這麼寫，但始終卻無法掌握漢字。 

另外有些的泰國教師對學生的漢字失誤缺乏敏感，對學生所寫的作業或

文章的錯別字，教師便總是熟視無賭，並未為學生糾正錯誤。(鄧小琴，2005) 

依據朱拉隆功、法政、烏汶等大學的中文系課程，可見該單位在三或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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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級的課程安排了「漢字學」、「文字學」或「漢字演變」的課。從此處來看，

在漢語教學的開始階段，未能為學習者進行真正的漢字教學。不過，兩者之

教學內容與目的不同 (見重要名詞解釋之 5, p.8)，其學習效用亦有相差。因

而漢字教學在初期的漢語學習，亦有其需要。 

在大多泰國學習者得靠自學漢字的如此情況下，到底對其漢字學習有何

利弊？對於學習者之漢字掌握，教師該對這一塊的教學有何責任？是否在進

行其他項目的漢語教學時，亦該對漢字教學有所交代？那麼漢字的教學，對

泰國學習者有何幫助，可否解決漢字學習的困難？該如何以及何時進行？種

種的泰國漢字教學問題，尚必須慎重地考慮，亦是應該多加強之處。 

 

三、泰國缺少真正有漢字教學知識的教師 
泰國的漢語教學機構越來越多的情況，同時卻也呈現了泰國漢語教師缺

乏的現象。泰國義務教育委員會指出，目前泰國小學至高中學校所面臨的漢

語教學問題是漢語教師的人數不足。目前真正是中文系畢業的泰國教師人數

不到 10 位。重點在於教師的待遇不高，中文系畢業的學生若去其他工作，

會有更佳的待遇。因此目前大多數的漢語教師並不是真正學漢語者，而是有

興趣與自願去教漢語的其他科目教師5。然而，這些教師尚有其之漢語與漢

字知識與教學很大的進步空間。 

目前開設中文系的泰國大學日益增多，但是漢語教師與學生人數的比率

卻相當不平衡。就以最早開設中文系的朱拉隆功大學為例：一年四年級的學

生高達 170 人，實際任教的教師包括外籍教師只有 8 位6。一位漢語教師必

須照顧這麼多的學生。其實，在泰國各大城市裡的大學的如此現象，已經算

是較好的情況。若與曼谷外府剛開始建立中文系的大學的情況來比，外府地

區缺乏漢語教師的現象尚更加明顯。就以泰國烏汶大學為列，從其 2005 年

中文系課程細節發現，除了三位任教教師外，比較專業的科目得請其他大學

                                                 
5 同注 2 

6 取自：http://breakingnews.nationchannel.com/read.php?newsid=2597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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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來授課7。筆者親自詢問過該系的主任，得到的答案是教師願意到外府

來任教的意願度普遍不高。 

除此，在限有的漢語教師裡，常見現象是只有少部分的教師，對漢字的

原理有一定程度的知識。同於不少泰國漢語教師的坦言，其本人也對漢字的

內容不是很了解。同時，他們發現很多教師的情況也是如此，並認為真正有

這方面的泰國教師真的不是很多。此點使教師無法進行有效的漢字教學。然

而這些的泰國教師必須要自行進修，又面臨到難獲取較適合的教材以及教學

支援的問題。 
 

四、泰國缺少有教學效果的漢字教材  
在泰國各大學使用的漢語教科書裡，漢字教學的內容顯然極少，甚至有

些部分皆未提到。朱拉隆功大學文學院中文系，是唯一使用自己編輯的泰文

初級漢語教科書，每堂課後提供筆順圖，但未有漢字教學的內容。其他泰國

大學大部分皆使用國外的教科書，除了教學內容為中英文外，亦未有漢字教

學內容包含在內。雖大部分的泰國華語教師對漢字教學的交代，只是書寫方

法的說明，而在很多教科書未提供漢字教學內容或甚至不提供筆順圖的情況

之下，使教師必須自行尋找筆順圖為輔助教學工具，或者只在黑板上寫給學

生看，等於只給學生一次的學習機會。事實上如此的教學方式尚未足夠，就

難免學習者連對漢字的筆順都無法掌握好。 

依據泰國朱拉隆攻大學書店網站 2008 年 4 月所查詢到的資料發現，針

對泰國學習者之漢語教材，大多部分是從中翻泰的書本教材，而少部分則是

泰國漢語教師自己編輯。除了有關漢字教材的數量很少以外，其主要內容也

只是提供漢字知識的支援。如此，目前泰國尚未有真正能克服以上所討論的

問題之有效漢字教材。  

 

五、漢字電腦與網際網路輔助教學之幫助與欠缺 
 近年來電腦與網際網路的科技不斷發展下，使得普及度增高。各組織

                                                 
7 資料來源：泰國烏汶大學文學院 2005 年中文系教學課程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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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皆以電腦與網路為其單位的運作系統。就連一般住家使用網路的比率也

越來越高。在漢字教學界，目前提供有關漢字知識的支援甚多。除了書本及

影片的支援外，近年最令人感到新鮮與開發漢字教學的新面貌，便是以多媒

體和電腦網際網路等方式來呈現的數位管道。 

就在漢字教學方面來看，多媒體與電腦的輔助，能夠解決漢字教學上缺

乏支援與教材的問題；另外，可藉由網際網路的功能，將教學的內容傳出到

世界各地，可節省漢語教師人力資源與工作。泰國漢字教學所面臨的缺乏教

師與教材問題，可從網際網路的支援取得解決的方式。不過，目前現有的多

媒體與網路教材尚有欠缺之處。 

雖很多網站所提供的有關漢字資訊，對漢字教學與學習非常有幫助，但

是由於一個網站只提供某一方面的知識 (如：單獨提供漢字筆順動畫及認讀

漢字的測驗等等)，所以學習者必須具有一定的程度，才能尋找自己想要的

資料，否則得仰賴教師一一蒐集不同網站的資料，再交給學習者在限定的範

圍內學習。有的網站確實提供各種各樣的漢字支援，只可惜內容太過鬆散，

不知該從何處開始學習，尚未考慮到教學順序安排、內容篩選、學習目標等

方面的真正教學效果。 

除此，在少數是有真正漢字教學效果的網站中，即使提供各式各樣有用

的資料，但都是英文及中文網站，沒有一個是泰文的網站。透過仲介語來學

習另外一個語言，總是帶有一些不理想的效果。在仲介語的理解度不足的情

況下，學習者很容易誤解要學習的目標內容。另外，透過外語來學習漢語，

是增加學習者的負擔以及沒有針對性。不同國籍的學習者對漢字學習的需求

有所不同，因此其需要學習的內容與方式也隨之不同。 

以目前情況，很容易搜尋提供漢字支援與教學的網站，除了使世界各地

能較容易取得漢字知識的信息外，多媒體與網際網路在漢字教學與學習，能

發揮何種的幫助？何者為解決泰國學習者漢字學習問題之最有效方法？要

規劃出針對泰國學習者漢字教學的網站，為幫助泰國學習者學習漢字最有

效、最實用，並能夠解決如上述所討論問題的管道，泰國學習者本身有何要

求，應該如何安排內容與設計？ 以上問題皆是本論文所要研究探討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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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目的 
在泰國學習者漢字學習過程中發現有很多問題與困難的情況下，如何設

計出能夠最有效地幫助泰國學習者學習漢字，減少泰國學生對漢字的恐懼

感，並有助於鼓勵泰國學習者學習漢語之教學網站。除了具有教學的效用

外，此網站能夠符合泰國學習者的要求，能幫助與解決漢字學習的問題，並

適合泰國學習者的學習以及泰國漢語教學的情形。 

研究目的之細節如下： 

一、了解能夠使學習者記憶與掌握漢字的教學與學習方法。 

二、了解泰國學習者漢字學習與泰國漢字教學的情況及問題。 

三、了解電腦與網際網路對漢字學習的幫助與效用。 

四、討論與分析現有的漢字支援網站的內容與教學效果。 

五、了解泰國學習者與泰國漢語教師，針對漢字教學、漢字教學教材及

電腦與網際網路的教材有何需求。 

六、能規劃出針對泰國學習者漢字教學的網站所該具有的條件。 

七、能夠按照符合以上的研究結果，設計出最實用、最適合泰國學習者

的漢字之教學網站。 

 

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重要名詞解釋  
 
一、研究範圍  

本論文所研究的範圍為─以多媒體與網際網路的學習效果，為解決泰國

學習者漢字學習的難處。依據資料分析，以及泰國學習者與教師之需求分析

發現，泰國漢語教學的各方面，例如：會話、詞彙、語法等皆有相當進步的

發展，亦有豐富的教材，但漢字教學缺未足夠地受到重視，亦缺少了有效的

教材。此外發現，在泰國漢字學習的難處，在於缺少漢字基本知識與有效地

掌握漢字方法之教學。因而本研究所探討與規劃的網站，只針對「漢字─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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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位」的教與學為主，並以「漢字啟蒙」的網站內容為呈現。以─泰國學習

者能對漢字有正確的知識、良好的觀念，能夠以網站所提供的內容與例字為

掌握漢字的有效方法─為主要的設計目標。 

 

二、重要名詞解釋 
 (1)「泰國中文系」：指在大學裡提供中文主修課程的單位。通常是文

學院 (คณะอกัษรศาสตร – Faculty of Arts, คณะศิลปศาสตร - Faculty Liberal Arts)、人文學院 

(คณะมนุษยศาสตร - Faculty of Humanities)、人文及社會科學學院 (คณะมนุษยศาตรและ

สังคมศาสตร - Faculty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等學院東方語言部裡的

專業之一，並非獨立出來的系所。但因在漢語裡─「中文系」此名成，對華

人來說，比較能將 「大學裡的中文教學單位」 的意思表達出來。所以各大

學的中文專業便慣用「中文系」來稱呼其單位的名稱。 

(2) 「泰國學習者」：在本論文裡均指泰國華語學習者。 

(3) 「針對泰國學習者」: 指教材內容與說明部分使用泰文，或者按照

泰國人需求來為其設計之原則。 

(4)「漢語、華語、中文」：皆指華人所使用的語言。 

(5) 「漢字教學」：指培養學習者漢字書寫、辨認、使用能力的教學 (黃

沛榮，2003, p.3)，與「漢字學」以─探討漢字的來源、分類、結構等內容

為目的─有相差之處。 

(6)「字素空間」：指部件在漢字所構成的結構空間，亦有幾種不同的說

法，如：「部件空間」、「漢字結構空間」等。本論文以葉德明教授 (1990, p. 

12) 所稱之「字素空間」為代表。 

(7) 「漢語泰文拼音」：指以泰文拼出漢語的語音，是泰國使用於處理

外來詞的音譯方法，同時有很多華語教材以之為替代漢語拼音與注音符號。

但因泰語語音與漢語語音有所差異，因此「漢語泰文拼音」無法完全表示漢

語語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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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非漢語為母語人士之漢字教學與學習 
 
一、漢字與其他文字型態的異同 

世界上的文字可分為兩大類型：一、如英文的「拼音文字」；二、如漢

字的「具象文字」。這兩者的最大差別，並不是在於「文字」所能表達意義

的異同，但是在於兩種文字的「字面」，所表示出來的不同要素。「拼音文字」

是以語音的要素為優先的呈現題材，可稱為「表音文字」；而相反「具象文

字」是能夠呈現字義的要素，又稱為「表意文字」。 

(1) 從六書的角度來看──「漢字是表意、提示發音的文字」 

有關漢字是真正的表意文字與否，可從不同的角度來證明。從六書的分

類而言，無論是指事、會意、形聲、轉注、假借皆從象形字衍生出來的 (賴

明德，2003)。「象形字」真的沒有表音的符號，直接就是從圖畫樣子所創造

出來的表意文字，但其只在所有的漢字裡佔了百分之四。至於被視為有表音

的符號的「形聲字」是佔了百分之九十。此點使人懷疑，漢字直接表意文字

的部分的比率是否太少。可是「形聲字」是由「意符」與「音符」構成的，

如此，其一半也有「意符」，為將漢字按照其意義來進行分類的符號。而這

一點是拼音文字語言沒有的。 

至於「形聲字」的比率比「象形字」高得多，漢字是否也是表音文字的

問題。雖然「形聲字」也有「音符」，但其只是表示字的「音類」不是「音

值」，如：「清」念 qīng、「精」念 jīng、「請」念 qǐng、「情」念 qíng；即使

這些字有同一個音符，但是其發音完全不相同。並不如原英文、原泰文(不

包含有些在外來語的不發音字母)─拼音文字型態的語言一般，有一定的規

律，以及能夠從字面的訊息直接發出正確的字音。因此，漢字所謂的「音符」

只是扮演「提示發音」的符號，並不是真正的表示字音。 

以上討論可見，漢字本身主要是表意的文字，同時也有部分的漢字有「提

示發音」的符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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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漢字與其他拼音文字的認知過程不同 

此項目有實驗結果證明，就以英文與中文為例，劉女士 (Liu, 1978:154) 

實驗的結論，說明了英文是以拼音字基礎，而中文是以表意為主，兩種文字

在閱讀時，在理解的過程中，讀者由兩種不同的管道，到達各語言的意義。

兩種管道為圖二-1 呈現。 

 
 
             聽    聽覺音象          
                                   A2     
                        A1                             意義 
                                  
                                      B 
             視     字形輸入 
    

圖 二-1 拼長意義關連圖 

(資料來源：葉德明 (1990)。 漢字認知基礎─從心理語言學看漢字認字過程。台

北市：師大書苑 。p.37) 
 

從以上的圖來看，A 線為英文讀者從字形至意義的神經路線，中間得先

確定該字的音波上的反映，才能轉達至意義。而 B 線為中文讀者的路線，

可從字形直接轉達到意義。如此現象說明，在不同的語言型態，是由不同的

管道，並利用不同的神經路線進行的 (葉德明，1990)。從視覺與理解上的

關連，使屬於「表意文字」的漢字與其他拼音文字的認知過程不同。 

筆者認為，圖二-1 裡的 B 線，正在解釋的內容為漢字字面與字義之間

的認知路線，尤其沒有「聲符」的漢字，不是句子，而是單獨漢字。就如曾

志郎與共蘭 (1977) 在其利用「同音字相互干擾的原理」設計實驗，發現同

音字干擾的效應非常的強。因此他們強調，在閱讀漢字組合的句子時，尚需

要經歷從字轉錄成語音的過程。此過程叫做「語音轉錄」。不過，同時也發

現在沒有「聲符」的漢字，亦能夠直接轉錄成意義至腦海裡，稱為「直接通

路」的過程。 

同於郭如玉 (1998) 的研究結果：「漢語母語者漢字辨認能力高於非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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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者，即使是漢語優級的外籍人士。漢語優級的外籍人士，尚無法如母語者

一般的自動辨認漢字」。此表示非漢語母語者，在辨認漢字時尚需要透過 A

線的認知過程為達到漢字的意義，但漢語母語者可直接由 B 線的認知過程。 

另外其指出：「從字形相似漢字對漢語閱讀的干擾，發現漢字字形(字面)

信息，在漢字辨認過程中，比字音、字義所扮演的角色還要重要。但是在具

有語境的閱讀上，字音功能會有更強的作用」。證明了對於單字而言，字形

可給予的意義信息比較明顯，是「直接通路」的方式；但在有上下文，漢字

要組合成詞、成為句子意義的成分時，尚需要配合語音為辨認整句的意義，

也就是「語音轉錄」的過程。 

因此，中文閱讀的心理過程，同時具有「語音轉錄」與「直接通路」的

兩種方式。 

在新加坡李瑋玲醫生等人的實驗發現：英中雙語通的新加坡小學三年級

學生在知覺推理測驗上的成績，只和他學習華文的成績有顯著的相關，和學

習英文的成績毫無相關。實驗所分析出來的結果為，學習者學習華文與英文

必須用不同的認知能力。知覺推理的能力是學習華文所需要的要素。亦明顯

看出學習不同的文字系統的確是有不同的認知過程。(葉德明，1990) 

討論： 

對於泰國文字亦屬於拼音文字系統之一，英文各仔音、母音與仔母音的

符號，大致能以泰國文字對照與拼出來，並有相同的拼法。如此現象，可謂

泰國文字閱讀的認知與英文的有相同路線(A 線)。因此，泰國學習者在學習

漢字時，亦與英語為母語學習者的情況相同，皆需要建立「直接通路」的新

一套文字認知方式。 

(3) 「漢字」是一種文字，與「圖畫」不同 

雖漢字屬於「表意文字」，象形字、會意字的形狀看來與圖畫很相似，

但漢字尚是「文字」，跟圖畫的認知過程亦不相同。此點由以下的實驗為證

明。 

葉德明 (1990) 提到麻省理工學院( MIT) 認「字與圖」的實驗結果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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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出示 banana 字樣時，受試者是比出示橡膠的圖畫唸得快。但是在回答

它是不是水果時，受試者在出示橡膠圖畫時回答得比出示 banana 的字樣

快。Potter (1975) 將如上的現象解釋為：「發音」不需要腦中的「記憶層」，

就直接代換並掌握「語彙層」，當一個字已經達到語彙層面時，語言結構接

受此一傳訊立刻發音＂。(葉德明，1990，p.54 ) 但是在受試者看到橡膠圖

畫時，發音發得比較慢，是因為一開始看到圖畫便得先把這個訊息傳到記憶

庫，再連到 banana 這樣的發音，最後才能發得出音來，所以反映的時間便

比較慢。 

至於為了證明漢字是否跟圖畫有同樣的認知處理過程，在同樣的實驗，

但將英文換成漢字 (象形字) 時，實驗的結果也是與英文的結果相同。這證

明 「無論是何種文字，書寫文字與語言之間有直接的關係 (對一般人而言，

表音的概念，使空間有了語言的意義) 。」(葉，1990: 54 頁) 只要使用者對

某種語文有一定的熟悉程度，便在不知不覺中能夠超脫文字的形狀外，直接

來操作語言。一看到文字，就能立刻發音，並勿因為漢字(象形字)比較像圖

畫，就能比拼音文字的英文反應得快。 

從以上的實驗結果證明，「漢字」是一種文字，不是「圖畫」，與圖畫的

認知過程是不相同的。 

(4) 漢字的筆劃，不代表該字的繁簡  

雖漢字筆劃看來繁雜，但筆劃多不見得都是「難字」。葉德明 (1990) 提

到專家所認為的：「人們對常用字『識字閾』比罕見字為低。」 的說法，是

有實驗的證明，並舉例曾志郎 (1985) 以及 Nelson and Laden (1976) 相同的

實驗結果：「有意義的字比假字容易認出；虛字比實字難認」及「筆畫少的

常用字容易記憶」。因此，所謂的「難字」，除了筆劃繁簡外，尚關鍵至是常

用和常見字與否。如此現象告知，其實筆劃繁雜的字，甚至漢字本身，並不

是使漢字難於掌握唯一的因素。 

同於黃沛榮 (2007) 在華語文教學研究所之漢字理論與應用課所提，即

使是筆劃多的漢字，但若由常見的「字根」、「部件」甚至「字」構成的，學

習者也可從不同角度來分析，並有不同的方式去認寫這些字。就如其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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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的「可利用部件教學來幫助筆順的學習」，如：「邊」字，共有十八筆筆

劃，看起來非常複雜，不好記，但若學習者知道其是由「自己」的「自」、「天

空」的「空」、「地方」的「方」、「這裡」的「這」裡的部件構成的，學生便

能更快地掌握。 

討論： 

其實，學習漢字的外籍學生本身，在學漢字了段時間後，自然而然將會

解了比畫並不是認讀漢字的問題。因在開始學習漢語的階段，一定學到不少

筆劃複雜的漢字，如：「難」、「學」、「覺」、「類」等字，但是學習者久之將

會容易認出，並不覺得是難字。問題在於，在接觸漢字的當初，如何使學習

者不會因為漢字的「字樣」，而影響到其學習漢語的心態。甚至當學習者碰

到筆劃繁雜的新字，便能知道該如何分析與掌握。這可要由教師的技巧來指

導學生，鼓勵學生以漢字所構成的組分，當作掌握漢字的工具，而不是由漢

字一筆一畫來記憶漢字。 

 
二、非漢字圈文字為母語學習者之漢字教與學 

日文因文字本身比較特殊，一部分是拼音系統的 ─ 假名，一部分是使

用漢字的系統。使日本人在處理日文時，皆使用以上圖二-1 兩條路線的認

知過程。此點有日本學者筂巶沼澄子(Sasanuma)，1974 年的實驗結果為證

明。另外，也因為如此的原因，日本人從小就看到漢字，對漢字有所熟悉。

因此，在日本人學習漢字的過程中，對於漢字的熟悉度的這點是與華人學習

漢字的情況相似。 

除了情況較特別的日語母語者外，拼音文字為母語者，要學習具象文字

的漢字時，在不熟悉的語言系統與文字的型態的情況之下，教師必須透過不

同的方式與管道來進行教學。 

(1) 漢字教學的目標  

要學習某種事物時，需事先規劃範圍，要達到何程度才算是學習得有效

果，在學習漢字的過程中也不例外。首先，教師們該知道漢字教學的重點何

在，才能達到教學的目標。黃沛榮 (2003) 所提“「漢字教學」的重點，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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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加強學生在漢字「辨識」、「書寫」、「使用」三方面的能力。＂亦言之，學

習者學習漢字後，除了會看，必須會寫，也要知道如何運用該字，才算是學

會漢字。 

(2) 漢字教學策略  

當知道學習的目標為何，在要到達目標的過程中，教師必須懂得選擇與

運用恰當教學方式。 

葉德明 (1990) 由以下幾項不同的理論與實驗結果做個總結，並提出一

種很有趣的漢字教學策略與方法。 

首先，就中國文字在歷史上的演變過程上而言，是從最初表意常用的純

象形字，慢慢擴充書寫形狀演變為較抽象的意義的字。加以參考美國「人類

認知比較實驗室」1978 年的報告：「小孩閱讀觀念是由『圖畫』到用圖表意，

到表音節，而最後到用『字』來表意」的概念。符合吉布遜 (Gibson 1977) 小

孩知覺發展過程理論：「個體認知行文的發生展現，似乎重現了人類文字演

化上重要的過程」。最後結合了葉德明本人在師範大學國語中心所調查外籍

學生認讀漢字難易程度的情形，發現調查的結果符合小孩認識文字發展的順

序。並意味漢字教學的概念亦該按照「從表圖→表意→發音符號→語意」，

符合人類閱讀能力的演進與過程，如此的順序進行教學的。 

其另外指出漢字教學策略有四：一、強調漢字的視覺特點，並提供漢字

明顯重要的認讀與書寫的原則；二、分析字形是漢字教學過程最重要的；三、

介紹部首是漢字的重要語意範疇；四、漢字特徵的「部件法」，部首跟字素

之間的關聯，合邏輯的說明。(葉德明，1999) 

(3) 何時適合進行漢字教學 

因漢語學習的實際過程，必須從很多不同的技能同時進行。除了漢字

外，學習者同時也要學習語法與詞彙。因此，有很多爭議：在學習者要掌握

語法的時候，是否也要將漢字的原理為學習者講解說明？是否增加學習者的

負擔，以及影響到整個漢語學習的過程？此點有實驗證實，錢學烈 (1998) 

在其《對外漢字教學實驗報告》，曾經在聽說能力較低的非漢字文化圈學習

者，進行漢字教學的實驗。從“聽─看─寫─讀─說＂的順序進行教學。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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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結果發現，從一開始接觸漢字就學習漢字的原理，能增加學習者的興趣。

亦因所有的漢字基礎，包括筆劃、筆順、字理、字形結構，都從開始接觸漢

字學起與掌握，這能夠增加學習新字的正確與掌握度。就如此發現，要養成

漢字書寫的正確習慣其實不難，但關鍵在於要從一開始抓住要領。此外尚能

夠以已學過的字的原則去學習新字、新詞彙，擴充其認字範圍及提高其漢字

辨認的能力。對於已經有較高基礎的學習者，當進行漢字原理與結構的講解

後，除了能恢復其學習過的漢字外，尚能夠達到如漢語程度比較低之學習者

一般的學習效果。同時，當學習者能夠掌握更多的漢字，即便以這些漢字為

學習漢語詞彙、語法以及認讀技能的基礎。 

如此，漢字教學並不是無法在剛開始學習漢語的學習者進行教學。相

反，漢字教學對於剛開始學習漢字的階段非常重要，是漢字辨別、認字、記

憶、書寫的正確習慣的關鍵。同時是培養學習者對漢字有良好的第一印象與

學習觀念。 

 

三、漢字教學法 
漢字可透過構成漢字的成分與方式來進行教學，成為幾種不同的教學方

法，於是這些教學法是給予學習者不同的學習效果和意義。 

黃沛榮 (2003) 提出的「字源」、「字根」與「部件」三個主要題材為「漢

字教學的途徑」。賴明德 (2003) 論到漢字的教學法時也將以上的漢字教學

途徑分析為不同的教學方法，同時進行評論各項教學方法的效果與意義。 

(1) 「究字源」 

此教學方法為較傳統的漢字教學方式，以「字源」為主要的教學題材。

教學時將該字的原始意義及構字道理，完全解釋清楚。這種的教學法大多部

分用於較有圖畫或符號性的象形字、指示字、會意字，透過字的結構來說明

該字的構字理由。除了學習者能達成字的「形」和「義」之外，同時能透過

構字的想法來了解中國古代文化與社會。黃沛榮 (2003) 指出：「透過字源

來作解說，可以加深學生的印象，進而提升學習的效果」 

就此項教學方法的工具，黃沛榮 (2003, 2005) 提出，可利用古文字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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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呈現，包括甲骨文、金文、小豪等。 

筆者認為，從相似圖像的古文字形，可幫助學習者強化字形與字義的關

聯。亦符合了葉德明 (1990) 所提的漢字教學過程「從表圖→表意→發音→

表意」。 

(2) 「明字根」 

該教學方法將重點放於「字根」。從字根原本意義的解釋，在運用字根

來學習更多的字。例如： 

「戔」字有減裁分裂，也有「少」、「小」的意思。有「戔」作字根的字，

如在：淺、綫、棧、箋、錢、賤等字都有「小」、「少」等意義，同時也能代

表諸字的音。 

「侖」字有條理之意。有「侖」作字根的字，如：淪、綸、論、倫、崙、

掄等字，都含有條理的意思。 

 以上所見，「字根」除了能標出字音，亦能標出字義。這種教學法使學

習者注意字根與字義的關係，並能夠以此概念去學習新字。 

 (3) 「析部件」  

「部件」是書寫最小的單位，可小到筆劃 (一、丿、ㄟ)，可大道偏旁 (人、

木、火)。因其均分散在各漢字的結構裡，便將「部件」當作漢字結構的零

組件。其功能可讓學習者比較漢字形體的結構，也可以組合出許多不同的字。 

 賴明德 (2003) 認為「析部件」這種教學法的優點是有助於字組合的分

析。但缺點在於對漢字字義與字音的探討毫無作用。因為若要把字分析到「部

件」，很多時候是將有意義的意符，或表示發音的音符都拆開來，使該字原

有的表音和表意的功能都消失了。 

筆者認為在書寫與認字方面，部件的教學是有鼓勵學習者學習漢字的效

果。拼音語言母語者總是認為漢字難寫難記，但當其知道其實漢字是由若干

零組件的「部件」構成的，只要能夠掌握這些部件，便會寫更多的字，並不

是必須學習上萬個字。另外在書寫方面，當學習者無法解釋某字的寫法時，

便能夠透過「部件」來解釋，可是一種幫助漢字書寫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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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了以上三種的教學方法外，葉德明 (1990) 尚提到一種助於認讀的教

學方法，如下： 

(4) 「漢字集中認讀法」 (Concentrated Character Recognition Method – 

CCRM)  

基本是利用形聲字類的「字音」與「字義」。先選擇能獨立為單字的「音

符」來進行介紹其之「字音」與「字義」，也同時介紹這些「音符」的字，

會在哪些詞彙出現，利用「字義」來介紹該字的構詞。亦因形聲字的「音符」，

能夠表示該字音的接近關連，因而利用這些字當作「音符」的功能來介紹新

字。 

 例如：「簡單」的「單」，首先教「單」的發音、拼音以字義。接著介

紹其他合詞的例子，如：單獨、單人、單身等詞。到學生熟悉「單」字的基

本用法後，最後將「單」字作為其他字的「聲符」，如：殫、彈、撣等字，

如此使學習者學習新的字。 

 透過 1958 年 CCRM 的實驗效果證明，以及從 1963 開始中國大陸小學

使用的效果，CCRM 教學法能夠提升學習者的認讀能力。不過，因為在小

學生使用，小孩過早學到超出自己認知的能力，因而 CCRM 引出了使小學

生變成「認讀機器」，只懂得讀，念出發音，而不懂運用詞彙的問題。至於

CCRM 是否可能用於拼音母語者學習漢字，目前尚未有人證明。 

 筆者認為，在已有足夠的認知能力的外籍人士 (高中以上)，CCRM 引

出如上的問題該追漸減少。而且，因拼音文字為母語者對語文的認知過程，

習慣於先抓住發音，在轉達成意義。隨著其不知該如何掌握漢字發音的這個

問題，此教學法能提供拼音文字為母語者一套掌握漢字字音的工具。同時是

一種能夠減少學習者對漢字負面印象的好方法。 

 (5) 從漢字形體構造的邏輯形而言之教學項目 

葉德明(1990) 曾經進行外籍學生寫錯漢字的分析，認為無論是─漢字

機構組合的規則─或─部首在漢字的位置─均影響學生寫錯字的因素。學生

因不懂該字是由何組件組合的，不懂部首的位置，特別是那些不規則、可靈

活在字的很多部位出現的部首，另外也因為對各種筆劃的規則不熟悉，總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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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將字寫出各式各樣的錯別字。這些造成外籍生寫錯字的因素，便是具有

研究探討價值的項目，同時也是教師能採取利用來為學習者解說的，如下： 

     5.1) 漢字結構組合規則：漢字有幾種不同的組合方式，而這些組

合方式卻與其他文字完全不相同。首先，不只是有從圖畫形狀改造出來的「獨

題字」，尚有由各種組分構成的「合體字」。在「中文形體組合修例初稿」 
8(1983) 一書指出漢字之 96% 是由兩組符號構成的，其中 91% 是由形符與

聲符構成的。因此，形、聲兩種符號，皆是漢字裡很重要的基本成分。 

 筆者認為漢字構成的規則，能夠幫助學習者在學習筆劃複雜的漢字

時，能找到更容易的方式去分析與掌握漢字。形、聲符的教學，除了有助於

學習者減少寫錯字外，同時也能幫助其之漢字認讀，是不能忽略的漢字教學

內容。 

          5.2) 漢字部首系統：「部首」是漢字裡的特殊成分。除了本身大多

是來自「獨題字」，也是構成「合體字」的基本成分。因此，可說「部首」

是漢字的基本成分。同時因具有漢字字義分類的功能，能減少漢字應用上的

困難與錯誤，算是很有漢字教學與學習的價值。 

但是，部首尚有學習的困難之處。首先，有些部首與原字形不同(變形

部首)，如：「人」→「亻」、「手」→「扌」等。這一點，黃沛榮(2003)也曾

提過：在進行部首的教學得必須說明這些「變形部首」，好讓學習者分析該

字的字意，也有助於漢字掌握的功能。 

除此，從葉德明 (1990) 同一篇文章裡，尚提到「部首的位置」，是學

習者寫錯字的原因之一。因部首位置有的在上，有的在下，有的在左，有的

在右等等，甚至有的雖然是同一個部首，但在不同的變形也就放在不同的位

置，這些的特質便是西方學生學習漢字時，感到混淆與困難。對於位置較有

規則性的部首，學生書寫時，比較容易記住。但對於位置不規則的部首，尚

需要靠教師的解釋，為幫助學習者了解部首與字根的組合意義、組合關係、

常在何位置出現、組合的原則為何，種種項目都是不可忽視的要點。 

                                                 
8 台灣師範大學與工技學院的國字整理小組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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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認為能夠掌握部首，能夠幫助學習漢字的意義。同時，在學習者了

解漢字部首的系統後，除了教師可易於以部首系統理論來解釋所要教學的漢

字外，在學習者自學新字時，便能夠運用這個規則來分析字的結構和意義，

有助於擴充學習者的認字範圍。另外，部首的學習能幫助外籍學生查中文字

典，不因不確認該字的部首，無法查閱字典，而再度強化漢語很難學習的概

念。 

     5.3) 「字素」空間的規律：漢字本身的特點，從字形上，漢字是

「方塊字」，每個字不論筆劃多寡、筆劃是斜是直，基本都使用相同的空間。 

(黃沛榮，2007，p.9) 但是，字的結構不均勻，字素的位置改變之類的問題

都是外學生寫錯字常出現的現象。因此，漢字形本身的特點以及各字素空間

的規格是該為學生解說的。葉德明 (1990) 提到漢字的獨體字與合體字共有 

12 種的形式：  

：人、山、日      ⿰：好、他、林 
⿱：香、李、要      ⿲：謝、街、淋 
⿳：蓋、查、等      ⿴：回、因、固 

⿵：問、周、闖      ⿶：凶、函、幽 
⿷：匹、匠、匣       ⿸：床、房、病 
⿹：氣、司、可      ⿺：起、道、匙 

其他複雜的字，均以這些的形式重疊的，如： 

 
     椅     部    幫    隨     想    菇    彎     圓 

(葉德明，1999 ，p.173) 

了解以上的規則後，能夠加強學習者在視覺空間上的記憶，有助於長期

記憶的效果。這一點筆者認為，在看到複雜字時，學習者便學會如何按照以

上規格將字素拆開來看，以部首，部件，字根等字素為漢字字形的記憶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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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加強認字的能力。同時，當學習者了解字素的空間是如何分配後，便知道

每個字素的位置以及大小的比率，有助於書寫漢字的美觀與減少錯別字。  

    5.4) 漢字筆畫規則：筆劃規則是指如何書寫各種筆劃，以及筆劃

的順序，兩者均有一定的規則，也算是漢字最基本的技術。筆劃共有十二種；

基本的壁畫法則共有八條； 筆順的方向共四個原則。葉德明 (1990) 指出

「學習者必須熟記每個字的筆劃數目，以便在查字典時可以找字，尤其是不

諳字音時便需詳記」。另外論到教師指導學習者學漢字的順暢、連貫、自然、

合理的筆順，會影響到學習者日後的基本書寫，培養出正確、迅速、整齊、

美觀的書寫能力。因此，漢字的筆劃規則是對漢字教學與學習影響甚大，也

是教師不容輕忽而過的教學項目。 

可運用於筆劃教學的工具有三：一、各筆劃圖形，加以各比畫所出現的

例字；二、靜態筆順圖形，較適合外籍學生為提供淺色的底字；三、筆順動

畫。(黃沛榮，2005) 

(6) 討論 

如上所述，首先，對於漢語學習者，無論是一般在每日生活上所需要看

的華語質料的學習者，甚至要從事漢語研究的學習者，能夠十足運用漢語的

程度，即使有深淺之差，但都得用到漢字。因此，學習漢字是漢語學習的重

要過程。其次，不同母語背景，特別是不同文字型態的學習者，有不同的漢

字認知過程。進行教學時，亦有不同的方法和技巧。只為學生提供漢字書寫

的解釋，再將漢字學習的責任推到學習者身上，堅持漢字學習只要靠學習者

本身的努力而成，是身為漢語學師不應存有此心態。 

就整體而言，漢字教學主要都是如何分析說明漢字，才使學習者很容易

地認讀、書寫、使用漢字。如上的分析與實驗結果，理想的漢字教學其實涵

蓋了很多不同的理論與教學法。不管在字音、字義、詞義、字形結構、字源

等等方面，在漢字教學的過程中，均是華語教師該了解並能夠很靈活地運

用。這一切不是教學的選項，而是漢語教師對學習者的務必責任。至於不同

漢字類型有不同的適合教學方式，要採用何種方式，如何分配內容，何時進

行教學，尚是該進一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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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漢字教學字集  
 如何選擇漢字來進行教學，是學者們一直研究的話題。因為漢字一直

是學習中文者的障礙之一，使學者試著許多不同的方法去設定出最有優先學

習價值的字集。 

(1) 依據筆劃繁簡字的順序來教學 

 關於筆劃多少、是常見字的教學順序與否。以上一項之 4 (p.22) 所討論

的結果，可設計出「筆劃少的常用字先教，再筆劃多的常用字，之後再教罕

見字」的教學。但是，葉德明 (1990) 亦提出「好認」的漢字也可關鍵到其

他因素，如：「鑫」與「鑿」字，雖然都有 27 畫，但是「鑫」比「鑿」好認，

因為都由「金」字構成的，而「鑿」裡的「 」字，是少見的字。因此，對

於筆劃多少與教學的順序，其指出尚需要進一步的研究。 

 討論：漢字教學的順序該把重點放於是「常見字」與否。就如以上的

例子以及筆者在一之 4 項目所分析過，在學習的過程中學習較碰到的是常

用字。然而很多常用字具有很多筆劃。若真的要依據筆劃少至多來進行教

學，當考慮到生活上需要學的詞彙，便會使教材內容之編寫變得困難。因此，

筆者認為漢字筆劃的繁簡是該列入到漢字教學的因素之一，而不是最重要的

考慮要點。另外，因多筆劃的漢字難免碰到，教師也該為學生說明該字的構

素，以部首、部件、字根等等字素來分析，勿只考慮漢字筆劃的繁簡。 

(2) 最具有優先學習價值的字/ 部件/ 部首 

 因漢字的字書甚多，在教學的時間，無法為學習者進行每個字的解說。

如此，為了符合上課時間的限制以及鼓勵學習者自己學會如何掌握新字，篩

選要進行教學的漢字，是漢字教學很重要的原則之一。 

黃沛榮 (2003) 提出如何選擇漢字來進行教學；主要內容是將漢字的部

首，依據如下的標準來決定「最具有優先學習價值的字、部件及部首」。 

 識字：學會這個部首字，對辦識其他的字是否會有幫助？ 

 寫字：學過這個字以後，在學習其他生字時，是否較能掌握字型的結構？ 

 用字：這個字在現代漢語中構詞率高不高，所構出的詞語是否重要？ 

  (黃沛榮，2003，p. 181) 



22 
 

 符合以上三個標準的部，就是教學價值較強。依據其 214 部首的分析：

強度為三 (符合三個標準) 的共有 40 個部首，如下： 

1) 人 9) 山 17) 水 25) 米 33) 車 

2) 刀 10) 巾 18) 火 26) 耳 34) 金 
3) 力 11) 心 19) 玉 27) 肉 35) 門 
4) 口 12) 戶 20) 田 28) 衣 36) 雨 
5) 土 13) 手 21) 目 29) 見 37) 食 
6) 大 14) 日 22) 石 30) 言 38) 馬 
7) 女 15) 月 23) 示 31) 走 39) 魚 
8) 子 16) 木 24) 竹 32) 足 40) 鳥 

強度為二 (符合兩個標準) 的共有 40 個部首，如下： 

1) 一 9) 广 17) 牛 25) 立 33) 角 

2) 八 10) 弓 18) 犬 26) 糸 34) 貝 
3) 又 11) 戈 19) 瓜 27) 羊 35) 辵 
4) 囗 12) 攴 20) 疒 28) 羽 36) 邑 
5) 宀 13) 斤 21) 白 29) 舟 37) 非 
6) 寸 14) 方 22) 皿 30) 艸 38) 阜 
7) 小 15) 欠 23) 禾 31) 虫 39) 隹 
8) 工 16) 止 24) 穴 32) 行 40) 頁 

 (黃沛榮，2003，p.190 ) 

 

 這強度較強的 80 個部首，大多是整字，亦是重要常見的部件。學會這

些部首後，學習者能夠利用其部首、整字、部件的身分，以及所構成其結構

的部件去學習更多的字。亦因為一些部首有其他的變形，在進行教學的同

時，必須介紹其之變形部首，使學習者了解─出現在不同位置以及有不同的

形體的部首─其實提供同樣的意義。此理念亦符合葉德明 (1990) 所提到的

部首系統的教學 (見三之 5.2)，因部首位置不規則而常造成學習者漢字書寫

的問題，所以在部首個個的重要細節，也必須進行解釋。 

(3) 中國大陸漢字等級大綱 

雖中國大陸有已公布的漢字大綱，但是有的有關漢字的實驗，如：錢學

烈的實驗，並沒有完全按照漢字大綱來選字，而大體上卻參考 1988 年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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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陸國家語言委公佈的《現代漢語 2500 常用字筆劃順序表》選字。其

解釋為主要選擇筆劃簡單、容易記憶、印象深刻的常用字，因為筆劃比較多

的漢字是會干擾學習者的學習興趣，感覺漢字太難而不想學習。 

中國大陸漢字等級大綱是以詞本位為原則，以常用詞彙裡的漢字為先；

而黃沛榮(2003) 之「最具有優先學習價值的字/ 部件/ 部首」除了詞本位的

考量，尚關心到構字與書寫的要點。 

筆者認為，對於需要建構另一套學習概念來學習不同文字系統─漢字─

的外籍學生而言，懂得處理漢字本身特點之形、音、意，是非常重要的過程

與成就。因此從字本位的出發，再以學會的字擴充其認字的範圍，以此類推

上述的字彙學習方法，如此的過程對外籍學生的漢字學習比較有利。因而認

為，黃沛榮的教學字集選擇，比較適合外國學生漢字教學的設計。 

 
五、正簡體字的教學 

對於該如何選擇何種字體來進行教學的這個話題，在漢語的教學界在不

同的立場是分為很多不同的觀念。在此只在認讀、書寫等的漢字學習價值方

面的範圍內討論。 

支持簡體字教學者，主要考慮到書寫的方便性。因為，在常用字裡的正

體字，的確有很多筆劃繁雜的字。若只考慮到筆劃的簡繁、書寫方便，簡體

字也是較有優勢。 

在掌握漢字方面，筆劃多看來繁雜的正體字，並非造成漢字「學習」困

難的主要關鍵。(見一項之 4) 

除此之外，較支持正體字教學者，如：黃沛榮 (2001)，葉德明 (1990)

等人，較以漢字掌握以及所牽連到的漢字文化為主要觀點。 

黃沛榮 (2003) 指出筆劃多、由很多的構字成分構成的字，是能夠更明

顯得表達意義，有較高的辨別條件，能加快閱讀的速度。另外在漢字掌握方

面，因所構字的成分，各有各的意義，有助於解說字義與學習者的漢字掌握。 

並強調難掌握的漢字不在於其筆劃的繁簡，而在該字能否邏輯性地表出字

義，使學習者易於理解與記住。而這一點正好與葉德明(1990) 的想法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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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認為照依學習的心理與認知經歷過程的角度，較符合邏輯性以及有結構規

則造形的字，比較易於辨認與記憶。 

除此，黃沛榮(2003)認為在簡化漢字後，從部件教學而言，減少筆劃使

部件變得更複雜，是增加學習者的負擔。同時也使原來具有的構字理念變得

無法解說。 

另外，在傳統文化以及一些考古的研究，要閱讀古籍的東西時，也會因

為只會簡體字而受到限制。如此，支持正體字教學者均認為在漢字文化以及

所創造漢字的古代思想問題，簡體字是無法交代的。 

至於，何者說法是正確的，筆者以本人之漢語學習者身分的角度，以及

十年的工作經驗來看，所謂的「只教學一種字體」的說法，是不符合工作市

場的需求。因為不管學習者認為兩種字體有難易度之差，但是實際上，並無

法預測未來會碰到什麼樣的工作，要與哪些國家的人交際。只會一種漢字的

外籍人士，在中文的事業上會比較吃虧。若以教師的角度來看，只會一種漢

字的教師，當然無法為學習者提供足夠的漢字教學內容。除了在教學的過程

中無法為學習者解開漢字學習的困難，尚無法培養出符合漢語工作市場需求

的人士。  因此，在外籍生至少應該看得懂兩種漢字字體的需求之下，如何

進行教學，需要進一步地探討研究。 

在兩種字體教學方面，有不少學者提出幾種不同的措施。就如黃沛榮 

(2003) 認為，當考慮到在現在的各地使用不同字體的情況以及文化歷史的

傳承，學習漢語的人士最好是「繁簡兼識」。另外提出理想漢字教材形式為

「正簡併編」，就是傳統漢字與簡化字的對照，使學習者都認識兩種的漢字。 

除此也有一些學者提出「識繁寫簡」的方式。此方法賴明德 (2003) 認

為是可行的教學方式，因為結合了正體字「好辨認」、具有文化因素的優勢

和簡體字之書寫方便、能節省時間的優勢。 

至於中國大陸學者，如：戴汝潛等人，指出雖然大多國家是以聯合國法

定的世界通用語言文字為比標準，但因如今漢語界尚有各地區所使用不同的

字體，而語言是具有「繼承性」的，因而主張「學簡識繁」的教學法。在學

習過程中使用簡化字，但是需要認得繁體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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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泰國漢字教學方面，泰國華語教師譚國安(1997, 2003)指出，對與

