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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華語逐漸風行的今天，華語課程、華語師資、華語教材等，都必須以

更快的腳步加速發展。尤其是在「兒童華語」這一區塊，優良的華語教材屈

指可數，而與其相關的研究也為數不多。必須有一套規劃完善的兒童教材編

寫方針，才能編寫出適合兒童學習的教材；而探討這些兒童教材的編寫設計

方向及原則，則是本論文的目的。 

現今市面的兒童華語教材，多數並不實用，並且大多是為華裔學習者設

計，完全不適用於無華語背景的西方兒童。而這些兒童華語教材在編寫時，

年齡階層的設定混亂，教材內容與年齡不符，並且針對國小一年級以下的兒

童而設計的教材更是寥寥可數。本論文所設定的研究對象為 5-7 歲的兒童

(相當於幼稚園到國小一年級的階段)，透過文獻探討、教材檢視、教材實做、

實際試教，企圖從中找出最合適的兒童教材編寫方針。 

在綜合各種文獻探討及教材分析後，整合出教材編寫原則，並依據原則

設計出一課教材，為了使教材真正適用於幼稚園到一年級階段的兒童，筆者

將所編教材於澳洲一所貴族學校的幼稚園及小學實地試教，透過學童的學習

效果及反應，檢討教材及編寫原則的有效度。唯有透過實地試教，才能體現

最適宜兒童學習的教材。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Mandarin Chinese 

Teaching Materials for Five to Seven Year Old 

Australian Children 

Abstract 
 

Keywords：：：： Chinese teaching materials, material design, children 

    As more and more people decided to learn Mandarin Chinese, it is 

essential for educators to constantly review and update their teaching 

materials. As of now, teaching materials geared towards children are 

inadequate, with a specific lack of practical educational materials. As a result, 

Chinese teachers are not as effective as they could be in educating these 

children. 

    Currently most of the Chinese teaching materials available are for 

children of Chinese heritage. The materials are complicated and impractical 

for the majority of children aged 5 to 7 years old (kindergarten to year one 

students). Thus, there is a keen demand for good Mandarin Chinese teaching 

materials for this age group. 

    Therefore, the purpose of this thesis is to discuss the concept of good 

Mandarin Chinese materials for children aged 5 to 7 years old, and provide 

practical guidelines for developing useful teaching materials for these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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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    緒論緒論緒論緒論    

本章將對此論文作一個概略性的描述：第一節探討研究的背景；第二節

說明研究的動機與目的；第三節提出研究的範圍與問題；第四節為名詞釋

義；第五節則描述研究方法及過程。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研究背景研究背景研究背景研究背景    

近年來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提升其國際的政治力量，由於經貿與政治

的交流愈發頻繁，中文逐漸成為世界交流的語言之一。中文學習逐漸受到世

界各國的重視，尤其是近年來提出各項語言學習計畫的美國。吳錦勳(2008)

等在商業周刊「全球小菁英拼中文」一文中指出，2006 年一月十五日，美

國總統布希宣示規模空前的國家安全語言計畫(The National Security 

Language Initiative)，將中文、俄文、波斯語、阿拉伯語等外語，列為攸

關國家安全的「戰略語言」，而在這之前，2005 年九月，美國國防部「國家

安全教育計畫」(簡稱 NSEP)撥款七十萬美元給俄勒岡大學和波特蘭公立學

校聯盟，進行「中文旗艦計畫」(Chinese Flagship Program)。主要目的是

建構一個延續十七年「K-16
1
」的一貫式中文教育課程，期望顛覆傳統，扭

轉美國人對外語的態度。 

美國現代語言學會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MLA)於 2006 年秋

季發表的統計數字
2
顯示，2002 年以來，外語的學習總人數增長了 12.9%。

除了西班牙文、法文、德文學習人數仍舊持續成長之外，阿拉伯語學習人數

增長了 126.5% (但原本學習阿拉伯語的人數就偏低)，中文學習人數增長

51.0%，韓語學習人數也增長 37.1%。 

中國的經濟在 20 年間增長了 10%，而加拿大對華貿易在過去 5 年內增

                                                        

1
 K-16 為在 K-12 的基礎之上，再加入大學四年的中文課程，形成一個長達 17 年的中文

教育。詳細情形可參見俄勒岡大學網頁：http://casls.uoregon.edu/flagship/en/index.php 

2
 此為美國現代語言學會於 2006 年「美國高等教育機構外語學習登記人數」的調查。

Enrollments in Languages Other Than English in United States Institutions of Higher Education, 

Fall 2006. http://www.ml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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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了兩倍，但中國向加拿大的出口增長得更快，導致加拿大對華的貿易逆差

劇增到一百七十億。在中國經濟的龐大擴張下，加拿大中文學習人口逐漸增

加，舉例來說，多倫多大學
3
推廣教育系的華語課程報名者絡繹不絕，很多

人只能在等候批准名單中。多倫多公校教育局在 2005 年對初學者和初中生

開設了 252 個國語初級班，相較於 2002 年的 50 個班級，3 年內擴增了 5 倍。

而在 2006 年，華語課成為最受歡迎的國際語言課，開班數量增至 344 班。 

在英國
4
，大約有五百所學校教授華語，有些學校把普通話列為課餘項

目，有些更把普通話列為正式課程。最近，英國出版了第一本正規中文

GCSE
5
(普通中等教育證書)教科書，由 Pearson 教育出版社出版，以作為一

種新的國家職業學歷與學術考試機構(Edexcel)考試科目用書。以前被視為

冷僻的中文，現在終於成了 GCSE 各種正規語言選擇中的一種。 

跟其他發達國家相比，在澳洲外語學習的人數很低。據報導
6
，不到 14%

的 1-12 年級學生學外語，而其中只有 5.8%在學習一門亞洲語言。在大學攻

讀亞洲語言的人比例更小，只有 3%。澳洲聯邦政府已在中學實施一項 6200

萬元的亞洲語言教育計劃，企圖在 10 年內讓能流利講亞洲語言(中文、日

文、印尼文和韓文)的高中畢業生倍增。這些資金將在兩年半中用於增設中

學的亞洲語言班、教師培訓等。最近成立的全國課程理事會將負責執行此計

劃，增加合格的亞洲語言老師、監督各校的亞洲語言課程的一致性、並提供

獎勵，鼓勵學生掌握英文以外的語言。 

「國家漢辦」為中國國家漢語國際推廣領導小組下設的辦公室，其在海

外設立的華語推廣機構，於 2004 年定名為「孔子學院」。在全球華語熱及中

國的積極推展下，截至 2009 年三月止
7
，中國已在 81 個國家建立了 256 所

孔子學院和 58 個孔子課堂，中國對各個孔子學院總計投資 5 億元人民幣。

漢辦更預估，2010 全球將有一億個外國人學中文，這意味著每五十個外國

                                                        

3 資料來自大紀元 www.dajiyuan.com 

4 資料來自中國新聞網  2009/10/09 

5 GCSE（General Certificate of Secondary Education），為英國全國公認的在學生完成第一

階段中等或中學教育後，重要的考試證書。 
6 報導取自大紀元新聞網 2009  /02 /16 http://www.epochtimes.com/b5/9/2/16/n2431214.htm 
7
 數據截自:文匯報 http://paper.wenweipo.com/2009/03/13/CH090313003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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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當中，就有一個學中文。 

2008 年 2 月商業週刊火紅的報導指出，全球中文教師荒，職缺達九十

萬個，其中資策會
8
也預估，到 2015 年，美國將有十萬名的中文教師缺口。

除了漢辦的孔子學院華語教師大量輸出外，台灣教育部的華語教師輸出
9
計

畫，實行超過二十年，也已送出接近四百位的華語教師。即使如此，華語教

師的人數仍遠不敷目前全球市場的需求，更遑論合格並有良好教學成效的華

語教師，實為一位難求。 

在中國大陸逐漸強勢的經濟發展下，近年來興起的華文熱，越來越有發

展的空間，國際之間的重視，各國學生人數的增加，都使得華文教育需更廣

泛更深入的發展。 

 

第二第二第二第二節節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動機與目的    

根據報導
10
，目前中國境內大約有九十多家出版社出版對外漢語教材，

四大出版社
11
之一的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於 2005 年初提出了「對外漢語

出版工程」，計畫連續十年每年投資一千萬元，開發十五大系列，兩千種華

與教材。北京語言大學出版社與華語教學出版社也都在海外設立多個據點。

反觀台灣，教材的出版及輸出量則相對顯少，輸出量較大的不外乎為僑委會

的漢語系列教材。雖然教材不斷的在研發，但出版的速度仍舊遠慢於目前廣

大的市場需求，再加上教材的品質良莠不齊，要找到一本合適優良的教材並

不容易。 

尤其是兒童華語教材，出版的系列屈指可數，而且相關的教材研究稀

少，多數的教材都不適兒童使用。崔希亮(2006)提到，「少兒漢語教學，在

教材編寫、少兒教學理論和語言習得的研究上，與成人漢語教學相比，還存

                                                        

8
 資策會：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 

9
 華語教師輸出計畫：國際文化教育事業處：http://www.edu.tw/bicer/index.aspx 

10
 搜狐文化：漢語熱升溫 中國每年約兩百噸漢語教材外銷：

http://cul.sohu.com/20070711/n251007834.shtml 
11

 此處四大出版社分別為：北京語言大學出版社、北京大學出版社、華語教學出版社及外

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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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著較大的差距，遠遠不能適應當前少兒漢語的教學需要」。 

筆者於 2008 年的七、八月在美國南加州一所中文學校工作，該所中文

學校所使用的教材竟是早期台灣國立編譯館主編的國小中文課本，在海外使

用國人母語學習的中文教材，其不適用的情形不言而喻。九月初為一學期的

開始，未到八月底，該中文學校的開班註冊情況便已額滿，必須加開班級，

學習中文人數的增加也意味著廣大華語師資的需求，據筆者於該校的觀察了

解，當地的華語教師大多屬於無師自通，憑著幾十年來的教學經驗累積，或

者自行自修，找出自己的教學之道。 

除了週末中文學校華裔學習者教材上的不適用外，對於家庭背景為非華

裔的英語系國家兒童而言，教材編纂與實際使用上的落差更甚。筆者於 2009

年下半年到澳洲的坎培拉大學與一所貴族小學工作，當地的小學或中學若有

開設中文課程，幾乎不使用教科書，完全憑中文教師自行決定上課內容。不

使用中文教材的原因大多為找不到合適的教材，或學校並無相關經費。 

華語學習人數的增加、華語師資的缺乏、華語教材普遍不適宜及不足，

上述各情形於兒童華語方面更為明顯，尤其為上小學之前的學童所設計的相

關教材更少。為此，本研究所針對的對象為英語地區 5-7 歲
12
的兒童，而目

的為探討兒童華語教材編寫的要項與設計方向，期望歸納發展出適於兒童華

語學習的教材內容，並能激發帶動兒童學習華語的興致。若有適當的兒童華

語教材，多少能彌補教師教學或專業上的不足，也能提供新手華語教師，一

個依循的方向。此研究將透過實際兒童華語教材的編寫，並於使用及評估後

做出結論，希望能帶給兒童華語教材這塊園地另一個可取的發展方向，與有

志者一同努力發揚中華語言及文化。 

 

 

                                                        

12
 5-7 歲的兒童受教育的階段會因各國而有所不同，本論文中的 7 歲指的是國小一年級的

學童，而 5 歲則是剛進幼稚園的階段。會將年齡定為 5-7 歲，是因為此階段的兒童，正開

始接受學校教育，因此需要很大的多樣性及變化才能使他們專注，因此在教材編纂上以大

量的色彩及圖案為主，且練習及活動的方式都偏於較低齡的兒童，而 5-7 歲間的兒童年齡

相仿，思維模式及喜好也較為雷同，因此將範圍設定在 5-7 歲的兒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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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第三第三第三節節節節    研究範圍與問題研究範圍與問題研究範圍與問題研究範圍與問題    

此論文的研究範圍，為兒童華語教材的研究與編寫，並著重於 5-7 歲的

兒童，針對的對象則是英語系國家非華裔的學童。擬透過文獻及現有教科書

的探討，分析整理出兒童華語教材編寫的要點，並實際編寫一份教材，實際

使用後進行檢討。期望透過以上步驟，能回答以下問題： 

1.3.1 兒童第二語言習得的模式為何？ 

1.3.2 兒童華語教學 

      (1) 兒童華語適用的教學法為何？ 

      (2) 兒童華語的教學重點為何？ 

1.3.3 兒童華語教材所應呈現的內容 

  (1) 兒童華語的教材特色為何？ 

      (2) 兒童華語的教材內容(主題與詞彙)為何？ 

1.3.4 兒童華語教材的編寫原則 

      (1) 兒童華語教材與一般教材有何不同？ 

      (2) 兒童華語教材編寫應注意的事項為何？ 

1.3.5 兒童華語教材的實際教學成效 

      (1) 是否透過秉持的理論，能發揮兒童教材的成效？ 

      (2) 理論與現實的差距為何？ 

 

第四第四第四第四節節節節    名詞釋義名詞釋義名詞釋義名詞釋義    

1.4.1 1.4.1 1.4.1 1.4.1 英語系國家英語系國家英語系國家英語系國家    

英語系國家的定義為以英語為第一語言或官方語言的國家。此論文主要

針對的英語系國家為美國、加拿大、英國與澳洲，而本論文試編教材實際試

用對象為澳洲兒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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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1.4.2 1.4.2 1.4.2 兒童兒童兒童兒童    

在法律上，未成年的皆屬兒童，而未成年的定義不一，通常 18 歲以下

稱為未成年。未成年又可分為：兒童、少年與青少年。在心理語言學的定義

上，將兒童的年齡界定為語言發展能力最快速的 1-10 歲。再將 1-3 歲的早

期語言獲得階段稱之為「幼兒」，語言獲得後期階段 4-10 歲稱之為「兒童」。

此論文的「兒童」為語言獲得後期階段的 4-10 歲孩童，但 4-10 歲兒童之間

的差異性相當大，因此本論文將針對的對象縮小為 5-7 歲(幼稚園到國小一

年級)的兒童。 

 

1111.4.3 .4.3 .4.3 .4.3 華語華語華語華語    

華語即漢語，為中國古代漢民族所使用的語言。今日的現代漢語(華

語)，是華人的共同語言，其語音以中國大陸普通話或臺灣國語爲標準，其

書寫文字則以簡體或繁體漢字爲標準。 

 

1.4.4 1.4.4 1.4.4 1.4.4 教材教材教材教材    

教材的定義可分狹義與廣義，狹義的教材指「教科書」，也就是教師與

學生的上課用書。廣義的教材範圍相當廣泛，例如課外書、講義、音像資料、

等，只要能達到教學效果，學生能從中習得語言，即為廣義的教材。此論文

中所提的教材特指上課所使用的教科書。 

 

1.4.5 1.4.5 1.4.5 1.4.5 兒童華語教材兒童華語教材兒童華語教材兒童華語教材    

兒童華語教材即專為兒童學習模式設計的華語文學習教材，也是教授者

教學時的語言材料。此論文中所提的兒童華語教材專指為 5-7 歲(幼稚園到

國小一年級)英語為母語之兒童所編的華語文教科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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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第五第五第五節節節節    研究方法及過程研究方法及過程研究方法及過程研究方法及過程    

本論文共分七個章節：第一章為緒論，第二章為文獻探討，第三章為研

究方法及兒童華語課程與教材現況檢視，第四章為兒童華語教材設計編寫原

則，第五章為兒童華語教材編寫範例，第六章為教材試教結果及理論整合，

第七章為結論與建議。 

本篇論文所使用的研究法分別為：內容分析法、訪談研究法，以及實際

試教實驗。詳細分述如下： 

一、內容分析法：是一種以文獻為主要對象的研究方法，指任何以系統、

客觀的方法來確認文獻資料特性的方法，此法旨在：(1)將文獻的內容歸納

成為質化的研究素材。(2)將質化的素材轉為量化的資料。(3)再將量化的資

料做為推論的基礎，來評量其他類似事件在質性上變化的可能性。本論文的

第二章及第三章所使用的研究方法即為「內容分析法」。 

二、訪談研究法：也就是一種面對面的訊息收集模式，透過預先設定好

的問題，經由訪談後，將所蒐集到的資訊紀錄下來，再分析其結果。本論文

的訪談對象為澳洲當地經驗豐富的中文老師，經由與中文老師的經驗交流，

討論教材編寫內容的適用與否。 

三、實際試教實驗，也就是將試編的教材，在澳洲當地的幼稚園及小學

實際試用十週，透過學生的反應，以及對學生的觀察，檢討教材內容應改進

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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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    文獻探討文獻探討文獻探討文獻探討    

第二語言教材編寫涉及多種不同的層面，包括外語教學的理論、語言

學、心理學、教育學、外語學習的特點、跨國的文化特色、教材編寫本身的

理論與實踐等。除了要有一整體的宏觀之外，還必須有局部的創見，因此編

寫教材實為一難事，是一門學問，也是一門技術，所需的專業人士須有豐富

的教學經驗，也須具備深厚的理論基礎。此章的文獻探討共分四節，希望藉

由循序近進的方式，一一探討各層面的理論，最後融合所有的理論，為「兒

童華語教材編寫」整理出一大方向。此章第一節為「兒童語言學習相關理論

學說」，要編寫兒童教材，必須先了解兒童的語言是如何獲得，以及兒童學

習第二語言時的方式為何。第二節為「兒童第二語言教學法」，此節探討幾

種較具代表性或較新穎的第二語言教學法，期將教學法融入於教材中，也就

是教師在使用教材時，教材中的文本及練習方式能體現所支持的教學法，發

揮最大的效用，增進學生學習成效。第三節為「教材編寫理論與原則」，由

於現今的教材編寫理論，甚少著墨於兒童這一塊，因此透過整理國內外學者

的教材編寫理論，融合兒童教材編寫的特點，期望整理出兒童教材編寫的大

致方向。第四節為「兒童華語教材的特殊成分」，筆者所觸及的特殊成分，

不常在成人教材編寫的發展架構中出現，但由於兒童華語教材內容架構和成

人教材差異甚遠，因此特殊成分適當的融入兒童教材中，能提升教材整體的

趣味性。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兒童語言學習相關理論學說兒童語言學習相關理論學說兒童語言學習相關理論學說兒童語言學習相關理論學說    

兒童學習的方式為何？兒童如何習得語言？兒童如何習得外語？兒童

學習語言是否有關鍵期？兒童接觸新的語言是否越早越好？兒童同時學習

多種語言是否會造成相互干擾？對於這些問題，此節透過一整體漸進的方

式，先概述兒童的學習理論，再延伸到兒童的語言學習理論，最後談到兒童

第二語言習得。結合心理學、語言學、心理語言學、神經語言學、第二語言

學習理論及教育學等各方的理論，筆者期透過各理論的整合，歸納出一個大

致的方向，將所信奉的精神融入編纂的教材中，成為教材編寫的理論基礎之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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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Skinner2.1.1  Skinner2.1.1  Skinner2.1.1  Skinner 行為主義行為主義行為主義行為主義    

早期的心理學源於哲學，如經驗主義(Empiricism)、理性主義

(Rationalism)等。但十九世紀生理學的研究影響了心理學發展的方向，從

哲學形而上(Metaphysical)的思維方式轉為一門實驗科學。如結構學派

(Structuralism)、功能學派(Functionalism)、行為主義學派(Behaviorism)