泰國學習者而言，應該從正體字開始，再學習簡體字，是易於學習兩種字體

的方法。亦因為大多的泰國中文印刷品尚使用正體字。因此，學會兩種字體，

較符合漢語在泰國社會上的使用。 

 
六、漢字識字教學效果測驗 

本部分內容筆者參考戴汝潛等(2005)的文章。 

漢字識字教學效果的測驗，可從不同的技能進行檢測，包括「認讀漢語

拼音技能測評」、「漢字認字效果檢測」以及「寫字效果檢測」。至於要運用

何種的檢測，必須考量到教學的目標。而符合本研究的教學設計目標，為後

兩者，因而只探討此兩項的測驗方式。 

(1) 漢字認字效果檢測：可以不同的檢驗方式來進行。「分析字形」指

除了能認讀漢字外，必須能夠解釋其所構成的組件。方式為從常用字卡，取

出包含不同結構的漢字(如：左右結構、上下結構、外包結構、偏旁、部首

等)，再請學習者分析。「獨立認字」可由不同的工具去認字，如：由“正音＂

查“正字＂；由“正字＂查“正音＂，並應該同時觀察整個測驗過程的「正

確率」與「速率」。 

(2) 寫字效果檢測：對於漢字的學習，必須養成能認讀、熟練掌握以及

能寫得出字來。就寫字而言，除了要寫對，亦要寫好。因而，漢字的檢驗一

般採用三種方式：一、根據指定的注音寫出正確的漢字；二、聽寫；三、默

寫。「默寫」是指學習者由腦袋所儲存的漢字，以書寫為輸出的方式。所寫

的資料，可是教師事先交代給學生的課文、會話等，學習者當時從平空的輸

入書寫漢字。另外，每一種的寫字效果檢測，有三個不同的指標，包括正確

率、規範率及速率。 

 

第二節 漢字電腦輔助教學 
當今是網際網路蓬勃發展的時代。除了各種企業廣泛地使用，在教學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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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也不例外。無論是各種多媒體的教學輔助、網路學校等均受到教學界的注

目。重點在於電腦多媒體與網際網路能帶來一些其他教材無法達到的教學效

果。對於漢字教學方面，已有很多學者提出多媒體與網際網路之教學效用與

需要。 

 
一、漢字電腦輔助教學之效用與需要 

電腦多媒體與網際網路對漢字教學有何幫助，從事漢字教學與研究者也

曾提過不少的意見，如：葉德明 (1990) 提到，跟著電腦的發達，漢字電腦

輔助教學越來越提升效率。能夠呈現正規的漢字、筆劃筆順之功能，是有效

於初至高程度學習者的學習。最佳的方式是能夠將漢字所有的特點、大腦學

習漢字的認知優勢，結合了網際網路的科技。如此教學便會使漢字學習減少

難度，並成為一種有趣的學習。 

至於漢字教材以及進行教學教師方面，黃沛榮 (2007) 所指華語文教

學，以目前限有的人才以及教學支援來看，最重要的是「網路教學」和「教

材」。有效漢字教學的發展空間為網路電腦的教學。另外，(2003) 要進行漢

字教學的教師該掌握的重點之一，為─電腦中文知識，並包括了網路與多媒

體的教學。戴汝潛等(1999) 指出最重要的不是識字，而是如何發揮其實用

價值。因此漢語文的研制體系以及漢語讀物系列是非常重要，再結合了互動

多媒體網路更是極有意義。 

黃勤勇（1999）提到多媒體語言教材具有“交互性”與“直觀性”、“跳躍

性”與“便捷性”、“拓展性”與“可測性”、“靈活性”與“娛樂性”的特徵。這些特

徵在多媒體漢字教學中得到了更充分的體現。 

討論： 

漢字教學一向常與圖畫顯示有關，如需要學習漢字的演變，總要示出圖

片與其不同時代的演變字形。大多漢字教材與關於這方面的書，例如：林西

莉之《漢字的故事》、北京語言大學所出版的《漢字教程》與《漢字文化圖

說》等皆以如此的內容為主。至於圖畫顯示的工具，肯定是電腦多媒體較有

優勢。同時電腦多媒體能夠將那些圖畫連接起來變成動畫，再結合了語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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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漢字特點的「形、音、義」之同時教學，提供學習者的不同教學環境與

學習的興趣。當這些優勢結合了網路來使用，學習者可在課外學習時，獲得

了全面的學習訊息。因此，在漢字教學方面，電腦網際網路能扮演很重要的

角色，亦是未來漢字教學與學習的發展方向。 

 
二、多媒體漢字教學之效果 

靳洪剛 (2006) 的研究能夠為這個話題給予最清楚的答案。其主要的實

驗研究一部份是與 Jin (2003)的實驗相同：針對三種不同形式的多媒體以及

傳統紙筆形式呈現漢字的學習效果進行比較與分析。但其實驗增加跨語言形

式的變速。為了了解各種漢字呈現形式，對不同母語背景的學習者有何影

響，因而選擇東亞 (日文、韓文)、歐美 (英文、西班牙文) 及東南亞 (泰文、

越南文、印尼文) 為母語背景者，再分為三組不同的受試者。因此，其實驗

能反映多媒體漢字學習之不同角度的效果。 

從各組受試者使用各種漢字呈現形式後，再進行漢字記憶測試，測驗結

果以及錯誤分析發現，多媒體電腦呈現的漢字的學習方式，對不同母語背景

學習者的教學效果，比傳統紙筆形式的效果好。其之解釋為：多媒體漢字呈

現，比非多媒體環境更有助於學習者去利用文字的語言及非語言信息，同時

能夠利用圖案、聲音等信息，有效地記憶與學習漢字。 

所進行實驗的三種形式多媒體中，學習效果最好為以部首及部件組合的

動畫、聲像及文字呈現，其次是呈現筆順的動畫，最後是比較接近傳統紙筆

書面的拼音聲項呈現；與之前 Jin (2003) 曾經做實驗的結果完全相同。這可

推斷部首及部件組合的動畫，加上音像能夠加強漢字「形、音、義」之間的

聯繫，是學習者促進漢字的記憶。 

另外，從測驗的錯誤分析，發現不同母語背景的受試者皆有不同錯誤，

如：東南組在其他項錯誤都是比別組高，但是字義混淆的錯誤最少，也比其

他組受試者同一項錯誤成績好；歐美組的語音混淆錯誤的比其他項錯誤少，

但是字形混淆錯誤比其他組少。可見學習者的第一語言背景在漢字辯識和記

憶過程中有著不同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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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漢字多媒體與網際網路教學的效果 
就多媒體與傳統紙筆的教學效果來比，最差別之處在於書本支援提供的

資料再怎麼齊全，充其量只能提供單面和書面的資料，雖然比較好取得，但

是缺少了動感與吸引力。亦因多媒體教材較有吸引力，以及可從不同的感官

來學習的優勢。如上所討論以及實驗結果的證明，其能使漢字教學更加有效

用。不過，因不易更新、無法很廣泛的使用等方面的限制，使其效用無法極

盡推廣。但是，當有效的多媒體教學，結合了能夠很廣泛、沒有地區限制使

用的網際網路，便能解決以上的那些限制，同時可提高了多媒體的教學效率。 

 

第三節 數位教學設計 
一、 教學設計模式 
教學設計 (Instruction Design) 原始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美國軍方採用

於發展空防系統。戰後則推廣為政府、工商企業使用。如今已應用於許多不

同領域，亦包括教育的領域。到目前止，有不少學者提出教學設計的模式，

主要分為單向性與多元性的模式。本部分內容只取出三種典型的模式來進行

介紹，如下： 

 (1) 教學設計通用模式 (genetic model)：包含五項教學設計過程最核心

的要素，包括分析、設計、發展、應用、評鑑，呈現為平行過程的模式。 

 

      分析       設計       發展       應用       評鑑 

 
圖 二-2 教學設計通用模式 

(資料來源：楊家興 (2000)。自學士教材設計手冊。台北：心裡出版社。

p.22) 

 (2) 坎普模式 (Kemp model)：Kemp 所推出的教學設計模式有三版，

其最新版為 1985 的第三版。此模式未有過程的順序，未有起點，未有終點，

但是設計過程中要考慮的重要因素，並以「修訂」與「評鑑」蓋擴所有的設

計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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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二-3  Kemp 教學設計模式 

(資料來源：朱則剛 (1994)。教育工學的發展與派典演化。臺北市：師大書苑。.p.116) 

 

 (3) 迪克-卡瑞模式 (Dick and Carey 1990)：其將教學系統歸納成三

類：一、確定教學的結果；二、發展教學；三、評鑑教學的有效性，共包含

了教學設計活動的九個階段，見圖二-4 

 
                              確定教學 

 

              進 行 

             教學分析 

 

確    定          選    寫      發展標準     發   展      發展及      設計並進行 

教學目標          行為目標    參照測驗    教學策略    選擇教材     形成性評鑑 

                                題目 

              確定起點                                                   設計並進行 

                 行為特質                                                   總結性評鑑 

 

圖 二-4 迪克-卡瑞教學設計的系統途徑模式 
(資料來源：R.M.Gagne (1996)。教學設計原理 (陳正昌、孫志麟等譯)。台北：五

南出版社。P.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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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以上圖二-4 可見，其實該模式與 Kemp 的模式有幾分的相似。從起

點「到設計並進行形成性評鑑」階段，可再度回去調整「確定教學」，從「確

定教學」亦連接至各階段的工作，整個階段內容可隨時修訂。但是與 Kemp 

模式所不同之處是每個階段有順序的方向，而 Kemp 的模式沒有。因此在

採用迪克-卡瑞的設計模式時，尚可確認是否經過各階段的工作，或有哪些

工作尚未完成。 

 
二、語言教學課程發展進程 

以上為通用性的教學設計，就對於語言教學本身的設計，尚需要考量語

言的特殊性質。就如 Richard &Rodgers (1995) 所提出的語言課程發展近成

與教學方法之重要元素。其所討論的重點在於語言課程設計的教學法

(Method)，共包含了三個要素：「教學觀」(Approach)、「設計」(Design)、「過

程」(Procedure)。「教學觀」為語言或語言學性質的理論。「設計」為教學觀

所導引的語言課程的各重要素。「過程」為根據教學觀與設計所規劃的教學

模式，進行實際的運用教學。在各階段所包含的考慮要點，皆是語言教學特

質的需求，亦可影響到教材與課程的評估。因此，在進行語言課程的設計時，

應該納入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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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學法 
 
  教學觀                     設計                       過程 
 
a. 語言本質的理念               a. 一般與特定的目標                 a.客觀察到的課堂技巧、 

--語文精熱度治本之的考量        b. 教學綱要的模式                      練習、及行為 

--語文結構之基本成分考量        --選取與安排語言及學科內容的準則     --教師可使用的時間、 

                               c. 教與學的形式                        場所及設備的資源 

b. 語言學習性質的理念          --可納於課堂及教材中的                --課內可觀察到的互動形態 

--語文學習牽涉到有關心理         課業項目及練習活動                  --教學實施時被師生 

 語言與認知過程的考量          d.學習者的角色                         運用的技巧及策略 

--確保學習過程順利的考量條件    --學習者的學習課業之型態 

                               --學習者在學習內容時所能 

                                自行掌握的程度 

                               --學習者編組方式的建議 

                               --學習者對於其他學習者的影響程度 

                              --認為學習者所應擔任之角色的觀點， 

                               例如處理者、表現者、開端者、問題解答者等等 

                               e. 教師的角色 

                               --教師所應擔負的功能形態 

                              --教師對於學習造成影響的過程 

                              --教師可決定學習內容的程度 

                              --師生件的互動方式 

                             f. 教材的角色 

                              --教材的主要功能 

                              --教材所展現的格式 

                              --教材和其它教學方式的關係 

                             --對於教師及學生的預設 

 

圖 二- 5 構成皆教學法之主要因素及其次要素摘要圖 

(資料來源：信世昌譯自 Figure 2.1 Summary of elements and sub elements that 

constitute a method. In Richards, J.C. & Rodgers, T.S. (1995). Approaches and 

Methods in Language Teaching.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 28) 

 

三、數位教材設計 
電腦多媒體與數位教材，增加教學內容的視覺與聽覺效果，亦創造了自

學的環境。在沒有教師指導的學習環境下，教學與學習的模式亦與以往在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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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上課的不同。從教材創作者至學習者中間的學習過程，必須透過教材為唯

一的媒體。亦因為教材形式的特殊，可按照學習步驟去學習，亦可一時進入

所包含內容的任何一項。所以該類教材要考慮到許多相關的要點。 

信世昌(1997) 指出：發言網路教學課程必須注重三個面向，包括前置

分析、整體設計、以及輔助支援功能。 

(1)「前置分析」主要為分析各成面的需求，如：為何要設計網路教材、

學習者本身因素、確認目標形態、評估 WWW 功能等。 

(2)「整體設計面向」討論教材內容、教學、以及人機介面的設計。教

材內容的設計，主要針對教學內容本身的考量，共具有 7 步驟：確定內容、

規劃架構、教材切割、內容連結、多媒體素材製作、電腦程式選寫、測試與

修改。教學設計內容以教學設計理論為主要的依據，再加上教學內容的相關

設計理論，如：語言課程設計理論等。人機介面設計，涵蓋了銀幕設計(畫

面安排、色彩、字形、位置等)、聽覺設計 (是否、如何提供發音，呈現方

式為何)、以及互動設計(回饋功能、圖形的隱喻、按鈕的反應等)。 

(3) 「輔助於管理功能」，包含三點要素，一、討論在使用者電腦操作

或使用過程有問題時，所改必備的協助功能；二、考量到如何儲存使用者來

使用網站的教學資料庫，例如上線資料、考試成績、學習路徑、討論問題等；

教學管理制度，為使用網路教材後的重重後續回饋，例如教材增刪與修改、

作業修改、問題回應與問題解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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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第一節 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用的研究方法有二，分別為「內容分析法」與「發展研究法」。 

「內容分析法」之定義有很多不同的說法，如：B. Berelson (1954) 指

出：「內容分析為客觀、系統及定量的敘述明顯傳播內容的一重要研究方

法」；Dane (1990) 指出：「對與理論有關的訊息做系統和客觀推論的一種研

究方法。」(王文科, 1995) 其所獲得資料之文件為多元化，如：書集、紀錄、

統計調查資料、問卷、錄音(影)等(黃光雄等, 1991)。因而本研究主要將「內

容分析法」應用於 ไ 針對相關理論、前人研究、網站、教材及使用者的需求

進行討論與分析，再歸納出本研究的設計原則。 

「發展研究法」之理念為，依據所蒐集之相關理論與資料之內容分析結

果，並總結為研究的原則，發展出一項實際的條件與規則，最終將之呈現為

具體的模式。本研究依據「發展研究法」，由各層面的理論及資料分析結果，

發展規劃─針對泰國華語學習者之漢字教學網站─所該具有的條件，並製作

出網站的一部分作為應用的範例。最後進行網站範例的應用試驗，針對受試

者使用網站前後測驗的結果，進行討論分析，預測後測成績將高於前測成

績。亦可透過此試驗結果科學性地證明所設計規劃之效用。 

 

第二節 研究過程  
本研究依據數位教材設計 ADDIE 步驟之「分析 → 設計 → 發展 → 

應用 → 評鑑」(A.W. Strickland, 2006) 為整體的研究步驟。主要過程分為

六個階段：一、理論與前人之研究：探討有關漢字教學理論、電腦輔助教學

等；二、現有之中英泰文有關漢字資料的網站；三、現代泰國漢字教學現況

與需求分析：探討泰國漢語與漢字教材，泰國學習者及教師對漢字學習與教

學的訪問與問卷調查；四、網站設計規劃；五、網站範例製作；六、網站試

用試驗與評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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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獻探討 
探討了如下項目: 

(1) 漢字教學理論與技巧：參考漢字教學理論、對外漢字教學理論、漢

字認知理論、具有漢字教學之教科書等相關的文獻。主要目的為了解漢字本

身的學習理念與需要，以及發展使學習者減少對漢字學習的恐懼感，並產生

興趣的漢字教學技巧。 

(2) 漢字電腦輔助教學理論：參考有關漢字多媒體及電腦網際網路的教

學建議、需求與效用及多媒體教材設計理論的文獻。 

 

二、現有之中英泰文有關漢字資料的網站 
現有的提供漢字資料、漢字教學的中英泰文網站：搜集並選擇較具代表

性的網站，進行分析其所提供的內容、教學效果及優缺點。 

 
三、現代泰國漢字教學現況與需求分析 

主要探討的項目如下: 

 (1) 現代泰國漢字教材的需求：調查泰國漢字學習的現況，目前尚缺少及

需要何種的教學方式以及適合的教材。這一點筆者參考了： 

1.1) 目前手邊能取得的針對泰國學習者之漢語教材。 

1.2) 泰國學習者以及教師的經驗：進行泰國學習者及泰國漢語教師的

訪問與問卷調查。  

 (2) 使用者需求：訪問以及進行問卷調查以下人士： 

2.1) 漢語初至優級程度之泰國學習者：為了解已接觸漢語的泰國學習

者學習漢字的過程以及困難點、對漢字的教學法以及教材的要求與意見。 

2.2) 泰籍的漢語教師：主要目的為了解泰國漢語教學的情況及背景，

同時能參考泰籍漢語教師的漢字教學經驗及其對泰國學習者的了解，包括在

泰國的漢字教學、電腦輔助教學的意見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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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網站設計規劃 
 (1) 網站適用對象： 

本論文所研究的網站設計，是以 15 歲(高中)以上、零程度以及初至中

級程度的泰國學習者為最適合的對象。 

小孩與大人的學習方式不同，因此在網站畫面、內容等方面的設計也不

同。也因為網站的設計，除了作為輔助教學外，學習者也能夠以網站為課外

的自學教材。而年紀較小的學習者尚未有自學的能力，則需要大人的指導，

因此並不適合本研究所進行之自學性網站。  

但是 15 歲以上的學習者皆有自學的能力，也不像小孩，在學習時需要

很多裝飾來吸引注意力，所以能夠按照網站的內容，一步一步地學習。如此

方能夠讓網站達到最高的效率。 

 (2) 網站設計規劃原則： 

主要將第一、二階段所探討理論與資料的結論，來規劃出針對泰國華語

學習者漢字教學網站所該具有的條件、內容及順序。 

 
五、網站範例製作 
(1) 網站範例製作背後理念與方式： 

按照第三階段所規劃出的結論，以 Macromedia Dreamweaver 為主要的

製作軟體，製作出網站的一部分為試用的範例。 

(2) 網站範例製作內容與限制： 

網站範例製作的目的為，配合下一階段的網站試用試驗，能測出網站可

否使使用者達到網站的使用目標 (見第六章，第一節之三)。因此所製作的

網站範例包括：網站內容介紹、使用指導與協助、漢字與漢語問題與解答、

漢字的來源、六書之造字法、部件的介紹、部首的介紹、字素空間分配、寫

字注意項目；以上內容包括學習活動、練習與回饋。但其內容有例字選擇與

數量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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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每階段內容所提供的例字不多，但在教學順序的安排，此例字將

在後段內容出現，亦作為學習新字的工具。 

2.2) 只使用網站內提供的例字為主要的練習題目。至於另外一部分的

練習題，使用未出在網頁上的例字，但是可以網站所提供的例字與之知識來

推論找出正確的答案。 

(3) 網站範例試用、調整及修改： 

建立好網站架構與內容後，請 4 位非試驗目標對象者 (漢語零程度者 2

位、漢語高級程度者 2 位，見表三-1)，在網站上傳前、後時，進行網站試

用。 

表 三-1 試用對象基本資料表 

對象 性別 年齡 身分 

1 女 17 2 年級高中生 (漢語零程度) 

2 男 21 三年級大學生 (漢語零程度) 

3 女 25 大學中文系畢業 

4 男 28 大學中文系畢業 

 

3.1) 網站上傳前試用 

主要目的為尋找網站各種的錯誤，包括文字上錯誤 (錯別字、用詞、用

語) ，以及有無誤導使用者效果之訊息、教學、使用者介面、互動及螢幕設

計 (見第二章，第三節之三) 。之後，進行調整與修改。 

進行方式有二：一、將網站內容燒入光碟片，再轉給 2、3、4 號對象使

用；二、直接請 1 號對象在網站資料所儲存的電腦進行試用。對象使用中紀

錄網站的錯誤，以及使用之建議，再交給筆者。 

3.2) 網站上傳後試用 

先將一部分網站範例上傳，再查看網頁寄存網站，能否提供如上傳前的

網站各方面效果。檢查完畢後，將整個網站上傳，並請試用對象在其住家試

用已上傳的網站，再通知筆者網站的使用與功能有何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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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網站範例應用試驗 
主要的試驗目的為證明在內容分析法下所進行的分析與規劃，能夠完成

本研究的目的。該試驗的結果除了能夠測出本研究所規劃的針對泰國學習者

漢字教學網站的需要條件是否實用，可否幫助泰國學習者的漢字學習外，至

於在無法達到原來設定的研究目的之處，能查出原因，並進行修改以及給予

其他的建議。 

 (1) 試驗對象：分為如下三組受訪者 

 1.1) 「L0 組」 : 漢語零程度人士，共 3 位，細節如下： 

表 三-2  L0 組試驗受試者基本資料分析表 

受試者代號 性別 年齡 身分 

L0A 女 17 Benjama maharaj 學校，高中二年級學生 

L0B 男 25 烏汶府皇家師範大學研究生 (碩士一年級) 

L0C 女 50 碩士學位，自營者 

 

 1.2) 「L1 組」: 初至中低級者，學過漢語大約兩年以內，共 3 位。 

表 三-3  L1 組試驗受試者基本資料分析表 

受試者代號 性別 年齡 身分 正簡體字學習歷程 

L1A 女 19 昭帕亞皇家師範大學漢語主修一

年級學生，只學了一個學期的漢語

簡 

L1B 女 19 同上 簡 

L1C 男 19 同上 視正寫簡* 

(*因為上大學之前，曾經學過漢語，那時是使用正體字。) 

1.3) 「L2 組」: 中高至高級，學過漢語約兩年以上，共 3 位。 

表 三-4  L2 組試驗受試者基本資料分析表 

受試者代號 性別 年齡 身分 正簡體字學習歷程 

L2A 女 21 烏汶大學漢語主修三年級學生 視正寫簡** 

L2B 女 21 同上 視正寫簡** 

L2C 女 22 同上 視正寫簡** 

(**從開始學漢語就只使用簡體字，但在三年級時，因一些課本是正體

字，所以開始接觸正體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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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試驗施行方法 

2.1) 每組受試者參加使用網站前「針對漢字與漢字學習意見調查」及

「漢字掌握度測驗」(以下簡稱為“前測＂)。調查方式為填寫問卷及問卷細

節訪問。 

2.2) 進行網站介紹：因網站所設計的最佳使用方式為輔助教師的教

學，因此首先由筆者親自或透過電話訪問，為受試者介紹網站的使用方式、

內容及學習目標。學習目標之解說，在使受試者了解網站所包含的內容為介

紹漢字與漢字所構成的概念，而非漢語或漢字學，以作為教師為學習者指導

的階段，再請受試者回家自學。 

2.3) 受試者使用網站中觀察：觀察受試者使用網站的反應，亦查出網

站各種方面設計的效果。 

2.4) 受試者自學方式：自學的時間不嚴格規定，直到將所有的內容學

習完畢為此。(各受試者的使用時間，亦納入網站評鑑的內容，測出網站是

否有吸引力、可否使受試者在短時間內完成網站的流覽與學習。) 

2.5) 受試者網站使用問題：在使用網站期間，若受試者有任何網站使

用或學習內容的問題，可藉由電子郵件與站長 (筆者) 聯絡，或在留言版留

言及發問。 

2.6) 同步網站錯誤修改及網站內容調整 ：從受訪者得知網站所出現與

使用問題後，當時由口頭上解答，再同步進行修改與調整。之後，請受試者

再次進去觀看。 

2.5) 確認學習內容：受試者使用完畢，並從網站圖檢查已看過網站的

每一頁之後，通知筆者。筆者與受試者同時看網站圖，並請受試者大概地說

出各部分的內容，為再次確認受試者確實地學習完畢。 

2.6) 為了測出網站所規劃的內容，可否使使用者將所學的內容轉換為

長期記憶，因此受試者使用網站完畢後 10 天左右，每組受試者再來參加使

用網站後「針對漢字與漢字學習意見調查」及「漢字掌握度測驗」(以下簡

稱為“後測＂)。調查方式為填寫問卷及問卷細節訪問。測驗方式與使用前

測驗的相同，但測驗內容，從使用前測驗結果進行調整，儘量去除學習者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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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過的漢字。 

(3) 意見調查與測驗項目 (見附錄五與六)，主要內容包括： 

3.1) 漢字基本知識之口試測驗：測出受試者在使用網站前後，對漢字

的了解度如何。 

3.2) 對漢字與漢字學習之意見：測出受試者在使用網站前後，對漢字

的想法、學習漢字過程的想法及學習心態，有何相同與差別。 

3.3) 漢字的掌握度測驗：分別為不同的測驗項目與測驗目的，如表三-5： 

表 三-5 漢字的掌握度測驗─前後測驗目的分析表 

 測驗項目 使用前測驗的目的 使用後測驗的目的 

1 測驗網站學習內容及

練習題內的漢字 

受試者對這些漢字的基礎 受試者對網站提供的漢字有何掌握。

(測驗方式，包括識字與寫字) 

2 測驗未出現於網站內

容的漢字 

受試者對這些漢字的基礎 受試者能否以網站所提供的理念，來

推論及認識新的字。 

(因零程度學習者本來就沒有漢字的基礎，所以未安排使用前的測驗。) 

(4) 試驗結果分析項目有三： 

4.1) 受試者使用網站前後─漢字基本知識測驗─結果之對比 

4.2) 受試者使用網站前後─針對漢字與漢字學習意見─結果之對比 

4.3) 受試者使用網站前後─漢字掌握度測驗─之成績比較分析、問題

解答理念及錯誤分析。 

 

七、網站評鑑 
評鑑對象針對網站各方面的設計給評，作為使用者使用網站後之總結意

見與滿意度。其結果與分析，可表示所規劃的網站是否符合使用者的需求或

者尚有何項目應該再調整與修改。 

(1) 評鑑指標為─針對網站整體意見調查的資料分析，分為：一、網站

應用試驗受試者 (學習者) 使用網站後的評鑑；二、 泰籍漢語老師觀看網

站後的評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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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網站評鑑施行方法 

2.1) 受試者使用網站後測驗完畢，填寫網站評鑑表。筆者收到評鑑表

後，再按照評鑑題目詢問受試者更深入的細節與更具體的內容。 

2.2) 請泰籍漢語教師進去觀看所製作的網站。觀看完畢後填寫網站評

鑑表。評分表收回後，再進行後續的訪問，蒐集更多意見細節。 

 

第三節  資料蒐集方法 
一、文獻蒐集   

(1) 漢字理論、漢字教學理論及漢字電腦輔助教學：在台灣師範大學圖

書館、華研所圖書室，亦藉由 Google.com 與 http://cnki50.csis.com.tw/ 搜尋

相關的中英泰文的書籍、論文、期刊、文章及教科書。 

(2) 現有的提供漢字資料、漢字教學的中英泰文網站：於 2006 年 10 月

至 2007 年 6 月，以 Google.com 為主要的搜尋工具。 

(3) 針對泰國學習者漢語教材之漢字教學內容： 

此部分內容由六個不同的管道來搜尋，分別為：一、Google.com；二、

朱拉隆攻大學書院網站9；三、泰國 booktime 網站10 ；四、 朱拉隆攻大學

中文系網站之泰國華語文教─泰國華語教材單元；五、台灣師範大學華語文

教學研究所圖書室；六、教學者。 

 

二、問卷調查 
(1) 「 泰國華語學習者與教師漢字學習及教學問卷調查」 

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為搜集大量受訪者的意見，作為量化研究的資

料。另外，為了得到受訪者較深度的意見，因而在一些題目提示與請求受訪

者填寫所選擇答案的原因。並將受訪者所填寫的原因與意見另外搜集，作為

質化研究的資料。藉由問卷調查同時進行量化性與質化性的分析。 

                                                 
9 http://www.chulabook.com  
10 http://www.booktime.co.th/app/book_browse.php?mca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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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問卷分分為兩部分：一、泰國學習者問卷；二、泰國籍教師教師

問卷。 

1.2) 問卷內容： 

1.2.1) 泰國學習者問卷：內容包括個人基本資料(學歷、漢語學習的

經驗(時間)、正簡體字學歷程及漢字學習歷程) 與對泰國漢

字學習的經歷、意見與建議 (見附錄一、二) 

1.2.2) 泰國籍教師教師問卷：其內容包括個人基本資料 (學歷、漢

語教學的經驗 (時間)、正簡體字學、歷程及漢字學習歷程) 

與對泰國漢字教學的經驗、意見與建議(見附錄三、四) 

1.3) 問卷發送與回收方式 

問卷於 2007 年 8 月份發送至泰國北部、中部與東北部的 7 所不同的漢

語教學機構，分別為：朱拉隆功大學、國立法政大學、昭帕亞皇家師範大學、

烏汶府皇家師範大學、烏汶大學、皇太后大學─6 所大學中文系；烏汶府 

Benjama maharaj 中學學校。教師與學習者的問卷皆有一樣內容的電子版與

紙本版。 

1.3.1) 電子版是透過電字郵件發送，同時也請收到問卷的受訪者，

再傳給其他同學與同事 (教師部分) 填寫。填寫完畢後再透

過電子郵件回覆。 

1.3.2) 紙本的問卷，一部分是由筆者本人帶去各漢語教學機構，請

教師與學生填寫問卷，填寫完畢後，當場回收；另外部分是

藉由郵寄寄到較遠的機構，請認識的教師幫忙填寫，同時轉

給其他教師以及其機構的學生填寫。填寫完畢後郵寄寄回

來。此郵寄的問卷，從發送至最後回收的總共時間大約三週。 

1.4)問卷回收率 

電子版部分因首先只能發送給認識的人，當初所發送的數量不多，但是

因為受試者幫忙再傳出去，因此最後回收的數量比發送的數量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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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 泰籍的漢語學習者：共發送 229 份，收回 203 份，細節為

見表三-6。 

表 三-6 泰國漢語學習者─回收問卷分析表 

版本 發送 (份) 回收 (份) 

紙本版 225 193 

電子版 4 10 

總計 229 203 

 

1.4.2) 泰籍漢語教師：共發送 24 份，收回共 21 份，細節見表三-7。 

表 三-7 泰國漢語學習者─回收問卷分析表 

版本 發送 (份) 回收 (份) 

紙本版 19 14 

電子版 4 7 

總計 24 21 

 

1.5) 回收問卷之對象分析： 

 1.5.1) 泰籍的漢語學習者：共 203 位，其中 186 位是中文系的大

學生，15 位是選修漢語課的高中生以及 2 位是中文系的大學

畢業生，細節見表三-8、9。 

表 三-8 問卷對象之泰籍漢語學習者─基本資料分析表 

總人數 

203 位 

漢語學歷  漢語課程 

高

中 

正學年級 大學

畢業 
主修 副修 選修 

一 二 三 四 

人數 15 21 67 31 67 2 165 7 31 

總計 203 203 

表 三-9 問卷對象之學習者正簡體字學習歷程資料分析表 

項目 正簡都學 只學簡體字 總計 
人數 104 99 203 
總人數 %  (N=203) 51.23 48.77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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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 泰國籍漢語教師：分為高中學校的漢語教師 2 位；大學漢語

教師 19 位，細節見表三-10、11。 

表 三-10 問卷對象之泰籍漢語教師─基本資料分析 

總人數 

21 位 

學歷 任教單位  漢語教學經驗 

學士

學位 

碩士學位 博士

學位 

高中

學校 
大學 

1-3 

年 

3/1-6 

年 

10 年

以上 漢語 非漢語 

人數 6 12 2 1 2 19 12 7 2 

總計 21 21 21 

表 三-11 問卷對象之教師自身正簡體字學習歷程資料分析表 

項目 正簡皆學過 只學過簡體字 總計 

人數 18 3 21 

總人數 % (N =21) 85.71 14.29 100.00 

 

(2) 「網站範例應用試驗─受試者對漢字與漢字學習之意見調查」 

2.1) 問卷對象：網站應用試驗受試者。(見表三-2、3、4) 

2.2) 施行方法： 

a)L0 組：筆者在網站使用前、後測驗，親自到其各住家進行調查，  

當場收回調查表。每位受試者填寫意見調查表的時間約 5 分

鐘。 

b) L1 組：前、後測驗時，皆透過電子郵件發送與收回問卷。 

c) L2 組：在前測時，筆者親自訪問任職大學之漢語教師，進行意

見調查，填寫意見調查表的時間約 5 分鐘。在後測時，透過

電子郵件發送問卷，受試者填寫完畢後亦透過電子郵件回

覆。 

2.3) 調查項目有四：(附錄五) 

一、漢字 (看起來) 不好學、難學； 

二、漢字有很多筆劃、又難寫又難記； 

三、有興趣要研究更多有關漢字知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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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漢字對你漢語學習的引發/ 漢語學習有障礙。 

各題目提供 0 至 5 的選項，從「完全沒有」、「很少」、「少」、「一般」、

「多」、「很多」的順序排序。 

(3) 「網站範例之評鑑」 

3.1) 評鑑對象有二：一、試驗受試者 (學習者)；二、泰籍教師 

3.2) 問卷內容：包括，給予網站各方面設計之評分與原因、喜歡/不喜

歡網站的哪一點、網站對你的漢字學習有何影響 (針對學習者) 、網站對泰

國學習者的漢字學習有何影響 (針對教師) 、是否為同學/學生推薦此網站及

網站該改進之處。(見附錄 七) 

3.3) 問卷發送與收回方式：問卷以附件的方式透過電子郵件（e-mail）

發送，直接寄給試驗受試者；至於教師的部分，事前與教師溝通受試意願，

獲得同意後同樣以 e-mail寄發問卷，並由受試教師轉寄其他教師，透過 e-mail

回覆寄回問卷。 

3.4) 問卷回收率：網站應用受訪者部分可回收全部問卷，共 9 份 (見表

三-2、3、4)；教師部分，發送了 3 份，回收 7 份。所參加網站範例評鑑之

教師之資本資料如表三-10。 

表 三-12 網站範例評鑑之泰國漢語教師基本資料表 

代號 性別 學歷 漢語教學經驗 任教單位 

T1 男 碩士學位 7 年 6 個月 農業大學 

T2 女 碩士學位 1 年 6 個月 皇太后大學 

T3 女 碩士學位 1 年 6 個月 皇太后大學 

T4 男 碩士學位 2 年 4 個月 農業大學 

T5 女 學士學位 3 年 農業大學 

T6 男 整修碩士 2 年 農業大學  

T7 男 碩士學位 1 年 6 個月 朱拉隆功大學 

 
三、訪談 
(1) 「泰國華語學習者與教師之漢字學習及教學訪談」 

進行訪問的目的為希望能夠得到其較深度的意見，作為本研究的質化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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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資料。 

1.1) 訪問對象：共 15 位，分為：非漢語教學經驗之學習者共 5 位、有

漢語教學經驗之學習者共 6 位、漢語教師共 4 位，細節為表 三-13、14 。 

 

表 三-13 泰國漢語學習者訪問對象─基本資料分析表 

代號 身分 漢語學歷程 漢語教學經驗 

SI 1 師大國際人力教育與發展

研究所碩士班一年級 

來台灣之後學習了 3 個月的漢語，口

語略為了解，但不會看不會寫 

無 

SI 2 大學畢業，正在師大國語

教學中心就讀一年 

在大學副修漢語課程 無 

SI 3 師大華研所三年級學生 大學中文系畢業 無 

SI 4 師大華研所三年級學生 同上 無 

SI 5 師大華研所二年級學生 同上 無 

SI 6 師大華研所二年級學生 同上 3 年 

SI 7 泰國朱大文學院中文作為

外語教學碩士班國際課程

二年級 

同上 3 年 

SI 8 同上 同上 1 年 

SI 9 同上 同上 3 年 

SI 10 同上 同上 2 年 

SI 11 師大國文所博士班一年級 大學中文系畢業、現代文學碩士學位 3 年 

        

表 三-14 泰國漢語教師之訪問對象─基本資料分析表 

代號 漢語教學經驗 任教單位 

TI 1 4 年 Benjama maharaj 中學學校 

TI 2 4 年 烏汶府皇家師範大學 

TI 3 6 年 烏文大學 

TI 4 7 個月 朱拉隆功大學 

 

1.2) 施行方法： 

一律採用單獨泰文面談，以錄音為訪問紀錄方式，每人的訪問時間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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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5 分鐘。訪問完畢後，將所紀錄的內容整理成文字，再進行該內容之分

析。 

a) 泰國漢語學習者訪問對象：S1 受訪者於 2007 年 5 月份，在師

大研究生宿舍訪談；S2 至 S11 受訪者於 2006 年 12 月份，

在師大華研所進行訪談。 

b) 泰國漢語教師之訪問對象：於 2007 年 8 月份，筆者親自至 4 個

漢語教學機構發送問卷時，亦詢問該機構負責人與漢語教師

有關其自身與機構之漢字教學情況與制度。詢問完畢後，再

以手寫為紀錄所訪問的內容。 

1.3) 訪問內容： 

a) 個人資料：請受訪者字我介紹其學習華語的歷程，包括學習時

數、地點、原因等。 

b) 對泰國漢字學習的經歷、意見與建議 。 

c) 對泰國漢字教學的經驗、意見與建議 (只詢問有漢語教學經驗的

受訪者) 。因受訪教師同時也是問卷的對象，所以在訪問的

內容，只詢問有關其自身的漢字教學方，以及其任教機構之

漢字教學情況與制度。  

 (2) 「網站應用試驗之─漢字掌握度測驗─後續訪問」 

2.1) 訪問對象：網站應用試驗受試者 (見表三-2、3、4) 

2.2) 施行方法： 筆者親自至 L0 組各住家進行後續的訪問，每位之訪

問時間約 20 分鐘。L1、L2 組使用電話訪問的方式，每位之訪問時間約 30

分鐘。一律在訪問當中，同時用手寫紀錄訪問內容。 

2.2) 訪問內容：依據各受試者之漢字掌握度測驗答案，詢問其作答的

想法以及對未學過漢字的作答措施。在出現於網站內容漢字的測驗，進行抽

樣答案詢問；未出現於網站內容漢字測驗，進行每一題的詢問。 

(3) 「網站範例評鑑之後續訪問」 

3.1) 訪問對象：網站應用試驗受試者 (見表三-2、3、4) 與泰國漢語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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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見表三-12)。 

3.2) 施行方法：除了 L0 受試者，筆者親自至其各住家進行後續的訪問

外，其他組學習者與教師皆透過電話訪問。每位受試者之訪問時間約 15 分

鐘。在訪問當中，同時用手寫紀錄訪問內容。 

3.3) 訪問內容：按照所回收的評鑑表之各題目評分與所填寫的其他意

見，進行訪問更深入的細節，包括各項評分理由、例子、其他意見等。 

 

四、實地觀察 
「網站應用範例試驗─受試者使用網站中的觀察」 

觀察方式：在受試者使用網站前，筆者為其進行網站內容與使用的介

紹，亦請受試者使用網站的幾個部分。除了從首頁大概的介紹所包含的內容

與網站功能外，並請受試者試用了幾頁的內容。在此階段同時觀察受訪者在

使用網站中的反應。因當時正在進行網站的介紹，無法紀錄，觀察完畢之後

再將所觀察的資料紀錄下來。 

(1) L0 組：筆者親自到其各住家進行網站的介紹，在其初步的使用當中

進行觀察。每位介紹的時間約 20 分鐘。 

(2) L1 組：因距離的關係，無法進行面對面的網站介紹。因此筆者先跟

受試者約好時間，再透過電話進行網站介紹，並請對方同步打開網站，跟著

筆者進去所要介紹的內容。同時觀察受試者使用網站的反應。每位介紹的時

間約 30 分鐘。 

(3) L2 組：筆者親約三位受試者到其大學的教室，並親自介紹網站，可

在其使用中進行觀察。正組介紹的時間約 30 分鐘。 

 

五、測驗 
(1)「漢字與漢語的基本知識口試測驗」 

1.1) 測驗對象：網站範例應用試驗之受試者 (見表三-2、3、4) 

1.2) 施行方法：此測驗的進行時間為 2008 年 10 月份。在網站範例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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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試驗之前後測驗，進行口試測驗：筆者按照測驗題，口頭上提問，受試者

回答。L0、L2 組，在前測時，筆者與受試者當面進行口試測驗；在後測時，

透過電話進行口試的測驗。L1 組部分，在前後測驗皆透過電話進行。每位

受試者之測驗實驗之測驗時間約 10 分鐘。 

1.3) 評分方法：筆者從受訪者的答案分析其對漢字的了解度，分為：「0」

─完全不知道；「1」─很少；「2」─有的知道、有的不知道；「3」─知道。 

1.4) 測驗內容：所提問問題共有 5 題 (見附錄五)，如下： 

一、漢字的特點 (有關漢字不是拼音文字、一個字包含了字音與字

義等) ； 

二、是否需要學習無數的漢字，才能看懂中文文章； 

三、漢字的來源 (六書的造字法理念)； 

四、中文橫式、直式寫法 

五、中文字體概念。 

(2)「網站範例使用前後之漢字的掌握度測驗」 

此測驗所蒐集的資料為受試者使用網站前後之─漢字掌握度測驗─成

績、作答方法與作答之錯誤，作為網站應用效果試驗之質化研究資料。 

測驗對象：網站應用試驗受試者。(見表三-2、3、4) 

2.2) 前測施行方法：此測驗的進行時間為 2008 年 10 月份，各組皆使

用同樣之測驗題，測驗時間一律 30 分鐘。 

a) L0 組：因未接觸過漢語的教學，而免參加前測。 

b) L1 組：由受試者指導教師幫忙進行測驗。測驗於下課之後時間

進行，完畢後當場收回測驗卷。 

c) L2 組：由筆者親自進行測驗。測驗於受試者所就讀大學，已預

約使用之教室，在課外時間進行。測驗完畢後當場收回測驗

卷。 

2.3) 後測施行方法：在受試者通知試使用網站完畢後 10 天左右進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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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驗內容，從使用前測驗結果進行調整，儘量去除學習者已學過的漢字，各

組受試者之測驗題目皆不同。測驗實驗一律 30 分鐘。 

a) L0 組：筆者親自到各受試者住家進行測驗，當場收回測驗卷。 

b) L1 組：受試者的指導教師幫忙進行測驗，測驗完畢後，當場收

回，再藉由郵寄將測驗卷寄給筆者。 

c) L2 組：由委託人幫忙進行測驗。地點依然在受試者的大學。測

驗完畢後當場收回測驗卷。其後，委託人使用數位相機照測

驗卷，再藉由電子郵件寄給筆者。 

測驗內容：共有五段(見附錄五)，分為： 

一、從漢字寫出字音與字義 (非選項題)(第一段測驗，包括字音與字義

的作答，但因網站極少提供「字音」教學內容，所以只給「字義」的評分，

至於「字音」的作答，將在作答結果與分析階段進行分析。)； 

二、從字音字義寫出漢字(非選項題); 

三、部件構字：從提供的部件選項，按照字音與字義構字; 

四、從部首猜字義; 

五、從形、聲符找出字音與字義。 

第一、二、三段測驗為─網站學習內容及練習題內的漢字─測驗；第四、

五段測驗為─未出現於網站內容的漢字─測驗。 

以上的測驗方式參考漢字識字教學效果檢測理論(見第二章，第一節之

五)。因網站內容以「字本位」為最核心的內容，並不包含「詞彙」的介紹，

因此測驗題目以「認字」與「寫字」為主要的測驗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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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漢字教學相關網站與教材介紹

暨分析 
第一節 現有的中英文漢字教學相關網站介紹與

分析 
目前提供有關漢字的資料與教學的網站甚多，依據 2006 年 10 月至 2007

年 6 月在搜尋網站 Google 的搜尋結果發現，能夠使用於漢字教學的電腦輔

助類型與內容格外的豐富。然而其所提供的範圍、方向、內容等方面都不同。 

目前提供漢字知識支援的網站非常多，如：搜文解字：古文字的世界、

Department of Linguistics, University of Oregon 網站之 《Chinese characters》

部分、Sinophilia Homepage : Chinese writing、Chinese Characters learning 

system 等網站，但是皆以書本資料的型式來呈現；換言之，只是將提供的內

容全部列出來，或是增加了彩色圖畫，尚未顯示多媒體電腦的優勢。 

有鑑於此，本節的內容本部分，搜集了「具有代表性之多媒體化功能」

的中英文網站，進行介紹與分析，為了解其所提供的資料、範圍、方式、步

驟及學習的效果，並當作漢字教學網站設計的參考。 

從網站搜尋結果分析發現，大部分的漢字支援與教學內容，是屬於漢語

網站的一部分，亦有部分網站專門提供漢字的教學內容。因此，本文將所要

介紹的網站內容分為：「漢字教學與相關資料單元」與「專門提供漢字教學

內容的網站」。 

 

一、 漢字教學與相關資料單元 
 

(1) 網上學中文之筆順動畫  (Learn to write Chinese characters)：

http://www.csulb.edu/~txie/onlinehtm (Dr. Tienwei Xie : Asian and Asian 
American studies Department, 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at Long Be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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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站語言 英文 漢字字體 正、簡 
拼音格式 漢語拼音 發音檔 無 
內容呈現方式 文字、動畫 
內容項目 正簡體漢字筆順動畫 
網站功能 漢字搜尋：漢語拼音排列 

 

. 
圖 四-1 網上學中文之筆順動畫漢字選單圖 

 
該網站的此單元專門提供漢字的筆順動畫。其優點為將所包含的漢字按

照漢語拼音的排列全部排出來，當作所要顯示筆順動畫的選單，便於使用者

可便於選找目標內容。另外，同時提供正簡體字的筆順動畫，使用者能同時

做比較與習得。 

而不足之處在於，其選單上的正簡體字是同時並列，並沒有任何指導說

明，何者是簡體，何者是正體。對不熟悉漢字的人士而言，可能很容易將其

視為不同個字。除此之外，所出現的筆順，因其呈現方式是一次出現一個「完

整」的筆劃，只能看到順序，並無法看出該從何處開始下筆，無法顯示筆劃

書寫的規則。 

 

(2)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Chinese Language Program：

http://www.usc.edu/dept/ealc/chinese/newweb/character_pag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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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站語言 英文(主)、中文(副) 漢字字體 正、簡  
拼音格式 漢語拼音 發音檔 有 (未完成) 
內容呈現方式 文字、動畫 
內容項目 正簡體漢字動畫字卡 
網站功能 漢字搜尋：出現的課排列、漢語拼音排列 

 
 

 
圖 四-2 Chinese Language Program 之筆順動畫頁面圖 

 

該網站提供多方面的漢語教學支援，其中一個單位是 Learn Chinese 

characters page，提供《中文聽說讀寫》教科書每一課的生字動畫字卡，包

括漢語拼音、英文翻譯與筆順動畫。 

其漢字尋找功能為，先以課文順序為排列，若學習者不確定要查的字在

哪一課，亦能進入另外一個─由漢語拼音的順序來排列─的介面，能增加網

站的搜尋速度。 

呈現的主要語言是英文，一部分的使用說明是中文。字卡的動畫呈現有

正簡體的選擇，學習者無論要看何種字體的筆順皆能查看。但因兩套字體是

完全分開，若選擇簡體字，整套都是簡體，想要看正體，要先退出頁面，再

另選正體字的頁面。其實，若能將正簡體放在一起，就會有正簡體字對照的

效果。學習者一次看到兩種字體，亦同時能觀察兩者之異同。 

每個字的筆順動畫，以不同顏色來呈現部首，為告訴學習者何部分是部

首。其筆順動畫以真實的書寫方式來呈現，視覺上就如真正地看到人正在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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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筆順的速度也不過快或過慢。字卡亦提供發音檔，但需要下載，再將檔

案打開才能聽到聲音，無法立刻播放，使用時較麻煩。 

語音檔案提供中國大陸口音的女性發音。若與台灣師範大學華語文教學

研究所所設計的教學網站比較，後者提供台灣、中國大陸的男女四種發音，

是一種能夠為學習者提供較多聽力與發音的支援。無論日後是否會接觸到來

自不同華語地區的人士，皆可藉此平台認識到各地不同的口音。 

 

 (3) 漢語教學課程網站(Mandarin teaching crouse)之漢字筆順練習： 

http://www.bluetec.com.cn/asp/mymandarin/bishun/bishun.htm  

網站語言 中文語音與文字、英文文字 漢字字體 簡  
拼音格式 注音 發音檔 有 
內容呈現方式 動畫、互動動畫、語音 
內容項目 漢字筆順動畫 
網站功能 漢字搜尋：出現的課排列 

 

 
圖 四-3 漢語教學課程網站之筆順動畫頁面圖 

 

該單元也是提供筆順的動畫。所呈現的漢字是《標準中文》及《中文》

教科書的生字與生詞。可能因為教科書的關係，所以全部的漢字筆順都是簡

體字。進入每一冊教科書的介面後，便看到每課的生字與生詞表。按點了想

要看筆順的字後，另外開新的小頁面便可呈現筆順動畫。其動畫同時能顯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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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畫與筆順的書寫原則，同時提供漢語拼音與能夠立刻發音的語言檔。但是

沒有提供該字的意思。另外在較前面的課文生字，播放動畫時，每一筆劃的

起落尚搭配該筆劃名稱的音效，告訴學習者正在寫的是甚麼筆劃。此設計概

念，初步看來是可用於筆劃的教學：使學習者認識筆劃名稱，亦可學習每一

筆的寫法；不過如此的動畫設計，亦可用於漢字書寫的練習。學習者從如此

的支援，可知道書寫該字的每一筆為何筆劃，是「豎」還是「豎鉤」、是「捺」

還是「橫折鉤」，可減少漢字書寫錯誤，亦是書寫練習的好方法。 

 (4) zhongwen.com 之「字譜」：http://www.zhongwen.com 與 Chinese 

characters FAQ： http://www.zhongwen.com/faq.htm 

網站語言 英文 漢字字體 正(主)、簡(副)  
拼音格式 漢語拼音 發音檔 無 
內容呈現方式 文字、圖畫 
內容項目 漢字字譜、漢字常見問題的解答 
網站功能 直接按點呈現所出現漢字，為尋找其字譜 (尋找功能) 

 

 
圖 四-4 zhongwen.com 的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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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了如何書寫漢字(How to write Chinese characters)以及其它在漢字知

識部分使用文字與插畫解釋外，若按點網站出現的漢字，便能進入其「字

譜」。該網站之「字譜」功能，是能夠幫助學習者粗略地了解漢字所構成的

部件與字根概念。教師能夠據此告訴學生：漢字是如此由若干部件構成的。

學會幾個字的寫法後，就能知道其它某些字的寫法。因此，筆者認為這並不

僅提供學習者漢字結構一系列的介紹，對於教師的教學而言，則可成為漢字

的字音與字義上之間關係的教學工具。 

漢字問答項目 (Chinese characters FAQ )的內容，搜集了一般人對漢字

的疑問，並提供解答。雖然只是文字性的資料，但因內容是由一般人對漢字

的常見問題選出來的，所以內容的針對性很強。換言之，此內容是學習者本

來就想知道、想了解的內容，所以該段內容是充滿了吸引力，應該是具有較

高按點率的項目。除了為未接觸過漢字或對漢字有不了解之處的人士，透過

其對漢字的疑問進一步的了解漢字，同時能減少學習者對漢字之不正確觀念

的好方法。 

(5) 全球華文網路教育中心─遊戲學華語之詞彙寶座單元：

http://edu.ocac.gov.tw/lang/chineselearn/index.htm  

網站語言 中文語音與文字、英文文字 漢字字體 正體字  
拼音格式 注音 發音檔 有 
內容呈現方式 文字、語音、動畫 
內容項目 漢字筆順動畫、錯別字考驗 
網站功能 以互動遊戲為練習方式 

 

遊戲學華語提供多方面內容的華語學習遊戲，針對漢字教學的內容為詞

彙寶座單元。其漢字筆順項目，提供兩級不同的漢字筆順動畫、部首與構詞。

構詞部分只提供注音與發音檔，未提供字義。對於外國學生而言，在教師的

指導之下，可作為漢字筆順的輔助支援，但未有漢字掌握的學習效果。錯別

字考驗遊戲部分，較適合漢語初至中級者，學習者從提供的短語，查看其內

的漢字是否正確。該項目因藉由遊戲的方式來呈現，可提高學習者的學習動

機與挑戰性，並使漢字學習更加趣味。因而，可參考其學習遊戲的概念，作

為漢字教學網站的練習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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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Learning Chinese Online- Characters 漢字讀寫：

http://www.csulb.edu/~txie/character.htm 

網站語言 英文 漢字字體 正 
拼音格式 無 發音檔 無 
內容呈現方式 文字 
內容項目 漢字支援網站連結 
網站功能 相關網站連結 

 

該網站蒐集了很多漢字支援的網站。適合有漢語基礎的學習者進來使

用，亦可作為漢語教師之漢字教學支援。 

 
二、 專門提供漢字教學內容的網站 

(1) 現龍第二代：http://www.dragonwise.hku.hk/dragon2/index.html  

網站語言 中文 (語音為廣東話) 漢字字體 正 
拼音格式 無 發音檔 有 (廣東話) 
內容呈現方式 文字、語音、動畫、互動動畫 
內容項目 學習漢字遊戲：筆順動畫、筆劃筆順練習、構字練習等 
網站功能 漢字選單：由筆劃排列、漢字結構排列；互動練習題 

 

現龍第二代是香港大學所設計的網站，因此提供的發音與其他的說明語

音檔都使用廣東話。從各單元的內容介紹所使用的中文、所設計的漢字遊戲

形式、呈現方式及圖案，可推測其是為香港地區小學生而設計。網站內容概

念相當好，有很多可用於漢字學習的遊戲與知識。華語教師可利用其為教學

工具，但因網站使用的主要語言為中文，要以其為華語教學的輔助，尚需要

教師的安排與指導。 

網站內容分為很多不同單元，有不同的教學內容與效果。內容大致分成

兩部分，一、練習與遊戲，如：練習按照字樣寫字、選擇部件組合指定的字、

從字的一部分猜測整個字(設計為遊戲) 、構字練習、形生字練習；二、提

供漢字知識，包括文字由來的動畫和形聲字的演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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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站的特點在於無論練習或提供知識，其中除了部分以動畫的方式來呈

現外，其餘都有互動性。學習者不僅僅是坐著看內容，再點按下一頁，而必

須是學習過程的一部分，例如： 

「構字練習」主要內容是使學習者能分辨出幾個字形很接近的字。學習

者得自己調整筆劃，當筆劃調整好變成另外一個字後，便會聽到新字的發音

與意義。 

「形聲字演示」部分，首先會聽到該字的讀音，學習者必須點按字的一

部分，當點的是意符，意符便馬上換成圖畫，能看到該字所分類出來的意義，

當點到音符便聽到該音符的發音。至於「形符聲符練習」則以動畫來呈現。

先看到顯示形符意義的圖畫，一旁有不同的聲符，點按後，便聽到那些聲符

的發音。當學習者將聲符圖，拉到形符圖案，便聽到新字的發音，也就是與

聲符的音很相似，學習者能夠了解「聲符」在形聲字所屬的功能。 

 
圖 四-5 現龍第二代網之的形聲字演示 

 

「文字由來動畫」也算是該網站最經典的一部分。點按要看的漢字，便

顯示從圖畫慢慢演變成不同時代的漢字，最後是目前使用的標準楷書。下方

有控制處，可自己往左右拉，或在某個部分停下，再次看看不同時代的漢字。

筆者認為這種的視覺效果非常有助於學習者記憶漢字。雖然只搜集了一部份

的字，但是學習者尚能夠以這些看過的字去學習新字。 

「筆順練習」學習者按照字樣寫字。除了要按照筆劃順序寫外，尚必須

從筆劃的正確位置開始點按，如從上到下，從左到右，才能完成每個字的練

習。完成後會出現動物卡通以作鼓勵獎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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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四-6 現龍第二代之筆順練習 

另外的特點是全部有關「發音」的部分，都以語音檔來呈現，不使用任

何一種的拼音。這點對於廣東話為母語者而言，應該不成問題，但是對於學

習華語的外國人士，可能會有語音分辨不清的問題。因此對於華語學習的設

計，應該增加拼音格式。不過，這也代表本網站已經有其「針對性」的設計，

所以設計出來的網站比較適合其原來設定的對象。 

(2) Chinese literacy: http://www.chineseliteracy.net/index.htm (Der-lin 

Chao, Chinese Literacy Development Project, Hunter College) 

網站語言 英文 漢字字體 正、簡  
拼音格式 漢語拼音 發音檔 有 
內容呈現方式 文字、語音、動畫 
內容項目 漢字教學一系列的內容：漢字性質、筆劃、筆順、部首、學習新

字策略、複習漢字策略、正簡體字、常用字 
網站功能 (為進入教學內容) 

 

根據趙德麟 (2005) 的介紹，該網站的主要目標為幫助高中與大學生學

習正簡體字。網站單元是整套教材的一部分。整套的教材為紙本的課本、網

站內容、練習測驗軟體、復習與作業本等。主要的教學內容皆放於紙本的課

本。至於練習與測驗部分是以網站與軟體為呈現方式。但是必須先付費才能

得到課本與使用網站之許可。 

雖然網站只是整個學習過程的一部分，不過，可以所提供的內容來分析

整個教學的設計。該網站算是與其他提供漢字知識網站有很多不同之處。首

先除了只專門提供漢字知識外，全部內容是以順序排列，學習者要按照網站

提供的步驟與指導一步一步地學習。教學內容包括基本的造字法 (Formation 

Methods of Characters)、筆劃、筆順、20 個用部首、學習新字策略(Strate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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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Learning New Characters)、復習漢字策略 (Strategies for Reviewing 

Characters)、正簡體字及學習常用字等八課。 

在應用多媒體與網路的練習與測驗部分，製作得相當好，如：在第七課

的正簡體練習，以不同顏色方塊來呈現正體字、簡體字、手寫字的字卡動畫，

幫助學習者易於分辨。按點筆順按鈕後，簡體字就變成筆順的動畫，但是不

提供正體的筆順。不過，這只網站提供的一部分例子，不知道正式版是否有

正體的動畫。除此以外，網站亦提供該字的漢語拼音、在拼音點按後便有直

接播放的語音檔、英文翻譯、筆劃總數及兩個構詞。測驗部分，有的請學習

者自己在空格地方填寫拼音與英文的意義，有的地方使用拉線配對方式。至

於寫字練習尚以紙本的方式，請學習者在練習本抄寫。除了網站提供的內

容，亦有其他連供學習者自行去搜尋更多的資料。 

 
圖 四-7 第七課正檢體練習頁面  

 

 
圖 四-8  1000 常用字學習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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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論：該網站最重要的部分在於整個教學內容介紹的頁面。因為不只介

紹將要學習的內容，尚需為使用者說明學習每個部分的意義以及與下一個部

分有何關聯。能夠使學習者了解為何必須按照教材的安排去學習，同時了解

每部分的學習目標。此外，另外提供教師轉區，當作教學應用的指導，並給

予說明，在學習的每個階段所該做的活動或注意事項，如：若要以這套的漢

字教學為一學期的內容，在第一週的學習內容該有哪些，到了第八週應該做

哪些復習，復習定期時間何為等等。 

另外，如上的內容安排，算是漢字學習的很好系統。開始接觸漢字的學

習者會知道該從何處開始。先從大概的基礎認識漢字的原理，再慢慢地學習

掌握漢字的步驟，最後以學過的原理與策略去學習新字。對於漢語程度較低

的學習者而言，如此的方式比一次提供五花八門的連結更有學習的效用。 

 

(3) 繁簡自通 (FanJian : Traditional -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 tutor) 

http://www.language.berkeley.edu/fanjian/start.html 

網站語言 英文 漢字字體 正、簡 
拼音格式 漢語拼音 發音檔 無 
內容呈現方式 文字、圖案、動畫 
內容項目 分成三等級之正與簡體字學習與練習 
網站功能 求助案件、互動練習題 

 

該網站專門進行正簡體漢字的教學。因為是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所

製作的網站，所以題目與說明的部分均使用英文。教學內容之先為說明學習

正簡體的目標與重要性，同時略為介紹網站內的學習項目與網站的使用方

式。因網站是以很多漢字為學習內容以及練習，所以使用網站對象必須是已

有漢字基礎者，並以該網站為─練習─正與簡體字，不適合完全沒有漢字基

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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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四-9 繁簡自通網站首頁 

 

教學方式以正簡體的平衡內容，換言之無論要由簡至繁或繁至簡來學習

都沒有問題，裡面內容皆可轉換。甚至有的部分可同時學習正與簡體字。另

外，因網站有不同程度內容的安排概念，首頁也提供全站的學習項目，所以

不同程度的使用者可自選適合自己或者想知道的內容來學習，有自學的控制

選擇性。重點在於全部內容經過設計與安排順序。從整體來看，網站的設計

是由教學內容介紹開始，再學習正簡體字的理論基礎，接著以學過的基礎來

擴充學習更多的漢字，最後提供學習者整體內容的練習。 

網站以分類好的內容一一解說。在每個學習的階段有練習題，學習者可

以透過立即的練習來測驗自己對剛學習的內容是否了解。每一段學習內容不

只有一種的練習。學習者可以不同方式來練習，如：正簡體配對、點按簡體

字的選項與提供的正體漢字配對、選擇在正體字簡化後被除掉的部分等。主

要是以單字類內容為練習。之後，另外提供各簡化法更多的正簡體字對照

表，為更多的參考例子，並提供練習題。從該部分內容，學習者能夠利用已

學過的字來學習更多的字。最後項目為整個網站內容的練習題，共有四項。

前兩種練習可自己指定練習的範圍，要選擇─各部分內容練習─或─同時幾

個部分的混合性─皆可。就整體總結練習而言，是以更多的選項及結合句子

性的題目為測驗的主要工具。 

不過該網站尚有幾個缺點。首先，有部分的練習題完全沒有使用的說

明。因此在那些練習題，使用者要花一點時間，「亂」點按頁面所出現的漢

字，才知道如何使用。其次，網站每個頁面均提供求助的「help」按鍵，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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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點按後毫無反應。在使用過程中發生問題時，便無法找到其他的幫助。最

後，全部的練習題皆以「選到正確答案為止，否則動畫無反應」的方式來進

行。其實這應該是一部份的練習方式，而另外一部份應該設計出練習完畢

後，再公佈分數及正確答案性的練習，如此可增加學習者的成就感。 

(4) Kinds of Chinese Characters: http://myweb.uiowa.edu/jiliao/menu.html   

網站語言 英文 漢字字體 簡 
拼音格式 無 發音檔 有 (未完成) 
內容呈現方式 文字、圖案、互動練習題 
內容項目 介紹漢字的主要四種造字法 
網站功能 練習提示 

    

主要內容為介紹漢字的主要四種造字法。最有趣之處為每一項目的教學

內容都以練習題的方式來呈現。使用者依據提供的資料與答案提示，選擇正

確的答案，其後解釋各種造字法的理念。這些練習題的目的不是為了測驗學

習者對漢字有何知識，而是讓學習者參與在教學的環境，亦藉由練習的過程

為給予學習者教學的內容。在例字篩選的預備，可使大部分學習者能夠回答

正確的答案，除了產生成就感，也能增加學習者對漢字的興趣，減少對漢字

的恐懼感。這樣的教學方式與一般只提供文字性的內容以圖畫有很大的差

別。筆者認為是一種值得參考的教學方式。但是因網站的目標只是使學習者

更了解漢字的主要造字法，因此沒有提供更多的例字。若可以這段教學為漢

字的介紹，之提供更多的漢字與例子，可使學習者學習到更多的漢字，也能

夠更深入地了解造字法概念。 

(5) Mandarin123.com Characters : 

http://www.mandarin123.com/character.html  

網站語言 英文 漢字字體 正 
拼音格式 漢語拼音 發音檔 有 (語音教學部分) 
內容呈現方式 文字、圖案、互動練習題 
內容項目 介紹漢字的主要四種造字法 
網站功能 相關網站連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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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首頁的網站目錄可見，該網站也是包含了一系列的漢字教學內容。除

了涵蓋了相當齊全的漢字教學內容，每項內容也有順序的安排。內容共分為

十二項目：一、學習說明；二、筆劃；三、筆順規則與漢字基礎結構；四、

漢字書寫練習一 (常用句子)；五、部首；六、數筆劃與中文詞典：七、漢

字書寫練習二 (常用部首)；八、六書；九、正體字與簡體字；十、簡體字

的問題；十一、有趣漢字；十二、書法。 

目前完成的內容只有第三、四、五項，不過點按進去看所完成的部分，

尚可看出其內容有相當特別的設計與安排。筆順規則部分，除了如一般提供

文字性的解釋外，在提供例字時，可點按該例字進去由互動動畫練習寫字。

學習者能夠馬上由剛學完的內容來做真正的練習。雖然這些漢字書寫的動畫

是借用自其他網站的，可是如此的教學構想與設計非常實用，亦能增加教學

效果。 

(6) Writing Chinese - Learn Chinese calligraphy : 

http://mysite.verizon.net/tomyee3/WriteChinese.htm  

網站語言 英文 漢字字體 正 
拼音格式 漢語拼音、注音、耶魯 發音檔 無 
內容呈現方式 文字、圖案、動畫 
內容項目 動畫性練習寫漢字版、筆劃筆順規則 
網站功能 練習提示 

筆劃與筆順的內容，以文字與圖畫來呈現，但寫字練習部分由動畫來呈

現。該網站練習寫漢字的方式非常特殊，學習者可用滑鼠在網站頁面，真正

地拉線寫字。學習者所提供的字義與字義，在「井」字線框寫漢字。在不同

等級的練習，有不同練習的方式：首先提供漢字字樣與筆順，但之後不提供。 

在練習的同時，學習者必須按照例字筆劃的順序、長短、位置，在寫字

版區寫字。寫地正確之後，有稱讚語出現；寫得不正確時，無論是筆順、筆

劃的長短或位置不正確，寫錯的筆劃會消失。若不知道錯誤何在，可按 「提

示」(Hint) 鍵，正確的筆劃將會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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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四-10  Writing Chinese 網站的寫字練習框 

 

練習部分分為不同的練習方式以及程度。練習方式，除了按照例字與提

供的筆順寫字外，尚有提供漢字字樣，學習者自填漢語拼音的練習 (尚提供

其他拼音系統的練習)或看字選其字義的練習。 

 
圖 四-11  Writing Chinese 網站的練習項目選單 

 

此種練習方式，因學習者可比較實際地用手寫字，並必須寫在原字樣的

同個位置，除了筆畫與筆順的規則，尚可學到筆劃在「整字」上所構成的寫

法、尺寸與位置。就以數位為練習工具上，這是「寫」漢字的一種非常好的

練習方式。但因必須要以很大的工程來製作，因此，除了該網站外，筆者尚

未找到類似此類型的其他網站。另外，網站所提供的練習字並不是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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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The University of Vermont 中文部網站，中文工具與支援 (Chinese 

tools and sources) 之─漢字練習紙下載：

http://www.uvm.edu/~chinese/characters/index.htm   

網站語言 英文 漢字字體 正簡體字  
拼音格式 無 發音檔 無 
內容呈現方式 文字 
內容項目 漢字練習紙下載 
網站功能 無 

 

該網站之「中文工具與支援」頁面，其中一部分提供有關漢字教學支援

的連結，如：漢字筆劃介紹、漢字筆順動畫下載、線上數位字卡等。但是較

特殊內容為可下載當紙本使用的「漢字練習紙」及「漢字學習」。 

第一部分「漢字練習紙」，提供可下載的《使用漢語課本一、二》教材

每課生字的練習紙 (PDF 檔型式)。「漢字練習紙」裡提供正簡體字的字樣，

但未提供練習方式的指導或筆順圖。因此「練習紙」使用方式的原本設計，

是核心教材的輔助工具，所以其練習紙的設計比較簡單。在實際的使用時，

尚須要教師來引導與評分，才算是能夠達到「練習寫好看漢字」的目標。亦

即，尚無法在真正的自學環境使用。 

第二部分之「漢語練習」是耶魯大學 Fundamentals of Chinese Characters

教材的輔助工具下載，內容包括教學內容及漢字練習紙。練習紙所提供的漢

字是教學內容裡的簡體漢字字樣、「井」字線的寫字框、字音、筆順圖及每

筆劃名字的順序，如下圖： 

 

 
圖 四-11 Fundamentals of Chinese Characters 教材之漢字練習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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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小結 
(一) 從以上所介紹與分析可見，若漢字支援是網站所提供的一部分，

其內容通常是單方面的資料，提供最多的內容為─筆劃與筆順規則。內容呈

現方式為文字性加上圖畫、筆順動畫及語音檔。 

(二) 一之(6) 項目為提供多方面的漢字知識的網站的代表，其大部分皆

以提供相關的連接為主。此類網站，雖然可當學習與教學的工具，但是對於

漢字不熟悉的學習者，因不知該如何開始，便不知到底該使用哪些內容，使

用時尚有困難之處。因此較適合對漢字有一定程度知識的學習者，否則應該

由教師本身為學習者選擇與指導學習者使用。不太適合剛開始接觸漢語的學

習者。 

(三) 上述所介紹的二之 (2) 至 (5) 項目網站是偏向提供一系列的教

學，亦有學習內容的安排設計。就─所提供的教學內容就是教學網站的核心

─而言，以上五個網站的內容與學習活動，皆已經過設計、篩選及順序安排。

就學習者的自學使用雪球而言，這些網站皆具備網站使用的引道說明與工

具，因此學習者一進去首頁，馬上就知道網站所提供的資料有哪些項目，知

道學習那些項目的目標與意義，知道該從何處開始學起，知道每個階段與其

他階段有何關係。就多媒體作用的運用而言，這些網站的特殊性在於其的互

動性學習、動畫、音效等。可同時呈現漢字「形、音、義」的特點，能增加

學習者的學習動機興趣。如此內容的設計與安排，該是漢字教學網站應該考

慮到的要點，並以其為設計的模式。 

(四) 就「寫」漢字方面，只有二之(1)《現龍第二代網站》，與二之(6)

《Writing Chinese - Learn Chinese calligraphy》項目，兩個網站提供練習書寫

漢字的內容。其中的二之(1)《現龍第二代網站》，是筆劃規則與筆劃順序的

練習；另外的二之(6)《Writing Chinese - Learn Chinese calligraphy》是數位

化書練習寫漢字模式，學習者可使用近於在紙張書寫的方式，在電腦畫面練

習。但此兩個網站所可練習的是「寫字規則」，尚未能培養出「把字寫得好

看」的技能。除了可透過多媒體與電腦軟體來學習的筆劃與筆順規則之外，

如何藉由電腦多媒體，在自學的環境下培養出「寫好看的字」的技能，也是

該考慮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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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二之(7) 項目的教學模式，可幫助學習者在學習網站所提供的內容

後，從網站下載「漢字練習紙」，真正地用手練習「寫字」的好概念。但在

考慮到沒有教師指導之─自學環境─使用，此種的練習紙，尚如二之(6)項

般─可練習筆順規則─的作用。至於是否能寫出「好看的字」，尚須要教師

來分析與評分。因此，筆者認為「可下載的漢字練習紙」的使用，應該於如

二之(6) 項的筆順規則練習之後使用。而「漢字練習紙」的規劃，除了提供

筆順指導外，尚該提供筆劃書寫的指導，如：強調學習者注意該字每筆劃的

長短與在字結構上的位置等。 

 

第二節 泰國漢語與漢字教學與學習 
 在了解提供漢字支援以及教學的英語與華語網站後，為了多了解泰國

漢字教學的情況，本節的內容為介紹針對泰國學習者之有關漢字書籍、教材

以及網站的介紹與分析。 

一、針對泰國學習者漢語教材─漢字教學內容介紹與分析 
 本部分內容針對─泰國漢語教學機構所使用的漢語教科書，以及針對

泰國學習者的漢語教材─所提供的漢字教學內容，進行分析討論。因有些教

材是翻譯的教材，除了內容是泰文外，其他所包含的內容並非針對泰國學習

者而設計，因此不列入此部分的分析。 

 (1) 泰國漢語教學結構漢語教科書之漢字內容 

1.1)《體驗漢語》(泰國版本)11：泰國教育部所負責之小至高中學校使用  

 內容規格：簡體字、漢語拼音。 

 此套教材是中國國家漢辦與泰國教育部合作出版的教材，因而全使用

簡體字。一套教材為教科書、複習冊及光碟片，分為：小學教材共 8 冊；初

中教材共 8 冊；高中教材共 10 課。每一課提供漢字教學的內容與練習。從

小學課本開始學筆劃規則，至高中發展到學習課文裡幾個生字的來源、字形

分析、部件等內容。所採用的例子為已學過的漢字。 

                                                 
11 Kurusapa Businese Organization (2007). สัมผัสภาษาจีน (小學第 1、8 冊；中學第 8 冊；高中

第 10 冊). Bangkok: Kurusapa Businese Orga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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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基礎漢語 1、2》12：朱拉隆功大學使用  

 內容規格：正體字、漢語拼音。 

朱拉隆功大學文學院中文系，使用自己編的泰文初級漢語教科書─《基

礎漢語 1、2》，為一年級中文系學生使用。每一課最後一段提供生字的筆順

圖，為學生回去自己抄寫。教師應用於教學時，必須自行加以說明。 

1.3) 其他漢語機構使用的教科書： 

 至於其他在泰國的大學，大多部分使用國外的教科書，再進行調整或

增加其他內容。最常見的使用教材為北京語言大學所出版的「漢語教程」。

所有的解釋都是中文與英文。漢字教學內容部分也是不多。法正大學中文系

所使用的教科書，連漢字筆順圖部分皆沒有提供，教師得自己從別的教材找

出生字筆順再提供給學生。 

 (2) 其他針對泰國學習者漢語輔助教材之漢字內容 

 從 Booktime.com 網站所搜尋到的漢語教材共 99 筆，其中 10 筆是關於

漢字教學的書(不包含單純抄寫冊)。從 Chulabook.com 網站搜尋到 247 筆的

漢語教材，其中之漢字教學教材有 13 筆，包括「漢字宮」光碟片，不包含

抄寫冊。泰國教師自編的漢字教學教材共 8 筆，而 5 筆為翻譯書。所有有關

漢字的書包括《從圖畫學中文》、《練習寫漢字》、《漢語常用詞彙手冊》、《簡

單學漢字》及《漢字部首》，比較偏漢字學的書只有一本─《漢字演變與重

要構素》。  

從書店網站的資料，初步可見泰國漢字輔助教材的數量不是很多，而其

中以中翻泰的書籍佔多數。因此，本部分的細節只選擇具有代表性、較有泰

國學習者的針對性教材進行介紹與討論。 

2. 1) 現代華語 Modern Chinese1-2 泰文版 (試用版)13  

 內容規格：正體字、漢語拼音、注音 

 一套教材包括課本、學生作業簿及教師手冊。該套教材主要有兩個部

                                                 
12 Manomaiwibul, Prapin (2002). ภาษาจีนกลางพื้นฐาน 1-2 (基礎漢語一、二). Bangkok : Faculty of 

Arts, Chulalongkorn University Publishing.  
13 國立台灣師範大學國語教學中心 (2007)。台北：國立台灣師範大學國語教學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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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提供漢字的教學：一、在進入真正課文前的「文字系統」；二、第一至第

四課的綜合活動。 

 「文字系統」是在學習者尚未接觸到漢語與漢字時，為其大致的介紹

中國文字的系統。主要內容有五：一、六書的初步介紹與各項的例子；二、

部首；三、筆畫介紹、每筆的大圖畫及例子；四、筆順規則；五、部件與字

素空間。綜合活動之「有趣中國字」，主要為更深入的介紹漢字之象形字、

指事字、會意字與形聲字。內容分配於課文的前四課，採用所包含在每一課

內的字為學習對象。介紹內容除了文字以外，尚提供圖畫與古字形。但是全

部內容均以介紹的方式為主，部首是唯一有練習的內容。題目為請學生從提

供的漢字裡，找出其部首，並解釋該部首的意義。 

 在部首教學的內容，有幾項部首所舉例的例字，與部首的意義毫無關

係，如：「欠」字，該課文所提供的意義為「欠錢」，並以「歡、歌」為例子，

可見，部首與例字完全沒有關聯的意義。其實，這項所使用「欠」之本意為

「打呵欠」，表示嘴巴正張開的狀態，才能給予「歡、歌」的意義解釋。提

供部首與例字無法連接意義關係，可影響學習者對「部首」的定義有所不明，

亦無法建構部首在漢字裡所運用功能的概念。 

 除此，雖有提供漢字介紹的內容，但完全沒有提供漢字書寫的練習以

及生字的筆順圖。即使開始時已經解釋筆畫與筆順的規則，但是對未曾接觸

漢字者，在真正書寫多筆劃構成的整字，尚有其他該注意事項。在教師手冊

指出，教師要親自寫給學生看，但是在課外練習時，學習者如何找出確定的

寫法？ 此點可是該套教材該補充之處。 

2. 2)《初級漢語》14 

 內容規格：簡體字、漢語拼音 

 一套教材包含課本與發音/介紹光碟片。所提供漢字教學分有二：一、

中國字系統介紹；二、每一課附錄─常用偏旁。「中國文字書寫系統介紹」 
(คําแนะนําระบบการเขียนของภาษาจีน) 內容是為學習者介紹中國文字的特色以及與其

他文字所不同之處。提供古文字與現代文字的對比，並說明其演變的道理與

                                                 
14 任景文 (2001)。ภาษาจีนระดับตน. Bangkok: SE-Education public co.,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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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接著介紹四種造字法，並提供例字與古文字為漢字演變的參考。此部

分內容尚提供學習漢字的技巧，如：建議學習者先儘量記得少數的象形字，

之後其會常常在很多字出現等。最後提供筆畫介紹與筆順規則。「常用偏旁」

位於每一課後段，主要內容為漢字部首的介紹。所包含內容為：部首、變形

部首、古文字、部首名稱、部首意義與在漢字裡的功能、例字。除此，另提

供每一課生字的筆順圖。 

 2.3) 《漢語五百字 一、二》15 

 內容規格：正體字(主)、簡體字(副)、漢語拼音 

 每一課最後部份提供生字筆順圖。在合體字不順部分，提供該字所包

含的─獨體字形─部件的筆順圖，不是整字的筆順圖，如：“樣＂提共「木、

⺷、永」。此方式可同時告訴學習者，該字是由不同的部件構成的。不過，

選擇獨體字形的部件來呈現，可能造成學習者對筆劃的混淆，如：“到＂字，

提供的是「至、刂」的筆順圖，其實，當「至」變成部件時，最後的“橫筆＂

會變成“提筆＂。因此，在教材未提供任何解釋的情況下，教師必須注意到，

並且應該為學生加以說明。 

2. 4) 《華語日常會話 ─初級 》16 

 內容規格：正體字、泰文拼音 

 雖然是「會話」的教材，但在進入課文前，先提供「文字入們」與「書

法入門」的內容。這兩項目內容包括：常用部首、變形部首、部件、字譜的

介紹與例字。並加以說明：這些皆是常用的字、部首及部件，所以應該將每

個例字練習幾遍。另外提供標準字與筆畫正確，但字跡較不工整，兩者的對

比，作為自學的輔助。 

 2.5) 《輕鬆學漢語 ─同步練習一》17 

 內容規格：簡體字 (主)、正體字 (副)、漢語拼音 

                                                 
15 譚國安 (2003)。ภาษาจีนกลางหารอยคํา. Bangkok：暹羅中文出版社有限公司。 
16 พิชัย พินัยกุล─溫和新 (2004)。ภาษาจีนกลางเบื้องตน. Bangkok: Thai Worrasin Publishing Co.,ltd. 
17 วัชริน เอกพลากร ─黃惠慧 (2006) 。ภาษาจีนสบายๆ .Bangkok: Sriboon Computer Publishing 

Co.,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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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內容為練習寫漢字，亦提供部首、部件的介紹以及漢字的練習。

其練習有幾種不同的方式，包括：正簡體字配對；按照提供圖片，在缺少筆

畫的漢字上添加正確的筆劃；組合部件，並寫出該字的拼音與泰文意思。 

2. 6) 《漢字演變與重要構素》18 

 該書專門介紹漢字的來源與理論，屬於泰文版的「漢字學」書，比較

適合研究漢字或文字學者，而對有掌握漢字為學習目標的學習者，內容的確

是太深。因此，在剛開始接觸漢語的階段，不太適合使用該本書。 

(3) 討論 

(一) 就泰國大學教科書而言，從所查詢到的資料發現，最早開設漢語

課程的朱拉隆功大學，所使用的教材雖提供筆順圖，但對漢字的教學的其他

項目內容未含在內。而其他大學所使用的漢語教材，在漢字教學、書寫方面

皆有少有交代。而目前剛出版的泰國教育部指定之小中學教科書─《體驗漢

字》，已將漢字教學包含在漢語課程裡。但因該套教學皆使用簡體字，就─

簡體字的簡化原則已有部分脫離原始的造字概念─而言，以簡體字為漢字教

學的對象，可影響到學習者對漢字來源理解。 

(二) 上述所分析的其他教材，的確對漢字的教學有交代。但是，其只

是輔助的教材，並非在漢語教學單位應用於核心教材，或推薦為正式的輔助

教材。學習者要獲得其所提供的知識，必須自行搜尋與另外購買，使該教材

尚未在泰國華語教育界充分發揮其教學效果。 

(三) 從各教科書的內容呈現方式可見，除了《華語日常會話 ─初級 》

提供漢語泰文拼音，其他教材皆提供─漢語拼音；《現代華語》亦另提供注

音符號亦。對於─漢語泰文拼音，其實，在很多漢語輔助教科書亦提供如此

的拼音格式，如：《學中文的第一步》19、《漢語入門》20；以泰文豐富音節

的特點，為提供零程度學習者漢字語音的參考。 

                                                 
18 กวี ไพรัชเวทย (2004)。วิวัฒนาการและสวนประกอบสําคัญของอักษรจีน .กรุงเทพฯ : โรงพิมพจุฬาลงกรณมหาวิทยาลัย. 
19  黃觀雲、陳偉光(2006). ภาษาจีนสําหรับผูเรียนในสามกาว-初學中文. Bangkok: สํานักพิมพดอกหญากรุป 

(Dokya Group Publishing). 
20 Mit-aari, Yongchuan (2005). 漢語入門-เรียนจีนกลางแนวใหม (New way of Mandarin study). 

Bangkok: สํานักพิมพเกลอเรียน (Glerrian Publis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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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泰國漢語與漢字之電腦輔助教學介紹與分析 
依據 Google 的搜尋結果， 泰國有關漢字教學的網站數量甚少，而且

內容大致相同。大多是漢語教學網站的一個單元或單純的幾篇介紹文章，並

未獨立出來。但因泰國漢語教學網站的模式有其本身的特殊情況及教學內

容，就如此教學形式也關聯到其漢字教學單元。因此，為了了解泰國漢語教

學網站的情況與需求，本部分內容包括了針對泰國學習者有─關漢語與漢字

教學網站的形式與內容─之分析介紹。 

在進行搜尋時，所出現的筆數非常的多。以「漢語教學」與 「漢語學

習」的泰文為關鍵字，搜尋到 26,700 及 93,000 筆。以「漢字」兩個不同

的泰文翻譯─「อักษรจีน」與「ตัวหนังสือจีน」為關鍵字，搜尋到 22,600 及 39,500

筆。但是真正有關「漢語與漢字教學」的網站並不多。而且真正有教學規劃

設計的網站特別少。很多網站只提供有關漢語的知識或有關中國的百科書形

式的資料，是教學的支援，並沒有教學的功能。筆者所搜尋到較有關漢語教

學的網站不到二十筆，有關漢字介紹與教學的連結只有十筆。亦因為網站形

式與提供的內容相當相似，因此，只選出了一部份的網站來進行介紹與分

析。內容如下： 

(1) 針對泰國學習者的漢語教學網站 

1.1) CRI online 之學漢語單元：http://thai.cri.cn/learnchinese/   

網站語言 泰文 漢字字體 簡 
拼音格式 漢語拼音 發音檔 有 (詞彙、句子) 
內容呈現方式 文字、圖案、動畫 
內容項目 30 課的基本會話課文 
有關漢字內容 生字筆順動畫 
網站功能 網站使用與各項目內容介紹、指導 

每一課有固定的結構，包括生詞、由動畫影片與文字呈現的課文內容、

語法解釋、補充會話、練習以及文化知識補充。每一課的頁面提供詞彙詞庫、

漢語拼音的解釋及句型庫的連結，作為學習的輔助。會話內容提供漢字、漢

語拼音及泰文翻譯。補充會話另提供每一句的發音檔。生詞介紹部分，以動

畫字卡的方式來呈現，內容包括字樣、筆順動畫、漢語拼音、發音檔案以及

泰文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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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Chula Online E leaning 之基礎漢語 (Basic mandarin) :  

http://www.chulaonline.com/Default1.asp#  

網站語言 泰文 漢字字體 正 
拼音格式 漢語拼音 發音檔 有 (詞彙、課程解釋語音) 
內容呈現方式 文字、圖案、動畫 
內容項目 漢語拼音教學 (內容、練習題)；會話教學(會話課文、會話內容

的解釋、生詞、句子結構、練習題) 
有關漢字內容 無 
網站功能 練習提示 

 

《線上朱大》是一個付費的教學網站。漢語是該網站提供線上教學的科

目之一。 從教學網頁所提供的教學範本來看，教學的方式是以教師聲音的

解釋配上如 PPT 頁面的內容。除了說明部分以及翻譯都是泰文外，每部分

的解釋方式也顯得看出是從泰國學習者學習立場的考量而設計出來的，如

下： 

一、提醒泰國學習者可能犯錯或誤會的地方，如：哪些漢語的音，泰語

人不太會發，或者常常發錯的等。 

二、解釋的過程是不斷段地進行漢語與泰語對比分析，如：每個漢語拼

音的聲母，可能與泰語的某個聲母相同、相近或完全不一樣等。 

1.3) 青睞府 Anuban Khiang Khong 小學學校之基本漢語教學網站：

http://www.anubanck.ac.th/chinesenamo/chinese%20class.htm  

網站語言 泰文 漢字字體 簡 
拼音格式 漢語拼音 發音檔 無 
內容呈現方式 文字、圖案、動畫 
內容項目 漢語拼音教學；簡單詞彙介紹；簡單會話 (共 6 個題目)；兒童歌

(提供歌詞與漢語拼音，目前有一首歌)；成語故事(內容包括中文

故事與泰文翻譯，目前有一個故事) 
有關漢字內容 漢字來源 (共提供七個漢字演變的圖畫，圖案稍微可擺動，但不

是演變的動畫) 
網站功能 學習內容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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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項目的開始，先為學習者介紹所包含的內容以及學習的指導。因為

是小學學校所製作的網站，所以不管是顏色、圖畫以及字形，都是使用較可

愛、能吸引學習者的注意力的方式來呈現。同於說明部分的用語，均是很活

潑、簡單的語氣。 

可惜的地方是，在該網站裡沒有音效，沒有可發音的語音檔，因此尚需

要教師指導使用，或者用於輔助教師的教學。其次，若多加一些動畫，將使

網站更具吸引力。最後，網站內容雖然涵蓋了很多項目，但是每項目所提供

的內容非常少，可說只能當教學的範例，尚無法當作教學的真正教材。 

1.4) Naresuan 大學文學院網站之針對泰國人的漢語教學  (การเรียนสอน

ภาษาจนีสําหรับคนไทย)：http://www.human.nu.ac.th/ 206111/ eksanc.htm  

網站語言 泰文 漢字字體 簡 
拼音格式 漢語拼音 發音檔 有 (單字、句子) 
內容呈現方式 文字、圖案 
內容項目 漢語語音系統教學、會話、語法、常用句子、漢語歷史、漢語作

為的二語言的教學、小說、成語等 
有關漢字內容 漢字筆劃筆順規則 
網站功能 提供學習指導與目標 

 

內容以漢語語音系統與漢語語法的部分最為豐富，除了分為很多項目

外，教學內容尚很詳細。所提供的發音檔很不自然，發音速度過於緩曼。另

外在內容說明的部分，雖然以人的聲音來進行解說，但亦是非常不自然的說

法，聽起來很不舒服。其實，可用自然的說法來解釋，不必按照每個字讀出

來。 

此外，雖然有「漢字學」的項目，但是內容只提供筆劃與筆順的規則，

以及一些漢字的筆順動畫。而這些動畫是以整筆劃一齊其出現，看不到筆劃

的寫法，筆順也不夠順暢。至於網站其他單元所提供的資料均以文字來呈

現，所包含的內容並不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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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SPT Chinese learning：

http://www.webspt.com/ch_language/chinese/chap1_01.htm  

網站語言 泰文 漢字字體 正 
拼音格式 漢語泰文拼音 發音檔 有 (整段會話、詞彙) 
內容呈現方式 文字、圖案 
內容項目 三等級的基本的漢語會話課 (目前只有第一級的內容)，共 10 課。

每一課的會話內容包括：會話課文、生詞解釋、補充詞語。 
有關漢字內容 無 
網站功能 提供學習指導與目標 

 

該網站所提供的教學內容，顯然是為了零程度漢語學習者用來自學，特

別是在漢語的拼音部分，全部都用泰文來拼。亦可見網站的學習目標是以「溝

通式」為主。該方法的優點在於，雖然學習者完全沒有漢語的基礎，仍能馬

上學習與發出聲音，可省略學習漢語拼音的時間。同時可以語音檔來學習及

模仿發音。但若將焦點放於「發音」，其所用的泰文拼音尚有缺點。因很多

漢語的語音，在泰語裡沒有或者只有接近的音，所以並不是完全都能用一般

的泰文拼法拼得出來。在使用泰國人熟悉的泰文拼法的情況之下，該網站只

選擇「音近」的泰語來代替不同的漢語語音，如：j、z、zh 的音，全部都

用泰文的 「จ」( [  tɕ  ]  ) 來拼。因此，在如該網站沒有任何有關漢語發音的

說明指導的情況下，這些的泰文拼漢語語音，只能作為幫助發音的參考，學

習者同時也必須去聽網站所提供的發音檔，否則尚會造成學習者發音上的問

題。 

1.6) Chiness Class Learning (ภาษาจีน เรียนฟรี) 免費教中文：

http://bkkchineseclass.blogspot.com/  

網站語言 泰文 漢字字體 正、簡 
拼音格式 漢語拼音、注音 發音檔 有 (課程解釋、詞彙) 
內容呈現方式 文字、圖案 
內容項目 基本漢語教科書在線教學、華語歌 (歌曲、歌詞) 
有關漢字內容 有一部分的家學內容提供筆順圖 
網站功能 網站學習步驟說明、聯絡站長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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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網站是一位會泰語的台灣老師─洪老師─所製作的漢語教學部落