等。 

行為主義(Behaviorism)於二十世紀 20~50 年代曾風靡一時，從俄國生

理學家 Pavlov (Ivan P. Pavlov, 1849~1963)所提出的經典條件作用(或稱

古典制約作用)
13
(Classical Conditioning)，之後由Watson (John B. Watson, 

1878~1958)發揚光大；到 30 年代美國心理學家 Skiner (Burrhus Frederick 

Skinner, 1904~1990)所提出的操作條件作用(Operant Conditioning)，其

理論基礎延續 Watson 的「刺激 - 反應理論」(Stimulus – Response 

Theory)，認為人類的行為是透過習慣養成習得的，並提出 「模仿 – 強化

學習理論
14
」(Imitation–Reinforcement Theory)，以「正負強化」取代「獎

懲原則」。整體而言，行為主義論者視教育為「外鑠」的歷程，環境是一個

重要的關鍵，個體是受到外在因素影響而改變其行為。 

小結小結小結小結：：：：行為主義認為環境是一個很大的關鍵，兒童學習語言需透過不斷

的模仿及大量的強化作用。但有後來的學者持反對意見，認為小孩的語言學

習過程比「模仿- 強化」來的複雜許多，因為單純的模仿及強化並不能解釋

為何兒童能在短期內發展出一套驚人的語言系統。但對於一個沒有學習環境

的外語學習者而言，環境的提供及大量的模仿與強化是不可置否的。 

 

2.1.2 2.1.2 2.1.2 2.1.2     PiagetPiagetPiagetPiaget 認知理論認知理論認知理論認知理論    

對於流行於 20~50 年代的行為主義，瑞士兒童心理學家 Jean Piaget 

                                                        

13
 經典條件作用在教育上的啟發為：學習是經由不斷的「刺激-反應」而得，而其中的「削

弱」與「強化」也可做為矯正或鼓勵學生的手段。 

14以語言習得而言，其理論大義為，兒童習得母語主要經過模仿 – 強化 – 重複 – 形成四

個步驟，兒童學習得語言，就是對成人的話語做出反應，如果反應是正確的，成人會給予

物質或口頭上的鼓勵，形成強化，不斷重複，形成語言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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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6~1980)則提出了認知發展論(Cognitive-development Theory)，後來

成為二十世紀發展心理學最權威的理論，而最為大家所熟知的便是他所提出

的「認知發展期」，請見下表： 

表二-1 Piaget 認知發展期 

( 資料來源：張春興 (2005)。教育心理學教育心理學教育心理學教育心理學。台北市：東華。) 

小結小結小結小結：：：：Piaget 的理論後來受到些許批評，如他所提出的發展先於學習，

傾向於自然主義，不主張藉由學習來加速兒童的認知發展。此論點較少教育

價值，並且忽略了環境的重要性。再者，認知發展四期所提出的年齡，與後

來的實證不符，有人提出 Piaget 低估了兒童的認知思維能力，且高估了青

少年的認知思維能力。但即使 Piaget 的理論遭受後代批評，他的發展教育

論仍在教育上給了重要的啟示。例如：必須按兒童的思維方式實施教學、循

兒童的認知發展順序設計課程、針對個別差異實施個別化教學等。 

 

期別 年齡 基模功能特徵 

感覺動作期 0~2 歲 憑感覺與動作以發揮其基模功能 

由本能性的反射動作到目的性的活動 

對物體認識具有物體恆存性概念 

前運思期 2~7 歲 能使用語言表達概念，但有自我中心傾向 

能使用符號代表實務 

能思維但不符合邏輯，不能見及事物的全面 

具體運思期 7~11 歲 能根據具體經驗思維以解決問題 

能理解可逆性的道理 

能理解守恒的道理 

形式運思期 11 歲以上 能做抽象思維 

能按假設驗證的科學法解決問題 

能按形式邏輯的法則思維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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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2.1.3 2.1.3 2.1.3     Krashen Krashen Krashen Krashen 習得習得習得習得    ----    學習假說學習假說學習假說學習假說    

Krashen(1988)最有名的學習理論便是「習得–學習假說」(The 

Acquisition-Learning Hypothesis)。他認為第二語言學習有兩種主要的方

式，一為「習得」(language acquisition)，一為「學習」(language 

learning)。「習得」是下意識的行為，第二語言習得的方式與兒童習得第一

語言的方式非常相近，學習透過「自然的溝通」(natural communication)

和有意義的語言輸入，兒童自然而然就能習得另一外語。 

「學習」則是具有意識的活動，是透過對字詞與語法的理解，而學習到

另一外語，其方式和第一語言習得不同。Krashen 認為「習得」比「學習」

來的重要的多。  

小結小結小結小結：根據 Krashen 的理論，兒童語言學習和成人不同，即使學習母語

以外的第二語言，年幼的兒童仍是以「母語學習的方式」來學習，因此只要

給予兒童有意義及充足的語言輸入，學習者自然而然就能習得另一外語。 

 

2.1.4  Lenneberg 2.1.4  Lenneberg 2.1.4  Lenneberg 2.1.4  Lenneberg 語言語言語言語言發展關鍵期發展關鍵期發展關鍵期發展關鍵期    

對於兒童語言的習得，從十九世紀以來就爭論不休。兒童語言能力，是

以驚人的速度發展。一個 3-5 歲的小孩，其基本的語言溝通能力已大致建

立。因此兒童學習語言是否有關鍵期？尤其是學習第二語言，是否越早學成

效越顯著？Lenneberg(1967) 提出語言發展的關鍵期理論(The Critical 

Period Hypothesis, CPH)，他認為人在兩歲以前，左右腦具有相同的語言

功能。從兩歲開始大腦逐漸分工，到了青春期，這種分工狀態就接近尾聲。

兒童在兩歲以前，無論左腦還是右腦受損，語言恢復沒有區別，因為沒受損

的另一半大腦總能代替受損的大腦接管語言。兩歲以後，大腦的重新組織功

能開始退化，人類也開始進入語言發展的關鍵時期。一般來說是 2-13 歲，

語言系統逐漸在左腦建立，而右腦也逐漸失去接管語言的能力。 

小結小結小結小結：現今一般普遍認為的語言發展關鍵期是在「青春期」之前，一般

相信在學習者年齡越小的時候學習第二語言，越能達到母語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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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 2.1.5 2.1.5 2.1.5     兒童兒童兒童兒童語言發展里程語言發展里程語言發展里程語言發展里程碑碑碑碑    

Laura E. Berk (2005) 將英語為母語者的語言發展列為下表：語言發

展包括四個成分；語音、語義、語法、和語用，普遍 3-5 歲的幼兒及 6-10

歲的兒童，在這四個要素上的掌握，可由下表做簡易的歸納： 

表二-2 兒童語言發展里程碑 

年齡 語音 語義 語法 語用 

3-5 歲 

-對語音的覺

察增強 

-發音大幅進

步 

-創造新詞來

取代還未掌握

的字詞 

-能夠了解具

體事物的表徵 

-語法結構逐

步形成 

-新的語法成

分不斷加入

既有結構中 

-逐漸發展出

複雜的語法

結構 

-對於不清楚

的訊息會加

以釐清 

-可依時間前

後順序做出

描述 

6-10 歲 

-能覺察到一

個字裡的所有

語音成分 

-能夠掌握不

同重音的不同

語義 

-剛進小學的

兒童大約能掌

握10,000個字

彙 

-能夠從基本

的字義解釋掌

握字義 

-能夠理解一

個字有多重字

義 

-能掌握複雜

的語法結

構，如被動語

氣及不定詞 

-能夠在較高

階的語言環

境裡清楚的

溝通，如電話

交談 

-逐漸掌握語

言內所表示

的蘊含 

( 資料來源：Laura E. Berk (2005). Child Development. (p.388) Boston: Allyn and 

Bac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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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語言學習的關鍵期外，大腦的功能及左右腦所牽涉的語言發展能

力，透過神經科學的發展，部分的研究能帶我們從不同的角度窺視兒童學習

語言的模式，並為教材編寫提供一些啟示。例如朗誦和默讀的差別、教學時

提供上下文的重要性、什麼影響了學習的注意力、記憶廣度於教材例句編寫

的應用等。 

    

2.1.6  2.1.6  2.1.6  2.1.6  神經科學神經科學神經科學神經科學    

十九世紀初，開始有了對失語症患者或腦部受損者的研究，但是學者提

出的理論或研究結果並無太大進展。直到了二十世紀末，正子斷層掃描

(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 PET)、核磁共振造影(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MRI)、較新的功能性核磁共振造影(function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fMRI)以及腦波圖(Electroencephalography, EEG)等技術的發

明，神經語言學家才能仔細的偵測人的腦部活動，提出具有實證性的實際理

論。 

例如一項 PET 的研究掃描顯示，學生在默讀時比大聲朗讀時，前額葉有

更多的活動(前額葉通常代表高層次的思考)。而學生在朗讀時，腦部掃描發

現，腦的動作區負責語言的部分會被激發，但是在其他地方則沒有什麼活

動，於是我們可以將其解讀為，學生在默讀時對閱讀的內容能產生更多的理

解 (梁雲霞，2004)。 

再舉一例，左右半腦其各司的功能，長期以來的研究討論沸沸揚揚，但

對於第二語言習得而言，左右半球各掌管何種功能，於教學的應用上最具關

鍵性的應是「對上下文的了解」(Ornstein, 1991)。一句話所產生的實質意

義，必須依賴上下文以正確解讀，左腦較擅長於理解該句話的內容，但右腦

則是處理字面意義外的外界訊息，讓我們對於所聽所讀的內容，產生通盤的

了解，也就是右腦能將左腦中一棵棵的樹，整合成一整片樹林。 

小結小結小結小結：因此，左右腦不同的訊息處理功能，給我們教學者一個重要的啟

示，也就是在教學時，要教導學生具有上下文的內容，才能使內容在左右腦

的互相作用下產生意義，有了意義，學生才能將所學的內容應用到日常生活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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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7  Wolf2.1.7  Wolf2.1.7  Wolf2.1.7  Wolfeeee「「「「意義意義意義意義」」」」和和和和「「「「情緒情緒情緒情緒」」」」對學習的影響對學習的影響對學習的影響對學習的影響    

透過大腦研究，Wolfe (2001)提到兩項影響注意力最重要的因素：意義

和情緒。人們常常提到兒童「不注意」，其實根本無所謂「不注意」這件事，

人的大腦無時無刻都在接收和過濾訊息，兒童只是沒將注意力放在成人要他

們注意的事情上。如何能讓兒童(或不只是兒童，人人皆如此)專注？「意義」

便是很重要的一環。大腦的神經網絡會將新進的感覺刺激，和先前儲存的訊

息做配對，尋找合適的網絡來幫助理解新訊息的意義，配對成有意義的新訊

息；反之，若無法完成配對，大腦會注意這個無意義的新刺激一段時間，如

果仍舊是無意義的，大腦就不會再處理它了，因此注意力便會轉移。另一個

影響注意力的因素是「情緒」，人的大腦中有一群結構，會不斷的掃視周遭

環境，過濾、分類、保留、忽略各種訊息，尤其是對人類生存有關鍵性影響

的層面。若外在的環境威脅到生存，人會產生壓力反映，神經系統會使動作

中樞都進入備戰狀態，以面對攸關生存的緊急狀況，也會讓事件在記憶中顯

得格外鮮明。 

小結小結小結小結：因此在教學上，除了提供「有意義」的學習內容之外，我們可以

利用「情緒對增強記憶」的影響，規劃一些能讓學生觸動情緒的活動，例如

角色扮演、模擬實境、實地作業等方式，讓學生有強烈的參與感，藉以提升

學習記憶的效果。但當然情緒也有負面的影響，若是學生長期處於「備戰」

的情緒中，會長時間維持高濃度的皮質醇，會引發海馬迴的功能衰退和認知

能力消退，並使免疫及消化系統受損。因此學生在課堂中的負面情緒，教師

必須多加注意，維護一個健康情緒的學習環境。 

 

2.1.8  Miller2.1.8  Miller2.1.8  Miller2.1.8  Miller 短暫意義廣度短暫意義廣度短暫意義廣度短暫意義廣度    

Miller (1956)透過實驗提出人的「短暫記憶廣度」，為數字七加或減

二。並有研究指出(Pascual-Leon, 1970)，短暫記憶的訊息數量會隨著年齡

而改變，一般五歲的小孩只能記住「兩個數字加或減二」，七歲的小孩平均

能記住「三加或減二」，十一歲的小孩則是平均記住「五加或減二」，直到心

智年齡達到十五歲，小孩才達到成人的記憶廣度「七加或減二」。 

小結小結小結小結：此記憶廣度為兒童教材編寫提供相當重要的規範，教材中的可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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誦教材，或課文句子長度，都應盡量簡短，再依隨學習者的年齡而慢慢增長。 

 

第二第二第二第二節節節節    兒童第二語言教學法兒童第二語言教學法兒童第二語言教學法兒童第二語言教學法    

此節的目的是將實用的教學法做一個統整，以應用於實際教材編寫中。

所列的教學法有以下幾種：TPR 教學法(Total Physical Response)、任務

式教學法(Task-Based Language Teaching)、多元智能理論(Multiple 

Intelligence)等。 

 

2.2.1  TPR2.2.1  TPR2.2.1  TPR2.2.1  TPR 教學法教學法教學法教學法    

TPR 教學法是由加州聖荷西州立大學心理學教授 James Asher 所創。其

理論的四個重要基礎為：(1)心理學中記憶的回溯理論(trace theory)，也

就是記憶的聯想或回溯可藉由口頭覆誦或搭配手勢、肢體動作來協助達成。

(2)在心理發展過程中，小孩在尚未開口說話前接觸的語言型態多以父母所

說的命令句(imperatives)為主。(3)Asher 認同心理學中「情緒會影響學習

效果」的說法，所以認為在語言學習的過程中應該降低學習者的緊張壓力，

才能增進學習效果。(4)Asher 相當注重「理解理論」(Comprehension 

Approach)，他認為理解能力形成之後才會有表達(production)的能力。所

以，在語言教學上必須先訓練聽力，在確定理解聽力後才能進行口語表達能

力的訓練。 

小結小結小結小結：TPR 教學法使學生能結合肢體動作與口語來達成語言學習的目

的，讓學生在課堂進行中離開久坐的椅子，以動態的方式增進學習的樂趣，

尤其對兒童初學者而言，具有相當的效果。因此教師在教生詞或短句時，都

可靈活運用。 

 

2.2.2  2.2.2  2.2.2  2.2.2  溝通式教學法與溝通式教學法與溝通式教學法與溝通式教學法與任務式教學法任務式教學法任務式教學法任務式教學法    

    美國於 1960年代末期開始檢討聽說教學法(Audio-lingual Method)

的理論基礎。此舉讓英國的語言學家們開始注意到語言教學的重點應該擺在

「溝通能力」(communicative competence)，而非語言結構的熟練度，正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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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陸的語言學家也認為語言學習應以溝通能力為主。於是，在英、美、歐陸

三方的教學理論的激盪下，誕生了溝通式教學法(Communicative Language 

Teaching) 。為培養溝通的能力，溝通式教學法主張下列三種學習原則：(1)

溝通原則─實際的溝通情境會增強學習效果。(2)任務原則─藉由語言溝通

來完成任務的學習型式。(3)意義原則─教學內容對學習者能產生意義者較

能增強學習效果。 

而在溝通式教學法的思想架構之下，也誕生了任務型教學法

(task-based language teaching)，於 20 世紀末歐美廣為盛行，強調「做

中學」和三性(流利性、準確性、複雜性)的均衡發展。「做中學」和三性均

衡發展是任務是教學法對以往教學法的主要修正。(劉狀等, 2007) 

    Skehan(1998)綜合各家學者對「任務」的定義，歸納如下：(1)任

務以意義為主。(2)任務與現實世界的類似活動有關係。(3)任務中有需要通

過對語言交際來解決的問題。(4)完成任務優先。(5)根據結果評估任務的執

行狀況。而任務型教學法的設計原則有：真實性原則(authenticity 

principle)、形式-功能原則(form-function principle)、循序漸進原則

(task dependency and task chain principle)等(劉狀, 2007)。其中，與

以往教學法最主要的不同則是「真實性原則」以及任務型更加重視「學會」

的過程，與建構主義學習理論相關。 

曾薇慈(2006)整理任務的類型如下，並比較其優劣： 

(1)單向任務與雙向任務：單向任務為一方說、一方聽。雙項任務則須

雙向溝通，並取得結果。雙向任務比單向任務更能創造溝通的機會。 

(2)計畫性任務與無計畫性任務：計畫性任務中，教師給予學生時間準

備如何和其他學生溝通；無計畫性任務則接到任務馬上開始溝通。Skehan & 

Foster(1997)的研究發現，準備過的任務比沒有準備過的任務更能培養學生

正確、複雜和流利的目標語使用能力。 

(3)封閉式任務與開放式任務：封閉式任務指只有一種結果的任務，如

解出一個迷語；開放式任務指會有多種結果的任務。Ellis(1999)的研究指

出，封閉式任務比開放式任務更能讓學生重複使用語言，得到更好的反饋。

Long(1990)指出，當學生知道問題只有一個答案時，更願意進行資訊溝通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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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出答案。 

(4)一次性任務和重複性任務：重複性任務指一個任務重複進行數次，

學習者可從學習到的新知中，不斷擴充任務的表現成果。 

小結小結小結小結：只有在能將所學應用到實際溝通上，才能增強學習的效果。尤其

是語言學習，若所學語言無法將之實際應用，則無法提升學習者的學習興

趣，也無法透過實際不斷的使用而達成語言的習得。 

 

2.2.32.2.32.2.32.2.3    多元智能理論多元智能理論多元智能理論多元智能理論    

多元智能理論由美國心理學家 Gardner (1993)所提倡，他認為傳統所

界定的智力過於窄化，只強調書本知識的學習能力。他強調人類的心智能力

中，至少應包括以下七種不同的智力。以下所要探討的是，若將多元智能應

用於語言學習上，能有什麼樣的啟發： 

語文智力(Linguistic Intelligence)：指學習與使用語言文字的能

力。面對語言智能發達的孩子，應創造一個豐富的語言環境，提供聽、說、

讀、寫的學習教材，運用大量的書籍、對話、討論、故事等，讓學生多嘗試

閱讀、朗讀、寫作、講故事、玩文字遊戲等活動。 

數理智力(Logic-mathematical Intelligence)：指數學運算及思維推

理的能力。對於數理智能強的孩子，可提安排實驗、發問、解決邏輯難題和

計算等活動來訓練學生的語言能力，如設計啟發式問題、開放式問題、或利

用簡單中文做算數等。 

空間智力(Spatial Intelligence)：指憑知覺辨識距離、判定方向的能

力。教師可多利用圖畫、意象來教導學生，如錄影帶、投影片、地圖、幻燈

片、圖畫書、積木、電腦等輔助教材，運用顏色、圖片、形狀的變化，營造

中文教學環境。 

音樂智力(Musical Intelligence)：指對音律節奏之欣賞及表達的能

力。教師可透過唱歌、繞口令、說唱等方式，藉由音樂及節奏來達到中文學

習的目的。 

體能智力(Bodily-kinesthetic Intelligence)：指支配肢體以完成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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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作業的能力。對於體能智能發達的學習者，教師可透過角色扮演、戲劇演