格。所教學的內容是這位老師將幾本在泰國出版的漢語教科書，如：《五百

字學華語》、《基礎中文》等，分別掃描，再將那些圖案分配、剪段，而放入

網站，之後附上其本人朗誦與解釋課文和生詞的 mp3 檔。學習者可把所掃

描的圖案放大，一邊看內容，一邊聽解釋與發音。站長提供了行動電話號碼、

msn 帳號以及電子郵件地址，學習者若有問題，可藉由該管道與站長聯絡。 

網站提供使用的說明，學習者可知道一進來應該從何處學起，例如：說

明部分指出剛進來網站者，在學習每本書之前，必須從漢語的發音開始。發

音部分提供注音與漢語拼音的教學，再附上解釋與發音的語音檔。 

每個項目的教學順序部分，因已經按照教科書的順序，由第一課到最後

一課去學習，因此在學習上不太有很大的問題。但是教學內容部分，因內容

都源自不同的出處，使呈現方式與格式不相同。有的教科書使用簡體字配上

漢語拼音，有的是正體字配上注音符號，有的是兩者兼有，有的提供生字的

靜態筆順為練習寫字，有的完全沒有。難以控制課文的內容以及格式。 

1.7) Speaking Chinese: http://www.speakcn.com/  

網站語言 泰文 漢字字體 簡 
拼音格式 漢語拼音、泰文漢語拼音 發音檔 有  
內容呈現方式 文字、圖案 
內容項目 漢語綜合知識 
有關漢字內容 漢字筆劃筆順規則的介紹、正簡體字的介紹 
網站功能 聯絡站長方式、更新內容顯示 

 

所提供的教學項目為漢語拼音教學、一些的漢語語法介紹 (動詞與詞

序、時間、量詞、動詞「有」)、11 課的會話教學、由文字性及簡單圖畫呈

現的漢字筆劃筆順規則的介紹、泰國大學聯考考古題與解釋、中文歌曲 (包

括歌詞、泰文翻譯及與 youtube.com 連接呈現的音樂錄影帶 )、其他，如：

部首與查中文字典的方法、正簡體字的介紹等。 

該網站的特點為，除了提供漢語拼音的語音檔外，為了更貼近泰學習者

的認知，在解釋的內容尚提供用泰文拼出來的漢語發音。同時在教學的內容

中，常以「漢泰語」比較分析的方式來解釋。 



 

77 
 

1.8) Chinese eduThai.com: http://www.eduthai.com/chinese/  

網站語言 泰文 漢字字體 簡 
拼音格式 漢語拼音、泰文漢語拼音 發音檔 無  
內容呈現方式 文字，圖案 
內容項目 會話(有泰文翻譯，共 16 課)、漢語拼音教學、中文歌曲學習(提

供三首歌的伴唱音樂)、泰國漢語教學機構介紹 
有關漢字內容 漢字書寫規則 
網站功能 聯絡站長方式 

 

在「在哪裡學中文」(在泰國的漢語教學機構介紹) 的項目之下有「漢

字書寫規則」的內容。該部分內容以文字與簡單筆劃、筆順圖畫來呈現。不

過，這項目不應該在這個位置，而應該放在首頁的選單，才易於找到。 

很多連結不能使用或者未完成，如：台灣廣播電台網站的連結

(http://www.hitoradio.com/ )， 本來這項的連結是希望使用者可以聽到廣播為

練習聽力，但是因為只連接到廣播電台的網站，所以使用者得懂中文，才能

找到線上廣播。除此，「漢語教學機構介紹」項目裡，可點按進去，但是完

全沒有內容。 

1.9) Study Chinese.com ：

http://www 2. cs.science.cmu.ac.th/person/vilaiporn/studychinese/content 1. asp  

網站語言 泰文 漢字字體 正 
拼音格式 泰文漢語拼音 發音檔 有  
內容呈現方式 文字，圖案、動畫 
內容項目 綜合漢語知識 
有關漢字內容 介紹正簡體字、四個漢字的筆順動畫、漢字書寫練習 (無法使用)
網站功能 強制性學習步驟 (必須按照步驟，無法點按其他內容) 

 

所包含的教學內容有五項：一、介紹正簡體字；二、漢語拼音教學 (提

供泰文拼音及發音檔)；三、「漢字書寫規則」內容只提供四個漢字的筆順動

畫，沒有其他說明；四、六組的常用詞彙教學，以 Flash card 方式來呈現，

每一個詞彙的 Flash card 內容提供漢字、漢語拼音、泰文翻譯、中文發音語

音檔、泰文翻譯語音檔；五、會話課文，共 14 課，但此項尚無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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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詞彙教學部分，只能按下一頁去看下一個字，不能自行決定順序。

在這個部分尚發現很多錯誤，如：有的詞的漢語拼音錯誤 (「星期」xīngqī 寫

成 “xīngqi”)、發音的語音檔不正確 (「昨天」發成 “zǒutiān”) 等。 

另外，提供以 Flash 呈現的練習區，包括學過詞彙的練習與漢字書寫練

習。詞彙練習部分，在不同分類的詞彙有不同的練習方式，如：按照題目顯

示的詞彙，點按正確的圖案；記得在小卡圖背後的漢字，再將兩個一樣的漢

字配成一對等。寫漢字練習部分，提供一個空白版給學習者用滑鼠寫字。但

是，除了沒有題目，不知道要寫甚麼字外，此「寫字」的功能尚無法使用。

使用時，一拉滑鼠就會出現筆劃，但是不能停筆，每一次動了滑鼠就一直有

線出現，沒辦法寫成一筆一劃的漢字。 

1.10) 跟小林學漢語網: http://www.geocities.com/pan_amy_2000/chinese/  

網站語言 泰文 漢字字體 簡 
拼音格式 漢語拼音 發音檔 有 
內容呈現方式 文字、動畫 
內容項目 基本會話 
有關漢字內容 無 
網站功能 聯絡站長方式 

 

其唯一以動畫來呈現的部分是詞彙教學。使用者在圖案上點按想學習的

物品後，該圖畫將有動畫，並出現泰文翻譯，再出現漢字、漢語拼音及中文

發音。此部分尚有簡單會話的動畫，顯示中文句子、漢語拼音、會話中文發

音。不過，其缺點在於漢語語音檔的發音非常不標準。除了帶有很濃厚的泰

國口音外，其發音尚有錯誤，如：“綠色 lǜsè＂發成“liùsè＂等。 

1.11) 朱拉隆攻大學文學院東方語言學之中文系網─泰國華語文教

學：http://tcsl.ntnu.edu.tw/thai/index.htm  

網站語言 泰文 漢字字體 正 
拼音格式 漢語拼音 發音檔 無 
內容呈現方式 文字 
內容項目 七項「漢語教學難點」的介紹 (語法點)、漢語支援連結  
有關漢字內容 漢字教學、學習支援連結 
網站功能 聯絡站長方式 



 

79 
 

所蒐集連結部分包括：在泰國的漢語教學機構名單與連結，以及非常豐

富並有泰文說明的漢語支援連結。 

1.12) 其他：提供漢字筆劃與筆順規則介紹的泰文網站，如：

Clinic2Learn.com21、China2learn.com22等。除了提供如以上網站的內容外，

有些網站尚提供漢語教學影片，如：曼德琳漢語教學中心網站漢教俱樂部之

一天一字23、蓋崗翁皇宮學校網之衛星華語教學24等。 

(2) 提供針對泰國學習者的漢字支援網站  

除了提供漢字筆劃筆順規則的內容外，其他漢字知識項目均是漢語知識

支援網站的其中一項，如下： 

2.1) Manager Online 之漢字演變介紹 (วิวัฒนาการของตัวอักษรจีน) 25 

 本部分內容是 manager.com 網站的「中國文化」單元下的文章之一，

是一篇介紹不同時代的漢字與演變過程的文章，並提供各時代漢字的圖案與

圖說，長度為一個頁面。文章裡的漢語專有名詞，另提供漢字與泰文的解釋，

一部分用泰文的翻譯，如：甲骨文 → ตัวอักษรจารบนกระดูกสัตว、「金文 」→ ตัวอักษร

โลหะ；一部分使用音譯加義譯，如：「楷書」→ อักษรขายซ ู(Ak-sorn=文字 + Kai 

shu=楷書)。 

2.2) CRI online (泰文) 之中國百科──漢字的來源與演變 (ความเปนมาและ

วิวัฒนาการของตัวอักษรจีน)：http://thai.cri.cn/chinaabc/chapter14/chapter140507.htm  

 

 

 
                                                 
21 Clinic2Learn : http://www.chungtec.th.gs/web-c/hinese/Index.htm 
22 China2lean.com: www.china2learn.com  
23 曼德琳漢語教學中心──漢教俱樂部之一天一字： 

http://www.hanjiaoclub.com/?name=zhong 
24 蓋崗翁皇宮學校之衛星華語教學：

http://www.dlf.ac.th/dltv/library/library.php?pid=5666&lang=th 
25 Manager Online.com 2004 年 1 月 9 日：

http://www.manager.co.th/China/ViewNews.aspx?NewsID=4735454995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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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站語言 泰文 漢字字體 無 
拼音格式 無 發音檔 無 
內容呈現方式 文字，圖案 
有關漢字內容 介紹漢字來源於演變的一篇泰文文章，提供不同時代漢字的圖

案，但沒有提供圖案的說明 
網站功能 無 

  

2.3) 泰國中華總商會中中學院網之「來認識漢字」單元 (มารูจักอักษรจีนกัน

เถอะ)：http://www.tcbl-thai.net/index.php?lay=show&ac=article&Id=5384248 

網站語言 泰文 漢字字體 簡 
拼音格式 無 發音檔 無 
內容呈現方式 文字 
有關漢字內容 漢字為何與其他文字不同及略為介紹漢字的來源、學習漢字的重

要性、漢字表義的特點、學習漢字的特點 
網站功能 無 

 

 各項項目的名稱與文章的內容相當偏離。而且，內容似乎只搜集了有

幾篇有關漢字的文章，沒有安排內容與學習順序。各項所包含的內容也不齊

全，很容易使學習者誤解。看完後可大概地認識漢字的性質與特點，算是一

般介紹漢字的基本資料支援。 

2.4) 綜合漢語 (ปกิณกะภาษาจีน)  Oriental Culture Academy : 

http://www.ocanihao.com/pakinnakafr.html 

網站語言 泰文 漢字字體 簡 
拼音格式 漢語拼音 發音檔 無 
內容呈現方式 文字、圖案 
有關漢字內容 重疊部件漢字、漢字演變介紹、基本的六書概念、形聲字介紹 
網站功能 無 

 

 選單上有四項有關漢字的項目：造字法、「舊至新的漢字」1-2、漢字演

變。以「造字法」為題目的項目，內容卻有關重疊部件漢字，並稱之為一種

的造字法。「舊至新的漢字 1」的內容解釋漢字的演變，正體字也算是「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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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字」之一，之後演變成簡體字，內容提供幾個漢字演變圖案的例子。「舊

至新的漢字 2」介紹很基本的「六書」概念，全部內容只有半頁。「漢字演

變」部分的內容卻是形聲字的介紹。 

 雖然難得找到有關漢字支援的泰文網站，可是卻有很多缺點。首先，

該網站所命名的題目顯然與真正的內容非常不相關。此外，因網站未提供整

個漢字原則的框架，而只取出一部分的內容來解說，加上解說的內容有很多

模糊點與錯誤，很容易造成學習者對整個漢字理念產生混淆與誤解。 

(3) 討論 

 (一)  內容格式方面：15 個網站中，有 8 個使用簡體字與漢語拼音，4

個網站直接用漢語泰文拼音。在發音部分，有 8 個網站提供語音檔，包括母

語者的發音以及泰國人的發音。另外 4 個網站，以泰文拼出那些語音代替語

音檔，讓學習者以較習慣的泰語來學習漢語的發音。原因可出於該網站的教

學目標與對象不同。因此，在不提供漢語拼音教學內容的網站裡，便直接使

用語音很豐富的泰文來拼。其實，這各方大是泰文文章在引用漢語詞彙或專

有名詞時的書寫方式，是泰國人較熟悉的外來語音處理方式。 

(二)  內容項目方面：所有的泰國漢語教學網站 (11 個) 皆以漢語拼音

教學以及基本會話教學的內容為主，其中 2 個額網站提供語法的解釋。有 8

個網站提供有關漢字的資料及教學，但其內容非常相似，絕大部分是提供筆

劃及筆順的規則。此點可見，泰國漢語教學網站最主要目標在於，學習者可

使用簡單的會話、學習常用詞彙以及知道漢字的書寫規則。 

 (三)  內容細節方面：除了大多數網站提供為主要內容之─漢語發音

介紹以及會話課文─具有較齊全與正確的細節外，其他項目的資料極少，甚

至有些部分始終保持未完成的狀態，如：漢字書寫介紹只有幾個漢字的筆順

動畫；華語歌練習，只有幾首歌的內容等。另外，其所包含的內容尚有很多

錯誤。 

(四) 漢字內容方面：除了筆劃筆順規則的資料外，有關漢字的其他內

容只屬於漢語綜合支援網站的一部分。此資料都以漢字介紹的文章形式來呈

現，算是漢字支援的資料，並沒有教學效果。所提供的內容大致為介紹漢字

與泰文文字所不同的表意文字形值、六書的略為介紹以及漢字不同時代的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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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可見其目標只為，使泰國學習者能進一步的了解漢字形式與來龍去脈，

而不是進行漢字的教學或幫助學習者解決漢字學習的問題。 

亦因為網站所提供的內容不齊全，在未有整題學習架構說明的情況下，

只取出某一部份內容來解說，可令學習者易於誤解整教學的架構與內容。 

可見泰國網站所提供有關漢字的基本知識以及掌握漢字技巧的教學性

內容非常的缺乏。甚至有些網站都儘量不提供漢字，並以不必學習漢字而學

會漢語的教學方法為吸引學習者的口號。此方式雖然對只將學習漢語為簡單

的溝通工具的人士很有好處，可是對有興趣學習漢語者，可能造成其對漢字

的誤會及不良的觀念。因此，除了應該提供漢字的教學外，尚該增加更多的

漢字背景與掌握技巧的內容。 

 (五) 內容安排方面：從 15 個網站，有 5 個提供網站使用說明、有教

學效果的內容以及內容的順序安排，如：CRI online、Chula Online E leaning

等。其外的網站，雖提供很多方面資料，但僅能算是提供漢語教與學的支援，

尚未有學習順序的安排。真正的學習過程，除了要吸收學習的內容外，尚需

要複習與練習，才能增加學習內容的了解度，但 15 個網站中只有 2 個提供

課後的練習，因而尚無法達到教學的效果。 

 (六) 多媒體與網站功能的運用方面：泰國網站所提供的多媒體資料非

常少。較常見的是提供發音檔，而其他資料多以靜態圖案與文字來呈現，互

動空間較少。漢字筆順也是靜態筆順圖案。除了 CRI 網提供較完整的筆順

動畫外，其他的都是比較沒有真實感的，是─以一整筆出現─筆順動畫，無

法看到筆劃的書寫方法。 

在泰國漢語教學網站的各個方面，網路功能亦是有很大進步空間的一

項。除了網站裡各項內容 以及提供相關資料網站的連結外，皆沒有其他項

的網路功能。主要缺乏的功能為：沒有網站內的搜尋工具；沒有求助支援為

幫助使用者解決網站使用中可能發生的問題，只能藉由電子郵件與 站長聯

絡；除了 china2learn 與 manager.com 提供留言版外，其他網站沒有使用者

可發表或提問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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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小結 
從不同語言網站之漢字教學內容來看，較有漢字教學效果網站是英語與

華語的網站，尚沒有真正針對泰國學習者的漢字教學網站。至於如何進行針

對泰國學習者漢字教學網站的設計？除了網站語言是泰國學習者能易於掌

握內容的語言外，其實可提供如目前各種語言網站所提供的同樣資料。但

是，不能只以「翻譯」的方法來處理內容，而是要加以篩選較符合泰國學習

者需求的內容。如在本章第二節所述的幾個泰文網站，在其解釋的方式與內

容中，常進行漢泰語的對比分析，並指出泰國學習者可能犯錯之處等。此項

的主要原因在於，不同國際背景的學習者有不同的學習需求。就如 邵力敏 

(2001) 所提「目前的對外漢字教學缺乏針對性的對不同國別、不同漢語水

平的外國學生的漢字學習的規律的研究」。因此，開發針對泰國學習者漢字

教學的網站尚是目前該更多探討與研究的一個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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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需求分析 
本章主要內容為針對泰國華語學習者與教師對漢字教與學的經驗與意

見進行分析，作為針對泰國學習者漢字教學網站之規劃理念。首先由略為介

紹資料蒐集的方法，再針對各題目的資料進行量化的統計、統計結果分析與

質化性的分析。 

 

第一節 資料蒐集施行介紹 
本章所分析的資料，藉由兩種不同的蒐集資料方法：一、問卷調查；二、

訪問。所進行方法與蒐集到的資料如下： 

 
一、問卷調查 

問卷分為：「泰國學習者對漢字學習意見調查」與「泰國教師漢字教學

意見調查」。問卷發送至泰國北部、中部及東北部，共七個漢語教學機構，

分為六所大學的中文系，以及一所有漢語課程的高中學校。所回收之問卷分

為： 

(1) 泰籍的漢語學習者共 203 位，其中 186 位是中文系的大學生，15

位是選修漢語課的高中生以及 2 位是中文系的大學畢業生。 

(2) 泰國籍漢語教師：分為高中學校的漢語教師 2 位；大學漢語教師 19

位。 

(以上內容之細節見第三章，第三節之二。) 

問卷回收完畢後，針對各題目資料與受訪者另填寫的理由與意見進行統

計為量化研究的資料，並從該統計資料整理為各種方面的需求項目與進行分

析。 

 
二、訪問 

針對漢字教與學的經驗與意見內容進行訪談。訪問對象分別為不同漢語

學習背景的受訪者，共 15 位，分為：非漢語教學經驗之學習者共 5 位 (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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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為 SI 1 至 5)；有漢語教學經驗之學習者共 6 位 (代號為 SI 6 至 11)；漢

語教師共 4 位 (代號為 TI 1-4)，細節為表 三-13、14。 

至於泰國漢語教師訪問對象部份，當筆者親自至 4 個漢語教學機構發送

問卷時，除了請該機構負責人與漢語教師節由問卷來分享漢字教學的經驗與

意見外，亦詢問有關其自身與機構之漢字教學情況與制度 (見第三章，第三

節之三) 。 

所訪問的資料亦另外在各種需求的項目進行分析與討論。 

 

第二節 漢字教與學在泰國的難點 
一、 學習者掌握漢字的難處 

(1) 問卷資料分析 

表 五-1 問卷調查─學習者自判之自身漢字掌握的難度─資料統計分析表 

學習漢字難度 沒有 少 中 多 總計 
人數 4 27 125 47 203 

總人數 %  
( N =203) 

1.97% 13.30% 61.58% 23.15% 100.00% 

 

從表五-1 ─ 問卷調查「認為自己對漢字的掌握有何難處」一題的資料

統計發現，大部分學習者自身認為其漢字掌握之難度為「中」程度以上，佔

了總人數 80.72 %，其中總人數百分比最高為 「中」 程度─61.58，其次

為 「多」程度─23.15。而認為自己掌握漢字之難度為「少」與「完全沒有」

的學習者，佔了總人數百分比之 15.27，離難度為「中」程度之總人數百分

比尚有一段距離。此表示在漢語不同程度學習者的想法，尚認為掌握漢字的

確是其學習漢語的難處之一，而且其難度也不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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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五-2 問卷調查─學習者學習漢字問題項目─資料統計分析表 

學習漢字   
問題項目 

認為漢字

難寫/難記 

無法記

憶漢字 

多/少寫 

筆劃/部件 

部件位

置錯誤 

部件大小

比率錯誤 

其

他 
總計 

學

習

者

意

見 

次數 139 132 117 80 79 9 556 

總次數 % 

(N= 556) 
25.00 23.74 21.04 14.39 14.21 1.62 100.00 

總人數 % 

(N = 203) 
68.47 65.02 57.64 39.41 38.92 4.43 --- 

教

師

意

見 

次數 20 15 18 9 15 0 77 
總次數 % 

(N= 77) 25.97 19.48 23.38 11.69 19.48 0 100.00 

總人數 % 

(N = 21) 95.24 71.43 85.71 42.86 71.43 0 --- 

(問卷此題目為複選題。) 

從表五-2─學習者與教師意見調查的總人數百分比來看，學習者對其本

身的漢字問題，無論何項目皆低於教師的估計。學習者與教師認為泰國學習

者漢字問題最多為─漢字難記又難寫，佔了總人數之 68.47% 與 95.24%。

其他項目的順序皆相同，而唯一不相同的是─漢字部件大小的問題。學習者

總人數 38.92 % 認為自己有─書寫漢字部件的大小不正確─問題，而

71.43% 的教師認為泰國學習者有該項的漢字問題。依據教師的經驗，此項

問題可是泰國學習者漢字教學的大問題之一。但就學習者的意見而言，其本

身卻不是很了解，自己這一項問題的確很明顯。因此，除了前幾項的問題之

外─漢字部件大小的問題─尚是該要特別注意的項目。 

(2) 訪問資料分析 

(一) 根據訪問的資料，受訪者當初接觸漢字亦認為漢字難記難寫與常

常少寫筆劃。 

SI 1 表示：“我認為漢語最難的是書寫，漢字真的是世界上最難的文

字。因為我們真的要整個字，每一筆一畫都要這樣記，不像泰文或英文，只

把字母來拼，不要花太多腦袋。我常常在寫字時忘了寫小小的筆畫，覺得這

是太零星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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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於 SI 9 ，表示： “我常常忘記寫字小點，特別是筆劃比較多的字。” 

SI 11 表示：“漢字很難記，雖然會寫了，可是很久沒有用就會忘記。

這個跟筆劃多少沒有關係，例如：「喜歡」、「難」有那麼多筆劃，可是都不

會忘記；反而，筆劃比較少但是不常見的字卻不會寫，例如：「箝」，很少用

到，會認可是不會寫。＂ 

(二) 此外，其寫錯字的原因最多為常於對相似的字形混淆。 

SI 5 表示：“字形相似的字，如果同時學會常常搞不清楚。＂ 

SI 6 受訪者指出：“以前都把「怎」字寫成「作 + 心」。老師也好像

不太注意到，都沒有幫我改，使我寫錯了很久。＂ 

 
二、泰國教師漢字教學的問題  

從訪問的資料：SI 6 、8、10、11 表示，其實自己對漢字的概念不是

很深，比較了解的內容僅有典型的象形、會意、形聲字，因而能夠分析的漢

字不多，很多漢字亦不知道該如何教學。另外以其所知，在其曾經任教單位

的其他教師之漢字教學的情況非常與其相似。 

其他有教學經驗的學習者對象，以及 TI 1-4 (教師)皆表示，通常上課的

時間非常有限，而要教學的內容非常的多，因而沒有時間進行漢字的教學。

僅是交代學習者抄寫漢字為作業。 

 

第三節 泰國漢字教與學方式 
 
一、學習者對漢字教學方式的意見 

(1) 問卷資料分析 

問卷之─學習者對其教師所採用的教學方式之滿意度為何─一題，因每

位教師所採用的教學方式皆不同，受訪者接受過的漢字教學方式因而亦不

同，所以此問卷題目作為複選題，並必須分成兩個階段。首先統計學習者所

學過的各教學方式的總次數，再依據各教學方法的總次數去計算其對各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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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的滿意度。 

滿意的評分方式為，提供學習者五個選項，分為：非常不喜歡、不喜歡、

無意見、喜歡、非常喜歡。在計算時以 1 至 5 之小到大的順序為各選項的

分數；50% 以下的滿意度為「負面的指標」；50% 以上為「正面的指標」。 

 

表 五-3 問卷之─學習者對教師所採用的教學方式的滿意度─統計表 

教學方式 
介紹部件/

部首/字根 

解釋字

的來源 

指出常出

現的錯誤 

比較相似

的漢字 
不教學 

所選總人數 (N) 164 142 135 134 43 

滿意分數 673 584 562 544 109 

滿意總分數 ( = N x 5) 820 710 675 670 215 

滿意度 % 82.07 82.25 83.26 81.19 50.70 

 

從表 五-3 可見，學習者對教師使用的教學方式的滿意度，除了─不進

行教學─僅有 50.70%，在於「無意見」的指標外，其他項目的滿意度皆高

達 81.19% 至 83.26%。此代表學習者對漢字的各種教學方式非常有好感，

亦認為這些方式有助於漢字的掌握。 

(2) 訪問資料分析 

從訪問的資料，每位學習者對象第一次學習漢語的經驗，皆以課文內容

為先。至於漢字的學習過程，7 位受訪者指出，當時教師完全不解釋漢字的

來源，只進行漢字書寫的介紹與基本的筆畫和筆順的規則。因此其唯一學習

方法是「抄寫」，SI 9 表示：“如果寫錯了，老師就要求再重寫。可是，有

時寫久了，筆劃就自動變少，所以不知道常常練寫，真的有幫助嗎？＂。對

於漢字基本概念「形、音、義」的關聯，學生自己必須自創。 

此外之 4 位受訪者表示，除了一開始教師介紹漢字書寫規則外，尚取出

較顯然的象形字，容易了解的一些會意字、形聲字，進行略為的解釋，如：

SI 11 指出：“老師會介紹「海」、「河」字有「三點水」，「我」字有「手」、

「戈」。至於比較難分析的字，如：「喜」、「歡」，老師就不分析了。＂ 

SI 6 表示：當時一年級的老師是中國人，開始就在黑板教我們寫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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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像說些甚麼，可是完全聽不懂。後來 3-4 年級時，有一位泰國老師在教學

時開始解釋分析一些漢字，說哪些字有「木」、「水」等，但是不能解釋的，

老師也不解釋，所以大概知道怎麼掌握漢字。可是因為要當漢語教師，所以

自己找書來看，之後才比較了解部首與部件在漢字學習的作用。 

不過，從學習者的意見發現，以上的解釋方式較有限制。首先，因時間

的關係，較師只能解釋少部分的漢字，而且作為解釋的對象皆是課文裡的

字，見一個解釋一個。但對於未解釋的漢字，學生並無法了解如何掌握那些

漢字。另外，有時學習者不太了解教師分析漢字的作用，如：SI 2 對象指

出“在開始學漢語時，有時教師也解釋所看到的字有些甚麼小小的成分 (指

“部件＂)，如：人、豕、广、宀，但是到最後不知道這是為甚麼要學的，

所以就沒有再記了。”   

有 5 位學習者受訪對象表示，因漢字難以記憶，除了進行漢字書寫的教

學外，尚希望教師為學習者介紹、建議其他有效地掌握漢字的方法。(SI 1、

SI 2、SI 3、SI 6、SI 8) 

另外，每位學習者說自己學習漢字的經驗，教師解釋漢字時，只是告訴

他們這些字是從圖畫演變出來的，但是並沒有提供圖畫。使學習者無法將現

在看到的漢字，連接到原來的圖畫。因此每位受訪者提出意見，應該提供演

變的圖畫。主要是讓學習者將這些漢字的記憶存到長期記憶庫中。 

(3) 討論 

從訪問與問卷的資料，對於教師所進行漢字分析的方法，是值得討論之

處。就教師透過學習者所學的漢字為分析的對象，學習者可了解該字造字理

念，亦有助於該字的掌握，但可否以該概念為學習其他字的方法？只使用如

此方式，學習者是否一直需要教師來進行每個字的分析？在有限的教學時

間，對於教師無法解釋的漢字，學習者又如何自我學習？ 

因此，真正有助於學習者的漢字學習的教學方式，不該僅是分析生字，

而是為學習者說明如何運用學過的字、所分析的構件為學習新字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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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師對漢字教學方式的意見 
 

表 五-4 問卷之─教師認為應該進行的漢字教學方式─統計表 

教學方式 

應該教學的項目 不要用   
其他方法   
(只教漢字

書寫規則) 

總計 介紹部件/

部首/字根 

指出常出

現的錯誤 

比較相似

的漢字 

解釋字

的來源 

次數 20 19 18 16 0 73 
總次數% 
(N = 73) 27.40 26.03 24.66 21.92 0 100.00 

總人數% 
( N = 21) 95.24 90.48 85.71 76.19 0 ---- 

 

從表 五-4 ，教師問卷「除了抄寫漢字外，應該如何進行漢字教學？」

一題之意見統計，大致而言，除了要學習者抄寫漢字外，教師尚建議進行其

他項目的漢字教學。雖問卷調查結果的次數最高為─部件、部首、字根的介

紹，佔了總人數之 95.24%，但其他教學方式皆有很高的總人數百分比，從

76.19 至 90.48。可見在教師之受訪對象的看法，為了幫助學習者掌握漢字，

尚應該採用不同的教學方法。 

 

三、難記憶漢字的教學方式 
(1) 問卷資料分析 

此題目資料的統計方式與第一題目相同：先統計各種教學方式之總次

數，之後進行計算各項目之滿意度。 

 學習者意見 

 表 五-5 問卷─習者對教師用於難記憶漢字的教學方式之滿意度─統計表 

教學方式  
(複選題) 

提供記

憶技巧 
解釋字

的來源 
提供字形 

演變的資料 
不教 

次數 (N) 118 168 84 53 
滿意分數 496 696 340 136 
滿意總分數 ( = N * 5) 590 850 420 265 
滿意度 % 84.07 81.88 80.95 5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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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表五-5 可見，學習者對─教師提供難記憶漢字─的各種教學方式非

常滿意，各項教學方式的滿意度皆有 80.00 % 以上。而對「不教學」的滿

意度為 51.32% ，在「沒有意見」的區域，其原因可出於在學習者未有體驗

過任何一項的漢字教學的情況下，便無法體會那些知識對其的漢字學習有何

幫助。 

 1.2) 教師意見 

表 五-6 問卷─教師意見之難記憶漢字的教學方式─資料統計表 

項目 
提供記

憶技巧 
解釋字

的來源 
提供字形 

演變的資料
其他 不教 總計 

次數 19 18 9 2 0 48 
總人數 % 

(N =21) 
90.48 85.71 42.86 9.52 0 ---- 

總次數 % 
(N =48) 

39.58 37.50 18.75 4.17 0 100.00 

  

從表 五-6 發現，90.48% 的教師認為─提供學習者記憶的技巧─可幫

助學習者掌握難記憶的漢字，是此項題目最高的成績，亦佔了總次數之 

39.58%。同於學習者的意見，亦對該教學方式的滿意度排為第一名，滿意

度高達 84.07%。其次為─介紹漢字的來源。對於─提供漢字演變的資料─

選項，雖然教師與學習者意見的統計結果皆排為第三名，但只有 42.86% 的

教師點選 ( 21 位中之 9 位)，而學生對此教學方法的滿意度卻高達 80.95%。

以平均的滿意度來看，學習者對每一種漢字教學方式的滿意度相當的高，從

80.95-84.07%。可見，在碰到難掌握的漢字時，學習者對教師的指導教學的

需求可不少。 

 (2) 訪問的資料 

2.1) 學習者意見 

同於訪問的資料，學習者對象表示在其學習漢語一段時間後，教師曾經

在學習者常出現錯誤的漢字進行解釋，有時解釋該字從何圖畫演變而來、或

進行分析字的結構。可是，其後來才知道，有一部分漢字的解釋，其實不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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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字真正的來源，而是教師提供的記憶技巧而已。不過無論是何種的技巧，

大部分皆可使其能記憶那些漢字，因而非常喜歡教師所提供的技巧。 

SI 3 受訪者指出，他的一位老師學過漢字學 (受訪者自己認為，不知正

確與否) ， 除了在課堂上解釋漢字外，當每次碰到學生對某個漢字的掌握

有些困難，便立刻解釋其的來源或者以構成的部件來分析造字的概念，使學

生如今仍然記得。 

2.2) 具有漢語教學經驗者的意見 

大部分受訪者認為因大部分的泰國教師對漢字知識的程度不深，在進行

教學時僅能進行分析比典型的字，因而常常時候為學習者提供自己的漢字掌

握技巧。 

SI 8 受訪者提供自己教學的經驗：有的漢字不好記，因此他將自己當初

記得這個字的技巧提供給學生，如：“冬 ＂的上面就是“雲＂，下面有兩

顆雪；上天在下雪就是冬天的“冬＂。之後當其成為漢語教師時，並將這個

技巧告訴學生，他們從此再也沒有把這個字寫錯了。 

SI 10 亦指出，當遇到學生常寫錯的字，他將告訴學生自己判斷那個字

長得甚麼，可從整體來看，或者一部分一部分來看。接著自己做個聯想，創

造自己記得那個字的技巧。 

每位受訪者認為這種的技巧能夠幫助學習者掌握漢字。至於是否使學習

者誤解漢字真正的來源，其認為，這種方法應該用於不好記憶漢字或者當漢

字的來源過於複雜，無法幫助學習者記憶的時候。總之，首先告知學習者該

字的來源，若學生仍無法記住，不妨為學習者提供其他的技巧，但是一定要

告訴學生這只是技巧，而不是該個字真正的來源。 

 

三、學習者之掌握漢字方法 
(1) 問卷資料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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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五-7 問卷─學習者常採用的漢字學習方法─統計表 

項目 抄寫 自創技巧 
運用教師教的

方法與技巧 
其他 總計 

次數 175 136 62 9 382 
總次數% 
( N = 382) 

45.81 35.60 16.23 2.36 100.00 

總人數% 
(N = 203) 

86.21 67.00 30.54 4.43 --- 

 

從表 五-7 可見，學習者最常使用的漢字學習方式為─抄寫，該項之總

人數百分比高達 85.21。排第二名為「學習者本身自創技巧」，而「援用教

師的方法與技巧」之總人數百分比僅有 30.54 。 

 (2) 訪問資料分析 

從訪問的資料發現，學習者當時的學習階段皆認為，掌握漢字的最好方

法就是抄寫。因此學習漢字的過程便需要花很多時間來抄寫，如：SI 2 表

示“如果寫錯，就要再寫，要常常抄寫。” 

另外，在教師未解釋的字，學習者尚需要創造自己的學習方式，如： 

SI 5 對象指出自己掌握「備」字的技巧為「人、共、用→ 備」； 

SI 8 ：在碰到難記憶的字，需要自己創造方法。常常將那個字的形狀，

幻想成某些具體的物品，在找辦法把它的意義作連結。 

SI 11 表示：“教師不解釋的漢字，就要自己回家練習，也需要技巧來

記。＂ 

可見訪問受訪者在學習漢語的過程是透過抄寫的方法為第一，而自創技

巧為第二。 

(3) 討論 

從學習者對教師的各種漢字教學方式的滿意度可見，各教學方法的確對

學習者的漢字教學有幫助。但在學者自身的學習方法，卻以「抄寫漢字」為

第一，而「運用教師提供的方法」為第三。此可表示，在教師為學習者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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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漢字之外，其他未分析的漢字，學習者都使用抄寫為練習的方式。亦可表

示，教師所提供的教學方法，尚未能夠滿足學習者之漢字學習問題，學習者

始終皆需要教師的指導，並無法自我建立學習漢字的正確技巧。 

因而，對於漢字教學方面尚有該要加強之處。尤其是需要為學習者提供

可套用於學習新字的有效工具，勿過於依賴教師。除了可減少抄寫漢字的時

間，亦可減少學習者對漢字的誤解、厭倦與恐懼感。 

 

第四節  教學內容 
一、 中文基本知識的介紹 

(1) 學習者意見 

表 五-8 問卷之─學習者想知道，並認為可使自己更想學習中文的中文基本

知識─資料統計表 

 (以上資料已經過次數的排序。項目代號分為：1、在不同華語地區，有若

干種的方言；2、在不同華語地區使用的各種漢字字體；3、中文書寫的排列

方式；4、如何記憶與掌握漢字；5、要掌握多少個漢字才能夠看得懂中文文

章； 6、其他。)   

 

表五-8 資料統計之分析，如下： 

(一) 第五選項─至少要掌握多少個漢字，才能看懂中文文章？─佔了

總人數之 61.58%，可謂是受訪者最想知道的項目。這牽涉到泰國人對漢字

的概念─一個字代表一個詞─的誤解。使其認為若要學會中文，便需要掌握

無數字的漢字，亦一直抱著如此的心態來學習漢語。因此最想要知道的是─

未來要面對的這個漢字字數的恐懼，到底程度如何？而解決泰國學習者對漢

項目  
(複選題) 

5 4 2 1 3 6 
總計 

漢字數字 掌握漢字 字體 方言 書寫排列 其他 
次數 125 119 103 94 63 17 521 
總次數 % 
( N = 521) 23.99 22.84 19.77 18.04 12.09 3.26 100.00 
總人數% 
(N =203) 61.58 58.62 50.74 46.31 31.03 8.3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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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學習的不安心態，是教師與教材的工作。除了需要進行解釋外，亦需要強

調─學漢語並不是學習者所認為的高難度。 

(二) 第四項─如何記憶與掌握漢字─所佔的總人數百分比亦相當的高 

(58.62)，亦排為第二名。原因可有二：一、亦如以上所討論的誤解；二、從

─學習者漢字學習問題─一題可見，泰國學習者在學習漢字的過程中，尚有

不少識讀與書寫的問題。後者反映了受訪者經歷過的漢字教學尚未足夠地為

其提供掌握漢字的好方法，使漢字的掌握依然是否無法解決的問題，因而希

望自己能夠克服此項問題。 

(三) 雖然─在不同華語地區使用的各種漢字─此項看來是非常簡單的

內容，但尚是受訪者選擇而所統計出來的第三名；加上受試者對漢字字體毫

無概念現象 (第四節之二─2) ，此項內容可是漢字教學上不能跨越的話

題。筆者認為，僅花一點時間來介紹各華語地區所使用的不同漢字字體，可

有二項的效用：一、在學習者看到不同形體的漢字，至少能分辨出來其是不

同字體的漢字，而不是從來為學過的新字，可預防學習者對不同字體的混

淆；二、能為學習者提供漢字學習的方向與目標，學習者亦能了解學習不同

漢字字體的需求。 

(四) 雖然各項的中文基本知識有多少票數之差，但沒有任何一項無人

點選。可謂無論何項的中文基本常識，皆是學習者認為能幫助其學習中文，

並能夠加以其對學習中文的好印象和興趣。因此，在進行教學時，尚需要為

學習者提供以上各種之基本常識的解釋。 

至於要如何分配內容的多少與順序，可以各項百分比的順序為參考。因

其能代表受訪者對那些項目的興趣，以及認為對自己學習中文有多少的幫

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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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教師意見： 

表 五-9 問卷之─教師認為該為學習者介紹的中文基本知識─資料統計表 

項目 

(複選題) 

3 4 5 6 2 1 7 
總計 

橫豎排列 造字法 掌握漢字 漢字數字 字體 方言 其他 

次數 17 14 14 8 6 3 1 63 

總次數 % 

( N = 63) 
26.98 22.22 22.22 12.70 9.52 4.76 1.59 100.00 

總人數% 

(N =21) 
80.95 66.67 66.67 38.10 28.57 14.29 4.76 --- 

 (以上資料已經過次數的排序。項目代號分為：1、在不同華語地區，有若

干種的方言；2、在不同華語地區使用的各種漢字字體；3、中文橫式、直式

的寫法；4、造字法的概念；5、如何記憶與掌握漢字； 6、要掌握多少個漢

字才能夠看得懂中文文章；7、其他。) 

從表 五-9 ，就教師的意見而言，第三項目「中文書寫的排列」的次數

最高，佔了總人數之 80.95%；其次為第五與第四項 (總人數之 66.67%)。

可見教師比較注重進行漢字教學的部分，以能夠處理漢字與漢字的原理為

先，而其他的漢字基本常識為其次。學生最想知道的「常用漢字的數字」，

在 21 位教師裡，只有 8 位點選 (總人數之 38.10%)。 漢字各種字體以及地

區方言介紹內容，若與學生的意見來比，其總次數百分比明顯甚少。甚至有

三位教師 (總人數的 20% ) 另指，該項目並不需要提到。 

另外，就總人數百分比而言，教師受訪對象在各項目所選的比例實在很

少。僅有三線之總人數百分超過一半，其他項目的總人數百分為 38.10%、

28.57% 以及 14.29%。可見，教師受訪對象不太認為，在漢語教學的開始階

段，應該為學生講解這些的中文基本知識。反而，在學生的意見調查，除了

前兩項的總人數百分比超過一半外，其他選項所得到的總人數百分皆比教師

的高。這表示學習者對這些的基本知識很感興趣，並認為可使他們對漢語的

學習增加了好感。 

教師有其教學理念與立場，但依據教學設計的需求分析原則，在進行教

學的同時，亦該考慮到學習者的需求。因此，學習者認為何項中文基本知識

有助於其學習效果以及學習興趣，即可考慮納入教學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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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漢字教學內容 
在教師問卷之─你認為教師應該教學與教材應該具有的漢字教學內容

為何─項目所包含的選項，因很多專有名詞尚未有泰文的專用詞，所以除了

用泰文來解釋外，亦提供中文的專有名詞與例子。至於學習者問卷所包含的

選項皆使用解釋與舉例，完全不用專有名詞，以免位學過文字學的學習者不

了解內容，如：「漢字所構成的小構件 (「詩」裡之「言、士、寸」)」為「部

件」的解釋。 

 

表 五-10 教師該教學與教材該具有的漢字教學內容─問卷資料統計表 

項

目 

教學內容 

(複選題) 

學習者意見 教師意見 
次

數 
總次數% 
(N =903) 

總人數% 
(N = 203) 

排

名

次

數 
總次數% 
(N =100) 

總人數% 
( N = 21) 

排

名 
1 筆劃/順規則 133 14.73 65.52 1 18 18.00 85.71 2 

2 部件 133 14.73 65.52 1 19 19.00 90.48 1 

3 字素空間 74 8.19 36.45 7 11 11.00 52.38 4 

4 造字法 87 9.63 42.86 6 9 9.00 42.86 6 

5 介紹字的演變 112 12.40 55.17 5 9 9.00 42.86 6 

6 字的來源 119 13.18 58.62 3 10 10.00 47.62 5 

7 比較相似的字 127 14.06 62.56 2 13 13.00 61.90 3 

8 指出常見錯誤 118 13.07 58.13 4 11 11.00 52.38 4 

9 其他 0 0 0 -- 0 0 0 -- 

總計 903 100.00 203 -- 100 100.00 21 -- 

 

 (一) 從資料的統計發現，學習者最認為具有優先教學的內容為─筆

劃、筆順規則─與─部件，各得到的總人數之 65.52%，與教師的意見非常

相似，此兩項目各得了總人數之 85.71% 與 90.48%。亦可說，除了在書寫

方面需要學習的筆劃與筆順規則外，尚需要學習部件的作用，作為掌握漢字

的工具。另外可見教師對於此兩項的總人數百分比高於學習者多的多，可表

示教師教認為此內容可對學習者漢字學習有幫助，而學習者可因對該項教學

內容之作用不是很了解，因而選擇得不如教師的高次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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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從「學生漢字問題」一項以表示，泰國學習者漢字書寫─部件大

小比率─問題實際地存在，而且是學習者自身幾乎不太了解其問題的存在。

就此從表五-10 可見，學習者對「字素空間」項目的興趣不多，僅佔了總人

數 36.45%，與其他項目之百分比排為最後一名，至於教師的意見卻不同，

依據總人數百分比，「字素空間」排為第四名。因此，「字素空間」的教學可

是泰國漢字教學非常學要的項目。 

(三) 就統計資料而言，學習者與教師對「造字法」、「比較字形相似的

字」與「指出常見的錯誤」教學內容的意見幾乎相同。「造字法」的成績較

低，重點在於受訪者認為，對學習者而言，可能是太深入的內容。「比較字

形相似的字」一項之學習者與教師之總人數百分比相差不多(62.56 : 61.90)，

亦是成績較高的一項。至於「指出常見的錯誤」有 58.13% 學習者與 52.38% 

教師認為應該教學。 

(四) 學習者與教師對「介紹字的演變」與「解釋字的來源」的意見相

差較大 (55.17 : 42.86 與 58.62 : 47.62)。就這兩項可見，學習者認為該內容

可對其漢字教學有相當程度的幫助，不過有不到一版的教師在教師認為是該

進行教學的內容。不過依據以上學習者需求分析，教師與教材所要教學的內

容，可要更注重「介紹字的演變」與「解釋字的來源」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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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漢字教教學字集 
表 五-11 問卷之─漢字該如何開始學起─資料統計表 (複選題) 