出、體育和肢體遊戲等課程，讓學生從事跑、跳、觸摸等實際肢體語言，透

過肢體活動達到中文學習的目的。 

社交智力(Interpersonal Intelligence)：指與人交往且能和睦相處的

能力。教師可在班級教學中多運用分組合作學習方式，以中文解決問題或達

成任務。此外也可安排社區參與、課外活動，或在中國節慶時舉辦相關活動。 

自知智力(Intrapersonal Intelligence)：指認識自己並選擇自己生活

方向的能力。教師也可指導學生寫中文日記，設計不同作業的選擇，或讓學

生有權利決定上課題材，協助學生自己擬定學習計劃或設立學習目標。 

小結小結小結小結：多元智能理論，把現有的教學法擴大到更廣大的範圍。沒有一套

教學法能適合學生所有時期的需求，因此教師必須不斷變化教學策略，進行

多樣化教學。將多元智能理論應用到教材編寫，也是相同的道理，教材的練

習或活動設計，都必須盡可能的多元化，以符合使用者多樣的需求。 

 

第三第三第三第三節節節節    教材編寫理論與原則教材編寫理論與原則教材編寫理論與原則教材編寫理論與原則    

    在探討了兒童語言習得過程及兒童語言教學法後，此節蒐集中外教材編

寫的理論，並透過理論的整理，試圖於第四章導出兒童華語教材編寫的概念

及原則。 

 

2.3.12.3.12.3.12.3.1        漢語教材編寫理論現況漢語教材編寫理論現況漢語教材編寫理論現況漢語教材編寫理論現況    

自 80 年代始對外漢語的事業產生了巨大的變化，尤其 90 年代後，對外

漢語教學獲得空前的發展，因此教材的數量也與日俱增，但比起全世界漢語

學習者的需求量，教材研發的數量及品質仍遠居於後。呂必松(1998)發表以

下見解： 

同一類型的教材，大部分是大同小異，真正有創新價值的教材數量有限；

這些大同小異的教材，大部分有一個共同的缺點，就是內容和形式都比較呆板；

有些教材的練習不是數量太少，就是練習的內容和方式與教學目地不一致；有

些教材的外文翻譯不太理想，國外反應比較強烈；專門針對國外漢語教學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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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編寫的教材很少，大部分教材對國外不適用；從總體上說，我們的理論研究

還不能滿足教學發展的需要。 

即使過了十年後的今日，呂所提的問題似乎依舊存在。李泉(2005：

183-186)也就三個面向提出了漢語事業發展的現有問題，筆者將其整理如

下： 

1. 現有教材數量不少，但多數在同一水平重複。 

2. 還有一些層次和種類的教材尚未問世。 

3. 有深度、有新意的理論探討之作不夠多。 

4. 教材的評估應有更廣泛的評介項目和合理的評介系統。 

5. 不夠實用，在語言方面，教科書裡說的話不像在街上會聽到的；練

習單調，有關交際方面的練習還不夠。(李引自黎天睦 1983) 

6. 從拼音過渡到漢字的過程太快，沒能發揮對口語教學的積極作用；

漢字解釋以詞為單位，並位個別解釋字的基本意義。(李引自佟秉正 1991) 

7. 漢語教材中的「字」沒受到重視。(李引自白樂桑 1996) 

8. 教材內容太中國化、地方化；沒有一套聽說讀寫都配套的課本。(李

引自徐家禎 1996) 

小結小結小結小結：對外漢語教學的蓬勃發展，成為了近年興起的新事業，在過去的

研究基礎上，我們必須更全面的思索、研究，發展出更合適學習者使用的新

穎教材。如何達成這個目標，須結合所有學者的集思廣益，探討訂立出完善

的教材編寫規範，致力於新理論的研究與應用。 

 

2.3.22.3.22.3.22.3.2        第二語言教材編寫理論與原則第二語言教材編寫理論與原則第二語言教材編寫理論與原則第二語言教材編寫理論與原則    

第二語言，尤其是英語教學，發展的最早，因此理論也最為豐富，英語

教學與華語教學雖有不同，但基本的教材編寫理論無疑是一致的，吸收國外

較悠久外語教學的經驗，可為華語教學奠下更穩固的基礎。以下為 Brown 

(1995)所提出的教材發展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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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3 Brown 教材發展元素 

A. 教材背景 1. 作者資歷 (學歷及經驗) 

2. 出版社聲譽 

B. 合於課程 1. 教學法 

2. 課程大綱 

3. 需求分析： 

a. 教材內容的語言水平是否與課程相符 

b. 教材內容是否符合當地情況 

4. 總體目標和具體目標 

   a. 教材目標和課程目標的符合程度 

   b. 教材中的排序是否合宜 

5. 教材內容： 

   a. 教材所使用的教學技巧合於教師及課程 

   b. 教材中的練習合於課程使用 

C. 實體特性 1. 版面設計： a. 頁面中有多少空白處 

              b. 課文及插圖的質與量 

              c. 教材中重點標示的有效性 

2. 教材架構： a. 目錄 

              b. 索引 

              c. 習題解答 

              d. 詞彙表 

              e. 延伸閱讀書目 

3. 編輯品質： a. 教材內容須正確 

              b. 指示清楚易執行 

              c. 範例清楚 

D. 物流特性 1. 教材價格 

2. 輔助教材： a. 視聽教材 

              b. 練習本 

              c. 軟體 

              d. 單元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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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教材的可得性 (是否須長時間運送才能取得) 

E. 便於教學 1. 教師手冊: a.參考解答 

             b.對課本中的活動提供詳細操作解說 

2. 單元複習 

3. 詢問教師教材的適用性及接受度 

(資料來源：筆者譯自 Brown, James Dean. (1995). The Elements of Language 

Curriculum: A Systematic Approach to Program Development. (p.160-162). Boston: 

Heinle and Heinle Publishers.) 

 

提出了教材發展的元素後，Brown 接著提出教材編寫的主要步驟： 

表二-4 Brown 教材編寫主要步驟 

A. 整體課程 1. 教學法： a. 理論基礎 

            b. 一再修改 

2. 教學大綱： a. 組織原則 

              b. 一再修改 

B. 需求分析 1. 界定學生的需求 

2. 一再修改 

C. 目標訂立 1. 界定總體目標和具體目標 

2. 一再修改 

D. 測試 1. 根據語言熟練度及程度分級，訂立學生整體語言

水平。 

2. 根據診斷及成就測試，訂立合適的具體目標。 

E. 發展教材 1. 徵詢有意願編輯教材的教師 

2. 每位參與編輯者都應有一份齊全的資料，包括計

畫說明、總體目標和具體目標、教材編輯藍圖、範圍

及工作順序等。 

3. 人員分組 

4. 可個別分工或小組分工 

5. 建立資源檔案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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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以分工的方式，各小組分別負責一部分 

F. 實際試教 1. 除了參與教材編輯的教師實際試用教材外，也請

無參與編輯的教師使用教材。 

2. 檢討教材的有效性 

3. 修改教材 

G. 教材評鑑 1. 使用評鑑表評估編寫的教材  

2. 修改教材 

3. 著手能經久發展的教材編寫形式 

4. 考慮出版教材 

5. 教材永無完成之時，教材會依學生的需要不斷創

新或修改。 

(資料來源：筆者譯自 Brown, James Dean.(1995). The Elements of Language 

Curriculum: A Systematic Approach to Program Development. (p. 163-165). Boston: 

Heinle and Heinle Publishers.) 

 

教材評估標準也是發展教材時重要的參考指標，Hutchinson (1987)從

主觀的需求對照到客觀的分析，列出教材的評估標準： 

表二-5 Hutchinson 教材評估標準 

主觀分析 客觀分析 

對象 

1. 你的學習者是誰？ 1. 教材針對的學習者是誰？ 

目標 

2. 你的課程目標是什麼？ 2. 教材的教學目標是什麼？ 

內容 

3. 你要哪種語言形式？(結構、概

念、功能、談話等)，是否需要多項

組合？ 

4. 需要包括哪些語言項目？(結

構、功能、詞彙等) 

3. 教材使用何種語言形式？ 

 

 

4. 教材包括哪些語言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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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你要的語言技能比例？(聽、說、

讀、寫) 

6. 你需要什麼樣的細部技巧？

(如：針對有難度的詞彙進行解釋) 

7. 需要包含哪種類型的課文？

(如：信函、報告書等) 

8. 你需要的主要內容的領域為何？

(如：醫學、生理學等) 

9. 你所要的教材水準？ 

10. 你需要哪些類型的主題？ 

11.你希望怎麼呈現這些主題？ 

12. 你希望課程的整合方式為何？ 

13. 你希望課程單元如何安排？ 

14. 整體課程內容該如何排序？ 

15. 一個單元的內容該如何排序？ 

5. 教材中語言技能的比例？ 

 

6. 教材採用的細部技巧？ 

 

7. 教材包含哪種類型的課文？ 

 

8. 教材的內容屬於哪個領域？ 

 

 

 

11. 教材主題的呈現方式？ 

12. 教材內容的整合方式？ 

13. 教材單元的安排方式？ 

14. 教材整體內容如何排序？ 

15. 教材一單元內容的排序？ 

方法 

16. 該課程應以什麼教學理論為基

礎？ 

17. 該課程應該考慮學習者的哪些

反應與預期？ 

18. 你需要哪種練習/任務？ 

19. 你需要使用哪些教學技巧？ 

20. 你希望使用的輔助教材為何？ 

21. 教學時需要哪些引導及支援？

(如目標敘述、詞彙索引等) 

22. 教材需要多靈活？ 

16. 教材所採用的基本教學鋰論？ 

 

17. 教材是基於學習者的哪些反應

和預期而設計？ 

18. 教材包含哪種練習/任務？ 

19. 教材使用那些教學技巧？ 

20. 教材提供的輔助教材？ 

21. 教材提供哪些引導？ 

 

22. 教材使用上的靈活度？ 

其他標準 

23. 你要的價格範圍？ 

24. 你希望教材能何時提供？數量

多少？ 

23. 教材的價格？ 

24. 教材的取得方式容易與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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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金淑惠 (2004) 譯自 Hutchinson & Waters (1987). ESL can be divided in 

the same way as EFL. (p. 98)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2.3.32.3.32.3.32.3.3    華語教材編寫理論與原則華語教材編寫理論與原則華語教材編寫理論與原則華語教材編寫理論與原則    

除了外國學者所提出的教材編寫理論原則外，80 年代以來，由於對外

漢語事業有了前所未有的發展，於是加速了教材編寫的蓬勃發展，相關的教

材編寫理論順應而生，如以下幾位具代表性的學者所提出的理論：呂必松

(1993)所提出的教材總體設計要素、趙金銘(2005)提出的四方面的突破及教

材評估表、及劉珣(2002)所提出的五性，及李泉(2005)提出的十項原則等。

這些學者的理論提供了對外漢語教材編寫的遵循規則或基本要求，期促進對

外漢語教材的發展水平，提供學習者更具學習成效的學習用書。以下分述各

學者的基本原則理論： 

 

2.3.3.12.3.3.12.3.3.12.3.3.1 呂必松呂必松呂必松呂必松    教材設計總體要素教材設計總體要素教材設計總體要素教材設計總體要素    

    呂必松對於教材的總體設計，分為七大項加以說明：教學原則、教學類

型、教學對象、教學目標、教學內容、教學途徑及教學分工。 

表二-6 呂必松 教材總體設計要素 

總

體

設

計 

教學原則 
總體設計的任務之一，該原則指導全部的教學實踐活

動。 

教學類型 
是從教育性質、教學任務、教學期限、教學組織形式、

教學媒體等劃分的類型。 

教學對象 
包括年齡、文化程度、語言習得類型及學習目的、職業、

學術等。 

教學目標 
培養學生具備什麼樣的知識結構和能力結構，內容分

為：交際範圍、語言技能及水準等級。 

教學內容 

由培養語言能立及語言交際能力而決定，包括： 

(1) 語言要素：語音、詞彙、語法和漢字 

(2) 語言技能：聽、說、讀、寫 

(3) 語言交際技能：語用規則、話語規則、交際策略 

(4) 相關文化知識：交際文化及知識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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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途徑 
(1) 週課時和總課時要與教學目標和教學內容一致。 

(2) 劃分教學階段 

教師分工 教師所承擔的任務性質、特點和作用 

(資料來源：呂必松 (1999)。呂必松自選集呂必松自選集呂必松自選集呂必松自選集。鄭州：大象出版。) 

    

2222.3.3.2.3.3.2.3.3.2.3.3.2    劉珣的五性劉珣的五性劉珣的五性劉珣的五性    

劉珣(2002：122-126)提出了教材編寫原則的「五性」，也就是針對性、

實用性、科學性、趣味性和系統性。以下分別為此五項原則作簡扼的描述： 

1. 針對性：教材必須有針對性，必須考慮針對的學習對象為何。例如

必須考慮學習者的年齡、學習者的民族、學習者的文化程度、學習者的學習

目的、學習者的起點、學習者的學習時限等。 

2. 實用性：教材內容須以學習者的需求為最主要；教材中的語料必須

有真實性，盡可能的貼近生活真實語言；教材必須貫徹「精講多練」的原則，

提供大量充分的練習；教材必須有利交際活動，使教學過程交際化。 

3. 科學性：教材必須使用規範通用的語言；教材內容要盡可能參照已

公布的等級標準和大綱；教材內容須符合語言學習的規律：由易到難由、簡

到繁、由淺入深；教材中的語言解釋需注意正確性；教材內容須反映科學理

論研究的新水平，必須汰舊換新。 

4. 趣味性：教材的趣味性須與實用性及交際性緊密相連；教材內容要

反映現實，須是學習者關注的話題；教材內容多樣化是形成趣味性的重要因

素。 

5. 系統性：教材的語音、詞彙、語法、漢字等語言要素編排上須具系

統性；聽說讀寫四項技能須平衡協調；教材須包括學生用書、教師手冊、練

習本、單元試題、輔助教材等。 

 

2222.3.3.3.3.3.3.3.3.3.3.3.3    李泉的十項基本要求李泉的十項基本要求李泉的十項基本要求李泉的十項基本要求    及及及及    教材編寫步驟教材編寫步驟教材編寫步驟教材編寫步驟    

李泉(2005：202-208)提出教材編寫的十項基本要求，這十項原則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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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設計的外部及內部原則，以下則分項列出： 

1. 定向原則：包括定向─確定所編教材的基本走向；定性─確定所編

教材的性質；定位─找準所編教材的位置；定量─規定所編教材的容量。 

2. 目標原則：參照教學大綱和課程大綱等規定的教學目標和課程目

標，以及教學環境和學時學制等多種因素，來研究和制訂教材的預期目標；

教材目標的制定，是教材編寫的出發點和指南。 

3. 特色原則：教材設計和編寫從理論到實踐，從體例編創到各環節的

組織和安排，都要考慮所編教材與以往同類教材的不同之處，並且這些不同

的特色和新意須有新的理論和觀念來支撐，要經得起實踐的檢驗。 

4. 認知原則：在教材編寫和設計的過程中，要盡可能考慮教學對象在

語言習得過程中的認知因素。主要包括分析教學對象識別語法結構和語法功

能的能力、對語言現象的歸納概括能力及對語言材料的記憶能力等。分析了

解這些語言學能因素後，合理的運用於教材中。 

5. 時代原則：在教材設計和編寫的過程中，所依據的教學理論、所採

取的教學方法、所擬定的編排體例、教材目標的設定、課文編寫及知識的解

說等，都應體現科學研究和教材編寫研究的新成果。 

 6. 語體原則：教材中教什麼樣的語體要明確，也就是讓學習者學會根

據不同的交際內容、交際目的、交際對象、交際場合，來選擇恰當的語言材

料和表達方式。 

7. 文化原則：教材中文化教學的基本目標是培養學習者跨文化交際的

意識，增強學習者識別目的語文化點的能力，提升學習者在跨文化交際的具

體情景中處理文化差異的能力。 

8. 趣味原則：教材的趣味性應體現在教材內容和形式的各個方面。所

謂的教材內容包括課文、詞彙、語法、注釋、翻譯、練習等；教材的形式則

包括封面設計、體例篇幅、字體字號、插圖照片、用紙、印刷效果等。 

9. 實用原則：教材須有利於滿足學習者當前學習和生活的實際需要，

要有利於滿足學習者未來對目的語使用的目的和方式的需要。 

10. 立體原則：立體原則指的是教學用書的週邊配套，例如練習冊、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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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手冊、課外讀物、掛圖、錄音帶、錄影帶、光碟等。 

除了所提出的十項編寫原則外，李泉(2005)提出了教材編寫的漸進步

驟，由所提出的步驟可提供教材編寫的歷程做為參考： 

1. 盡可能全面收集與教材編寫的相關文章，特別是與擬編教材相關。 

2. 盡可能收集有代表性的第二語言教材，特別是與擬編教材類別相同。 

3. 收集和分析教學大綱。 

4. 廣泛收集與擬編教材有關的目的語素材，為課文編寫做準備。 

5. 對教學對象做需求分析。 

6. 訂立明確教材編寫目標。 

7. 研究教材的創新和特色。 

8. 確定教材編寫原則。 

9. 規劃教材的體例和構成。例：教材由哪幾個部分構成、教材的容量、教

材的配套、教材的學時、練習的設計等。 

10. 制定具體的編寫方案。 

11. 制定一個合適的工作程序和時間表。 

 

2.3.3.2.3.3.2.3.3.2.3.3.4444    KublerKublerKublerKubler 等等等等    初級漢語教材的理想要素初級漢語教材的理想要素初級漢語教材的理想要素初級漢語教材的理想要素    

Kubler 等(1997) 也提出「初級漢語教材的理想組成要素」。要項相當

多，此處只節錄第一部分「總體考量」： 

表二-7 Kubler 等 初級漢語教材的理想要素 

1. 是否提供「漢語」的整體介紹? 

2. 在導論中是否提供學中文的方法？ 

3. 教材的語言內容是否實用？  

4. 教材中的用詞是否同時反應中國和台灣的用法，並且有適當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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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教材所選擇的主題及情境是否實用並適於美國人使用? 

6. 是否著重於普遍常用的內容，而非冷僻的話題？ 

7. 內容是否充足、多樣及有趣? 