項目 
從筆劃

少的字 
按照書

裡的字 

從常出現於其

他字的部首與

部件的字 

從出現

於常用/
詞的字 

其他 總計 

學

習

者

意

見 

次數 94 83 105 148 4 434 
總次數%  

(N= 434) 
21.66 19.12 24.19 34.10 0.92 100.00 

總人數% 

(N =203) 
46.31 40.89 51.72 72.91 1.97 --- 

教

師  
意

見 

次數 6 7 11 18 0 42 
總次數% 

(N=42) 
14.29 16.67 26.19 42.86 0 100.00 

總人數% 

(N=21) 
28.57 33.33 52.38 85.71 0 --- 

 

學習者與教師都認為出現在用詞的漢字為優先學習，兩者之總人數百分

比為 72.91 及 85.72。重點在於學習這些漢字後，便可實際地使用於日常的

生活。第二名為─常出現於其他字的部首與部件的字─開始。學習者與教師

選擇這項的總人數百分比似乎相同，分為 51.72 與 52.39。因此，在進行漢

字的教學時，並不僅是針對課文裡的字而學習，而是需要提供學習它字的依

據。亦需要更加注意出現於─常用字、常用詞、它字之部首與部件─的字之

教學。 

 

第五節 適合泰國華語學習者的漢字教學教材之

條件 
 
 
 一、漢字教材的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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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五-12 問卷受訪者對漢字教材使用的語言的意見─資料統計表 

 學習者意見 教師意見 
項目 

 
人數 

總人數 % 
(N =203) 

人數 
總人數 % 

(N =21) 
泰文 94 46.31 11 76.19 
中文 53 26.11 2 9.52 
英文 25 12.32 0 0 

英中泰 8 3.94 0 0 
英中 7 3.45 0 0 
中泰 6 2.96 3 14.29 
英泰 4 1.97 0 0 
泰中 3 1.48 0 0 
泰英 1 0.49 0 0 
其他 1 0.49 0 0 
廢 1 0.49 0 0 

總計 203 100.00 21 100.00 

 

從表五-12 可見，教師與學習者的意見相同，皆認為漢字的教學內容該

使用「泰文」。學習者選擇「泰文」的總人數百分比為 46.31，而排第二名

為「中文」是總人數的 26.11%。教師總人數之 76.19 % 選擇「泰文」為漢

字教學教材的主要語言。並且，教師與學習者所填寫之選擇原因亦相同，認

為─因泰文是學習者的母語，所以學習者可很快數地閱讀、了解所要表達的

內容，預防仲介語可導致的誤解。 

同於訪問的資料，有 9 位學習者認為教材內容應該使用泰文，其理由與

問卷資料的相同；2 位認為同時該提供中文，作為「中泰」的教材。「中泰」

的教材可同時練習學習者漢語閱讀的機能。 

 
二、 漢字字音格式 

訪問之─網站該如何提供字音的格式，所有的受訪者皆認為該使用漢語

拼音，因為是泰國華語教學使用較多的格式，亦該運用多媒體的效用，提供

─語音檔，為提供學習者標準發音的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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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 SI 1 至 8 受訪者表示若能提供漢字泰文拼音，便可有助於零程度

與初級學習者對字音的了解。雖泰文語音不可完全代表漢語的語音，但當結

合了語音檔，學習者將可分辨出來。特別是較少接觸漢字的 SI 1，當時巧

合地看到筆者所帶來的提供漢語泰文拼音的教科書，便指出他非常喜歡這樣

的拼音格式，因為對他而言，這比漢語拼音還要有好學。而 SI 9、10、11 認

為漢語的泰文拼音可使學習者誤會，因兩者真有其差異。 

 
三、 正簡體字學習與教學 
 (1) 正簡體字的介紹 

從學習者所填寫問卷的基本資料發現，學過正與簡體字的學習者對漢字

字體概念比較清楚：而只學過簡體字的受訪者，其中有 19 位選擇─只學過

正體字。但因為筆者曾詢問其教師的教學方式，早知在那些學校的漢語教學

只是使用簡體字。即使其可能在其他地方，如早先的教育或補習班學到正體

字，至少得選擇學過「簡體字」與「正體字」兩個選項，但卻僅僅選了「正

體字」。這的確是他們真的不知道各種漢字字體的存在。 

同時，在正簡體字教學制度的意見一項，有一位教師指出 ：“目前大

家都在學簡體字，以後使用繁體字的人會越來越少，所以沒有必要教正體

字。學生只學簡體字一種就足夠了。因此，從來沒有告訴學生漢字是有幾種

不同的字體。此外，現在只教簡體字一種，學生就已經覺得很難了，更何況

是繁體字。＂ 

另外，從四個漢語教學機構教師的訪問發現，每個機構的漢字字體教學

制度皆不一：Benjama maharaj 中學學校只教簡體字；烏汶府皇家師範大學

同時教學正與簡體字；烏汶大學其實希望正簡體字的教學，但目前沒有有正

體字的教師，所以僅能教簡體字；朱拉隆功大學的教學方法為─先正後簡。 

以上資料可見，有部分的漢語教學機構完全不使用正體字，亦不為學習

者介紹漢字所不同的字體。因而在填寫基本資料時，對自身所學習的字體完

全無概念。 

不過，即使教師未進行正體字的教學，學習者只會寫一種漢字字體，但

學習者亦應該有漢字字體的知識。從學習者對自己所使用的漢字字體毫無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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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的現象，可見，此點亦為漢字教學的需求之一。因此，在教學的過程中，

教師尚該介紹漢字所不同的字體，作為學習者在課外閱讀與中文資料搜尋的

基本知識。 

(2) 正簡體字教學與學習方式 

2.1) 問卷資料分析 

在問卷之─正簡體字教學意見─一題，請受訪者選擇其認為最有效的漢

字字體學習方式。除了統計受訪者對各種漢字字體教學方法的意見外，尚將

受訪者所填寫的選擇理由，另外進行分類與統計，亦可了解受訪者對各種漢

字字體教學方式的看法。 

表 五-13 問卷之受訪者正簡體字學與教─意見統計表 

  

項目 
先正

後簡 

正簡

同時 

先簡

後正 

只學

簡體 

只學

正體 
其他 總計 

學習者意見 

人數 72 67 30 28 2 4 203 

總人數% 

( N =203) 
35.47 33.00 14.78 13.79 0.99 1.97 100.00 

教師意見 

人數 10 5 3 2 0 1 21 
總人數% 

( N =21) 47.62 23.81 14.29 9.52 0.00 4.76 100.00 

  

(一) 從問卷調查結果的統計，選擇「先正後簡」方式的人數排為第一

名：學習者為總人數之 35.47%，教師的為 47.62%。第二名為「簡正同時」：

學習者為總人數之 33.00%，教師的為 23.8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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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五-14 學習者選擇「先正後簡」學習方式的理由─統計表 (複選) 

項目 可易學

簡體 
知道漢字

的來源 
可學會兩

種字體 
助於掌握

漢字字義 
不會

混淆 
學會正

確寫法 其他 總計 

次數 33 17 12 6 4 3 3 78 

總次數% 

(N =78)  
42.31 21.79 15.38 7.69 5.13 3.85 3.85 100.00 

總人數% 

(N=57) 
57.89 29.82 21.05 10.53 7.02 5.26 5.26 ---- 

 

表 五-15 學習者選擇「簡正同時」學習方式的理由─統計表 (複選) 

項目 可學會兩

種字體 
同時學/
一次記 

知道兩

者差別 
使容易

學習 
不混淆/知
道字來源 

不容易

忘記 總計 

次數 21 20 14 7 6 5 73 
總次數% 
(N =73) 28.77 27.40 19.18 9.59 8.22 6.85 100.00 

總人數% 
(N=67) 31.34 29.85 20.90 10.45 8.96 7.46 ---- 

 

(二) 從表五 14、15 可見，學習者選擇─先正後簡教學方式─所填寫的

理由，最多為「能夠更容易地學習簡體字」，佔總人數之 57.89%。其次為「能

夠知道漢字的來源」29.82%，第三為「能夠學會兩種字體」21.05%。教師

的意見為先學習正體字能夠使學習者更容易學會簡體字，學會正體字有助於

漢字的掌握。 

學習者選擇─簡正同時教學方式─所填寫的理由為「能夠學會兩種字

體」佔總人數之 31.34%；「一次學會兩種字體」佔總人數之 29.85%；「能夠

知道兩種字體的差別」為 20.90%。教師亦認為同時學習兩種字體，學習者

能看到兩種字體的差別何在。 

(三) 無論是教師或學習者，最多人數皆認為應該學習兩種字體，如受

訪者所選擇─兩種字體的教學方式─皆排為第一至三名。從受訪者自己填寫

的原因指出：因不同華語地區使用不同字體，因此為了可從各地華語地區取

得訊息，至少該看得懂兩種字體。 

2.2) 訪問資料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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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11 位學習者，有 8 位認為應該從整體開始，在學習簡體字，其認為

此方法可使學習者易於學習以後要學習的簡體字；3 位認為同時教學正與簡

體字是較好的方式，學習者同時科學會兩種字體。 

2.3) 小結 

從問卷與訪問的資料可見，大部分的受訪者皆認為「先正後簡」是有效

的漢字字體學習方式。並認為學習兩種字體，對學習者日後所要搜尋的信

息、知識，甚至未來的工作很有幫助。 

四、漢字教材與效果 
(1)  有助於漢字學習的教材類型 (排順序題) 

 表 五-16 排名為第一的教材類型統計表  

項目 書 多媒體 網站 其他 總計 

學習者意見 

人數 74 111 15 3 203 
總人數% 

(N=203) 
36.45 54.68 7.39 1.48 100.00 

教師意見 

人數 9 7 5 0 21 
總人數% 

(N=21) 
40.00 26.67 33.33 0 100.00 

 (「多媒體的教材」指純粹呈現多媒體的教材，不用透過網路，如： 

光碟片、軟體、影片等。) 

 

(一) 依據受試者所填寫的選擇理由，將多媒體教材排為第一名的學習

者，52.73% 認為因多媒體的教材除了文字之外，尚有畫面、圖畫可看、有

聲音可聽，能夠使漢字的學習更加趣味，使用時不會容易厭倦。29.09% 認

為此類型的教材對其漢字學習很有幫助，亦能增加其對內容的理解度。同於

選擇多媒體教材為第一名的教師，認為此類型教材非常有學習的吸引力，可

使學習者對學習內容更加興趣，亦可增加學習的效率。 

(二) 選擇書本教材為第一名的受訪者，皆認為書本是最有方便性的教

材。學習者到處都可找得到，亦完全沒有使用時間與地點的限制，隨時隨地

均可使用。除此，認為書本教材的數量比其他教材類型多得多，比較有選擇

性的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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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選擇網路教材為第一名的學習者，認為其使用方式有方便性的優

勢，亦有助於學習的效果。教師認為網路教材是結合了書本與多媒體的功

能，而且目前學習者對網際網路的支援愈來愈有興趣。同時認為網際網路隨

著時間愈來愈譜便，在全球電腦與網際網路日月發達的現況，泰國未來的趨

勢亦如此相同，各地區皆可使用網際網路。 

 

(2)  各教材類型之評分 (排序題，順序最少為分數最多) 

表 五-17 受訪者給於各教材類型之評分統計表 

項目 多媒體 書 網站 其他 total 

學習者 

分數 685 624 460 31 812 
總分數% 

(N = 812) 
84.36% 76.85% 56.65% 3.82% --- 

教師 

分數 68 64 57 1 84 
總分數% 

(N= 84) 
80.95% 76.19% 67.86% 1.19% --- 

 

從分數的統計結果來看，大部分的學習者與教師皆認為多媒體是較有教

學與學習的優勢，而書本與網路教材是排為第二、三名。就教師的意見而言，

雖分數有順序的差別，但差別不算很大，只差了 8.33%。而學習者部分，

網路教材與書本教材有 20.20% 之差。其緣故可在以下「使用網路教材效

果的意見」項目說明。 

 
五、使用網路教材效果的意見 

問卷之─以網站與多媒體學習漢字效果─一題，提問受訪者八項問題： 

一、能夠引起學習者的學習動機； 

二、易於使用與搜尋資料 ; 

三、造成─對電腦操作不熟悉者─的學習障礙； 

四、學習者可在課外複習全面的、正確的資訊，包括書寫與發音

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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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學習的費用高於學習的效果； 

六、可很廣泛地使用(世界各地皆可使用)； 

七、使用方法複雜，因需要結合網際網路來使用； 

八、在需要時學習者可自學，節省教師人力資源。 

 

各項目共提供 5 個選項，分為：1─非常不同意；2─不同意；3─無意

見；4─同意；5─非常同意。 

表 五-18 學習者問卷─使用網站、多媒體學漢字效果之滿意度─統計表 

    項目 

(N = 203) 
六 一 二 四 八 三 七 五 

滿分 

(= N *5) 

分數 853 815 805 771 734 651 626 615 1015 

滿意度 % 84.04 80.30 79.31 75.96 72.32 64.14 61.67 60.59 ----- 

(以分數排順序) 

 

表 五-19 教師問卷─使用網站、多媒體學漢字效果之滿意度─統計表  

     項目 

(N = 21) 
一 六 二 四 八 三 七 五 其他 

滿分 

(= N *5) 

分數 92 92 87 86 79 71 65 56 4 105 

滿意度 % 87.62 87.62 82.86 81.90 75.24 67.62 61.90 53.33 3.81 ----- 

(以分數排順序) 

 

 (一) 大致而言，各正面教學效用的滿意度都非常高，此表示受訪者對

電腦網際網路教材相當的看好。不過，在負面的教學效用部分，雖然比正面

的少，但是以 50%為最中間的無意見標準，其滿意度皆超過 60%，算是得

了高分。此指出在泰國人的觀念，使用網路電腦教材尚有一定程度的困難。 

(二) 當討論到「網路多媒體教材費用費用高於學習的效果」時(負面問

題)，雖然受訪者滿意度是排了最後一名，但是也達了 60.59% 以及 53.33% 

的高分。此關鍵可在於，到目前為止泰國的網際網路尚不是到處都可使用。

除了網際網路品質尚不是很理想外，其費用與台灣情況來比也相當的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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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過，就以就全球網際網路之日異發達，將使所調查的以上負面現象變

得越來越少。電腦網路教材，在未來的泰國社會裡，將如現今的國際情況，

成為最受注目的教學管道。 

(三) 受訪者認為電腦網路教材的使用方式「複雜」，必須有電腦、網路

的設備才能使用。若與書本來比，此點是教學網站的缺點。不過，在教學的

效用方面，依據其他項目高分的滿意度，所投資的費用亦是一種的代價。另

外，在資料更新速度、可瞬間在全球使用、尋找需要資料的方便性、可引起

學習者的學習動機等等方面，皆是電腦網際網路教材所擁有，而書本無法達

到的優勢。 

(四) 受訪者也認為對電腦操作不熟悉的人士，會難於使用電腦網路教

材。這可牽涉到使用者本身的電腦操作技術限制，以及網站設計好壞的關

鍵。前者的情況而言，可是所有有關電腦與技術機器的限制，不是每個人皆

可使用。不過，只要常使用，電腦操作的技術亦可培養二成。就如其他電器

用品的情況，時間過了，除了人人都會使用外，其價錢和費用亦越來越低，

此問題的趨勢也會變得越來越少。 

另外，網站本身的設計，亦影響到整個網站的使用效率。此點可是網站

設計者值得慎重考慮之處。使用者在使用未安排設計好的網站時，點按許多

次，尚無法找到其想要的資料，除了浪費時間與心思外，此點的確使使用者

認為這種的教材─不好用，更無法得到學習的效用。 

因此，如何規劃具有─無論熟悉電腦操作與否的人士皆可順利地使用、

可在短的時間內找到其所搜尋的資料、可跟得上學習內容─等條件的網站，

皆是網站設計所需要考慮與克服的問題。 

 

六、漢字教材適用方式 
(1) 問卷資料分析 

在問卷之─若有漢字教學的教材，您認為最適合泰國學習者的使用方式

何為？─一題，提供了五個選項給受訪者單選，包括：一、有部分內容由教

師在課堂上教學，當做輔助的材料，其他部分再請學習者在課外自學；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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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在課上堂學習，由教師進行全部內容的教學；三、有資料給學生自學就足

夠了；四、不必特別進行教學；五、其他。 

 

表 五-20 問卷之教材適用方式意見統計表 

項目 一 二 三 四 五 總計 

教師

意見 

人數 13 8 0 0 0 21 
總人數 % 

(N =21) 
61.90 38.10 0 0 0 100.00 

學習

者意

見 

人數 77 112 8 3 3 203 
總人數 % 
(N=203) 

37.93 55.17 3.94 1.48 1.48 100.00 

 

(一) 選擇─其他─選項的學習者，所填寫的其他想法為「任何一種教

學方式皆可」。其理由是─任何的教學方式不重要，最重要是教師的解釋要

透徹。另外有一位受訪者表示：教師與學習者的比率不應該超過 1:10，如

此，教師才比較有時間照顧到每一個學生。 

 (二)  61.90% 的教師認為，學習方式應該是由教師指導以及學習者課

外資學。其所提的原因十分相同，認為學習者自學才能產生成就感，亦對學

習內容的理解度有很大的幫助。但是為了避免誤解，進行教學時必須由教師

來指導。同時可為學習者解答其對教學內容有不了解之處。有三位教師指出

“依泰國學生的個性，若叫學生自己去學習，他們是不會做的＂。另外一個

關鍵為每個學期的教學時間並不多，通常情況已是─要教學的內容多於能進

行教學的時間，因此學習的內容必須分配為在課堂教學與課外學習。 

(三) 從學習者的意見可見，泰國學習者比較依賴教師。55.17% 的受訪

者選澤了要由教師進行全部的教學，亦為最高的成績，與「一部分自學」選

項的比率有 17.24% 之差。而選「全部自學」選項者，僅佔了 3.94%。學習

者對─教師全部進行教學方式─有幾項不同的看法，筆者從其自填寫的理由

所統計出來的結果為：34% 認為由教師指導的內容比自學的正確；31% 認

為當對學習內容有問題時，可立刻提問，並能夠當時得到答案；25% 認為

開始學習新的學習項目時，需要教師來指導；另外 5% 認為自己的個性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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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懶惰，若沒有教師逼迫，並不會自動去學習的。 

(2) 問卷資料分析 

從訪問資料發現，受訪者皆認為除了抄寫漢字外，尚應該為學習者進行

漢字基本理論的教學，可有助於學習者的漢字學習，尤其是剛開始接觸漢字

的階段。但是根據漢語教學的現況，最大的問題在於時間有限，需要在課堂

上時間進行教學的其他項內容不少，因而無法獨立安排正規的漢字教學的內

容。 

其中 2 位認為漢字教材應該在課外使用，因考慮到上課時間的限制，亦

表示若有「可自學」的教材，為學習者提供此方面的內容亦是個好方法。此

外，對漢字有興趣之零程度學習者，亦可透過自學的教材，作為學習的工具。 

不過，有部分受訪者對泰國學習者的學習態度，與問卷的結果相同，並

認為僅靠自學的方式的效果可不佳。 另外 9 位的學習者對象認為最理想的

漢字教學方式應該是─一部分內容由教師來指導，另外部分是否學習者自學

的內容。教師在課堂上指導教學的內容，為引發學生的興趣，學習者在課外

時將有自學動機。SI 6 認為：“大部分的學習內容尚是需要教師的指導，

亦需要交代作業或一些的回饋。否則，以一般泰國學生的個性來說，只交代

學生自己去看，他們並不會去看的。那麼教材就無法發揮其之最高效率。” 

(3) 小結 

(一) 要為泰國學習者設計教學網站，首先得了解其學習的態度。從教

師的意見以及學習者本身的坦承，使我們知道泰國學生的學習態度並不是很

積極。因此，在網站使用方式的考量，是不能僅設計為「自學」的使用方式。

同時，在網站使用、教學內容及畫面的設計，得增加各種提起精神的技巧，

為引起泰國學習者的興趣與學習動機。 

(二) 雖大部分的學習者認為較希望由教師來進行全部的漢字教學內

容，但是，除了教學時間的限制外，就如教師的意見：「自學會有成就感，

也能增加學習者對學習內容的理解度」；「教」與「學」的工作必須是教師與

學習者的合作，才能得到最好的效果。如此，網站使用方式的設計，除了應

該考慮到可配合教師的教學、可當作教學支援的教材外，尚該有學習者自學



110 
 

的空間與指導。 

「空間」是指在沒有教師教學的情況之下，學習者尚能夠取得其所要學

習的內容。並能確認自己對那些內容是否真正了解。此部分可由練習題以及

練習的回饋等項目來呈現。 

「指導」的部分是提供使用者如何使用網站的信息與協助，為幫助學習

者在自學環境下，能順利地得到其所需要的資料。在每個教學階段該提供學

習的目標與效果的說明，使學習者了解學習各項目的需要，與以後要學習的

內容有如何的關係。 

如此，教學網站自學步驟為「指導 → 學習 → 做練習 →得到學習回

饋 → 學習者最後整理所得到的知識」。這整個過程，除了能配合學習者自

學的條件外，尚可更加教學的效果。 

(三) 對於泰國漢語學習者而言，實用的漢字教學網站，不該僅是─教

師運用於上課的教材─或─學習者用來自學─唯一一種的使用方式，而是能

夠多元化地使用。從以上受訪者的意見，不同學習者有不同的學習態度。學

習者對學習的方式也有不同的想法。因此，所要設計的網站該能克服「教」

與「學」所不同的需求、時間與場合等等的問題。 

 

 

 

 

 

 

 

 

 

 



 

111 
 

第六章 泰國華語學習者漢字教學網站

規劃與範例 
第一節 網站內容安排與設計 
 
一、網站型式：  

網路教材具有能突出漢字「形、音、義」特點之多媒體效果，同時具有

可廣泛使用的網際網路效用，並且能夠做為泰國師資短少資源相對缺乏的輔

助網際網路教材等特色。因而在進行漢字教學網站規劃的同時，必須慎重地

考慮儘用其各項特點，為發揮網路教材之最佳教學與學習效果。 

(1) 使用者方面：不同漢語程度的學習者皆可使用。 

依據問卷調查與訪問的資料，不同漢語程度的泰國學習者尚有各種的漢

語學習問題，無論是─漢語基本知識方面─或者─有效的掌握漢字機制方

面。 

關於漢語的基本知識方面，大多的學習者尚對很多漢字概念有不少的迷

思，包括牽涉至學習者可建立另一種文字性質的學習概念之─漢字特殊性質

與來源，可使學習者對漢字學習有更加好感與引發學習動機之─漢字學習字

集與常用字字數─等等的重要信息。 

至於有效的掌握漢字機制方面，從問卷與訪問資料已證明學習者皆以抄

寫的方式為主要的漢字學習方法，這讓學習過程經驗較少者在漢字學習上有

較大的困難與壓力，成為心理上的學習障礙。而對於學習經驗較多者，雖久

而久之可自創掌握漢字的技巧，在學習過程中體會到漢字的一些原理，但若

長期不使用漢字也會忘記，表示學習者未能夠牢固地學會漢字。 

根據以上所提的問題，可以歸納兩個漢字教學方向。首先，由於不同漢

語程度學習者對漢字背後的原理、筆劃與結構的規則等方面，未有深度的了

解。以因為缺乏漢字學習的輔助工具，使學習者從未接觸到正確的漢字教

學。因而，為各不同漢語程度學習者進行正規的漢字教學的確有其必要。 

第二，不同漢語程度學習者，都有上述各項目之漢字學習問題，所以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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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的基礎內容，可同時提供給不同漢語程度學習者，再以不同複雜性的例字

與不同難度的練習為不同漢語程度所要學習內容的區分。 

(2) 網站使用方面：可在不同的學習環境進行使用。 

漢字教學網站是透過網際網路使用，所以學習者皆可在課堂上或家裡使

用。從教師與學習者針對漢字教學形式的意見，有「學習過程需要教師指導

與否」、「指導程度高低」、「學習者的學習態度的不同」以及「上課時間的限

制」等影響因素，因此將網站設計為可多元化的使用：可自學，亦可當作核

心課程的輔助教學。 

 

二、 網站範例設計對象 
以 15 歲(高中)以上、漢語零程度及初至高級程度的泰國學習者，為主

要對象。 

兒童與成人對各領域的學習形態不同，因此在網站畫面、教學內容、用

詞等方面的設計也不同。亦因為網站的設計，除了當輔助教學外，學習者也

能夠將網站作為課外的自學教材，而年紀較小的學習者尚未有足夠的自學能

力，需要成人的指導，因此不太適合這種可自學的網站。  

然而 15 歲以上的學習者已具備自學的能力，也不像兒童在學習時需要

很多裝飾來吸引注意力，因此較能夠按照網站的內容，一步一步地學習，才

可達到網站的最高效率。 

 

三、網站學習目標 
如上所述，網站設計為不同漢語程度者均可使用，依據漢字教學理論 

(見第二章，第一節之 3)：漢字教學對漢語初學者非常的重要，並且也會影

響學習漢語的其他機能。因此漢字教學應該從剛接觸漢語時開始，為掌握漢

字的工具與技巧，同時作為學習漢語其他機能的基礎。初接觸漢語者若能從

漢字教學開始，其學習將有更高效率。 

但根據資料蒐集發現，泰國漢語教學的過程，對於掌握漢字為目標的教

學內容，可說是從未真正施行過。因而，有漢語基礎者之漢字基礎非常淺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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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實用。之所以不同漢語程度的泰國學習者，對漢字的知識有所出入。很多

學過漢語的學習者，對漢字尚有不少的迷思，對漢字學習亦缺乏正確的知

識。因此，雖然網站提供的內容，除了對於初學者有幫助外，對於學過漢字

的學習者而言也有所助益。 

(1) 零程度的學習者：按照網站的指導，使用網站後，能夠了解漢字所

構成的概念，並可以「基本並具有代表性的漢字」去了解不認識的字 (至少

用於網站內所提供的例字)，如此一來， 可減少對漢語學習的恐懼，而建立

了漢語學習的良好觀念。 

(2) 學過漢語者：按照網站的指導，使用網站後，能夠達到以下目標： 

2.1) 漢字基礎原則內容部分：未掌握好漢字基礎原則者，能夠快

速地學會漢字基礎，快速地了解所提供的例字，並以其為 2.2

學習目標的學習基礎。 

2.2) 分析與掌握新漢字：已掌握好漢字原則者，可分析自己已儲

存的字庫，能夠以所學習的原則去掌握更多的漢字 (包括在

網站所提供之外的漢字) ，並能夠牢固的記憶。 

 

四、網站功能特性 
(1) 教學內容以互動性教學為主。 

依據現有的漢字教學網站的分析，大多網站的資料是文字性加上圖案，

可謂只完成了紙本教材數位化的工作。學習者可透過網際網路取得未知的知

識，但如此的教材較缺少吸引力，亦未完全利用電腦多媒體與網際網路的效

用。 

因此規劃學習者在學習的過程中，得扮演尋找資料與參與活動者，不是

僅僅視聽網站所提供的資料。教學內容將以活動性為主，學習者必須參與活

動，才能夠得到教學訊息。同時可增加其學習興趣與挑戰性。 

(2) 提供漢字練習紙下載。 

在使用網站，透過多媒體來學習漢字背後理念後，學習者可下載與列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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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站所提供的「漢字練習紙」，為「練習寫好看的字」的工具，亦是「寫」

漢字的齊全練習方式。 

2.1) 所下載的練習紙型式：尺寸為 A4 紙，每個字的練習為兩行 (共 24

欄位)，各欄位尺寸為 0.65 * 1.3 公分。每個字的練習分為三個階段：第一

段表格裡提供「米」26字線與「淺灰色」的字樣，作為學習者─筆劃、字素

的位置與尺寸─書寫練習的參考；第二段表格提供「米」字線但沒有漢字字

樣的空白表格，學習者自己按照練習過的寫法去練習，但可以「米」字線為

筆畫與字素的參考點；第三段提供沒有「米」字線的空白表格，為學習者試

者自己練習控制每筆劃的尺寸、字素位置及整字的湊合。(見附錄八 ) 

2.2) 練習寫字的指導說明：「漢字練習紙」與網站「寫字注意」內容一

起進行練習。「寫字注意」內容強調學習者注意範本字的筆劃長度、型式與

字素的位置。請學習者詳細的分析後，在進行手寫練習。紙本表格不提供靜

態筆順，以免學習者一直依賴所提供的筆順圖。 

2.3) 其他練習紙下載：以上學習完畢後，可另外下載「有『米』字線

的全空白表格紙」或「全空百表格紙」來增加練習。 

(3) 提供網站個個求助與搜尋功能，包括「網站圖」、「關鍵詞、字搜尋

功能」、「求助按鍵」，並可從每一頁面進入到這些內容。 

(4) 常用按鍵，如：主頁、求助、上下頁面等連接，在每一頁面具有同

樣格式並位於同樣位置，幫助使用者亦於找到。 

(5) 提供「討論」版，為學習者分享意見、提出問題以及漢字知識交換

的空間。 

 

五、網站內容特性 
(1) 網站的內容全是泰文。 

依據泰國學習者的需求分析結果，大多的受訪者認為漢字教材應該使用

                                                 
26根據資料分析，不同教材所提供的寫漢字表格，有幾種不同類型，包括：「十」、「米」、

「井」字線及無線的表格。因本研究連接的筆順動畫所使用的是「米」字線，因而選其

為練習紙的表格模式。至於何種表格對漢字練習較有效率，不包括在本研究的範圍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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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文。除了不同漢語學習者可在沒有教師指導的自學環境下使用外，泰國學

習者能夠百分之百地了解網站所提供的內容，不必透過仲介語來學習漢字，

減少學習的障礙。 

(2) 漢語語音呈現方式為：「漢語拼音」、「泰文拼漢語語音」及「例字語音

檔」。 

根據泰國學習者與各種教材的需求分析發現，泰國漢語教學所使用的拼

音系統為「漢語拼音」，因此使用漢語拼音，為網站的主要拼音係統。另外，

不少泰國漢語教材與網站，亦提供「泰文漢語拼音」，為幫助剛開始接觸漢

語者，更快地跟上教學內容，不必從漢語拼音開始。因此網站規劃同時提供

「泰文漢語拼音」27。同時加以說明：「使用泰文來拼漢語的語音，尚有所

出入，有很多漢語語音，無法使用泰文拼得出來。因此『泰文漢語拼音』，

只作為零程度學習者之漢語語音概念與參考」。所另提供的例字語音檔，為

不同程度學習者可參考的標準發音。對於有關字音的學習內容，如：形聲字

的音符功能，未有漢語拼音基礎者能夠易於了解，同時能夠連接漢字「形、

音、義」的概念。 

(3) 網站內容型式 

3.1) 網站所包含的漢字教學內容不僅是針對某一階段的細節說明，而

是整套連續性的教學內容，主要為使學習者了解整個教學框架以及所要學習

的內容，並能夠跟上每一階段的教學內容。 

3.2) 所包含的內容經過篩選，按照其關連與順序來安排設計。 
 

3.3) 網站學習框架：在漢字教學之前，先為學習者介紹網站所學習的

流程與學習目標。未有漢語基礎學習者，可知道如何開始學習，並按照網站

所安排的內容順序來學習；有漢語基礎者，可選擇自己要學習的內容。 

                                                 
27 參考： 
คณะกรรมการสืบคนประวัติศาสตรไทยในเอกสารภาษาจีน สํานักนายกรัฐมนตรี (2000). เกณฑการถายถอดเสยีงภาษาจีนแมนดา
รินดวยอักขรวิธีไทย. กรุงเทพ: โรงพิมพมหาวิทยาลัยธรรมศาสตร. 
ประพิณ มโนมัยวิบลูยและคณะ (2004) . เกณฑการทับศัพทภาษาจีนกลาง. ฉบับรา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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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學習指導：在每個階段的教學內容皆由「學習指導」開始。目的

是為了讓學習者了解每一階段學習的意義，如：為何要學習所包含的內容、

此一階段的內容與其他階段內容有何關係、如何幫助其學習其他階段內容

等。 

3.5) 教學內容進行中泰的對比分析：在漢字本身的教學內容，因泰國

文字與中國的文字是不同的文字系統，較難以對比。但在教學的暖身階段，

引至學習者認識漢字時，可在不同的語文型態、詞彙組合(復合詞)方式、詞

彙背後構想等方面，進行對比分析。學習者可以自己熟悉的母語，去了解漢

字本身的特性與漢字在漢語所扮演的角色。 

3.6) 網站每階段的內容以「引導 → 教學 → 練習 → 回饋」四個步

驟為固定學習流程。學習者從了解學習的目標與意義後，開始參與活動做為

學習的過程，再進行練習作為教學的鞏固階段，到最後得到練習的回饋，確

認自己對學習內容的了解度。 

 (4) 網站內容限制： 

練習題目與和使用者互動活動，完全不採用「打漢字」為回覆活動的方

式。從訪問資料發現知道電腦漢字輸入的泰國漢語學習者人數不多。另外，

為了開放給不同漢語程度人士(包含完全不會任何漢字輸入法的漢語零程度

者) 來使用網站，勿因為「漢字輸入法」的限制而無法使用。 

 

六、 網站使用方式 
為了符合以上的要求與使網站具有最高的效率，因此將網站規劃為如下

不同的可使用方式： 

(1) 使用於上課教材 

網站所安排與排序的內容，適合於漢字基礎教學使用，亦是一種多媒體

的教材。在教學環境與設備的容許之下，教師能夠以網站為上課的教材，無

論對象是剛開始學習漢語或已有漢語基礎者皆可。下課後，學習者亦可在網

站查詢、複習與練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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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使用於輔助教學 

從資料蒐集與需求分析，漢語教學的現況，最大的問題在於時間有限。

目前泰國漢語教學型式是以溝通教學法為主，課程偏重會話與語法，課堂上

時間比較緊張。另外，有關泰國學習者本身較隨意的性格，少部分學習者可

在沒有教師交代的情況下自行學習。如此情況下，教師便可在課堂上的一些

時間，介紹網站的使用與內容，引發學習者的學習動機，之後交代課後繼續

自學、練習與作業。 

即使網站已具備有助於自學的思考與設計，但要每一階段的學習達到最

佳的效果，尚需要教師來指導教學。尤其是「寫」漢字的練習階段，教師能

夠提供最及時、最佳的解釋與評鑑。另外。由教師指導的教學，可進行得比

較快。因此─以網站為漢字的輔助教學，先由教師來指導教學，之後學習者

回家自己練習─為針對泰國學習者的漢字教學網站最適用的方式。 

(3) 使用於學生課外的支援 

因考慮到自學的問題，網站要提供很齊全的內容，包括每個部分的使用

介紹、易於了解的內容、提供配合認知的例子、解釋的圖畫以及能夠檢查自

己理解度的練習與初步的回饋。在課堂上時間太緊張，無法進行教學，教師

能夠為學習者介紹助於掌握漢字的網站，之後學習者可按照網站的指導與內

容的順序，在課外進行自學。若對網站的使用或學習內容的問題，可另外去

請教教師或留言向站長提問。沒有漢語基礎，但對漢字有興趣者，亦可使用

以上的方式來自學。另外，有漢語基礎者，可從網站大綱(地圖)或選單上選

擇自己有興趣的內容。 

 

第二節 教學網站範例設計 
此部分內容按照本章第一節所規劃出的結論，以 Macromedia 

Dreamweaver 為主要軟體，製作出網站的一部分為試用的範本，並上傳為可

實際使用的網站，網址：http://hanzi4thai.net23.ne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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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網站範例內容限制 
(1) 每階段內容所提供的例字不多，但在教學順序上的安排，這些例字

將在後段內容出現，亦作為學習新字的工具。 

(2) 只使用網站內提供的例字為主要的練習題目。另外一部分的練習

題，使用未出現在網站內，但是可以網站所提供的例字與知識來推論出正確

的答案。 

 

二、整體畫面的設計 
(1) 頁面的內容分配 

所有網站內容出現於總頁面。總頁面包括三部分，分為：一、網站名稱

區；二、目錄與選單；三、內容呈現區。 

 

           
圖 六-1 網站總頁的分配 

 

1.1) 網站名稱區：網站名稱出現於總頁面框，無論打開任何項目的頁

面，內容總會出現在網站名稱框之下。在使用者開很多窗口時，易於知道目

前在看的內容屬於何網站。另外在此區域提供非學習內容之常用連結，包

括：首頁、求助、網站圖、相關連結、留言版及聯絡站長。 

1.2) 目錄與選單: 目錄與選單呈現於總頁的最左邊，同時在每頁面出

現，使用者隨時皆可看到。目錄框架裡邊包含了網站所有的教學內容題目，

並連接至各項教學內容頁面。有漢語基礎者可從此選單，馬上找到其要尋找

的內容，節省在大題目下尋找的時間。另外，可幫助不太了解漢字教學內容

網站名稱區 

內容呈現

目錄與選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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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不知道所要尋找的內容屬於何大題目，可找得到其想要學習的內容。至

未接觸漢語者，可以此目錄為學習大綱的參考，並了解目前自己所看頁面的

位置。同時參觀過網站者想要複習時，能馬上進入自己要進去的頁面，節省

尋找的時間。 

1.3) 內容呈現區：每頁面的內容出現於此框架，並有該內容題目呈現

於最上面。在參考旁邊的目錄時，使用者可知道目前正在觀看的是網站的何

部分，在何大題目之下。此關鍵在於，使用者可看出與了解整個內容的連貫。 

 

           

圖 六-2 內容呈現區的分配 
 

(2) 美觀：每個頁面除了文字之外必須同時放圖畫、動畫等裝飾，為增

加頁面的美觀以及使用者的注意力。 

 
二、網站教學內容流程 

網站教學內容流程，分為如下三個階段： 

(1) 學習指導：每個學習內容先由「學習指導」開始。內容包括該頁面

的使用方式、該教學內容的介紹與學習意義。 

(2) 漢字基本概念內容：提供漢字學習的內容與系統性的例子，包括：

針對泰國學習者常對漢字疑問、迷思的問題與解答；漢字的來源─介紹古漢

字例子；學習漢字─造字法 (包括：象形、指事、會意及形聲) ；寫字規則 

(包括：筆劃筆順規則、寫字注意、練習紙下載)。 

在各項內容的學習流程，先由幾項問題，挑戰學習者動腦考慮，作為暖

內容題目 

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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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活動。學習者參與活動後可體會到將要學習的內容，再進入學習真正的教

學內容，將所得的經驗整理與系統化。 

(3) 練習與測驗：位於漢字基本概念的某些範圍之後，作為複習剛學習

完畢的內容及測驗學習者對所學習的內容的了解度。 

3.1) 練習與測驗內容 

在一般的基礎內容部分，提供一種練習與測驗，但在更複雜的內容範

圍，測驗內容分為數級，按照學習者的漢語程度而學習，主要於不同程度學

習者的學習目標不同。雖然學習者知道練習題分為易難的程度，但不限制所

有網站使用者試做全部的練習。 

練習與測驗部分的目的並非為測出學習者是否能夠記得所有提供的例

子，而是透過練習使學習者更了解網站所提供的內容，並依據看過漢字例子

來了解漢字的組合，以致之後能夠以這些的概念去學習其他沒看過的漢字。 

至於學習者是否了解以上的概念，便在此部分內容測驗出來。若學習者

能做出正確的解答，就代表他們知道如何運用網站提供的掌握漢字概念，亦

可產生學習的成就感。即使學習者沒掌握好內容，做出不好的成績，尚等於

提供學習者的複習機會。 

3.2) 回饋 

練習完畢後，呈現練習答案提示、成績的公佈、稱讚語，亦提供答案的

解釋，增加學習者的理解度。 

 

第三節 網站範例內容 
根據訪問與問卷受訪者提出的泰國學習者學習漢字的問題，最大的問題

是學習者對漢字難記難寫的刻板觀念。因此漢字教學的內容要能夠減少學習

漢字的恐懼感，使學習者對漢字的感覺再也不是無條理的文字，反而是有

趣、有色彩的文字，使學習者自身產生想要學習的感覺，不是非學不可。 

網站所包含的內容與學習流程如圖五-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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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六-3 針對泰國學習者漢字教學網站範例─網頁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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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首頁─網站介紹」 
介紹網站的學習目標、適合使用對象、網站所包含的內容與連結、各項

目內容的介紹。在使用網站之前，建議使用者參考網站使用手冊 (連接至協

助與工具頁面) 。另外提供說明、解釋如何呈現中文、本網站所採用的中文

字體是正體字等。 

 
二、「Q&A ─ 開始認識漢字」 

這部分的內容包含了泰國人對漢字不明瞭之處與疑問，因此以問題和解

答的方式呈現內容。最主要的目的是能夠使學習者更多了解漢字，能初步地

減少學習者對漢字的恐懼。雖然看來這個部分內容，好像提供給沒接觸過漢

語人士，但是以下的問題，其實也是學過漢語的人對漢字的不明瞭之處。所

包含的項目以問卷與訪問資料為參考資料，共提供五個問題的解答，包括：

漢字的特點、漢字橫豎寫方法、漢字字體、學要學習的漢字字數、掌握漢字

的方法。 

主要的學習流程是在為學習者解釋學習內容之前，學習者必須參加暖身

活動，以提問，學習者找出答案的「互動活動」為使學習者融入學習過程中，

扮演參與活動者的角色。 

(1) 「Q1: 漢字的特點，何謂世界最難的文字？」 

學習流程從暖身活動開始(選擇題)。學習者參加 2 個活動：一、從演變

動畫，猜測「月」字的字義，再看「日」的演變動畫，猜測具有「日」、「月」

的「明」字的意義；二、提問「上」字，是「上」(動詞、方向詞) 的意思，

再猜測具有「下」之義是哪個字，並從「下」、「士」、「土」三個選項選擇正

確的答案。 

回答 Q1：解釋中文的文字與其泰文、英文的不同之處，為何有全世界

最難的文字之稱？略為介紹漢字的來源。並強調難的文字，不代表其語言本

身的難度，而泰語與中文的語言本身非常相識，對泰國人而言，中文並不難。 

(2) 「Q2: 漢語橫、豎寫方法？」 

提供具有不同排列方式的中文雜誌、報紙等圖片，並請學習者觀察圖

片，認為漢語是有橫著寫或豎著寫？學習者回答後，公佈答案與進行講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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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六-4 網站範例 Q2 問題解答圖 

 
 (3) 「Q3: 漢字字體─何謂正體、簡體字？」 

回答：給予正體、簡體、地方字的定義、由來以及例字。因在泰國有很

多漢語教學機構只使用簡體字，並告訴學習者正體字是「舊的漢字」，造成

很多泰國學習者的誤解。因此，此部分內容是讓學習者了解在不同的華語地

區所使用的各種字體，糾正「舊」、「新」字，或者正體字已經沒有人使用等

說法與觀念。至於應該學習何種字體，本網站的建議為學習各種字體是外國

人學習漢語的需要，因為這是蒐集漢語知識的最好工具，不過尚得按照學習

者個人的因素與學習目標為學習何種字體的選擇。 

(4) 「Q4: 漢字總共有多少個字？是否要學習全部的漢字？」 

回答：為學習者解釋，雖漢字的數量可數到上萬，但是常用字的數量並

不是那麼多，而且只學會大約 3,500 個常用字，便能夠看懂中文報紙。 

另外漢語造詞的方法，多半是如在泰文裡一樣的複合法。若能掌握一些

的單字詞，便不難於了解其他的詞彙。因此學習漢字並不是如很多人想像中

的困難。 

(5) 「Q5 : 漢字不是拼音系統，又有那麼多個字，如何掌握？」 

學習流程從暖身活動開始。學習者回答兩個問題：一、已學過的「明」

字，由幾個獨體字構成的？；二、注意所提供的三套漢字，能看到甚麼現象？

答案公佈時，學習者可從暖身活動所提供的例字得到合題字是可包含了幾個

獨體字的概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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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六-5 網站範例 Q5 問題解答圖 

 

回答: 解釋獨體和合體的漢字的理念。讓學習者了解，雖然有很多漢字

看起來有很複雜的筆劃，但其實是由部首和部件構成的。如此，能掌握筆劃

簡單的獨體字，便能夠掌握筆劃更複雜的漢字。強調看來複雜的漢字(正體

字)並未難以學習。 

(6) 複習：選擇題，如： 

1) 只能掌握多少常用字就能看懂中文報紙？ 

    70,000      35,000    7,000    3,500 

2) 簡體字在哪一個漢語地區使用？ 

    中國大陸   台灣     香港    新加坡 

3) 「想」字，包含了幾個獨體字？ 

    1             2            3          4 

(7) 成績、正確答案公佈 

 

三、「漢字的來源」  
提供古漢字在不同的時代，在各種器材上的古漢字。學習者能體會到漢

字真的從圖畫演變出來，增加學習者對漢字的興趣。 

 



 

125 
 

        
圖 六-6 網站範例─漢字來源頁面圖 

 