8. 口語能力的訓練是否先於閱讀及書寫？ 

9. 口語及書寫的訓練是否分開？ 

10. 漢語的語法安排是否由簡入難？ 

11. 每一課所增加的新內容是否適中？ 

12. 教材內容是否將操練(只有一個固定答案)及練習(答案具有彈性)分

開？ 

13. 所操練的句型是否具真實溝通功能？ 

14. 漢語語法的英文解釋是否正確？ 

15. 漢語的語法解釋對於初學者而言是否淺顯易懂？ 

16. 漢語的語法解釋是否考慮到英語為母語學習者的語法背景知識？ 

17. 每一課對於前面學過的內容的複習量是否足夠？ 

18. 教材中是否無性別及種族歧視？ 

19. 教材中是否考量到美國華裔學習者的需要及興趣？ 

20. 教材是否具有美感？ 

(資料來源：筆者譯自 Cornelius Kubler (1997). A Checklist of Desirable 

Characteristics for Basic Chinese Learning Materials) 

 

2.3.32.3.32.3.32.3.3.5.5.5.5    趙金銘四方面的突破趙金銘四方面的突破趙金銘四方面的突破趙金銘四方面的突破    及及及及    對外漢語教材評估一覽表對外漢語教材評估一覽表對外漢語教材評估一覽表對外漢語教材評估一覽表    

趙金銘(2005)提出教材編寫應從以下四方面進行突破： 

1. 有無前期準備工程是編好教材的重要條件：例如詞彙、語法等大綱

的排定，進行將使用該教材學習者的「需求分析」，及充分做到教材的「針

對性」原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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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教材中必須含有一定數量的可背誦性材料：可背誦性材料必須與多

種練習相結合，並且與活用練習同步進行，才能提高表達能力。 

(Ausubel 提出「機械式背誦」與「有意義學習」之間的區別，他發覺

各年齡的人都不太需要與現存知識及經驗無關的機械式練習，也就是大部分

習得是將新知識納入已知的架構中。大部分的人認為兒童是很好的機械背誦

式學習者，他們善用無意義與重複的方式來學習，但其實兒童的練習與模仿

都是有意義的) 

 3. 對口語做出科學的界定，重新認識對話，在教材語言的推敲上下功

夫：口語絕不是將敘述體改為甲、乙之間的對話，應是斟酌句子的意思，以

日常說話的方式出發，編出最貼近口語的句子。 

4. 教材中要注意人類文化通感，不可一昧弘揚中華文化。 

 

教材的評估，也是編寫教材時重要的一環，我們可以將評估的要項拿來

檢視教材，或進一步將評估得要項納入教材編寫的原則中，以整理出更完善

的教材編寫原則。下表為趙金銘(2005)的教材評估表： 

 

表二-8 趙金銘 對外漢語教材評估一覽表 

說明：本評估表共設評估項目 55 項，每項分為 A、B、C、D 四個等級。

1-45 項 A 為 4 分、B 為 3 分、C為 2 分、D為 1 分。46-55 項 A 為 2 分、B

為 1 分、C 為 0.5 分、D為 0.25 分。前 45項滿分為 180 分，後 10 項滿分

為 20 分，總滿分為 200 分。累計得 170 分以上者為優秀教材，150-169 分

之間者為良好教材，120-149 分之間者為一般教材，119 分以下者為較差的

教材。 

請評估者根據自己的判斷，在該教材符合的等級上打勾，謝謝合作。 

教材名稱____________     作者________________ 

出版時間____________     出版單位____________ 

教材類型____________     適用對象____________ 

開本________________     總頁碼______________ 



第二章 文獻探討 

 30

 評估項目 
得分 

A B C D 

前

期

準

備 

1.對學習的需求有調查了解     

2.依據現行的某種教學計畫、課程大綱進行編寫     

3.依據大綱對詞彙總量及其分布進行控制     

4.覆蓋大綱所規定的語言點     

5.依據大綱確定功能意念項目且分布合理     

教

學

理

論 

6.以某種語言理論為基礎，如結構主義或功能意念     

7.體現或側重某種教學法原則，如聽說法或交際法     

8.使用該教材可完成既定的教學目標     

9.正確處理語言知識的傳授和語言技能的培養     

10.聽說讀寫譯各項技能訓練比重均衡，並有綜合訓練     

11.按照語言技能編排教學內容     

12.既注意表達正確又注重表達得體     

13.語言能力與交際能力並重     

學

習

理

論 

14.以第二語言學習心理過程為理論基礎如行為主義     

15.教材內容與學習者的需求相一致     

16.內容編排符合學習者的學習心理過程     

17.語言水平與學習者的基礎相符     

18.語言內容與學習者以前所學相銜接     

19.注意學習者的情感因素對學習的影響     

語

言

材

20.每課生詞量適當，重現率充分     

21.句子長短適度     

22.課文篇幅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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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 23.課文與會話語言真實自然     

24.口語與書面語關係處理得當，是真正的普通話口語     

25.所設語境自然、情景化     

26.課文內容符合外國人、成年人、有文化的人的心態     

27.課文題材涵蓋面廣，體裁多樣     

28.課文內容的深淺難易排序得當     

29.從開始就有可背誦的材料     

30.課文有意思，給學習者以想像的餘地     

31.內容無宣傳、無說教、無強加於人之處     

32.教材的文化取向正確無誤     

練

習

編

排 

33.練習覆蓋全部的教學內容     

34.練習有層次：理解性→機械性→活用性練習     

35.練習類型多種多樣，每個練習都很短     

36.各項練習之間具有內在聯繫     

37.注重表達練習，練習項目具有啟發性     

38.練習的量足夠     

39.練習編排遵循「有控制→較少控制→無控制」原則     

40.練習兼顧到各項語言技能的訓練     

注

釋

解

說 

41.淡化語法，少用概念和術語，加強交際     

42.語言現象的注釋簡明扼要     

43.外文翻譯準確，具可讀性     

44.注重詞的用法及使用條件的說明     

45.例句經當，可以舉一反三     



第二章 文獻探討 

 32

教

材

配

套 

46.有教師手冊及參考用書，方便教師，起導向作用     

47.有學生練習冊     

48.各單項語言技能訓練教材配套     

49.有清晰音像材料可供視聽     

50.有階段複習材料及總複習材料     

51.有相關的測試練習     

其

他 

52.開本合適，使用方便     

53.插圖數量適當，與內容緊密配合     

54.版面活潑新穎，吸引學習者     

55.教材內容使用不同字號編排     

(資料來源：趙金銘 (2005)。漢語與對外漢語研究文錄漢語與對外漢語研究文錄漢語與對外漢語研究文錄漢語與對外漢語研究文錄。北京：外語教學語研

究出版社。) 

 

2.3.32.3.32.3.32.3.3.6.6.6.6    蔡雅薰等蔡雅薰等蔡雅薰等蔡雅薰等    教材語料教材語料教材語料教材語料定量定量定量定量    

蔡雅薰、趙日彰提出在教材的編制中，定量是重要的問題，它包含教學

量和練習量兩個層次。的教學量及練習量應如何制定，請參見下表： 

表二-9 蔡雅薰等 教材語料定量-教學量 

1. 詞彙部分 

 

(1) 詞彙量的多寡影響教材的難易度。 

(2) 詞彙的難度。 

(3) 不同數量的詞彙在華語語料中的覆蓋率。 

(4) 詞彙須偏重與生活相關。 

(5) 應避免詞彙的情境主題分布不均。 

2. 漢字部分 

 

(1) 由筆畫簡的漢字起始。 

(2) 由部件少的漢字起始。 



英語地區五至七歲兒童華語教材研究與設計編寫 -以澳洲學童為例- 

 

 
33 

3. 語法部分 (1) 不應涵蓋太複雜的語法句式。 

4. 課文編排 (1) 句子越長難度越高。 

(2) 課文越長難度越高。 

(3) 課文情境應避免不合時宜。 

    區域性教材內容可適時加入當地特殊生活背景。 

5. 圖文設計 (1) 教材的圖文設計必須生動有趣。 

(2) 印刷字體不可太小。 

(資料來源：蔡雅薰、趙日彰 (2008)。兒童華語教材語料之難度定量分析兒童華語教材語料之難度定量分析兒童華語教材語料之難度定量分析兒童華語教材語料之難度定量分析。國文學

報，8。) 

 

表二-10 蔡雅薰等 教材語料定量-練習量 

1. 練習量 (1) 增加練習次數可以強化刺激與反應之連結。 

(2) 若無任何練習的設計，將不利教學。 

2. 複習量 (1) 生詞在一課中反覆出現，可強化學習者對生詞的

短期記憶。 

(2) 生詞於數課後再出現，可強化學習者對生詞的長

期記憶。 

(3) 生詞複現的次數應依詞彙本身的難易程度而定。 

(4) 安排生詞的複線分布區域時，必須在知識還未大

量遺忘前就開始複現，可以有效的防止遺忘。 

3. 遞增率 (1) 每一課的生詞遞增率必須平均，不可難度跳躍過

大，導致學生無法吸收。 

(2) 每客的生詞量不可太多，才能在後續課文中複

現，有效累積成效。 

(資料來源：蔡雅薰、趙日彰。兒童華語教材語料之難度定量分析兒童華語教材語料之難度定量分析兒童華語教材語料之難度定量分析兒童華語教材語料之難度定量分析。國文學報，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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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2.2.42.2.42.2.4 華語課程綱領華語課程綱領華語課程綱領華語課程綱領    

2.2.4.12.2.4.12.2.4.12.2.4.1 美國全國外語課程標準美國全國外語課程標準美國全國外語課程標準美國全國外語課程標準    ––––    5C5C5C5C 課程綱領課程綱領課程綱領課程綱領 

5C 的產生背景，是由 1996 年美國教育部、國家人文科學獎助會及其他

九個組織
15
所組成的任務小組，針對多元語言、各級教育、不同的課程綱領

以及地域性的不同，致力於學生外語學習綱領的制定，也就是「學生應該學

些什麼，並能養成何種能力」。「美國全國外語課程標準：為二十一世紀做準

備」於 1996 年定案出版後，即為教師、教育管理人員、課程發展人員運用

於美國各地的外語教育發展上。 

語言及溝通是人類的核心經驗，5C 的中心思想是希望學生能成功於美

國境內多元社會及全世界溝通，在二十一世紀，所有學生除了英語之外，另

培養至少一種外語；而英語非母語的學生，也能有機會發展他們的母語。 

5C 綱領即是以五個 C 為開頭的英文字母為代表，分別為溝通

(Communication)、文化(Cultures)、連貫(connections)、比較

(Comparisons)、與實用(Communities)，詳細概念請見下表：美國全國外語

課程標準 – 5C 課程綱領 

表二-11 美國全國外語課程標準 – 5C 課程綱領 

                                                        

15 九個組織成員包括：ACTFL, AATF, AATG, AATI, AATSP, ACL, ACTR, CLASS, 及 NCJLT-ATJ 

溝通 Communication 

運用中文溝通 

1.1 學生能透過對話，提供或獲得資訊、表達情   

    感及交換意見。 

1.2 學生能理解書面或口語中不同的內容主題。 

1.3 學生能以書面或口語形式表達不同主題的訊

息、概念及想法。 

文化 Cultures 

認識與了解中國文化 

2.1 學生能了解中國文化中，觀念和習慣行為之 

    間的關係。 

2.2 學生能了解中國文化中，觀念和文化產物之

間的關係。 

連貫 Connections 

和其他學科做連貫，以

3.1 學生能以中文為使用工具，加強並深入其他 

    學科的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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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

料

來

源

：筆

者

譯

自

美

國全國外語課程標準 – 5C 課程綱領。美國外語教學協會網站：

http://www.actfl.org/i4a/pages/index.cfm?pageid=3392) 

 

2.2.4.2 2.2.4.2 2.2.4.2 2.2.4.2     美國地區幼兒美國地區幼兒美國地區幼兒美國地區幼兒、、、、兒童華語課程暫行綱要兒童華語課程暫行綱要兒童華語課程暫行綱要兒童華語課程暫行綱要    

此暫行綱要為僑務委員會為推展海外僑民教育，為求華語課程和教材的

革新而起擬。此綱要依兒童認知及第二語言發展的歷程編制，期能激發兒童

學習華語的興趣，提升海外僑校華語教學品質；使海外華語教學之推行，兼

具理論與實務效益。    

此綱要的編寫依據有三：一為教育部國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英語學

習領域；二為國家華語測驗委員會華語文能力測驗 TOP-HuaYu 分級指標
16
；

三為美國外語教學協會指標 The ACTFL Guidelines。 

以下分別略述此綱要中幾個重點大項：如兒童華語能力指標、教材綱

要、教材編纂原則、教學評量、兒童華語主題參考表等。 

(一) 兒童華語能力指標 

此指標為參考美國外語教學協會 The ACTFL Guidelines 所界定的語言

能力，並以其中外語的初級(novice)為主，進行兒童華語能力指標的規劃，

                                                        

16
 「華語文能力測驗」專為母語非華語者所設計，由「國家華語測驗推動工作委員會」專

責研發，為一套標準化的語言能力測驗，目前針對聽與讀兩種語言能力而設計，分為基礎、

初等、中等和高等四個等級。詳情可見 http://www.sc-top.org.tw/ 

吸取新知 3.2 學生能透過中文，認識中華文化特有的觀點。 

比較 Comparisons 

發展對中國語言及文化

本質的深刻理解 

4.1 學生透過中文及母語的比較，了解語言的本 

    質。 

4.2 學生透過中國文化及自身文化的比較，了解

文化的概念。 

實用 Communities 

積極參與國內及世界的

「多元語言社會」 

5.1 課室內及課室外，學生都能活用中文。 

5.2 學生成為終身學習者，並藉此怡情、豐富生 

    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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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別在聽、說、讀、寫四大類中，將課程分為「理解」、「應用」、「進階」等

三階段加以規劃，並依語言能力、華語學習興趣、文化習俗三方面加以敘述。 

 

(二) 教材綱要 

海外兒童華語教材的內容取材應涵蓋以下幾部分： 

1. 主題與語體：兒童華語課程應符合趣味化、實用化及生活化的原則，並

適度納入當地教材；教材所涵蓋的主題層面宜多元，以學生日常生活相關為

主(詳見表二-12)。教材編寫及活動設計宜多樣化，並融入各種不同的語體，

如廣告、歌謠、韻文、賀卡、便條、書信、簡易故事、幽默短文、短劇、迷

與、笑話、卡通、漫畫等。 

2. 溝通功能：兒童華語應培養的基本溝通能力屬於基本常用者，包括日常

交談、一般人際溝通的語言能力等。 

3. 語言成分須包括：(1) 筆劃：兒童入門課程中應進行筆劃教學。(2) 筆

順：筆劃具方向性，筆順具先後性，筆順規則應包含於兒童華語入門教學中。

(3) 發音：初級華語階段除了聲母、韻母和聲調的模仿練習外，應注重聲母

韻母的結合練習。(4) 字詞：此課程綱要提供了一份兒童華語重要七百詞及

兒童華語重要一千五百字詞參考表。(5) 句型結構：兒童華語教材可採用的

句型，應以基本常用為主，避免冷僻、抽象的文法知識灌輸。 

4. 教材編纂原則：兒童華語入門、應用、進階三個階段的教材內容及活動

設計要能重視聽、說能力，培養簡易的讀、寫能力。教材內容應採取由易漸

難的螺旋式上升模式，提供學童反覆練習的機會。 

5. 教學評量：教學評量應採用多元的方式，如(1) 利用指認、圈選、配合、

連連看等方法，評量學生對注音、字彙、短句等華語與圖片間對應關係的理

解。(2) 評量宜採用過程評量，了解學生起點，評量其個別進步情形，其結

果以質的評量方式呈現。(3) 以遊戲、比賽、聽唱活動、角色扮演、配對、

小組互動等方式，做聽、說理解與表達之評量。(4) 閱讀能力可是時是量做

總結性之閱讀評量。(5) 寫作能力可以寫作檔案評量進行之。 

 



英語地區五至七歲兒童華語教材研究與設計編寫 -以澳洲學童為例- 

 

 
37

 

表二-12 兒童華語主題參考表 

1. 人物 2. 人格特質 

3. 身體部位 4. 感官 

5. 健康用語 6. 家庭 

7. 數字 8. 序數 

9. 時間 10. 星期 

11. 年月份 12. 季節 

13. 食物與飲料 14. 餐具 

15. 衣物及飾品 16. 顏色 

17. 材質 18. 金錢 

19. 運動和嗜好用語 20. 休閒活動 

21. 居家及設備 22. 學校用語 

23. 教室相關用語 24. 地方及位置 

25. 交通工具 26. 大小及度量用語 

27. 形狀 28. 節慶 

29. 傳說與想像 30. 稱謂語 

31. 職業 32. 天氣和自然 

33. 動物和昆蟲 34. 地理 

35. 城鄉景觀 36. 國家和區域 

37. 語言和國籍 38. 問候語 

( 資料來源：南加州中文學校聯合會 (2008)。第三十二屆夏季教學研討會暨第三十二屆夏季教學研討會暨第三十二屆夏季教學研討會暨第三十二屆夏季教學研討會暨

行政人員座談會行政人員座談會行政人員座談會行政人員座談會。南加州：南加州中文學校聯合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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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上列兒童華語教材的情境選用，蔡雅薰(2008)對各項情境做出問卷

調查研究，該研究對 60 份「幼稚園」華語教師填寫的問卷做出統計，列出

不同課文情境對「幼稚園學生」的相對重要性。 

表二-13 美國幼稚園學習者對於華語課文情境之選用分析 

1.個人與家庭生活 

2. 顏色 

3. 簡單教室用語、生活用語 

4. 身體部位與相關動作 

5. 數字與應用 

6. 食物與餐飲 

7. 生活常規、需求、感覺、喜好與感情 

8. 童話故事 

9. 教室與學校生活 

10. 常見動物與植物 

11. 興趣與嗜好 

12. 購物 

( 資料來源：蔡雅薰 (2008)。美國各級學校 K~12 華語教材情境選用研究。中原華中原華中原華中原華

語文學報語文學報語文學報語文學報，2。) 

 

於同一項研究中，與「美國高中學習者對於華語課文情境之選用分析」

作比較，可看出一些較為不同之處。先列舉美國高中教師認為對高中生而言

最為重要的前十項課文情境：(1)個人生活與家庭 (2)生活常規、需求、感

覺、喜好與感情 (3)興趣與嗜好 (4)食物與餐飲 (5)簡單教室用語、生活用

語 (6)購物 (7)教室與學校生活 (8)居家與休閒活動 (9)身體部位與相關

動作 (10)中外重要節慶與社會風俗。由此可看出，不同年齡階層定有不同

的學習需求，在教材發展當中，各課或各單元的主題選擇非常重要，一定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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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合該年齡層的學習者，才能達到教學的效果。 

除了主題之外，詞彙的選擇也是重要的一環，兒童華語在詞彙的選擇上

應以盡量簡單為主，以下同為僑務委員會所發行的戰行綱要中的「兒童華語

重要七百詞」，此處只先列出階段一所需的詞彙： 

表二-14 兒童華語重要七百詞 階段一：333 詞 

你、妳、您、人、誰、他、她、我、和、跟、大家、老人、名字、你們、

他們、我們、朋友、先生、小姐、小朋友 

老、的、髒、美、好像、可愛、漂亮、一樣 

手、腿、腳、臉、頭、聽、看、頭髮、眼睛、身體、肚子、耳朵、 

也、了、家、就、有、沒有、爸爸、媽媽、姐姐、哥哥、妹妹、弟弟、孩

子、奶奶、阿姨、起床、睡覺、工人、醫生、老師、學生 

號、日、月、年、星期、星期天、星期日、等、差、早、半、幾、分、點、

現在、今天、昨天、早上、中午、晚上 

不、最、很、太、沒、好、真、愛、哭、想、累、怕、是、對、會、要、

啊、吧、嗯、啦、嗎、呢、喂、不要、不用、喜歡、知道、覺得、快樂、

非常、有意思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百、兩、個、本、次、歲、

數、每、再、都、頁 

黃、藍、紅、綠、白、黑、顏色、長、短、高、矮、大、小、洗 

禮物、毛衣、帽子、襪子、皮包、衣服、 

拿、開、新、燈、鐘、碗、紙、刀、床、房間、冰箱、叉子、電話、手機、

電腦、電視、筷子、照相機、洗衣機 

少、多、元、塊、毛、錢、買、一起、多少、 

吃、喝、餓、甜、給、茶、菜、飯、糖、湯、肉、蛋、早餐、午餐、晚餐、

飲料、果汁、汽水、可樂、牛奶、麵包、蛋糕、餃子、牛肉、豬肉、白菜、

水果、蘋果、葡萄、西瓜、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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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走、坐、騎、飛機、汽車、火車、計程車 