內容包括：甲骨文、金文、東周文 (各另開新頁面)；提供各項目之解

釋與圖像例子。各頁面的最下方提供其他在同個範圍內項目的連接，學習者

易於了解這些內容是在同一個範圍內。 

 
四、「學習漢字」 

這個部分內容是以六書中造字法的範圍為主。但是學習的目的不是能看

出每個字是用甚麼方法來創造的，而讓學習者了解漢字是如何構成的，並以

這些的規則來掌握漢字。因此這型項目內容最重要部分並不是提供造字法的

細節，而是提供例子的選擇。 

使用例子的選擇是以最具有優先學習價值的字、部件與部首，為標準。

(見第二章，第一節之四) 

(1) 總頁「學習漢字─漢字的創造」 

主要為介紹「六書」，對漢字掌握的重要性。學習者可以其為漢字學習的工

具。並進行中泰文的對比，解釋雖然漢字不像泰文使用拼音法，但是漢字也

有漢字的造字法，而且是非常有興趣的方法，稱為“六書＂中的“造字

法＂。學習漢字的創造法也就像學習泰文的拼法。因為主要的內容是以獨體

字去學習合體字，因此學習內容的順序從象形、指事、會意及形聲。為了防

止學習者跳過需要的內容，每頁面只提供下一個頁面和上一個頁面的連接。 

 (2) 象形 

2.1) 介紹：從學過的「日」開始介紹，指出看多「日」字的演變方法，

另外提供漢字來

源頁面裡的小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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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象形」字的理念。解釋為何現代漢字教脫離圖像的─書寫學需求與整

齊方塊字─原。另外提供其他象形字的演變圖畫與動畫、發音、字義。 

 

 
圖 六-7 網站範例─象形字介紹圖 

 

2.2) 學習內容：學習方式為回答問題 (選項題) 活動。學習者看所提供

漢字的演變動28，再從選項選擇答案，每題答覆後馬上提供答案公佈與回

饋。所提的漢字為：「人、木、刀、田、女、口、魚、羊、水、目、手、火、

大、山、心、雨、馬、鳥、力」。 

告訴學習者雖然有的字筆劃很複雜，但是從圖片來看我們很快就能認出

字義，筆劃複雜並不是掌握漢字的主要問題。再強調學習者掌握這些字─在

後段學習內容的學習─之重要性。因這些的例子，在以後的內容將再出現，

並組合成新字，因此例子的選擇十份的重要。若提供太多樣化的象形字，但

無法於後面的內容結合，學習者不會意識到部首與部件的作用。 

2.3) 練習：使用 Macromedia Dreamweaver 之 Crouse-builder 功能 Flash

製作拖放 (drag and drop) 練習遊戲。學習者將漢字圖拉到正確的發音(提供

漢語拼音與泰文拼音格式)，再拉到字義。只拉到正確答案，漢字圖才能固

定下來，每次答對馬上出現稱讚語框。 

                                                 
28 連接：http://www.dragonwise.hku.hk/dragon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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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六-8 網站範例─象形字拖放練習圖 

 

2.4) 寫字練習：練習剛學過的象形字，共包括四個步驟： 

一、先學習「筆劃」、「筆順」、「寫字注意」；並連接至網內的該三

項內容； 

二、觀察筆順動畫，注意所呈現的筆劃與筆順實際書寫29； 

三、試著在線上練習寫漢字，練習時必須從筆劃下筆之處開始，亦

在按照筆順規則寫字，才能完成練習30； 

四、下載漢字練習紙，進行手寫練習。 

 (2) 指事  

由暖身活動開始，從學習過的「刀」字，再加上一點，為「刃」字，應

該指何意義？ 學習者從選項選擇正確的答案，答錯時將有「再試一次」字

框出現，答對時有稱讚語與解釋字框出現。 

                                                 
29 連接：http://www.usc.edu/dept/ealc/chinese/newweb/character_page.html 
30 連接：http://www.dragonwise.hku.hk/dragon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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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六-9 網站範例─指事字暖身活動圖 

 

之後解釋指事的定義，並提供「上、下、木→末→本、中」字為例，以

其意義表示方法的圖畫與演變動畫來呈現，以視覺強化學習者的記憶力。 

 

 
 

 

 

 

 

 

圖 六-10 網站範例─指事字之解釋動畫圖 
 

 (3) 會意  

3.1) 暖身活動：從「休」字的造字概念與演變動畫，猜測字義。學習

者從選項選擇正確答案。作答完畢後馬上顯示公佈正確答案字框。 

3.2) 解釋  ：提供會意的定義，再提供「涉、明、尖、森」字的解釋與

其字形演變圖為譜充例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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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練習：題目包括「男、林、鑫、鮮、信、炎、左、右、有、看」

字，學習者從題目提供的字之所構成的部件、部件古文字形以及該字的造字

理念，考慮、猜測該字的字義，再在點案「答案公佈」查看正確答案。 

 

 
圖 六-11 網站範例─會意字之練習頁面圖 

 

(4) 形聲 

4.1) 暖身活動：請學習者注意提供的兩組漢字─「媽、妹、姐」，「跑、

飽、抱、泡」，考慮字的「形、音、義」有如何的關聯。之後點看答案與「形

符、聲符」的解釋。再提供「媽」字的字音、字義，提問所包括的「女」、「馬」

字，在「媽」字扮演了什麼角色。 

 
圖 六-12 網站範例─形聲字之暖身活動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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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解釋  ：公佈暖身活動的答案，再解釋形聲字的定義、例字的解釋，

並在各例字提供發音檔，為字音與音符的參考。 

4.3) 補充例子：提供更多常見形符、聲符的例子，並提供金文字形，

為視覺之認識效果；發音檔，為字音的參考；形符所指的意義範圍，為字義

的參考。 

另外解釋「部首」的內容，再連接至「康熙部首」的介紹頁面。(本節

之六)。 

 

 
圖 六-13 網站範例─形聲字之補充例子頁面圖 

4.4) 練習：分成三種不同的練習方式：一、按照字音與字義，將提供

的形、聲符構成字(提供聲符的拼音)；二、同一，但不提供聲符的拼音；三、

從字面，猜測未學過漢字的字音與字義。第一、二練習為拖放的練習方式；

第三練習為選擇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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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六-14 網站範例─形聲字第一練習頁面圖 

 

4.5) 寫字練習：練習步驟雨與象形字相同 (見本節、四之 2.4)，但因為

形聲字是「合體字」，所以第一步驟改為─先學習「部件」、「部件空間」、「寫

字注意」。 

 

五、寫好看漢字 
該項內容包含了：部件、部件空間、筆劃、筆順、寫字注意。雖然各項

目獨立放在各頁面，但其學習流程為象形字與形聲字的「寫字練習」階段的

連結，作為寫字練習所要參考的資料。主要原因為若該項目為獨立內容，無

法使學習者了解其在漢字學習的作用，但將之放於「寫字練習」階段，學習

者可知道學習的需求與目標，並同時可以其概念為練習書寫從網站所學習的

漢字之工具。不過，仍然在總頁選單提供連結，為使用者便於搜尋。 

(1) 「部件」 

學習者可以部件為分析與掌握漢字的依據，代替了大多泰國學習者用於

記憶的筆劃。其內容包括：部件的定義，獨體字、合體字、例字之部件分析。

並提供漢字字譜的連結31，學習者能看到更多由同一個部件構成的漢字。 

                                                 
31 連接：www.zhongwen.com 之「字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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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部件空間」 

提供各種漢字之部件空間的結構圖與例字。學習者以該內容為分析漢字

的結構，同時以其為書寫漢字的參考，可幫助問卷所調查到的泰國學習者漢

字書寫時，部件大小比率不正確問題。 

(3)「筆劃」 

提供筆劃種類名稱、筆劃圖、筆劃書寫規則圖、例字。學習者首先以「筆

劃」為網站內之寫字練習階段的參考，亦同時作為其漢字書寫的正確概念。

該題目的設計原則為，提供很大的筆劃圖像與在例字呈現的筆劃，學習者可

易於分辨各筆劃的形狀，並了解該筆畫屬於漢字的何部位。同時從例字，可

幫助已有漢字基礎者，檢查自己書寫習慣正確與否。 

 

 
圖 六-15 網站範例─筆劃內容頁面圖 

 

 (4) 「筆順」  

介紹筆順的規則，加上大的靜態筆順圖畫、例字的筆順動畫與線上寫字

練習32。學習者了解規則後，再觀察筆劃書寫的順序，亦可當時練習書寫。 

 

                                                 
32 同注 2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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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六-16 網站範例─筆順內容頁面圖 

 
六、「部首 ─ 康熙部首」 

內容包括：部首明細表、變形部首、常用部首名稱 (包括泰文翻譯)、

例字。該項目內容主要為增加學習者會意字與形聲字的學習，可以各部首所

指的意義範圍為學習新字的工具。 
 

七、網站功能連結 
此連結不是教學內容，而是協助學習者使用網站所可出現的問題，以及

提供學習內容相關的支援。所包含的內容為：搜尋、網站圖、協助與工具、

留言版、相關的連結、聯絡站長。 

(1) 「搜尋」：位於總頁的選單，學習者課填寫關鍵字，尋找網站內的

內容。 

(2) 「網站圖」：提供網站內所有內容的架構與學習的流程。亦同時提

供網站圖的直接連結，學習者可從網站圖頁面，直接進入至該項內容。 

(3) 「協助與工具」：該項目主要為幫助學習者解決網站使用的問題，

並對網站所提供的內容更加明白。所包含的內容有四：一、各不同漢語基礎

學習者與教師之網站使用手冊；二、漢字例字的呈現方式 (漢字、漢語拼音、

泰文拼音、發音檔)；四、拖放練習使用問題解答。 

(4) 「留言版」：作為使用者漢字知識交換區以及聯絡站長的另一個管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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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相關連結」：為提供與漢字有關的網站 (包括中英泰文)。除了本

網站的內容外，學習者可從相關的網站搜尋跟多的資料。其內容包括網站名

稱和主要內容。 

(6) 「聯絡站長」：學習者和以本網站為輔助教學的教師，若有任何問

題可隨時直接連絡站長，是使用者與站長的聯繫方式。同時，站長可從使用

者獲得建議，作為─更有學習效果網站─的修正與調整資料。 

 

第四節 網站範本試用、調整及修改 
建立好網站架構與內容後，請 4 位非實驗目標對象者 (漢語零程度者 2

位、漢語高級程度者 2 位)，在網站上傳前後時，進行網站試用。 

 

一、網站上傳前試用 
主要目的為尋找網站各種的錯誤，包括文字上錯誤 (錯別字、用詞、用

語) ，以及可有誤導使用者效果之訊息、教學、使用者介面、互動及螢幕設

計。之後，進行調整與修改。 

就此階段發現許多個錯誤，如：練習回饋未出現、該有連接地方沒有連

接、連接網頁出現在不對的頁框、內容錯別字〈 如：「ลําตับ」(ลําดับ)、「ควาวมหมาย」 

(ความหมาย)、「ซึกไมไผ」(ซีกไมไผ)〉等，便將這些發現的錯誤改進。 

 

二、網站上傳後試用 
先將一部分網站範本上傳，主要目的為查看網頁寄存網站，能否提供如

上傳前的網站各方面效果。 

就在此階段發現，原本使用的網頁寄存網站之使用效果不佳，如：自動

改變了原來的連結內容出現頁面設定、語音檔無法播放等。因此再度尋找其

他的網頁寄存網站。試將範本上傳，檢查其效果沒有問題之後，再將所有頁

面與檔案上傳。網站範例可在網際網路上實際地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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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網站範例應用試驗與評鑑 
本章所包含的主要內容有三：一、網站應用試驗施行與結果；二、網站

應用的評鑑；三、網站規劃之修正與調整。 

第一節 網站應用試驗與結果 
 
一、試驗施行 
(1) 試驗目的 

試驗目的為證明本研究以文獻探討與需求分析結果，所規劃出的「針對

泰國學習者漢字教學網站」理念，能否完成所預設的研究目標效果。主要為

測出研究結果，所規劃設計的理念是否實用，如何影響目標學習者的漢字學

習。在未達到目標效果之處，原因何在，有何影響因素，並能進行修改與給

予其他改進之建議。另外可從試驗過程與結果，調查出泰國學習者漢字學習

的反應與型態。 

(2) 試驗對象 

分為如下三組受訪者 (細節見第三章，第二節之六)： 

2.1)「L0 組」為未學過漢語受試者，共 3 位，分為：L0A、L0B、L0C。 

2.2)「L1 組」為主修漢語的一年級大學生，共 3 位，分為：L1A、L1B、

L1C。 

2.3)「L2 組」主修漢語的三年級大學生，共 3 位，分為：L2A、L2B、

L2C。 

(3) 試驗施行過程介紹 

L0 組、L1 組、L2 組受試者參加使用網站前測驗 (以下簡稱為“前

測＂)，包括「針對漢字與漢字學習意見調查」及「漢字掌握度測驗」(後者，

L0 組受試者免參加)。調查方式為填寫問卷及問卷細節訪問。筆者為受試者

介紹網站使用方式、學習內容及學習目標。受訪者自行使用網站，使用完畢

後通知筆者。網站使用完畢後 10 天左右，受訪者參加使用網站後測驗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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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簡稱為“後測＂)(所包含的項目與前測相同)。(細節見第三章，第二節之

六) 

 
二、受試者使用網站中的反應 

L0 及 L2 組受試者，筆者能夠親自為他們介紹網站，至於 L1 組，筆者

透過電話進行網站介紹，並請對方同步打開網站，跟著筆者進去所要介紹的

內容。除了從首頁大概的介紹所包含的內容與網站功能外，並請受試者試用

了幾頁的內容。同時觀察受試者使用網站的反應。各組受訪者網站使用反應

如下： 

(1)  L0 組受試者： 

1.1) 受試者對網站的互動活動非常有興趣。例如在「Q&A」之 Q1 暖身

活動，受試者皆非常認真地猜測答案，亦發現 3 位受試者都能做出正確的答

案。在答案公佈後，發現自己答對時，便有很興奮的樣子。 

L0C 受訪者指出：“我女兒 (11 歲) 正在學中文，但是不知道為甚麼

只看到她都在寫英文字 (指“漢語拼音＂) ，也看到她會發音，但不會寫中

文。不過，我看了網站後，從這個活動，我已經記得幾個漢字了。”  

1.2) 受試者能在短時間內掌握象形字的概念。「象形字」的學習活動，

L0 組受試者在已回答了幾題後，可看出其大約知道象形字的概念，從原本

要先看漢字演變動畫再作答，到自己開始從字的形狀猜測字義，如：L0A

受訪者看到「火」便先從選項選擇「火」的意思。不過，猜對的比率不高，

若碰到形狀脫離圖畫很遠的字，通常都猜錯，如：「目」猜成「樓梯」的意

思，而猜對的是形狀較像圖畫的字，如：「手」、「山」等字。 

1.3) 受訪者對網站另外提供的輔助質料不太有興趣，例如在漢語拼音

介紹內容，另外提供漢語拼音學習的連結，受試者只點進去看目錄的內容，

當看到試另外要學的課程，就馬上關掉；「漢字字譜」的內容亦有相同的反

應。 

1.4) 受試者對泰文漢語拼音之─泰文沒有的音節─及─特殊拼法─部

分不熟悉，甚至無法跟著泰文的拼法發出聲音，但是在聽語音檔之後，可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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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相似的音。 

1.5) 對漢字的發音並不注重，練習了一兩次就結束了。另外，提問 L0

組受試者是否在網站之「象形字」的練習題有好成績，所得到的答覆是否定

的，其解釋為只能找出字的意義，不太會做「字配發音」的練習部分。  

(2)  L1 組受試者： 

當時個別地透過電話為每位受試者介紹，並同步瀏覽網站。筆者所得到

的信息為，其在觀看漢字演變動畫時非常感興趣，亦接著看很多字的演變。 

L1A 受試者當場告訴筆者：“這種的教學方法很好玩，也很有用，雖

然早已經記得那些漢字，但是現在知道這些字的演變，使印象更深刻。＂ 

L1C 受試者亦通知：“以前聽說過漢字是從真正的物品、人像演變出

來，但是很多字怎麼看都看不出怎麼像一個物品。不過，現在大概的了解這

一項了。＂ 

(3)  L2 組受試者： 

筆者請他們進去瀏覽「Q&A」首頁、「象形字」及「形聲字」的頁面，

所觀察到為： 

3.1) 受試者可很快速地瀏覽網頁，並馬上說出該內容的理論概念。此

原因在於 L2 組受試者的字庫已不少，而且在漢語學習的過程中，亦可自找

出一些造字的理念。網站內容對其而言，就如幫他們將那些零星的信息組合

起來，因此瀏覽速度很快。 

3.2) 對各種動畫非常有興趣。雖然已經學過那些字，但 L2B 受試者還

是要求停留在有動畫的頁面，讓她有更多時間詳細地看。L2C 受試者當時就

點按了很多漢字演變動畫來看。 

3.3) 覺得練習題有趣味。L2A 與 L2C 在觀看「象形字」與「形聲字」

的拖放 (drag and drop) 練習時指出：“覺得練習題很好玩，很像玩遊戲，

很喜歡這樣的練習。＂ 

(4) 受試者使用網站中與站長聯絡的方式： 

受試者自行使用網站的階段，在發現網站的問題時，皆透過電子郵件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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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聯絡，未在留言版留言。原因在於當初在聯絡受試者的階段，通常透過

電子郵件與受試者聯絡及傳送資料，因此受試者尚認為─電子郵件─是最佳

的聯絡方式，若在留言版留言亦不確定站長本身會進去與否，另外受試者認

為自己常常去打開信箱，但不會常常去看留言版。 

(5) 討論： 

從初步觀察的資料發現，各種動畫的內容，如：漢字演變動畫、拖放練

習等，能夠吸引受試者的注意力，亦同時可快速地給予教學的好效果。 

 
三、試驗中所發現的使用網站問題與解決方式 

(1) 網站使用技術方面的問題，如：無法使用拖放 (drag and drop) 練

習、動畫無法呈現、找不到練習題的答案公佈等。在能改進之處，筆者亦同

步修改網站、增加網站使用方式指導或增加求助按鈕，為協助其他受試者的

資料。 

(2) 網站內容方面，如：筆者指導受訪者去看網站內，能為其解答的內

容，或親自做更多的解釋。但若因為網站內容解釋得不夠清楚或可能誤導學

習者，便進行更改與調整那些內容。 

(3) 其他問題，如：一些動畫的呈現播速度很慢，需要等很久；語音檔

的播放很慢，有的是都不播放等問題。 

動畫的呈現播放速度的部分，因此資料連接至別網站的頁面，所以無法

更改，但是以增加說明。 

語音檔的問題，筆者試著將語音檔縮小，但問題依然存在，而另外一個

原因可能有關使用者使用的網路品質，因此只能在內容增加解釋。不過，這

些亦是網站需要調整之處，希望找出更好的解決方式，儘量減少網路品質成

為網站使用限制的問題。無論使用者網路品質如何，尚可使用網站，才是網

站效用的最佳推廣方法。 

(4) 修改完畢後，請受試者再次進去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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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受試者使用網站時間與方式分析： 
 

表 七-1 學習者使用網站時間分析 
受試者 (N=9) 1 2 3 4 5 6 7 8 9 總計 平均 

使用天數 (日) 3 3 3 2 2 2 2 2 2 21 2.33 

一天平均時數 

(小時) 

2 2 3 3.5 3 2 3 2 4.5 25 2.78 

受試者代號：「1、2、3 號」為「L1A、B、C」；「4、5、6 號」為「L2A、B、
C」；「7、8、9 號」為「L2A、B、C」。 
 

(1) 從表七-1 之使用天數與時數的平均來看，9 位受試者可在 3 天 

(2.33)，每天平均約 3 (2.78) 小時內，完成本網站的學習。 

(2) L0A 與 L1A 受訪者在訪問時另外指出，從將所有的內容看完後，

尚每天進來觀看網站，總共使用了 7 天。 

(3) 從 9 位學習者，1 至 8 號學習者的住家或宿舍具有可使用網站的網

際網路，只有第 9 號學習者要在其大學的電腦中心使用網站。但其不認為此

原因會造成學習的障礙，因為本身通常就會花很多時間在電腦中心，藉由網

際網路搜尋資料。 

 

五、前後測驗之─漢字基本知識測驗─結果對比分析 
(1) 此項目使用口試測驗的方式，筆者提問受訪者 5 個題目，如下： 

一、漢字的特點 (有關漢字不是拼音文字、一個字包含了字音與字

義等) ； 

二、是否需要學習無數的漢字，才能看懂中文文章； 

三、漢字的來源 (六書的造字法理念)； 

四、中文橫式、直式的寫法； 

五、中文字體概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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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筆者從受訪者的答案分析其對漢字的了解度，分為：「0」─完全不

知道；「1」─很少；「2」─有的知道、有的不知道；「3」─知道。 

(3) 前後測驗對比結果分析的代號分為：「+」為“有正面的趨勢＂；「-」

為“有負面的趨勢＂；「=」為“一樣、沒改變＂。 

 

表 七-2 前後測驗之─受試者漢字基本知識測驗─結果對比表 

受試者 
L0A L0B L0C 

前 後 趨勢 前 後 趨勢 前 後 趨勢 

項

目 

一 2 3 + 1 3 + 1 3 + 

二 1 3 + 1 3 + 1 3 + 

三 2 2 = 2 2 = 2 2 = 

四 1 2 + 2 3 + 1 3 + 

五 0 3 + 0 3 + 0 3 + 

受試者 L1A L1B L1C 

項

目 

一 2 3 + 1 3 + 1 3 + 

二 2 3 + 1 3 + 1 3 + 

三 2 2 = 0 2 + 2 2 = 

四 1 2 + 3 3 = 3 3 + 

五 1 1 = 2 3 + 2 3 + 

受試者 L2A L2B L2C 

項

目 

一 1 3 + 1 3 + 1 3 + 

二 1 3 + 1 3 + 1 3 + 

三 2 2 = 2 2 = 2 2 = 

四 3 3 = 2 3 + 3 3 = 

五 2 3 + 2 3 + 3 3 = 

前後測驗結果對比的趨勢 - = + 

趨勢次數總計 0 13 32 

趨勢總次數百分比 (N = 45) 0 28.89% 71.11% 

 

(一) 從表七-2 可見，前後測驗對比結果的正面趨勢，在總次數百分比

高達 71.11 %，高於與「一樣的結果」42.88 % ，亦完全沒有負面趨勢的。

表示受試者在使用網站之後─對漢字基本知識的了解，顯著有正面的趨勢。 

(二) 另外可見，從第三項目─漢字的來源─的學習效果發現，受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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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這一項內容無法完全達到「完全了解」的學習效果。每位受試者皆認為全

部的漢字是從各物品、動物、人的動作的形狀演變出來，而沒有意識到形聲

字之聲符，並不是如此而來的。其實，這項的誤解對漢字學習沒有很大的影

響，因為學習者若能夠掌握造字法的概念，便能夠更容易地掌握漢字；但是

為了使學習者具有正確的知識，可為他人傳出正確的資訊，網站的內容應該

增加這一項細節的說明。 

 (三) 除此在 L1A 對第五項目─漢語橫式、直式的寫法─尚未有進步趨

勢之現象，從後測的訪問資料，發現是受試者本身認為自己已經對這一點很

了解了，因此跳過此內容。筆者再次請其去看網站的這一項內容，之後已可

給於正確的答案。 

此點表示，尚有一些泰籍學習者，雖學過了漢語，但對漢字有所迷思。

即使網站已提供有關這一方面的資訊，但不見得每位使用者會點按去看。因

此，網站的最佳方式尚需要教師來執導，為學習者提醒必須學習之內容，至

少能作為複習，並確認自己所知的資料是否正確。 

 
六、前後測驗之─針對漢字與漢字學習意見調查─結果對比

分析 
(1) 所調查項目有四： 

一、漢字 (看起來) 不好學、難學； 

二、漢字有很多筆劃、又難寫又難記； 

三、有興趣要研究更多有關漢字知識； 

四、漢字對你漢語學習的引發/ 漢語學習有障礙。 

(2) 各題目提供 0 至 5 的選項，從「完全沒有」、「很少」、「少」、「一般」、

「多」、「很多」的順序排序。 

(3) 對比結果分析的代號分為：「+」為“有正面的趨勢＂；「-」為“有

負面的趨勢＂；「=」為“一樣、沒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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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七-3 受試者對漢字與漢字學習意見─前後測驗對比表 

受試者 
L0A L0B L0C 

前 後 趨勢 前 後 趨勢 前 後 趨勢 

項

目 

一 4 3 + 4 4 = 3 3 = 

二 5 4 + 4 3 + 5 4 + 

三 4 4 = 2 4 + 5 5 = 

四 4 4 = 3 3 = 3 3 = 

受試者 L1A L1B L1C 

項

目 

一 2 1 + 3 2 + 3 1 + 

二 3 3 = 4 3 + 3 3 = 

三 4 5 + 3 4 + 5 4 - 

四 3 3 = 4 3 + 3 2 + 

受試者 L2A L2B L2C 

項

目 

一 3 2 + 3 1 + 4 2 + 

二 4 3 + 4 2 + 4 2 + 

三 4 5 + 5 5 = 5 4 - 

四 3 2 + 4 0 + 3 2 + 

前後測驗結果對比的趨勢 - = + 

趨勢次數總計 2 11 23 

趨勢總次數百分比 (N =36) 5.56% 30.56% 63.89% 

 

從表 七-3 可見，前後測驗對比結果的正面趨勢，在總次數百分比高達 

63.89%，高於「負面趨勢」與「一樣的結果」為 58.33% 及 33.33%。表示

受試者在使用網站之後─對漢字與漢字學習的意見，顯著有正面的趨勢。結

合了─漢字基本知識測驗─結果對比分析的結果，亦可表示，在學習者學習

網站所提供的漢字介紹內容，能夠對漢字有更多的了解，在其更認識漢字

後，可使他們對漢字與漢字學習增加了好感。 

 

七、前後測驗之─漢字掌握度測驗─施行 
L1 及 L2 組前測的題目相同 (L0 組免參加前測)。至於受試者的漢語程

度不同，從測驗成績與答案分析之後，進行調整後測的測驗題。主要的調整

方式為，在網內提供漢字的測驗，以及未在網站內容出現之漢字的測驗，儘

量將受試者所學過的字換為不認識的字，為能夠測出受試者─網站的學習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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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之目的。 

測驗共有五段，分為： 

一、從漢字寫出字音與字義 (非選項題)(第一段測驗，包括字音與字義

的作答，但因網站極少提供「字音」教學內容，所以只給「字義」的評分，

至於「字音」的作答，將在作答結果與分析階段進行分析。)； 

二、從字音字義寫出漢字(非選項題); 

三、部件構字：從提供的選項部件，按照字義字義構字; 

四、從部首猜字義; 

五、從形、聲符找出字音與字義。 

 

八、L0 組受試者─漢字掌握度─後測結果分析 
(1) 成績分析: 

表 七-4 L0 組受試者─漢字掌握度─後測成績分析表 

測驗段 
受試者分數 

總分數 總分數 % 
L0A L0B L0C 總計 

一 4 3 6 13 30 43.33% 

二 2 6 9 17 30 56.67% 

三 0 1 3 4 27 14.81% 

四 5 4 4 13 24 54.17% 

五 3 0 2 5 15 33.33% 

整組總成績 52 126 41.27% 

(一) 從各段測驗的成績來看，L0 組受試者最高成績為第二段測驗─從

字音字義寫漢字，得了總分數百分比 56.67；第二名為第四段測驗─從部首

猜字義，得了總分數百分比 54.17；最低成績為第三段測驗─從部件構字，

得了總分數百分比 14.81。其中，各受試者成績較平均為第四段測驗，而第

二段測驗成績的落差度很大：L0C 的成績顯著凸出，而 L0A 的成績卻明顯

地低。 

(二) 從測驗總成績來看，其所得的分數不算很高，總成績為 41.27%。

若以一般泰國學校─考試通過成績必答 50%以上─規則為標準，此組受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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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尚未通過測驗。以各段測驗成績來看，此組只通過了第二段與第四段，兩

段測驗。 

 (2) 作答結果與作答理念分析： 

(一) 在第一段測驗，受試者所能作答的不多，整體而言答對的字為：

鳥、馬、本、目、大、手。但是其他未作答的題目，在訪問作答理念的資料

發現，其尚可解釋該字的部件或部首，如：L0A 指出在「男」字，看到「田」

字；L0B 指出在「本」字，看到「木」字；在「淺」字，看到「氵」，亦可

用泰文指名為“三點水＂；在「炎」字，看到 2 個「火」字，並可解釋各部

首所指的意義範圍。 

(二) 在第一段測驗，除了 L0B 以泰文拼音寫出「馬」的讀音外，在其

他項目與其他受試者皆未作答「字音」。 

(三) 在第二段測驗，各三位受試者會寫的字與成績一樣有很大的差異

度。就以成績較高的 L0B 與 L0C 的作答為例：L0B 在「河」字，寫成「氵

+口」；「泡」字，寫成「冫+包」；其表示對前者作答沒有信心，但是確定應

該前者應該與水有關所以寫了「氵」，後者因為字音是「pào」，一定有「包」

字。L0C 唯一的錯誤為「河」字，只寫「氵」。其另外解釋，對於能寫出的

「泡」字，其實當初一時忘記「包」的形狀，只知道一定與水有關，所以先

寫「氵」，但之後在下一段測驗看到「包」字才想起來，就抄著寫。 

(四) 此組的三位受試者所寫出的漢字有同樣的─不標準、不好看的形

狀─現象，如：「人」寫成「  、   」，有的寫出甲骨文字的形狀，如：    (山)。 

(五) 第三段測驗結果與第一段的類似，但答對的相當的少。大多的作

答為只選出自己知道的部首與聲符的選項，如：「冷」字只選了「冫」;「飽」

字只選了「包」等。 

(六) 在第四段測驗，受試者能夠作答一半以上的題目，並可正確地解

釋其在各字看到了些甚麼部首，該部首所指的意義範圍為何。根據訪問資料

的分析發現，答錯的主要原因為二：一、完全不記得某些部首，如：不記得

「貝」字，所以不會猜「質」字的字義；二、明明記得，但在字裡並卻認不

出部首來，如：在「炒」字，認不出「火」字。 



 

145 
 

(七) 在第五段測驗，受試者能作答的亦不多。而從作答理念的訪問，

得知受訪者只確定字裡部首所指的意義範圍，但其他題目完全不記得音符的

讀音，因而只好─亂猜─答案。L0B 因完全不記得聲符的發音，便只從部首

猜測字義，但不幸完全猜錯。L0A 與 L0C 比較能掌握「包」的聲符作用，

因而在「鮑」題目答對了，但是在其他項目便如 L0B─只是從部首猜測字義，

卻答對了幾題。另外，在其不知字音的情況下，便使用「會意」的造字概念

去尋找字義，也就是將另外一個部件的字義結合起來，如：「沐」字，L0C

認為「氵」是有關水的意義、「木」是「樹」的意標，因此應該有關「給樹

加水」的意思。 

(3) 小結： 

(一) 就成績而言，在零程度學習者的網站學習目標之一─可至少掌握

網站內容所提供的漢字，尚未達到 100% 的效果。就作答分析而言，雖受

試者無法作答，但可顯著表示其對漢字的概念已有相當好的基礎，可從字的

結構認出字義的範圍，只不過，若要能夠掌握更多的漢字，尚需要更多的學

習與練習。 

(二) 從測驗結果及訪問資料發現，L0 組受試者─漢語與漢字基本知

識、漢字來源及造字法─內容之學習效果較好，如：可從很多字的字面想起

字義。相反，有關「寫字」的內容學習效果不佳。就從訪問資料，其並沒有

做很多的書寫練習。在測驗寫字時，亦未按照筆劃與筆順規則去寫。 

雖然留意網站有關漢字書寫的內容，並進行線上寫字練習，但尚無法掌

握該項內容。不過、L0 組受試者認為若在常練習的情況之下，他們應該學

會漢字寫法規則。 

可見，對於未有漢語基礎之泰籍學習者，從漢字字面連接至字義的此種

學習過程，可在短期內，甚至及時，以及不必多次練習的情況下掌握；而漢

字書寫的成果，需要經常及長期的練習來培養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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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L1 與 L2 組受試者─漢字掌握度─前後測驗結果分析： 
(1)  L1 組受試者─漢字掌握度─前後測驗成績分析: 

表 七-5  L1 組受試者─漢字掌握度─前後測成績對比表 
測

驗

段 

受試者前後測驗成績 % 平均趨

勢度 % 

(N=3) 

L1A L1B L1C 

前 後 趨勢 前 後 趨勢 前 後 趨勢 

二 60.00 100.00 +40.00 60.00 87.50 +27.50 40.00 87.50 +47.50 +38.33 

三 22.22 100.00 +77.78 22.22 100.00 +77.78 44.44 66.67 +22.23 +59.26 

四 12.50 87.50 +75.00 25.00 75.00 +50.00 12.50 62.50 +50.00 +58.33 

五 40.00 60.00 +20.00 40.00 60.00 +20.00 20.00 60.00 +40.00 +26.67 

平均趨勢度% (N =4) +53.20     +43.82     +39.93 +45.65 

(因前後測驗題有部分題目不相同，所以在此只進行題目相同的部分較多的

測驗段。) 
 

從表七-5 可見，L1 組整組的平均進步趨勢度為 45.65 %。其中之第二

段測驗的進步度最高，前後測驗成績相差為 59.26%，第二名為第四段測驗 

58.33%。三位受試者的進步趨勢高達 53.20% 、43.82 % 以及 39.93 % 。L1A

的與 L1B 亦在測驗的某一段獲得滿分。此表示 L1 組在─漢字掌握度─前後

測驗的各測驗段的成績皆有進步的趨勢。 

(2) L2 組受試者─漢字掌握度─前後測驗成績分析: 

因 L2 組之各測驗題目有最多的調整，只有第 5 段仍然使用同樣的題

目，所以只能在此段測驗結果進行對比。不過，從表七-6 可見，其對比結

果尚與他組有同樣的進步趨勢，甚至在 3 位中，有 2 位得了滿分。 

 

表 七-6  L2 組受試者─漢字掌握度─前後測驗成績對比表 
測

驗

段 

受試者前後測驗成績 % 
平均趨勢度

% (N=3) 
L2A L2B L2C 

前 後 趨勢 前 後 趨勢 前 後 趨勢 

五 60.00 100.00 +40.00 60.00 60.00 0 60.00 100.00 +40.00 +26.67 

 

 

 



 

147 
 

(3)、L1 與 L2 組受試者─漢字掌握度─前後測驗作答結果與作答理念

分析:  

 (一) 第一段測驗─從漢字寫出字音與字義：L1、L2 組受試者前測的

成績相當的高，因為大多字是其學過的，能記得但無法解釋該字的道理。有

部分正簡體字的字形相差極大，受訪者從形狀相似的字亂猜意義，如：「抱」

是「飽」的意思、「炎」是「火」的意思等。 

從後測的結果發現，受試者能解答在前測答錯、正簡體字的混淆與未作

答的題目，亦可進行解釋該字的造字概念，如：抱、淺、炎、飽。至於較少

人能作答的字為：「賤」、「凍」。主要原因為正簡體的差異，受試者看過，只

記得「冫」但是尚無法記得「東」、「貝」、「戔」。 

(二) 第二段─從字音字義寫出漢字─測驗：前測的結果，L1 組能正確

作答的字為之前學過的字，如：明、林、田，平均不作答的字為 4.33 字 (從 

10 個字的滿分)；L2 組學過的字更多，剩下不會的字平均為 3 字，但其中

有幾個錯別字，如：「河」寫成「氵+句」；「休」寫成「体」等，皆是他們

學過的字。可見，雖是漢語主修三年級的學習者，尚對所學過以及字形不太

不複雜的漢字未有把握。 

從後測結果發現，受試者所得的分數相當的高，並能回答前測無法作答

題目，如：休 (L1) 、泡、刃、河 (L1、L2)，其中 L2 組曾經有的錯別字亦

不見了。在訪問時，受試者表示當從網站學到該字是由何部件構成的，便懂

得分析字的結構，也知道自己以前寫得很多字是錯別字，但現在知道如何改

進。另外，指出漢字結構的分析對學習與掌握漢字非常有幫助。 

L1 組在後測所不能作答的題目為「尖」。其表示當時在看網站，已了解

該字的來源，但在測驗裡卻一時忘記。另外，在 L1 與 L2 組的答案，出現

受訪者對「森」字的結構混淆的現象；有的寫成上下結構的「林+木」，有

的寫成左右結果的「木+林」。2 位受試者表示，其了解該字的「有很多樹地

方」概念，但不記得字的結構。 

 (三) 第三段─由部件構字─測驗：L1 組之前測的成績不高，只得了

22.22 %、44.44% 分。除了因為是未學過這些字而免回答外，有些題目顯得

看出，因字形不相同，而儘量將學過的簡體字來做比較，如：「亻+包」(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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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錢)。 

L1 的後測的題目有稍微的變動，但大部分題目尚與前測相同，因此較

可進行對比。從後測結果發現 L1A 與 L1B，皆得了滿分，其中亦包括前測

答錯的字，如：「鮮」、「信」、「情」等字，尚包括在前測曾經對字體混淆的

字。 

從 L1C 的答案，依然看到如前測─正簡體字混淆─之現象，答錯了同

樣的題目與答案。其在後續的訪問表示，其實已從網站內容得知那些字的造

字概念，但因原來已經會寫那些字，認為字形相似，便未再注意字形。因此

在測驗作答時只從選項找出形狀很像原來會寫的簡體字。可見受試者尚連想

自己會的簡體字，而儘量將簡體字形來對比的，並非考慮使用網站提供的造

字理念。 

L2 組前測之第三段測驗，因大部分題目是受試者學過的字，所以在獲

得了很高的成績。其主要錯誤與 L1 組相同─對正體字不熟悉，便從選項找

出形狀較像簡體字的部件來作答，如：在「飽」作答「亻+包」與「抱」。

在後測時，因其已學會的字過多，所以將此段測驗刪除，再將答錯的字放在

其他測驗段。從後測的結果亦發現，L2 組大部分皆在其曾經在前測有錯誤

的字可作答出正確的答案，正簡體字的混淆現象稍微減少，但依然存在。 

(四) 第四段─從部首猜字義─測驗之主要目的為：受試者能透過部

首，去猜不認識的字。因 L1 組對大部分作為題目的字不認識，所以前測效

果比較實際，其成績顯得很低 (12.50%、25.00%、12.50%)。而後測的成績

相當的高(85.75%、75.00%、62.50%)，答錯的部分不多，如：質、蹤。從後

續的訪問發現，其答錯的主要原因為完全不記得「貝」、「足」字，因此從字

字面找不到可提供字義的訊息。至於答對的部分完全從字的「部首」猜測。 

L2 組在此段測驗接獲得了滿分，因為主要都是其學過，並已掌握的字。

但在記憶的過程中是由整體字的字形輸入進去，因此當請受試者給予介紹為

何有如此的意義，其並無法解釋。L2 組之後測題目全部替換為少見字，但

是其所得的分數相當的高。其在訪問階段表示，除了「仙」字曾經學過外，

其他都是不認識的字，並如 L1 組相同─採用字裡所看到的部件來猜測字義

的。該組答錯的題目有「販」與「忡」。主要原因為不記得「心部的變形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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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貝」，也有的受試者認為「販」裡的「貝」是「見」字，此字應該有關

「去見面」的意思，因此選擇了「詢問」的意義。 

 (五) 第五段─從形符音符找出字音字義─測驗： 前測的結果與訪問

資料，發現 L1 組的作答方式為從字面找出認識的部首與部件，在將其意義

結合起來，如：「忠」是「中 + 心」 = 在心的中間，所以猜測為「忠肯」

的意義; 「沐」有「木」字，該有關「木、樹」之意，所以選擇「墓」。所

答對的題目就此亂猜測，並不是真正了解形符與音符的作用。 

但是，L2 組受試者在此階段測驗，提到其漢語教師曾經告訴的提示字

義的部件(指“部首＂) ，並能從題目的漢字容易找出部首，無論在左右或上

下結構，但是完全不考慮聲符的部分，如：解釋「忠」裡之「心」可能有關

「心情、感覺」之義，所以選擇「yōu 憂」；「佯」裡的「亻」是「人」，有

關「人」的動作或指一些人，所以選擇「pú 僕」。就字音部分，尚需要以猜

測的方法為主，如此，可見 L2 組尚有錯誤的答案。 

從 L1 組後測結果與訪問，發現有部分答對的題目，即使網站內容並非

進行解釋或舉例此部首所指的意義範圍，受試者尚能夠按照形聲字的概念去

取得答案，如：「鮑」字有「魚」，應該跟「魚，水生物」有關，「包」唸「bāo」

與「鮑」的發音相似，但「鮪 (魚)」唸「wěi」，發音不相容，因此選擇「bào，

鮑(魚)」。但是有部分的題目的作答，依然使用如前測的「會意字」概念為

猜測的制度，未考慮到字音的部分，但是巧合與正確的字義相同，如：忠。 

答案錯誤部分，皆以「會意字」概念為猜測的制度，亦不考慮字音，如：

「盯」裡的「目」提示與「眼睛」有關的意義、「丁」是「釘子」的意思，

所以眼睛被釘子弄瞎了，就是「盲」的意思等。 

從 L2 組之後測結果，有 2 位得了滿分。其在訪問階段皆能解釋正確的

作答制度，就是─藉由形聲字理念之形符與聲符作用。另外一位受試者答錯

了 2 題，錯誤原因與 L1 組的一樣：藉由─會意字─的概念來作答，未考慮

到字音。 

 (4) 小結： 

(一) 學過漢字測驗作答制度：從前測的結果與訪問資料，受試者在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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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測驗所答對的題目皆為已學過的字，主要為常用字或典型的象形字，如：

明、林、人、目、本。受試者表示能有正確的作答因為那是常用字，並已學

會了，甚至可說出在哪一課學到的。而因之前所採用學習方式是整體字形的

記憶，所以無法解釋那些字的造字道理或從字面所可得到的字音字義信息。

因此，在某些已學過的字，受試者尚有無法作答，如：L2 之「抱」、「淺」、

「河」、「鮮」。亦將很多字形混合起來，如：L2 已學了「抱」與「飽」(饱) 之

簡體字，但尚在「抱」回答了「飽」的意義。 

但在後測後續訪問，受試者已可為之前學過的字，解釋該字造字的概

念，如：「本」的「指事」概念，由「木」在下方加了一橫，指「基本、根

本」之意；可解釋「抱」的形符所指的意義範圍、聲符在此所扮演的角色等。 

其實，受試者能夠解釋各漢字的造字理念，並不是網站所設定的學習目

標。因為網站的學習目標並非要求學習者背出「造字法」的名字與理論。但

此結果表示受試者能以那些造字概念為掌握漢字的工具，因此一看到漢字，

便自動想至其之背後概念，能夠牢記不忘。 

(二) 不認識的漢字之作答制度：在前測之選擇題部分，L1、L2 組主要

的回答制度為從漢字的從屬部件亂猜答案。但是，L2 組受試者在部件構字

測驗題，能夠以之前學過有關部首概念來確定一部分的答案，亦可在形、聲

符測驗題快速地找出字的形符，不管是較常見的左右結構或少見的上下結

構。此點可表示 L2 的字庫與學習的經驗皆對其漢字結分析有幫助。 

而從後測的結果亦發現，受試者除了從網站學會之前不認識的字，可為

那些字解釋其造字的概念外，尚能夠選用較恰當的造字概念為猜測不認識的

字的工具。  

(三) 正簡體字的混淆：前測結果錯誤的其他原因出於受試者將測驗內

提供的正體字與其所學過的簡體字，自行形狀的比較，如：「炎」作答為「火」

的意義；「飽」因在選項的部件找不到學過的字的部件，便作答為「抱」、「亻

+包」；「錢」作答為「淺」等。 

在前測結束後，雖受試者皆得知網站所提供內容裡與測驗題裡的字是正

體字在前測結束後，雖受試者皆得知網站所提供內容裡與測驗題裡的字是正

體字，但在後測的結果尚發現有兩位受試者有如此現象。主要原因為受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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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從網站學習到造字概念，但未注意所使用字體的差異，並無法掌握正體字