字、筆、書、別、輸、做、念、說、寫、學、本子、鉛筆、書包、作業、

問題、同學、學校、考試、學習、開始、許多 

什麼、球、快、打、跑、踢、拍、跳舞、籃球、足球、運動、游泳、玩、

唱、爬、電影、音樂 

照片、放假、歌兒、新年、生日、春、冬、秋、雲、風、雨、雪、冷、熱、

太陽、天氣、晴天、陰天、雨天、下雨、怎麼樣、 

地、草、樹、水、火、山、海、海邊、花、豬、雞、貓、牛、羊、動物 

著、在、這、那、哪、住、來、去、放、上、下、站、哪兒、哪裡、商店、

餐廳、書店、公園、花園、醫院、市場、路、院子、房子、 

國、中文、請、再見、對不起、不客氣、沒關係、病、藥、怎麼、生病、

祝、華人、華語、華文 

( 資料來源：南加州中文學校聯合會 (2008)。第三十二屆夏季教學研討會暨第三十二屆夏季教學研討會暨第三十二屆夏季教學研討會暨第三十二屆夏季教學研討會暨

行政人員座談會行政人員座談會行政人員座談會行政人員座談會。南加州：南加州中文學校聯合會。) 

 

小結小結小結小結：對於華語教材編寫的方式及內容，各家都有不同的見解，但大致

上的方向都相同，都是盡量擺脫古板的教學形式，發展更有利學習者學習的

理論。結合上述各家的理論，可發展出一個完善的中文教材編寫架構，只是

上述理論中皆無針對較年幼的兒童，因此第四章理論架構所期望能貢獻的，

便是結合已有的理論，加上合宜 5-7 歲兒童學習的形式，提出一個具有實際

使用價值的兒童華語教材編寫架構。 

 

第四第四第四第四節節節節    兒童語言教材的特殊成分兒童語言教材的特殊成分兒童語言教材的特殊成分兒童語言教材的特殊成分    

2.4.1 2.4.1 2.4.1 2.4.1 音樂音樂音樂音樂    

Anton (1990) 說，當一種學習活動能讓學生左右腦同時動作是最理想

的，也最具學習成效。雖然語言能力主要由左腦處理，但能在教學中運用「右

腦的能力」被認為是最有效的教學策略，例如運用動作、音樂、個人情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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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增加學生的記憶、創造力與模仿力。 

Salcedo (2002) 將許多學者研究「音樂對於教學上的益處」做出統整： 

1. 音樂可以減輕焦慮感並提升學習動機 

2. 提供生理上的好處 

3. 引導課程計畫與課室練習 

4. 增進發音能力 

5. 增強文化認知 

6. 建立整體的藝術觀感 

小結小結小結小結：其實音樂的功能可以應用的範圍很廣，在華語文教學上，尤其是

年幼的兒童，由說唱中學習是既無壓力又輕鬆，唯獨需要注意的是，歌唱雖

具有教學價值，又有相當高的娛樂性，但由於歌唱無法帶出四聲語調，因此

需與其他形式的教學內容相輔相成。 

 

2.4.2 2.4.2 2.4.2 2.4.2 遊戲遊戲遊戲遊戲    

唐艷文(2001)認為遊戲對語言學習的好處及重要性有下列三點： 

1. 教學遊戲能排除學生學習語言的心理壓力。 

2. 教學遊戲能更好的幫助學生學習語言。 

3. 教學遊戲能發掘學生多方面的潛力。 

Arlene M. Orensky 及 Peter W. Hastorf(1991)指出遊戲在語言教學的

應用上有下列幾項用點： 

1.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遊戲是兒童的本能，兒童在玩遊戲時都會盡其所

能，完全投入。通常在傳統教學下表現不佳的孩童，在玩遊戲時往往會有不錯

的表現。 

2. 可用來作為複習、練習、加強新舊教材，對於已經教授的課程，遊戲

是進行複習、練習及加強學習成效的理想方式。遊戲讓孩童在輕鬆、自然的環

境中，有機會使用、應用及釐清這些特殊的語言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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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可建立兒童的團隊精神，孩童在玩遊戲時，會自然而然地互相鼓勵、

修正及挑戰，並且發展出一種具正面意義的團隊精神，提高教學效益。 

4. 可消除兒童緊張的學習情緒，兒童在學習一項新事物時，往往容易遇

到挫折便退縮，遊戲能有效地調整上課氣氛和課程進度，營造出自然的環境，

使學生在輕鬆、充滿愉悅的氣氛中學習。 

小結小結小結小結：遊戲的功用不言而喻，在兒童華語教學上，教學內容的轉換必須

快速，大約每十分鐘就得轉換不同的教學模式或內容。尤其是在枯燥或較嚴

肅的教學內容後，玩個具有學習意義的小遊戲能調劑學生的情緒，也能活絡

班級的氣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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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    研究方法與兒童研究方法與兒童研究方法與兒童研究方法與兒童華語華語華語華語教材檢視教材檢視教材檢視教材檢視    

本章於第一節詳述此論文的研究方法，於第二節探討英語地區兒童華語

課程現況，再於第三節檢視及分析現有兒童華語教材。期望透過對兒童華語

課程及華語教材的了解，找出教材與課程之間的落差，以發展更適合兒童學

習的中文教材。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    

本論文的研究方法分為以下幾個步驟，首先為文獻探討，接著為現行英

語地區華語教學概況及現有教材檢視，再來則是以文獻探討和現有教材檢視

的成果為本，建立一套教材編寫規範，規範建立後，即在所設定的編寫規範

之上做出一課教材，教材呈現後則需經過實際試教，實地試教後，探討教材

及規範的缺失，提出新的兒童華語教材編寫規範，最後再給予總結與建議。

以下為本論文研究的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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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論文所設計的教材，試教地點為澳洲首都坎培拉的一所貴族學校 – 

Radford College，該所學校的中文課程從幼稚園到小學六年級，每星期 50

分鐘，一學期共十週，一年有四學期。筆者試教的對象為幼稚園(進小學的

前一年)，及小學一年級。經由十週的時間，筆者試驗各種不同的教學內容，

並透過學生的反應及學習效果，評量教材的適用度。同時，也與該所學校及

其他小學的當地中文教師做交流，詢問他們對所編教材內容的看法，透過經

驗的交流，以期教材能更合於教師使用，也讓學生學習更具效果 

 

第二第二第二第二節節節節    英語地區兒童華語課程現況英語地區兒童華語課程現況英語地區兒童華語課程現況英語地區兒童華語課程現況    

    

3.2.1 3.2.1 3.2.1 3.2.1 美國美國美國美國    

美國大學理事會預估到 2015 年選修中文的人數將會達到 75 萬，而中

文則是現今 12 種外語中選修人數增加最快的語種。今日的美國的華語教育

體制，已從幼稚園、小學、中學、高中直至大學；現在有近 1,200 所大學

設有華語課程，近 2,400 所高中開設華文課程，另有 300 多所小學也已設

有華語課程。 

美國的中文教學可分為三大區塊：大學、中小學級中文學校。中文在大

學分可分為主修或選擇性課程，一週 4-20 小時不等。中小學則視該學校是

否將中文列入選修語言課程。中文學校一般為華人所開設的學校，沒有自己

的校舍，多半是週末時租用學校或是教堂場地，每星期上課 2-3 小時，也有

較大的中文學校，有週一到週五的課後輔導。 

美國各地華僑所辦的中文學校，目的是為傳承中華的語言文化，不讓下

一代遺失了父母或更上一代的語言。但十年前華人學生中文程度好，是因為

其父母具有一定的知識水準及中文基礎，加上在家裡與長輩爺爺奶奶都需要

以中文對話，因此都有一定的中文程度。可近幾年來，因時代變遷，在家中

父母多與孩子以英語交談，在中文學校的課堂中教師也多半以中英雙語進行

教學，其他與同儕相處的時間更不可能使用中文，因此孩子們聽說中文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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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環境有限，對中文的掌握也就有限了。 

中文學校所使用的教材，大部分為僑務中心所提供，或者是當地所研發

設計的教材，但大多時候，教材內容總是枯燥乏味，並且傾向於以第一語言

教學方式所設計的華語教學方式，這種不適用的情形，很容易使學童喪失學

習中文的興趣。再者，大部分的教材皆為華裔學童設計，真正適用於西方當

地兒童使用的教材微乎其微，華語教材在這一塊需加緊腳步盡快發展。 

 

3.2.2 3.2.2 3.2.2 3.2.2 加拿大加拿大加拿大加拿大    

加拿大政府 1971 年制定「多元文化政策」，肯定各民族文化的教育功

能，並於 1994 年正式將中文教育列入中小學國際語言課程之一。根據多倫

多華僑文教服務中心
17
的統計資料，在加拿大十大非官方語中，以母語為華

語者佔人口比例 3.3%，大約為一百萬人，華語成為加拿大除英、法語外，

排名第三的最常用的語言。 

 

3.2.3 3.2.3 3.2.3 3.2.3 澳洲澳洲澳洲澳洲    

澳大利亞統計局於 2002 年的人口普查報告指出，華文已成為澳洲的第

二大語言，調查報告並指出全澳洲講華語的人口超過 40 萬，是澳洲的最大

外語語種。根據澳大利亞亞洲研究協會（ASAA）在 2005 年對政府的預算建

言報告提出，從 2001 到 2004 年學習華語文的學生人數成長了 20％，2006 

年的預算建言報告中指出，學習華語文學生人數仍持續成長中。 

根據中華函授學校
18
報告，華語文教學在澳洲大學已有半世紀多的歷

史，在澳洲的第一大州新南威爾斯州，華文是所有非英語語言中註冊學生最

多的科目之一，學生人數在 17,000 餘人左右，而維多利亞州教育部將中文

納入大學入學考試體系至今已三十年。中小學華語教學在 1962 年於維多利

                                                        

17 多倫多華僑文教服務中心網址：

http://www.ocac.gov.tw/public/overseapublic.asp?selno=6071&no=6071&level=C&nodeno=33

53 
18

 中華函授學校 http://chcsdl.open2u.com.tw/full_content/A14/pdf/0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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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州發軔，至 1970 年代中期，教授華文的學校日益增多，目前開設中文課

程的中小學約有 140 所，2006 年選修中文的學生估計有 39,000 人。 

澳洲每所中小學皆設有一種外語，通常是由各校校長決定。外語課在中

小學的教學時數為一星期一次，一次 45-60 分鐘不等。由於一週一小時的上

課時數，對於第二外語學習並無實質上太大的幫助，因此一個學童學習外語

幾年下來，仍是停留在最基礎的階段。 

 

3.2.4 3.2.4 3.2.4 3.2.4 英國英國英國英國    

英國開設華語課程的大學漸增，政府在 2000 年決定每年撥專款 100

萬英鎊，用於發展英國人學習中文的教學事業，五年內計發展 200 所學校

開設華語課。英國的貴族中學也有華語課程，顯示華語熱潮逐步加溫。在該

國大學與大城市中，各類華語補習與推廣教育課程，學習人數常常爆滿。1998 

年只有 6,000 名學習中文的學生，現在是 50,000 名，高中和大學的學生

在 2002 至 2005 年間，成長了一倍。 

至於中小學開設外語課的情況和其他英語系國家大同小異，一週一次，

一次大約一小時的中文課，對學童來說，只能形容為聊勝於無。 

 

第三第三第三第三節節節節    現有兒童華語教材檢視及分析現有兒童華語教材檢視及分析現有兒童華語教材檢視及分析現有兒童華語教材檢視及分析    

    近四、五年，市面上出版了較多的兒童華語教材，但就數量及質量而言，

數量不足以提供教材選擇的多樣性，而教材的質量也大有改進的空間。以下

整理出近幾年出版的兒童華語教材，在下一節中，再挑選較具討論價值的幾

本教材加以比較討論： 

表三-1 兒童華語教材總表 

書名 出版社 年份 學習年齡 

嘻哈說唱學中文 

Mandarin Hip Hop 
香港：資優教育 2007 中小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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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鬆學漢語(少兒版) 

Chinese Made Easy for Kids 
香港：三聯書店 2006 7-12 

新意中文 

New Concept Chinese 
北京：北京語言大學 2006 4-17 

美猴王漢語(幼兒版) 

Monkey King Chinese 
北京：北京語言大學 2006 7 歲以下 

美猴王漢語(少兒版) 北京：北京語言大學 2006 7-10 

漢語樂園 

Chinese Paradise 
北京：北京語言大學 2005 6-12 

美洲華語 

Mei zhou Chinese 

全美中文學校聯合

總會 
2006 K-12 

快樂幼兒華語 

My First Chinese Words 
北京：北京語言大學 2005 3-8 

快樂兒童華語 

My First Chinese Reader 

香港：大華風采有限

公司 
2006 7 歲以上 

遠東兒童中文 

My Chinese Book 
台北：遠東圖書公司 2006 6-9 

遠東天天中文 

Everyday Chinese for Children 
台北：遠東圖書公司 2007 9-12 

 

在上列教材中，筆者選出以下五本較具探討性的華語教材，在個別分析

其內容後，再做整合分析。五本教材分別為：嘻哈說唱學中文、漢語樂園、

輕鬆學漢語(少兒版)、遠東天天中文及美洲華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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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 ) ) ) 嘻哈說唱學中文嘻哈說唱學中文嘻哈說唱學中文嘻哈說唱學中文    

此教材為雙語幼兒、小學生及初中生編輯了全套四冊，共 80 課的韻文

及歌曲。每冊皆包含課本、練習本及漢字練習本，每冊各有 20 課。課本附

有光碟一張，所附光碟兼有詞曲演唱及伴唱樂曲多重功能，除課堂外，也適

用於集會或舞台演出。活動練習本可與課文配套使用，有助複習及操練重

點。漢字練習本偏重基礎知識及習字，可按部就班地識字寫字。 

教材內容：一課四頁，課文有中文、拼音及英譯，簡易練習或對話，生

詞表，文化小常識。 

表三-2 嘻哈說唱學中文課文主題表 

 第一冊 第二冊 

第一課 跟我說(用普通話回答) 上課了(用普通話回答) 

第二課 大家一起聽(用普通話回答) 問一問(用普通話回答) 

第三課 說說寫寫(用普通話回答) 普通話怎麼說？(用普通話回

答) 

第四課 我的身體(身體器官) 開火車(用普通話回答) 

第五課 眼睛在哪裡？(身體器官) 兩隻老虎(身體器官) 

第六課 頭頂高(身體器官) 拍拍小手(身體器官) 

第七課 火車來了(數一數) 謝謝！(身體器官) 

第八課 上樓梯(數一數) 剪剪指甲(身體器官) 

第九課 我們的學校(數一數) 幾點了？(數一數) 

第十課 請吃水果(數一數) 請幫我(請人幫忙) 

第十一課 打老虎(數一數) 生日快樂(生日) 

第十二課 六六三十六(數一數和數目

字) 

很好吃(顏色) 

第十三課 大飛機(數一數和數目字) 小金魚(顏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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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課 喊口令(數一數和數目字) 今天星期幾？(星期) 

第十五課 我的好朋友(數一數和數目

字) 

橡皮在哪裡？(橡皮擦) 

第十六課 十個好孩子(數一數和數目

字) 

收拾乾淨(橡皮擦) 

第十七課 你對了！(方向) 聖誕樹(節慶) 

第十八課 出口和入口(出口和入口) 打電話(節慶) 

第十九課 椰子(家人) 拜年(節慶) 

第二十課 叔叔阿姨(問候) 幾年級？(年級) 

 

((((二二二二) ) ) ) 漢語樂園漢語樂園漢語樂園漢語樂園    

適合英語國家 10~12 歲的漢語初學者，共三個級別，每個級別包括：學

生用書二冊（附有 CD）、活動手冊二冊（附有 CD ）、詞語卡片一冊、教師用

書一冊。內容包括：互動句型、生詞、漢字學習、圖解中國文化、歌曲、故

事等。學生用書每個級別 6 個單元，12 課，每課教授 1～2 個漢字，10 個左

右生詞，1 個基本句型。三個級別學完可以掌握約 50 個漢字、300 個生詞，

會說簡單的句子，會背一些中國童謠、詩歌，會唱一些中文兒童歌曲，初步

瞭解一些中國文化。教學目標為： 一、聽懂並會說一些簡單的漢語句子。 

二、學會唱一些中文兒童歌曲，並能背誦一些童謠和簡單的詩歌。 三、初

步掌握漢字基本知識，如基本筆劃、筆順等，會寫一些筆劃簡單的漢字。 四、

初步瞭解一點中國文化。 

表三-3 漢語樂園課文主題表 

 第一冊 第二冊 

第一課 你好(打招呼) 你是哪國人(國籍) 

第二課 我叫明明(自我介紹) 我從北京來(國家) 

第三課 一、二、三(數字) 現在幾點(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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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課 我十一歲(數字) 今天幾月幾號(日期) 

第五課 我的眼睛(器官) 你去學校嗎(場所) 

第六課 他個子高(器官) 媽媽在廚房(居家場所) 

第七課 他是誰(稱呼) 我爸爸也是醫生(職業) 

第八課 我的房間(日常用具) 我想當音樂家(職業) 

第九課 請進(打招呼) 你喜歡什麼動物(動物) 

第十課 我有書包(日常用品) 山上有樹(自然) 

第十一課 你們喝什麼(飲料) 什麼顏色最好看(顏色) 

第十二課 餃子很好吃(食物) 這是誰的毛衣(衣物) 

 

((((三三三三) ) ) ) 輕鬆學漢語輕鬆學漢語輕鬆學漢語輕鬆學漢語    ((((少兒版少兒版少兒版少兒版))))    

輕鬆學漢語(少兒版)包含課本、學生作業本、CD，為適合國小一到六年

級初學華語的的學童使用之華語教材。主要目標為建立兒童的聽、說能力。

每課內容包括：對話、生詞中英對照、拼音、說唱、漢字教學、練習、及課

堂活動。 

表三-4 輕鬆學漢語課文主題表 

 第一冊 第二冊 

第一課 數字 號碼 

第二課 數字 家人親戚 

第三課 生活用語(打招呼) 幾月幾號 

第四課 生活用語 動物 

第五課 生活用語 顏色 

第六課 家人 身體 

第七課 年紀 學校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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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課 顏色 國籍 

第九課 服裝 語言 

第十課 五官 學校場所 

第十一課 寵物 課堂用語 

第十二課 蔬果 時間 

第十三課 飲食 一天活動 

第十四課 文具 三餐 

第十五課 屋內空間 交通工具 

第十六課 家俱 愛好 

    

    ((((四四四四) ) ) ) 遠東天天中文遠東天天中文遠東天天中文遠東天天中文    

遠東天天中文包含課本、學生作業本、教師手冊、CD 及互動光碟，適

合 9 到 12 歲的學童使用之華語教材。內容有插圖、真實照片、實際對話、

連環漫畫、聽力及口說活動、筆順、字形等。 

表三-5 遠東天天中文課文主題表 

 第一冊 第二冊 

第一課 名字 星期六去打球 

第二課 朋友 夏天很熱 

第三課 生日 虎年快樂 

第四課 我的家 包子和熱狗 

第五課 我的書 紅衣服 

第六課 水果 寫中文牌子 

 

((((五五五五) ) ) ) 美洲華語美洲華語美洲華語美洲華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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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洲華語一至六冊，每冊課本配有作業練習兩冊，第七冊至第十二冊，

則以美國 AP 課程大綱為走向。這套教材的設計，適合中文學校每週上課二

至四小時的課程進度。編撰的方式與內容以「美國中、小學中文教學目標」

為重要指標。此套教材注重聽力理解、口語表達、閱讀理解及書寫和翻譯等

方面的學習。第一冊所使用的詞彙及內容，均以美洲地區六至八歲學童的認

知層面與生活經驗為範疇，把兒童文學、生活倫理、人文關懷、自然科學等

中國和美國本土的文化素材，融入於教材中。 

表三-6 美洲華語課文主題表 

 第一冊 第二冊 

第一課 上山找老虎、我的朋友在哪

裡(數字) 

倉頡造字(語文) 

第二課 一棵樹上十樣果、握握手(數

字) 

小羊兒要吃花(寓言) 

第三課 拍拍手、一年有幾個月(月

份) 

開玩笑(小幽默) 

第四課 我有十個手指頭、畫一張畫-

小豬(身體) 

猜猜看(小幽默) 

第五課 小人上大山、晚上(自然) 請開門(寓言) 

第六課 媽媽的生日、起得早(生活) 小河的歌、登觀雀樓(童詩) 

第七課 紅花和白花、下雨了(自然) 中國新年是春節、春天來了

(節日) 

第八課 大風和大雨、來猜拳(自然) 怎麼回家(生活) 

第九課 一粒米(人文) 幾本書、小雪手中一枝筆(生

活) 

第十課 猴子穿新衣(動作) 小老鼠貝貝(寓言) 

第十一課 五官和雙手、口說好話(身

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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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課 小狗和小雞、雪人怎麼不見

了(動作) 

 

第十三課 小嘴巴、鏡子(動作)  

第十四課 比一比(量詞)  

第十五課 什麼是朋友(人文)  

第十六課 我和我的朋友(人文)  

 

以下為上列五本教材的綜合分析，經由對照，可看出各教材普遍的教學

內容及週邊輔助教材。 

表三-7 教材綜合分析一 

 課文形式 生詞形式 漢字教學 拼音教學 

嘻哈說唱學中文 韻文 中、英、拼音對照 有 無 

漢語樂園 對話 中、英、拼音對照 有 有 

輕鬆學漢語(少兒) 對話 中、英、拼音對照 有 有 

遠東天天中文 對話 中、拼音、圖對照 無 無 

美洲華語 韻文、對

話 

中、英對照 無 無 

 

表三-8 教材綜合分析二 

 課堂活動 練習 文化教學 歌曲 

嘻哈說唱學中文 有，但較少 有，但不多 無 有 

漢語樂園 有 有 有 有 

輕鬆學漢語(少兒) 有 有 無 無 

遠東天天中文 無 無 有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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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洲華語 無 有 無 有 

 

表三-9 教材綜合分析三 

 練習冊 漢字練習冊 教師手冊 光碟 圖卡/字卡 

嘻哈說唱學中文 有 有 無 有 無 

漢語樂園 有 無 有 有 有 

輕鬆學漢語(少兒) 有 有 無 有 無 

遠東天天中文 有 有 有 有 無 

美洲華語 有 無 無 有 有 

 

小結小結小結小結：由上列對照表可看出，大部分的教材課文形式為對話，生詞較少

佐以圖片，大多有漢字及拼音教學，一半以上在課本中提供課堂活動及練

習，文化及歌曲則是部分教材有提供。至於週邊輔助教材方面，大部分都提

供練習冊、教師手冊及光碟。 

 

表三-10 教材主題綜合分析一 

 生活用語 課堂用語 數字 教室物品 家庭 

嘻哈說唱學中文 有 有 有 有 有 

漢語樂園 有 無 有 有 有 

輕鬆學漢語(少兒) 有 有 有 有 有 

遠東天天中文 有 無 有 有 有 

美洲華語 有 有 有 有 有 

 

表三-11 教材主題綜合分析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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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顏色 身體部位 衣物 飲食 運動 

嘻哈說唱學中文 有 有 無 無 無 

漢語樂園 有 有 有 有 無 

輕鬆學漢語(少兒) 有 有 有 有 有 

遠東天天中文 有 無 有 有 有 

美洲華語 有 有 無 無 無 

 

表三-12 教材主題綜合分析三 

 動物 學校場所 天氣 交通工具 

嘻哈說唱學中文 無 無 無 無 

漢語樂園 有 無 無 無 

輕鬆學漢語(少兒) 有 有 無 有 

遠東天天中文 有 無 無 無 

美洲華語 有 無 有 無 

 

小結小結小結小結：上列五本教材的課文主題，有雷同之處，也有相距甚大之處。大

致上相同的主題有：生活用語、數字、日期、教室物品、家庭、顏色、身體

部位、衣物、飲食、運動等。各教材中較少提及的主題有：學校場所、天氣、

及交通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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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    英語地區英語地區英語地區英語地區五至七五至七五至七五至七歲初級兒童華歲初級兒童華歲初級兒童華歲初級兒童華

語教材語教材語教材語教材編寫設計原則編寫設計原則編寫設計原則編寫設計原則    

本章共分兩節，第一節以文獻探討的理論為基礎，整理出 5-7 歲初級兒

童華語教材的編寫原則；第二節則以文獻探討及兒童教材檢視為基礎，列出

兒童華語教材應有的主題。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5555----7777 歲初級兒童華語教材編寫原則歲初級兒童華語教材編寫原則歲初級兒童華語教材編寫原則歲初級兒童華語教材編寫原則    

    此節所呈現的兒童華語教材編寫原則，大的架構是參考 Brown(1995)所

提出的教材發展元素表，再以教材應有的內容及配套依序討論重要的原則。

大架構將教材編寫原則分為這七個方面各別討論： 

1. 教材背景 

2. 教學理論 

3. 教材課本內容 

4. 練習內容 

5. 教師手冊 

6. 教材實體特性 

7. 教材配套 

 

                4.1.1 4.1.1 4.1.1 4.1.1 教材背景教材背景教材背景教材背景    

    一套教材需有好的編寫者，才能呈現好的質量。在教材背景這一方面，

Brown(2005)提到的是「作者的資歷」，以及「出版社的聲譽」。尤其較重要

的為作者的資歷，教材的作者必須有相關的學歷及經驗，才適合擔任教材編

纂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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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44.1.2.1.2.1.2.1.2    教教教教學理論學理論學理論學理論 

    一套教材背後一定有其依據的理論，否則教材的內容則只能依據編者天

馬行空的想像。一定要在好的教學理論根據上，才能設計出適合學習者學習

的教材。在教學理論方面，趙金銘(2005)及李泉(2005)皆在這方面有所討

論，如教材需有參照的教學大綱，教材的設計須有背後支持的理論等。 

                    

                4444.1.3.1.3.1.3.1.3    教材課本內容教材課本內容教材課本內容教材課本內容 

    教材課本內容是整套教材的關鍵，教師或學習者都是依據所看到的課本

內容來選擇教材，而課本的內容也直接影響到學習者的學習成果，因此在課

本內容的呈現上，有許多需要注意的地方，以下綜合各學者的理論，討論教

材課本內容的編寫要項： 

    Brwon(2005)提出，教材的內容需合於針對對象的語言水平，教材內容

需符合當地文化情況，教材中使用的教學技巧(聽、說、讀、寫)需合於課程

使用。Hutchinson(1987)認為需釐清教材中的語言技能的比例。呂必松(1993)

提出教學內容需包括：語言要素、語言技能、語言交際技能及相關文化知識。

劉珣提出的五性，關於教材課本內容的包括：教材的內容需實用，需貼近真

實生活語言，教材的內容需由淺入深，教材內容需具有趣味性。Kubler 等

(1997)提出口語能力訓練需先於閱讀及書寫，及教材中需注意無性別及文化

歧視。趙金銘(2005)對於課本內容提出以下幾點：每課生詞量需適當，句子

長短需適度課文題材涵蓋面廣、體裁多樣，教材中提供可背誦的材料。蔡雅

薰等(2008)在教材的語料定量中提出：詞彙需偏重與生活相關。 

                    

                4444.1.4.1.4.1.4.1.4    練習內容練習內容練習內容練習內容 

    練習是教材設計中很重要的一環，少了練習，會大大降低學習者的學習

成效。因此練習量必須足夠(趙金銘,2005),必須讓學習者能透過大量的練

習，檢視自己是否已了解所習得的內容。除大量的練習外，練習的種類及方

式也相當重要(趙金銘,2005)， 練習的方式必需能讓學習者活用所學內容，

而不是呆板無意義的機械式練習。對於兒童而言，練習方式必須活潑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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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單明瞭，才能引起學童的興趣。 

                    

                4444.1.5.1.5.1.5.1.5    教師手冊教師手冊教師手冊教師手冊 

    教師手冊的提供是為了便於教師教學，Hutchinson(1987)提出教材需提

供教學引導，Brwon(2005)也認為需對課本中的活動提供詳細操作解說。若

教師手冊中能提供大量豐富的教學資訊及教學方法，對於教師來說，該教師

手冊才有使用的價值。尤其是對於教學經驗較不足的教師來說，若教師手冊

能提供教師教學的方法及流程，能有效提高教師的教學效果，也能減輕教師

的備課的負擔。 

                    

                4444.1.6.1.6.1.6.1.6    教材實體特性教材實體特性教材實體特性教材實體特性 

    除了教材的實質內容外，教材的「外在」也是一個不可忽略的重點。趙

金銘(2005)提出：教材開本需合適使用，插圖需與課文內容緊密配合，版面

需活潑新穎。蔡雅薰等(2008)則提到，印刷字體不可太小。Brown(1995)在

教材版面設計中提到需注意頁面空白的多寡及教材中重點標示的有效性；在

物流特性方面，Brown 則提到了教材的價格及教材的可得性(是否長時間運

送才能取得)。教材的內在與外在必須相輔相成，才能提高教材的價值。 

 

                4444.1.7.1.7.1.7.1.7    教材配套教材配套教材配套教材配套 

    教材的配套是為了便利教學者，也是為了使學習者的學習更加便利。趙

金銘(2005)提出教材配套需有：教師手冊、學生練習冊、音像材料、測試練

習材料等。李泉(2005)也建議需有掛圖、錄影帶、光碟等。各項教材配套都

有其重要之處，提供的越多，越能減少教師準備教學的負擔。 

 

    在一一討論七大面向後，筆者將所有的編寫要項及原則整理成一表(表

四-1)，再依據此表編寫第五章的試編教材。透過教材的試編及試教，才能

應證此套編寫原則的有效性，也才能在第六章針對英語地區五至七歲的兒童

提出具針對性的新教材編寫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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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1 英語地區五至七歲初級兒童教材編寫原則 

教材背景 

1. 作者資歷：教材編者是否受過華語教學相關訓練、是否了解兒童學習

的需求、是否具兒童華語教學經驗。 

教學理論 

2. 教材所依據的理論需合於兒童學習心理過程。 

3. 教材需有教學大綱。 

4. 教材需能完成既定的教學目標。 

5. 教材所使用的教學法必須適用於兒童教學。 

教材課本內容 

6. 教材需正確的傳達語言知識。 

7. 教材內容需符合兒童認知水平及學習能力。  

8. 教材的題材或主題需符合兒童的認知。 

9. 教材的內容需融入英語地區兒童的日常生活。 

10. 教材中使用的教學技巧(聽、說、讀、寫)需合課程使用，對兒童而言，

聽力、口語能力訓練需先於閱讀及書寫。 

11. 教材中需提供可背誦的材料 

12. 教材中的文化取向需正確無誤，需注意無性別及文化歧視。 

13. 教材內容編排需由淺入深，以螺旋向上形式，透過經常性的複習，逐

漸加深程度。 

14. 生詞需以最簡單為出發點，需能讓兒童高頻率的使用。 

15. 課文形式需盡量豐富、活潑，例如以說唱或有節奏的方式呈現。 

16. 教材中所使用的語言必須真實、自然。 

練習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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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練習的內容形式需多樣化。 

18. 練習量需足夠。 

教師手冊 

19. 需說明教材使用方式。 

20. 需闡明各項內容之教學及練習意義。 

21. 需提供課堂活動遊戲。 

22. 可提供教學教案。 

教材實體特性 

23. 教材的開本需合適。 

24. 教材排版需鮮豔生動，以吸引學習者。 

25. 教材中插圖的質與量需掌握，需與內容緊密配合。 

26. 印刷字體大小需適宜兒童學習。 

27. 需注意教材的價格及可得性 

教材配套 

28. 需有練習冊。 

29. 需有教師手冊。 

30. 需有音像材料，教材的各項內容皆需錄為有聲。 

31. 需提供字卡、圖卡。 

32. 如有影像材料更能加深教材使用的靈活度。 

    

第二第二第二第二節節節節        英語地區五至七歲英語地區五至七歲英語地區五至七歲英語地區五至七歲兒童華語教材兒童華語教材兒童華語教材兒童華語教材主題主題主題主題    

此節兒童華語教材的主題來源，一為參考「美國地區幼兒、兒童華語課

程暫行綱要」，二為各現有教材主題的整合，筆者將這兩者相同率高的主題

整合後列出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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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2 英語地區五至七歲兒童華語教材主題 

家庭人物 五官、身體部位與動作 

數字、時間、日期 飲食 

衣物及飾品 顏色 

運動 嗜好與活動 

生活用語 學校、教室相關用語 

教室物品 交通工具 

職業 天氣和自然 

動植物 國家和語言 

居家空間、設備 節慶 

學校科目 一天活動 

地方及位置  

 

    小結小結小結小結：在以上各主題中，頻率出現較高的主題為：家庭人物、身體部位

及動作、顏色、數字、時間、日期、生活用語、教室物品、動物等。本論文

在第五章試編教材時，使用的主題「家人」為在各教材中頻率出現較高的主

題之一。 

 

 

 

 

 

 

 



第五章 英語地區五至七歲兒童教材編寫範例 

 

 62

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    英語地區五至七歲兒童英語地區五至七歲兒童英語地區五至七歲兒童英語地區五至七歲兒童    

教材編寫範例教材編寫範例教材編寫範例教材編寫範例    
 

    此章所呈現的教材範例，為於第四章教材編寫規範完成後的初稿，將此

初稿與澳洲當地小學教師討論後，即發現許多不適用之處，也於實際試教

後，由學童的反應、學習成果，及筆者自身的觀察，檢討出許多應改進的地

方。筆者將新的教材編寫範例，置於第六章試教結果及理論整合之後。 

    於此章的教材編寫範例呈現之前，筆者先列出此套教材一冊的編寫大

綱，於大綱後再展現一課的教材內容： 

 

表五-1 試編教材第一冊大綱 

對象 

教材針對的學習者：英語地區 5-7 歲(幼稚園到國小一年級)的華語初學者 

整體目標 

教材教學目標：1.培養兒童對華語學習的興趣 

               2.培養兒童對華語初步的了解 

               3.培養兒童基本的華語聽說能力 

主題 

第一課：我的家人 (個人與家庭人物) 

第二課：祝你生日快樂 (數字與年齡)  

第三課：我最愛紅色 (顏色) 

第四課：我沒有鉛筆 (教室物品及相關用語) 

第五課：拍拍手、點點頭 (身體部位與動作)  

第六課：我喜歡藍色的衣服 (衣物及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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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課：我愛吃漢堡 (食物與飲料)  

第八課：我會跳舞(運動及活動) 

各課詞彙 

第一課：爸爸、媽媽、爺爺、奶奶、姐姐、哥哥、弟弟、妹妹、我、漂亮、

帥、瘦、胖、高、快樂、忙、矮、愛哭 

第二課：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你幾歲？、我六歲、

蛋糕、祝你生日快樂、 

第三課：紅色、黑色、白色、藍色、黃色、綠色、金色、銀色、咖啡色、你

最愛什麼顏色？、我最愛紅色、 

第四課：桌子、椅子、鉛筆、擦子、書、紙、剪刀、你有剪刀嗎？、我沒有

剪刀、你有幾本書？、我有三本書、 

第五課：頭、肩膀、膝蓋、腳趾、眼睛、耳朵、鼻子、嘴巴、你哪裡不舒服？、

你哪裡疼？、 

第六課：衣服、長褲、短褲、外套、裙子、帽子、鞋子、襪子、你穿什麼？、

我穿藍色的衣服、 

第七課：蘋果、香蕉、你愛吃什麼？、我愛吃漢堡、你愛喝什麼？、我愛喝

汽水、 

第八課：跳舞、唱歌、你喜歡做什麼？、你會做什麼？、我會跳舞、 

各課生活及課堂用語 

第一課：早、老師早、爸爸再見、對不起、沒關係 

第二課：你好嗎？很好、不好 

第三課：安靜、不要說話、停 

第四課：你今天好嗎？非常好、還好、還可以、非常不好 

第五課： 請幫我、該我了 

第六課：看這裡、看白板、聽我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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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課：我可以上廁所嗎？、我可以喝水嗎？  

第八課：不可以說英文！請說中文！ 

內容 

生詞呈現方式：以圖為主、漢字拼音為輔 

課文形式：課文以可背誦的短文形式呈現。 

生活用語：每課皆補充一則生活對話 

歌曲：以圖為主，附上歌詞，有聲光碟 

教學手冊 

提供每課教學大綱 

提供每課課堂活動方式 

提供每課相關教學資訊 

其他 

教材所有內容皆須錄為有聲光碟 

教材內所有圖像皆有電子檔以方便教師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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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課第一課第一課第一課    我的家人我的家人我的家人我的家人    

                     Dì yī kè  Wǒde jiārén 

 

 

爸爸 

bà ba 

媽 媽 

mā ma 

奶 奶 

năi nai 

爺爺 

yé 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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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弟 

dì di 

妹 妹 
mèi mei 

哥哥 

gē ge 

姊姊 

jiě jie 

我 

w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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聰 明 
cōng míng 

健 康 
jiàn kāng 

漂 亮 
piào liàng 

帥 
shuà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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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樂 
kuài lè   

高 
gāo  

愛玩 
ài wán  

忙 
máng  

愛哭 
ài k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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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我ㄧ起說！  

我的爸爸很帥。 

我的媽媽很漂亮。 

我的哥哥很高。 

我的姊姊很忙。 

我的弟弟很愛玩。 

我的妹妹很愛哭。 

我的爺爺很聰明。 

我的奶奶很健康。 

我很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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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ēn wǒ yì qǐ shuō !        

    

Wǒde bàba hěn shuài. 

Wǒde māma hěn piàoliàng. 

Wǒde gēge hěn gāo. 

Wǒde jiějie hěn máng. 