的字形。可見，雖網站已提供圖畫與古文字形，為現代漢字的對照與增加記

憶效果，但是受試者尚受到原來的簡體字記憶的干擾。 

以上所述的現象亦是網站該改進之處。主要的原因為網站只提供正體字

的例字，未準備只學過簡體字的協助。只學簡體字者雖然能以網站所提供正

體字為學習造字的概念，但對其所學的簡體字尚未提供掌握的工具。 

不過，此現象形成了另一個問題。因很多簡體字的簡化方式，完全與該

字原來的造字法不同，如：「淚」是「形聲」从水戾聲，但簡化後改為「泪」

是「會意」从水从目；難以整理分類。因此本研究初步的改進方式建議為，

在有簡體字的例字後括弧簡體字，作為使用者的對照資料。至於其效果如

何，尚需要更多的研究。 

(四) 在後測結束之後，當 L1 組知道正確答案的公佈及正確的作答制度

後，L1 組受訪者提問了兩項問題： 

1) 有些字是指義與指音部分合成的 (指“形聲字＂)，也有一些字是將不同意

義的部件結合起來，為解釋另外一個意義 (指「會意」與 「指事」)，在學習

新字時，如何知道那些字歸納為何種造字法？ 

2) 如何區分一個字的部件，何者為形符，何者為聲符？那麼如果是三個以上

部件構成的字，或者上下結構的字，如何知道「形符」或「部首」在字的哪一

個部位？ 

以上問題同於後測之第四、五段測驗結果，可反映出 L1 學習者不好區

分「會意」與「形聲」字。不知道何時要採用部件所指的意義，何時該從字

上找出聲符。 

原因可有二：一、就本測驗而言，其實，在形聲字理論推論測驗的題目，

已指出並強調 (劃底線)， 必須從提供的字，找出其的「形符」與「聲符」，

並選出能夠符合該字應該有的「字義」與「字音」的答案。但受試者未注意

這一點。同時，這是委託一位教師幫忙監考，教師指將測驗分給受試者，未

進行更多的解釋，因此學習者不太了解做解答的方法；二、就以一般學習新

字的制度而言，L1 組的字庫不多，因此不容易做字音與字義的比較，相對

於字庫較多的 L2 組，在此項問題並不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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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形聲」與「會意」字的區分，其實從一些漢字的字面亦可造成不

好區分類型的現象，需要更多的字庫為參考資料。網站內容已解釋─形聲字

的百分比佔的比較多，但未說明可從此種的造字概念為優先的方式，所以該

增加此項的說明，包括在提供給程度較高使用者的內容，增加了典型的「形

聲」與「會意」的對比分析。 

另外，因網站內容只提供部首名單與例字，完全未提到形符與聲符在形

聲字的位置內容，就從以上所見的現象，便該在此項內容增加說明。內容可

以常見─左右結構與上下結構─的正常情況為主，再稍微介紹一些少見與特

殊的情況，為提醒使用者尚有其他可能性的參考資料。 

(五) 每組受試者的測驗結果皆發現─在合體字認不出變形部首─的現

象。而網站所提供有關變形部首的資料非常的少，因此應該在此方面內容增

加了說明與例字。 

另外，應該增加變形部首的練習題，如林柏松等在其《100 漢字》裡所

設計的─從字找出目標部件─練習，如：從「樹、李、霖、禁」字李指出「木」

的位置等活動。 

 

第二節 網站之評鑑 
 
一、評鑑施行介紹 

進行網站評鑑的對象分為：一、試驗受試者(學習者)，共 9 位；泰籍漢

語教師，共 7 位。評鑑施行方式為， 評鑑對象使用網站後，填寫評鑑問

卷，之後筆者進行問卷的後續訪問，為搜集更細節資料與實際例子，最後進

行評鑑資料分析。(見第三章第二節之七) 

二、評鑑資料分析 
以下資料分析為評鑑對象對網站各方面的評分。所選擇分數有 0 至 5，

以小至大順序排序。試驗受試者之 L0 組為學習者 1 至 3 號；L1、L2 組為

學習者 4 至 9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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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認為能夠繼續使用網站，不厭倦。 

表七-7 評鑑對象認為─能夠繼續使用網站，不厭倦─分數分析表 
對象 1 2 3 4 5 6 7 8 9 總計 滿分 總計% 

學習者之評分(N=9) 4 3 4 4 5 3 3 4 4 34 45 75.56

教師之評分 (N=7) 3 4 4 4 5 4 4 -- -- 28 35 80.00

平均 (N =2 )  77.78

 

從表七-7，評分對象對這一題的評分總計百分比品均高達 77.78 %，表

示網站的內容安排與設計可使吸引使用者的注意力，並可很有效率地使使用

者繼續地學習網站內容。就學習者可很長時間專心學習，既可增加學習的效

率。此外，其中有兩位教師表示，其在 30 分鐘內可繼續觀看網站的每一頁，

並試著使用各種的練習題。亦指出本網站之互動性的學習內容，非常有效地

吸引學習者，使其可很長時間繼續的使用。 

(2) 認為網站難使用 

表七-8 評鑑對象認為─網站難使用─評分分析表 
對象  1 2 3 4 5 6 7 8 9 總計 滿分 總計% 

學習者之評分(N=9) 2 3 2 3 1 0 3 2 1 17 45 37.78

教師之評分 (N=7) 2 2 2 0 0 1 1 -- -- 8 35 22.86

平均 (N =2 )  74.74

 

從表七-8 可見，學習者認為─網站難使用─的評分總計百分比為 37.78 

%，多於教師的評分總計百分比 (22.86%)。但是此指標明顯不高，低於 50%

之總分數中間百分比。除此，從後續的訪問內容，學習者皆認為大致上教學

內容順序與流程的問題不多，但是對使用的技術比較認為有問題。並指─出

語音當播放的速度慢或有的沒有播放，以及拖放練習活動移動得不是很順利

─是網站最難用的兩點。至於教師的意見，大多針對教學內容順序與流程，

並認為使用的問題不多。評分整體而言，網站的設計對使用者的使用不成很

大的問題。 

就網站使用方面，有一位教師提出，其很喜歡網站幾乎在需要的地方，

提供使用網站的求助資料，如：無法呈現動畫、無法移動拖放練習題的求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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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認為網站所提供的該資料內容可解決網站的使用問題。 

(3) 網站介面設計 

表 七-9 評鑑對象給予─網站介面設計─評分分析表 
對象  1 2 3 4 5 6 7 8 9 總計 滿分 總計% 

學習者之評分(N=9) 4 4 4 3 4 4 4 4 4 35 45 77.78

教師之評分 (N=7) 4 3 3 4 5 5 2 -- -- 26 35 74.29

平均 (N =2 )  76.04

 

從表七-9 可見評分總計百分比平均為 76.04% ，稍微低於網站各項目

評分平均百分比 (81.41%)。可表示評分對象對網站介面設計尚未達非常滿

意的程度。從訪問資料有三位教師表示：網站介面設計得不太漂亮，介面面

績的分配不太平均；三位學習者表示希望網站有更多的彩色，與漂亮的圖

畫，其中一位指出應該用 Flash 來製作介面，可增加圖畫的速度，亦比較

好看；另外一位學習者提出，應該增加輕快的中文歌曲為網站學習的背景。 

因此，為了更符合使用者的需求，對於網站介面的設計，應該有進一步

的修改與調整。其效果可增加了網站使用的吸引力與良好的學習環境。 

(4) 網站內容陳述方式與教學方式 

表 七-10 評鑑對象給予─網站內容陳述方式與教學方式─評分分析表 
對象  1 2 3 4 5 6 7 8 9 總計 滿分 總計% 

學習者之評分

(N=9) 

5 4 5 4 4 5 4 4 5 40 45 88.89

教師之評分 

(N=7) 

4 4 4 5 5 4 4 -- -- 30 35 85.71

平均 (N =2 )  87.30

 

從表七-10，評分對象對此項的設計相當的滿意。評分百分比高達 87.30 

%。每位學習者表示對內容陳述的方式與用語非常滿意。認為因陳述方式不

嚴肅、用語很貼切簡單，不像正在學習，而是有人在跟其分享知識。其增加

解釋因為平時的課程已經又很種又有壓力，不希望輔助的資料內容台嚴肅。

至於解釋的方式亦認為看來很簡單，易於了解，同於三位教師對網站解釋與



 

155 
 

教學方式的意見。但有一位教師表示，網站所使用的陳述方式過於口語，不

夠正式，可能減少網站的可信度。 

但是，依據其他對象較多的相反意見，表示大多的使用者較喜歡─輕

鬆、簡單、貼切─的陳述方式。因此網站所使用的用語，比較符合使用者使

用網站的滿意度。 

(5) 網站內容 

表 七-11 評鑑對象給予─網站內容─評分分析表 
對象  1 2 3 4 5 6 7 8 9 總計 滿分 總計% 

學習者之評分

(N=9) 

5 4 4 5 4 4 5 4 4 39 45 86.67

教師之評分 

(N=7) 

3 4 3 5 5 2 4 -- -- 26 35 74.29

平均 (N =2 )  80.48

 

從表七-11 之評分度平均之 80.48%，表示評分對象對網站內容有相當的

肯定，並另外給予其他意見與建議，如下： 

(一) 每位教師表示網站內蒐集了相當豐富的有關─漢語之文字學內

容，可幫助學習者對漢字的了解。但有一位教師表示，漢字的演變內容所提

到的最後時代為東周文，尚缺少了其後代至今的文字與演變。 

對於這一點的意見，筆者原本只希望以漢字的演變內容，為提供使用者

部分漢字從圖畫演變出來的證據，亦增加學習者對漢字來源的注意力，之所

以未放入很多的漢字演變內容，為控制網站內容，不可過度於「漢字學」的

內容範圍。但就如這位教師的意見，此缺少的資訊，可引起使用者的誤解。

因此在「漢字演變」的內容應該增加很簡述的有關漢字至今演變，包括幾項

各時代演變的典型例字。 

 (二) 六位學習者表示網站所提供的圖案與動畫非常有意思，對記憶漢

字很有幫助；其中有兩位受試者指出─各種的漢字變形動畫 (指“各指事字

意義表示方式的動畫＂與 “漢字演變動畫”) ─使其對那些漢字的印象很深

刻，並可將所有的─「木、本、末」之 “意義表示方式” 過程與「休」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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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字概念─非常細節地陳述出來。當時是使用後 10 天的訪問，但是受試者

尚能夠深深的記住。同於兩位教師的意見，其表示很喜歡圖畫與各種的漢字

演變動畫，亦認為非常使用。就如筆者在觀察學習者使用網站時所述的─圖

案與動畫非常有效地增加學習者的掌握漢字效率。 

(三)  L1、L2 組學習者認為網站所提供的─部首明細表與例字─對漢

字的分析與新字的學習非常有用。L1A 受試者 (4 號) 表示其已經將明細表

的圖案儲存，並列印出來，作為隨身的漢語學習工具了。 

(四) 兩位教師與三位學習者表示非常喜歡─寫字注意─的內容。學習

者認為此項內容可增加其對漢字結構的分析與注意。教師認為此項內容包含

了相當齊全的─泰國學習者錯別字原因─資料，並同時進行字形相似漢字的

對比分析，可解決泰國學習者寫漢字的問題。 

(五) 三位教師與三位學習者認為，網站應該在例字增加簡體字，作為

正整簡體的對照，可同時分析正簡體的差別，除了可增加簡體字學習者對網

站內容的了解度外，尚是提供其學習正體字的機會。 

此項意見與試驗結果結論相同，網站內容至少應該在提供的例字，增加

簡體字的對照。 

(六) 一位教師指出網站內容裡的有一些泰文錯別字，亦列出實際的例

子。其建議為：需要更改，並該對這個問題慎重地注意。 

此項問題是事實，筆者得到建議後便一直進行改進。 

(6) 網站練習方式與內容 

表 七-12 評鑑對象給予─網站練習方式與內容─評分分析表 
對象  1 2 3 4 5 6 7 8 9 總計 滿分 總計% 

學習者之評分

(N=9) 

4 4 5 4 5 3 4 3 3 35 45 77.78

教師之評分 

(N=7) 

4 3 4 4 5 3 4 -- -- 27 35 77.14

平均 (N =2 )  77.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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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從表七-12 可見評分度平均為 77.46%，與他項目相比稍微低少。

從訪問資料發現，其主要原因亦如語音檔項目的一般─呈現方式不佳，使得

無法順利得進行練習。 

(二) 但對於練習的內容與方式的設計，4 位教師表示網站的每段內容皆

有練習，可增加內容的了解度。三位學習者認為練習內容很有興趣。亦表示

其所喜歡練習的方式，包括一般的選擇題、拖放活動、線上寫字 (連接至

dragonwise project 2 網)，因為很像在玩遊戲，覺得很好玩。線上寫字練習非

常好用，如：L0 組學習者亦認為筆自己真正在紙上寫好用，再使用時可一

個字練習幾次。 

不過，從 L0 組受試者的測驗結果，可見在其少於漢字的手寫的情況下，

會影響到其漢字的吸收度與漢字結果的掌握，如：L0 組無法寫出正規與漂

亮的漢字。因此，漢字的手寫練習，尚是漢字學習不可缺少的學習階段。 

(三) L2 組受試者表示練習內容過於簡單，其幾乎未練習到。同於兩位

教師的意見，亦指出該增加結構較複雜的字的練習，為程度較高的學習者可

有效的練習工具。 

因所製作的網站只是範本，尚無法建立所有相關的內容，因此的確地缺

少了這方面的內容與練習。不過，為了符合不同漢語程度學習者的使用需

求，網站後續的調整，應該增加─針對漢語高程度學習者的學習內容與練習。 

(7) 網站內提供例字的語音檔 

表 七-13 評鑑對象給予─網站所提供字的語音檔─評分分析表 
對象  1 2 3 4 5 6 7 8 9 總計 滿分 總計% 

學習者之評分

(N=9) 

2 3 3 3 3 3 4 4 5 30 45 66.67

教師之評分 

(N=7) 

4 3 4 5 5 4 3 -- -- 28 35 80.00

平均 (N =2 )  73.34

 

從表七-13 可見，學習者所給的評分非常的低，只有 66.67%，亦使網

站的此項目之評分為整體最低的評分。從訪問資料發現，其實學習者對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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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語音的方式非常的贊同。其中三位學習者表示，因自己的漢語發音非常

有問題，亦無法從拼音練出正確與標準的發音，因此對網站提供的發音檔非

常有興趣，並無數地點按進去收聽。但評分較低的主要原因在於，發音檔在

網站呈現的效果不佳，無法順利地收聽。 

(8) 網站所提供可下載的寫字練習紙 

表 七-14 評鑑對象給予─網站所提供可下載的寫字練習紙─評分分析表 
對象  1 2 3 4 5 6 7 8 9 總計 滿分 總計% 

學習者之評分

(N=9) 

5 4 5 5 4 4 3 4 4 38 45 84.44

教師之評分 

(N=7) 

4 4 4 5 5 4 3 -- -- 29 35 82.86

平均 (N =2 )  83.65

 

從表七-14 可見，評分對象對網站所安排的寫字練習紙有相當支持的看

法，評分對象之評分平均高達 83.65 %。學習者認為在需要時可下載來練

習，不過 L1 與 L2 組的試驗受試者表示，因其已有練習本，不會從網站下

載來用的。教師的意見為，其可為初期剛開始接觸漢字者使用此寫字練習

紙，並要求學生作為作業，可當作教學的好工具。 

 

(9) 想推薦給同學與朋友/學生使用 

表 七-15 評鑑對象認為─想推薦給同學與朋友/學生使用─評分分析表 
對象  1 2 3 4 5 6 7 8 9 總計 滿分 總計% 

學習者之評分

(N=9) 

5 4 5 5 5 5 4 5 4 42 45 93.33

教師之評分 

(N=7) 

4 4 5 5 5 5 5 -- -- 33 35 94.29

平均 (N =2 )  93.81

 

從表七-15，評分度之平均為 93.81%，表示使用者相當認為網站對漢字

學習很有幫助，亦希望能夠推薦給其他人來使用。另外，在其他意見項目，

有 3 位教師指出：“一定推薦給學生來看＂。亦有 1 位教師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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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種的數位教材對泰國漢語教育界很有幫助。因本人認為，漢字的學習應該是

學習者本身的義務。就該教材能夠在漢字補助教學扮演很重要的角色，亦可減

少在課堂上的教學時間，能夠有更過時間去進行其他項目內容的教學。 

 

(10) 學習到有關漢字的知識 (只詢問學習者。) 

表 七-16 評鑑對象認為─學習到有關漢字的知識─評分分析表 
對象  1 2 3 4 5 6 7 8 9 總計 滿分 總計% 

學習者之評分

(N=9) 

5 4 5 5 4 5 5 4 5 42 45 93.33

 

從表七-16，學習者對此項目之評分高達 93.33%，反映了使用者從網站

獲得了非常多的有關漢字知識。 

從訪問資料，L0 組受試者主要表示，從網站得到最多有關漢字的來源

的知識。L0C (3 號) 受試者，因個人學習藝術的因素，因此指出：“能學到

很多寫字的方法，但是如果有關於用毛筆寫漢字(指“書法＂)的教學會更

好” 。L1、L2 組認為主要學習到的是掌握漢字的技巧，可分析以前學過的

字，並知道如何學習新字，使漢語的學習變得容易的多。除此認為漢字很有

興趣，不是無條理的文字。 

L0 組亦表示從使用網站之後，便開始對周邊的漢字更加敏感度，想看

看是否有自己認識的字。在訪問的過程中，每位受試者皆很開心的舉例：

L0A 受試者在華語電視劇看到「馬」、「山」字；L0B 在金行店牌看到了「金」

字；L0C 在藥物的包裝上，看到幾個有「氵」、「口」的字等。 

此現象證明了本研究之網站規劃設計，能夠達到零程度學習者─可增加

漢字學習的良好心態─與─可熱心地以掌握好的漢字去學習未學過的字─

之網站學習目標。 

(11) 從網站內容發現自己漢字知識的錯誤或對漢字的迷思 (只詢問學

習者。 

從後續的訪問資料：L0 組受試者表示，以前聽說過有關漢語的事情，

發現有不少的迷思，例如：正簡體字、漢字的來源、漢字很難學習等，但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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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認為，對這些項目已經有更多的了解。除此認為其實漢字很好玩，可學習，

並不如之前想像的那麼有難度。L1、L2 組受試者表示，雖然已經有漢字基

礎，但是從網站內容尚發現自己的很多錯誤。其中有 2 位指出發現自己寫字

的筆順並不正確；3 位曾經寫過很多錯別字，因為只顧看筆劃，但從部件來

看，可了解很多漢字的結構；4 位曾經誤解很多偏旁所提示的意義範圍，如：

「雨」部，以為提示「有關冰、雪」之義等。最主要是每個人皆覺得學習漢

字並不是一件太難的事情，反而很有趣，只要知道掌握漢字的概念皆可學

習，並不需要辛辛苦苦地死背上萬的漢字。可減少了很多恐懼感，不會如以

前在灰心的情況下學習漢語。此外，從表七-17 可見，此項目所得的評分總

計百分比高達 84.44，表示網站所提供的內容，能夠有效地解決受試者對漢

字的迷思與誤解。 

 
表 七-17 評鑑對象─從網站內容發現自己漢字知識的錯誤或對漢字的迷思

─評分分析表 
對象  1 2 3 4 5 6 7 8 9 總計 滿分 總計% 

學習者之評分

(N=9) 

4 4 4 5 4 4 5 4 4 38 45 84.44

 

(12) 評鑑對象給予網站整體的評分 (分數為 0-10) 

表 七-18 評鑑對象給予網站整體的評分分析表 
對象  1 2 3 4 5 6 7 8 9 總計 滿分 總計% 

學習者之評分

(N=9) 

9 8 9 8 9 8 9 8.5 8 79.5 90 85.00

教師之評分 

(N=7) 

7 8 8 8 10 7 8 -- -- 56 70 80.00

平均 (N =2 )  82.50

從表七-18，評鑑對象給予網站整體的評分平均高達 82.50%，亦表示給

了通過考試的分數。就網站的整體而言，評鑑對象皆認為，因為從來沒有如

此的─針對泰國學習者的漢字教學網站，因此該網站可作為泰國漢語輔助教

學的好工具。除了提過的三位教師，將推薦給學習者之外，亦有四位教師表

示會將網站的內容應用於其漢字的教學，亦應用於輔助教學的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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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小結 
表 七-19 各評鑑項目分數總計百分比綜合表 
項

目 

分數總計% % 

平均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S 75.56 68.52 77.78 88.89 86.67 77.78 66.67 84.44 93.33 93.33 84.44 85.00 81.86

T 80.00 80.95 74.29 85.71 74.29 77.14 80.00 82.86 94.29   80.00 80.95

E 77.78 74.73 76.03 87.3 80.48 77.46 73.34 83.65 93.81   82.5 81.41

S : 學習者，總計百分比平均 N= 12 ; T:教師，總計百分比平均 N= 10；E：
學習者與教師評分百分比平均 N=2 
(*第二項目所問的題目是否定題目，在進行各項目總分數平均時，已將分數

改為肯定題目的分數：「0 、1、2、3、4、5」選項，結合成「6、5、4、3、
2、1」的分數。) 
 

 
圖 七-1 各評鑑項目分數總計百分比綜合圖表 

 

從表七-19 與圖七-1 來看，各項目的評分皆得了高分。最多的評分為地

就項目─相推薦給他人來使用，學習者與教師之平均評分高達 93.81 % 。

最低的評分為第七項目─網站所提供得語音檔，學習者與教師之平均評分為 

73.34%，亦在肯定趨勢範圍內。 

另外，從表七-19 可見，學習者與教師所給的─評分總計百分比平均度

─為 8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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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以上兩個指標可見，評鑑對象對網站的各方面設計與效果有相當肯定

反應。 

第三節 網站規劃之修正與調整 
從試驗研究與評分結果可見，所規劃出的網站，可有效地解決學習者的

漢字學習問題，可提高對漢字的了解度與好感，並符合使用者的需求。但是，

尚有幾項該修正之處，如下。 

 

一、網站內容方面： 
(1) 針對漢字的來源增加更多的說明，包括各時代至今的演變、例字、

重要信息，為給予使用者漢字的由來與演變之完整與正確概念的參考資料。 

(2) 提供更多有關部首與變形部首的內容、例字及練習，為學習者學習

新字的輔助工具。 

(3) 要提供正簡體字的對照字，為增加簡體學習者之網站使用效果。 

(4) 因目前在泰國亦有一部分華語學習者只使用注音符號，例如：在泰

國中華會館所開放的華語課程、台灣籍華語學校等學生，網站所設計的只使

用漢語拼音格式，可使只使用注音符號者無法順利地使用。因此，為了開放

給更多的泰國學習者來使用本教學網站，便應該在提供發音之處增加注音符

號，或增加拼音格式切換的功能。 

(5) 在網站「Q&A 開始認識漢字」之第 3 題內容─漢字字體，在選用

例字的部分，要增加對於漢字正簡字對應法則的介紹，為給予學習者各種不

同的簡化字形式，例如，有的是整字筆劃全改，如：「頁—叶」；「東—东」；

有的字只有一部分簡化，如：「討—讨」、「穎—颖」、「像—象」；有的字並未

簡化，如：「言—言」、「繁—繁」等。 

(6) 增加形聲字之形符聲符的說明與練習，特別是其在形聲字的常見與

罕見位置。 

 

(7) 增加─針對漢語高程度學習者的學習內容與練習，為符合不同漢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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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度學習者的使用需求。 

(8) 要更多注意網站內容的錯別字。 

二、介面與技術方面： 
(1) 進行調整、修飾網站的介面，為增加網站使用的吸引力與給予使用

者良好的學習環境。 

(2) 調整各種互動性的練習題，使其可很順利地進行，為發揮練習內容

與方式之學習效果。 

(3) 修正網站資料與語音檔，能在各種網際網路的環境下順利地呈現。

為抓住使用者的學習注意與增加學習的效用。 

三、網站未來的擴充 
因所製作的網站只是初步的範例設計，尚有其他相關的內容未增加進

去。除了本論文所研究結果之網站規劃外，未來的網站擴充，可有如下的規

劃： 

(1) 網站必須不時修正與定時更新。除了修正網站的錯誤與調整可誤導

使用者的內容外，為了使使用者可長期回來探訪網站，必須定時增加有關漢

字知識與新穎資料，為保持網站的新鮮感，如：每週增加有趣漢字來源的介

紹、同音同意的異體漢字、電腦漢語資訊處理等。 

(2) 增加網站會員資料系統，為蒐集使用者使用網站的各項資料，包括

基本資料、使用次數、時間、所觀看的內容、練習結果等，並可藉由其之聯

絡方式為通知網站的更新與有關漢字新信息的管道。 

 

第四節 網站範例應用試驗施行之修正與調整 
從試驗的施行與結果所發現的問題，以及為了提高試驗施行對受試者的

漢字學習效率，試驗施行本身，亦有如下的修正與調整之建議。 

 (1) 因已設計的網站只使用正體字，所以所設計的網站應用試驗之前

後測驗考卷，皆使用正體字(見附錄五、六)。不過，在網站規劃的調整，建

議提供正簡體字的對照字後，因而，在前後測驗的驗卷，亦可同樣提供正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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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字的對照字。可減少使用者對不同字體漢字的混淆。 

(2) 在 L2 組受試者的後測驗卷之漢字掌握度部份，其之第三段測驗─

從部首猜字義─的第 5、7 項，所使用的是少見字，是學習者在大學四年的

學習可能無法學習到的字。其原因在於，該段測驗的目的為測驗受試者部首

原則的應用推論，跟日常生活使用詞彙的練習無關，只為了測驗而設定的。

因而，故意選擇受試者從未看過的字，並在此部分花很多時間去篩選測驗的

字。但是若要符合該段測驗的目的，亦能配合日常生活使用詞彙的練習，可

將此部分題目改成 3,500 常見字中之第 2,500 字以上的字，尚是日常生活所

要用的字，但是比較不常看到的字。 

(3) 在試驗前後測驗之─漢字基本知識測驗─結果分析一項 (見本章之

五)，筆者依據受試者的答案為分刻度，因而只有 0-3 的刻度。但是為了符

合研究的慣例，應該將此項資料分為 5-7 的刻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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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結論 
本章內容包括主要三項內容：一、本研究結論；二、研究限制；三、未

來相關研究建議。 

第一節 結論 
一、 泰國漢字教學與學習 

(1) 在泰國的漢字教學，未提供足夠與正確的漢字基本知識 

依據本研究的資料分析，發現泰國學習者對漢字的基本知識非常不了

解，況且有錯誤的觀念，例如：只會寫會看簡體字，但未知自己所學習的是

何種字體，未知漢字亦有不同的字體；不知道漢字橫、值式的寫法；不知道

漢字真正的來源等。主要原因除了上課的時間有限之外，教師對漢字教學的

觀念亦有很大的影響。的確有部分的教師對很多漢字基本知識缺少了深度的

了解，因而無法進行有效的教學。但是亦有部份些的師對漢字的教學非常的

主觀，尤其是有關「正簡體」的教學方式。因而認為以上所述的話題是不必

為學習者交代。 

其實各項的漢字基本知識，雖是簡單的常識，但其是學習新一套文字系

統的堅固基礎，並關連至學習者對漢字與漢字學習的正面或負面的觀念。除

此，給予重要與正確的漢字常識，可幫助學習者在課外、沒有教師指導的情

況下，自搜尋有關漢語與漢字的知識。因此，漢字的基本知識，亦是教師應

該為學習者交代的一項重要知識。 

(2) 泰國所存在的漢字教學與學習問題 

根據資料分析，泰國華語教學較注重詞彙、語法、會話等部分，但對於

每日使用於閱讀、書寫的工具─漢字，卻僅止於學習者自行抄寫與練習的作

業。亦很明顯地看出，此種做法是交代學習者「非正確公式教學」的作業。

因此，學生所繳交的作業內容只是「抄」著寫，但卻不知道其所以然，亦不

知道可維持如「炒」來的正確答案的多就時間。使漢字的學習與掌握是無條

理的「死背」方式。對學習者來說，漢字的背後概念始終是陌生、複雜、無

條理的。對於泰國─進行華語教學，但不進行漢字教學─的現實狀況而言，

更提高了學習者的學習困難度與對漢字的各種偏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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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漢字教學在泰國華語教學的必要性 

就漢字本身之表義文字性質而言，需要依靠很多的記憶，是有一定難度

的技能。特別是對漢字較陌生的非漢字圈─即泰國學習者，學習的難度明顯

增加，亦需要更多更長時間來學習。 

因而漢字的教學與指導，是可為泰國學習者解決漢字學習問題的重要方

法。就如本研究之試驗結果，受試者使用網站之後，能夠了解與泰文不同的

漢字表義文字原理，亦同時能夠建設一套新的文字學習制度，是最有效的漢

字學習工具。 

因此漢字教學是泰國華語教學不可缺少的重要過程，無論使用何種管

道、何種教材皆必須進行教學。 

 

二、針對泰國華語學習者漢字教學網站之規劃 
泰國漢字教學與學習所存在的各項問題，可由具教學效果的網站來作為

解決之道。本研究從各相關理論、文獻、網站及研究對象的需求，並進行討

論分析，其後規劃出該教學網站該具有的條件，再發展製作網站的範例，直

到應用的試驗以及後續的評鑑，最終將各階段的結論與分析，所得到的─針

對泰國學習者漢字教學網站─之總結規劃，有以下的主要項目： 

(1) 網站本身的設計 

因為網路教材創造了自學的特殊環境，所以網站整體的設計必須能應付

學習者在課外、沒有教師執導的學習環境，如下： 

 1.1) 網站的介面設計，除了建立良好的學習環境而要考慮到美觀的設

計外，為了吸引學習者的注意力與維持耐心的學習狀態，尚需要透過多媒體

的效用突出漢字「形、音、義」的特點。從本研究的結果發現，生動的圖畫、

動畫與音效可非常有效地吸引學習者的注意力。另外，要注意各種特效的呈

現速度與品質，最佳效果為各種網路品質皆能順利地播放與呈現。 

 1.2) 網站必須提供網站使用的指導與求助資料，為使用者在自學環境

的協助。 

 1.3) 由於漢字教學本身的內容較單向性，少於與學習者有互動，學習



 

167 
 

者很可能容易厭倦。因此網站之教學設計，必須慎重地篩選內容、教學順序

的安排以及所呈現的方式。就本研究的結果發現，學習者在教學過程中，扮

演參加活動者角色之互動性教學方式，以及「簡單、貼切、不嚴肅」的陳述

方式，非常符合網站使用者的需求。 

(2) 網站內容格式的設計 

2.1) 網站的語言為泰國學習者最熟悉的「泰文」。泰國學習者可以很快

速地閱讀，並易於了解。 

2.2) 根據─泰國漢語教學的需求分析─以及為了符合─六書所說的原

始理論，網站所提供的例字以「正體字」為主。另外從網站的試驗結果與評

鑑分析發現，網站應該提供簡體字的對照，作為簡體字學習者的學習參考。 

2.3) 依據所蒐集的資料與實地觀察，因泰國華語教學大多使用「漢語

拼音」為主要的華語拼音系統，所以網站內所提供的拼音系統為「漢語拼

音」。兩者提供「漢語之泰文拼音」為零程度學習者的漢語發音之參考工具，

並加以說明此只是參考的工具，無法百分之百地代表漢語的發音。除此提供

發音的語音檔，作為標準發音的學習依據。 

(3) 網站內容的設計 

3.1) 提供漢字的基本知識：從對象的需求分析以及試驗結果發現，即

使是已有華語基礎的學習者尚對漢字有不少的迷思與誤解，因此提供漢字基

本知識，為增加學習者對漢字的了解與良好的學習觀念。 

3.2) 提供漢字六書說之造字法的基本概念，亦提供部件、部首、字素

空間的介紹，為有效的掌握漢字之基本工具。 

3.3) 提供寫字練習的內容。主要原因為寫字亦對漢字學習有很大的幫

助。其內容除了提供筆劃與筆順的規則外，必須進行字形相似漢字對比與分

析，作為他字的注意與分析原則，有助於減少學習者錯別字的效果。 

3.4) 以上三項內容必須包括學習內容、學習活動、經過篩選的例字以

及練習題，為全面的學習、複習與自我檢討的管道。活動、例字與練習部分

可分為不同漢語程度等級的內容。 



168 
 

3.5) 在各項內容的教學，必須盡可能地進行漢字與泰國學習者很熟悉

的泰國文字之對比分析，使學習者很具體地了解兩者之間的相同與相異之

處，亦可增加內容之了解度。 

 

第二節 研究限制 
一、缺少有關泰國學習者華語學習的資料 

在進行文獻探討的階段，有關泰國人之華語教學與學習的文獻非常的

少，因而需要透過間接的方式，以參考有關外籍與非漢字圈學習者作為替代

的參考文獻與資料分析，無法針對泰國華語學習者之漢字教學進行深層的理

論探討。 

 
二、缺少恰當的試驗受試者  

本研究所規劃的網站條件，因依據需求分析以及以漢字理論所分類漢字

的造字法為主要內容，因而使用正體字。但是，在泰國各華語教學機構之漢

字字體教學制度皆不同。就泰國華語教學現況，非考慮到真正的漢字學習效

果，泰國很多的華語教學機構，因受到國家外交政策之影響，而選用純簡體

字教學制度；另外因無法找到具有正體字能力的教師，而無法進行正體字的

教學。使較多的泰國華語教學機構只進行簡體字的教學，亦影響到學習者對

漢字字體的種種了解。 

就本研究之網站應用試驗對象為例，原本希望能找到有正體字以及簡體

字背景學習者為試驗的對照組受試者，但因有正體字教學制度的一所大學，

唯一可幫忙的教師當時出國，無法幫忙連絡受試者，因而無法找到如預設的

正體字背景受試者。 

雖然試驗結果已證明網站可解決學習者漢字掌握與學習的問題，但從試

驗結果發現受試者之正簡體字混淆現象，可表示只採用了簡體字學習者為受

試者，會影響試驗的結果，尚未測出網站的真正效果。 

 

 



 

169 
 

三、缺少試驗受試者與評鑑對象的人數 
在網站範例應用試驗的階段，共有 9 位受試者；網站評鑑的階段，共有

同一組的 9 位受試者以及 7 位的泰國華語教師。參加的受試者以及評鑑對象

的人數不是很理想。 

主要原因在於，所規劃的網站特點為，提供安排好的一系列漢字教學內

容。學習者必須完成網站的每個教學階段，才能獲得網站的真正教學效果。

因而，要參加試驗的受試者與評鑑的對象，不可只是使用網站的某一個部

分，而必須完成使用與觀看整個網站的內容，否則無法測出網站的真正學習

效用。 

其實，當初有更多的受試者參加試驗，但因有部分的受試者未完成整個

網站的學習。因此，最後只能選用真正完成學習內容的受試者。總之，因為

需要配合度很高，以及方便於使用網際網路的受試者，所以所找到的受試者

不多。 

不過在本研究僅有少人數的受試者與評鑑對象的情況之下，亦容許筆者

在後續訪問的階段，能夠進行很深入的訪問，亦獲得較深度的質化研究資

料，包括：受試者作答的制度、受試者對各項教學內容的想法等。亦已將所

獲得的資料，同時以質化研究的形式進行分析與討論。 

 

四、筆者網站製作的能力有限 
筆者撰寫了此研究項目，主要原因為非常欣賞漢字的特殊性質，在個人

的漢字學習經驗中，在從未接觸漢語學習之前就先接觸了漢字學習，在學習

過程中，不時經常的困惑，為何在自己學習漢語的開始階段，當時漢語教學

方式從未進行如之前筆者所接觸過的漢字教學，直到高年級才能學習漢字

學，才得知在學習的過程中已養成很多錯誤的習慣。因而認為漢字基礎的教

學必須從漢字學習的開始階段進行，為幫助學習者掌握漢字的工具，以及從

早期培養正確的漢字概念與書寫的習慣。 

除此，筆者認為多媒體的效果能夠突出漢字的各種特點，並能提高漢字

的教學效果。因而選用網路教材為漢字教學的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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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筆者只是網站使用者，僅對網站的使用功能相當的了解，但對網站

製作的概念仍有缺乏。本研究所製作的網站，皆由早先學過的基本 HTML 

語言、在師大華研所所學習的 Macromedia Dreamweaver 基礎的知識以及從

書籍、網路資料的自學方式培養而成。 

因此，所製作的網站就如使用者所指出，尚有很多技術的問題。就此點

的限制，筆者已自我檢討，並儘量充實自己的網站製作能力。 

此外，希望所設計的網站範例，可作為後期研究之範本，並可針對本研

究的欠缺，進行調整與修改，研究出更有效的針對泰國學習者之漢字教學網

站或教材的設計。 

 

第三節 未來相關研究之建議 
一、對照組之試驗 

(1) 進行更換試驗受試者為正體字背景受試者之對照組 

就如研究限制所述，在網站範例應用試驗階段，尚未採用正體字背景之

受試者為試驗之對照組。未來之研究可彌補本研究此欠缺之處而進行試驗，

其結果分析可較明顯地測出網站的學習結果。 

(2) 進行網站的學習效果之對照組試驗 

在網站應用試驗階段，本研究只進行單一樣本使用網站前後的測驗。但    

是，若可進行兩個對照組之─使用與非使用網站的學習效果試驗，針對各組

使用網站前後─非網站例字之部首與形聲字推論─測驗結果分析，可有不同

的結論或發現其他的現象，亦可更明顯地測出網站的應用效果。 

 
二、正簡體字對照或純簡體字之教學網站設計研究 

本研究因依據文獻的探討與對象的需求分析，而規劃網站所使用整體字

為主的條件。雖然研究結果有要增加簡體對到例字之論，但尚未有真正的研

究與結果。因而可根據此方向進行研究。 

另外，在泰國華語教學的實際情況，只進行簡體字的教學之華語教學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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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以及只想學習簡體字的學習者是真有其事的現象。因而，未來的研究可從

此項目進行進一步的探討，如何為泰國學習者設計出─正簡體字之有效的學

習網站─或─因應六書說的理論進行簡體字的教學等項目。 

 

三、針對漢字操練的教學設計 
本研究已在初步引發針對泰國學習者的基礎漢字教學設計，但在引入學

習者來了解漢字的構字概念之後，只提供幾項的簡單練習。亦因所製作網站

只是範本，並未提供許多的輸入資料，因而無法期望很大的輸出。 

因此筆者認為，在後續的研究，可往「操練」漢字的方向去探討。針對

大量漢字的學習與練習為教學設計的考量。 

在進行分析漢字教學網站的階段時，發現台灣僑委會所著作的漢字遊

戲，以及香港大學之現龍第二代的各種漢字練習，皆是漢字操練的很好模

式。完遊戲時，必須要控制時間，作為能夠達到最高分數。亦符合識字教學

效果檢驗的理論，要能精準地辨認，同時也要很快速地作答。因其有針對學

習者的挑戰性，能夠引起學習者進入使用，亦可很長、頻率很高地使用。學

習者不知不覺中就磨練了其識字的機能。 

若只論以上所提到的遊戲，其只是一單元的輔助教學，無法作為核心的

漢字教學。如此，在如何應用這些提供操練功能的支援，作為核心的漢語課

程之有效輔助，亦是該探討之處。 

另外在操練漢字與遊戲本身作為教學輔助角色的同時，若與核心教材背

後的教學設計來比，操練漢字單元只缺乏系統性的核心教材設計的考量。因

教學的核心教材，必須必備內容篩選、順序安排等不同層次的教學設計。不

過，漢字操練作為核心教學的設計，可培養與強化學習者應用漢字「形、音、

義」的學習效果。因而，如何將漢字操練本身的教學效果，擴充為系統性的

核心漢字學習方法，是值得探討研究。 

 

四、針對泰國學習者漢字書寫問題的教學設計研究 
在本論文的需求分析階段，發現泰國學習者對漢字的學習有各式各的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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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除了本研究以漢字基本知識為培養學習者對漢字與漢字學習的良好觀

念，以及以漢字造字法理論，為引入學習者了解漢字識字與書寫的技巧之

外，在泰國學習者漢字書寫技能的教學與練習方面尚未很深度的研究。因

而，泰國學習者無論在書寫漢字時多少寫筆劃或部件、漢字所包含組件的位

置混淆、部件大小比例的錯誤等等問題，可作為泰國學習者漢字問題個專題

的研究，並針對這些問題進行訂身的教學設計。 

 
五、進行詞本位教學網站設計研究 

本研究因以幫助學習者漢字掌握問題為主要的研究目的，另外考慮到零

程度學習者可共同使用，因而只介紹漢字本身的架構，換言之就是「字本位」

的教學，但未進行將漢字組成日常生活所運用的詞彙，換言之就是「詞本位」

的教學。 

漢字是漢語具有形、音、義之最小書寫單位，至於基本溝通的最小單位

可需要詞彙的掌握。因此就詞本位的教學而言，是將表義漢字組合成日常使

用詞彙的重要階段。 

以泰語之單音節語言性質以及合成詞為增加詞彙制度，可見泰語的基本

性質與漢語相當相似。泰國學習者學習華語詞彙時應該有較特殊的情況，值

得探討研究。因此，在本論文針對泰國學習者漢字教學網站設計之研究後，

可擴充漢字字本位的領域，繼續進行有關華語詞彙教學設計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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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一) 泰國學生學習漢字的需求調查卷 (泰
文版) 

 

แบบสอบถามเรื่องการเรยีนตัวอักษรจีนของผูเรียนชาวไทย 
 

คําชี้แจง: กรุณาทําเคร่ืองหมาย  ใน    ท่ีทานตองการเลือก และหากทานมีความเห็นไมตรงกับ
ตัวเลือกโปรดแสดงความคิดเห็นเพิ่มเติมตามที่ทานตองการไดอยางอิสระ  แบบสอบถามนี้มีท้ังสิ้นสี่ 

หนา โปรดทําใหครบทุกขอ 
 

ขอมูลสวนตัว  
1) วุฒิการศึกษา :              มัธยมปลาย  ชั้น                  จบการศึกษา 

                          ปริญาตรี   ชั้นป                จบการศึกษา 

                          ปริญญาโท   กําลังศึกษา    จบการศึกษา 

                          ปริญญาเอก   กําลังศึกษา    จบการศึกษา 

2) ประวัติการเรียนภาษาจีน       เรียนพิเศษ (หรือเรียนเปนวิชาเลือก)  เรียนเปน วิชาโท  
  เฉล่ียเวลาเรียน               ชั่วโมง ตอสัปดาห 

                            ระยะเวลาที่เรียนทั้งส้ิน       ป          เดือน 

                          เรียนเปนวิชาเอก 

3) คุณเคยเรียนตัวอักษรจีนชนิดใดบาง (เลือกไดมากกวาหนึ่งขอ)     ตัวเต็ม     ตัวยอ 

4) คุณเคยเรียนวิชาประวัติตัวอักษรจีน หรือ เกี่ยวเนื่องกับตัวอักษรจีนโดยเฉพาะหรือไม     เคย   ไมเคย 

 

ขอมูลในการศึกษาตัวอักษรจีน 

5) คุณคิดวาตัวคุณเองมีปญหาในการจดจําตัวอักษรจีนหรือไม  
 ไมมีเลย    มีนอย      มีพอประมาณ     มีมาก  

 

6) คุณคิดวาความรูทั่วไปเกี่ยวกับภาษาจีนตามขอใดบางที่คุณอยากจะรู และ/หรือ ทําใหคุณรูสึกอยากเรียน
ภาษาจีนมากขึ้น (เลือกไดมากกวาหนึ่งขอ) 

 ชนิดของภาษาจีนทองถ่ินวามีหลากหลายและใชแตกตางกันในแตละทองถ่ิน  
 ชนิดของตัวอักษรจีน เชน ตัวเต็ม ตัวยอ ตัวอักษรพิเศษที่ใชเปนบางพ้ืนที่  
 วิธีการเรียงตัวอักษร เชน เขียนจากบนลงลาง – ขวาไปซาย และอ่ืนๆ 

 ตัวอักษรจีนจดจํายากจริงหรือไม มีวิธีการจดจําหรือไม อยางไร 
 ตัวอักษรที่ควรเรียนรูเพ่ือใชในการสื่อสารไดนั้นมีจํานวนเทาใด  
 อ่ืน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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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เมื่อเริ่มเรียนภาษาจีนครั้งแรกๆ คุณมีปญหาในการเรียนตัวอักษรจีนอยางไรบาง? (เลือกไดมากกวาหนึ่งขอ) 
  รูสึกวาตัวอักษรจีนเขียนยาก จดจํายาก  
  จําตัวอักษรจีนไมได 
  เขียนขีด และ/หรือสวนใดสวนหนึ่งของตัวอักษรขาดหรือเกิน 

 เขียนสวนใดสวนหนึ่งของตัวอักษรสลับที่ 
 ไมเขาใจสัดสวนขององคประกอบของตัวอักษร (เชน สวนไหนควรเล็ก สวนไหนควรใหญ ควรขีดยาว/ ส้ัน ) 
  อ่ืนๆ                                                 

 

8) เมื่อเริ่มตนเรียนภาษาจีนครั้งแรกๆ นอกจากแนะนําวิธีการเขียน (เริ่มจากขีดไหน เขียนอยางไร) อาจารย
ผูสอนของคุณแนะนํารายละเอียดของตัวอักษรจีนหรือไม อยางไร (เลือกไดมากกวาหนึ่งขอ) และคุณชอบวิธีนั้น
มากนอยเทาใด 

 ไมชอบมาก ไมชอบ  เฉยๆ  ชอบ  ชอบมาก 

 ไมไดแนะนํา                                                      

 แนะนําความเปนมาของตัวอักษรนั้นๆ                                       

 แนะนําตัววาอักษรนั้นๆ ประกอบดวยสวนประกอบ(部件) อะไรบาง                  

 เปรียบเทียบใหเห็นความแตกตางของตัวอักษรท่ีคลายคลึงกัน                   

 ชี้ใหเห็นขอผิดพลาดที่มักเกิดขึ้นเชน ขีดขาด ขีดเกิน  
สัดสวนไมถูกตอง 

                 

 อ่ืนๆ                                 k                  
 

9) เมื่อพบตัวอักษรจีนที่จดจํายาก อาจารยผูสอนไดชวยบอกวิธีการจดจําตัวอักษรจีนใหคุณหรือไม อยางไร 
(เลือกไดมากกวาหนึ่งขอ) และคุณชอบวิธีนั้นมากนอยเทาใด                  

    ไมชอบมาก ไมชอบ เฉยๆ ชอบ ชอบมาก 

 ไมไดบอก แตใหไปหาวิธีจดจําเอง                  

 บอกความเปนมาของตัวอักษร เชนมาจากภาพ (象形) หรือเปน
สัญลักษณบอกถึงอะไร (指事) 

                 

 ใหดูวิวัฒนาการตัวอักษร                    

 บอกเคล็ดสังเกตและจดจํา อ่ืนๆ เชน ใหมองวาเหมือนรูปอะไร                  

 อ่ืนๆ                                                                              
 

10) ตัวคุณเองมีเทคนิคในการจดจําตัวอักษรที่จดจํายากอยางไรที่ไดผลที่สุด (เลือกไดมากกวาหนึ่งขอ)      
    หัดเขียนใหมากยิ่งขึ้น 

    ใชวิธีที่ผูสอนบอกในขอดานบนมาประยุกตกับตัวอักษรอื่น 
    มองดูวาตัวอักษร หรือ องคประกอบสวนใดสวนหนึ่งเหมือนอะไร แลวหาวิธีการเชื่อมโยงกับเสียงอาน  

หรือความหมายเอง 
     อ่ืน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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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เมื่อเริ่มเรียนอักษรจีน คุณอยากเรียนตัวอักษรจีนตามขอใด (เลือกไดมากกวาหนึ่งขอ) 
  เริ่มเรียนจากตัวอักษรที่ขีดนอยๆ กอน ขีดมากๆ คอยเรียนทีหลัง 
  เรียนอักษรจีนตามที่ปรากฏในบทเรียนทั้งหมด ไมตองแยกวาขีดนอย หรือขีดมาก 

  เริ่มเรียนจากตัวอักษรที่มักจะปรากฏเปนสวนประกอบของตัวอักษรอ่ืนๆ (部首、部件) เชน 木 目 

心 ที่ปรากฏในคําวา 想 

  เริ่มเรียนจากตัวอักษรที่มักจะปรากฏในคาํศัพทที่ใชบอย 
  อ่ืนๆ                                                            k 

 

12) เพ่ือใหเรียนรูและจดจําตัวอักษรใหไดดีขึ้นคุณอยากจะรูรายละเอียดอะไรบางเกี่ยวกับตัวอักษรจีน? อยากให
ผูสอนหรือส่ือการสอนมีเนื้อหาอะไรบาง? เพราะอะไร? (เลือกไดมากกวาหนึ่งขอ) 

 วิธีการเขียนตัวอักษรจีน วิธีการเขียนขีด ลําดับขีด (筆劃、筆順)    

 สวนประกอบตางๆ ของตัวอักษร (部件) เชน ในตัว 詩 มีตัว 言 士 寸 ประกอบอยู 

 โครงสรางการประกอบตัวอักษรจีน (เชน ⿺⿵)                   

 วิธีการสรางตัวอักษรจีน (六書 – 造字法) 
 ความรูและภาพวิวัฒนาการตัวอักษรจีนโดยคราว (甲骨文、金文、篆文、楷書等)  
 ความเปนมาของตัวอักษรน้ันๆ  
 เปรียบเทียบตัวอักษรท่ีคลายกัน  
 แนะนําถึงขอผิดพลาดที่มักจะเกิดขึ้น เชน เขียนขีดขาด เกิน สัดสวนของสวนตางๆ ของตัวอักษร 
 อ่ืนๆ                                         

เพราะ                                                          

 

13) คุณอยากใหในส่ือการสอนเกี่ยวกับอักษรจีนมีแบบฝกหัดหรือไม เพราะอะไร 
 ควรมีอยางมาก     ควรมี       เฉยๆ       ไมควรมี       ไมควรอยางมาก 

เพราะ                                                                   

14)  คุณชอบใชส่ือการสอนเกี่ยวกับตัวอักษรจีนที่มีเนื้อหาเปนภาษาอะไรมากที่สุด เพราะอะไร (เลือกไดหลาย

ขอ) 
 ภาษาอังกฤษ    ภาษาจีน     ภาษาไทย       อ่ืนๆ                     

เพราะ                                                                   

 

15) โปรดเรียงลําดับรูปแบบของสื่อการสอนเกี่ยวกับตัวอักษรจีนที่คุณชอบ  

  _____  หนังสือ         _____  ส่ือมัลติมีเดีย มีภาพเคล่ือนไหว มีเสียง  
  _____ เว็บไซด          _____ อ่ืนๆ                    

เลือกขอที่เปนลําดับแรกเพราะ                                                    

 

ทําตอหนาที่ 4   

 



182 
 

16) คุณคิดวาถาคุณเรียนรูเรื่องตัวอักษรจีนประกอบสื่อมัลติมีเดีย เชน มีภาพเคลื่อนไหว มีเสียง ฯลฯ จากเว็บ
ไซดจะใหผลตอการเรียนของคุณอยางไรบาง?      