Wǒde dìdi hěn àiwán. 

Wǒde mèimei hěn àikū. 

Wǒde yéye hěn cōngmíng. 

Wǒde năinai hěn jiànkāng. 

Wǒ hěn kuàilè. 

    

SaySaySaySay    together!together!together!together!    

My father is handsome. 

My mother is pretty. 

My older brother is tall. 

My older sister is busy. 

My younger brother loves playing. 

My younger sister loves crying. 

My grandpa is smart. 

My grandma is healthy. 

I am hap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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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一說！shuō yì shuō！Let’s say it! 

 

早早早早！ 
Zăo  

老師早老師早老師早老師早！ 

Lăoshī zăo  

爸爸再見爸爸再見爸爸再見爸爸再見！ 

Bàba zàijiàn  

沒關係沒關係沒關係沒關係！ 

Méi guān xì  

對不起對不起對不起對不起！ 

Duì bù q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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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AA、、、、Let’s draw! 

Draw your family members in the circles and write down the Pinyin 

(The way you call them. Eg, jiějie). 

 

 

【      】    【      】    【      】  

    

BBBB、、、、Match! 

Draw a line to match the words with the pictures. 

 

 

 

 

 

 

 

 

哥哥 

媽媽 

奶奶 

爺爺 

爸爸 

EXERC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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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atch and write! 

Match the pictures and write down the Pinyin. 

 

 

 

 

 

 

 

 

 

    

DDDD、、、、Show and tell! 

Find out a family photo, show it to your classmates and introduce your 

family members. 

 

 

 

 

 

 

這是我的_________。 
Zhèshì  wǒde  (This is my…) 

我的______  __________。 
 

媽媽 

很聰明 

jiě jie    

媽媽 



第五章 英語地區五至七歲兒童教材編寫範例 

 

 74 

 

 

A、、、、姊姊姊姊姊姊姊姊 dūn，，，，姊姊姊姊姊姊姊姊 dūn，，，，姊姊姊姊姊姊姊姊 dūn wán，，，，哥哥哥哥哥哥哥哥 dūn！！！！ 

(dūn: to knee down; wán: finish, end) 

 

 

 

 

 

 

 

B、Listen to the teacher’s sentence carefully, and run to the center 

when you hear the word you are holding. 

 

 

 

 

 

 

 

 

 

 

 

AC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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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ve Tones in Chinese: 

 

 

 

 

The 1
st
 tone: 

Look at the picture and imagine 
that the sound moves high and 

straight in the sky like a dragonfly.   

 

 

 

 

 

The 2
nd

 tone: 
Look at the picture and imagine that 

the sound moves like a boy climbing 
stairs from the bottom to the top.  

 

 

 

 

 

The 3
rd

 tone: 
Look at the picture and imagine 
that the sound moves like a person 

jumps from a diving board into the 
water and come out. 

 

 

第一聲 
dì yì shēng 

 

 

 

第二聲 
dì èr shēng 

第三聲 
dì sān shē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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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4
th

 tone: 

Look at the picture and imagine that 
the sound moves like an eagle sharply 
flies down to catch a warm.  

 

 

 

 

The neutral tone: 
Look at the picture and imagine 

that the sound moves like a water 
drop softly drops in a quiet lake. 

 

 

Let’s say out loud! 

 

 

 

 

 

 

 

 

 

 

第四聲 
dì sì shēng 

輕 聲 
qīng shēng 

mā 

má  

mà  

m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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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t’s learn Pinyin! 

 

 

 

 

 

 

 

 

 

 

 

 

 

 

 

 

 

 

 

 

 

 

ā  á 

ò  ǒ  ó  ō  

à  ă  

è  ě  

ó  

ē  

Vowels 

Consonants 

b p m f 

d t n l 

g k h 

j q x 

zh ch sh r 

z c s 

y w 
 ě 

ā 

é  

ò  

b 

k 

p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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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rcle the tone you hear. 

ā    à  

bó   bǒ  

mā   má  

é     è  

gě    gē  

dă    dá  

bā    bà  

ō     ó  

 

Let’s sing! 

只要我長大 

Zhǐyào wǒ zhăngdà 

 

 

EXERCISE 

2 

1 

3 

4 8 

7 

6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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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第六章第六章第六章    教材試教結果及理論整合教材試教結果及理論整合教材試教結果及理論整合教材試教結果及理論整合    

本章共分為四節，第一節討論試教的結果；第二節將試教結果及第四章

的教材編寫原則做一個整合，以提出本研究的重點，即何為適用於「5-7 歲

兒童」的華語教材編寫原則；第三節則呈現透過教學及觀察，結合文獻探討

的理論，提出兒童華語教材的相關主題及詞彙。最後於第四節呈現修改過後

的「新 英語地區五至七歲兒童教材編寫範例」。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試教結果討論試教結果討論試教結果討論試教結果討論    

    本論文透過文獻探討、現況探討、實際編纂教材、實際試教測試等步驟

後，得出的結果與原先一開始下筆設想的方向大為迥異。試教結果發現，第

五章的試編教材，許多內容皆相當不適用，因為筆者高估了 5-7 歲(幼稚園

到一年級)外語學習者的學習能力(這些學童外語學習成就較低的原因，是由

於在校學習時數相當有限)，也在教材中參雜了一些不必要的教學項目，例

如試圖介紹拼音及四聲。在澳洲當地小學實際試教十週後，筆者在下一節中

提出新的兒童教材編寫原則，也提出略有不同的兒童華語教材主題及詞彙，

最後筆者也對教材做一次全面性的大修改，設計出更符合該年齡階段學童的

教學教材。以下便透過第五章的試編教材的內容，分項各別探討： 

    

6.1.16.1.16.1.16.1.1 課文與習作課文與習作課文與習作課文與習作    

在一開始編纂教材時，筆者突發奇想，認為課本和習作不應分開，兩者

合而為一本較佳，理由是因為筆者認為習作中的練習與課本的內容同等重

要，若合為一本書，學習者才不會將習作視為較不重要的一環，而浪費了習

作中良好的練習資源。但在與澳洲當地小學的老師討論之後，發現並不是每

一個學校都重視外語，因此許多學校只買一次課本，在學期結束後收回由學

校保管，新的學期再給新的學生重複使用，因此學生只需購買練習本，課本

則是由學校提供。由於這個理由，將課本和練習本分開，才有較大的經濟效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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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6.1.26.1.26.1.2 課文內容與生詞課文內容與生詞課文內容與生詞課文內容與生詞    

在課文的內容或生詞的纂寫挑選上，必須以簡單與實用為基礎。試編教

材的課文及生詞的問題在於，課文中的「聰明」與「健康」，對初學中文的

年幼兒童而言，能重複使用的機率並不大，因此在挑選詞彙時，應盡量以簡

單容易使用為原則，若將「聰明」與「健康」改成「胖」與「瘦」，則能降

低生詞的難度，也能提高學童使用該生詞的頻繁率。同時，具動作性的「胖」

與「瘦」，教師能透過肢體教學(TPR)，對年幼的初學者而言，更簡單明瞭。 

    

6.1.36.1.36.1.36.1.3 圖片的輔佐圖片的輔佐圖片的輔佐圖片的輔佐 

試編的教材附有有聲光碟，但即使課文為有聲，5-7 歲的兒童，部分仍

無法識讀英文字母，更遑論拼音及漢字，因此較好的方法應是佐以圖片，讓

兒童看著圖片聽課文。在試編教材中課文中的圖片，對於課文本身並無實際

的幫助，因此在圖片的輔助上，需要進一步考慮到實用性。 

    

6.1.46.1.46.1.46.1.4 書寫空間書寫空間書寫空間書寫空間 

5-7 歲兒童在塗鴉或書寫時，通常無法控制空間使用的大小，因此要提

供足夠的空間讓兒童發揮，筆者試編教材中的練習部分，所提供的空間太

小，無論是畫圖或書寫都成兒童的挑戰，兒童很容易就畫出僅有的範圍。因

此對於年幼的兒童而言，練習部分的空間必須足夠。 

    

6.1.56.1.56.1.56.1.5 課堂活動課堂活動課堂活動課堂活動 

    在試編教材的第一個課堂活動「姊姊蹲、姊姊蹲、姊姊蹲完哥哥蹲」這

個遊戲，在實際使用時發現，該所學校的學童無如何玩此遊戲的概念，因此

不適合在最初幾堂中文課時使用，因為教師必須花費較多時間講解，但學生

也不見得都能了解遊戲的進行方式。所以在一開始經營班級中文學習時，使

用當地學生已熟悉的遊戲，並以中文詞彙代換，能較流暢地進行課堂活動。

此遊戲仍有其施行的意義，只是可選在較後面的課堂進行，待學生熟悉學習

步驟後，施行起來就會容易得多。但有一點可進一步改進的是，「蹲」可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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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跳」，因為「跳」對於兒童而言有較多的使用機率。 

    

6.1.66.1.66.1.66.1.6 漢字教學漢字教學漢字教學漢字教學 

對於年幼初學華語的學童而言，漢字教學完全無其必要性，增進口語與

聽力是初學者最主要的目的，所以試編教材中任何運用到「漢字練習」的部

分，皆可省略，盡量以圖代替才能達到較佳的效果。例如試編教材中的第二

個課堂活動，學生手上拿的紙牌應以圖畫代替漢字，如此才能讓兒童更順利

地透過圖片練習口語及聽的能力。 

    

6.1.7 6.1.7 6.1.7 6.1.7 聲調教學聲調教學聲調教學聲調教學    

                筆者在試編的教材中嘗試以新穎的方式介紹聲調，並認為能帶給兒童學

習上的助益，但實際試教後發現，向兒童解釋四聲並無必要，只會徒增困擾。

如同 Krashen(1988)的理論，認為年幼的兒童，學習第二外語時仍是以母語

方式學習，只要有足夠的輸入，兒童自然而然能習得該語言。兒童模仿聲音

的能力很強，無須解釋何為四聲，兒童也能掌握的相當好。因此在教材中無

需提及，除非是由「語言知識」的介紹著手，則可略提中文四聲的概念，但

對於 5-7 歲的兒童而言，四聲的概念其實不容易，需到較大年紀的兒童，才

容易理解。 

    

6.1.8 6.1.8 6.1.8 6.1.8 拼音教學拼音教學拼音教學拼音教學    

拼音教學對於年幼的學習者而言並非必要，尤其是對英語系國家的兒童

來說，5-7 歲為剛進學校學習的階段，對於自身的母語「英語」大多未能讀

寫，拼音教學只會混淆兒童認知。況且對於年幼的兒童而言，外語的學習仍

能以母語方式習得(Krashen, 1988)，因此聽、說最為重要，只要有大量的

聽力輸入，加上口語輸出的練習，所有中文的語音皆不需經由拼音習得。在

筆者十週的試教時間，從未使用拼音教學，但兒童皆能習得正確發音。因此

試編教材中的拼音教學可以省略，若對象是年紀較大的學習者，拼音教學才

多少有其用武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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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9 6.1.9 6.1.9 6.1.9 歌曲歌曲歌曲歌曲教學教學教學教學 

                歌曲是兒童語言教學很重要的一環，所以在歌曲的選擇上必須特別的注

意。如試編教材中選用的「哥哥爸爸真偉大」，就不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因

為歌曲的內容必須盡量簡明易瞭，容易朗朗上口，並且歌曲中的詞句能讓兒

童進一步加以應用，才能發揮歌曲的最大效用。 

 

小結小結小結小結：在兒童教材編寫時，較需注意的幾個項目為：以聽、說教學為主

的內容、課文內容字詞的選擇、圖片的使用、活動的設計、練習塗鴉的空間、

歌曲字詞的應用等。這些項目需特別注意的原因是，這些因素直接影響到教

材的實用性及使用效果，因此特別提出加以注意。 

 

第二第二第二第二節節節節    新英語地區五至七歲兒童華語教材編寫新英語地區五至七歲兒童華語教材編寫新英語地區五至七歲兒童華語教材編寫新英語地區五至七歲兒童華語教材編寫            

                            原則原則原則原則        

    在試編教材實際試教後，發現了一些針對 5-7 兒童教材編寫時應額外注

意的事項，此節將第四章所整理的兒童華語教材編寫原則，對比實際的教學

成果，修改出一套新的 5-7 兒童華語教材編寫原則，並且對各原則都提出詳

細的解說。請詳見下表： 

表六-1 新英語地區五至七歲兒童華語教材編寫原則 

教材背景 

1. 作者資歷：教材編者是否受過華語教學相關訓練，是否了解 5-7 歲兒童

學習的需求(課堂教學時，每 5-10 分鐘就必須變換一個活動，才能維持兒

童的注意力)，是否具 5-7 歲兒童華語教學經驗。 

教學理論 

2. 教材所依據的理論需合於兒童學習心理過程。(5-7 歲兒童學習第二語

言的方式接近第一語言學習，如 Krashen, Lennenberg, Wolfe 及 Miller

的理論都值得參考。) 

3. 教材所使用的教學法必須適用於兒童教學。(針對 5-7 歲兒童適用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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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法可包括：TPR 教學法、任務式教學法等。) 

4. 教材需有教學大綱。(教材需有一完整教學大綱，才能將整套教材的脈

絡有系統的展現。) 

5. 教材需能完成既定的教學目標。(對於 5-7 歲兒童而言，最重要的教學

目標便是使兒童能達到初步聽、說的能力。) 

教材課本內容 

6. 教材需傳達正確的語言知識。 

7. 教材內容需符合 5-7 歲兒童的認知水平及學習能力。(例如詞彙必須具

象，句構必須簡易。) 

8. 教材的題材或主題需符合 5-7 歲兒童的認知。(適當的主題有：生活用

語、課堂用語、數字、年齡、教室物品、個人與家庭人物、顏色、身體部

位與動作、衣物及飾品、食物與飲料、運動與活動、常見動植物、學校場

所、簡單天氣、常用交通工具等。) 

9. 教材的內容需融入英語地區 5-7 歲兒童的日常生活。(例如兒童平常都

說些什麼話、當地最常吃的食物、最常玩的遊戲、最常唱的兒歌等，將這

些最貼近當地兒童日常生活的詞彙句型，以中文呈現在教材中。) 

10. 對於 5-7 歲的兒童而言，教材需側重於聽說。(5-7 歲的兒童，大部分

仍不能讀寫英文字母，再加上該年紀兒童學習外語幾乎是以母語方式學

習，因此聽、說是一切的基礎。) 

11. 教材中需提供有意義的可背誦的材料。(5-7 歲的兒童，記憶力遠大於

理解力，提供可背誦材料，能讓兒童熟悉華語的語音，但背誦的內容需為

有意義的字詞，須以簡易為基礎，讓兒童在熟悉語音的同時，還能在往後

加以運用。) 

12. 教材中的文化取向需正確無誤，需注意無性別及文化歧視。 

13. 教材內容編排需由淺入深，以螺旋向上形式，透過經常性的複習，逐

漸加深程度。(前一課所出現的詞彙句構，在往後幾課中可重複出現，如此

能加深兒童的學習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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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生詞需以最簡單為出發點，需能讓兒童高頻率的使用。(以「具象」的

生詞為主，對於 5-7 歲的兒童，盡量避免抽象的事物。) 

15. 課文形式需盡量豐富、活潑，例如以說唱或有節奏的方式呈現。 

16. 教材中所使用的語言必須真實、自然。 

17. 教材中不需教授拼音及聲調。(5-7 歲的兒童，學習外語的方式與第一

語言學習近似，因此教材中無須特別強調拼音及聲調的概念，兒童只要透

過足夠的聽力輸入及口語輸出練習，自然而然就能習得正確的語音及聲

調。) 

18. 教材中需有歌曲的呈現。(可改編當地兒童已熟悉的英語歌曲，或教授

歌詞簡單，曲調易上口的新歌。) 

練習內容 

19. 練習的內容形式需多樣化。(例如可以配對、連線、塗鴉、圈選、說話

等方式進行練習。) 

20. 練習量需足夠。 

21. 練習的書寫或圖畫空間，需符合 5-7 歲兒童塗鴉的大小。(兒童所需的

書寫空間和成人不同，教材需盡量提供足夠的空間讓兒童發揮。) 

教師手冊 

22. 需說明教材使用方式。 

23. 需闡明各項內容之教學及練習意義。 

24. 需提供課堂活動遊戲。(課堂遊戲可改編當地學童已熟知的遊戲，只是

將遊戲中最常運用的詞彙或句型以中文代替；也可加入有趣並具練習效果

的新遊戲。) 

25. 可提供教學教案。 

教材實體特性 

26. 教材的開本需合適。 

27. 教材排版需鮮豔生動，以吸引年幼的學習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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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教材中插圖的質與量需掌握，需與內容緊密配合。(教材中的插圖，需

能盡量體現教材中文字的意義，以圖取代文字，配合聽說，能達成較佳的

學習效果。) 

29. 印刷字體大小需適宜兒童學習。 

30. 需注意教材的價格及可得性 

教材配套 

31. 需有練習冊。 

32. 需有教師手冊。 

33. 需有音像材料，教材的各項內容皆需錄為有聲。 

34. 需提供字卡、圖卡。(圖卡、字卡電子檔的提供非常重要，才能方便教

師自行運用。) 

35. 如有影像材料更能加深教材使用的靈活度。 

 

第三第三第三第三節節節節        英語地區五至七歲兒英語地區五至七歲兒英語地區五至七歲兒英語地區五至七歲兒童華語教材主題及童華語教材主題及童華語教材主題及童華語教材主題及

其相關詞彙與句子其相關詞彙與句子其相關詞彙與句子其相關詞彙與句子    

對於 5-7 歲的兒童而言，與自身和學校有關的主題需為第一優先，與主

題相關的詞彙及句子需能讓兒童經常性的使用，下表透過十週實際對兒童的

觀察(兒童平常最常討論的話題)，結合第四章所列的主題，提出新的兒童教

材相關主題，及其相關的詞彙與句子。 

適合 5-7 歲兒童學習的句子，盡量以簡單為主，但是不需特別解釋其句

構，因為年幼的兒童，學習外語的模式仍是以母語的方式學習，也無理解語

法的能力，因此在句型的選擇上，只要是兒童經常使用的簡單句子，都能納

入教材中。經常使用的句子，對於年幼兒童而言，難易之分並不是重點，重

點是兒童對於句子的熟悉與否，只要透過大量的輸入及頻繁的輸出，5-7 歲

的兒童皆能逐漸熟悉並使用所學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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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六-2 英語地區五至七歲兒童華語教材主題及其相關詞彙與句子 

主題一：課堂用語/生活用語 

老師早、老師你好、請進、請坐、來前面、去後面 

____在不在？、在、不在、我在這裡 

你好嗎？非常好、好、不好、還可以、為什麼？ 

安靜、聽我說、停、不可以說話、說中文、用中文、不可以說英文、不可以

用英文、誰知道?、誰喜歡？、誰要？ 

我可以上廁所嗎？、我可以喝水嗎？、我可以用電腦嗎？、我可以坐下嗎？、

可以玩遊戲嗎？ 

剪刀、石頭、布，誰贏了？、我贏了 

主題二：數字與星期、年齡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六、星期日 

歲、幾歲 

你幾歲？、你幾年級？ 

主題三：教室物品 

桌子、椅子、擦子、筆、書包、書、紙、本子、剪刀、時鐘、白板、白板筆、

電扇、燈、窗戶、門、垃圾桶 

請給我筆、幫我發書、我可以用白板筆嗎？、白板在哪裡？、在這裡 

主題四：個人與家庭人物 

爸爸、媽媽、爺爺、奶奶、哥哥、姐姐、弟弟、妹妹、我、高、矮、胖、瘦、

漂亮、帥 

你家有幾個人？我家有四個人 

主題五：顏色 

紅色、綠色、黃色、藍色、白色、黑色、紫色、粉紅色、橘色、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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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喜歡什麼顏色？、這是什麼顏色？、用紅色的筆、畫紅色的桌子 