 นอยมาก นอย เฉยๆ  มาก  มากที่สุด   

16.1) สรางแรงจูงใจในการศึกษา                   
16.2) ใชงานงาย สืบคนขอมูลที่ตองการไดงาย                   
16.3) ทําใหผูที่ใชงานคอมพิวเตอรไมคลอง ใชงานไดยาก                     
16.4) ทนทวนเนื้อหาไดครบถวนถูกตองทั้งการเขียนการออกเสียงแมจะเปน
นอกเวลาเรียน  

                 

16.5) เสียคาใชจายในการเรียนมากเกินวาประสิทธิผลที่จะไดรับ                  
16.6) ใชงานไดกวางขวางไมวาจะอยูที่ใดในโลก                  
16.7) ใชงานยุงยาก เพราะตองใชงานกับอินเตอรเน็ต                  
16.8)ผูเรียนสามารถเรียนเองไดหากตองการ เปนการประหยัดทรัพยากรครู                  
16.9) อ่ืนๆ                           k                    

                 
17) หากมีส่ือการเรียนตัวอักษรจีน คุณอยากจะเรียนในรูปแบบใดมากที่สุด  

 ในหองเรียนโดยตองมีอาจารยเปนผูสอนเนื้อหาทั้งหมด     
 มีเนื้อหาใหนักเรียนไปเรียนดวยตัวเองก็พอแลว   
 อาจารยเอามาสอนเสริมในหองเปนบางสวน แลวใหนักเรียนไปเรียนรูเองตอ  
 ไมตองทําการสอนเปนพิเศษ 
 อ่ืนๆ                                              

เพราะ (โปรดระบุ)                                     

 

18) คุณคิดวาการเรียนตัวอักษรจีนตามขอใดมีประสิทธิภาพในการเรียนรูตัวอักษรจีน และมีประโยชนตอคุณ
สูงสุด 

  เรียนตัวยอกอน คอยเรียนตัวเต็ม 

  เรียนตัวเต็มกอนคอยเรียนตัวยอ 

  เรียนเฉพาะตัวยอ 

  เรียนเฉพาะตัวเต็ม 

  เรียนทั้งตัวเต็มและตัวยอพรอมกัน 
เพราะ (โปรดระบุ)                                               

 

19) ประสบการณ ขอชี้แนะ ความคิดเห็นอื่นๆ ในการเรียน (การสอน) ตัวอักษรจี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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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二) 泰國學生學習漢字的需求調查卷 (中
文) 

 
 

「泰國學生學習漢字的需求調查」 
 

請在  中，以  作為您所選擇的選項。若您的意見不符合任何選項，請在空

格地方自由填寫。本問卷共有四頁，請完成卷中的每一題。 

 
受訪者資料 
1) 學歷   ；                             高中            年級     已畢業 
                                                    大學             年級    已畢業 
                        碩士       未畢業      已畢業 
                        博士       未畢業      已畢業 
2) 學習漢語的歷程           補習班或者選修課    副修 
                     上課時間平均為             小時/星期 
                      總共學了          年           月 
                        主修 
3) 曾經學過哪一種字體：  整體字    簡體字 
4) 您是否曾經學過關於漢字歷史或者專門學漢字的科目：  有    沒有 
  
漢字學習歷程 
5) 您認為自己對漢字的掌握是否有難處？ 
  完全沒有       很少         也有一些            有很多 
  
6) 您想知道哪些漢語的常識，並認為能夠使你更想學習漢語？(可複選) 
   中文有很多不同的方言，在不同地區是使用不同的方言的。 
   甚麼是簡體字、正體字、個別字 (如：香港用的字)。 
   中文橫、直式的寫法，(不是筆順)。 
   漢字是否很難記憶，有沒有可掌握好漢字的方法。 
   中文有很多字，到底要學多少個字才能看得懂中文。 
   其他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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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一開始學漢語，您對漢字的學習有哪些問題？(可複選) 
   認為漢字難寫、難記。 

   無法記憶漢字。 
    少寫或多寫筆劃 與/或 部件。 
   將部件寫在不正確的位置。 
   不了解部件的大小的比例。 
   其他：                                                      

 
8) 當您開始學漢語，教師除了解釋漢字的寫法 (筆劃、筆順) 外，是否介紹漢字

的其他細節？如何？你對那些內容的滿意度如何？ (可複選) 

(1-非常不喜歡；2-不喜歡: 3-無意見: 4-喜歡；5-非常喜歡) 1   2  3   4   5 

 沒有介紹                                                    

 介紹該漢字的來源、故事。                  

 介紹該漢字是由甚麼部件構成的。                  

 進行字形相似漢字的對比。                  

 指出學生常有的偏誤，如：多、少寫筆劃筆劃、部

件大小比例不正確。 

                 

 其他：                                k                  

 
9) 當碰到難記的漢字，您的教師是否告訴您如何記住那些漢字？如何？你對那些

內容的滿意度如何？(可複選) 

(1-非常不喜歡；2-不喜歡: 3-無意見: 4-喜歡；5-非常喜歡) 1   2  3   4   5 

 沒有，只是讓學生自己去找學習的方法。                          

 告訴學生該字的來源或字的結構，如：是從圖像演

變出來、有音符義符。 

                 

 給學生看漢字的演變。                  

 告訴學生其他的技巧，如：建議學生把字看成可關

聯到字義的圖畫。 
                 

 其他：                                k                  

 
10) 您本身用來克服難掌握漢字的最有效技巧為何？ 
  抄寫抄得更多。 
  將以上老師指導的方法來應用於其他字。 
  自己判斷那個字或者字的各部分長得像甚麼， 
在找辦法將發音和意義給連接起來。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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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剛開始學習漢字時，你想學甚麼的樣的漢字？(可複選) 
   先從筆畫少的漢字開始學習，之後再學筆劃複雜。 
   按照課文出現的字，全部都教，不分筆劃多或少。 
   先學習常在其他字組合的字(部首、部件)」，如：「木、目、心」出現在「想」

字裡。 
   先學習常出現於常用詞彙的漢字。 
   其他                                                  k 
  
12) 為了能夠更好的掌握漢字，您想知道關於漢字的哪些細節？希望教師進行教

學或者希望教材有什麼樣的內容？為甚麼？ (可複選) 
 漢字的正確寫法(筆劃、筆順) 
 漢字所構成的小構件 (部件) (如「詩」裡之「言、士、寸」)。 
 漢字部件結構，如：⿺⿵  

 略為介紹造字原則 (六書 – 造字法) 

 顯示與略為解釋漢字的演變 (甲骨文、金文、篆文、楷書等) 

 漢字來源或故事 

 比較字形相似的漢字，給學生看到各字的差別。 
 指出學習者常有的偏誤，如：少、多寫筆劃、部件大小比率不正確。       

 其他：                                                  l  

因為                                                                               

 

13) 你認為漢字教材應該該提供練習？為什麼？ 
 非常同意   同意  無意見    不同意    非常不同意 

因為                                                                               

 

14) 您最喜歡使用哪一種語言的漢字教材，為甚麼？(可複選) 
 英文       中文       泰文       其他                                  

因為                                                                               

 

15) 請排列尼喜歡的漢字教材類型？(第一為最喜歡) 
____ 書本         ________多媒體   
____ 數位教材    _______ 其他                                   K 

排為第一名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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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您認為多媒體網路教材，對於您的漢字學習有何效果？(可複選) 
 很少  少  無意見  多  非常多  
16.1) 引起學習者的學習動機。                        

16.2) 易於使用與搜尋所需要的資料。                         

16.3) 造成─對電腦操作不熟悉者─的學習障礙                        

16.4) 學習者可在課外複習全面的、正確的資訊，

包括書寫與發音方面。 

                       

16.5) 學習的費用高於學習的效果。                        

16.6. 可很廣泛地使用(世界各地皆可使用)。                        

16.7) 使用方法複雜，因需要結合網際網路使用                            

16.8) 在需要時學習者可自學，節省教師人力資源                        

16.9) 其他                                                   

 
17) 您最喜歡的漢字學習方式何為？ 
    只在課上堂學習，由教師教學全部的內容。 
    有資料給學生自學就足夠了。 
    一部分內容由教師在課堂上教學，當做輔助的材料， 
    其他部分再請學生在課外自學。 
    不必特別進行教學 
    其他                                                  k 
因為                                                                                    

 
18) 您認為何種的漢字學習，有效於你的漢字掌握，並對你最有利的學習方式？ 
    先簡後正。 
    先正後簡。 
    只學簡體字。 
    只學正體字。 
    正簡同時。  
因為                                                                                    

 

 
19) 您對漢字學習的經驗、建議或者其他的意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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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三) 泰國教師對漢字教學的意見調查卷 
(泰文版) 

 
「泰國教師對漢字教學的意見調查」(泰文版) 
แบบสอบถามเรื่องการสอนตัวอักษรจีนใหกับผูเรียนชาวไทย 

 

คําชี้แจง : กรุณาทําเคร่ืองหมาย  ใน    ท่ีทานตองการเลือก และหากทานมีความเห็นไมตรงกับ
ตัวเลือกโปรดแสดงความคิดเห็นเพิ่มเติมตามที่ทานตองการไดอยางอิสระ แบบสอบถามนี้มีท้ังสิ้นสี่ 

หนา โปรดทําใหครบทุกขอ 
 
ขอมูลสวนตัว  

1) วุฒิการศึกษา/สาขา                                             __ 
2) ประสบการณในการสอนภาษาจีนโดยประมาณ              ป          เดือน  

3) คุณเคยเรียนตัวอักษรจีนชนิดใดบาง (เลือกไดมากกวาหนึ่งขอ)      ตัวเต็ม     ตัวยอ 

4) คุณเคยเรียนวิชาประวัติตัวอักษรจีน หรือ เกี่ยวเนื่องกับตัวอักษรจีนโดยเฉพาะหรือไม     เคย   ไมเคย 
 

ความคิดเห็นในการสอนตัวอักษรจีน 

5) ทานคิดวาความรูรอบตัวเกี่ยวกับภาษาจีนในดานใดบางที่ผูเริ่มเรียนภาษาจีนควรจะรู (เลือกไดมากกวาหนึ่ง
ขอ) 

 ชนิดของภาษาจีนทองถ่ินวามีหลากหลายและใชแตกตางกันในแตละทองถ่ิน 

 ชนิดของตัวอักษรจีน – (ตัวเต็ม ตัวยอ ตัวอักษรพิเศษที่ใชเปนบางพ้ืนที่ เชน 冇 (沒有 ในภาษากวางตุง) 
 วิธีการเขียนภาษาจีน เชน เขียนจากบนลงลาง – ขวาไปซาย และอ่ืนๆ  

   (中文橫、直式的寫法，不是筆順) 

 หลักการสรางตัวอักษรจีนโดยคราว 

 ตัวอักษรจีนจดจํายากจริงหรือไม มีวิธีการจดจําหรือไม อยางไร 
 ตัวอักษรที่ควรเรียนรูเพ่ือใชในการสื่อสารไดนั้นมีจํานวนเทาใด 

 อ่ืนๆ                                                                              

 

6) ทานคิดวาเมื่อเริ่มเรียนภาษาจีนครั้งแรกๆ ผูเรียนชาวไทยมีปญหาในการเรียนตัวอักษรจีนอยางไรบาง? 
(เลือกไดมากกวาหนึ่งขอ)  

    รูสึกวาตัวอักษรจีนเขียนยาก จดจํายาก 

    จําตัวอักษรจีนไมได  
   เขียนขีด และ/หรือสวนประกอบของตัวอักษรขาด หรือเกิน 

   เขียนสวนประกอบของตัวอักษร (部件) สลับที่ 
   ไมเขาใจสัดสวนของสวนประกอบตางๆ ของตัวอักษร (部件大小的比例) 
   อ่ืน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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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ทานคิดวาการสอนตัวอักษรจีน ที่มีวัตถุประสงคเพ่ือใหนักเรียนจดจําและเขียนตัวอักษรจีนไดดีนั้น นอกจาก
แนะนําวิธีการเขียนตัวอักษรจีนใหกับผูเรียนแลว ควรจะแนะนํารายละเอียดอื่นๆ ใดอีกบาง? (เลือกไดมากกวา
หนึ่งขอ) 

 ไมควร     
 ควรแนะนําความเปนมาของตัวอักษรนั้นๆ    
 ควรแนะนําตัววาอักษรนั้นๆ ประกอบดวยสวนประกอบ(部件) อะไรบาง  
 ควรเปรียบเทียบใหเห็นความแตกตางของตัวอักษรที่คลายคลึงกัน 

 ควรชี้ใหผูเรียนเห็นขอผิดพลาดที่มักจะเกิดกับผูเรียนเชน ขีดขาด ขีดเกิน สัดสวนไมถูกตอง 
 อ่ืนๆ                                             

 

8) เมื่อพบตัวอักษรจีนที่จดจํายาก หรือตัวอักษรท่ีผูเรียนมักมีขอผิดพลาดบอยครั้ง ทานคิดวาควรชวยบอก
วิธีการจดจําตัวอักษรจีนใหผูเรียนหรือไม อยางไร (เลือกไดมากกวาหนึ่งขอ) 
       ไมควร แตใหผูเรียนเรียนไปหาวิธีเอง  
       บอกความเปนมาของตัวอักษร  เชนมาจากภาพ (象形) เปนสัญลักษณบอกถึงอะไร (指事)  

 ใหผูเรียนดูวิวัฒนาการตัวอักษร 
 บอกเคล็ดการจําอื่นๆ เชน ใหมองวาเหมือนรูปอะไร 
 อ่ืนๆ                                                                                                                          

โปรดยกตัวอยางและ/หรือแสดงเหตุผล K 

                                                                                        

 

9) ทานคิดวาในระยะแรกของการเรียนภาษาจีน ควรเริ่มสอนตัวอักษรจีนตามขอใด (เลือกไดมากกวาหนึ่งขอ) 

  เริ่มเรียนจากตัวอักษรที่ขีดนอยๆ กอน ขีดมากๆ คอยเรียนทีหลัง 
  เรียนอักษรจีนตามที่ปรากฏในบทเรียนทั้งหมด ไมตองแยกวาขีดนอย หรือขีดมาก 

  เริ่มเรียนจากตัวอักษรที่มักจะปรากฏเปนสวนประกอบของตัวอักษรอื่นๆ (部首、部件)  
 เริ่มเรียนจากตัวอักษรที่มักจะปรากฏในคําศัพทที่ใชบอย 

  อ่ืนๆ                                                            k 

 

10) ทานคิดวานอกเหนือจากการใหคัดตัวอักษรจีน ควรมีการสอนเรื่องเกี่ยวกับตัวอักษรจีนใหแกผูเรียนชาวไทย 
(ไมใชในเนื้อหาของ 漢字學) หรือไม 

 ควรมีอยางมาก     ควรมี       เฉยๆ      ไมควรมี     ไมควรอยางมากLK 

เพรา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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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ส่ือการสอนเกี่ยวกับตัวอักษรจีน ที่มีจุดประสงคเพ่ือใหผูเรียนเรียนรูและจดจําตัวอักษรจีนใหไดดีขึ้นนั้นควรมี
เนื้อหาอะไรบาง (เลือกไดมากกวาหนึ่งขอ) 

 วิธีการเขียนตัวอักษรจีน (筆劃、筆順)             สวนประกอบตัวอักษร (部件)  

 โครงสรางการประกอบตัวอักษรจีน (เชน ⿰⿳⿴)     วิธีการสรางตัวอักษรจีน (六書 – 造字法) 
 ความรูและภาพวิวัฒนาการตัวอักษรจีนโดยคราว (甲骨文、金文、篆文、楷書等)  
 ความเปนมาของตัวอักษรน้ันๆ  
 เปรียบเทียบตัวอักษรท่ีคลายกัน ทําใหนักเรียนรูถึงความแตกตาง 
 แนะนําถึงขอผิดพลาดที่มักจะเกิดขึ้น เชน เขียนขีดขาด เกิน สัดสวนของสวนตางๆ ของตัวอักษร 
 อ่ืนๆ                                                                              

 

12)  ทานคิดวาส่ือการสอนเกี่ยวกับตัวอักษรจีนควรมีแบบฝกหัดหรือไม เพราะอะไร 
 ควรมีอยางมาก  ควรมี     เฉยๆ   ไมควรมี    ไมควรอยางมากLK 

เพราะ                                                                               

 

13) ทานคิดวาใชส่ือการสอนเกี่ยวกับตัวอักษรจีนที่มีเนื้อหาเปนภาษาใดที่เหมาะสมกับผูเรียนชาวไทยมากที่สุด 

(เลือกไดหลายขอ) 

 ภาษาอังกฤษ    ภาษาจีน   ภาษาไทย    อ่ืนๆ                               

เพราะ                                                                               

 

14)  ทานคิดวาส่ือการสอนเกี่ยวกับตัวอักษรจีนในรูปแบบเหลานี้มีประสิทธิภาพมากนอยอยางไร โปรด
เรียงลําดับ  

            หนังสือ               ส่ือมัลติมีเดีย  

            เวปไซด               อ่ืนๆ                                 k 

เลือกขอที่เปนลําดับแรกเพรา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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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ทานคิดวาการสอนเกี่ยวกับตัวอักษรจีนประกอบสื่อมัลติมีเดีย เชนมีภาพเคลื่อนไว เสียง ฯลฯ รวมท้ังใน
รูปแบบเวปไซดชวยสอน จะใหผลตอการเรียนของผูเรียนอยางไรบาง?  

 นอยมาก  นอย   เฉยๆ  มาก  มากที่สุด   
15.1) สรางแรงจูงใจในการศึกษา                            
15.2) ใชงานงาย สืบคนขอมูลที่ตองการไดงาย                         
15.3) ทําใหผูที่ใชงานคอมพิวเตอรไมคลอง ใชงานไดยาก                        
15.4) ทนทวนเนื้อหาไดครบถวนถูกตองทั้งการเขียนการออกเสียง
แมจะเปนนอกเวลาเรียน                 

                       

15.5) เสียคาใชจายในการเรียนมากเกินวาประสิทธิผลที่จะไดรับ                        
15.6) ใชงานไดกวางขวางไมวาจะอยูที่ใดในโลก                                    
15.7)ใชงานยุงยาก เพราะตองใชงานกับอินเตอรเน็ต                              
15.8) ผูเรียนสามารถเรียนเองไดหากตองการ เปนการประหยัด

ทรัพยากรครู  
                       

15.9)  อ่ืนๆ                                                   

 

16) หากมีส่ือการสอนตัวอักษรจีน ทานคิดวาควรจะจัดใหมีการเรียนการสอนในรูปแบบใด จึงจะเหมาะสมกับ
นักเรียนไทยมากที่สุด  

 ในหองเรียนโดยตองมีอาจารยเปนผูสอนเนื้อหาทั้งหมด     
 มีเนื้อหาใหนักเรียนไปเรียนดวยตัวเองก็พอแลว   
 อาจารยเอามาสอนเสริมในหองเปนบางสวน แลวใหนักเรียนไปเรียนรูเองตอ  
 ไมตองทําการสอนเปนพิเศษ 
 อ่ืนๆ                                              k 

เพราะ (โปรดระบุ)                                                                                

 

17) คุณคิดวาการเรียนตัวอักษรจีนตามขอใดมีประสิทธิภาพในการเรียนรูตัวอักษรจีน และมีประโยชนตอผูเรียน
สูงสุด 

  เรียนตัวยอกอน คอยเรียนตัวเต็ม 

  เรียนตัวเต็มกอนคอยเรียนตัวยอ 

  เรียนเฉพาะตัวยอ 

  เรียนเฉพาะตัวเต็ม 

  เรียนทั้งตัวเต็มและตัวยอพรอมกัน 
เพราะ (โปรดระบุ)                                                                                

 

18) ประสบการณ ขอชี้แนะ ความคิดเห็นอื่นๆ ในการเรียนการสอนตัวอักษรจี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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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四) 泰國教師對漢字教學的意見調查 (中
文) 

 
「泰國教師對漢字教學的意見調查」 

 
請在  中，以  作為您所選擇的選項。若您的意見不符合任何選項，請在空

格地方自由填寫。本問卷共有四頁，請完成卷中的每一題。 

 

受訪者資料 : 

1) 學歷  :                                          i         
2) 漢語教學經驗 :  (大約)         年           月 
3) 曾經學過哪一種字體：  整體字    簡體字 
4) 您是否曾經學過關於漢字歷史或者專門學漢字的科目：  有    沒有 
 
漢字教學意見 : 
5) 您認為剛開始學習漢語的學習者，應該知道哪些的中文常識？(可複選) 
   中文有很多不同的方言，在不同地區使用不同的方言。 
   甚麼是簡體字、正體字、地方字(如：香港用的「冇」字)。 
   中文橫、直式的寫法，(不是筆順)。 
   基本的造字原則。 
   漢字是否很難記憶，有沒有可掌握好漢字的方法。 
   中文有很多字，到底要學多少個字才能看得懂中文。 
   其他                                          k 
  
6) 在開始學習漢語的階段，您認為泰國學習者對漢字的學習有哪些問題？(可複

選) 

    認為漢字難寫、難記。 

   無法記憶漢字。 
    少寫或多寫筆劃 與/或 部件。 
   將部件寫在不正確的位置。 
   不了解部件的大小的比例。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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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為了培養學習者漢字認讀與書寫的能力，您認為除了解釋漢字的書寫方法 (筆
劃、筆順) 外，教師是否應該介紹漢字的其他細節？如何？ (可複選) 
   不應該。 
   應該介紹漢字的來源、故事。  
   應該介紹那些漢字由什麼部件構成的。 
   應該進行字形相似漢字的對比。 
   應該指出學習者常有的偏誤，如：多、少寫筆劃筆劃、部件大小比例不正確。 
   其他                                                                              
 

8) 當碰到不好掌握或學生常寫錯的字，您認為是否應該為學生解說如何記憶那些

漢字？(可複選) 
    不應該，讓學生自己去找方法。 
    告訴學生該字的來源或字的結構，如：是從圖像演變出來、有音符義符。 
    給學生看漢字的演變。 
    告訴學生其他的技巧，如：建議學生把字看成可關聯到字義的圖畫。 
   其他：                                                                             
請舉例或提出原因：                                                                      

 

9) 在學習者剛開始學漢語的階段，您認為應該從什麼樣的漢字開始教學？(可複

選) 
   先從筆畫少的漢字開始學習，之後再學筆劃複雜。 
   按照課文出現的字，全部都教，不分筆劃多或少。 
   先學習常出現於其他字的部首、部件的漢字 
   先學習常出現於常用詞彙的漢字。 
   其他                                                  k 
 
10) 在以泰國學習者能夠更好地、更容易地掌握漢字為學習目標，您認為除了只

給學生練習抄字之外，是否應該進行漢字教學 (不是專門學漢字學的內容)？ 
 非常同意   同意  無意見    不同意    非常不同意 

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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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您認為以─學習者更好地學習和掌握漢字─為目標的教材，其內容該包含哪

些細節？(可複選) 
 漢字書寫方法 (筆劃、筆順)         部件 
 漢字部件結構，如：⿰⿳⿴      六書 – 造字法 

 顯示與略為解釋漢字的演變 (甲骨文、金文、篆文、楷書等)。 

 漢字來源或故事 
 比較字形相似的漢字，給學生看到各字的差別。 
 指出學習者常有的偏誤，如：少、多寫筆劃、部件大小比率不正確。       

 其他：                                                  l  
 

12) 您認為漢字教學的教材應該提供練習題？為甚麼？ 
 非常同意   同意  無意見    不同意    非常不同意 

因為                                                                               

 
13) 您認為最適合泰國學習者的漢字教學教材應該使用什麼語言？(可複選)  
       英文        中文       泰文       其他                 k 
因為                                                                              
 

14)  您認為以下漢字教學教材類型的教學效果如何？ (請排名，第一為最好) 
____ 書本         ________多媒體   
____ 數位教材    _______ 其他                                   K 

排為第一名的原因                                                                  
 

15) 您認為多媒體網路教材，對於漢字教學有何效果？(可複選) 
 很少  少  無意見  多  非常多  
15.1) 引起學習者的學習動機。                        

15.2) 易於使用與搜尋所需要的資料。                         

15.3) 造成─對電腦操作不熟悉者─的學習障礙                        

15.4) 學習者可在課外複習全面的、正確的資訊，

包括書寫與發音方面。 

                       

15.5) 學習的費用高於學習的效果。                        

15.6. 可很廣泛地使用(世界各地皆可使用)。                        

15.7) 使用方法複雜，因需要結合網際網路使用                            

15.8) 在需要時學習者可自學，節省教師人力資源                        

15.9)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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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若有漢字教學的教材，您認為最適合泰國學習者的使用方式為何？ 
    只在課上堂學習，由教師教學全部的內容。 
    有資料給學生自學就足夠了。 
    一部分內容由教師在課堂上教學，當做輔助的材料， 
    其他部分再請學生在課外自學。 
    不必特別進行教學 
    其他                                                  k 
因為                                                                                    

17) 您認為何種的漢字學習，有效於漢字的掌握，並對學習者最有利的學習方式？ 
    先簡後正。 
    先正後簡。 
    只學簡體字。 
    只學正體字。 
    正簡同時。  
因為                                                                                    

 

18) 您對漢字教學的經驗、建議或者其他的意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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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五) 網站範例使用前測驗卷：漢字基本知

試、對漢字與漢字學習之意見、漢字掌

握度 
แบบสอบถามและทดสอบกอนเรียน 

โปรดทําเครื่องหมาย ลงใน    และเติมคําในชองวาง ตามขอมูล และความคิดเห็นของทาน 
  

1) ขอมูลสวนตัว 基本資料:     1.1) ชื่อ 姓名                                      อายุ 年齡                       ป                                

1.2) โทรศัพทที่ติดตอสะดวก 聯絡電話:                                        อีเมลล Email :                                                             

1.3) การศึกษา/อาชีพ ปจจุบัน  目前學歷、職業:                                                                                                           

1.4) ระดับการศึกษาภาษาจีน :     ไมเคยเรียนมากอน  未學過 

     漢語學習歷程                     เรียนมากอน   學過_______ ป 年______เดือน 月 (โดยประมาณ) 

ลักษณะการเรียน 課程:     วิชาเอก 主修   วิชาโท  副修   เรียนพิเศษ / วิชาเลือก  補習班/選修 

1.5) ลักษณะการเรียนอักษรจีน :       ไมเคยเรียนอักษรจีน      未學過     

      漢字學習歷程                     เคยเรียน 學過 :     ตัวเต็ม 正體     ตัวยอ  簡體 

 
2) ความรูทั่วไปที่มีตออักษรจีน /ภาษาจีน    漢字/  漢語的基本知識 

2.1) ตัวอักษรจีนมีเอกลักษณอยางไร :    漢字的特點為何？                                                                                           

2.2) คิดวาตัวหนังสือจีนมีเยอะ และตองเรียนเยอะมาก :  認為中文有很多字，需要掌握很多的漢字?                          

2.3) ที่มาของอักษรจีน มีวิวัฒนาการมาจากอะไร:  漢字的來源為何？                                                                              

2.4) ภาษาจีนเขียนแนวตั้ง หรือแนวนอน :  中文橫、直式的寫法？                                                                                

2.5) อักษรจีนตัวเต็ม ตัวยอคืออะไร :     何謂正、簡體字？                                                                                            

2.6) อื่นๆ เคยไดยินอะไรมาอีกบาง :      其他                                                                                             

 
3) ความคิดเห็นทัว่ไปเกี่ยวกับอักษรจีน    : คุณเห็นดวยกับขอความตอไปนี้มากนอยเพียงใด 

針對漢字的意見：  你對以下項目的意見                ไมเลย  นอยมาก  นอย     เฉยๆ   มาก   มากที่สุด 

3.1) อักษรจีนไมนาเรียน เรียนยาก   
漢字  (看起來)  不好學、難學 

  0       1     2        3       4         5  

3.2) อักษรจีนขีดเยอะ เขียนยาก จํายาก 
漢字有很多筆劃、難寫、難記 

                                         

3.3) อักษรจีนนาศึกษาคนควา     
有興趣要研究更多有關漢字知識                    

                                         

3.4) อักษรจีนเปนอุปสรรคในการคิดเริ่มเรียนภาษาจีน

 หรือการเรียนภาษาจีนของคุณ 

漢字對你漢語學習的引發/  漢語學習有障礙 

                                         

3.5) อื่นๆ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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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แบบทดสอบ 1 : พยายามตั้งใจทํา แตหากทําไมไดก็สามารถเวนเอาไวได 
4.1) จงเติมเสียงอาน และความหมายของอักษรตอไปนี้ 請寫出以下漢字的字音與字義 

 คําศัพท  เสียงอาน (เขียนไดทุกแบบ) ความหมาย 

1 鳥   

2 馬   

3 男   

4 抱   

5 本   

6 目   

7 炎   

8 淺   

9 大   

10 手   

 
4.2) จงเขียนอกัษรตามความหมายและเสียงอานที่กําหนดให 
從字音、字義，請寫出正確的漢字 

 เสียงอาน ความหมาย คําศัพท (เขียนอักษร) 

1 pào   ผาว ฟอง  (นาม)  ชง (กริยา)  

2 shān  ซาน ภูเขา  

3 kǒu  โขว ปาก  

4 rèn  เยริน่ ใบมีด  

5 míng  หมิง สวาง ชัดแจง  

6 lín  หลิน ปา  

7 hé  เหอ แมน้ํา  

8 rén  เยรนิ คน  

9 xiū  ซิว พักผอน  

10 tián  เถียน ทุงน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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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จากตัวเลือกดานลาง จงเลือกสวนประกอบยอยสองสวน ที่รวมกันแลวไดเปนตัวอักษรที่มี
ความหมายที่กําหนดให และนําไปเขียนลงในชองวาง 將以下部件、部首結合成正確的字 

羊     金(釒) 亻 丁 青 冫 食（飠）  

忄 令 氵 戔 言 扌 魚 包 工            

1. 
(zuǒ จั่ว)   

ซาย 
 4.

(xiān เซียน)  

สด 
 7.

(lěng เหลิ่ง) 

หนาว 
 

2. 
(xìn ซิ่น)  

เชื่อ เชื่อถือ 
 5. 

(qíng ฉิง)  

อารมณ 

ความรูสึก 

 8. 
(dǎ ตา)  

ตี 
 

3. 
(bǎo ปาว)  

อิ่ม 
 6. 

(qián  เฉียน)  

เงินตรา 
 9. 

(qīng ชิง)  

ใส กระจาง 
 

 
5)  แบบทดสอบ 2 
       5.1) สังเกตสวนประกอบยอยของอักษร แลวเติมความหมายของอักษรที่กําหนดใหถูกตอง 
注意以下漢字的部件、部首，再找出其字義。 

a. ผัด (อาหาร)      b. รถ        c. สายฟา        d. ตนไม           e. กลัว   

f. จับ/ยึด         g. คุณภาพ       h. กระโดด     i.  นั่ง          j. หนาว/ ไอน้ําแข็ง 

1. 凁  5. 抓  

2. 怕  6. 炒  

3. 跳  7. 質  

4. 雷  8. 樹  
 
      5.2) สังเกต “ตัวบงหมวดความหมาย (形符) ” และตัวบงกลุมเสียง (聲符)” ของอักษรที่
กําหนดให  แลววงกลมเลือกขอที่มีเสียงอาน และความหมายของอักษรใหถูกตอง 

注意以下漢字之形符與聲符，再找出其正確的字音與字義。 

1 盯 a. (ding ติ้ง)  ส่ัง จอง b. (dīng ติง) จดจอง c. (máng หมาง) ตาบอด 

2 忠 a. (zhòng จง) ปลูก(พืช) b. (yōu ยิว) เปนกังวล c. (zhōng จง) ซื่อสัตย 

3 佯 a. (yáng หยาง) ตางชาติ / 

เสแสรง แสดง 
b. (yàng ยาง) แบบ อยาง c. (pú ผู) คนรับใช 

4 鮑 a. (bào เปา) หอยเปาฮื้อ b. (bǎo ปาว) สมบัติ ของล้ําคา c. (wěi เหวย) ปลาทู 

5 沐 a. (sǎ สา) สาด(น้ํา, เกลือ) b. (mù มู) สระผม c. (mù มู) สุสา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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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六) L2 組受試者─網站範例使用後測驗 
卷：漢字掌握度 

 
แบบทดสอบหลังเรียน (L2) 

 
แบบทดสอบ 1  :  

ขอชี้แจง: สําหรบผูรวมทดสอบที่เรียนเฉพาะอักษรจีนแบบตัวยอ อักษรที่ปรากฏในแบบทดสอบ เปน

ตัวอักษรตัวเต็ม ซึ่งอาจจะมีความคลายคลึงกับตัวยอในบางตัว แตก็มีความแตกตาง บางครั้งอาจจะเปนตัวอักษรที่

เคยไดเรียนมาแลว แตมีรูปรางที่ตางออกไป จึงทําใหไมรูจักอักษรตัวนั้น ดังนั้นจึงขอใหผูรวมการทดสอบทุกทาน  

นึกถึงเนื้อหาที่ปรากฏในเว็บไซดที่ไดเขาชม เพื่อทําแบบทดสอบตอไปนี้ แทนการใชความรูเดิม และตัวอักษรที่เคย

เรียนมากอนหนานี้ 
 
1.1 จงเติมเสียงอาน และความหมายของอักษรตอไปนี ้  
請寫出以下漢字的字音與字義 

 คําศัพท เสียงอาน (เขียนไดทุกแบบ) ความหมาย 
1 鑫   

2 涉   

3 本   

4 抱   

5 賤   

6 炎   

7 淺   

8 凍   

9 鮮   

10 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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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จงเขียนอกัษรตามความหมายและเสียงอานที่กําหนดให 
從字音、字義，請寫出正確的漢字 

 เสียงอาน ความหมาย คําศัพท (เขียนอักษร) 

1 pào   ผาว ฟอง  (นาม)  ชง (กริยา)  
2 mò  มอ (ม่ัว) ปลาย ส้ินสุด  
3 rèn เยริน่ ใบมีด  
4 qíng ฉิง (อากาศ ทองฟา) ปลอดโปรง  
5 hé เหอ แมน้ํา  
6 jiān เจียน แหลม คม  
7 sēn เซิน ปาลึก  

 
แบบทดสอบ 2 : 
       2.1) สังเกตสวนประกอบยอยของอักษร แลวเลือกความหมายของอักษรที่กําหนดไปเติมใน
ชองวางใหถูกตอง   注意以下漢字的部件、部首，再找出其字義。 
a.หนาวเย็นสุดขั้ว       b.สอบถาม     c. ซื้อเพื่อขายออก     d. บอน้ํา     e. กังวล วาวุนใจ     
f. เปลงประกาย อราม    g.เทพ/เซียน      h. ขุด           i.  รองรอย/รอยเทา      j.สะพานขามแมน้ํา   

1. 販  5. 忡  

2. 仙  6. 煥  

3. 蹤  7. 凚  

4. 樑  8. 挖  
 
       2.2) สังเกต “ตัวบงหมวดความหมาย (形符) ” และตัวบงกลุมเสียง (聲符)” ของอักษรที่
กําหนดให  แลววงกลมเลือกขอที่มีเสียงอาน และความหมายของอักษรใหถูกตอง 

注意以下漢字之形符與聲符，再找出其正確的字音與字義。 

1 忠 a. (zhòng จง) ปลูก(พืช) b. (yōu ยิว) เปนกังวล c. (zhōng จง) ซื่อสัตย 

2 鮑 a. (bào เปา) หอยเปาฮื้อ b. (bǎo ปาว) สมบัติ ของล้ําคา c. (wěi เหวย) ปลาทู 

3 佯 a. (yáng หยาง) ตางชาติ / 
เสแสรง แสดง 

b. (yàng ยาง) แบบ อยาง c. (pú ผู) คนรับใช 

4 沐 a. (sǎ สา) สาด(น้ํา, เกลือ) b. (mù มู) สระผม c. (mù มู) สุสาน 

5 盯 a. (dìng ติ้ง)  ส่ัง จอง b. (dīng ติง) จดจอง c. (máng หมาง) ตาบอ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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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七) 學習者─網站範例評鑑表 
 

แบบประเมินผลเว็บไซด 
 

โปรดทําเครื่องหมาย ลงใน    และเติมคําในชองวาง ตามขอมูล และความคิดเห็นของทาน  
1) ขอมูลสวนตัว :  ชื่อ 姓名                                                                                   อ 

 
2) คุณใชเวลาเขาชมเว็บไซดทั้งส้ิน            วัน  เฉล่ียวันละประมาณ             ชม.  

觀看網站的總時間 ：_________天  / 一天平均：_________ 小時 
 

3) ความคิดเห็นเกี่ยวกับเว็บไซด : โปรดใหคะแนนดานตางๆ ของเว็บไซด โดยคะแนนเรียงจากนอยไปมาก 
對網站的意見：請給予網站的各方面設計與內容的評分 

 0 1 2 3 4 5 
3.1 ) เว็บใชงานยาก  網站難以使用 

ยากในสวนใดบาง โปรดระบุ : (請指出難用之處)                    

      

3.2) รูปลักษณของเว็บ ทั้งการจัดวางเนื้อหา รูปภาพและสีสัน 
網站介面的設計、頁面安排、圖像、色彩等 

      

3.3) ใชแลวสามารถใชตอไปเรื่อยๆ ไมนาเบื่อ 
能夠繼續使用網站，不易厭倦 

      

3.4) วิธีการนําเสนอเนื้อหา 內容呈現方式 (陳述方式、教學的設計等)       

3.5) รายละเอียด เนื้อหาสาระในเว็บ  網站內容       

3.6) แบบฝกหัด  網站練習方式與內容       

3.7) มีไฟลการออกเสียงใหฟง   提供例字的語音檔為發音的參考       

3.8) มีกระดาษคัด ใหนํามาคัดได 提供可下載的寫字練習紙       

3.9) อยากแนะนําใหเพื่อนไดมาเขาชม 想為朋友 / 同學推薦       

3.10) ไดความรูตางๆ เกี่ยวกับอักษรจีนมากขึ้น 
所學習到的漢字知識 

      

3.11) ไดคนพบขอผิดพลาด/ความเขาใจผิดของตัวเองที่มีตออักษรจีน 
從網站內容，能發現自己對漢字知識的錯誤或迷思 

     例如   เชน :                                             

      

 
3.12) ชอบสวนไหนของเว็บไซดบาง เพราะอะไร  你喜歡網站的哪一點？ 為什麼？                                 
                                                                                                
3.13) ไมชอบสวนไหนของเว็บไซดบาง และคิดวาควรปรับปรุงอยางไร 
 不喜歡網站的哪一點，網站該如何改善？                                                           
3.14)  คะแนนเต็ม 10 คุณจะใหคะแนนภาพรวมทั้งหมดของเว็บไซดนี้กี่คะแนน                        o 

以十分為滿分，對於網站整體而言，你要如何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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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八) 寫字練習紙                               
รูจักอักษรจีน http://hanzi4thai.net23.net/   
 

กระดาษคัดอกัษร 2 : อักษร  形聲 ( สิงเซิง  หมวดและเสียง) 
*ตองศึกษาเรื่องขีด ลําดับขีด และเคล็ดกอนเขียน ในเวปไซด ใหดีๆ กอนลงมือเขียนนะคะ* 

 
                                                                 จํานวนขีด 12 ขีด 

 
                                                                   จํานวนขีด 8 ขีด 

 
                                                                 จํานวนขีด 12 ขีด 

 
         

 
                                                                  จํานวนขีด 8 ขีด 

 
 

                        
                        
                 
          

                        
                        
                 
          

                        
                        
                 
          

                        
                        
                 
          

                        
                        
                 
          

跑 (pǎo ผาว) ว่ิง  

清(qīng  ชิง) (น้ํา ของเหลว) ใส กระจาง                                              จํานวนขีด 11 ขีด 

河 (hé เหอ) แมน้ํา 

媽 (mā  มา)  แม      

抱 (bào เปา) อุม กอด 

媽媽媽媽媽媽媽媽媽

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

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

清清清清清 清清清清

河河河河河河河河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