主題六：身體部位與動作 

眼睛、鼻子、嘴巴、耳朵、頭髮、手、手指、腳、臉、屁股、背、手臂、膝

蓋、肚子、頭、痛 

你怎麼了？、你哪裡痛？、我肚子痛 

主題七：衣物及飾品 

衣服、長褲、短褲、外套、裙子、洋裝、帽子、鞋子、襪子 

他穿什麼？你喜歡穿什麼？你今天穿什麼？ 

主題八：食物與飲料 

漢堡、可樂、果汁、牛奶、麵包、蛋糕、三明治、爆米花、花生、糖果、蘋

果、葡萄、草莓、柳橙、香蕉、汽水、水 

你有什麼(便當裡)？、你喜歡吃什麼？、你喜歡喝什麼？你不喜歡什麼？ 

你可以吃花生嗎？、可以、不可以 

主題九：運動與活動 

聽音樂、唱歌、跳舞、玩遊戲、跑步、走路、玩玩具、自由活動、畫畫、休

息、踢足球、打籃球、 

把球傳給我、停、不要動、請幫我、我喜歡跳舞、我要聽音樂、 

主題十：常見動物與植物 

十二生肖：鼠(老鼠)、牛、虎(老虎)、兔(兔子)、龍、蛇、馬、羊、猴(猴

子)、雞(公雞、母雞、小雞)、狗(小狗)、豬 

主題十一：學校場所 

校長辦公室、老師辦公室、電腦教室、體育館、教室、廁所、圖書館、操場、

福利社 

我可以去廁所嗎？、我要去福利社、我不要去老師辦公室 

主題十二：簡單天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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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天氣好嗎？、今天天氣很好、今天天氣不好 

今天天氣怎麼樣？、今天下雨、今天沒下雨、今天有太陽、今天有風、今天

很熱、今天很冷 

主題十三：常用交通工具 

自行車、滑板、公共汽車、汽車、飛機 

那是飛機、綠色的汽車、我有自行車、我沒有汽車 

     

    小結小結小結小結：與第四章整理出的教材主題略有不同的是，學校場所及課堂用語

在學校的中文教學上是非常重要的，學生學習語言最好的運用方式是即學即

用，因此和學校相關的主題及用語，能讓學生每天在學校時都能加以練習，

其重要性不可小覷。另外，5-7 歲的兒童並無時間概念，因此日期、時間等，

都不適合在此階段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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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第四第四第四節節節節    新新新新英語地區五至七英語地區五至七英語地區五至七英語地區五至七歲兒童教材編寫範例歲兒童教材編寫範例歲兒童教材編寫範例歲兒童教材編寫範例    

 

中文派對中文派對中文派對中文派對    

Chinese Party 
 

Text 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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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課第一課第一課第一課    我的家人我的家人我的家人我的家人    
                    Dì yī kè  Wǒde jiārén 

 

 

爺爺 
yé ye 

媽 媽 
mā ma 爸爸 

bà ba 

奶 奶 
năi nai 



英語地區五至七歲兒童華語教材研究與設計編寫 -以澳洲學童為例- 

 

91 
 

 

 

 

 

 

 

我 
wǒ 

哥哥 
gē ge 

弟弟 
dì di 

姊姊 
jiě jie 

妹 妹 
mèi m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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胖 
pàng  

帥 
shuài  

漂亮 
piào liàng 

瘦 
shò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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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樂 
kuài lè  

高 
gāo  

矮 
ăi  

忙 
máng  

愛哭 
ài k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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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我ㄧ起說！  

我的爸爸很帥。 

我的媽媽很漂亮。 

我的哥哥很高。 

我的姊姊很忙。 

我的弟弟很矮。 

我的妹妹很愛哭。 

我的爺爺很胖。 

我的奶奶很瘦。 

我很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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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ēn wǒ yì qǐ shuō !  

 

Wǒde bàba hěn shuài. 

Wǒde māma hěn piàoliàng. 

Wǒde gēge hěn gāo. 

Wǒde jiějie hěn máng. 

Wǒde dìdi hěn ăi.  

Wǒde mèimei hěn àikū. 

Wǒde yéye hěn pàng. 

Wǒde năinai hěn shòu. 

Wǒ hěn kuàilè. 

    

SaySaySaySay    together!together!together!together!    

My father is handsome.My father is handsome.My father is handsome.My father is handsome.    

My mother is pretty.My mother is pretty.My mother is pretty.My mother is pretty.    

My older brother is tall.My older brother is tall.My older brother is tall.My older brother is tall.    

My older sister is busy.My older sister is busy.My older sister is busy.My older sister is busy.    

My younger brother loves playingMy younger brother loves playingMy younger brother loves playingMy younger brother loves playing....    

My younger sister loves crying.My younger sister loves crying.My younger sister loves crying.My younger sister loves crying.    

My grandpa is chubby.My grandpa is chubby.My grandpa is chubby.My grandpa is chubby.    

My grandma is thin.My grandma is thin.My grandma is thin.My grandma is th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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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一說！shuō yì shuō！Let’s say it! 

 

早早早早！ 

Zăo  
 

老師早老師早老師早老師早！ 

Lăoshī zăo  

爸爸再見爸爸再見爸爸再見爸爸再見！ 

Bàba zàijiàn  

沒關係沒關係沒關係沒關係！ 

Méi guān xì  

對不對不對不對不起起起起！ 

Duì bù q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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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一起唱大家一起唱大家一起唱大家一起唱！！！！Let’s sing! 

 

 

拔蘿蔔 拔蘿蔔 大家一起拔蘿蔔 

bá luó bo  bá luó bo  dà jiā yì qǐ bá luó bo  

 

爺爺  快快來  快來幫我們拔蘿蔔 

    yé ye   kuài kuài lái   kuài lái bāng wǒ men bá luó bo  

 

拔蘿蔔 拔蘿蔔 大家一起拔蘿蔔 

bá luó bo  bá luó bo  dà jiā yì qǐ bá luó bo  

 

奶奶  快快來  快來幫我們拔蘿蔔 

        năi nai    kuài kuài lái   kuài lái bāng wǒ men bá luó b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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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派對中文派對中文派對中文派對    

Chinese Party 
 

Work 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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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AA、、、、Let’s draw! 

Draw your family members in the box. 

 

    



第六章 教材試教結果及理論整合 

 

 100

BBBB、、、、Match! 

Listen to the CD and draw a line to match the words you hear with 

the pictures. 

 

A. 

 

 

B. 

 

 

C. 

    

    

    

D. 

    

    

E. 

    

    

    

    

哥哥 

gē ge  

 

奶奶 

năi nai  

 

爸爸 

bà ba  

 

爺爺 

yé ye  

 

媽媽 

mā 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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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CC、、、、Match and write! 

Match the pictures and write down the Pinyin. (writing is optional) 

 

 

 

 

 

 

 

 

 

 

    

    

    

    

    

    

    

    

    

    

    

    

    

    

 

jiě j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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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DDD、、、、Listen and repeat! 

Look at the photo and listen to the CD, and then tell your 

classmates what you hear. . 

 

 

 

 

 

 

 

 

 

 

 

EEEE、、、、Let’s talk about your family! 

Stick a family photo in the box, and talk about it to your cl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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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派對中文派對中文派對中文派對    

Chinese Party 
 

Teacher’s Gu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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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第一課教學指引第一課教學指引第一課教學指引第一課教學指引    

課文 

學習者  

學習時數 

第一課 我的爸爸很帥 

英語地區 5-7 歲初學華語者 

三節課，一節課 45 分鐘 

課程目標 

1. 學童能學會對家庭人物的稱呼。 

2. 學童能學會基本的人物描述形容詞。 

3. 學童能說出一簡單的句子，如：「我的爸爸很高」。 

4. 學童能運用此課中的生活用語，如「老師早」。 

第一節 

05’生活對話：早、同學們早、老師早 

10’生詞教學：爸爸、媽媽、爺爺、奶奶、弟弟、妹妹、哥哥、姐姐、我

(以電腦投影放映或字卡方式呈現生詞，重複多次以加深

學生印象)，接著詢問「誰有弟弟？」學生需能回答「我

有」或「我沒有」。 

05’歌曲教學 ：你是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你是我的朋友，

我很喜歡你！ 

10’習作活動：要學生拿出習作，在十分鐘內畫出三個家人。 

10’習作活動：要學生拿著畫好的圖，到處走動，和朋友分享圖畫內容，

所要練習的句型是：「這是 XX」。老師請在同時走動並注意

學生們有無練習上的困難。 

05’生活用語：同學們再見! 老師再見! (請學生回家完成習作「聽 CD，

連連看」部分) 

第二節 

05’生活用語：早、同學們早、老師早、對不起、沒關係 (對不起、沒關

係，請教師解釋情境，並要學生相互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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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生詞教學：高、漂亮、胖、瘦、愛哭、愛玩、帥、忙(以電腦投影放

映或字卡方式呈現生詞，重複多次以加深學生印象)，可

練習的句型為：「誰很漂亮？」「誰很高？」要學生們舉手

表達自己。 

05’歌曲教學 ：你是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你是我的朋友，

我很喜歡你！ 

10’遊戲活動：給學生們不同的角色，並唱「拔蘿蔔」。 

10’習作活動：撥放 CD，要學生聽 CD 內容，並複述所聽得之內容。 

05’生活用語：同學們再見! 老師再見!、對不起、沒關係 (請學生回家

完成習作 - 找出一張家庭照，並練習句型「媽媽很漂亮」

等。 

第三節 

05’生活用語：早、同學們早、老師早、對不起、沒關係  

10’生詞複習：爸爸、媽媽、爺爺、奶奶、弟弟、妹妹、哥哥、姐姐、我、

高、漂亮、胖、瘦、愛哭、愛玩、帥、忙(以電腦投影放

映或字卡方式呈現生詞，要學生大聲說出所看到之圖案的

中文)，可運用的遊戲為：放一張炸彈的照片，要學生起

立，念出所看展現的字卡，當學生看到炸彈時，必須立刻

坐下並喊「坐下」。 

05’歌曲複習 ：你是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你是我的朋友，

我很喜歡你！ 

              拔蘿蔔：以秀出圖卡的方式，要學生唱。 

10’複習句型：「誰有 XX？」「誰很 XX？」，請一個學生當「幫手」，到講

台前問問題。 

13’照片分享：要幾個學生到講台前分享他們的照片內容，練習的句型

為：「我的媽媽很高」。接著要學生兩兩相互分享他們的照

片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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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生活用語：謝謝、同學們再見! 老師再見!、對不起、沒關係  

 

二二二二、、、、相關課堂遊戲相關課堂遊戲相關課堂遊戲相關課堂遊戲、、、、活動活動活動活動：：：：    

一、姊姊跳，姊姊跳，姊姊跳完，哥哥跳！(給學生每人一張圖，輪到該稱

呼(例：哥哥)的人必須邊跳邊完成此句：哥哥跳，哥哥跳，哥哥跳玩，XX

跳。 

 

 

 

 

 

 

 

二、每個學生各持一張圖卡，一半的人持有「人物稱呼(例：奶奶)」，另一

半人持有「形容詞(如：漂亮)」，老師喊出一句話，如：「我的爸爸很

帥。」，拿到爸爸圖卡和帥圖卡的兩人必須跑到中間。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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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將各圖卡擺成一列放在地上，可讓兩學生各站一邊，誰能以最快的速度

邊跳邊喊出該圖片中文名稱者為贏家。 

 

 

 

 

 

 

 

 

四、在白板或黑板的橫溝中間放一顆乒乓球，老師問學生兩個中文相關問題

(例如老師說一英文字，學生必須說出該字的中文)，能最快說出中文的兩個

學生可以到白板或黑板前玩吹乒乓球的遊戲。在兩人面前各劃一直線，誰能

先將球吹過對方面前的直線，贏得遊戲。注意事項：老師需盡量挑選未玩過

遊戲的學生，並盡量鼓勵他們說出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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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第七章第七章第七章    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    

本章將對此論文作出結論、研究的限制與建議。首先於結論部分，將針

對整本論文做一整體結論。接著提出本論文的研究限制，最後則對於本論文

未能達到或不盡完善的部分，提出後續研究的相關建議。 

 

第一第一第一第一節節節節        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本論文透過文獻探討，教材及課程現況檢視，教材編寫原則擬編，實際

編纂教材，實際試教測試，試教結果討論，重擬教材編寫原則等步驟後，將

所得出的結論依編寫原則將最主要的重點分述如下： 

     

    7.1.17.1.17.1.17.1.1 教材背景教材背景教材背景教材背景    

    需重視編輯者的相關經歷，教材編者需受過華語教學相關訓練，需有兒

童華語教學經驗，需了解英語地區 5-7 歲兒童學習的需求。 

 

       7.1.2. 7.1.2. 7.1.2. 7.1.2. 教學理論教學理論教學理論教學理論    

    所依據的教學理論需合於 5-7 歲兒童學習心理過程，如兒童學習第二語

言的方式如同第一語言的學習。教材所使用的教學法必須適用於兒童教學。

教材需有教學大綱，才能將整套教材的脈絡有系統的展現。對於 5-7 歲兒童

而言，教材最重要的教學目標便是使兒童能達到初步聽、說的能力。 

 

    7.1.3. 7.1.3. 7.1.3. 7.1.3. 教材課本內容教材課本內容教材課本內容教材課本內容    

    教材內容需符合 5-7 歲兒童的認知水平及學習能力，例如詞彙必須具

象，句構必須簡易。教材的題材或主題需符合 5-7 歲兒童的認知。(適當的

主題有：生活用語、課堂用語、數字、年齡、教室物品、個人與家庭人物、

顏色、身體部位與動作、衣物及飾品、食物與飲料、運動與活動、常見動植

物、學校場所、簡單天氣、常用交通工具等。) 教材的內容需融入英語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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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歲兒童的日常生活。5-7 歲的兒童，大部分仍不能讀寫英文字母，再加

上該年紀兒童學習外語幾乎是以母語方式學習，因此教材需側重於聽說。5-7

歲的兒童，記憶力遠大於理解力，因此教材中需提供有意義的可背誦的材

料，讓兒童熟悉華語的語音，但背誦的內容需為有意義的字詞，須以簡易為

基礎，讓兒童在熟悉語音的同時，還能在往後加以運用。教材中的文化取向

需正確無誤，需注意無性別及文化歧視。教材內容編排需由淺入深，以螺旋

向上形式，透過經常性的複習，逐漸加深程度。生詞需以最簡單為出發點，

並且需為具像，需能讓兒童高頻率的使用。課文形式需盡量豐富、活潑，例

如以說唱或有節奏的方式呈現。教材中所使用的語言必須真實、自然。5-7

歲的兒童，學習外語的方式與第一語言學習近似，因此教材中無須特別強調

拼音及聲調的概念，兒童只要透過足夠的聽力輸入及口語輸出練習，自然而

然就能習得正確的語音及聲調，因此教材中不需教授拼音及聲調。教材中需

有歌曲的呈現，可改編當地兒童已熟悉的英語歌曲，或教授歌詞簡單，曲調

易上口的新歌。 

 

    7.1.4. 7.1.4. 7.1.4. 7.1.4. 練習內容練習內容練習內容練習內容    

    練習的內容形式需多樣化，練習量需足夠，且練習的書寫或圖畫空間，

需符合 5-7 歲兒童塗鴉的大小。 

 

                7.1.5. 7.1.5. 7.1.5. 7.1.5. 教師手冊教師手冊教師手冊教師手冊    

    需闡明各項內容之教學及練習意義。需提供課堂活動遊戲，課堂遊戲可

改編當地學童已熟知的遊戲，但將遊戲中最常運用的詞彙或句型以中文代

替；也可加入有趣並具練習效果的新遊戲。 

 

    7.1.6. 7.1.6. 7.1.6. 7.1.6. 教材實體特性教材實體特性教材實體特性教材實體特性    

    教材排版需鮮豔生動，以吸引年幼的學習者。教材中插圖的質與量需掌

握，需與內容緊密配合。印刷字體大小需適宜兒童學習。需注意教材的價格

及可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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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7. 7.1.7. 7.1.7. 7.1.7. 教材配套教材配套教材配套教材配套    

    需有練習冊、教師手冊、音像影像材料、圖卡電子檔等。需有練習冊。

其中圖卡、字卡電子檔的提供非常重要，才能方便教師自行運用。 

 

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本研究之限制本研究之限制本研究之限制本研究之限制    

    各國皆有不同的文化，即使都是英語系的國家，各國之間的文化也會大

相逕庭。語言的學習和文化有很深的連結，本論文所設定的兒童對象雖為「英

語系國家」，但這些國家的相同之處只是他們都使用「英語」為學習的媒介，

因此在不同文化的環境下，教學的內容和方法應該會略有不同。例如日常生

活較常接觸的事物，所做的活動、所玩的遊戲等，皆會因不同的國家地區而

有所不同。 

    此次所試編的教材，試教的對象為澳洲的學童，而研究的發現也是以對

澳洲學童的觀察為基礎，因此對於加拿大、美國、英國等英語系國家，相同

的教材，相同的教學方式，是否會有不同的回饋及反應則不得而知。因此若

要使教材更能融入當地文化及生活方式，得實際到當地使用試教才能一窺一

二，此為本論文研究的限制，在此論文的基礎之上，後續仍有更多值得研究

探討的面向。 

 

第三第三第三第三節節節節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由於現今社會的發展，與網路及科技習習相關。透過網際網路的發達，

所有的資訊皆隨手可得，學習的方式也因此而更加便利及多樣化。語言學習

的有效性絕大部分的因素在於「接觸該語言環境」時間的長短，因此傳統式

的課堂教學及教科書的使用，固然有其價值，但畢竟學生在教室學習的時間

有限，所以學習的成效也有限。語言學習最有效率的方式是透過高頻率的接

觸，因此將華語教學以數位形式搬上網際網路是最有效的方法。 

    此論文探討的是如何編纂出有效的兒童華語教材，但仍流於傳統紙本形

式，紙本教材雖能便利教師在課堂上的使用，但要讓教材發揮出最大效果，

就是要讓教材隨手可得，讓學生在課外也能自發學習。教材數位化有其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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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但透過網路提供華語教學資料能發揮更大的效果，因此架設一個華語學

習網站是極具效果的教學方式。而網站也能和紙本教材做連結，以正確的理

念和架構所設計出來的網站，才能突顯其價值。 

    將教材中的概念及學習內容數位影音化，將利於學生課後的自行學習，

也是提供缺乏語言學習環境的學習者更多的語言輸入。尤其是對一週只上一

次中文課的學童而言，若無課後複習的工具，學習無異是原地踏步。因此將

教材數位化並透過網路提供，是一個值得發展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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